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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春佳节之际，52RD 全体成员祝大家 2012 年：

365天天天开开心心，8760小时时时快快乐乐，525600分分分健康，31536000秒秒秒幸福！

新年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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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腾八骏，春色盈万家。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在此我爱研发网（52RD）及《研发专辑》

全体工作人员向所有的会员、读者送上最真切的新年祝福！

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生活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六年来，我们兢兢业业，努力使我爱研发网成为手机行业最专业的研发网站，52RD 能有

今天的成绩，离不开23万会员的支持，拥有你们的支持，我爱研发网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更好。

在此，我爱研发网全体工作人员对 23 万会员深表谢意！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鼓励和支持！

2011 年对于我爱研发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爱研发网全新纸媒杂志《研发

专辑》正式出版。我们精挑细选杂志内容，努力发掘新闻素材，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将《研

发专辑》办成手机行业最专业的杂志。对那些支持我们的读者，我们想真诚的对您说一声感

谢！感谢您对《研发专辑》这个“新生儿”的支持和关心；未来，我们一定会努力将《研发

专辑》办得更好！而且我们也希望能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研发专辑》！

衷心的期盼在新的一年里，各位会员和读者朋友们能够继
续关注、支持、参与我爱研发网及《研发专辑》！

 
                                           ----- 我爱研发网及《研发专辑》全体工作人员

卷首语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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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RD 广告部全体拜年：

52RD 研发求职网全体拜年：

转眼繁忙的 2011 过去了，在这一年，因为有了您的关注及合作，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成绩。

在这一年里，您的支持与信任就是我们的动力，希望在到来的2012年，我们能继续无间合作，

开创一个更辉煌的 2012 年。 在此佳节之际，祝您阖家幸福，万事顺意！

感谢各大企业和研发工程师们对研发求职网一如既往的支持 , 在以往的日子里，研发求

职网得到了你们的信任和支持，这是给予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和最珍贵的礼物。在新的一年即

将到来之际，我们向各位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和最热情的问候 ,2012 年我们会提供更多的研发

职位和更优秀的研发工程师，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期待着与你们有更多地

合作、更多地交流，更好地为你们服务 ! 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

如意！

52RD 研发商城全体拜年：
52RD 研发商城全体同仁向各位新老客户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在过去的 2011 年

里，因为有了您的关注，苦涩变得甘甜，因为有了您的合作，逆流变得顺畅，因为有了您的

支持，困难变成成长！新的一年里，也希望各位新老客户能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创

造一个更不一样的 2012 ！ 2012，我们会更加地努力！也相信我们的合作会更加成功！新春

佳节之际，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阖家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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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主沉浮 ?
引言：如今业内流行两个词“机海战术”和“大片模式”，说的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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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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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千元机造星结果：国产 3G

机销量超过洋品牌

引言：在近日举行的联通 4 英寸新定义 3G 智能机发布会上，中国联

通透露的一组数据让业界吃惊，自 7 个月前推出新定义千元智能机

以来，新定义千元智能机已占据国内 WCDMA 手机销量的前两名，其

中销量最大的一款达310万部。这显示2011年联通WCDMA手机上的“造

星运动”获得巨大成功。......

超强TDD抑制的多模K类功放
引言：手机音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产品的成功与否，而音频功率放大器

对音乐的还原品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手机的音乐表现能

力。可以说音频功放是任何一种多媒体功能都要用到的基本功能，而且

每种功能对音频功放的要求还不尽相同，给音频功放的设计带来了诸多

挑战 ......

研发热门职位
46  研发热门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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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联网时代 - 李兆荣：
Apple 正在着手催生一个新的芯片认证，通过之后可以让制造商做出能够把你的 iDevices 全部透过串

流串起来的配件装置。新的芯片能够让 iDevices 透过 AirPlay、Bluetooth 和 Wi-Fi 互相连接。Apple 

希望这个功能推出之后可以吸引更多的制造商投入制造 iOS 相关端口和配件。

微博聚焦 /Focus

@ 恒洋 CHINA：
2011年对于任何一个厂商来说，都是不平静的一年，有得也有失，不过对于苹果来说，却可以说是完胜。

根据2011年财报，苹果2011年前三季度总营收突破了800亿美元，全年营业额超过了1000亿。苹果

虽然全球市场份额不高，但是却拿着整个手机行业大部分的利润。

@ 安卓论坛 ：
【2011年全球手机市场十大事件】1、诺基亚与微软合作；2、微软新平台；3、谷歌收购摩托罗拉；4、

宏达电买下美国音效大厂Beats Electronics；5、手机双核心为新趋势；6、3D应用的崛起；7、RIM回

到亚洲市场；8、专为Facebook设计的手机；9、iOS出新版；10、Android 4.0新平台推出.

@ 刘雨龙 -john :
国产品牌推出的智能手机都是基于MTK6573和高通7227A的技术平台，低端部分已经被华为、中兴、联

想、酷派的运营商补贴智能机价格战利润比较低，已经成为红海。高端智能手机2000元以上已经被三星、

苹果、HTC产品封死。唯一的机会就是1000到2000元内电信移动的捆绑机会，国产品牌缺乏专队运营。

机会渺茫。

@ 刘雨龙 -john :
【2012：运营商牵扯手机渠道】运营商千元智能机井喷，圈地抢渠道。高额补贴渠道利润，使渠道盈利

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零售商对运营商补贴过度依赖，一段时间内运营商充分竞争达到平衡，给渠道

的利润补贴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零售商开始艰难。利润拉动渠道短视而功利但又无可奈何 。

@ 长门五洲：
传统经验有时候是互联网领域的桎梏，手机行业变化很快，实际上很多手机厂商OUT而不自知，还觉得

自己是内行。手机性价比的标准很难统一，小米理念很简单，消费者觉得配置是王道，合不合理先快

速推出为是。很多厂商还在教育消费者，配置高不见得性能好，不见得实用，这个真可笑。

@ 研发专辑：
三种移动OS的对比：1、IOS系统采用 C语言，运行效率高，对硬件的要求低，成本优势大；2、

Android系统采用最广泛的java技术，开发人员多，代码可重用性高，但应行效率较低，耗能高;3、

WebOS采用JavaScript框架，应用以HTML、CSS和 JavaScript编写，体系架构先进，应用开发难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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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欣围脖：
2012大趋势: 一、价格下降速度超过预期,唯快方能生存;二、手机厂家数量快速减少,剩下

的至少具备两种能力之一:1、大片儿式营销能力,2、运营商深度捆绑能力;三、必须单款上大量,

没有单款销量达50万台以上产品的厂家要提前考虑转型了。压力巨大啊！

@ 艾为孙洪军：
今天俭波的一席话震到了我，泰国水灾是对我们新品绝好的一个 design win 机会，可惜
我们要在明年 Q1 底才能推出…我没估计到智能机的兴起时机，没敢变道加大投入，看来
我在产品和市场变化的把握度还要提升，新项目的技术挑战越来越大，定义错了就让大家
白忙活了大半年而无法迅速回报 .

@ 李开复：
Siri 未来的方向和竞争：1 谷歌微软的语音团队和技术都比苹果强，但苹果可以 license
或收购 Nuance 2 做全能助手非常困难，主要问题不是识别，而是语义、理解、上下文，
用户体验。用户期望值会很高，因为比较对象是“人助手”，3 谷歌现称手机是工具，不
是助手，所以不认可这个方向，不知是真是假。

@ 愤怒的老强：
【把千元智能手机当报纸做】！ 1、找 N 家移动互联网公司，预装收费，每台机子 2-10 元
不等；2、视 N的数量，面向终端用户收取 300 元以下的基础购机费或者纯免费派发。

@ 艾为焦建堂：
手机行业的冬天是考验手机企业团队凝聚力的最好时机！团队的继续团结一致可能就可以
挺过这个冬季，否则就会被寒冷的冬季冻死。让我们一起等待春天到来时中国手机哪家播
种的种子能够发芽、开花、结果。

@ 我爱研发网 -Chris：
联想5寸乐 PadS2005，高通 MSM8660双核处理器，前后双摄像头，淘宝预售价格2699元，
现在预定还返回 200，价格非常有杀伤力，考虑到屏幕更大，性价比堪比小米。PC 厂商和
手机厂商从两个方向冲杀到 5寸屏开始决战。

@ 雷军：
创业者如何练剑：①人若无名便可专心练剑，不必要的会尽量不参加，认认真真做事；②
商业成功最重要是：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③用户满意度是根本。 把精力放在改善
产品和服务，让用户满意；④行业霸主总有衰老的一天， 但它们会因什么、在何时衰落，
这就是创业的机会。

微博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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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首席执行官任正非

       
新浪科技讯 12 月 26 日凌晨消息，华为总裁任正非近期撰写一篇内部文章为轮值 CEO 鸣锣开道，

在这篇文章中，他回顾了自己从个人英雄主义到相信团结就是力量的心路历程，回顾了公司的组织机构

从无到有到现在实行轮值 CEO 的制度的演变，谈及接班人们，他说，“相信华为的惯性，相信接班人们

的智慧。”

任正非首谈接班人制度：相信华为惯性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大约在 2003 年前的几年

时间，我累坏了，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身体有多项疾病，

动过两次癌症手术，但我乐观……。”任正非写道。

不得不说，任正非这篇《一江春水向东流》写的情真意

切，与以往的那些内部讲话相比，他直接戳中了外界对华为

最敏感的接班人问题。

去年，曾有传闻称，任正非为了让儿子任平顺利接班，

以 10 亿元人民币的“分手费”逼走公司董事长孙亚芳，随

后华为公司发声明予以否认。

在这篇文章中任正非特别提到在 2002 年公司内外交困

时，“不是公司的骨干们，在茫茫黑暗中，点燃自己的心，

来照亮前进的路程，现在公司早已没有了。这段时间孙董事

长团结员工，增强信心，功不可没。”

今年年初，华为高级副总裁徐直军直面华为的接班人问

题，并称，任正非的亲属不会接班，并称接班是“文化的交

接班，制度的交接班，这些年一直在进行着，从没有停歇过。”

任正非的这篇文章是为轮值 CEO 鸣锣开道，在接班的问

题上，他不是用“接班人”一词，而用了“接班人们”，他

认为，通过归纳找到方向，并使自己处在合理组织结构及优

良的进取状态，以此来预防未来的种种不测。

他说，相信华为的惯性，相信接班人们的智慧。

任正非说自己少年不知事时崇拜的“大力神”，认同个

人英雄主义，而后来，“处处都处在人生逆境，个人很孤立，

当我明白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政治内涵时，已过了不惑之

年。”

谈到华为创立，任正非说，“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

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任正非说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不再是自己去做专家，而是做组织者。

在华为的管理团队方面，任正非说，公司成立一开始，

自己是甩手掌柜，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挥，到

1997 年，，任正非发现公司内部思想混乱，主义林立，请

人民大学教授一起讨论“基本法”，开始形成了华为企业文

化，这就是后来广泛传播的《华为基本法》。

来源：《 新浪科技 》 文：秀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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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方面，2004 年，华为开始实行 EMT(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 制度，任正非不愿意老作主席，于是开

始轮值主席制度，8年轮换后，今年开始轮值 CEO 制度。

任正非认为轮值制度平衡了公司各方面的矛盾，使公司

得以均衡成长。“这比将公司的成功系于一人，败也是这一

人的制度要好。每个轮值 CEO 在轮值期间奋力地拉车，牵引

公司前进。他走偏了，下一轮的轮值CEO会及时去纠正航向，

使大船能早一些拨正船头。避免问题累积过重不得解决。”

“面对潮起潮落，即使公司大幅度萎缩，我们不仅要淡

定，也要矢志不移地继续推动组织朝向长期价值贡献的方向

去改革。要改革，更要开放。要去除成功的惰性与思维的惯

性对队伍的影响，也不能躺在过去荣耀的延长线上，只要我

们能不断地激活队伍，我们就有希望。”任正非说。

以下为《一江春水向东流》文章全文：

千古兴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东流。

小时候，妈妈给我们讲希腊大力神的故事，我们崇拜得

不得了。少年不知事的时期我们崇拜上李元霸、宇文成都这

种盖世英雄，传播着张飞“杀”( 争斗 ) 岳飞的荒诞故事。

在青春萌动的时期，突然敏感到李清照的千古情人是力拔山

兮的项羽。至此“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又成了我们的

人生警句。当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没有意义，它迫

使我们在学习上争斗，成就了较好的成绩。

当我走向社会，多少年后才知道，我碰到头破血流的，

就是这种不知事的人生哲学。我大学没入了团，当兵多年没

入了党，处处都处在人生逆境，个人很孤立，当我明白团结

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政治内涵时，已过了不惑之年。想起蹉跎

了的岁月，才觉得，怎么会这么幼稚可笑，一点都不明白开

放、妥协、灰度呢？

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那时

我已领悟到个人才是历史长河中最渺小的，这个人生真谛。

我看过云南的盘山道，那么艰险，一百多年前是怎么确定路

线，怎么修筑的，为筑路人的智慧与辛苦佩服；我看过薄薄

的丝绸衣服，以及为上面栩栩如生的花纹是怎么织出来的，

而折服，织女们怎么这么巧夺天工？天啊！不仅万里长城、

河边的纤夫、奔驰的高铁……我深刻地体会到，组织的力量、

众人的力量，才是力大无穷的。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为才

开始伟大。在创立华为时，我已过了不惑之年。不惑是什么

意思，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环境变动缓慢，等待人的心理

成熟的一个尺度。而我进入不惑之年时，人类已进入电脑时

代，世界开始疯起来了，等不得我的不惑了。我突然发觉自

己本来是优秀的中国青年，所谓的专家，竟然越来越无知。

不是不惑，而是要重新起步新的学习，时代已经没时间与机

会，让我不惑了，前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刚来深圳还准备

从事技术工作，或者搞点科研的，如果我选择这条路，早已

被时代抛在垃圾堆里了。我后来明白，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

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更何况知识爆炸的时代。只有组

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

摸得到时代的脚。我转而去创建华为时，不再是自己去做专

家，而是做组织者。在时代前面，我越来越不懂技术、越来

越不懂财务、半懂不懂管理，如果不能民主的善待团体，充

分发挥各路英雄的作用，我将一事无成。从事组织建设成了

我后来的追求，如何组织起千军万马，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

难题。我创建了华为公司，当时在中国叫个体户，这么一个

弱小的个体户，想组织起千军万马，是有些狂妄，不合时宜，

是有些想吃天鹅肉的梦幻。我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

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那时我还不懂期权制度，

更不知道西方在这方面很发达，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仅

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

创立之初我与我父亲相商过这种做法，结果得到他的大力支

持，他在卅年代学过经济学。这种无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

开放到如此鲜艳，成就华为的大事业。

在华为成立之初，我是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

挥的。其实，我也领导不了他们。前十年几乎没有开过办公

会类似的会议，总是飞到各地去，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说

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支持他们；听听研发人员的发

散思维，乱成一团的所谓研发，当时简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

向，像玻璃窗上的苍蝇，乱碰乱撞，听客户一点点改进的要

求，就奋力去找机会......。更谈不上如何去管财务的了，

我根本就不懂财务，这与我后来没有处理好与财务的关系，

他们被提拔少，责任在我。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

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我那时被称作

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今天的接

班人们，个个都是人中精英，他们还会不会像我那么愚钝，

继续放权，发挥全体的积极性，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呢？他

们担任的事业更大，责任更重，会不会被事务压昏了，没时

间听下面唠叨了呢……。相信华为的惯性，相信接班人们的

智慧。

到 97 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

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我请人

民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一个“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

大家发散的思维，几上几下的讨论，不知不觉中“春秋战国”

就无声无息了，人大的教授厉害，怎么就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了呢？从此，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华为企业文化，说这个文化

有多好，多厉害，不是我创造的，而是全体员工悟出来的。

我那时最多是从一个甩手掌柜，变成了一个文化教员。业界

老说我神秘、伟大，其实我知道自己，名实不符。我不是为

了抬高自己，而隐起来，而是因害怕而低调的。真正聪明的

是十三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我只不过用利益分

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公司在意志适当集中以后，就必须产生必要的制度来支

撑这个文化，这时，我这个假掌柜就躲不了了，从上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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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世纪初，大约在 2003 年前的几年时间，我累坏了，身

体就是那时累垮的。身体有多项疾病，动过两次癌症手术，

但我乐观……。那时，要出来多少文件才能指导，约束公司

的运行，那时公司已有几万员工，而且每天还在不断大量地

涌入。你可以想象混乱到什么样子。我理解了，社会上那些

承受不了的高管，为什么选择自杀。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

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

CEO不好当。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

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我人生中并没有合适的管理

经历，从学校，到军队，都没有做过有行政权力的“官”，

不可能有产生出有效文件的素质，左了改，右了又改过来，

反复烙饼，把多少优秀人才烙糊了，烙跑了……。这段时间

的摸着石头过河，险些被水淹死。

2002 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 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

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

噩梦，梦醒时常常哭。真的，不是公司的骨干们，在茫茫黑

暗中，点燃自己的心，来照亮前进的路程，现在公司早已没

有了。这段时间孙董事长团结员工，增强信心，功不可没。

大约 2004 年，美国顾问公司帮助我们设计公司组织

结构时，认为我们还没有中枢机构，不可思议。而且高

层只是空任命，也不运作，提出来要建立 EMT(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我不愿做 EMT 的主席，就开始了轮值主

席制度，由八位领导轮流执政，每人半年，经过两个循环，

演变到今年的轮值CEO制度。也许是这种无意中的轮值制度，

平衡了公司各方面的矛盾，使公司得以均衡成长。轮值的好

处是，每个轮值者，在一段时间里，担负了公司COO的职责，

不仅要处理日常事务，而且要为高层会议准备起草文件，大

大地锻炼了他们。同时，他不得不削小他的屁股，否则就达

不到别人对他决议的拥护。这样他就将他管辖的部门，带入

了全局利益的平衡，公司的山头无意中在这几年削平了。

经历了八年轮值后，在新董事会选举中，他们多数被选

上。我们又开始了在董事会领导下的轮值 CEO 制度，他们在

轮值期间是公司的最高的行政首长。他们更多的是着眼公司

的战略，着眼制度建设。将日常经营决策的权力进一步下放

给各 BG、区域，以推动扩张的合理进行。这比将公司的成

功系于一人，败也是这一人的制度要好。每个轮值 CEO 在轮

值期间奋力地拉车，牵引公司前进。他走偏了，下一轮的轮

值 CEO 会及时去纠正航向，使大船能早一些拨正船头。避免

问题累积过重不得解决。

我不知道我们的路能走多好，这需要全体员工的拥护，

以及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理解与支持。我相信由于我的不聪

明，引出来的集体奋斗与集体智慧，若能为公司的强大、为

祖国、为世界作出一点贡献，廿多年的辛苦就值得了。我知

识的底蕴不够，也并不够聪明，但我容得了优秀的员工与我

一起工作，与他们在一起，我也被熏陶得优秀了。他们出类

拔萃，夹着我前进，我又没有什么退路，不得不被“绑”着，

“架”着往前走，不小心就让他们抬到了峨眉山顶。我也体

会到团结合作的力量。这些年来进步最大的是我，从一个“土

民”，被精英们抬成了一个体面的小老头。因为我的性格像

海绵一样，善于吸取他们的营养，总结他们的精华，而且大

胆地开放输出。那些人中精英，在时代的大潮中，更会被众

人团结合作抬到喜马拉雅山顶。希腊大力神的母亲是大地，

他只要一靠在大地上就力大无穷。我们的大地就是众人和制

度，相信制度的力量，会使他们团结合作把公司抬到金顶的。

作为轮值 CEO，他们不再是只关注内部的建设与运作，

同时，也要放眼外部，放眼世界，要自己适应外部环境的运

作，趋利避害。我们伸出头去，看见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多

变的世界，风暴与骄阳，和煦的春光与万丈深渊……并存着。

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仍要大胆拥抱未来。面对潮起潮落，

即使公司大幅度萎缩，我们不仅要淡定，也要矢志不移地继

续推动组织朝向长期价值贡献的方向去改革。要改革，更要

开放。要去除成功的惰性与思维的惯性对队伍的影响，也不

能躺在过去荣耀的延长线上，只要我们能不断地激活队伍，

我们就有希望。历史的灾难经常是周而复始的，人们的贪婪，

从未因灾难改进过，过高的杠杆比，推动经济的泡沫化，总

会破灭。我们唯有把握更清晰的方向，更努力地工作，任何

投机总会要还账的。经济越来越不可控，如果金融危机的进

一步延伸爆炸，货币急剧贬值，外部社会动荡，我们会独善

其身吗？我们有能力挽救自己吗？我们行驶的航船，员工会

像韩国人卖掉金首饰救国家一样，给我们集资买油吗？历史

没有终结，繁荣会永恒吗？我们既要有信心，也不要盲目相

信未来，历史的灾难，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对未来的

无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归纳找到方向，并

使自己处在合理组织结构及优良的进取状态，以此来预防未

来。死亡是会到来的，这是历史规律，我们的责任是应不断

延长我们的生命。

千古兴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东流，流过太平洋，流过

印度洋，……不回头。

图：深圳华为基地 . 神州电脑办公大楼 - 全景外观（陈宏设
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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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已接近尾声，手机行业都发生了哪些大事件？让我们回顾曾经的历史：　

本期话题：2011 手机行业十大新闻事件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平浪静，却因为这一桩收购，暗地里却是暗潮汹涌。

TOP3. 诺基亚与微软合作 WP7 系统手机首现

TOP1. 乔布斯去世，iphone4S 成“教主”绝唱

北京时间10月6日消息，

据国外媒体报道，苹果公司对

外宣布联和创始人斯蒂夫·乔

布斯辞世，享年 56 岁。这位

伟大的“苹果教主”，先后领

导和推出了麦金塔计算机、iMac、iPod、iPhone 等风靡全

球亿万人的电子产品，深刻地改变了现代通讯、娱乐乃至生

活的方式。在其辞世的前一天，刚刚发布的 iphone4S 成为

了“教主”的绝唱。乔布斯是改变世界的天才，他的离去，

让全世界感到悲痛。

TOP2. 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 安卓阵营暗潮汹涌

北京时间 8 月 15 日，谷

歌宣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

收购后的摩托罗拉移动将作

为谷歌的独立业务继续运营，

Android 仍保持开放。一方面

谷歌通过收购，获得了摩托罗拉 1.7 万项专利，这将有助于

谷歌抵御来自对手的专利诉讼。但另一方面，这桩收购对三

星、HTC 等安卓阵营其他成员却是一场噩梦，因为昔日的合

作伙伴一夜之间变成了竞争对手。为应对谷歌优待摩托，三

星等公司已着手开发新的操作系统。安卓阵营表面看上去风

2 月 11 日，诺基亚举行

战略发布会，宣布与微软进

行广泛的战略合作，将微软

Windows Phone 操作系统作为

诺基亚主要的智能手机平台。

同时，诺基亚还公布了一系列新的战略规划，包括管理层调

整、运营结构变动等，以加快公司在多元竞争环境下的执

行力。在经过了随后的多轮裁员与整合后，10 月 26 日，在

诺基亚世界大会上，诺基亚正式发布了与微软合作的首批

Windows Phone 手机 Lumia 800 与 Lumia 710。WP 手机能否

帮助诺基亚重拾辉煌尚不得而知，但诺基亚目前的窘况确实

让人担心。

TOP4.HTC 与苹果专利战 “谁动了我的奶酪？”

北京时间 12 月 20 日，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周

一对苹果与 HTC 的专利诉讼

案做出判决，认定 HTC 侵犯

了苹果 iPhone 的一项专利，

并从 2012 年 4 月 19 日起对 HTC 智能手机实施正式进口禁

令。HTC 一直是 Android 阵营的领导厂商，此番对决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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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和 HTC 之间展开，但实际上代表了苹果 iPhone 与谷歌

Android 两大阵营的较量，如何应对，如何反击，将成为整

个 Android 阵营目前最忧心忡忡的话题。

TOP5.“小米”手机诞生 颠覆传统手机行业营销模式

小米手机从诞生之日起就

伴随着无数的话题和争论。它

的创造者雷军，带领小米团队

创造出了 34 小时预订超 30 万

部、3 小时售罄 10 万部库存，

“吸金超 2 亿”的神话。此外，雷军还宣布小米估值已高

达 10 亿美元。熟稔互联网营销模式的雷军，将小米推向了

舆论的风口浪尖，小米在拥有着粉丝们狂热的支持的同时也

面对着各方严苛的批判，受益于此，小米的受关注度一再攀

升；在接到联通抛出的橄榄枝后，小米成功与联通合作推出

合约机，小米，8 月份才开始显山露水的新晋品牌，无疑成

为 2011 年最受关注的国产手机品牌，它的出现，可以说颠

覆了传统的手机行业营销模式。

TOP6. 高通正式与 MTK 在中低端智能机市场开战

低端智能手机将成为明年

手机市场的热点，上游芯片厂

对这部分的市场也加大攻城力

度。高通在合作伙伴峰会上宣

布推出快速开发平台和生态系

统（Qualcomm Reference Design，简称 QRD），以此拓展

中低端智能手机市场。与此同时，高通宣布将推出两款针

对中低端智能手机的芯片。高通在中低端智能机方面频频动

作，目标直指联发科。高通能够放下身段，不再只坚持高端

市场，这让在中低端市场收获颇丰的联发科倍感竞争压力。

TOP7. 诺基亚起诉华勤专利侵权 专利战离中国企业并

不遥远

诺基亚公司诉称，华勤通

讯公司作为专门从事手机研发、

制造和销售的公司，在未经诺

基亚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在其

制造的多款产品中实施了诺基

亚所持有的专利所保护的技术

方案，已构成对诺基亚公司专利权的侵犯。诺基亚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华勤通讯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其 8项

专利权，并判令华勤通讯公司停止侵权，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 9千万元。这桩专利诉讼案，对国内品牌厂商以及方案

设计公司敲响了警钟；中国的手机出口量已经非常大，专利

战离许多中国企业已经并不遥远。

TOP8. 山寨机走向穷途末路 引发设计公司裁员

自今年 5 月 1 日开始，有

着“山寨机旗舰店”之称的深

圳华强北成为治安、交通、市容、

消防和市场秩序等方面的重点

查处区域。重点查处的就是三

码机。从此，作为国内最大的山寨机交易市场之一，华强北

的“活跃度”大不如前。尽管五码机仍然能在这里正常销售，

但随着国产功能手机价格不断下探，五码机唯一的卖点 ---

低价，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山寨机的没落，也引起了手机

设计公司的大裁员。国内知名手机设计公司龙旗在 6月份突

然宣布裁员，原来将近 3000 人的团队将裁掉四五百人。

TOP9. 联通发布千元智能机  运营商成就国产品牌

12 月 26 日，中国联通联合

相关厂商宣布，将推出第一批

千元智能手机，将千元智能手

机的性能大幅提升至 4 英寸，

主频升至 800Hz 以上，并同步

推出零元购机政策。此次，联

通推出的新型千元智能手机向

8 个厂商定制，由 TCL、中兴、

华为、宇龙酷派、联想、海信、夏新、桑菲提供机型，共同

推出8款4英寸大屏智能机。通过与运营商合作，华为、中兴、

联通等国产品牌手机的销售量持续增长，希望加入联通千元

机阵营的其他国产手机厂商已如潮水搬涌来受惠于与联通

等运营商合作，宇龙酷派、TCL 等公司在 2011 年手机销量

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TOP10. 通信收购半导体公司摩波彼克 48.44% 股份

北京时间 6 月 10 日，展

讯通信宣布，该公司已经收

购了私人持股的无厂半导体

公 司 摩 波 彼 克 (MobilePeak 

Holdings) 约 48.44% 的在外流

通股票。摩波彼克总部位于上

海和圣地亚哥，专业致力于高

度集成 UMTS/HSPA+ 调制解调器芯片组的设计工作。

交易完成后，摩波彼克董事长兼总裁邹求真将担任展讯

通信首席技术官。

2011 年 度

  手 机 行 业 十 大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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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海战术”VS“大片模式” 谁主沉浮 ?

来源 :《 我爱研发网 》  文：Joyce Dong

如今业内流行两个词“机海战术”和“大片模式”，说

的是现在手机品牌公司形成两大流派：一种是机群战术，推

各种机型满足市场需求，以 HTC、三星及一些国产品牌厂为

代表。另一流派是大片模式，以苹果、小米、魅族为代表，

这一流派每一年只推出一种新机型。

Android 阵营多选择“机海战术”

所谓“机海战术”，就是同时上市多款手机，在手机市

场中以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占据先机。一提到“机海战术”，

相信很多用户都会想到诺基亚，但是随着诺基亚的渐渐衰

落，“机海战术”也渐渐的不再使用。而后 HTC 接过了诺基

亚的大旗，开始“机海战术”，而且过往的数据也证明此策

略颇为成功。HTC 曾以一个月推出一款手机的速度让业内哗

然，包括 Hero、HD、Desire、Wildfire 等系列在内，HTC

在 09 年到 11 年三年将发布了近百款新机型；产品更新换代

频率之高、数量之大，在行业里恐怕无人能敌；但随着今年

随着三星、苹果等其他品牌的上升，HTC 减缓了新产品的发

布速度，未来 HTC 是否坚持“机海战术”目前尚有待观察。

HTC 今年第三季度净利润达 6,25 亿美元，这一数字显

示“机海战术”为 HTC 带来了辉煌的销售成绩，其他手机品

牌厂也纷纷效仿之。华为就曾于一个月内在印度市场推出包

括 12 款采用 Android 系统在内的 20 款自主品牌手机，TCL

也于近日表示明年将在国内发布 50 款智能手机，大打“机

海战术”牌。

说起机海战术，就不得不提 2011 年度手机销量新科状

元三星了。虽然三星发布新款机型的动作同样很快；但与

HTC 不同的是，三星在大量发布产品的同时会明确的建立旗

舰级的系列，例如今年的“Galaxy”系列，三星通过强大的

宣传来确立它们是三星公司的旗舰品牌的形象；反观 HTC 则

一直没有明确的简历旗舰级代表作品，每个系列之间的差异

化并不是十分的明显。

精品旗舰 大片模式

与“机海战术”相反的另一种营销模式就是“大片模式”。

所谓“大片模式”，就是厂商一年甚至更久只推出一款机型，

在其后未有新机型发布的时间里只售卖这一款机型，但就这

一款机型，完全可以带来足够多的销量；就像《阿凡达》一

样，即便有着12年等待、4年拍摄、5亿美元打造等等噱头，

观众仍旧愿意相信导演卡梅隆会造出 3D 的梦幻王国，而事

实上《阿凡达》确实达到了卡梅隆要的效果；在其之后，3D

电影开始风靡全球。

对偏执于产品细节的乔布斯也同样，继 iMac、iPod 和

iPhone、iPad 之后，很少有人会怀疑大师造梦的能力。即

使每一款新产品要等一年，仍有无数的粉丝翘首以待；即使

一年内只有这一款新产品在售，也仍有无数人愿意购买。在

iPhone4 还未横空出世时，“档期”就公布出来了。未来每

年的 6 月，还将是 iPhone5 或是 iPhone6“大片”上映的时

间。无论是“果粉”还是普通消费者，长期的等待和长长的

队伍之下所隐藏的购买冲动，似乎比偶尔一次的消费冲动大

得多。iPhone4 上市前后，广告铺设的焦点只有 iPhone4，

大中小城市店面里卖也是 iPhone4。那么，老版的 iphone

在哪里？停产了，断货了。1 代 iPhone 早在 2008 年 6 月就

已经全面停产，2 代 iPhone3g 也已经停产退市。就像好莱

坞大片一样，电影发行之前玩命打广告，电影发行也就两个

月，电影档期一过，你很难再在影院看到这个片子。

 苹果将“大片模式”演绎的出神入化，也引起了其他

厂商的模仿；例如小米和魅族；国产品牌魅族 09 年推出首

款智能手机 M8，时隔一年推出 M9，今年年末又发布 MX；严

格的遵守了一年一部手机的发布规律；小米手机问世前就开

始造势，号称“世界首款双核 1.5G 智能手机”“为发烧而

诞生的手机”的小米，吸引了一百多万的“米粉”；排队等

候购买小米手机的人数达数十万；以至于小米官网开放销售

三小时，十万库存便被一抢而空。如今，小米又搭上了联通

的快船，身价也跟着见涨；新一轮的融资过后，雷军称小米

的市值已达 10 亿美元。效仿苹果的“大片模式”无疑为小

米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只是不知道小米未来是否会坚持“大

片模式”这个策略。

对于两种发展模式，谁能更胜一筹？谁能主导市场的发

展方向，目前似乎还无法下结论。这两种发展模式哪一种能

够承受住市场的考验，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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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手机杀回国内对决华为中兴
                                                                  
来源：《 南都记者 》  文： 潘奋图

TCL在回归之前，作为实验已经推出了超低价智能手机。

CFP　供图 

多年沉寂，几乎已退出国内消费者视线的 TCL，日前携

12 款智能手机高调亮相，宣布将从海外杀回国内市场。TCL

通讯高级副总裁黄万全介绍，2012 年会在国内市场推出 50

款智能手机，预计中国业务能够占 TCL 全球业务的 1/3。不

过，智能手机时代，三星、摩托罗拉等“过江龙”，华为、

中兴等“地头蛇”都已经占据了不少山头，市场能留给 TCL

这头家电雄狮多少空白呢？

对决华为中兴

T C L 是国内最早一批本土手机品牌，黑白屏与彩屏交

接的时代，以高性价比、款式时尚等优势，与波导、首信、

夏新等展开竞争。不过，昔日的对手已退出江湖，甚至将国

产品牌手机打得落花流水的山寨手机也在智能机时代偃旗

息鼓，取而代之的是华为、中兴、联想、酷派等技术实力厚

重的厂家异军突起，以运营商渠道为依托，所向披靡。

当年 T C L“出走”背后，主要原因是迫于山寨手机的

压力，而在海外市场定制让 T C L 找到了生存空间。T C L

通讯总裁郭爱平表示：“前几年山寨机流行，国内市场不赚

钱，只能转向海外市场。”其实，与T C L相似的还有中兴，

中兴依靠海外代工形成规模后，才逐渐回归国内。

不过，与中兴不同，中兴回归时，恰好是 3G、智能手

机从零到有、用户高速增长的时代，中兴凭着为运营商定制

高性价比的产品，借运营商普及 3G 的风才把市场迅速做大，

而 T C L 则几乎是重头做起。深圳战国策咨询首席分析师杨

群表示，运营商定制的渠道已有华为、中兴、酷派、联想等

众多厂家树立了山头，并在消费市场形成了相当高的认知

度，现在 TCL 想打入这个领域，可能需要下不少功夫。

但是 TCL 也有自己的打算。据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个月，TCL 手机销量 3900 万部，其中智能手机 100 万部。

郭爱平表示：“与华为、中兴在海外市场激烈竞争，进入国

内市场也是在竞争。”也就是说，竞争战场一直存在，只是

从海外延伸到国内而已。

复制海外模式

在功能手机时代，TCL 取胜的关键在渠道，TCL 曾对渠

道采取非常强硬政策，当时 TCL 通讯总裁万明坚在经销商口

中甚至有“狂人”的称号。不过，这种运营方式最终也没有

让T C L躲过国产手机的寒冬。2004年，由于业绩大幅下滑，

万明坚也黯然离去。

来到智能手机时代，竞争更为激烈。一方面，手机开发

的技术要求更高，但消费者可选择的余地却越来越多。另一

方面，渠道更加多元化，传统卖场、运营商、电商等都有各

自的优势。杨群表示：“如何在合适的时间推出合适的产品，

并依靠合适的渠道来铺开，这些问题都在拷问着厂家的整合

能力。”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实际上，TCL 回归国内市场前，

对自身的实力已有过一番深思熟虑。据了解，目前 TCL 通讯

已在深圳、上海等都设有研发中心，研发人员近 3000 人。

郭爱平认为：“我们技术不比华为、中兴差，渠道整合是我

们的强项。中国市场正在从 2G转向 3G，现在回归正逢天时、

地利、人和。”

实际上，TCL 早前已为中国联通定制了一款 599 元的超

低价智能手机，这被市场视作 TCL 回归前一次实验。郭爱平

曾表示，TCL 会在国内复制海外定制的模式，同时，加大自

有渠道的投入，“未来，TCL 将确立 1 万家核心售点，组成

1 万人营销团队，建成 3000 家开放式体验终端，开设 300

家智能手机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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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成，低不就 宏达电恐将“邯郸学步”

来源：我爱研发网

【我爱研发网讯】2011 年 12 月 19 日转自台湾媒体消

息有一句成语叫做“邯郸学步”，说战国时代，燕国人听说

赵国邯郸这个地方人人走路姿态俊美，便把孩子都送去邯郸

学走路；谁晓得这些孩子非但走路的姿态没有进展，反而连

怎么走路都给忘了，全都爬着回来。

这就是宏达电现在面临的状况：“ Quality Falling ”，

补了东边的墙，西边的门板又破了洞。有了品牌，技术创新

的脚步反而慢了下来。如果没有迅速回稳，宏达电正在失去

的这些优势，可能让它面对邯郸学步的窘境。宏达电首度宣

布下调营收预期，下半年营收增率出现负增长，幅度之大，

的确吓坏了一票分析师，纷纷喊卖出，目标价直砍两百五十

元。宏达电 CEO 周永明在宣布下调营收预期后，回复媒体：

“台湾业界对台湾的品牌不支持，that’s ok，台湾的分析

师从来没看好我们，也没关系，我尊重他们的看法”。

不过，平心而论，以硬件代工起家，宏达电好不容易建

立起自己的品牌，却在品牌逐渐稳固的同时，失去了勇敢尝

试的冲劲，今年推出的旗舰机型，确实让人毫不惊艳。遑

论 Apple 与三星，即使是 Nokia，今年也力图振作推出了一

款 Lumia800。此时，宏达电在做什么？上一款旗舰机型是

Sensation，而且改变不大。宏达电还停留在在一年推出的

40 部手机的习惯当中，这拉低了消费者对产品的惊奇度。

旗舰机型真的这么重要吗？当然，尤其是在北美市场。

现在北美市场已经不是 AT&T 独家贩卖 iPhone 的时代，其它

电信商甚至愿意付费取得贩卖 iPhone 的权利。这对宏达电

来说构成挤压效应。电信商选择 iPhone 的原因并不全是因

为它来自苹果，而是宏达电线上同时贩卖的产品过于多样，

没有明星机型，消费者很难一股冲动购买绑约机。

此外，宏达电也正在失去其在Android阵营的主导力量。

HTC 品牌力量不如三星，在第二代 Nuxus 之后，Google 就逐

渐偏爱三星。Google 释出源代码后，宏达电还要将原生界

面改成专属的HTC SENSE，这也是为何同一个Android版本，

宏达电总是在发布后将近一年才推出手机的原因。

说是开放平台，但其实，台面下的动作并不比封闭式平

台“开放”。表面上 Android 阵营看似团结，但私下里大家

都怕 Google 偏心 Motorora，那么研发自主操作系统就势在

必行了。三星就沿续 Intel 的计划正在研发 Tizen 操作系

统 ( 前身是 MeeGo)；宏达电没有像诺基亚一样动用几千个

工程师的力量来打造一个新平台的能力，只能找靠山，但它

与 MeeGo 的互信度不高，选择微软也不太可行，因为微软和

诺基亚的合作已经削弱了宏达电对微软的影响力，且微软

对于 Windows 接口的严格规定，也将宏达电苦心打造的 HTC 

SENSE 化为灰烬。目前看来，HTC 除了 Android 几乎没有可

选择的平台。

高端做不出旗舰机型、低端手机价格杀不下去，高不成，

低不就，正是宏达电恐将落入“邯郸学步”的最大原因。不过，

短期调整后，明年第二季度主打产品 EDGE 以及 Tahiti，将

是全球首次采用 Nvidia 四核 Tegra3 处理器以及高通新一代

S4 系列处理器，被视为 HTC 从低潮中回档的重要指标。

山寨手机升级记跟风进入智能机时代

来源 : 《 都市快报 》  文：朱文科

iPhone 手机用户三大爱好：上网、拍照、发微博，

Android 手机用户三大爱好：刷机、重启、换电池，

Symbian 手机用户三大爱好：摔机、摔机、再摔机，山寨手

机用户三大爱好：看别人玩游戏、看别人刷机、看别人摔手

机。

这是一则广为流传的手机段子，调侃的是山寨手机除

了大喇叭播放音乐，其他什么功能也没有。不过，如果现

在仍然用这种眼光看待山寨手机，那就 OUT( 过时 ) 了。由

iPhone 等热门手机引发的触摸屏智能手机潮正在席卷手机

消费市场，以模仿著称的山寨手机也迅速“转型升级”，跟

风进入智能机时代。

精仿 iPhone 4S

杭州某手机批发市场，一楼一家手机店里，两个学生

模样的姑娘正在买手机，她们看中了放在柜台显眼位置的

“iPhone 4S”。

老板娘极力推荐两款“iPhone 4S”：普通版开价880元，

精仿版开价 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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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白色为正版 iPhone 4S，黑色为采用了 Android 系统的精仿山寨机。

精仿版和正版 iPhone 4S 是 1 ∶ 1 大小，外观几乎一模

一样，有蓝牙、WiFi、500 万像素摄像头、高清电容触摸屏、

自带16G存储，智能机；普通版不是智能机，尺寸比正版小，

而且只有蓝牙和 WiFi，其他配置要低一些。两种手机都能

玩“愤怒的小鸟”、“水果忍者”、“植物大战僵尸”等热

门游戏，精仿版的更流畅。

一番讨价还价，两个姑娘一人买了一台白色精仿版，共

计 2400 元，又买了几个“Hello Kitty”和“大嘴猴”图案

的保护套，满意而归。

在另一家手机店，一位父亲正带着儿子挑手机，儿子看

上去不到 20 岁，眼睛一直盯着柜台里一款蓝色的“诺基亚

N9”手机，老板要价 980 元，父亲嫌贵，儿子还是想要。

老板打开手机，在诺基亚标志性的开机动画过后，老板

熟练进入“七系统一键切换”菜单 ( 正版无此功能 )，逐一

演示“ios”、“Android”、“Windows Phone”、“黑莓”

等 7种主流手机操作系统。

父亲最终买下了这款手机，花了 800 元。

山寨手机被山寨

在该市场二楼一家手机批发店里，外观和苹果 iPhone 

4S、诺基亚 N9、HTC G12、三星 Galaxy S、小米等热门机型

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机堆满了货架，另外也有一些手机同时综

合了上述几款手机的外观特点。这些手机的包装盒与正品手

机几乎一样，但文字略有改动，比如“iPhone”写成“iPheno”，

“HTC”写成“HTE”，“NOKIA”写成“MOKIA”，几可乱真。

地上堆着几个纸板箱，上面写着发往淳安、建德、萧山、桐

庐等地乡镇的手机店，一个还没来得及封装的纸箱里，装满

了“iPheno 4S”。

一个在萧山瓜沥开手机店的中年男人正

在进货，他要了 8部精仿“iPhone 4S”和 5

部“N9”，前者每部780元，后者每部450元。

“这两款是现在最好卖的手机，销量大，

有钱赚。”他说，“‘4S’至少能卖 1200元，

‘N9’能卖 700 元。”

他的说法得到了下沙某商贸城手机经销

商肖兵的证实，在那个市场，山寨手机比品

牌手机多，其中卖得最好的，就是 1000 元

左右的“智能机”，这些手机大多采用

Android 操作系统，摄像头、储存卡、

触摸屏、蓝牙、WiFi，消费者想要的功能它

都有，并且支持 Android 应用。

模仿各大品牌的尼彩手机，上周在杭州

城西开了一家旗舰店。并在其网站上宣称，

与 iPhone 4 外观几乎相同的“小苹果”手

机热销百万部，网站显要位置还有一则“维

权打假声明”。

山寨手机的主销渠道还是在网络。淘宝

网上一家“SoPhone 独家授权淘宝店”，过去 30 天卖出 569

部精仿 iPhone 4S，售价在 1149 元－ 1279 元。这部名为

SoPhone 的手机还有在其“官网”预售 SoPhone 3G 版，具

有 3G(WCDMA)、GPS 和 500 万自动对焦摄像头等高级功能，

预售价 1599 元。

有意思的是，该网站同样贴出了“打假公告”，声称“网

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无良商家打着 SoPhone 的名义来进行

销售其他手机，大家都知道现在高仿 iPhone 4 手机市场上

到处泛滥，这些无良商家所销售的高仿 iPhone 4 手机成本

低，导致机器的做工以及质量非常低下，同样售后更是很难

得到保障”。

 山寨手机有“公模”

肖兵卖了七年山寨手机，他亲历了山寨手机从功能手机

( 相对于智能手机的普通手机，只有打电话、发短信、拍照

和播放音乐等基本功能 )向“智能机”进化的过程。

在他看来，以前买山寨机的主要是低收入的外来务工者，

图便宜。现在，一些买不起高端智能机的学生也加入进来，

他们既要外观漂亮，又要功能强大。

促成山寨手机“智能化”的最大推手是一种名叫 MTK 的

手机芯片，它把手机主板、软件集成到一起卖，山寨厂家只

要加个外壳和电池，就能生产出一台手机，MTK 已经成为山

寨手机的标准配置，行业术语叫“公模”。

MTK 芯片是山寨手机成本的大头，但一般也不超过 200

元 ( 相当于高端品牌智能手机芯片的 1/3)，外壳、电池、

包装等大概占总成本的 1/3。如果要做成“智能机”，厂家

可以多装些配件作坊生产的元器件，比如蓝牙模块和 WiFi

模块都不到



研发专辑    18

 R&D TIMES>> 手持终端

20 元，陀螺仪 ( 实现重力感应 ) 最低只要 5 元，通常

触摸屏大概 30 元，大多数仿制的 iPhone 4S 成本不超过

500 元，其他仿制手机成本更低。

事实上，现在广告铺天盖地的国产手机品牌金立和天语，

当年就是靠着 MTK 做山寨手机起的家。

更为关键的是，MTK 加速了山寨手机的仿制速度。肖兵

说，2008年，深圳山寨厂家仿制一款诺基亚 N97要一个月，

而在今年，iPhone 4S 刚发布一个星期，杭州市场上就出现

了仿制版，山寨小米手机也只用了 10 天。

山寨手机如何“洗脚上岸”

山寨手机向“智能化”快速发展与杭州斯凯网络有关，

该公司主要业务是集合应用程序开发者，为山寨手机、国

产手机提供手机应用程序，5 年前就推出了手机应用平台，

比苹果公司的“App Store”还早两年。凡是采用 STK 芯片

的手机，都可以在斯凯网络的应用平台免费下载使用。比

如，下载排名靠前的应用“裙子的诱惑”、“给力猫”、

“动漫跳跃”、“水果达人”等，表现形式与在 iPhone 或

Android手机上的类似应用几乎一样，但开发者却另有其人。

2005 年才成立的斯凯网络在 2010 年 12 月 11 日登陆

美国纳斯达克，发行价 8 美元，到今年 4 月 28 日，股价

一度高达 23.25 美元。目前，斯凯网络正在将开发重心向

Android 平台转移，原因是，功能手机市场份额越来越少，

采用 Android 系统的智能手机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看，山

寨手机、国产手机智能化进度有可能加快。

山寨手机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目前，苹果、

三星、HTC、摩托罗拉、微软等公司为了手机专利纠纷正在

展开诉讼混战，这把火迟早也会烧到中国。此外，虽然中国

于 2007 年取消了手机牌照制度，但仍有进网许可、3C 认证

等基本的准入门槛，山寨手机却一无所有。

事实上，随着联想、华为、中兴等国产手机崛起，品牌

手机与山寨手机的价格差早已收窄，山寨手机的利润空间也

从早两年的 300% 下降到目前的 50% 左右，它们的生存空间

被严重压缩。而据多家媒体公开报道，在山寨手机大本营深

圳华强北，山寨手机厂家从高峰时期的上千家，减少到目前

的不足三百家。大多数厂家人去楼空，而像金立、天语这样

的老牌山寨手机厂商，凭借着原始积累和国产手机智能化的

大潮，成功蜕变。随着国家对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的保护逐

步加强，留给山寨手机的时间已经不多，生存空间逐渐变小

已是必然。对于山寨手机厂家来说，如何“洗脚上岸”，是

他们最为紧迫的任务。

小米之慌：尚未做好的“雷布斯”大餐

来源：《 网络导报 》 文：黄倩

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小米”二字，你会看到什么

2011 年 8 月之前，排名第一的词条是：谷物。

2011 年 8 月之后，排名第一的词条是：小米公司。

改变这一结果的是 8 月 16 日横空出世的小米手机。呱

呱坠地，小米便身陷各种争议，销售工程机、质量门、掉漆

事件，小米从不缺新闻。12 月 18 日，小米正式公开发售，

仅仅 3小时，10 万部手机抢购一空。12 月 20 日，小米携手

联通，推出合约机，年供货协议过百万。从万众瞩目，到千

夫所指，从备受期待，到骂声不断，小米在质疑声中完成了

第三轮 9000 万美元融资……

饥饿营销 or 无米可炊

远在小米还是概念的时候，它便创造了 30 万订单的美

丽神话，之后新闻不断的雷军和他的小米就一直在风口浪尖

上。

自10月20日开始发货，小米一直疲于消化30万的预定，

终于，12月 18日，小米手机正式面向个人及企业用户发售。

3 小时，10 万部，2.5 亿元——这是小米官方给出的数据。

登陆小米手机官方网站，最醒目的是“抱歉”二字：“下一

轮开放购买，请关注小米论坛和官方微博的通知。”

恰恰是这个销售数字，让网民一片哗然。根据一项网络

调查显示，在参与投票的 23707 人中，认为小米手机 3小时

卖出 10 万部不真实的有 55.8%，仅有 24.2% 的用户认为真

实 ;另外，有 71.1% 的用户认为小米存在饥饿营销的嫌疑。

记者任意进入一个小米手机的 QQ 群，发现群里最多最

醒目的消息就是发货信息，“大家的出库了吗 ?”“还要等

多久啊 ?”“我快急疯了 !”群里满眼都是这些问题。记者

跟一位福建网友随意聊了两句小米的话题，他马上追问：“你

的到货了吗 ?”

在拨打了几次小米官网上的服务电话未果之后，记者拨

通了联通的客服电话。联通客服工作人员确认：“小米手机

已经正式加入联通预存话费送手机合约计划，定价为 2699

元。但目前，暂时要到联通各营业网点进行预订。”当记者

问及预订之后几天可以拿到手机，工作人员也称不确定。

通讯行业观察家、飞象网 CEO 项立刚表示，小米手机出

现目前的局面，第一种可能是真的产能不足，供应吃紧 ;第

二就有可能是饥饿营销。他还指出：“如果小米再不及时大

量供货，消费者就会对小米失去兴趣。”

缺货呼声一片，小米又有怎样的回应呢 ?“我是真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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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货。没有任何一家厂商被用户骂成这个样子还不赶紧供货

的。”小米手机 CEO 雷军否认了饥饿营销的说法。那么就是

小米的产能有问题 ?雷军又否认了。他说目前自己关注的不

是产能问题，最重要的是保证每一台的质量。

没有产能，何来用户规模，何来用户认知呢 ? 不知雷总

避重就轻的回答能不能让尚在期待中的消费者满意。

黄粱一梦 or 心想事成

小米之所以从出生之初就赚尽眼球，还因为它赶上了一

个好时代——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年代。智能手机颠覆了

传统手机的功能作用，也改变着用户体验和用户习惯。1.5G

双核 CPU，MIUI+ 原生 Android 系统，1999 元的超低定价让

米粉们充满遐想和期待。正因为过高的期望值，在小米成熟

面世的几个月里，有无创新也成了它饱受争议的原因。关于

小米的使用体验，网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也不知该如

何选择性相信。

业内一位专业人士曾试用小米手机，他告诉记者：“单

从用户体验上，小米手机还是不错的，很多细节化的功能特

别贴心，甚至比iphone更好。这与安卓系统的开放性有关系，

第三方能够做更多的优化开发。”

　　“一个没有做过手机的互联网企业能做成这样的产

品已经不易了，应该褒奖。但是反过来讲，他也没什么创新，

配件都是上游厂商提供，小米只是个平台。”一位专跑通信

口的记者如此评价。

而瑞思集团副总裁李旦在聊起小米时却表示：“电子商

务卖手机，本身就是小米的创新。小米手机代表的是一种为

用户考虑、让用户选择的一种理念。以后，每个月为手机花

多少钱、用什么操作系统、用什么方向的产品都应该是用户

说了算。”

究竟有无创新 ? 雷军有自己的解释：“小米手机开始规

划的时候，它是有很多创新在里面的。”雷军觉得小米的第

一个创新就是在物联网上做一款手机的品牌，并且全部在互

联网上零售，“小米作为一个先行者，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山西网友张晓栋跟记者分享了他 12 月 25 日刚刚收到的

小米手机：“网上的传闻我完全不理会，因为好的坏的都有

水分。我也不会拿小米跟别的手机比。2000 元跟 4000 元，

没有可比性。总体来看，小米开关机速度没有那么快，但程

序进程速度的确非常快。我认为小米未来最应该在后续创新

和售后服务上多多努力。”

这位回答积极中肯的网友是小米手机用户中很有代表性

的一位。的确，电子商务做手机，小米开创了中国移动互联

网的先河，虽然有硬件等方面的不足，但就像李旦所言：“苹

果是个性化定制的封闭理念，我的手机 =I 的 phone。让用

户选择也是一样。小米则有自己不同的角度，仅在这一点上，

我们看到了雷军的高瞻远瞩，为他加油 !”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冰山一角，刚刚起步，需要很多个“第

一次”，也需要更多鼓励的目光。但愿小米不会在描绘完一

番美好蓝图之后醒转，发现一切只是黄粱一梦，而新炊尤未

熟。

生米成熟饭　尚待时日

1999 元 ! 只要 1999 元

除却硬件的吸引，超低价格也是小米让无数“米粉”为

之心动的理由。

雷军不止一次表示：“1999 元已经是“割喉价”，小

米不靠硬件赚钱，“我们希望良好的用户口碑可以给我们后

续带来收益。”

一位从事手机制造的业内人士称，从目前的小米配置来

看，硬件成本应该在1300元到1500元之间，这种高性价比、

低盈利，如果不是依靠电商平台的支撑，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靠软件和服务赚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赚钱。

软件，小米有米聊，但就市场份额来看，它的竞争对手

微信已远超过它，占绝对优势。退一万步，国内移动应用产

业远未成熟，同质化应用充斥 APP 商店，这种背景下，移动

应用开发者根本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米聊不可能靠付费下

载赚钱，若植入广告，则需要有用户规模，显然，这对于新

生的小米来说，也是无法实现的。

靠服务实现盈利，这也是雷军一直憧憬的，他相信：“只

要有好的口碑，一切自然纷至沓来。”什么服务能赚钱呢 ?

如瑞思网副总裁李旦设想的一般：“做服务的就得靠服务打

动人，小米手机不是和浩如烟海的手机品牌打性价比的仗，

而是打包括电子商务、云服务、刷机等服务的仗 !”

一切看起来很清晰，但走起来却很艰难。小米煮成熟饭，

应该还需要一些时间、一点火候。

记者手记

小小的米 大大的梦

2011 年 8 月，小米发布会。

雷军高调宣布“国内首款双核 1.5G、1G 大内存的高端

硬件配置”手机面世，仅售 1999 元 ! 现场热度绝不亚于八

月流火的酷暑。自此，这个 40 多岁的男人带着小米、带着

狂热与梦想，迅速席卷整个移动互联网。小米加步枪，噱头

也好，炒作也罢，姑且不论，但看中国制造、民族产业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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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以带给十几亿中国人巨大的期望与梦想。

爱之深，责之切。所以，当小米问题接踵而至的时候，

呐喊助威加上原本等着看热闹的人都不够淡定。质量门

如此，掉漆事件也是如此，至今我们仍能在论坛和贴吧

里看到各种抱怨、各种担忧。

因为小米手机，怀揣的是国人一个关于创新和超越

的美好愿望。没有洋苹果，我们是不是也能靠土生土长

的小米活下去，甚至活得更滋润?这是我们最想知道的。

欣喜地看到，小米下一步的动作。

联通与小米签订了全年过百万台的供货框架，自此，

小米正式加入中国联通千元智能手机战略，而且获得的

补贴很可能与苹果 iPhone4 持平。

就像电信专家王煜全所说：“你有了 100 万的市场，

你才敢去采购那 100 万的货，你才敢下订单，要不然都

砸自己手里了。”但愿产能和供应链不再是小米的短板。

小米作价 10 亿美金，再次融资 9000 万美金。DST

创始人尤里·米尔纳个人对小米科技也进行了小手笔的

投资。

小米 M2 概念机现身，将采用 4.6 英寸触摸屏，搭

载 2.5GHz 处理器，并配备 2.5GB RAM 和 32GB 机身内存

……

如果一切都能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没有理由不往

好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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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阵营同床异梦：系统升级时间表难产
来源：《 新浪科技 》 文 ;晓明　

图：谷歌阵营日益庞大，但各大厂商同床异梦，进退不一

 

导
语：数字媒体新闻网站 PaidContent 周一发表署

名为汤姆·克莱基特(Tom Krazit)的分析文章称，

多家 Android 厂商之所以无法在系统升级上达成共识原因有

多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存在已久的 Android 分散化问题，另

一方面这些厂商不想受制于谷歌，希望按照自身的策略需求

发展。

以下是文章全文：

尝试让 Android 厂商在今年年底达成共识已经变成了一

件棘手的事情，这也使得谷歌及其合作伙伴做好将该问题拖

入新一年的准备。在新的一年里，Android 很有可能继续统

治智能机市场，但是厂商们无法就何时将系统升级推送到

Android 手机上达成正式协议，他们再一次将自己的需求凌

驾在了消费者需求和平台本身之上。

此前已经有多篇报道指出，Android 4.0 升级时间表和

10 家主流 Android 厂商同意就何时向 Android 手机推送系

统升级达成一致已经变得遥遥无期。乍一看，相比前几次重

大升级，Android 4.0 的升级已经提前，但是多家厂商在升

级上采取的漫无目的方法其实让新系统的升级工作变得拖

沓不已。

分散化

第一个问题就是 Android 的分散化，这个问题此前几个

月已经被多次证明。上周五，三星称他们不会向 Galaxy S

手机推送 Android 4.0，因为该手机硬件无法承受升级后的

系统以及三星 TouchWiz 定制用户界面。

其他 Android 厂商也都有自己的定制用户界面，这些界

面对于硬件配置的需求也略有不同，这将使得谷歌在合作伙

伴间建立手机强制升级标准变得极为困难，因为摩托罗拉的

手机或许可以承受新系统需求，但三星手机却不行。如果强

制厂商进行选择，他们更喜欢自主开发的用户体验，而不是

Android 升级。

联盟作用不大

第二个问题就是，开放手机联盟似乎没有发挥真正作用。

作为一个技术组织，开放手机联盟本应该为在众厂商中建立

新标准而努力，但是手机制造商和运营商目前仍在为各自的

需求推进 Android 的发展，而不是顾全大部分厂商利益。

　　当我们回看开放手机联盟在 2007 年建立的最初网

站后，我们就能轻易知晓其中的原因了。当被问及联盟成员

的使命时，开放手机联盟回应称：“所有成员都将致力于最

初平台的商业成功。”目前该平台已经实现了此前的愿景，

下一步所要做的就是说服那些在 Android 上投资的消费者，

告诉他们不需要购买一部新手机，就可以获得新手机功能。

长期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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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 Android 长期发展来说，这并无益处。第三个

问题就是，由于厂商们对谷歌在今年 5月提出的“升级委员

会”建议不感兴趣，Android的长期发展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不过 Android 不会失去今年建立的市场份额。很

明显，消费者希望获得一部 iPhone 替代品，而且包括微软

Windows Phone 7、RIM 黑莓在内的其他竞争对手短期内不

大可能靠侵蚀 Android 份额实现增长。目前还不清楚一般用

户对于这场升级论战有多少关注度。

但是 Android 合作伙伴考虑的更为长远，他们需要对

2012 年的投资仔细考量。出于对专利费的反感和谷歌收购

摩托罗拉移动交易的担忧，多数厂商并不认为谷歌会坚持让

摩托罗拉移动独立运营。谷歌此前为了让收购交易获得美国

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表示会维持摩托罗拉移动的独立运营地

位。

不受限于谷歌

即便是谷歌兑现了上述承诺，他们尝试在 Android 厂商

间建立强制标准时还将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很多厂商

和谷歌签订 Android 合作协议是想按照自己的需求在手机上

运行某款 Android 系统，而不是受限于谷歌，避免出现像微

软一家公司数十年统治 PC 领域的局面。

如果谷歌恪守他们在 I/O 大会上的承诺，那么其 10 家

合作伙伴 (Verizon、HTC、三星、Sprint、索尼爱立信、

LG、T- Mobile、沃达丰、摩托罗拉和 AT&T) 将对 5 月份后

发售的手机每 18 个月更新一次 Android 系统。Android 厂

商不希望谷歌在背后催促他们或者破坏他们的商业模式，这

一点就体现在年初的反分散化政策失败和短命 Nexus One 在

线商店上。

　　但是 Android 社区仍有时间兑现他们的承诺，那就

是只对 5月后发售的手机进行升级，这也是该承诺设定后的

首次大规模升级。

安卓系难逃专利追杀：或推高智能手机价格
来源 :《 广州日报 》 文：李光焱（图整理） 

专利冷战笼罩智能机行业 可能推高手机价格

近
日，智能机市场的专利大鳄围剿 Android 阵营再

次取得“战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部分支持了微软的主张，认定摩托罗拉的 Android 设备侵犯

微软专利。几乎同时，ITC 裁决多款 HTC 智能手机侵犯苹果

专利，并将因此从 2012 年 4 月起被禁止其进入美国市场。

——随着微软签订了涵盖 50% 以上的 Android 手机的授权协

议，苹果在全球努力封杀 HTC 和三星的设备，以及甲骨文和

英国电信等竞争对手发起的多起诉讼，Android 操作系统似

乎已经进入了法律雷区。12 月 24 日，美国《连线》杂志网

络版甚至称，当今智能机市场陷入专利冷战。虽然谷歌收购

摩托罗拉移动获得1.7万件专利，可以一定程度上应对威胁，

但仍不足以彻底摆脱专利困境。一度如日中天的 Android，

是否会因此而丧失竞争力？

现状 智能手机深陷专利冷战

“专利实在太多了，身在这个圈子没有人能绕开。”12

月 23 日，出云咨询分析师黄林表示，手机厂商根本没有任

何方法可以在不侵犯他人专利的情况下开发智能手机，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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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只是防止任何明显的侵权行为。最新的例子是 ITC 裁

决 HTC 智能手机侵犯苹果专利，这项专利可以将手机号码

和地址簿变成可点击的链接，从而直接拨打或通过地图服

务搜索。

另外，ITC 还认定摩托罗拉的 Android 设备侵犯微软

专利。即便摩托罗拉自有的专利组合中至少有 18 项专利对

Android 阵营至关重要，涵盖了定位服务、天线设计、电子

邮件传输、触摸动作、应用管理和 3G 技术。现在，微软已

经签订了涵盖 50% 以上的 Android 手机的授权协议，苹果、

甲骨文等则在全球努力封杀 HTC 和三星以及摩托罗拉移动

的设备。

“人们经常将这比作冷战，因此需要囤积所有的核武

器。”美国律师帕特里克·帕特雷(Patrick Patras)说，“但

很多时候，大量囤积专利仍不足以阻止针对你发起的专利

诉讼。当你有望说服法庭发布命令，禁止竞争对手的产品

在市场上销售时，才能真正威力无比。”

很显然，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而谷歌的硬件合作伙伴则

承受了多数负担。无论是按照收入还是销量计算，都已经

有占据 Android 市场半数份额的厂商与微软签订了许可协

议。据报道，这类协议会向每部 Android 设备收取 5 至 15

美元不等的费用，从而拉高 Android 手机的价格。

对策 谷歌合纵连横发动反击

在 ITC 判决 HTC 侵犯苹果专利后，谷歌移动部门资深副

总裁安迪·鲁宾(Andy Rubin)为 HTC执行长周永明鼓气说：

“判决中背叛侵权的内容与用户体验的关系很小，HTC 能够

轻易避开这一专利，并且不影响用户体验。”确实，HTC 可

以通过删除这一侵权功能来绕过法院禁令。而且被禁止进

入美国市场的 HTC 手机也多为老机型，不足为虑。

不过，关键可能还要依靠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移动所获得

的 1.7 万项专利组合，但这要等到谷歌正式获得该公司的

所有权时才有效。

与谷歌相比，苹果显然更为聪明，在进军智能手机市场

前早就为专利大战做好了准备。在 2007 年推出 iPhone 和

多点触控技术时，已故苹果前 CEO 史蒂夫·乔布斯 (Steve 

Jobs) 就已经申请专利了。苹果和微软在专利技术领域采取

了相似的策略：迅速而频繁地申请专利。与 Android 等开

源软件相比，这种战略在商业软件中更为常见。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希望抢占市场先机，导致谷歌急于

进军智能手机市场。而作为门外汉，该公司没有足够的时

间来构建防御性的专利组合，或者通过交叉许可协议来避

免诉讼。

影响 专利战将推高手机价格

尽管 Android 生态系统已经遭到破坏，但帕特雷相

信，摩托罗拉的专利组合可以给谷歌带来一些好处。由于

Android 缺乏恰当的专利保护，微软就可以向硬件厂商收取

专利费，而随着专利组合的加强，谷歌及其合作伙伴将就

交叉许可协议展开谈判，以避免缴纳专利费。

“从数量上讲，我认为这足够了。”帕特雷说，“在这

1.7 万项专利中，谷歌应该可以找到几项令苹果和微软头疼

的专利。如果他们愿意，应该很有希望与微软等企业达成交

叉许可协议。”

智能手机是一个较新的行业，但肯定会遵循成熟电子行

业的发展道路。他说：“由于所有大型企业都相互侵犯彼此

的专利，所以通常都会签订很多交叉许可协议。他们都可以

相互起诉，并针对对方的产品申请法庭禁令，但最终却会导

致产品不得不因此使用 20 年前的老技术，这不符合任何人

的最佳利益。”

另一些专家则不太确定谷歌能否借助摩托罗拉的专利组

合避免 Android 系统长期受损。罗格斯大学卡姆登分校反垄

断学者迈克尔·卡瑞尔说，“关键在于，这些诉讼会推高

Android 产品的价格，使之不再有竞争力。”对于现在的专

利诉讼，卡瑞尔还有一个担心：“这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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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推出 1.5W 输出的 DC/DC 微型模块转换器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凌力尔特公司推出 1.5W 输出的 DC/DC 微型模块 (Module) 

转换器 LTM8047 和 LTM8048，这两款器件具有 725VDC 电流隔

离，采用 9mmx11.25mmx4.92mmBGA( 球栅阵列 ) 封装。所有组

件 ( 包括变压器、控制电路和电源开关 ) 都在这个小型封闭式 

BGA 封装中，以在振动很大的应用中实现卓越的互连可靠性。

这些外形紧凑和可靠的产品在工业、航空电子及仪表设备中断

开接地环路。两款器件都在 3.1V 至 32V 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

作，在副端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而且输出电压在 2.5V 至 12V 

(LTM8047) 和 1.2V 至 12V(LTM8048) 范围内可调。LTM8048 包

括一个低噪声线性后置稳压器，可在 300mA 时将输出纹波噪声

降至 20μVRMS。

LTM8048 的隔离式后置稳压器提供准确度为 2.5% 的输出电

压。该 LDO 的噪声很低，可提供干净的

电源轨，从而提高了高准确度混合信号

转换器的性能。这两款产品的其他功能

还包括过流保护和可调软启动。

RDA 推 WiFi、蓝牙、FM 三合一集成芯片

来源： 《 i 美股 》

RDA 宣布推出 Wi-Fi、蓝牙、调频收音三合一集成芯片 支

持 3G/4G 智能手机增长

2011年 12月 19日锐迪科微电子(RDA Microelectronics， 

Inc. 以下简称“RDA”，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代码：RDA)，

作为中国领先射频及混合信号芯片供应商，今日宣布推出 Wi-

Fi、蓝牙、调频收音三功能集成芯片方案 RDA5990。本方案在

单一芯片上集成了一个完整的 IEEE802.11 B/G 与蓝牙 2.1+EDR

与调频无线电接收器和发射系统，采用 55 纳米 CMOS 工艺，以

更高的集成度、更低的功耗、最小化电路板空间和更低的成本

为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带来一款高性能产品。

“此芯片代表了 RDA 产品开发路线图中重要的里程碑，表

明了我们在芯片硬件集成方面很强的实力”，锐迪科微电子的

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戴保家表示：“在一个单一芯片上集成

Wi-Fi、蓝牙、调频收音技术上非常具有挑战性，至今全球只有

少数几家公司推出了被市场接受的相关产品。RDA 的芯片为市

场上的最小芯片尺寸之一，在性能和成本方面非常具有竞争力，

已经有不少的客户对此产品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希望我们尽快

推出此产品。”

“推出 Wi-Fi 芯片代表 RDA 加大努力进一步进入不断增长

的 3G/4G 智能手机市场。大部分智能手机提供 Wi-Fi 功能作为

标准配置以实现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在过去五年中，

智能手机的在全球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22%，预计由于

价格开始下降，低端智能手机的生产将在中国迅速增

长。我相信 RDA 已经准备好通过这个产品从这次增长

机会中受益。RDA 从智能手机中获得比 2G 功能手机更

高的销售机会，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针对 3G/4G 市场

的产品带来可观的成长”。

SRS 牵手高通 Snapdragon 音频能力将大

提升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高通公司在芯片组整合度方面一直走在芯片厂

商的前列，这次它为我们带来的是音频技术上的整

合——SRS 实验室的 TruMedia 技术将成为高通公司

QRD 计划的音频增强套件，帮助 Snapdragon 系列的

芯片组取得更好的音质表现，目前支持的芯片组有

Snapdragon MSM7X27A 以及 MSM7X25A。 

高通公司芯片组整合度进一步提高 

简单介绍一下 SRS TruMedia 技术：其实这是

一个旨在提高移动设备音频表现的解决方案，SRS 

TruMedia 技术能够让手机的低音更突出，中频表现力

增强，从而帮助用户获得更好的音乐欣赏体验。

此前在 Symbian 机器上出现过的 SRS TruMedia HD

套件

SRS 技术将会利用高通芯片组中的高性能低功耗

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并提升高通 Snapdragon 在音频

质量上面的表现。智能手机在各方面的争夺已经非常

激烈，在屏幕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之下，音频解

决方案的优劣必将决定下一个胜利的归属，而凭借良

好的整合能力和较低的功耗，高通芯片组也将继续受

到 OEM 厂商和消费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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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hay 宣布提高多层陶瓷片式电容器的最低
容值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日前，Vishay 宣布，提高其 VJ HVArc Guard® 表面贴

装 X7R 多层陶瓷片式电容器 (MLCC) 的最低容值。对于更低

的容值，公司会提供 C0G(NP0) 电介质，电压范围 1000V ～

2500V，及采用 0805 ～ 2225 的 5 种外形尺寸。

0805 外形尺寸的 VJ HVArc Guard---X7R MLCC 的最低

容值提高到 470pF。而 1206、1210、1808 和 1812 尺寸的最

低容值提高到 220pF。若需要更低的容值，可采用最低容

量为 10pF 的 C0G 产品，替代 0805、1206 和 1210 外形尺寸

1000V X7R 的器件。

VJ HVArc Guard 器件采用了一种特殊内部设计结构，(

这种结构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专利授权 )，能够防止高压条

件下的表面电弧。这种设计能够实现比标准高压 MLCC 更高

的容量，而且能在高压产品中提供更小的外形尺寸，使器件

实现小型化并降低元器件成本。

该 MLCC 具有可选的聚合物端接，可提高对电路板弯曲

而内部破裂的抵御能力。采用这些端接，器件可减少机械性

破裂引起的电容器失效及将故障限定在电容器内，节省保修

开支，从而减少电路板上损坏的元器件数量，或是减少对整

个设备自身的损伤。

VJ HVArc Guard MLCC 采用贵金属电极技术 (NME) 和

湿法制造工艺生产，适用于降压

和升压 DC-DC 转换器等高压应

用，以及电缆调制解调器和路

由器的电源中反激式转换器的倍压器。器件符合 RoHS 指令

2002/95/EC，符合 IEC 61249-2-2 的无卤素规定。

 

安森美半导体沟槽型低正向压降肖特基整流

器新系列 提供更高的开关能效
                                                                
来源 : 《 我爱研发网 》

安森美半导体推出新系列的 100 伏 (V) 沟槽型低正向压

降肖特基整流器 (LVFR)，用于笔记本适配器或平板显示器

的开关电源、反向电池保护电路及高频直流 - 直流 (DC-DC)

转换器等应用。

新 的 NTST30100CTG、NTST20100CTG 及 NTSB20U100CTG

系列器件采用沟槽拓扑结构，提供优异的低正向压降及更低

漏电流，因而导电损耗低及大幅提升的电路能效，帮助设计

工程师符合高能效标准规范要求，不会增加复杂度，例如无

须同步整流。

此 LVFR 系列利用沟槽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MOS) 结构，

在正向偏置条件下提供更大的导电区，因而显著降低正向压

降。在反向偏置条件下，此结构产生“夹断”(pinch-off)

效应，从而降低漏电流。跟平面型肖特

基整流器不同，安森美半导体的沟槽型

LVFR 的开关性能在 -40 ° C 至 +150 ° C

的整个工作结点温度范围内都很优异。

 

奥地利微电子为三星 Galaxy 智能电话大批

量提供光传感器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奥地利微电子宣布正为获得成功的三星 Galaxy 智能

电 话 系 列：Galaxy Ace、Galaxy Gio、Galaxy Mini 和 

Galaxy Neo 四种型号提供集成环境光和接近传感器以及分

离的接近传感器件。环境光和接近传感器是智能电话显示管

理中至关重要的组件，可根据环境光的情况自动调整显示亮

度，而当电话举至耳部时，可控制显示和触摸屏的开 /关状

态。

奥地利微电子通过战略性合并光传感先锋与业界领导厂

商 TAOS 公司扩展部分光传感器产品组合，这些器件为智能

电话和平板电脑这样的移动设备提供最佳的精确度和可靠

性、超小的外形和减少的功耗。奥地利微电子的产品还凭借

其可最佳化音频质量、市场领先的 MEMS 麦克风接口，被纳

入其他的三星智能手机，包括 Galaxy S II。

奥地利微电子首席执行官 John Heugle 表示：“我们

非常高兴能为三星在全球智能手机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发挥

作用。随着三星持续获得市场份额，我们的产品在其振奋人

心、功能丰富的设备中发挥作用并提供业界领先的模拟性

能，我们十分自豪。我们的传感器已被全球市场领先厂商选

中，它们正为许多全球领先的智能电话和平板电脑增强用户

体验。”

德州仪器推出集成电感器的最高密度 6 A 电

源模块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德州仪器 (TI) 宣布推出集成电感器的最新 6V、6A 同步

集成型电源模块，可实现每立方英寸 750 瓦特、峰值电源效

率高达 97% 的业界最佳性能。TPS84610 支持 12° C/W 的优

异散热性能，比同类竞争模块强 40%。该器件在单个引线框

架中高度整合了电感器及无源组件，只需 3个外部组件便可

获得完整的、易于设计的 150 平方毫米解决方案，从而简化

电信电源的 DSP 及 FPGA 设计。

TPS84610 支持 2.95V 至 6V 的输入电压，可生成 0.8V 

低输出，而且开关频率可在 500kHz 至 2MHz 之间调节。9 毫

米 x11 毫米 x2.8 毫米的低噪声模块

符合EN55022 ClassB电磁辐射标准，

支持宽带通信设备等噪声敏感型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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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60V 故障保护的全 / 半双工 3V 
至 5.5VRS485 收 发 器 实 现 20Mbps 速                                              

凌力尔特公司 (Linea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推

出极其坚固、高电压容限的 RS485/RS422 收发器系列 

LTC2862-2865，该系列器件无需昂贵的外部保护设备，就可

防止现场故障。在实际的 RS485 系统中，安装交叉线故障、

接地电压故障或照明引起的浪涌电压可能导致超过典型收

发器绝对最大额定值的过压情况。LTC2862-2865 在数据传

输线上具 ±60V 过压故障保护，从而可在工作和电源关机

时保护总线引脚。无论电路是发送、接收、处于备用模式还

是断电，LTC2862-2865 都能无损坏地容许 ±60V 以内的电

压，从而提高了任何典型 RS485 网络的坚固性。该低功率

系列支持快速 20Mbps 和低 EMI 转换率受限的 250kbps 数

据速率，提供半双工和全双工版本器件。

LTC2862-2865 系列为多种 RS485/RS422 应用提供了

有用的保护和可靠性，应用包括工业控制、仪表网络和汽

车电子产品。在具有电噪声的环境中以及存在地环路电压

的情况下，扩展的 ±25V 输入共模范围和彻底的故障保险

工作改善了数据通信的可靠性。这种扩展的共模范围允许 

LTC2862-2865 系列器件在严酷的条件下进行发送和接受，

否则这样的条件会引起数据错误和可能的器件损坏。增强的 

ESD 保护允许这些器件在收发器引脚承受 ±15kV (HBM 和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

IEC-100-4-2 空气放电 )，而

不会闭锁或损坏。所有其他引

脚均保护至 ±8kV HBM。完全

对称的接收器门限允许这些器

件在低信号电平时保持良好的

占空比对称性，并提高接收器的抗噪能力。

泰克推出紧凑型射频、微波功率传感器 / 功

率计
                                                                
来源 : 《 我爱研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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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des 封装 MOSFET 有助于实现低温操作                                                                
来源 : 《 我爱研发网 》

Diodes 公 司 推 出 首 款 采 用 微 型 DFN1212-3 封 装

MOSFET。该器件的结点至环境热阻（Rthj-a）为 130ºC/W，

能在持续状态下支持高达 1W 的功率耗散，相比于占位面积

相同、Rthi-a 性能为 280ºC/W 的 SOT723 封装，能实现更低

温度运行。

这款无铅 DFN1212-3 封装 MOSFET 与采用 SOT723 封装的

MOSFET 一样，印刷电路板（PCB）面积为 1.44mm2，并具备

0.5mm 的狭小离板高度，但后者的热效率则较低。这对采用

DFN1212-3 封装的 MOSFET 可简

易替换高可靠性的信号以及负

载开关应用，用于包括数码相

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在内

的高便携式消费电子产品。

--------------------------------------------------------------------------------

艾为电子发布第五代 K 类功放，具有超强

TDD-Noise 抑制

泰克公司日前宣布，推出紧凑型射频（RF）和微波功率

传感器 / 功率计产品系列 PSM3000、PSM4000 和 PSM5000。

功率计带有基于 Microsoft Windows 的功率计应用软件，

用于控制功率计、显示读数和记录数据。

泰克 PSM 系列功率计具有业内最快的测量速度，高达每

秒 2000 个读数 , 自带软件提供数据存储功能，并可将这些

数据输入计算机进行分析。

PSM3000 系列 RF 功率计提供了真正的平均功率测量，

可以对宽带调制信号进行准确的功率测量。PSM4000 系列提

供平均功率（CW）测量，并提供脉冲信号峰值功率测量。

PSM5000 系列功率计提供了与 PSM4000 系列相同的测量，并

为脉冲 RF 和微波系统中的信号观察和检测增加了脉冲参数

测试功能。

VDD

GND

VOP

VON

INP

INN

RinCin

K5

AW8735 的一些主要特

性：

专有RNS技术（如下图）

独有 FM 模式，彻底杜

绝 FM、ATV 干扰

日前，上海艾为电子发布一款具有超强 TDD-Noise 抑

制的第五代 K 类功放 AW8735，号称“K5”，采用艾为具有

专利的 RNS 技术和净音技术，能有效抑制各种原因导致的

TDD-Noise 问题；同时专设“FM 工作模式”，彻底消除功放

对 FM 和 ATV 的 EMI 干扰。同时，防破音功能和 2.3W 的输出

功率将给用户带来完美震撼的听音感受。

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大音量手机的全球总出货量近 2

亿部，占到国内手机出货量的 20-30%，较 2010年成倍增长。

艾为电子市场营销部部长大娄表示：“大音量手机市场需求

量巨大，2012 年将继续强劲增长，K5 将是 K 类市场的主力

产品。”

NCN 技术，实现完美音质

EEE 技术，优异的全带宽 EMI 抑制能力

一线脉冲控制

2.3W 输出功率（10% THD、4.2V 电源、8Ω负载）

优异的“噼噗 -咔嗒”（Pop-Click）杂音抑制 

                                                                
来源 : 《 我爱研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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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智能终端带动芯片格局变化

据赛诺监测数据显示，2011 年前三季度，中国手机市

场累计销量已达到 1.883 亿台，前三季度的环比增长率分别

为 6.5%、3.9%、10.9%；2011 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销量同

比去年增长 26.0%。

3G 手机的快速增长以及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成为中

国手机市场发展的主要贡献因素。据赛诺监测数据显示，

2011 年前三季度，3G 手机销量占比分别为 32.7%、40.5%、

45.8%，已经逐步接近整体市场的一半水平。与此同时，

2011 年前三季度，智能手机销量占比分别为 19.9%、

24.9%、31.3%。而在智能手机中，安卓手机的发展最为迅

猛，到 2011 年第二季度已经超过了塞班系统，截至 2011 年

第三季度，安卓系统以 54.9% 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塞班系统的

32.3%。 

3G、智能手机的迅速发展，对芯片市场格局也带来不小

的变动。

CDMA：高通依然强势

在 CDMA-1X 市场，高通依然保持领先的优势，而威盛则

稳中求发展。目前，据赛诺监测显示，2011 年前三季度，

高通共占据 77% 市场份额，而威盛则占据 23% 市场份额。主

要原因在于高通与三星及和国内主流厂商的合作优势上，这

些手机厂商 CDMA-1X 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 80%；而威盛则与

诺基亚、摩托罗拉以及国内二线品牌合作比较深入，这些品

牌商在 CDMA-1X 市场表现一般。

在 EV-DO 市场，高通则一家独大，占据将近 90% 市场份

额，而威盛则只摘取剩余百分之十几的市场份额。目前，国

内外一线品牌商全部采用高通的芯片方案，而威盛只“拿下”

国内二线品牌商。

TD-SCDMA：“三国”格局被打破

在 TD-SCDMA 领域，随着 Marvell 第二季度介入 TD-

SCDMA 智能手机芯片市场，联芯科技、展讯、T3G 三寡头

市场格局被打破。以 2011 年第二季度为例，大唐联芯占

据 38.9% 市场份额，展讯占据 33.5%，T3G 占据 27.5%，

Marvell 仅为 0.1%；到 2011 年第三季度，Marvell 市场份

额飙升至 8.6%。

Marvell 主要发力 TD-SCDMA 中高端智能机市场，随着

后续 TD-SCDMA 智能机的份额提升，TD-SCDMA 芯片市场将面

临调整。

WCDMA：多厂商共战

在WCDMA市场，八大芯片厂商共同瓜分该市场，以高通、

TI 以及 Infineon 占据主导。由于 TI 与诺基亚间较强的合

作根基，使得 TI 在 WCDMA 市场份额跟随高通之后。但随着

诺基亚塞班手机在 WCDMA 市场的疲软，高通的优势则逐渐增

强。以 2011 年第二季度为例，高通占据 34.9% 市场份额，

TI 占据 35.8%。但到第三季度，高通则占据 42.2% 市场份

额，而 TI 则下滑到 29.6%，这种下滑趋势仍然继续。诺基

亚 Windows Phone 在明年的强势登陆，无疑对 TI 更是雪上

加霜，高通与诺基亚在 Windows Phone 方面的合作，将进一

步地削弱 TI 的市场份额。而 Infineon 则基本保持在缓慢发

展状态，从产业合作角度来看，其合作厂商除了有少量三星、

LG 的机型外，其余则并无任何“亮点”。

关于芯片厂商发展趋势，未来仍以高通作为主导厂商，

同时伴随着小幅波动。随着手机性能的不断提升，对于芯片

商而言，其稳定性、主频以及集成度仍是最核心的技术问题，

高通在这方面至今还无人能够撼动。

但明年芯片企业也将面临一些挑战，比如 1500 元以下

的普及型智能机销量将达到 1.03 亿台，将达到整体智能手

机市场的 67.32%。这对以 MTK 为首的国产芯片商来讲，是

一个不小的机遇。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文：孟晓川

智能手机市场拐点显现 低端市场对决联发科

手机芯片厂家联发科（MTK）创始

人蔡明介可能没想到，竞争对手高通

的反击来得如此快。刚刚上市的智能

手机芯片，仅仅让联发科风光了两个

月左右。

“血腥的价格战将一触即发，现

在还仅仅是价格战的开始。”国虹通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

讯高级副总裁高贵明对《第一财经日

报》透露，高通新推出的双核智能芯

片方案，价格下降幅度多达 7 美元，

将高通低端智能手机主板方案整体价

格一下子从 50 多美元，下拉到了 40

多美元的区间，而这一价格区间正是

联发科千元智能手机解决方案主要战

场。

他说，在智能机领域，联发科只

是个跟随者，高通在 3G 智能机芯片技

术上领先联发科，后者如要扩大份额

必会跟进价格战。

因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规模正在

迅速扩大。Strategy Anabnlytics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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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

出货量达 2400 万部，环比增长 58%，

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智能手

机市场，预计明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容量将达 1.53 亿部。

100 美元的对决

“明年高通将通过‘公板’的方式，

助力中国已授权的中小客户推 100 美

元以下的Android智能手机。”11月底，

高通公司产品总监钱志军在深圳的智

能手机高峰论坛上表示，高通在上海

新成立的中国研发中心将会帮助中小

客户降低技术门槛、缩短开发时间，“如

果不改变原方案设计，只要两三个月

就可以推出新品。”

钱志军所说的“公板”，其实就

是最近高通发布的面向智能手机的交

钥匙方案QRD平台。高通方面还宣称，

依靠 QRD 平台，手机厂家推出新品的

速度将由此前的 6 个多月，最短缩减

至 30~60 天。

高通 QRD 平台的推出，也被手机

业界视为高通在 3G 智能手机领域对联

发科最大的阻击行动。因为，过往高

通一直只销售手机芯片，而联发科正

是通过“公板”方案迅速占领了 2G 手

机市场。现在高通宁愿放低身价来复

制该模式，联发科又该何去何从？

“目前还没有任何降价的消息。”

联发科中国一位内部人士昨日对本

报表示，联发科智能手机主力芯片

MT6573 在今年 8 月才规模上市，主频

1GHZ 的 MT6575 在明年初也将规模上

市。从已规模上市的 MT6573 来看，不

仅让中国手机厂家成功突破智能手机

千元大关，而且智能手机整体性能表

现也相当优越。

“目前仅仅高通试水千元智能手

机市场，未来市场到底如何发展，还

很难估计。”上述内部人士说。联发

科总经理谢清江在 11 月接受媒体采访

时也表示，为客户定制的能力与产品

价格一直是联发科的优势，在智慧型

手机领域也不会改变。即使是与高通

相比，以服务细致度而言，还是联发

科略胜一筹。

谢清江透露，目前联发科大部分

研发资源已逐渐转至智能手机，而联

发科已拥有包括联想在内超过 20 家

大陆智能手机厂家的订单，预计联发

科 2012 年智能手机芯片出货量将会是

2011 年 2 倍，达到 2000 万套。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智能手机芯

片的规模销售，让联发科持续下滑的

业绩在 10 月首次出现逆转。10 月联发

科收入 75.32 亿元新台币，同比增长

2.13%；11 月收入 76.3 亿元新台币，

同比增长 3.65%。

“短期来看，无论是高通还是联

发科都还处于千元智能手机市场扩张

阶段，不会有太猛烈的价格战。”新

创想移动公司总经理刘文权指出，目

前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话费补贴政策

逐步开放，尤其是中国联通，甚至地

方联通公司就可以自定资费套餐与手

机厂家合作，来拓展其 3G 用户，让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在千元关口猛然出

现拐点，“手机厂家的需求太大，包

括联发科的 MT6573 均还处于缺货的状

况。”

千元智能机

正是基于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拐点

的出现，国内主流手机厂家均在近期

纷纷发布自己的智能手机系列，以迎

接明年井喷式的增长。

12 月 20 日，TCL 通讯在国内一举

发布了 12 款智能终端，并宣称回归

国内手机主流市场。在一个月前，金

立通信也推出 7 款智能手机，并宣称

2012 年将出货 1500 万部智能手机。

TCL 通讯高级副总裁黄万全表示，2012

年 TCL通讯将推出50款智能手机新品，

平均每个月就会有 3~5 款新品上市。

本报从 TCL 通讯和金立通信内部

人士处了解到，所推出的智能手机新

品主要以 WCDMA 手机为主，而在手机

芯片方案选择上，联发科与高通基本

平分秋色。所不同的是，高通方案一

般会主打中高端产品，而联发科方案

主打中低端。

“相比联发科，选择高通方案还

是存在一些门槛。”刘文权指出，针

对国内中小手机厂家而言，智能手机

研发还是存在一定技术门槛，即便做

出智能手机样机，性能稳定性上也会

存在很多问题。而联发科的优势在于

拥有强大的服务能力，可以随时帮助

手机厂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高贵明也表示，虽然高通希望降

价获得更多客户支持，但从目前的市

场价格来看，高通与联发科的千元智

能手机方案的价差仍然达到 10 美元左

右。而且过往国内手机厂家与联发科

联系紧密，沟通也非常畅顺，如果考

虑新品推出速度和整机成本，国内手

机厂家还是更多倾向于联发科，“相

比联发科，高通的开放程度和服务能

力还有所欠缺。”

高通公司高级副总裁 JeffLorbeck

也表示，QRD 模式仅面向现有的高通客

户开放，即已获得高通芯片和技术许

可授权的厂家。从这一点来看，高通

阻击联发科真正的目的，还是国内的

大客户，而不是联发科当年发家的山

寨手机市场。

“千元智能手机很大一部分是双

卡双待市场。”一位手机第三方设计

公司高层指出，虽然高通此次也推出

了双卡双待智能手机方案，但联发科

在双卡双待上的技术和经验的累积，

却不是高通可以比拟的。因此，高通

推出 QRD 平台真正的目的是，由高端

向中端拓展，而联发科应对的策略应

该是，由中端向低端走，以区分彼此

市场边缘。

iSuppli 分析师顾文军表示，手机

芯片市场不可能一家独大，因为智能

手机开发的复杂性决定了，无论是高

通还是联发科，其主要精力还是服务

于其大客户。而手机厂家也不会只绑

定一家手机芯片厂家，为产品差异化，

也会选择第二或第三家手机芯片供应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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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1500 多家苹果配件厂家年产值逾千亿元

          深圳一个“苹果”价值达千亿元

据新华社电 iPad、iPhone 等“苹果”系列产品风靡全

球的同时，也带旺了深圳的“苹果”产业。记者日前调查发现，

深圳已形成了一个专为“苹果”提供皮套、贴膜、数据线等

配件产品的产业，囊括了 1500 多家大小厂商，年产值逾千

亿元。

BG 微络斯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周边配件生产商，以销售

国外 ODM（原始设计制造商）授权产品为主，该公司目前销

售的 iPad 皮套、贴膜和便携音响等产品市场十分可观。

BG 微络斯公司负责人陆艺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

iPhone 系列一年 6000 万部、ipad 系列一年 4000 万部的销

量计算，如果每部产品平均消耗一套保护膜和一个保护套，

其中 10％为高端产品，以均价 70 美元计，高端配件的市场

总规模至少有 7 亿美元；另有 90％为中低端产品，以均价

9 美元计，中低端配件的市场总规模至少有 8．1 亿美元。

而消费者对保护膜和保护套的更换频率很高，有的几乎是

一个月更换一两次，如此计算，仅仅是保护膜和保护套每

年就能创造 30 亿 ~50 亿美元的产值。这还没有算上移动电

源、蓝牙键盘／耳机、各种转换器、数据线，以及“苹果”

其他各种配件产品。

据介绍，目前深圳在“苹果”周边配件领域经营的厂

商不下于 1500 家，产值至少有上千亿元。这些厂商不仅给

ODM 代工，还利用已获得的授权以及由 ODM 带入的设计与管

理模式，在“苹果”周边配件领域做起了自己的品牌。

记者了解到，获得授权经营“苹果”配件的厂商要向苹

果公司交纳相关费用，以数据线为例：每根数据线要向苹

果公司支付 5~6 美元。

使用英特尔芯片的智能手机将于 2012 年上市

来源： 《 深圳晚报 》

来源： 《 新华网 》  文：李宓

旧金山12月21日电（记者李宓）美国媒体21日报道说，

使用英特尔芯片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将于 2012 年进入市

场，挑战苹果 iPhone 和 iPad 的主导地位。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技术评论》杂志报道说，使用英

特尔“Medfield”移动芯片、运行谷歌安卓操作系统的手机

和平板电脑将在 2012 年上半年上市。英特尔称，已经将手

机原型产品和目前市场上最流行的 3 款手机进行了对比测

试，使用英特尔芯片的产品在网络浏览、图形处理及能耗上

都更胜一筹。

根据《技术评论》杂志组织的测试，英特尔提供的手机

“参考设计”样本的大小和苹果 iPhone4 相差无几，但重量

明显较轻。手机在使用上和现有最新的苹果手机以及使用安

卓系统的手机不相上下，可以播放蓝光级别的视频，并可将

视频流媒体传输到电视上，网络浏览非常快捷流畅。手机最

大的亮点是内置相机的连拍功能，能以每秒 15 张的速度连

续拍摄 10 张 800 万像素的全尺寸图片。

使用英特尔芯片的平板电脑同样安装的是最新版的安卓

“冰激凌三明治”系统，尺寸比苹果的 iPad2 稍大，厚度和

重量几乎相同。《技术评论》说，初期测试显示这款产品性

能要优于目前使用老版安卓系统的平板电脑产品。

据介绍，英特尔已经把这些原型产品交给制造商，供后

者在此基础上生产自己的产品。

英特尔近来受到专攻移动互联网的芯片商 ARM 公司前所

未有的挑战。苹果、诺基亚以及近八成的谷歌安卓设备都

采用的是以低功耗、小尺寸著称的 ARM 芯片。今年 9 月，

ARM 宣布牵手微软，进行战略合作。英特尔和微软多年来的

“Wintel”联盟被瓦解。而英特尔也在 9月与谷歌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新版本的安卓系统将支持英特尔的芯片架构，英

特尔将在移动设备市场中与 ARM 争夺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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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杀入千元智能机 手机厂表现冷静

来源： 《 21 世纪经济报道 》

在 2G 时代，联发科用“交钥匙”模式横扫千军，并

因此博得山寨机之父的“美誉”。现在，高通也捡起了

类似的模式。

12 月 9 日，高通宣布推出快速开发平台和生态系统

（Qualcomm Reference Design，简称 QRD），以此拓展

中低端智能手机市场。与此同时，高通宣布将推出两款

针对普及型智能手机的芯片。

杀入千元智能机

从全球来看，智能手机正向普及型市场迁移。高通互

联网服务集团总裁 Rob Chandhok 预计，到 2015 年，150

美元以下的智能手机将在整体智能手机市场占据 50% 的

份额。Gartner 数据亦显示，2009 年 -2014 年，中低端

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将增加 9倍。

值得一提的是，安卓平台在中低端智能手机上的领先

优势已经愈加凸显。今年，安卓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及市

场份额大幅提升，到今年第三季度其在智能手机中占比

为 52.5%，同比增长一倍。

在中低端的安卓市场，华为、中兴、宇龙酷派、联

想、泰克飞石等中国的手机生产商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仅以中兴为例，依赖千元智能机的策略，走运营

商定制渠道，今年三季度，中兴在全球手机市场的份额

为 4.9%，出货量同比增长了 58%，出货数量超过了苹果。 

高通也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Rob Chandhok表示，

“中国深圳有很多小型手机生产商，它们都对 QRD 解决

方案感兴趣。”据其介绍，QRD 项目的目的是为了加快

3G 的普及，加快手机市场由 2G 向 3G 转换。

“交钥匙”模式

中低端手机市场，一直是 MTK 擅长的领域。在功能手

机时代，中国国产手机的 90% 都使用 MTK 平台，这些手

机销往世界各地。3G 时代，联发科推出的 MT6573 芯片也

借助联想A60等的使用，而在千元智能手机市场开始现身。

在联发科的 MT6573 平台上，手机厂商开发一款手机

需要的研发时间是 2-3 个月。而在功能手机上，联发科

的 Turnkey 手机芯片方案，不仅提供基带芯片和套片，

还提供硬件 + 软件解决方案的一站式服务。这使得手机

能够快带生产，并且成本也更低。从下订单到出货，最

短的时间只需要 1个月。

在理念上，高通 QRD 与“交钥匙”模式并无差异。据

了解，QRD 将提供完整的参考设计平台，包括硬件、软件

和用户界面。具体来说，QRD 包括预测试、预集成、预优

化和预验证的硬件元器件，如内存、感应器、触摸屏、

摄像头、显示屏、射频等。在软件和应用方面，其也支持包

括浏览器、地图 /导航、邮件、音乐、即时消息、字体、语

言等丰富的智能手机应用和功能。

目前，高通芯片在整个智能手机市场占了 50% 以上的份

额。芯片种类也很多，高通就推出诸如 528MHz、600MHz、

800 MHz 等多款芯片，这还不包括性能更高的芯片。今年年

中，联发科才推出 MT6573，预计 2011 年，芯片出货量在

1000 万颗。这样的数量远小于高通。

目前，中低端智能手机的爆发主要依赖运营商的推动。

运营商看中的是手机厂商的品牌与规模，大多选择一流的手

机厂商。一位行业人士告诉记者，目前，联发科芯片的成品

率远低于高通，有的甚至只有 50%，返修率居高不下。品牌

厂商倾向于使用高通芯片，在运营商市场，高通胜出实属自

然。

3G 芯片之战

联发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手机厂商并不做用户

的相关界面优化，那么大约到明年年中，基于 MT6575 平台

的手机就可以出货。

高通的动作仍抢先一步。12 月 9 日，高通推出 1GHz 双

核的 MSM8625 与 MSM8225。这两个芯片组不仅可以单独出

售，还会于 2012 年上半年在高通第三代 QRD 开发平台上推

出。高通明确表示，这两款芯片的目标市场就是普及型市场。

“明年第二、三季度开始，双核处理器就可能成为中低

端智能手机的标配。”一位手机厂商高管向记者预测，到时，

市场上将出现大量的 1500 元的双核智能手机。

高通拥有 10%-20% 的 CDMA 技术专利，联发科在 3G 时代

要向高通交纳技术费用。目前，全球的运营商、品牌手机生

产商都与高通有密切合作。而联发科的优势是本土化。一位

业界人士告诉记者，联发科知道自己的客户在哪里，还知道

这些客户需要什么。联发科会派专门的服务人员常驻到规模

为 200-300 人的小手机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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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板血泪发帖自述：山寨手机行业年关难过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　

在全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深圳市，有数以百万的人

生存在这个电子产业链条之中，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

“山寨手机”大军。2011 年末，山寨手机从业者遭遇了有

史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 

“我叫刘鹏 ( 化名 )，今年 35 岁，在深圳市开了家万

能电池厂，工厂最高峰时有四五十名工人，月收款可达百万

元以上。往年到了年底，电子业如火如荼，今年却是一片死

寂，我之前做手机电池，现在只做些来料加工，一个只赚两

毛钱。今年华强北的手机厂倒闭了一大片，山寨手机快要寿

终正寝了，我的厂每个月都要亏损 3万 ~5 万元。”

近日，一条名为“奄奄一息的深圳小企业主的自白”的

帖子，成了天涯网友关注的焦点。发帖子的陈述者为深圳市

某手机电池厂老板，他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采

访时，向我们揭开山寨手机业的面纱，将这个天堂地狱仅隔

一线的创富江湖展现在我们眼前。

行业窘境：老板跑路

2006 年，刘鹏带着 2 万元来到深圳市，他做梦也没有

想到，华强北会让他在几年内，变成拥有近千万资产的工厂

主，但更没让他想到的是，今年这轮洗牌几乎让他走到倾家

荡产的边缘。

今年以来，深圳市公安机关对山寨行业进行了严厉的打

击，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萧条状态。

虽然如此，但真正令刘鹏陷入困境的，并不是严打，而

是大客户“跑单”。“我有六个大客户都走了，他们每个人

至少投资了 200 万元，现在不仅全部亏完了，外面还欠下很

多钱。”刘鹏说。

“来深圳市做山寨手机的，大多数是外地人，现在的情

况是，一个山寨手机老板跑单了，那么他的下游就必须跑，

因为下游还有下游，不跑的话，就会被自已下游的供货商‘绑

架’。这些厂子欠下那么多钱，已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境

地了，倒闭、跑单导致连锁反应，大家都不可能再翻身了。”

他说。

微利求生：利润减半

刘鹏清楚地记得，2009 年是他的生意做大的开端，当

时他的厂每个月可以生产 20 万只电池，产值近 200 万元。

2011年成为山寨行业的一个分水岭。在利润最高峰时，

每出售一部山寨机利润可达 400 元 ~500 元，而现在，每卖

一部山寨机只赚 5元钱，卖两部手机还不够在华强北买一份

盒饭。

“前几年， 华强北的电子生意一年成交金额达到一两

千亿元，现在少了一半以上。生意最火的时候，一平方米的

柜台，其月租最贵达到 30 万元，现在华强北到处都是租不

出去的柜台。”刘鹏说。

刘鹏的工人也见证了这一过程，过去点焊的工钱是一毛

五分钱一只，现在只有 3 分钱，包一个标 ( 贴上厂家标识 )

过去 1毛钱，现在变成 5分钱了。

尽管工人越来越熟练，动作越来越快，工资却没有增加。

“以前一个月最多休两天，晚上经常加班到十点，现在工人

们像白领一样按时上下班了。”他说。

困局难解：债台高筑

2011 年 10 月 20 日，刘鹏可能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

工厂资金链断裂难以为继，他不得已以高利率获得贷款 50

万元。

“月息 10%，其中的 5 万元作为利息当时就被扣了。11

月 20 日，我还不出 50 万元，经过中间人说情，放贷人又看

了我的房子、车子，还有工厂的库存，才答应再延期两个月。”

刘鹏说。

虽然能缓两个月，但是高利贷的月息却增加到 12%，11

月 20 日他付 6 万元月利息，12 月 20 日还要再付 6 万元，

明年 1月 20 日就要归还全部本金 50 万元。

为了还账，他没有钱去采购原材料，原本打算年前上市

的新产品也无法推出。一些追债的人粘上了他，以致连工厂

的车间也不敢去了。

发工资日、交房租日、信用卡还款日、房贷还款日、高

利贷还款日，还有那些随时随地打进来的要债电话，像一座

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具体还钱的日子都不敢细想，怕

自己想不通做傻事。”刘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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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手机代工厂进入淡季，唯诺基亚联想有望拉货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我爱研发网讯】2011 年 12 月 21 日台湾媒体消息 手

机代工与制造即将在 2012 年第一季度进入淡季预计主流国

际品牌厂商如三星、摩托罗拉、索爱、LG 等，接下来的手

机销售量，会较今年第四季度旺季回落，而相关的手机制造

代工厂的出货量也将有同步淡季效应。国内 3家代工厂只有

一家认为，诺基亚与联想在明年第一季仍可望发货，华宝业

绩没有想象中来得淡。

由于每年第一季度有美国 CES 消费性电子展，以及在欧

洲举行的 MWC 移动世界大会展览，国际手机品牌厂处于新机

推出、但未实际出货的阶段，所以对手机组装、手机零组件

等供应链来说，第一季度将是接单的淡季，表现没有今年第

四季度来得好。

不过，第一季度产业淡季例外的可望是诺基亚这一家

品牌厂，主要是诺基亚 2011 年第一季就宣布要转型到微软

的 WP 平台，所以从第一季度开始就停掉了许多规划中的机

悲壮自白：继续经营

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人建议刘鹏向银行贷款，有人建议

他“走为上策”。

“100 万元？我连 100 元都贷不出来。”刘鹏说，银行

是典型的嫌贫爱富，到了年底贷款只会越来越紧，就算再松，

钱也到不了像他这样的小企业主手上。

刘鹏试了好几种融资方案，但都行不通。在深圳市，满

大街都是小额信贷的广告，这些贷款年利息不超过百分之

十五，但最少要一个月才能办理下来，而且最多只能借 15

万元———“以我三个月的银行流水账来看，这点钱补信用

卡的窟窿都不够。”他说。

有人建议他跑路，但仓库里还有四五百万元的存货，外

加价值30多万元的设备，“如果我真想跑，把它们变成现钱，

估计 100 万元都不一定拿得到。”他说。

“我有一个做辅料的供应商，是个 50 多岁的老头，最

多时我欠过他 5万多元，但每次他来，我一说没钱，他就笑

呵呵地说，没事没事，你手头松点我再来。我跟他做了三四

年生意，我没钱时他也给我货，现在只欠他 3万多元。过年

过节时，他还来我家看我、送我礼物，他自己有三个孩子，

根本没挣到什么钱，这么好的人，我能欠他的钱跑吗？”刘

鹏说。

据刘鹏回忆，今年的生意之所以这么难做，就在于所有

人的手上，好像突然都没钱了。“每人都十万火急、火烧到

眉毛了，好像今天不给钱，明天就要死了。”

刘鹏也曾想过向妹妹和妹夫借钱，以维系企业，但后来

得知，夫妻二人勤俭省下的钱，都被用来购置第二套房产了，

“他们都是工薪阶层，害怕以后房价再涨，给孩子买不起房

子。”刘鹏说。

他也曾想找人合资入股，但一直没有成功。“现在的人

投资，钱一进来就想发财，但手机行业目前回报低、风险高，

很多人都怕拿钱打了水漂，并且起码要上百万元。”

2012 年的春节，对于刘鹏来说，注定是个难熬的关口。

他表示，自己手中的企业哪怕再小，也是自己拼搏出来的，

就像是他最亲爱的孩子，和生命一样重要。彻底放手就将丧

失一切，他会坚持到底。

型开发计划，直到今年第四季 10 月底才推出 Lumia 系列与

Symbian 手机，所以第四季度进入第一波拉货期，而在明年

第一季度针对第二季度需求，还会持续下单，所以诺基亚的

相关供应链，除了 1 月份工作天数减少之外，2 月与 3 月订

单会比其他品牌厂商要好。

此外，由 PC 业跨足通信手机业的联想集团，也在今年

底转移代工供应伙伴，预料在联想新手机在今年第四季度预

备铺货的效应，国内代工厂有机会在 1~2 月份持续出货。

国内手机代工厂表示，宏达电今年第四季因平台转换、

以及与同业竞争关系，已经先行修订了第四季度的出货目

标，表明宏达电自己在第四季度的产量也不高；如果配合美

国运营商出货的 4G 机型 Fireball 可以在明年第一季度铺

货，宏达电明年第一季度手机出货量淡季效应，不会过于明

显。

　曾经风光无限的山寨机市场，如今已日渐萧条。冯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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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4S 内地首发倒计时 三大运营商争夺又起
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 文：陈时俊

对
于 iPhone4S 何时能进入中

国内地市场或许很快将会有

答案。内地三家运营商谁能够成功获

得 iPhone4S 引进权、又有谁能够第一

时间引进抢占市场先机，一切仍存在

诸多变数。

中国联通销售部总经理于英涛本

月早些时候曾向《每日经济新闻》透

露称：“在春节之前，内地的消费者

就可以购买到联通版的 iPhone4S。”

与此同时，市场传出电信版的

iPhone4S 将于明年 2 月内地发售的消

息。而中国移动正在加紧游说苹果支

持其 TD-SCDMA 标准制式。似乎每一家

运营商，都不甘心对手独霸 iPhone4S

市场。

iPhone4S 的内地上市，必然成为

新一轮挑动运营商竞争的热门话题，

在三大运营商对新增用户的争夺战中，

iPhone4S 发挥的作用能否延续或超越

iPhone4 值得关注。

/运营商之争 /

“4S”之战 表情各异

自 iPhone4S 发布伊始，内地三家

运营商谁能够成功获得引进权、又有

谁能够第一时间引进抢占市场先机，

一直未有定论。

中国联通：志在必得

本月，一款设备型号为 A1431 的

WCDMA 制式苹果最新手机 iPhone4S 已

通过工信部电信设备认证中心入网检

测，令市场兴奋不已。有了前述这一

纸认证许可，内地引入计划也正式进

入倒计时。

在 iPhone 此前几代手机的引入

大战中就曾成功胜出的中国联通，目

前来看胜率颇大。于英涛不久前已公

开表示，“中国联通已经做好销售

iPhone4S 的一切准备。”不过由于担

心 iPhone4S 对 iPhone4 造成冲击，苹

果公司仍未公布销售计划。

“iPhone4S 进 入 以 后，iPhone4

的降价程度会进一步加大，但销量不

会像 iPhone4 那么强劲。iPhone4S 虽

然在功能上做了部分升级，但是没有

全面突破。”中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联

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易表示。

中国电信：计划敲定

除了联通方面的高调表态，中国

电信方面在 iPhone4S 引入上也不遗余

力。电信方面曾表示，“电信肯定会

引入 iPhone4S，只是目前来看，引入

时间尚未确定。”“中国电信一直在

与苹果公司积极洽谈引入 iPhone4S 事

宜，由于 iPhone4S 同时支持 GSM 和

CDMA 网络，因此完全可以在中国电信

的 CDMA 网络中运行。”更有说法称

内地或将于明年 2 月推出电信制式的

iPhone4S 手机。

中国移动：仍在争取

相比三大运营商中的联通和电信，

中国移动则很有可能再次在引入苹果

手机的路上遇到问题。有消息称，中

国移动多番游说苹果支持其 TD-SCDMA

标准制式或面临再次失败的危险。

中国移动一直希望加强与苹果公

司合作。去年 9 月联通版 iPhone4 上

市后，由于 iPhone4 机身设计所需使

用微型 SIM 卡。中国移动推出 iPhone4

专用小卡，却遭遇对手反弹。

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就曾表示，

与苹果合作的问题就是因为 TD-SCDMA

制式，但苹果方面似乎还没有解决。

显然，中国移动不会轻易对这块业务

松手。

/市场分析 /

iPhone 狂潮 谁是赢家？

根据调查机构美国 NPD 公布的统

计：2011 年，全球智能手机单机销售

中，苹果iPhone4销量仍然排名第一，

iPhone4S 居于次席，排在第三位的则

是 iPhone3GS。

神秘的用户数

反观对于国内销量一直视为高度

机密的三家运营商而言，iPhone 的年

销量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公开数字。

此前有媒体曾援引中国移动董事

长王建宙所透露的数字，“到 2011

年 5 月至 7 月的三个月中，中国移动

版本的 iPhone 用户数分别达到 560

万、642 万以及 744 万。”联通版本

的 iPhone 销量一直颇为保密。中国

联通董事长常小兵对于联通版 iPhone

的销量只是评价称，“由联通销售

的 iPhone 数量，已经成为除美国之

外的第二大市场。”李易在接受《每

日经济新闻》采访时透露：“联通版

iPhone4 销售至今应该在四、五百万台

左右，而电信则在一百万台以内。”

需求量依然巨大

即将推出的 iPhone4S 销售方式

之一，也将采取此前实行过的国内

运营商套餐补贴的合约机模式。在

iPhone4(16GB 和 32GB 两版本 ) 的销售

中，联通版本最初的补贴方式是以 “根

据所选的相应套餐，预存对应的话费，

最高可享受极具竞争力的‘0 元购机’

模式。”

今年4月14日中国联通宣布了“裸

机销售”方案。同样开放的还有苹果

官网的销售渠道。向来强势的苹果公

司，在进入中国销售一段时间后也于

今年开放了官网销售平台，打出“购

买无需合约的 iPhone，享受免费送货

服务”，竞争的火药味颇浓。

易观国际报告显示：“iPhone 在

华二季度环比增长 3.5%。行货 iPhone

的销量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随着新

一代 iPhone 行货入华，iPhone 市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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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活跃起来。”

/记者观察 /

“过渡机”的尴尬

iPhone4S 发布伊始便有消费者大

喊失望，称“没有等来 iPhone5，只等

来 iPhone4S。”

有接近苹果公司的业内人士向记

者表示，虽然 iPhone4S 相比 iPhone4

进行了全面升级，但被普遍定义为苹

果 iPhone 系列“过渡机”的 iPhone4S

定位尴尬。前有未退的 iPhone4 销

售热度未减，后有市场千呼万唤的

iPhone5( 或 iPhone 下一代产品 ) 强大

预期。分析人士认为，“消费者选择

换掉 iPhone4，并且暂缓对 iPhone5 的

等待，选择购买这款‘过渡机’的比

例也许不会很高。”

不仅如此，由 iPhone4 引发的三

大运营商争夺代理合作机的情况或许

也将“一去不复返”。自去年开始，

国内三大运营商在推广 iPhone4 的同

时明显加大了对苹果以外的高端智能

机的扶持力度，仅摩托罗拉、HTC 等安

卓系手机的运营商定制机就轮番挑战

苹果的江湖地位。

运营商们降低对苹果 iPhone 依赖

程度的意图日益明显。有国外媒体援

引评论员的话指出，“过去两年，苹

果在中国这个快速发展的智能机市场

份额得到大幅提升，但苹果由于机型

单一、价格高昂以及未能与中国移动

合作，其市场份额正被其竞争对手赶

超。”

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已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

而面对巨大的市场诱惑，苹果屡屡将

中国市场的产品发布排在前几批之

外，轻视中国市场的质疑一直未断，

同时苹果相同机型北美售价低于中国

内地售价的情况也屡遭诟病。寄望于

iPhone4S 改变目前这一机制的现状并

不可靠，不过苹果随后的中国策略就

显得尤为关键了。

三大电信运营商引进 iPhone4S 进

展

中国联通：春节之前内地消费者

可以购买到联通版的 iPhone4S

中国电信：或将于明年 2 月推出

电信制式的 iPhone4S 手机

中国移动：多番游说苹果支持其

TD-SCDMA 标准制式

联通千元机造星结果：国产 3G 机销量超过洋品牌                                                                 
来源：《 新浪科技 》  文 : 康钊

12 月 28 日消息，在近日举行

的联通 4 英寸新定义 3G 智能

机发布会上，中国联通透露的一组数

据让业界吃惊，自 7 个月前推出新定

义千元智能机以来，新定义千元智能

机已占据国内 WCDMA 手机销量的前两

名，其中销量最大的一款达310万部。

这显示2011年联通WCDMA手机上的“造

星运动”获得巨大成功。

国产 WCDMA 手机崛起

一年前，业内咨询公司赛诺的调

研报告显示，截止 2010 年 10 月份，

国内 3G 手机市场上诺基亚销售 913 万

台，居第一；三星销售 641 万台，居

第二；；而在 WCDMA 手机中，诺基亚、

三星、苹果公司分列前三。

不过，眼下，格局已经完全改

变。根据 12 月 26 日中国联通销售部

总经理周友盟在致辞中透露的数据，

“WCDMA 手机市场上，中兴手机从 5 月

份的 1.1% 增至 11 月份的 6.2%，联想

手机从 1.6% 增至 11.1%。此外，零售

商的营业收入也实现快速增长，截至

11 月底来自联通产品的收入同比增长

95%”。

这一信息引发了当时在座的诸多

手机厂商的艳羡。在场的十几家手机

厂商实际上都是国产手机主力厂商，

若是在半年前，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

有朝一日能在 WCDMA 手机市场上赶超

一直称霸的洋品牌。

仔细对比的话可发现，截止 2011

年 11 月现在，仅凭千元智能机，国产

手机的总销量就早已超过诺基亚、三

星。并且，2011 年 11 月，新定义千元

智能机占据国内 WCDMA 手机销量前两

名，新定义千元智能机已创造销售奇

迹，其中最高的联想 A60 单月销量 34

万部，其次是中兴 V880 单月销量 24

万部。

5个厂商获益于千元机“明星”

至少 5 家国产品牌厂商在联通

WCDMA 手机市场上获得巨大收益。自中

国联通于今年 5 月 31 日推出新定义 3G

智能机以来，推向市场的还只有 5 款

新定义 3G 智能机，但这 5 款机型的明

星效应非常显著。

6 月 1 日，首款新定义 3G 智能机

中兴 V880 上市，当时每天销售 4000

部的数字已经让联通狂喜，后来，该

款手机日均销量增至 8000 台，最高单

日销量超过 1 万台，一个月下来，销

量最终达到 30 万台。而到了 8 月底，

中兴 V880 的销量就达到 100 万台。

这一数字让第二个投入市场的联

想集团心潮澎湃。8 月 10 日，联通与

联想集团举行了发布会，会上，在场

的联想集团移动互联和数字家庭业务

集团总裁刘军也赶紧让其下属估计了

个数字，并说，联想也希望其 Lenovo 

A60 这款产品的销量是百万级的。

而实际上到了 11 月份，根据联通

内部的统计数据，联想的 A60 已经后

来居上，销量超过了中兴的 V880，但

在总销量上，中兴 V880达到 310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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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 A60 销量第二，为 210 万部。

但无论如何，到了此时，联想之

前肯定没想到由联通操盘的新定义千

元智能机能超过其花费巨资打造的乐

Phone 销量。

当中兴 V880 销量突破百万台时，

中国联通销售部总经理于英涛也连说

想不到，“坦率地讲，对于第一款新

定义千元 3G 智能手机 V880，当时我预

期一个月销量8万台，12个月100万台。

但没想到，这款手机 3 个月就完成了

12 个月的销售目标”。

其实，后面的销量增长继续超过

他的预期。在联通首次试水的新定义

千元 3G智能手机“大片”获得成功后，

很快，酷派、华为、夏新相继跟入。

而现在希望加入联通千元机阵营的厂

商已如潮水搬涌来。

移动互联网手机两大核心要素

中国联通销售部总经理周友盟则

表示，中低价位智能终端市场潜力巨

大，中国 9 亿手机用户中 90% 使用的

手机价格低于 2000 元，中低价位智能

终端将成为 3G 普及的决定因素。

“3G 手机普及关键是要合适的价

格和良好的体验”，一直参与联通千

元智能机定制的宇龙酷派常务副总裁

李旺如此认为。

周友盟也认可这种看法，她认为，

只有兼具良好的移动互联网体验与老

百姓承受得起的价格两大核心因素，

3G 智能手机才能真正走向大众，真正

实现 3G 普及。

实际上，联通操盘新定义千元智

能机也正是抓住了这两个核心要素，

以全新更高配置、千元价格、大幅购

机补贴为切入点。联通此次新推出的 4

英寸新定义千元智能机仍然如此，在

硬件配置上大力提升屏幕尺寸、CPU、

HSUPV、内存、滠像头这 5 大要素，基

本上也就把握住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用户体验。

而千元智能机对 3G 用户的拉动也

是明显的，根据中国联通日前的公告，

其11月份 3G用户净增数为338万户，

单月新增 3G 用户首次突破 300 万，同

时，11 月当月，中国联通 3G 业务收入

较去年同期翻番。而仔细查阅联通今

年以来的用户增长，其 7 月以前的数

个月徘徊于单月新增200万用户左右，

直到 7 月份开始，新增用户数开始大

幅攀升，这一时间点也正好与千元智

能机推出的时间吻合。

原本为普及 3G 市场，未料制造出

众多 3G 手机市场上的“销量明星”。

在 3G 时代，联通显然已经拉开了 3G

手机中洋品牌厂商并驾齐驱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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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道之学得好：“不当第一就去死”
来源：《 财讯 》　

三星在韩国乃至世界的强大影响力，让人无法忽视。神

话的背后，是一股子东方式的狠劲和韧性，而这可能是真正

有启示性的部分。

三星一向对员工灌输的理念就是：“一定要超越苹果”，

以及：“不当第一就去死”

乔布斯过世后，三星的领导人公开致哀，称他是伟大的

企业家，永远不应忘记他的创新和贡献。与此同时，三星对

于抢占最高领地，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急迫。

事实上，三星一向对员工灌输的理念就是：“一定要超

越苹果”，以及更加热血的、典型的韩式话语：“不当第一

就去死”。生物学里有“阿尔法雄性”这一术语，用来指称

狼群中的领袖，这一类型的物种，天然有一种要成为领导者、

占绝对优势的基因。三星就是企业界的阿尔法。

最初成立时，三星的主要业务是向国外贩卖韩国的农特

产品，它一步步开疆扩土，到现在，除了人们熟知的电子产

业，还将产业链延伸至石化、造船、航空、通讯、金融和服

务业等行业。在韩国，三星就是一个拥有特殊地位的王国。

对于韩国人来说，三星就像个神话。他们说：假如三星生产

内裤，恐怕放出来的屁也会是香的。

2010 年 12 月，三星会长李健熙拥有的财富价值超过了

9 万亿韩元 ( 约合 540 亿元人民币 )。一位路透社记者形容

他说：只要他咳嗽，韩国就会感冒。有人把他称为韩国的“经

济总统”，他的理想是要把韩国建成类似瑞典、芬兰的“强

小国”，美国《新闻周刊》则说他是韩国的“幕后帝王”。

三星在韩国乃至世界的强大影响力，让人无法忽视。神

话的背后，是一股子东方式的狠劲和韧性，而这可能是真正

有启示性的部分。

不当第一就去死

不同于更西式的企业模式，三星的狠劲颇有点东方味。

首先，它对于学习有种毫无顾忌的疯狂的热情。此外，不同

于苹果，三星并没有类似于乔布斯那样的天才型领袖，它更

多靠的是集体智慧和大量人员的勤奋苦干。而在管理文化方

面，三星具有典型的东亚家族式管理，因此高度集权，领导

者有一种帝王式作风，可以让企业内部像军队般强有力地运

转。这一切，也许可以说明三星何以建立起自己的神话。

三星道之学得好，就可以当第一

20 世纪 70 年代，三星面临倒闭，他们的半导体业务刚

开始，却因为基础和质量问题，几乎无以为继。当时的三星

会长李秉哲聘请日本半导体工程师向三星工程师传授技术。

那时，在周六早上从日本起飞至韩国，以及周日晚上飞回日

本的飞机上坐满了披星戴月赶路的工程师，他们很有默契

地，从不询问彼此周末干了些什么。

作为一个超强的学习型企业，三星没有任何顾忌，它的

学习意识和能力堪比日本。早期，它就是通过大量的模仿和

学习，生产一系列“我也是”产品，而一步步成长。它曾经

模仿过的产品包括：索尼的消费电子产品、英特尔的半导体

产品、诺基亚的手机产品等等。

在进入市场的初期，三星电子从当时遇到资金问题的美

国蓝光公司买了 63k DRAM 技术，参透这项技术之后，三星

开始开发 256k 的 DRAM 存储器。为了取得突破，三星高薪

雇用研究人员，当时，他们的工资比总裁还要高 4到 5倍。

这些人多是韩国人，在美国接受教育，在美国半导体公司供

过职。同时，三星在美国成立分公司，建立研究中心，配备

相同的生产设备，让这些高薪人员培训具有潜力的韩国工程

师。培训完成后，再让这些工程师回到韩国本部，夜以继日

地工作，很快，他们就在产品开发上超过了美国同行。

除了技术，三星也在运营模式方面到处学习。三星曾一

度以日本式的企业组织 Keiretsus（是一个将厂商、银行、

供应商和政府连接在一起的复杂关系网，经济链延伸很广）

为榜样，当它的问题凸显之后，三星就转为向通用学习。通

用的口号是，如果在国际市场上不是数一数二的排名，就把

这项业务卖掉。三星因此也学会积极推进重组。

这种贴身模仿能节省时间和资源，换取更高的效率。三

星电子因此形成了投资的一个原则：选择那些在现有资源状

况下，能获得最大回报的业务进行投资，并且果断地从其

它公司或国家引进技术。比如，索尼、飞利浦、诺基亚曾经

联合推出了一种无线技术的标准“近距离通信”(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利用这种技术，任意两个设备靠近

而不需要线缆接插，就可以相互通信。以自己在技术、市场

和资金方面雄厚基础，三星如果能够另起炉灶建立一套自己

的标准，就可以实现价值独享——这很有诱惑力。但三星没

有这样做，它与同自己存在竞争关系的飞利浦公司展开了合

作，三星将推出基于飞利浦 NFC 芯片的移动产品。这样做的

好处在于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并降低自行研发的风险，此

外多家公司一起推动使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而三星完全可以

凭借自己的商业化能力在未来的这块饼中分得最大的一块。

又比如，在索尼、诺基亚都在争夺所谓的“杀手级应用

技术”（指可广泛适用各种产品的技术）时，三星却通过提

高技术商用化的速度和合适度而得到了最大的实惠。它等待

其他公司开发出优胜技术，然后加以改进，并抢先推出品种

丰富的制成品。因此，尽管三星并不是“闪存”（一种用于

MP3、数码相机的存储器）的发明者和 CDMA 手机标准的提出

者，却成为了这两个领域最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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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三星严格遵行“摩尔定律”（该定律指出整合速

度应为每18个月翻倍一次），还延伸出自己的“Hwang定律”，

（以当时的三星半导体业务总监黄昌奎的姓命名），规定整

合程度要一年翻倍一次。

但与此同时，这种重视速度的做法，加上内部激烈的竞

争，也让员工趋于保守。因为害怕失败，工程师和经理会集

中在快速汇报和低风险的项目上，更糟的是，三星电子没有

积累开发新产品的技术专家。

实际上，三星直到最近 15 年，才开始开发自主技术。

毕竟，学习和模仿有限度，尤其在成为行业领导者之后，就

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定公司创新策略来带领市场，这需要

真正有创意的制度和员工。

1996 年，时任三星会长的李健熙宣布，在新世纪，公

司竞争力的关键是设计，因此全公司上下都在推动这种竞

争。集团成立了“三星创新设计实验室”，聘请六位国外专

家，给来自各个分公司的设计师开授设计课程。还成立了三

星技术高级学院，开发需要长期研究的基础科学技术和先锋

产品，学院下设几个研究所。2004 年三星电子设立了首席

技术官一职。

2006 年，三星建起了新的数字研究中心的大楼，容纳

全公司 5000 名调研人员。从这一年起，李健熙开始把创意

作为管理的主要信条。聘用了大批海外创新人员，六个设计

中有五个设在海外，这解决了本土设计师有限的问题。过去，

都是工程师告诉设计师们设计出某个产品，现在则是设计师

告诉工程师他们需要什么功能。

这场新管理运动非常关键，最终让三星电子从一个生产

廉价、大众化产品的二流公司终于成为了在革新领域全球

知名的企业。从 1986-2006 年，三星的专利件数从零开始，

逐渐超越了它的模仿对象——索尼。三星包括移动电话、

DVD 和超薄液晶显示器在内的产品获得了 2003 年美国行业

设计学会颁发的卓越行业设计奖。2004 年，三星五次赢得

了 IDEA 工业产品杰出设计奖，成为第一家得奖数量超过美

国和欧洲公司的亚洲公司。“三星设计”也给公司带来了丰

厚的回报：2004 年度三星的利润预计将超过 100 亿美元，

比前一年的 52 亿美元高出一倍。

三星道之更快速度，更强执行力

2004 年 9 月，日本一家大众贸易公司派出研究所的高

级官员到三星电子参观，官员表示此行“不是来参观三星的

技术的”，但“想知道为什么三星在整体技术水平还低于日

本公司时，整体产出却超出我们”。英特尔公司副总裁马洛

尼则说：当三星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决定会自上到下贯彻

下来，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地执行。

应该不难看出来，三星具备是韩国许多公司的普遍风格：

其企业文化是服从，一旦领导昨了决定，就会竭尽全力完成

目标。相传三星内部有三个格言：我们输不起，只能赢；我

们必须全力以赴完成工作；我们必须彻底完成任务。

因此，三星形成了比其他企业更强的执行力和解决问题

的现场能力。一次，工人们准备移动容易损坏的半导体生产

设备时，发现通往工厂的道路需要修平，否则设备会首影响

遭到破坏，于是他们立即用了几小时铺平道路，并用风扇把

道路吹干。尽管这些本不在他们的工作职责范畴之内。

某种程度上，三星就像奥运选手，信奉的是，快，更快。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三星颇下了许多“笨功夫”，用更高的

强度、更大的投资、更强的执行力，来换取更好的效果。事

实证明，这的确能奏效。三星的这种模式被总结为“快速和

大力投资”。

举例来说，如果消费电子产品公司通常一年推出一种产

品，那么三星会决定它要推出两种。存储业务是“和时间赛

跑”的项目，因为一家公司被竞争对手追上之前，享受高价

格带来的利润只有很短的时间。三星电子在生产 DRAM 存储

器时，第一台生产设备只用了六个月就完成，而通常需要的

时间是 2-3 年。三星采取的做法是：计划、设计和施工同时

进行。三星的经理和工程师在施工期间，一直住在施工现场，

一周只回家一次换洗衣服。这次的提前完工让韩国和日本竞

争对手的差距缩短了至少两年，而在三星刚开始启动开发

DRAM 存储器时，已经落后了五年。

在手机的竞技场上，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一年才推出 4-5

个新平台，设计周期长达 12-18 个月，而三星的设计工程

师能在 3-6 个月内完成一款新产品的设计，一个季度开发

8-10 个新平台。三星的策略之一是，提供指导原则用于确

定新产品的各项参数，然后让很多开发团队在此基础上竞争

设计各种款式可，这种团队之间的竞争加速了新产品的开

发。

速度和执行力不光是人力的因素，另一大因素在于三星

实现了高度的纵向整合。三星将极具优势的零部件用在自己

的终端产品之上，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比如，三星电子半导

体业务单元生产的 DRAM 存储器、闪存、移动电话芯片和专

用途集成电路直接进入该公司大型家用电器、电脑、数字家

用电器、通信以及居家用品业务部门。这样做的好处是：降

低了采购成本，提高了设计、开发和生产的速度。

除此之外，三星还使用供应链管理系统完成快速送货并

保持低库存。因此，三星电子可以做到：在收到国外用户订

单后的 2-4 周内完成产品发货。这样的快速交货时间只有在

各类原材料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为了保障这种超强的执行力，三星内部有一种“战略产

品体系”，这种体系由紧张的时间表构成。比如，3-4 月，

员工讨论各种建议，确定产品概念，5-6 月，各个业务单元

总监为首席执行官演示这些概念，从中选出三款作为随后一

年的主打产品，上市后所有市场活动费用由总部承担。

“波尔多”液晶电视是这种执行力的产物，这款产品让

三星电子在 2006 年登上全球液晶电视行业第一的宝座。它

的成功来自于大量设计上的人性化细节：删掉消费者不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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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的功能，提升了画面质量，考虑到大尺寸电视会成为家

居摆设的一部分，设计人员设计了美观的玻璃酒杯的外观造

型，出于美学的考虑，机器的后部处理和前面保持了一致。

它让一个传统的产品变得让人遐想。

这无疑是一次成功，但背后是有人一天 24 小时在公司

工作，一周七天不休，一天干上 18-20 小时是常事。为了完

成这一产品，三星在三个月内通过“价值创造项目工作室”

就完成了产品计划、市场调研、设计、市场促销和销售的全

过程。“价值创造项目工作室”为项目组成员提供住宿，20

多个项目工作室、会议室和桑拿，这意味着入住者很长一段

时间不能回家。有多少人能在持续不断的重压下依然保持创

新能力？有些人还是对三星的这一企业文化发出了质疑。

三星道之上帝一般的领导者

李健熙有一个著名的信条：除了妻子和孩子，一切都要

换。这一点体现在产品上，就是把重点从数量转移到了质量。

很极端的一个例子是，1995年，在接到功能失灵报告之后，

三星电子找回了 150000 部移动电话，当着工人的面用锤子

砸碎后焚烧。

在三星，最高领导人就相当于一个帝王，会长拥有至高

无上的权力。在他的威严之下，可以培养成善于服从的员工。

三星前任会长李健熙的管理有时候被说成是“帝王管理”或

者“专政”。索尼的一个高管开玩笑道：李健熙的命令，就

像来自上帝的声音，所有人都会听，没有人说不。

此外，三星内部非常讲究等级，虽然创造性的发挥需要

平等的氛围，但这种集体主义的文化实际上有助于效率的提

高，也正是依靠这种文化，三星才有惊人的执行力。体现在

研发方面，就是高度的奉献精神和良好的合作态度。这种方

式的好处是公司制订决策快速大胆。在时间是制胜关键的电

子产业（尤其是三星早年主打的半导体产业），这种高效率

是一种优势。

三星对于培养员工对企业的高度忠诚很有一套，结果是，

三星人就像蚂蚁一样争相为自己的王国牺牲。有人打了一个

极端的比方：当公平贸易委员会要调查内部违法交易时，尽

管知道自己会收到处罚，还是会有员工格式化自己的个人电

脑硬盘，销毁证据。

同时，公司内部总会有一种紧张气氛。三星电子有自己

的内部审查团队，它有随时开除员工的权利，就连管理者也

会对财务核算、审查和集团秘书处的人力资源部门惧怕几

分，这种惧怕保证了公司内部的忠诚和统一。

一些国外观察家把三星这种管理风格成为“恐惧管理”。

因此，事情的另一面是：尽管三星是韩国最好的公司，仍有

超过 10% 的三星电子的员工在第一年辞掉工作，超过 30% 的

人会在三年内辞职。这很大程度上因为三星内部的压力让人

难以承受。三星的董事长可以随意提升、降职、雇佣和解雇，

就连尹钟龙（三星电子前任 CEO）也不知道何时会被换掉，

职业经理人的领导力非常弱小。

三星鼓励内部的竞争，几乎达到残酷的地步。曾经有一

段时间，LCD 部门的总监李尚尹宣布要开发世界上最大的液

晶显示电视，第二天，移动电信部门的总监李基泰宣布要开

发一款 300 万像素的数字相机电话，随后，半导体部门的总

监黄昌奎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开发全球第一宽容量为 8G

的闪存。

三星鼓励这宗激烈的内部竞争。有一个故事：在一次高

尔夫出游结束后的晚宴上，时任三星电子 CEO 的尹钟龙把一

个价格昂贵的驱动作为奖品，比赛喝一种加了威士忌的啤

酒。当喝到 10 杯时，所有人都觉得这已经是最高的了，没

想到，数字媒体业务单元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喝下了 15 杯。

他的团队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不能输。管理者希望灌输一

种思想：要么你输要么我赢，没有别的选择。

三星内部聚会，员工之间还流行喝一种“忠心酒”，下

级为了表示对上级忠心，把袜子等东西扔进酒缸中，当着上

司的面把酒喝下去。他们的逻辑是：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

相互之间什么还不能说呢？什么事不能合作进行呢？

这种模式固然有成效，但它也过于依赖一个“英明的皇

帝”的持续的英明。这很有风险。三星进军汽车工业就是一

例。这项大投资风险巨大。李健熙回忆说：“我辗转反侧，

日思夜想是否要进入汽车工业。许多人反对，说在半导体等

业务状况不错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开始一项复杂的生意？？

如果只考虑三星和我自己，没有理由如此痛苦，但是考虑到

以出口为支柱的经济状况，和韩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水平，我

想必须有人进入这个行业并全面提升其水平？？”尽管很多

人意识到此时汽车行业危机重重，但没有人敢反对。最后，

汽车业务给集团带来了巨大损失，三星 1993 年开始汽车业

务，1999 年就卖给了雷诺。

至于将来，三星会有怎样的变革，能否持续自己的王国

地位，大部分人还是像三星人自己那样充满信心。（商务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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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 2012 年五大看点：Win8 平板电脑是关键
来源：《 新浪科技 》

导语：国外媒体今日发表文章，列出了微软 2012 年

值得关注的五件大事，如 Windows 8 平板电脑能否成功，

Windows Phone 能否成为第三大平台，继续对 Android 厂商

发起诉讼，以及通过社交推动搜索等。

以下为文章内容摘要：

对于微软而言，即将过去的 2011 年并不是十分艰苦的

一年。在截至 6 月 30 日的上一财年，微软营收创下了历史

新高。Windows 7 销量突破 5 亿套，普及率继续提升。但除

了Office 365和 IE 9，微软今年并没有几款重大产品发布。

2012 年则是完全不同的一年，微软正在准备新一代操

作系统 Windows 8。尽管微软并未透露 Windows 8 的具体上

市日期，但业界普遍认为，有望于 2012 年底前推出，很可

能赶在学生返校前的购物旺季期间上市。

除了 Windows 8，微软在 2012 年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

得期待：

1. Windows 8 平板电脑

Windows 8 是微软曾经做过的最大赌注之一，在界面上

进行了重大改革，采用了 Windows Phone 7 使用的 Metro 界

面。尽管也同时提供传统的 Windows 界面，但 Windows 8 还

是主推 Metro。Metro 界面针主要针对触摸屏而设计，微软

此举旨在说服平板电脑用户使用 Windows 8 系统。

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苹果相比，微软进军

该市场已经晚了两年多。今年稍早些时候，亚马逊推出了

Kindle Fire 平板电脑，成为了首款真正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的“非苹果”平板电脑。调研公司 Forrester 近日表示，消

费者对 Windows 平板电脑的兴趣逐渐在淡化。

作为向传统 PC 以外市场进军的核心行动之一，微软需

要 Windows 8 平板电脑的成功。由于 PC 销量涨幅放缓，平

板电脑市场需求与日俱增，微软的这种需要变得更加迫切。

凭借微软的市场地位，以及合作伙伴的支持，相信

Windows 平板电脑上市之初会有所作为。但除非能说服开发

人员为 Windows 平板电脑开发一些用户必不可少的应用，否

则要挑战 iPad 的主导地位很难。

2. Xbox 与电视进一步整合

从一开始，微软的视频游戏机就被看作是微软将其技术

从办公室普及到家庭的“特洛伊木马”。但 Xbox 部门高管

也意识到，提供一流的游戏体验是他们的头等要事。结果，

Xbox 今年在美国的销量处于领先地位。

本月初，微软对 Xbox Live 服务界面进行了更新，这是

Xbox 进军电视直播市场的第一个信号。除了推出 Metro 样

式的界面外，Xbox 还允许 Verizon Fios 电视服务用户选择

26 个不同的电视频道。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合作伙伴通过

Xbox 提供直播服务。

很明显，这仅仅是个开始。微软的目标是：只要用户打

开电视，就需要打开 Xbox，而不仅仅是玩游戏的时候才需

要 Xbox。明年，我们将看到更多的电视直播节目通过 Xbox 

Live 提供，这也是微软下一代 Xbox 游戏机的设计基础。

3. Windows Phone 成为第三

在移动平台市场，微软已经挣扎了近 10 年。对于微软

而言，能够成为该市场的第三名将是一个胜利。去年年底，

微软再次发力，推出了 Windows Phone 7，今年 9月又推出

了升级版本Windows Phone 7.5(Mango)，得到了市场好评。

尽管在技术上赶上苹果和谷歌，但 Windows Phone 市场

份额没有明显进步。Gartner 数据显示，Windows Phone 全

球市场份额仅为 1.5%。与此同时，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并

未止步，iPhone 和 Android 手机份额继续增长。

毋庸置疑，Windows Phone 市场份额将继续增长，因为

微软仍在推广该平台，而且也得到了诺基亚的支持。但最有

可能的结果是：微软将蚕食 RIM 的市场份额，而不是苹果和

谷歌份额。

4. 对 Android 提起专利诉讼

微软不能蚕食 Android 市场份额，但可能通过法律诉讼

来获得营收。微软已经说服几家手机厂商向其支付专利费，

包括 HTC、纬创和仁宝等。

对于那些不支付专利费的 Android 设备厂商，微软就会

将其告上法院。明年就有两起相关案件，一是起诉巴诺书店

(Barnes & Noble)，二是起诉摩托罗拉移动。

该战略的效果十分明显，目前，已经有几家
使用谷歌 Chrome 系统的厂商向微软支付专利
费，包括宏碁和优派。明年，微软将继续利
用该战略，向使用竞争对手技术的厂商施压。

5. 通过社交推动搜索

在搜索市场，微软数次对搜索引擎重新命名，增加了一

些知名合作伙伴，也聘请了数名高管，但市场份额仍远落后

于谷歌。

明年，微软在搜索领域的一项合作预计将初见成效。这

不是与雅虎的合作，而是与 Facebook 的合作。今年 5月起，

微软开始在必应搜索结果中整合来自 Facebook 好友的推荐。

例如，当用户试图在西雅图寻找一家泰式餐厅时，那么得到

Facebook 好友推荐的就会显示在搜索结果的前面。

竞争对手谷歌也是如此，在搜索结果中融入了来自

Google+ 的信息。但在社交网络市场，Facebook 仍占主导地

位。而且，融入 Facebook 推荐仅仅是个开始，微软明年将

为必应融入更多的社交元素。也许这不能推翻谷歌，但至少

可以赢得更多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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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常见 SD 卡接口电路实例分析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文：胡波

目的：让大家理解常见 SD 卡接口电路的
工作原理和设计注意事项。

作者：胡波

日期：2011/12/20(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

署名作者 )

1. 概述

现在的很多手机中都有存储卡的卡

座，常被称为 T-FLASH CARD，它的体

积与常见的Micro SD卡相比要小很多，

因此更适用于手机的设计中，但 T 卡的

接口电路是与 SD 卡的接口电路是一样

的，它们的主要差别就是卡的外形与体

积不一样。为了能够读写这些卡，一般

现在的手机的核心处理器都设计有 SD

卡的读写接口电路，在此我就简单介

绍一下 SD 卡的接口电路。本例中的原

理图来至于 MTK 的 MT6573 智能手机平

台，与原图相比，只是做了部分美观

方面的处理，看起来显得比原图紧凑

一点，其余方面未做任何的改动。

2. SD 卡接口电路实例分析

2.1. MTK6573 智能机 SD 卡接口

电路原理分析

SD 卡的总线是一个业内的标准总

线，它采用串行的方式输入和输出数

据，对于硬件设计来讲，只要根据 SD

卡的接口规范，将 SD 对应的信号线接

到处理器的 SD 卡控制器的端口就可以

了。而 SD 卡的读写控制，有着专门的

软件通信协议，使得读写 SD 卡的内容

变得非常的简单，在不同的嵌入式操

作系统中，都有着专门的驱动程序，

会将其映射成一个磁盘，使用特定的

文件系统来完成数据的存储和删除。

例如我们常用的读卡器，就可以将 SD

卡在 Windows 的操作系统中被认作一

个 U 盘，从而非常简单地就可以实现

对于 SD 卡的读写。

在手机的操作系统中，一般也是

将其当作一个磁盘来对待的，这都是

软件层面的事情，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对于搞硬件设计的人来讲，关心连线

的对应关系就好了，而搞软件的人就

只要关心 SD 卡的控制协议就可以了。

2.2. 电路中的器件及关键网络信

号介绍

序号 网络名 /器件 功能描述 备注
1 EMI1401、EMI1402 电磁辐射抑制器件，用

于抑制在对SD读写时，
接口电路对于空间的电
磁辐射，减少对于其它
电路的干扰。

有时候不加此器件，再
加上手机布局的不合
理，会对手机的射频指
标产生不良影响。

2 R1401~R406、R411 上拉电阻，注意要选合
适的值，在手机电路的
设计中，尽量选阻值大
一些的，可以减少系统
的待机功耗。

很多芯片端口的内部
是采用的漏极开路的
设计方式，因此在输出
高电平时，需要在外部
接一个上拉电阻，否则
无法输出高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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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让大家理解常见 SD 卡接口电路的
工作原理和设计注意事项。

作者：胡波

日期：2011/12/20(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

署名作者 )

3 C1401 SD 卡电源端的滤波电
容。

在手机的手机中，由于
受体积的限制，一般选
取的容量都比较小。

4 R1410 0 欧姆电阻，起短路作
用。

用在这里，可以在发生
电源短路故障时，切断
SD负载来定位故障点，
必要时也可换成磁珠，
来提高抗干扰性能。

5 CON1401 卡座连接器，用于装载
SD
卡座的种类很多，选哟
根据外卡或 T卡。

壳的设计合理选择。

6 R1412、R1413 0 欧姆电阻，起短路作
用。用于将时钟信号送
回 SD 卡的控制器，用
于检查时钟信号的完好
性。

是附加的优化设计，
不是所有的 SD 控制器
都支持时钟反馈检查，
可以忽略。

7 MCODAO ~ MCDODA3 SD 接口电路的数据线，
用于双向传输数据。

8 MC0CM0 用于标记传输的是数据
或命令。

SD 卡内部一般有一个
NAND memory 控制器，
需要设置寄存器时需
要这个信号。

9 MC0CK 读写用的时钟信号。 在每个时钟到来时，用
以锁存数据。

10 MC0CK_FB 时钟反馈信号。 将 SD 卡控制器的输出
时钟在接收回来，用
以判定信号的完好性。
是个非必须的信号。

11 MC0INS SD 卡插入检测信号，当
卡时，该信号为低电平。

一般的 SD 卡座上都有
个机械触点，用于配合
检查 SD 的插入。

3. 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3.1. 在选择上拉电阻时，对于

手机设计来讲，尽量选用电阻比较大

一点的电阻，可以减小手机的待机功

耗。在本例中，选用了47.5K的电阻，

不是很好。一般 47K 的电阻更容易购

买一些，因此在选用电阻时，请参考

电阻的系列参数。常见的一种电阻的

系 列 为：1K、1.2K、1.5K、2.0K、

2.2K、2.4K、2.7K、3.0K、3.3K、

3.6K、3.9K、4.7K、5.1K、6.2K、

6.8K、7.5K、8.2K、10K 等 等。 注 意

小数点后面的数，这些是常用的尾数，

当然还有诸如 4.7 欧姆、47K、470K

等等。

3.2. 卡座的选择要注意寿命，一

些劣质的卡座很容易损坏。

3.3. 线路板布局时，C1401 要尽

量靠近卡座的电源输入端。

3.4. 线路板布局时，上拉电阻的

位置注意摆放整齐，且靠近卡座放置，

同时注意避免机构干涉，这在手机设

计时尤为重要。

4. 软件设计注意事项

4.1. 在 SD 卡的软件读写中，一

般要遵循 SD 卡的读写协议，好在一般

的嵌入式系统的设计中，都有参考代

码，这部分很少会遇到问题。

4.2. 在本例中，SD 卡的接口电路

有专门的用于检测SD是否插入的端口，

在很多的设计中一般会使用一个外部

中断脚来做 SD 卡插入的检查，这时候

编程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了。

4.3. 还有的设计中没有中断脚可

用，而使用一般的 GPIO 口来检测 SD

是否插入，因此在编写程序时，需要

考虑软件查询的间隔时间。

5. 总结

总之，SD 接口电路是个嵌入式系

统中常用的电路，也是一个比价简单

的电路，一般根据信号线定义做好与

控制器的对应连接就可以了，而软件

的编程一般都有参考代码可用，也不

会给编程造成太大的困扰，希望这篇

短文能给大家那么一点点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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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 TDD 抑制的多模 K类功放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前言

一部精美的手机，配上优美动听的大声音乐，无论走到

哪里都能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手机音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

产品的成功与否，而音频功率放大器对音乐的还原品质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手机的音乐表现能力。可以说

音频功放是任何一种多媒体功能都要用到的基本功能，而且

每种功能对音频功放的要求还不尽相同，给音频功放的设计

带来了诸多挑战。

手机行业的竞争早已进入白热化，越来越多的功能被“挤

进”了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像 FM、ATV、BT 和 GPS 等功能

都逐渐成为标配，而成本控制又做到了极致，板上留给音频

的空间越来越小，不仅难以获得好的音质，而且容易受到其

他功能模块的干扰，尤其是 TDD-Noise 和 EMI 干扰。面对如

此多的挑战，之前单一工作模式的功放产品已经难以胜任现

在音频设计的要求。“多模功放”的概念应运而生，针对不

同的应用，选择不同的工作模式，发挥不同模式功放所固有

的优势，

针对现在音频设计面临的诸多挑战，艾为电子首次提出

了“多模功放”的概念，即 K5，第五代 K 类功放。在不同

的应用条件下，对功放有不同的要求，针对可能碰到的问题，

采用合适的模式工作，在源头上彻底消除各种问题隐患。比

如 FM 或 ATV 容易受到 EMI 干扰，可以选用 FM 模式；如果碰

到 TDD-Noise，可以选用免提模式；对于共板设计，多模功

放既可以变身 AB 类，又可以变身 D 类，随心所欲。多模功

放的概念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化整为零，使得各种问题迎刃

而解。

音频设计面临的挑战

好音质当然是音频设计的不变追求，那么是不是低失真

（THD），高信噪比（SNR）就是一款好功放呢？不全是，经

过这些年发展，功放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各项指标都得到

了很大提高，各家的指标貌似都差不多，但设计人员可能都

碰到过这种情况：Demo 板上测试，一切都 OK，但一贴到手

机主板上就什么问题都来了，比如音质变差，免提有 TDD-

Noise，EMI 干扰等。其根本原因是手机主板的环境要恶劣

的多，很多指标急剧变差导致。所以抗干扰能力成为功放选

型的关键指标，尤其是 TDD-Noise 和 EMI 干扰最为常见。

TDD-Noise

提到 TDD-Noise，俗称“电流声”，大家都有点谈虎色

变，TDD Noise 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干扰到音频电路，一个是

天线辐射，理论上讲，芯片的任何一个管脚都会拾取空间的

射频信号，只是大部分管脚拾取的信号不会最终传到音频功

放的输出上，而能干扰的输出从而导致 TDD Noise 的只有音

频功放的输入，输出，共模电压（如果有的话），电源和地；

另一个途径是电源线和地线的传导。

K5 采用了独创的完全对称的 Anti-TDD 功放架构，芯片

内部器件和走线是完全对称排布，同时对于功放敏感引脚看

到的任何电路都采用RNS（RF TDD Noise Suppression）技术，

不仅使射频信号难以干扰到芯片内部，即使有极少量干扰信

号进入也会被完全对称的 Anti-TDD 功放架构完全滤除掉。

图 1：RNS 技术

地线上的 TDD 干扰最难滤除，因为它会与输入信号叠加

在一起，所以建议在能采用差分输入的平台一定要使用差分

输入，且走线要平行对称。同时K5中的“免提模式”采用“净

音”技术可以有效滤除这种 TDD Noise，建议只在免提通话

模式下使用。

图 2：净音技术

EMI 干扰

手机中由于 FM 和 ATV 的工作频段相对偏低，FM 的工作

频段是 100MHz 左右，ATV 的大概是 400-800MHz，如果板子

布局或走线不够合理，容易受到功放电路的 EMI 干扰。功放

中 EMI 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工作频率，如功放的调制频

率，电荷泵的工作频率，但这个频率一般很低，不会超过

1MHz，对 FM，ATV 或 GSM 几乎没有干扰。

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快速翻转的边沿，如功放的输出方波

信号，电荷泵 Flying 电容正负两端的信号。K 类功放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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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比普通 D类要大很多，要求功放的输出幅度也大，导致

的 EMI 干扰也大，尽管采用抗 EMI 的“EEE”边沿控制技术，

但还是会有一定的干扰。在 K5 中专门设置了“FM 模式”，

采用的是模拟输出，输出的是正弦波，不再是方波，在源头

上消除了产生 EMI 干扰。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发现电荷泵也是会产生EMI干扰的，

因为 Flying 电容的正负端是方波信号，由于方波信号的幅

度不大，所以干扰也不大。K5 中针对电荷泵也采用了边沿

控制技术，减缓边沿的翻转速度，使得电荷泵的 EMI 干扰大

大降低。

多模 K类功放

AW8735 是艾为推出的第一款多模 K 类音频功放，对于

不同的应用，选择不同的工作模式，发挥不同类型功放所固

有的优势，让整体性能最优。共有五种工作模式：AB 类、D

类、FM 模式、K类、免提模式。

对于 AW8735 的 5 个工作模式，实际应用中，各模式选

择原则如下：

模式 电荷泵 增益 NCN RNS 净音技术 用途
AB 类 12 √ √ FM，ATV，小功率

D类 12 √ √ FM，ATV，小功率

FM 模式 √ 16 √ √ FM，ATV

K 类 √ 24 √ √ MP3，FM，ATV，小功率 ,
免提

免提模式 √ 24 √ √ √ 免提

1.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选用 K类模式。

2. 如果有 TDD Noise，可以在免提时工作在功放的“免

提模式”，其他的仍工作在 K类模式

3.如果FM或ATV有EMI干扰，可以将FM或ATV工作在“FM

模式”，EMI干扰特别大时还可以工作在 D类或 AB类模式，

尤其是 AB 类模式，将没有任何 EMI 干扰，其他的仍工作在

K类模式。

4.对于共板设计，可以根据客户不同需求工作在 AB类，

D类和 K类。不用放置多套功放电路做兼容，大大节省空间。

采用一线脉冲方式控制，可以很方便的进入任何一种工

作模式，各模式的控信号如下：

AW8735 管脚与 AW8733 完全兼容，如果是工作在 AW8733

的第四个状态，可以直接换成 AW8735，软硬件都不用做任

何改动直接替换，方便升级换代。如果在 AW8733 中碰到了

EMI，TDD Noise 等问题，换成 AW8735 后只需修改软件就可

以用相应的工作模式来解决，使用起来极其方便。

图 3：一线脉冲方式控制

总结

手机功能集成的越来越多，而体积又是向轻薄方面发展，

板上留给音频的空间越来越小，不仅难以获得好的音质，而

且容易受到其他功能模块的干扰。面对如此多的挑战，之

前单模功放产品已经难以胜任现在音频设计的要求。多模

功放的概念应运而生，针对不同的应用，选择不同的工作

模式，发挥不同模式功放所固有的优势，将音频调试，TDD 

Noise，EMI 干扰等问题化整为零，迎刃而解。大大缩短产

品上市时间，为客户在激烈的竞争中占到先机。

什么是手机摄像头 OTP 技术
来源：《 52RD 社区 》

随着 5Meg 、8Meg、12Meg 等高像素摄像头在手机中的

应用越来越广，终端客户对 camera 的成像效果和品质要求

越来越高，如何提升摄像头模组的一致性和各方面的性能已

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在高像素模组中被越来越

广泛应用的 OTP 技术。

1. 何谓 OTP

全称：OTP（One Time Programmable）MCU 的一种存储

器类型，意即一次性编程。多是采用融丝结构，编程过程是

不可逆的破坏活动。

2. 优缺点

相对于传统的公司采用的 eeprom 而言，OTP 具有价格

低廉的优势，这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手机市场显得非常重要。

而缺点不言而喻，一旦在 OTP 中烧录数据发生错误，就会导

致整个手机模组报废，增大了生产成本。为了克服这一缺点，

每个模组厂家都有自已的核心技术，目前就是最大限度地提

高整体良率。另外采用存储校验码的方法也是避免烧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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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方法，其缺点是增大了计算的复杂性，但优点是不论

数据是否烧录正确，客户最终都能得到正确的数据，大大提

高了生产良率。

3.OTP 技术在我司模组中的应用

（1) 存储 Lens shading 参数

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摄像头模组在 shading 方

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如果用同一套参数去校准 lens 

shading，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如果模组在出厂的时候，分

别对每一个进行 lens shading 的校准，并且将这些校准参

数烧入到 OTP 中，那么客户端在显示图像时只要从 OTP 中读

取这些参数并且应用到图像上，他们得到的将是一

致性非常好的成像效果。

（2) 存储 AWB 参数

同 Lens shading 一样，白平衡设置的好坏同样

是评价 camera 成像效果好坏的重要因素。在模组在

出厂的时候，分别计算每一个模组R/G,B/G等比值，

并且将这些比值烧入到 OTP 中，那么客户端在显示

图像时只要从 OTP 中读取这些比值并且计算最终的

gain 值，将他们设置到图像中，就不容易出现偏色

的现象。

（3）存储 AFposition

将每一个模组的 AF  position 存储到 OTP 中，可以快

速提升模组 AF 对焦的速度和准确性。

（4）其它

在 OTP 中存储 Module ID 可以有效地管理产品的版本控

制，当发生问题时可以及时地得到有效信息以分析问题产生

的背景和原因。同样在 OTP 中存储 Lens ID 也可以方便客户

区分不同的模组厂商和采用的不同的 lens，以方便他们对

产品的控制。

综上所述，OTP 以其低廉的价格，方便快速的使用在高

像素摄像头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它如同一个幕后英

雄，虽不起眼，却为高像素摄像头品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手机摄像头宽动态技术 来源：《 52RD 社区 》

宽动态需要采用快速读出的 CMOS 图像传感器。使用

CCD 图像传感器，使用者被限制使用连续 1/60s 或者 2 倍

1/30s 奇偶场合成。在宽动态的新技术里，使用者可以采用

1/30s 图片的长曝光，使用 1/30s 图片的短曝光，然后把这

两张图片实时地进行处理，从而获得一张工业级别的宽动态

范围的图像。

以下是图示：

现在也有公司在开发不同的方法获得 HDR。其中有一种

叫做动态响应像素技术出现了，这种技术着重在图像内部的

DR，即给每个像素点都加入了不同的感光度，这种像素点的

原理是有一个很大的充电电容。

当图像在高亮的条件下，DCG 开关开启，连接到 FD 结

点的物理电容。通过这种方法，FD 结点的大容量电容使能

LCG 模式，即可以擎住大量的信号充电（不至于溢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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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值会远远小于物理电容结构。更少的 FD 电容结果会提高

转换增益，提高感光度并减少读取噪声，以牺牲降低最大的

充电擎住电容为代价。

低照度的条件下,DCG开关关闭，断开连接到FD结点的电容，

使能 HCG 模式，即使用在像素内部的额外的模拟增益。在种

情况下，FD电容仅取决于FD的 PN结电容和金属互偶电容，

什么是手机摄像头防抖技术
来源：《 52RD 社区 》

5Meg 、8Meg、12Meg 高像素摄像头的智能手机像素越

来越接近 DSC。但是高像素手机摄像头却不含有 DSC 的一些

光学或机械部件 。这种硬件上的缺失，无疑会让拍照手机

的拍照效果比 DSC 差。

防抖动技术的引入，可以让高像素摄像头的效果更

接近 DSC。现在我们摄像头的防抖动技术主要采用以下几

种：Optical Image Stabilizer（光学防手抖，以下简称

OIS），移动 CMOS 芯片面性，算法防手抖，JPEG 传输，

High-ISO，MIPI 传输。在所列的几项技术中，我们现阶段

常用的是算法防手抖，JPEG 传输，High-ISO，MIPI 传输。

预计在今后会用上 OIS。下面对几种常用的防手抖的方法作

介绍。

1、OIS

通过镜头组实现防抖主要是依靠磁力包裹悬浮镜头，从

而有效克服因相机振动产生的图像模糊，这对于大变焦镜头

的数码相机所能起到的效果更加明显。通常，镜头内的陀螺

仪侦测到微小的移动，并且会将信号传至微处理器立即计算

需要补偿的位移量，然后通过补偿镜片组，根据镜头的抖动

方向及位移量加以补偿，从而有效的克服因相机的振动产生

的影像模糊。光学防抖功能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一般情况

下，开启该功能可以提高 2－ 3档快门速度，使手持拍摄不

会产生模糊不清的现象，对于初学者来说效果非常明显，另

外在长焦型数码相机中，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

2、算法防手抖

电子式防手震技术在抖动检测方面利用了动态向量。根

据动态向量来掌握图像的摆动方向及摆动量，以此为参考使

图像位置平行移动，从而生成无抖动的动态图像。

3、High-ISO 防手抖

现在 APTINA,、OVT、FUJITSU、NEC 都采用了 High-ISO

的方法来防手抖，这种防抖效果对图像产生一种影响，就是

引入了一定的噪声，但这是最低廉的防抖动方式，很容易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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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Android 软件工程师
职位描述： 

配合项目计划，负责无线模块或手机终端 android 系统

应用软件开发工作，确保项目进度和质量相关要求；

希姆通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招聘：射频工程师

职位描述： 
负责射频部分的评估、天线评估及系统布局评估；

负责射频系统的设计、布线及生产调试工作；

职位地点： 
深圳

虚位以待

职位要求： 

计算机、电子通信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精通 Java，C/C++ 语言，扎实的编程功底；

职位要求： 
无线通信、微波、信号处理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招聘信息 /Information

01

02

03

04

01

02

04

01

02

欲知更多最新研发职位，请登录研发求职网 www.52RD.com 

虚
位
以
待

协同测试等部门解决研发、生产测试及量产过程中出现

的软件问题；

参与重大技术问题的技术攻关，提升软件开发水平；

收集软件使用反馈意见，修正缺陷或故障，设计升级版

本，提高软件的使用性能； 

培养、带教助理android软件工程师。05

2 年以上软件开发经验 ,高级工程师 3年以上经验，有

移动通信行业或大型电子公司工作经验者佳；

03

熟悉嵌入式系统体系结构和开发流程，有基于嵌入式

linux，android 平台手机开发经验者优先；

职位地点： 深圳 

01

02 1 年以上射频开发经验，高级工程师 3 年以上射频开发
经验，有 GSM/WCDMA 手机射频开发经验者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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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Wireline Systems Engineer (Upper Layer)-Corp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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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中国 (Qualcomm)

招聘：Wireline Systems Engineer (Upper Layer)-Corp R&D

职位描述：

Systems engineer responsible for simulat 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xt generation broadband access 
technologies.

职位要求：

* Extensive knowledge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queuing theory 
is required. * Solid understanding on fundamentals of broadband 
access technologies and particularly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allocation techniques  is required. * Extensive system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experience, especially on performance and design 
complexity trade-off for given system architecture, is required. * 
Excellent written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s skills are required. 
* Understanding in cellular access backhaul is a plus. * Familiar 
with Metro Ethernet/EPON/GPON/xDSL/Cable systems is a plus. 
* Experience in switching fabric/network design especially on CloS 
network is a plus. * Good understanding of product development 
aspects associated with the wireless industry is a plus.
Education Requirements 
PhD in electrical/computer engineering, or equivalent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is required.

招聘： Sr. HW Application Engineer - RF 
职位描述： 
- Support local customer handset design with Qualcomm 
chipset from design phase to mass production - Work 
in cross-function team which include HW, SW and test 
engineers to handle and support our customer issues 
- Provide consistent support to customer on referenc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troubleshooting. - Provide QCT 
Chipset training to customers, include RF transceiver, 
RF calibration, RF layout etc. - Work with team to review 
customer's handset schematic/layout, and feature. - Work 
with sales and marketing team for pre- and post-sales 
support. - Domestic travel is required

招聘：Android / Linux integration engineer
职位描述：

Be part of the exciting development team in Shanghai 
to work on cutting edge Android Smartphone product 
development.  As an software integration engineer 
you need to apply your technical knowledge across 
vast domains.  This includes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troubleshoot and general support for kernel, framework up 
to 3rd party partner applications along with responsibilities 
to manage and sustain the internal software quality control 
and maintenance.  In addition, external software release, 
open source software control and customer software 
baseline management is also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position.

To achieve success, you must have strong debugging skills 
and a spirit of trouble shooting, wide domain knowledge 
across the whole mobile system.

职位要求：

• At least 2-3 years of handset software experience, Qualcomm 
platform experience is a plus
• Product commercialization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mobile 
phone architecture is a big plus
• Strong interest and background in Linux / Android software system 
along expert knowledge in GIT / Gerrit is necessary
• Strong interest and background Script programming for integration 
and test is preferred
• Must be a self motivated, creative and initiative individual with strong 
interest in trouble shooting and taking on new challenges
• Strong open source development and Android application 
background is a plus

职位地点： 上海

职位地点： 深圳 

职位要求：

- Good knowledge on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 including 
GSM,CDMA2000 or WCDMA is highly preferred - Strong knowledge 
of RF and analog circuits - Experience in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related areas: Mobile device hardware design, CDMA/WCDMA 
GSM telecom product support, handset performance testing on 
system level or field. - Familiar with usage of wireless testbox 
such as CMU200,Agilent 8960 or Anritsu 8820,spectrum analyzer, 
signal generator, Oscilloscope and CAD tools such as Allergo, 
OrCAD,PowerPCB etc. - Experience of Qualcomm chipset design is 
preferred. -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written and verbal)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 Minimum 3 yrs experience on mobile industry
 
Education Requirements
- BSEE , MSEE will be a plus.

招聘信息 /Information
欲知更多最新研发职位，请登录研发求职网 www.52RD.com 

职位地点：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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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高级射频工程师

招聘：Android  应用软件工程师

职位描述： 

andoird 手机 MMI 以及应用软件开发。 

上海华勤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招聘：硬件测试工程师
职位描述：

主板及整机的射频、基带、可靠性、结构、外场等测试工作

上海亮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应用开发软件工程师
职位描述：

充分理解需求文档内容；

参与系统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

职位地点： 上海

职位描述：

负责个人通信产品中射频系统的设计、布线、原型机生产、测

试、生产调试等工作；（有高通平台相关经验者优先） 

职位要求：

本科以上学历，电子通信专业；

具备系统的无线通信 / 电子工程专业基础知

识，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 

两年以上射频电路设计经验，熟悉射频系统及

单元电路原理； 

职位地点： 上海

职位要求：

重点本科以上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

职位要求：

通讯、电子及相关专业

职位要求：

具备良好的面向对象编程设计能力和规范的软

件文档能力； 

有基于 Android 平台应用开发， Android 框

架维护和扩展经验者优先； 

有 Windows Mobile 开发经验的优先； 

有 SWING 开发经验的优先

职位地点： 上海 

职位要求：

精通 java, 熟练 c/c++，对 Android 有强烈的兴趣，有超过一

年的 JAVA 经验 

熟悉 linux 系统，良好的英文水平，能快速阅读和理解英文技

术文档 

招聘信息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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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更多最新研发职位，请登录研发求职网 www.52RD.com 

精通 java 或 C/C++ 与数据结构与算法；

思维清晰，思维敏捷；

02 客户定制件、部件的测试工作

协助硬件部、结构部分析、解决测试中发现的问题和客户反馈

的问题

职位地点： 深圳

了解嵌入式硬件系统，熟悉手机硬件架构和工

作原理，熟悉手机硬件测试方法；熟悉射频电

路，熟练使用 CMU 等仪表，熟练分析电子线路

故障

编写设计、测试等过程文档；

和部门内其他工程师紧密协作，保证整体射频电路设计指标的

按期实现并满足可靠性 /一致性要求；

03

研发热门职位 <<R&D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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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赞美之词已经很多, 的确华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公司,但另一方面, 华为也有自身的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

下, 从一个跟跑者转变为领跑者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勤奋和努力固然不可抛弃, 但要做到一个行业引领者,砌砖和

微创新是很难满足需要的,如何能做到像apple那样的一个能有伟大的创新的公司, 如今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有短板, 

或许路应该还很长 . 

原文：任正非首谈接班人制度：相信华为惯性

TCL属于擅长长跑的企业，从粗放式走过，才懂得精根细作的重要性，海外服务的经验，带来了成功，也更积累了

信心。相信这样的企业。因为曾经苦过，才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反手一击！ 

原文：TCL手机宣布杀回国内 明年拟推50款智能手机

手机上11g就够用了，这就是RDA产品的风格，性能不是最佳，但性价比绝对是最好的。

原文：RDA推WiFi、蓝牙、FM三合一集成芯片

【hellolzg】

【52RD网友】

【52RD 网友】

HTC现在搞了几款新机型，都是要针对大陆市场的了，不过相对大陆的一些手机厂商，其产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

势了，一样的Android，质量上HTC做大陆的东西，都是cost down了又down的，也没有什么优势，体验和质量都

跟国内的千万智能机差不多，价格却降不到国内厂商那么给力，不看好。

原文：高不成，低不就 宏达电恐将 “邯郸学步”

【kevinginger】

这些是典型的市场竞争规律；本文中提到的xxxx，历史上也曾经经历过这种一款产品“大片模式”到多种产品组

合覆盖市场的策略转换，只不过产品线分得不那么细，产品数量不过分多。当然，主事的人可能不是乔帮主（已

经因为战略和业绩问题被赶走了），而是其它人罢了。

原文：“机海战术”VS“大片模式” 谁主沉浮?

【lujunmail】

nokia lumia 做工确实不错，不亚于iphone，只是目前的大众对iphone建立起来的期望打败了，产品之间的真实对比，

nokia如何走出迷局，拭目以待 

原文：四核Tegra 3火拼双核A5处理器：性能略强

这个问题其实取决于该产品所处的产业阶段： * 如果是在产业的早期，创新将占主导地位。此时领先者集中力量

做一款产品，用户就会很满足，因为后者基本上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 在产业进入升上甚至成熟阶段，技术发展

程度将超过用户需求，产业进入门槛降低（看看现在的PC产业），竞争性技术和产品大量出现，用户的选择将会

大大增加，由于用户本身差异很大（看看大家彼此是多么的不同就知道了），市场将会走向细分，出于差异化竞

争的需要，定位于各个细分市场的机海战术就会出现（这本身就是市场成熟的一种征兆）。

原文:“机海战术”VS“大片模式” 谁主沉浮 ?                

【lujunmail】

精彩评论/ COMMENTS

【52RD 网友】

【52RD 网友】

 等级：超级版主

 帖子：127

【52RD 网友】

 等级：研发工程师

 帖子：50

 经验：250

【hellolzg】

 等级：研发工程师

 帖子：94

 经验：435

【52RD 网友】

 等级：助理工程师

 帖子：47

【kevinginger】

 等级：助理工程师

 帖子：83

 经验：380

【lujunmail】

 等级：助理工程师

 帖子：21

 经验：153

【lujunmail】

 等级：助理工程师

 帖子：21

 经验：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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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线比较集中，缺自有技术产权的RF PA，WIFI，BT，这个是对展讯设计要做低BOM的难点。 也就是说，你必

须要找其他家的这些器件搭配做进SPRD的参考设计中，但这些东西用其他家，就必须对下游客户再剪一次羊毛。 

09-10年，收购的quarom发力，这个是对平台具有决定性帮助的一次策略性收购动作（虽然当初花费了高昂的成本，

几乎断裂了资本链） PA+WIFI/BT这几样家起来，用其他家产品与自我设计，对于一个平台的成本差异可以有3毛

美金的costdown余地。对于low-end级的单芯片设计，对于PCBA成本做到5美金的地板级跑量平台，尤其有迫切性。 

原文：展讯通信将回购5000万美元ADS

SPRD的产品线拉得太长，GSM,TD,WCDMA加上未来的LTE，每个制式下面又有N多产品，不把RD拖死也会把AE拖死。

未来智能机上市，SPRD会更加狼狈。相比于竞争对手，SPRD在智能机的布局太晚了，明年恐怕是展讯最艰难的一年。

原文：展讯通信将回购5000万美元ADS

智能手机与PC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产品形态更完整，操作系统和个性化应用已经集成到具体的产品中，而苹果的

执着正在于此，看看Imac电脑就知道了；当年大放异彩的微软模式（只做软件部分）在智能手机时代成为产品终

端整合时的软肋。

原文：微软或将收购诺基亚四大理由：制度性强制力

【52RD 网友】

\MTK的策略很简单，重点在W智能机，TD陪太子读书，GSM放羊。之前在功能机市场被SPRD打得落花流水，恰恰

给了MTK扔掉包袱放手一搏的勇气。 最近SPRD出了太多的过渡性产品，既不能冲量，又耗费大量资源（包括客

户资源）。

原文：五大科技巨头或收购惠普webOS:谷歌微软在列

精彩评论/ COMMENTS

【aauasnake】

【post_design】

【post_design】

【52RD网友】
智能手机与PC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产品形态更完整，操作系统和个性化应用已经集成到具体的产品中，而苹果的

执着正在于此，看看Imac电脑就知道了；当年大放异彩的微软模式（只做软件部分）在智能手机时代成为产品终

端整合时的软肋。

原文：微软或将收购诺基亚四大理由：制度性强制力

【52RD 网友】
绿色谈何容易，现在的企业，无论是手机制造商也好，游戏开发商也好，都还停留在以前SP时代暗扣发大财的思

维，以透支企业和行业的信誉度为代价赚取短期的利益，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SP的衰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有的放矢才能基业长青，不局限于眼前的利益，真正用心做产品做服务的企业才能走得更远。米游和掌阅能发出

这样的号召，确属难能可贵，毕竟这个绿色软件的号召是会触及到很多做惯灰色软件的公司的利益，但长远来看

这才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唯一路径。成功没有捷径，希望这两家公司安好吧。  

原文：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首发“绿色宣言” 抵制恶意软件

【52RD 网友】

 等级：研发工程师

 帖子：94

 经验：250

【52RD 网友】

 等级：超级版主

 帖子：90

 经验：350

【52RD 网友】

 等级：超级版主

 帖子：83

【aauasnake】

 等级：超级版主

 帖子：83

 经验：301

【post_design】

 等级：实习生

 帖子：3

 经验：21

【post_design】

 等级：实习生

 帖子：3

 经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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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评论/ COMMENTS

【EMILY1】
高端人才在华为的成活率低，会延缓华为的扩张步伐。“来自这些巨头公司的人都在业界做了一二十年，在华为

与客户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战略合作关系，对方会更希望看到与其匹配的人出现。” 

非常精辟的评论！如果没有相匹配的高素质人才驻留，华为的长久扩张肯定会是个问题。。。 

原文：华为：摆脱价格枷锁 应对“非洲炮火”

【zjhzjh】
苹果的下滑是可以预期的，粉丝的热情会随着审美疲劳而逐渐消退，如果有另一个能令人兴奋的产品跳出来，就

是苹果粉转向的拐点，毕竟专一的捧场和专一的感情一样难以持久。

原文：库克可能搞砸苹果的十种方式：推iPhone 4S II

【post_design】
MTK的策略很简单，重点在W智能机，TD陪太子读书，GSM放羊。之前在功能机市场被SPRD打得落花流水，恰恰

给了MTK扔掉包袱放手一搏的勇气。 最近SPRD出了太多的过渡性产品，既不能冲量，又耗费大量资源（包括客

户资源）。 

原文：展讯新平台将量产 联发科TD市场遭挑战

【zjhzjh】
小米把机器定位在发烧的水平上，可本身缺乏品牌的号召力，只能把价钱订低到 2000 以下，希望以宣传弥

补品牌的短板。发烧的意思已经注定了它是高端、小众的东西，玩儿这个的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一个技术

发烧的含义在里面。小米手机偏重在性价比上，已经是和发烧道路不太一致了，说白了就是定位不准确，有

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这个和产品好坏是两回事。从几个月宣传的结果看，品牌的名气是做出去了，但是

品牌给人的印象也不是那种发烧味道，炒作几乎完全盖过了技术的风范，终归还是跑偏了。

原文：小米三大危机：成本过高 资金断裂一触即发

【52RD 网友】

【52RD 网友】
智能手机与PC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产品形态更完整，操作系统和个性化应用已经集成到具体的产品中，而苹果的

执着正在于此，看看Imac电脑就知道了；当年大放异彩的微软模式（只做软件部分）在智能手机时代成为产品终

端整合时的软肋。

原文：微软或将收购诺基亚四大理由：制度性强制力

【EMILY1】
 等级：实习生

 帖子：10

 经验：324

【post_design】
 等级：实习生

 帖子：3

 经验：21

【zjhzjh】
 等级：实习生

 帖子：17

 经验：117

【52RD 网友】

 等级：超级版主

 帖子：127

 经验：405 

【52RD 网友】

 等级：助理工程师

 帖子：47

 经验：95 

 RD 币：24.7

行业的竞争是必然的，做生意就是在赌博，胜败机率一半一半，主要在于创业者的思路和目标，在手机行业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字（稳），想要稳那就要懂得行业规律。业绩是跑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原文：深圳老板血泪发帖自述：山寨手机行业年关难过

【zjhzjh】
 等级：实习生

 帖子：17

 经验：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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