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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寄语  

一年四季在于春 

— —寄语公司的基础管理工作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设备研发部经理  刘平正

                     编辑部电话：0391-3562168                        -1- 

4 月，草绿了，水清了，花开了，到处是

繁花似锦，从窗口吹进的风也暖意浓浓。春天

真真切切地到来啦！《神盾人》也迎来了可爱

的第三期。 

祈盼一年好收成的农民，也不会忘掉春季

田地里的基础工作：施肥、浇水。 

公司为了长期发展，每年年初都会制定当

年的目标计划和实施方案。长期的目标计划—

—辉煌灿烂；短期的目标计划——数字清晰。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公司的基础管理工作，是尽快实现公司目

标计划的根本保证。其内容主要包括：标准性

工作、定额工作、计量工作、信息工作、规章

制度、职工教育等。 

标准化工作，围绕公司目标计划，确定完

成目标的岗位和人员。制定每个岗位、全体人

员的工作标准和工作流程。关键是对完成目标

计划的每项工作全覆盖无漏失。使全体人员工

作有目的、有标准、有激励、有约束。 

定额工作，就是工作的量化管理。每个岗

位每天工作的内容要有量化数字的体现，不仅

仅是这个员工工作了一个工作日，公司需付出

多少工资，还要体现出距离目标计划的实现又

靠近了多少（譬如是 1000 张图纸，已完成了两

张）。根据公司完成目标计划工作的量化数字，

合理定员、定岗、定编，从而高效快捷地组织

管理生产。 

计量工作，建立对生产工作数据的统计收

集制度，及时收集、及时分析，有效监督指导

生产工作。 

信息工作，建立部门间和部门内信息沟通

反馈网络。做到沟通准确、反馈高效。 

规章制度，围绕完成公司目标计划的实现，

分析有利的、无利的各种潜在因素和完成公司

目标计划的基本保障。制定出各项规章、制度，

规范、强制全体职工的行为。 

职工教育，根据公司的长期和短期工作目

标计划，有方向性的招聘一些特长职工。公司

人员磨合一定时期后，可对些稳定长期工作员

工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业余或脱产形式进行

知识技能等方面的能力教育和素质教育。 

春天是一年的基础季节，我们《神盾人》

要抓住神盾科技的春天，夯实基础，稳步发展，

创建我们《神盾人》无比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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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公司活动： 

公司为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凝聚力、创造独特的企业文化，为每一位员工量身订做了工

作服，并制作了考勤门禁胸牌。 

 

新品发布（连载） 

节能照明开关 
节能照明开关利用人体红外感应原理对教室、办公室、住宅、车间等的照明系统进行自动开

启或关闭，是一款性能较好的节能电子产品。我公司现又对这款产品做了升级处理，性能更高、

敏感度更强。 

              

                    编辑部电话：0391-35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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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动态 

多功能大版中料检测发卡机 

 
本公司研制的多功能大版中料检测发卡机是一款非接触式的大版中料检测发卡设备，具有操

作简单，检测快速，自动化程度高，适用面广，效率高等特点，在卡片生产过程中的既能快速检

测整个大版中料的好坏，鉴别定位故障卡片，又可针对个别大版上的中料测试其品质，在检测无

误的基础上，实现批量发卡，批量读写数据的操作，可作为发卡机构实施批量发卡的工具，大大

提高中料检测发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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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产业前景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统计数据 

转载《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一、年度安装量及总装备量 

                    编辑部电话：0391-35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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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中国共销售机器人 5525 台，比 2008

年减少 30%。其中，焊接机器人占 49%，搬运机器

人占 29%。 

中国是全球增长 快的机器人市场，工业机器

人年安装量位列第五。但目前仅有 ABB 一家欧洲机

器人供应商在中国建厂，另有一家日本机器人供应

商宣布计划在中国建厂。因此，中国的大部分机器

人是从日本、欧洲及北美进口的，其中大约 70%的

机器人来自日本。中国主要从事机器人技术的研

究，同时一些国内系统集成商使用日本或欧洲的机

器人为用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迄今为止，还没有

国内机器人制造商能够生产出与国外高质量机器

人进行有力竞争的机器人。 

2009 年汽车行业大量投资，尤其是亚洲，增加

了机器人的装备量。2009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

球 大的汽车市场。中国还是 大的生产工厂，具

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中国消费市场增长迅速，来

自中国的需求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复苏。几乎全部

行业都从增长的需求（包括各种消费品）中受益。

由于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和货币政策的放宽，中国

经济从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得异常快速。 

2009 年，在中国共售出工业机器人 5525 台，

比 2008 年减少了 30%，这是机器人销售量的首次下

降。但全球经济危机也影响了中国的投资，2009 年

上半年，汽车行业专注于全球范围内的重组和整

合，其他行业也开始缩减投资。到 2009 年末，投

资又开始有所增加。 

实际装配量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每年有一些

数目不详的机器人从德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

国家出口至中国，并集成在各种系统中。 

到 2009 年底，机器人总装配量或累计销售量

超过 37,300 台。 

 

二、不同应用领域的工业机器人 

2009 年，弧焊是 重要的应用，占工业机器人

市场总份额的 37%，2009 年约为 2000 台，增加了

12%。在 2006 年至 2009 年间，该领域应用从 850

台左右持续增加至 2000 台。点焊应用也从 2006 年

开始增加，2008 年激增 126%，增至 1600 台，占工

业机器人市场总份额的 20%。而 2009 年，该应用下

降了 61%，降至 610 台。另外，激光焊应用也在 2008

年有明显的增加，在 2009 年大幅下降，下降了 26%，

约为 2700 台，占工业机器人市场总份额的 49%，比

2008 年的 46%有所增加。 

装卸和上下料机器人数量下降了 46%，约为

1600 台。作为主要的机器人装卸应用领域，塑料成

型应用降至 652 台，下降了 62%。这与 2008 年橡胶

和塑料行业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有关。尽管营业额

在 2009 年又有所增加，但机器人方面的投资仍在

缩减。物料搬运机器人在 2005 年到 2008 年期间有

大幅增长，而在 2009 年下降了 31%，降至 563 台，

占总供应量的 10%。2009 年，码垛、包装及拾放机

器人从 190 台上升至 283 台，增长了近 50%。这与

食品及饮料行业的投资增加有关，其主要客户也在

该应用领域，质量和卫生方面要求的提高推动了该

行业的自动化。 

封胶机器人小幅增加了 2%；喷涂机器人增加了

14%，达到 380 台。而密封和涂胶机器人下降了 38%

（61 台）。喷涂机器人主要用于汽车行业，2009

年在机器人装配方面的投资仍集中于某些特殊应

用。 

从 2005 年到 2008 年，洁净机器人应用持续增

长，2009 年下降了 41%，这与 2009 年半导体市场

的萎缩有关。 

装配机器人增长了 13%，增至 124 台。虽然从

2005 年开始每年的供应持续增加，但数量仍较小。

用于加工的机器人不足总供应的 1%（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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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分析 

从机器人的安装情况以及机器人制造商提供

的数据来看，我们可以从行业角度进行粗略的分

析。用于焊接、喷涂及各种装配操作的机器人主要

安装于汽车行业，2009 年该应用领域占所有机器人

总量的 50%。橡胶和塑料行业占 15%左右。洁净机

器人主要用于电子零部件行业，用于电气/电子行

业（包括通信）的机器人约占 10%至 15%。金属及

机械行业约占 15%。食品及饮料行业占 3%，制药及

化妆品行业占 1%左右。 

与 2008 年相比，2009 年大多行业机器人的安

装量都有所减少。金属行业和制药及化妆品行业中

机器人的应用稍有增加。食品及饮料行业的应用大

幅增加，但数量仍较少。 

 

四、不同类型工业机器人数据统计 

近几年来，多关节型机器人安装量大幅度增加，在 2008 年达到 高值，近 5500 台。2009 年该类型

机器人减少了 21%，降至 4360 台，仍为有史以来的第二高数据。直线/直角坐标型/龙门型机器人的数量

在 2008 年已有所下降，2009 年该类型机器人销售仍下降 58%，约 748 台。圆柱坐标型机器人下降了 11%，

约 244 台；SCARA 机器人下降了 55%，降至 159 台。（见下页表） 

 

 

 

五、展望 

 

中国将会在 2010 年夏天重回增长轨迹。政府

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是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的主要

原因，尤其基础设施的改进项目。另外，政府对创

新的重视及对相关项目的推动是主要增长因素。增

长的领域包括汽车行业、食品及饮料行业、环保技

术（如可再生能源、物流、医疗和通讯）。增长行

业的数量可能不确定，但其显示出未来一年将会有

大量的投资。中国是全球消费市场快速增长的国

家，新兴的中产阶级对消费品、医疗以及高质量生

活的需求逐步上升。 

                    编辑部电话：0391-35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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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们对汽车的需求日渐兴起，2009 年

中国是全球 大的汽车市场，在 2010 年这一需求

还将进一步增加。因此，还将会有大量投资用于汽

车制造业。 

在未来的一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将保持稳

健势头。2010 年 1 月份，中国机器人销量激增。所

以总的来说，中国机器人装配量将在未来几年保持

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趋势。可预计，2010 年中国机

器人装配量增长将超过 50%。在 2011 年至 2013 年，

平均增长率将在 25%左右。 

接下来的 3-5 年将是考验中国传感器行业的

关键阶段，借着物联网的东风，我们静心期待。 

 

 

技术前沿 

 

美研制微型机器蜜蜂 

高度仅 2.4 毫米 

转载《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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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昆虫的尺寸与一枚美国二角五分硬币相当， 

能够从薄片中弹出 

 

北京时间 2 月 23 日消息，美国哈佛大学的科

学家研制出类似立体书那样的弹出式微型机器蜜

蜂，高度仅 2.4 毫米。这种机器蜜蜂采用薄片材料，

可以进行快速大规模生产。激活时，机器蜜蜂便从

薄片上弹出。科学家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打造可以独

立飞行的机器昆虫群。 

微型机器蜜蜂的尺寸与一枚美国二角五分硬

币相当，一张薄片可以弹出几十只机器蜜蜂。科学

家表示他们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折纸和立体书。薄片

材料由碳纤维、塑料薄膜、钛铜和陶瓷构成，使用

激光进行切割，而后由机器人组装，能够实现大规

模快速生产。薄片共 18 层，装有挠性节，允许只

有 2.4 毫米高的三维机器人一次性完成组装，就像

立体书一样。 

哈佛微型机器人实验室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

制蜜蜂大小的仿生机器人，除了具备飞行能力外，

还可以像一个动物群落一样“自治”。实验室的罗

伯特-伍德教授表示：“我们能够制造出任何三维

外形的完整系统，同时也能够利用预压材料制造自

组装装置。对于体积更大的机器人，你可以展开机

器人的腿，安装电路板。我们的机器人尺寸很小，

因此不能这么做。” 

接受采访时，伍德指着机器蜜蜂的身体说：“现

在，我可以安装芯片、传感器和控制制动器。”目

前，哈佛技术开发办公室正在思考如何让这项技术

实现商业化。作为这项努力的一部分，他们已经为

这项技术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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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充当街头艺术家 

画画只要十分钟 

转载《广州日报》 

在许多旅游景点，都有一些街头艺术家为游客

们绘画肖像，目前，一种新颖奇特的机器人完全可

充当街头艺术家，为人们绘画肖像。在德国汉诺威

国际信息及通信技术博览会(CeBIT)的展示厅里，

一款机器人正在为模特绘画肖像。 

 

 

  画家机器人问世 

如果要复制一张图像是非常容易的，计算机可

以很容易地使用绘图仪进行复制，计算机绘图仪已

存在近 30 年。然而，计算机绘图仪却很难实现让

一个机器人“观看”模特，然后绘画出肖像，这是

因为这一绘画过程意味着必须聚焦某些面部特征，

例如：眼睛等，很容易在绘画局部特征时，而忽略

其他嘴部或者前额的特征。 

这款肖像绘画机器人是由德国卡尔斯鲁厄市

艺术和媒体技术中心机器人实验室的艺术家研制

的。据悉，肖像绘画机器人绘画一幅肖像大概用 10

分钟，其速度远远超过街头艺术家，同时，机器人

的绘画技能更加精湛高超。目前，这款肖像绘画机

器人使用边缘加工软件来确定人物肖像的结构分

布，同时机器人用铅笔绘画时能把握整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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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初览 

我国主要机器人企业一览表 

转载《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序号 企业名称 地点 简介 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1 

新松机器人自

动化股份有公

司 

沈阳 

下辖三大事业部、四大运营中

心、新松研究院及北京新松、上

海新松和深圳新松三大控股子

公司。 

三大主导产业：工业机器人技术及装备、装

配检测自动化技术及装备、仓储物流自动化

技术及装备。公司以机器人技术为核心，全

面进军先进制造装备领域，适时拓展 IC 装

备、石化装备及新能源等行业。 

2 
博实自动化设

备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创办并控股、骨

干员工参股的高新技术企业，一

直致力于自动秤重、包装、码垛

设备的研制和应用。 

机器人码垛机；粉粒料全自动称重、包装、

码垛成套设备；橡胶干燥及全自动称重、包

装、码垛成套设备等。 

3 
青岛海尔机器

人有限公司 
青岛 

成立于 1999 年 6 月，为海尔集

团下属的全资公司。 

机器人及应用工程，电子设备及专机设备，

仓储物流设备及物流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

4 
智通机器人系

统有限公司 
廊坊 

集先进的机械制造、自动控制、

光电技术、通信技术于一体，致

力于柔性加工系统及自动化技

术的开发与应用，为装备制造业

提供专业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为航空航天、汽车制造、机械加工等行业提

供优质技术服务，为工件表面磨削抛光、铸

件加工、焊接、喷涂、涂胶、装配、搬运等

应用领域提供国际领先的加工系统。 

序号 企业名称 地点 简介 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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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尔哈工大 哈尔滨 

国家 863 计划机器人产业化基

地，是国家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

应用领域的核心骨干单位之一。

以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应用为核心，进

行各种先进制造系统、自动化装配成形系

统、自动化控制系统及系统集成的研发、设

计、生产和销售，承接各种柔性机器人系统

工程项目、产品和服务，涉及汽车及其零部

件、工业电器、电子通信、食品饮料、医疗、

日化、家电、航天、军工等领域。 

6 

北京机械工业

自动化研究所

机器人工程中

心 

北京 

中央直属的大型科技企业，我国

机器人研究和应用的重点单位，

国家８６３计划智能机器人主

题产业化基地。 

致力于工业机器人、光机电一体化设备、大

型成套自动化装备的研究开发和系统应用。

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摩托车、汽车零部件、

工程机械、机车车辆、陶瓷、化工、建材、

石化、家电、轻工、航空、船舶、军工等行

业。 

7 
北京京金吾高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专业研制、设计、生产、销售、

租赁防爆、安检、排爆器材。 

产品有：安全检查设备，防爆、排爆设备，

反恐特种设备，生化处置设备 ，防护设备，

通信设备，刑技侦设备等。 

8 

西安科达机器

人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西安 

国内最具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凸

轮的企业，拥有世界一流的德国

KOPP公司凸轮铣磨床及凸轮检

测设备。 

 

高速高精度间歇分度凸轮机构、机械手、凸

轮减速器等，已广泛用于食品、包装、制药、

印刷、电子、机床、烟草等行业。 

序号 企业名称 地点 简介 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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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首钢莫托曼机

器人有限公司 
北京 

成立于 1996 年 8 月 23 日，注

册资金 700 万美元。 

主营日本安川 MOTOMAN 系列机器人产

品，广泛应用于弧焊、点焊、涂胶、切割、

搬运、码垛、喷漆、科研及教学领域，另有

洁净机器人和双臂机器人。 

10 

一汽蓝迪自动

化工程有限公

司 

长春 

国家 863 计划机器人应用工程

项目参加单位和产业化基地。 

10kg、30kg、120kg 机器人系列产品，机

器人弧焊、点焊工作站，变位机，机器人焊

装线。 

11 

上海罗博优信

息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 

专注于素质教育个人机器人系

列、机器人宠物系列、服务机器

人系列的研发、生产、销售、培

训与服务。 

开发有功能系列化、价格系列化、版本系列

化的幼儿版、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大

学版的素质教育个人机器人。 

12 
广州中鸣数码

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专门从事教学机器人、娱乐机器

人、实验机器人、仿生机器人产

品研发的高科技企业。 

产品涵盖从拼装机器人的零件、学习套件到

机器人玩具产品，包括积木式机器人、IQ

系列智能机器甲虫、15 自由度 6 足机器兽、

15 自由度 4 足机器狗、6 自由度机器手等。

13 
山东鲁能智能

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 

致力于电气自动化、企业信息化

和电力行业特种机器人的技术

研究、产品开发、销售和服务等。

产品涉及 RCS-9000 微机型继电保护和监

控系统系列、LCS-600 微机型继电保护和监

控系统系列、GZDW 高频开关直流电源系

统系列、PI 软件、SafeTransfer 软件等，

自主研发出国内首台变电站设备巡检机器

人和高压带电作业机器人。 

序号 企业名称 地点 简介 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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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南京紫光科教

仪器有限公司 
南京 

推广中国的机器人教育。 开展机器人教育研究，以课题研究的形式推

动教育机器人进入课堂教学。 

15 

北京中泰通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 

北京 

设有反恐部（包括安检、排爆、

特警、侦查、技术安全等反恐装

备）、救援部、分析仪器部、通

信部和警示器材部等。 

ZTT-38A 型爆炸物销毁器、车载排爆桶机

械手、频率干扰仪、多功能视频检查系统，

以及国家“863”项目 SUPER-III 型排爆机

器人等。 

16 
广州卫富机器

人有限公司 
广州 

开发和生产危险作业机器人。 “灵蜥一 H”型反恐防爆机器人等。 

17 

深圳众人机器

人技术有限公

司 

深圳 

2007 年成立，注册资本 300 万。 机器人焊接系统，机器人涂装系统，机器人

码垛系统，机器人自动装配系统，机器人代

理（川崎机器人）。 

18 
唐山松下产业

机器有限公司 
唐山 

  TA-G2 工业通用机器人，TAWERS 系列机

器人，厚板机器人焊接系统，Force 系列送

丝辅助装置等。焊接机器人包括：

CO2/MAG 焊接机器人系统，脉冲 MAG 焊

接机器人系统，脉冲 MIG 焊接机器人系统，

TIG 焊接机器人系统，空气等离子切割机器

人系统。 

19 
固高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深圳 

  专业从事运动控制器产品和光、机、电一体

化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序号 企业名称 地点 简介 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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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济南山川机器

人工程公司 
济南 

  主要从事喷浆机器人（又称“喷砼机械手”）、

智能环保型湿喷机、蛇形探险机器人、高压

带电作业机器人、服务与娱乐机器人、SD

－2A 钻井法凿井测井仪等智能机械与仪器

的研制与生产。 

21 

北京博创兴盛

机器人技术有

限公司 

北京 

  全系列机器人教学科研竞赛平台；面向反爆

炸、反劫持任务的机器人、特种设备；光学

定位系统、无人机自动驾驶仪等；高校机器

人实验室建设解决方案，机器人竞赛方案。

22 
杭州振生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 

  重力铸造机、码垛机器人、坐标机器人、射

芯机、中频电炉。 

23 
北京联洲海创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小型遥控水下机器人(ROV)，水下爬行机器

人(UWC)，水面遥控机器人(USV)，水下自

治机器人(AUV)；声纳系统：水下声学定位

系统(长基线 LBL、超短基线 USBL、短基线

SBL)，高速水声通信机 modem，浅地层剖

面仪(浅剖)，侧扫声纳，机器人用避碰声纳

(图像扫描声纳)，水下视频/灯光系统等。 

 

 

 

序号 企业名称 地点 简介 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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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科捷龙(中山)

机器人有限公

司 

中山 

  提供卧式机用斜臂式机械手、立式机用旋臂

式机械手、卧式机用横走式全气动机械手、

卧式机用横走变频系列机械手，卧式机用横

走伺服系列机械手，卧式机用横走三轴伺服

及五轴伺服系列机械手，注塑机等，产品广

泛应用于玩具、电子、汽车、通信、礼品，

航空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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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风采 
CPU 读写机具研发团队 

年初，总经理办公室对硬件研发部提出了

CPU 读写机具的研发任务，硬件研发团队用了

很短的时间就研发出了 CPU 有驱读写机具，然

后又进一步升级，在规定的时间内制作出了无

驱 CPU 读写机具，确保了产品的及时上市。 

CPU 读写机具虽然市场上已经有同类产

品，但我公司自主研发的这款机具比市场上的

同类产品性能要稳定， 关键是为以后的研发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公司以后的别款产品研

发可一条龙服务，不用哪个环节还需求助于别

人。 

倪博士作为整个项目的负责人，付出了不

少的心血。前期电气制图、电路板 PCB 设计、

测试，不辞辛劳，加班加点，遇到技术难题（各

处协议都要读取），及时查阅资料，并在团队

内部沟通。在技术上，倪博士是当之无愧的楷

模；而在领导上，他善于提拔新人，给新人机

会，进公司不久的来豫皖工程师勇于承担责任，

挑战自己，终于在这个项目上找到了表现自己

的机会，攻克了很多难题，成为了这个项目的

中坚力量。 

另外，硬件研发部的其他人员，在 CPU 读

写机具的研发过程中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帮

忙调试、测试、安装，为保证工作的按时完成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他们这种敬业协作的团队精神、求真务实

的工作态度，是我们每个神盾人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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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天地 

如何学习电路设计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设备研发部经理  倪博士

从事硬件设计工作十余年，不敢说自己在

这方面就是专家，也谈不上太多的感悟，只说

说自己的一点经验与心得体会。 

前面介绍过做电子设计应该必备的两个要

素，即是兴趣爱好和虚心学习。下面将继续探

讨硬件工程师的入门和提高。 

一个优秀的硬件工程师首先必须具备丰富

的电路设计知识，然后必须掌握一种或者多种

硬件编程语言，如单片机的 C语言和 FPGA 的

VHDL 语言等， 后需要熟悉一种甚至多种嵌入

式操作系统。如果再掌握一种以上的软件编程

语言，能开发和硬件对应的 PC 机应用程序，那

就更加完美了。当然，要做到以上这些，绝非

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我们长期的积累和沉淀。 

因此，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首先应该学

习如何做电路设计。电路根据不同的分类可以

分为：模拟电路、数字电路、高频电路、超高

频电路、低频电路、低压电路和高压电路等等。

一些简单的产品可能很容易的归类到一种电

路，如模拟电路或者低频电路，但是绝大部分

产品往往是多种电路的混合，所以我们必须先

要把一些常用的基本电路熟练掌握，然后再考

虑混合电路的设计。常见的模拟电路主要有以

下几种：放大电路、比较电路、振荡电路和滤

波电路等等，它们都有固定的模式，也有很多

软件能计算它们的各项参数并仿真，入门的时

候，花一些时间，熟练的掌握这些电路的设计，

是十分划算的。可以这样说，在后面得复杂电

路中，所用到的电路也基本都是这些常见模拟

电路的组合。 

对数字电路而言，掌握的难度要相对小一

些，如果学过《数字电路》这门课，有了一些

基本的概念和基础知识，就更好了。如果没学

过，建议一定要找本《数字电路》的课本，仔

细的学习一遍，对数字电路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后，掌握基本的数字电路设计，是比较容易的。

数字电路主要分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

路。组合逻辑电路在逻辑功能上的特点是任意

时刻的输出仅仅取决于该时刻的输入，与电路

原来的状态无关。而时序逻辑电路在逻辑功能

上的特点是任意时刻的输出不仅取决于当时的

输入信号，而且还取决于电路原来的状态，或

者说，还与以前的输入有关。学习和设计数字

电路的方法比较简单，找一款入门级的 CPLD

或者 FPGA 开发板，如基于 ALTERA 的一些芯片。

开始的时候， 好不要直接去学习 VHDL 编程语

言，而是采用块图/电路（Block 

Diagram/Schematic File）的方式，原因在于

这种方式直观易懂，它可以像搭积木一样，设

计出复杂的数字电路，便于初学者理解掌握，

到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再去学习 VHDL 或者

Verilog 语言就事半功倍了。 

掌握了基本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设计技

巧与知识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着手设计一个完

整产品的原理图。对于原理图的设计而言，有

几点细节方面需要注意：第一是要用好标签

（label），对于线条比较多的情况下，不要尝

试着把每一根线都连好，而是尽可能用标签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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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一些重复性的连线，如数据线、地址线等。

第二是不要习惯把所有的元器件都放在一个图

纸里面，对于一个简单的电路而言，这样做还

没什么问题，可是对于大多数产品而已，它们

涉及到许多模块的组合，如果只用一张图纸，

很容易在细节方面出现设计问题。 好的方法

是每个模块设计使用一张图纸，多张图纸之间

用入口（Entry）连接起来，当然，也可以用全

局的标签。 后一张图纸设计的是顶层（Top），

顶层里一个框图表示一个模块，多个框图连接

在一起就是我们整个电路图。 

在反复检查核对和仿真原理图，确认设计

的正确性之后，后一步也是 重要的一步工作

就是画 PCB 图，它是我们设计的产品性能好坏

的关键，因此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中有着至关重

要的地位，一个硬件工程师的经验是否丰富，

可以轻易的在他绘制的 PCB 电路中反映出来。

由于 PCB 的设计相对比较复杂，因此，在下一

个篇章中将详细的叙述 PCB 设计中应该注意的

一些细节和设计技巧。 

 

 

 

 

神盾之家  

生日祝福 

亲爱的王齐宣： 

    在生活中你关心同事，在工作中你帮助同事，在你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公司所有同事献上

对你的祝福：生日快乐！祝你工作顺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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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语随笔 

纪  念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  秦芳芳 

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是爱想起以前

发生的事情，不知道是为什么。 

大学时候的群里面有班上的所有人，总是

不经意间看到群上有很多人在线，可奇怪的是

群里总是很少有人说话，应该是很熟悉、年华

好的时候遇到的一群人，仿佛瞬间都老去、

陌生了起来。今天，不知道是谁在群上说了一

句，都有谁在啊，冒个头，就这很简单的一句

话，像是开动了某个不知名的开关，刹时开始

变得热闹，大家都在问起彼此的近况，聊起自

己的 近，那份距离感一下子就没有了，好像

又回到了 初，这时有人在群里说了一句：以

酒叙情，以情共饮，纪念我们曾经的青春。 

对啊，感觉我们年龄还没有老去，可心态

却比那时不知苍老了多少，曾经的激情已被现

实生活磨灭了很多，但并未完全逝去，但曾经

的朋友说起熟悉的话、开起熟悉的玩笑，青春

还在身边，还未逝去，但愿我们都能记住青春

时的感觉，让那份激情、快乐永远。 

 

 

诗 词 情 结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  秦芳芳 

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有诗词情结，看

到一句美好的诗词都会多念几遍，仿佛能感觉

到诗词中表达出的那种美好的意境。诗词，有

些人喜欢大气磅礴、豪诗壮语的壮志诗词，像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三

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有人喜欢

柔情蜜意、直抒情感的柔情诗词，像的“衣带

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直道相思

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我就偏爱后一种，

每逢读到这种诗词，总忍不住会多读两遍，直

到记住为止，这种感觉无法形容，就像是从唇

瓣里读出来就像是蹦出一个个美好的音符，让

人沉醉。 

我不是文科生，不会写、亦不会说那些美

丽的语句，但我热爱中国古代留下的那许多的

诗词，那是古人的智慧结晶，是留给我们 好

的财富，感谢他们，留下了让我爱着的诗词，

让我能细细品味，承受感情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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