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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技术及应用是

智能物联网应用的重要支撑 
Bo-meter wave radar sensor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intelligent Internet
 of Things applications  

叶云燕

摘 要：本文对基于雷达与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应用特征是智能物联网重要支撑在安防领域中的应用作研讨。并以毫米波

雷达检测技术与应用为重点作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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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adar-based and Bobo meter-wave radar sensors, 

which are important supports of intelligent Internet of Things, are discussed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 The millimeter wave radar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are analyzed and 

illustrated.      

Keywords: Bo meter-wave， intelligent Internet of Things， motion detection， FFT transform， energy 

efficiency

前言 -由来

在“物联网”(IoT) 一词出现 20 多年后，数以百万计

的传感器和设备正逐渐将世界连接起来。物联网设备已经

用于更好、更智能的生活、节省成本和提高生活质量。随

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利用智能技术的舒适性、能效和

安全性优势，智能设备及其应用的市场需求正经历着动态

增长。

推动这一市场增长的因素之一是新兴的“直观感应”

应用浪潮，此类应用让人类能够以比以往更加自然、无缝

的方式与智能设备交互。直观感应的部署依赖于一系列非

侵入式传感系统，这些系统赋予了物联网应用新的感知能

力。直观感应系统使物联网应用能够“看”、“听”、“闻”、“感

知”，并了解周围环境。通过这种方式，此类应用在智能家

居、安全和工业等多个领域为物联网技术开辟了新的视野。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传感

技术的不断突破，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物联网，物联

网技术也在更多的行业得到应用，对于安防行业来说，物

联网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风口值得期待。

在物联网系统和应用范围内，雷达传感器（尤其是亳

米波雷达传感器）一种能够感测，还能潜在跟踪一个或多

个物体的设备。与其他基于射频 (RF) 的无源 / 有源无线

传感器系统相比，雷达传感器是有源的，即它们可以发出

脉冲并接收其回波。雷达技术可以估计目标的速度、方向

和距离（即与雷达发射器 / 接收器的距离）。此外，雷达

传感器由于对微小动作具有高度敏感性，即便用户静立不

动，雷达的存在检测方案也可侦测到呼吸的微动作而做出

反应。尤其是亳米波雷达传感器更是一典例。

值此本文对基于雷达与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应用特征是

智能物联网重要支撑及其在安防领域中的应用作研讨，并

以对毫米波雷达检测技术与应用为重点作分析说明。

应该说高灵敏度雷达技术是物联网应用的强大推动

力，为此首先雷达传感器基本技术及优势作为说明。

1  雷达传感器基本技术及优势

1.1  物联网应用的高灵敏度雷达技术的主要特征

* 小尺寸 ：雷达传感器在整个物联网系统中占据的空

间很小。因此，雷达传感器能够开发相对较小尺寸的物联

网系统。雷达传感器的小尺寸增强了其不引人注目的工作，

以免打扰或分散用户的注意力。

* 鲁棒性 ：雷达传感器在不同的环境或气候条件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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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好地工作。例如，其运行基本上不受温度或光照条件

变化的影响。

* 产品设计灵活性 ：雷达传感器的一个关键特性是可

以隐藏在产品外壳下，这就增加了物联网产品的设计和部

署灵活性。具体来说，雷达以高频（例如 24 频段）发射

射频信号，该信号可以穿过大多数材料（例如塑料、玻璃

和木材）。因此，雷达可以为墙壁或障碍物后面的物体提供

准确的读数。

* 灵敏度：雷达传感器可以检测到非常小的运动（例如，

呼吸运动），这使得许多有趣的物联网用例成为可能，例如

感知人的存在和生命体征（如心跳）。

* 功率效率 ：雷达传感器功耗相对较低，因此电池续

航时间较长。因此，雷达传感器让物联网应用具有相当大

的自主性和能效。

1.2  雷达传感器对于运动检测的优势

基于上述特性，雷达传感器可用于许多可能的场景。

然而，其最常见的应用是检测人、车辆和动物等目标的运

动和存在（或不存在）。运动检测是许多物联网应用的重要

功能，包括安全监控、能源管理、人机交互（例如手势识别）

和医疗监控，即跟踪心率和呼吸率。传统上用于运动检测

的技术是被动红外 (PIR) 传感器。被动红外运动传感器通

常用于检测在空间周围移动的人。此传感器已经存在了几

十年，而且已经无处不在，也就是说，它们常用于照明设备、

安全系统、自动门以及其他地方。

但是，PIR 传感器的部署和使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例如宠物和环境中其他红外辐射源导致的误报、 在相同频

率范围内工作的其他源（例如，电视遥控器）的干扰、有

限的感测范围且缺乏方向信息。具体来说，PIR 传感器需

要直接的视线来检测运动，而且其检测范围仅限于传感器

正前方的区域。此外，通常还需要有明显的运动才能触发。

例如，用户需要在 PIR 传感器面前挥手，以确保其理解智

能家居命令，这是很常见的。

而雷达技术缓解了运动检测的上述问题和限制。例如，

雷达传感器使物联网应用能够可靠地判断房间内是否有人，

而且不会受其移动速度和移动幅度的影响，见图 1 所示。

此外，雷达传感器非常精确，可以检测到人的呼吸或心跳。

而 PIR 传感器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 PIR 传感器只能检

测通过其视野的物体引起的温度变化。

2  毫米波雷达呈现在应用上有新突破

雷达传感器虽然使物联网应用视频更开阔与可靠但它

无法对移动和静止人体的检测，由此在在应用领域与精度

上受到限制。而毫米波雷达传感器呈现将使检测技术有了

新突破，值此将对毫米波雷达在移动和静止人体领域中检

测方法作研讨。

2.1  技术特征

毫米波雷达不侵犯用户隐私，基于这一优点，毫米波

雷达被广泛的应用于智能楼宇和智能家居中。在智能家居

及智能楼宇范围内的任何设备均可“判断”活体是否足够

接近，并触发操作。该解决方案是由毫米波雷达存在检测

算法提供支持，可检测运动的人体和静止的人体。雷达存

在检测解决方案灵敏度高，最远可在 5 米范围内感测到微

动作和大动作，最远 3 米以内的静止人体探测。相较于传

统的人体存在检测技术（如被动红外）及较新的超声波及

激光技术，该雷达解决方案具有隐蔽安装，功耗低以及不

侵犯隐私等优点。

即便用户静立不动，该存在检测方案也可侦测到呼吸

的微动作而做出反应。凭借此微动检测功能，该方案成为

用户与设备间直观交互操作的理想之选。因此，用户无需

在传感器前挥手来让设备做出反应。同时该算法可以自动

屏蔽转动的风扇，晃动的绿植和窗帘，减少了因为风扇，

绿植和窗帘引起的误触发，使方案更加实用。如典型的方

案是 BGT60TR13 毫米波雷达芯片。

2.2  毫米波雷达芯片应用特征是什么

BGT60TR13 应用特征是什么   BGT60TR13C 毫米

波雷达芯片在 5*6.5mm 的极小面积上集成了收发天线，

具有低功耗的特性，是一个完整的雷达系统。这颗芯片拥有：

图 1 所示雷达传感器使物联网应用视频更开阔与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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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GHz 的带宽——大带宽，实现了厘米级距离分辨率；

全带宽高线性度——高检测精度，实现了毫米级极微弱运

动信号检测 ；400MHz/us 快速扫频——高相参累积增益，

提高了信噪比，支持微弱目标信号检测 ；工作状态下的辐

射小于 0.00001uT，仅为手机辐射的 1/1000，可免除了

健康担忧。该芯片还具备 FMCW 线性调频、优化设计的片

上天线、高集成度、小型化、低功耗、FCC 合规等诸多优势。

2.3  毫米波雷达芯片在运动人体探测与静止人体探

测中应用特征

* 该运动人体探测方法的信号处理流程如下图 2 所

示。首先，经过两次快速傅立叶变换 (FFT 变换 ) 后得到

DopplerFFT，在 DopplerFFT 结果上运行恒虚警率算法，

得到目标的 doppler 点云数据，在点云数据上运行聚类和

卡尔曼跟踪算法，然后得到目标的轨迹数据，在轨迹数据

上进行特征提取判断目标是否是运动人体。

图 2 毫所示为米波雷达传感器的运动人体

探测方法信号处理流程框图

* 静止人体探测   在现实应用中，人体在大部分时间

内都处在相对静止的状态，比如长时间的阅读，刷手机，

看电视或者小憩等，在这种状态下已经无法通过轨迹跟踪

的方式来识别人体，此时我们将通过识别人在呼吸时的胸

腔起伏来识别人的存在，并且可以返回人体距离雷达的径

向距离以及呼吸频率等生命体征信号。

* 风扇排除  风扇作为房间内经常出现的物体，在人体

识别中我们需要加以排除，在我们的算法中，风扇将不会

被识别为人体。

 * 绿植和窗帘排除  人体的主要成分是水，绿植也是，

所以用雷达区分晃动的绿植和晃动的人体非常有挑战，当

然从微多普勒的角度看，人体和晃动的绿植的微多普勒会

有很大的区别，如果采用微多普勒特征去区别人体和晃动

的绿植，需要大量的不同状态的人体样本和晃动绿植的微

多普勒数据，并且要基于这些数据建立分类模型，这个过

程非常的繁琐并且需要非常大的数据支持。在本算法中，

采用利用绿植结构松散的特点准确的区分了绿植和人体，

算法简单，无需构建复杂的神经网络。

2.4  使用毫米波雷达传感器来提高能源效率

为节省能源，需重新探寻设备必须始终可用且保持连

接的方法 , 也包括耗电的待机模式。我们要求，仅当用户

真正需要时，也就是用户在场时，设备才处于活动或待机

状态。这就是我目前在“非智能”家中所做的事情，进入

房间后才开灯，或仅在室内太热时手动启动空调。然而，

在许多设备中，用户仍未使用，甚至禁用诸如超时之类的

省电功能。主要是因为那些与高级功能相关的特性通常会

导致启动时间过长，以及缺乏最新信息，尤其是在麻烦的

手动重新激活之后，因此会明显影响客户体验。

但是，新智能方法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为何必须打开

恒温器的显示屏，为何设备本身必须连接到互联网才能下载

天气数据？即使监控区域内无人移动，为何家庭安全系统的

摄像头仍始终开启、记录数据、预处理数据并将其传输到云

端？实现更智能设备激活方式的最佳方法是实施运动检测，

通过部署雷达传感器将设备从深度睡眠模式中唤醒。

例如，可默认关闭智能恒温器，而仅激活雷达检测模块。

只要雷达检测到房间内的移动，恒温器就会启动，从而更新

房屋的标准数据和源自互联网的天气数据。如果有人进入规

定区域，例如 1m 以内，显示屏会打开。因此，用户无需

触摸屏幕即可将其激活，然后等待数据更新和结果显示。这

种在场检测概念可部署至其他各类智能家居设备和电器中。

此外，如果应用空位检测的反向原理，还可提高节能

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段时间内未检测到房间内有任

何移动，则可关闭电视、扬声器、智能灯和空调等设备，这

样可大幅降低功耗。由于空位检测不是立即激活设备，而是

一段时间内无人时有针对性地停用，因此传感器模块本身可

保持停用状态，并且每隔几秒或几分钟执行一次检查。因而，

此类传感器模块可为整个系统节省大量能源，而自身消耗却

很低。但是，真正的智能家居会在一段时间内无人时停用这

些系统。该功能在照明系统中逐渐普及，但在空调和其他设

备（如监视器、厨房电器、计算机、扬声器和音响系统）中

尚未普及。尽管如此，用户也可受益于电视等其他应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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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位检测。例如， BGT60LTR11AIP 雷达传感器 ( 见图 3(a)

所示 ) 已用于三星 Frame TV 2021，在用户规定的时间内，

如果附近无人，则使电视从艺术模式切换至睡眠模式。这样

不仅可节省能源，还能延长显示器的使用寿命。而图 3(b)

为毫米波雷达传感器 BGT60LTR11AIP 为真正智能、节能

设备的设计提供支持示意。

网技术也在更多的行业得到应用，对于安防行业来说，物

联网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风口值得期待。

而由上可知无论是雷达传感器还是毫米波雷达它们各

自独特的功能将成为物联网在各领域应用的强大推动力。

据此对其在安防上的应用作重点解析。

国内安防行业尤其是视频监控领域，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已解决“看得见、看得清”问题，正在进入“看得懂、

看得明白”阶段，要解决此问题，仅仅通过视频手段很难

解决，而借助物联网技术可大大提升识别结果和效率。目前，

物联网技术已在智能交通、智慧监所、智慧商超、智慧医疗、

智能家居等领域得到很好应用。图 4 为物联网技术应用领

成域示意框图。

图 3(a) 所示 BGT60LTR11AIP 雷达传感器外形

图3(b)为毫米波雷达传感器 BGT60LTR11AIP 

为真正智能、节能设备的设计提供支持示意

图 4 为物联网技术应用领成域示意框图

3.1  雷达技术

雷达技术在提高应用功能、精度、能耗和成本方面发

挥催化剂作用的领域。具体来说，低成本、低功耗雷达传

感器的出现使新一代智能家居应用成为可能，这类应用增

强了安全性，提升了便利性和舒适性。智能家居中使用雷

达功能的一些最突出的例子包括 ：

 * 自动门控制 ：直观感应雷达传感器不仅能提供运动

信息，还能提供接近和离开运动的信息。这可以实现自动

门控制应用，这样只有在目标持续接近时门才会打开，而

不是在检测到其他类型的运动时打开。

* 存在 / 不存在检测 ：配备雷达传感器后，智能设备

可以感知人的存在或移动，从而实现广泛的优化应用。例如，

在无人的情况下，基于雷达的智能设备可以自动切换到睡

眠模式并节省能源。

* 分割与跟踪 ：雷达传感器可以为音响系统等设备添

加许多智能功能。例如，音响系统可以跟踪听众位置，并

3  雷达传感器是智能物联网应用的强大推动力

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传感

技术的不断突破，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物联网，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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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达技术的加速直观感应时代的引入   直观感应是非

侵入式应用的强大推动力，这些应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

松、安全、环保、高效。凭借其自主、小型、用户友好型

雷达解决方案（包括 BGT24LTR11 和 BGT60LTR11AIP

毫米波雷达解决方案），成为行业直观感应解决方案的领导

者之一。该系列传感器包括一系列丰富的极其精确的雷达

传感器，非常适合汽车、工业和消费市场中的各种客户应用。

在所有这些市场中，可实现快速上市和显著的能效。因此，

这些传感器是提高部署人员底线的可靠选择，同时还能帮

助他们实现远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3.2  雷达传感器是最合适的智能家居设备感测的选

择

雷达传感器最大的优势之一却是可以穿透非导电材料

进行检测。虽然红外、超声波、摄像头或其他基于图像的

传感器不得遮盖或需要在产品外壳上开孔，但雷达传感器

可完全隐藏在设备内。因此，不必在产品设计方面做出任

何妥协，且可避免额外的制造步骤以及因此而更改外壳的

成本。另一种可能性是基于摄像头的运动检测，例如用于

摄像头、电视、笔记本电脑或其他已配备合适图像传感器

的设备。此外，消费电子价格下降增加了组件的成本压力。

因此，3D ToF（飞行时间）和摄像头传感器通常因过于昂

贵而无法用于在场检测。而如 BGT60LTR11AIP 雷达传

感器所需支持组件最少，尤其是在自主运行中，因此对系

统成本的影响最小。雷达传感器体积很小，因此也可集成

到小而薄的电子设备中。此外，雷达传感器在多尘、多烟

或潮湿的环境中也很非常耐用，而某些基于激光的 ToF 传

感器或其他图像传感器可能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实现检测。

4  后话

* 总体而言，雷达传感器与毫米波雷达传感器雷达技

术的最新发展使其成为下一代精确、用户友好、直观的物

联网应用的强大推动力，这些应用可提供出色的性能，可

智能处理环境影响。在应用上述外还在智能交通、智慧监

所智慧城市、智慧楼宇、智慧社区等多个领域等物联防安

防领城中广泛用。

* 如今无论是雷达传感器议或毫米波雷达传感器

其 芯 片 在 国 内 外 已 获 得 广 泛 生 产 与 应 用。 其 中 有 英

飞 凌 的 BGT60LTR11AIP 毫 米 波 雷 达 传 感 器 芯 片 及

BGT24MTR11 雷达传感器芯片是一种典例。

相应地不断优化音量和声音参数。

* 老人护理系统 ：雷达技术支持开发创新的老人护理

应用。例如，雷达技术让离床系统能够判断老人是否已经

起床，而且在几分钟内仍没有返回。同样，雷达传感器让

离开椅子系统能够确定老人是否离开了他们的椅子，而且

在一定时间内仍没有返回。

* 供暖控制系统 ：雷达可以控制地板下的供暖系统，

确定房间内是否有人，并相应地打开或关闭暖气。此外，

雷达还可以跟踪房间内人的距离和位置，以调整风扇速度

以及房间空调机的叶片方向。这些用例提高了居住者的舒

适度，同时提升了环境绩效和可持续性。

* 摔倒检测 ：基于雷达的系统可用于摔倒检测。在这

种情况下，雷达通常安装在墙壁或天花板上 ( 见图 5 所示 )，

并会持续发射调制信号。人摔倒时，其身体会旋转，导致

反射波发生偏移。接着，雷达系统可以检测到偏移，并将

其记录为摔倒事件。

* 生命体征监测 ：类似的雷达配置也可用于监测呼吸

模式和心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信息可用于检测心跳模

式的偏差，这些偏差可能表明心律失常或其他问题。心跳

模式检测在婴儿护理（例如，识别健康率的异常）和老人

护理领域实现了许多创新的救生应用。

图 5 所示为基于雷达的系统用于摔倒检测应用示意

这些功能中的大多数都可以根据远处的身体运动来捕

捉，即使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也不受影响。此外，这些应

用以非侵入式的方式交付给住户。住户可以在房子里自由

移动，而不会触发安装在墙壁或天花板上的光学运动探测

器的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