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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子有望迎来“V型”反弹

赛迪智库汽车电子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汽车电子市场呈现“急下
滑、快恢复、趋稳定”的发展态势。展望2021年，在政策刺激、5G基
站规模部署建设等有力带动下，我国汽车电子产业将持续回暖。在
新冠肺炎疫情仍将持续困扰全球经济发展、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加速
调整的大背景下，抢抓国外疫情尚未有效控制的短暂“窗口期”，我国
汽车电子产业有望迎来“V型”反弹，迎来快速发展的新机遇。

车用MEMS迎来第二波浪潮
受益于高价值传感器日益广泛

的应用，近年来车用MEMS和传感
器市场增速高于汽车市场。

本报记者 张心怡

从吉利携手百度组建智能汽车公司，到微软投资自动驾驶公司Cruise，再到供应链传出特斯拉与三星合作5nm自动
驾驶芯片的消息，自动驾驶成为近一个月的高频热词。

如果说主控芯片是汽车之脑，传感器就是汽车的五官，负责收集周围环境和汽车自身的信息。在车用传感器中，
MEMS凭借微型化、集成化、类型多样等优势，成为汽车传感器的新风向。从L2及L2.5向L3、L4进化的过程中，自动驾
驶正在为MEMS开辟新的赛道，注入增长动力。

2021年形势基本判断

（一）外部形势危中有机
疫情影响下的世界经济持续低

迷，在变局中寻对策、找机遇，开辟高
质量发展新路径将成为 2021 年汽车
电子产业发展主旋律。当前，电动
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已成为全
球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汽车
电子作为电子信息技术与传统汽车
的跨界融合产业，成为汽车“新四化”
发展的核心引擎。

展望 2021 年，一方面，产业巨变
之中蕴涵无限机遇，汽车“新四化”拉
动汽车电子产业全新增长空间。另
一方面，在复杂的大环境下，从规模
增长到提质增效、从结构调整到加速
转型，下行和波动风险仍在。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我国汽车市场自 2 月份起开始萎缩，
预 计 全 年 的 汽 车 产 量 将 会 下 降
15%～25%。汽车产量下降的影响会
延迟 2 个月左右体现在汽车电子领
域，部分汽车电子产品进口受阻、出
口受限，供应链一度中断。自第三
季度开始，受益于全球汽车产业逐
步恢复，我国汽车电子产业开始全面
恢复，产值已接近去年同期水平，预
计2021年将实现典型的“V型”反弹，
也将为全球汽车产业和全球经济复
苏注入“提振剂”。

（二）整体市场缓慢回暖
汽车电子作为汽车产业中最为

重要的基础支撑，在政策驱动、5G网
络建设的共同作用下，将率先开始复
苏。2021 年我国汽车电子市场规模
有望突破 7000 亿元，到 2025 年将向
9000亿元逼近。

一是多重刺激性政策措施保障
汽车电子产业稳定发展。作为疫情
背景下经济恢复的重要抓手，国家
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刺激产业
恢复活力。2021 年将有多项利好政
策持续拉动车载传感器、存储器、计
算芯片、功率器件等汽车电子市场
需求，汽车电子产业将迎来诸多战
略优势叠加的发展机遇期。

二是5G网络建设的规模效应和
带动作用逐渐显现。2020年5G基站
网络建设迎来爆发式增长，2021 年，
预计以5G为核心的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将为LTE-V2X向5G-V2X过渡升
级提供关键通信网络支撑，加速智能
网联汽车由单车智能向车-路-网-云
全面协同转化，并驱动C-V2X芯片、
车载模组（OBU）、路侧设备（RSU）、
边缘计算设备等汽车电子产品成就万
亿级市场规模。据 IHS Markit 预测，
至 2025 年，我国搭载车联网功能的
新车渗透率将超过 75%，高于全球
60%的装配率水平。

（三）新基建激发细分领域新机遇
2021 年新基建的实施将持续围

绕车路协同等一系列融合创新应用场
景展开。以车路协同基础设施为切入
点，促进汽车电子技术产品研发，对于
夯实产业基础，找准投资拉动经济增
长新的提振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进一步推动车规级传感器
产业发展。汽车智能化程度与传感
器数量成正比，超声波、雷达等关键
传感器数目需达到 32 个以上才可以
真正实现 L5 级自动驾驶。基于 5G
车路协同的车联网新基建更加注重
智能感知处理、智能交互等人工智能
技术的应用，将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
融合，为感知技术创新提供核心驱动
力。对于提升感知精度、推动车规级
传感器本土化、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具
有重要意义。

二是推动实现高效实时的车载
智能计算。集感知、计算、决策、通
信、控制为一体的汽车智能计算平
台是智能网联汽车的“大脑”，成为
决定汽车智能化、网联化发展水平
的战略性要素。基于 5G 的车路协
同车联网新基建围绕汽车智能计算
平台构建高性能决策控制计算、高
可信软件产品族和产业生态，将加

速自主软硬件计算平台的研发进程。

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车规级芯片亟待突破。我国企
业在车规级芯片领域的关键技术及
制造水平与日本、美国、德国等优势
国家仍存较大差距，我国自主车规级
芯片产业规模全球占比不足 5%，提
升空间巨大。具体来看，一是我国自
主产品多集中于中低端，二是行业壁
垒难以打破。

汽车智能计算平台持续演进。
汽车智能计算平台作为汽车智能化
变革的基础，技术产品持续迭代，将
成为汽车电子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一是从演进趋势来看，随着汽
车电子电气架构和车用芯片的不断
迭代升级，车载智能计算平台发展
正加速从功能集成、板级集成向芯
片集成平滑演进。未来集成多种复
杂技术的智能计算平台，将通过软
硬件解耦的技术架构涉及，实现感
知、计算与应用的分层。通过提供
开放的、资源充足的硬件平台，保持
上层应用软件可持续迭代升级，使
得软件开发更便捷、更高效。二是
从具体产品来看，随着自动驾驶级
别的提升，驾驶辅助功能逐步增加，
对超声波雷达、毫米波雷达、激光雷
达、摄像头等感知领域硬件的使用
需求明显增加。

智能座舱率先落地。智能网联
汽车商业化落地仍需时日，短期内
搭载智能座舱产品的智能化汽车将
实现率先应用。随着 5G 时代的到
来，用户对安全和娱乐功能需求升
级，智能座舱产品在整车中的渗透
率有望持续提升。现阶段，座舱电
子的发展以中控平台为基础，逐渐
延伸到液晶仪表、抬头显示器及后
座娱乐系统。中短期内中控屏、液
晶仪表盘、抬头显示、流媒体后视
镜、语音控制等智能座舱产品将率
先落地，逐渐成为汽车标配。未来
深层次的人机交互是汽车座舱电子
发展的核心。随着汽车电子化程度
的提高，多屏融合智能座舱打破不
同系统之间的技术壁垒，实现了产
品融合、多屏互动及信息交互。从
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一芯多屏、多屏
融合、智能控制、智能驾驶成为大势
所趋。

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建议推动车规级芯片、功率半导
体等核心零部件率先突破，着力弥补
在汽车半导体器件基础领域的短
板。以汽车智能计算平台为抓手，推
动汽车智能计算平台的硬件实现路
径由“板级集成”逐渐向“芯片集成”
过渡。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为
契机，带动以功率半导体（IGBT）、功
率MOSFET、继电器、整车控制、电控
系统等为代表的汽车电子使用场景
逐渐增加。以基于5G车路协同的车
联网建设为切入点，激活车载通信模
块市场。

建议发挥整车带动效应，重点促
进产业链协同。大力促进行业资源
优势集中和有效整合，加速形成汽车
电子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格局。一方
面，推动从基础器件到系统集成，再
到整车制造的全产业链条协同，为汽
车电子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产业生态
闭环。另一方面，推动传统汽车制造
业与信息技术产业的深度、有效融
合，加速汽车电子产业变革，助力构
建新型产业生态体系。

建议在典型场景示范中探索商
业模式。进一步挖掘我国丰富的潜
在应用场景，实现机场、港口、工业
园区和旅游景区等相对封闭区域内
的摆渡车、集装箱运输车、重载卡车
以及接驳车等各类示范应用先行。
结合冬奥会等重大赛事活动，围绕
车路信息交互、交通流监测分析等
典型应用场景，适当开展限定道路、
开放道路的推广运营。在应用示范
中进一步探索适合我国复杂道路交
通情况的特色商业落地模式。

随着人们对汽车智能化、安全
化的追求日益凸显，汽车电子的市
场需求不断增长，而对汽车电子起
核心作用的元件当属传感器。其
中，MEMS 凭借小型化、类型多
样、测量范围广等优势，逐渐成为
汽车电子的主流传感器。

“ 汽 车 电 子 产 业 被 认 为 是
MEMS传感器第一波应用高潮的
推动者，MEMS 传感器可满足汽
车环境苛刻、可靠性高、精度准确、
成本低的要求。应用方向和市场
需求包括车辆的防抱死系统、电子
车身稳定程序、电控悬挂、电动手
刹、斜坡起动辅助、胎压监控、引擎
防抖、主动降噪、智能车钥匙、车辆
倾角计量和安全气囊触发监测

等。”ADI医疗、消费与新兴业务总
监赵延辉向《中国电子报》指出。

ADAS（汽车高级驾驶辅助系
统）、自动驾驶、新能源汽车的交互
发展，正在催生车用 MEMS 的第
二波浪潮。

“车用 MEMS 和传感器市场
稳步扩展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
ADAS的部署，以及新能源汽车和
自动驾驶汽车的快速发展。同时，
受益于激光雷达、高性能惯性传感
器等高价值传感器日益广泛的应
用，近年来车用 MEMS 和传感器
市场增速高于汽车市场。”麦姆斯
咨询创始人兼 CEO王懿向《中国
电子报》记者表示。

发展自动驾驶，车联网是必不

可少的标配，车路协同是车联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单车智能一样，
车路协同也将为MEMS带来增量
空间。

“单车智能和车路协同，对于
国内的自动驾驶来说是同步发展
的，所以路端也会用到 MEMS 传
感器。随着新基建的投资力度加
大，路端的 MEMS 需求也会快速
增长。”赛迪顾问物联网产业研究
中心分析师赵振越向记者指出。

当智能驾驶技术发展到真正
的无人驾驶层面，又会催生新的
MEMS需求。

“无人驾驶的普及，势必带来
其他的安全问题。在无人值守的
情况下，要了解车本身更多的情

况，就需要更多不同种类的传感
器，比如机械故障自动诊断是不可
或缺的，这将是 MEMS 传感器又
一强力增长点。”赵延辉说。

除了技术革新，各国发布的汽
车 安 全 标 准 和 法 规 也 对 车 用
MEMS起到推进作用。为了提升
车辆和道路的安全性，欧盟新车安
全评鉴协会（Euro NCAP）决定从
2020 年 起 将 驾 驶 员 监 控 系 统
（DMS）作为五星评级的必备安全
功能指标，这将促进 CMOS 图像
传感器、ToF传感器、压力传感器
等在汽车领域的渗透。中国于
2020 年 实 施 的 胎 压 监 测 系 统
（TPMS）强制安装法规，也将提升
胎压传感器的市场需求。

在自动驾驶走向 L3+的过程
中，利用传感器阵列和人工智能技
术实现对环境和自身的全方位感
知，成为热门趋势。

“应用于自动驾驶的传感器
不仅仅需要 MEMS，还需要 IC。
总体来说，自动驾驶需要多传感
器融合的智能感知技术，这也是
车用MEMS和传感器领域的投资
并购日益增多的原因。”王懿说。

可以说，多传感器融合是自
动驾驶走向量产的主要出路。激
光雷达或者惯导都有价格从几万
到几十万美元不等的独立系统方
案，但这种价格很难被主机厂接

受，也难以覆盖复杂多样的路况
场景。

“自动驾驶的过程中，超声波、
毫米波、激光雷达、摄像头、卫星、
惯导各有所长，单一传感器难以胜
任自动驾驶需求。例如惯导需要
和卫星配合，还要和胎压、轮速等
传感器融合。”杨拥军表示，“相比
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的单一传感
器方案，采用多个低成本的传感
器，更容易被主机厂接受，且不同
传感器各有所长、互相补充，能实
现更好的性价比。”

赵延辉也指出，单种传感器
特性突出，均不能形成完全信息

覆盖，MEMS传感器与其他自动
驾驶技术融合以形成高性能、低
成本、差异化、系统级解决方案，
减少通信损耗，提高响应速度，达
到降低成本、提升整体效率是必
然趋势。

ADI 已经在传感器融合方面
做出积极探索，将MEMS IMU与
雷达、激光雷达等进行融合，推出
了Drive360技术平台，能检测体积
更小、移动速度更快、距离更远的
物体，在自动驾驶汽车周围打造
360度保护屏障，全方位保护汽车
和乘员安全。

传感器融合建立在多种传感

器、IC、智能控制软件贯通集成的
基础上，需要供应商从单一器件、
单一技术的进步，走向整体解决方
案的优化，提升供应链上下游的协
同能力。

“在应用层面，汽车的智能化
感知需要传感器融合等算法，国内
MEMS 企业需要与汽车软件、系
统开发商深度绑定，更好地协同车
辆感知和控制；在产品层面，要从
单一产品向多功能高集成化的感
知解决方案发展。国内企业可以
横纵联合，与友商和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合作，从单点突破向生态突围
转变。”赵振越向记者指出。

自动驾驶由感知、决策、执行三
大系统组成，传感器作为汽车的“五
官”，是“感知”的主要承担者。传统
燃油车大多具备针对转速、压力、振
动等参数的状态传感器，智能网联
汽车则增加了两大类传感器：一类
是环境感知传感器，包括超声波、毫
米波、激光雷达等距离传感器和摄
像头等视觉传感器；另一类是导航
定位传感器，主要包括卫星定位传
感器和惯性导航传感器。

“MEMS在激光雷达传感器和
惯性导航传感器方面大有可为。
车用惯导是MEMS的主场；MEMS
激光雷达具有低成本、小型化优
势，可以解决可靠性问题，是最被
看好的量产车激光雷达方案之

一。”美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杨拥军向《中国电子报》表示。

如杨拥军所言，惯性导航系统
是伴随自动驾驶兴起的新增市
场。Yole Development数据显示，
惯性传感器在2018年的全球市场
规模为1.6亿美元，预计2022年将
达到9亿美元。

“用于导航平台稳定控制和导
航的高性能MEMS IMU是自动驾
驶定位的最后一道防线，与GNSS
定位依靠卫星不同，MEMS IMU
具有独特的提供连续性导航的能
力，即使进入隧道或地库，也能持
续导航，且短时精度很高，长期精
度取决于所选 MEMS IMU 的等
级。”赵延辉表示。

目前，博世、ADI 等厂商已推
出面向智能驾驶的MEMS惯导方
案。其中，ADI的高可靠性IMU已
应用于自动驾驶对精准地理定位
的需求。国内也有美泰电子、敏
芯、格纳微等厂商布局。杨拥军表
示，国内MEMS厂商在惯导市场有
很多机会。

“美泰电子的惯性导航传感器
已经搭载到某L2.5级智驾车，率先
实现了在量产车的装载，也获得了
其他多家知名车企L3级量产车的
定点。”杨拥军表示，“作为供应
商，首先要有敬畏之心，打进供应
链并非易事，需要在公开竞标、上
车试验比测中获胜才有机会。其
次是采用严格的管理流程，保障产

品质量和客户口碑。相信国内厂
商在新赛道上有进一步开拓市场，
甚至取得领先的机会。”

MEMS 激光雷达由于价格低
廉、技术相对容易实现，是有望率
先落地的自动驾驶技术之一。Lu-
minar、Innoviz以及国内速腾聚创
等厂商陆续推出了车规级MEMS
激光雷达。

“激光雷达的高性能、低成本
和高可靠性会是汽车 ADAS 市场
最重要的核心能力，而实现高性
能、低成本、高可靠性的关键途径
是芯片化。解决高性能汽车传感
器芯片设计和车规级芯片代工问
题是提升国内MEMS企业竞争力
的关键。”王懿说。

MEMS在自动驾驶领域大有可为
MEMS 激光雷达具有低成本、

小型化、高可靠等优势，是最被看
好的量产车激光雷达方案之一。

传感器融合是未来竞争关键
传感器融合需要供应商从单一

器件和单一技术的进步，走向整体
解决方案的优化。

MEMSMEMS开启自动驾驶新赛道开启自动驾驶新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