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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智能的解决方案，
更有效、更可靠的
结果
面向物联网的技术和应用

物联网要依赖于事物自身的智能
随着连接和云计算技术的进步，我们认识到在传感无处不在的世

界中所收集的海量数据的更大价值。但是，我们也很快认识到，

未来的物联网需要更加全面的系统级方法，才能从数据中获取洞

察力。在网络边缘收集原始低质量数据，仅仅依赖云进行分析，

这种做法远非最佳选择——它会对精确度、可靠性、速度和安全

性产生极大影响。

ADI 公司通过优化事物内部的数据质量和分析功能，为网络边缘

带来智能，确保只有最相关、最精确、最安全的信息才会发送到

云。为此，我们采用了系统级方法，在整个系统中利用硬件和

软件，确保在最佳点开发适当级别的洞察力。从人体生物特征

识别到机器振动曲线，我们的技术能够看到、听到、感觉到以

前无法测量的东西，我们的客户能够实现新的可能性，获得更

可靠的结果，同时降低开发和拥有成本。

我们将向您介绍一些我们的关键技术和应用，帮您了解物联网

如何转变您交付给客户和用户的业务和成果。

请访问：analog.com/cn/IoT

https://ezchina.analog.com/welcome
http://www.weibo.com/analogdevices
http://i.youku.com/i/UMzA0Njk0MDI0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3450
http://www.analog.com/cn/IoT
http://www.analog.com/cn/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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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您不会在薄弱的地基上建造房屋，那为什么要这样构建物联网解决方案呢？

我们技术的传感、测量、解读和连接方式能够增强网络边缘的完整性和智

能，从而提升物联网解决方案的整体可靠性、影响和效率。

解读

分析、预测 
和学习

连接

执行和优化

传感

测量

物联网中的电源管理
很多物联网应用需要无线、远程或移动解决方案，因此电源管理可能是系统设计中的主要挑战。电池寿命对拥有成本影响很大，有时甚

至会妨碍可行性。ADI公司采用系统级方法来进行电源管理。这意味着什么？

� 能量采集技术可从环境中获取能源

� 超低功耗产品基准评分通常为同类最佳

� 元件级上内置系统级电源管理功能

� 低功耗系统领域中无与伦比的设计专业技术

产品特色

� ADP5091能量采集PMU。

� 利用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和充电管理实现超ULP升压。

� 支持PV采集器或TEG采集器。

� 利用SIDO调节输出实现快速冷启动。

传感
传感是物联网的数据源。我们的高性能传感产品系列集精确性、高能效和稳定性

于一身，确保自始至终提供最高完整性。

� MEMS惯性

� 光学

� 生物电位

产品特色：ADXL362

� 超低功耗的3轴MEMS加速度计，输出数据速率为100 Hz时功耗低于2 μA，在运动

触发唤醒模式下功耗为270 nA。

� 阻抗

� 温度

测量
在将最灵敏信号转换为有用数据、解决客户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测量难题方面，

我们强大的信号调理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集成式AFE

� 转换器

� 放大器

产品特色：AD8233心电图(ECG)集成式AFE

� 小尺寸，让健康设备变得更小、更轻且更易穿戴。

� 微安级别的电源要求可以延长电池寿命，实现持续监控。

� 低电气噪声实现精确的信号测量。

� 片内集成包括多个滤波和放大器，实现易用性。

� 基准电压源

� 开关 / 多路复用器

� 电源管理

解读
作为互连解决方案的大脑，我们的处理器将硬件和高级算法组合在一起，为物联网解决

方案提供智能、功能性和本地化的决策。

� 超低功耗的微控制器和处理器

� 集成的精密微控制器和处理器

� Blackfin®低功耗DSP

产品特色：ADuCM3027/ADuCM3029

� 超低功耗的ARM® Cortex®-M3 MCU，配备集成电源管理，提供256 kB的嵌入式闪存。

� 高性能ULPBenchTM通过认证，获得245.5的评分（嵌入式微处理器基准联盟）。

� 结合硬件和软件保护机制，实现更快速加密，同时提供读取保护。

连接 
我们的物联网无线电产品确保电源效率、可靠性和灵活性，满足一系列无线协议和范围

要求。在信息及时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的应用中，它们可以提供稳定的网络。

� 长距离无线电收发器

� 高数据速率无线电收发器

� 集成式无线电/微型器件

产品特色：ADF7030-1

� 次GHz集成式无线电收发器。支持次GHz ISM频段范围内的窄带和宽带工作频率，工作

功耗低，数据速率为0.1 kbps至300 kbps，使用2GFSK调制。低功耗工作可降低电池成

本，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 结合硬件和软件保护机制，实现更快速加密，同时提供读取保护。

http://www.analog.com/cn/IoT


   

H

Smart Buildings and City
We help customers build smart building and 
city solutions delivering secure and intelligent 
sensing, localized decision making, and power 
efficiency. Our advanced imaging and sensing 
platforms combine hardware, software, and 
connectivity, enabling users to realize the full 
benefits of real-time monitoring in applications 
such as building security, asset tracking, 
parking space occupancy detection, object and 
gesture recognition, and many more.

Smart Health
Our healthcare technologi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wireless vital signs monitoring (VSM) 
for both clinical and consumer uses. By 
leveraging optical and motion sensing, 
impedance, biopotential, and signal 

 
 

 

Smart Infrastructure
Highly integrated sensing and connectivity 
solutions enable our customers to monitor their 
critical assets at the edge—whether in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remote field locations, or in 
transit. From structural health and conditions 
monitoring to location and movement tracking, 
our high performance and low power solutions 
deliver the most accurate, reliable information at 
the lowest cost of maintenance. 

Smart Agriculture
We empower the high tech farm with the most 
precise and robust inertial measurement and 
geolocation technologies available. Our 
advanced sensor fusion designs are the eyes 
and ears of today’s automated farming vehicles 
and equipment, enabling real-time autonomous 
decision making, greater resource efficiencies, 
and simplified operations.

Smart Factories
Our technologies enable precision sensing, 
monitoring, control, analytics, and efficient 
communications in factory and process 
automation applications. Our solutions help 
designers build industry 4.0-ready systems that 
meet the end users’ need for more responsive, 
flexible, safer, and leaner manufacturing.  

y. A  
outcomes re r. These are spaces wher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are mission-critical, 
and where the insights we harness from the physical world are used in powerful ways to 
make better decisions, work more productively, and lead healthier, safe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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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应用

健康。安全。安保。经济。ADI公司专注于结果真正重要的应用。在这些领域内，精确
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我们充分利用从物理世界获得的洞察力，作出更好的决策、更高
效地工作、更健康安全地生活。

智能楼宇和城市

我们帮助客户构建智能楼宇和城市解决方

案，提供安全智能传感、本地化决策和高能

效。我们的高级影像和传感平台将硬件、软

件和连接性结合在一起，让用户能够在楼宇

安保、资产跟踪、停车场占用率检测、对象

和手势识别等诸多应用中，充分实现实时监

控的优势。

智能基础设施

高度集成的传感和连接解决方案可让我们的

客户在网络边缘进行关键资产监控—无论

是在工业环境、远程现场位置还是运输途

中。从结构健康和条件监控到位置和移动跟

踪，我们的高性能、低功耗解决方案能够提

供最精确可靠的信息，同时保持最低的维护

成本。

智能健康

我们的医疗保健技术正在塑造面向临床和

消费应用的无线生命体征监护(VSM)的未

来。通过利用光学和运动传感、阻抗、生

物电位和信号调理技术以及高级生物医疗

算法，我们能够进一步突破人体监测研究

的限制。

智能农业

我们提供最精确可靠的惯性测量和地理定

位技术，为高科技种植提供强大动力。我

们的先进传感器融合设计成为当今自动农

耕车辆和设备的眼睛和耳朵，实现实时自

动决策、提高资源效率并简化操作。

智能工厂

我们的技术可实现工厂和过程自动化应用的

精密传感、监测、控制、分析和高效通信。

我们的解决方案帮助设计人员构建工业 4.0
系统，满足最终用户对更快速响应、更灵活、

更安全、更精细化制造的要求。

http://www.analog.com/cn/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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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互联网： 
让物联网发挥作用
何种植优质西红柿？从优秀的技术开始。

全新视角解读物联网。

新英格兰拥有风景如画的海岸线、繁茂的植被和数以千计

的农场，也许有一天，它还将出产极品西红柿。

因为ADI公司正在与新英格兰的西红柿农场主合作开发技

术，帮助他们收获比以往更美味、更丰产、更可持续种植

的西红柿。

ADI公司利用其在传感、测量、解读我们周围世界方面的专

业技术，以及对物联网生态系统的深入研究，构建了完整的

传感器到云解决方案，将让农场主能够在整个种植周期内做

出更好的决策，最终改善品质并提高经济和环保成果。

欢迎加入西红柿互联网——它非常有力地诠释了智能农业

对产品、人类和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

红色、成熟、革新。

首先，ADI工程师与当地农场主会面，更好地了解西红柿的

种植技巧；讨论西红柿的理想风味、形状、香味、糖分、

酸度和茄红素含量；并倾听农场主在实现丰产方面遇到的

挑战。

基于这些深入了解，我们开发了基于平台的传感、处理和

通信解决方案，能够精确地测量环境数据—湿度、温度和

环境光照条件—它们有利于种植味道可口的西红柿。该解

决方案放置在整个农场不同地点的西红柿作物中间，将会

监控种植环境，让西红柿农场主随时了解实时条件和趋势

（从现场获取传感信息，并将这些内容传递到云应用，再

通过手持设备向农场主提供丰富的信息）。

总而言之，这将提供精确且始终开启的条件监控，会影响

西红柿的质量、味道、产量、致病可能性等—这些都是来

自西红柿藤的一手数据，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并且存储在

云中。利用这些数据，农场主能够采取干预措施，以提高

收成和改进风味（例如，调整浇水量、对土壤进行改良甚

至决定理想的收割时间）。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积累的信息还将构成一个共享分析数

据库，可以帮助其他农场主提高未来的收成，进而为客户

提供“优质”西红柿。

从种子到信号。从传感器到云。

ADI公司将硬件解决方案与来自ThingWorxTM的基于云的物联网

应用集成在一起，开发了一个能够端到端访问和轻松使用

的完整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为农场主提供可靠精确的信息，同时能够长期

暴露于环境中（得益于可靠且精确的传感器）；它能够持

续工作几个季度，而无需更换电池（得益于高度可靠的低

功耗处理）；它让农场主能够随时随地掌握西红柿种植情

况（通过云集成通信）。此外，基于ThingWorx构建的应用

和控制面板（利用了ADI的精确传感数据）能够帮助农场主

更好地理解和实施改进。

成果：种植出了更加健康、新鲜、美味的西红柿。精心照料

并利用技巧，辅以科技的支持。但它的优势远不止于此。

更优质的西红柿。更美好的未来。

智能农业能够对地球产生无可估量的积极影响：提高所有

种类农作物的产量、减少对农药的依赖、降低运营成本、

减小用水量、确保更好的土地管理和农作物轮作。

ADI公司能够为所有客户—从新英格兰的小农场到发展中国

家的种植户—提供完整的传感解决方案，这意味着他们在

以真正的变革性方式，扩展物联网的价值和可能性。

简而言之，我们能够提供、分析和共享的传感信息越多，

我们将越能够养活全世界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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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一切可能

ADI公司的技术在很多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在现

实与数字世界之间架起桥梁、实现物联网、构建更智能的城

市、工厂、电网、农业实践、医疗保健体系等。

我们与客户携手合作，不断应用我们在信号链和物联网生

态系统方面的知识，创建系统级解决方案，以应对最严峻

的挑战。

我们的创新、专业技术和超越一切可能的动力意味着ADI公司

能够为当今的互联世界实现—而不只是从理论上说明—更

大可能性。我们在全局层面上考虑问题，并实施整体系统级

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随着我们更多地学习知识、发掘机会

和应用这些解决方案，我们的客户以及他们的客户也将取得

更大的成功。

EngineerZone®在线支持社区

访问ADI在线支持社区，与ADI公司的技术专家互动。提出您的棘手设计问

题、浏览常见问题解答，或参与讨论。

请访问ezchina.analog.com

Circuits from the Lab参考设计

Circuits from the Lab®参考设计由ADI工程师构建并测试，提供丰富的文档和

经过工厂测试的评估硬件。

请访问www.analog.com/zh/cf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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