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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个电脑爱好者，相信对于“微软”不会觉得陌生，98、XP、

Vista、Win7再到Win8，十多年间Windows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版本，PC时代，

windows操作系统垄断了整个市场，霸主地位无人撼动；而在如今的移动时代，

ios及android系统的迅速发展，几乎瓜分了整个市场，微软的霸主地位受到了挑

战；尽管微软也为移动设备做过操作系统，但每次都不了了之，面对这样一个竞

争日趋残酷的市场，微软又推新招，10月23日，微软surface在上海揭开面纱，三

年磨一剑的微软这一次携windows	 8直击苹果ipad	mini，windows8不仅可以用在

PC上，同时还适用于移动设备，这将是微软第一次踏入平板电脑领域，windows	

8	还能像之前微软一系列的产品那样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吗？	

	 ipad是苹果公司2010年发布的平板电脑，随后带动了一股平板电脑的热潮，

紧接着ipad2、the	new	ipad以及到现在的ipad	mini和ipad4的上市，苹果能否将这

一股热潮继续在ipad身上延续呢？ipad	开启了平板电脑的时代，不知能否继续保

持王者的地位！	而原定于10月29号召开新品发布会的谷歌因飓风原因取消了，

目前还不清楚发布会是否会延期。拟在本次发布会亮相的32GB版本Nexus	 7平板

电脑，10英寸三星Nexus平板电脑等也不知何时才能与我们相见，即使如此，全

球媒体仍然将目光全都聚集在了三大科技巨头身上，这是一场产品及互联网竞争

的较量，不知掀起的这一场科技盛宴到底能给平板领域带来怎么样的波动？

卷	首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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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德州仪器 3.3 V RS485 收发器刷新业界性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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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收渔翁之利
苹果和三星的专利诉讼案日前落下帷幕，最终以苹果的胜利告

终。不过，有专家指出，苹果似乎不是最需要这一结果的，微软

才是受益者，其Windows Phone系统或许迎来一次难得的翻身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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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壳郭朝晖：

互联网公司做手机，是被苹果和亚马逊证明可以成功的模式，如果你真正热爱软件，做硬件吧。目的不是为

了卡入口，是为了端到端控制客户体验。在质疑和骂声中长大，是互联网产品的一部分。质疑可以改善商业

模式，骂声可以改善客户体验。我的老板在进行史诗般的创业长跑，我对他心存感激和尊敬。

盛大果壳电子CEO 郭朝晖

@龚斌Robin：

【赶在iPhone5之前：期货变现货、抢发四核，考验供货能力】10月最后一周微博上最高调的三个中国品牌

会很欢乐：米2发布预定，29号华为神秘手机亮相，30号360四核deovo发售，三款手机配置、价格相当，品

牌忽悠力小米>华为>360，供应链的运作能力也许华为>小米>360，最关键还是消费者你会为哪一款掏钱呢？

北京博思咨询董事总经理龚斌

@余承东：

今晚与上海终端主管团队进行了5个半小时的研讨交流，大伙分析提出了很多问题和建议，我们将采用更加积

极进取的方式来开展今后的工作！保守主义和瞻前顾后的风格，难以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必

须更大胆地拼搏，才有未来。要有王者之气、前瞻性与谋略胆识，精品与精英路线，狭路相逢勇者胜！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余承东

微博聚焦/Focus

@Kevin王的日记本：

微软的Surface可以再官方商城预定了，带键盘的32GB售价4488人民币。我个人认为微软推这种跨界的“平板

电脑”产品，主要是为了抵御苹果iOS平板和Android平板的威胁，如果平板产品革了笔记本电脑的"命"，微

软就真得难受了，所以Surface可以起到缓冲地带的作用，但这么厚而且带全尺寸USB还是雷到我了

@何庆军：

刚看到一份高端智能手机的市场启动方案，从产品到营销组织比小米更极端，是一个非理论化的实战操作指引，

思维方式与众不同，犀利准确，自成一套体系。产品掩护的策略有些多余，会给定位带来困扰，可能是短期现金

流的考量过多了。合适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人，就会有奇迹发生，值得期待。

@手机晶片达人：

朋友聊到，MTK的領導出差到國內，就算是總經理謝清江到深圳，也是住4百多人民幣的協議酒店，這点国外

的芯片公司的老外，很难做到，他们还是要住5星级酒店。展讯，RDA出差住的甚至还便宜一些，2，3百人民

币。

@摩卡ROGER：

专业选择手机其实不用太在意CPU几核，更需要关注屏的像素和亮度，TP稳定性，GPU的性能和兼容性，

gsensor和陀螺仪等mems产品的规格和性能，gps支持哪些定位系统，这些真会决定你使用的舒适性。比如你

有四核，GPS居然不加LNA，gsensor两轴，WVGA的屏，四十核又如何？

中级达人

iSuppli Corp.中国研究总监王阳

IC design 15 years from 1st Pipeline burst SRAM @Pentium UCLA EE

中级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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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胡运旺：

1.英特尔开工率降到50%，接思科代工业务；2.中兴裁员1万过寒冬；3.高通狂招GPU而AMD狂裁GPU，配合不

错；4.亚马逊要买，德姨要卖AP芯片线；5.华为要奋起与美企正面竞争成立打思办？6.IBM营收少5%股价就

掉5%；7.网易猪肉内测了而且世纪佳缘股票大涨！元芳，你怎么看？

上海KT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曾韬2012：

给中国移动TD-LTE获得190MHZ频率资源欢呼的人泼一下冷水！中国移动发展TD的最大制约不在于无线频率有多

宽，而在于有线出口带宽不足，以及IDC资源掌握在电信联通手中。LTE时代，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依然存

在。当然，这并不是TD技术本身的问题。

@潘九堂：

有朋友愁2013年双核产品怎么卖，其实今年中国手机厂商约2亿出货量中，80%多仍是单核，双核15%-20%间，

四核最多占3%-5%。拍下脑袋，明年双核应是主流，单双核估70-80%，四核+估20%-30%。营销宣传与实际销

售、线上与线下消费者还是不同的，四核的战略/营销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大家都有了，就没大意义了。

华强电子产业研究所 分析师

零点前进策略上海公司IT电信总监

@华为研发作者张利华：

看看这些年被美国政府以双反名义“干掉”的企业：赢得IPAD侵权官司的唯冠科技曾是全球第四大显示器制

造商，拥有PROVIEW、MEG美格等品牌，香港上市。2010年美国对唯冠等液晶屏生产企业提起“双反”诉讼，

法院判决唯冠科技等支付巨额赔偿。受该案影响，唯冠科技在美国市场损失惨重，并由此引发债务危机。

研发管理畅销书《华为研发》作者 张利华

微博聚焦/Focus

@龚斌Robin：

看前段时间有热心网友给华为终端出主意，改国代模式为FD分销模式，其实过去7-8年里有很多一二线品牌

尝试这种改法，结局都不太好，FD模式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而且它要求厂家的品牌拉力很强，而且在零售

末端有巨大的投入、有很强的能力。现阶段华为的情况，国代模式无疑仍然是最适宜的分销渠道模式选择。

北京博思咨询董事总经理龚斌

@猴大宝：

什么叫“差异化”，简单的说，就是别人没有，而你有的东西、特点。或者是大家都有，但你做的更极致。

差异化主要包括硬件、软件及品牌上的差异化。硬件的差异化主要是指外形设计和材质，这个决定了手机价

值的绝大部分。参数的差异化最没技术含量，也最容易被取代。而品牌让手机溢价成为可能。

中级达人

@手机晶片达人：

之前大家谈的传言是展讯合并RDA，但如果RDA不愿意被展讯合并，而是要展讯被RDA合并，如果Leo有这种气

度，那我就真心佩服了，只是以我了解的Leo，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RDA合并展讯，也是我想的天方夜

谭。

IC design 15 years from 1st Pipeline burst SRAM @Pentium UCLA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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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都在一个篮子里

作为微软最密切的合作伙伴，诺基亚专注开发WP，

虽然得到了微软的财力支持，但这种“把鸡蛋放到一

个篮子”的做法也给诺基亚本身的财务状况带来了风

险。倘若诺基亚开发Android手机，结合诺基亚的硬

件和普及的Android系统，目前的业绩与销量显然会

远远超过只做WP手机。

从财务来看，诺基亚每个季度都曝出巨额亏损，

第二财季净亏损17亿美元，营收同比下滑19%。第二

财季末，诺基亚拥有总现金115亿美元，净现金50亿

美元。 为了集中资源扭转不利局面，专注于WP平台

战略，诺基亚先后实施了大幅裁员、关闭设施、转让

专利、出售奢侈品手机Vertu等诸多措施。

虽然诺基亚财务业绩并不景气，但诺基亚对WP系

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按照Localytics的统计，截止

今年第二季度，诺基亚WP手机销量总计700万部，占

据了WP系统总销量的60%。在欧洲市场，诺基亚几乎

成为WP手机的代名词。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微软在WP平台似乎并没有全

面配合诺基亚。WP 8发布时明确宣布不支持当前WP 7

手机，给刚现增势的诺基亚Lumia系列销量泼了盆冷

水。另一家WP合作厂商HTC发布新品时，微软CEO史蒂

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现场大谈两家公司的悠久

合作关系，尽管他努力在微妙平衡自己的措辞，但不

免令人联想到对微软诺基亚关系的影响。

如果微软再推出自己的WP智能手机，恐怕会进一

步破坏本就脆弱的WP生态系统，挫伤以诺基亚为首的

硬件合作伙伴的关系。微软自主品牌WP 8智能手机

更可能的对手不是苹果iPhone或是Android的三星S3，

而是诺基亚Lumia 920等阵营内部产品。

美
国有很多科技博客，经常曝出各种传言。诸

多内部人士，种种小道消息，窥测未来科技

动向，提供当下茶余谈资。微软可能生产

自主品牌智能手机就是这样一则传言。来自科技博

客BGR的消息称，微软自主品牌Windows Phone 8智

能手机正在最后研发阶段，可能会在未来数月发布

Surface智能手机。

微软要效仿苹果谷歌

虽然BGR的消息并不完全可信，但各种迹象显示，

这则传言很可能会成为现实。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

(Steve Ballmer)上周暗示，在推出Xbox游戏机和自

主品牌Surface平板之后，微软可能会自己生产手机，

“将来某个时候我们会生产用于特定目的的特定设

备”。

高品质软件硬件结合？看上去很美。苹果依靠这

一战略，保证了最佳用户体验，实现了巨大商业成功。

谷歌也定期推出Nexus手机与平板，为碎片化严重的

Android系统提供样板。但在移动领域，微软不是封

闭造车的苹果，更不是免费开源的谷歌，急功近利效

仿苹果推出自主品牌智能手机，结果很可能是拔苗助

长，破坏本就孱弱的WP生态系统。

软件巨人微软在桌面领域依然拥有无可争议的巨

大优势，但在移动领域却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为了改

变平板领域几无建树的尴尬局面，今年夏天微软发

布了自主品牌平板Surface，意在凭借桌面领域优势，

引导硬件合作伙伴，凭借Windows 8强攻平板市场。

但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是不同的市场领域。微软

通过Windows 8打通了平板与桌面操作系统，Windows

多年积累了牢不可破的合作伙伴优势，虽然宏碁等PC

厂商对微软推自家平板心有不满，但这些硬件厂商在

平板领域几无建树，Windows 8平板是他们最好的选

择，微软Surface反而能起到引导作用，不至于破坏

整体生态圈的平衡。

但在智能手机领域，微软远远没有桌面领域的

优势积累，诺基亚、三星和HTC目前是微软WP系统的

主要合作伙伴。而在三大伙伴中，三星和HTC都横跨

Android和WP领域，而且精力侧重于Android。只有诺

基亚是完全专注于WP系统的产品研发。破坏与诺基亚

的关系就等于破坏WP的未来。

微软推自主品牌WP手机:拔苗助长恐令诺基亚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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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选择与微软结盟，放弃Android市场，这个冒险

举措让诺基亚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微软，也令诺基亚

CEO史蒂芬•埃洛普(Stephen Elop)的位置显得异常尴

尬。由于他曾经是微软高管，很多人认为是他一手促

成诺基亚与微软结盟，甚至有“木马”的嫌疑。

如果与微软结盟没有给诺基亚带来销量与利润，

没有给诺基亚带来想要的扭转业绩，那么就在事实上

验证了WP战略的失败，那么作为CEO的埃洛普也不得

不承担失败的责任。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诺基亚股东

微软推自主品牌WP手机可能会危及

与诺基亚的关系

文章类型：

1）系统方案类文章通过具体的设计案例介绍如何

分析工程解决方案，以帮助工程师开发出运行速度更

快、功率消耗更低、成本更低、或具备更多新性能和

新功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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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

您的文章可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系统/子系

统、应用方案、实用电路的设计或测试挑战以及需要

解决的具体问题、现有的解决方案及其局限性、 您的

解决方案以及关键的软硬件设计或测试思路、系统框

图和关键的应用电路图说明、实现技巧和设计经验。

文章格式：

1）字数最好在2000-3000字，并提供2-5张图/表，

图/表分辨率应不低于300dpi；

2）对文、图、表中的英文缩略词作中文注解；

3）提供100字左右中文和英文摘要，包括标题和关

键字；

4）提供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工作或学习单

位、职务或职称、联系信息、现从事的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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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形式发送。

其它注意事项: 

1）所有来稿我们都将进行登记，并将作者信息加

入“我爱研发网”作者资料库； 

2）稿件在刊登前会提前通知作者；

3）稿件刊用时，本网站有权对文章做出删改等编辑

处理；

4）请勿一稿多投，本网站一旦选用则持有版权。

52rd.com��

·R&D TIMES 研发专辑手持终端

在看不到公司转机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通过委托书

之争，推翻目前的公司领导层。

而且除了微软WP系统，诺基亚并不是没有后路。

在与微软结盟之前，诺基亚就有研发中的Android产

品项目。而目前市场也有破解高手在诺基亚N9上流畅

运行Android系统，而且诺基亚也在Mobiado Grand 

Touch等机型上偷偷测试了Android系统。一旦WP战略

失利，埃洛普引咎辞职的话，诺基亚完全可以在最短

时间内转向Android阵营，而那也意味着整个WP平台

以及微软移动战略的失败。

在优势资产地图方面，诺基亚已经开始与亚马逊、

甲骨文等公司合作，寻求在手机硬件之外的增长领域。

即便没有微软，诺基亚在Android阵营同样可以凭借

自己的独特性维持一席之地。但没有诺基亚的硬件与

渠道，WP阵营基本是无源之水，HTC和三星的重心都

在Android，很难成为微软的真正依靠。

如果微软急于效仿苹果谷歌，推出自主品牌的WP 

8手机，与诺基亚形成直接竞争，从而将诺基亚推向

Android阵营，进而导致WP生态系统崩溃，那么最后

受伤的只会是微软。而在智能手机领域，微软已经完

全输不起。自主品牌WP 8手机，看起来很美，对微软

来说却是拔苗助长的下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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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季度，三星再次拿下历史最高利润。但它

并非高枕无忧，利润结构的不合理、专利战

的消耗，将阻碍它利润持续上涨。

三星电子将再次让全世界看到一张漂亮的财报。

10月5日，这家公司发布了第三季度初步财报。

由于Galaxy系列智能手机强劲的销售，其第三季度运

营利润约为72.8亿美元，超出业内预期，同比增长将

近100%。这是这家公司连续第四个季度创造最高利润

记录。完整财报将于10月26日发布。

以“跟随战略”起家的三星通过支付大量的专利

费用购买技术并从中获利，曾在半导体和液晶显示器

市场都实现过对领先者的反超。在智能手机市场也不

例外。

它通常会选择在新款iPhone发布的前几个月推出

自己的旗舰手机Galaxy系列，避开与苹果正面冲突。

通过大屏幕的战略和模仿其他公司最新产品技术的

“反向工程”，Galaxy往往都能在硬件上领先于苹果

的最新产品。

三星高利润背后：Galaxy策略起效

件生产和定价权，并利用供应链产能让对手陷于被动。

但72.8亿的利润或许已让三星达到了顶峰。在即

将于12月结束的第四季度财报中，这种上升势头很有

可能被终结。包括营销支出、专利战的消耗和芯片销

售额下滑在内的等等因素都将影响三星未来的财务表

现。

伦敦奥运和Galaxy SIII的上市让三星支出了庞

大的营销费用。根据国际金融服务公司瑞士信贷集团

的估计，在7月至9月之间，三星大约有27亿美元的营

销支出。

作为借由奥运营销在世界上打响知名度的品牌之

一，早在5月，三星就宣布Galaxy SIII将成为伦敦奥

运官方手机，为奥运会提供“运营支持”，并提供给

1000名“重要持股人和决策者”使用。这款手机没有

让它失望。三星第三季度智能手机出货量约为5800万

部，其中Galaxy SIII在发布100天内实现了2000万部

的销量。在2012年6月的发布会上，三星首席营销官

Tom Pendleton宣称：“我们在做一场三星史上最大

规模的营销活动。”

三星还挑起了与苹果的正面营销战。它们在报纸

上投放整版广告挖苦苹果，写下“傻瓜都知道哪个更

好”的广告词。但苹果依然具有强大的市场冲击力。

iPhone 5首日预售就达到200万台，是iPhone 4S上市

首日的两倍。

这场营销战可以被看为从另一个战场上蔓延而来

的战火。8月底，美国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决三星赔偿

苹果高达10.5亿美金的罚金—即使对于这家全球营收

最高的科技公司而言，这也不是一个小数目。10月8

日，三星发起反击，宣布把9月刚刚发布的iPhone 5

手机列为现有官司的起诉对象，指控该产品侵犯其专

利技术。

(下接第16页)

2012年第一季度，三星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4220

万部，超越苹果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厂商。在

2012年第二季度的财报中，三星手机业务同比再次增

长145%，净利润36.5亿美元。第三季度手机业务仍是

三星最大的贡献者，并持续抵消着芯片和显示屏订单

减少的疲软。根据市场调研公司Asymco的报告，三星

占据了1/3的手机市场利润，与苹果共同把持着手机

市场超过90%的利润空间。

另一个利润来源则是三星完整的产业链，包括了

CPU到存储芯片和液晶面板。除了为自己的品牌降低

成本、缩短市场响应周期，它的竞争对手们也不得不

依赖于三星的零部件产能。2010年，苹果在三星的采

购总额接近57亿美元，后者为iPhone和iPad提供主要

配件。这使得三星掌握着近四成的智能手机关键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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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成本要300元人民币，加上其他费用，

最低出厂价最少也要360元，但竟有手机

厂商就以每台300元出售，明摆着每台亏

损60元，而这其中却大有乾坤”。本报独家报道的

《一台手机利润不到2.5元》（详见本报10月9日A18

版）引起手机业内极大关注，此后记者深挖获得更多

内幕消息。有业内资深人士表示，虽然利润低、竞争

残酷，但一些手机厂商发财之道却花招迭出，其中那

些亏本甩卖的企业多是一边拖欠上游供应商的款，一

边又套取下游渠道商的钱，而一些手机厂商的手机不

是为了卖给经销商，却是为了高价“抵押”给上游的

供应商；同时，与企业创始人希望把公司做成功的常

规思路不同，一些小手机厂商竟然想办法把公司做失

败，目的是关键时刻可以人间“蒸发”。

遭遇：10万元广告费换回80多台手机

王君（化名）在国内机行业“折腾”了十几年，

是资深手机行业人士，见证过中国本土品牌辉煌的时

候，也看到了近年山寨手机从低谷到高潮再到现在的

艰难，但说起目前的手机行业现状，王君告诉了本报

记者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

据王君透露，他在去年年中曾给国内一家手机厂

商承包过一项手机广告业务，最后双方谈好价格为10

万元，直到今年春节，该厂商的手机已经上市半年，

但一直没有把费用支付给王君。“最后我去找厂商老

板，无论如何谈都是没钱付款，因为手机卖得实在不

好。”王君说：“最后对方给出一个办法，就是以每

台市场价1200元计算，用手机抵广告款。我实在没有

别的办法，只好拿了80多部手机走人”。令王君气愤

的是：“当时那款手机给经销商的出厂价也就300多

元，对方却按给经销商3倍的出厂价卖给我，对方还

表示，打算第二天关门走人，因为我和他是老熟人，

才能见面并给手机抵换。我拿那么多手机有啥用，连

送人都送不出去，最后全部200元一台卖给了一个经

销商。”

调查：亏本买卖 手机公司如何盈利？

花招一：高价“卖”手机给供应商套钱

按正常方式，厂商的手机应该是出售给下游的渠

道商，但本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手

机厂商的手机不是为了卖给渠道商，而是为了“卖

给”上游的供应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手机厂商负

责人表示，其实就是变着法子套供应商的钱。据悉，

现在供应商很多，手机厂商可选择太多，使得手机厂

商有足够的空间“运作”。一位专门做手机展柜的供

应商李岚（化名）表示，手机厂商最少都要预付30%

的货款才能拿到屏，因此供应屏的供应商可以从手机

厂商那里拿到钱，而其他众多上游供应商都会被手机

厂商拖欠货款。一旦到期，一些手机厂商就用手机抵

押付款。

花招二：吃经销商 订金后“人间蒸发”

据悉，一些手机厂商甚至做零利润或者亏本买卖，

但其利润从何而来？有业内人士透露，这些厂商的手

法是“上下通吃，人间蒸发”。本报在采访中了解

到，一台手机大概亏本60元。曾经是多家手机厂商的

操盘手林德（化名）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此亏本买卖

一定有目的，除了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一些手机厂商

的另外一个“妙招”就是套经销商的钱。林德说，虽

然每台手机账面是亏本买卖，但由于手机厂商都没有

完全把款项支付给供应商，亏的实际上还是供应商的

钱，而对手机厂商来说并未“伤筋动骨”。经销商和

供应商的货款数目不小，不良手机厂商就会突然“人

间蒸发”。

花招三：换个马甲继续“忽悠”

另外一家手机厂商的操盘手黄奕翔（化名）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6月他们公司老板突然

人间蒸发，到现在还欠他们所有员工几个月的工资十

几万元人民币，所欠的供应商和经销商的货款也有上

揭秘不良手机厂商赚钱套路：做亏为圈钱“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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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人民币。黄奕翔说，一些恶意圈钱的小手机

公司在弄了一笔钱之后，会换一个公司名称继续“忽

悠”。而本报记者获得的情况是，一些手机公司的老

板，手上有多个壳公司，都是为了忽悠上下游的资金。

对此，有业内人士甚至对本报记者调侃道，现在

手机行业出现了新的盈利模式，就是做成功不赚钱，

而做失败却是赚钱的新模式。

揭秘：真正赢家是幕后老板

不良手机厂商到底如何运作？黄奕翔带着记者亲

自体验了一把。记者跟着黄奕翔以及一家手机公司的

真正老板到该公司，前台接待人员认识黄奕翔，但

居然不认识自己公司的老板。而黄奕翔告诉本报记者，

这就是目前不少的手机公司真实运作手法，一些小的

手机公司的真正老板都会为自己找几道“防火墙”，

自己则躲在幕后操作。据黄奕翔透露，其具体做法是

老板先找一个人负责人事招聘，这是一道“防火墙”，

这个招聘的只负责找一个人，就是运营总监，业内叫

做“操盘手”，这是另一道“防火墙”，然后由这位

操盘手负责招人操作，包括找上游供应链和下游的经

销商，因此像黄奕翔这样的操盘手大家都认识，而真

正的老板却鲜为人知。而一旦出问题，老板就跑路，

最后就是操盘手来处理。黄奕翔表示，一些老板可以

同时做几个手机公司来操纵，有时还会故意形成竞争

关系，来吸引上下游与自己合作，最吃亏的就是操盘

手这些职业经理人了。

（来源：广州日报 ）

(上接第14页)

因此，在最后一个季度中，三星还将不得不拿出

一部分利润用以作为司法准备金和支付赔偿。除此之

外其全球20.6万名员工中将有不少人的工资绩效将可

能加重公司在第四季度一次性支出的压力。

真正让三星无法高枕无忧的是它的利润构成。在

2012年7月4日，三星通讯部总监李仁龙也承认了公司

的获利结构并不稳定。

传统的存储芯片业务看起来已经不再是一门好生

意。第三季度，三星用于电脑和手机的DRAM芯片价格

下降了14%，合同价格已经降至谷底。高盛在一份投

资报告中称：“如果不进行大幅减产，DRAM芯片的价

格很难在短期内出现明显增长。”根据全球市场研究

机构iSuppli的数据，三星在全球记忆芯片市场、存

储芯片市场和闪存领域市场的份额目前均为全球第一。

但存储器最大的需求PC市场已经开始疲软，三星试图

改变利润结构并降低对芯片的依赖。另一个坏消息是

三星最大的客户之一苹果正在削减自己对它的依赖性。

虽然三星仍在苹果的内存芯片初始供应商名单上，但

后者已经开始减少订单量，并以东芝、尔必达和SK海

力士的芯片取而代之。

现在，Galaxy策略让三星的智能手机业务如日中

天，芯片、半导体和面板业务已经成为利润配角，它

们曾经都是其核心业务部门。这使得三星手机业务发

展变得更加关键。但智能手机终端的销售意味着营销

投入和面对一群变化无常的消费者。依赖Android系

统也不是一个好办法。虽然三星可以节约上千万美元

的软件开发成本和授权费用，但如果没有操作系统和

内容的竞争力，即使拥有产业链的优势，未来也很难

保持现有的运营利润。

也有人认为三星还有机会，Rethink Technology 

Research研究主管Caroline Gabriel表示：“三星

并不是像HTC一样的手机厂商，有潜力开发向电视机、

PC、手机和多媒体播放器提供内容和网络服务的平台，

并使这些平台互联起来。”三星的确在尝试与内容供

应商合作，它们宣称将在2012年年底推出一款带有

Google TV的智能电视。但这也不是什么太让人兴奋

的商业模式。

9月底，刚上任不久的三星新CEO权五铉表示集团

尚未敲定下一年的投资计划，但三星的未来可能不会

太顺利。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文姝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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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有点保守，张玮也是摩托罗拉做设计的

员工，只不过他没等到裁员就提前走了，他说：“听

其中一个同事说开始说得很高，到最后和目前差不多，

还是涨了点。”他表示，手机设计领域高级人才不好

找，而且要培养，这次联想算是很走运UI一下去了5

个。当然他也不排除，这次裁员让一些比较优秀的人

工资涨了不少。

对于摩托罗拉的员工来说，找工作并不是难事，

而从他们最后选择的公司来看，都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大公司，待遇稳定。

李先生表示，目前所知，有联想移动、联想台式、

HP、GE，还有在谈的互联网公司和汽车公司。他所在用

户体验设计中心原本优势很大，很多以前跳槽的设计师

都在GE、百度、腾讯等公司，如果合适相互会引荐。

而联想揽走最多人才，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夏先

生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联想给摩托罗拉开了专

场招聘会。因为北京机会真的不多，所以家在北京的

很多人都去了联想。诺基亚虽然也抛出了橄榄枝，可

是考虑到诺基亚现在状况，去的人不多。

不过，夏先生最终还是离开北京。他说，很多北

漂一族都还没成家，可能趁机离开了北京。例如我，

现在上海。夏先生目前在GE做医疗设计，他说，找工

作不难，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更好薪酬的工作。

缅怀摩托

“其实大家对摩托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不是这

次裁员很多人都会一直呆在摩托罗拉，这也说明公司

对员工还是不错。”李先生说。

不同于南京摩托罗拉的激烈抗议，北京员工对自

己的东家都选择了理解。李先生表示，因为与个人绩

效无关，而是公司战略调整，虽然大家有心情上的波

动，但也无可奈何。心里肯定还是很伤心，因为跟个

人绩效无关，商业上可以理解。

之前在摩托工作8年的张玮说，摩托最让人难割

舍的就是同事的友谊和一个较为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

然后就是环境较为平等不是那么严酷。“二班五号”

也表示，他怀念过去的团队，大家关系不错。对公司，

他则更为中肯地说，走之前公司感觉乱七八糟的，上

面有很多人在混日子。（来源：投资者报 温洁/文）

“
这次摩托罗拉的裁员不是一次失去工作

这么简单，而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还没

准备的情况下，一下子改变了所有的状

态，包括生活，工作。例如我，没有任何准备下突然

来到了上海。心里还没完全接受，做梦都还会想起在

摩托工作的情景，还是很怀念的。”曾在北京摩托罗

拉移动工作的夏先生对《投资者报》记者无奈感叹道，

他是北京摩托罗拉大裁员的一员，见证了这场突如其

来的改变如何扭转了原本舒适的生活。

当然，这也不是夏先生一个人的故事，在他身旁，

他所在的整个部门都裁了，昔日的同事各奔东西，有

的留北京，有的像他一样只身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走掉未尝不是好的结果，因为已经接受了最坏

的预期，而对于8月未被摩托裁掉的员工，庆祝自己

“幸存”还为时过早，毕竟裁员的大幕已经拉开。

对摩托罗拉的员工来说，谁会是下一个卷铺盖的

人，是永远猜不到的谜，答案只会在某天你突然就被

人事部门“约谈”，之后就是火速的赔偿，粗暴的截

止日期签字，这其中连悲鸣的时间都没有，争取也是

极为有限。

手机行业洗牌在即，诺基亚在今年8、9月间就有

近百名员工被裁，8月索尼决定在瑞典大幅裁员。此

前风光的手机公司，陷入一波波的裁员风波中，套用

此前摩托罗拉裁员之时，员工在公司拉的横幅的口号

就是“兄弟，你会是下一个”。

“弃子”反成“香饽饽”

被裁的摩托罗拉员工反成了“香饽饽”，一时间

遭到疯抢，而在这其中联想在薪酬待遇上的优势成了

这次摩托罗拉员工争夺战中最大的赢家。

前摩托罗拉用户体验设计中心项目总经理李先生

对《投资者报》记者说：“对于设计职位，北京的确

机会不多特别是工业设计，UI（用户界面）设计稍微

好些，但没有较高级别的空缺，有四五个去了联想研

究院，联想相对条件待遇不错。”

微博名为“二班五号”的前摩托罗拉员工便是去

联想的五个人之一，10月初他去了联想，国庆后正式

入职，还是做跟以前摩托罗拉一样的工作，他对《投

资者报》记者表示，联想的薪酬跟摩托罗拉一样。

摩托罗拉中国裁员风波后续：

联想成最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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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戎讯的倒闭看IDH现状

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IDH公司上海戎讯，

一夜之间倒闭，使得上海的秋天分外多出一丝凉意。

业内对于上海戎讯倒闭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是因老

板离婚分割财产，无钱经营下去，不仅拖欠供应商

3000多万的贷款，员工两个月的工资没有发放；也有

说，老板早就将资源全部调到深圳另起炉灶，上海公

司被抛弃致使欠债倒闭。传言终归是传言，这里面的

真真假假，只有戎讯的老板才知道。

暂且先不说戎讯为什么倒闭，先看看IDH的历史

吧。

IDH从1999年12月正式开始了血雨腥风的旅程。

随着行业的发展，IDH现今的业务类型越来越宽

泛了，既要做方案设计，又要做外观设计，甚至有些

时候需要承担物料和资金的压力。所以随着IDH所承

载的越来越多，相继也繁衍出了几条不同的出路：抱

大腿（给国内知名品牌公司做ODM）、自创品牌、合

作品牌、投资或建立自己的贴片厂，成为一条龙服务

的公司。

但是，并不是所有IDH都可以走这条路。于是乎，

IDH就又有了以下几种悲壮的活法：

1，裁员：这是最直接的做法。大公司为了节省

开支，也会做一定的裁员。但是若赔偿处理不得当，

也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2，降薪：这个是比较间接的做法。你可以选择

留下来，与公司共渡难关。当然，也可以选择离职。

3，搬家：这个跟降薪异曲同工。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几种做法都会对公司产

生不良影响。

再来看看戎讯，08年成立，最鼎盛时期人员达到

200多人。而倒闭前，上海office却不到100人。当然



·R&D TIMES 研发专辑手持终端

52rd.com��

这家口碑在业内也一直很一般，因为人员流动非常

频繁。而这家公司主要做MTK，展讯和RDA平台。据消

息称戎讯和金科龙，大友，华立德是RDA前几大客户，

月出货量都在KK级的。所以会有传闻称，戎讯的这些

RDA项目早就转移到深圳的分公司去做了。不过52RD

论坛也有网友评论说：RX倒闭在意料之中，虽然是KK

级的出货量，但是即使利润达到了0.3美金，最终一

个月的利润也不足以支撑130人工资和公司的日常开

销。但是这个前提是这1KK不出问题的情况下，否则

出货赚的利润不足以养活这么多工程师。

其实，这两年倒闭的IDH不在少数。当年的华龙

事件就让上海很多公司元气大伤甚至倒闭。当年主要

打击的是：高仿，偷税漏税和走私。从这也能看出当

年的IDH主要的一些做法。而这几年，到处都在喊着

是IDH的寒冬，只有到今年下半年，智能机突然起量，

让很多IDH看到曙光。不过因智能机起量最受益的还

是“中华酷宇联”这样的大公司。

那IDH到底该怎么走呢？业内人士向52RD表示，

总结了以下几条路线，抛砖引玉一下：

1. 小型IDH联手

每个IDH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些家擅长做TD，有

些家擅长做WCDMA，还有人擅长做CDMA。但是由于公

司小，不可能什么都很擅长。所以大家联手，取长补

短。同一个板型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方案，并且可以互

相帮忙推销主板，达到共赢。

2. 走差异化道路

早期做功能手机的时候，有直板，翻盖，滑盖。

所以差异化主要就是什么侧滑，全键盘，超薄之类

的。而智能手机时代，只剩了直板一种形态。差异化

就更加的难以区分了。能做到差异化的就是三防手机，

警用手机等非常专业化的手机。但是无论怎么差异化，

此类手机量都不会太大，而差异化手机的软硬件工作

量巨大，所以差异化手机的道路非常难做，虽然做的

好后，利润还是非常高的。

3. 走创新道路

这两年，由于Android平台的出现，很多IDH转做

平板。无论是用瑞芯微、全志还是用MTK的平台，都

已经有量产的平板项目。这时候，深圳人民的智慧就

体现出来了。无论是HDMI dongle，还是Media BOX都

以小型，简便的方式，将带有HDMI功能的普通电视变

成能上网的智能电视。其实这些也可以给IDH点启示。

4. 走捆绑路线

小型IDH无论在资金和物流上都比不过大型IDH。

这时候选平台非常重要。选一个好的平台，跟平台原

厂深度合作，达到共赢。

其实不论上面哪种方法，对于IDH都是有风险的。

可是墨守成规也不一定就有出路，就像在选择平台上，

MTK就让大家很难做，做MTK是死，不做MTK死的更快。

IDH只有选择好适合自己走的路，才能走的更远。但

是这条路怎么选择，只有IDH自己不停的琢磨了。希

望上海的IDH早点度过这个寒冬。

（来源：我爱研发网 文/cherry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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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手机产量增速陷三年低谷 利润下滑明显

在
功能机向智能机市场转型之际，大部分国产

手机制造商并未迎来“春天”。

工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8月全行

业生产手机71427万部，同比仅增长1.4%，这是2009年

金融危机缓和后，我国手机产量增长最慢的时期。

“这个黄金周也是旺季不旺，接下来就要指望元

旦和春节了。”浸淫手机产业多年的旭日传播总经理

吴凌云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受出口下滑以及内销

市场两极分化影响，“大部分国产手机制造商还没有

从转型的冲击波中走出来，对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低端

智能机也比较迷茫。”

此改变过去的模式。

一使用魅族手机的消费者告诉记者，MX双核推出

4个半月就降价500元，这个行为让她觉得很受伤，而

就在MX双核降价没多久的7月，魅族又推出升级版的

MX双核，价位保持不变。“降价也太快了。”

比起开放市场，运营商市场的竞争似乎也同样激烈。

酷派手机品牌市场部负责人李旭青告诉记者，去

年1G内存的智能手机卖799元，今年是599元，配置越

来越高，价格却越来越低，“现在的硬件成本很透明，

价格一直处于下降通道。”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

国产手机厂商来说，做得多也许意味着亏得多，李旭青

表示，如果不跟上市场的步伐，很容易就出现问题。

在他看来，一些厂商已经没有在年初时那么“自

信”，在产量上也开始变得保守，“有的控制在一个

月10万部，走一步看一步。”但对于手机产业，必须

要通过规模效益降低成本，不然连“微利”也没有了。

路渐趋窄

“一些国产手机厂商也在想办法拉动智能机的销

售，像金立和步步高主要用广告拉动销量，有不错的

效果，但是对于更多的厂商来说，并没有找到适合自

己的定位和玩法。”吴凌云向本报称。

他介绍说，在过去，一些低端功能机在三四线城

市能够做出明显的差异化，比如用大喇叭来吸引农村

市场的消费群体，在耕种或者闲暇时可以播放流行音

乐。“但是现在在智能手机身上，还没有特别出彩的

手机产品是专门针对这一人群的，而这个群体才是低

端智能机的主要市场。”

业内人士称，目前国产手机遭遇到的是对平台依

赖和同质困境。Android与iOS两家系统占据了八成以

上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而鉴于Android的开放性与主

导性优势，国内厂商90%以上都采用安卓系统，这种

借鸡生蛋的做法，确实为国内手机厂商节省了不少时

间和精力，但也带来了问题。

“过度依赖 Android，除了带来产品的同质化问

题外，也让自己过于受到牵制，而没有了以往的创新

性。”上述业内人士称。

吴凌云向记者称，现在市场还在等待，等待一个

适合大众的智能机型出现，但目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引

爆市场，还不清楚。（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微利时代

一年之内，国产手机的玩家里多了不少新面孔。

“很明显地能感觉到手机的利润在下滑，过去没有

那么多的玩家。”一魅族代理商对记者说，可以看到，

现在加入智能手机竞争的厂商越来越多，类似体验店

也是越开越多，魅族在定位上走的仍然是“极客”路

线，但价格已降得很低。

“现在即便是每部产品我们只赚十元也可以，主

要先把量拉上去。”一家出口转内销的手机制造厂商

告诉本报记者，在国内的产品上会推投影仪手机和

3D裸眼，还有一个超长待机，“一个星期都不用充电，

我们用的是Pad的电池，零售价也只是七八百元。”

该手机厂商告诉记者，一部功能手机出厂价只要

不到7.5美元，而且要做到10万部，每部才有2.5美元

的利润，出口市场已经很难做了。从拼规模到拼利润，

一些过去做海外出口的厂商开始进军国内，并希望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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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当硬件发展走到尽头，一个行业的

创新速度将大幅降低，PC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不过PC走了10年的硬件升级道路，智能手机

5年就走完了。那么智能手机硬件发展到头了吗？以

后再没有硬件差异化了吗？

手机硬件十年来一直发展缓慢，2003年前后，微

软推出了smartphone，手机开始堆硬件。

2007年，苹果手机的出现大大加快了堆硬件的速

度，Android的跟进更是让堆硬件登峰造极。

2007年的iPhone，CPU性能相当于早期的奔腾2，

屏幕连VGA都没有达到。

2012年，四核环蛇核心已经追近双核的Ahtlon64

和酷睿，屏幕即将达到1080P，显卡性能也向第二代

游戏机的水平挺进。

PC走了10年的硬件升级道路，智能手机5年就走

完了。手机硬件发展到头了吗？以后再没有硬件差异

化了吗？

从现在的一些趋势看，似乎还有差一点点，让我

们来展望一下未来手机硬件的发展方向。

一、处理器
手机处理器目前的总体性能已经过剩，四核心处

理器得到软件的支持不好，也没有杀手级的应用推动

四核甚至八核，16核。除了跑分软件和超高清视频的

软解压，很少应用需要四核全开。这个PC遇到的瓶颈

是一样的。

未来真正影响到体验速度的是单核心的性能，就

是说，单个核心性能无论如何提高都是不过分。无论

是主频提升还是单位效能提升，都可以带来更流畅的

体验。

苹果5自己设计了新的架构，用1Ghz的主频达到

了A9核心1.5Ghz左右才有的理论性能，也只用了双核

没有用四核。对A6核心的猜测很多，有人猜是像高通

一样介于A9和A15之间，但是从一般经验看，A15走的

高频长流水线路线，和A6的表现并不吻合，A6更像是

缩短流水线，或者大幅提高分支预测性能的A9改进版。

而不是A9和A15的混合体。

Intel发布了2.0ghz的手机用ATOM，不过做为后来

者，兼容性和性能都被打了折扣。但是核心没有进步

靠工艺优势拉高频率也是提升单核心性能的有效手段。

从苹果A6、高通环蛇和Intel的处理器来看，内

五年已走PC十年的路，手机硬件的未来在哪里？

存接口的带宽越来越受到重视，从体验看，无论是

Windows还是Android、iOS，处理器达到一定水平，

内存和IO的瓶颈更明显，它们的提升对速度和流畅的

体验影响更大。

所以，未来优秀的处理器，核心数增加意义不大，

而单核心效能和内存带宽会越来越被重视，拉高主频，

改变ARM的标准核心，缩短流水线增加执行单元，改

进分支预测算法、超出ARM标准指令集推出自己的高

效能新指令集都有可能出现。

性能需求无止境，但是核心数到了一定程度就不

会再往上堆了。

二、内存
受到功耗和成本的限制，现在手机的内存带宽还

比较低，32bit还有，64bit主流，128bit算高性能，

而电脑早在10年前就是128bit了。手机还是DDR2为主

流，电脑显卡早就用上GDDR5了，而手机的显卡集成

在SOC里面，同样需要系统内存，内存性能往往成为

GPU型性能的瓶颈，为什么手机不能用快一点的内存。

所以，未来手机的内存会向今天的电脑和显卡发

展，更多通道、更快频率、更先进的规格会成为发展

方向，受到功耗的显示，频率会有限制。

三、GPU
手机的GPU发展和电脑很类似，几代产品之后，

就进入了堆执行单元的竞赛，谁塞的多谁频率高，谁

性能强大。标准有公开的。只是受制于功耗不能堆太

多频率提太高。其实，游戏性、画面品质很大程度依

赖于编程。用资源很多的3d游戏未必是好玩的游戏。

而手机的屏幕和外形限制注定它只是便携游戏机，而

不是桌面游戏主机。

所以GPU会跟着摩尔定律发展，不会有什么突破

性的东西。

四、屏幕
受到人类手掌大小，和手机使用环境的限制，5

寸左右的1080P屏幕基本到头了。尺寸和分辨率再提

升意义不大。电脑发展到22寸、24寸以后，30寸没有

成为主流，桌面大小限制死了。手机也一样。手机的

限制是手掌大小。

但是效果上手机屏幕还有很大发展余地，LCD屏

幕，目前主流色域还是72%的NTSC，100%的产品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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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普及。对比度还是1000：1左右的水平，比OLED理

论上可以无限大也有很大差异，还有一个发展点是降

低功耗，4.5寸的屏幕，在亮度最高的情况下，耗电

远远大于四核处理器，成为限制手机续航的主要敌人。

现在要推出的RGBW排列屏幕其实就是为了功耗的努力。

OLED屏幕效果理论上远好于LCD，但是技术还不

成熟，最强的三星一样受制于不同颜色OLED材料的发

光效率和寿命，产品偏色而不敢调节。因为工艺极限，

做不到LCD的高PPI，虽然三星在NoteII做了很多努力

改进这个问题，效果如何还要时间验证。此外，OLED

在显示浅色画面时，功耗比LCD还高，对手机续航也

是大问题。

所以，以后LCD的发展方向是提升色域、对比度、

降低功耗，OLED的发展方向是提高PPI，寿命、提高

OLED材料的发光效率，降低功耗。

五、摄像头
手机摄像头受到体积制约，800万的1/3.2规格维

持很长时间了，单个像素1.4um也很难突破，因为追

求更高像素，面积不变只会让画质更烂。其实这个

1.4um能有不错的画质也是BSI技术的功劳。

从基础技术看，索尼推出了层叠式CMOS，可以

进一步加大同样面积感光元件的效率，也许成熟后，

1.1um也会有不错的画质。

其实从日常拍摄、记录生活的实用角度来说，

800万像素1/3.2寸BSI在镜头品质合格的情况下够用

了。但是对于追求画质的小众发烧用户而言，还有更

高的要求。

诺基亚在拍摄方面做了很多尝试，808尝试了大

感光元件，并且由卡尔蔡司实验室研发出了能装进手

机的配套镜头。在920上尝试了光学防抖，对高感也

做了尝试，试图在低光下求的更好的效果。

但是受制于诺基亚自身的产业链，它没有索尼的

新技术BSI CMOS。PUERVIEW是个很好的技术，但是诺

基亚没有能力把它用到视频上，其实对于照片来说，

Pureview的活后期电脑也能做。而视频才是PUERVIEW

技术的用武之地。

现在手机也好，相机也好，拍摄视频只能用到

CMOS上一点点面积，1080p只有200万像素，总面积只

有单位像素面积乘以像素数那么大，再大的底也无用

武之地。如果能用上Pureview 技术，把CMOS面积用

足，808只有1/1.2寸大小的CMOS，足以超越5DmarkII，

因为5DmarkII 只用了1/10的面积拍摄视频。

可能的话，未来理想的手机摄像头是1寸的索尼

层叠式CMOS，加上诺基亚808镜头的改进版，加上920

的光学防抖技术，视频用Pureview技术提高CMOS的利

用率。

而大众产品会停留在1/3.2，像素会有提升，但

是进步不会那么快了。

六、闪存
闪存其实可说的不多，速度更快、容量更大，人

类对储存的需求永无止境。软件会越来越大，音乐

会有24bit、192K的wav原生，视频过了1080P，还有

2160P。总之，新东西、高品质的东西都是空间杀手。

只有供给就会有人用。

七、触摸屏
触摸屏一体化是趋势，无论是oncell还是incell，

以后显示屏幕、保护玻璃、触摸屏只用一块玻璃也是

正常的，新的感应技术其实早就有了，没有量产而已。

体验越来越好是必然的。

八、无线连接
4G已经到了瓶颈，3g+以后就没有杀手级应用需

要那么大的带宽了。4g以后再加带宽的意义在哪还需

要技术发展来解答。其实苹果iPhone出现之前，3G的

高带宽都没有用武之地，wap网页，edge足够了。

蓝牙会倾向于低功耗，数据传输功能会逐渐被

wifi直连取代、NFC随着产业链的完善会得到发展成

为标配。

九、3D技术
裸眼3D严重影响屏幕的PPi，但是400多PPi的屏

幕普及后将不是问题，摄像头到了瓶颈后，双摄像头

3D拍摄可以成为一个卖点。3D视频的效果还是很明显

的。但是这个是小众的玩具，不会出现在所有机型上。

十、电池技术
革命性的电池技术，喊了10多年，只见论文不见

产品。能看到产品的就是安全性好一点的锂聚合物电

池，提高电池电压是加大电量的一个办法，LG做了尝

试。不过随着结构设计的进步和电池屏幕的加大、工

艺的发展，手机已经可以给电池留出更大的空间。小

米2有3000mzh的厚电、OPPO t29做到了3150mah可

更换、razr maxx做到了3300mah，innos D9做到了

4160mah可更换，传说还有厂商要做4800mah的手机。

其实，尽管智能手机的耗电在加大，但是那是高

强度应用的时候，待机功耗并没有增加很大，而结构

设计带来的电容容量进步事实上提升了轻度用户的续

航时间。razr maxx事实远比当年的诺基亚的7710耐

用，尽管7710更大更厚重。（来源：雷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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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和三星的专利诉讼案

日前落下帷幕，最终以苹果的

胜利告终。不过，有专家指

出，苹果似乎不是最需要这

一结果的，微软才是受益者，

其Windows Phone系统或许

迎来一次难得的翻身机会。

安卓阵营士气受挫

前不久，美国一家法院

陪审团就苹果和三星的“专

利世纪战”做出裁决，三星公

司侵犯了苹果公司专利，需要

赔偿10.5亿美元。这也是继去

年以安卓起家的HTC被判侵犯苹

果专利而遭禁入美国市场后，安

卓手机最大的生产商三星又遭重

挫。

三星和HTC的相继败诉使得谷

歌安卓阵营将受到极大冲击。虽然

谷歌发表声明称，这些专利并未涉

及安卓的核心技术，但其他安卓阵

营的厂商已经开始人人自危。这一

点从近来多家厂商赶在苹果新一代

iPhone发布之前发布一系列新品的

举动可见一斑。

易观国际手机行业分析师王颖

表示，三星绝不是最后一个。纵观

所有安卓手机厂商，它们的产品与

三星并无大异，如果苹果起诉，它

们同样会落败。苹果的最终目标，

就是摧毁智能手机市场的老大——

安卓及其合作伙伴。

手机操作系统上演三国杀：

                    微软坐收渔翁之利

微软坐收渔翁之利

三星的败诉使得谷歌Android

阵营将受到极大冲击，目前，一些

厂商可能会放弃或修改自家手机的

一些特色，以防止侵犯苹果的专

利。而微软似乎成了一种不错的选

择，其和诺基亚的WP阵营或将吸引

到更多厂商的加入。据悉，中兴

V965W 3G Win Phone成为国内第一

款使用Windows Phone7.5智能系统

的国产智能手机；三星高管日前表

示，将采取措施减少对Android的

依赖。三星已推出了采用Windows 

Phone 8的ATIV S智能手机；而华

为等部分厂商也将推出Win8手机。

业内人士指出，手机厂商

之后将不会过于单一地发布安

卓手机，毕竟不利于手机产

品线的发展，势必增加一个

系统降低风险。此外，作为

叱咤IT界多年的巨头企业，微

软手中握有大量专利。安卓阵

营纵然不完全“叛逃”，但部

分转移却大有可能。

市场形成三国局面

最新数据显示，自2012年二季

度起，国内WP活跃设备和应用启动

情况呈现持续的、爆发式的增长。

从2012年4-7月，WP活跃设备增长

了22倍，WP应用的月启动次数则增

长了69倍，平均每台活跃设备每月

启动应用的次数增长了200%。这些

远远超过了同期iOS平台和Android

平台的相关数据。

虽然从整体市场份额来看，微

软WP系统与苹果和谷歌还有很大差

距，但WP的发力极有可能打开目前

智能手机单调的格局，毕竟市场需

要多元化，用户需要多选择。

业内专家谢文表示，早年微软

在PC操作系统大战中以有偿开放的

战略打败了苹果，历史究竟会不会

重演现在还很难说。不过，微软争

取三分天下局面的决心非常强烈，

一切将在两三年内见分晓。

（来源：北京商报 吴辰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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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北京时间10月25日晚间，微软在美国纽约召开发布会，正式了推出全新的Windows 8操作系

统。Windows 8将分别为Windows 8(普通版)、Windows 8 Pro(专业版)、Windows 8 Enterprise 

(企业版)和Windows RT(ARM版)4个版本。

微软为何主动打破PC和移动终端的界线，在这个比尔·盖茨称为大平台的市场上，微软操

作系统的份额仅有30%。微软将不再担忧垄断的指责，借助微软帐号的统一，微软将让旗下诸多

产品整合在Windows 8上，那个巨大的垄断怪物回来了！

分  析 

微软两手准备

承担反击任务的Windows 8从

一开始就做了两手准备，微软分别

在ARM和X86底层架构下开发了两款

Windows 8，在很长的一个时间内，

并没有人知道Windows RT（支持

ARM架构）的存在，可以想象，如

果英特尔能够在X86架构下解决功

耗问题，那么Windows RT或许不会

被正式公布，最终英特尔未能完成

任务，微软同时将两个Windows带

到了市场上。

毫无疑问，支持X86架构的

Windows 8将与英特尔合作固守PC

市场，为传统的PC产业增加触摸属

性，并最终演化出了超级本这一平

板电脑品类的有力竞争对手；而支

持ARM架构的Windows RT则凭借着

超低的功耗和超长的待机，直接向

苹果和谷歌发起进攻。

逆向超车：PC用户被强

行转化

几乎每个试用Windows 8操作

系统的人都会为其改变而震惊，没

有开始菜单的Windows 8对于习惯

了旧界面的用户就像是一场灾难，

全新的触控与手势功能尽管会带来

更佳的用户体验。不过随之而来的

麻烦是用户必须花时间去学习如何

使用这套既熟悉又陌生的操作系统。

曾经亲手把用户从Windows 

Vista中解救出来的微软Windows部

门总裁斯诺夫斯基当然明白Win8如

此大的改变对用户造成的困扰，如

此决绝的告别Windows传统只为一

个原因：将微软原有的PC用户转化

为“磁贴界面”（即Windows UI）

用户，并最大限度的让PC用户习惯

微软应用商店，完成对PC用户的批

量转化。

绝对反击：微软不想当看客

微软已经太久没有站在聚光灯

下了，从苹果引领移动互联网和触

摸体验的热潮开始，微软长期扮演

一个迟钝的看客角色，无力的注视

苹果和谷歌的崛起。好在微软历

来就有后发制人这一传统。无论

是Windows、Office、IE还是Xbox，

微软都是在市场稳定之后再真正发

力给与对手痛击。熬到乔布斯离开

世界，苹果愈显平庸后，Windows 

8正式展开了反击。

在X86架构下，微软与英特尔

的组合无法做到真正的轻薄与超长

时间待机，在追求了数十年性能的

发展后，英特尔很难在控制功耗上

迅速产生突破，这也是这对超级搭

档在明明看到了互联网内容消费新

的趋势的情况下，却只能推出上网

本这一鸡肋产品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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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的磁贴界面只是一种

有别于iOS和安卓的体验方式，带

给用户的体验远达不到凌驾于前两

者的水平，如果不用这种手段进行

推广，WP系统的尴尬情况可能会

再次重现。通过Windows 8的用户

批量转化工作，微软能够积累数以

亿计的“磁贴界面”用户。这些用

户会吸引开发者为微软应用商店开

发更多应用，这其中的80%的应用

则可以在Windows RT上使用，为微

软完成ARM架构上的应用原始积累，

用以蚕食苹果和谷歌的市场。

这种看似疯狂的绑架用户强行

输血模式简单有效，也是微软的独

有优势，作为PC领域的微软并没有

竞争对手，尽管Windows vista系

统备受诟病，但微软依然是PC操作

系统的唯一选择。在此背景下，微

软逆向打破了移动终端和PC的那条

界线，赶在了苹果和谷歌进军PC市

场之前。

垄断野心：不仅仅是挑

战苹果谷歌优势

打破了PC与移动终端界限的

Windows再也不用担心面临垄断的

指责，据市场研究公司Forrester

发表报告称，受谷歌Android和苹

果iOS等操作系统的影响，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使微软在计算设备操

作系统市场上的份额由4年前的约

70%下滑到目前的约30%。

谁都无法指责一个仅有30%市

场份额的操作系统捆绑旗下应用的

行为是垄断。谷歌和苹果或许一直

在这么做，而在过去的20年里，微

软却因此丧失了无数的互联网机遇。

新兴的互联网企业被微软步履蹒跚

的假象迷惑，Google甚至没有推出

针对Windows RT的搜索应用,这更

给了微软捆绑自身应用制造了足够

的理由。

还记得微软曾经宣布Windows 

Live品牌将被废除，采用统一

的“微软帐户”( M i c r o s o f t 

account)吗？这一当时被无数人忽

略的“小事”正在发酵，微软看似

无心插柳的一笔即将改变今天互联

网格局。在Windows 8批量转化PC

用户的同时，借助应用商店，微软

还将趁机完成旗下各类帐号的统一，

把数以亿计的微软用户真的与微软

帐号相统一。

看得出，微软的野心已不仅仅

是在挑战苹果和谷歌的移动互联网

优势，Bing、Xbox Music、kinect 

for Windows、skydrive、office

及微软旗下的其他产品正通过

Windows 8有机的组合在一起，统

一的微软帐号让微软旗下的诸多产

品焕发了更大的生命力，这一颇具

互联网思维的策略对微软意义重大，

最新的消息显示，新版Skype已经

开始支持微软帐户登录了。

很难想象这个在移动互联网市

场毫无作为的庞然大物居然能够主

动推翻PC的藩篱，在经过一系列看

似无关的布局后，集合了搜索、娱

乐、办公甚至体感等功能的巨兽回

来了。

（来源：腾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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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il公司推出面向电源和电机驱动应用的业内领先

“HIP”系列MOSFET桥式驱动器新品---HIP212x系列。该100V、2A

高频半桥驱动器产品家族提供最短的上升/下降时间，可调节死区

时间控制和灵活的控制输出。

HIP2120、HIP2121、HIP2122和HIP2123产品为控制半桥

MOSFET和减少应用电路的元件数量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另外，

集成的延时定时器还让设计人员能够通过外置电阻来调节两个输

出间的死区时间，从而消除了半桥和同步降压拓扑中可能产生的

击穿电流。这些新驱动器产品面向远程通信隔离式半桥直流/直流

转换器、非隔离式直流/直流转换器、电机驱动器、Class-D放大

器和许多其他应用。

Intersil扩展业内领先的“HIP”桥式驱动器产品系列

芯片技术，最高工作结温高达175℃。器件具有低热阻，在

10A、125℃条件下的正向压降只有0.80V，可承受440A的正向浪涌

电流。

器件适用于太阳能电池板隔离盒中的极性保护应用，P600封

装的最高焊浴温度达到JESD 22-B106规定的275℃，持续时间10秒。

GPP100MS符合RoHS指令2011/65/EU。

Vishay发布新款光伏太阳能电池板保护整流器

Vishay推出新款采用热增强型2mm x 2mm PowerPAK® 
SC-70封装的单路12V器件--- SiA447DJ，以及采用3mm x 1.8mm 
PowerPAK ChipFET封装、高度0.8mm的单片30V器件---Si5429DU，

扩充其TrenchFET® Gen III系列P沟道功率MOSFET。两款

MOSFET具有小占位的特点，在4.5V下具有相应外形尺寸产品中

最低的导通电阻。

12V SiA447DJ采用超小尺寸的PowerPAK SC-70封装，在

4.5V下的导通电阻为13.5mΩ，比最接近的同档器件低12%，在

2.5V、1.8V和1.5V下的导通电阻为19.4mΩ、35mΩ和71mΩ。30V 
Si5429DU是首款采用3mm x 1.8mm尺寸规格的Gen III P通道

MOSFET，在4.5V下的导通电阻为22mΩ，比最接近的竞争器件低

35%，在10V下具有业内较低的15mΩ导通电阻。

Vishay Siliconix采用P沟道TrenchFET® Gen III技术的具有业界最低导通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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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通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推出其V系列的又一款新产品

MB85RC256V。FRAM产品结合了ROM的非易性数据存储性能和RAM的

优势，具有几乎无限次的读写次数、高速读写周期和低功耗特点。

富士通FRAM产品线具有多种接口和容量，包括工业标准的串行和

并行接口；富士通FRAM产品具备了高速读写，高耐久性，低功耗

三大特点,使其不同于其他非易失性存储器。FRAM产品广泛的应用

于仪器仪表，工业控制，汽车电子，金融POS等各种先进领域，对

于这些领域来说FRAM的高速读写，高耐久性，低功耗等特性非常

重要。

富士通半导体推出基于2.7V-5.5V的宽电压FRAM产品

泰克公司推出TLA6400系列便携式逻辑分析仪，将高性能与

经济性完美结合，非常适用于广泛的嵌入式系统调试和验证应用。

TLA6400系列包括34、68、102和136通道配置，提供25 GS/s高速

定时分辨率、最高667 MHz状态定时、最大64 Mb记录长度和泰克

独有的iCapture功能，而且其价格更是一次性价比的重要突破。

数字系统中的更高信号速度和更短建立与保持时间，增加了

检测和调试定时问题所需的定时分辨率。凭借25 GS/s MagniVu

（40 ps）高分辨率定时，TLA6400提供的分辨率为其他逻辑分析

仪的6倍，为即使对成本最敏感的工程师，提供了精准确定感兴趣

信号间的定时关系所需的额外性能。TLA6400还能捕获时钟速率达

667 MHz和数据传输速率达1333 Mb/s的总线数据。

泰克公司推出性能出众的经济型新TLA6400

全球高性能模拟混合信号半导体设计和制造领导厂商Intersil

公司Intersil Techwell SLOC™（同轴电缆安全链路）合作生态系

统继续扩大，Intersil与多家全球技术领导者密切合作，来满足全

球安全需要的增长和重申其对下一代视频监控解决方案的承诺。   

不断扩大的SLOC生态系统将技术的各种好处带给广泛的系统和

应用软件。Intersil联合包括Sony、Altronix和海康威视在内的近

100家全球公司创建了致力于标准化和解决方案推广的SLOC合作生

态系统，来加快面向视频监控市场的混合式基于IP的系统在全球的

采用和实施。

Intersil继续扩大视频监控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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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hay推出采用0508、0612和1225外形尺寸的新款器

件，扩充其L-NS系列低阻值表面贴装薄膜片式电阻。新器件采用

Wraparound端子和铝衬底，兼具0.03Ω的低阻值和2W的功率处理能

力。

凭借极低的阻值和高功率，今天发布的新L-NS电阻是混合或

表面贴装电流检测应用的绝佳之选，可用来探测电流，并转换成

被测的输出电压。典型最终产品包括电池寿命指示器、过流保护

和监测电路、电流和电压调节器、线性开关电源、医疗诊断设备、

电机速度控制和过载保护设备。

Vishay为L-NS系列低阻值表面贴装薄膜片式电阻扩充外形尺寸

联芯科技在2012年中国国际通信展现场，展示了其TD-HSPA/

GGE 基带芯片LC1713，以及采用该芯片的包括中兴、宇龙、联想

在内的多款旗舰智能终端。基于联芯科技Modem芯片的TD智能机，

普遍具有大屏、多核、超薄、高清的特点，并支持Android4.0。

小即是美，迷你的尺寸是LC1713的一大亮点。采用55nm LP 

CMOS工艺LFBGA封装，LC1713芯片尺寸仅为8mmx8mm，是目前业界

最小的TD Modem 基带芯片，其PCBA布板面积仅为613mm2，具有

明显优势，能帮助手机厂商推出超薄、差异化旗舰型手机。现场

展示的国内首款TD-SCDMA四核手机中兴U985，就是基于联芯科技

Modem芯片方案。得益于LC1713的双芯片架构和迷你尺寸，U985以

8.5毫米的超薄厚度成为当前最薄四核手机。

联芯科技Modem芯片持续发力助力高端智能终端

安森美半导体推出了新的--系统级芯片(SoC)方案BelaSigna®

R262 。这器件提供宽带单麦克风或双麦克风降噪，用于多种语音

捕获设备，如手机、网络摄像头及平板电脑等VoIP应用及双向对

讲机。

BelaSigna® R262提供完整的硬件及软件方案，内置的语音

捕获及降噪技术，在处理静态及非静态背景噪声和机械噪声方面

极为有效。从而提供更高的语音清晰度及可理解度，特别是在极

嘈杂的环境中。BelaSigna® R262为VoIP通信提供完整的8千赫兹

(kHz)带宽的宽带语音捕获，能消除混响，并支持360°语音拾取，

非常适合于会议、手机及一臂距离的应用。

安森美半导体推出BelaSigna® R262宽带先进降噪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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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hay推出10款温度范围扩展至+155℃的新型IHLP®低高度、

高电流电感器，可用于汽车和商业应用。新的-51和-5A系列器件

采用2525、3232、4040、5050和6767外形尺寸，高度低至3.0mm，

感值范围0.22～33µH。

器件的频率范围高达1MHz，可用作电压调节模块(VRM)和

DC/DC转换器应用的高性能、节省空间和能耗的解决方案。IHLP-

2525CZ-5A、IHLP-3232DZ-5A、IHLP-4040DZ-5A、IHLP-5050FD-5A

和IHLP-6767GZ-5A通过了AEC-Q200认证，针对高温的汽车应用而

设计，这些应用包括引擎和传动控制单元、柴油喷射驱动器、娱

乐和导航系统、电机噪声抑制、电动座椅和车窗。

Vishay发布10款温度范围扩展至+155℃的新型IHLP®低高度、高电流电感器

德州仪器 (TI)推出可在高达 50 Mbps 速率下提供 IEC 静

电放电 (ESD) 保护的业界最高性能 3.3V RS485 收发器。该 

250kbps SN65HVD72、20Mbps SN65HVD75 以及 50Mbps SN65HVD78 

与同类竞争产品相比，可提供更优异的功耗、ESD 以及滞后等所

有关键性能，为在条件恶劣的高噪声工业应用中使用 RS485 收发

器的设计人员提供一款定制解决方案。这些器件支持宽泛的共模

电压，适用于在长线缆上运行的多点应用，可进一步改进设计。

德州仪器 3.3 V RS485 收发器刷新业界性能水平

著名的Aptina公司公布了两款新型CMOS图像传感器，具体型

号为AR1011HS和AR1820HS，计划使用在小型可更换镜头数码相机

以及消费类普通数码相机上。

据悉，型号为AR1011HS是一枚1英寸CX格式的图像传感器。总

体像素输出值达到了1000万像素，而单位像素尺寸3.4微米。该

产品支持特有的DR-Pix技术，可以支持60fps连拍，120帧/秒的

1080p高清视频录制及慢动作回放等功能。而型号为AR1820HS也是

一款支持背照射技术的1800万像素CMOS传感器，物理尺寸为1/2.3

英寸。它可以支持A-PixHS技术，支持连拍速度达到了约24张/秒，

还可以支持高质量的高清视频录制功能。

Aptina宣布将推出高性能CMOS图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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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克公司推出SPG8000同步和主时钟基准信号发生器，

这是一种将泰克行业领先的同步脉冲发生器和专用于高清

电视节目制作的主时钟基准信号发生器功能结合起来的全

新基准信号发生器。SPG8000给基准信号发生器设立了新标

准，为现代广播、节目制作和后期制作设施提供关键的定

时和同步信号。

功能全面的SPG8000标配可单独定时的黑场信号和HDTV

三电平同步输出、10 MHz和48 kHz字时钟输出、线性时间

码输出和网络时间协议服务器支持。可选功能包括GPS同步、

可升级至3G-SDI信号的HD/SD-SDI信号发生、8通道AES/EBU

音频信号发生和数字音频基准信号输出以及模拟NTSC/PAL 

彩条和测试信号输出。

泰克公司推出全新SPG8000同步信号发生器

德州仪器 (TI) 推出一款可实现业界低频率下最低噪声的大

电流超低噪声低压降 (LDO) 稳压器。该 1A TPS7A4700 LDO 线性

稳压器在 10 Hz 至 100 kHz 带宽下支持低于 4.17 uVrms 的输

出噪声，无需昂贵的大量滤波便可实现各种高性能应用，包括电

信、工业、RF、医疗、航空以及军事等。

TI 最新 TPS7A4700 LDO 支持独特特性，只需简单改变印刷电

路板 (PCB) 布局，便可实现 100mV 增量的任何输出电压轨设置，

无需昂贵的高精度外部反馈电阻器。与现有解决方案相比，可缩

小电路板板面积，减少组件数量。

德州仪器推出业界低频率下最低噪声的 LDO 线性稳压器

富士通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今日宣布其高性能8位微控制

器“New 8FX”家族添加新产品，包括12款64脚MB95770系列产品

和12款80脚MB95710系列产品，两个系列的产品皆具有LCD控制功

能，并支持1.8V~5.5V的宽工作电压。新产品即日起开始提供样片。

MB95770系列和MB95710系列具有LCD控制功能，是低成本和低

功耗的8位微控制器产品；其应用广泛，可用于包括由电池供电

的医疗设备（如血压计和血糖仪）到家电（如洗衣机及空调室内

机）的显示面板应用及工业自动化设备（如温度计和压力表）等

国内外产品。

富士通半导体推出24款具有LCD控制功能的新型宽电压8位微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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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hay发布新系列适用于高温钻井和航空应用的高精度薄膜

SMD环绕片式电阻阵列---PRAHT。新的PRAHT四电阻网络的工作温

度为-55℃～+215℃，最高存储温度为+230℃，是业内首个采用薄

膜技术制造的电阻阵列。

除高温性能外，电阻网络在额定功率、+215℃条件下工作

2000小时后的负载寿命稳定率，仅有0.7%阻值漂移，具有10ppm/

℃的严格TCR和2ppm/℃的TCR跟踪，电阻比的容差低至0.05%。

PRAHT系列的节距为1mm、1.35mm或1.82mm，阻值为10Ω～2MΩ，每

个电阻的功率等级为10mW～20mW。器件具有小于-35dB的低噪声，

电压系数小于0.01ppm/V。符合RoHS的电阻网络提供工作温度可达

+230℃的金端接，或温度为+200℃的SnAg端接。

Vishay发布新款高精度薄膜SMD环绕片式电阻阵列

意法半导体推出能识别楼层的压力传感器

知名半导体供应商意法半导体推出一款能够精确测量手机等

便携设备海拔高度的压力传感器。这款传感器的面世意味着移动

设备不仅能够识别其所在楼层，还能几乎确定所在楼梯台阶位置。

这款新一代压力传感器以3x3mm微型封装、低工作电压和超低

功耗为特色，因此非常方便应用于智能手机、运动型手表等便携

设备上。目前，这款全球最小的数字压力传感器已投入量产，并

被三星最新的智能手机所采用。

Intersil公司推出了全球最低成本微型投影仪系统Pico-qHD™，

另外其业内最小的基于LED的LCoS微型投影仪解决方案也已达到生

产就绪阶段。

Pico Projector，即微型投影仪，它与传统投影仪不一样

的地方，在于它的体积非常小，但同样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投影

效果。Intersil开发了一整套的电子器件，能应用在整个操作中。

Intersil另外还开发了active cable，现在很多电子设备对外都

有一个接口，而且很多都在使用数字信号，不像以前大部分用模

拟。而Intersil的这种技术主要优势在于，里面带有一些编辑处

理的功能，能让信号传得更远，或者信号能在一个很高速的传送

状态里面保持很好的数据稳定性。

Intersil公司推出全球最低成本微型投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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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出问题，能迅速获得支持与解决”，有手机业者说。

“高通在品牌、技术上更加优胜一筹，但门槛太

高。”深圳一家手机方案商的负责人说，方案商要用

高通的芯片，入门费是100万美元，费用必须先打到

它账户上，然后才能启动，而联发科只要10万美元。

“若厂家要选择高通，方案、模具都要重新设计。同

时，高通门槛较高，谁来垫付那笔入门费？”深圳战

国策咨询机构首席分析师杨群问道。

谢雨珊也分析道，联发科的芯片效能、价格和服

务资源，在中国大陆手机市场仍具有一定优势，加上

长期与OEM客户的合作默契，并能符合中国大陆手机

市场对双卡双待、分时长程演进计划(TD-LTE)，以及

快速推出时程等需求，因此联发科在该市场的影响力

暂时不坠。

还有，联发科与晨星合并后的实力也更加不能忽

视。业界认为正是由于二者的合并，联发科的TD芯片

短板才得到补齐。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老杳就曾对IT

商业新闻网记者表示，TD是联发科的弱项，若要与高

通竞争，TD芯片业务必须得到加强。并且联发科也可

上月底，高通面向大众智能手机市场推出两款四

核移动处理器MSM8225Q和MSM8625Q，并首次在骁龙

S4PlusM SM 8930平台上推出适合中国移动的TD芯片。

而联发科的四核手机芯片产品，前不久则宣称要在明

年才能发布，高通此举明显是要抢占先机。这还不算，

高通上周时更向媒体暗示联发科MT6577芯片技术落后。

联发科也不甘示弱，上周宣布与印尼最大电信运

营商Telkomsel及印尼手机领导品牌IMO进一步扩展合

作关系，将联手推出多款基于联发科智能手机双核心

处理器芯片MT6577的智能终端，同时表示联发科在新

兴市场的实力不仅仅在金砖四国的大陆、印度，即使

是今年的新金砖国印尼，现在也被联发科成功打通。

两大手机芯片厂商之间的较量，呈现愈演愈烈之

势。

从高通的种种动作看，继去年年底推出QRD解决

方案(Qualcomm Reference Design，高通参考设计)

后，再加上此次发布新品，都表明其将真正开始将产

品线延伸到中低端智能手机市场，此外从推出TD芯片

来看，也摆明了高通要在中国市场深入的决心。这意

味着高通已同时支持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各自的网络

制式，并可以将终端产品价格降到更低。这对中移动

尤其有利。“在3G上我们确实走晚了，相比竞争对手

晚了1年多，与高通的差距更大了。”联发科总经理

谢清江不久前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了这一点。

拓墣产业研究所通讯产业中心经理谢雨珊指出，

高通正挟“定价”策略，瓜分联发科的市占；也就是

说，在联发科新款芯片上市后，高通立即参考联发科

新产品的定价，将旧有几款与联发科新产品相似的芯

片进行降价，借此蚕食联发科的占有率。

高通的新做法对手机厂商、运营商有利归有利，

但这个有利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按联发科中国区总

经理吕向正的说法，“我们的交钥匙方案不仅是我们

的一种商业模式, 更是一个对客户有利、能帮助他们

缩短终端产品上市时间的做法”。的确，现在一款采

用MTK方案的智能手机，从设计到成品批量生产、出

货，最快只需要两个月不到。“过去几年，大家在

MTK‘交钥匙’生态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上中

下游都保持着紧密联系，在这个系统内研发手机，一

高通联发科争斗升级陷怪圈 
手机芯片业走向集约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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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人士曾表示，未来，手机芯片市场会大者

恒大吗？一些厂商早已宣布退出手机芯片业务，一些

小厂商正在寻求机会，向组成更大的联盟迈进。从最

近接二连三的交易迹象表明，手机芯片市场将开始萎

缩。为应对市场上激烈的竞争，靠自己“单打独斗”

已不是明智之举，即使有自己独特的领先技术，在资

本的时代还是很难摆脱被更大资本收为己用的结果。

手机芯片产业收购之风盛行，已经对手机芯片产业格

局产生了一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他们之间的竞

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在悄然变化。可以预见，未来几年

手机芯片产业将发生更多重要的收购，也将向集约化

方向快速发展。

(来源：IT商业新闻网 靳远/文)

以由此在电视行业拓展新路。“晨星在许多领域布局

较为领先，如NFC、GPS、TP等，双方合并对于联发科

未来的产业布局更为有利，也更有利于与高通的正面

交锋”。

IT商业新闻网记者试图与高通全球副总裁沈劲取

得联系以询问相关问题，但未获成功。

高通的一大利器是，其庞大的专利费收入可帮助

其进一步加高了专利门槛，尤其是在4G LTE技术领域。

包括联发科在内的厂商，无一不会受到高通的“专利

骚扰”，据记者所知，联发科的每一枚3G芯片，均要

向高通缴纳6%的专利费用，联发科的生产成本在现今

阶段仍无法摆脱高通。

不过，联发科也似乎在走“田忌赛马”的路线：

联发科与高通直接展开竞争的主要在千元及以下的手

机市场。这个价位的国产手机里面，高通阵营主要采

用7227A与8255两个方案，前者基于Cortax- A5，后

者基于Cortax-A8。而联发科阵营的则是MT6575，基

于最新一代Cortax-A9，同频性能上，优势十分明显。

就连联想、华为等大型厂商也开始尝试采用联发科的

方案。

其实，芯片厂商无意中让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

激烈的竞争从侧面降低了智能手机的价格，而低价则

为手机制造商、运营商降低了成本，对整个产业链来

说，是一种良性循环，符合市场需求。但是反过来讲，

单凭价格战来吸引消费者又会掣肘芯片厂商，使得芯

片厂商陷入不断降价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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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3G网络的广泛部署和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智能终端市场呈现爆炸式增长。作为全球最大的移动

通信市场，我国智能终端出货量增长率超过100%。

在移动终端市场上，历来不缺乏淘金者，这从联

发科和展讯的崛起中就可见一斑。但在智能终端时代，

这些前台和幕后的淘金者的命运开始变得多舛，由于

对智能机普及的时间节点判断较晚，错过了第一轮盛

宴。但现在他们却已经回过神来了，联发科和展讯都

发布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智能终端“山寨”时代正式

到来。

在这个时代中，原来高高在上的高通也主动放下

了身段，推出了更加低成本更高集成度的平台解决方

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产业链都开始借鉴联发

科Turkey模式的成功经验。但谁在这条路上走的最远

呢？答案并不是这种模式的“始作俑者”联发科，而

是同样出身于台湾的迅宏科技。

富二代的穷生意

迅宏科技是台湾旺宏电子集团旗下子公司，成

立于2006年8月，专注于开发手机芯片及电源管理IC，

现有员工中有绝大多数属于研发人员，最早是从GSM/

EDGE基带芯片切入，2007年初起看好Linux/Android

智能型手机的市场潜力，决定投入，并于2009年第4

季率先推出Android手机的Turnkey方案。

从出身来看，迅宏科技可谓是个“富二代”，但

这个“富二代”却是将目光投向了中小企业和中低端

产品市场。正如迅宏科技总经理游敦行所说：“与

其他竞争者相比，我们迅宏科技有自己的特色优势，

那就是专注于为低价位智能手机生产小企业提供服

务。”

“因为市场需求与功能增加，手机取代计算机成

为推动半导体产业进步的主要动力，依托旺宏电子集

团的强大后盾，我们致力于为小企业智能手机生产提

供芯片设计服务。” 游敦行表示：“智能手机生产

门槛较高，功能手机厂商转型有一定瓶颈，而我们能

帮助他们破除瓶颈。”

迅宏科技推出的Android 4.0双模双卡双通谷歌

智能手机及平板量产包，让刚从功能手机想转型智能

手机领域的方案公司或集成商，可从手机芯片原厂

直接拿到多款超低价智能手机成熟的PCB档、Gerber、

量产软件包与量产工具，两个月内就能跻身智能手机

供货商行列。

迅宏科技可以整合软硬件及芯片，打包做成样

本提供给手机厂商，厂商再根据自己需求进行特定

化修改，我们提供的量产包相比联发科技的Turkey-

Solution解决方案更进一步。

低端入手 以快制胜

坦白地讲，迅宏科技的这种模式，是很难吸引到

大厂商的侧目，因为它基本上抹平了差异化的存在。

但这对迅宏科技的生意影响不大。我们客户群主要集

中在华南以及台湾地区，而这些客户的手机产品主要

在东南亚、中东、南美洲、非洲等国家，海外的利润

可能比较低一些，但是成本价格则会为他们带来竞争

力。”

“华南地区以及台湾有众多的芯片、硬件、软件

的厂商，但是都缺乏横向方面的联系，我们就是做整

个手机产业链上下游的纽带，并将手机做成样本打包

给客户。”游敦行表示。“而最低价格是维系纽带的

关键。”

“我们的产品主要以安卓为平台，客户使用我们

自己的芯片生产的智能手机价格都在千元以下。坦白

地说，做高通的客户都需要具备一定条件，比如技术

雄厚、研发团队人数够多。而我们的客户不需要具备

那些条件，我们就是专注服务中小型客户群体的。”

与中低端产品相对应的是快速抢占市场的能力。

根据迅宏科技积累的经验，在第一代产品中，其只向

手机厂商提供平台授权，而手机厂商将手机做成成品

需要9个月的时间，而在第二代产品中，迅宏科技向

手机厂商提供类似联发科技的Turkey-Solution解决

方案，但是时间只能缩短到6个月。而在第三代产品

量产包推出之后，手机厂商可以将时间缩短至2个月。

几个人的团队、两个月的时间，在不需要多少技

术储备的情况下，推出一款面向欠发达地区的手机。

在GSM时代，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赚了不少；

在智能终端时代，同样的故事应该还会继续上演。

（来源：C114中国通信网 杨笑/文）

富二代的穷生意：台湾迅宏科技演绎另类联发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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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联发科展开的份额保卫战以外，高通公司开

始主动出击，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价格实惠的智能手机

解决方案。

9月27日，高通公司宣布面向大众智能手机市场

推出两款四核移动处理器MSM8225Q和MSM8625Q，定价

在50美元和200美元之间，并首次在骁龙S4PlusM　SM

　8930平台上推出适合中国移动的TD　-SCD-MA芯片。

同时，高通称将针对这两款平台推出QRD解决方案。

OEM厂商的研发成本，提升产品推出的速度。这曾经

是台湾芯片厂商联发科得以能够和高通竞争的杀手锏。

2G手机时代，中国大量的手机厂商通过联发科的

交钥匙平台降低了进入门槛，加快了生产过程，从而

使这家年轻的台湾芯片公司得以抢占高通原有的市场

份额。高通通过推出QRD计划，试图保卫在芯片市场

被蚕食的固有份额。过去厂商半年才能推出一款智能

手机，而采用高通QRD平台后，上市时间缩短了一半，

最关键的是，高通芯片将把智能手机的价位拉低到

600元甚至更低。

由于掌握相当数量的无线芯片技术，高通的日子

曾经无忧无虑，甚至给中国的小手机OEM厂有高不可

攀之感。而现在的市场计划和竞争对手相关，也来自

于高通公司对未来的判断。

判断

最近，高通公司联合《时代周刊》在全球范围内

做了一个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中国和其他国家。 调

查结果显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中国，人们如

果早上出门忘了带手机就必须回去拿，因此无法吃

午饭。在拿手机和吃午饭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84%

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宁愿放弃午餐也要回去拿手机，

这就表明了目前中国手机市场用户们的态度。“也正

是因为大家更加热衷于手机，而不是那么热衷于午

餐，所以在中国，很多人从体型外观上比我们这些更

加热衷于午餐，而不是热衷于手机的美国人更体面一

些。”高通公司首席营销官阿南德•钱德拉塞卡尔说。

事实上，这个调查强化了高通在中国市场主动出

击的决心，它试图赢得更多的OEM客户。高通解释投

向大众智能手机市场、特别是那些致力于参与中国3G

市场开发和中国智能手机出口活动的OEM厂商：根据

预测，未来3—4年时间里，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将会增

加5亿台的规模，而且大部分增长是来自于新兴市场。

>>>>>...

高通的四核计划

出击

MSM8225Q和MSM8625Q属于骁龙S4 Play处理器系

列，主要面向大众智能手机用户。两款处理器将于

2012年年底向客户出样，内置该处理器的商用终端预

计将于2013年第一季度上市。高通公司称，为了让上

述两款处理器能够被更多的中小OEM(即代工生产)厂

商所采纳，公司还将发布基于这两款处理器的QRD版

本。

高通QRD计划(Qualcomn　Ref-erence　Design，

QRD)主要面向中小OEM厂商，包括提供完整的手机开

发平台以及生态系统计划、经过测试和验证的第三方

软件和硬件元器件，使手机厂商能够快速地为价格敏

感的消费者提供差异化的智能手机，可以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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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想成功的话，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很好的

途径，让人们在可支付的价格、不牺牲性能和具备最

新科技这几个条件之间实现最优的结合和平衡。”阿

南德•钱德拉塞卡尔说。

高通先后在北京、上海、深圳以及西安开设了4

个分公司，目前高通的合作伙伴已经超过100家之多。

自高通推出参考设计生态系统计划以来，已经获得新

浪、腾讯、百度、阿里云、小米等18家合作伙伴合作，

目前已经有超过30家的中国合作伙伴透过高通QRD开

发平台设计开发超过30款的ANDROID产品，苹果也是

高通的合作伙伴之一。

款芯片组，同时也会推出与之相对应的QRD参考设计。

通过MSM8X30和MSM8X25Q，这两款都可以支持价

格在200美元左右，甚至50~100美元价格区间的智能

手机。高通产品的路线图，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平

台：一是芯片组的平台，通过芯片组平台客户可以同

我们一起进行手机的开发设计；二是参考设计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给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和服

务。

高通推出上述两款面向大众智能手机市场的处理

器和QRD解决方案将再度拉低OEM厂商四核智能手机的

制造成本，估计幅度将达到500元以上，这意味着将

会有更多2000元以下甚至1000元左右的四核智能手机

出现。

四核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战场，也是许多芯片厂的

必争之地。联发科财务长顾大为表示，最快四核处理

器MT6588将在第四季度末，明年第一季初量产，客户

终端产品则在明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上市。包括华

为在内，其重磅推出的四核Ascend　D1　Quad采用的

是自家的海思芯片。

实际上，四核的营销意义大于技术意义。

高通移动计算产品市场副总裁颜辰巍表示，四核

本身不一定是问题，问题是怎么做，才能把四核的性

能、成本和功耗几方面结合得很好，这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

他说，高通选择推出MSM8225Q和MSM8625Q四核处

理器主要是出于OEM厂商对这一档位四核处理器的需

求。从厂商宣传的角度上看，四核更容易被作为热点

进行宣传。

除了通过QRD贴近OEM客户，高通也正在强化B2C

市场的品牌地位，关注个人用户对于骁龙处理器品牌

的认知。在今年的通信展和手机大会上，高通都不惜

重金在骁龙品牌的展示和推广上。这一点很类似于另

外一家芯片厂——英特尔公司。有趣的是，现任高通

公司首席营销官阿南德•钱德拉塞卡尔，此前在英特

尔工作了24年。

（来源：经济观察报 闫威/文）

一年半之前，高通给客户提供了交钥匙的QRD平

台和解决方案，发现客户希望QRD能面向大众市场。

从2011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开始，有了第一代QRD，

当时高通与三家OEM厂商共同发布了五款产品，2011

年第四季度第二代是与三家OEM厂商发布产品。今年

上半年高通发布了新一代QRD，这包括四十多家OEM厂

商共发布了超过五十多款产品，而且有一百多款产品

正在开发当中。今年一季度，高通在智能手机芯片市

场上占据近半壁江山，联发科只勉强挤入第五，上不

敌高通、下被展讯和晨星蚕食市场份额的联发科为和

高通竞争，以约244亿元收购竞争对手晨星。

四核

高通此次发布的新品包括两款新的四核S4　Play

　MSM8×25Q处理器，是面向大众智能手机的四核处

理器；二是高通参考设计的MSM8×30，通过这个产

品，把过去主要用于更加高端市场的体验带向了大众

智能手机市场。同时，很重要的是通过支持LTE-FDD、

LTE-TDD、TD-SCDMA的芯片，表明想要深入和中国市

场合作的决心，支持所有中国运营商可能会发展的3G

和4G制式，并试图将终端产品价格做得更低。这也是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以及中国联通共同的期待，尤其

是中国移动的希望所在。

按照高通目前的计划，明年第一季度，正值中国

新年之际，我们不仅仅要向市场上推出前面讲到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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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放低姿态抢市场

面对来势汹汹的联发科，高通公司不得不放低姿

态。9月末，高通公司宣布面向大众智能手机市场推

出两款四核移动处理器MSM8225Q和MSM8625Q，支持定

价在50~200美元之间的平民智能机。

高通蜂窝产品事业部高级副总裁克里斯蒂亚诺•

阿蒙对《IT时报》记者说，“在中国，人们对于午餐

和手机的态度几乎同样，如果早上出门忘了带手机，

许多中国人宁愿放弃午餐也要回去拿手机。这个现状

强化了高通在中国市场主动出击的决心，高通将继续

投向大众智能手机市场，特别是那些致力于参与中国

3G市场开发和中国智能手机出口的OEM厂商。“我们

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途径，让人们在可支付的价格、

不牺牲性能和具备最新科技这几个条件之间实现最优

的结合。”克里斯蒂亚诺•阿蒙说道。

据透露，高通推出上述两款面向大众智能手机市

场的处理器和QRD解决方案将再度拉低OEM厂商四核智

能手机的制造成本，降幅将达500元以上，这意味着

将会有更多2000元以下甚至1000元左右的四核智能手

机出现。

不过，在四核智能机的芯片领域，也并非只有高

通和联发科的楚汉之争。众多国内外厂商也在觊觎四

核智能机的市场蛋糕，包括英特尔、英伟达、博通在

内的芯片厂商都在四核手机芯片上动作频频。

不甘示弱的还有国内厂商，比如华为，其Ascend 

D1搭载了自行研发的国产四核处理器。越来越多的企

业加入战团，相信四核芯片竞争将愈发激烈。

（来源：IT时报 尤歆飞/文）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就在一两个月之前，四核

智能机还是少有的高端机型。然而随着众多国内外手

机厂商杀入该领域，四核智能机的价格不断下探。作

为芯片厂商也纷纷推出低价位四核智能机芯片，更令

这场大战硝烟弥漫。据悉，明年上半年初四核手机的

平均价格可能将下滑至100美元~200美元左右，和目

前双核千元智能机的价格相当。

联发科延续低价路线

3G时代，尽管高通在智能手机芯片市场上占据大

半江山，但联发科的实力也不可小觑。联发科以“低

价牌”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不仅侵蚀

部分高通的市场占有率，更成为全球第五大智能手机

芯片厂商。野村证券日前预估，明年联发科的市场占

有率可能攀升至40%左右。

随着芯片MT6588的推出，联发科正向四核智能机

领域挺进。联发科财务长顾大为称，MT6588预计第四

季度开始测试，于明年年初进入量产，并且维持一贯

的中低价格策略，联发科的四核芯成本可能和双核的

MT6577相当。

联发科技中国区总经理吕向正说，“我们推出的

解决方案，要让广大的手机厂商能够快速做出一些性

能又好，价格一般民众能够负担得起的手机，才会让

每个人享受移动互联网的实惠。七八千元买智能手机

的话，就没办法普及普通大众。我们的战略是让人人

都可以负担得起。”

业内人士估计，采用联发科MT6588智能终端预计

年底就有量产出货。率先推出的可能是联想第二款四

核手机，代号为Arkansas。有消息称这款手机的价格

在1499元到1799元之间。

四核智能机被拖进千元时代 高通联发科打低价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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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各芯片厂商在芯片设计和开发上的情况来看，

今后多模将成为主流方向。而且从设计之初到后序的

扩展和互操作上，都应紧紧围绕多模进行。

中兴通讯微电子研究院技术总监朱晓明指出：

“在终端芯片的MODEM设计上，从一开始就以多模作

为最重要的开发需求进行设计和开发。MODEM软硬件

设计从架构上即考虑到多模扩展和互操作的要求。在

多模软件设计上，采用统一的多模软件架构，定义多

模之间统一的互操作交互方式和机制，同时具有扩展

性，满足高效性和易维护性。在多模硬件设计上，采

用多模共享和多模融合的思想设计，在多模实现上大

大优化面积成本，同时降低功耗。在多模的市场策略

上，采取先满足TDD制式，然后再扩展FDD制式的策略，

在业界实现有一定差异性的多模竞争策略。”

中兴微电子推出的LTE多模芯片，支持CSFB(CS 

Fallback)和SR-VCC的语音解决方案，这也是3GPP推

荐的LTE语音解决方案。另外，由于中兴微电子LTE多

模芯片灵活的设计，也可以支持LTE/TD-SCDMA+GSM双

待的解决方案，语音通过GSM模式解决。而展讯首颗

TD-LTE芯片SC9610已经实现了多模单芯片，支持TD-

LTE、TD-SCDMA、GSM三种通信制式。

创毅推出的LTE多模手机目前支持单卡双待语音

解决方案，即实现了使用一张USIM卡，数据业务承载

在做多频的同时，如何保证2G/3G/4G的多模集成

在一个芯片上，并通过全世界各个运营商的认证，这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前，TD-LTE/TD-SCDMA产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TD-LTE芯片厂商也在为TD-LTE/TD-SCDMA产业

的发展积极推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从目前的进展情况

来看，显然，芯片厂商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市场对多模芯片的需求非常强烈，并且透过各芯

片厂商的筹备进展情况来看，多模将成主流；此外，

LTE经过几轮的测试后，已经基本满足需求，推出商

用已经指日可待。随着LTE芯心解决方案的日趋成熟，

在功耗和互操作上的难题将会得到有效解决。

多模将是主流方向

从设计之初到后序的扩展和互操作，都紧紧围绕

多模进行。

LTE终端要想在不同地区和国家间具备漫游能力，

则需要支持多种通信模式和多个频段。LTE与2G、3G

有很大不同，一是其频段相对比较分散，全世界有40

多个频段。此外，要覆盖所有LTE频段，在技术上也

存在很大的挑战。协调不同地域和国家间的频谱资源，

这需要TD-LTE乃至LTE进行广泛部署，LTE芯片在设计

上也需要适应不断提升的LTE互操作需求。

TD-LTE芯片：多模需求强烈 功耗难题渐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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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D-LTE网络上，话音业务承载在TD-SCDMA/GSM上。

同时为支持国际及港澳台漫游，LTE模块实现TD-LTE

与FDD-LTE的共模。

高通公司产品市场全球副总裁颜辰巍说：“从

OEM采用骁龙S4的数量来看，市场对多模LTE的产品

的需求应该说是非常强劲的。高通的芯片基本上对2G、

3G、4G的各个制式都能在同一个芯片里支持。”

在做多频的同时，如何保证2G/3G/4G的多模集成

在一个芯片上，并通过全世界各个运营商的认证，这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明后年可实现大规模商用

现在，几大芯片厂商经过多轮TD-LTE测试，已基

本进入预商用阶段。

现在，几大芯片厂商经过多轮TD-LTE测试，已基

本进入预商用阶段。未来，还将支持更多的通信制式

和频段，整个芯片的设计和算法也都要根据多模的特

性进行优化。芯片的集成度将会更高，射频芯片设计

的复杂度和配套外围器件的复杂度也会更高，而且还

要根据实际需求定制相关的元器件。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展讯目前已经满足TD-LTE

芯片的测试要求，客户也在基于展讯TD-LTE芯片开发

TD-LTE多模数据终端，预计明年可以满足TD-LTE芯片

的商用需求。

在TD-LTE的测试上，目前创毅参加两轮测试的

WarpDrive5000为试商用芯片，基于该芯片的各种

类型终端，已经提供给中国移动做规模试验甚至在

杭、深、广三地进行试商用。在今年底，将会推出

WarpDrive6000正式商用，实现FDD和TDD共模。

高通去年推出了TDD-LTE的商用芯片，以香港推

出的4G LTE服务为例，采用高通骁龙S3和S4芯片的四

款手机，都是同时支持TDD和FDD的。高通现在的8960

和9215的芯片也都是同时支持TDD-LTE和FDD-LTE的，

并向下兼容到3G/2G。

“中兴微电子的LTE/TD-SCDMA/GSM多模终端芯片

ZX297502已经小规模发货，达到了商用水平。产品形

态包括数据卡、CPU和uFi。今年年底将推出测试手机，

明年中兴微电子将推出LTE/TD-SCDMA/WCDMA/GSM全模

终端基带芯片，以及和AP集成的LTE单芯片智能手机

解决方案，这些芯片将在2014年支持LTE终端的大规

模发货。”朱晓明告诉记者。

功耗和多模切换需下工夫

在多模的互操作方面，未来仍需要做大量的测试

与验证工作。

多模切换是TD-LTE试商用第二阶段测试和未来

新的测试重点，是系统、终端、芯片解决方案进入

扩大规模的网络的前提条件。因为，在TD-LTE发展初

期，在TD-LTE网络覆盖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下，需要

TD-LTE/TD-SCDMA/GSM多种模式保证用户业务的连续

性，因此支撑多模的系统设备和多模终端，以及不同

厂商多模产品互操作的稳定性、可靠性将关系到未来

商用的用户体验。此外，多模LTE智能手机一般需要

配备3G芯片和LTE基带芯片，这样的架构对功耗优化

带来很大的挑战。如何解决，也考验着芯片企业的能

力。

目前，中兴微电子推出的ZX297502支持LTE 

Cat-3的峰值速率，在FDD模式下能达到下行100Mbps、

上行50Mbps的并发。功耗上，峰值速率下的DBB功耗

也控制在400mW以内，能够满足商用要求。在多模切

换上，ZX297502的多模互操作能力和测试在TDD互操

作上也表现突出。“明年我们将LTE峰值速率提升到

Cat-4，下行速率增加到150Mbps，同时进一步优化功

耗满足手机的要求，在多模切换上进一步支持FDD多

模支撑。”朱晓明指出。

展讯市场经理王舒翀指出：“展讯LTE芯片在测

试中表现出良好的性能，在数据传输速率、功耗等方

面都有较好的表现。展讯也会通过新的低功耗技术和

优化算法，加强与仪器仪表和系统网络的测试，进一

步提升芯片速率和多模切换性能，降低芯片功耗。”

创毅视讯则表示，目前芯片的速率、功耗、多模

切换性能方面能够满足要求。创毅视讯TD-LTE多模智

能手机采用的是40nm工艺WarpDrive 5000基带芯片，

支持D-LTE/TDS/GSM/GPRS/EDGE多模制式。WarpDrive 

5000采用超低功耗设计，最高可实现150Mbps的下载

速率和50Mbps的上传速率，支持多种上下行配比及

同频、异频测量和切换，支持CAT4速率等级。此外，

WarpDrive 5000是率先支持先进的双流波束赋形T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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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技术的基带芯片。未来，创毅将进一步降低芯片

功耗，即将于年底推出的WarpDrive6000的目标就是

为手持类终端而准备。

总之，目前市场对多模芯片的需求非常强烈，虽

然目前多模终端还面临射频方面的挑战，但各个厂家

都逐渐形成自己的应对之道，但在多模的互操作方面，

未来仍需要做大量的测试与验证工作。

企业点评

展讯：以实力证明一切

为实现LTE终端在不同国家间的漫游能力，展讯

在芯片设计和算法上进行优化，实现可支持TD-LTE和

FDD LTE的主要频段。

针对语音业务，展讯考虑到不同方案对芯片架构

和协议处理的影响，并对这些语音方案都有支持计

划。其推出的LTE芯片SC9610可以达到Cat3等级，即

最大下行100Mbps和上行50Mbps的速率，后续将推出

支持Cat4等级的LTE芯片，最大下行速率可以提高到

150Mbps。

经过几轮TD-LTE测试，TD-LTE芯片已达到测试要

求，并且明年即可实现TD-LTE芯片的商用供货。

为保证LTE大流量，展讯通过新的低功耗技术和

优化算法进一步提升芯片速率和多模切换性能，从而

降低了芯片的功耗。

面对国外竞争，展讯凭借其技术积累作为竞争的

最大筹码，并尽大力度给客户提供支持。在即将到来

的LTE时代，展讯表现出足够的信心来面对新一轮的

较量。

中兴微电子：实现差异性多模竞争

中兴微电子在LTE芯片上，从一开始就以多模作

为最重要的开发需求进行设计和开发。从MODEM的软

件和硬件设计上入手，从架构上考虑到多模扩展和互

操作的要求,充分实现了差异化的多模竞争策略。

在语音解决方案上，中兴微电子推出的LTE多模

芯片支持CSFB(CS Fallback)和SR-VCC的语音解决方

案，能够适用于中国市场并快速满足用户体验。也从

长远考虑，逐步优化能耗问题。

目前，中兴微电子LTE多模终端芯片发展步伐走

在前列，其LTE/TD-SCDMA/GSM多模终端芯片ZX297502

芯片已经小规模发货，达到了商用水平。此外，其测

试手机将于今年底推出，明年可推出LTE/TD-SCDMA/

WCDMA/GSM全模终端基带芯片以及LTE单芯片智能手机

解决方案，可于2014年实现大规模发货。

在未来竞争中，中兴微电子充分发挥与中兴通讯

的结合优势，共享相应的研究成果；并且通过开放的

经营模式与业界合作，整合出最具竞争力的终端芯片

发展模式。

创毅视讯：充分发挥LTE基带设计经验

在提高与各种RF芯片的匹配度上，创毅广泛与业

内RF厂商合作，推动LTE整体解决方案的成熟。

创毅的LTE多模手机目前支持单卡双待语音解决

方案，已入选广东移动创新项目，并已获得广东移

动的协议采购。此款手机是全球第一款可批量生产

的同时支持GSM/TD-SCDMA/TD-LTE/FDD-LTE制式的手

机终端。

今年底，创毅视讯WarpDrive6000将正式商用，

并支持祖冲之算法，FDD和TDD共模。创毅将于2013年

底推出多模单芯片，在LTE的基础上整合TD-S和GGE。

创毅单卡双待多模手机的成功有助于提升多模互操作

的技术。未来仍需要在多模的互操作方面做大量的测

试与验证工作。

目前，创毅视讯是唯一支持LTE R9版本的芯片厂

家，并和11个系统厂家完成TM8 IOT互通测试。今后

将致力于缩短从芯片到终端的时间，拓展全系列终

端产品，包括单模/双模CPE、MIFI、数据卡、手机、

PAD将有效支撑业务高速发展。

高通：积极关注中国市场

当前多模终端面临着射频方面的挑战，但多模芯

片的需求十分强烈，高通的解决方法是，用同一个芯

片平台满足不同市场的产品需求。为此，高通通过

“交钥匙”的解决方案，以及把更多硬件和软件的合

作伙伴加入进来，从而丰富整个产业链。

面对我国市场对TD-LTE、TD-SCDMA的需求，高通

从产品布局上来积极满足中国市场需求。其推出的第

二代LTE多模产品MDM9x15平台，同时支持TD-LTE/LTE 

FDD以及包括TD-SCDMA、WCDMA、CDMA2000等3G制式，

目前已经商用，已有多家企业基于此平台开发通信

模块。另外，高通在今年初还宣布了第三代LTE产品，

除了同时支持LTE增强型(LTE版本10)和HSPA+版本10(

包括84 Mbps的双载波HSDPA)之外，还向后兼容EV-DO

增强型、TD-SCDMA和GSM。

在做产品定义时，高通以运营商的需求为主。随

后，会考虑公开市场对产品的需求。

（来源：电子系信息产业网 慕容素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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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TD终端解决了高端用户因为找不到适合的终端而

放弃TD网络的难题。

“当然，除了价格优势外，展讯还追求TD终端的

质量优势。以基于展讯SC8810芯片的TD普及型智能机

为例，待机电流、通话电流以及数据业务电流都比

同规格的W智能机有很大程度的降低。在芯片的应用

处理能力上，基于展讯SC8810的TD普及型智能机在

Geekbench的跑分测试中超过了iPhone4S的表现。”

李力游说。

在中国移动终端公司对终端质量的严格把控和有

效监督下，今天TD终端的投诉率已明显低于其它3G制

式终端。TD终端在性能上已经实现了与其它3G制式同

步，而成本上则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此外，TD终端还具备其它3G制式终端不具备的

优势，正像一个客户在他们的产品宣传中说的"1秒钟

2G升3G"，这让他们的TD产品的销量远好于WCDMA的产

品。”李力游说，“中国移动拥有将近7亿用户，即

使以最保守的每年1/3换机率计算，每年TD-SCDMA终

端市场规模超过2个亿，这为开放渠道的健康发展提

供了巨大的市场前景。作为终端芯片行业的代表，展

讯对今天TD-SCDMA的市场规模和TDLTE的发展前景充

满信心。”

（齐鸣/文）

展讯2013年推五模十二频单芯片产品

>>>>>...

今天，中国移动终端产业链大会暨渠道签约仪式

在京举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裁李跃，副总裁

沙跃家、李慧镝出席大会。作为迄今为止TD产业界最

大规模的合作伙伴盛会，中国移动邀请了终端制造、

芯片、方案、仪表、渠道等方面的130余家合作伙伴

近1000人参会，有23家终端芯片、生产厂商现场展示

了最新的TD终端产品。

作为TD芯片厂商中的重要一员，展讯CEO李力游

代表TD产业链芯片厂商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重要发言。

“2011年展讯通信芯片的销量超过2亿片，同时也跻

身于全球前四大手机芯片供货商的行列。作为一家本

土创新型芯片企业，展讯通信对TD产业的投入已经长

达10年之久。为了使TD-SCDMA尽早产业化，展讯通信

在2004年就研发了第一颗TDSCDMA的手机芯片，解决

了TD产业无专用手机芯片而导致的在功耗、成本等诸

多方面的困境。”

支持TD-SCDMA的同时，展讯也在TD-LTE芯片上发

力。据李力游介绍，为了支持TD-LTE产业能尽快推向

商用，展讯在2012年初率先发布了支持TD-LTE /TD-

SCDMA/GSM等多种通信制式的多模手机单芯片，并将

于2013年推出支持五种通信制式（TDDLTE/FDDLTE/

TDSCDMA/WCDMA/EDGE）十二个通信频段的多模手机单

芯片，支持中国移动将TD-LTE推向全球。

2011年，展讯将40nm技术被引入到TD产业，使得

TD终端无论在产品的功能、性能以及成本上都实现了

对其它3G制式产品的反超，为TD终端的放量发展铺平

了道路。

当今年千元智能机成为整个通讯终端产业发展热

点的时刻，展讯也没有缺席。智能机以超过50%的出

货渗透率迅速在消费者中普及。面对这一形势，中国

移动适时推出了“同时、同质、同价的三同”政策，

在这一政策的的推动下，采用展讯芯片的三星Galaxy

系列，HTC 的ONEX和“新渴望”系列产品的及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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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读卡器：可以读取各种IC卡，或是电子卷标，

这项功能可以让手机或是平板变身为收款用的POS机

或是随身的读卡设备。

3. P2P资料对传：NFC可以在两个NFC装置间实现

点对点数据对传的功能，各位在三星的Galaxy SIII

的广告宣传片中，看到的主打功能就是这项。

这次我们是设计NFC的平板，所以我们测试的就

是读卡器与P2P数据对传的功能。先到Android Play 

Store中搜寻NFC，就会发现已经有很多针对NFC开发

的app。我们这次读卡器的测试决定采用由北京灵动

快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所开发的”快拍NFC”来进行

测试。测试的卡片是一张平时在用的深圳通。

 深圳通测试图片

（上文接《研发专辑》9月刊）

在历经数次的测试，除错与修改后，整个

Android系统的修改终于完成，启动NFC并显示一大片

的log后没有发生该错误。耗时大约5天的软件开发终

于完成。这其中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权限的问题

与堆栈分析的技巧，只要能掌握这两个部分，配合

NNS-701伴随的驱动与技术数据，都可以很轻松地完

成软件开发的工作。

接下来就是测试平板的NFC功能是否正常，NFC的

主要功能有三种：

1. 卡片仿真：这就是现场支付的重点，让手机

可以模拟公交卡，信用卡，银行卡，电子货币包等功

能。国内的电信运营商与银联等，在近期内就会启动

的各项NFC服务应用就会与卡片仿真有关。

NFC手机、平板设计大作战—— 一周内设计
完成NFC功能平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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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芽传送图片

所以NFC在这个动作中，起到的作用是协助两个

NFC装置确认身分并完成蓝芽的连接与数据传送。免

去了蓝芽人工配对时，要先彼此搜寻讯号，然后输入

密码等繁杂步骤。

到此设计工作完成，在没有经验的状况下，利用

一周的时间，利用现成的平板计算机，设计了一台具

备NFC功能的平板计算机。期望这部分的工作经验可

以让大家快速的开发NFC手机与平板。

（来源：深圳锐健电子）

测试OK，透过快拍NFC，我们可以顺利的将卡片

中的余额与使用纪录读取出来。同时测试了一下感应

距离，大约是4到5厘米。天线的位置等于在天线的正

上方，以开发测试板来说，天线未经过特别的设计，

这样的距离表现不错。

特别要提醒大家，最终设计时，要针对结构的位

置与对感应距离的需求来设计天线与决定放置位置。

NFC天线因为其射频特性，所以非常容易受到干扰与

阻断。电池、其他零件的电磁波、金属背盖等都会影

响其电波讯号，这会导致感应距离不够远或是感应错

误等状况发生。NFC的最远感应距离是100mm，但是距

离太小则为导致感应错误或是无法感应的状况，所以

比较合适的距离是40mm到80mm。

最后的测试，P2P数据对传。NNS-701的传输速率

最大是424kb/秒，速度不快，适合用来交换协议，传

送小量数据或是设备间的握手。如果需要传送比较大

量的数据，一般会是NFC+蓝芽或是NFC+WiFi Direct。

所以我们这部分的测试，就利用Play Store中的一套

免费app，Blue NFC来进行。我们将一张2M的图片由

平板传送至索尼Xperia P手机。

选择分享图片

选择使用Blue NFC分享

背对背感应，点击平板屏幕开始传送

X1000与索尼Xepria P的NFC开始沟通，并启动各

自的蓝芽，并协助配对，开始透过蓝芽传送图片

传送完成，切断蓝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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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ation成立于1985年。是多媒体和通讯技

术的全球领导厂商，专致于开发并授权领先的图形、

视频和显示类多媒体IP内核，多线程嵌入式处理器和

DSP，以及多标准通讯与互联处理器。与这些SoC用硅

知识产权解决方案相配合的有平台级IP和服务、强大

的软件工具组合与驱动程序，以及完备的开发者和

中间件生态系统的支持。 该公司较为人熟知的是其

PowerVR SGX图形芯片，苹果和英特尔都是这家公司

的股东。 

Imagination IP的被授权商包括苹果、TI、STE、

联发科技、三星等。 著名苹果公司的iPhone，iPad

上的CPU用的都是此款GPU。

Imagination收购MIPS，对只有嵌入式Meta 32

位核心的Imagination将会大大扩充实力。而作为

Imagination的一部分，MIPS处理器架构仍将持续发

展。

Allied Security Trust联盟（以下简称AST）

成立于2008年。该联盟成立的目的是在联盟内购买

更多的专利，再授权给联盟成员，以抵制专利投机

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在2012年，AST官方网站上看

到的联盟企业有八家，分别是：Avaya 、HP、 IBM 、

最近几日收购风波不断，半导体业收购大事

频频发生。Imagination Technologies日前宣布

以 6,000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CPU 设计商 MIPS 

Technologies。不过这场收购并非这么简单。为此总

结了如下一个图(见图1)：

通过图1，可以很清晰的发现，昔日的IP巨头就

这样被移动CPU和移动GPU领域里面的两个领头羊ARM

和Imagination 得手。他们一个收购专利，一个收购

公司，MIPS就这样华丽丽的拆分了。 

再来看看收购案中的这三家公司： 

MIPS成立于1984年。是Android操作系统直接支

持的CPU架构之一，是32位和64位RISC处理器架构的

先驱。截止2012年6月30日的财年内，MIPS拥有56项

付费授权，处理器知识产权核心授权业务取得了6000

万美元收入，其客户出货了7亿多授权产品。MIPS今

年五月份还发布了Aptiv系列处理器，用来对抗ARM。 

MIPS IP的被授权商包括索尼、东芝、博通、微

芯、联发科技、君正等。 基于MIPS架构芯片被广泛

使用在嵌入式设备中，包括早期的Windows CE移动产

品、索尼PlayStation 2和PSP，以及任天堂的N64游

戏机。 

MIPS分拆出售 昔日两强瓜分目的如何

>>>>>...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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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Motorola 、Oracle、Philips 、Research 

in Motion 。要加入这个基金会成为会员，需要付出 

250,000 美元的入会费，同时还得存放五百万美金让

基金会运用。自2007年成立至本次交易之前，AST已

完成38笔专利权的收购、31项专利组合的出售，以及

148项专利授权。而Bridge Crossing LLC公司则是在

AST此次并购案中的一个载体。 此次收购AST是通过

Bridge Crossing LLC公司进行收购，ARM是Bridge 

Crossing LLC公司的会员之一。

不过这场收购案对MIPS和ARM在移动CPU领域的格

局是否有影响，52RD特别采访了一位接近此次收购案

的相关人士，他对这场收购案评价如下：

（1）MIPS的股东得到了不错的溢价；

（2）对MIPS的客户影响很正面，因为IMG也是IP

公司，MIPS的产品、发展和业务模式不变，而以前单

独的IMG和单独的MIPS相对产品线不全面，面临ARM竞

争的时候压力都比较大，现在石头落地，IMG+MIPS对

客户来说变成了一个更加可靠的合作伙伴；

（3）对行业也是好事，第一，在ARM之外有了相

对比较强大的可选项，业界盼望有一个ARM的竞争对

手，因为现在客户在ARM面前以前完全丧失了议价能

力；第二，CPU的专利归属变好了一点，CPU的很多基

础性专利主要握在CPU发展的先驱公司手上（谁先做

谁申请到），比如Intel和MIPS，最早设计大型的现

代CPU，从64位到多核，多线程，MIPS都拥有大把的

基础性专利，不光MIPS架构相关，任何其他架构的

CPU设计都会碰到。如果有人以专利流氓的态势切入

行业兴风作浪，CPU公司会被折腾得很惨。现在MIPS

除了把公司的全部资产转移给了IMG，又分出498项专

利转让给了AST，卖了一大笔钱，但IMG依旧保留了这

些专利授权和再往外授权给别人的权利。

（4）对ARM也是好事，捡了个便宜。ARM在很多

地方用到了MIPS的专利，存在巨大专利漏洞和风险，

一旦走入法律程序会麻烦很大。ARM其实一直想收购

MIPS，但是ARM收购的话会涉及反垄断审查，客户和

行业也会反对，现在通过花钱买到了授权，得到了

漂白，自然也很高兴——ARM得到的是授权和专利保

护，没有专利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但这对ARM也足够

了。ARM在往高性能方向发展的时候、特别是64位和

多核多线程方面，绕不开MIPS专利。

ARM原来面对的两个竞争对手IMG和MIPS现在合二

为一，从竞争情况看是增加竞争压力了，不过短期内

的竞争态势应该不会有戏剧性的变化，因为处理器IP

市场的变化相对很慢。要到下一代处理器出来的时候

才能开始一波全面竞争。

对国内公司比如君正，完全利好，MIPS原来只是

个160人的公司，势单力薄，以后MIPS生态系统建设

的投入资源肯定会更大。对国家CPU比如龙芯也同样，

不过从更高战略层面来讲，MIPS曾经是中国最触手可

及的核心技术资产，现在错失了好机会，并且意识到

欧美的上游玩家整合来整合区，我们只能成为食物链

的下游，毫无控制力，自然也分享不到更多的利润。

同时，这位相关人士也指出，对于这场收购案，

国内媒体还是有几个误区的：

（1）ARM根本没什么母公司，AST是行业里20多

家大公司合资组建的专利收购平台，收购专利保护成

员公司，是一把专利保护伞；（对应的，有人收购专

利专门告别人，那叫专利流氓，但也是合法的行业常

见现象，名字比较难听不太招人喜欢而已）。AST收

购的MIPS专利对ARM好处最大，所以ARM摊派到的费用

最多。

（2）对MIPS的所有客户来讲这是一件很确定的

好事，利大于弊。

MIPS被Imagination收购是好是坏，只有明年Q1

真正整合之后，才能见分晓，拭目以待吧。

(来源：我爱研发网 文/c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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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舞天:对比电容理解电感

基础元器件里面，电阻接触的比较早，也比较贴近实际，所以比较

好理解，电容因为经常用，所以也有些概念，但对于电感，绝大多数人

没有概念，这样就阻碍了对模拟电路深入理解，对于模拟电路，尤其是

干扰方面，最大的干扰源往往是电感引起的，所以理解电感对于降低干

扰，提高系统可靠性有很大的帮助。

电感与电容一样，都是自身不消耗能量的存储器件，从虚坐标上看，

电阻属于实部，那么电感存储磁场属于虚部的上半部，电容存储电场属

于虚部的下半部，可以认为电感恰好是电容的反面，所以借用电容的一

些参数来理解电感，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些。

1、材料：
电容分为铝电解电容、钽电容、聚丙烯有机薄膜电容、瓷片电容、

云母电容

电感分为硅钢片电感、铁粉芯电感、铁硅铝电感、锰锌铁氧体电感、

镍锌铁氧体电感

适合频率从低到高，不同场合要不同应用。功率电感跟高频电感的

材质是不同的，要区分。

2、特征量：
电容量：表征储存电场的能力

电感量：表征储存磁场的能力

这个大家一般都理解

3、储存极限：
电容耐压：表征储存电场电压的最大值

电感耐流：表征存储磁场电流的最大值

电感耐流是大家经常忽视的，这个一般受两个指标影响，一个是电

感铜丝的内阻发热量，属于线损，尤其有直流分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这个参数，另外一个是电流导致的磁饱和最大值，所以要分情况选择，

首先要计算发热在承受范围内，其次要磁场不能饱和，若饱和，电感就

失效了。

电容大家往往关心耐压，这个等价于电感的耐流磁饱和问题，实际

上它的线损发热，一般在大功率开关电源中要考虑，电解电容在大功率

开关电源中因为不停的充放电，电容发热，电解液干枯而失效，这个一

般不做开关电源的，一般接触不到，本人做高频焊接机，输出部分用的

电容是云母电容，工作在1MHz，电流有600A，经常发热把电容炸掉，所

以对电容的损耗理解的相对深些，当然电容的损耗还有介质损耗，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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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频机里，用CBB材料的相对云母，损耗就很高，很容易坏，介质损耗

反而是成了主要的因素。

4、损耗：
电容线损和介质损耗：这个看工作场合，不同频率下比例关系不同

电感线损和磁滞损耗：这个看工作场合，不同频率下比例关系不同

5、寄生：
电容：根据材料工艺不同，比如铝电解电容，是采用绕制的，电感量

较大，频率不高

电感：根据材料工艺不同，比如高频下绕线与绕线之间懂得电容效应，

寄生电容较大，频率上不去。

6、辐射干扰：
电容：电场约束在金属片两极之间，辐射能力差，一些场合用电容泵

替代电感做升压或降压电源

电感：功率电感，磁场耦合性较强，在磁密封不严的时候，容易干扰

外部，并且磁场的激励源是电流，容易导致地干扰。

7、变压器：
电容不同于电感的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没有常用的变压器，这个并

不是电容不能做，而是电容相对于电感来说，做成的变压器，功率低，体

积大，不实用。

变压器实际上也不复杂，只是大家一般不会等效，任何变压器都可以

等效为一个理想变压器，初级并联初级的电感，次级串联次级的电感即可。

之后按电感的基本逻辑分析即可。

8、标准化：
电感最难的地方，上面说过是为了获取最大电流，这个也就是磁饱和

值，至于如何获取，可以参考之前一篇“磁性材料应用入门”，通过电感

表和一个软件工具来实现即可。电感，尤其大一些功率的，或者变压器，

一般都没有标准品，这个不如电容，往往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所以让

大家觉的难，所谓定制，无非就是功率，损耗发热和磁饱和的的考虑平衡。

·R&D TIMES 研发专辑精彩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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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华为在美国受到的排斥力度，与其全球

范围内的实力与影响力几乎呈现出同比增长。

日经中文网最近的一篇报道，将华为列为研究的

样本（据称是由华为副董事长胡厚昆接受采访，看来

华为对国际媒体的待遇与开放程度明显要高啊！），

并指出：“世界通信领域的增长市场将不断从发达国

家转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在这些市场打

下良好基础的华为将占据优势地位，这也是毫无疑问

的事实。华为有可能成为继苹果和三星电子之后新的

黑马。”

华为不是一夜之间成为黑马的。关于华为的崛起，

华为自己曾在美国国会证词上予以自我说明，那一大

篇证词其实是理解华为一个不错的入门级读物。那么，

日本媒体又怎么来解读华为的成功呢？

以下是日经中文网那篇报道的摘要：

一条道路是华为，一条道路是富士康

华为技术总部位于深圳市。深圳市人口超过1400

万，是新兴工业城市。华为总部位于深圳市北部。从

香港国际机场驱车进入中国大陆，沿着高速公路向北

行驶大约20分钟，就可看到了写有“华为”字样的绿

色的高速出口提示板。

实际上，据称这里在高速公路建设之初并没有出

口，华为为便于员工上下班，向市政府提出要求后才

设计了这个出口。而作为民营企业的华为似乎也承担

了部分施工费用。在早晨的通勤时段，华为员工驾驶

的汽车会使这个出口出现严重拥堵。

下高速后沿路前行，将遇到一左一右两条岔道。

据提示板箭头显示，右面通往“华为”，左面通往

“富士康”。非常有意思的是，导致严重拥堵的汽车

都是驶向华为方向的，而在通往富士康的道路上，则

都是行走在马路两边的人群。也就是说，走向富士康

的大多是普通工厂劳动者，而去往华为的则是拥有汽

车的高收入工程师。

秘密1：宏伟的远景和积极的研发投资

到达当地后，首先令笔者吃惊的是华为巨大的工

厂面积。1987年华为由现任首席执行官（CEO）任正

非创立于深圳，并于1998年将公司总部建在了现在的

地点。华为内部称这里为园区，面积为200万平方米，

大小相当于42个东京巨蛋体育场。

任正非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技术人员，在邓

小平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实施的经济改革的鼓舞下，

创立了通信设备公司，并在深圳获得了面积巨大的建

设用地。

华为园区分为8个区域，园区中心耸立的高层建

筑是R&D中心(研发中心)。任正非认为企业发展要靠

研发，因此决定将销售额的10％用作研发费用。去年

日本媒体解读华为的成功：突飞猛进的4个秘密

研发专辑 R&D TIMES·电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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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研发投资为38亿美元，已经达到销售额的13％。

在去年国际专利申请件数方面，华为已经高居世

界第3位，其中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出自这个研发中心。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国际专利申请件数排在世界第

1位的企业是中兴通讯（ZTE）。

华为已经开始在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拓展业

务，从业人数超过14万人。去年的销售额为324亿美

元，今年有望进一步扩大，从全年销售额来看有望

超越爱立信。研究人员和工程师数量约为6万5000人，

已经达到员工总数的44％。

华为最具优势的领域是高速数据通信技术。日本

手机运营公司的软银和eAccess公司都看中了华为这

家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Pocket WiFi”等移动通

信设备就采用了华为开发的技术。此外，华为很早就

开始关注被称为4G技术的“LTE”数据通信技术，自

2002年起就已着手开发这项技术。目前已经拥有超过

15%的LTE相关基础专利。

秘密2：积极的员工教育和完善的利益共
享制度

华为2号人物、副董事长胡厚昆在面向管理人员

的豪华培训中心迎接笔者。该中心借鉴了美国通用电

气（GE）的培训设施。

胡厚昆说华为从欧美企业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除了培训设施以外，华为还从IBM全球企业咨询服务

部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等欧美咨询公司引进了经

营、财务以及人事等方面的管理模式。华为很早就建

立了能够与欧美企业在相同框架下进行经营的体制。

据称华为向这些咨询公司支付的费用不少于10亿美元。

此外，华为是完全不引入政府资本的民营企业，

而长期支撑华为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员工持股制度。

这是根据任正非的提议而实施的利益共享制度，在华

为的14万名员工中，相当于一半的7万人纳入了这项

制度。目前，华为销售额的68％来自海外，由于当地

录用的员工正在增加，因此胡厚昆说从今年起，海外

员工也有望参加这项制度。

秘密3：海外本土化战略和联合技术开发

华为首次参加了自10月2日起在日本千叶县幕张

国际展览中心开幕的亚洲最大规模家电与IT（信息技

术）展销会“CEATEC JAPAN 2012”。华为搭建了不

逊色于索尼和东芝的大规模展区，发布了刚刚上市的

智能手机“ascend”。在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华

为的举动非常引人关注。

在技术开发方面，华为的发展也令人惊叹。在非

洲的肯尼亚，马赛族等已经开始使用手机，而提供手

机终端和基站的就是华为。也就是说，借助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经济体，华为逐步积累了技术实力，并以智

能手机和高速数据通信的普及为契机打入了发达国家

市场。

而推进这一战略的急先锋就是华为的创新中心，

其作用是联手各国通信公司以及电子零件厂商等开发

符合当地通信标准的技术。在过去，芬兰的诺基亚曾

经借助这样的本地化战略取得了成功，而现在华为也

采取了这样的战略。

而在日本市场，最初只有软银和eAccess公司等

新兴通信公司与华为进行了合作，但自今年夏季起，

日本最大手机运营商NTT DoCoMo也已开始销售华为的

智能手机。在零部件开发方面，日本松下和住友电气

工业公司等众多日本厂商正在与华为进行合作。

为推进本土化战略，有必要与当地公司国进行密

切合作。2005年，华为在日本成立了当地法人。在总

裁阎力大的领导下，约有600人正在为华为工作，其

中75％为日本籍员工。华为去年还加入了日本经济团

体联合会，这在日本的海外企业中实属罕见。

秘密4：为IT泡沫的崩溃提前准备，分阶
段的发展战略

华为在创立25年后即成为了移动通信领域全球最

大企业，并成功跻身“全球500强”之列。但胡厚昆

表示，华为的成功过程分为若干发展阶段。即自创业

期到1992年的固定电话时代、1992年到2000年的手机

时代以及2000年至今的世界市场时代。

尤其是在1992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快

速增长。据统计，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固定电话

从1100万部增加到了1亿7100万部，增幅达到了15倍，

而手机用户也从17万人增加至8500万人。而华为成功

分享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成果，从而打下了坚实基

础。

在3G手机登上历史舞台的2000年代，华为决定进

军海外，以非洲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

中心，迅速扩大了业务。其原因之一在于3G手机亮相

引发了电波许可暴涨的问题，进而导致IT泡沫出现了

破裂，造成欧美通信公司和通信设备厂商陷入了经营

困难。由于华为在这之前仅在中国国内拓展业务，因

此未受到泡沫崩溃的影响，于是乘势开始拓展海外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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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中兴能否在美国市场崛起？

1、欧洲市场的不景气，使北美成为电信设备商

新的战场，北美市场又以美国为主，而美国市场又是

全球电信设备市场中“盘子”最大、利润最高的市场。

2、对华为而言，打开美国市场，其借此将有可

能在一两年内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

商；对中兴而言，打开美国市场，就会拉近与竞争对

手的差距。

3、华为中兴面临的是一场长期的考验。让人忧

虑的是，即使华为和中兴最终打消了美方的疑虑，可

能也会错过最佳的市场窗口。

美国“棒打”华为中兴为哪般?

1、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国经济同样笼罩在不

知何时能回暖的冷空气之下，而华为、中兴等中国企

业在全球电信产业中实力越来越强。为了保护美国国

内电信企业的利益，美国的相关机构会以各种手段来

排挤中国企业。

2、一旦实力壮大的中国企业计划进入美国市场，

都有可能遭到以知识产权、贸易保护和“国家安全”

研发专辑 R&D TIMES·电信设备

为借口的各类调查和打压。

3、美国如此处心积虑“防范”华为中兴，也有

出于大选年的政治考量。除总统大选外，美国国会众

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今年也面临换届，因此从白

宫到国会均在竭力打造其在贸易方面对华的强硬姿态

和保护本土企业、扩大就业的形象。

美国的荒唐逻辑

9月7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式表示将于9

月13日举行听证会，以便了解华为和中兴对美国国家

安全问题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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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国会指控华为中兴的逻辑实在是荒唐。

理由1：美国情报机关认为中国政府通过攻击美

国政府和公司的网络，窃取情报和侵犯商业知识产权。

理由2：由于中国政府持有中兴的股份，中国国

有银行为两个公司提供过部分融资，中国政府和军方

与这两个公司有过生意上的往来，两个公司内部存在

基层党组织，所以华为和中兴并不是独立于中国党政

机构的企业。

结论：华为和中兴的通信产品为中国的情报机构

将恶意硬件或者软件植入美国关键的通信系统提供了

充分的机会，而作为来自于中国的公司，华为和中兴

将难以拒绝中国政府介入它们的产品的要求，所以华

为和中兴的产品存在着风险，将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利

益……

的信息证明委员会的担忧是合理的。而该报告的目的

是阻挠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阻碍竞争。

2、在过去11个月里，华为积极配合委员会的调

查，提供了大量文档，目的是希望通过透明地呈现信

息以确保委员会客观地审视华为公司和全球网络安全

问题。

3、华为的产品质量和安全得到全球140多个市场

的认可，被超过500家运营商使用，产品服务了全球

近30亿人口……

不攻自破的谎言

美国国会的报告看似逻辑贯通，但是在缺乏事实

证据的情况下，这样的说法也仅仅只能是刻意编造的

故事而已。

反驳1：美国国会的整篇报告没有一丁点关于华

为和中兴的产品在美国被用于间谍目的的证据，最多

只是一些美国公司提供的一些“奇怪的用户体验”的

事例。

反驳2：由于事实基础过于单薄，议员们就指责

两家公司“没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减轻委员会的顾虑”。

这句话直接体现出委员会的“强盗逻辑”：缺少事实

支持罪名，需要对方提供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无辜。而

这就是在法律界被人唾弃的“有罪推定”……[详细]

反驳3：华为和中兴仅仅是两家科技含量高一些

的公司，如果说这也能够对美国带来安全威胁，那么，

美国高科技公司在国外投资、产品输出，是不是也应

该被其他国家拒绝、驱逐？

华为的反击：满篇传闻阻碍竞争

1、美国国会的报告充满了传闻，未能提供明确

中兴打响反抗第一枪

1、中兴在和美国国会调查配合方面，已建立一

个前所未有的标准，中兴通讯设备不会对美国市场造

成任何安全威胁。

2、中兴提供给所有美国运营商的可信赖交付模

型里，中兴的设备是由一个独立的受美国政府监督的

美国安全评估实验室进行评估的。

3、中兴通讯敦促委员会扩大视野审视整个电信

产业供应链，所有供应商都应该向美国运营商提供一

致的可信赖交付解决方案。

4、这次调查不应将中兴通讯作为关注点，而将

规模大得多的西方设备商排除在外……

（来源：通信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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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即弗莱德曼的评论文章全文：

现在，苹果的长期股东们恐怕是要担心了。

他们会担心苹果(AAPL)的成长前景，这前景归根

结底是要取决于苹果的持续创新能力，他们必须能够

不断推出令人目眩的产品，让消费者心驰神往，使得

苹果得以扮演时代潮流引领者的角色。

野村股票研究的分析师杰弗里(Stuart Jeffrey)

于10月9日开始追踪苹果的股票，他给予该股的评级

是中立，确定的目标价格是710美元。尽管杰弗里的

目标价格比起苹果当前的股价还要高出不少，但是他

明确表示，预计苹果的成长速度2014年开始就要大幅

度减缓。

“从2014年开始，发达国家市场上的成长速度将

减缓到一位数。”他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写道，问题

之一在于，“苹果是一家几乎完全依靠移动电话推动

成长的公司，而这样的一个行业本身就波动剧烈，而

且成长空间有限——毕竟，我们对于整个行业2014年

之后的成长预期也就只有一位数。”

另外一些分析师则要乐观得多。Sterne Agee的

吴萧给予苹果以买进的评级，定下的目标价格是840

美元。瑞士信贷的加查(Kulbinder Garcha)则是给予

超越市场表现的评级和750美元的目标价格。

麻烦逐渐显现

怀疑者或许会指出，苹果的铠甲上已经开始出现

裂缝了。原因之一：苹果的股价已经跌进了盘整状态，

周二盘中的价位较之705.07美元的五十二周最高点已

经有了10%的差距。

如果这家消费电子产品巨无霸真的出现了成长减

速，甚至——想都不敢想——停滞的局面，会发生怎

样的故事，接下来又会有哪些连锁反应？

那些着眼于长期的投资者不免会担心首席执行官

库克(Tim Cook)最终将意识到，他们已经别无选择，

分析称苹果光环或正褪色：前景隐现各种危机

导读：MarketWatch专栏作家弗莱德曼(Jon Friedman)认为，虽然苹果的产品还将继续在

市场上火爆一段时间，虽然该公司不会立刻遇到重大的麻烦，但是其前景确实隐现各种危机，

这就使得苹果的股票作为长期投资选择的身份已经开始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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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继续重复眼下的举措，即充分依靠公司强大的营

销机器，持续推出iPhone和iPad等已经获得成功的产

品的升级版本。

要知道，现在持有苹果股票的，可不仅仅是那些

追风小子。事实上，通过在股票共同基金当中的广泛

存在，苹果已经将几乎所有投资者变成了自己的股东。

总之，传统的买进持有投资者现在必须开始思考

一个关键的问题：苹果是否还算得上一个富有吸引力

的长期投资选择？

不错，曾经有很多投资者将赌注押在了苹果的创

新能力上，而这些投资者也都发了大财。可是，大家

也该知道，任何炙手可热的股票都难免会有下跌的一

天，而那一天一旦来到，一旦下跌再无回头可能，也

是非常可怕的。

野村的杰弗里在其报告当中写道，苹果将受到

设备市场日益强化的竞争风险的威胁，尤其是谷歌

(GOOG)的安卓和其他的竞争对手的威胁，此外还有公

司自身的风险，即“没有能力持续推出富有吸引力的

新设备，因此也就无法支持营收的持续增长”。

为了了解投资专家们的想法，我采访了投资新闻

及评论网站24/7 Wall Street的编辑麦金泰尔(Doug 

McIntyre)，问他是否认为苹果是个不错的长期投资

选择。

“如果你所问的是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答案是

否定的。”他在电子邮件当中回复，“风险实在太多。

在手机和平板之后，苹果的下一步是什么？电视？市

场已经非常拥挤了。视频游戏？一样拥挤。他们必

须找到能够上千万部地卖出数百美元价格产品的市

场。”

iPhone因素

9月18日，在全球翘首期盼iPhone 5的声势当中，

苹果的股价史上第一次跃过了700美元的水位。人们

得知，新产品在发售第一日，单单预订数量就超过了

200万部，这令市场大为鼓舞。看上去，加州丘珀蒂

诺这家公司的一切都运转良好。

最新的iPhone 5是9月21日发布的，自然也少不

了苹果新品推出时总是会伴随左右的如潮炒作和如雷

声势。可是，9月20日以来，苹果的股价却下跌了近

10%，而同时，标准普尔500指数则几乎是原地未动。

对于苹果自己开发的地图应用程序，用户吐槽之

声排山倒海，这大大破坏了苹果的名声和竞争力。对

于摄像头和WiFi功能的抱怨也有不少。一直以来，苹

果都是以完美的用户体验而闻名而自豪的，现在这样

的情况显然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苹果这样规模的一家公司，要予以评判必须考虑

诸多标准，仅仅研究他们的产品是否真的优于那些竞

争者就未免太简单化了。

苹果高度专注的那些细节，比如设计，比如营销，

比如好莱坞大阵仗一般的产品发布，这些的综合作用

便使得硅谷巨头能够在自己的产品周围建立起耀眼的

光环。

苹果的神秘魅力确实让竞争对手们抓狂。他们曾

经是小众而卓越的电脑玩家，但后来摇身一变，却成

为了大众文化的标签。总而言之，苹果是酷的代表。

该公司或许相信，他们的未来还大有可为。现在，

大家都在谈论开发中的迷你iPad，以及该公司未来的

种种可能出现的产品。华尔街的一些专家预计，苹果

的迷你平板产品，销售量将数以千万计。

可是，当我们将种种神秘和种种兴奋从传说中新

产品的身上剥开，我们就会发现，那不过还是老产品

的翻新，新瓶旧酒。

不错，我们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人排起长队购买

iPhone 5，而且他们也可能会继续去排队购买6、7、

8……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朋友面前自豪地宣称，自己

拥有当代最出色的智能手机了。

人们将苹果的产品看作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可是，投资者是否还会继续将苹果的股票看作是

某种象征呢？

（来源：新浪科技 子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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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年前，苹果还是唯一一家同时具备硬件产品、

操作系统和所谓“娱乐生态环境”的科技企业。如今，

包括谷歌、微软、亚马逊等在内的四大科技巨头纷纷

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态帝国。

这四大科技企业均拥有自己的核心商业模式，无

论是以硬件、搜索还是以零售、软件为主。他们的相

同点在于，这些企业都在近年来开发出了运行自己操

作系统，并配备了相应“娱乐生态环境”的个人电子

设备。

每个消费者心中都有自己的赢家所属。科技媒体

MacStories特约撰稿人格拉汉姆·斯宾塞（Graham 

Spencer）日前就对苹果、谷歌、微软和亚马逊所推

出的硬件产品进行了一番横向评比，在此次评比中，

斯宾塞并没有着重就其硬件配置展开讨论，而是就产

品的国际市场触角和在用户设备端的服务互用性这两

点进行了重点比较，并对产品的“娱乐生态系统”进

行了一番剖析，相信会给你不一样的视角和答案。

全文阅读

对于目前浩如烟海般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

消费者的最终的购买决定通常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

其中最重要的两大因素无疑是该产品的硬件配置和其

所搭载的操作系统。不过，我认为除了这两点以因素

以外，产品的的娱乐生态系统及服务也同样重要。就

拿苹果最新的iOS 6操作系统来说，在这一版本的系

统中苹果终于更换了自己使用已久的谷歌地图而是启

用自主研发的地图应用，但是由于该地图应用尚不完

善，因此而遭到了人们的诟病。所以，随后苹果CEO

蒂姆-库克(Tim Cook)的公开信道歉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我希望带领大家着重评估一下苹果、谷歌、

微软和亚马逊的娱乐生态系统，我将着重关注这四大

科技巨头旗下的数字商店中的音乐、电影、连续剧、

电子书以及应用情况。我的评估标准将主要遵循以下

四条原则：

1. 高品质数字内容的可选性

2. 具备竞争力的价格

四大科技巨头『娱乐生态帝国』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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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市场触角

4. 在用户设备端的服务互用性

其中，我将给予第三条“国际市场触角”特别的

关注，因为这一条往往是美国媒体所容易忽视的部分。

毕竟，绝大部分产品都是优先针对美国市场所推出的。

除此之外，我也将给予第四条“在用户设备端的服务

互用性”一定的侧重。原因在于，平板电脑和智能手

机是两个具备全球吸引力的产品，对于科技企业来说，

要想赢得这场“比赛”不仅仅是要赢在美国，而是应

当将战线扩展到全球范围。这并不是某些厂商美其名

曰为消费者所推出的“增值服务”，而是一个产品获

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音乐

由于苹果早在2003年4月就推出了iTunes音乐商

店，因此苹果音乐商店的国际触角远远超越了其他三

个竞争对手。但真正使我吃惊的是，苹果在这一方面

竟然会领先其他竞争对手如此大的距离。可以毫不夸

张的说，苹果的iTunes音乐商店已经成功击溃了谷歌、

微软和亚马逊。

目前，iTunes在全球范围内的触及率已达到

27.21%，而微软和亚马逊仅为9.76%和10.75%，谷歌

的4.47%更是不值一提。在各自音乐服务所触及的单

个国家数量方面，苹果的iTunes已经面向62个国家与

地区推出，微软、亚马逊和谷歌音乐服务所推出的国

家数则分别为7、6和1个国家。

苹果音乐覆盖区域：美洲，西欧大部分地区，澳

大利亚与新西兰，东南亚部分地区与日本，共62个国

家；

微软音乐覆盖区域：美国与加拿大，西欧少数地

区，澳大利亚，共8个国家；

谷歌音乐覆盖地区：美国；

亚马逊音乐服务覆盖地区：美国，西欧少数地区，

日本，共7个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苹果是四家企业中唯一将该服务

拓展至南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企业，这一超高的覆盖率

无疑对苹果的音乐服务全球势力范围的扩展起到了极

大的推动作用。苹果暂未能顾及的一个巨大盲点是中

国与非洲市场，目前这四家的音乐服务都还未能接入。

在微软方面，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尚不包含日

前推出的Xbox Music服务。据悉，这一全新服务将面

向22个市场推出，相比此前微软Zune仅仅涵盖的8个

国家来说，Xbox Music服务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电影

相比各自音乐服务的国际覆盖率，微软和谷歌旗

下数字电影的全球覆盖率则高出不少，尽管从百分比

来看，这一上升比例不是很大。但就全球人口来计算，

微软这一服务的触及人口数量相比其音乐服务上升了

1亿，而谷歌则上升了4.4亿。

然而，苹果依旧在这一方面领先于其他竞争对

手。苹果的电影服务已面向62个国家与地区推出（同

iTunes音乐商店覆盖率相同），覆盖了全球27.0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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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但具体的推出国家有所变化。同排名第二微软

11.34%的覆盖率相比，苹果在一方面依旧领先对手将

近2.5倍。

电视节目

尽管苹果电影服务已面向超过60个国家与地区推

出，但其电视节目服务却仅仅针对6个国家推出，全

球人口覆盖率不到9%。当然，其他三大竞争对手表现

同样糟糕。微软和亚马逊均只针对两个国家推出了这

一服务，分别是美国、加拿大和美国、英国，而谷歌

仅仅面向美国推出了这一服务。

事实上，苹果的TV Store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这一服务早在2005年就已经推出，甚至还早于自家的

电影服务，但其覆盖率却没有赶上后者。

也许，苹果认为数字连续剧行业并不像电影以及

音乐服务那么具备盈利潜力，但在长达7年的时间内

仅仅面向6个国家推出还是令我觉得有其他因素打乱

了苹果的计划。其中，我认为各大电视运营商的不合

作是原因之一。

此外，由于进展缓慢，已有多种迹象表明苹果将

在未来推出一款真正意义上的“Apple TV”。毫无疑

问，如果我们的这一想法成真，苹果将有能力再次打

乱行业的现有格局。

电子书

在以上所有环节的比拼中，亚马逊都落于下风，但

在电子书这一块，亚马逊终于迎来了自己翻身的机会。

同苹果的iTunes音乐商店一样，亚马逊的电子书

商店也早在Kindle上市前的2007年便正式推出。不过，

亚马逊的电子书全球策略同苹果有所不同，苹果主要

依靠在不同地区开设当地数字商店的形式来进行扩张

（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这些发达国

家），其他地区的用户则只能通过美国的在线商店来

获取资源。

亚马逊同样有着自己的地区策略，不过即便是远

在新西兰的Kindle用户也依然可以购买美国Kindle商

店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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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在同苹果的iPhone、谷歌的Android操作系统的

竞争中，微软的Windows Phone平台或许并不起眼，

但微软的应用商店最覆盖了全球最广的人群。目前，

微软的应用商店已经覆盖了全球超过90%的人口，苹

果的覆盖人群也达到了88.09%，这就使得两者的覆盖

人群数量均突破了60亿大关。谷歌排名第三，覆盖率

达到了70%，而亚马逊在这一方面则表现不佳，仅仅

覆盖了不到9%的全球人口。

在具体国家数量方面，谷歌Play Store的触角触

及了全球138个国家，微软仅仅触及了115个国家，但

是微软应用商店的人口覆盖数量却超过了谷歌近20个

百分点，其原因在于微软的应用商店已经面向中国地

区开放，谷歌的Play Store则尚未针对这一市场推出。

事实上，如果谷歌在日后改变这一现状的话，将一举

超越苹果，在人口覆盖率方面成为仅次于微软的竞争

对手。

虽说所有这些企业的应用商店推出时间都相对较

短，但同各自的音乐、电影服务相比，应用商店的覆

盖率已经可以用“飞速发展”来形容。造成这一现象

的原因在于，在各自推出传统媒体商店（如在线音乐

商店）的时候，这些科技巨头不得不同各领域的既有

媒体公司接触，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才有可能推

出这一商店。而且，在不同的地区他们还必须重复进

行这样的工作。

但在应用商店方面，苹果要做的就是建立起一个

任何人都可以提交应用的平台，只要这一平台的做法

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即可。不像其他既有传统媒体

市场，苹果在涉足时需要首先接洽业内大佬才能继续

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应用市场是一个全新的市场领域，

苹果要做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开发者然后出售应用。

虽然谷歌的Play Store已覆盖多达138个国家，但

所占人口比例却低于覆盖国家数只有115个的微软，后

者的覆盖人口比例为总人口的90%。虽然看起来很奇怪，

但原因很值得玩味，因为谷歌与微软所处的境地大不

相同;后者的应用下载服务覆盖了拥有最多人口数的中

国市场，而这也是谷歌在国家数上胜出但在人口上不

及微软的原因。事实上，如果Play Store能够在中国

实现运营，那么谷歌就会略赢苹果而接近微软。

苹果的App Store推出了还不到5年，其他的应用

商店甚至更年轻。因此，一旦谈及这些商店的国际化，

就不得不提及其他传统媒体的内容商店。相对于苹果

在音乐与电影服务上30%的覆盖率以及应用下载服务

上接近90%的覆盖比例，这些基本都还是汪洋一角。

对于苹果或者谷歌这样的新型内容提供商来讲，

他们还必须与那些传统媒体巨头进行谈判而取得授权

内容。每到一个地区，他们就必须与传统的内容制造

商重新进行谈判。相较于内容，应用商店的归属者们

只需要提供一个平台，就会有开发者自动投递应用程

序，此外，这些归属者们还需遵循当地的法规即可。

不像其他的内容服务，他们不会进入那些已经有巨头

存在的市场，而会创造一个能够让内容商们自由销售

产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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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互用性

此前就已经说过，衡量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好

坏有四个标准：高品质数字内容可选性、具备竞争力

的价格、国际市场触角和在用户设备端的服务互用性。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一个标准“用户设备端

的服务互用性”，即哪些移动设备可以使用其他公司

的服务。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苹果、谷歌和亚

马逊所建立的生态环境都相当封闭，谷歌甚至都还没

有建立起自己的所谓的“开放”生态环境。值得肯定

的是，亚马逊在这四者当中可以说是最具可操作性的

一大平台。毕竟，目前的亚马逊还不像苹果，后者研

发了太多的硬件产品，也不像习惯于将自己开发操作

系统授权给第三方的谷歌，取而代之的是，亚马逊主

要依靠销售数字内容的方式盈利。因此，亚马逊需要

做的就是确保自己的数字内容可以在多个平台上使用。

赢家

值得留意的是，以上我们所提及的四大科技企业

均拥有着自己的核心商业模式，无论是以硬件、搜索

还是以零售、软件为主。但他们的相同点在于，这些

企业都在近年来开发出了运行自己操作系统，并配备

了相应“娱乐生态环境”的个人电子设备。要知道在

五年前，苹果是唯一一家同时具备硬件产品、操作系

统和所谓“娱乐生态环境”的科技企业。

此外，这四家企业无疑例外的均来自美国，因此

美国毫无疑问是目前全球“娱乐生态环境”最全面，

且数字内容最丰富的地区。

目前，由于亚马逊Kindle Store的国际市场覆盖

率过低，公司的Kindle Fire在同其他厂商平板电脑

竞争方面恐怕不具优势。毕竟，亚马逊所建立的生态

系统有着太多限制，只能在美国地区可以充分使用这

些功能所带来的便利。

事实上，每个消费者心中对这一评比的最后赢家

都有着自己的看法，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所处

的国家。如果去除这一因素不谈，一定要从中挑选出

一个赢家的话，那毫无疑问将是苹果，微软次之，谷

歌和亚马逊则分列三、四位。

(来源：腾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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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富士康机器人已用于生产 进展不及预期

富士康可能将加快机器代替人的进程。

在独生子女一代渐成中国社会中坚的年代，管理

上万人工厂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一直让广大制造业工

厂主们头疼。

尤其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制造业的缺工高

潮正在到来，人工成本在攀升，人力管理问题如处理

不当，将引发不容忽视的危机。

为此，制造业界分析人士判断，从长期来看，本

次事件将加速机器人取代人工的步伐，考虑到成本因

素，机器人大规模取代人力的拐点可能在2014年前后

到来。

人力管理难题加速“机代人”

台湾拓墣产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左鹏飞表示，目前

富士康的主力工人是20岁左右的90后年轻工人逐渐成为

工厂的主力员工，和之前的80后、70后相比，新一代员

工的公民权利意识增强，但吃苦耐劳精神差于父辈。

根据中国的人口普查结果，从2000年到2010年间，

中国10到14岁以下的人口数量减少了约5%。照此速度，

到2015年左右，制造业就将迎来一轮缺工的高潮。

过去几年，随着富士康的大客户苹果公司的

iPhone、iPad等产品出货量猛增，富士康用工数量由

80万人上升至110万人，日益庞大的工人队伍带来了

层出不穷的人力管理难题。

富士康在不久前加速推动“金匠中原”计划，以

河南郑州、洛阳和山西晋城3座城市为据点，形成中

原金三角制造基地，并以iPhone为主要生产重心。其

中郑州将成为全球最大的iPhone产品整机组装制造基

地，而在洛阳将配置玻璃面板生产基地，晋城则为核

心零组件等的生产基地。这一计划的推动，使得富士

·R&D TIMES 研发专辑业界·制造·R&D TIMES 研发专辑业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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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在中部地区的用工需求猛增，并且在它进驻的多个

省市遭遇到缺工的挑战。

有鉴于此，富士康从去年开始就着手大规模地在

生产线上推广机器人。此前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指出，

将于2012年时以日产千台的速度，制造30万台机器人，

用来取代生产线上具有单调、重复性高、危险性强等

特性的工作。

“富士康的许多生产线存在危险、对人体有害的

情况。”左鹏飞指出，例如位于太原的金属结构件工

厂，要对iPhone的机壳机型加工时，需要用到化学

制剂进行清洗，车间里面弥漫着化学制剂的味道，因

此从这些对人体有害的工序用机器人替代是大势所趋。

与人相比，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间断工作，不需要伙

食、住宿，也不会面临难以管理的社会问题。富士康

希望以此来缓解它面临的困扰。

“富士康的许多生产线存在危险、对人体有害的

情况。”左鹏飞指出，例如位于太原的金属结构件工

厂，要对iPhone的机壳机型加工时，需要用到化学制

剂进行清洗，车间里面弥漫着化学制剂的味道，因此

从这些对人体有害的工序用机器人替代是大势所趋。

与人相比，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间断工作，不需

要伙食、住宿，也不会面临难以管理的社会问题。富

士康希望以此来缓解它面临的困扰。

30万台机器人计划进展不顺

“富士康的机器人产线非常神秘，从来不让我们

供应商进去看。”一家和富士康在机器人业务上展开

合作的台湾公司人士告诉记者，在深圳和山西晋城等

地，富士康正在大面积组装机器人产线。

这位人士认为，富士康的机器人产品在行业里面

已经相当领先，目前富士康的主要对手比亚迪、上海

ABB的机器人工艺水平和富士康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除了富士康，其它台资电子代工厂目前在推动机

器人取代人工产线一事上动作迟缓，上述台资公司人

士指出，这是因为其它代工厂目前在机器人的生产技

术上落后于富士康，而富士康的机器人又主要供给自

己，不会卖给其它代工对手，因此短期内，其它电子

代工厂仍然会严重依赖手工作业。

不过迄今为止，富士康推进机器人的进展并不像

之前郭台铭预计的那样顺利，上述人士透露，现在富

士康上马的机器人数量不到郭台铭当时说的30万台的

二十分之一。

目前富士康的机器人已经用在了苹果的iPhone和

iPad的生产上，“主要是在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的

工艺上，如粉刷、检测、焊接。”上述人士指出。

此前，富士康在山西晋城研发的机器人已经下线，

预计2016年建成“世界最大智能化机器人生产基地”。

“拐点在2014年”

不过，机器人要完全取代人工，目前在技术上还

很难做到。一般自动化仍就是以运送、抓取或筛选等

较粗略、重工性的工作为主，自动化在大量、同质性

产品生产上会具有较大优势。但是有较多精细流程或

定制化生产的地方，使用机器人自动产线则不具有经

济效益。在精细项目的组装或较为复杂的测试上，仍

是需要凭借人工进行。

从经济效益上来计算，目前使用机器人的成本仍

然超过人工。左鹏飞举例说，一台机器人的设备摊销、

维护成本一年至少要十几万。富士康的机器人也还不

是那么高端智能，短期实现高效率比较困难，相比之

下，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实力仍不容低估，“之前我看

到的许多工段环节，人工产出都是以秒计算的。”左

鹏飞说。

上海一家拥有自有工厂的手机公司的副总裁向本

报记者表示，在手机行业，机器人只适合于那些单个

品类产能较大、出货周期长的公司，因此大部分手机

公司都会选择用人工为主，相比之下，富士康的大客

户苹果的产品通常一年才更换一次主力型号，且单个

产品iPhone、iPad的出货量超大，因此比较适合率先

采用机器人产线。业内分析人士预计，考虑到中国工

人成本的持续上涨，几年之后机器人生产线的优势就

将体现出来。

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在富士康太原工厂，刚刚

进厂的工人底薪在1800元左右，如果算上加班费，每

个月通常都能拿到近3000元，按照两班制，一年13个

月一个工人的人工成本大约8万元。

根据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精密（2317.TW）的财

报，该公司2011年毛利率在7.7%，比2010年的8.14%

进一步下降。随着用工成本的持续上升，电子代工业

的毛利已经非常低，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成熟，预计在2014年前

后机器人的成本可以低过人工。”左鹏飞认为，如果

富士康能拿到政府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补贴，则这一

进程还可能会加快。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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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的未来低功耗系统设计发展之路

每一名系统设计人员都理解功耗和性能的相对关

系：您的应用需要的计算性能越高，设计的功耗也就

越高。但是，新一类应用对这一规则发出了挑战。智

能电话设计人员希望同时实现PC级峰值应用速率以及

更长的电池使用寿命。嵌入式系统规划采用智能传感

器以满足严格的数据分析要求，安全的连接互联网，

但是要求最大限度的降低功耗。在传统的思路中，这

些明显是无法实现的。但是，ARM工程师在6月份设计

自动化大会(DAC)上的发言表明，CPU知识产权(IP)带

头企业的发展方向却是将这些不可能变为可能。

当然，ARM从开始出现便一直专用于低功耗计算。

在其DAC主题发言中，ARM创始人之一Mike Muller从

小剑桥计算机业余爱好供应商Acorn Computer公司一

个芯片设计人员小组在1980年早期提出的问题开始，

追溯了体系结构的发展：他们能使用RISC原理来开发

16位微处理器，其性能超越个人计算机中的传统芯片

吗?这一问题的答案是Acorn RISC机——ARM今后发展

壮大的萌芽。

Acorn公司最初的成功源自高效的使用逻辑门和

寄存器，主要是在简洁的RISC体系结构的支撑下实现

的。尽量减少每一操作所需的逻辑转换数也一直是

ARM套件的关键工具。但是，随着公司在研发预算上

的增长，以及公司影响的扩大，ARM设计人员开始在

降低每一操作所需的功耗上寻求更好的工艺和电路技

术。异步设计、低功耗工艺技术、精细粒度时钟选通、

电源选通以及动态电压频率调整(DVFS)等都成为工具

套件的一部分。

Muller说，今天，ARM增加了新工具：超精细粒

度电源选通，例如，以非常低的电压进行工作等。但

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将产生完全不同的技术：异

构多核计算和虚拟化的概念——这是来自服务器领域

的理念。

扩展低端

在评估功耗和性能的一张图(图1)上，不同的技

术扩展了这张图中不同位置的曲线。进一步使曲线向

高性能方向扩展的技术包括，深度流水线、高时钟频

率以及多核簇等。这些方法完全不同于功耗管理技术，

功耗管理技术将整条曲线向低功耗方向下拉。两者都

具有的不同之处是新出现的一类技术，使曲线向下向

左：超低功耗，低速计算。

 

图1.将功耗性能曲线向高速方向移动的一些技术，同时

通过功耗管理拉低整条曲线。

Muller说，这是长寿命电池和低功耗的范围。这

里的问题是，怎样以很低的能量来完成少量的计算。

今天，异步CPU毫无争议的占据了这一领域的制高点。

只有当信号出现变化时才消耗动态功耗——而不是在

每一次时钟转换时，因此，如果异步电路能够克服其

开销逻辑的能耗成本，它将大幅度降低动态功耗。

但是，在高级工艺节点，特别是在较低时钟频率

时，静态功耗会大于动态功耗。因此，Muller关注的

重点不是动态功耗，而是泄漏问题。

在高级工艺节点唯一降低泄漏真正有效的手段是

降低工作电压。Muller指出，问题是，当我们减小了

器件尺寸后，很难调整晶体管阈值电压Vt。我们目前

所处的情景是，无法再进一步调整Vt以减小供电电压，

晶体管不能工作在传统的饱和模式下。取决于所采用

的传统CMOS电路，一旦退出饱和模式后，会产生很强

的源极漏极电流，还会进行快速开关。

Muller解释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点办法都没

有。我们还是能够减小工作电压VDD，使电流足够快，

直至系统满足性能要求。只要不太靠近Vt，我们可

以采用的技术是DVFS。而Muller则阐述了更激进的

一些想法。

第一个是关断所有电源，把泄漏降到零。很显然，

粗粒度电源选通是有效的方法——例如，没有使用的

模块。Muller指出，消耗很大的电能来迅速执行一项

任务，然后关断电源，这样做通常可以节省能量。但

还有更有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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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慢的运行

大部分系统都有一些不需要高速运行的任务，只

需要完成它们就可以了。一般会由于某一原因而保持

这些任务处于工作状态，因此，系统不能简单的接通，

让它们工作，然后，再次关断。有针对减小这些任务

的泄漏功耗而采取的节能方法。

ARM展示了当模块工作在较长的时钟周期中时，

您可以在时钟转换期间关掉组合逻辑电源。如果时序

正确，保持时间之后关掉供电，在逻辑需要传播新

状态时再恢复供电，这样不会改变寄存器中的序列。

根据某些信息来源，这一方法能够把泄漏减小25倍。

由于逻辑电源网络实际上成为自己的信号通路，因

此，这一“子时钟电源选通”(图2 )方法会增加一

些晶体管，增大动态功耗，当然也会增加时序收敛的

复杂度。但是，在电路中降低了25倍，这的确是非常

重要的方法。

 

图2.极低功耗技术，例如，子时钟电源选通，近/亚阈值

工作等，实现了拉低曲线的新方法。

这就带来了怎样降低寄存器本身泄漏的问题，这

涉及到在时钟转换期间无法进行电源选通的其他电路。

Muller说，ARM研究了VDD非常靠近甚至低于Vt。近阈

值和亚阈值工作都能够使电路保持在低速工作，同时

有效降低泄漏。但是都带来了复杂的问题。

还没有很好的定义什么是近阈值工作。在传统的

MOSFET模型中，晶体管有三种不同的工作模式。饱和

模式，此时，VDD和VSS明显大于Vt。对于逻辑，这

是正常的ON模式。亚阈值模式，此时，VGS低于Vt，

这是传统的OFF模式，简单模型表示出只有一些很小

的泄漏电流从源极流向漏极。在这两种模式之间是

第三种模式，通常称为线性或者欧姆模式，VGS接近

Vt。在这种模式中，假设MOSFET的行为与栅极压控

电阻相似。

采用目前的短沟道技术，线性和饱和模式之间

的区别并不明显。IMEC业务开发执行副总裁Ludo 

Deferm评论说：“数字设计人员希望能够精确的把阈

值电压控制在0.3至0.35 V之间，而工作点正好在这

之上。在这一点，短沟道MOSFET已经处于电子速度饱

和，行为表现与其饱和特性非常接近，但是电流明显

降低。较低的电流有可能会使逻辑速度降低几个数量

级。虽然速度慢了，但是，传统的逻辑电路能够继续

保持工作，与较高电压时相比，每次操作消耗的能量

降低了几个数量级。总之，在这种模式中，可以在很

长一段时间周期内或者在循环之间保持寄存器的状态

不变。这种近阈值工作也可以用于连续工作系统，以

节省能耗。Muller描述了一种自足的堆栈管芯装配，

它包括太阳能电池、普通电池，工作在快速运行和电

源关断模式下的DSP管芯，以及近阈值CPU管芯，所有

这些都在一个有源基底上。

近阈值工作会遇到很多难题。很明显，应用程序

必须要容忍性能的大幅度降低。而Deferm提醒说，还

有其他引起很大变数的问题。工艺、供电电压、温度

变化等都会对晶体管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为减小

这些变化的影响，芯片设计人员不仅要依靠其代工

线工程师来保持Vt不变，而且，还需要把管芯使用

点电压稳压器靠近低电压电路放置，以减小VDD的变

化和瞬变。

设计人员如果希望更接近Vt，则需要采用更极端

的方法。很多研究人员都建议逻辑电路设计使用差分

信号和穿通晶体管逻辑，以及用作探测器的传感放

大器，这些都有助于减小各种变化的影响。但是这类

技术的应用毕竟是有限的。IMEC首席科学家Praveen 

Raghavan指出：“您可以通过定制设计流程，在隔离

模块中使用低电压差分技术。但是，芯片设计团队仍

然需要传统的时序分析方法。工具则无法支持这类电

路。”

亚阈值工作

Muller说，ARM在低电压上的兴趣并不会止于Vt。

在亚阈值区，MOSFET源极至漏极电流继续响应VGS。

但是，这一电流现在非常小——泄漏电流，其响应会

非常慢。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必须保持数

据同时要节省能耗的系统中，可以让VDD低于Vt来工

作。对于逻辑设计人员，这是尚未开发的领域，只有

很少的专业模拟专家有所涉及。

Raghavan说：“对于正常的体晶体管，通过亚阈

值工作，可以让能耗降低十倍。但是性能降低了100

到1000倍，工艺变化的影响会非常大。”而finFET的

出现会有所改变，Raghavan建议，“我们希望fin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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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给CPU。另一方法是通过功耗预知可视化层来控

制系统。这一管理程序会认为所有内核功能等价，这

些内核工作后，完全根据性能需求，把线程分配给

CPU，以满足线程的性能要求，实现最佳总能耗。这

种设计会在管理程序和移动任务上消耗额外的能量，

但是，能够动态响应环境的变化，或者使用模型的

变化。

ARM的IP，您的难题

除了电路级极低电压工作方法，以及系统级降低

每次任务的能耗方法，ARM还建议了一种宽范围执行

选择。但是，CPU并不是系统解决方案。对于系统设

计人员，ARM的IP仍然是难度很大的任务。

在超低能耗方面，系统设计人员的难题是规划工

作，近阈值或者亚阈值工作的khz时钟应能满足计算

的最低要求。在大-小系统中，对系统建模，使用模

式就可以知道每一任务的实际性能，而这是一个主要

的问题。而第二个难题是，怎样找到一种方法将信息

随时传递给任务管理程序。

ARM的方向是同时扩展性能功耗曲线的低端，提

供一种方法在更长的曲线上拉伸系统。但是，具体实

现仍然是系统设计人员的任务。

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控制Vt，亚阈值工作对性能造成的

影响会小很多，可能只有50倍。”亚阈值工作虽然可

能一直需要进行定制设计，但是至少会有较为广泛的

应用。

亚时钟电源选通和近阈值或者亚阈值工作为CMOS

电路超低泄漏工作开辟了新领域，但是极大的降低了

速度，对电源供电结构和设计工具提出了新要求。从

这一角度，Muller把话题转向了讨论IC设计方法。但

是在DAC的其他讨论中，继续对扩展性能功耗曲线的

讨论。

在DAC计划的异构多核系统小组讨论中，ARM的

Carl Wilton介绍了公司的宏体系结构计划，降低高

性能系统的系统功耗：大-小计算。

大-小方法(图3)是一种多核体系结构形式，内核

有相同的指令集，几乎相同的状态寄存器，但是有完

全不同的功耗性能特性。在目前的实现中，这意味着

高性能ARM Cortex A15内核簇，并配上高效的A7内核

簇，都通过ARM连贯的互联架构进行连接。

图3.大-小结合连贯簇中的快速A15和高效的星形 

A7内核。 

A-15具有连续的三路前端，可无序执行，还具有

深达24级的流水线，能够提供服务器级的执行速率。

高速缓存结构为其提供支持，用于为不断出现的新指

令提供服务。因此，运行在A-15上的任务会执行得非

常快。相比较而言，A-7是双路、按序，相对简单的

内核，具有较浅的8-10级流水线。A-7执行速度较慢，

但是每次操作的能耗不到一半。

这里的想法是，仅在需求较高时使用A15内核，

其他时间对其进行电源选通：Muller的快速运行和关

断的观点。不需要A15速率的任务可以运行在A7 CPU

上，可以使用DVFS来减小每次任务时的能耗。结果是，

系统能够支持性能很高的突发，低功耗工作的时间很

长，甚至是SoC采用了高泄漏工艺制造的情况。

管理大-小系统的一种方法是使用静态任务分配，

把任务分成峰值性能和高能效两部分，相应的把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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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功放来缓解LTE设备电量饥渴

ANADIGICS

目前，现代智能手机和高吞吐量4G网络的功能与

设计已远超好几年前。然而，实现出色的移动宽带体

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智能手机必须包含大

量的功能，包括高清晰屏幕、高分辨率摄像头、扬声

器、各种连接选项和快速的处理器。 这给手机设计

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设计师们必须千方百计寻找在手

机内减小三维尺寸的方法。因此，设计师们转而寻求

RF元件制造商的帮助，以期获得实现更高集成度和

/或更高效率的方法。

支持多模多频要求增加RF前端空间

随着设备多媒体功能的增加成为设计的趋势所在，

RF部分对于频段和模式的需求也在增加。世界范围内

对LTE的采用要求制造商需要在移动设备的RF部分增

加频段数目及相关的元件。这就给RF设计师带来了极

大的压力，他们需要开发出具有更高集成度的新型解

决方案来减少多模式多频段RF元件的空间需求。

LTE网络在世界范围内的部署通常是在现有的

3G WCDMA/HSPA网络上进行“覆盖”。许多LTE网络首

先在国际大都市区域被使用，在覆盖区域内还包含

WCDMA、HSPA和HSPA+网络。为了提高针对移动用户的

持续数据服务，LTE手机及其他设备必须能够在LTE信

号强度变低的时候切换至3G网络，然后在另一地点

时重新连接至LTE网络。现在许多4G智能手机支持2G 

GSM/EDGE、3G WCDMA/HSPA+以及两个或更多的LTE频

段，已经是平常的事了。

3G和4G模式下功放的电流消耗

多模式和多频段的使用不仅增加了对RF前端空间

的需求，还降低了电池续航时间。移动设备的RF功率

等级由设备所处环境中的信噪比(SNR)和网络要求决

定。典型的工作功率等级从手机搜寻网络时的+23dBm

到手机在有极好SNR区域内工作时的-20dBm或更低。

由GSM协会在其TS09程序中颁布的测量电池续航

时间的功耗分布是在典型WCDMA网络中计算3G设备采

用不同功率等级发射的相对时间的实用指南（图1）。

TS09分布显示移动设备在许多不同输出功率等级典型

的概率，最大的可能性发生在低功耗和中等功耗区。

 

图1：TS09 TX功率分布特性。

对于该Tx功率分布来说，在低功耗等级优化功放

的电流消耗对于延长电池的续航时间或帮助减小电池

的尺寸非常重要。此类优化首先由ANADIGICS采用其

HELP?（低功率下的高效率）功放成功实现。此类功

放采用先进的电路设计技术及功放增益模式来有效增

加低功率和中等功率模式下的效率（图2）。

 

图2：ALT6701 Pout与效率的关系。

LTE网络对移动设备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当CDMA

和WCDMA网络要求电话大部分时间在功率回退下使用，

而LTE网络在数据传输时通常要求短脉冲的高功率RF

发射。由于功放大部分时间在高功率模式下运行，因

此所消耗的电流将比TS09上所示的功耗要高（图3）。

更大的电池容量将使LTE智能电话有更长的工作

时间。在拥有更多高端智能电话的今天，电池在尺寸

和重量上都是其中唯一一个最大的元件。因此，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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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设备制造商都在反复检查RF前端，寻找提高效率

的方法，以便设计师能够通过减小电池尺寸来节约空

间和成本。
 

获得3G和4G功放的高效率

要设计一个在高功率模式下具有高效率和低电流

消耗的功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先进的无线通

信对于输出功耗和线性增益都有要求。为了实现高效

率，ANADIGICS功放设计师采用创新科技在不同的功

率等级创造更高效的放大链路。 WCDMA和LTE设备需

要不同的功放结构（图4）。 ANADIGICS HELP4?功放

针对低功率、中等功率和高功率模式进行了优化，为

固定的电源提供世界级的效率和比TS09 WCDMA功率分

布更低的平均电流。

 

图4：ANADIGICS专有功放结构。

ANADIGICS的ProEficient?功放采用不同的架构

设计，可以在高功率模式下拥有更高的效率。新的

ProEficient?功放能在高功率模式下实现更长的数据

应用，提供更出色的效率，在中等功率模式下提供更

长的通话时间（图5）。该性能无需DC/DC转换器就能

实现，能将RF前端的空间要求最小化，降低电流消耗，

让制造商能够延长电池续航时间或降低电池容量。

为实现更为卓越的空间节省，ANADIGICS的新

ProEficient?系列功率放大器也同样采用双频段配

置。与现有单频段解决方案相比，这些新型器件通

过结合两个采用紧凑型3 mm × 4 mm封装的独立

ProEficient 功率放大器，将PCB空间降低了33%，并

且它们能提供与单频段ProEficient 功率放大器相同

的效率，从而再次降低了电池消耗。

 

图5：ProEficient效率(待机时)。

同样，低功率模式下的效率也没有被忽略，因

为对于大部分LTE设备来说，能够在WCDMA/HSPA

模式下工作一段时间非常重要。ANADIGICS的新

ProEficient设计将高功率输出效率提高了7%，有效

地在高LTE功率时降低了电池电流消耗。ANADIGICS的

ProEficient?功放经过优化，在低功率和中等功率下

无需SMPS就能实现业界领先的效率，此类功放还可以

与APT一起使用，来帮助提供更低的电流消耗。

平均功率跟踪技术(APT)是一种用来提高RF前端

低输出功率和中等输出功率时效率的技术。依托于基

带精确的算法，DC/DC转换器的高效，APT就能在不同

的TX信号幅度下都保证PA的高效率运行。提高的效率

降低了RF的电流需要，允许设计师们使用更小的电池。

HELP4设计仍然能够在固定电池电源的情况下，

提供3G TS09 Tx功率分布中最低的平均功耗，但是新

的ProEficient架构在功放电源采用DC/DC转换器的平

均功耗追踪技术(APT)下效率更加出色。

图3：LTETX功率分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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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热调节环路。一旦达到预定义的结温，它便通

过降低充电电流来确保不超出最高结温。图4显示了

测量得到的电池充电效率。利用5V USB输入，可以获

得高达94%的效率。9V输入和4A充电电流时，温度仅

升高了32℃。

 

图4:不同充电电流的测得电池充电效率

总结

电池补充模式的动态电源管理对于电池充电系统

性能优化至关重要。输入电流和输入电压型DPM均用

于在对电池充电的同时为系统供电，并提供快速开机

功能。另外，本文还讨论了电池工作时间和热性能等

重要设计考虑因素。

APT增加了电话设计的复杂性，要求更多的计算

功耗和额外的PMIC功能，因此不适合所有的设计价格

点。工厂校准也更加复杂，因为电压必须与校准算法

中的频率、增益和温度一起考虑。 这样，这些用于

实施SMPS的额外元件的成本可能会快速增加。如果将

所有额外元件考虑在内，则用户在实现DC/DC转换器

时，完整功率放大器解决方案的成本几乎是独立式单

图6：新型ProEficient二级结构。

频段功率放大器的两倍。因此，整个RF部分的物料清

单成本会增加。

明智地选择功放

现代的LTE智能电话给设计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功能和设计目标继续集中在效率和空间要求上。

并且，这些要求通过电池容量都互相关联。因此，选

择能帮助减小整个电池续航时间的功放至关重要。过

去，这通常通过选择在低功率和中等功率等级效率较

高的功放来实现。今天，这可以通过选择在所有功率

等级都具有出色效率的功放来实现。

为了帮助设计师实现具有前沿功能、长电池续航

时间的轻薄智能手机的目的，显然功放需要在所有工

作条件下提供出色的性能。这包括在高功率模式下达

到高效率的能力，同时在不依靠DC/DC转换器的情况

下在低功率和中等功率模式下也能提供高效率。这为

设计师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设计师可以决定怎样为

他们的设备采用最佳的RF前端解决方案。

ANADIGICS为世界各地使用的最流行的UMTS频段

提供了五种ProEficient功放。如果您需要样品和更

多关于此类产品的信息，如果您想知道它们可以怎样

帮助您延长高功耗LTE设备的电池续航时间，请联系

我们。

(52RD.com)

(上接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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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MOSFET Q1用作一个电池反向阻塞MOSFET，目

的是防止电池漏电通过MOSFET Q2体二极管流至输入。

另外，它还用作一个输入电流检测组件，以监控适配

器电流。

MOSFET Q4用于主动监测和控制电池充电电流，

以实现DPM。当输入功率足以同时支持系统负载和电

池充电时，使用ICHG理想充电电流值对电池充电。如

果系统负载ISYS突然增加，并且其总适配器电流达到

电流限制设置IREF，则输入电流调节环路主动进行调

节，并将输入电流维持在预定义输入基准电流IREF电

平。通过降低充电电流并优先为系统供电，让其达到

最高系统性能，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因此，可以在输

入电源不崩溃的情况下，始终最大化输入功率，同时

在系统和电池充电之间动态地共享有效功率。

图2:输入电压型动态电源管理

 如果系统连接一个无法识别其电流限制的第三

方电源，则难以使用输入电流限制型DPM，而应使用

输入电压型DPM，其控制算法如图2所示。电阻分压器

R1和R2用于检测输入电压，并为输入电压调节环路的

误差放大器提供输入。类似地，如果系统负载增加，

其使输入电流超出适配器电流限制，则适配器电压开

始下降，并最终达到预定义的最小输入电压。

动态电源路径管理的高效开关模式充电器系统
设计注意事项

随着诸如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便携式设备的迅

速增长和不断涌现，要想实施电池管理以达到更高的

电池供电系统性能，变得越来越困难。电池管理系

统必须拥有一定的智能，以支持各种适配器类型和电

池化学物质，并提高电池充电效率。与此同时，提供

良好的用户体验也越来越重要，例如：系统快速开机、

长电池使用时间和快速充电等。本文将讨论如何利用

输入电流和输入电压型动态电源管理 (DPM) 控制来

提高电池充电性能，以防止系统崩溃以及最大化适配

器有效功率，并为您说明延长电池工作时间的一些重

要设计考虑因素。

引言

终端用户对于快速充电和高效充电的需求日益增

长。锂离子(Li-Ion)电池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因为其

拥有非常高的能量密度。这种电池具有高充电电流，

能够很好地适用于10英尺平板电脑应用，可用于6 Ah

以上的高电池组容量。平板电脑要求具有优异的散热

性能和快速开机特性，即使是深度放电的电池也是如

此。这些要求给设计人员带来了诸多设计挑战。首先

是，如果最大化电源的有效功率，以高效、快速地对

电池充电同时电源不能崩溃。其次是，如何在系统保

持运行的同时，对深度放电的电池进行充电。最后是

如何提高散热性能。

动态电源路径管理

如何最大化有效功率，从而实现快速、高效的电

池充电呢？所有电源都有其输出电流或者功率限制。

例如，高速USB(USB2.0)端口的最大输出电流为500 

mA，而超高速USB(USB3.0) 端口的最大输出电流为

900 mA。如果系统功率需求超出电源的有效功率，电

源便会崩溃。对电池充电时，我们如何在最大化功率

输出的同时防止电源崩溃呢？我们使用了三种控制方

法：输入电流型DPM、输入电压型DPM和电池补充模式。

图1显示了使用DPM控制的高效开关模式充电器。

MOSFET Q2和Q3以及电感L组成一个同步开关降压式

电池充电器。这种组成方法达到了最高电池充电效率，

充分利用适配器功率，从而实现了最为快速的电池

图1:输入电流型动态电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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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输入电压调节环路，以

将输入电压维持在预定义电压电

平。自动降低充电电流，以使来

自输入电源的总电流达到其最大

值，而输入电源又不会崩溃。因

此，系统现在便可以追踪适配器

的最大输入电流。利用这种方法

设计输入调节电压，其电压仍然

高到足以对电池完全充电。例如，

可以将它设置为4.35V左右，以对

一个单节锂离子电池组进行完全

充电。

 输入电流和输入电压型DPM

控制都可以从适配器获取最大功

率的同时而不使适配器崩溃。对

电压达到最小系统工作电压，MOSFET Q4便完全开启。

它的充电电流通过同步降压转换器的占空比调节。因

此，系统电压始终维持在最小系统工作电压和驱动系

统的最大电池电压之间。

如何延长电池工作时间呢？当然，电池容量越

高，电池工作时间也就越长。就单节电池供电系统

而言，典型的最小系统电压为3.4V左右，以达到系统

所要求的3.3V输出。如果 MOSFET Q4的导通电阻为

50 mΩ，并且电池放电电流为3A，则电池终止电压为

3.55V。这就意味着15% 以上的电池容量未用，残留

在电池中。为了最大化电池工作时间，MOSFET Q4 的

导通电阻必须设计的尽可能地小，例如：10 mΩ。

图3显示了一个使用集成MOSFET的高效、单节电

池I2C电池充电器举例。该充电器同时支持USB和AC适

配器输入，适用于平板电脑和便携式媒体设备应用。

同时集成了4个功率MOSFET，而MOSFET Q1和Q4用于检

测输入电流和电池充电电流，目的是进一步最小化系

统解决方案尺寸。这种充电器可以检测到USB和适配

器电源之间的切换，以快速建立正确的输入电流限制。

另外，充电器还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充电器使用内部

默认充电电流、充电电压、安全计时器和输入电流限

制对电池充电—即使系统为关闭状态。它还拥有USB 

OTG功能，可让充电器工作在增压模式下，通过电池

为USB输入端提供5V/1.3A输出。

 对于一些超薄设计的便携式设备来说散热性能

至关重要，因为用户很容易便能感觉到PCB电路板的

发热情况。为了克服这个缺点，使用优化的高效、优

秀布局设计非常重要。要想进一步提高热性能，需使

于诸如智能电话和平板电脑等便携式设备来说，系统

负载通常随高脉动电流而动态变化。即使是充电电流

已经降至零，如果脉动系统峰值功率高于输入功率，

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没有主动控制的情况下，输

入电源可能会崩溃。

一种解决方案是增加适配器额定功率，但这会增

加适配器的尺寸和成本。另一种方案是除适配器提供

的有效功率以外再为系统补充额外功率，以对电池临

时放电。因此，电池会开启MOSFET Q4来提供额外功

率，从而实现电池放电而充电。组合使用DPM控制和

电池补充功率模式，可实现对适配器的优化，以支持

平均功率而非最大峰值系统功率，达到降低成本和实

现最小解决方案尺寸的目的。

提高系统性能设计考虑

一些便携式电源系统，例如：平板电脑和智能电

话等，要求具有一种“快速开机”功能，以提升用户

体验。这就意味着，不客电池是完全充电还是深度放

电，当连接适配器时系统都要能够快速开启。

让我们来回顾图1-2所示系统，并使用一个单节

锂离子电池系统作为举例。如果在不使用MOSFET Q4

的情况下将电池直接连接至系统，VBUS的系统总线

电压与电池电压相同。一块电压为3V的深度放电电池，

其电压不足以开启系统。终端用户需要等电池充电至

3.4V之后，才能开启系统。为了支持系统快速开机，

需要添加一个MOSFET Q4，让系统在线性模式下工作，

以维持最小系统工作电压，并同时对深度放电的电池

充电。最小系统电压由开关式转换器调节，而充电电

流则由LDO模式通过控制MOSFET Q4来调节。一旦电池

图3:使用动态电源管理的4A I2C高效开关模式充电器

(下接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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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路径。

图1就是一个实例。顶层信号线路电流下面紧挨

着就是回流。当它转移到底层时，回流就通过附近的

通孔。不过，如果附近没有用于回流的通孔时，回流

就要通过最近可用的接地通孔。更远的距离会产生电

流环路，形成电感器。如果这种不必要的电流路径偏

移，碰巧又同另一条线路交叉，那么干扰就会更严重。

这种电流环路其实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天线！

 

图1：信号电流从器件引脚经过通孔流到较低层。回流

在被迫流向最近通孔改变至不同参考层之前位于信号之

下。

接地参考是最佳策略，但高速线路有时候可布置

在内部层上。接地参考层上下都放置非常困难，半导

体厂商可能会受到引脚限制，把电源线安放在高速线

路旁边。参考电流要是需要在非DC耦合的各层或各网

之间切换，应紧挨着开关点安放去耦电容。

规则2：将器件焊盘与顶层接地连接起来

许多器件在器件封装底部都采用散热接地焊盘。

在RF器件上，这些通常都是电气接地，而相邻焊盘点

有接地通孔阵列。可将器件焊盘直接连接至接地引脚，

并通过顶层接地连接至任何灌铜。如有多个路径，回

流会按路径阻抗比例拆分。通过焊盘进行接地连接相

对于引脚接地而言，路径更短、阻抗更低。

电路板与器件焊盘之间良好的电气连接至关重要。

装配时，电路板通孔阵列中的未填充通孔也可能会抽

走器件的焊膏，留下空隙。填满通孔是保证焊接到位

RF电路设计中降低寄生信号的八大途径

RF电路板设计最重要的是不该有信号的地方要隔

离信号，而该有信号的地方一定要获得信号。这就要

求我们有意识地采取措施，确保信号隔离于其路径适

当的部位。音调、信号、时钟及其在电路板上任何地

方生成的所有谐波都可能作为寄生信号混入输出信号，

甚至可能会进入混频器和转换器进而被转换、反映并

混淆为寄生信号。传输掩模(Transmit mask)要求表

明即便最微小的寄生信号也会阻碍产品的发布。

宽带器件支持软件定义无线电(SDR)的这一当前

趋势将进一步强调降低寄生信号的重要性。由于可部

署统一信号平台设计来满足多种频带需求，因此插入

式RF模块可替代其中较多信号可能会相互干扰的较大

电路板。包括大多数RF厂商评估板在内的小型插入式

RF模块可以实现完全隔离，并具备优异的寄生信号性

能，但需要使用特殊设计方法。种种通孔、顶层布线、

专用接地层等布局技术虽然能够充分满足小型RF电路

板的需求，但可扩展性较差。

RF布局要想降低寄生信号，就需要RF工程师发挥

创造性，因为布局工具针对大规模布局进行了优化，

但不一定适合电磁分析。布局和电路板评测过程中通

常采用基本规则，但真正的测试是在电路板原型设计

已经完成并在实验室中进行评估的时候。电源电平与

线性等基本电路板功能检测完成之后，评估寄生信号

性能将成为重点。在这一末期工作阶段，寄生信号需

要RF工程师发挥创造性，确定寄生信号的根源并找到

解决办法。但是，这种调试时间几乎不可能预测和安

排，而且解决问题往往还需要使电路板运行起来，这

将会造成项目延误，增加成本。

大多数RF工程师依据一些简单原理得出的基本规

则可用于布局评测工作。记住以下这八条规则，不但

有助于加速产品上市进程，而且还可提高工作日程的

可预见性。

规则1：接地通孔应位于接地参考层开关处

流经所布线路的所有电流都有相等的回流。耦合

策略固然很多，不过回流通常流经相邻的接地层或与

信号线路并行布置的接地。在参考层继续时，所有耦

合都仅限于传输线路，一切都非常正常。不过，如果

信号线路从顶层切换至内部或底层时，回流也必须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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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办法。在评测中，还要打开焊接掩模层确认没有

焊接掩模在器件下方的电路板接地上，因为焊接掩模

可能会抬高器件或使其摇摆。

规则3：无参考层间隙

器件周边到处都是通孔。电源网分解成本地去耦，

然后降至电源层，通常提供多个通孔以最大限度减少

电感，提高载流容量，同时控制总线可降至内层。所

有这些分解最终都会在器件附近完全被钳住。

每个这些通孔都会在内接地层上产生大于通孔直

径自身的禁入区，提供制造空隙。这些禁入区很容易

在回流路径上造成中断。一些通孔彼此靠近则会形成

接地层沟，顶层CAD视图看不见，这将导致情况进一

步复杂化。图2两个电源层通孔的接地层空隙可产生

重叠的禁入区，并在返回路径上造成中断。回流只能

转道绕过接地层禁入区，形成现在常见的发射感应路

径问题。

 

图2：通孔周围接地层的禁入区可能重叠，迫使回流远离

信号路径。即便没有重叠，禁入区也会在接地层形成鼠

咬阻抗中断。

甚至“友好型”接地通孔也会为相关金属焊盘带

来电路板制造工艺要求的最小尺寸规格。通孔如果非

常靠近信号线路，就会产生好像顶层接地空隙被老鼠

咬掉一块一样的侵蚀。图2是鼠咬示意图。

由于禁入区由CAD软件自动生成，通孔在系统电

路板上的使用又很频繁，因此先期布局过程几乎总会

出现一些返回路径中断问题。布局评测时要跟踪每条

高速线路，检查相关回流层以避免中断。让所有可在

任何区域产生接地层干扰的通孔更靠近顶层接地空隙

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规则4：保持差分线路的差分性

回流路径对信号线路性能至关重要，其应视为信

号路径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差分对通常没有紧密耦

合，回流可能流经相邻层。两个回流必须通过相等的

电气路径布线。

即便在差分对的两条线路不紧密耦合时，邻近与

共享型设计限制也会让回流处于相同层。要真正保持

低寄生信号，需要更好的匹配。差分组件下接地层的

断流器等任何计划结构都应是对称的。同样，长度是

否匹配可能也会产生信号线路中的波形曲线问题。回

流不会引起波形曲线问题。一条差分线路的长度匹配

情况应在其它差分线路中体现。

规则5：RF信号线路附近没有时钟或控
制线路

时钟和控制线路有时可视为没什么影响的邻居，

因为其工作速度低，甚至接近DC。不过，其开关特性

几乎接近方波，可在奇数谐波频率下生成独特的音调。

方波发射能源的基本频率虽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

其锐利的边缘可能会有影响。在数字系统设计中，转

折频率可估算必须要考虑的最高频率谐波，计算方式

为：Fknee=0.5/Tr，这里的Tr是上升时间。请注意，

是上升时间，而不是信号频率。不过锐利边缘的方波

也有强大的高阶奇数谐波，其可能只在错误频率下下

降并耦合在RF线路上，违反严格的传输掩模要求。

时钟和控制线路应由内部接地层或顶层接地灌流

(ground pour)与RF信号线路隔离。如果不能使用接

地隔离信号，那么线路布线应确保直角交叉。因为时

钟或控制线路发射的磁通线路会围绕干扰源线路的电

流形成放射柱形等高线，它们将不会在接收器线路中

产生电流。放慢上升时间不但可降低转折频率，而且

还有助于减少干扰源的干扰，但时钟或控制线路也可

充当接收器线路。接收器线路仍可作为将寄生信号导

入器件的导管。

规则6：使用接地隔离高速线路

微波传输带与带线大多数都与相邻接地层耦合。

一些通量线路仍沿水平方向散发，并端接于相邻迹线。

一条高速线路或差分对上的音调在下一条迹线上终结，

但信号层上的接地灌流会为通量线路带来较低阻抗的

终点，让邻近迹线不受音调干扰。

时钟分布或合成器设备路由出来、用于承载相同

频率的迹线集群可能相邻而行，因为干扰源音调已经

存在于接收器线路上。不过，分组的线路最终会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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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时，应在分散线路之间提供接地灌流，并在其开

始分散的地方灌入通孔，以便感应回流沿着额定回流

路径流回。在图3中，接地岛末端的通孔可使感应电

流流到参考层上。接地灌流上其它通孔之间的间隔不

要超过一个波长的十分之一，以确保接地不会成为共

振结构。

 

图3：差分线路分散处的顶层接地通孔为回流提供 

流动路径。

规则7：不要在噪声较大的电源层进行
RF线路布线

音调进入电源层就会扩散到每个地方。如果杂散

音调进入电源、缓冲器、混频器、衰减器和振荡器，

就会对干扰频率进行调制。同样，当电源到达电路板

时，它还没有彻底被清空而实现对RF电路系统的驱动。

应最大限度减少RF线路在电源层的暴露，特别是未过

滤的电源层。

邻近接地的大型电源层可创建高质量嵌入式电容，

使寄生信号衰减，并用于数字通信系统与某些RF系统。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最小化电源层，有时更像是肥大迹

线而不能说是层，这样RF线路更容易彻底避开电源层。

这两种方法都可行，不过决不能将二者的最差特性凑

在一起，也就是既使用小型电源层，又在顶部走线RF

线路。

规则8：让去耦靠近器件

去耦不仅有助于避免杂散噪声进入器件，还可帮

助消除器件内部生成的音调，避免其耦合到电源层上。

去耦电容越靠近工作电路系统，效率就越高。本地去

耦受电路板迹线的寄生阻抗干扰较小，较短的迹线支

持较小的天线，减少有害音调发射。电容器安放要结

合最高自共振频率，通常最小值、最小外壳尺寸、最

靠近器件，以及越大的电容器，离器件越远。在RF频

率下，电路板背面的电容器会产生通孔串连接地路径

的寄生电感，损失大量噪声衰减优势。

总结

通过电路板布局评测，我们可发现可能发射或接

收杂散RF音调的结构。要跟踪每一条线路，有意识地

明确其回流路径，确保它能够与线路并行，特别是要

彻底检查过渡。此外，还要将潜在干扰源与接收器隔

离。按照一些简单直观的规则降低寄生信号，可加速

产品发布，降低调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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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WiFi时代，802.11ac设备面临的大批量测试挑战

802.11ac技术正在以以往任何WLAN标准前所未有

的速度部署。消费者对高带宽视频内容的嗜好不断推

动着对802.11ac提供的1 Gbps数据链路（数据速率比

前一代802.11n技术高3倍）的需求。802.11ac设备的

交付量有望在2015年前超过3.5亿台——其采用速率

比最初推出的802.11设备快2倍。

2012年，领先的设备供应商纷纷推出多款接入点

/路由器产品，802.11ac设备自此开始首次亮相。这

些解决方案主要是采用3x3 MIMO实现方式、数据速率

高达1 Gbps的解决方案。领先的尖端笔记本电脑有望

在2012年年底前开始采用802.11ac技术。随着SISO 

(1x1)配置的面市及功率要求的降低，移动设备（平

板电脑和智能手机）有望在2013年开始采用802.11ac

技术。

 

图1：802.11ac技术的采用概况图

802.11ac的首次展示的其他关键因素是要使用的

信道带宽的选择。802.11ac可以使用多个信道配置。

包括：

* 80 MHz信道配置

* 160 MHz信道配置（非连续80 + 80 MHz模式）

* 160 MHz信道配置（连续160 MHz模式）

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监管方面的差异将对部署

的信道配置产生很大的影响。图2显示了主要国家或

地区的可用信道配置。

根据图2，160 MHz的信道在中国不可用。鉴于中

国消费类市场的巨大潜力，这就导致不可能大规模

部署160 MHz连续信道。不过，所有关键的地理区域

都提供80 MHz信道（至少1个）。这样就可以实现在

所有主要的全球市场中部署80 MHz信道设备。一个可

能的折衷方案是部署支持160 MHz信道的芯片组方案，

不过是以非连续模式来实现。这样就使产品能够在仅

允许使用一个80 MHz信道的地区使用单个80 MHz信道，

而在支持多个80 MHz信道的地区（美国、欧盟、日本、

印度）使用2 个单独的80 MHz信道。

对于广域网的部署（即公共热点），缺少多个信

道（比如中国）必定会加大网络规划的难度。由于

802.1ac标准一直支持回退至公共热点环境中可能存

在的前代标准（802.11n和802.11g），因此这不应被

看作是802.1ac技术的缺点。在用户的家中或公寓里，

一个可用的802.11ac信道对于提供足够的性能来讲绰

绰有余，特别是在使用多用户MIMO的情况下。

802.11ac设备的测试挑战

802.11ac给设备测试提出了多个全新的挑战。主

要挑战包括：

* 信道带宽增至802.11n的两倍至四倍

* 非连续80+80信道测试

* 要测试更多频带——必须测试5 GHz频带

* 测试256 QAM调制方案需要比802.11n中的64 

QAM调制方案更高的精度

* 更高带宽的频谱模板测试

带宽挑战

802.11ac使用的带宽比802.11n高两至四倍。

802.11ac能够采用5 GHz频带的关键原因是5GHz频带

图2：全球信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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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更宽的信道需求提供了更多频谱，从而能够传

输更多的数据。

 

图3：802.11ac信道带宽。

这一增长的带宽几乎淘汰了以前针对802.11n测

试而设计的所有测试仪（受限于最多40 MHz的信道）。

与802.11n测试仪相比，针对802.11ac测试需求设计

的测试仪需要2至4倍的采样速率才能捕获整个信道带

宽。这样高的采样速率意味着需要捕获2至4倍的数据

点，如果未在数据传输和处理领域进行相关的改进的

话，这就会增加数据传输处理时间。

非连续信道测试——80+80 MHz信道

非连续信道配置可以为芯片供应商提供最大的灵

活性，使他们开发出的单芯片组可以在提供一个或多

个80 MHz信道的国家或地区使用。非连续信道的测试

给测试设备带来了另一个挑战，因为两个80 MHz信道

可以在频率上相隔很远。比如，就图2而言，对于一

台在美国使用的设备，第一个80 MHz信道可能是5210 

MHz，第二个80 MHz信道可能是5775 MHz——间隔565 

MHz。

 

图4：80+80非连续模式可能的信道配置。

测试设备的单个矢量信号分析仪(VSA)无法测量

这种方案（两个信道同时传输），除非它有645 MHz

以上的瞬时带宽。要想测试设备既具有能够进行这

种测量所需的足够动态范围（由模数转换器位分辨率

决定）和足够高的采样速率（1.3 GHz以上），又有

比较高的成本效益，这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方案是使

用并行VSA以不同的信道中心频率同时捕获两种信号。

这样就可以通过更高动态范围的模数转换器实现成本

更低、灵活性更高的解决方案，从而获得更优的信号

测量特性，同时在更低的采样速率下工作，进而优化

成本。

要测试更多频带——必须测试5 GHz

802.11ac设备只在5 GHz频带中工作。当然，这

意味着用来测试802.11ac设备的任何测试设备都必须

支持5 GHz频带。更为重要的是，802.11ac芯片组还

支持2.4 GHz频带，并支持使用802.11 a/b/g/n等以

前的WLAN标准，以提供向后兼容性。由于5 GHz频带

包含更多信道（将近1 GHz频谱）并且每个标准都有

各自独有的需要验证的调制速率和特性，所以这往往

会增加测试时间。

全新的调制技术——256 QAM

为了实现更高的频谱利用率，802.11ac支持使用

256 QAM调制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提供比802.11n所用

的最大的64 QAM调制技术多4倍的符号。这就给测试

设备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必须测量更加严格的EVM

指标——802.11ac中256 QAM调制方案的EVM指标为

-32 dB。为了满足改进的EVM指标，测试设备需要更

好的噪声性能，因为256 QAM调制方案的更高符号密

度对噪声的耐受能力不如64 QAM。

 

图5：802.11n 64 QAM调制方案与802.11ac 256 QAM

调制方案的对比。

噪声性能由热噪声和相位噪声决定。相位噪声性

能尤其重要，因为802.11ac的工作频率为5 GHz，而

相位噪声往往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与在

2.4 GHz频率下测试802.11n信号相比，在5 GHz频率

下测试802.11ac信号时，测试设备具有更高的性能是

至关重要的。

频谱模板测试要求

802.11ac的频谱模板测试要求也复杂得多，这是

因为该标准支持连续和非连续模式。总之，频谱模板

测量需要更高的带宽才能进行测量。频谱模板要求如

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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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a和8b：IQxel具有可用于非连续与连续信道测试的

灵活性

IQxel测试仪已经针对生产测试进行了优化，包

括双头（或切换）测试等增强吞吐能力的功能。由于

一个DUT（待测器件）在进行测试的同时，另一个DUT

正在载入或启动，因此这可以使测试仪利用率达到

100%。

 

图9：双头测试功能可以优化吞吐能力，并最大限度地提

高利用率

针对DUT 1的测试一完成，对DUT 2的测试就会立

即开始，DUT在卸载时，新的DUT已经放入测试夹具中

了。

MIMO（多输入多输出）技术是一项广泛用于所有

领先的802.11ac芯片组的关键技术，该技术可以最大

限度地提高吞吐能力和数据传输速率。目前市场上

的典型芯片组采用3x3方案来提供1 Gbps的数据速率。

LitePoint公司在2005年推出IQnxn测试系统，开创了

MIMO测试系统先河，如今LitePoint已将其功能扩展

到IQxel测试仪中。在研发和DVT（设计验证测试）过

程中MIMO系统的全面特性分析需要针对非相关信号进

行独立信号产生和捕获。

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可以将多台IQxel测试仪组

合在一起，其集成的触发同步系统互连在一起，从而

为RX测试提供同时输出信号，为TX测量提供同步捕获。

图6a：802.11ac 80 MHz频谱模板限制。

80 MHz信道的整个频谱模板需要240 MHz的总捕

获频谱才能进行测量。

802.11ac Devices设备的生产测试

 

图7：LitePoint IQxel(tm) 802.11ac测试仪

如上所述，802.11ac标准带来了大量的技术挑

战。也许测试802.11ac设备的最大挑战在于在尽可

能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实现设备的面市。虽然

802.11ac设备现在的销售价格比802.11n设备高，不

过在12至18个月内802.11ac设备的价格很有可能大幅

下滑。因此，在开发802.11ac测试解决方案时全面地

考虑生产测试成本和部署时间等因素非常重要。

LitePoint IQxel(tm)是LitePoint公司基于在

WLAN产品生产测试领域的长期经验设计的新一代WLAN

测试仪。IQxel测试仪是为满足802.11ac的新技术和

性能要求而设计，同时可满足极具挑战性的设备测试

成本目标。

IQxel测试仪可以支持连续和非连续版本的

802.11ac规范。该测试仪可配备双测试引擎，即使在

有500 MHz以上的带宽间隔的情况下，也能够同时捕

获两个80 MHz信道。如果使用的是连续信道设置，这

两个测试引擎也可以捕获160 MHz带宽的信道。这就

为应对随着新芯片组设计的逐步面市而出现的多个

802.11ac实现方案提供了极高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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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锂电池和镍氢充电图形

在电流中看到的噪声是使用电压仿真器改变电压

时的开关噪声。由于使用电压仿真器，电压改变特别

快，对应电压的变化，PWM输出的建立时间和响应就

可以看到上面的噪声结果。在电池中电压变化是非常

缓慢的，从而开关噪声并不明显。

图1和图2锂电池和镍氢电池的充电阶段可以在图

5中看到。因此可以看出，只需简单改变SoC固件，就

可以使用同样的硬件实现多种充电器。通过简单部件，

就可以增加充电功能到主要应用中。

 

图10：IQxel MIMO测试配置（图中所示为4x4系统）

为了确保最高灵活性，测试装置可以在以后分成

多个独立的测试系统，从而进行SISO（单输入单输

出）测试。

算机。数据绘制实现使用C#软件工具。其他任何通讯

方式和类似工具都可以用来绘制数据。电池模拟器可

以用来模拟锂电池和镍氢电池的实时获得图形。得到

的图形如图5所示。

图4：可以为不同电池键入参数的GUI

结束语

802.11ac可以为无线用户带来全新的性能体验。

这个新标准正在广泛渗透到大批量产品中，其渗透速

度高于历史上WLAN领域的任何其他标准。这项新技术

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强的功能，同时也给802.11ac设备

厂商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挑战。802.11ac信号的高带

宽和高动态范围要求意味着新一代测试设备需要满足

这些新的测试要求。

LitePoint IQxel测试仪可以满足这些严苛的技

术要求，同时将厂商要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该系

统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可用来测量80 MHz、80 + 80 

MHz非连续以及160 MHz连续信道配置，因此IQxel适

用于需要测试的任何802.11ac配置。

IQxel测试仪已经针对生产环境进行优化，同时

还借助真正的MIMO测量功能，全面涵盖了研发工程师

和特性分析工程师的需求。

(上接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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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电池充电系统设计探讨

便携式电子设备（无论是个人电

子，远程科学仪器，还是简单的车库

手电筒）都有一个共同点：电池。可

以是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锂电池，

或任何其他可充电电池。本文将讨论

一种灵活的电池充电系统，其可以应

用于各种电压，化学成分，和充电特

性的电池。

当使用不同的电池容量给多种电

池充电时，在不同的充电阶段，电池

电压可能高于或低于电源电压。因此

在此基础上测量的参数，电池充电电流由微控制

器确定并控制。从充电器的角度来看，不同化学成

分电池的主要区别是充电特性。锂和镍氢电池的充

电特性如图1所示，电流由微控制器控制，电池的电

压和温度会发生变化。锂电池使用恒流恒压充电。通

常电池容量一般用 “CA”表示。在启动阶段，如果

电池电压低于恒流阈值（Vrapid_start)，充电器供

应少量电流(大约0.1 CA)。这是预处理阶段，电池电

压随着这个小充电电流逐渐增加。当电压达到快速充

电阈值，充电电流由微控制器增加到约1 CA。这是恒

流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电池电压达到指定电压

(Vfull)。然后电池充电器进入恒压阶段，这时充电

电流较小，而电池电压维持在Vfull。电流降低一直

到结束，同时保持电池电压，电池充电终止。在整个

充电过程电池电流会有几个°C的变化。如果有任何

一个电池状态（电压、电流或温度）超出充电器相应

规定范围，为了安全，充电器都会停止充电。

镍氢电池的前两个充电阶段类似于锂电池：激活

电流(0.2 CA)和恒定电流(1 CA)。镍氢电池的恒流阶

段结束由电池电压下降(并降温)来检测，而电流是不

变的。电压下降后，镍氢充电进入充电顶峰关闭阶段，

这时电流减少到滴流水平(大约0.05 CA)。在这个阶

段，会有一段时间的少量充电电流一直到充电结束。

基于上述充电需求，可以使用状态机（带预定义

的电压、电流、温度、超时值）大大简化电池充电。

电池状态和需要为电池充电提供的电流数量由微控制

器状态机来控制。用于这两种类型的电池充电的简化

状态机如图2所示。这个框图显示了充电的不同阶段。

需要电源电压升压或降压来匹配电池电压。例如，当

3.3伏的电源电压给一节镍氢电池(通常是1.25 V)充

电时需要降低。当给锂电池(4.1 V)充电时，则需要

升高输入电压。要处理这种情况，主充电路径要选择

为单端初级电感变换器(SEPIC)。开关型DC-DC转换具

备比较大范围的降压和升压能力，可以提供灵活的供

电电压。

这篇文章将会以两种不同的可充电电池—镍氢电

池(NiMH)和锂电池(Li-Ion)为例进行介绍。这两种化

学物质的电池需要不同的充电特性，但这两者都能

容易的使用相同灵活的充电结构为我们服务。从一种

电池切换到另一种既灵活又简单，可以用微控制器在

软件上实现。通过设计模块化的充电子系统，把功能

封装到各种组件，根据系统需求，同样的应用程序可

以使用不同的微控制器实现。组件的使用简化了设计，

这里输入和/或输出可以是硬件和/或软件。这种方法

使得开发者可以把电池充电功能作为一个额外特色加

到主应用中，如马达控制，准确医学测量等。

电池充电器必须要确定电池状态(如电压、电流、

温度)并控制充电电流。确定电池状态的硬件是通用

的。电池电压可以高于或低于微控制器的输入范围，

因此，电压测量通常是使用一个电阻分压电路来弱化

电压。电流测量可以在高端(要进入电池的电流)，或

低端 (从电池出来的电流)，如果是SEPIC变换器，在

二次侧电感使用一个电阻。电池通常有一个嵌入式热

敏电阻，其提供精确电池温度状态。有时在一些商业

电池上为了降低成本就把它省掉了。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在接触电池的外部放置一个热敏电阻。

图1：锂电池和镍氢电池的充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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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电池状态，就要进行电压、电流、温度的

测量，把他们通过复用器输入微控制器中的ADC。根

据这些值，在固件中确定状态，充电电流通过改变

PWM占空比来控制。PWM输出连接到SEPIC变换器（其

控制流进电池的电流）里的MOSFET门。这些步骤关系

到CPU，因此有些延迟。不同的电池，特别是锂电池，

对于过充电非常敏感，在高电压下可能变得非常不稳

定。要额外增加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硬件保护电路

就要增加比较器。这些比较器会关闭充电直到用户复

位或达到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根据测量到的参数值和电池类型，CPU决定电池

状态和相应的PWM占空比。传统上，CPU检测充电曲线

所需的条件，可以在代码中定义为常数，并可手动修

改。例如以下代码。

 

当充电曲线需要改变时，BATTERY_PROFILE设置

为0或1以在两种充电曲线之间进行切换。所有状态的

电压、电流、温度限制都保存为常数，并可以作出相

应改变。如果同一电池类型需要不同的电平，需要修

改代码键入新参数。这意味着这种应用的用户需要注

意代码改变充电曲线和充电器限制。通过使用组件式

方法，当开发人员选择合适的IP模块时，可以键入参

数来改变电池充电器充电曲线。例如，锂电池和镍氢

电池组件如图4所示。

 使用这些组件，应用工程师可以添加充电器组

件到已有的应用中，并设置适当的充电曲线。所有其

他的硬件(比较器，PWM等)和软件(状态机)也都由组

件生成。使用可编程结构，例如赛普拉斯的PSoC，通

过软件程序，硬件组件就可编程并实现。这种方法

可以用于实现图3中锂电池和镍氢电池的充电器硬件。

在项目中增加一个USB部件，电池参数就可以送到计

 

图2：充电过程不同阶段框图

根据选择的电池化学物质，微控制器检查特定的

电池状态机并控制充电电流。电池充电曲线可预编程，

预启动，或自动决定。对于前两种，电池类型是由用

户选择的。在预编程中，电池充电类型需要在组件中

选择，软件和微控制器根据所需的充电曲线编程。这

种类型应用于电池充电作为现有产品的一个额外功能

的情况下。在这种应用中，电池类型是已知的，或不

同类型的电池用于相同产品的不同版本。

在预启动中，微控制器既有电池充电曲线又有要

实现的充电曲线选择，通过条件控制完成。这个控制

可以简单成一个开关位置在启动期间选中。自动决定

是由微控制器启动后完成的，通过检测电池类型选择

充电器充电曲线。例如，一节镍氢电池典型的工作

电压范围是0.9 V ~ 1.25 V之间，而一节锂电池电压

范围是2.7V ~ 4.2 V之间。同样地，两者之间的温度

范围也不同，这些值可以保存，并在启动的时候进行

比较。自动检查方法局限于很特殊的条件。一般来说，

大多数应用中选择预编程和预执行。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会重点介绍预编程，并把注意力集中在电池充电

是附加功能的应用中。

如前所述，两种电池充电器的感测和控制部分硬

件是相同。电池充电器所需的外部硬件原理图如图3

所示。

 

图3：电池充电器的简化原理图 (下接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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