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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Sense™



FlightSense™ 突破性激光测距技术 3

光速测距 ! 1厘米往返只用 67皮秒

高集成度的飞行时间传感器模块

实距测量
不受目标物体的大小、颜色和反射率的影响

非常快 (几毫秒)

低功耗

FlightSense™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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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sense™
光学飞行时间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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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独有飞行时间知识产权
在成本、复杂性、功耗与性能之间取得完美平衡

优化且可靠的供应链
大规模生产，低成本

紧凑的集成系统
集成传感器、滤波器、光学器件、VCSEL和驱动器
高度校准的系统

单光子雪崩二极管
超高速时间分辨率让Direct ToF技术能够采用ST CMOS SPAD制造工艺

ST是世界

第一大 飞行时间产品厂商

成功的制造经验

出货量超过3.5亿颗

年均增长率300%



Smart Optical Sensing & FlightSense™
… Making Ligh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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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自动对焦

实时对焦

场深辅助

对焦辅助

测距和接近检测
实距测量

最大测距4m

光频谱检验
& 光抖动对策

•还原真实色彩
与环境光

•照相白平衡

•光抖动检验与
对策

人脸识别

•照片防弊

•优异性价比

•深度信息

存在/用户检测

安全

省电

护眼

深度映射和
AR/VR

多合一模块

从基本手势识别
到高分辨率接收

器



FlightSense
TM

– ToF传感器
大众市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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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门禁系统自动启动关闭控制

• 人脸识别系统自动启动关闭控制

• 广告几用系统自动启动关闭控

• 工业用户 / 物体检测应用

• 扫地机器人避障, 沿边与防跌落控制

• 室内服务机器人避障, 沿边与防跌落控

• 投影仪自动对焦辅助

• 手机相机自动对焦辅助

• 照明系统启动关闭控制

• 卫浴龙头自动开关控制

• 平板阅读距离警示

• 无人机室内定高与避障

• 其它精致接近检测应用



FlightSense™ 应用案列
Focus on Robots &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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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g multiple sensors in one Robot with best ease of integration

低功耗

障碍物检测

沿边与防跌落

可多颗芯片串联



FlightSense™ 应用案列
Focus on Presence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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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product range from close distance to 4 m detection

即时使用者检验

测距精准

尺寸优势

低功耗



FlightSense™ 应用案列
Focus on Proximity se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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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power mode & small footprint enabling best power saving 

弹性搭配各式盖片

测距不受物件颜色材质影响

行业口碑优异

功耗设定可低至 175 µW at 1 

Hz



FlightSense™ & Imaging
What’s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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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idening sensing portfolio addressing more advanced use-cases serving computer vision & AI

提供单一测距输出，多点测距
测距及分区测距输出: VL53L5

发展 3D，深度和机器视觉应
用

结合分区测距输出与全局快门
结合应用 (NIR / RGB)

深入环境光和频谱分析技术s

∞ 73 74 ∞

∞ 76 78 85

74 90 87 93

75 80 45 75



FlightSense™ & Image Sensors 
Ecosystem and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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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g products supported by ST eco-system & and expanding optical partnership network

FlightSense 和 STM32 软硬套
件充分整合

开发工具提供推荐的盖片样片

第三方提供 IP， FOV 视场角
不同的模块

全局快门参考设计开发支持

Proximity & 

Ranging

Algorithms

Sensor fusion

Ultra-low power 

connectivity

User detection



FlightSense™ 12

d=200cm

d=400cm

d=60cm

d=300cm

视场角 FOV- Detection Cone



FlightSense™ 13

确实导入官方代码库 (API)

• ST 官网提供代码库 (API) 及手册，应确实导入以克服应用隐患.

• 代码库 (API) 封包，数字输出，开放特定关键函数。



FlightSense™ 14

光学盖片(cover glass)的选用与组立关键

• 滤光片选型建议
• 滤光片材质对 850nm/940nm 波段穿透率 90% 以上, 雾度5% 以下。

• 滤光片本身上下表面平滑平行，材质颜色不拘。

• 滤光片厚度小，小于 0.5mm  为佳。

• 滤光片组立建议
• 滤光片和芯片相互间隙 (airgap) 小，无空隙为佳。

• 滤光片和芯片组立后相互倾斜角度不超过2度，结构结实稳定。

• 滤光片和芯片之间间隙 (airgap) 可导入黑色胶套, 阻隔间隙 (airgap)内漫反射来补救测距表现

ST FlightSense ST FlightSense ST FlightSense

Cover Glass Cover Glass
Cover Glass

ST 推荐特定第三方
的滤光片标品，方
便客户直接上手。



Introducing CrucialTec ToF module 15

Additional Lens for adjusting 

the measurement angle
(Option)

5°20°40°

INDUSTRIAL focus

(& much more !!)

• 在各种盖片和间隙设计下依然有优异的测距性能

• 抵挡阳光，灰尘并防水性能优异，适合工业场景

• 在各种盖片和间隙设计下依然有优异的测距性能



室内智能导航辅助方案 16

+ 1x + 1x Gyro

• ST IMG内部智能导航辅助方案

• 配备ST TOF传感器VL53L1CX, 100Hz, FOV  = 5°

• 支持机器人和其他移动设备的楼层地图应用



FlightSense™ 借助ST生态系统 17

接近检测和测距

手势识别和用户检测

算法

传感器数据整合软件

超低功耗通信连接技术



DIS – Differentiated Image 解决方案



全局快门影像传感器
用于高性能机器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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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图像传感器系列，专为高分辨率机器视觉而设计

样品现已有2种分辨率
1.6Mp & 2.3Mpixels, up to TA 105°C grade

Monochrome and Bayer

高性能全局快门像素
With 98dB dynamic & very low noise

Ultra-sharp image, both Visible & Near-IR light

创新技术
In-pixel High Dynamic Range

and Background removal 

专为电脑视觉而设计
Multi-context sequences, high frame-rate, 

and complex illumination control

标准模式 高动态范围模式

标准模式 背景删除模式

近红外低对比度 ST 近红外的锐利像素

1.6Mp Mono

VG5661
2.3Mp Mono

VG5761

1.6Mp Bayer

VG6661

2.3Mp Bayer

VG6761

iBGA package

Exist also in bare die



全局快门
专注于近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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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快门非常适合主动照明系统，例如近红外

对抗复杂的环境光

thanks to 98dB dynamic range

and low noise

高效的分辨率
thanks to perfect Near-IR sharpness

World champion MTF at 940nm

在传感器灵活的照明控制
thanks to programmable strobe sequences

启用新的计算机视觉方法
Flexible programing of frame sequences, 

instead of image stream with fix sensor setup

Parallel

• Full defect correction

• HDR computing

• Flexible tone compress

• Background removal

Dual 

ADC

Timing

GS 

HDR
pixel array Power Thermal 

sensor
Host 
I/F

Strobes

Mipi

Context
sequences

1.6Mp or 2.3Mpixels imaging sensor

Power 

driver

Up to 16bits

Led

or VCSEL

Illumination

control

Host

SoC



全局快门图像传感器
生态系统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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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U

高性能全局快门，配合STM32，支持高级计算机视觉

强大的STM32产品组合
Full support of ST Global Shutter family 

启用简单的AI系统
with both high performance sensing 

and neural network AI

减少开发工作量

受益于整个ST组合

MEMs, MCU/MPU, Analog 

STM32
Discovery Kit

(Linux)

Sensor add-on 
+

Sensor Linux Driver

+

Sensor add-on 
+

Sensor init sw

+

+

+
RTOS or no OS

MP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