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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usens 的奈米传感器技术，可提升耳塞式耳机电池
使用时间达 20%

新型奈米传感器可释放耳塞式耳机更多内部空间，容纳更大电池
或其他特点
将于西班牙 巴塞罗那 MWC2019, 6M14 展台登场
西班牙巴塞罗那– 2019 年 2 月 20 日.
Nanusens, 在 CMOS 内部建构传感器的
先驱者,宣佈其自有技术可显著提升耳塞
式耳机的使用时间达 20%。以体积小 10
倍的单一复合式传感器，取代耳塞式耳
机内部的 MEMS 传感器，藉以腾出更大
的电池使用空间。
该公司将于西班牙巴塞罗那 MWC2019
会场 MWC 2019
(www.mwcbarcelona.com),第 6 展厅
6M14 展台中宣佈该项科技方案。
耳塞式耳机内部电池及电子部件的 X 光透视图片

MEMS(微机电系统)传感器的封装，包含一个以微观尺度制成的 MEMS 传感器片，以及
一个带控制电路芯片，其体积为 4 立方毫米。Nanusens 在其控制电路的 CMOS 芯片层
内以奈米尺度建构传感器。NEMS（奈米机电系统）芯片仅为 1 立方毫米，因此每更换
一个 MEMS 封装，节省 3 立方毫米。
多传感器的 Nanusens NEMS 芯片取代的 MEMS 芯片越多，节省的空间越大，加上
Nanusens 芯片尺寸仅随着传感器功能的增加而略有增加，以适配其附加的控制电路。
此外，与使用多个 MEMS 所需的 PCB 空间相比，微型且单芯片的解决方案所需的 PCB
空间要少得多。所有这些释放的空间可以用来增加电池空间，或添加一个超级电容器，
以延长电池的寿命、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并引起耳塞式耳机厂家极大的兴趣。

Nanusens CEO, Dr. Josep Montanyà 解释说 “我们处于很独特的位置，使用我们的奈米传
感器，能够为设计师提供更多的空间。有些制造厂家希望通过使用更大的电池或超级
电容器来延长电池使用时间，也有另一些制造厂家希望使用这些释放出来的空间来提
供提升记忆内存之类的功能，以便将歌曲存储在耳机中，
这是另一种延长电池使用时间的方法，因为歌曲不需要通
过蓝牙传输，在移动中仍可提供长时间的音乐”
目前耳塞式耳机市场每年约有 5 千万部，预计增长速度将
会非常快。驱动的关键是制造厂家从他们的手机设计中移
除了厚实、笨重的耳机插座，这样他们就可以拥有更薄的
手机设计、更大的电池空间和附加功能。
“新的智能手机销量预计每年将达到 15 亿台，因此越来越
多的制造厂家会开始使用我们的耳机，我们的总体可用市
场(TAM)是非常惊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以此为首要
市场”, Dr. Montanyà 如是说
Nanusens CEO: Dr. Montanyà

Dr. Montanyà 补充说：“我们已经开始与该产业链中的主要参与者进行讨论，让他们了
解我们的创新技术，以便他们能够在开发过程中加入该项设计“。通过手机和耳塞式耳
机制造厂家对显著提高电池使用时间之方法的认识，将为蓝牙芯片制造商创造价值链
的牵引力。后者所提供的样板设计，通常会为整个行业所使用，因此我们的目标是参
与这些设计。”

Nanusens 的第一个产品将在 2019 年
4 季度应用于耳塞式耳机的二轴的移
动传感器。可用于实现单击及和双
击控制、移动唤醒和休眠等功能。
不久之后的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将
集成一个用于噪声消除的骨传导传
感器成为单芯片解决方案。芯片将
提供极小的封装，如 WLCSP 或裸片，
可以直接安置在 PCB 印刷电路板上。
Nanusens 2 轴移动传感器

Dr. Montanyà 总结道：“我们的奈米传感器技术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我们将利用它
来制造一系列其他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同时创建在同一个芯片中，因此可以在
不占用更多空间的情况下，将多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构建到一个微型多传感器解决方
案中。这为那些想要提供令人兴奋之附加功能产品的公司，用以增强用户体验，例如
通过头部手势识别控制耳机。我们的奈米传感器可提供非常小的集成芯片解决方案、
低功耗需求、坚固性和多功能的独特组合。因此，在耳塞式耳机之后，我们会将多传
感器奈米解决方案应用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市场”

Nanusens 的奈米传感器技术
MEMS 传感器采用昂贵的专有工艺制
造。Nanusens 的多项专利技术使其
能够使用与其他芯片相同的生产工艺，
使用标准的 CMOS 工艺在 CMOS 层内
创建奈米传感器。
这种创新的方法减少了传感器的尺寸
和成本。Nanusens 相信，其颠覆性
技术将彻底改变传感器市场，满足智
能手机、可穿戴技术和物联网设备中
不断增长、对低成本传感器的需求，
这些技术已经使传感器成为一个数十
亿美元的产业，因为它们提供了现实
世界和电子设备之间至关重要的接口。
芯片内部布局显示出两个 Nanusens 移动传感器与其控制电路
整合在同一芯片中

奈米级别的技术，意味着它有着超低的功耗。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可能会掉到地上的
设备中的传感器，NEMS 设计比 MEMS 设计更坚固可靠。这是因为它不受由范德华力
或卡西米尔力 (Van der Waals or Casimir forces) 所引起的粘着力问题之影响，而这些粘
着力会给微机电系统带来了可靠性问题。请参阅 Nanusens 发布于网站上的文件：
https://nanusens.com/mems/

Nanusens 传感器是如何使用标准的 CMOS 工艺制造的
NANUSENS 的 NEMS (Nan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s) 传感器采用标准的 CMOS 工艺和
掩膜技术制造而成。在 NANUSENS 的工艺中，使用 HF 蒸汽 (vHF) 通过钝化层中的焊盘
开口蚀刻金属层间介电质 (IMD)，以获得奈米传感器的传感结构。然后将孔洞密封，根
据需要对芯片进行封装。由于该传感器仅采用了标准的 CMOS 工艺，并且能够直接和
所需要的有源电路集成，因此，这款传感器能够获得和 CMOS 器件一样高的良率。

Nanusens 在 CMOS 内层中将 MEMS 缩小，建构出奈米传感器

* 参阅: https://www.buzzfeednews.com/article/johnpaczkowski/inside-iphone-7-why-applekilled-the-headphone-jack

有关 Nanusens www.nanusens.com
Nanusens 是在 CMOS 内部构建传感器的先驱者。Nanusens 正在申请专利的技术缩小了
MEMS 传感器，并使用标准的 CMOS 工艺建构了奈米级传感器（NEMS – 奈米机电系统）
及其控制电子电路，这就产生了比同等多重封装的 MEMS 器件小 10 倍的单芯片解决
方案。释放的空间可用于较大的电池，以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或附加功能。许多不同
的传感器可以内置在同一个微型芯片中，以增强用户体验，并在不占用更多空间的情
况下做出产品区分。它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正在申请的专利使它成为这项技术的无争议
领导者，而此项技术将彻底改变下一代传感器。
Nanusens 于 2014 年，由 Dr. Josep Montanyà、Dr. Marc Llamas 和 Dr. Daniel Fernandez
等人所创立，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和中国深圳设有研发办公室，以
创始人前任公司 Baolab Microsystem 的研究与和专业知识为基础。
Nanusens 是由 Inveready(www.inveready.com/venture-capital/)、Caixa Capital RISC
(www.caixa capital risc.es/en/) 和 Dieco Capital (www.dieco-capital.com) 等风险投资公司
以及 CrowdCube 提供的众筹资金资助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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