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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寄语 
 

改 变 

— —模式的改变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  秦芳芳

 

6 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西瓜该熟了，小

麦该摘了，大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生机勃

勃的形象，我们公司也到了改变模式的时间。 

我们公司作为一个研发型的企业，在焦作

可说是少之又少，甚至在整个河南省都称得上

是一个稀缺的行业，因为这种企业前期的投入

比较多，而且地处比较偏远，最多只能称得上

是三线城市，研发、生产实力比较落后，而研

发人员又是少之又少，大多数都去往了深圳、

上海这些最发达的一些城市去发展，给公司的

起步阶段带来了一些麻烦。但随着公司诚聘的

优秀人员越来越多，一款款的产品随之研发出

来，公司的模式也应逐步进行一些改变，从原

来的研发为主、销售为否改为研发销售并行，

齐头并进的模式，为公司的下一步发展打下一

个坚实的基础。 

 

 

一分耕耘，一份收获，这个世界上没有不

劳而获的事情，而经过春天的播种，我们迎来

了夏天，迎来了第一个收获的季节，让我们为

了神盾更好的明天，一起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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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公司活动： 

因公司在物联网方面有很多好的构思与产品，特被河南省物联网协会邀请成为会员，经过省

科技厅与信息部的备案，特给予公司颁发了会员单位的牌匾，以后还将邀请公司参加很多物联网

方面的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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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产业介绍 

传感器的分类 

转载《物联网技术、应用、标准和商业模式》 

名称 特点 应用 

生物传感器 
生物物质敏感并将其浓度转换为电信号进

行检测的仪器 

生物传感器涉及的是生物物质，主要用于临床诊

断检查治疗时实施监控、发酵工业、食品工业、

环境和机器人等 

汽车传感器 

它把汽车运行中各种工况信息，如车速、各

种介质的温度、发动机运转工况等，转化成

电信号输给计算机 

测量温度、压力、流量、位置、气体浓度、速度、

光亮度、干湿度、距离等 

液位传感器 
利用流体静力学原理测量液位，是压力传感

器的一项重要应用 

适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制药、供排水、

环保等系统和行业的各种介质的液位测量 

速度传感器 
是一种将非电量（如速度、压力）的变化转

变为电量变化的传感器 
速度监测 

加速度传感器 是一种能够测量加速度的电子设备 

可应用在控制，手柄振动和摇晃，仪器仪表，汽

车制动启动检测，地震检测，报警系统，玩具，

结构物、环境监视，工程测振，地质勘探，铁路、

桥梁、大坝的振动测试与分析，鼠标，高层建筑

结构动态特性和安全保卫振动侦察上 

核辐射传感器 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来进行测量的传感器 核福射监测 

振动传感器 

是一种目前广泛应用的报警检测传感器，它

内部用压电陶瓷片加弹簧重锤结构检测振

动信号 

用于机动车、保险柜、库房门窗等的防盗装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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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特点 应用 

湿度传感器 

分为电阻式和电容式两种，产品的基本形式

都为在基片上涂覆感湿材料形成感湿膜。空

气中的水蒸汽吸附于感湿材料后，元件的阻

抗、介质常数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制成湿

敏元件 

湿度监测 

磁敏传感器 
利用磁场作为媒介可以检测很多物理量的

传感器 

测量位移、振动、力、转速、加速度、流量、电

流、电功率等 

气敏传感器 是一种检测特定气体的传感器 

一氧化碳气体的检测、瓦斯气体的检测、煤气的

检测、氟利昂（R11、R12）的检测、呼气中乙

醇的检测、人体口腔口臭的检测等 

力敏传感器 
是用来检测气体、固体、液体等物质间相互

作用力的传感器 
力度检测 

位置传感器 用来测量机器人自身位置的传感器 机器人控制系统 

光敏传感器 
是利用光敏元件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

传感器 

用于对光的探测，还可以作为探测元件组成其它

传感器，对许多非电量进行检测 

光纤传感器 

将来自光源的光经过光纤送入调制器，使待

测参数与进入调制区的光相互作用后，导致

光的光学性质发生变化，称为被调制的信号

光，再经过光纤送入光探测器，经解调后，

获得被测参数 

磁、声、压力、温度、加速度、陀螺、位移、液

面、转矩、光声、电流和应变等物理量的测量 

纳米传感器 运用纳米技术制造的传感器 生物、化学、机械、航空、军事等 

压力传感器 工业实践中最为常用的一种传感器 

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自控环境，涉及水利水电、

铁路交通、智能建筑、生产自控、航空航天、军

工、石化、油井、电力、船舶、机床、管道等众

多行业 

位移传感器 

又称为线性传感器，它分为电感式位移传感

器、电容式位移传感器、光电式位移传感器、

超声波式位移传感器、霍尔式位移传感器 

主要应用在自动化装备生产线对模拟量的智能

控制中 

激光传感器 利用激光技术进行测量的传感器 广泛应用于国防、生产、医学和非电测量等 

MEMS 传感器 

有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和硅电容式压力传

感器，两者都是在硅片上生成的微机械电子

传感器 

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工业电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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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特点 应用 

半导体传感器 
利用半导体材料的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学

特性制成的传感器 

工业自动化、遥测、工业机器人、家用电器、环

境污染监测、医疗保健、医药工程和生物工程 

气体传感器 用于测量气体的绝对压强 
适用于与气体压强相关的物理实验，也可以在生

物和化学实验中测量干燥、无腐蚀性的气体压强

红外线传感器 
利用红外线的物理性质来进行测量的传感

器 

常用于无接触温度测量，气体成分分析和无损探

伤，医学、军事、空间技术和环境工程等 

超声波传感器 利用超声波的特性研制而成的传感器 广泛应用在工业、国防、生物医学等领域 

遥感传感器 
测量和记录被探测物体的电磁波特性的工

具 
用于地表物质探测、遥感飞机或人造卫星上 

高度传感器 
其原理是测得滑臂与基准线的夹角大小来

换算出相应的熨平板的高度 
高度测量 

地磅传感器 
一种将质量信号转变为可测量的电信号输

出的装置 
称重 

图像传感器 

利用光电器件的光电转换功能，将其感光面

上的光像转换为与光像成相应比例关系的

电信号“图像”的一种功能器件 

广泛用于自动控制和自动测量，尤其适用于图像

识别 

厚度传感器 测量材料及其表面镀层厚度的传感器 厚度测量 

微波传感器 利用微波特性来检测一些物理量的器件 广泛用于工业、交通及民用装置中 

视觉传感器 
具有从一整幅图像捕获光线的数以千计的

像素 

工业应用包括检验、计量、测量、定向、瑕疵检

测和分检 

空气流量传感器 测定吸入发动机的空气流量的传感器 汽车发动机 

化学传感器 
对各种化学物质敏感并将其浓度转换为电

信号进行检测的仪器 

矿产资源的探测、气象观测和遥测、工业自动化、

医学上远距离诊断和实时监测、农业上生鲜保存

和鱼群探测、防盗、安全报警和节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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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前沿 

 

奇特大脑成像图： 

神经纤维十字交叉似高速路 

转载《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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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获取的大脑图像， 

片状平行神经纤维呈直角交叉 

 

    北京时间 4 月 5 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科学

家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大脑的神经线路连接杂乱无章，

但根据美国麻省总医院最近进行的大脑成像研究，大

脑内的神经纤维呈十字交叉，就像一个棋盘一样。在

利用新型先进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获取的大脑图像

中，这种网格状结构呈现出惊人的细节。 

  研究领导人范-维登表示：“大脑内的神经连接

并不像科学家一直认为的那样杂乱无章，更像是一条

条带状电缆——片状平行神经纤维呈直角交叉，就像

布料上的纹路一样。这种网格结构连续不断，有大有

小。除了人类外，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也呈这种结

构。”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负责人托马斯-英特尔指

出：“拍摄人类大脑的高清晰线路图对人类神经解剖

学研究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项新技术能够揭示大

脑连接的个体差异，有助于帮助诊断和治疗大脑疾

病。” 

  2011 年，麻省总医院安装了新型核磁共振成像扫

描仪。维登表示这台扫描仪能够获取大脑内十字交叉

的纤维的可视图像，细节是传统扫描仪的 10 倍。大

脑内的不同区域通过纤维进行通信。他说：“这台仪

器帮助我们了解大脑内令人吃惊的结构，有助于我们

加深对大脑生长过程的认识。成熟大脑内的线路像一

面镜子，折射出胚胎阶段形成的 3个最重要的神经通

路。” 

  早期发育过程中，大脑内的线路连接在一起，这

些连接呈十字交叉，沿着水平和垂直方向延伸。这种

网格状结构内的连接好似高速路的车道标线，限制了

神经纤维在生长过程中的选择，具体地说就是改变方

向的选择。如果能够朝着左右上下这四个方向，纤维

需要一种更有效并且更有秩序的方式，找到合适的连

接。研究人员表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大脑已经

适应了这种结构。 

  长久以来，科学家一直无法获取人类大脑内神经

通路的详细图像，部分原因在于大脑皮层存在很多褶

绉、隐窝和缝隙，让神经连接的结构模糊不清。借助

化学示踪物进行的动物大脑研究显示，大脑可能呈网

格状结构，但这是一种侵入式技术，无法用于人脑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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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采用的技术只能呈现大脑结构 25%的区域，

新扫描仪能够呈现 75%。维登说：“在此之前，我们

只能沿着行车路线前行，现在，我们拥有一张地图，

展示所有高速路和小道如何连接在一起。大脑内的线

路并不像我们地下室的线路，需要在正确的端点连接

在一起。这种网格就是大脑的语言，通过改变网格进

行布线和改线。”研究发现刊登在《科学》杂志上。 

 

 

美研制出全新碳基半导体 

“一氧化石墨烯”  

转载《科技日报》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4 月 16 日报道，美国威斯

康辛大学米尔沃基分校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全新

的碳基材料——一氧化石墨烯（GMO），其由碳家

族的神奇材料石墨烯合成，该半导体新材料有助于

碳取代硅，应用于电子设备中。 

石墨烯的导电、导热性能极强，远超硅和其他

传统的半导体材料，而由硅制成的晶体管的大小正

接近极限，科学家们认为，纳米尺度的碳材料可能

是“救命稻草”，石墨烯未来有望取代硅成为电子

元件材料。 

但因其太昂贵而无法大规模生产，目前石墨烯

的应用非常有限，且迄今与石墨烯有关的材料仅以

导体或绝缘体的形式而存在。 

该研究团队的成员、力学工程教授陈俊鸿（音

译）表示：“石墨烯研究领域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

使这种材料成为半导体，我们通过对石墨烯进行化

学改性得到了新材料 GMO。GMO 展示出的特性表明，

它比石墨烯更容易大规模生产。” 

该团队在研究陈俊鸿研制出的一种混合纳米

材料时，无心插柳得到了 GMO。 

起初，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由碳纳米管（将

石墨烯卷成圆柱状得到）组成的、表面饰有氧化锡

纳米粒子的混合纳米材料，陈俊鸿用这种混合材料

制造出了高性能、高效率而廉价的传感器。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混合材料的性能，科学家

们需要想方设法让石墨烯变身为其“堂兄弟”——

能大规模廉价生产的绝缘体氧化石墨烯（GO）。GO

由石墨烯不对齐地堆叠而组成。实验中，陈俊鸿和

物理学教授马瑞加·加达得兹斯卡在真空中将GO加

热以去掉氧。然而，GO层中的碳和氧原子没有被破

坏而是变得排列整齐，变成了有序的、自然界并不

存在的半导体GMO。 

研究人员埃里克·马特森说：“我们认为氧会

离开，留下多层石墨烯，但结果却并非如此，让我

们很吃惊。” 

加达得兹斯卡表示，因为GMO是单层形式，因

此其或许可应用于与表面催化有关的产品中。他们

正在探索其在锂离子电池阳极的用途，GMO有可能

提升锂离子阳极的效能。 

该研究团队接下来需要了解什么触发了这种

材料的重组以及什么环境会破坏 GMO 的形成。威斯

康辛大学米尔沃基分校表面研究实验室的主任迈

克尔·梅韦纳说：“还原反应会去除氧，但实际上，

我们获得了更多氧，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的事情还

有很多。” 

梅韦纳指出，目前他们仅在实验室小规模制造

出了 GMO，并不确定在大规模制造过程中会遇到什

么问题。 

 

 

 

 
 

http://tech.gmw.cn/node_10606.htm
http://tech.gmw.cn/node_55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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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动态 

2011 年中国 MEMS 传感器企业 10 强 

转载《高工物联网》 

 

据 GSII 的市场调研结果显示，因为经济有所

回落特别是中国政府在 2011 年采取了紧缩的经

济政策，使得众多企业无法再如意地得到扩张产

能所需要的资本，加上中国趋高的通货膨胀导致

消费不振，此外，2010 年的爆发式增长也给市场

带来了后遗症：产品的价格迅速下滑，特别是在

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领域，MEMS 传感器的

价格近年来一直呈现出大幅度下滑的态势，2011

年该领域的 MEMS 传感器价格再度下滑了 9.4%。

2011 年中国 MEMS 的增长速度有所下滑，供货量

虽然增长了 17.8%，但市场规模却仅仅增长了

13.7%，达到 107.51 亿元。 

2011 年中国 MEMS 市场的增长有着大经济环

境、部分应用领域出现周期性的衰退或不稳定、

产品价格下跌过快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跟目前

众多厂家的产能不足有一定关系，属于市场自我

调节的阶段。鉴于中国经济可能将无法保持高速

发展，以及未来几年中国极可能将保持紧缩的经

济政策，加上消费领域不乐观，我国的 MEMS 市场

规模增长将出现下滑。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增长较快的手

机与消费市场的麦克风、加速计和陀螺仪、工业

MEMS 应用、智能电网市场基于 MEMS 的流量传感

器和加速计智能电表应用等市场领域，仍然保持

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手机及平板电脑市场的麦克风、加速计和陀

螺仪产品正成为热门技术中的大热门，在 2011 年

的增长率高达 36.42%(主要得益于陀螺仪产品开

始在智能手机产品上的爆发式增长，而这在 2010

年仅为少数应用)；中国的智能电网开始进入高速

扩张期，这促使基于 MEMS 的流量传感器和加速计

智能电表的出货量合计增长了约 32%，特别是应

用比较高价格加速计的三相表，其出货量增长高

达 40%。 

此外，中国在汽车、石油、环境、医疗、生

化等领域，对 MEMS 的需求强劲，增长迅速，有着

巨大的市场潜力。 

因此，GSII 预测未来两年中国 MEMS 市场将

处于平稳扩张的阶段之内，进入一个缓慢但健康

扩张的时期。 

必须得到正视的是，虽然目前国内的 MEMS 企

业的研发大多是依托高校、研究所，或者本身就

是具有研发能力的国有企业，近年来海外留学人

员归国创立的 MEMS 企业也越来越多。但目前国内

MEMS 产品门类依然相对较少，主要还是以惯性器

件和压力传感器为主，而且多是中低端产品，创

新性强的新器件、新系统鲜有出现。 

在此基础上，GSII 对国内 50 多家进行 MEMS

传感器研发及生产的企业进行了调研，根据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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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业规模、技术研发实力及专利、市场地位、企业

经营能力、品牌知名度、创新力度、所属市场趋

势等为考察点，总结出了“2011 年中国 MEMS 传

感器企业 10 强”排行榜。 

 

 

 

 

 

 

 

中星测控：研发实力雄厚 

中星测控当前的产品主要是 MEMS 惯性传感

器、压力传感器、汽车电子等，包括角速率传感

器和加速度传感器、惯性测量单元、航姿系统、

压力变送器、智能测力传感器、电流电压传感器

和汽车转速、轮速传感器等，上述产品已获得 16

项国家专利。 

该公司的亮点在于目前设有的四个研究机

构：惯性产品研究室、光电传感研究室、汽车电

子研究室和力与压力研究室。拥有 100 多名员工

的中星测控，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研发团队由

多名博士、硕士、专家教授近 30 人组成，90%以

上员工为大学以上学历。 

此外，目前传感器市场中占比最大的为惯性

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及温度传感器，手握两大类

多种传感器产品及专利的中星测控，已经成为陕

西MEMS产业集群当中的一大龙头。 

 

敏芯微电子：具有独特技术 

敏芯微电子是专注于MEMS微型硅麦克风、硅

压力传感器技术研发的企业。该公司已经成功研

发面向MEMS微硅传感器制成的SENSA工艺(密封气

腔体之上的硅外延层工艺)，并将将该工艺应用于

公司生产的微硅压力传感芯片MSP系列产品中，

升传感芯片的尺寸、精度、可靠性、可加工性的

参数，以及降低成本。迄今为止，只有德国、意

大利与美国的少数知名半导体企业掌握了类似技

术，并且实行技术垄断，而敏芯微电子已经在中

国大陆与美国申请了该技术的专利，并且成功获

得了授权。 

 

歌尔声学：高成长潜力仍存 

作为国内知名的 MEMS 麦克风、MEMS 扬声器

产生厂家，歌尔声学与中科院声学所、北京邮电

大学等国内外多家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达成的长

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其最大的一笔财富之一。 

而在 2011 年，该公司进行了定向募资，融资

23.81 亿元用于 5 个项目建设：分别为微型电声

器件及模组扩产项目、高保立体声耳塞式音频产

品扩产项目、智能电视配件扩产项目、家用电子

游戏机配件扩产项目和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其中，

将募资超过 8 亿元用于扩充 MEMS 麦克风生产线，

该项目一旦完成并投产，产能将从目前的每年 600

百万颗，逐步升级到 2 亿颗。 

主业务回归电声器件后，歌尔声学不但能够

大幅度提升自身产能并巩固自身在全球电声器件

的市场份额，按照该公司目前的增长趋势(2011

http://www.gg-led.com/newsList-51497535.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6e295ea64f20611f5668.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82af7247.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82af72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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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年预增业绩为 80%)，歌尔声学已经向处于其

排名前一位的瑞声声学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值得关注的是，该公司已经逐步完成了产业

上下游之间的前期整合，这将对其产品销售的毛

利率提升起到重要的作用。 

 

瑞声科技：保持稳健发展 

作为国内生产 MEMS 受话器、扬声器、扬声器

模组、多功能器件、MEMS 传声器、讯响器及耳机

的龙头企业，进入 2011 年后，瑞声科技的增长势

头并没有减弱，手机、游戏机控制摇杆、笔记型

电脑及其他消费型电子装置等消费电子市场的高

增长，保证了公司足够的发展潜力，使得公司仍

然保持了比较稳健的发展。而根据 GSII 目前在全

球市场的调查结果显示，上述领域的电声器件应

用在未来 3～5 年仍将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业内

各产业链环节拥有足够广阔的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因为瑞声科技手机麦克风的

主要客户如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在手机市场中的

份额不断下降，摩托罗拉甚至被谷歌给收购了，

几大重要客户的销售前景展望疲弱，其供应链必

然产生不利影响，瑞声科技在未来是否能够维持

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将是该公司最大的问题之一。

当然，入选苹果供应商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该方面对业绩的影响，只是长期依赖大客户会是

风险之一。 

 

青鸟元芯：老牌厂商蓄力待发 

作为国内老牌的微型湿度传感器、MEMS 压力

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研发厂家，青鸟元芯以“北

京大学微电子学研究院”、“微米/纳米加工技术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为技术依托，同时还与各大

学、一汽集团、电子科技集团传感技术研究所等

国内外著名科研院所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强大的

人才优势和雄厚的技术基础，使其在技术上具有

明显的竞争力。 

目前，青鸟元芯已经批量生产系列化微型湿

度传感器及模块、MEMS压力传感器芯片、MEMS压

力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及相关传感器模块，以

及提供解决方案。同时，该公司采用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MEMS设备生产，生产能力达到月产传感

器十万只以上；产品的测试环境也居国内先进水

平。 

 

深迪半导体：专注于陀螺仪的新秀 

深迪半导体是目前国内少数做MEMS陀螺仪设

计和封装的公司之一，主要面向电子消费、GPS、

汽车电子、数码相机和反恐领域的新应用等行业

应用，产品线包括低端和中端的MEMS陀螺仪系列

惯性传感器。 

从行业竞争力体现来看，其公司最大的亮点

是其产品的性价比非常高，以及利用自身对国内

市场的熟悉度推出具有本地化设计思路的解决方

案。据悉，该公司已经推出数款MEMS陀螺仪产品，

并与X-FAB硅芯片代工集团合作对产品实现了量

产。同时，深迪半导体还在国内申请了超过 20 项

的相关专利。 

 

http://www.gg-led.com/newsList-82af7247.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5c0188c5.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82af72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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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新半导体：将逐步扭亏 

美新半导体是国内 MEMS 加速度传感器设计

的佼佼者，其独有的 CMOS 设计工艺使得公司的产

品在同等的性能下能够大幅下调生产成本。 

从公司 2011 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报表来看，已

获得将近 3 亿元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达 71.55%，

并将逐步扭亏为盈。 

 

金山科技：数字化医疗设备龙头 

重庆金山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集数字化医

疗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微系统 MEMS 技术为核心，

承担了包括国家“863 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

划、国际合作计划等数十项国家级科研计划，成

功开发了胶囊内镜、胶囊机器人、pH 胶囊、阻抗

CT 等数十项国际领先水平的医疗器械，是全球唯

一成功开发出可控胶囊内镜的企业。公司的产品

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西班牙、意大利、英国、

德国、俄罗斯、印度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自主研发的 OMOM 胶囊内镜是一种新型

的无创、无痛消化道疾病智能诊断设备，是小肠

疾病诊断的金标准，也是消化道体检的最佳手段，

获得“国家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被科技

部认定为“国家自主创新产品”、“国家重点新

产品”。 

 

宝鸡秦明：军工生产背景延续到商用 

以压力传感器为主营业务的宝鸡秦明传感器

有限公司，是以中国第一个传感器专业研究所--

宝鸡传感器研究所为其研究开发中心为核心组件

的 MEMS 企业，由宝鸡传感器研究所、宝鸡秦岭传

感器厂、计控设备分厂、机械加工分厂、晶体管

分厂改制组建而成，拥有雄厚的技术开发实力。 

该公司以生产各种行业专用和特种用途传感

器而著称于国内军工、科技领域，为我国战略导

弹、新型战机、核武器、防御工事、水下兵器等

尖端军事工业做出过卓越贡献，其多种系列的

MEMS 传感器在商用市场上更是拥有非常高的市场

地位，如高温压力传感器油井及高温高压传感器、

超高载微差压传感器等。 

 

昆仑海岸：乘政策东风或发展利好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

有各种传感器、变送器、测控仪表、工业模块、

数据采集、各类环境监控系统、专用控制系统应

用软件及嵌入式系统等，这些产品在电信、电力、

石化、环保、造纸、冶金、食品、医疗、暖通空

调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其中，差压变送器、差压传感器、无线压力

传感器、无线压力变送器、无线变送器等各种传

感器和变送器是其立足国内传感器领导者企业之

一的资本，该公司在无线传感器、智能压力变送

器方面的研发及生产，跟国内智能电网的市场契

合度高，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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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故事 

鱼和鱼竿的故事 

转载网络 

 

    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有一个鱼竿和鱼篓的故事广为人知。 

    两个年轻人外出旅行，因为迷路而越走越远，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个地方距离最近的村镇也

有几百公里。眼看着所有的食物没有了，而要返回也是不可能的。 

    正在绝望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钩鱼的的老人。老人手里拿着一根鱼竿，鱼篓里有一些鱼。他们立

即向老人求救。老人说，从这是里出去走到有人烟的地方，至少有七天的路程，我手里的两样东西送给你

们，请你们自己渡过难关吧。老人请他们自己选择，要么要鱼篓的那些鱼，要么要钓鱼竿。年龄大些的要

了鱼篓里的鱼，他说，我没有力气去钩鱼了，我吃着这些鱼回去吧。他拿着鱼篓上路了。年轻一些的拿了

钩鱼竿以后，心里想，有了钩鱼竿就去找有鱼的地方钩鱼，也没有问题。他很高兴地从老人手里接过钩鱼

竿就上路了。 

    几天过去了，拿了鱼的那个人把鱼吃光了，但是也仅仅走了一半的路程，在他要开始下一半路程的时

候，他饿死在了路上。 

    而拿了钩鱼竿的人呢？他拿了钩鱼竿以后就寻找能够钩鱼的地方，当他距离有鱼的地方还有十几公里

的时候，他再也走不动了，也饿死在了路上。 

    很多年以后，又有两个年轻人同样因为迷路到了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在他们山穷水尽的时候，遇到

了一个老人，老人手里有两样东西，钩鱼竿和有一些鱼的鱼篓。他们向老人求救，老人依然分别送给他们

每人一样东西以后就走了。 

两个年轻人是好朋友，他们商量，我们不能分开，两个人的力量和智慧肯定比一个人大，我们共同吃

着这些鱼去寻找钩鱼的地方，边钩鱼边边向有人的地方靠近就有救了。 

果然，在鱼篓里的鱼将要吃尽的时候，他们找到了钩鱼的地方，一个上午就钩了十多斤鱼。而后，他

们把钩的鱼晒成鱼干，向着来路走。不久又发现了钩鱼的地方，他们又钩了很多的鱼。 

十几天以后，他们成功地从死亡之地脱困，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澳大利亚人把这个故事作为他们民族的座右铭，告诉自己的子孙，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精诚合作，

而不要自私狭隘。 

    澳大利亚人因而以精诚合作闻名于世，他们有一句格言家喻户晓：合作可以把成功无限地放大，自私

狭隘只会毁掉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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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天地 

怎样学好电子技术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硬件研发部  宋占全

一  培养兴趣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形形色色的各

种电子产品大量进入了各个领域，它们的出现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绚丽多彩。我们在尽情享受

电子技术给我们带来乐趣的同时不免产生了好

奇与疑问，为什么？正是由于这些为什么才产

生出来好奇心，激励起我们一定要学习它，剖

析它并且将来要应用它的斗志，这就是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 

二  基础支持 

光有了兴趣还不行，还必须具备一些基础

文化知识，比如一定的数理化知识，因为在将

来的学习中要进行一些工作点计算，串并联计

算，欧姆定律的应用，化学元素的核外电子排

布……。有了这些基础知识才可以正式进入电

子领域的学堂。所以在学习之前一定要掌握基

础文化知识，特别是数理化。 

三  学习方法 

1  认识电子元器件 

电子产品内部是由很多种类电子元器件构

成的，如：晶体二极管，晶体三极管，场效应

晶体管，可控晶闸管，集成块，电阻，电容，

电感，晶体，.......等等。比如常用的晶体三

极管有鍺，硅材料之分，有 NPN 与 PNP 型，有

大功率，中功率，小功率之分，有高频低频之

分，有直插封装与贴片封装，在与外部元器件

偏置电路连接可以构成三种状态：饱和状态、

开关状态、放大状态，在实际应用中还要考虑

它的工作环境温度与自然环境温度对电气性能

的影响……。所以掌握和了解每个电子元器件

的外形、封装、电路符号、特性参数、作用和

好坏鉴别是学习电子技术的最基础的知识。 

2  学画电路图 

每一个电子元器件都有各自相对应的电路

符号，我们把元器件的电路符号使用导线相连

接在一起就组成了电路原理图。它与电路板上

的实际元器件的连接相对应，能够直观反映元

器件的实际连接。电路图一定要清晰美观，为

以后方便分析电路做准备。 

3  分析电路图的工作原理 

电路图是由各个单元电路组合而成，先详

细分析单元电路的工作原理，再组合分析它们

的工作原理。在分析中一定要掌握工作电源，

信号的输入与输出，各个单元电路的工作状态，

关键点的电压，整机电流，交流与直流静态与

动态，信号的相位分析…… 

4  根据电路原理图画出 PCB 印刷电路板

图 

在画电路板时一定要注意板面大小、板层

选择、元器件的封装、电磁特性、元器件布局、

散热与抗干扰等因素。 

5  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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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焊接元器件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元器件的

特性，因为有的元器件要求焊接的时间与温度

不同。一定要保证焊接点光滑，确保不虚焊，

焊接质量是需要长期的磨练才能够体现的。 

6  调试与维修 

电路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元器件的非线性，

工作参数往往与原理不相符，为了保证电路的

工作性能就需要对电路中的工作点参数进行测

试与调整，以满足整机性能，保证电路的稳定

工作。 

四  知识积累 

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只是一个开始，要

想学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养成边学习边实验，

在实验中取得经验，结合有限的学习平台，积

累有用的学习资料，相信经过时间段的磨练会

提高自己的电子技术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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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语随笔 

人 生 的 夏 天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  周小敏 

夏天到了，野花都开了，红的、紫的、粉

的、黄的，像绣在一块绿色大地毯上的灿烂斑

点；成群的蜜蜂在花从中忙碌着，吸着花蕊，

辛勤地飞来飞去。  

那燥热蝉鸣的坦怀，那闪电暴雨的洒脱，

构成了夏日特有的性格。它坚实而豪放，在自

然界中演绎着一个沉重而卓大不空的角色。 

http://www.sanwen8.cn/zhuanti/19_Index.html
http://xiatian.sanwen8.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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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未来之时，我翻开日历，打听它的足

迹；夏天来时，我深深的呼吸着它的气息，迷

恋着它的气象万千；夏天越深，情感越浓。 

夏天，它使我想起红霞，想起萤火虫，想

起蓑衣，想起蛙鸣，想起花裙子，想起儿时荷

叶做的雨伞；想起大街上骄阳似火，柏油路上

冒着热气；想起树荫下老人摇着蒲扇，一群小

孩光着屁股在玩耍……临近黄昏，倚窗望月的

乡愁似乎又多了许多…… 

夏天，它是多么的繁茂，多么的富足，又

多么的热烈；又如此地坦率，如此地练达，又

如此地雄健。而人生的夏天，又远远胜过大自

然的夏日情怀，它默默地推动着事业的发展，

攀登生命的顶峰，它充满着一种蓬勃向上、稳

步发展的奋斗美。 

夏天令我留恋。我爱繁花似锦的夏天，更

爱人生的夏天炫丽多彩。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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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有无数个人会做无数个

梦，梦里有喜、有怒、有哀、有乐，人们甚至

可以从短短的梦中经历一生，经历自己从来没

想过、没做过的事情。听说梦是人们潜意识的

反应，那么不知人们是否会在梦里看到自己都

不知道的属于自己的真实呢。 

人说爱白日梦的人是天真、是幸福的，我

不知道这话是否含有什么含义，或褒义、或贬

义，亦或只是对这些人的一种羡慕，因为当你

不再做白日梦的时候，通常意识着一个人真正

的长大了，或许丢失掉了自己的那种童真，不

知道有多少人会留恋曾经，不想长大。 

我喜欢听人谈作梦的话题，喜欢听人或高

兴、或惊吓的说昨天做了什么什么梦，因为我

是一个没有梦的人，记得原来小的时候还曾经

问过给自己看病的老中医，为什么我不做梦啊，

会不会我做梦的时候将预知未来啊，小时候听

到中医伯伯笑呵呵地说，是啊小姑娘，等你做

梦了也许能在梦里见到你的白马王子啊。等长

大了，知道了原来不做梦纯粹是因为大脑完全

处于休息状态，这只是一种生理模式，只是代

表休息得比较好而已，原来小时候曾幻想过的

一切终就只是幻想啊。 

因为我的不做梦，使我总觉得自己的人生

少了些什么，总觉得是不太完整的，所以我喜

欢听别人的梦，从别人的梦里想象自己，希望

自己永远不会长大，希望自己也能体会一下做

梦的感觉。 

 

http://xiatian.sanwen8.cn/
http://www.sanwen8.cn/sanwen/xinqing/
http://rensheng.sanwen8.cn/
http://www.sanwen8.cn/zhuanti/119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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