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感器在未来智能汽车、智慧家庭、医疗设

备等新兴领域中应用十分广泛，它处于架构中

的感知层，是云端大数据的收集入口，其精准程

度和用户的体验好坏有直接关系。磁传感器作

为传感器产业中的重要分支，在物联网应用领

域有着巨大的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被很多国家

提高到了国家经济和国防的战略高度。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iSuppli 预测，磁传感器

出货量将由 2009 年的 28 亿只达到 2015 年的

100 亿只，市场规模将由 2009 年的 8.21 亿美

元达到 2015年的 60 亿美元。据分析，2013 年

全球磁传感器和磁开关的出货量超过 50 亿只；

其中汽车市场占比 52%（轮速检测、油箱液位、

后备箱门锁开关等），消费电子和移动市场占比

37%（电子罗盘、导航等），剩下的市场份额为工

业、能源、医疗和其它小规模应用，如运输、航空

和海事等。

TMR技术与 turnkey解决方案

在磁隧道结（Magnetic Tunnel Junction,
MTJ）中，TMR 效应的产生机理是自旋相关的隧

穿效应。MTJ s 的一般结构为铁磁层 /非磁绝缘

层 / 铁磁层( FM / I/FM)的三明治结构。饱和磁

化时，两铁磁层的磁化方向互相平行，而通常两

铁磁层的矫顽力不同，因此反向磁化时，矫顽力

小的铁磁层磁化矢量首先翻转，使得两铁磁层

的磁化方向变成反平行。电子从一个磁性层隧

穿到另一个磁性层的隧穿几率与两磁性层的磁

化方向有关。

国际领先、国内唯一的 TMR 磁传感器由江

苏多维科技生产。由在电气工程、自旋电子学、

磁学等领域有很深造诣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著名的磁传感器和磁存储专家薛松生博士担任

首席技术官，目前已申请专利一百五十多项，已

授权专利八十多项，进入国际申请 PCT 阶段的

发明四十多项。

TMR磁传感器产品的应用

TMR磁传感器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工业

控制、金融器具、生物医疗、消费电子、汽车领域

等，其典型特征是低功耗、小尺寸、高灵敏度。在

流量计领域中，智能水表、智能热量表一般都采

用电池供电，因此对传感器的功耗要求非常苛

刻。当前水表方案采用干簧管、低功耗霍尔器件

以及韦根传感器等，要么频率响应非常低导致

测量精度不够，要么就是功耗很大导致电池寿

命很短。而采用韦根传感器的智能热量表电路

复杂，可靠性差，小流量的测量也不精确。另外，

采用霍尔器件的传统电表方案温度性能比较

差，由于灵敏度低需要额外增加聚磁环，导致体

积和成本增加。目前，采用两个 TMR 超低功耗

磁传感器的方案，根据叶轮转动的磁场变化测

量转速，得到水表的瞬时流量，并且功耗非常低

（超低功耗全极磁开关 MMS2X1H，双极磁开关

MMS1X1H，全时供电下只有 1.5滋A 电流，频响

大于 1kHz）。在智能电表中，基于 TMR 磁传感

器（如 TMR501、TMR503）的电表比传统霍尔器

件电表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精度更高、温度特

性更好。

在金融器具领域，国内的金融设备主要采

用电感线圈和锑化铟磁头，无论是检测精度和

信噪比，还是磁头的尺寸，均无法与其他发达国

家尤其是日本的金融磁头相比，更加严重的是

产品一致性存在问题，量产工艺不稳定，无法大

批量生产。至今全球（包括中国）高端金融磁头

市场都被日本公司所垄断。TMR 磁性识别传感

器（如 MMGB015、MMGB065、MMGB18S）是

专门用于纸币、银行票据、证券磁特性的检测、

识别的新型纯阻抗验钞磁头，主要应用于点验

钞机、清分设备、ATM、各类自动售货机读钞、验

钞模组和磁卡读头，具有高灵敏度、高信噪比、

高频响等特点。

(左) 单通道 TMR 金融磁头 (右上)6 通道

TMR 金融磁头 (右下)18 通道 TMR 金融磁头

在电梯、矿洞、桥梁等钢丝绳无损探伤方

面，基于 TMR 磁传感器的产品（如 TMR2703、
TMR2705、TMR2901、TMR2903）能够利用弱磁

检测精确定位绳索的表面缺陷和内部缺陷，与

目前几万、几十万的检测系统相比精度更高、价

格更加亲民、检测更加方便。另外，在智能停车

管理、医疗等领域均有广泛应用。

基于 TMR 磁传感器的产品将会在智慧家

庭和智能汽车领域拓展出更多的应用。

殷深圳 钟贵锋

银河风云的悟空 i8 智能插座众筹金额已超过 1 千万，成为

京东众筹平台上第五个募集资金过千万的项目。市面上已有百

余款智能插座，为什么后来者悟空 i8 能够受到如此热捧？

经研究发现，悟空 i8在设计理念上完全不同于其他智能插座，

与 i8比起来，其他智能插座确实已经失去了自命“智能”的本钱。

内部结构截然不同

经对悟空 i8 与小米智能插座进行拆解对比，发现两者在结

构设计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情形见下表：

从上表可见，悟空 i8 与小米等智能插座相比，多出了温度、

声音、光照感应设备，最大负载也明显更高。

i8 与小米插座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加入了红外功能。通过红

外发射器，i8 取代了遥控器，直接向智能空调发出各种控制指

令，实现开关机、温度、风速、摆风等操作；通过对用户使用习惯

的学习，i8 实现了智能化遥控。

目前市面上的智能插座，都以 WiFi+继电器为基础，主打远

程供电线路通断管理，并不能控制家电本身执行各种动作。虽有

少部分以外接附件形式推出了红外发射装置，但其实际功用相

对鸡肋，或者需要用户手动帮助插座完成学习过程，用户体验仍

有待改进。而悟空 i8 对空调控制指令的学习过程无须用户干

预，直接从云端调取识别特征快速完成配对，尽显智能风范。

空调状态全时反馈机制

众所周知，传统空调不具备向温控器直接发送状态信息的

能力，只有让手机终端远程实时获取空调运行状态，才能够最安

全，最准确的实现智能温控目标。通过多维度本地数据分析与云

端大数据分析，悟空 i8 除了能够 100%准确度实时反馈空调运

行状态，还能提供智能空调电量分析，“一晚只用 1 度电？”火眼

金睛一看便知。

加入温度感应器

为了实现不同智能空调控制过程的学习，i8 需要精确识别

智能空调执行的各项动作，反馈工作状态数据来源的温度传感

器必不可少。比如，在寒冷的冬天，睡觉时将悟空 i8 设置为温度

自动控制，当卧室温度低于 20 度时悟 空 i8 会让空调自动开启，

而传统空调要达到这种效果只能用定时器开机整夜。再者，如果

这家的主人在夏天习惯把室温稳定在 20益以下，那么一旦温度

升至 21益，悟空 i8 就会自动发出“温度-1”的红外指令，免去了

主人手动遥控的繁琐。

独缺继电器，WHY？
设计者认为继电器具有机械动作结构，寿命有限，大电流通

过时容易产生打火现象，因而会降低插座的稳定性，对空调寿命

的延长也有不利影响。为 了让 i8更好地实现其智能化功能，经

过反复推敲去掉了这一组件。

结构的差异源于对“智能”的不同理解

80%以上现代家电通电后进入待机模式

综合 i8 相对于其他智能插座产品增加和减少的器件来看，

两者想要实现的功能实际上是有着明显差异的：

一般厂商眼中的智能插座，是简单的“继电器与 WiFi 模块

的结合”，其本质是对供电线路的远程通断管理。这种智能插座

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智能空调等复杂度较高的家电设备的开

关并不仅受供电线路通断影响，还需要接收到控制指令才会开

启或关闭。开关尚且如此，其他具体的动作执行就更不受线路通

断的直接影响了。目前市面上的智能插座几乎无法使用户的居

家生活变得智能化，大多名不副实。

确实，很多时候，方向比进度更重要。悟空 i8从产品定义时

就确立了“真智能”的方向，再考虑到银河风云在数通设备领域

积累的深厚实力，该产品能够颠覆一众智能插座、众筹过千万也

就不难理解了，79 元的小米插座遇到 78 元“真智能”的悟空

i8，消费者们会如何选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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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尧计算处理尧网络

通讯尧 感应与控制技术的不断发

展袁利用物联网尧云计算尧移动互

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袁 结合自动控

制技术袁将家庭设备智能控制尧家
庭环境感知尧家人健康感知尧家居

安全感知以及信息交流尧 消费服

务等家居生活有效地结合起来袁
创造出健康尧安全尧舒适尧低碳尧便
捷的个性化家居生活遥 回家时空

调或暖气已经打开袁 回家后热水

已经烧好尧饭已经自动煮好袁可以

随时了解冰箱里面有什么菜袁下

雨窗户会自动关闭袁 还能随时远

程监控家里的情况袁 读取家里数

据中心的各种数据噎噎曾经在科

幻片中出现的场景袁 正在迎面向

我们走来袁逐步成为现实遥
据预测袁 我国的智慧家庭规

模在 2015 年或将达到 1240 亿

元遥 2015 年袁已被定义为智慧家

庭元年浴
为了助推智慧家庭技术的应

用和行业的发展袁叶电子报曳 特与

专注于智慧家庭产品资源整合和

产业发展的深圳智慧家庭协会合

作袁共同打造全新的野智慧家庭冶专版袁在
移动设备尧可穿戴设备尧健康医疗尧家电尧
家居控制尧安防尧远程教育等多个领域袁
积极推动智能硬件尧 智慧家庭技术的应

用和普及袁 共同发掘和助推这一充满无

限商机的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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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 i8 Vs 小米智能插座

悟空 i8 多维度智能感应设计

彻底杜绝继电器安全隐患

TMR 磁传感器在物联网领域的创新应用

小米 悟空 i8
悟空 i8 安全安全挡板及 LED 夜灯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