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李旭光李旭光

上海交通大学
Lixg@sjtu.edu.cn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传感器原理与应用



1 传感器概述

1.1  基本概念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1.4  传感器选择的一般原则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传感器选择的一般原则



1.1  基本概念

1.1.1 传感器的定义

传感器(Sensor/Transducer) 是能以一定精确度把传感器(Sensor/Transducer) 是能以一定精确度把

某种被测量（主要为各种非电的物理量、

物量等）按一定规律转换为（便于人们应用

另一参量（通常为电参量）的器件或测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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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以一定精确度把是能以一定精确度把

、化学量、生

便于人们应用、处理）

的器件或测量装置。



传感器的定义

1.1  基本概念

能量转换
输入量 输出量

电量（便于传输
处理、物理量、化学量、生物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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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传输、转换、
、显示）



1.1.2 传感器的组成

被测量
敏感
元件

转换 转换

1.1  基本概念

元件 元件 电路

敏感元件直接感受被测量，并输出与被测量成确

定关系的物理量；

转换元件把敏感元件的输出作为它的输入转换元件把敏感元件的输出作为它的输入

参量；

上述电路参数接入基本转换电路，便可转换成电量输出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量
转换

基本概念

电路

并输出与被测量成确

转换元件把敏感元件的输出作为它的输入，转换成电路转换元件把敏感元件的输出作为它的输入，转换成电路

便可转换成电量输出。



• 检测技术是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基础与前提

应用领域：液压、温度、压力、流速等传感器。

1.1  基本概念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检测技术是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基础与前提。

。

基本概念



生活中化学成分的检测

1.1  基本概念

利用化学反应机理检测成分，上图为

酒精检测仪，右图为空气质量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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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

右图为空气质量检测仪。



首先通常由各种传感器将非电被测物理或

化学成分参量转换成电参量信号，然后经信号

1.1  基本概念

化学成分参量转换成电参量信号，然后经信号

调理（包括：信号转换、信号检波、

信号放大等）、数据采集、信号处理后

显示、输出；加上系统所需的交、直流稳压电

源和必要的输入设备，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现

代检测（仪器）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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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常由各种传感器将非电被测物理或

然后经信号

基本概念

然后经信号

、信号滤波、

信号处理后，进行

直流稳压电

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现



1.1.3 传感器的分类

按工作机理分类

1.1  基本概念

物理型、化学型、生物型

按构成原理又分为：结构型、物性型和复合型三大类

按能量的转换分类

能量控制型和能量转换型

按输入量分类按输入量分类

常用的有机、光、电和化学等传感器

按输出信号的性质分类

模拟式传感器和数字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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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型和复合型三大类

电和化学等传感器



1.1.4 传感器技术的发展方向

1.1  基本概念

1、深入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探索新现象

新型传感器；

2、研究和开发新材料、新工艺，实现传感器的集

成化、微型化与智能化。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传感器技术的发展方向

基本概念

探索新现象、研发

实现传感器的集



探索新现象，研发新型传感器

1.1  基本概念

利用物理现象、化学反应和生物效应是各种传感器

工作的基本原理，因而探索和发现新现象与新效应是研

制新型传感器的最重要的工作，亦是研制新型传感器的

前提与技术基础。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基本概念

化学反应和生物效应是各种传感器

因而探索和发现新现象与新效应是研

亦是研制新型传感器的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提高现有传感器的性能

1.1  基本概念

采用新型的半导体氧化物可以制造各种气体传感器

采用特种陶瓷材料制作的压电加速度传感器其工作温度可

远高于半导体晶体传感器。而传感器制造新工艺的发明与

应用往往将催生新型传感器诞生，或相对原有同类传感器

可大幅度提高某些指标。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提高现有传感器的性能

基本概念

采用新型的半导体氧化物可以制造各种气体传感器；

采用特种陶瓷材料制作的压电加速度传感器其工作温度可

而传感器制造新工艺的发明与

或相对原有同类传感器



研究和开发集成化、微型化与智能化传感器

集成化：

1.1  基本概念

把同一功能敏感器件微型化、多敏感器件阵列化

成一维的构成线型阵列传感器，排成二维的构成面型

阵列传感器；

把传感器功能延伸至信号放大、滤波、

/电流信号转换电路等；/电流信号转换电路等；

把不同功能敏感器件微型化再组合构成能检测两个以

上参量的集成传感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微型化与智能化传感器

基本概念

多敏感器件阵列化，排

排成二维的构成面型

、线性化、电压

把不同功能敏感器件微型化再组合构成能检测两个以



微型化：

应用微米/纳米技术和微机械加工技术

1.1  基本概念

应用微米/纳米技术和微机械加工技术

级敏感元件。

智能化：

制作带微处理器、可双向通信的传感器

参量检测、转换和信息处理功能外，还具有存储参量检测、转换和信息处理功能外，还具有存储

忆、自补偿、自诊断和双向通信功能。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纳米技术和微机械加工技术，制造微米

基本概念

纳米技术和微机械加工技术，制造微米

可双向通信的传感器，除被测

还具有存储、记还具有存储、记



不断拓展测量范围，努力提高检测精度和可靠性

突破超高温、超低温度、混相流量、脉动流量的实时检测

微差压、超高压在线检测、高温高压下物质成分的实时检测等难

1.1  基本概念

题。

重视非接触式检测技术研究

加快光电式传感器、电涡流式传感器、超声波检测仪表

辐射检测仪表、红外检测与红外成像仪器等非接触检测技术的研

究。

检测系统智能化检测系统智能化

具有系统故障自测、自诊断、自调零、自校准

自动测试和自动分选功能，数据处理，远距离数据通信

接入不同规模的自动检测、控制与管理信息网络系统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努力提高检测精度和可靠性

脉动流量的实时检测、

高温高压下物质成分的实时检测等难

基本概念

超声波检测仪表、核

红外检测与红外成像仪器等非接触检测技术的研

自校准、自选量程、

远距离数据通信，可方便

控制与管理信息网络系统。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1.2.1 传感器的静态特性

传感器的静态特性定义：被测量处于稳定状态下的
输入输出关系。

一、线性度

二、灵敏度

三、迟滞

四、重复性

输入输出关系。

四、重复性

五、零点漂移

六、温度漂移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被测量处于稳定状态下的



1．线性度

传感器的线性度是指传感器的输出与输入之间数量关系
的线性程度。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的线性程度。

输出与输入关系可分为线性特性和非线性特性

传感器的输出与输入关系:

x -输入量； y -输出量；x -输入量； y -输出量；

a0 -零位输出(输入量x为零时的输出量)

a1 -传感器的灵敏度,常用S 表示；

a2 ……an -非线性项待定常数。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传感器的线性度是指传感器的输出与输入之间数量关系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输出与输入关系可分为线性特性和非线性特性。

,常用K表示；



实际使用中，为了标定和数据处理的方便

线性关系，因此引入了非线性补偿电路或者计算机软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件法等补偿环节。

非线性的方次不高，输入量变化范围较小时

条直线（切线或割线）近似地代表实际曲线的一段

使传感器输出-输入特性线性化，所采用的直线称为拟

合直线。合直线。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为了标定和数据处理的方便，希望得到

因此引入了非线性补偿电路或者计算机软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输入量变化范围较小时，可用一

近似地代表实际曲线的一段。

所采用的直线称为拟



2．灵敏度

灵敏度S是指传感器的输出量增量 Δy与引起输出量增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灵敏度S是指传感器的输出量增量 Δy与引起输出量增

量 Δy的输入量增量 Δx的比值，即:

对于线性传感器，它的灵敏度就是它的静态特性的斜率

S=(y-y )/x。S=(y-y0)/x。

而非线性传感器的灵敏度为一变量，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与引起输出量增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与引起输出量增

它的灵敏度就是它的静态特性的斜率，

用S=dy/dx表示。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传感器的灵敏度传感器的灵敏度

表征传感器对输入量变化的反应能力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表征传感器对输入量变化的反应能力



3．迟滞

传感器在正（输入量增大）反（输入量减小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间其输出-输入特性曲线不重合的现象称为迟滞

图所示:

迟滞特性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输入量减小）行程期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输入特性曲线不重合的现象称为迟滞，如下



4．重复性

重复性是指传感器在输入量按同一方向作全量程连续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多次变化时，所得特性曲线不一致的程度

重复性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重复性是指传感器在输入量按同一方向作全量程连续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所得特性曲线不一致的程度，如图所示:



5．漂移

传感器的漂移是指在外界的干扰下，输出量发生与输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入量无关的、不需要的变化。漂移包括零点漂移和灵

敏度漂移等。

漂移可分为时间漂移和温度漂移。

时间漂移是指在规定的条件下，零点或灵敏度随时间

的缓慢变化。的缓慢变化。

温度漂移是指环境温度变化而引起的零点或灵敏度的

漂移。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输出量发生与输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漂移包括零点漂移和灵

零点或灵敏度随时间

温度漂移是指环境温度变化而引起的零点或灵敏度的



1.2.2 传感器的动态特性

传感器的动态特性是指其输出对随时间变化的输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传感器的动态特性是指其输出对随时间变化的输

入量的响应特性。

动态特性好的传感器，其输出将再现输入量的变

化规律，即具有相同的时间函数。

实际上除了具有理想的比例特性外，

不会与输入信号具有相同的时间函数

与输入间的差异就是所谓的动态误差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传感器的动态特性是指其输出对随时间变化的输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传感器的动态特性是指其输出对随时间变化的输

其输出将再现输入量的变

，输出信号将

不会与输入信号具有相同的时间函数，这种输出

与输入间的差异就是所谓的动态误差。



以动态测温的问题为例说明传感器动态特性

在被测温度随时间变化或传感器突然插入被测介

质中以及传感器以扫描方式测量某温度场的温度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质中以及传感器以扫描方式测量某温度场的温度

分布等情况下，都存在动态测温问题

动态测温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以动态测温的问题为例说明传感器动态特性。

在被测温度随时间变化或传感器突然插入被测介

质中以及传感器以扫描方式测量某温度场的温度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质中以及传感器以扫描方式测量某温度场的温度

都存在动态测温问题，如图所示:



传感器的种类和形式很多，但它们一般可以简化为

一阶或二阶系统。

 高阶可以分解成若干个低阶环节。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高阶可以分解成若干个低阶环节。

 对于正弦输入信号，传感器的响应称为频率响应或

稳态响应；

对于阶跃输入信号，则称为传感器的阶跃响应或瞬

态响应。态响应。

时域：瞬态响应法
频域：频率响应法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但它们一般可以简化为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传感器的响应称为频率响应或

则称为传感器的阶跃响应或瞬



1. 瞬态响应特性

传感器的瞬态响应是时间响应。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传感器的瞬态响应是时间响应。

从时域中对传感器的响应和过渡过程进行分析称

为时域分析法，传感器对所加激励信号的响应称

瞬态响应。

常用激励信号有阶跃函数、斜坡函数

等。下面以传感器的单位阶跃响应来评价传感器

的动态性能指标。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从时域中对传感器的响应和过渡过程进行分析称

传感器对所加激励信号的响应称

斜坡函数、脉冲函数

下面以传感器的单位阶跃响应来评价传感器



(1)一阶传感器的单位阶跃响应

一阶传感器单位阶跃响应的通式：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式中 、 分别为传感器的输入量和输出量

均是时间的函数，表征传感器的时间常数

“秒”的量纲。

一阶传感器的传递函数：一阶传感器的传递函数：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分别为传感器的输入量和输出量，

表征传感器的时间常数，具有时间



(2)二阶传感器的单位阶跃响应

二阶传感器的单位阶跃响应的通式为：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传感器的固有频率；

ζ  ——传感器的阻尼比。

二阶传感器的传递函数：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3)瞬态响应特性指标

给传感器输入一个单位阶跃信号时，其输出特性如图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瞬态响应特性指标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其输出特性如图：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各指标定义如下：

① 上升时间tr :输出由稳态值的10%变化到稳态值的

用的时间。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用的时间。

② 响应时间ts:系统从阶跃输入开始到输出值进入稳态值

所规定的范围内所需要的时间。

③ 峰值时间tp:阶跃响应曲线达到第一个峰值所需时间

④ 超调量σ:传感器输出超过稳态值的最大值

相对于稳态值的百分比σ表示。

上一页 下一页返 回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变化到稳态值的90%所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系统从阶跃输入开始到输出值进入稳态值

阶跃响应曲线达到第一个峰值所需时间。

传感器输出超过稳态值的最大值ΔA，常用

下一页



2. 频率响应特性

传感器对正弦输入信号的响应特性，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传感器对正弦输入信号的响应特性，

应特性。

频率响应法是从传感器的频率特性出发研究传感

器的动态特性。

（1）一阶传感器的频率响应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称为频率响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称为频率响

频率响应法是从传感器的频率特性出发研究传感



幅频特性：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幅频特性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相频特性：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相频特性

一阶传感器频率响应特性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2)二阶传感器的频率响应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其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分别为：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二阶传感器的幅频特性、相频特性图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幅频特性 相频特性

二阶传感器频率响应特性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相频特性图：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相频特性



1.2.3 传感器的其它特性

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并不能完全描述传感器的性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并不能完全描述传感器的性

能。

在选择传感器时应当考虑的传感器和待检测量有

关的另一些特性。

除那些传感器特性以外，测量方法也必须始终适

合于应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并不能完全描述传感器的性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并不能完全描述传感器的性

在选择传感器时应当考虑的传感器和待检测量有

测量方法也必须始终适



1）输入特性：阻抗

待检测的量的输出阻抗决定传感器的输入阻抗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待检测的量的输出阻抗决定传感器的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的概念能使我们确定什么时候会出现加

载误差。

用方块图描述传感器或测量系统忽略了传感器要

从测量系统提取某些功率这一事实。

提取使被测变量的值变更时，便视为存在加载误

差。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待检测的量的输出阻抗决定传感器的输入阻抗。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待检测的量的输出阻抗决定传感器的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的概念能使我们确定什么时候会出现加

用方块图描述传感器或测量系统忽略了传感器要

。当这种功率

便视为存在加载误



为了使加载误差最小，测量作用变量时

输入阻抗很高。

当对一个量 进行测量时，总是涉及到另一个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当对一个量 进行测量时，总是涉及到另一个

量 ，乘积具有功率的量纲。

若 是作用变量，则得:

从被测系统提取的功率为 ，

维持最小，则必须使 尽可能小。因此

抗必须很高。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测量作用变量时，必须使

总是涉及到另一个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总是涉及到另一个

，若要使

因此，输入阻



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决定了接口电路所需的输入阻

抗。电压输出要求高输入阻抗，以使检测电压

接近传感器的输出电压。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接近传感器的输出电压。

相反，电流输出则要求低输入阻抗，

流 接近传感器的输出电流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传感器的输出阻抗决定了接口电路所需的输入阻

以使检测电压

。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

，以使输入电

接近传感器的输出电流。



2）可靠性

传感器只有在规定条件和规定期间无故障工作才

1.2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传感器只有在规定条件和规定期间无故障工作才

是可靠的。

可靠性在统计学上被描述为：高可靠性意味着按

要求工作的概率接近于1（即在所考虑的期间

传感器的部件几乎不失效）。

失效率是指某一产品每单位寿命测度

期）的失效数与保持完好的产品数之比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传感器只有在规定条件和规定期间无故障工作才

传感器的一般特性

传感器只有在规定条件和规定期间无故障工作才

高可靠性意味着按

即在所考虑的期间，该

失效率是指某一产品每单位寿命测度（时间、周

的失效数与保持完好的产品数之比。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传感器的标定是通过试验建立传感器输入量与

输出量之间的关系。同时确定出不同使用条件下的

误差关系。

传感器的标定工作可分为如下两方面

新研制的传感器需进行全面技术性能的检定

定数据进行量值传递；定数据进行量值传递；

经过一段时间的储存或使用后对传感器的复测工作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传感器的标定是通过试验建立传感器输入量与

同时确定出不同使用条件下的

传感器的标定工作可分为如下两方面：

新研制的传感器需进行全面技术性能的检定，用检

经过一段时间的储存或使用后对传感器的复测工作。



传感器的标定分为静态标定和动态标定

静态标定目的是确定传感器的静态特性指标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静态标定目的是确定传感器的静态特性指标

线性度、灵敏度、滞后和重复性等。

动态标定目的是确定传感器的动态特性参数

频率响应、时间常数、固有频率和阻尼比等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传感器的标定分为静态标定和动态标定。

静态标定目的是确定传感器的静态特性指标，如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静态标定目的是确定传感器的静态特性指标，如

。

动态标定目的是确定传感器的动态特性参数，如

固有频率和阻尼比等。



1.3.1 传感器的静态特性标定

1．静态标准条件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没有加速度、振动、冲击（除非这些参数本身就是被测

物理量）

环境温度一般为室温（20±5℃）

相对湿度不大于85% RH

大气压力为 101±7kPa的情况。

2．标定仪器设备精度等级的确定

标定传感器时，所用的测量仪器的精度至少要比被标定

的传感器的精度高一个等级。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除非这些参数本身就是被测

所用的测量仪器的精度至少要比被标定



3．静态特性标定的方法

将传感器全量程分成若干等间距点；

根据传感器量程分点情况，由小到大逐一输入标准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根据传感器量程分点情况，由小到大逐一输入标准

量值，并记录下与各输入值相对应的输出值

将输入值由大到小一点一点地减少，

各输入值相对应的输出值；

重复上述过程，对传感器正、反行程多次测试重复上述过程，对传感器正、反行程多次测试

得到的输出－输入测试数据列表或画成曲线

对测试数据进行必要处理，得出静态特性指标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

由小到大逐一输入标准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由小到大逐一输入标准

并记录下与各输入值相对应的输出值；

，同时记录下与

反行程多次测试，将反行程多次测试，将

输入测试数据列表或画成曲线；

得出静态特性指标。



1.3.2 传感器的动态特性标定

传感器的动态特性主要是研究传感器的动态响应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传感器的动态特性主要是研究传感器的动态响应

和与动态响应有关的参数；

一阶传感器只有一个时间常数τ；

二阶传感器则有固有频率 和阻尼比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传感器的动态特性主要是研究传感器的动态响应，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传感器的动态特性主要是研究传感器的动态响应，

和阻尼比ζ两个参数。



标准激励信号是阶跃变化和正弦变化的输入信号

一阶传感器的单位阶跃响应函数为: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则上式可变为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标准激励信号是阶跃变化和正弦变化的输入信号。

: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一阶系统时间常数的测定

上图表明z和时间t成线性关系，并且有

可以根据测得的y(t)值作出z-t曲线。

根据Δt/Δz的值获得时间常数τ。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并且有τ=Δt /Δz,

。



如图所示，二阶欠阻尼传感器（ζ<1

跃响应为：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二阶系统阶跃响应曲线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ζ<1）的单位阶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最大超调量与阻尼比的关系：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因此，测得M之后，便可根据下式求得阻尼比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便可根据下式求得阻尼比：



如果测得阶跃响应的较长瞬变过程，

意两个过冲量 和 求得阻尼比

是该两峰值相隔的周期数（整数）。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是该两峰值相隔的周期数（整数）。

式中，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则可利用任

求得阻尼比ζ，其中n

）。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



当ζ<0.1时，以1代替 ，

过大的误差（不大于0.6%），

可用下式计算ζ，即：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可用下式计算ζ，即：

若传感器是精确的二阶传感器，则n

整数所得的ζ值不会有差别。反之，整数所得的ζ值不会有差别。反之，

获得不同的ζ值，则表明该传感器不是线性二阶

系统。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此时不会产生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n值采用任意正

，若n取不同值，若n取不同值

则表明该传感器不是线性二阶



根据响应曲线测出振动周期 ，则有阻尼的固

有频率 为：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则无阻尼固有频率 为：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则有阻尼的固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利用正弦输入，测定输出和输入的幅值比和相位

差来确定传感器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

据幅频特性，分别按下图求得一阶传感器的时间

1.3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常数τ和欠阻尼二阶传感器的固有频率和阻尼比

（a）由幅频特性求时间常数τ      （b）欠阻尼二阶传感器的

正弦输入测参数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测定输出和输入的幅值比和相位

差来确定传感器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然后根

分别按下图求得一阶传感器的时间

传感器的标定和校准

和欠阻尼二阶传感器的固有频率和阻尼比。

欠阻尼二阶传感器的ωn和ζ



1.4  传感器选择的一般原则

传感器选择的一般原则为：

1、根据测量对象与测量环境确定传感器的类型1、根据测量对象与测量环境确定传感器的类型

2、灵敏度的选择

3、频率响应特性

4、线性范围

5、稳定性5、稳定性

6、精度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传感器选择的一般原则

根据测量对象与测量环境确定传感器的类型根据测量对象与测量环境确定传感器的类型



2 传感器的分类和原理

2.1  分类和原理（简介）

2.2  常见传感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



2.1.1 按被测量分类:

• 被测量的类型主要有：

2.1  分类和原理

• ①机械量，如位移、力、速度、加速度等

• ②热工量，如温度、热量、流量（速

（差）、液位等；

• ③物性参量，如浓度、粘度、比重、

• ④状态参量，如裂纹、缺陷、泄露、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分类和原理

加速度等；

速）、压力

、酸碱度等；

、磨损等。



2.2.2 按测量原理分类:

• 按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可分为电阻式、

容式、压电式、光电式、磁电式、光纤

2.1  分类和原理

容式、压电式、光电式、磁电式、光纤

超声波等传感器。

• 现有传感器的测量原理都是基于物理

物等各种效应和定律，这种分类方法便于从原理

上认识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变换关系，

人员从原理、设计及应用上作归纳性的分析与研人员从原理、设计及应用上作归纳性的分析与研

究。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感式、电

光纤、激光、

分类和原理

光纤、激光、

现有传感器的测量原理都是基于物理、化学和生

这种分类方法便于从原理

，有利于专业

设计及应用上作归纳性的分析与研设计及应用上作归纳性的分析与研



2.1.3 按信号变换特征分类

• 结构型：主要是通过传感器结构参量的变化实

现信号变换。例如，电容式传感器依靠极板间

2.1  分类和原理

现信号变换。例如，电容式传感器依靠极板间

距离的变化引起电容量的改变。

• 物性型：利用敏感元件材料本身物理属性的变

化来实现信号的变换。例如水银温度计是利用

水银热胀冷缩现象测量温度；压电式传感器是

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实现测量等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主要是通过传感器结构参量的变化实

电容式传感器依靠极板间

分类和原理

电容式传感器依靠极板间

利用敏感元件材料本身物理属性的变

例如水银温度计是利用

压电式传感器是

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实现测量等。



2.1.4 能量关系分类

• 能量转换型：传感器直接由被测对象输入能量使

其工作。如热电偶、光电池等，这种类型传感器

2.1  分类和原理

其工作。如热电偶、光电池等，这种类型传感器

又称为有源传感器。

• 能量控制型：传感器从外部获得能量使其工作

由被测量的变化控制外部供给能量的变化

电阻式、电感式等传感器，这种类型的传感器必

须由外部提供激励源（电源等），因此又称为无须由外部提供激励源（电源等），因此又称为无

源传感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传感器直接由被测对象输入能量使

这种类型传感器

分类和原理

这种类型传感器

传感器从外部获得能量使其工作，

由被测量的变化控制外部供给能量的变化。例如

这种类型的传感器必

因此又称为无因此又称为无



2.1.5 工作原理(按工作原理分类)

（1）电学式传感器

2.1  分类和原理

• 电学式传感器是非电量测量技术中应用范围较广的

一种传感器，常用的有电阻式传感器

器、电感式传感器、磁电式传感器及电涡流式传感

器等。

（2）磁学式传感器（2）磁学式传感器

• 磁学式传感器是利用铁磁物质的一些物理效应而制

成的，主要用于位移、转矩等参数的测量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分类和原理

电学式传感器是非电量测量技术中应用范围较广的

常用的有电阻式传感器、电容式传感

磁电式传感器及电涡流式传感

磁学式传感器是利用铁磁物质的一些物理效应而制

转矩等参数的测量。



（3）光电式传感器

• 光电式传感器在非电量电测及自动控制技术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它是利用光电器件的光电效应和光学原理

2.1  分类和原理

要的地位。它是利用光电器件的光电效应和光学原理

制成的，主要用于光强、光通量、位移

的测量。

（4）电势型传感器

• 电势型传感器是利用热电效应、光电效应• 电势型传感器是利用热电效应、光电效应

等原理制成，主要用于温度、磁通、电流

强、热辐射等参数的测量。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光电式传感器在非电量电测及自动控制技术中占有重

它是利用光电器件的光电效应和光学原理

分类和原理

它是利用光电器件的光电效应和光学原理

位移、浓度等参数

光电效应、霍尔效应光电效应、霍尔效应

电流、速度、光



（5）电荷传感器

• 电荷传感器是利用压电效应原理制成的

2.1  分类和原理

力及加速度的测量。

（6）半导体传感器

• 半导体传感器是利用半导体的压阻效应

应、磁电效应、半导体与气体接触产生物质变化等

原理制成，主要用于温度、湿度、压力原理制成，主要用于温度、湿度、压力

磁场和有害气体的测量。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荷传感器是利用压电效应原理制成的，主要用于

分类和原理

半导体传感器是利用半导体的压阻效应、内光电效

半导体与气体接触产生物质变化等

压力、加速度、压力、加速度、



（7）谐振式传感器

• 谐振式传感器是利用改变电或机械的固有参数来改

变谐振频率的原理制成，主要用来测量压力

2.1  分类和原理

变谐振频率的原理制成，主要用来测量压力

（8）电化学式传感器

• 电化学式传感器是以离子导电为基础制成

电特性的形成不同，电化学传感器可分为电位式传

感器、电导式传感器、电量式传感器

器和电解式传感器等。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谐振式传感器是利用改变电或机械的固有参数来改

主要用来测量压力。

分类和原理

主要用来测量压力。

电化学式传感器是以离子导电为基础制成，根据其

电化学传感器可分为电位式传

电量式传感器、极谱式传感



• 根据传感器对信号的检测转换过程，传感器可划分为直接

转换型传感器和间接转换型传感器两大类

2.1  分类和原理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传感器可划分为直接

转换型传感器和间接转换型传感器两大类。

分类和原理



• 前者是把输入给传感器的非电量一次性的变换为电

信号输出，如光敏电阻受到光照射时，

生变化，直接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输出

2.1  分类和原理

生变化，直接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输出

• 后者则要把输入给传感器的非电量先转换成另外一

种非电量，然后再转换成电信号输出，

管敏感元件制成的压力传感器就属于这一类

压力作用到弹簧管时，弹簧管发生形变

把变形量转换为电信号输出。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前者是把输入给传感器的非电量一次性的变换为电

，电阻值会发

直接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输出；

分类和原理

直接把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输出；

后者则要把输入给传感器的非电量先转换成另外一

，如采用弹簧

管敏感元件制成的压力传感器就属于这一类，当有

弹簧管发生形变，传感器再



• 传感器利用各种机制把被观测量转换为一定形式的电

信号，然后由相应的信号处理装置来处理

2.2 常见传感器

应的动作。

• 常见的传感器包括温度，压力，湿度，

性传感器，等等。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传感器利用各种机制把被观测量转换为一定形式的电

然后由相应的信号处理装置来处理，并产生响

常见传感器

，光电，霍尔磁



（1） 温度传感器

• 常见的温度传感器包括热敏电阻，半导体温度传感器

以及温差电偶。

2.2 常见传感器

以及温差电偶。

• 热敏电阻主要是利用各种材料电阻率的温度敏感性

热敏电阻可以用于设备的过热保护，以及温控报警等

等。

• 半导体温度传感器利用半导体器件的温度敏感性来测

量温度，具有成本低廉，线性度好等优点

• 温差电偶则是利用温差电现象，把被测端的温度转化

为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温差电偶，能够在比较大的范

围内测量温度，例如-200℃～2000℃。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半导体温度传感器，

常见传感器

热敏电阻主要是利用各种材料电阻率的温度敏感性，

以及温控报警等

半导体温度传感器利用半导体器件的温度敏感性来测

线性度好等优点。

把被测端的温度转化

能够在比较大的范



热敏电阻

2.2 常见传感器

温差电偶

热敏电阻

温度传感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半导体温度

常见传感器

温差电偶

半导体温度
传感器



（2） 压力传感器

• 常见的压力传感器在受到外部压力时会产生一定的内

部结构的变形或位移，进而转化为电特性的改变

2.2 常见传感器

部结构的变形或位移，进而转化为电特性的改变

生相应的电信号。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常见的压力传感器在受到外部压力时会产生一定的内

进而转化为电特性的改变，产

常见传感器

进而转化为电特性的改变，产



（3） 湿度传感器

• 湿度传感器主要包括电阻式和电容式两个类别

2.2 常见传感器

• 电阻式湿度传感器也成为湿敏电阻，利用氯化锂

陶瓷等材料的电阻率的湿度敏感性来探测湿度

• 电容式湿度传感器也称为湿敏电容，利用材料的介电

系数的湿度敏感性来探测湿度。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湿度传感器主要包括电阻式和电容式两个类别。

常见传感器

利用氯化锂，碳，

陶瓷等材料的电阻率的湿度敏感性来探测湿度。

利用材料的介电



2.2 常见传感器

一种电阻式陶瓷湿敏传感器结构图 一种电容式湿敏传感器结构图

湿度传感器

几种湿度传感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常见传感器

一种电容式湿敏传感器结构图



（4） 光传感器

• 光传感器可以分为光敏电阻以及光电传感器两个大类

• 光敏电阻主要利用各种材料的电阻率的光敏感性来进行

2.2 常见传感器

• 光敏电阻主要利用各种材料的电阻率的光敏感性来进行

光探测。

• 光电传感器主要包括光敏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

器件都是利用半导体器件对光照的敏感性

光敏电阻结构图与实物 光敏三极管 集成光传感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光传感器可以分为光敏电阻以及光电传感器两个大类。

光敏电阻主要利用各种材料的电阻率的光敏感性来进行

常见传感器

光敏电阻主要利用各种材料的电阻率的光敏感性来进行

光电传感器主要包括光敏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这两种

器件都是利用半导体器件对光照的敏感性。

集成光传感器



（5） 霍尔（磁性）传感器

• 霍尔传感器是利用霍尔效应制成的一种磁性传感器

• 霍尔效应是指：把一个金属或者半导体材料薄片置于磁

2.2 常见传感器

• 霍尔效应是指：把一个金属或者半导体材料薄片置于磁

场中，当有电流流过时，由于形成电流的电子在磁场中

运动而收到磁场的作用力，会使得材料中产生与电流方

向垂直的电压差。

• 可以通过测量霍尔传感器所产生的电压的大小来计算磁

场的强度。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霍尔传感器是利用霍尔效应制成的一种磁性传感器。

把一个金属或者半导体材料薄片置于磁

常见传感器

把一个金属或者半导体材料薄片置于磁

由于形成电流的电子在磁场中

会使得材料中产生与电流方

可以通过测量霍尔传感器所产生的电压的大小来计算磁



2.2 常见传感器

霍尔效应

霍尔传感器

霍尔效应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常见传感器



• 霍尔传感器结合不同的结构，能够间接测量电流

振动，位移，速度，加速度，转速等等，

的应用价值。

2.2 常见传感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能够间接测量电流，

，具有广泛

常见传感器



3 智能电网与智能监测

3.1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3.2  智能电网与IoT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 传感器接口及植入技术，电子式互感器

集成设计技术，智能开关设备的技术标准体系及智能化

实施方案；

3.1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实施方案；

• 适用于气体介质的压力与微水、高抗振性能的位移

外定位温度、声学、局部放电信号等传感器及接口技术

各类传感器的可靠性设计技术和检验标准

• 高压设备基于RFID、GPS及状态传感器的一体化识别

定位、跟踪和监控的智能监测模型，输变电设备智能测定位、跟踪和监控的智能监测模型，输变电设备智能测

量体系下的全景状态信息模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子式互感器（EVT/ECT）的

智能开关设备的技术标准体系及智能化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高抗振性能的位移、红

局部放电信号等传感器及接口技术，

各类传感器的可靠性设计技术和检验标准；

及状态传感器的一体化识别、

输变电设备智能测输变电设备智能测



• 实用的新型电力参量传感器，以及多参量感知集成的无

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多测点多参量的光纤传感网络技术

• 多种传感装置的融合技术；电力传感网综合信息接入与

3.1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 多种传感装置的融合技术；电力传感网综合信息接入与

传输平台技术；

• 电力物联网编码技术、海量数据存储、过滤

息聚合技术；

• 新一代高性能电力线载波（宽带/窄带）

电力新型特种光缆及试点工程，新型特种光缆设计电力新型特种光缆及试点工程，新型特种光缆设计

造、试验、施工、运维等配套支撑技术及基本技术框架

新型特种光缆的应用模式和技术方案。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以及多参量感知集成的无

多测点多参量的光纤传感网络技术；

电力传感网综合信息接入与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电力传感网综合信息接入与

过滤、挖掘和信

）关键通信技术；

新型特种光缆设计、制新型特种光缆设计、制

运维等配套支撑技术及基本技术框架，



 电压传感器（互感器）：与传统一致。

电网用传感器

3.1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电流传感器（互感器）：全光CT（重点与难点

 相位：PMU，目前主要为广域测量系统（
Measurement System, WAMS)服务，其用途逐渐在挖掘
中。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重点与难点）

（Wide Area 
其用途逐渐在挖掘



风能、太阳能、电网设备热容量、电力设备老化

估、外绝缘、覆冰等都与环境气象条件有关

环境传感器

3.1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 温度：设备输送容量、外绝缘电阻、老化

温度传感器。

• 湿度：外绝缘电阻。湿度传感器。

• 风参数：风电预测、输送容量、导线舞动

成传感器、加速度风力传感器。成传感器、加速度风力传感器。

• 日照强度：紫外、辐射、设备老化、输送容量

• 雨量：外绝缘、输入容量。气象用。

• 雪：覆冰、冰闪。间接计算。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力设备老化、状态评

覆冰等都与环境气象条件有关。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老化。红外、集成

导线舞动。风力风向集

输送容量。气象用。



电网信息比较简单：电压、电流、相位三个参数就可以计算电网容

量、有功、无功、电能质量、谐波，用于电网安全稳定

继电保护、故障定位等。而且频率基本在50Hz左右

设备传感器

3.1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设备信息则数量繁多，一是设备品种繁多，二是设备状态评估复

杂。既有电量如电压、电流、功率，又有非电量如物质成分

参数、环境参数。而且，参数频率从直流可到6GHz

秒、纳伏、微安、PPM到千伏、千安、秒量级。信号范围很广

比如电量传感器器：局部放电传感器：高频传感器器

特高频UHF传感器300MHz-3GHz，常规局放传感器

定位传感器可达6GHz，局部放电是电力设备状态评估的重要参数

再如物质成分传感器：气体成分传感器，GIS里的微水

变压器油中气体氢气、甲烷、乙炔等。

其它比较难的还有空间电荷传感器、带信号处理的智能传感器等

都在研制中。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相位三个参数就可以计算电网容

用于电网安全稳定、自动化、

左右，容易测量。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二是设备状态评估复

又有非电量如物质成分、机械

6GHz，从微弱信号纳

信号范围很广。

高频传感器器10MHz-300MHz，

常规局放传感器30KHz-200KHz即可，

局部放电是电力设备状态评估的重要参数。

里的微水、SF6分解物、

带信号处理的智能传感器等，



3.1 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输电环节设备的研制规划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智能电网中的传感器

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输电环节设备的研制规划



3.2  智能电网与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智能电网与IoT



传感器：电量（电压、电流、局放）、非电量

质成分（SF6杂质、油中气体）、微水、

超声波等；

3.2  智能电网与

超声波等；

电子测量元件：高可靠性的电子元器件；

抗干扰软硬件等；

高级应用（智能）分析软件：信号处理、

预测、图像识别、基于云（计算）的软件等

的无线通讯模块、物联网传感器等。的无线通讯模块、物联网传感器等。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非电量（温度、物

、视频）、振动、

智能电网与IoT

；放大、滤波硬件；

、状态评估、寿命

的软件等；基于物联网



4 物联网与智能感知

4.1  物联网传感技术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物联网的核心技术

① 感知技术

② 标识技术② 标识技术

③ 通信技术

④ 网络技术

⑤ 网络定位技术

⑥ 应用服务技术

⑦ 安全与隐私技术

⑧ 硬件技术

⑨ 电源和能量存储技术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 感知功能是构建整个物联网的基础

• 感知功能的关键技术有：传感器技术、信息处理技术• 感知功能的关键技术有：传感器技术、信息处理技术

• 传感器技术：数据信息的采集

• 信息处理技术：数据信息的加工处理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信息处理技术信息处理技术



绿色农业 工业监控 公共安全

智能监控 环境监测

电子广告 远程医疗 智能家居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物联网应用

环境监测 智能电力 …… 智能交通

物联网应用支撑子层

公共中间件 信息开放平台 云计算平台 服务支撑平台

应
用
层

公共中间件 信息开放平台 云计算平台 服务支撑平台

移动通信网、互联网和其他专网

异构网融合 资源和存储管理 专用网络 远程控制

下一代承载网 M2M 无线接入 移动通信网 互联网

网
络
层

传感层与感知层互通

传感器网络组网和协同信息处理

低速和中高速短
距离传输技术

自组织组网
技术

协同信息处理

技术

传感器中间件

传感器 二维条码 RFID 多媒体信息

感
知
层

传感层与感知层互通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工业监控

服务支撑平台

公共

技术

服务支撑平台

远程控制

互联网

标识
解析

安全
技术

传感器中间件

技术

多媒体信息

QoS
管理

网络
管理



4.1.1 微机电（MEMS）传感器

•微机电系统的英文名称是Micro-Electro

Systems，简称MEMS，是一种由微电子、

4.1 物联网传感技术

Systems，简称MEMS，是一种由微电子、

构成的微型器件，多采用半导体工艺加工

•常见的微机电器件包括压力传感器、加速度计

螺仪、墨水喷咀和硬盘驱动头等等。

•微机电系统的出现体现了当前的器件微型化发展趋势•微机电系统的出现体现了当前的器件微型化发展趋势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Electro-Mechanical 

、微机械部件

物联网传感技术

、微机械部件

多采用半导体工艺加工。

加速度计、微陀

微机电系统的出现体现了当前的器件微型化发展趋势。微机电系统的出现体现了当前的器件微型化发展趋势。



微机电压力传感器

•轮胎压力传感器的内部结构以及外观如下图所示

4.1.1 微机电（MEMS）传感器

4.1 物联网传感技术

•轮胎压力传感器的内部结构以及外观如下图所示

传感器利用了传感器中的硅应变电阻在压力作用下发生形

变而改变了电阻来测量压力；测试时使用了传感器内部集

成的测量电桥。

MEMS压力传感器结构 传感器中集成的测量电桥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轮胎压力传感器的内部结构以及外观如下图所示。该压力

物联网传感技术

轮胎压力传感器的内部结构以及外观如下图所示。该压力

传感器利用了传感器中的硅应变电阻在压力作用下发生形

测试时使用了传感器内部集

传感器外形



微机电加速度传感器

•微机电加速度传感器主要通过半导体工艺在硅片中加工

4.1.1 微机电（MEMS）传感器

4.1 物联网传感技术

•微机电加速度传感器主要通过半导体工艺在硅片中加工

出可以在加速运动中发生形变的结构，并且能够引起电

特性的改变，如变化的电阻和电容。

应变电阻式MEMS加速度传感器的平面与刨面结构图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微机电加速度传感器主要通过半导体工艺在硅片中加工

物联网传感技术

微机电加速度传感器主要通过半导体工艺在硅片中加工

并且能够引起电

加速度传感器的平面与刨面结构图



•智能传感器（smart sensor）是一种具有一定信息处理

能力的传感器，目前多采用把传统的传感器与微处理器

4.1.2 智能传感器

4.1 物联网传感技术

能力的传感器，目前多采用把传统的传感器与微处理器

结合的方式来制造。

•智能传感器能够显著减小传感器与主机之间的通信量

并简化了主机软件的复杂程度，使得包含多种不同类别

的传感器应用系统易于实现；此外，智能传感器常常还

能进行自检、诊断和校正。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是一种具有一定信息处理

目前多采用把传统的传感器与微处理器

物联网传感技术

目前多采用把传统的传感器与微处理器

智能传感器能够显著减小传感器与主机之间的通信量，

使得包含多种不同类别

智能传感器常常还



智能压力传感器

• Honeywell公司开发的PPT系列智能压力传感器的外形以及

4.1.2 智能传感器

4.1 物联网传感技术

• Honeywell公司开发的PPT系列智能压力传感器的外形以及

内部结构

传感器内部结构PPT系列智能压力传感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系列智能压力传感器的外形以及

物联网传感技术

系列智能压力传感器的外形以及

传感器内部结构



智能压力传感器

车用智能压力传感器的芯片

4.1.2 智能传感器

4.1 物联网传感技术

车用智能压力传感器的芯片

布局图。

该芯片中把微机电压力传感

器，模拟接口、8位模-数转

换器、微处理器、存储器、

以及串行接口 （SPI）等集

成在一个芯片上，主要用于成在一个芯片上，主要用于

汽车的各种压力传感。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传感技术



智能温湿度传感器

• Sensirion公司推出的SHT11/15温湿度智能传感器的外形

4.1.2 智能传感器

4.1 物联网传感技术

• Sensirion公司推出的SHT11/15温湿度智能传感器的外形

引脚，以及内部框图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温湿度智能传感器的外形，

物联网传感技术

温湿度智能传感器的外形，



智能液体浑浊度传感器

• Honeywell公司推出的AMPS-10G型智能液体浑浊度传感器的

4.1.2 智能传感器

4.1 物联网传感技术

• Honeywell公司推出的AMPS-10G型智能液体浑浊度传感器的

外形，测量原理，以及内部框图。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型智能液体浑浊度传感器的

物联网传感技术

型智能液体浑浊度传感器的



4.2.1 RFID分类及组成

•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即射频识别。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RFID），即射频识别。

• 射频识别技术的基本原理是电磁理论。

• RFID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

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

人工干预，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RFID

运动物体并可同时识别多个标签，操作快捷方便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物联网标识技术

射频识别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

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须

RFID技术可识别高速

操作快捷方便。



RFID按使用频率的不同分为低频（LF）、

高频（UHF）、微波（MW），相对应的代表性频率分别为

4.2.1 RFID分类及组成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高频（UHF）、微波（MW），相对应的代表性频率分别为

• 低频135kHz以下

• 高频13.56MHz

• 超高频860M～960MHz、

• 微波2.4G，5.8G。• 微波2.4G，5.8G。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高频（HF）、超

相对应的代表性频率分别为：

物联网标识技术

相对应的代表性频率分别为：



• RFID按照能源的供给方式分为无源RFID，

以及半有源RFID。

4.2.1 RFID分类及组成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以及半有源RFID。

• 无源RFID读写距离近，价格低；

• 有源RFID可以提供更远的读写距离，但是需要电池供

电，成本要更高一些，适用于远距离读写的应用场合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有源RFID，

物联网标识技术

但是需要电池供

适用于远距离读写的应用场合。



• RFID电子标签网络系统由标签、阅读器和数据传输和

处理系统三部分组成。

4.2.1 RFID分类及组成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处理系统三部分组成。

（1）标签（Tag/ electric signature）：

件及芯片组成，每个标签具有唯一的电子编码

在物体上标识目标对象；

带有天线的标签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阅读器和数据传输和

物联网标识技术

）：由耦合元

每个标签具有唯一的电子编码，附着



（2）天线（Antenna）：通常和标签组装在一起

4.2.1 RFID分类及组成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2）天线（Antenna）：通常和标签组装在一起

标签和读取器间传递射频信号。

（3）阅读器（Reader）：读取/写入标签信息的设备

可设计为手持式或固定式；

阅读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通常和标签组装在一起，在

物联网标识技术

通常和标签组装在一起，在

写入标签信息的设备，



• 最常见的是被动射频系统，当阅读器遇见

4.2.1 RFID分类及组成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发出电磁波，周围形成电磁场，标签从电磁场中获得

能量激活标签中的微芯片电路，芯片转换电磁波

后发送给阅读器，阅读器把它转换成为相关数据

• 控制计算器就可以处理这些数据从而进行管理控制

在主动射频系统中，标签中装有电池在有效范围内活在主动射频系统中，标签中装有电池在有效范围内活

动。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当阅读器遇见RFID标签时，

物联网标识技术

标签从电磁场中获得

芯片转换电磁波，然

阅读器把它转换成为相关数据。

控制计算器就可以处理这些数据从而进行管理控制。

标签中装有电池在有效范围内活标签中装有电池在有效范围内活



• RFID电子标签(electric signature / Tag)

4.2.2 RFID射频电子标签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RFID电子标签(electric signature / Tag)

（RFID）的通俗叫法，标签也被称为电子标签或智能标

签，它是内存带有天线的芯片，芯片中存储有能够识别

目标的信息。

• RFID标签具有持久性，信息接收传播穿透性强

息容量大、种类多等特点。有些RFID标签支持读写功能

目标物体的信息能随时被更新。目标物体的信息能随时被更新。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electric signature / Tag)是射频识别

物联网标识技术

(electric signature / Tag)是射频识别

标签也被称为电子标签或智能标

芯片中存储有能够识别

信息接收传播穿透性强，存储信

标签支持读写功能，



1. 电子标签基本构造

4.2.2 RFID射频电子标签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电子标签由天线、集成电路、连接集成电路与天线的部

分、天线所在的底层四部分构成。96 位或者

电子码是存储在RFID 标签中的唯一信息

• 电子标签可以分为有源电子标签（Active tag

电子标签（Passive tag）。有源电子标签内装有电池

无源射频标签没有内装电池。

• 目前市场上80%为无源电子标签，不到20%

签。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标识技术

连接集成电路与天线的部

位或者64 位产品

标签中的唯一信息。

Active tag）和无源

有源电子标签内装有电池，

20%为有源电子标



2. 各类标签

• 采用不同的天线设计和封装材料可制成多种形式的标签

4.2.2 RFID射频电子标签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采用不同的天线设计和封装材料可制成多种形式的标签

如车辆标签、货盘标签、物流标签、金属标签

签、液体标签、人员门禁标签、门票标签

客户可根据需要选择或定制相应的电子标签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采用不同的天线设计和封装材料可制成多种形式的标签，

物联网标识技术

采用不同的天线设计和封装材料可制成多种形式的标签，

金属标签、图书标

门票标签、行李标签等。

客户可根据需要选择或定制相应的电子标签。



3.电子标签工作原理

①有源电子标签

4.2.2 RFID射频电子标签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①有源电子标签

• 又称主动标签，标签的工作电源完全由内部电池供给

同时标签电池的能量供应也部分地转换为电子标签与阅

读器通信所需的射频能量。

• 主动标签自身带有电池供电，读/写距离较远

~1500m），体积较大，与被动标签相比成本更高

为有源标签，一般具有较远的阅读距离，

更换电池。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标识技术

标签的工作电源完全由内部电池供给，

同时标签电池的能量供应也部分地转换为电子标签与阅

写距离较远（约在100 

与被动标签相比成本更高，也称

，能量耗尽后需



②无源电子标签

4.2.2 RFID射频电子标签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又称被动标签，没有内装电池，在阅读器的读出范围之

外时，电子标签处于无源状态，在阅读器的读出范围之

内时，电子标签从阅读器发出的射频能量中提取其工作

所需的电源。

• 无源电子标签一般均采用反射调制方式完成电子标签信

息向阅读器的传送。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标识技术

在阅读器的读出范围之

在阅读器的读出范围之

电子标签从阅读器发出的射频能量中提取其工作

无源电子标签一般均采用反射调制方式完成电子标签信



• 无源电子标签在接收到阅读器发出的微波信号后

将部分微波能量转化为直流电供自己工作

4.2.2 RFID射频电子标签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将部分微波能量转化为直流电供自己工作

• 一般可做到免维护，成本很低并具有很长的使用寿

命，比主动标签更小也更轻，读写距离则较近

1mm～30mm），也称为无源标签。

• 相比有源系统，无源系统在阅读距离及适应物体运

动速度方面略有限制。动速度方面略有限制。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无源电子标签在接收到阅读器发出的微波信号后，

将部分微波能量转化为直流电供自己工作，

物联网标识技术

将部分微波能量转化为直流电供自己工作，

成本很低并具有很长的使用寿

读写距离则较近（约

无源系统在阅读距离及适应物体运



③半无源射频标签

4.2.2 RFID射频电子标签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也有内装电池，但标签内的电池供电仅对标签内要求

供电维持数据的电路或者标签芯片工作所需电压的辅

助支持，本身耗电很少的标签电路供电

• 标签未进入工作状态前，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无源标签，标签内部电池能量消耗很少无源标签，标签内部电池能量消耗很少

维持几年，甚至长达10年有效。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标识技术

但标签内的电池供电仅对标签内要求

供电维持数据的电路或者标签芯片工作所需电压的辅

本身耗电很少的标签电路供电。

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相当于

标签内部电池能量消耗很少，因而电池可标签内部电池能量消耗很少，因而电池可



• 当标签进入阅读器的读出区域时，受到阅读器发出的射

4.2.2 RFID射频电子标签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频信号激励，进入工作状态时，标签与阅读器之间信息

交换的能量支持以阅读器供应的射频能量为主

制方式）。

• 标签内部电池的作用主要在于弥补标签所处位置的射频

场强不足，标签内部电池的能量并不转换为射频能量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受到阅读器发出的射

物联网标识技术

标签与阅读器之间信息

交换的能量支持以阅读器供应的射频能量为主（反射调

标签内部电池的作用主要在于弥补标签所处位置的射频

标签内部电池的能量并不转换为射频能量。



4. 降低电子标签成本举措

4.2.2 RFID射频电子标签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EPC 标签能在单品追踪中发挥作用的关键之一就是大幅

度降低标签的成本。

• ①缩小芯片

• ②开发新型天线

• ③寻找硅的替代品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标识技术

标签能在单品追踪中发挥作用的关键之一就是大幅



• 射频识别系统中，阅读器又称为读出装置

4.2.3 RFID阅读器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通信器、阅读器（取决于电子标签是否可以无线改写

数据）。

• RFID阅读器通过天线与RFID电子标签进行无线通信

可以实现对标签识别码和内存数据的读出或写入操作

• 典型的阅读器包含有高频模块（发送器和接收器• 典型的阅读器包含有高频模块（发送器和接收器

控制单元以及阅读器天线。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阅读器又称为读出装置，扫描器、

物联网标识技术

取决于电子标签是否可以无线改写

电子标签进行无线通信，

可以实现对标签识别码和内存数据的读出或写入操作。

发送器和接收器）、发送器和接收器）、



1. 阅读器基本工作原理

4.2.3 RFID阅读器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阅读器基本工作原理是阅读器使用多种方式与标签交互

信息，近距离读取被动标签中信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电

感式耦合。

• 只要贴近，盘绕阅读器的天线与盘绕标签的天线之间就

形成了一个磁场。

• 标签就是利用这个磁场发送电磁波给阅读器

的电磁波被转换为数据信息，即标签的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标识技术

阅读器基本工作原理是阅读器使用多种方式与标签交互

近距离读取被动标签中信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电

盘绕阅读器的天线与盘绕标签的天线之间就

标签就是利用这个磁场发送电磁波给阅读器。这些返回

即标签的EPC 编码。



• 电子标签与阅读器之间通过耦合元件实现射频信号的
空间（无接触）耦合、在耦合通道内，

4.2.3 RFID阅读器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空间（无接触）耦合、在耦合通道内，
实现能量的传递、数据的交换。

• 发生在阅读器和电子标签之间的射频信号的耦合类型
有两种。

• （1）电感耦合。变压器模型，通过空间高频交变磁
场实现耦合，依据的是电磁感应定律。

• （2）电磁反向散射耦合：雷达原理模型• （2）电磁反向散射耦合：雷达原理模型
的电磁波，碰到目标后反射，同时携带回来目标信息
依据的是电磁波的空间传播规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电子标签与阅读器之间通过耦合元件实现射频信号的
，根据时序关系，

物联网标识技术

，根据时序关系，

发生在阅读器和电子标签之间的射频信号的耦合类型

通过空间高频交变磁
。

雷达原理模型，发射出去雷达原理模型，发射出去
同时携带回来目标信息，



• 电感耦合方式一般适合于中、低频工作的近距离射频
识别系统。

4.2.3 RFID阅读器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识别系统。

• 典型的工作频率有：125kHz、225kHz和13
别作用距离小于1m，典型作用距离为10～

• 电磁反向散射耦合方式一般适合于高频、
远距离射频识别系统。

• 典型的工作频率有：433MHz，915MHz，2.45GHz
5.8GHz。作用距离大于1m，典型作用距离为5.8GHz。作用距离大于1m，典型作用距离为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低频工作的近距离射频

物联网标识技术

13．56MHz。识
～20cm。

、微波工作的

2.45GHz，
典型作用距离为3～l0m。典型作用距离为3～l0m。



2. 阅读器的类型

4.2.3 RFID阅读器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阅读器分为手持和固定两种，由发送器

控制模块和收发器组成。

• 收发器和控制计算机或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接从而实现它的沟通功能。阅读器也有天线接收和

传输信息。

• 数据传输和处理系统：阅读器通过接收标签发出的

无线电波接收读取数据。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标识技术

由发送器，接收仪、

收发器和控制计算机或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连

阅读器也有天线接收和

阅读器通过接收标签发出的



• 在由EPC 标签、阅读器、Savant 服务器

4.2.3 RFID阅读器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ONS 服务器、PML服务器以及众多数据库组成的实物互

联网中，阅读器读出的EPC 只是一个信息参考

由这个信息参考从INTERNET 找到IP 地址并获取该地址

中存放的相关的物品信息。

• 而采用分布式Savant 软件系统处理和管理由阅读器读

取的一连串EPC 信息。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服务器、Internet、

物联网标识技术

服务器以及众多数据库组成的实物互

只是一个信息参考（指针），

地址并获取该地址

软件系统处理和管理由阅读器读



• 由于在标签上只有一个EPC 码，计算机需要知道与该

4.2.3 RFID阅读器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EPC匹配的其它信息，这就需要ONS 来提供一种自动化

的网络数据库服务，

• Savant将EPC 传给ONS，ONS 指示Savant 

产品文件的PML 服务器查找，该文件可由

因而文件中的产品信息就能传到供应链上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计算机需要知道与该

物联网标识技术

来提供一种自动化

Savant 到一个保存着

该文件可由Savant 复制，

因而文件中的产品信息就能传到供应链上。



3. 标签的识读

4.2.3 RFID阅读器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标签进入磁场后，接收解读器发出的射频信号

应电流所获得的能量发送出存储在芯片中的产品信息

（Passive Tag，无源标签或被动标签），

送某一频率的信号（Active Tag，有源标签或主动标

签）；签）；

• 解读器读取信息并解码后，送至中央信息系统进行有关

数据处理。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标识技术

接收解读器发出的射频信号，凭借感

应电流所获得的能量发送出存储在芯片中的产品信息

），或者主动发

有源标签或主动标

送至中央信息系统进行有关



• 一套完整的RFID系统, 是由阅读器(Reader)

4.2.3 RFID阅读器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一套完整的RFID系统, 是由阅读器(Reader)

签(TAG)也就是所谓的应答器(Transponder)

件系统三个部份所组成

• 其工作原理是Reader 发射一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能

量给Transponder, 用以驱动 Transponder

部的数据送出，此时 Reader 便依序接收解读数据

送给应用程序做相应的处理。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Reader)与电子标

物联网标识技术

(Reader)与电子标

(Transponder)及应用软

发射一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能

Transponder电路将内

便依序接收解读数据, 



• 目前，世界一些知名公司各自推出了自己的很多标准

这些标准互不兼容，表现在频段和数据格式上的差异

4.2.4 RFID标准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这些标准互不兼容，表现在频段和数据格式上的差异

• 目前全球有两大RFID标准阵营：欧美的Auto

Center与日本的Ubiquitous ID Center（

• 欧美的EPC标准采用UHF频段，为860MHz～

本RFID标准采用的频段为2.45GHz和13.56MHz

准电子标签的信息位数为128位，EPC标准的位数则为准电子标签的信息位数为128位，EPC标准的位数则为

位。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世界一些知名公司各自推出了自己的很多标准，

表现在频段和数据格式上的差异。

物联网标识技术

表现在频段和数据格式上的差异。

Auto-ID 

（UID）。

～930MHz，日

13.56MHz；日本标

标准的位数则为96标准的位数则为96



• RFID的典型应用领域包括：门禁考勤，

4.2.5 RFID应用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理，仓储管理，物流配送，产品防伪，

身份证防伪，身份识别等等。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图书馆，医药管

物联网标识技术

，生产线自动化，



• 以简单RFID系统为基础，结合已有的网络技术

库技术、中间件技术等，构筑一个由大量联网的阅读

4.2.6 EPC信息网络系统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库技术、中间件技术等，构筑一个由大量联网的阅读

器和无数移动的标签组成的，比Internet

物联网成为技术发展的趋势。

• 在这个网络中，系统可以自动的、实时的对物体进行

识别、定位、追踪、监控并触发相应事件

• 较为成型的分布式网络集成框架是EPC global

EPC网络。EPC网络主要是针对物流领域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结合已有的网络技术、数据

构筑一个由大量联网的阅读

物联网标识技术

构筑一个由大量联网的阅读

Internet更为庞大的

实时的对物体进行

监控并触发相应事件。

EPC global提出的

网络主要是针对物流领域。



4.2.6 EPC信息网络系统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物联网（IOT）EPC网络结构示意图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标识技术

网络结构示意图



EPC 网络的特点是：

• （1）不像传统的条码，网络不需要人的干预与操作

4.2.6 EPC信息网络系统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1）不像传统的条码，网络不需要人的干预与操作

而是通过自动技术实现网络运行；

• （2）无缝链接；

• （3）网络的成本相对较低；

• （4）本网络是通用的，可以在任何环境下运行• （4）本网络是通用的，可以在任何环境下运行

• （5）采纳一些管理实体的标准如：UCC

ISO 等。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网络不需要人的干预与操作

物联网标识技术

网络不需要人的干预与操作

可以在任何环境下运行；可以在任何环境下运行；

UCC、EAN、ANSI、



（1）EPC编码：

长度为64位、96位和256位的ID编码，出于成本的考虑

4.2.6 EPC信息网络系统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长度为64位、96位和256位的ID编码，出于成本的考虑

现在主要采用64位和96位两种编码。

• EPC编码分为四个字段，分别为：

• ①头部，标识编码的版本号，这样就可使电子产品编码

采用不同的长度和类型；

• ②产品管理者，如产品的生产商；

• ③产品所属的商品类别；

• ④单品的唯一编号。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出于成本的考虑

物联网标识技术

出于成本的考虑

这样就可使电子产品编码



（2）EPC 标签

4.2.6 EPC信息网络系统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EPC 标签由天线、集成电路、连接集成电路与天线

的部分、天线所在的底层四部分构成。96 

产品电子码是存储在RFID 标签中的唯一信息

• EPC 标签有主动型，被动型和半主动型三种类型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标识技术

连接集成电路与天线

96 位或者64 位

标签中的唯一信息。

被动型和半主动型三种类型。



• 主动和半主动标签在追踪高价值商品时非常有用

为他们可以远距离的扫描，扫描距离可以达到

4.2.6 EPC信息网络系统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为他们可以远距离的扫描，扫描距离可以达到

但这种标签每个成本要1美元或更多，不适合应用于低

成本的商品上。

• 被动标签的扫描距离不像主动标签那么远

10英尺，但它们比主动标签便宜得多，目前成本已经

降至5美分左右，而且不需要维护。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主动和半主动标签在追踪高价值商品时非常有用，因

扫描距离可以达到100英尺，

物联网标识技术

扫描距离可以达到100英尺，

不适合应用于低

被动标签的扫描距离不像主动标签那么远，通常少于

目前成本已经



（3）Savant中间件

4.2.6 EPC信息网络系统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是介于阅读器与企业应用之间的中间件，

供一系列计算功能。

• 它首要任务是减少从阅读器传往企业应用的数据量

阅读器读取的标签数据进行过滤、汇集、

• 同时Savant还提供与ONS、PML服务器、其他• 同时Savant还提供与ONS、PML服务器、其他

操作功能。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标识技术

，为企业应用提

它首要任务是减少从阅读器传往企业应用的数据量，对

、计算等操作，

其他Savant互其他Savant互



（4）对象名字服务

• 类似于域名服务器DNS，ONS提供将EPC编码解析为一个或一

4.2.6 EPC信息网络系统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类似于域名服务器DNS，ONS提供将EPC编码解析为一个或一

组URLs的服务，通过URLs可获得与EPC相关产品的进一步信

息。

（5）信息服务

• 以PML格式存储产品相关信息。存储的信息中一类是与时间

相关的历史事件记录，如原始的RFID阅读事件相关的历史事件记录，如原始的RFID阅读事件

什么时间，被哪个阅读器阅读），高层次的活动记录如交易

事件（记录交易涉及的标签）等；另一类是产品固有属性信

息，如产品生产时间、过期时间、体积、颜色等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

编码解析为一个或一

物联网标识技术

编码解析为一个或一

相关产品的进一步信

存储的信息中一类是与时间

阅读事件（记录标签在阅读事件（记录标签在

高层次的活动记录如交易

另一类是产品固有属性信

颜色等。



（6）PML语言

4.2.6 EPC信息网络系统

4.2  物联网标识技术

• 物理标示语言（Physical Markup Language  PML

是在XML的基础上扩展而来，被视为描述所有自然物体

过程和环境的统一标准。

• PML是物联网网络信息存储、交换的标准格式

为EPC系统中各个不同部分的一个的公共接口为EPC系统中各个不同部分的一个的公共接口

Savant、第三方应用程序（如ERP、MES）、

相关数据的PML服务器之间的共同通信语言

电子工程师的掌上学习平台物联网标识技术

Physical Markup Language  PML），

被视为描述所有自然物体、

交换的标准格式，它是作

系统中各个不同部分的一个的公共接口，即系统中各个不同部分的一个的公共接口，即

）、存储商品

服务器之间的共同通信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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