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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公司资质：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为河南省科技厅指定的科技特派员培训地，为互相学习、交流打下

良好的基础。 

现已拿到了全自动检测分卡机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神盾二代身份证考勤管理系统的软件著

作权证书，全自动中料数数机、研发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办软件、神盾多协议读写器操作软件均

已受理。省公安厅刚刚授予了我公司河南省安全技术防范工程三级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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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光 

专题分析 

51 单片机与ARM等微处理器的选择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硬件研发部 倪水平 

目前，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生产单片机和 ARM 的厂家也很多，集成度也越来越高。一些单片机集

成了很多常用外围电路，如：AD（数模转换）电路、USB 内核、CAN 总线、SPI 总线、I2C 总线、PWM、EEPROM

等。很多时候，选取一款合适的微处理器（或者微控制器），关系到一个产品的研发周期和生产成本，所

以微处理器的选型在整个方案设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我们首先需要分清下面几个概念：单片机、ARM、DSP、FPGA/CPLD，这几个关键

词是学习电子的人常见的几种芯片。这几个词要分类的话首先要把 FPGA/CPLD 和其他的分开，因为

FPGA/CPLD 的原理和单片机、ARM、DSP 不同。 

FPGA/CPLD 是通过硬件实现功能的，FPGA 是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的缩写，即现场可编

程门阵列；CPLD 是 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 的缩写，即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通过名字可

以看出，二者都是可编程的逻辑器件，即实实在在的硬件，通过对硬件编程以实现某种特定功能。简而言

之，二者就是一个与非门或者或非门阵列。由于所有的逻辑式子都可以变换成与非结构或者或非结构，因

此所有的逻辑功能都可以通过 FPGA/CPLD 实现， 编程后的芯片相当于一个数字芯片，如加法器，移位寄

存器等。二者的区别在于 FPGA 是基于 RAM 结构的，CPLD 是基于 ROM 机构的，如果我们一个产品里面涉及

到很多逻辑处理，尽量选用 CPLD 甚至 FPGA，它能随时根据需要调整逻辑控制关系。 

再说单片机和 ARM 及 DSP 的关系，单片机是“单片微型计算机”的简称；ARM 是 Advanced RISC 

Machines 的简称，它只是一家微处理器设计企业的名字，因此 ARM 是他们设定的微处理器的统称；DSP 是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的简称，即数字信号处理。了解了这些，我们可以说单片机是所有所有 MCU

（微型控制单元）的统称，ARM 和 DSP 只是他们的一 种，ARM 属于用公司名称的一种称呼，而 DSP 则是根

据功能（数字处理）命名的一种称呼。但是，在行业内，单片机一般特指 8 位或 16 位的 MCU，在本文中

仍采用大家熟悉的叫法，把单片机和 ARM 放在并列的位置。 

一个产品中，是选择单片机还是 ARM 呢？我们首先得搞清楚 51 单片机在市场中的应用情况以及将来

的发展情况。众所周知，自从 ARM 出现以来，短短的几年内便出现 了 ARM7、ARM9、M3、M4、A8、A9、A10

等等多个系列，其性能也得到了飞速发展，以其高性能，低价格，低功耗等优势迅速占领了 MCU 的江 山，

比起当年的 51 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 32 位机，其性能是毋庸置疑的，即便是相同的时钟速率，32 位机

的处理一些数据的速度也要快于 8 位机，如一个 32 位的加法运算，8 位机至少需要 4 个周期，而 32 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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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一个周期即可完成。ARM 的优势在于较高的处理速度，还有丰富的外设资源，还有就是较大的数据

和 程序存储空间。相比之下，51 单片机就没有优势了吗？当然不是，51 单片机的优势在于小巧的内核，

成熟的技术，还有就是 位操作。在相当多的应用场合，我们并不需要 ARM 如此强大的处理功能和速度，

而是只需要简单的控制，51 单片机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实际的需求，这样一 来，ARM 的优势便显的不再重

要，而 51 的位操作则是 ARM 达不到的，也许你会说 ARM 同样可以实现位操作，但如果你了解的比较深的

话会发现，ARM 的位操作是通过移位，与或等操作之后实现的，而 51 单片机则又位寻址空间，是真正的

位操作。再一个就是价格，低端的 ARM 肯定比低端的单片机贵几倍，但一些中档的 ARM 则要比高端的 51

单片机便宜了。十几或者几十 RMB 的 ARM 的性能 是同价格的 51 单片机无法比拟的。此外，由于 51 内核

简单，一些高端的 51 增加的功能使得他们的 51 单片机操作起来变得异常复杂，而且不同厂家的操作完全

不同，这样就增加是使用的难度。综合看来，在高端或者中端应用方面，51 单片机已经没有了任何优势，

其市场主要是一些老产品或者不想学新东西的老工程师在支撑，其消亡也是必然的。然而在低端应用方面，

51 仍然可以占有一席之地，除了操作和价格上的微弱优势，其更大的优势在于学习简单。这其实也是在

无形中降低了人力成本。因为一个资深的精通 ARM 的工程师要远远比精通单片机的工程师少得多，也意味

着他们的薪资水平要高的多。 

总之，一个产品的微控制器如何选择，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果是对于成本要求很高的产品，

则尽量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基础上考虑低端的 ARM 或者单片机。如果对安全性要求很高，功能要求强大，则

考虑中高端的 ARM 芯片。如果有复杂的逻辑控制要求，则 好加上一片 CPLD/FPGA 芯片。如果要求精度不

是很高的 AD 转换电路时，则采用含有 AD 内核的单片机或者 ARM，或者说，在需要一些常见的外围电路，

而有单片机集成了这种电路时，尽量选择这种单片机，以增强整个产品的可靠性。一句话，只选对的，不

选贵的。 

 

 

 

 

研发心得 

硬件电路原理图设计经验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硬件研发部 王齐宣 

设计电路常用的 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c,电路设计自动化)软件包括电路设计与仿真工具、

PCB 设计软件、IC 设计软件、PLD 设计工具及其它 EDA 软件，现主要的原理图和 PCB 图设计软件有 Altium

（原 protel），OrCAD，PADS，PowerPCB 等软件。不管使用那个软件。只要能画出好的电路就行了。一般

掌握一两个软件就够用了。   

做好电路板第一步是前期准备。包括元件图和原理图。要设计好原理图。需要了解设计原理图要实现

那些功能及目的。要详细了解电路使用的所有元件特性，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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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求对外设功能模块进行元器件选型，元器件选型应该遵守以下原则： 

a）  普遍性原则：所选的元器件要被广泛使用验证过的尽量少使用冷偏芯片，减少风险； 

b） 高性价比原则：在功能、性能、使用率都相近的情况下，尽量选择价格比较好的元器件，减少成

本； 

c）  采购方便原则：尽量选择容易买到，供货周期短的元器件； 

d）  持续发展原则：尽量选择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停产的元器件； 

e）  可替代原则：尽量选择 pin to pin 兼容种类比较多的元器件； 

f）  向上兼容原则：尽量选择以前老产品用过的元器件； 

g）  资源节约原则：尽量用上元器件的全部功能和管脚； 

绘制原理图时，一般规则和要求如下： 

a)   按统一的要求选择图纸幅面、图框格式、电路图中的图形符号、文字符号。 

b)  应根据该产品的电工作原理,各元器件自右到左,自上而下的排成一列或数列。 

c)  图面安排时，电源部分一般安排在左下方，输入端在右方，输出在左方。 

d)   图中可动元件（如继电器）的工作状态，原则上处于开断，不加电的工作位置。 

e)   将所有芯片的电源和地引脚全部利用。 

信号完整性及电磁兼容性考虑 

a)   对输入输出的信号要加相应的滤波/吸收器件;必要时加硅瞬变电压吸收二极管或压敏电阻 SVC 

b)   在高频信号输出端串电阻。 

c)   高频区的退耦电容要选低 ESR 的电解电容或钽电容 

d)   退耦电容容值确定时在满足纹波要求的条件下选择更小容值的电容，以提高其谐振频率点 

e)   各芯片的电源都要加退耦电容，同一芯片中各模块的电源要分别加退耦电容；如为高频则须在

靠电源端加磁珠／电感。 

硬件原理图设计还应该遵守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要贯彻到整个设计过程，虽然成功的参考设

计中也体现了这些原则，但因为我们可能是“拼”出来的原理图，所以我们还是要随时根据这些原则来设

计审查我们的原理图，这些原则包括： 

一  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割： 

a)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单点接地，数字地可以直接接机壳地（大地），机壳必须接大地； 

b)  保证系统各模块资源不能冲突，例如：同一 I2C 总线上的设备地址不能相同，等等； 

c)  阅读系统中所有芯片的手册（一般是设计参考手册），看它们的未用输入管脚是否需要做外部处

理，如果需要一定要做相应处理，否则可能引起芯片内部振荡，导致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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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不增加硬件设计难度的情况下尽量保证软件开发方便，或者以小的硬件设计难度来换取更多方

便、可靠、高效的软件设计，这点需要硬件设计人员懂得底层软件开发调试，要求较高； 

二 功耗问题： 

 产品散热问题，可以在功耗和发热较大的芯片增加散热片或风扇，产品机箱也要考虑这个问题，不

能把机箱做成保温盒，电路板对“温室”是感冒的；还要考虑产品的安放位置， 好是放在空间比较大，

空气流动畅通的位置，有利于热量散发出去； 

对于我们目前重点设计的相关 RF 电路产品，没有主用芯片、外围芯片以及芯片与芯片之间的连接方

面的问题。所以，元器件的选项尤为重要，对于硬件设计的一些基本原则一定要注意。 

 

 

 

 

 

 

 

 

 

 

 

 

行业动态 

产业介绍 

实现物联网的五大核心技术 

转载《电子工程世界》 

 

从物联网的定义及各类技术所起的作用来看，

物联网的关键核心技术应该是无线传感器网络

（WSN）技术，主要原因是：WSN 技术贯穿物联网的

全部三个层次，是其它层面技术的整合应用，对物

联网的发展有提纲挈领的作用。WSN 技术的发展，

能为其它层面的技术提供更明确的方向。 

                    编辑部电话：0391-35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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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实现物联网的五大核心技术： 

 

 

  一、核心技术之感知层：传感器技术、射

频识别技术、二维码技术、微机电系统和 GPS

技术 

  1.传感器技术 

  传感技术同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一起被称

为信息技术的三大技术。从仿生学观点，如果把计

算机看成处理和识别信息的“大脑”，把通信系统

看成传递信息的“神经系统”的话，那么传感器就

是“感觉器官”。微型无线传感技术以及以此组件

的传感网是物联网感知层的重要技术手段。 

  2.射频识别（RFID）技术 

  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

n，简称 RFID）是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目标并

读写相关数据的无线通讯技术。在国内，RFID 已经

在身份证、电子收费系统和物流管理等领域有了广

泛应用。 

  RFID 技术市场应用成熟，标签成本低廉，但 R

FID 一般不具备数据采集功能，多用来进行物品的

甄别和属性的存储，且在金属和液体环境下应用受

限，RFID 技术属于物联网的信息采集层技术。 

  3.微机电系统（MEMS） 

微机电系统是指利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工

艺，经过微米级加工，得到的集微型传感器、执行

器以及信号处理和控制电路、接口电路、通信和电

源于一体的微型机电系统。MEMS 技术属于物联网的

信息采集层技术。 

 

  4.GPS 技术 

GPS 技术又称为全球定位系统，是具有海、陆、

空全方位实时三维导航与定位能力的新一代卫星

导航与定位系统。GPS 作为移动感知技术，是物联

网延伸到移动物体采集移动物体信息的重要技术，

更是物流智能化、智能交通的重要技术。 

 

  二、核心技术之信息汇聚层：传感网自组

网技术、局域网技术及广域网技术 

  1.无线传感器网络（WSN）技术 

  无线传感器网络（Wireless Sensor Network，

简称 WSN）的基本功能是将一系列空间分散的传感

器单元通过自组织的无线网络进行连接，从而将各

自采集的数据通过无线网络进行传输汇总，以实现

对空间分散范围内的物理或环境状况的协作监控，

并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相应的分析和处理。 

WSN 技术贯穿物联网的三个层面，是结合了计

算、通信、传感器三项技术的一门新兴技术，具有

较大范围、低成本、高密度、灵活布设、实时采集、

全天候工作的优势，且对物联网其他产业具有显著

带动作用。 

2.Wi-Fi 

  Wi-Fi（Wireless Fidelity，无线保真技术）

是一种基于接入点（Access Point）的无线网络结

构，目前已有一定规模的布设，在部分应用中与传

感器相结合。Wi-Fi 技术属于物联网的信息汇总层

技术。 

  3.GPRS 

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通用

分组无线服务）是一种基于 GSM 移动通信网络的数

据服务技术。GPRS技术可以充分利用现有GSM网络，

目前在很多领域有广泛应用，在物联网领域也有部

分应用。GPRS 技术属于物联网的信息汇总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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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技术之传输层：通信网、互联网、

3G 网络、GPRS 网络、广电网络、NGB 

  1.通信网 

  通信网是一种使用交换设备、传输设备，将地

理上分散用户终端设备互连起来实现通信和信息

交换的系统。通信 基本的形式是在点与点之间建

立通信系统，但这不能称为通信网，只有将许多的

通信系统（传输系统）通过交换系统按一定拓扑结

构组合在一起才能称之为通信。也就是说，有了交

换系统才能使某一地区内任意两个终端用户相互

接续，才能组成通信网。 

  2.3G 网络 

3G 是英文 the 3rd Generation 的缩写，指第

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相对第一代模拟制式手机（1G）

和第二代 GSM、CDMA 等数字手机，第三代手机（3G）

是指将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

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 

 

  3.GPRS 网络 

  这是一种基于 GSM 系统的无线分组交换技术，

提供端到端的、广域的无线 IP 连接。通俗的讲，G

PRS 是一项高速数据处理的科技，方法是以“分组”

的形式传送资料到用户手上。虽然 GPRS 是作为现

有 GSM 网络向第三代移动通信演变的过渡技术，但

是它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 

  4.广电网络 

  广电网通常是各地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台）负

责运营的，通过 HFC（光纤+同轴电缆混合网）网向

用户提供宽带服务及电视服务网络，宽带可通过 C

ableModem 连接到计算机，理论到户 高速率 38M，

实际速度要视网络情况而定。 

  5.NGB 广域网络 

中国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是以有线电视

数字化和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的成果为基础，

以自主创新的“高性能带宽信息网”核心技术为支

撑，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三网融合的、有线无线

相结合的、全程全网的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 

 

 

  四、核心技术之运营层：专家系统、云计

算、API 接口、客户管理、GIS、ERP 

  1.企业资源计划（ERP） 

  ERP 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以系统化的

管理思想，为企业决策层及员工提供决策运行手段

的管理平台。ERP 技术属于物联网的信息处理层技

术。 

  2.专家系统（Exper System） 

  专家系统是一个含有大量的某个领域专家水

平的知识与经验，能够利用人类专家的知识和经验

来处理该领域问题的智能计算机程序系统。属于信

息处理层技术。 

  3.云计算 

云计算概念间由 Google 提出的，这是一个美

丽的网络应用模式，是指 IT 基础设施的交付和使

用，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的资

源。 

 

  五、核心技术之应用层：垂直行业应用、

系统集成、资源打包 

应用层主要是根据行业特点，借助互联网技术

手段，开发各类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将物联网的

优势与行业的生产经营、信息化管理、组织调度结

合起来，形成各类的物联网解决方案，构建智能化

的行业应用。如交通行业，涉及的就是智能交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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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应用还要更多涉及系统集成技术、资源

打包技术等。 

术；电力行业采用的是智能电网技术；物流行业采

用的智慧物流技术等。 

 

 

 

 

 

技术前沿 

 

创新无处不在！各类高科技产品大搜罗 

转载《泡泡网》 

 

如今的社会以及步入了高科技创新时代，所以很多高科技产品都陆陆续续的被人们设计和发掘出来，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这些新颖奇特的产品，但在这些产品中还是有很多贴近人们生活的东东，比如手机摄影

稳定器、磁性餐盘、自主加热饮料杯、适用于各种表面的鼠标、水泥手表、有机玻璃透明机箱等等新颖奇

特的高科技产品，这些产品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使用乐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新奇又独特的东东

吧。（图片来源于：专利之家） 

1、自助加热饮料杯 

 

即便在炎热的夏季还是有人喜欢各种热饮，而如何做到长时间保温却有些困难，设计师利用醋酸钠的

化学特性，设计了这款自助加热杯。（图片来源于：专利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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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身夹层内置固态醋酸钠，热饮倒入杯中后，它会吸收部分热量，转换为液态，而当饮料稍凉后，挤

压杯身的两个突起，液态醋酸钠便会放出热量转为固态，如此一来，您的饮品又会热气腾腾啦。（图片来

源于：专利之家） 

2、适用于各种表面的鼠标 

 

要想端着笔记本舒服地躺在沙发上工作，往往在制图的时候，又不得不对着软件界面感叹触摸板不好

用。对于设计师来说，这款可以在任何表面上使用的鼠标可以将其从写字台前解放出来。这款全界面适用

的鼠标，感应接触面跟持握面一样，也有特定的弧度，同时还有不错的抓地能力，如此一来，就算是您把

鼠标放在膝盖或是沙发把手上，都能轻松站稳，稍微使个巧劲就能支持各方位移动，十分方便。（图片来

源于：专利之家） 

3、有机玻璃透明机箱 

 

这款由 5 毫米厚的有机玻璃（亚克力）材料制成的电脑机箱，一改黑漆漆的铁皮盒子形象，走上了小

清新之路。它外观清秀大方，内部洁净如冰，如果摆放在办公室不知会吸引多少人侧目呢。（图片来源于：

专利之家） 

4、自动加热的黄油刀 

                    编辑部电话：0391-35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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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加热，涂抹到土司片上——看似简单的黄油食用工序其实需要好多工具的参与，一点也不简单。

然而，值得庆贺的是，为了偷懒的设计师发明了这把加热切刀。它使用两节 5 号电池供电，可以将刀片内

的发热元件加热至 41.8℃（这是均匀涂抹黄油的 佳温度），可在切下黄油的同时将其快速融化，然后

便捷地涂抹在面包或三明治上，省去了不少时间呢。（图片来源于：专利之家） 

5、磁性餐盘 

  

 想要端餐盘时不再小心翼翼唯恐弄倒了餐具？来试试磁性餐盘吧。（图片来源于：专利之家） 

端起它时，餐盘上的碗和杯盘受到磁力作用，会吸稳稳附在餐盘上。而当放下餐盘时，内部的弹簧机

关解除，餐具又可以自由拿取了。（图片来源于：专利之家） 

6、会自动弹出的安全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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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完电器后，很多人都习惯于只关闭电器电源，而忘记拔出插头，这样做不仅消耗更多电能，也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现象，设计师们提出了弹出式插座的方案。当关闭电器电源而没有拔出插

头时，插座就会亮起红灯，并在十分钟后自动将插头弹出，从而彻底断开电源。也正是由于它的创新性与

实用性，该设计被评为 2011 年红点设计概念大奖的获奖作品之一。（图片来源于：专利之家） 

7、小人牙刷架 

 

这款由不锈钢制成的牙刷支架，钢片厚度仅为 1 毫米。它不仅可以让牙刷免于浸在杯中保持干燥，而

且还可以摆出各种姿势的小人造型，给生活添点小乐趣。（图片来源于：专利之家） 

8、无线超声波扫描仪 

                    编辑部电话：0391-35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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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医学超声波成像技术发展迅速，医生甚至仅需短短数秒就可以诊断出病情。正
是由于超声波成像技术在医学领域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基于该技术的各类应用设备也层出不穷，这款无
线超声波扫描仪就是来自设计师的 新概念产品。它主要由手持扫描仪和便携显示设备两部分组成，手势
扫描仪不仅方便医生随身携带、随时查看病人状况，并且也可以与医院中其他的显示设备无线连接，因此
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图片来源于：专利之家） 

9、水泥手表 

 

巴黎设计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系列现代感十足的水泥手表。这款手表的机芯和装饰部件仍旧使用的是
传统机械技术，并在瑞士订制以保证品质，但是手表外壳却是用货真价实的水泥打造，给人一种粗犷的感
觉。设计师认为，手表就是男人的首饰，而本次大胆的水泥用料设计正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男人高贵、现代、
诚实、强健的特质。（图片来源于：专利之家） 

10、温情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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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温暖的拥抱总是能化解心头 深的伤痛。而当独自在家时，这款温情抱灯或许就是您排解心中苦
闷的 好伴侣：轻轻转动灯头，将其拥入怀中，柔和的光色与舒适的鹅卵造型一定会让您倍感轻松，豁达
地面对生活的起起伏伏。（图片来源于：专利之家） 

11、手机摄像稳定器 

 

任何优秀影片的前提就是影像稳定清晰，而这正是手机拍摄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在 iPhone 手机上，
已有一些应用或周边产品帮助制作者保持手机稳定与平稳，但都不尽如人意。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两名
设计师在仔细研究了诸如斯坦尼康大型稳定器之后，设计了这款简单易用的手持式影像稳定器，经过简化
的手持稳定结构可轻松翻折成为手机后盖的一部分，而手机的重量仅增加了 30%左右，厚度与长度则可忽
略不计。不要小看这款廉价稳定器，其拍摄效果堪比千元产品呢。（图片来源于：专利之家） 

12、USB 充电电池 

                    编辑部电话：0391-356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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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充电电池是新型电池。这种电池将世界通用标准的 USB 插头融入中央电池组格式。这样你

可以利用全世界的数十忆的端口来充电。因此消除了传统的充电缺点。人们不再需要依靠大的又容

易丢失的充电器了。 

它是利用 USB 接口充电的，轻轻一拔头部帽塞，自带 USB 充电插头，只要将插头插到电脑的 USB 接口

上即可。而且带有 LED 智能充电提示，充电时显示为蓝色灯光，充电完毕后会自动断电。 

这款电池可在 5 小时内充满 90%的电力，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电池内建了充电控制器，并且大部分 USB

接口都可进行充电。台式机、笔记本、键盘、游戏主机等都可以为优霸补充能量。此优霸电池可以反复充

400-600 次，一节的使用寿命相当于 200 节的南孚电池。 

 

 

 

物联动态 

2011 年中国物联网十大最具竞争力上市公司 

转载《高工物联网》 

 

                     编辑部电话：0391-3562168                        -15- 

2011 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物联网产业落地的一

年，也是具有资本优势的上市公司在市场中释放竞

争力的一年，那有哪些公司表现 为优秀？ 
1、同方股份：高科技布局已体现威力 

同方股份目前已形成了计算机系统、数字城

市、安防系统、物联网应用、微电子与核心元器

件、多媒体、知识网络、军工、数字电视系统、

建筑节能、半导体与照明等十一个产业。难得的

是，在每个市场领域同方均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GSII 根据企业在财务表现、主营业务表现、成

长预期、技术研发表现(专利及产品)、坐拥资源、创

新力度、定价权、核心竞争力、所属市场趋势、品

牌认可度等 10 项内容，评选出物联网十大 具竞争

力上市公司排行榜，以飨读者。 

http://www.gg-led.com/newsList-540c65b980a14efd.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514356684ef6.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514356684ef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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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细分领域更是居于领头羊的地位，如智能建

筑、高铁的旅客服务信息化、热网监控、SIM卡芯

片等细分领域，同方股份都占据着行业第一的位

置。 

从细分行业来看，如 2010 年销售达到 17 亿

元的数字城市领域，随着国内数字化城市向智慧

城市建设的跨越，二十多个省市已经掀起或即将

掀起智慧城市建设浪潮，同方在其中将受益匪浅。

同方的安防系统也在 2011 年前三季度实现了扭

转，仅上半年，来自安防系统的收入就达到 5.98

亿元，同比大幅上升 92.6%；在国内市场，同方

在国内民航市场取得突破，首次大规模进入枢纽

机场，海外市场也首次获得了进入北美市场的通

行证；在新产品推广方面，公司在核电行业等领

域打破了国外厂商的垄断局面。 

此外，“十二五”规划中的七大战略新兴产

业，目前同方占了六个，公司将充分受益政策支

持，再加上公司积累的超过 823 项的专利，同方

股份在市场、政策支持、技术等各方面都已完成

雄厚的积淀，企业总体竞争力及在各细分市场的

竞争力皆已成型。 

 

2、海康威视：从精专到业务结构的完善 

海康威视是全球 大的数字监控录像设备制

造商，在整个 CCTV 和视频监控市场领域全球排名

第四。目前，海康威视拥有 63 项软件著作权及 5

项发明专利、15 项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内少数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视频监控企业。这样的成就，

已经足以让海康成为中国安防行业 大的亮点。 

截至 2011 年三季度，海康威视实现营业总收

入 34.53 亿元，同比增长 4 4 .3%；营业利润 9 .8 

4 亿元，同比增长 42.2%；净利润 8.69 亿元，同

比增长 32.6%。由于基数已经偏大，海康威视的

业绩增长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调，但总体仍然

十分稳健。 

自2010年5月通过上市打通资本市场的脉络

后，海康威视将主要资金投向了视频监控录像设

备产业化项目、数字监控摄像机产业化项目、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洛杉矶物流与技术服务中心项

目、比利时物流与技术服务中心项目。投资总额

约 12.7 亿元，预计达产年新增销售收入 37.5 亿

元，达产年新增净利润 6 亿元。 

而近年来，海康威视一直致力于架构大安防

的概念，并于 2011 年 3 月收购了北京节点、北京

邦诺等安防相关企业，业务结构的完善也将助力

海康威视在全球安防行业竞争力的再次提升。 

 

3、中兴通讯：4G+云计算是未来竞争核心 

相对于华为采取“狼性扩张”的市场策略，

中兴通讯更像是一个定位于做“马拉松选手”的

长跑角色--2G、3G 时代为中兴通讯提供了长跑的

动力，4G 将是中兴通讯实现弯道超越的机会。 

而在 4G 业务上，目前中兴通讯已经获得了

28 个 LTE 商用合同，并与全球 90 多个运营商合

作并部署试验网。 

跟众多网络设备提供商类似，中兴通讯也提

出了发展云计算的议程，并组建超过 3000 人的团

队进行技术开发，云计算项目将成为中兴通讯业

绩增长的杀手锏。目前，该公司已经发布了云操

http://www.gg-led.com/newsList-82af7247.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82af7247.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540c65b980a14efd.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540c65b980a14efd.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540c65b980a14ef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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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系统、SDPaaS 云部署、类 APPStore 云应用程

序平台等产品和解决方案。 

据 GSII 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 2011 年初，

中兴通讯已经完成了 1863 件专利的申请，在数量

上第一次超过了华为。即便是在新业务领域的云

计算方面，中兴通讯已经在国内申请了 107 件云

专利，位列国内厂商第一。 

 

4、瑞声声学：继续向全球前二发起冲击 

市场对瑞声声学 大的看点，不外乎是其第

二大客户已经变成了苹果，而据 GSII 的调查结果

显示，瑞声声学 为值得看重的方面在于：产品

结构的完善。 

除了新的传声器之外，瑞声声学还将产品种

类扩展到了非声学部件，如光学及振动器解决方

案，其目标是成为所有消费电子装置的微型器件、

配件以及整体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供应商。从

2010 年年报、2011 年半年报分产品销售数据可以

看出，其耳机产品的销售已经在下滑，说明在有

意识地控制未来非主营业务的生产，而在传声器

及原有动圈器件销售方面，则保持了相对高速的

增长。传感器增长率分别为 167%、43%，动圈器

件增长率分别为 47.97%、58.27%。 

集中精力超越前面的楼氏电子，已经成为瑞

声声学市场发展路上的 大目标之一。 

 

5、太极股份：政策与云计算的受益者 

作为信息化产业中的弄潮儿，太极股份借力

资本后，在行业解决方案与服务、IT 咨询服务、

IT产品增值服务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提升较为明

显。特别是在政府、金融、能源领域，太极股份

已经逐步形成了贯穿完整产业链的业务结构，转

型成为 IT 服务商是加强企业竞争力的有效良方。

这也使得 2011 年上半年太极股份在金融、能源领

域的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76.14%和 107.12%。 

值得关注的是，软件企业进入云计算几乎已

经成为了当前中国新兴产业的优先选择，太极股

份就在其中。在 2011 年 10 月，太极股份更是与

中兴通讯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就物联网、云计算、

智慧城市、远程医疗等解决方案同政府应急、金

融、企业等行业领域展开全面合作；而在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体系方面，国家的日益关注也使得太

极股份能够在该市场进行快速扩张；此外，2011

年 11 月，太极股份与南瑞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

双方将围绕电力、石化、冶金等行业的信息化建

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基础软件平台研发

和产业化推广等领域开展合作。 

 

6、歌尔声学：电声业务回归将增强企业效率 

应该说，迎来电声业务的回归，并作为歌尔

声学 核心的发展方向，是歌尔声学 为明智的

选择：在分类繁多的传感器领域，电声器件的发

展特别是 MEMS 麦克风的市场发展态势已经十分

明朗，歌尔声学通过“专注”来获得更高的竞争

力，是不二选择。 

根据歌尔声学在 2011 年的募资项目显示，将

有 23.81 亿元的资金投资于微型电声器件及模组

扩产项目、高保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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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产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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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 麦克风年产能为 2 亿颗、高保真立体声音频

产品年产能 9000 万只，这将成为歌尔声学冲击瑞

声声学的 大资本。 

在业绩方面，歌尔声学今年的发展也十分迅

猛，前三季度即已完成超过 2010 年全年的营销

额，累积销售额 27.5 亿元，增长率为 49.21%，

除了毛利率提高了近 3%之外，纯利润也同比增长

了 81.9%，达到 3.5 亿元。 

 

7、大华股份：渐趋完善的前后端协和业务架构 

大华股份吸引我们的，并非是其 2011 年前三

季度 14.6 亿元的营业收入、高达 52.48 的营业收

入增长率、45.09%的净利润增长率和接近 30%的

海外收入比例(彰显国际化布局已经开始显现威

力)，而是这家公司不甘市场跟跑者的超越渴望。 

近两年来，大华股份的前后端产品研发、销

售结构已经完善，系统提供商的转型也在逐渐成

型，在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自主机芯的研发完成与投产、N6 平台通过降低二

次开发复杂性和成本(用相对便宜的芯片实现了

不亚于TI DSP的性能)而获得客户认同，将有望推

动行业前段市场格局的调整。 

特别是在高端 DVR 的研发方面，大华相近价

位的高端 DVR 的解码能力已达到海康的 4 倍，对

比国内 DVR 应用仍将持续长达数年时间的增长

期，大华股份在该领域的斩获预计将不低于 50%

的复合增长率。 

 

8、华工科技：传统业务与新业务合结硕果 

华工科技 大的看点在于：一方面加强产品

延展、量化扩张和战略升级，2011 年前三季度敏

感元器件、激光加工设备产销量快速增加，目前

超过 25.7%的营业收入增长，大部分均为上述项

目贡献；另一方面，加强市场销售力度，激光加

工设备继续实施大客户战略，获得三一重工、富

士康等优质客户持续采购，敏感元器件方面美的、

格力等核心客户需求增加，并且在汽车传感器市

场也有初步斩获，开拓了一汽、华晨等合作车企。 

受益智能空调、智能冰箱等产品市场的进展，

华工科技的传感器销售数量约提高 50%；在汽车

电子方面，温度传感器代替进口产品的趋势日益

明朗化，华工科技投入 3 亿元的汽车用传感器项

目已经达产，受合作车企采购数量的逐步提升，

将成为企业的新增长点及主营业务。此外，华工

科技 2011 年前三季度敏感元器件毛利率提高超

过 3%，这也将进一步拉动企业盈利的优化，汽车

电子行业相对高的利润水平，也可起到同等的作

用。 

 

9、宝信软件：受益政策驱动 

宝信软件是国内钢铁行业自动化与信息化全

面解决方案的领导者，受国家大力推动钢铁企业

建立能源管理系统的影响，该公司在钢铁行业的

过程自动化和企业信息化提供软件、解决方案和

系统集成服务等业务方面将受益。 

宝信软件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2.06 亿

元，同比增长 17.53%，营业利润 1.92 亿元，同

比增长 2.67%。其中，第三季度收入 7.62 亿元，

同比增长 17.41%，相对于 2010 年 13.56%的增长

率已经有所提升。 

http://www.gg-led.com/newsList-82af7247.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514356684ef6.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514356684ef6.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6e295ea64f20611f5668.html
http://www.gg-led.com/newsList-514356684ef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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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宝信软件在智能交通、有色、石化等

非钢行业市场的拓展，也显示了该公司积极进行

业务结构的调整，以备扩张。 

 

10、国电南瑞：智能电网与农网改造已经发力 

国电南瑞是 2011 年在智能电网领域业绩增

长 快的企业之一，截至 2011 年三季度，国电南

瑞营业收入 28.34 亿元，增长率为 39.86%，纯利

润 4.09 亿元，利润增长率 50.28%。受智能电网

行业毛利率逐年下滑的影响，国电南瑞的毛利率

从 2010 年的 33.29%降低到 2011 年三季度的

29.71%。 

据GSII的分析，国电南瑞业绩的快速增长得

益于智能电网项目、农网改造项目的交货，此外，

国网已经建设的电动汽车换电站项目，也已经成

为了国电南瑞业绩发展的重头戏。必须要说明的

是，南瑞集团已经将南瑞继保并入集团内，未来

将注入国电南瑞，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强国电南瑞

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 

 

 

 

 

 

 

 

 

励志故事 

相信自己是一只雄鹰 

转载网络 

一个人在高山之巅的鹰巢里，抓到了一只幼

鹰，他把幼鹰带回家，养在鸡笼里。这只幼鹰和鸡

一起啄食、嬉闹和休息。它以为自己是一只鸡。 

这只鹰渐渐长大，羽翼丰满了，主人想把它训

练成猎鹰，可是由于终日和鸡混在一起，它已经变

得和鸡完全一样，根本没有飞的愿望了。 

主人试了各种办法，都毫无效果， 后把它带

到山顶上，一把将它扔了出去。这只鹰像块石头似

的，直掉下去，慌乱之中它拼命地扑打翅膀，就这

样，它终于飞了起来！ 

秘诀：磨练召唤成功的力量。 

 

扫阳光 

转载网络 

http://www.gg-led.com/newsList-753552a86c7d8f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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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兄弟二人，年龄不过四、五岁，由于卧室的

窗户整天都是密闭着，他们认为屋内太阴暗，看见

外面灿烂的阳光，觉得十分羡慕。兄弟俩就商量说：

“我们可以一起把外面的阳光扫一点进来。” 

于是，兄弟两人拿着扫帚和畚箕，到阳台上去

扫阳光。等到他们把畚箕搬到房间里的时候，里面

的阳光就没有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扫了许多

次，屋内还是一点阳光都没有。 

正在厨房忙碌的妈妈看见他们奇怪的举动，问

道：“你们在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房间太暗

了，我们要扫点阳光进来。”妈妈笑道：“只要把

窗户打开，阳光自然会进来，何必去扫呢？” 

 

秘诀：把封闭的心门敞开，成功的阳光就能驱

散失败的阴暗。 

 

 

一只蜘蛛和三个人 

转载网络 

雨后，一只蜘蛛艰难地向墙上已经支离破碎的

网爬去，由于墙壁潮湿，它爬到一定的高度，就会

掉下来，它一次次地向上爬，一次次地又掉下

来…… 

第一个人看到了，他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

“我的一生不正如这只蜘蛛吗？忙忙碌碌而无所

得。”于是，他日渐消沉。 

第二个人看到了，他说：这只蜘蛛真愚蠢，为

什么不从旁边干燥的地方绕一下爬上去？我以后

可不能像它那样愚蠢。于是，他变得聪明起来。 

第三个人看到了，他立刻被蜘蛛屡败屡战的精

神感动了。于是，他变得坚强起来。 

 

秘诀：有成功心态者处处都能发觉成功的力

量。 

 

 

请不要开错窗 

转载网络 

一个小女孩趴在窗台上，看窗外的人正埋葬她

心爱的小狗，不禁泪流满面，悲恸不已。 

她的外祖父见状，连忙引她到另一个窗口，让

她欣赏他的玫瑰花园。果然小女孩的心情顿时明

朗。 

老人托起外孙女的下巴说：“孩子，你开错了

窗户。” 

秘诀：打开失败旁边的窗户，也许你就看到了

希望。 

 

 

狮子和羚羊的家教 

转载网络 

 

每天，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非洲大草原上的

动物们就开始奔跑了。 

狮子妈妈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孩子，你必须

跑得再快一点，再快一点，你要是跑不过 慢的羚

羊，你就会活活地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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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个场地上，羚羊妈妈也在教育自己的

孩子：“孩子，你必须跑得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如果你不能比跑得 快的狮子还要快，那你就肯定

会被他们吃掉。” 

秘诀：记住你跑得快，别人跑得更快。 

 

 

 

 

 

 

 

 

 

 

 

 

 

如何使用 C51 库函数加速单片机程序开发 

培训天地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硬件研发部  来豫皖

下面对项目中常用的 C51 库函数进行介绍： 在单片机编程我们发现，很多函数操作经常出

现并且可以重复利用，而 C51 语言的编译器中包含

丰富的库函数，在产品开发中使用库函数可以大大

简化用户程序设计的工作量，提高编程效率，让你

站在了“巨人的肩上”，节省程序开发的时间和智

力投入。 

一、字符串函数的原型声明包含在头文件

STRING.H 中。在 C51 语言中，字符串应包括 2 个或

多个字符，字符串的结尾以空字符来表示，字符串

函数通过接受指针串进行处理， 

1.1 指定长度的字符串比较函数 C51库函数中的类型的选择考虑到了8051单片

机的结构特性，用户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应尽可能

地使用 小的数据类型，以 大限度地发挥 8051

单片机的性能，同时可以减少应用程序的代码长

度。 

*指定长度的字符串比较函数用于按照指定的

长度比较两个字符串的大小，函数原型如下： 

char memcmp(void*s1,void*s2,int 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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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s1 和 s2 为输入字符串，len 为比较的

长度。 

该函数的功能为逐个比较字符串s1和 s2的前

len 个字符，如果相等则返回 0，不相等返回一个

正数或者负数。 

项目实例中的应用：在有判断前后数据是否一

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方便快捷。 

1.2 字符串复制函数 

*字符串复制函数用于复制指定长度的字符

串，函数原型如下： 

char memcpy(void*dest,void*src,int len); 

*说明，dest 为目标字符串，src 为源字符串，

len 为复制的长度。 

该函数的功能是从src所指向的字符串中复制

len 个字符到 dest 字符串中，其返回值指向 dest

中的 后一个字符的指针。 

项目实例中的应用：此函数可以将分散在各处

的数据进行重组，集中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1.3 字符串填充函数 

*字符串填充函数用于按规定的字符填充字符

串，函数原型如下： 

char memset(void*s,char val,int len); 

*说明，s 为带填充的字符串，val 为填充字符

串，len 为填充的长度。 

该函数的功能是用字符 val 来填充字符串 s，

共填充 len 个单元。 

项目实例中的应用：此函数在初始化大容量数

组时特别方便，可以在每次数据操作后初始化数

据，避免未知的错误。 

1.4 获取字符串个数函数 

*获取字符串个数函数用于返回字符串中字符

总数，函数原型如下： 

char *strlen(char*s1); 

*其中，s1 为输入字符串，该函数的功能是获

取字符串 s1 中字符个数，返回值的大小不包括结

尾的字符串结束符。 

项目实例中的应用：在应用中经常要获取一个

数组的长度，这个函数很简单的解决了获取长度的

问题。 

二、I/O 函数主要用于数据的输入输出等操作，

C51 的 I/O 库函数的原型声明包含在头文件

STDIO.H 中，这些 I/O 函数使用 8051 单片机的串行

接口进行通信，因此，在使用之前需要先进行串口

的初始化。 

2.1 字符串读入函数 

*字符串读入函数用于从串口读入一个字符

串，其函数原型如下： 

char*gets(char*s,int n); 

*说明，s 保存读入的字符串，n 为字符串的长

度。该函数执行的操作是使用 getchar 函数从串口

读入一个长度为n的字符串，并存入字符数组s中，

如果遇到换行符，则结束字符的输入。输入成功时

将返回传入的参数指针，失败时返回空指针 MULL. 

项目实例中的应用：此函数在需要串口输入的

情况下使用较多，可实时接收输入。 

2.2 格式化输出函数 

*格式化输出函数用于按照一定的格式输出数

据或字符串，其函数原型如下： 

int printf(const 

char*fmstr[,argument]……); 

*说明，该函数的功能是以一定的格式通过

8051 单片机的串行口输出数值和字符串，其中第一

个参数 fmstr 是格式控制字符串，参数 argument

可以是字符串指针、字符或数值，该函数的返回值

为实际输出的字符个数。 

项目实例中的应用：该函数可以方便的输出一

个字符串，可以添加一些调试信息输出到电脑端，

验证程序的准确性。 

2.3 格式化内存缓冲区输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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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内存缓冲区输出函数用于按照一定的

格式将数据或字符串输出到内存缓冲区中，其函数

原型如下： 

*说明，该函数执行的操作是通过指针 s，将字

符串送入内存数据缓冲区，并以 ASCII 码的形式储

存。 

int sprintf(char*s,const 

char*fmstr[,argument]……); 

项目实例中的应用：此函数用于将不同类型的

数据进行组合，可以用字符数组的形式输出，显示

内容可以自定义。

 

 

 

 

 

 

 

 

 

 

 

 

 
神盾之家 

 

心语随笔 

战 胜 困 难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  秦芳芳 

     很早就报了名准备学车，可前期一直没有去学，直到考了理论一才开始正式的练车，在我

的想象中学车应该是蛮简单的，只要打好方向盘，脚下注意刹车跟油门就应该差不多了，可没想

到实际上手的时候会那么难啊，方向盘不知道该往打，不知道该打多少，离合、刹车、油门把我

弄得都快郁闷死了，每次去学车心里都紧张得很，我开始出错，教练开骂，越骂越错，几乎成了

个死循环，弄得现在一想起要去学车就有一种要崩溃的感觉啊。 
                     编辑部电话：0391-356216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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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想想真想放弃算了，反正不会开车的人多了，我干嘛要去受这份罪啊，可身边的不

少朋友都鼓励我说，没事的只要你静下心了，学车是很简单的，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想放弃啊，这

是绝对不行的，等你度过这个阶段，你就会觉得这根本就没什么啊，当初觉得很困难的事情回头

一看居然这么简单，只会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啊，想想也有道理，遇到困难就像是一道坎，如果你

不跨过去，那道坎就永远在那里啊，加油，困难不是 害怕的，丧失战胜困难的信心才是 恐怖

的啊！                  

 

习 惯 

                                   焦作市神盾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  秦芳芳 

一段时间没写什么东西了，发现提起笔竟然有种很陌生、无从下笔的感觉，很多年的习惯居

然会由于一时的改变而变得茫然，看来习惯也是个不可靠的事情啊。 

现在回头想想，每天做的很多事情里到底哪件事是自己真正喜欢，或者真正必须要做的，还

是只是习惯于每天要做这件事情啊，不管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但是这件事做了很久，做到

就像吃饭一样，每天不做就感觉少了点儿什么，习惯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它能让你持续去

做一件你并不喜欢的事情。 

想起小时候，自己是一个很喜欢睡懒觉的人，每逢到放假都恨不得睡到日上三竿，都没有上

午啊，后来父母为了让自己改掉这个坏习惯，就在一个暑假的时候，每天早上叫起来去锻炼。结

果，到假期的 后，发现不用叫，每天到那个点就自己起来了啊，所以说好的习惯也是要靠自己

养成的啊。 

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很多时候公司的制度就是要让我们养成这个习惯，等养成了之后，

你就后发现很多事情之前想起来觉得很难，很不好坚持，其实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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