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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嵌入式系统是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机技
术为基础，并且软硬件可裁剪，适用于应
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
耗有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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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德州仪器(TI)推出针对便携式高清(HD)视频产品
市场的最新达芬奇(DaVinci)处理器

v瑞萨科技公司推出专为车辆信息终端提供图像
识别处理功能的SoC产品SuperH系列SH77650

vARM发布Cortex-A9处理器系列
vMIPS推出新型RISC的32位MPU内核，该IP核包
含一个超标量体系结构以及用于一系列高性能
应用的乱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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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级：建立IP单元库，根据应用的要求把
相应IP配置在一块芯片中
v芯片级：根据IP产品要求，可选用相应处
理器和接口芯片，配置成相应的嵌入式系
统

v模块级：以嵌入式处理器配置成的计算机
系统各部件以模块形式嵌入式到应用系统
中，常用于工业控制和仪器仪表中。



远见品质

v芯片级：
ØSOC设计

v系统级：
Ø芯片 + 嵌入式操作系统 + 可编程逻辑器件

v模块级：
Ø芯片 + 嵌入式操作系统 + 可编程逻辑器件 +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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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indows CE 
vuC/OS
vPalm OS
vSymbian
vLinux
vucLinux
vVxWorks
vQNX

典型性能指标：

•内核大小：几K～几百K
•调度时间片：1ms
•实时进程/线程响应时间：20～40us
•普通线程响应时间：20us～几百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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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完成单个或一组联系紧密的功能（Cell phone,与
通用计算机不同）

ü通常需要运行复杂的一种或多种算法

ü通常需要提供精巧的界面

v性能和实时性要求很高：在规定的时限内必须
完成规定的操作

ü硬实时：超过时限完成任务没有意义

ü软实时：超过时限完成对任务有影响

v低成本、高可靠性、功耗、有限的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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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嵌入式系统是将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半导
体技术和电子技术与各个行业的具体应用
相结合后的产物。

v这一点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技术密集、
资金密集、高度分散、不断创新的知识集
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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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嵌入式系统和具体应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它的升级换代也是和具体产品同步进行
，因此嵌入式系统产品一旦进入市场，具
有较长的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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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机目标机 软件软件 宿主机宿主机

XX 开发工具开发工具 √√

XX 源代码源代码 √√

√√ 调试器调试器 √√

√√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 √√

√√ 可执行程序可执行程序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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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手持设备

v家用消费

v医疗设备

v汽车电子

车载娱乐产品在汽车电子市场中的地位
不断提高，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

16.5%。

车载娱乐产品在汽车电子市场中的地位车载娱乐产品在汽车电子市场中的地位
不断提高，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不断提高，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

16.5%16.5%。。

07年美国车载电子将增长至97亿美元0707年美国车载电子将增长至年美国车载电子将增长至9797亿美元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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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Broadcom BCM2044S蓝牙手机方案
v 3D封装技术解决芯片封装日益缩小的挑战
v Encore软件在电子版单声部视唱教材中的应用
v 低成本数码相框解决方案

v Renesas嵌入式蓝牙解决方案BTDS5
v 用于PDA/智能电话的多功能键和游戏键控制编程
v 基于LPC2292的手持JPEG图像显示器设计
v 飞思卡尔i.MX27芯片PMP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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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PLC在冰蓄冷中央空调系统控制中的应用
v 基于HHBF561的家庭网关平台的研究与设计
v 基于AT91SAM9261的大型除尘器控制系统
v 用于家用制冷系统解决方案的低成本数字信号控制器

v 基于ARM的智能家居远程控制系统设计
v 基于MB90F462的智能家居数据采集卡设计

预估到2015年前，全球智能机器人的相
关产值将达到2,000亿美元
预估到预估到20152015年前，全球智能机器人的相年前，全球智能机器人的相
关产值将达到关产值将达到2,0002,000亿美元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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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基于MOSFET控制的PWM型直流可调电源的研制
v 军用嵌入式系统的可靠性设计

v 飞思卡尔MC33927三相FET预驱动方案
v 泓格I－8000在锅炉智能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v 基于泓格I-8811嵌入式控制器的电站废水处理的控制系
统

未来几年中国MCU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预计2006年-2010年这5年间市场的年均
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2.1%，到2010年时
其市场规模将达到804.2亿元。

未来几年中国未来几年中国MCUMCU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预计预计20062006年年--20102010年这年这55年间市场的年均年间市场的年均
复合增长率将达到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2.1%22.1%，到，到20102010年时年时
其市场规模将达到其市场规模将达到804.2804.2亿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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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一种高危心脏病人远程实时监护系统的原型研制

v 医疗行业监护仪的应用方案

v 华北工控嵌入式主板在医用多参数床旁监护仪中的应用

v 基于虚拟仪器的胎儿心电图仪的研制

v 利用模拟芯片帮助治疗脊髓受损者

2006年大陆医疗电子企业产品总销售收
入达25.55亿美元，同比增长36.2%。预
计2008年，可达40.78亿美元

20062006年大陆医疗电子企业产品总销售收年大陆医疗电子企业产品总销售收
入达入达25.5525.55亿美元，同比增长亿美元，同比增长36.2%36.2%。预。预
计计20082008年，可达年，可达40.7840.78亿美元亿美元

中国大陆已拥有医疗电子
生产企业830多家
中国大陆已拥有医疗电子中国大陆已拥有医疗电子
生产企业生产企业830830多家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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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RM W90N740芯片及其在税控机和路由器上的应用
v 研祥EIP在中石化加油站工程中的解决方案
v 个人信息保护的RFID标签信息读取模块设计
v SD-300C酒店客房控制系统方案
v 基于TCP/IP网络型客房信息与控制系统方案
v RFID技术应用于集装箱领域的解决方案分析
v 烟草专卖终端系统解决方案

v 税控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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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精简、健壮的内核

v友好、漂亮的GUI
v安全、快速的网络通讯接口

v功耗、性能的矛盾与平衡

v轻巧、分布式的数据库相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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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如何在嵌入式系统中整合WLAN宽带通信，是
嵌入式系统应用中的一个热点

vWiFi是Wireless Fidelity的缩写，专指
IEEE802.11b无线标准，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已
批准WiMAX无线宽带接入技术成为移动设备的
全球标准

v到2008年第二季度前，北京市275平方千米的范
围内将设置9000个WLAN接入点，以及150个
WiMAX基站，覆盖北京市90%的主要街道。

v你了解哪些无线接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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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PTV（交互式网络电视）做为一种利用宽带或有线电视
网，集互联网、多媒体、通讯等多种技术于一体，向家
庭用户提供包括数字电视在内的多种交互式服务的崭新
技术
Ø 基于PC的终端系统
ü沿用互联网视频的应用形式

Ø 基于STB的终端系统
ü支持视频点播、组播和Internet浏览以及短消息、可视业务和
网络游戏

Ø 移动终端系统
ü3G手机

v你知道机顶盒有哪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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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多核技术

v虚拟化技术

vSOA
vWiMAX
vHSPA

v身份管理技术

vTD-SCDMA
v45纳米工艺
vRuby
v移动无线数字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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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掌握编程技术
ØC、C++

v掌握操作系统原理
ØLinux、uCOS

v掌握网络技术
ØTCP/IP

v掌握接口技术
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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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具有很强的编程能力？
2. 是否了解某种硬件的体系结构？
3. 是否了解某种操作系统核心？
4. 是否对微机/单片机接口有清晰的认识？
5. 是否能读懂协议？
6. 是否了解网络、通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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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