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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 压力传感器：远不止”一切如
常“1
汽车市场仍在为 MEMS 压力传感器带来收益——但还能
持续多久呢？
内容概览：
•

市场预测：
经过 2020 年的略微回落，全球 MEMS2压力市场预期将以 4%的 CAGR2019-20263增长，
至 2026 年可达 22 亿美元。
汽车是最大的细分市场，将以 3.4%的 CAGR2019-2026 增长，至 2026 年达约 10 亿美元
。
第二大细分市场是消费领域。预计 2026 年将增长至 5 亿美元。
值得关注的市场是工业和医疗，它们在 2019 年至 2026 年期间呈现出显著增长，
CAGR 分别为 6.1％和 4％。

•

技术趋势：
MEMS 压力传感器是一种成熟的技术，目前在低压细分市场（低于 10 巴)占据主导
地位。
压阻式目前是主流 MEMS 技术，未来五年也将如此。

•

供应链：
博世、泰科电子和英飞凌这三大 MEMS 压力传感器公司都已地位稳固，且拥有先进
的技术。过去 3 年中，泰科电子和安费诺都在进行疯狂收购。
每个细分市场的领导者各不相同，而有多家公司在多个不同市场都有经营。

“ 压力传感器广泛应用于整个产业的诸多应用中 ” ， Yole Développement（
Yole）的技术与市场分析师 Dimitrios Damianos 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汽车一直

是推动此类器件需求的一个主要细分市场。传统内燃机汽车以及混合动力电动车中的
新系统开发正在对复杂的控制系统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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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2021 年 MEMS 压力传感器 - 技术与市场趋势》，Yole Développement，2021
MEMS：微机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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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许多不同的传感技术已被用于汽车、工业、国防和航空航天以及其他恶
劣环境中的压力测量。例如，金属基板上的应变片，以及使用陶瓷材料的电容式和压
阻式传感器，用于检测几十或数百巴的压强。但是对于压强在 5-10 巴以下的压力水平
，其传感元件就会相对较大且较昂贵。而这就是 MEMS 压力传感器已深入渗透的领域。
今天发布的《2021 年 MEMS 压力传感器 - 技术与市场趋势》报告分别探讨了每种
应用及其市场的发展趋势，并全面总结了 MEMS 压力传感器产业的现状。新版报告的重
点关注是绿色出行和电气化，这对 MEMS 压力传感器的未来具有重大影响。该研究涵盖
了市场预测、市场趋势和技术趋势，还包含对产业生态系统、供应链和主要竞争企业
战略的深入理解。
MEMS 压力传感器产业中存在哪些经济与技术挑战？关键的驱动因素有哪些？哪些供应
商值得关注？
Yole 在今天带来他们对 MEMS 压力传感器产业的展望。

正如 Yole 团队在新发布的《2021 年 MEMS 压力传感器 - 技术与市场趋势》报告
中所分析的那样，2019 年全球 MEMS 压力传感市场规模为 16.85 亿美元，由于新冠疫情
带来的波动起伏，预期 2020 年略有下降，为 16.45 亿美元。截至 2026 年，整个市场预
期将以 4%的 CAGR 增长至 22.14 亿美元。
Yole 光电与传感业务部下属的传感与致动团队的首席分析师 Jérôme Mouly 这样认为
：“近年来，小型化、低功耗和成本效益的趋势使消费市场得以显著增长，这主要是由
于在智能手机、无人机、电子烟和消费型白色家电中对 MEMS 压力传感式气压计和高
度计的使用。这项技术将继续受到其他用例的青睐，比如为了支持 911 紧急呼叫，现

在美国的所有智能手机都必须集成压力传感器以实现精确的高度定位，还有为智能手
机、可穿戴应用和电子烟带来更高配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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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 压力传感期间的小型化使其可用于血压监测等侵入性医疗应用。要求使用高精准
度、低成本的传感器的还有其他非侵入性医疗应用利基市场，如心血管治疗应用中的
导管和充气设备监测，它们正在充分利用 MEMS 技术的优势，并可能促进其在医疗市场
中更广泛的应用。

工业市场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领域。我们即将迈入工业 4.0 和工厂自动化，因此过
程控制和智能仪表可能会有不错的增长机会。
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的 MEMS 压力传感器件占 MEMS 压力传感总市场不到 5％的份额，
仅缓慢并渐步取代老旧技术。
最后，在汽车市场中，由于更加绿色环保的驾驶和要求安全性更强的更高水平自主性
的发展趋势，MEMS 压力传感业务也在继续增长。TPMS4和国六排放标准将令 DPF5与
GPF6、EVAP7、EGR8和 TPMS 应用在未来有所增长。然而，一项风险也迫在眉睫。近期
电池动力 EV9的加速发展可能意味着传统 ICE10动力总成中压力传感器的增长将放缓。但
新的应用也可能会出现，例如电池电芯中的热失控监测，且有望出现显著增长。
就目前而言，至少在未来 5-10 年内，动力总成中的 MEMS 压力传感器将保持适度增长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随着经典 ICE 动力总成的消亡，十年后会发生什么。
这将对业内各厂商产生重大影响。到目前为止，在 MEMS 压力传感器这个一直以
来都十分稳定的市场中，除了最近的一些并购外，其竞争企业格局并没有发生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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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MS：轮胎压力监测系统
DPF：柴油微粒滤清器
6
GPF：汽油微粒滤清器
7
EVAP：燃油蒸发排放控制系统
8
EGR：废气再循环
9
EV：电动汽车
10
ICE：内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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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变化。过去的两年中，像安费诺和泰科电子这样的大公司都在渴望强化其 MEMS 压
力传感器产品组合和协同效应。
“如今的 MEMS 压力传感器的三大巨头——博世、泰科电子和英飞凌都已地位稳固并拥
有先进的技术，并以大量资金运营”，Dimitrios Damianos 称： "在 16.45 亿美元的总

市场中，它们几乎占了一半份额。博世和英飞凌在过去就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博世在
汽车和消费市场都是强大的存在，而英飞凌主要是在汽车市场。由于收购了 SMI 和 First
Sensor 这两家公司，泰科电子在医疗和工业市场获得了令人瞩目的 MEMS 压力传感器技
术能力，排名也因此上升。现在，泰科电子已拥有多元化的产品组合……”
Yole Développement 全年不断发布大量与 MEMS 和传感器相关的报告和行业监测资料。此

外，专家们还会进行各种重要讲演并组织关键性会议。
借此机会，请不要错过 2021 年 MEMS 工程师论坛。Dimitrios Damianos
将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进行题为“MEMS 在新常态下拥有何种机遇？”的
讲演。Yole Développement 的市场研究总监 Eric Mounier 博士也将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出席主题为“MEMS 助力构建在传染病大流行中韧性复
苏的智能社会”的专题座谈。马上通过 i-Micronews 注册吧！
欢迎访问 i-Micronews，确保不会错过来自业界的最新消息，获知我们的活动概况，包括
与领先公司的访谈等更多信息。敬请期待！
媒体联络人
Sandrine Leroy，公共关系主管，leroy@yole.fr
Marion Barrier，公共关系助理，marion.barrier@yole.fr
Le Quartz, 75 Cours Emile Zola – 69100 Villeurbanne – Lyon – France – +33472830189
www.yole.fr- www.i-micronews.com– LinkedIn –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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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e Développement (Yole).Based on solid technical expertise in imaging, sensing, display, lighting, and photonics,
Dimitrios oversees the day-to-day production of valuable technology & market reports and custom consulting
projects.Dimitrios also serves as a member of the Custom Project Business Development division (CPBD),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projects and following Yole’s leading customers with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Dimitrios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expansion of Yole’s market & technical knowledge,
maintaining long-term relationships with key accounts and ensuring their expectations are met.Dimitrios regularly
presents and delivers keynotes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He has also authored and coauthored several technical & market reports as well as scientific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peer-reviewed
journals.Dimitrios holds a BSc in Physics and an MSc in Photonics, both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atras (GR), and
a Ph.D. in Optics & Microelectron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Grenoble-Alpes (FR).
Jérôme Mouly is Team Lead Analyst in the Sensing & Actuating team within the Photonic & Sensing Division at
Yole Développement (Yole).Jérôme manages the expansion of the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market know-how of
the team.He actively supports and assi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dedicated collection of market & technology
reports as well as custom consulting projects.He has conducted more than 100 marketing and technological
analyses for industrial groups, start-ups, and institutes in the field of MEMS and sensing technologies.Jérôme has
been also deeply engaged in Yole's finance activities with a dedicated focus on the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smart system technologies and access to funding opportunities.Jérôme is regularly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ith presentations and keynotes.Jérôme Mouly earned a Master of Physics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yon (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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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 Pressure Sensors - Technology and Market Trends 2021
Healthy growth is expected for the pressure MEMS market in the next five years, but uncertainty comes after 2026, due
to the transition to EVs, eventually exerting pressure to sensor manufacturers. – Performed by Yole Développ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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