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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盒芯片、成像盒 以及更换成像盒芯片序列号的方法，其中，成像盒芯片包括：通信模块；非易失性的数
据存储模块，其存储有至少两个不同的序列号信息；易失性的数据暂存模块，其包括至少两个数据暂存元；
控制模块，其能够在预设条件下将不同的序列号信息分别加载到相应的数据暂存单元中，当成像装置要求读
取芯片序列号信息时，能够将指定的数据暂存单元中的序列号信息通过通信模块发送给成像装置，控制模块
还能够判断发送给成像装置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成像装置的合法性验证，如没有通过，则将另一数据暂存
单元中的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成像装置。该成像盒芯片在更换序列号时不会受到成像装置总线时序的影响。



芯片序列号的方

相关技术的交叉引用

本申请要求享有 2015 年 06 月 25 日提交的名称为： " 成像盒芯片、成像盒以及更换

成像盒芯片序列号的方法 " 的中国专利申请 CN201510362300.9 的优先权，其全部内容通

过弓ί用并入本文中。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成像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成像盒芯片、成像盒 以及更换成像盒芯

片序列号的方法。

背景技术

随着成像技术的发展，诸如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文字处理机等成像装置 已广

泛被应用。成像装置中都设置有方便用户更换的用来容纳记录材料 （如墨水、碳粉）的成

像盒 （如墨盒、碳粉盒），其中成像盒上通常都设置有成像盒芯片。

成像盒芯片 内存储有与成像盒相关的原始数据和成像过程 中产生的使用数据 。其

中，与成像盒相关的原始数据可以是成像盒厂家代码、生产 日期、型号和特性参数等数

据。成像过程中产生的使用数据可 以是成像页数 、记录材料剩余量信息和旋转单元转数

等数据。这里的旋转单元是指感光鼓、充电辊、显影辊或送粉辊等成像装置内部部件。

另外，成像装置的制造Γ 商为了垄断市场以及限制兼容芯片的生产及回收芯片的使

用，通常会使每个成像盒芯片都存储有属于其 自身的 " 身份证号码 " ，即序列号。即使

是同一类型的成像盒芯片，每个成像盒芯片中所存储的序列号也不相同。

成像装置给成像盒芯片上电后，会读取芯片中所存储的序列号来进行合法性验证。

若成像装置检测到成像盒芯片发来的序列号不符合预设的规则，成像装置则会停』:成
像，并直接或间接地提示错误信息。

另外，成像装置还会存储己经使用过的成像盒芯片的序列号，并将新更换的成像盒

芯片中的序列号与存储的序列号比较。若序列号相同，则认为成像盒芯片非法，成像装

置将会拒绝使用该成像盒。



这些合法 的序列号通常作为商业机密 而掌握在成像装置制造商手中，芯片制造 商能

够获取 的合法序列号非常有 限，这显然不利于市场 的 良性竞争 。此外 ，即使是 由成像装

置制造 Γ 商提供的成像盒 ，在 成像盒 中成像物质耗尽后 ，该成像盒 即使再填充记录材料

并复位成像盒芯片后 ，成像盒也会因序列号 问题而无法在成像装置上使 。此时，用户

就只能通过重新购买新 的成像盒来使 用该成像装置 ，这就造成 了资源浪 费，不利于环

保 。

为解决上述 问题 ，现有 的芯片制造商往往会在芯片的非易失存储器 中存储 多个序列

号 。当成像盒 中记录材料耗 尽或成像装置认为成像盒芯片所使用 的当前序列号不合法

时 ，成像 盒 芯 片将运 行序 列 号切换操 作 ，从 而将 新 的序 列 号从非 易失存储 器加 载到

SRAM (静态 随机存取存储器 ）中，并在与成像装置通讯时，将 SRAM 中的序列号发送

给成像装置。

现有 的芯片序列号切换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方式是 ，成像盒芯片包括 SRAM: 和一

个非易失存储器 ，当满足序列号切换条件时，通过使用外部 MCU 将新 的序列号数据替

换掉 非 易失存 储器 中当前 的序 列 号数据 ，然 后将 新 的序 列 号 非 易失存储 器加 载 到

SRAM 中，并在与成像装置通讯时，将 SRAM 中的序列号发送给成像装置 ，直到芯片认

机 。另 一种 方 式是 ，成 像盒 芯 片包 括 SRAM 和 多个 非 易失存 储 区 （记 做 EE—A 、

EE—B、 ) ， 在芯片上 电的 候将 EE—A 中所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加载到 SRAM 中，当满

足序列号切换条件日屯 再将 EE—B 中所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加载到 SRAM 中，以此类推 ，

直到芯片认机 。

从上述描述 中可 以看 出，现有技术的缺点是在 当前序列号不满足通讯需求时（即需要

进行序列号切换时），序列号或者数据无法实时切换，而是需要一定的响应时间。例如方

式一 中的替换非易失性存储器和方式二 中将 EE—B 中的数据加载到 SRAM 都需要一定的

响应时间，并受到成像装置指令时序 的限制 ，因此一般只能在成像装置上 电或者成像装

置指令 间隔中进行 。而 当成像装置总线上时序较严格或者需要在通讯过程 中切换序列号

或者数据 的时候 ，这两种方式将无法实施 。

基于上述情况 ，亟需一种可 以在通讯过程 中切换序 列号而不受成像装置总线时序影

响的成像盒芯片。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所要解决 的技术 问题是为 了解决现有 的成像盒芯片在通讯过程 中切换序列号

需要受到成像装置总线时序 的影响的问题 。为解决上述 问题 ，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首先



提供 了一种成像盒芯片，所述成像盒芯片包括：

通信模块 ，其用于实现成像装置与成像盒芯片之间的数据通信 ：

非易失性的数据存储模块 ，其存储有至少两个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

易失性 的数据暂存模块 ，所述数据暂存模块连接在所述数据存储模块与通信模块之

间，其包括至少两个数据暂存单元；

控制模块 ，其能够在预设条件下将不 同的序 列号信息分别加载到相应 的数据暂存单

元 中，当成像装置要求读取芯片序列号信息时，能够将指定 的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

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所述控制模块还能够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

装置 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如没有通过 ，则将另一数据暂

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

根据 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 至少两个非 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

域 ，所述至少两个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分别对应存储在所述至少两个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区

域 中。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 ，所述数据暂存模块包括第一数据暂存单元和第二数据暂

存单元 ；

在预设条件下 ，所述控制模块能够将所述数据存储模块 中两个不 同的序列 号信 息分

别加载到第一数据暂存 单元和第二数据暂存 单元 ，当成像装置要求读取芯片序列号信息

时，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所述成像装

置 ，并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如

果没有通过 ，则将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

所述成像装置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 ，所述控制模块将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

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 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后，还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的序列号信

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如果没有通过 ，则将另外两个不 同的序列号信

息分别加载到第 一数据暂存单元和第二数据暂存单元，并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

储 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 ，所述控制模块将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 号

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日屯 还 肉所述第一数据暂存 单元 中加载新 的

序列号信息；

如果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没有通过所述成像装置的合法性验

证，所述控制模块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新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



给所述成像装置 ，同时 ，所述控制模块还将更新所述第 二数据 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

息。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 ，所述预设条件包括 以下所列项 中的任一项或几项：

成像装置对成像盒芯片进行上 电初始化 、检测到成像装置停止对成像盒芯片通 电、

接收到成像装置发送来 的复位信号、接收到成像装置重新发送来 的读取指令 、接收到成

像装置发送来 的与初始化相关 的指令 、检测到成像装置发送 的时钟信号变慢或变快 ，以

及检测到成像装置保持对成像盒芯片供 电但数据线或时钟线上传输 的信号维持不变 。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成像盒 ，所述成像盒包括如上任一项所述 的成像盒芯片 。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更换成像盒芯片序列号的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 ：

步骤一 、从数据存储模块 中读取两个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分别加载到第一数据暂存单

元和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

步骤二、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成像装置：

步骤 ：、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

证 ，如果没有通过，则执行步骤 四：

步骤 四、将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 号信息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

在所述歩骤 四中，还 向所述第一数据暂存 单元 中加载新的序列号信息；

在所述步骤 四后 ，所述方法还包括

步骤五、判断所述第 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合法

性验证，如果没有通过 ，则执行步骤六 ；

步骤六 、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息发送给 成像装 置，并 向所述第二

数据暂存单元 中加载新 的序列号信息，然后返 回步骤 ：。

根据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 ，在所述步骤 四后，所述方法还包括 ：

步骤七 、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的合法性验

证 ，如果没有通过，则执行步骤八；

步骤八 、从数据存储模块 中读取两个新的不 的序列 号信 息分别加载到第一数据暂

存 单元和第二数据暂存 单元 中，并返 回步骤二 。

本发 明所提供 的成像盒 芯片设置有 两个易失性存储 区，通过采用非易失性存储 区和

易失性存储 区映射 的方式，在来在芯 片上 电对将两个不 同的序列号发送到不 同的易失性

存 储 区中。在成像装置 认为芯片为非法 时 ，通过 易失性存储 区的切换实现序列号 的切



换 。由于易失性存储器 的读写速度快 ，不需要芯片重新将数据从非易失性存储区加载到

易失性存储 区中的时间，只要一步操作就可 以更换当前选择 的序列号信息 ，不受成像装

置总线时序 的影响。

本发 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 随后的说 明书 中阐述 ，并 部分地从说 明 中变得

显而 易见，或者通过实施本发 明而 了解 。本发 明的 目的和其他优点可通过在说 明书 、权

利要求书 以及 附 图中所特别指 出的结构来实现和获得 。

附图说明

附图示 出了本发 明的各方面 的各种实施 ，并且它们与说 明书一起用于解释本发 明

的原理 。本技术领域 内的技术人员 明白，附图所示 的特定实施倒仅是实例性 的，并涸.它

伯无意限制本发 明的范围。应该认识到 ，在某些示例 中，被示 出的一个元件也可 以被设

计为多个元件 ，或者多个元件也可 以被设计 为一个元件 。在某些示 中，被示 出为另一

元件 的内部部件 的元件 也可 以被实现为该另一元件 的外部部件 ，反之亦然 。为了更加清

楚、详细地本发 明的示例性实施 以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对本发 明的各方面及其特征

的优点理解得更加透彻，现对 附图进行介绍，在 附图中

图 是根据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 的成像盒芯片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是根据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 的数据存储模块 的结构示意图；

图 3 是根据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 的成像盒芯片切换序列号的流程 图；

图 4 是根据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 的成像盒芯片切换序列号的流程 图；

图 5 是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 的成像盒芯片切换序列号的流程 图；

图 6 是根据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 的成像盒芯片切换序列号的流程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以下将结合 附图及实施例来详细说 明本发 明的实施 方式，借此对本发 明如何应用技

术手段来解决技术 问题 ，并达成技术效果 的实现过程能充分理解并据 以实施 。需要说 明

的是 ，只要不构成冲突，本发 明中的各个实施例 以及各实施例 中的各个特征可 以相互结

合 ，所形成的技术方案均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同时 ，在 以下说 明中，出于解释 的 目的而阐述 了许多具体细节 ，以提供对本发 明实

施例 的徇底理解 。然而 ，对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本发 明可 以不用这里

的具体细节或者所描述 的特定方式来实施 。

另外 ，在附图的流程 图示 出的步骤可 以在诸如一组计算机可执行指令 的计算机 系统



中执行 ，并 ，虽然在流程 图中示 出了逻辑顺序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可 以以不 同于此

处的顺序执行所示 出或描述 的步骤 。

图 示 出了本实施例所提供的成像盒芯片的结构示意图。

如 图 1所示 ，本实施例所提供的成像盒芯片 101 包括 ：通信模块 102 、易失性的数据

暂存模块 103 、非易失性的数据存储模块 〗04 和控制模块 05。其 中，通信模块 102 用于

实现成像装置 100 与成像盒芯片 0 之间的数据通信，用于接收来 自成像装置 100 的数

据 ，并肉成像装置 100 发送数据 。本实施例 中，通信模块 102 与成像装置 100 之间采用接

触方式连接 ，即成像盒芯片 ！0 1通过触点与成像装置 100 的电触头连接 ，从而实现成像装

置 100 与成像盒芯片 101 之间的双 向通信。在本发 明的不 同实施例 中，成像装置可 以为打

印机 、复印机或传真机等设备，而成像盒可 以为墨盒或碳粉盒等装置 。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发 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通信模块 102 与成像装置 100 之间还可 以

采 其他合理 的连接方式，本 发明不限于此 。 如在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 中，通信模块

102 与成像装置 ！00 之间还可 以采用无线连接等非接触式连接方式，具体地 ，成像盒芯片

10 可 以通过线圈 （天线 ）来与成像装置 100 中的线圈 （天线 ）进行双 向通信 。

数据存储模块 104 用于存储标记信 息和多个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当然 ，在本发 明的

不 同实施例 中，数据存储模块 104 还可 以存储其他合理的数据信息，本发 明不限于此。

例如在本发 明的其他实施 中，数据存储模块 104 中还可 以存储成像装置在成像操作过

程 的可变信息 以及其他不可变信息 。其 中，可变信息可 以为记录材料剰余量/消耗量和

或打印页数等信息，不可变信息可 以为记录材料颜色 、记录材料容量 、生产 日期和 或制

造商代码等信息。

需要指 出的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 ，存储在数据存储模块 104 中的数据信

息 ，既可 以是分别存 储到 同一个存 储器 的不 同区域 ，也可 以是分别存储到多个存储器

中。同时，数据存储模块 104 可 以理解为 由一个存储器来实现 ，也可 以理解为 由多个存

储器共 同实现 。

如图 1 所示 ，本实施钢所提供 的数据存储模块 104 包括有 N ( 大于或等于 2 ) 个非

易失性数据存储区域 （即第一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04—1、第二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区域

104—2 到第 N 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04 _ ) , 每个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中存储有一个

序列号信息。这样 ，数据存储模块 104 便通过不 同的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存储 了多个

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

具体地 ，如 图 2 所示 ，本实施 中所提供 的数据存储模块 104 包括 了 4 个非易失性数

据存储区域，即第一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104 1, 第 二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104 2 、



第三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104—3 和第 四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104—4。其 中，第一非易

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104—1 所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为 ！010 0001 , 第二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104—2 所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为 00 0101 ，第三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104—3 所存储 的序

列号信息为 0 1 】001 1，第 四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104—4 所存储的序列 号信息为 0 111

0 1 。

当然 ，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数据存储模块 104 所包含 的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

域的个数 以及各个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所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还可 以为其他合理值 ，本

发 明不限于此 。

本实施例 中，数据存储模块 104 采用 EEPROM 来实现 。当然 ，在本发 明的其他实施

倒 中，数据存储模块 104 还可 以采用其他合理 的元器件或 电路来 实现 ，本发 明不 限于

此 。倒如在本发 明的其他实施 中，数据存储模块 104 既可 以采用 EPROM 、 FLASH, 铁

电存储器或相变存储器等非易失性存储器件来实现 ，也可 以采用 SRAM+ 电池或 SRAM+

电容的电路来实现 。

再次如 图 1所示，数据暂存模块 ！03 连接在数据存储模块 ！04 与通信模块 ！02 之间，

其包括至少两个数据暂存单元。数据暂存模块 103 是 由易失性数据存储器来实现 的。本

实施例 中，数据暂存模块 103 包括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103a 和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103b 。这

两个易失性数据暂存单元均与通信模块 ！02 和数据存储模块 104 连接 。

本实施例 中，数据暂存模块 103 采用 SRAM 来实现 ，数据暂存模块 103 所包含 的第

一数据 暂存单元 103a 和第二数据 暂存单元 103b 可 以分别表示为 SRAM— A 和 SRAM__B 。

当然 ，在发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数据暂存模块 103 还可 以采用其他合理的元器件或 电路

来实现 ，本发 明不限于此 。例如在本发 明的其他实施 中，数据暂存模块 103 还可 以采

用寄存器 、暂存器 以及 RAM 中的一种或几种来实现 。相应地 ，数据暂存模块 103 所包含

的数据暂存单元 既可 以通过不 同的易失性存储器来实现 ，也可 以通过一个 易失性存储器

中的不 同存储 区域来实现 ，本发明同样不限于此 。

控制模块 105 能够在预设条件下按照预设规则将数据存储模块 】04 中存储的序列号信

息加载到数据暂存模块 103 相应 的数据暂存单元 中。随后控制模块 105 将指定的数据暂存

单元 （例如 SRAM— A ) 中所存储的序列号信息通过通信模块 102 传输给成像装置 100 。

本实施例 中，触发控制模块 105 向数据暂存模块 103 加载序列号信息的预设条件可 以

为 以下所列项 中的任一个或几个 ：成像装置对成像盒芯片进行上电初始化 、检测到成像

装置停止对成像盒芯片通 电、接收到成像装置发送来 的复位信号、接收到成像装置重新

发送来 的读取指令 、接收到成像装置发送来 的与初始化相关 的指令 、检测到成像装置发



送 的时钟信号变慢或变快，以及检测到成像装置保持对成像盒芯片供 电但数据线或时钟

线上传输 的信号维持不变 。其 中，与初始化相关 的指令包括清零寄存器 的指令和读取存

储芯片所有数据 的指令 。

当然 ，在本发 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预设条件还可 以包括其他未列 出的合理条件，本

发 明不限于此 。

成像装置 00 会对接收到的序列号信息进行合法性验证 ，从而判断接收到的序列号

信息是否合法 ，进而判断所安装 的成像盒是否合法 。如果序列号信息通过 了成像装置

100 的合法性验证 ，那么成像装置 100 将继续后续的成像操作 。而如果序列号信息没有通

过成像装置 100 的合法性验证 ，那么成像装置 100 将拒绝使用该成像盒 。

本实施例 中，控制模块 105 根据接收到的指令或者指令 的内容来判断发送给成像装

置 100 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 了成像装置 100 的合法性验证操作 。

如果成像装置判断接收到的成像盒芯片的序列 号信 息是合法 的，那么成像装置往往

需要 向成像盒芯片写入一些信 息，这些信息可 以是芯片 的首次安装 日期 、经过确认 了的

记录材料剩余量/消耗量 以及 当前成像装置 的温度 /湿度等 。因此 ，如果在成像盒芯片 向

成像装置发送 了序列号信息后，成像装置不再向成像盒芯片发送表示写入 的指令 ，那么

成像盒芯片的控制模块也就可 以确认刚刚发送 的序列号信息没有被成像装置所接受（即所

发送 的序列号信息没有通过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该序列号信息是非法 的。此时也可

以通俗地理解为芯片不认机 。

此外 ，一部分成像装置判断 出接收到 的成像盒芯片 的序列号信息是非法 的时候 ，成

像装置也会向成像盒芯片写入一些信息，但是此时所写入的信息与成像装置在判断 出芯

片的序列号信息是合法的时所写入的信息不 同。

例如 ，当成像装 置判 断出所接收到 的序列号信息为非法 的时候 ，成像装 置会向成像

盒芯片写入芯片 的首次安装 日期或者芯片不可用之类 的标记信息。当成像装置判断 出所

接收到 的序列号信息为合法 的时候，成像装置会将最新检测或者计算得到 的记录材料剩

余量/消耗量写入成像盒芯片中。因此 ，控制模块 05 通过判断所接收到的指令类型(读取

或者写入 )或者指令 的内容，就能够判断所选定 的序列号信息 （即发送给成像装置 的序列

号信息 ）是否为合法 的序列号信息。

需要说 明的是，在本发 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控制模块 105 还可 以根据其他合理方式

来判断发送给成像装置 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 了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

例如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 中，控制模块 105 可 以根据预设时长 内所接收到的 ID

信息匹配 的指令的数量来判断发送给成像装置 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 了成像装置 的合法



性验证。

由于一个成像装 置为 了彩色成像 的需要往往会设置多个成像盒 ，这些成像盒上 又安

装 了芯片，因此 为了减 少通信线路 ，现有 的成像盒芯片往往通过 同一条信号总线连接到

成像装置。此时为 了区别彼此 ，一般需要给 每个成像盒芯片设置器件地址 ，也可 以根据

成像盒所存储 的记录材料 的颜色/类型来设置 ，这些器件地¾ 反映到存储模块 中，就是识

别信息(Identification nfor a ion ID)

成像装置 向成像盒芯片发送到指令中都包括 了 ID 信息。成像盒芯片在接收到这些指

令时，会判断所接收到的 ID 信息与 自身存储 的 ID 信息是否匹配 ，从而确定指令是否是

发送给 自己的。

部分成像装置在判断 出成像盒芯片 的序列号信息是合法 的时候 ，还需要对成像盒芯

片的逻辑功能进行验证 。例如先 由成像装置 向成像盒芯片发送一个 随机数 ，成像盒芯片

会根据预设 的运算逻辑对这 个随机数进行加工，并将加工后的数据再发送给成像装置 ，

以由成像装置来验证成像盒芯片的逻辑功能。

这个过程需要成像装置向芯片发送多条指令 ，此时控制模块也就可 以根据预设时长

内 （例如从上 电初始化开始 2 秒 内）接收到的 D 信息匹配的指令 的数量是否达到预设数

量 （例如 3 条 ），来确认所选定序列号信息是否为合法 的序列号信息。

在本发 明的另一个实施例 中，控制模块还可 以根据预设时长内是否接收到新 的指令

来判断发送给成像装置 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 了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

部分成像装置在判断 出所接收到的序列号信息是非法 的时候 ，就不再 向芯片发送新

的指令 ，而如果是合法 的就会继续 向芯片发新 的指令 。这样 ，控制模块就可 以向成像装

置发送 了序列号信息后开始计时，并判断预设时长 （例如 2 秒 ）内是否接收到成像装置发

送来 的新 的指令 (如果指令 中是带有 ID 信息的，则需要判断 ID 信息与 自身存储 的 ID 信息

是否匹配来确认是否是发送给 自己的)。如果接收到新 的指令 ，那么控制模块也就可 以确

定刚刚发送 的序列号信 息己经被成像装置所接受 ，该序列号信息是合法 的。此时也可 以

通俗地理解为芯片认机 。

如果控制模块 105 判断出发送给成像装置 100 的序列号信息没有通过 了成像装置 100

的合法性验证操作（即该序列号信息是非法 的），控制模块 105 会将另一数据暂存单元 (例

如 SRAM—B ) 中的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所述通信模块 。而一般来说 ，芯片切换过一次序列

号后 ，再次发送 的序列号都能够使芯片认机 。

由于数据暂存器 （即易失性存储器 ）的读写速度较非易失性存储器快，本实施例采用

两个 易失性数据存储单元来分别加载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在进行序列号信息切换时，通



过对两个易失性存储单元 的切换来实现序列号信息切换 ，从而不再受成像装置总线时序

的影响。

为了更加清楚地产生本实施例所提供 的成像盒芯片进行序列号信 息的更换 的原理 、

过程 以及优点，以下结合 图 3〜图 5 来进行进一歩的说 明。

图 3 示 出了本实施例 中成像盒芯片进行序列 号信息更换的流程 图。

如 图 3 所示 ，本实施例 中，当满足预设条 件，如成像盒芯片初次上 电后 ，在步骤

S301 中从数据存储模块 中读取第一序列号信息和第二序列号信息，并分别将第一序列号

信息和第二序列号信息加载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SRAM— A 和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SRAM— B

中。

当成像装置要求读取成像盒芯片的序列号信息日，在步骤 S302 中，控制模块启动第

一数据暂存单元 SRAM—A, 并通过通信模块将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SRAM_ Α 中所存储 的序

列号信息 （即第一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成像装置 。

在步骤 S303 中，控制模块检测发送给成像装置 的序列号信息 （即第一序列号信息 ）

是否通过成像装 置的合法性验证 。控制模块检测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

验证操作 的原理 以及过程在 以上描述 中己作阐述 ，在此不再赘述 。

如果第一序列号信息通过 了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那么则在步骤 S305 中将 当前发

送 的序列号信息 （即第一序列号信息 ）标记为合法序列号信息。如果第一序列号信息没有

通过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那么则在步骤 S304 中将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SRAMJB 中所

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 （即第二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成像装置 。

由于一般来说 ，成像盒芯片切换过一次序列号后 ，再次发送 的序列号信息都能够通

过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因此 ，在步骤 S304 中将第 二序列号信息送给成像装置后 ，便

可 以直接在步骤 S304 中将 当前发送 的序列号信息 （即第二序列号信息）标记为合法序列

号信息， 而达到 了实时变换成像盒序列号以使得芯片认机 的效果 。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能排 除成像装置判断成像盒芯片两次发送 的序列号信息均

是非法 的可能性。因此，如 图 4 所示 ，在本发 明的又一实施例所提供的更换芯片序列 号

信 息的方法 中，歩骤 S401 至歩骤 S404 与图 3 所示 的步骤 S301 至步骤 S304 相 同，在此

不再赘述 。而该实施 所提供 的方法在步骤 S404 中将 SRAM— B 中的序列号信息发送给

成像装置后，还在步骤 S405 中重新检测发送给成像装置 的序列号信息 （即第二序列号信

息）是否通过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

如果第二序列号信息通过 了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那么则在步骤 S407 中将 当前发

送 的序列号信息 （即第二序列号信息）标记为合法序列号信息。如果第二序列号信息没有



通过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那 么则在步骤 S406 中重新 读取 两个新 的序列号信 息 （倒如

第 三序列号信 息和第 四序列 号信 息 ），并将读取到 的序列号信 息分别加载到第一数据 暂存

单元 SRAM__A 和第二数据 暂存单元 SRAMJB 中，并返 0 步骤 S402 。

通过 图 4 所示 的方法 ，能够有 效解决成像装置判 断两次发送 的序列 号信 息后仍认定

成像盒为非法 的 问题 。

上述描述 中可 以看 出，尽 管数据存储模块存储 了多个序 列号信息 ，但 是 只有 一个

序列 号信息是被选择为芯片 当前 的序 列号 ，即可用序 列 号 。一 旦可 用序列 号被选 定 ，在

接下来 的成像操作 中，成像盒 芯片均 会采 用可用序列 号与成像装置 通讯 ，直至芯片再次

执行序列号更换操作 。

标记信 息用于 记录成像盒芯片 当前选 择 的序列 号信 息 的是 否合法 。如 果标记信 息为

初始值 ，则表示 当前选 择 的序列号信 息被成像装 置认 为是合 法 的，属 于可 用 的序 列 号 。

如果标记信 息不 为初始值 ，则表示 当前选 择 的序列 号信 息被 成 像装 置认为是 非法 的，属

于不可 的序列 号信 息 ，这个序列号信 息不会被成像装 置所接受 。

上述序 列号信 息一般 是通过 读取原装 成像 盒芯 片存 储 的数据而获得 ，或者通过破解

成像 装 置产 生序列 号信 息的规则 ，根据这 些规则 由芯片 自行生 成 ，或者 由芯片 的加 工设

备根据这些规 则生成不 同的序列 号信 息然 后存储 到芯片 中。

由于 易失性存储器 的读写速度较非 易失性存储器快 ，本实施倒采 用两个 易失性存储

区在 芯片上 电分别加载不 同的序列 号信 息 ，在 更换序 列 号信 息时 ，通过 两个 易失性存储

区的切换实现 序列号信 息 的更换 ，这种方式不 会受到成像装置总线时序 的影 响 。

需要 说 明的是 ，在本 发 明的其他实施例 中，易失性 的数据 暂存模块 中所包含 的数据

暂存 单元 的数 量还可 以为 3 个或 3 个 以上 ，本发 明不 限于此 。

图 5示 出了当数据 暂存模块 中所包含 的数据 暂存单元 的数量为 3个 时更换芯片序 列号

的流程 图。从 图 5 中可 以看 出，当数据 暂存模块 中所包 含的数据 暂存单元 的数量为 3 个

( 即 SRAM.— A 、 SRAM— B 和 SRAM— C ) 时 ，更换芯片序 列号 的原理与 图 4 所示 的原理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 。

为 了更进一歩地加快更换序列 号信 息 的速度切换 ，图 6 示 出了本发 明又一个实施例

所提供 的更换序列号信息 的流程 图。

如 图 6 所示 ，在成像盒芯片初次上 电时 ，控制模块在步骤 S601 中按照预设 的规 则将

数据存储模块 中的两个不 同的序 列号信 息分别加载到第一数据 暂存 单元 SRAM— A 和第二

数据 暂存单元 SRAM—B 中。这 里，预设 的规则是指不 同非 易失性存储 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

息 向数 据 存 储模 块 中加 载 的先 后 顾序 ， 即非 易失 性存 储 单 元 与数 据 暂存 单元 的映射 规



则。 如，控制模块将第一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区域 中的第一序列号信息加载到第一数据

暂存单元 SRAM—A 中，将第二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区域 中的第二序列号信息加载到第二数

据暂存单元 SRAM B 中。

在歩骤 S602 当成像装置要求读取成像盒芯片中的序列号信息时，控制模块启用第

一数据暂存单元 SRAM— A , 通过通信模块将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SRAM— A 中存储的序列号

信息 （即第一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成像装置 。

在步骤 S603, 控制模块检测成像装置是否确认所接收到的序列号为合法的序列号信

息 （即检测发送给成像装置的序列号信息是否能满足成像装置的通讯需求），如果是，则

执行步骤 S607 来将当前发送的序列号信息（即第一序列号信息）标记为合法序列号信息；

否则执行步骤 S604 来将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SRAM— B 中的序列号信息 （即第二序列号信

息）发送给成像装置，同时，控制模块在步骤 S604 中还 向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SRAM—A

中加载新的序列号信息 （即第三.序列号信息）。

控制模块在步骤 S605 中进一步检测发送给成像装置的序列号信息 （即第二序列号信

息）是否通过 了成像装置的合法性验证。如果通过 了，则抉行步骤 S607 来将当前发送的

序列号信息 （即第一序列 号信息）标记为合法序列号信息；否则执行步骤 S606 。

在步骤 S606 中，控制模块将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SRAM— A 中的序列号信息 （即第

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成像装置 ，同时，控制模块在步骤 S606 中还 向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SRAM— B 中加载新的序列号信息 （例如第 四序列号信息），随后返 步骤 S603 以重新检

测发送给成像装置的序列号信息 （：即第三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 了成像装置的合法性验

证，以此类推 ，控制模块每次将一个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成像装置时，

会向另一数据暂存单元中加载新的序列号信息，一旦当前序列号信息没有通过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立即将另一个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成像装置 ，直到认

机 。

需要说 明的是，在本发 明提供的各个实施例中，成像盒芯片初次上 电，可 以指全新

的未在成像装置上安装过的成像盒芯片第一次安装在成像装置上，成像装置第一次向其

供 电通讯；也可 以指使用过 的成像盒芯片被复位后第一次通 电通讯 。另外，如果正在成

像装置上使用的成像盒芯片 目前使用的序列号信息己不能满足通讯需求而需要更换序列

号也可 以理解为初次上 电。

本发 明中，成像盒芯片一般是接收到成像装置 的读取序列号的指令时，才 向成像装

置发送序列号的信息。然而在本发 明的其他实施倒中，成像盒芯片也可以在接收到成像

装置 的用于读取存储单元所有 的数据 的指令时向成像装置发送序列号的信息，或者在上



电初始化后预设 的时间内主动 向成像装置发送序列号信息，不 同的成像装置具有不 同的

特性，对此不加 以限制 。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成像盒 ，该成像盒上安装有 以上所述 的成像盒芯片 。

上述描述 中可 以看 出，本实施钢所提供 的成像盒芯片设置有两个 易失性存储 区，

通过采用非 易失性存储 区和易失性存储 区映射 的方式 ，在来在芯片上 电时将两个不 同的

序列号发送到不 同的易失性存储 区中。

在成像装置认为芯片为非法时，通过 易失性存储 区的切换实现序列号的切换 。由于

易失性存储器 的读写速度快 ，不需要 芯片重新将数据丛非易失性存储 区加载到易失性存

储 区中的时间，只要一步操作就可 以更换 当前选择的序列号信息，不受成像装置总线时

序 的影响。

应 该理解 的是 ，本发 明所 公开 的实施例不 限于这里所公开 的特定结构和 /或处理步

骤 ，而应 当延伸到相关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所理解 的这些特征 的等 同替代 。还应 当理解

的是，在此使用的术语仅用于描述特定实施例的 目的，而并不意味着限制 。

说明书 中提到 的 " 一个实施例 " 或 " 实施例 " 意指结合实施例描述 的特定特征 、结

构或特性包括在本 发 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 中。因此 ，说 明书通篇各个地方 出现 的短语

" 一个实施例 或 " 实施钢 " 并不一定均指 同一个实施例 。

虽然上述示倒用于说 明本发 明在一个或多个应用 中的原理 ，但对于本领域 的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背离本发 明的原理和思想的情况下，明显可 以在形式上 、用法及实施 的细

节上作各种修改而不用付出创造性劳动 。因此 ，本发明由所 » 的权利要求书来限定 。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成像盒芯片，其 中，所述成像盒芯片包括 ：

通信模块 ，其用于实現成像装置与成像盒芯片之间的数据通信 ；

非易失性的数据存储模块 ，其存储有至少两个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

易失性 的数据暂存模块 ，所述数据暂存模块连接在所述数据存储模块与通信模块之

间，其包括至少两个数据暂存单元 ；

控制模块 ，其能够在预设条件下将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分别加载到相应 的数据暂存单

元 中，当成像装 置要求读取芯片序列号信息时，能够将指定 的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

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所述控制模块还能够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

装置 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如没有通过 ，则将另一数据暂

存单元 中的序列 号信息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成像盒芯片，其 中，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至少两个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所述至少两个不 同的序列

号信息分别对应存储在所述至少两个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中。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成像盒芯片 ，其 中，

所述数据暂存模块包括第一数据暂存单元和第 二数据暂存单元 ；

在预设条件下 ，所述控制模块能够将所述数据存储模块 中两个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分

别加载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和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当成像装置要求读取芯片序列号信息

时，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所述成像装

置，并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的序列 号信 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如

果没有通过 ，则将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

所述成像装置 。

4、如权利 3 所述 的成像盒芯片，其 中，

所述控制模块将所述第 二数据暂存 单元中存储 的序 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

给所述成像装置后 ，还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的

合法性验证 ，如果没有通过 ，则将另外两个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分别加载到第一数据暂存

单元和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并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

信模块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5、如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成像盒芯片，其中，所述控制模块将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时，还 向所述第一数据暂存

单元 中加载新 的序列号信息；



如果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没有通过所述成像装置的合法性验

证，所述控制模块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新 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

给 所述 成像装置 ，同时 ，所述控制模块还将更新所述第二数据 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

息。

6、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成像盒芯片，其 中，所述预设条件包括 以下所列项 中的任一

项或几项：

成像装置对成像盒芯片进行上 电初始化、检测到成像装置停』:对成像盒 芯片通 电、

接收到成像装置发送来 的复位信号、接收到成像装置重新发送来 的读取指令、接收到成

像装置发送来 的与初始化相关 的指令、检测到成像装置发送 的时钟信号变慢或变快 ，以

及检测到成像装置保持对成像盒芯片供 电但数据线或时钟线上传输 的信号维持不变 。

7、一种成像盒，其 中，所述成像盒包括成像盒芯片，所述成像盒芯片包括：

通信模块 ，其用于实现成像装置与成像盒芯片之间的数据通信 ；

非易失性的数据存储模块 ，其存储有至少两个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

易失性 的数据暂存模块 ，所述数据暂存模块连接在所述数据存储模块与通信模块之

间，其包括至少两个数据暂存单元 ；

控制模块 ，其能够在预设条件下将不 同的序列 号信 息分别加载到相应 的数据暂存单

元中，当成像装置要求读取芯片序列号信息日屯 能够将指定 的数据暂存 单元 中的序列号

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所述控制模块还能够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

装置 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如没有通过 ，则将另一数据暂

存单元中的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

8、如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成像盒，其中，

所述数据存储模块包括至少两个非易失性数据存储区域 ，所述至少两个不 同的序列

号信息分别对应存储在所述至少两个非易失性数据存储 区域 中。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成像盒 ，其 中，

所述数据暂存模块包括第一数据暂存单元和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

在预设条件下 ，所述控制模块 能够将所述数据存储模块 中两个不 同的序 列号信息分

别加载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和第二数据暂存单元，当成像装置要求读取芯片序列号信息

时，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所述成像装

置 ，并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的序 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证 ，如

果没有通过 ，则将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

所述成像装置 。



10、如权利 9 所述 的成像盒 ，其 中，

所述控制模块将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 发送

给所述成像装置 后，还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

合法性验证 ，如果没有通过 ，则将另夕卜两个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分别加载到第一数据暂存

单元和第二数据暂存单元，并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

信模块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

11、如权利要求 9 所述 的成像盒 ，其 中，所述控制模块将所述第二数据暂存 单元 中

存储 的序列号信 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时，还 向所述第一数据暂存 单

元 中加载新的序列号信息；

如果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存储 的序列号信息没有通过所述成像装置的合法性验

证，所述控制模块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新的序列号信息通过所述通信模块发送

给 所述 成像装置 ，同时 ，所述控制模块还将更新所述第二数据 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

息。

12、如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成像盒，其 中，所述预设条件包括 以下所列项 中的任一项

或几项：

成像装置对成像盒芯片进行上 电初始化 、检测到成像装置停止对成像盒芯片通 电、

接收到成像装置发送来 的复位信号、接收到成像装置重新发送来 的读取指令、接收到成

像装置发送来 的与初始化相关 的指令、检测到成像装置发送 的时钟信号变慢或变快 ，以

及检测到成像装置保持对成像盒芯片供 电但数据线或时钟线上传输 的信号维持不变 。

13、一种更换成像盒芯片序列号的方法 ，其 中，所述方法包括 ：

步骤一 、从数据存储模块 中读取两个不 同的序列号信息分别加载到第一数据暂存单

元和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

步骤二、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成像装置：

步骤 ：、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合法性验

证 ，如果没有通过，则执行步骤 四；

步骤 四、将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中的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

14、如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方法 ，其 中，

在所述步骤 四中，还 向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中加载新 的序列号信息；

在所述歩骤 四后，所述方法还包括

步骤五 、判断所述第二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合法

性验证 ，如果没有通过，则执行步骤六；



步骤六 、将所述第一数据暂存单元 中的序列号信息发送给成像装置 ，并 向所述第

数据暂存单元 中加载新的序列号信息，然后返 回步骤三.。

15、如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方法 ，其中，在所述步骤 四后，所述方法还包括 ：

步骤七 、判断发送给所述成像装置 的序列号信 息是否通过所述成像装置 的合法 性

证 ，如果没有通过，则执行步骤八；

步骤八 、从数据存储模块 中读取两个新 的不 同的序 列号信息分别加载到第一数据

存单元和第二数据暂存单元中，并返 回步骤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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