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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智能技术 嵌入式系统嵌入式智能技术‐嵌入式系统

• 嵌入式行业背景嵌入式行业背景
– 嵌入式系统——后PC时代(美国Business Week)的
中流砥柱中流砥柱

• 嵌入式系统—无处不在

• 嵌入式开发—当今计算机应用 热门领域之一嵌入式开发 当今计算机应用 热门领域之

• 产业—带来可观的利润

• 人才‐‐‐非常紧缺（年薪较高）人才 非常紧缺（年薪较高）
– 入行门槛较高

– 初入门的嵌入式开发人员年薪一般都能达到4‐7万元

年以上经验的人员年薪都在 万元以上– 3年以上经验的人员年薪都在10万元以上

– 10年工作经验的高级嵌入式工程师年薪在30万元左右



嵌入式智能技术‐嵌入式系统

• 嵌入式系统一般指非 PC 系统，有计算机功能但又不称之
为计算机的设备或器材。它是以应用为中心，软硬件可裁

嵌入式智能技术 嵌入式系统

为计算机的设备或器材。它是以应用为中心，软硬件可裁
减的，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
等综合性严格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 它一般由嵌入式微处理器、外围硬件设备、嵌入式操作系
统以及用户的应用程序等四个部分组成，用于实现对其他
设备的控制 监视或管理等功能设备的控制、监视或管理等功能。



嵌入式系统发展概述嵌入式系统发展概述

20世纪70年代出现微控制器20世纪70年代出现微控制器

第一代：可编程控制器MCU形式
第二代：简单MPU+监控程序
第三代：Embedded OS+MPU第三代：Embedded OS+MPU
第四代：Internet+Embedded OS+MPU



嵌入式系统是怎么来的？

• 嵌入式系统的出现 初是基于单片机的。70年代单片机的

嵌入式系统是怎么来的

嵌入式系统的出现 初是基于单片机的。70年代单片机的
出现，使得汽车、家电、工业机器、通信装置以及成千上
万种产品可以通过内嵌电子装置来获得更佳的使用性能：
更容易使用 更快 更便宜 这些装置已经初步具备了嵌更容易使用、更快、更便宜。这些装置已经初步具备了嵌
入式的应用特点，但是这时的应用只是使用8位的芯片，
执行一些单线程的程序，还谈不上“系统”的概念。

• 早的单片机是Intel公司的 8048，它出现在1976年。之后
在 年代初 又进 步完善了 在它的基础上研在80年代初，Intel又进一步完善了8048，在它的基础上研
制成功了8051，这在单片机的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页，
迄今为止，51系列的单片机仍然是 为成功的单片机芯片，迄今为止，51系列的单片机仍然是 为成功的单片机芯片，
在各种产品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嵌入式系统是怎么来的？

• 从80年代早期开始，嵌入式系统的程序员开始用商业级的

嵌入式系统是怎么来的

从80年代早期开始，嵌入式系统的程序员开始用商业级的
“操作系统”编写嵌入式应用软件，这使得可以获取更短
的开发周期，更低的开发资金和更高的开发效率，“嵌入
式系统”真正出现了 确切点说 这个时候的操作系统是式系统”真正出现了。确切点说，这个时候的操作系统是
一个实时内核。嵌入式实时内核提供多任务、任务管理、
时间管理、任务间通信和同步、内存管理等重要服务。

• 这些嵌入式操作系统都具有嵌入式的典型特点：它们均采
用占先式的调度 响应的时间很短 任务执行的时间 以用占先式的调度，响应的时间很短，任务执行的时间可以
确定；系统内核很小，具有可裁剪，可扩充和可移植性，
可以移植到各种处理器上；较强的实时和可靠性，适合嵌可以移植到各种处理器上；较强的实时和可靠性，适合嵌
入式应用。



嵌入式系统是怎么来的？嵌入式系统是怎么来的

• 90年代以后，随着对实时性要求的提高，软件规模不断上
升，实时核逐渐发展为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TOS），并
作为一种软件平台逐步成为目前国际嵌入式系统的主流作为 种软件平台逐步成为目前国际嵌入式系统的主流。
除了几家老牌公司以外，还出现了Palm OS，WinCE，嵌入
式Linux 等嵌入式操作系统。

• 这些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的出现，使得应用开发人
员得以从小范围的开发解放出来，同时也促使嵌入式有了员得以从小范围的开发解放出来，同时也促使嵌入式有了
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嵌入式系统是怎么来的？

面向I 阶段

嵌入式系统是怎么来的

• 面向Internet阶段

• 21世纪无疑是一个网络的时代，使嵌入式计算机系统应用
到各类网络中去也必然是嵌入式系统发展的重要方向。到各类网络中去也必然是嵌入式系统发展的重要方向。

• 目前大多数嵌入式系统还孤立于Internet之外，随着
Internet的进一步发展，以及Internet技术与信息家电、工
业控制等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嵌入式设备与Internet的
结合才是嵌入式技术的真正未来。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
到来，为嵌入式系统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目前，嵌入到来，为嵌入式系统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目前，嵌入
式技术与Internet技术的结合正在推动着嵌入式技术的飞
速发展



应用前景及领域介绍应用前景及领域介绍

嵌 式系统 有 常广阔的应 前 将会 时• 嵌入式系统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人们将会无时无处
不接触到嵌入式产品，从家里的洗衣机、电冰箱，到作为
交通工具的自行车 汽车 到办公室里的远程会议系统等交通工具的自行车、汽车，到办公室里的远程会议系统等
等。

• 其应用领域可以包括：其应用领域可以包括：
– 工业控制：

– 交通管理：

– 信息家电：

– 家庭智能管理系统：

– POS网络及电子商务,自动售货机，各种智能ATM终端网络及电子商务,自动售货机，各种智能 终端

– 环境工程与自然：

– 机器人：



嵌入式系统应用到哪去？
 1、工业控制：基于嵌入式芯片的工业自动化设备将获得

长足的发展，目前已经有大量的8、16、32 位嵌入式微控
制器在应用中 网络化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减少

嵌入式系统应用到哪去

制器在应用中，网络化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减少
人力资源主要途径，如工业过程控制、数字机床、电力系
统、电网安全、电网设备监测、石油化工系统。就传统的
工业控制产品而言 低端型采用的往往是8位单片机 但工业控制产品而言，低端型采用的往往是8位单片机。但
是随着技术的发展，32位、64位的处理器逐渐成为工业控
制设备的核心，在未来几年内必将获得长足的发展。

• 2、交通管理：在车辆导航、流量控制、信息监测与汽车
服务方面，嵌入式系统技术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内嵌服务方面，嵌入式系统技术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内嵌
GPS模块，GSM模块的移动定位终端已经在各种运输行业
获得了成功的使用。目前GPS设备已经从尖端产品进入了
普通百姓的家庭，只需要几千元，就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你普通百姓的家庭，只需要几千元，就可以随时随地找到你
的位置。



嵌入式系统应用到哪去？

• 3、信息家电：这将称为嵌入式系统 大的应用领域，各
种移动设备 智能手机 冰箱 空调等的网络化 智能化

嵌入式系统应用到哪去

种移动设备、智能手机、冰箱、空调等的网络化、智能化
将引领人们的生活步入一个崭新的空间。即使你不在家里，
也可以通过电话线、网络进行远程控制。这些设备都属于
嵌入式设备嵌入式设备。

• 4 家庭智能管理系统：水 电 煤气表的远程自动抄表• 4、家庭智能管理系统：水、电、煤气表的远程自动抄表，
安全防火、防盗系统，其中嵌有的专用控制芯片将代替传
统的人工检查，并实现更高，更准确和更安全的性能。目
前在服务领域 如远程点菜器等已经体现了嵌入式系统的前在服务领域，如远程点菜器等已经体现了嵌入式系统的
优势。



嵌入式系统应用到哪去？

• 5、POS网络及电子商务：公共交通无接触智能卡
(C l S d CSC)发行系统 公共电话卡发行系

嵌入式系统应用到哪去

(Contactless Smartcard, CSC)发行系统，公共电话卡发行系
统，自动售货机，各种智能ATM终端将全面走入人们的生
活，到时手持一卡就可以行遍天下。

• 6、环境工程与自然：水文资料实时监测，防洪体系及水
土质量监测 堤坝安全 地震监测网 实时气象信息网土质量监测、堤坝安全，地震监测网，实时气象信息网，
水源和空气污染监测。在很多环境恶劣，地况复杂的地区，
嵌入式系统将实现无人监测。

• 7、机器人：嵌入式芯片的发展将使机器人在微型化，高
智能方面优势更加明显，同时会大幅度降低机器人的价格，智能方面优势更加明显，同时会大幅度降低机器人的价格，
使其在工业领域和服务领域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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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典型的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

应用软件

嵌入式操作系统

软件

嵌入式微处理器 外围设备 硬件



典型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流程典型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流程

开发开始开发开始

选择嵌入式处理器 硬件平台 嵌入式操作系统选择嵌入式处理器
与相关外围设备

硬件平台
的开发

嵌入式操作系统
的选择与开发

开发嵌入式应用
软件

系统测试 测试通过

通过 未通过

系统测试

开发结束

测试通过

开发结束



典型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开发方式典型嵌入式Linux应用程序开发方式

宿主机（通用
Linux下编辑代码
（vim或emacs）

或windows上编辑代码
（Source Insight或UltraEdit）

宿 机 用
pc）
Linux操作系
统或windows

Linux上交叉编译代码
（arm-linux-gcc test.c -o test）

系统中安装虚
拟机再装linux

宿主机上生成的程序下载到目标机
（利用tftp或nfs服务）

串口连接软件
（PuTTY或C-Kermit）

标机 序

网线 串口线

目标机（嵌入
式系统）目标机Linux操作系统下运行程序 式系统）
嵌入式Linux
操作系统



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特点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特点

嵌 式系统 集软 件 体的 独立 作的 件• 嵌入式系统是集软、硬件于一体的可独立工作的“器件”。
嵌入式系统的硬件部分包括微处理器及外设器件。软件部
分包括操作系统软件和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控制着系统的分包括操作系统软件和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控制着系统的
运作和行为；而操作系统则控制着应用程序编程与硬件的
交互作用。交 作用

• 在开发嵌入式系统应用软件时，与开发一般的微机应用软
件不一样，因为嵌入式处理器的处理能力和存储器的容量
都是有限的，因此嵌入式系统本身不具备自举开发能力，
而是必须有宿主机开发环境才能进行开发。



应用开发所需掌握主要技术点应用开发所需掌握主要技术点

C程序设计语言• C程序设计语言

• Linux系统下shell常用的命令，shell脚本

• Linux操作系统下的输入与输出I/O• Linux操作系统下的输入与输出I/O
– 对文件的打开，关闭，读数据，写数据，读写位置修
改改

• Linux操作系统下实现多任务的技术

– 多线程及线程间同步与互斥

– 多进程及进程间通信

• Linux操作系统下进程间网络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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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linux宿主机开发环境的搭建嵌入式linux宿主机开发环境的搭建

安装Li 操作系统• 安装Linux操作系统

– 基于虚拟机的ubuntu安装，先得下载ubuntu安装镜像

安装Vmware Tools 设置共享目录 实现实体机系统与– 安装Vmware Tools，设置共享目录，实现实体机系统与
虚拟机系统文件共享

– 配置vim，下载vim配置工具vim‐jeffy‐read配置vim，下载vim配置工具vim jeffy read
• 安装交叉编译工具，如arm‐linux交叉工具

• tftp和nfs服务安装与配置p
– tftp（简单文件传输的协议）实现主机与目标机文件传
输

网络文件系统）实现目标机挂载宿主机文件系统– nfs（网络文件系统）实现目标机挂载宿主机文件系统，
方便开发时传输文件



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工具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工具

嵌入式Li 应用开发使的工具主要有以下四个• 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使的工具主要有以下四个

• vim文本编辑器• vim文本编辑器，

• gcc编译器，

• gdb调试器• gdb调试器，

• make工程管理器



vim文本编辑器vim文本编辑器

Li 下的编辑器就像 i d 下的记事本 写字板 样• Linux下的编辑器就像windows下的记事本、写字板一样，
完成对所录入文字的编辑功能。

• Vi、Vim（ Vi IMproved）是应用 广泛的文本编辑器之一。
Vim是从 vi 发展出来的一个文本编辑器。其代码补全、编
译及错误跳转等方便编程的功能特别丰富，是为程序员设译及错误跳转等方便编程的功能特别丰富，是为程序员设
计的文本编辑工具，在程序员中被广泛使用。

几乎所有的 系统缺省安装 或• 几乎所有的Linux系统缺省安装Vi或Vim



gcc编译器gcc编译器

是GNU C li C ll ti 的简称（GNU编译器套装）• gcc是GNU Complier Collection的简称（GNU编译器套装），
它是GNU项目中符合ANSI C标准的编译器，它是一套以
GPL 及 LGPL 许可证所发行的自由软件

• 它能够编译C,C++和Object C等语言编写源程序。

• gcc具有跨平台特性，支持几乎所有主流处理器平台，可
以在如x86、ARM上编译可执行程序的超级编译器，其执
行效率与 般编译器相比平均高行效率与一般编译器相比平均高20%~30%

• 在Linux编译工具中 gcc是功能 强大 使用 广泛的软• 在Linux编译工具中，gcc是功能 强大，使用 广泛的软
件。



gcc编译器gcc编译器

将 个用C语言编写的 源文件编译为 个可执行文件• gcc将一个用C语言编写的.c源文件编译为一个可执行文件
需经过以下四个步骤

– 预处理预处理

– 编译

– 汇编汇编

– 链接



gdb调试器gdb调试器

Li 下的 db调试器 是 款GNU组织开发并发布在• Linux下的gdb调试器，是一款GNU组织开发并发布在
Unix/Linux下的程序调试工具，虽然它没有图形化的界面，
但它的功能可以说相当强大，足以与很多商业化的调试工但它的功能可以说相当强大，足以与很多商业化的调试工
具相媲美。

• 与其它商业化的调试工具不同，gdb调试的是可执行程序，
而不是程序源文件 因此使用 db前需重新编译源文件而不是程序源文件，因此使用gdb前需重新编译源文件，
在可执行文件中加入必要的调试信息。



gdb调试器gdb调试器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功能• gdb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功能：

– 启动你的程序，可以按照你的自定义的要求随心所欲
的运行程序的运行程序。

– 可让被调试的程序在你所指定的断点处停住。

当程序停住时 可以检查此时你的程序中所发生的事– 当程序停住时，可以检查此时你的程序中所发生的事。

– 动态的改变你程序的执行环境。



make工程管理器make工程管理器

k 工程管理器实际上是 个“自动编译管理器” “自• make工程管理器实际上是一个“自动编译管理器”，“自
动”的含义是它能够根据文件的时间戳自动发现更新过的
文件而大大减少编译的工作量。文件而大大减少编译的 作量

• make工程管理器是通过读入Makefile文件的内容来执行大
量的编译工作。用户只需要编写一次简单的指导编译语句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 它大大提高了实际项目的工作效率，而且几乎所有的Linux
下的项目编程均会涉及到make工程管理器。下的项目编程均会涉及到make工程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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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仓储管理系统物联网仓储管理系统

传统的仓库管理 般依赖于 个非自动化的 以纸张文• 传统的仓库管理，一般依赖于一个非自动化的、以纸张文
件为基础的系统来记录、追踪进出的货物，完全由人工实
施仓库内部的管理，因此仓库管理的效率极其低下。

• 对此，我们基于ZIGBEE 无线通信,RFID无线射频技术和嵌入
式技术设计了仓库智能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够增强库房作式技术设计了仓库智能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够增强库房作
业的准确性和快捷性、减少整个仓库物资出入库中由于管
理不到位造成的非法出入库、误置、偷窃和库存、出货错
误等损失 并 大限度地减少储存成本 保障仓库物资的误等损失，并 大限度地减少储存成本、保障仓库物资的
安全。



仓储物流管理仓储物流管理
物流环节物流环节物流环节物流环节



项目需求项目需求

在 厂区有相距并不太远的两个食品仓库 相知道各仓库• 在一厂区有相距并不太远的两个食品仓库，相知道各仓库
的实时温湿度，光照强度等数据

• 想用刷卡的方式来管理仓库货物的进出情况，自动记录出
入库时间，货物类型、数量等信息

• 可以独立设置各仓库温湿度及光照强度等存储环境条件的
上下限，当环境条件超过设定上下限会报警如蜂鸣器响，
而且要求有相应自动控制措施比如风扇开或关而且要求有相应自动控制措施比如风扇开或关

• 厂区内有主控制室与仓库距离不远 不想布线 想在主控• 厂区内有主控制室与仓库距离不远，不想布线，想在主控
制室里能实时看到各仓库的实时温度，湿度，光照强度以
及各仓库当前存储食品数量及类型。



项目需求项目需求

主控制室无人值班时 想用摄像头实时监控 当有人入侵• 主控制室无人值班时，想用摄像头实时监控，当有人入侵
主控制室要能自动抓拍照片

• 当主控制室发生火灾，外人入侵等异常时，要给当天值班
的人员发送报警短信

• 可以在厂区内办公室通过局域网来查看仓库的各种信息包
括环境信息和货物信息，以及设定温湿度、光照报警的上
下限 并且能控制仓库中 扇 蜂鸣器 作 修改报警短下限，并且能控制仓库中风扇、蜂鸣器工作，修改报警短
信发送号码，手动抓拍照片

• 厂区里覆盖wifi信号，巡查人员或办公室人员利用支持wifi
的设备可以进行查看或设置仓库信息与环境参数上下限



硬件平台1硬件平台1
A8: ARM Cortex‐A8处理器是第一款基于ARMv7架构的应

用处理器用处理器。
A系统处理器广泛用于消费电子



硬件平台2硬件平台2

M0：ARM Cortex‐M0处理器，是市场上现有的
小 能耗 低 节能的 处理器小、能耗 低、 节能的ARM处理器。
M系统处理器在微控制器应用方面很有竞争力。



项目分析项目分析

• 三大模块：

–1.信息处理中心 A8

2 信息显示中心 h l网页 CGI程序–2.信息显示中心 html网页+CGI程序

–3.信息采集中心 M0信息采集中



信息处理中心（A8）主要功能信息处理中心（A8）主要功能
• 通过zigbee模块接收M0发送两种类型信息：
• a 仓库环境信息• a、仓库环境信息
• b、货物相关信息
• 对信息进行加工对信息进行加工
• a、仓库环境信息存入共享内存供网页实时显示
• b、仓库货物信息放在数据库中供查询（移植sqlite3）

模 鸣 信• 通过zigbee模块将对M0板的风扇/蜂鸣器/LED控制信息发
给M0

• 轻量级web服务器boa和CGI程序实现通过网页查看及操作轻量级web服务器boa和CGI程序实现通过网页查看及操作
整个仓储系统

• 视频服务器mjpg_streamer实现摄像头采集实时图像显示到
网页上网页上

• 串口连接GPRS模块通过短信进行报警
• WIFI模块连接无线路由器实现无线接入局域网WIFI模块连接无线路由器实现无线接入局域网



信息处理中心 A8框图信息处理中心 A8框图

GPRS ZigBee

（主程序）A8数据处理中心

GPRS ZigBee

（主程序）A8数据处理中心

CGI

仓库灯
Camera视频服务器消息队列

有名管道

Boa服务器
数据库

Sqlite3

CGI
蜂鸣器 红外监控

WIFI（无线）网线

(Brower)浏览器



信息显示中心主要功能信息显示中心主要功能

1、网页html提供系统信息显示及控制界面

程序与主程序进行交互2、CGI程序与主程序进行交互

从共享内存读取环境数据实时显示到网页

将页面上控制命令发送给主程序将页面上控制命令发送给主程序



信息采集中心M0信息采集中心M0

M0系列开发板是个很好的传感器控制单元 它上面集成• M0系列开发板是个很好的传感器控制单元，它上面集成
了很多传感器及外围硬件设备

• 有温湿度传感器、光照传感器和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可采
集 度信息 光 信息 轴加 度信息
有 度传 光照传 和 轴加 度传 可采
集温湿度信息、光照信息和三轴加速度信息

• 具有LED、数码管、风扇、蜂鸣器等供控制硬件
• 另有128*64点阵OLED屏可显示信息• 另有128*64点阵OLED屏可显示信息
• RFID模块可进行射频刷卡
• zigbee模块可进行无线通信，向信息处理中心发送采集到g 模块可进行无线通信，向信息处理中心发送采集到

环境信息及货物信息，并接受来自信息处理中心的控制



信息采集中心M0框图

温湿度传感器 ZigBee

信息采集中心M0框图

温湿度传感器 ZigBee

M0数据采集节点

LED灯 RFID射频卡

风扇 光照传感器

Buzzer(报警器) 三轴加速传感器



主程序中用到的线程主程序中用到的线程

1、GPRS线程1、GPRS线程

2、摄像头拍照线程

3、数据库操作线程
4 M0控制命令发送线程4、M0控制命令发送线程
5、M0信息接收线程

6、M0信息处理线程

7、红外（按键）检测线程

8、LED控制线程

9、蜂鸣器控制线程9、蜂鸣器控制线程

10、SMS（短信）模块控制线程

11、网页请求接收线程

12、共享内存刷新线程

13、风扇控制线程



该项目中涉及主要技术点该项目中涉及主要技术点

● Cortex‐A8的ARM处理器技术
● Linux操作系统移植技术(Uboot移植、内核移植、文件系
统构建)
● Linux设备驱动技术（针对开发平台上的多种接口 I2C● Linux设备驱动技术（针对开发平台上的多种接口：I2C
、SPI、IO等）
● Linux多进程、多线程、IO、网络编程技术● Linux多进程、多线程、IO、网络编程技术
● sqlite嵌入式数据库技术
● GPRS技术、RFID识别技术、WiFi无线上网、ZigBee组网
技术技术
● 基于Cortex‐M0的ARM技术

www.hqyj.com 2014-1-13



内容提纲内容提纲内容提纲内容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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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所处层面所需技术2

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编程环境及工具3

物联网仓储管理系统讲解4

5 嵌入式Linux系统在其它领域典型应用5



现实中的嵌入式系统现实中的嵌入式系统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嵌入式系统已经在很大程度改变
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方式，而且这些改变还在
加速。即使不可见，嵌入式系统也无处不在。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使用各种嵌入式系统 但未必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各种嵌入式系统，但未必知
道它们。

•高档汽车中也有多达几十个嵌入式系统高档汽车中也有多达几十个嵌入式系统
•几乎所有带有一点“智能”的家电（全自动洗衣
机、电脑电饭煲…）都是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广泛的适应能力和多样性，使得视听
、工作场所甚至健身设备中到处都有嵌入式系统。



现实中的嵌入式系统现实中的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技术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嵌入式技术在军事方面的应用

阿富汗参加反恐作战的
“赫耳墨斯”价值4万美
元，可携带2架摄像机，元，可携带2架摄像机，

发挥了很好作用。



智能机器人智



嵌入式系统示例 汽车控制系统• 嵌入式系统示例 ——汽车控制系统



• 嵌入式系统示例 ——汽车控制系统• 嵌入式系统示例 ——汽车控制系统

后车门
控制系前车门

尾灯控
制系统

控制系
统

前车门
控制系
统

发动器 制系统发动器
控制系
统 所有的控

制系统都
是一个完
整的嵌入整的嵌
式系统

马达

控制器

车灯

座椅控
制系统

车灯



基于Internet的嵌入式系统基于Internet的嵌入式系统



物联网物



门禁及物品管理门禁及物品管理

 身分身分查验查验((门禁管制门禁管制))
资料中心资料中心RFIDRFID标签标签 RFID readerRFID reader

资料显示资料显示

RFIDRFID标签标签 RFID readerRFID reader

 动物动物//物品物品管理管理

RFIDRFID标签标签
资料中心资料中心

RFIDRFID标签标签

Handheld readerHandheld reader 资料显示资料显示



资产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

RFID资产管理系统依托RFID远程识别、实时、

动态数据采集的技术优势 实现对资产入库 移

资产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

动态数据采集的技术优势，实现对资产入库、移
动、使用、报废等整个生命周期的动态管理，有
效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降低管理和运营成本效提高资产使用效率、降低管理和运营成本。

RFID资产管理系统

资产入库 资产报废

资产移动



智慧医疗环境智慧医疗环境
以物联网技术为特征的感知医疗
提供医疗过程安全控制，降低事故

智慧医疗环境智慧医疗环境

城市中心医院城市中心医院

发生率，降低劳动强度。
提供无所不在的医疗服务，形成高

效和资源共享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数据中心数据中心

政府机构（卫生、政府机构（卫生、
医保、新农合等）医保、新农合等）

效和资源共享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医疗过程安全控制医疗过程安全控制
及溯源系统及溯源系统

县市级医院县市级医院
数据中心数据中心

城乡居民城乡居民

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相关医疗卫生机构
（疾控、卫生监督、（疾控、卫生监督、
血液、急救等）血液、急救等）

专利1：基于数字标签的药品摆药、配发
及溯源的系统和方法

专利2：基于事件驱动的导医信息服务系 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血液、急救等）血液、急救等）专利2：基于事件驱动的导医信息服务系
统及其工作方法

卫生部
“医疗过程管理控制物联网应用项目”“医疗过程管理控制物联网应用项目”



智慧医疗综合服务系统智慧医疗综合服务系统

1 医院过程安全控制

 “看病有保障、看病更方便”

医疗过程安全控制子系统1

智慧医疗综合服务系统智慧医疗综合服务系统

 看病有保障、看病更方便

 医疗过程安全控制

 随访安排、查询

 病源筛查、统计

医生移动工作站

随访管理 病源管理健康教育 医疗过程安全控制

2 远程医疗服务

 医生移动工作站

 短信广播站

中 帮

移动通信网

2 3
 中心医院与社区医院结对帮扶

 实现“看病更方便”

 实现“看病少花钱”

 专业的动态血压/心电实时检测

医生工作站 智慧医疗系统

2 3

3 个人保健服务

 WEB自助服务

 医生工作站

中心医院
动态实时监控 WEB功能展

示

社区医院 蓝牙

私人保健医生

医生工作站

呼叫中心
医院

 实现“平时少得病”

 个人健康档案管理

 保健客服中心

3 个人保健服务 社区医院 蓝牙
WEB自助

医生工作站
终端号码注册

个人

 保健客服中心

 个人心电、血压、体重等监测
简单易用

 私人健康保姆
远程医疗服务子系统

血压计心电监测仪
医疗心电监测仪

医疗血压计

个人保健服务子系统

个人WEB自服务 体重计 血糖仪



新生儿安全防护新生儿安全防护

电子标签

医院管理
婴
儿

防盗

管儿
房
门
禁

视频采集 视
辨别
身份

频采集
频
探
视

电子标签

婴儿识别系统： 辨别身份
婴儿视频探视系统：亲属探视
婴儿住院管 系统 住院管婴儿住院管理系统：住院管理
婴儿探视管理系统：探视管理
智能安全门系统： 婴儿防盗



商品防伪及溯源商品防伪及溯源商品防伪及溯源商品防伪及溯源

防伪验证

质量追溯质量追溯

流通追溯

酒类溯源管理应用

短信
彩信

终端查询机
WEB

流通追溯

直达用户和分销商
的增值服务酒类溯源管理应用

全面追溯生产到销售所有环节

WEB
WAP

的增值服务

原料 酿造 发酵 储存 物流 分销 零售



智慧博物馆服务系统智慧博物馆服务系统

位置服务

展品动态介绍

智慧博物馆服务系统智慧博物馆服务系统

• 以物联网技术为特征的
技术应用，为游客提供

路线指导

游客帮助

位置服务位置服务

技术应用，为游客提供
更舒适更高质量服务

位置服务位置服务

智慧博物馆智慧博物馆
服务系统服务系统

展品动态介绍展品动态介绍

系统平台系统平台

环境监测环境监测

游客游客

服务系统服务系统

管理员管理员
展品动态介绍展品动态介绍

视频监控视频监控

游客游客 管理员管理员

• 以物联网技术为特征的技
术应用，提供更加完善，
更加安全的管理机制。

帮助指导帮助指导

视频监控视频监控
视频监控

人员定位

环境监测

更加安全的管理机制。 展品监管



智慧博物馆手机视频监控智慧博物馆手机视频监控智慧博物馆手机视频监控智慧博物馆手机视频监控

•随时随地，即时有效

•实现移动化、智能化管理

•远程报警后迅速确认报警

使用灵活方便，操作简单•使用灵活方便，操作简单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