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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传感器产
业呈井喷发展态势。”北碚区
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2018
年，市场规模就已突破了
2000亿美元。

“而北碚，具有发展传感
器产业的基础和优势。”这位
负责人说。

在产业基础上，北碚区目
前有重庆川仪、四联集团、重
庆横河川仪等行业龙头企
业。同时，北碚还有电子信
息、汽摩、仪器仪表等优质传

统产业基础，以及物联
网、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

新能源及智能汽车、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带来的应用需求。

在产业链上，目前，北碚
区以重庆材料研究院、重庆超
硅光电、重庆川仪、华伟工业
集团为代表，已初步形成了涵
盖“材料+设计+制造+封测+
集成”的传感器产业链。

在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
上，北碚在重庆材料研究院、
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
究院、西南大学等科研机构
的带领下，在传感器研发创
新上已有一定基础。其中，
重庆材料研究院专门从事功
能材料共性基础技术、工程

化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
发，已建立了金属

功能材料及

制品、贵金属材料及制品、测
温材料、传感器敏感材料及
元件等六条中试工艺生产
线，在测温材料、特种合金、
工程仪表三大优势专业领域
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在产业结构上，北碚区的
传感器产品已覆盖了温度、压
力、流量等较产品领域。

“在这些基础和优势
上，北碚的传感器产业，既
是针对全球市场需求，又是
在已有的坚实基础上提出
的。”北碚区经信委的这位
负责人说，这是北碚在实施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中，走出的极为
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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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 传感器产业亮了出来

北碚区亮出的发展传感器
产业的路径究竟如何走？该区
经信委相关负责人对此作了解
读。

目标：打造150亿元
的产业规模

到2025年，传感器产业的
年产值，要达到150亿元的规
模。这是北碚传感器产业发展
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北碚将
培育和引进4家年产值超10亿
元、30家年产值超1亿元的传
感器龙头企业和高精尖的创新
型企业。

与此同时，将加大创新能
力的提升，将建成市级智能传
感器创新中心，建立传感器工
程技术服务平台，培养一支国
内顶尖的研发团队，构建智能
传感器研发及产业化加速体
系，攻克一批基于新原理、新结
构、新材料的核心共性技术。

在推广应用上，将把传感
器与北碚的新型显示、仪器仪
表及智能装备、新能源及智能
汽车、健康制药等优势产业，进
行融合发展。并在消费电子、
工业电子、汽摩电子、医疗电子
四大传感器重点应用领域，形
成较强的系统集成方案能力，
开展50项传感器融合创新应用
示范工程。

布局：打造高端智能
传感器产业园

“在传感器产业的布局上，
我们将重点打造一个高端智能
传感器产业园，作为传感器产
业的承载体。”北碚区经信委相
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北碚将在本区传
感器产业、技术、智力资源富集
区域，科学合理地规划区域产
业发展，并以同兴工业园区歇
马拓展片区为传感器产业发展
的主战场，与新能源汽车、物联
网、汽车电子、仪器仪表、新材
料等重点产业联动，打造西南
高端智能传感器产业园。

在打造高端智能传感器产
业园中，将发挥横河川仪、重庆
材料研究院等龙头引领性企业
的集聚作用，引进和培育平台
研发、芯片设计、系统应用等传
感器产业链缺失、薄弱和延伸
环节。通过引进陆科电子、奥
特迅传感、河南汉威电子、上海
威尔泰等龙头企业，加强传感
器与仪器仪表、智能装备、智能
汽车、机器人等产业户用对接，
生产面向全国、辐射海外的高
端传感器产品。

重点：构建传感器创
新生态

北碚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说，传感器产业发展的重点是
要构建创新生态，以增强这一
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据介绍，北碚传感器的创
新生态，重点是围绕高端智能
传感器产业园，整合市内的研
究机构、高校、协会等优质资
源，建设传感器创新中心、行业
协会和产业联盟，打造公共服
务创新平台，推动研发中试一
体化，实现研发、设计、加工、生
产等关键技术的共享。同时，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
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信息发布
和共享平台，加强相关的检验
检测、认证认可、知识和数据中
心等服务体系建设，形成传感
器产业生态圈。

传感器创新中心和传感器
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是创新
生态圈中的重点。因而，北碚
将依托本地的龙头企业，联合
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快建设市
级传感器创新中心。以两江新
区蔡家管委会办公大楼、蔡家
自贸试验区临时指挥中心为主
要载体，构建传感器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第三方检
测认证、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知识产权、投融资等公共服务。

核心：突破传感器核
心技术研发和应用

北碚区经信委的相关负责
人说，传感器产业发展的核心，
在于突破传感器核心技术的研
发，以及把相关的技术和产品，
应用于广泛的产业中。

在核心技术的研发中，北
碚区将发挥其在传感器材料上
的研发优势，加快新型敏感材
料的研发，加快新型传感器的
研发和规模量产步伐。同时，
将引进晶龙实业、隆基股份、美
新半导体等龙头企业，提升区
域内传感器材料的研发水平。

与此同时，将努力突破传
感器的一些设计瓶颈，鼓励企
业开展新型传感器的原创性设
计和发明。

在应用上，将与北碚区的
仪器仪表、汽摩产业、智慧城市
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自主研
发一批高性能的中高端传感器
产品，并广泛地应用于这些产
业和城市建设中。

与此同时，北碚还在探索
新兴应用市场。围绕智能制
造、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等
机器人应用场景，突破先进感
知与测量、高精度运动控制、
高可靠智能控制等一批关键
核心技术。引导推进以企业
为主体的协同创新，整合机器
人传感器技术与产业资源，突
破一批关键产品与系统集成
方案。

在新兴市场的探索应用
上，北碚的传感器产业，还将针
对手术系统、窥镜系统等医疗
器械的不同需求，围绕基因测
序、体外诊断、生命监测等大健
康场景，探索传感器技术在便
携式、患者监控、智能诊断和远
程疗法中的应用，开拓大健康
产业市场。

一个新的产业名字
在北碚叫响：传感器。

8月24日，2019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智
能网联 感物芯声”传感
器与物联网高峰论坛在
北碚举行。

这不仅仅是一个论
坛的举办，而是标志着北
碚区的传感器产业正式
亮了出来。

传感器是完成信息
感知和信号转换的设备
集合，是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感知基
础和数据来源，已成为推
动经济转型升级为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基础与重
要引擎。

在推进以大数据智
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
发展行动计划中，北碚区
抓住区域内有传感器产
业的基础，适时制定出
《北碚区传感器产业发展
规划》（2020—2025），并
借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
业博览会的时机，在全市
率先把这一新的产业亮
了出来。

8 月 24日，在北碚举行
的由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
心主办、市经信委、北碚区人
民政府、中国传感器与物联
网产业联盟、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西部分院、重庆市物
联网产业协会、重庆市物联
网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联合
承办的以“智能网联感物芯
声”为主题的传感器与物联
网高峰论坛，是2019中国国
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一个分
论坛。

“这个论坛很有吸引力。”
北碚区相关负责人说，吸引来

了包括国家工信部、科学院院
士的领导和专家，以及北京、
上海、广东等10余个省市的
物联网协会的同行等共500
余人参加。

这次论坛围绕培育壮大
智能产业，着力构建“芯屏器
核网”（集成电路、面板、智能
终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
车、以及物联网）全产业链，加
快智能制造步伐进行了广泛、
深入的探讨，并为北碚的传感
器产业出谋划策。

在论坛上，工信部原副部
长、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

联盟名誉理事长杨学山作了
“智能时代趋势”的主旨报告；
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董
事长杨潇作了“建设智能传感
器生态圈”的演讲报告等。

在高峰论坛上，还组织了
“智能传感与人工智能”高峰
圆桌对话、渝企调研及“传感
器与物联网百企CEO合作交
流”活动；还进行了中国传感
器与物联网产业联盟与重庆
生态合作的签约。

在论坛上，重庆市传感器
特色产业基地揭牌。北碚区
发布了传感器产业规划。

高峰论坛专家云集

发展传感器产业基础坚实

北碚传感器产业发展的路径如何走？

北碚城区 摄/秦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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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集聚 产业链条完整 创新实力雄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