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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禹高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旋风 001 手机开发模

块，是极具创新的手机开发模块，性能卓越且价格合

理，节省投资的同时工作效率得到了空前提高。 

华禹旋风 001 手机开发模块既是一款手机又可以直接

应用于行业产品，比如无线数据采集、控制、安防等

领域。您可以把它看做一个低成本多功能的小电脑，

也可以把它看做一个简单可靠的单片机，通过丰富的

外部总线接口，直接嵌入到您的项目中，主控外设，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目前已经成功的应用于以下领域： 

� RFID 公交售票 

� 物流条码扫描 

� 工业数据采集 

� GPRS 视频监控 

� 培训教育 

 



 

旋风 001 手机开发模块直接采用当前最热门的手机方

案（MTK6225），内核集成有 ARM7(104MHz)，Flash 为

128Mbit，SRAM 为 64Mbit，GPRS 为 12Class。是我们

购买手机开发模块的首选。其外形结构如下图： 

 

   

 



          

 

    



一一一一．．．．功能简介功能简介功能简介功能简介：：：：    
1. 无线功能：GPRS 无线数据传输，通话，短消息，彩

信 

2. 多媒体功能：  

2.8inch 的触摸彩色 TFT LCM，320×240 

MP3、MP4 

30 万摄像头(130 万配选)， 

立体声喇叭 

支持蓝牙，支持 TF 卡（最大 4G），U 盘 

128Mbit NorFlash， 64Mbit SRam、

128MByte Nand Flash、 

3. 主处理器：MTK6225（内核集成 104MHz ARM7） 

4. 外部接口：串口，usb 接口，3.5mm 标准耳机 

5. 外部扩展：128pin 的全功能接口(音频接口，SD 卡， 

            SIM 卡，接口电压，USB，串口，按键,

           Camera,ADC,GPIO,并口等等）                                     

6. 电池容量：700mAh, 内置天线 

7. 可选项：  RFID 功能 

一维条形码扫描，二维条形码扫描 

无线网卡，有线网卡（外置） 

8. 软件开发环境： 

1)支持 J2ME JAVA 控制硬件，实现对外设的控制，



提供丰富的例子程序 

2) 提供 MTK 开发环境及 C 语言配套的代码 

 

二二二二....    独特的八独特的八独特的八独特的八大特点大特点大特点大特点：：：： 

1. 手机主控外设手机主控外设手机主控外设手机主控外设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省时省力又省钱省时省力又省钱省时省力又省钱省时省力又省钱））））：：：：                                       

旋风 001 手机开发模块是一个通用模块，主要包括

通用主控系统和 GPRS、BT、Camera、MP3、MP4、U

盘、TF 卡等配套外设，完全等价于一个微型电脑，

并且带远程无线通讯和近距离通讯。 

做为一个电子设备，80%的都有通用主控系统，比如

MCU51、PIC、ARM 或者其他的等等，而这部分工作

每个项目都在重复的设计开发，并且这个部分占整

个项目工作量的 80%到 90%,而自己真正要做的部

分，比如数据采集等等，反而只有 10%～20％,形成

了本末倒置，严重的影响了项目和产品的开发速度，

质量上也无法保证。华禹旋风 001 手机开发模块就

是一个理想的通用主控系统，让您只关心你要做的

部分，别让通用琐碎的事情干扰您的项目开发。 

它颠覆传统的设计理念，直接采用手机主控外设，

直接在手机上采用 C 语言或者 JAVA 开发，这一点以



前是手机公司才能作到的，现在可以让大家都能做

到，省时省力又省钱。 

2. 串口串口串口串口/USB/USB/USB/USB 二合一接口二合一接口二合一接口二合一接口：：：：                                                                                            

模块中有一个 miniUSB 接口的串口/USB 二合一接

口，接口的切换由一个 300MHz 的模拟开关来完成  

当 miniUSB 的 VCHG 脚为低电平的时候，此接口为串

口，可以跟外部通讯，或者升级此模块的程序。 

当 VCHG 脚为高电平时，一般为充电或者是跟电脑的

USB host 接，这个时候可以实现 USB 传输。注意

NC 脚为内部电池电压脚，可以对外输出电压，用

于外部设备的供电。内部电路如下图： 

 



3. 扩展的广泛性扩展的广泛性扩展的广泛性扩展的广泛性（（（（128pin128pin128pin128pin 的全功能接口的全功能接口的全功能接口的全功能接口））））：：：：                            

开发模块提供 128 个外接的引脚（2.0mm 插针），

音频接口、SD 卡、SIM 卡、接口电压、USB、串口、

按键、Camera、ADC、GPIO、并口等等全部都引出。

只需要把手机开发模块的背后的 C 壳去掉，就可

以直接使用这些扩展接口，用户只需要做一个双

面板电路，把手机开发模块插入即可主控使用。

 





 

4. 超旋的电脑型手机超旋的电脑型手机超旋的电脑型手机超旋的电脑型手机开发模块开发模块开发模块开发模块（（（（我的手机我我的手机我我的手机我我的手机我做主做主做主做主））））：：：：    

1) 通话只是它的一个功能 

2) 把 MTK6225 功能充分的发挥出来，比如 MP3、

MP4、Camera、GPRS、TF、U 盘等等，完全就

是一个小型的电脑。通过扩展接口可以直接

主控外设，大大的降低开发难度和开发成本。 

3) 支持硬件的 JAVA 平台，这个是普通电脑做不

到的。可以快速的开发项目，脱离硬件直接

在 PC 机上开发。 

4) 支持 C 语言开发，了解手机开发过程 



5. 实用性强实用性强实用性强实用性强（（（（电子爱好者的最佳搭档电子爱好者的最佳搭档电子爱好者的最佳搭档电子爱好者的最佳搭档））））：：：：          

1) 手机 

2) 可以当普通开发板使用，可以了解熟悉手机开    

发，也可以了解 JAVA 下的手机游戏开发。尤其是

学习大型嵌入式设计开发的经验和应用。 

3) 利用开发板自带的功能开发设计一些产品，比   

如无线数据采集，安防，视频监控方面的产品。 

6. 成本低成本低成本低成本低，，，，性能好性能好性能好性能好：：：：                                    

降低一半的硬件成本，比如无线数据采集类产品，

都是采用 MCU51 或者是 ARM 之类的搭建一套主控

平台，之后购买 GPRS，加上所需的功能模块比如

RFID 功能，形成一套完整的 RFID 无线数据采集系

统，若采用现在这个手机方案，只需在手机模块

加上 RFID 即可，并且有成熟的电源管理，菜单界

面等等，系统稳定可靠，只需几天就可以完成，

软件成本也极大的缩小。      

7. 难度低难度低难度低难度低，，，，效率效率效率效率快快快快：：：：                                    

在工业项目中直接代替单片机或者是 ARM，把手机

开发模块理解成一个高级单片机，甚至比单片机

更简单的小电脑，不需要了解硬件，直接在 PC 上

开发程序，降低软硬件的难度。 



8. 稳定方便稳定方便稳定方便稳定方便：：：：                                   

模块中直接包含电池，特别适合在供电不稳，或

者需要断电保护的地方；模块中直接带手机天线，

可以不需要外部扩展。 

三三三三．．．．硬件资源硬件资源硬件资源硬件资源：：：： 

1. 基带芯片基带芯片基带芯片基带芯片：MTK6225，内部集成一颗 104MHz 的 ARM7

和一颗 DSP 以及一些外部接口，框图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到，MT6225 是一颗高集成的单芯片

手机解决方案，集成了 32bit ARM7EJ-S RISC 处

理器，MT6225 不仅仅是一颗高性能 GPRS Modem，

还集成了更多的无线多媒体应用，比如显示引擎、



64 和弦音频、硬件 JAVA引擎、MMS等。此外，MT6225

还提供了总扩展接口，比如 Memory 接口、8/16bit

并口、串口、Nand Flash、IrDA、USB、MMC/SD/MS/MS 

Pro、Camera、按键等。 

2. 电源芯片电源芯片电源芯片电源芯片：：：：MT6318 是一颗专为 MT6225 设计的高性

能 PMIC。内部框图如下： 

MT6225 提供充电电路、开机电路、音频功放电路，

SIM 接口转换电路及各种电源电压。 

3. 射频芯片射频芯片射频芯片射频芯片：：：：MT6139 是一颗直接变频的高性能四频

带射频芯片，因为采用直接变频，省去了中频电

路，外部电路更加简洁，降低了射频设计应用难



度。其原理框图如下： 

除了以上三颗主要的芯片外，还需要有 Flash、RAM

二合一的 MCP，一颗射频功放 PA，天线开关，还有

一颗 MT6601 蓝牙芯片，以上这些芯片组成了手机开

发模块。 

四四四四．．．．软件软件软件软件资源资源资源资源：：：： 

1. 操作系统：MTK 提供的软件操作系统为 Nucleus，

是一种实时操作系统。 



2. 图形系统：在 Nucleus 基础上抽象了 WIN32 形式

的 GUI； 开发平台：支持 C 语言开发环境，可以

使用 ADS。 

3. 支持 Java 开发环境（J2ME）。 

4. JAVA 及其相关资源提供  

1) JAVA 环境构建 

2) ADC 测试程序 

3) camera 测试程序 

4) 并口测试程序 

5) 目录访问测试程序 

6)   短信发送接收测试程序  

7) 应用一：视频监控程序，基于 TCP  

8) 应用二：视频监控程序，基于 UDP  

9) 应用三：RFID 演示程序 

10) 应用四：条码扫描演示程序  

11)  应用五：图片浏览器  

12) 彩信发送接收测试程序。 

13)  GPIO 测试程序        

                                                                                                                                         

五五五五....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1....工业产品中应用工业产品中应用工业产品中应用工业产品中应用：：：：手持售票机手持售票机手持售票机手持售票机    



手机本是民用产品，但完全可以应用于工业产品，比

如我们给北京一卡通开发的手持售票机就是跟旋风 0

01 是同平台的。手持售票机一直工作在公交车上，环

境比较恶劣，经常摔，震动，汽车充电等等，北京的

静电又比较大，但到目前接近一年的时间里，性能稳

定可靠 

 

旋风 001 手机开发模块采用 6 层高密度板设计，表

面采用 0.1mm 的激光孔，内部是 0.2mm 的盲埋孔。



板子静电设计合理，射频基带都有屏蔽罩。若用于

静电比较高的，或者是干扰比较大的地方，建议采

用金属屏蔽，接口上采用抗干扰设计，比如 ESD 器

件，光藕隔离等。工业应用与民用的区别在于指标，

而指标的能否达到，取决于您的设计和器件的运

用。 

六六六六. . . . 规格说明规格说明规格说明规格说明：：：：    
1: 2.8inch 触摸彩屏、65K 色 

2: 支持 GPRS、通话、彩信、短消息 

支持蓝牙、MP3、MP4、30 万摄像头(130 万配选) 

3: 128Mbit NorFlash、64Mbit SRam、128MByte Nand 

Flash、支持 TF 卡、U 盘 

4: ARM7 104MHz 内核、内有大容量 Cache 

5: 支持 USB 接口、串口、3.5mm 耳机插口 

6: 700mAH 电池、待机电流 2mA、充电电流 300mA 

7: 3MByte JAVA 空间、支持 JAVA 对 GPIO、串口、并

口、ADC、GPRS 等操作，支持 JAVA 开机自动启动运

行 

8: 提供 C 语言开发环境、局部开放代码 

9: 尺寸 7*9CM 

七七七七. . . . 赠送配件赠送配件赠送配件赠送配件：：：：    
1: 程序下载线 



2: USB 通讯数据线 

3: 耳机 

4: RFID、条码扩展板，SCH、PCB、SoftWare 全部提供 

八八八八::::    销售服务销售服务销售服务销售服务：：：：    
公司网址:www.huayucomm.com 

销售及售后网址: 

北京地区： 

 开发板之家：      www.study-kit.com 

广州地区： 

  蓝立贸易：      http://sellic.cn 

深圳地区： 

 深圳市伟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www.weboch.com.cn 

 深圳市飞的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flyingtechnology.com 

淘宝零售店： 

    创 易 电 子 淘 宝 店 ：   

http://shop35435734.taobao.com 

   开 发 板 之 家 淘 宝 店 ： 

http://shop35617705.taobao.com 



九九九九：：：：保修服务保修服务保修服务保修服务：：：：    

1: 在没有人为损伤情况下，七天包换、半年保修。 

2:电池保修期为三个月。 

3: 属下列情况之一，不实行三包： 

1) 超过保修有效期（半年）。 

2) 未按产品使用说明要求使用、维护、保管而造

成损失的。 

3) 对产品擅自拆装、修理或改动的。 

4) 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失的。 

5) 假冒伪劣的，非本公司出品的防止品。 

详情请查看手机开发模块的产品保修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