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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可持续性的明智选择

总体而言，要实现更高的可持续性，我们需要做出许多改变——从改变我们传统依赖的能源到改变消费者行为。这个过程中，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由物联网 (IoT) 产生的智能技术。作为一家在多个行业拥有丰富经验的全球技术领导者，TE Connectivity (TE) 了解如何克服物联网应用中的

固有挑战，特别是应用于户外环境或其他恶劣环境的设备。本文将研究智能生态系统网络的关键部分——智能量表，并阐述市场增长因素、趋势、应

用和需要考虑的功能。 

许多公用事业（电力、燃气和水务）公司已经开始升级使用高级计量架构 (AMI) 系统。AMI系统实现了仪表、通信网络和数据管理系统的互连，在公

用事业公司与用户之间建立了实时双向通信，有助于提高运营和计费精确性和效率，快速发现和应对问题，并收集更深入的见解，以便更好地进行决

策和长期规划。 

为何选择智能量表？ 

随着物联网应用开始在各行各业提供可操作的数据，进而提高效率、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公用事业公司及公众认识到，传统量表或许已经成为明日

黄花。机械式量表通常由工作人员人工读表，容易发生故障，从而导致错误的使用问题，并且用户不得不打服务电话求助。此外，技术人员和抄表员

经常会因散养宠物或其他障碍物导致他们难以准确读表或提供量表服务。传统的计量系统也会减慢对停电的反应速度，有时需要数个小时才能识别和

修复现场故障或变压器问题，特别是随着能源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

智能电表是当今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电网的作用不仅仅是发电和配电，它是一个由物联网连接技术和通信网络构建而成的生态系统，允许

数据的双向通信传输，可以分析评估电网稳定性，防止并自动报告停电，实时监控电表数据，从而使消费者获得更优化的信息。这种智能电网作为物

联网架构的一部分，有助于监控和管理生态系统的主要部分，如交通、照明和道路状况，通常能够及早发现突发电力事件、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和系

统或零部件故障所导致的问题。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能源需求的增加，智能电网旨在帮助消费者降低生活成本，为分销商节省资源和成本。智能电网所提供的数据有助于创建更

有效的解决方案，提高网络和使用数据的可视性。在燃料成本上升、人们对环境影响和气候变化日渐担忧、飓风等极端天气事件和其他自然灾害频发

的背景下，智能电网技术成为了最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之一。 

智能量表可以在这种智能电网基础设施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全球市场中呈现出增长态势。据预测，到 2026 年，智能量表市场将从 2018 年的 
245.3 亿美元增长到的 441.8 亿美元。i在新型蜂窝连接智能量表取代传统量表后，可以为公用事业公司降低抄表成本，节约资源，最大限度地延长系

统正常运行时间，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智能能源系统将为消费者提供更低廉、更清洁的能源，同时创

造高价值的就业机会，并帮助我们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我

们的行动计划概述了一个更智能、更灵活的能源系统可以在未来

的数十年里为消费者、能源行业和更广泛经济体系带来高达 400 
亿英镑的效益。智能量表是实现这些效益的关键推动力，而且有

可能彻底改变我们与能源系统互动的方式。”iii

数据与终端设备事业部 / 趋势报告 第 4 页

智能量表：智能电网生态系统设计的关键部分 

智能量表全球市场预测

2019 年，智能量表市场的全球出货量约为 1.3123 亿台，预计到 2025 年将达到 1.8812 亿台。ii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驱动之下，大多数国家

正在努力推行智能量表，将其作为智能电网的基础构件，许多政府更是出台了相关政策。例如，英国发起了“智慧英国”计划，阐释了英国在履行《

巴黎协议》承诺的过程中，智能量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称智能量表是创建智能能源网络的关键部分，将推动英国过渡到一个低碳的未来。曾于 2017 
至 2019 年间就任英国能源和清洁发展部大臣 Claire Perry 说： 

目前，欧洲正在引领智能量表的第二波发展浪潮。此前，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过去五年的部署，到 2020 年实现 80% 的能源量表普及率。当前，亚

太地区的增长热点无疑是中国、日本和韩国，亚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关键的增长市场。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已经安装了 4.76 亿台智能电表；鉴于中

国天然气市场的扩张，智能燃气表的发展势头同样良好。日本正在大力投资和部署智能量表，从而将能源价格维持在国民可承受的水平，同时也提高

能源供应的安全性，特别经历了 2011 年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的灾难性事件。

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预计也将增加智能量表的应用。2020 年 2 月，印度国营能源效率服务有限公司 (EESL) 通过

印度政府发起了智能量表国家计划，在全印度完成了约 100 万台智能量表的安装，并力争在未来几年内再安装 2.5 亿台。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少数城市的智能量表普及率较高，但这两个国家的总体普及率仍然较低。目前，市场上主要供应商和通信技术提供商之间的战

略联盟有望进一步推动智能量表的增长。在非洲，尼日利亚和南非的智能量表应用上最为活跃；而在中东地区，智能量表的安装的主要是在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家。

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多数一级公用事业公司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安装了智能量表。在美国，88% 的智能量表安装在住宅区，但 50 个州中仅有 6 
个州的普及率达到 80%。智能量表普及率的差异往往取决于各州的立法和监管，因为一些州要求监管机构为公用事业公司的量表项目核准成本回收机

制。不过有意思的是，现在美国有几乎一半的电力消费账户配有智能电表，但大多数消费者并不知道他们可以获取到更详细的数据，29% 的家庭甚至

不知道自己拥有智能量表。 

在加拿大，智能量表的安装率达到 82%。许多省份已经安装了智能量表，并正在投资专注于智能电网和相关技术的研究实验室。拉丁美洲的安装率也

有所提高，但总体上依然落后。在整个拉丁美洲和南美洲，安装智能电表行动最积极的是墨西哥和巴西。

总体而言，智能量表最广泛的应用场景是家用计量，其中电表的应用最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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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表、燃气表、水表的优点

节约成本

智能量表通过实时监控使用情况，可以检测到住宅和管道中的能源泄漏

情况。根据 PennEnergy 公司的数据，管道运营商每年因管道泄漏和

燃料盗窃遭受的损失约达 100 亿美元。V有了先进的智能量表，公司可

以检测到异常流量，并立即做出响应，及时防范盗窃和泄漏。对于消费

者来说，智能量表可以帮助他们识别高能耗设备和电器，促使他们改变

消费行为或购买更节能的设备。

预测分析

来自智能量表的实时数据还可用于构建预测模型，以实现更精确的需求

规划和预测性维护。这些数据还可帮助运营商捕捉客户信息，影响客户

行为，并为客户更新费率计划和服务。处理和分析使用数据的后端系统

还可更深入地了解资源的使用情况。公用事业公司可以从数据分析中受

益，从而为长期规划和未来投资做出更好的战略决策。这些数据对应急

响应规划和风险评估也非常有用。

安全性与舒适性

能源供应商可以利用智能量表数据平衡系统负荷，从而提升系统的安全

性和稳定性。他们可以深入了解与量表相关的问题、停机信息、质量信

息等，从而将潜在问题消灭在萌芽中，避免其升级为重大问题。公用事

业公司还可使用数据来识别和跟踪停电情况，以便更快地做出响应，这

在极端天气事件和紧急情况下尤为重要。在干旱期间，如果要求消费者

节约用水，则智能水表可以在智能水网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消费者可

以更好地自行监测用水情况）；如果干旱天气恶化，公用事业公司可以

通过智能水表和智能水网基础设施限制用水。如果能够结合天气数据和

用水数据，则还可预测甚至预防干旱的恶化。

更智能、更清洁的能源方案

智能恒温器已经走入了许多消费者的家庭。它们可以使家庭供暖和制冷

更加高效，在工作、上学或度假时段自动调整能源使用量。但在以前，

这些电器的数据并没有送达公用事业公司。智能量表为公用事业公司呈

现了这些数据，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家庭的能耗高峰、低谷以及中间点

来制定决策。智能电网主要是利用物联网应用来做出针对网络的各方面

决策。利用来自智能量表和智能电网的数据，能源公司可以在清洁能源

投资做出更好的决策，识别投资回报更直接或更大的领域。 

减少浪费

使用智能量表的家庭通常会显著改变他们的能源消耗行为，从而减少能

源使用和排放。智能量表生成的实时数据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早地发现漏

水、漏气等问题，便于他们识别和解决问题。智能量表不仅减少了自然

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为维修人员节省了现场操作时间，通常可以减少诊

断和寻找泄漏点的时间。智能电网内的定时器和基础设施模块也可以帮

助用户调节使用量，减少浪费。此外，智能量表数据可以提供实时信

息，以跟踪潜在的盗窃或资源损失。

透明度

数据更准确、更实时，则公用事业公司与用户之间以及与监管机构之间

就更加透明。有了实时数据，抄表员无需每月逐一抄表即可获得更加精

确的计费数据，而且能够获取当天甚至每小时的消费情况。而消费者则

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或公用事业网站查看自己的数据，从而了解自己的使

用模式并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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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量表推广障碍

智能量表的优势虽多，但要投入应用，仍面临许多重大障碍。

智能量表通信基础设施与技术浅析

先进计量基础设施 (AMI) 与自动抄表 (AMR) 的比较

AMI 和 AMR 的区别在于能否在公用事业系统和量表终端之间实现双向通信。这是 AMI相对于其他运营系统的优势，因此其很可能在市场上达到领先

地位。虽然AMR的运营成本可能较低，且无需大量的IT资源，但其操作繁琐，需要服务人员前往每个客户的住处逐一抄表，才能获取准确的使用信

息。 

AMI 可以提供常用的必要信息，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检测泄漏和故障，并帮助公用事业公司更有效地管理成本和客户服务。但更重要的是，无论是

网络和通信模块，每个仪表都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

前期成本高昂 

在电力或供水系统中部署智能量表通常需要投资数十亿美元用于网络部

署和维护。部署成本高昂，但投资回报可能要在几年后才能看到。因

此，要推进公用事业数字化，就必须提出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目前，

公用事业公司正在寻找有助于提高盈利的智能量表功能。

连接到传统设备

无论是通过改造传统设备来获得智能量表设备，还是整体更换量表，我

们都有可能在升级改造的过程中将其与其他设备连接。如果缺乏适当的

基础设施，将影响现有设备或旧设备整合新技术，则智能量表的部署进

程可能减缓甚至中断。

网络集成

虽然智能量表系统通常与几种设备集成在一起，但往往只有在配电系统

和计量系统中的所有设备都纳入同一通信网络时，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由于可以连接到电网、燃气网或水网的居民相当多，这种集成更加复

杂。

地理环境

由于地形因素，在某些地区部署双向通信网络可能面临更大困难，例

如，山区或农村地区。 

数据传输与存储 

集成调制、解调设备和存储数据的额外内存可能会增加总体部署成本。 

数据隐私与安全 

通常情况下，通过网络传输数据和信号，都可能存在潜在的隐私和安全

问题。对制造商来说，关键是要在设计中尽可能缓解这些问题，关注信

号完整性、通信协议的可靠性等。此外，公用事业公司可以承担大部分

维护和接入通信网络的责任，同时允许公众深入了解该系统和他们所做

的努力来获得信任。 

AMI AMR

• 由量表、通信网络和数据管理系统组成的综合系统

• 可以实现量表端与公用事业公司之间的双向通信

• 无需逐一抄表，根据设定的时间间隔将数据自动传送至公用事业公司

• 与公用事业服务人员单向通信，通过量表收集使用和状态数据

• 步行抄表或驱车远程抄表，需要使用数据接收器在量表附近逐一抄表  

• 数据存储在本地数据采集设备上（通常是笔记本电

脑），然后再上传到公用事业公司的云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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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线通信 (PLC)

PLC 是一种经济高效的通信方式。电力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的电力线将量表连接到集中器，然后集中器通过 3G、4G 或光纤回程系统连接到公共事业公

司的云数据中心。PLC返回的数据可用于分析电网性能。因为电力线上的噪声和谐波可能会影响性能并扭曲通信，这种技术可能产生网络干扰。由于

配电网络上电气设备会随机切换，因此某些频率的衰减会导致功率参数的变化。

由于水表或燃气表无法配置电力线，因此，此类公共事业公司通常不会选择PLC，除非将 PLC 与射频技术相结合。

射频网

射频网是一种无线网络技术。量表和其他设备通过附近的设备进行数据路由，形成一个“网状”的网络覆盖。网状网络可以使终端设备根据需要通过

多跳与采集器进行通信。在当前通信路径无法使用时，每个终端设备均可通过另一条通信路径登入采集器，从而提升了网络性能和系统可靠性。

射频网通常使用未经许可的频率，由公用事业公司作为内部网络进行部署。这是远距离部署和建立网络的一种经济型方式，每个设备所需的传输功率

较低。然而，由于射频网使用的是未授权的频率，因此可能会出现信号干扰。这种通信网络方案主要适用于射频模块高度集中的有限范围，也容易受

到厚墙或树群等障碍物的影响。

早期的 AMI 以窄带电力线通信 (PLC) 和射频网为主要通信技术，推动 AMI 和智能量表的应用。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宽带电力线通信（PLC）和低

功率广域网 (LPWAN) 等新技术已成为发展趋势。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介绍的，不同地区可能青睐不同的技术，所以在设计之前了解市场偏好很有必

要。 

AMI
通信科技

早期

有线

有线

无线

无线

无线

现代通信技术

窄带 
电力线通信 (PLC)

宽带 
电力线通信 (PLC)

射频网 (RF-Mesh)

低功率广域网 (LPWAN)

AMI 网络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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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功率广域网 (LPWAN)

LPWAN是一种无线电信网络，可以在连接对象之间进行低比特率的远距离通信。低功率、低比特率和预期用途使 LPWAN 区别于普通的无线广域

网；后者所需的功率更高，传输的数据更多。在各种LPWAN技术中，蜂窝物联网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

长期演进(LTE)技术的最新发展可以使得蜂窝物联网应用于智能量表等低功耗设备。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需要以低功耗的方式连接便携式设备，蜂窝物

联网成为人们的首选方案。由于移动运营商已经部署了现有基础设施，当蜂窝物联网与智能量表相结合时，部署成本往往会显著降低，并且可以在全

国范围内实现可靠覆盖。

尤其是窄带物联网 (NB-IoT)，对于 AMI 系统来说，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选择。它可以提供公用事业公司所追求的灵活性、针对未来需求的可扩展性，

以及长期可靠的投资回报。LTE-M（采用增强型机器通信）可能是最适合智能量表的替代方案，而 NB-IoT 则有助于满足智能燃气表和智能水表的需

求。 

尽管今天大多数用于智能计量的蜂窝物联网都运行在 2G、3G 和 4G 上，但5G及其对未来的意义仍然值得我们关注。与 4G 相比，5G 可以使每台量

表支持的设备多出 1,000 多台。vi5G 可以实现更好的性能，为更多的传感器和功能提供更强大的连接，且断电后能够更快地重新连接电源。量表通常

部署在地下或不容易到达的位置，而 5G 通过延长电池寿命和增强信号传播，有助于降低维护和停机成本。此外，由于 5G 使用的波长较短，设计工

程师可以使用较小的天线，但相比较大、较昂贵的设备，其精度和控制能力并没有减弱。

区域偏好

对于客户来说，选择哪种技术往往取决于设备的使用地点。例如，农村与城市的公用事业服务通常面临着非常不同的通信问题，山区以及无线和互联

网服务较差的地区也是如此。许多国家在推出智能量表时都会与市场领先者合作，这通常也决定了他们会使用哪种类型的网络。 

在欧洲和中国等地区，混合型 PLC/RF 解决方案似乎正在被迅速推广，在未来几年，它们可能还将继续增长，直至取代单一的 PLC 解决方案。在中

国，应用于多个垂直领域的 NB-IoT 似乎已经开始蔓延到智能量表领域。在欧洲，G3-PLC 和 PRIME 等 PLC 技术约占所有智能量表安装量的三分之

二，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开始部署使用 LTE-M 或 NB-IoT，或 NB-IoT + LTE-M 混合技术的智能量表，以实现量表的连接。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偏好蜂窝通信。除了原有的射频网以外，新西兰从 2019 年开始使用 LTE-M 网络进行智能量表连接。在印度，单一公用事业公司

在单独采购智能量表时，似乎更倾向于射频网，而 EESL 则选择 GPRS 连接，并倾向于 NB-IoT 通信。

设计工程师需要什么？

无论是电表、气表还是水表，大多数户外智能量表要么暴露在风雨中，要么埋藏在地下，

这确实给设计工程师带来了一些不小的挑战。首先，这些量表必须足够耐用，能够可靠地

运行数十年，并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准确无误地传输使用数据。传感、电源控制和电路保

护组件通常需要进行加固和密封，以抵御恶劣的户外环境。许多组件在保证坚固耐用的同

时，还要实现小型化，以便为高级功能留出空间。量表的无线传输通常需要抗干扰，特别

是那些离住宅很远或被埋在地下的混凝土中的量表，可能需要定制天线，以适应不同的应

用环境。  

为此，OEM 厂商所使用的解决方案应该使其在各服务市场达到相同的硬件规格，这有助

于降低开发成本，加快上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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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挑战和解决方案

天气和电涌—电路保护

天气并不是损坏组件的唯一因素。智能电表会遭受来自电网电涌的影响（变压器或

电源线的突然损坏或暴风雨中的雷电导致），电感负载开关或电容负载开关造成的

电瞬变同样不可忽视。为了保护输入电源电路，设计人员通常会选择额定电压足够

高的金属氧化物变阻器 (MOV)来承受交流线路电压。设计人员还可以加入热保护

型金属氧化物变阻器 (TMOV)，以防止短暂的过电压，并在持续过电压和过热情

况下对变阻器进行开路。

具有 IPX8 防水等级的 USB Type-C连接器支持多种不同协议，数据传输速度高达 
10 Gbps。其可与 USB C 型电缆配对，以便在户外环境中提供最大防护。TE 的 
USB Type-C连接器可以实现快速、可靠插接，并在插座外壳背面提供了额外的保

护功能，有助于消除 EMI 泄漏。 

电涌、能源效率和电池寿命—电源控制 

延长电池寿命、可持续发展、降低成本等需求对智能量表提出了更高要求，功耗和控制成为关键。通常情况下，量表不仅要实现低功耗（通过提高能

源效率来减少碳足迹和延长电池寿命），提高可靠性，节约资源，还需通过监测和控制电气性能来提高效率。设计人员可以借助跳闸继电器优化能源

消耗，在电流偏离设定的跳闸限制时防止设备损坏。TE 的 Crompton Instruments 继电器产品组合正是针对这些智能量表的需求而设计的。 

电源控制元件可用于智能量表的负载开关和能量脉冲输出功能。与机电继电器相比，固态继电器 (SSR) 往往更受青睐，因为它的开关噪声低，寿命极

长（得益于无触点系统）。在智能量表中，SSR 可用于用电限制、电费开关、报警输出、自定义负载输出等功能。SSR响应速度快，具有很优异的抗

振动、抗冲击、抗灰尘、抗气体和抗其他污染物的能力。

干扰—天线和无线连接

随着无线设备激增，以及设计者越来越多地依赖蜂窝天线（物联网特性背后的关键元件），越来越多的设备共享频率和频带，拥塞产生，干扰随之而

来。而设备本身需要多种无线电技术，或要求在附近部署多个天线，以实现多输入多输出 (MIMO) 或多样性。多个天线或复杂技术的紧密集成衍生出

了诸多问题。不合理的集成或设计会导致信号噪声，阻断服务或中断传输。 

为智能设备选择天线颇具挑战性，在进行系统设计时，我们需统筹规划，整体评估所有连接需求，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即插即用”。在许多物联网应

用中，天线解决方案可能需要定制和设计，以便在网络上安全运行。特别是在智能量表领域，天线往往用于在地下的水泥盒或重型套管内的设备。因

此，信号性能需要达到智能量表的外部组件和周围环境的要求。如果选择了不适配的天线，可能会因干扰而影响效率。TE Connectivity 的 IoT 天线

解决方案可提供平台天线用于集成，并在需要时提供定制化天线。

智能量表采用可抵御天气、破坏和篡改的重型外壳，这可能会干扰信号的完整性或连接性。这意味着，它们需要坚固耐用的外部天线。TE 的 5G 单输

入单输出 (SISO) 天线和 Puck 天线专为机器对机器应用设计，具有耐候型小尺寸外壳，可安装在非导电面板上，易于集成，其辐射模式和坚固的机

械结构使之成为代替集成天线的新选择。

电气开关通常包括一个执行器、一个活动触点、接线端
子和一个外壳。TE 开关具有成本效益，提供可靠、高
性能的解决方案，可承受极端的冲击、振动、温度和高

度。

电阻器的组成材料对于保证性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至关
重要，特别是在高电压、大功率、高稳定性/准确性或

大电流应用中。

https://www.te.com.cn/chn-zh/products/connectors/audio-video-high-speed-serial-connectors/usb-connectors/usb-type-c.html?tab=pgp-story
https://www.te.com.cn/chn-zh/products/connectors/audio-video-high-speed-serial-connectors/usb-connectors/usb-type-c.html?tab=pgp-story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s/brands/crompton-instruments.html?tab=pgp-story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s/relays-contactors-switches/relays/mil-aero-relays/solid-state-relays.html?tab=pgp-story
https://www.te.com/content/dam/te-com/documents/consumer-devices/global/brochure-standard-antennas.pdf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CAT-R131-AN862H.datasheet.pdf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CAT-R131-AN862H.datasheet.pdf
https://www.te.com/commerce/DocumentDelivery/DDEController?Action=showdoc&DocId=Data+Sheet%257F1513164%257FA1%257Fpdf%257FEnglish%257FENG_DS_1513164_A1.pdf%257F1513164-1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s/relays-contactors-switches/switches.html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s/passive-components/resisto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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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夹提供了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可以防止 EMI 噪声和静电，提供可靠连接，并且由于其所占空间有限，可以实现设计灵活性。此外，高

速板对板连接器和 USB Type-C连接器可提供可靠的信号完整性和卓越的信号速率，数据传输速率高达 10 Gbps 甚至以上。一件式或两件式屏蔽罩

可用于隔离板级元件，降低 EMI 敏感性和噪音，同时不影响数据传输速度。 

尺寸和功能—小型化

随着电表、水表和燃气表逐渐推出更多先进功能，小型化组件凭借低高度及小中心线距和间距可以实现灵活设计。您可选择密封以及坚固耐用的小型

化组件，包括 AMP CT、AMP Mini CT 和 AMP Micro CT，满足公用事业量表的使用寿命要求。

• AMP CT、AMP Mini CT 和 AMP Micro CT 互联解决方案

• FPC 连接器

• USB Type-C连接器

• 0.5 mm、0.6 mm、0.8 mm 和 1mm 自由高度连接器

• SMA / SSMA 和微同轴电缆和连接器

隐私与安全

智能量表容易受到网络攻击、物理篡改，以及泄漏数据隐私。OEM 和公用

事业公司通常肩负责任，在从设备到云的传输过程中确保这些设备及其数

据的安全。为此，设计中可以采用强大的通信协议、基于身份验证的访问

和数据加密（针对静止和传输过程）技术。在制造方面，可以创建和安装

设备密钥、安全证书和配置参数（例如密钥配置管理器和工厂配置器客户

端 API），以确保信息安全和验证。

TE 电表

多功能量表系统可测量、显示和传输 100 多个参数。花瓣阵

列图标显示被测系统的满量程功率百分比，而瞬时功率因数 
(PF) 的测量则可提供清晰的 PF 指示。高清晰显示屏采用可

编程背光，在低光和阳光直射环境中依然保持高对比度。通

过编程，可以将灯光设置为在设定时间后自动变暗，以节省

能源。   

TE带来的物联网连接优势

作为全球工业技术领导者，TE 为能源、汽车、工业运输、工厂、国防、互联家庭、医疗保健等许多行业带来了关于物联网连接的专业知识。我们的工

程师经常跨职能合作，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以更好地帮助客户满足其设计和制造需求。我们不仅提供传感器、连接器、电缆、天线、继电器等产

品，让您的创想落地，还确保您的设计能够兼顾功能性、连接性、空间设计和互操作性，帮助您快速设计，更快进入市场。 

我们了解连接器、传感器和其他组件，以及它们如何协作。利用这些知识，我们可以帮助您优化性能，创造更互连、更节能的智能量表设计方案，从

而为您的客户提供功能性、耐久性和可靠性。我们还关注制造能力，持续创新，让产品更耐用、性能更高、更易于规模生产。

TE矢志创造一个更安全、可持续、高效和互连的未来，致力帮助客户赢得市场。 

https://www.te.com.cn/chn-zh/products/connectors/pcb-connectors/board-to-board-connectors/spring-finger-contacts.html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s/connectors/pcb-connectors/board-to-board-connectors/intersection/mictor-connectors.html?tab=pgp-story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s/connectors/pcb-connectors/board-to-board-connectors/intersection/mictor-connectors.html?tab=pgp-story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s/emi-filters/board-level-shielding-bls.html?tab=pgp-story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s/connectors/pcb-connectors/wire-to-board-connectors/intersection/1-5mm-amp-mini-ct-connectors.html?tab=pgp-story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s/connectors/pcb-connectors/wire-to-board-connectors/ffc-fpc-ribbon-connectors/fpc-connectors.html?tab=pgp-story
https://www.te.com.cn/chn-zh/products/connectors/audio-video-high-speed-serial-connectors/usb-connectors/usb-type-c.html?tab=pgp-story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s/connectors/pcb-connectors/board-to-board-connectors/intersection/free-height-connectors.html?source=header-match&tab=pgp-story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s/connectors/rf-coax-connectors.html
https://www.te.com/chn-zh/products/power-systems/electronic-power-meters.html?tab=pgp-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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