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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周立功单片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单片机与嵌入式系

统行业的领军企业，由周立功先生于 1999 年在广州创立。凭

借 10 余年的专注努力，目前拥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

深圳、成都、重庆、武汉、香港等多家分公司，近 500 位研发

工程师，销售产品从传统的单片机，发展为 ARM7/ARM9、

Cortex-M0/Cortex-M3、FPGA、DSP、汽车电子、智能识别、

电源器件、模拟器件、存储器件等整套微控制器。

2001 年，周立功又投资注册了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开

始自主研发的征程。致远电子以嵌入式系统软硬件技术为核心，

推出了工控整体解决方案、测量与分析仪器、智能楼宇控制等

众多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连续多年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是

逻辑分析仪国家标准的参与制订者、iCAN 通讯协议国家标准的

起草者、微软嵌入式银牌合作伙伴。

公司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主动承担企业对社会的责任，

持续投身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事业，联合和资助众多高校进行卓

越工程人才培养的探索。公司创立周立功“3+1”创新教育高

校联盟，在与高校联合进行人才培养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

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建立了校企联合人才培养

的双赢机制。公司作为引领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与国内其他

企业和高校一起努力探索中国工程教育中大学与企业的合作之

路，努力为中国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为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和社

会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6 年，公司正式成立大学计划小组，开始国内全方位的

大学计划。创司之初，便根据研发一线的经历编写书籍，至今已

累计出版周立功品牌书籍 40 余册。被全国各大高校采用为教材。

2006 至 2008 年间大学计划事业部连续举办了三届“ZLG 杯中

国大学生 ARM 嵌入式系统设计竞赛”，2007 年到 2008 年与

Actel 公司合作举办了两届“Actel 杯中国大学生 FPGA 设计竞

赛”，累计参赛高校过千。2007 年到 2008 年与中国计算机学

会嵌入式体统专业委员会合作在长三角地区举办了两届电脑鼠走

迷宫竞赛，2009年至2010年扩大到全国范围电脑鼠走迷宫竞赛，

反响强烈。“2010 全国电脑鼠走迷宫竞赛”共有全国 14 个赛

区的 170 所院校的 360 支队伍参加，其中包括台湾的南台科技

大学代表队，2012 年更将规模扩展到近 500 支代表队参加初赛，

58 所院 96 支代表队参加决赛。创立的周立功“3+1”创新教育

模式，已在南华大学、江西理工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西安

邮电学院、宁波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东华理工大学、东北林业

大学等高校成功运行。

周立功的大学计划工作，开辟了国内公司支持高校教育的先

河。止至 2014 年底，周立功大学计划已经拥有包括校企联合培

养计划、实验室共建计划、科技竞赛执行计划、大学系列产品计

划、创新教育计划在内的多种开展角度及方式，并独创 3+1 创

新教育模式。

周立功“3+1”创新教育模式有别于前三年在学校培养、后

一年到企业培训的传统“3 ＋ 1”模式，本“3 ＋ 1”创新教育

模式是指“3 个紧密结合——教与学、理论与实践、学校与企业

紧密结合 + 全面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

企业介绍 企业大学计划发展历程

企业篇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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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立之初，周立功单片机便致力于将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消费者，这是企业

的目标，也是 ZLG 人的使命，正是这种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世界的一小部分的梦想，

促进者 ZLG 人前进的永恒动力。

在为客户提供一流品质服务的同事，ZLG 人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在行业的积累为热爱

这个行业，即将踏入这个行业的大学生以及初级工程师打开一扇窗子，希望能用大量完善

免费的资料，成熟的培训理念的教材教法，帮助新人快速掌握嵌入式核心技能，缩短前期

的迷茫摸索时间。正是这种渴望做一些的事情来帮助大家的荣誉感，促使了 ZLG 人强烈的

进取心和责任感，用实际行动维护团队的荣誉和尊严。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广州周立功单片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校企合作大事记：



致远电子 | 世界因我们而不同

“3 ＋ 1“创新教育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教育主管部门的肯定，

引起了社会与媒体的广泛关注。据百度搜索，与本成果相关的网页有 600 余篇，

《科学时报》以《“3+1”模式凝聚高校与企业的力量》为题长篇报道了本教

学成果。中国教育电视台更是专访了“3+1”创新教育改革，在中央电视台的《新

闻联播》节目中也做了专题报道。

大学本科有四年时间，3+1 创新教育模式以“四个晋级阶梯”的人才培养

模式规划四个阶段的课程体系。下面列出了每个阶段必须开设的课程，并对每

个阶段的人才培养加以说明。

a. 大一阶段每个学生必须有 5000 行以上的 C 语言程序设计经验，在暑假

期间主办 C 语言程序设计强化训练班并主办 C 程序竞赛。

b. 大二阶段学生必须完成电子技术的学习，具备良好的电子系统设计能力，

在暑假开办电子设计强化训练班并主办电子设计竞赛。

c. 大三阶段学生必须完成的嵌入式系统的技术学习（软、硬件），在暑假

期间开办嵌入式系统设计强化训练班，然后参加全国或省级大学生电子竞赛。

d. 大四阶段全力以赴开展高级嵌入式系统应用设计教学与训练（工程项目

开发），并完成高水平的毕业设计。

首创“3+1”创新教育模式

“3+1”
"3+1"	Innovative	Education	Development	Mode

创新教育发展模式篇

平时训练 暑期强化训练 参加竞赛

大一 C语言程序设计训练（完成5000行以上代码） C语言强化班 C语言程序设计竞赛

大二 电子技术动手训练 电子设计强化班 电子产品设计竞赛

大三 嵌入式系统软硬件训练 嵌入式系统设计强化班 全国或省级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大四 工程项目开发训练 － －

第一期3+1班教师培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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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高校培养中常见的由于人均占有教学资源不足所引起的教学质量问题，“3 ＋ 1”创新教育模式，采取了企业赞助，高校专项资

金补充的方式，使得 3+1 实验班的配套教室满足人手一台电脑、一套开发板、一块逻辑分析仪、一套实验工具（数字万用表、电烙铁、焊锡丝、

钳子、小螺丝刀等），一个小组（由三人组成）有一套由数字电源、信号发生器、数字或模拟示波器组成的电路调试测试平台。

在满足基本配置的基础上，学校再为专用教室配备 1 台电脑，1 套电脑桌，1 个投影仪、投影屏，一套音响设备，用于多媒体教学。同

时教室内开通因特网，方便学生学习。

“3 ＋ 1”创新教育模式，采取学生自主管理模式，学生自主管理，依据各高校情况差异，拥有每日晨跑，每日讲坛，每周专题技术分

享等各类常规活动，丰富同学们的学习生活。 

完善的实验室配备

学生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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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在系列报道《大学生就业季 • 服务台》中专题报道 3+1 创新教育模式，以及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毕

业生就业工作。

报道中说：“企业对毕业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这也让很多采用校企合作方式培养学生的高校尝到了甜头。

江西理工大学（“3+1”模式下的）近 3 届毕业生都实现了 100% 的就业率，今年的毕业生也很抢手。”

媒体报道

周航慈教授讲课

“3+1”班校运会方阵

中央电视台教育人生节目对3+1创新模式做出的专题报道：

“3+1”班校运会方阵

周立功教授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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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教育的过程中，科技竞赛带来助益是有目共睹的，配合创新教育模式的开展，周立功单片机在高校间牵头组建诸多大学

生电子协会、机器人协会等社团，在老师和企业工程师的指导下，在各种工程实践训练与大学生科技竞赛中提高实践能力。

每年在大一、大二、大三年级分别举办全校性的软件设计、电子设计、嵌入式系统设计（如 IEEE 标准电老鼠走迷宫赛）等学

科竞赛，提供一个互相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以竞赛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电子、机器人、电脑鼠、ROBOCUP 大赛，

通过大赛检验学习效果，锻炼能力。一个成功作品的展示既扩大了影响力，又使学生充满成就感，激发学习动力。ZLG 大学计划把

学习由一个枯燥的过程变成一个充满乐趣、激发脑力、锻炼能力、充满活力的过程。

高校赛事篇
University	Events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在系列报道《大学生就业季 • 服务台》中专题报道 3+1 创新教育模式，以及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毕

业生就业工作。

报道中说：“企业对毕业生的实际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这也让很多采用校企合作方式培养学生的高校尝到了甜头。

江西理工大学（“3+1”模式下的）近 3 届毕业生都实现了 100% 的就业率，今年的毕业生也很抢手。”

ZLG杯中国大学生ARM嵌入式系统设计竞赛

双足仿生运动机器人外观 双足仿生运动机器人的LM3S1138核心控制板

双足仿生运动机器人表演踢足球 福州大学，
基于LM3S1138的聋哑人之友手持助说器“易谈”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基于LM3S1138的游戏音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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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身优势，陆续开展了 Actel 杯中国大学生 FPGA 设计竞赛以及 FPGA 的 DIY 大赛，同样吸引了大量同学参与，仅仅几年时间，

便从初始的 100 支队伍扩展到了 100 支队伍，每年由获奖作品凝练而成的作品集也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

“电脑鼠”，英文名 MicroMouse，是使用嵌入式微控制

器、传感器和机电运动部件构成的一种智能行走装置（微型机

器人），电脑鼠可以在不同“迷宫”中自动记忆和选择路径，

采用相应的算法，快速地达到所设定的目的地。

国际电工和电子工程学会（IEEE）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国际

性的电脑鼠走迷宫竞赛，真正的首场电脑鼠迷宫竞赛于 1979

年在纽约举行。1991 年以来，每年都有世界级的比赛。2007

年和 2008 年，由上海市计算机学会主办了两次“长三角地区

IEEE 标准电脑鼠走迷宫邀请赛”，有三十多所院校参加，反响

强烈。2009 年和 2010 年 2012 年由中国计算机学会和中国

计算机学会嵌入式系统专业委员会主办，广州周立功单片机科

技有限公司承办了“全国‘电脑鼠走迷宫’竞赛”，将影响范

围进一步扩大，并有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的师生赴京参赛。时至

2012 年，在北京交通大学进行的“2012 全国电脑鼠走迷宫竞

赛”已经覆盖了全国北京、上海、南京等 12 个赛区的 300 多

所高校近 500 支参赛队伍，预赛及初赛共有 1500 名选手，最

终决胜出 58 所高校的 96 支代表队进行总决赛，参赛高校和

人数再一次刷新纪录。

系列FPGA设计竞赛

全国电脑鼠走迷宫大赛

指导委员会

• 中国计算机学会

• 李国杰院士、沈绪榜院士、许居衍院士、何积丰院士

竞赛委员会

• 中国计算机学会：杜子德

• 中国计算机学会嵌入式系统专业委员会：张兴、陈章龙

• 广州周立功单片机发展有限公司：周立功

• 台湾嵌入式暨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陈宏升

组织委员会

• 中国计算机学会：杜子德

• 中国计算机学会微机专业委员会：吴中海、陈章龙

• 台湾嵌入式暨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邹宏基、陈宏升

• 广州周立功单片机发展有限公司：周立功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杂志社：何立民

评审委员会

• 主任：陈章龙

• 评委：各赛区推荐一名评委



www.zlg.cn

基于自身优势，陆续开展了 Actel 杯中国大学生 FPGA 设计竞赛以及 FPGA 的 DIY 大赛，同样吸引了大量同学参与，仅仅几年时间，

便从初始的 100 支队伍扩展到了 100 支队伍，每年由获奖作品凝练而成的作品集也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

周立功杯C语言高级设计大赛

Association	Activities
联合社团篇

例如依托高校社团平台，联合创办了大学生电子协会、电子爱好者俱乐部、嵌入式系统俱乐部、C 语言俱乐部等学生社团，通过多种形

式的活动吸引学生，建立起课堂之外的交流和实践平台， 引入工程师入校系列课程，增加学生到产线的观摩学习，营造电子爱好者夏令营，

以各种丰富多彩的方式激发同学们对于嵌入式的热爱以及成为电子创客的意愿。

联合社团开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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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致远生产中心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齐全检测手段。包括自动化表贴机、BGA 封装器件返修工作站、全自动裸片邦定机、高低温

试验箱、多功能校准仪、静电放电发生器、快速脉冲群发生器、频谱分析仪、网络分析仪、以太网流量分析仪、电子负载仪、快速温度变化（湿

度）试验箱等。为学生到公司的实习实践提供了硬件保障。

《企业研发流程》《如何将创意转化为产品》《学生创客案例剖析》等

学生前往公司产线观摩实操

电子工程师成长路径图

工程师入校系列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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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全称“卓越工程师创新教育计划”，是教育部贯

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重

大改革项目，也是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

的重大举措。该计划旨在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国家走新型

工业化发展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战略服务。截止

2010 年，我国开设工科专业的本科高校 1003 所，占本科高校

总数的 90%；高等工程教育的本科在校生达到 371 万人，研究

生 47 万人。该计划对促进高等教育面向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全

面提高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在卓越计划的发展中，周立功单片机依托多年的校企合作

经验，1、提出了“面向工程、项目驱动、能力培养、全面发展”

的工程教育创新理念，构建了“实验班＋实验室＋实践基地”

递进的“学做合一”教学平台 。克服当前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

的三个相互脱离的现象，形成了“教与学、理论与实践、学校

与企业紧密结合”的模式与机制。针对当前学生管理和素质教

育中的问题，实施了以自我管理为核心的学生管理制度和融入

学习与生活全过程的素质教育体系。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由教育部专门设立，是由高校和企

业联合开展工程人才培养的综合性教育平台，主要面向高年级本

科生和研究生，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新型

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

培养适应行业企业需求的工程人才。由教育部联合国务院有关部

门负责管理，高校依托企业建立的，为落实高校“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培养方案中的企业学习阶段的任务，由高校和企业

密切合作开展工程人才培养的综合平台。

从 2006 年开始，周立功公司就已经与部分高校合作，接纳

学生到企业学习。员工宿舍硬件设施齐全，可同时接纳 300 余

名学生学习。公司将在现有接待能力的基础上，每年扩容 50-

100 人数的接待能力。

公司可使用建筑面积 12000 多平方米，现有工作区域除满

足公司员工产品研究、开发、生产需要外，还可以为到中心进行

企业学习的学生提供充足的学习场地。现有会议室和研发工作场

地已经可以满足 500 人内的需要。目前，公司均为到公司实习

的学生每人配备电脑，保证工作学习基本环境，学生在公司完成

嵌入式软、硬前沿知识、项目开发等课程的学习，

学有所成后可以在公司做相应开发或到业界企业、研究所工

作。

卓越计划概述 国家级工程教育实践中心

卓越计划篇
Innovativ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of	Excellent	Engi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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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社区篇
Maker	Communities

创客社区及论坛

高校联盟及FAQ中心 项目秀

智能硬件创客资源



大学计划系列书籍资料
University	plan	series	books	information

创新课程书籍
在创新教育的探索实践过程中，周立功先生也和众多资深工程师一起，联合出版了一系列方便学生入门学习以及后续深入拓展的书籍，

从早期的 ARM 系列图书，到目前广泛被高校自动化相关专业作为教材使用的《新编计算机基础》系列图书，无一不凝聚了众多工程师的心血。

卓越工程师视频公开课
为方便学生的远程学习及自主学习，周立功公司还开发了一系列视频教学课程，以公开免费的方式，丰富嵌入式初学者的可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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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硬件及零利润学习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