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联网的构建模块
构建物联网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物联网要依赖于事物自身的智能
拥有信息不等于拥有洞察力。只有准确、可靠的数据，才最有价值。凭借最佳质量数据、边缘智能和可靠连接，可为您的云提供深度

学习和洞察力。

这正是我们的关注点。

从人体生物特征识别到机器振动曲线，了解我们的技术如何测量以前无法测量的东西。了解这些解决方案如何为您的物联网解决

方案创造新的可能性，提供更可靠的结果，降低成本，同时加速产品上市。

请访问analog.com/IoT

http://www.analog.com/cn/applications/technology/internet-of-things.html
http://www.analog.com/cn/index.html
https://registration.analog.com/login/AccountRegistration.aspx?locale=zh
https://ezchina.analog.com/welcome
http://weibo.com/analogdevices
http://i.youku.com/i/UMzA0Njk0MDI0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3450


 

 

技术

物联网始于物理世界到数字世界的连接点。

传感器、转换器、处理器、和收发器。这些器件可收集和传输数据，以推动物联网发展并

激发其潜能。这是物联网开始的地方，其中智能、高精度和可靠性要求至关重要。

提供检测、测量、解译、连接和分析功能的组件—运行在物联网前沿的器件。半个多世纪

以来，我们一直在率先实现并推动这些器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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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电源管理通常是系统设计中的主要挑战。电池寿命对成本影响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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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收集技术可从环境中获取能源

 超低功耗产品通常基准评分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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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3330

LTC具能量收集的多节点转换器

 纳安功耗升降压DC-DC

 能量收集电池寿命延长器

 超低静态电流

 5 mm x 5 mm、32引脚QFN封装

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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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CM4050

 超低功耗ARM® Cortex®-M4内核MCU，集成浮点单元和512 kB嵌入式闪存

 集成电源管理SensorStrobe™技术，支持多路数字和模拟传感器输入，当传感器和RF器

件还在收集数据时，MCU可以保持低功耗状态

 高性能ULPBench™通过认证，获得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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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加密性和安全性，同时提供读取保护

连接

我们的物联网无线电产品确保高功效比、可靠性和灵活性，满足一系列无线协议和范围要

求。在信息可靠性和及时性至关重要的应用中，它们可以提供稳定的网络。

 无线传感器网络

 长距离无线电收发器

 高数据速率无线电收发器

 集成无线电/微处理器

产品特色：SmartMesh IP

 面向IP兼容性构建的无线芯片和预认证PCB模块，具有立即可部署的无线Mesh网络软件

 支持低功耗，即使在恶劣和动态改变的RF环境中，也能提供>99.999%的数据可靠性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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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效比和稳定性于一身，

确保自始至终提供最高精度与完整性。

u MEMS惯性

u 光学

u 生物电位

u 阻抗

u 温度

产品特色：ADXL1001/ADXL1002

u 具有满量程范围±100 g的单平面MEMS加速度计

u 可提供30 μg/√Hz的超低噪声密度，灵敏度为20 mV/g

测量

在将最灵敏信号转换为有用数据和有用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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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准电压源

 开关/多路复用器

 电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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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4.0：面向未来的智能制造

虚拟和现实世界的组合，创建机器与机器、机器与

人互动的联网世界

 提高生产力

 灵活制造

 物理系统网络化和人机交互

 大数据和分析

 网络安全和可信数据

u 互连企业：终极智能系统的集成挑战
检测

智能检测始于准确的数据。ADI公司以最低

功耗实现精密检测功能—确保数据的最

高完整性。

连接

ADI公司为您提供不同距离的无线和有线解

决方案，保障可靠的物联网连接。哪怕只有

0.1%的不可靠性，都有可能造成停工并带

来经济损失。

解译

ADI公司的处理技术为解决方案提供智能，

支持本地化决策，不再仅仅依赖云分析。

测量

ADI公司的测量功能可将最高灵敏度的信号

转换为有用信息和知识—帮助客户解决最

具挑战性的测量难题。

分析

只有1%的云数据是重要或有用的。剩下的

99%无法用于业务决策，并且还占用带宽、

存储和时间。通过为物联网检测和测量前

沿提供更高质量的数据，可以更有效地利

用云。分析能够支持改变与改善，以获得更

好的结果。



 

 

适合棘手工业物联网应用的SmartMesh无线Mesh
ADI公司SmartMesh®（以前称为Dust网络）提供业界最低功耗和最

可靠的、基于标准的无线传感器网络 (WSN) 产品。SmartMesh产品

经过现场验证，已在120个国家/地区部署了超过60,000个客户网

络。我们的无线Mesh网络可在恶劣的RF环境中实现>99.999%的

数据可靠性, 深受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信任，它可以多

年可靠地传输关键传感器和控制数据而无需干预。

 仅为工业物联网构建的网络

 专为多年无故障运行而设计

 完整的网络软件加快产品上市

SmartMesh无线传感器网络产品是芯片和预认证PCB模块，带Mesh网络软件—使传感器可以在恶劣的工业物联网

(IIoT) 环境中进行通信。

SmartMesh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提供>99.999%数据可靠性和>10年电池寿命，可在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中部署无线传感器网络。

 具有大量金属和混凝土结构的恶劣RF环境，包括工业厂房、数据中

心、商业楼宇监控、桥梁和隧道

 大区域网络，例如街道停车应用、跨越多个城市街区的智能街道照

明网络、商业灌溉

 密集部署，其中数千个节点在彼此的无线电射程内工作，例如数据

中心、发电厂规模的太阳能电厂

 移动运载工具上的网络，包括机动轨道车、货物集装箱、二轮半拖

车或飞机

 长扩展网络，包括管道、矿井、隧道、桥梁、栅栏线和智能街道照明

 远程监控，其中所有节点都必须通过电池或能量收集进行供电，例

如油田、农业或环境监测

仅为工业物联网构建的网络

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提供业务关键型数据，并可按业务规模缩放

>99.999%的网络可靠性

当其他RF解决方案无效时，SmartMesh仍可提供业务关键型数据。工业应用无法容忍哪怕只有1%的故障率，这相当于每年有3.65天

的计划外停机时间。

经NIST认证的加密安全

所有数据均通过端到端AES 128位加密（确保消息的保密性）、

消息完整性检查（消息未发生改变）和消息验证（发件人身份验

证）进行保护。

可扩展至>10,000个节点

Smar tMesh的时间同步信道跳变技术消除了网内数据包冲突。

网络优化算法可以智能平衡负载数据流量，以高效地安排数据

路由。

用于监测和控制的双向通信

接收传感器数据、检索日志文件、配置传感器，并控制执行器

（报警器、锁、阀门、HVAC风阀等）。

适用于每个节点每秒多达10条消息的数据密集型应用

程序

SmartMesh不同于其他无线解决方案，它包括内置的数据包重试

裕量，即使在嘈杂的RF环境中也能保障速率。

专为多年无故障运行而设计
经过现场验证的无线网络，易于安装、扩展以及在多年运行过程中进行维护

>50,000个已安装网络
SmartMesh经过现场验证，该技术已应用于超过120个自监测、自愈式

网络。

>10年电池寿命，支持无导线安装
SmartMesh让传感器可以被安置在任何需要收集信息的地方。

无需RF技能
安装人员无需专门的RF专业知识。

全球免RF许可操作
工作频率为2.4 GHz，因而只需开发一款产品即可服务于全球市场。

诊断功能提供网络性能的可见性
工作频率为2.4 GHz，因而只需开发一款产品即可服务于全球市场。

诊断功能提供网络性能的可见性
网络自监测和自愈功能。

内置自优化
SmartMesh在不断改变的RF环境中能主动保持可靠性、减少延迟，同时

最大程度地降低功耗。

无线软件更新
无线更新现场已部署节点的软件。

完整的网络软件加快产品上市

无需开发网络软件堆栈

开发人员可专注于传感器和应用开发，因为他们知道SmartMesh能自动保持网络完整性和服务质量。

>1M节点-小时的网络堆栈测试

网络软件经过实际应力条件验证，包括RF干扰、高负荷数据流量、极端环境和多个共址网络等。

丰富的API简化开发

软件应用编程接口 (API) 提供对网络配置和性能统计数据的访问。

用户可编程的ARM Cortex-M3
SmartMesh IP无线节点支持片内应用软件开发。

符合无线标准

SmartMesh IP符合6LoWPAN标准，使传感器数据易于从云端访问。SmartMesh WirelessHART产品能够与其他供应商的WirelessHART设备进行互操作。

白皮书：验证>99.999%
的数据可靠性
www.linear.com/docs/5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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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体系等。

我们与客户和合作伙伴携手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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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支持社区

访问ADI在线支持社区，与A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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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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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com/cf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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