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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c field sensor market analysis



摘要

磁场传感器已成为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元件，在过去十年，关于传感器
的新技术、新企业不断涌现，产品迭代迅速。目前，人们已研制出利用各种物理、化学和
生物效应的磁场传感器，并已在科研、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承担起
探究种种信息的任务。2020年全球磁场传感器销量超109亿个，国内销量近20亿个。

磁场传感器市场竞争激烈，日本、美国和欧洲成为全球主要产地，且全球TOP15制造商产量
占比超85%，市场供应高度集中。我国磁场传感器生产大都在中小企业中进行，比较分散，
且技术经济实力较弱。即使为数不多的国内企业实现了TMR磁场传感器的量产，但在生产制
造环节更多的是依托国外工厂。

工业控制、汽车、消费电子依然是磁场传感器的重点发展领域。未来磁场传感器将具有更
强的信号检测能力和灵敏度，温度稳定性和抗干扰性更好，实现芯片级集成化，另外，为
了满足信息记录、植入身体内磁性生物芯片等应用领域的需求，高频、低功耗传感器也将
是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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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义

01 行业综述

磁场传感器是可以将各种磁场及其变化的量转变成电
信号输出的装置，主要用于科学测量、导航和工业应
用。磁场传感器利用人工设置的永久磁体产生的磁场，
通过感应磁场强度测量电流、位置、方向等物理参数，
可作为探测、采集、存储、转换、复现和监控各种磁
场和磁场中承载的各种信息的任务的载体。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中，磁场传感器已成为信息技术
和信息产业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元件。目前，人们已
研制出利用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效应的磁场传感
器，并已在科研、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
广泛应用，承担起探究种种信息的任务。



01 行业综述

传感器 原理 功耗(mA) 尺寸(mm) 灵敏度(Mv/V/Oe) 工作范围(Oe) 分辨率(Oe) 温度特性(℃)

HALL 霍尔效应 5~20 1×1 0.05 1~1000 500 ＜150

AMR 磁阻效应 1~10 1×1 1 0.001~10 0.1 ＜150

GMR 巨磁阻效应 1~10 2×2 3 0.1~30 2 ＜150

TMR 隧道磁电阻效应 0.001~0.01 0.5×0.5 20 0.001~200 0.1 ＜200

产品分类及特征

磁场传感器按照原理效应不同可分为HALL磁场传感器、AMR磁场传感器、GMR磁场传感器等。其中，HALL磁场
传感器因其结构简单、体积小、频率响应宽、输出电压变化大、使用寿命长等优势应用最为广泛。

HALL
依据霍尔效应，它具有对磁场
敏感、结构简单、体积小、频
率响应宽、输出电压变化大和
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AMR
利用磁阻效应制成的传感器，在
感测地磁场范围内的弱磁场测量
方面见长，常被制成转速传感器、
接近开关、隔离开关等。

GMR
利用巨磁阻效应制成的传感器即
GMR传感器，常用于硬盘、MRAM、
角度或位置传感器、电流传感器、
生物检测以及军事领域等方面。

汽车

消费电子产品

工业

其他领域应用



02 产业链分析

传感器产业链

原材料供应商 传感器制造商 下游应用

硅晶片

塑 料引线框架

汽车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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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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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产业链分析

硅晶片是磁场传感器技术突破的关键

硅晶片是通过对硅片进行光刻、离子注入等手段，将高纯度
的多晶硅锭拉成不同电阻率的硅单晶锭，是制作集成电路的
重要材料。制造工艺流程包括晶体定向、外园滚磨、加工参
考面、切片等。

硅晶片的制造技术门槛极高，全球掌握制造工艺的企业较少，
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据IC Insights统计数据，
2020年全球晶圆产能达2.60亿片，同比增长8.0%。2020年全
球前五大硅晶片提供商市占率超过85%。

国内制造磁场传感器的硅晶片主要依赖进口，虽然国内现已
有个别企业（如美新半导体）掌握了硅晶片制造技术，但未
掌握高端制造工艺且产量不高，容易被卡脖子，且目前全球
硅晶片供应紧张。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16-2020全球硅片出货量（亿平方英寸）



汽车行业的进步是推动传感器发展的主要力量

汽车行业一直是推动市场需求的主要行业之一，从传统内燃机
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中新系统的开发对控制系统提出更高要求。
2020年，磁场传感器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占比超过50%。

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越来越受到关注，它们比传统汽车更加数字化连接，还减少了汽油和柴油等化石燃料的消耗，
减少了全球变暖和生态破坏，并提供了卓越的燃油效率。

对这些汽车的需求激增可归因于生活方式的改变、政府鼓励采用绿色汽车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先进技术的出现，
推动了磁传感器在位置、速度和角度检测和测量应用中创造了高速增长的机会。

HALL传感器因其精度高、线性度好等优势在汽车制造中应用广
泛，主要用来测量运动量，如位臵、角度、速度、电流等。同
时，AMR/GMR 技术也已经在轮速、方向盘转角/扭矩、电子节气
门位臵、曲轴和凸轮轴转速等传感器领域得到规模化应用。

02 产业链分析



磁场传感器是消费电子设备智能化的关键技术

02 产业链分析

智能化是家用电器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越来越多的智能家电在设计中开始采用传感器，以实现先进的传感和控制。
位置传感器、接近传感器、液位传感器、流量和速度控制传感器技术被用于范围广泛的电器中，以提高准确性、可
靠性和效率。传感器在智能电器设计中被大量应用，通常每个单元需要布置多个传感器。

消费者对家电自动化的需求提高；能源价格不断上涨，节能家电广受欢
迎；微处理器控制系统使用更加便利；磁场传感器可以变成，可以数字、
模拟和速度感测等多种输出模式；非接触式技术使家电开关、旋钮更美
观。以上因素促进了传感器在消费电子设备的应用。

霍尔传感器在洗衣机转速传感器的应用十分普及。洗衣机滚筒的转速是
由一个连接至电动机轴的多级磁体（16或32极）监控的，这个磁体在具
有优异速度测量功能的霍尔效应传感器上旋转，这个数字速度信号被发
送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在内部控制着电机速度以获得各种转速周期。



磁场传感器助力实现工业自动化

02 产业链分析

现今，传感器在工业设备自动控制应用中的能量不可小觑，
现代工厂自动化系统的信息和数据传输也越来越依赖于智能
传感器。从只负责监控和测量到如今可以准确完成智能检测
和评估任务，智能传感器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与汽车市场单一应用不同的是工业市场应用更破碎和零散，
加之每个制造产业属性不同，解决方案也各不相同。尽管
产业属性不同，但大部分的工厂都包含了机台加工、组装、
检测、物流四项流程，而每个流程中，皆有对传感技术的
不同需要，但在传感器运用上，客制化将是必然趋势。

霍尔电流传感器早已在电网系统中得到应用，用霍尔器件作成的电
度表可自动计费并可显示功率因数，以便随时进行调整，保证高效
用电。另外， GMR传感器常被放置在公路上探测车辆大小、位置等
数据，用于监控高速公路车流量和停车场车辆停放情况，或者用在
公路的收费亭，从而实现收费的自动控制。



03 发展现状和趋势

2021年全球磁场传感器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98亿

美国 欧洲 中国 日本 东南亚 印度 全球其他

近几年，受市场需求端的刺激，磁场传感器产
量平稳增长，年复合增长率6.88%。2020年全球
磁场传感器销量达109亿个，国内销量近20亿个。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全球磁场传感器市场规模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Top 15企业 其他企业

磁场传感器行业集中度非常高，TOP15企业全球产量占超85%，主要制
造商集中在日本、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研发生产起步较
早，拥有成熟的技术和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产业链完备。

中国市场主要以中小企业制造商为主，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制造，
在技术和成本投入方面均没有明显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03 发展现状和趋势

未来磁场传感器技术6大发展趋势

高灵敏度
有更强的信号检测能力和
灵敏度，应用于电流传感
器、角度传感器、齿轮传
感器、太空环境测量。

温度稳定性
工作环境越来越严酷，要
求磁传感器必须具有很好
的温度稳定性，应用于汽
车电子行业。

抗干扰性
汽车电子、水表等领域使
用环境要求磁场传感器具
有良好的抗干扰性。

微型化
实现芯片级集成、模块级集成、
产品级集成

高频特性
水表、汽车电子行业、信息记
录行业

低功耗
延长磁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应
用在植入身体内磁性生物芯片、
电子指南针等



03 发展现状和趋势

中国是磁场传感器进口大国

受益于国内消费电子传感器的突破和迅速崛起，包括外资汽车传感器供
应商的技术外溢，我国本土企业已经在产品端形成了不错的市场竞争力，
芯片龙头公司已经开始完善自己的芯片设计能力，尤其是汽车级传感器
芯片的设计、生产能力正快速完善。总体来说，国内芯片厂商存在着逐
步替代进口的良好机遇，将带动磁场传感器整体市场的进步。

中国传感器的市场近几年一直持续增长，2020年中国市场磁场传感器
销量近20亿个 。但由于在技术和生产能力上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产品技术档次低，品种规格不齐全，国内传感器产品还远不能满足国
内需求，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自主研发磁场传感器有所突破



04  头部企业

AKM公司成立于1931
年，总部位于日本东
京，在上海和台湾有
分公司，其磁传感器
制造技术处于全球领
先地位。新开发的三
轴磁传感器，能够检
测X、Y和Z的磁信号，
允许实时分析磁矢量。

1 2 3
4 5

Sanken半导体(三垦电
气)创立于1946年，总
部位于日本埼玉县，设
计、应用和销售中心遍
布全球，是模拟电源半
导体产品全球领先供应
商，设计制造电源管理 
IC、电机控制 IC以及
高品质汽车半导体器件
和分立元件,其产品尤
其适用于那些符合绿色
能源措施的高能效产品。

英飞凌科技股份公司
成立于1999年，总部
位于马来西亚，是全
球领先的半导体科技
公司，2020财年公司
的销售额达85亿欧元，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约
46,700名员工。2020
年4月，英飞凌正式完
成了对赛普拉斯半导
体公司的收购，成功
跻身全球十大半导体
制造商。

艾迈斯欧司朗集团，成
立于1981年，总部位于
新加坡，包括上市公司
ams AG（母公司）和
OSRAM Licht AG在内，
是光学解决方案的全球
领导企业之一。在消费
电子、汽车、医疗健康
与工业制造领域具有强
大竞争力。

公司成立于2006年，
总部位于荷兰，是
全球前十大半导体
公司，提供手机、
个人媒体播放器、
电视、汽车以及其
他广泛的电子设备
系统解决方案。



05  影响因素

中国的传感器市场发展很快，但本土传感器技术与世界水平相比仍存在很大
差距，某些核心制造工艺技术上还严重滞后于国外，产品品种不全、规格少，
新品欠缺，企业缺乏自主开发与技术创新。

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关注，推动了磁传感器在位置、速度和角度检测和测
量应用的机会。消费电子在全球的风靡，磁场传感器在消费电子中的同时，
随着应用表现也十分强劲。工业应用场景不断增加，对磁传感器的需求量将
越来越大。

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造成冲击，全球三大生产网络都
面临巨大的疫情考验和挑战。但疫情带动了数字产业化发展的新机遇，推
动磁场传感器的发展。

硅晶片制造技术是我国传感器发展的痛点

汽车、消费电子和工业需求依然是传感器主要增长点

新冠疫情对传感器的发展是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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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定位 致力于推动行业发展，成为更具价值的企业；

我们的业务 专注为国内外客户提供细分市场调研，行业研究，专项调研等服务；
2020年我们完成各类报告1300+；

我们的客户 海外客户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等地区，海外合作经销商100+；国内外客户涉及世界500强
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政府机构、投资公司、律所、券商、大中小型企业等；

服务的行业 主要关注的行业：电子信息、能源、化工材料、医疗保健、设备机械、半导体、物流、服务产
业、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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