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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
海
，
手
机
行
业
主
要
分
布
在
张
江
和
漕
河
泾
两
个
区
域
。

 
 
 
在
张
江
，
云
集
了
众
多
芯
片
公
司
，
如

MTK(
联
发
科

)、
展
讯
、
Marvell（

美
满
）
、
MStar（

晨
星
）
、
Freescale(

飞
思
卡
尔

)，
高

通
也

将
于

明
年

搬
至

张
江
，

除
了

芯
片

公
司
，

张
江

也
集

合
了

众
多

终
端

设
计

公
司
，

既
有

品
牌

公
司

中
兴
、

联
想
、
TCL&Alcatel,

也
有

方
案
设
计
公
司
华
勤
、
德
晨
等
；
手
机
业
的
佼
佼
者

HTC
也
于
今
年
落
户
在
张
江
。

 
 
 
 
漕
河
泾
则
分
布
着
大
大
小
小
上
百
家
方
案
设
计
公
司
，
其
中
既
有
龙
旗
、
优
思
等
比
较
有
名
的
方
案
设
计
公
司
，
 
 
也
有
名
不
见
经
传
的
新

兴
小

公
司
。

希
姆

通
的

大
本

营
也

曾
经

在
漕

河
泾
。

很
多

曾
在

龙
旗
、

希
姆

通
工

作
的

人
出

来
后

组
建

团
队

创
业
，

成
立

了
很

多
极

具
活

力
的

手
机
方
案
设
计
公
司
。

   
 
 
 
 
在
张
江
和
漕
河
泾
，
每
天
都
有
无
数
个
手
机
产
品
在
设
计
、
研
发
。
数
以
万
计
的
手
机
行
业
从
业
者
在
这
里
用
他
们
的
辛
勤
和
汗
水
创
造

着
一
个
又
一
个
的
新
产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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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流传这样一段话：“2004年，

满大街人拿的都是 8250；2005 年，满

大街人拿的都是 V3；2007 年，满大街

人拿的都是 5300；2008 年，满大街人

拿的都是 N78；2009 年，满大街人拿的

都是 5800；2010 年，满大街人拿的都

是 Android；2011 年，满大街人拿的都

是 iPhone 4。”一段看似调侃的话语，

却道出了手机行业的发展史。90年代末，

寻呼机时代终结，“大哥大”这种新型

的通讯工具面世，既能够随身携带，又

可以随时和别人通话，“大哥大”的出

现为人们的生活展开了全新的篇章。但

笨重的“大哥大”很快就被淘汰了，轻

巧便携的手机进入大众视野。在当时，

能够拥有一部手机可以算是一件奢侈的

事情。那时的手机外形单一，功能简单。

直板、折叠的造型代表着手机外观的主

流，诺基亚 5110、爱立信 T28、诺基亚

3210 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

随着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00 年代

初期，手机逐渐被大众所拥有：“旧时

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手机不再是

有钱人才能买得起的奢侈品。那时，国产品牌

手机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科健、熊猫、南方

高科、大显、厦华、波导等国产品牌被人们熟

知，手机的外观造型也从直板 /折叠进化成翻

盖，双屏翻盖手机成为了大家购买手机时的首

选，摩托罗拉 V3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双屏翻盖

手机中的经典。随后，手机悄然进入彩屏时代，

过去的蓝屏机、黄屏机渐渐被淘汰，彩屏手机

俨然已是手机市场的新掌门。

时间推移，00 年代的中期，手机的革命

开始爆发，手机的功能开始变得丰富多样，拍

照功能、好玩的游戏，手机 QQ，炫酷的铃声

等都被年轻人追崇；手机屏幕也越来越大，分

辨率越来越高，厚度越来越薄……紧接着 00

年代后期，直板手机又重新站上了手机市场的

舞台，卷土重来的直板手机抛弃过去笨重的外

观和单一的功能，华丽蜕变成时尚轻薄的代名

词。此时，诺基亚、三星、HTC、苹果等成为

高端手机的主角；那些老的国产品牌已渐渐被

人们淡忘，诸如酷派、朵唯、OPPO 等新的一

批国产品牌脱颖而出。手机也开始朝着多样化

发展，市场逐渐细化，三防机、女性手机、儿

童手机、老人机各种功能的手机层出不穷。

现在，手机已经进入智能时代；处理器速

度不断攀升，双核手机已不再新鲜，甚至四核

手机也揭开了面纱，来到大众面前。屏幕的尺

寸不断刷新，厚度却越来越薄，目前全球最

薄的手机华为 Ascend P1 S 最薄处厚度仅为

6.68 毫米，手机鼻祖“大哥大”的厚度是这

个数值的十倍不止。

科技进步的车轮将继续前行，通信技术的

发展日新月异，未来手机的模样我们无法断言，

但想象的翅膀会引领科技的进步。未来，也许

会有透明手机、变形手机、变色手机甚至更多

我们叫不上名字的新型手机出现；让我们共同

期待，手机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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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0；2005 年，满大街人拿的都是 V3；2007 年，满大街

人拿的都是5300；2008年，满大街人拿的都是N78；2009年，

满大街人拿的都是 5800；2010 年，满大街人拿的都是

Android；2011年，满大街人拿的都是iPh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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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智能机三年内见胜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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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夏新总裁刘志军谈智能手机 :国产品牌成长最快 

28  小米式饥饿营销 雷军成本控制之道  

移动软件开发
31  2012，米游网络携手 52C/6620/32B 平台来了！

32  国内手机操作系统调查：被指落后国外 10 年

35  盛大进军手机行业 发布手机操作系统乐众 ROM

产品新知
36  Innovasic 半导体的片上系统解决方案可以高速集

  

    Linear 推出双输出、多相降压型 DC/DC 控制器

    Linear 推出新型稳压器 LTC3600

37  TI 推出 MSP430F673x/F672x 系列超低功耗 16 位微控

    富士通推出基于 0.18 μm 技术的全新 5V I2C 接口

38  富士通推出 32 位 RISC 微控制器 FM3 系列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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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MWC移动通讯大会-精·新96小时

成 Profinet

LTC3861

制器

FRAM

低价智能手机时代，正式来临

引言：低价化，引爆智能手机史上最大变革；品牌厂，面临洗牌竞争；

供应链，牺牲毛利求赚钱，就连台湾首富王雪红的身价多寡，都得看

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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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兴在从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围猎的过程中，进攻欧洲成为其整

体战略中最关键的战役。业内相关机构预测：中兴通讯 2011 年欧美市场

的营收同比增加 60%~70%，中兴以高于行业平均增长两倍以上的速度成

为在欧洲市场增长最快的公司 ......

陀螺仪的选择：其机械性能是最重要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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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IT 公司的发展应该以年青人的思想为主导

61|精彩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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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小怡 I：
当一切产品都朝着快时尚方向发展，更新速度变快，流行周期变短，比如手机。这时候说转型有些

牵强，可以在转的时候拉大力度和长度，如网速提升几倍(垄断除外)，可暂时提高竞争者进入门槛，

这时候就不光是简单升级了，创新和想象空间都很大。

微博聚焦 /Focus

@ 刘雨龙 -john：
2012华为肯定大跃进，关键量再多不盈利或只会价格战没远景。应学苹果三星一边超30%毛利一边

高速扩张。产品创新很重要，渠道建设更重要，华为变成著名消费品牌的路很长远.

@ 摩卡 ROGER：
 2G急转可能性不大，用股票的术语”震荡下行“。第一个阳春在三月。RDA低端份额还将扩大，不

过展讯/MTK各有高端发展，相煎太急的局面不会多。低端功能机平台影响力会弱化，竞争还是交给

整机商。

@2010 果果的爸爸：
参加完2月份的九州展，几种感受交织：安卓平台日趋普及，但与车机融合尚缺火候；声控是未来

大势所趋，产品体验需要快速提升；多屏互动崭露头角，如何应用还需继续探索。另外，在智能手

机和GPS Pad的双重夹击下，PND未来发展堪忧。

@ 金奇 _ZYT：
国内市场正从2G到 3G或智能机转变，2G下降是趋势，对中国手机商来说，海外市场巨大，东方不

亮西方亮，推动海外市场争夺，必有斩获，算上国内+海外，此消彼长，2G总体下降不会太快，但

除有量外，利润是没指望了。

@ 石康：
未来几年微软、谷歌及苹果这三巨头分头从上中下游整合及开辟的新电视市场不仅将击败传统电视

业，还将再次改变世界，这一次对准是数量更多的大众，电视信息将由垂直变成扁平，方式由单方

供给变成交互式。这件事三巨头已干了很久，快到出结果的时候了。

@ 雷军：
【把手机当电脑来卖】小米手机为什么卖的好?我一句话把超预期销售的原因说明白。今天是个

把手机当电脑卖的日子。在小米手机之前，人们有如此了解过一部手机的配置吗?CPU有多快？

硬盘有多大？没有！但是小米手机一上来就把所有指标说清楚了，一下子把价格定在了割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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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小书生：
诺基亚曾是一个王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诺基亚成为手机行业的领军者，在1999年成

为全欧洲市值最高的公司，2007年以净利润72亿欧元的成绩称霸手机市场。但从07年 iPhone

发布之后，这位芬兰王者就开始走下坡路。“诺基亚在芬兰几乎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它一直无

视外界的看法，充耳不闻。”

@ 艾媒咨询：
【2012 中国智能机市场预测 : 本土品牌优势扩大】在三大运营商的力推下，国产智能手机
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春天”。艾媒咨询最新公布的智能手机监测报告显示，2011Q4 中国
1500 元以下的智能手机品牌单品数量上国产手机占三分之一的份额，其中华为、中兴和
HTC 分别占 17.1%、13.0%、6.5%。

@ 余承东：
研发人手不足！昨夜在为需要近150人的一个全球大运营商大项目缺人手是否放弃而纠结，
本不应该放弃那个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手机项目，但还有下一代全球通用版本重大产品平台
要启动开发。期待全球更多优秀手机研发、品牌与渠道骨干们早日放弃正在沉没的豪华邮
轮，投奔充满活力有灿烂未来的华为终端公司。

@ 余智 Jason:
在中国的手机行业，你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不管你在哪一个手机公司工作，身边总
有一大堆同事曾经在摩托罗拉工作过。所以说，摩托罗拉是中国手机行业的黄埔军校一点
都不为过。

@ 鄭峻 :
国产品牌在千元智能手机的盛世危机：第一波智能手机浪潮国产品牌暂时领先，是在进口
品牌缺席千元智能机前体下。第二波智能手机浪潮会在 599-699 价格段和 1000-1500 元价
格段展开，国产品牌机型、品牌高度集中、利润微薄、运营商依赖严重，凸现盛世危机。
国产智能手机出口在二季度会迎来高潮。

@ 刘雨龙 -john：
国产品牌在千元智能手机的盛世危机：第一波智能手机浪潮国产品牌暂时领先，是在进口
品牌缺席千元智能机前体下。第二波智能手机浪潮会在 599-699 价格段和 1000-1500 元价
格段展开，国产品牌机型、品牌高度集中、利润微薄、运营商依赖严重，凸现盛世危机。
国产智能手机出口在二季度会迎来高潮。

@ 罗忠生的微博：
CES上几个概念，intel 的ultrabook，不过我实在没有看出来超级本与一般笔记本的区别，
包括应用承载和产品的技术特点。moto 展台上用 tablet 来控制运动器材，将 tablet 的应
用细分化，还有音乐的应用展台等。微软 win8 的介绍人满为患，看来大家还是比较关注
win8 的，对 win8 的期待很高。

微博聚焦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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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

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智能机三年内见胜败

腾讯科技讯 北京时间 2 月 27 日凌晨，华为终端有

限公司董事长余承东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发布其首款四核

智能手机 Ascend D quad，搭载安卓 4.0 操作系统，拥

有 1.5GHz 主频，4.5 寸显示屏。这比目前市场上主流的

智能手机配置都高出一截。华为宣称，这是全球最快的

智能手机。它也被华为给予厚望，成为其 2012 年在全球

手机市场角逐的尖刀兵。

在这场全球媒体汇聚的发布会上，余承东全程用略

带中国口音的英文介绍了产品性能。他在演讲中提得最

多的一句话是“I’m very very pround of”（我非常

非常骄傲）。这是他对 Ascend D quad 的心理定义。

他毫不避讳与苹果 iPhone 或三星智能手机的对比。

在现场演示的 PPT 中，就有华为与其他在耗电量、系统

性能等各方面的数据对比。余承东在接受腾讯科技专访

时也表示，我们的四核手机各项指标都是最优的，我们

至少可以领先全球一年，上网体验也比 iPhone 更好。

似乎所有的优秀智能手机厂商都会与苹果来对

比。联想在发布乐 Phone 时，就宣传苹果并非不可战

胜，而雷军在小米手机的首次亮相会上，也毫不掩饰

地模仿乔布斯在发布会上的言辞仪表。余承东虽然没

有明言，但对外的 PPT 中，很明显地看到了 Ascend 

D quad 与 iPhone 的对比。显然，他们认为 Ascend D 

quad 性能与体验比 iPhone 更好。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找骂的举动。因为苹果在全球

用户中拥有神一样的地位。同样一件事情，苹果来干

是天才之举，而其他厂商来做，就会被认为是垃圾。

雷军也曾因为学习乔布斯式的发布模式，而被网民戏

称为雷布斯。所以，华为要挑战这些对手，似乎并不

容易。

但余承东就是自信认为 Ascend D quad 上网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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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iPhone 好。他说，我们的屏幕是 4.5 寸，宽度我

们做到 64mm，这是最符合中国人手握的宽度，再宽

就不方便，但更小屏幕，用户也不会喜欢，“在这

样的大屏幕下，浏览网页根本不需要缩放，就可以

看得非常清楚。而 iPhone，你显然需要用手机拉伸

放大”。

在与腾讯科技的对话中，余承东十分坦诚，能够

直言华为手机的优势与不足，也毫不避讳与小米手

机的对比，甚至对于智能手机行业的判断，也是果

敢而残忍。

下面看看腾讯科技与他的对话：

提问：小米手机用的是双核处理器，华为为什么

不用他们一样的产品？四核有什么区别吗？

余承东：小米手机我们研究过，它的双核处理器

功耗太大，给外界的硬件指标都是最高指标，实际

用户在用的时候，都会降速处理，否则耗电厉害，

承受不了。所以我们没敢用。我们最后选择用我们

自己的四核处理器。这里面，最大的挑战依然是功耗，

这是致命问题，我们团队非常努力地把这个问题搞

定，你可以去用一用。有人会说，四核有什么了不

起吗？对用户有什么体验差别？我想说，四核的手

机会比你的电脑还快，而且可以在手机上带 3D游戏，

整体游戏性能会更加，分辨率更好。只要用户稍微

对比就可以发现。

提问：那这样成本岂不是就高一些？

余承东：是会高一些。但我们的策略就是要做世

界上第一牛的产品，这样可以节省市场营销费用。

大家都会报道世界第一牛的产品，但是没有人会报

道第二流的。我们宁可少赚钱，也要做出第一牛的

产品。

提问：手机市场变化这么快，那你能领先多久？

余承东：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年内领先。

提问：那明年怎么办？

余承东：明年我们会有更新更牛的产品。放心。

但现在还不能讲。

提问：卖多少钱合适？ 2999 元？

余承东：还没有具体定，所以不能讲。但是一定会

比同级别产品价格低。这个请大家放心。我们宁可少赚。

提问：那赚少了岂不是很难活下来。你觉得多少的

利润率能够活下来？

余承东：我个人觉得智能手机必须保证 10% 的基本

利润率，否则就会死掉。现在我们的利润率还低得可怜，

才个位数，未来做大了，需要提高。产品出货量不同量级，

成本也会有大的差别。我认为全球的智能手机市场都是

这样。现在苹果如日中天，切掉大量市场份额，未来的

竞争也会是更加激烈的竞争，三年内必定见分晓，最后

只会剩下几家大的，不会像以前山寨手机的百家争鸣。

提问：那华为手机的目标是多少？哪些市场最重要？

余承东：今年的目标是全球 6000 万台的出货量，其

中中国市场占据 30%-40% 的量。中国、欧洲、美洲和日

常是最重要的市场，这是优先的地区。

提问：这么大的量，在中国要这么卖出去？考虑过

社会化渠道和电商渠道吗？

余承东；包括社会化渠道，我们都会做。社会化渠

道我们正在建设，和电子商务网站也有合作，同时也准

备通过电子渠道卖，就是大家说的电子商务。目前我们

的社会化渠道还比较弱，这是因为我们华为 to B 很强，

但在运作渠道上水平比较低，经验匮乏。我们正在改进。

提问：硬件很重要，但软件也很重要。原生系统的

4.0，怎么和 MIUI 等改良版操作系统竞争？毕竟别人的

体验可能更好。

余承东：这个你放心，6 月我们会对 4.0 安卓系统

做大的改进，全部自己开发，集合华为云服务，也会接

入一些第三方应用。总之我们的目标是更好的体验。名

字就叫 emotion UI。

提问：那会不会推 Windows Phone ？

余承东：我们一定会做，今年晚些时候就会推出从

来。但我们不做 Windows Phone，而是做 Windows 8 的

Phone。（来源：《 腾讯科技》发自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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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四核旗舰 领衔 HTCOne 系列 3款新机发布

2012 年移动世界大会 (MWC2012) 开始前一天，HTC 举行

新品发布会，正式宣布推出全新 HTC One 系列三款智能手机，

HTC One X、HTC One S 和 HTC One V。 

HTC One 系列三款手机都采用了最新的 Android 4.0 

(ICS) 操作系统，以及全新 HTC Sense 4。HTC Sense 4 全面提

升了拍摄与影像功能，并且把 Beats 的高品质音效整合于任何

音乐上，提升了音质并让移动设备上听音乐的操作更人性化、

更简单。

在全新的三款产品中，HTC One X 是旗舰机型，它采用

1.5GHz 主频的 Tegra 3 四核处理器，拥有 4.7 英寸 720p HD 高

画质屏幕，采用康宁 Gorilla Glass 强化玻璃提供最佳保护。

一体成形的超薄机身设计、聚碳酸酯的材质，让 HTC One X 时

尚而坚固。

HTC One S 搭载高通 Snapdragon S4 双核处理器，拥有

4.3 英寸 QHD 分辨率的屏幕，并同样采用康宁 Gorilla Glass

强化玻璃。此外，HTC One S 是目前 HTC 产品系列中最纤薄的

智能手机，厚度仅为 7.9 毫米，搭配整体金属材质，集创新与

时尚于一身。

HTC One S

HTC One V 承袭了屡获殊荣的 HTC Legend 的经典设计。

配置方面它采用了 1GHz 单核处理器，拥有一块 3.7 英寸康宁

防刮液晶屏，内存组合为 512MB RAM 以及 4GB 机身存储空间。

HTC 宣布，HTC One 系列智能手机将从 4 月起陆续于全

球各地登场，将通过超过 140 家运营商与经销商隆重上市。

全球最快 华为 Ascend D quad 四核手机登场

在 2012 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WC) 上，华为推

出令世界震撼的智能手机新品华为 Ascend D quad。这款智

能手机拥有着一系列世界之最：搭载由华为自主设计、世界

速度最快、体积最小、发热最低的四核移动设备处理器；是

当前世界最窄、最紧凑设计的 4.5 寸屏智能手机；同样电池

容量却能延长 30% 使用时间的最省电智能手机之一；语音通

话最清晰的智能手机。

Ascend D quad 家族共有 2 款机型，分别是 Ascend D 

quad 和 Ascend D quad XL，它们均采用华为自主设计的 K3V2

四核处理器，主频高达

1.2GHz/1.5GHz。K3V2 四核

处理器规格为 12*12mm，是

目前业界体积最小的四核

处理器。同时，K3V2 四核

处理器内置业界最强的嵌入式 GPU，并采用手机芯片中最高

端的 64bit 带宽 DDR 内存设计来充分释放四核的性能。无论

是运算速度还是 3D 图形处理，华为 Ascend D quad 都明显领

先于目前其它的四核处理器。 在华为 Ascend D quad 运行超

大型3D游戏，其运行速度和操作流畅度甚至可以和PC媲美。

据悉，华为 Ascend D quad 和 Ascend D quad XL 均将于今

年 2 二季度在全球陆续上市，上市区域将包括中国、欧洲、亚太、

澳洲、北美、南美和中东等。

诺基亚发布 4100 万像素手机 808 等新品

诺基亚在 MWC 移动世界大会上发布了 4100 万像素的塞班拍

照手机 808 PureView、第四款 Windows Phone Lumia 610、三款非

智能手机以及一系列新的服务。

诺基亚首先发布了三款非智能手机 Asha 202( 双卡手机 )、

203、302 以及新版生活服务诺基亚 Life( 生活通 )，诺基亚称生

活通已经拥有超过 5000 万用户。Asha 202、203 的定价是 60 欧

元，将很快上市。诺基

亚 302 是一款全键盘的

非智能手机，但却支持

HSDPA 高速网络、1GHz

处理器和 Wi-Fi，并且

支持微软的 Exchange，售价是 95 欧元。

Lumia 610 采用 800MHz 高通 Snapdragon S1 处理器、内

置 256MB 内存和 8GB 存储空间。它采用 3.7 英寸电容屏，诺基亚

Lumia 610 上市价预计为 189 欧元 (1600 人民币，税前和运营商补

贴前 )，届时会有墨黑、品红、湖蓝、纯白四种颜色，同时诺基亚

宣布全系列 Lumia 手机也都将新增纯白色选择。

诺基亚此次的最大亮点机型——4100 万像素 (7728×5368)

手机 808 PureView，像素几乎超过了目前所有的数码相机，该机

的系统是诺基亚贝拉 Feature Pack 1。它还支持高品质录音和

1080P 摄像。该机采用 1.3GHz 的 CPU, 16 GB 存储空间，售价 45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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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安卓 +炫屏 8.8 毫米超薄 LG L7 亮相

在 本 届 MWC 展 会 上，LG 展 出 了 一 款 名 为“LG L7” 的

Android智能手机，该机搭载有最新的Android OS V4.0智能系统，

并且还配以超薄的机身设计和绚丽的高清大屏。

LG L7 采用了直板全触控造型设计，整机线条刚劲有力，充

满霸气之感，机身厚度仅有 8.8 毫米，底部安置了一颗物理按键和

两颗触控按键，整机手感舒适。

LG L7 搭载了最新的 Android OS V4.0，并进行了一定的改

动，界面看起来更加的清新。L7装备了一块 4.3英寸的触控屏幕，

还采用了一种名为“floating mass”的屏幕技术，使得整体画面

显得非常清晰、锐利、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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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东芝 7.7 寸四核 Tegra3 新平板电脑亮相 MWC

在 MWC 展上，东芝 AT270 7.7 平板电脑亮相 NVIDIA 展

台，它是全球第二款 7.7 寸的平板电脑，并且搭载了 NV 的四

核 Tegra3 处理器。

尽管规格方面

并没有具体透露，但

通过直接的观看以及

手动试玩，可以确定

东芝 AT270 7.7 是一

部配备 Super AMOLED

材质屏幕、搭载四核

Tegra3 移动处理器、以及谷歌最新 Android4.0 系统的平板

电脑，同时金属背盖与超薄机身和 " 灵巧 " 的 7.7 寸机身，

令人眼前一亮。

三星芒果新机 Omnia W 现身 MWC

诺基亚刚刚在 MWC2012 世界大会上一口气连续发布了

6 款新机后没几个小时，同为竞争对手的三星也不甘寂寞，

传言许久的三星 Omnia W I8350 也在 WMC 上现身。

三星 Omnia W 采用了常见的直板触控设计，正面拥有

一块 3.7 英寸的 Super AMOLED 电容式触摸屏，分辨率为主流

的 480×800 像素，机身背后采用一块 500 万像素的摄像头，

支持 720P 高清录像，而在机身正面左上方还有一 枚 30 万像

素前置摄像头。

其它配置方面，三星 Omnia W 搭载了 Windows Phone 

7.5 操作系统，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在该系统下应用程序达

到上万个，可玩性非常高，同时它还配备有一颗单核处理器，

主频高达 1.4GHz，8GB 机身内 存，支持 WiFi，3G，Edge，

GPRS 网络，通话时间可达 6小时，配置非常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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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加紧移动布局：全系列芯片出击全球市场

英特尔 CEO 欧德宁 (Paul Otellini) 在 MWC 上公布了

英特尔在移动领域的最新布局：与欧洲、印度以及中国多家

厂商达成合作推出新智能手机；同时发布全系列移动芯片，

全面出击高中低端市场。

欧德宁宣布，英特尔将与欧洲 Orange、印度 Lava 以

及中国中兴通讯合作推出新款智能手机。其中，英特尔将与

Orange合作推出基于英特尔凌动Z2460芯片的新款智能手机，

今年夏末在英法两国上市；与 Lava 推出基于英特尔智能手机

设计的 XOLO X900，今年第二季度初发售。

欧德宁还发布了英特尔在移动芯片的研发进展：今年

1 月发布的 Z2460 处理器将支持最高 2GHz 的频率；最新发布

的凌动 Z2580 处理器，性能是此前发布的 Z2460 芯片的两倍，将

于今年下半年推出工程样品，明年上半年发布终端产品。

此外，英特尔还针对新兴市场推出了具有高性价比的 Z2000

平台，包括一个 1.0GHz 凌动 CPU，支持 2G/3G 双 SIM 卡。英特尔

计划今年年中推出 Z2000 样品，明年年初推出相应终端产品。

欧德宁还表示，除了目前的 32 纳米芯片产品，英特尔将于

2013 年出货 22 纳米芯片，而 14 纳米芯片技术正在开发中。

移动互联网时代全面到来，发力较晚的英特尔正在加紧布

局，试图缩小与 Arm 架构芯片竞争对手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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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薄更强悍 中兴发布四核智能手机 Era

中兴通讯在巴塞罗那举办的 MWC（移动通信世界大会）上

发布了超薄四核智能手机——Era，这款手机采用最新的 Android 

4.0 操作系统，匹配 NVIDIA®Tegra®3 四核 1.5Ghz 的处理器加上

超宽屏幕、超薄机身和超炫造型 , 将为消费者带来极致的移动互

联体验。

Era 作为中兴通讯在 MWC 上发布的旗舰机型，在性能、高

清多媒体技术和设计上都体现出了无与伦比的优势。Era 拥有 4.3 

英寸 QHD 多点触控屏幕，分辨率高达 960 x 540 像素，并将高

清娱乐体验融汇在 7.8 毫米的纤薄机身上 , 搭载新一代英伟达

NVIDIA®Tegra®3 四核 1.5Ghz 处理器和 NVIDIA Icera 450 HSPA+

调制解调器，极致的运行速度让用户在收看高清视频、浏览图片、

下载文件、看新闻、玩游戏变得轻松自如，配以最新 Android 

4.0 系统平台，即使同时运行多个程序，相互之间也不受影响，

并可自由切换应用程序，而不必担心丢失数据，配合优质的杜比

音效，将为用户带来超乎想象的移动互联体验，这也使 Era 成为

中兴当前性能最强劲的安卓智能手机。

E r a 采 用 的

NVIDIA®Tegra®3 处 理 器

采用独特的 4-PLUS-1 ™四

核架构，以及第五省电核

心，在进行后台音乐播放

或待机等低效能处理时，

其他四个核心关闭，能够

有效的为用户延长电池

使用时间，更好的解决了

智能手机在续航能力上

的劣势。

除了这款超薄四核

智能手机——Era，本次

MWC 展上中兴通讯还发布

包括手机、平板在内的多

核、LTE、Android 4.0、Windows Phone 的全系列智能新品，志

在 2015 年前跻身手机行业三大供应商之列，这批创新性的智能

产品将是中兴实现宏伟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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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Windows 8 消费者预览版发布 “开始”按钮消失

西班牙巴塞罗那时间 2 月 29 日下午 15:00( 北京时间 2

月 29 日晚间 22:00)，微软在 2012 移动世界大会 (MWC) 上宣布

了 Windows 8 消费者预览版，同时提供了该版本的官方网络下

载。

作为微软首款支持 ARM 处理器的操作系统，Windows 8

将可以被应用在平板电脑、桌面电脑和笔记本等多种设备中。

采用 Windows 8 系统的平板电脑预计将成为 iPad 的重要竞争

对手。

在 ARM 平台和英特尔平台中，Windows 8 都提供了全新

的界面，采用了类似 Windows Phone 系统中的“Metro”元素。

Metro 界面引入了“卡片”的概念，这些卡片可以在屏幕上自

由移动，而点击卡片则可以启动应用。

此外，这一版本的 Windows 8 中集成了 Windows Store

应用商店服务。通过该服务，用户可以下载应用，并使用云存

储功能，从而在包括手机在内的多种设备之间同步内容。

Windows 8 消费者预览版还集成了电子邮件、日程表和

消息应用，不过并未捆绑 Office。

Windows 8 消费者预览版在细节上有以下变化：1、

Charm Bar 增加新图标，支持自定义颜色；2、取消了任务栏右

侧“显示桌面”按钮，但是其功能保留 ( 鼠标移到最右侧悬停

显示桌面 )； 3、全新的安装文件图标及安装过程图片。

Windows 8的主要变化和改进包括使用Windows Live ID

登录系统、“开始”按钮消失、个性化的动态 Metro 界面以及

手势操作。其它改进和增强包括服务器文件系统，快速开关机，

强化内核安全，云服务，以及更低的资源占用等等。

3G/ 双卡 /透明屏 MWC 大展金立发布 3款新机

MWC 2012 大展当中，涌现出了包括酷派，华为，中兴，

以及金立在内的不少国产手机厂商。它们争相在这个大舞台上

亮相新品。金立在自主展台之中发布了 3 款全新机型：双卡语

音王 A326、透明屏 WBG3006 以及大众智能机 WBW6503。

金立 A326 是先前机型 A320 的升级版本，采用透明翻盖

造型，配有一块 QVGA 级别的 2.8 英寸触摸屏，支持双卡双待

功能。A326 内置当中拥有蓝牙，JAVA 等常用应用，同时配备

了一块高达 2000 毫安时的锂电池，在待机续航方面应该会有

着更好的表现。
金立 WBG3006 采用了常见的直

板造型设计，正面是一块 2.4 英寸大

小的透明屏幕。该机支持 2G 网络并

可实现双卡双待应用，设有一枚 30

万像素摄像头，并且支持蓝牙以及

JAVA 等常用功能。

金立 WBW6503 黑色的机身下方

设有一个按键。该机正面为一块 3.5 英寸的触摸屏，分辨率为

HVGA 级别的 320x480 像素。内置当中它搭载了 Android 2.3 的

智能操作系统，同时支持 WIFI 功能。

指纹安全认证 MWC 东芝展示顶级 REGZA 手机

在 MWC 2012 展会中，东芝推出了顶级的 REGZA 智能

手机，之所以说它顶级，不仅仅只是因为该机配置性能方

面表现强悍，而且还在于它是 DoCoMo 首款指纹安全认证的

机型。

东芝 REGZA 采用了主流的直板触控造型，其正面设有

一块 4.3 英寸的触摸屏，分辨率达到了高端的 1280x720 像

素。该机背后还配备了一枚 1310 万

像素的摄像头，并支持 1080P 视频录

制功能。内置当中它搭载了 Android 

2.3 智能系统，同时加入了一颗

1.2GHz 主频的德仪 OMAP4430 双核处

理器。此外该机还拥有 IPX5/IPX8 的

防水能力，背后的指纹触摸区域更 

显示了它是 DoCoMo 首部指纹安全认证手机。

面以及手势操作。其它改进和增强包括服务器文件系

统，快速开关机，强化内核安全，云服务，以及更低的资

源占用等等。

双卡 2.3/ 电信三防 优派 MWC 推出四款新机

在 MWC2012 大展进入白热化阶段，优派为我们带来

了四款全新的手机产品，一款为定位大众的双卡 Android 

2.3 系统智能手机 ViewPhone 3，另外三款则是采用橙色设

计的三防机型。

优派 ViewPhone 3 采用了直板触控造型设计，它整体

细磨砂的处理效果可以有效握持并且避免沾染指纹。该机

正面拥有一块 3.5 英寸分辨率为 HVGA 级别的触摸屏，其背

后为一枚支持自动对焦的 500 万像素摄像头，显示效果和

拍摄能力都不算差。ViewPhone 3搭载了Android 2.3平台，

同时支持 WIFI 功能，机身内置有一颗 800MHz 主频的高通

处理器，并拥有 512MB RAM+512MB ROM 的内存组合。 

在优派展台中有一款倒卧在水缸中的三防机型，它

的橙色配色比较扎眼，并且该机屏幕上方印有天翼祥云 

LOGO，表示这款三防手机是由中国电信定制的，这在国内

三大运营商之中应该比较少见。在另一个展示柜中出现了

又一部电信定制的三防机型，同时还有一款同样采用橙色

配色的三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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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官方表态 Android 5.0 于今年秋季发布

谷歌自推出了 Android 系统以来，带动了智能手机行业

的再次崛起，打破了传统的手机系统格局，目前 Android 系统

最新的版本是 4.0，谷歌自家的 Galaxy Nexus 自然是首先尝

到了“冰激凌”的滋味。虽然目前还有许多机型尚未能够升级

Android 4.0 系统，但 Android 5.0 早已吸引了众多关注。

在 MWC2012（移动世界大会）上，谷歌移动工程副总裁

Hiroshi Lockheimer 表示，下一代 Android 5.0 系统最早也

将于今年秋季才会发布，而不是此前传言的 4 月份，谷歌将延

续此前一年一次的系统更新策略。目前在 Android 4.0 还尚未

普及的阶段，谷歌是不会贸然再推出新的系统，况且许多用

户还是在苦苦等待官方的 Android 4.0 更新。此外，Hiroshi 

Lockheimer 还表示，下一代系统将会有更加简单的操作界面和

更加强大的功能，且运行速度将会再一次提升。

3D 显示屏幕 高通推出 FULL HD 平板电脑

芯片制造商高通（Qualcomm）公司在 MWC 会展上展示了

使用自动立体三维技术的安卓平板电脑，无需 3D 眼镜便可观

赏 3D 效果。这款 3D 平

板电脑搭载 Snapdragon 

S4 MSM8960双核处理器，

运 行 Android 4.0 冰 淇

淋三明治系统，屏幕尺

寸为 10.1 英寸，分辨率

为 FULL HD（1920×1200

像素）。 

除了 3D 显示屏，

还支持 3D 摄影，通过两个 800 万像素后置摄像头或两个 200

万像素前置摄像头，便可拍出 3D 照片。目前高通这款平板电

脑还处于概念阶段，不过我们将很快就能看到更强大的 3D 平

中移动 4G 战略显现：明年具备商用条件

中移动总裁李跃在 MWC 展上的 TD-LTE 论坛上透露，今

年中移动 TD 基站将达到 2 万个，2013 年基站数量将达到 20

万个。

业内分析人士项立刚表示，20 万个基站的建成，意味

着明年中移动 4G 具备商用条件。与会的一位工信部官员公开

表示，TD 技术已经很成熟，希望全球相关企业，加大对 TD 的

投入和推广。

中移动副总裁李正茂表示，中移动明年将通过平滑升级

和新建的方式，将基站规模达到 20万个以上。所覆盖的地区，

将增加北京等在内的 9个城市，顺利实现 TD-LTE 规模商用。

与往年不同，对于 TD 技术，众多厂商今年给予了极大

的关注。不仅HTC、中兴、华为等厂商在这一论坛上公开支持，

来自印度、日本、美国的厂商，也纷纷介绍了 TD的推广计划。

这意味着，一旦中移动 4G 商用，手机厂商将立即推出 4G 终

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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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屏合一变平板 NEC Medias W 亮相 MWC

在 MWC2012 展会上，来自日本的手机厂商 NEC 向外界

展示了 Medias 系列的三款机型——Medias W、Medias X 和

Medias Z，但是此次参展 NEC 并没有正式对外公布这三款机

型的具体硬件配置。但是 Medias W 的外观吸引了不少眼球，

因为它采用了双屏式的设计。

NEC Medias W 手机正反面都有着一块大约 4.0 英寸的

屏幕 ( 目测 )，打开后两个屏幕合二为一，变成为一个类似于

平板电脑大小的屏幕，并且该机已经运行着 Android 4.0 操

作系统，遗憾的是 NEC 并没有公布其具体配置参数，不过以

目前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来看，该机必定配备了双核以上的

处理器，它是一款类似于平板电脑 和智能手机的跨界产品，

十分让人期待。

此外，Medias Z 有着超薄的

机身和边框，应该与目前市面上的

主流 Android 手机配置相当，至少

采用了双核处理器和 4.3 英寸以上

的高清大屏。而 Medias X 手机从外

观上看并无亮点，或许将具有防水、

防尘的特性，因为日本的手机厂商几乎都推出了三防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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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影相、高清、跨界
                                  —— 从 MWC2012 看手机技术趋势

2012 MWC 移动世界大会如期在西班牙巴塞罗

那开幕，本年度 MWC大会以“重新定义移动通信”

为主题，三星、LG、HTC 以及缺席两年的诺基亚

均参展，并都发布了重要新品。每一届 MWC 都是

移动通信发展趋势的引导和风向标，本届 MWC 依

然出现了众多移动设备的变革。下面我们就来看

看今年 MWC 指引的手机产品新方向。

处理器性能快速提升

2011 年的 CES 展让双核处理器走入了用户视

线，而今年的 MWC 大展，则将四核处理器推向了

我们眼前。

本届 MWC，HTC、华为、LG 等厂商都拿出了

自家的四核手机或平板电脑。最先打响四核大战

是的 NVIDIA Tegra 3 和华为海思 K3V2 处理器，

从本次各厂商发布的新品来看，前者占据多数；

海思处理器目前还仅有华为自家产品使用。高通、

德仪等还暂时未有产品发布，相信他们也不会等

太久。另外，三星很可能在三月发布 GALAXY S

系列第三代手机，有可能会将自家的四核平台公

诸于世。

在 MWC 四核芯片及手机大规模曝光之后，手

机芯片厂商未来竞争焦点已经转移到处理器工艺

的提升上。高通 28nm 双核与海思 40nm 四核孰强

孰弱的问题在业内引起了热议，因为更先进的处

理器生产工艺，可以带来速度的提升和功耗的降

低。未来智能手机厂商对于处理器性能竞争的追

求将会越来越激烈。

手机影像功能大幅提升

4100 万这个数字，是诺基亚在 MWC 上发布的

一款手机的摄像头像素数。仅从这个数值上比较，

它超越了目前的卡片、单电和单反相机，因此有

人笑称：诺基亚做了一款“能打电话的照相机”。

不止诺基亚，HTC 也在手机影响方面下了功

夫，在 MWC 大展上，HTC 推出了 One X、One S、

One V 三款覆盖高中低端市场的产品。这三款手机都在

照相功能方面有着显著提升，均采用了f/2.0超大光圈，

并内置 HTC image chip。无论相机开启速度、对焦速

度以及连拍速度都针对现有智能手机有革命性提升，且

单张基本可实现精准对焦，当相机移动的同时，可以在

0.2 秒的时间里完成新景物的对焦，并快速成像。

据说拍照已成了手机除通讯功能外的第二大用途，

若说手机会替代单反或许言之过早，但淘汰卡片相机，

恐怕不会太远。

高清屏成普及之势

在 iPhone 4 发布后，高分辨率的细腻屏幕给人带

来的愉悦感官体验不断为人所称颂。谷歌的第三代手机

又将屏幕分辨率水准提升了一个档次，为其他 Android

手机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在本次 MWC 展会上，htc，

LG 等厂商纷纷拿出了自己的高分屏产品，720P 屏幕渐

渐普及。

后 PC 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需要更精细的

屏幕来展示漂亮的内容和应用，这是高清屏的客观需求。

手机摄像头和多媒体播放能力的不断提升，也在不断要

求屏幕更细腻的表现，屏幕高清趋势，已然成形。

跨界设备渐多

何为跨界手机？ 对于消费者，对于厂商来说并没

有一个精确的词语来定义。我们可以简单的将其理解为

一种产品可以带来多种产品的使用体验，从功能上来说，

跨界手机不仅要具备通信通话功能，还具备像平板电脑

在上网、游戏、多媒体等方面的特长；从造型上来说，

跨界手机拥有着多数人可接受的大小和体积，同时还带

来了像平板电脑那样硕大宽广的视觉体验。

在 MWC 大会上，就有这样一些产品，厂商给它们定

位介于手机或平板之间，其功能也比较多样化，给人跨

界的产品体验。但是关于怎么跨界，不同的厂商给了不

同的答案，有 LG Optimus Vu 这种手机与平板融合为一

的，也有华硕 Padfone 这类多种产品组合以求不同使用

体验的。相信未来这种拥有多产品使用体验的跨界设备

将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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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智能手机时代，正式来临

低价化，引爆智能手机史上最大变革；品牌厂，面

临洗牌竞争；供应链，牺牲毛利求赚钱，就连台湾首富

王雪红的身价多寡，都得看它。 

中国农历新年假期里，苹果（Apple）公司公布

了 2011 年第四季高达 130 亿美元的税后纯益，荣登

美国商业史上单季获利次高，仅次于艾克森美孚石油

（ExxonMobil）在 2008 年第三季创下的纪录。而背

后最有力的推手，就是一季销售 3700 部的智能手机

iPhone。 

同一时间，三星（Samsung）无视全球阴霾的欧债危

机气氛，2011 年第四季税后纯益以 36 亿美元改写单季

获利新高纪录；动力同样是出货年增率远超过两倍的智

能手机。 

然而，时间进入2012年，当台湾的苹果、三星供应链，

上演智能手机开春庆祝行情的同时，却有三股力量正酝

酿一场智能手机产业最大规模的洗牌风暴：“150美元”

的低价智能手机战争。 

力道一：三星低价开战 对抗苹果、宏达电中高价区

块 

第一股力量，就是唯一能与苹果抗衡的三星，猛力

出招。 

三星 2011 年第四季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与苹果相当，

但扣除面板等亏损后，税后净利却不到苹果的三分之一。

市调机构 Strategy Analytics 统计，三星 2011 年智能

手机市占率，以约一个百分点小胜苹果。面对 2012 年的

低价混战，三星更是早自 2011 年就做了开战准备。 

不像苹果是以旧款、非主流的前一代机种，搭配电

信营运商的补贴方案，而在 2011 年第四季推出“零元

iPhone”，三星是为 150 美元的低价市场，量身打造专

用手机。 

手机代工厂华冠通讯副总经理洪一峰分析，从材料

成本来看，三星握有芯片、存储器、面板等关键零组件；

从制造成本来看，三星的垂直整合一直延伸到手机组装，

都在自家生产。为了低价智能手机，还会简略机壳喷漆

等非关键功能的工艺，以减少材料与制造成本，估计出

厂价可以压低至 60 美元。 

不仅如此，三星这类手机的外型还特别针对学生族

设计，花色多样且小巧可爱，因此洪一峰认为，三星

2012 年的智能手机市占率还将攀升。 

2012 年即将打得火热的低价智能手机混战，可能将

成为台湾首富王雪红的千亿身价保卫战。 

2011 年第一季，王雪红以约两千亿元的身价荣

登台湾首富，但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宏达电市值

缩水超过六成，也让王雪红的身价险些面临千亿元

保卫战。 

以品牌定位来看，宏达电智能手机平均销售单

价为新台币一万元出头，属中高价位，也是 2012 年

最容易被挤压的区块。一位宏达电高阶主管坦承，

第二季开始，低价智能机的成长的确将远超过高价

智能机，大势底定。 

而 2012 年宏达电的策略将是“加料不加价”，

也就是规格提升，但价格不涨，仍以中高价市场为

主力市场。然而，如果宏达电不加入低价智能手机

混战，将形同放弃 2012 年半壁江山。 

外界环境的改变，让宏达电 2012 年将面对要抢

“市占率”，还是要“毛利率”的两难挑战，这不

仅将牵动宏达电股价，也将决定王雪红能否保住台

湾首富地位。 

力道二：“没落贵族”参战 诺基亚、摩托罗拉

靠低价机抢市

2011 年光是苹果与三星两家，就拿走全球四

成左右的智能手机市占率，曾经叱咤风云的诺基亚

（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索尼爱立信（Sony 

Ericsson）、LG 等品牌难以招架，市占率直落。例

如诺基亚智能手机就从 2010 年的 33％，降到到了

2011 年的 15％，宛如失意的“没落贵族”。 

农历年前，在专攻低价手机的华冠位于新北市中

和的企业总部里，来自韩国、日本等地的供应商占

据所有会议室，洪一峰一坐下就说：“今天有椅子坐，

已经算不错了！”2011 年第四季开始，华冠的大厅

从门可罗雀到人声鼎沸，供应商们全是为了华冠手

上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LG的低价智能手机订单。 

华冠 2011 年的智能手机订单量只能用“寥寥

可数”来形容，2012 年出货目标却高达八百万至

一千万部，堪与近日股价飙涨的华宝争锋。洪一峰

边盘算手上订单边说：“2012 年不管景气好坏，华

冠营运都会逐季走高。” 

华冠手上的品牌客户，好几家都是手机界的“没

落贵族”，也就是在功能型手机曾经大放异彩，在

智能手机却光芒尽失的品牌商。现在，它们都想靠“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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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约出货4.68万部，2012年将增加近四成，

超过 6.5 亿部。但华宝总经理陈招成与勤业众信的

TMT（高科技、媒体与电信业）团队都认为，同期间

150 美元以下的低价智能机出货量，将从约 1.5 部亿

成长一倍，达 3亿部。 

也就是说，当智能手机在欧美市场的渗透率已高

达六成的现在，2012 年新增的一亿多部智能手机，

几乎全是低价智能手机。 

洪一峰估计，2012 年的智能手机市场结构，将

演变成高阶（指五百美元以上）比重约为三成，而

150 美元以下的低阶不仅冲高到五成，还将向上侵蚀

中价位版图，使得这块惨遭夹击的市场区隔，比重只

剩下两成。 

摩托罗拉为了决战中国市场，2011 年下半年将

250 美元以下的中低价智能手机业务，交由原本只负

责功能型手机业务的副总裁刘飞。刘飞曾任中国最大

消费电子厂商 TCL 集团子公司 TCL 通讯 CEO，不仅是

联发科重要盟友，对中国市场与山寨机文化更是知之

甚详。 

供应商透露，摩托罗拉 2012 年第二季起将力推

150 美元以下的低价智能手机，全年所有智能手机出

货目标超过三千万部，索尼爱立信的出货目标预料也

在三千万部上下；两家公司合计将以拿下全球近一

成市占率为目标。然而，根据顾能统计，2011 年第

三季摩托罗拉全球手机市占率不过 2.5％，索尼爱立

信更不到 2％，2012 年这两家为了搏“翻倍”成长，

低价成了最有力的武器。 

力道三：中国市场强强滚 全球最大市场，可望

重现山寨大军 

不只是手机品牌要打混战，就连计算机处理器龙

头英特尔（Intel），为了抢进手机市场，同样觊觎

高成长的低价智能手机商机，而且战场就在中国。 

刚刚在一月美国消费性电子展（CES）发表手机

解决方案的英特尔，仿效联发科、高通（Qualcomm）

软硬件全包的“平台解决方案”模式，结合 LG、联

想等品牌，终极目标将以“100 美元”的超低价智能

手机抢市，引爆新一波低价战争；不过英特尔发言管

道对此不愿发表评论。 

英特尔会选在中国开战，因为低价智能手机商机

已经在中国获得印证。 

2010 年，联想要价人民币近三千元（约合新台

币一万四千元）的乐 Phone 一年还卖不到一百万部，

但 2011 年下半年推出 A60 系列等“（人民币）千元

智能机”后，仅 11 月单月销量就超过了一百万部，

比上年全年还多。 

2011 年圣诞节后第一天，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与

总经理陆益民，在北京拉着华为、中兴、联想、宇龙酷

派等八家手机业者，一口气就推出 8 款人民币千元智能

手机。中国联通是 2011 年中国三大电信商中，推动低

价智能机最力的一家，也因而让 3G 用户数成长最快；

2011 年 8 月到 11 月中国联通的 3G 用户数，平均每月增

加 270 万户，速度足足比 2011 年上半年加快了约六成。 

联想集团副总裁冯幸认为，两年前中国智能手机动

辄人民币四千元，堪称推动 3G 的最大障碍；2011 年底

售价砍半再砍半，千元智能机大行其道，终于越过了这

一障碍。 

中国 2012 年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超过一亿部，是全球

最大的单一市场。有了中国这股强大力量推动，智能手

机低价化趋势更加明显。 

中国当地品牌，包括中兴、华为、联想更是跃跃欲试。

大和证券亚太区科技产业研究部主管陈慧明表示，华为

与中兴是 2011 年中国低价智能手机两大赢家，在中国合

计市占率超过六成，但联想 2011 年底展现强烈企图心抢

市，手机芯片商高通、联发科也针对千元智能机推出对

应解决方案，让“中华联”以外的手机厂也能加入战局，

中国低价智能手机将再度出现山寨大军的气势。 

2012 年智能手机将面临史上最重要、规模最大的产

业变革，是否与役，全在业者一念之间；倒是消费者成

了最大的得利者，便宜又好用的低价智能手机，即将如

雨后春笋般涌出。（撰文：王毓雯，来源：《商业周刊》） 

【小资料】低价智能手机时代，正式来临！—2012

年市场整体趋势 

高价位 市占率 领导品牌

500 美元以上 30% 苹果、三星、宏达电、诺基亚

中价位 市占率 领导品牌

150~500 美元 20% 宏达电、诺基亚、三星、摩托

罗拉等 

低价位 市占率 领导品牌 抢进品牌

150 美元以下 50% 三星、中

兴、华为、

联想

摩托罗拉、诺基亚、

LG、索尼爱立信等 

推动低价市场的 3 大力量 

1. 龙头三星，量身打造低价机，力保市占率 

2.“没落贵族”参战，靠低价趋势翻身 

3. 中国市场力拱，2012 年低价机出货量估达 1亿支 

（资料来源：华冠、华宝、勤业众信 整理：王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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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达电新机恐遭三星 Galaxy S3 围剿

三星旗舰机型 Galaxy S2 去年狂销超千万台，在韩

国本土销量更是超过 500 万台，不仅将三星送上全球智

能手机销量第一的宝座，也把去年宏达电高端机型的销

售打得落花流水。据悉，三星近期将发布新一代旗舰机

型 Galaxy S3，这款三星的新一代旗舰机型将支持 LTE

网络、配置 4.6 寸 AMOLED 屏幕、800 万像素相机、四核

心处理器，机身厚度仅有 7 毫米；可以说 S3 集合了宏达

电第二季将发布的两款高端机型 Ville、Edge 所有亮点

于一身，并且 Galaxy S3 最快 5 月便可上市，宏达电第

三季度能否摆脱三星的围剿，有待观察。

宏达电发布的第一财测令市场实属失望，但宏达电

信心满满，表示将在第二季度重回正轨，并对外界宣称

将在 MWC 发布新产品，其中包括 LTE 双核心超薄机种

Ville、四核心大屏幕机种 Edge，这两款产品将是宏达

电第二季度出货量的重要支柱。

虽然宏达电新一代的高端机型在硬件规格上已

经赶上、甚至超越竞争对手的现有产品，但三星毫

不示弱。根据近日流出的 Galaxy S3 规格分析，S3

将内置四核心处理器、支持 LTE4G 网络、配置 4.6

寸 Super AMOLED 屏幕与 800 万像素摄像头，且即使

功能强大，机身厚度仅有7毫米，最快将在5月上市。

Galaxy S3等于是把宏达电主打超薄、AMOLED屏幕、

LTE 的 Ville，以及四核心、4.7 寸大屏幕的 Edge，

两款重点产品中最吸引人的功能亮点，全部集中在

Galaxy S3 身上。

去年三星堆 Galaxy S2 的产品定位准确，加上

价格优势使其创下了出货量超千万的佳绩，如果今

年三星决定以同样犀利手法制定 S3 的价格，以换取

市场占有率，宏达电第三季度恐怕会面临一场苦战。

（文： Joyce Dong 来源：《我爱研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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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刘立荣：“山寨”就是效率

在中国群雄并起的国产手机市场上，金立手机

已经从一匹黑马变成了头马。

从 2002 年创立，到 2003 年就完成了研发建院、

销售建网、品牌推广和占领市场等 5 件基础工作。

再到 2011 年全球出货量超过 2500 万台，成为国内

开放市场和海外 ODM 市场份额最大的中国自主品牌

手机制造商。这家根植于深圳特区的企业，正是中

国改革开放中“深圳速度”的模板和草根型创业公

司的典型。

对常与围棋九段对弈并互有胜负的金立通信设

备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立荣来说，他形容金

立通信现在“中盘刚刚开始”。某种意义上，对大局、

时局、格局的观察、谋划与抢先布局，是这位思考

与行动力俱佳的青年与他的团队成功的关键。

 “一盘棋通常由布局、中盘和收官三阶段构成，

对企业经营来说，抢占市场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布

局’，开始投入生产是‘中盘’，产品销售和品牌

维护则是‘收官’。金立一路走来正如一盘棋局，

品牌的塑造与维护就像棋局里面的收官，事关成败。

和我下过棋的人都知道，我的‘收官’下得很漂亮。”

他说。

在诸侯争霸的国内手机市场上，刘立荣形容自

己“没有对手，只有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在通信这个每隔几年

便“城头变换大王旗”的领域，榜样也是随时变化的。

比如，刘立荣本人头几年非常看重诺基亚，而现在

虽然也在看《乔布斯传》，但他表示，现在主要学

习的榜样是三星。

无论是三星还是诺基亚，一个共性是：都是当

时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手机厂商，都是综合性、全覆

盖产品线。这也是已经成为国产手机销售量第一的

金立公司，与之类似之处。

比如金立在 2010 年推出的“荷塘”系列手机以

及 2011 年推出的智能手机，就是这种定位的反映。

在接受本刊专访中，刘立荣如此解释了公司的

产品线覆盖策略。“前期的产品比较男性化、商务

型，缺乏年轻、时尚因素。荷塘系列就是希望覆盖

的人群面更广一些，所以就带有年轻、时尚、音乐、

娱乐的特点，定位更偏向女性。这个系列的推广在

全国的影响不错，对品牌也有蛮好的提升。”

但“荷塘”系列还是定位在传统的2G产品。2011年，

金立开始全面布局智能手机。在 2011 年 12 月份推出了

三款智能手机，销售供不应求。2012 年 1 月马上会再推

四款智能手机。智能手机产品线从针对商务人群的“天鉴”

系列到针对年轻人群的“e-life”系列，会覆盖从入门

级到旗舰型的全系列。

这种基于创新的适应能力，是刘立荣认为的金立在

国产手机厂商中能脱颖而出、迅速从挑战者成为领导者

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他看来，这种基因正与苹果公司类似，

更是向早期的诺基亚、现在的三星学习的重要因素。

在采访过程中，兴起的刘立荣拿出自用的金立天鉴

手机和记者用的苹果 iPhone4 手机开始做比较。“拍照

效果显示，我们的更好。”刘立荣说，“苹果开创了多

点触控技术，把它应用到手机上，结合 3G 让手机体验互

联网，通过手机这种社交很方便很舒服，但是现在，苹

果已经落伍了。”

作为行业竞争的参与者与观察者，刘立荣注意到，

在苹果风光一时的同时，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也

竞相追赶。到现在，像三星现在的产品可以说是全面超

越了苹果。为什么？就是三星以后来者的身份，快速适

应了市场的变化并不断高效率推出新产品，迅速抢占了

市场。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刘立荣认为，首先在手机屏幕、

内存、电池、摄像头等领域，三星集团都是世界第一的

供应商。在做供应商的同时，三星手机在产业链上的垂

直整合做得很好，推出来的手机类型是全面覆盖，产品

从 200 多块钱到一万多块钱都有。

 “如果不做制造，尤其是核心制造，就很难管理好

OEM 产业以及产品的核心质量，也不会很好地去进行产

业链上的资源整合，进而降低成本。也会影响企业的集

成创新以及公司对市场的敏感度把握。”刘立荣如此解

释全产业链布局的重要性。

 而苹果一两年也就一款机器，只适合一类人群：“果

粉”。苹果相当于发明了火药，发明了多点触控的技术，

把手机完全改变了，在别人没跟上来之前赚了那么多钱

也是应该的。但现在苹果还保持这种策略也许并不适当。 

虽然“妄言”苹果公司落伍于全球手机厂商发展的

风潮，即使将全球手机出货量老大三星公司作为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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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但刘立荣

深知，自己领导

的金立手机仍不

具备在全球范围

内挑战这些国际

巨头的实力与基

础，而这也不影

响他们在中国本

土市场的雄心以

及与某类产品正

面竞争的可能。

这就是他总

结的另外两点成

功的关键。“是

否能够保持全员

的激情？是否具

备超越竞争对手

的效率？”刘立

荣一直强调公司

内部运行上要像

小公司的形式，

保持初创公司的激情和灵活。但这样的文化与运营方式，

也被许多人认为仍未摆脱山寨厂商的原色。

刘立荣表示，如果说山寨是一个名词，我定性“山寨”

就是效率，这一点我们一直保持得比较好。但是山寨那

类公司毕竟规模小，金立却是一个挺庞大的公司。管理

一万人的公司跟几十个人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如何让上万人的大公司，还始终保持创业公司的

心态和行为方式？刘立荣觉得只能靠企业文化，再加上

适当的机制、制度引导，“这样才能保持并成为长期的

竞争力。三星的规模这么大，但三星也还是一个效率很

高企业。”（来源：《环球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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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最富戏剧性商业领域 智能手机行业入选

如果评选近十年来最富戏剧性的

商业领域，智能手机行业无疑将光荣

入选。看看这些或激动或嘘唏的故事：

苹果以陡峭的曲线成为全球最赚钱的

手机公司；曾经的王者诺基亚和黑莓

急速从巅峰跌落；手机发明者摩托罗

拉移动曾一度焕发生机但最终被谷歌

收购；联发科以颠覆性创新成为“山

寨之王”却在智能机时代黯然褪色。

以上并不是全部。最新的戏剧性

故事主角是宏达电（HTC），这家借助

Android 迅速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品牌巨

头的台湾企业，在 2011 年意外遭遇滑

牌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也已具备足够的能力与全球手机巨

头竞争，比如小米手机的创始团队成员多位来自摩托罗

拉、谷歌等知名公司，核心成员对全球供应链的熟悉程

度亦对其迅速形成产能贡献良多。

价格和成本依然是中国本土品牌的杀手锏之一，特

别是随着配件成本的降低，更了解中国消费者的本土公

司在 1000 至 2000 元 Android 中低端手机市场的优势将

更为凸显。但要避免 HTC 遭遇的瓶颈，“土狼”们仍需

要更强大的创新能力。比如，小米基于 Android 改良的

MIUI 系统更符合本土用户的使用习惯，金立和酷派们则

将效率和速度视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华为和中兴

则将自己的传统运营商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近期中国本土品牌手机的爆发证明了他们的能量。

2011 年是华为终端业务的丰收之年，其全球市场份额一

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其中智能手机超过 2000 万台，翻

了 5 倍。小米第一代手机在短短三个月内的销量已接近

100 万台，其 2012 年预期销售额将达到 50 亿至 100 亿

人民币。金立手机 2011 年全球出货量超过 2500 万台，

成为国内开放市场和海外 ODM 市场份额最大的中国自主

品牌手机制造商。酷派在 2011 年发布了超过 45 个型号

的产品。其中大约 30 款为 Android 平台的智能手机……

让我们乐观地预期，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格局

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将是完全不同的局面，本土品牌的潜

在力量还远未爆发。（来源：《环球企业家》）

铁卢：其在 2010 年到去年初的业绩表现亮眼，股价

在 14 个月间上涨两倍多，销售额也在一年半内增长

4倍，但随后却开始走跌，去年全年业绩出现利润和

营收双下滑，股价全年跌幅达到 42%。市场明星坠落

之快令人愕然。

随着 HTC 的停滞，纯硬件厂商的美好时光已开

始远去。不难发现，智能手机市场进入双雄时代：

苹果仍然一路高奏凯歌，并未因舵手乔布斯的离去

而停步，其今年第一财季营收同比增长 73%，净利润

同比增长了 116%。另一家手机巨头三星的表现也超

出预期，去年共售出了创纪录的 3 亿部手机。似乎

很容易得出结论：随着硬件沟壑日益消弭，未来手

机业的大赢家，将要么像苹果一样是硬件、软件和

服务的整合供应商，要么像三星那样拥有巨大的产

业链优势，依靠手机硬件本身获得高毛利的时代正

成为过去。

但在中国，故事正沿着另一种路线发展。本土

手机品牌在遭遇山寨机崛起而沉寂数年后，正借智

能手机的普及大潮而重新发力。华为、中兴、联想、

OPPO、金立、酷派等纷纷迎来新一轮春天，小米、

魅族等新兴品牌崛起，而以 Gfive、Gorme、传音等

为代表的海外品牌也挖掘出海外市场的巨大潜力。

其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随着中国融入全球供

应链，中国手机市场正逐渐形成完备的产业链，并

能够设计出成熟的智能手机解决方案，本土手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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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小米手机要么被剿灭要么成王者

和传统手机厂商不同，小米

的销售渠道不需要进入传统手机

卖场或者渠道铺货，仅仅通过网

络预订和运营商合约机两个渠道

销售。

一个做互联网的企业做起了

手机，到底有多少胜算，从未从

事过硬件生产的雷军创建的小米

公司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不久前，小米手机宣布推出

中国电信 CDMA 2000 手机。这也

预示着小米手机在探索互联网销

售之外的渠道商合约机销售模

式。“我们不靠卖手机赚钱。”

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说，但是想

要学习苹果，不仅卖 iPhone 手

机赚钱，而且通过 AppStore 里

销售各种应用也可以赚钱，对于

小米来说，想要赚钱首先要达到

一定的销量规模，才有可能让生

 “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一旦压货超过几十万台，

立刻完蛋。”但是这还不是雷军面对的问题的全部。

雷军坦承，销售、供应链和生产不是最难的问题，

真正需要面对的是服务问题。据一位手机行业资深

人士介绍，手机硬件在第一个月遇到最多的是售后

维修问题，此后返修率递减。

目前小米手机的返修率维持在 1.5% 左右，低于

手机行业 2% 的平均返修率。小米公司联合创始人黎

万强表示，小米下一阶段需要让 400 电话的接通率

达到 80% 以上，此外小米公司的售后还需要更多的

实体店来保证服务。小米已经在北上广深等 7 座城

市成立 7 家小米之家，预计将在 2012 年第一季度扩

建至 30 家。

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小米客服团队将再翻一倍，

扩增至 300 人的规模。小米将加速签约授权维修点

的布点，预计第二季度将覆盖到 120 个城市，全年

达到 180 个城市、600 个网点。雷军说：“如何保证

第三方服务保持高质量是我们最大的课题。”（来源：

《我爱研发网》）

产商和供应商让出一部分利润给小米，同时让第三方开

发者愿意为小米手机开发相关应用。

给小米公司算一笔账，目前小米手机的销量尚不足

百万台，这一数字远远无法和华为、中兴、联想集团这

些老牌手机厂商数千万台的销量相比，更无法与苹果去

年近亿台的出货量以及三星上亿台的销量相比。所以现

阶段小米的主要任务是提升小米手机的产能。

和传统手机厂商不同，小米的销售渠道不需要进入

传统手机卖场或者渠道铺货，仅仅通过网络预订和运营

商合约机两个渠道销售。自去年 9 月份开始预订之后，

小米手机通过自己的网站销量已经接近百万台，通过中

国联通的合约机销量也可以达到百万台，如果和中国电

信再达成合作，还会有数百万台的合约机销量。

不仅是零配件和供应商需要提前协调，就算是生产

工厂也需要稳定爬坡的产能。因为供应商和工厂都需要

小米逐步增加销量，而非是一蹴而就。“生产工厂需要

我们每个月以稳定的速度成长，而不是一个月卖出 200

万台，下个月没有任何销量。”雷军告诉记者，“不然

工厂招聘了大量工人，你不再下单，他们就无所适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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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行业老将董德福把脉国产智能机未来

产业黑马纵论手机江湖前世集体阵亡 今朝新贵

意欲策马扬鞭尚需苦修内功

本刊在 2011 年曾推出《老牌手机的黄昏》专题

及一系列手机产业调查，专题报道推出后引起了读

者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为了进一步探

究产业变革的深层意义，本刊专访了董德福，我们

希望通过他的视角和对产业的解读，能给中国手机

厂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手机产业进入了剧烈的震荡时期，“新锐”和“权

贵”的厮杀正酣，对于中国市场而言，这是手机产

业的 2.0 时代。

董德福是一位跨越了中国手机产业从 1.0 到 2.0

的传奇人物。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中国手机产

业发展的“标本”。他自 1997 年加盟摩托罗拉，见

证了国际一线品牌在手机行业初期的辉煌开始，到

以德信无线为基地，为几乎所有的中国第一代手机

厂家提供手机设计及 OEM 业务，阅尽了中国第一代

手机厂家从辉煌到集体“阵亡”的悲情历史，在新

一轮变革到来之际，果断地转型到高端手机运营及

独特内容平台应用，并以开发体感游戏和移动互联

网业务成为跨越两个时代硕果仅存的中国手机企业

掌门。他对手机产业的深刻认识和对市场变化的敏

锐洞察力，或许这是今天的泰克飞石依然能保持两

位数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本刊在 2011 年曾推出《老牌手机的黄昏》专题

及一系列手机产业调查，专题报道推出后引起了读

者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为了进一步探

究产业变革的深层意义，本刊专访了董德福，我们

希望通过他的视角和对产业的解读，能给中国手机

厂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对于中国手机行业来说，董德福是一个标本，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活化石”价值的传奇。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上午，我们与泰克飞石

首席执行官董德福先生一起回忆了中国手机厂家走

过的岁月，对风云变幻的产业格局进行了一次剖析，

同时我们一起对未来做了种种假设。

在高歌猛进中突然倒下

《IT 时代周刊》：从 2004 年开始，波导、科健

等一批企业倒闭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国产手机厂家

最后基本上都倒闭了 ?

董德福：那一批手机企业倒闭，其实是一个产业性

的倒闭。

以 TCL 为例，2004 年 TCL 利润是 20 多亿，万明坚

在回忆录里称，它们因年增长百分之五百，被称为全球

发展最快的中小企业。

然而，当时中国手机设计企业虽然能够提供一批技

术，但是市场需求量太大，出现供不应求 ; 手机厂商要

大量从韩国采购产品，这看起来很高明，能迅速地提高

市场份额，但实际上很愚蠢，因为它使整个产业链完全

变味。

从韩国采购产品的周期是四个月，也就是说上市的

产品是四个月前下的订单。但当时有个特殊情况，产品

降价速度特别快，成本非常高，三四千块钱成本的一台

手机，下个月可能跌至 2000 元了。在这种降价速度下，

很多厂家都被库存拖死。

前一年，大家的市场销售都好，2005年才开始完蛋的。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在高歌猛进中，突然间全栽倒。

《IT 时代周刊》：为什么当年像诺基亚、摩托罗拉、

三星这些厂家在这一波浪潮中，没有受到影响 ?

董德福：因为它们的技术是自己的，而且他们的纠

错能力比较强。这些厂家的研发是自己的，即使是外包，

但是它们原材料不会因市场的变化而涨价。同时，这些

厂家具有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所以它们受到的影响很

小。

《IT 时代周刊》：2006 年联发科起来以后，我们核

心厂家当时为什么没有跟着转型 ?

董德福：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芯片。

苹果把手机世界推倒了重来

《IT 时代周刊》：您如何看现在的手机产业和商业

模式 ?

董德福：苹果 iPhone 面世后，产业重新整合，苹果

和谷歌，实际上等于把整个手机世界全部推倒重来。原

来的诺基亚、黑霉等企业的产业作坊再大也不行了，因

为一个作坊不可以和产业来比较。苹果和谷歌已经在进

行全球产业布局了。

苹果模式和谷歌模式有些差异，谷歌模式的根本就

是操作系统不赚钱，而通过流量变现来实现盈利。准确

地说，谷歌应该是铸造了一个链条，但它铸造的这个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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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是核心，通过这个链条把其他所有的厂家都牵进来了。

苹果是上下游都做，但因为苹果有“超人”乔布斯。

中国培养不出乔布斯，美国也再培养不出另一个。

《IT 时代周刊》：你怎么看诺基亚、摩托罗拉下一

阶段的前景 ?

董德福：我认为谷歌收购摩托心情很复杂，一方面

是解决专利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解决了谷歌生意模式

的问题。

如果手机是比硬件成本时代，诺基亚是有优势的，

当手机走到互联网手机的时代，情况就变了。手机拼纯

硬件的时代，全世界快把美国 IT 企业“杀”死了，美国

只剩摩托罗拉苟延残喘。但是手机一旦和互联网连接起

来，美国就会重新“控制”世界了，实际上这是格局的

一种根本性变化。

《IT 时代周刊》：未来 RIM 公司会不会被别人收购

吗 ?最可能收购的是谁 ?

董德福：我觉得这只是时间问题。最大的战略需求

就是诺基亚和微软，别人收购了也没有用。

山寨智能手机 350 元一台

《IT 时代周刊》：2006 年以后，山寨手机很猖獗，

中国的智能手机会不会将来再次走进山寨时代 ?

董德福：联发科来了之后，实际上就是中国任何一

家组建一个 20 人至 30 人的团队就可以做手机研发了，

因为手机生产主要是变成了做主板和外形了，而这点本

身就是中国的优势。还有一个原因，联发科带动了中国

的低价手机，而且当时价格下降的速度是非常可怕的，

山寨机的出现是一种必然。

现在，谷歌的发展把山寨厂家的力量进一步加强。

Android 出现之后，我认为手机就越来越像电脑——芯

片加操作系统。所以，实际上 MTK 是一个变革，它已经

把功能机变得非常简单了，谷歌又革命性的改变了操作

系统开发方式。

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生产的手机出货量占全球份

额 70%-80%，中国自有品牌和中国的山寨机总量加起来

可能占全球的 40%—50%。

我认为，到 2012 年的下半年，山寨手机可以把 3.8

寸屏的智能手机做到 350—400 块钱一台的水平。

《IT 时代周刊》：性能怎么样 ? 在体验上会不会觉

得不流畅 ?

董德福：反正消费者用的时候，手机的主频基本上

可以达到 800 兆。山寨机其实早在做 MTK 的时候，能够

抢那么多市场份额，原因就是，消费者在实际使用时不

会感觉到有障碍，感觉有障碍就没人买了。

《IT 时代周刊》：下一个山寨智能手机方案还

是不是联发科 ?

董德福：联发科、展讯、晨星半导体都会加入，

它们更适合做这块市场。

国产智能机只能在中端血战

《IT 时代周刊》：在未来智能手机市场，中国

企业会有怎样的表现 ?比如华为、中兴、天语 ?

董德福：现在像中兴、华为等大一些的企业出

货量都已进入十名里了，从高通数据看就更明确了。

我认为，华为、中兴未来在低端机上一定是排第一、

第二位的，手机销量上是别人比不了的。因为这两

家是设备和终端互补的厂商，尤其是在运营商主导

的市场时代，这种优势更加明显。

我认为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够进军高端机市

场，不可以是简单的硬件，必须在自己的硬件上搭

载自己的应用，包括用自己杀手锏级别的应用来支

撑你的产品系列。

《IT 时代周刊》：你怎么看待像小米这样的公

司呢 ?

董德福：小米走到现在应该是做得不错。但现

在我看实际上它的“武器”出问题了，米聊被微信

给废了，MIUI 从来就没什么起色，应用又太少，所

以就是一个界面。如果它走向硬件型公司 ( 小米正

在硬化 )，走向硬件主战场上，早晚会被屠杀掉。

《IT 时代周刊》：未来操作系统会有什么变化

?

董德福：未来的操作系统仍然只是苹果、

Android 及 WindowsPhone 的天下，而其它厂家只能

在 Android 系统下做二次开发。比如，现在我们想

推广自己的东西，推广我们的体感仿真人技术、语

音技术等，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操作系统，但这个系

统是在 Android 系统上的二次开发，再加上自己的

应用整合而成。以后所谓的手机操作系统的开发，

应该都是这个方向。（来源：《IT 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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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新总裁刘志军谈智能手机 :国产品牌成长最快

2 月 8 日消息，随着 3G 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智

能手机的普及速度甚是惊人，对于传统手机制造商

而言，硬件已不在是争夺市场的唯一利器，应用加

服务正在改变着这一格局。国产手机制造商在这一

浪潮中将会如何表现？出路又在何方？

全力普及智能手机

夏新科技总裁刘志军在做客今日话题为“智能

手机发展”的腾讯微访谈时表示，智能手机 2011 年

超过市场保有量的 10%，预计未来几年将是爆发期，

将会带来相关产业的爆发增长，尤其是在应用方面。

移动互联不再是一个梦想，会成为推动经济再次起

飞的动力。夏新会全力在智能普及、移动互联应用

发展中贡献力量。

说起智能手机，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而千

元智能手机更是为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2011 年，

运营商、芯片商、终端商纷纷重拳出击这一市场，

在去年中国联通新定义千元智能机会上，联通携终

端厂商发布了第一批 4.0 寸大屏、CPU 最高主频达到

1GHz 的新定义千元智能手机，夏新 N89 再次成功入

围。

夏新 N89 是一款 WCDMA/GSM 双模双待机，搭载

Android 2.3 开放式智能操作系统，对比起上款产品

夏新 N79，处理器主频由 600MHz 提升到了 800MHz，

RAM 也挺升到了 512MB。为了迎合“新定义千元智能

机 4.0 系列”的主题，手机屏幕尺寸也由 3.5 英寸

提升到 4.0 英寸。

据悉，夏新 N89 运营商售价仅为 1299 元，中国

联通还为该手机设计了合约计划。用户选择 96 元套

餐，预存 1599 元即可 0 元购机；用户还可用 1299

元购买手机，参加“购机入网送话费”合约计划，

最低选择 46 元套餐即可享受话费赠送。 

国产厂商成长最快

对于千元智能手机的竞争力和市场发展，刘志

军表示，千元智能机是手机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共

同发力才打造出来的，运营商要大力推动和补贴，

品牌厂商和芯片厂商、部件厂商共同努力，尽量压

缩单品利润，要把规模做大，推动整个市场发展。

此外，面对国外手机品牌，国产厂商对于用户

的了解更深，自然会开发更多适合目前国内客户需

求的产品，且千元智能手机的性价比是超高的，不仅便宜，

选择的配置都是最主流的，从目前市场上看国内智能机

成长最快的是国产厂商。

资料显示，过去一年中，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几度

联合厂商大推千元智能机，创出了中兴 V880 600 万部、

华为 C8500 300 万部这样的惊人销量，此次夏新 N89 等

联通新定义的机型单品预计也将超过百万销量。

瑞银证券电信行业分析师曹嘉骏分析称：“千元智

能手机在中国畅销的原因是中国老百姓喜欢智能手机，

考虑到中国和发达国家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的巨大差

距，千元智能手机成为 iPhone 足够好的替代品。

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刘志军表示，这几年是智能

手机的普及时期，因此夏新会把精力放在智能机的普及

上。未来手机智能化是必然趋势，电脑和手机的界限会

模糊，手机上会有很多电脑上的应用。年轻人是潮流趋势，

夏新会关注年轻客户需求。(文：郭晓峰  来源：《腾讯科技》）

夏新科技总裁刘志军（腾讯科技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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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式饥饿营销 雷军成本控制之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核心部件价格一月一降，甚至一

月数降，“小米”式饥饿营销除了不断拉高消费者的心

理预期外，更重要的是在不断降低小米的生产成本。这

就是雷军的成本控制之道。

2011 年 9 月 5 日，小米手机正式开放网络预订，从

5 日 13 时到 6 日 23:40 两天内预订超 30 万台，小米网

站随即立刻宣布停止预订并关闭了购买通道；2011 年 12

月 18 日凌晨，小米手机开始面向普通消费者直接销售，

每人限购两台。在开放购买 3 小时后，小米网站称 12 月

在线销售的10万库存就全部售罄；2012年1月4日下午，

第二轮上线的 10 万台小米手机，在两个小时内被抢购一

空。

为什么是 10 万台

1999 元人民币的价格和这样的配置确实有很高的性

价比，但这只是为了吸引人的眼球而已，随后不出所料，

先是开放工程机测试，拖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是网上预订，

又拖了一段时间，等到 2011 年 12 月 18 日正式发售的时

候已经拖延了 4 个月左右。然而等到大多数人在 18 日购

买的时候，小米官网居然又放出 3小时内购买完的消息；

在2012年 1月 4日下午，小米手机第二轮投入10万台，

居然在两个小时内销售一空，小米手机官网甚至也出现

由于访问人数过多而打不开的情况。

这实在让人不解，为什么很多人等了 5 个月还是买

不到小米手机？是饥饿营销手段还是产量不足？

其一：并不是小米手机产量不足，而是雷军在故意

拖延。以现在手机配件供应商的价格，小米手机定价

1999元利润不多，这个定价也只是为了吸引别人的关注。

等大家都关注小米手机的时候，小米手机再来个供货不

足，慢慢拖，一次只对外销售少量手机。这其中肯定会

有少数人能买得到，但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是买不到的，

12 月份正式对外公开销售居然说一个月的库存只有 10

万部，1 月份第二轮销售时还是只有 10 万部，既然已经

公开销售，就不应该只有这么少的库存，而且手机发布

已经 5个月了，雷军不可能想不到这些问题。

其二：小米手机为什么要拖呢？原因很简单，小米

手机功能虽然强大，但是说白了，还是个没有自主核心

技术的手机，其手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CPU、内存、屏幕

等核心部件 ) 都是靠对外采购，以现在手机的核心部件

供应商的供应价格来说，小米手机的定价是赚不了多少

的，只有靠拖延时间，等核心部件的价格降低下来

以后，才会开始大批量对外发售，因为手机的核心

部件跟电脑的一个样，也是一个月一个价格往下降。

我们先看看小米手机在 9月 5日前的成本核算：

夏普 4英寸 16:9 屏幕 FWVGA

分辨率：181.83 元

多媒体芯片：7.34 元

闪存储存器：172.26 元

无线收发模块：89.64 元

高通 snapdragon MSN8260 处理器：150 元

电源管理：12.95 元

系统内存：88.04 元

电子陀螺加速仪：20.74 元

无线射频芯片：17.23 元

800 万像素摄像头：70.72 元

触摸屏幕管理芯片：7.85 元

电池：37 元

其他：295.08 元

合计：1150.68 元

而到 2011 年 12 月 18 日，也就是 3 个月的时

间，高通的芯片 ( 系统的核心器件 AP/BBMSM8260、

RF Transceiver QTR8615、双电源管理芯片 PM8058

和 PM8901)，四颗芯片的总价下降到 250~285 元；

显示模块 Sharp 四英寸显示屏、TDK 电容触摸屏和

Synaptics 电容触控芯片成本下降到 190 元左右；三

星的存储器价格下降到 95 元左右；800 万像素摄像

头模组，价格下降到 65 元左右。因此，小米手机的

BOM 成本三个月下降了 250 元左右。

再到 1 月 4 日下午，小米手机的成本再次下降

50 元左右，这次的成本下降，主要是高通的芯片和

显示模块，高通最近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一方

面是联发科的 MT6573 芯片，另一方面是展讯的 TD

智能手机芯片，所以小米手机采用的高通芯片降价

频繁；显示模块的价格下降也是由于竞争激烈，因

为显示模块 CTP 的供应商已经接近 300 家，激烈的

竞争导致了价格下降。

也就是说，等到普通老百姓都能买到这手机的

时候可能还要再等好几个月。但是现在手机的更新

换代是很快的，等几个月后，相信市面上四核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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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已经出来不少了，而大多数品牌的双核心手机价

格都会在 2000 元左右，那时候小米手机 1999 元的

定价可就没有太高的性价比了。最终胜利的会是谁？

当然是雷军，就算几个月后小米手机的销量不是很

好，但至少没有亏损，又赚足了眼球，每个人都知

道有小米这个品牌，成功打响了品牌知名度，确实

是一种很高明的市场营销手段。但是这种市场营销

手段在国外涉嫌欺诈，可能是要被起诉的。

iPhone4S 在 2011 年 9 月份发布，2011 年 10 月

份全美国就可以购买了，而且在美国也没有存在什

么供货不足。美国民众只是等了 1 个月而已。而小

米发布了 5 个月后依然供货不足，而且每轮仅有 10

万台，恐怕说出去都很少有人会相信。

饥饿的成本控制

手机的利润实际很高，国际一线品牌大厂

Apple、HTC、三星、Moto 等高端手机定价基本都在

3500 元以上，iSuppli 分析国际品牌高端手机材料

成本只有售价的 30%，售价 600 美元的 iPhone4，所

需的材料成本是187.51美元。当然这里面人工、广告、

软件开发、专利授权等成本并未考虑在内，高端手

机拼的是品牌和软硬系统整合能力。

国内手机市场的未来，无非是向两个方向发

展：高端的和大众的。 高端的一定是被 iPhone、

Sumsung 占领，因为他们善于品牌营销；低端的就是

华为、中兴、HTC 这些执行力比较强的公司占领。其

他的小众市场，会存在，但是份额会比较小。所以

雷军非常聪明，在 2011 年 9 月以 1999 元的中等价

格进入了手机市场。

不过，虽然小米手机售价是 1999 元，却有专家

对小米手机进行过拆解，称小米手机的物料成本不

超过 900 元：“从小米手机成本构成来看，高通无

疑是最大的赢家 (系统的核心器件 AP/BB MSM8260、

RF Transceiver QTR8615、双电源管理芯片 PM8058

和 PM8901 均来自高通 )，四颗芯片的总价应在

40~45 美元，大概会占到整个 BOM 的三分之一；排在

第二位的显示模块，有 Sharp 四英寸显示屏、TDK 电

容触摸屏和 Synaptics 电容触控芯片构成，估计成

本应在 30 美元上下，约占 BOM 的 23%；之后是三星

的存储器，集成了 1GBLPDDR2 和 4GB Flash 的 MCP，

当前售价应略高于 15 美元；排在第四的是 800 万像

素摄像头模组，当前的价格应不低于 10 美元。在此

基础上，小米手机的 BOM 成本很可能位于 130~140

美元区间。”

由此可见，尽管不如国际手机品牌赚得盆满钵满，

但仔细算下来，小米手机的利润还是很可观的，或者可

以换个说法——雷军成本控制的能力很高，下面笔者来

分析一下雷军从哪些地方控制了小米手机的成本：

一，不可控成本。

小米手机的成本包含电子元器件材料成本、税费

专利费成本、研发成本、测试成本和租用测试成本在

900~1000 元左右。除了这些基础成本，还有包含关税、

17% 增值税、3G 专利费等，加上售后服务，这部分成本

在 200~300 元，总共的成本在 1300 元左右。

二，可控成本。

1。资金成本控制。对于每轮仅公开销售 10 万台的

做法，按照雷军的说法是：“生产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手机，前十万台是需要一个磨合的过

程。生产一方面受限于产能，另一方面和销售预测有关系。

我们现在要订三个月以后的元器件，谁能告诉我三个月

后小米手机卖多少吗？市场变幻莫测，预测真的很难，

而且采购元器件会占用大量资金。不过，随着生产的不

断磨合，同时我们也在寻找新的代工厂，产能肯定会逐

步提升。”由此可以理解为，小米手机每轮只有 10 万台

公开销售，说明小米手机缺少现金流，这就是资金成本

控制。

2。销售渠道成本控制。一般来说，传统手机的销售

渠道有分销和直销两种模式，分销模式包括全国总代理

商 (中邮普泰、深圳天音通信等 )、区域代理商 (中复、

迪信通等)、网上代理商(北斗手机网、太平洋手机网等)，

直销模式包括自建销售网络、家电连锁商场 ( 国美、苏

宁等 )、手机连锁销售店 ( 中复、迪信通等 )、电子商城

( 赛博、太平洋等 )、大型超市 ( 家乐福、沃尔玛等 )、

移动运营商营业厅、手机商城等。如果走传统手机的销

售渠道，小米手机则要多付出 5%~15% 的成本，所以，雷

军却没有选择传统的手机销售渠道，而是明智地选择了

新兴的电子商务渠道，但以目前的状况来看，雷军采用

的饥饿营销模式和网络炒作模式是得到成功的，比如雷

军在小米手机发布会之前，就通过IT新闻、论坛和微博，

用水军大幅度宣传小米手机，并且开通了小米手机官方

论坛，把所有的人气都聚集到官方论坛中，再通过两次

饥饿营销和一次与联通的合作，借媒体之势行营销之道，

所以，在这种水军和媒体都争先宣传的情况下，小米手

机想不成为关注点都难。所以，小米手机在最近一段时

间内还是会备受关注。与传统销售渠道相比，两者的投

入和获得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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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联通捆绑销售。小米和联通合作也在最近推出

定制版的手机，联通定制版小米手机合约价格为2699元，

用户可选择最低消费 126 元 / 月的三年合约或 186 元 /

月的两年合约，不管消费者是否会选择小米手机，而小

米手机供应给联通的总量将达到 300 万台。有联通作为

后援，雷军自然也就高枕无忧了。

小米的风险

小米手机三次营销的成功，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并

不是不可复制的，从雷军展开饥饿营销的时候，我们依

然可以寻到蛛丝马迹，如果其他企业需要学习小米手机

的成功炒作，就必须要具备良好的社会关系、丰富的人

脉资源、强化的媒体关系、经验丰富的市场团队，这几

项缺一不可。

雷军在营销小米手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三

次营销都是前期预热占比高。无论是小米手机的发布会，

还是第一轮投放 10 万台，都做了充足的准备，新闻、评

测和评论不断，99% 以上的正面信息覆盖率，从而引导

了社会舆论关注。所以，连李开复都认为，小米手机最

值钱的就是它的营销团队。

实际上，小米公司不拓展实体销售通路，而通过电

子商务渠道做营销推广，有好处也有风险。好处是

的确可以降低成本，风险的是小米这种“饥饿营销”

必须想办法让手机在网上保持一个适当的热度，并

且要不断地排除未来可能发生的负面报道，很多负

面信息在社会上很容易被掩盖，但是网络上却很容

易被放大且持续很长时间。这就是选择电子商务的

压力所在，没有过硬的质量很难生存下去，并且，

售后服务途径少、没有实体店铺也给小米手机带来

了很大压力。这也成为拓展二三线城市的绊脚石，

小米如果想继续前进，必须克服这些难关。

另外，小米手机还有可能的突围路径是，与三

大移动运营商合作绑定销售 ( 假设以后会出 CDMA 版

)，这样借运营商庞大的销售网络加快小米手机的市

场占有率，同时也把宣传成本嫁接到运营商身上，

iPhone 成功例子就在眼前。

最后，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小米需要尽快

开拓海外市场，不要给黄牛生存空间，同时大幅增

加小米手机的利润额，让小米公司可以有更多的资

金运作，为下一代机型的研发做更好的准备。（ 来源：

《商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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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米游网络携手 52C/6620/32B 平台来了！

2012这一年终于到来了，关于 2012

谣言着各种末日和灾难挑战，而

功能手机是否也会湮没在历史的潮流中？

2011 对于功能手机而言，是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里，手机行业受运营商集采渠道冲击、智

能手机的飞跃式发展、大环境经济的不乐观等因素影

响，功能手机市场遭受着各方面的冲击。数据显示，

在 2011 年中国手机用户数达到了 9.3 亿，因受智能

机等因素侵蚀，功能手机的占比从 2008 年的 93.6%

下滑至 2010 年的 88.0% 到 2011 年的 76%，呈现较大

的逐年下滑。

曾经红极一时的功能手机，在去年面临着质量危

机、严打风暴、销量不好、同质化严重、卖点不足等

一系列的问题，有不少人纷纷发问：功能手机还能撑

多久？是否走向末路了？

2012，功能手机还将独霸市场！

不可能，功能手机还将独霸市场！我们可以很肯

定的给出以上的答案。虽然功能手机的市场份额呈现

下滑趋势，但据尼尔森第三季度手机用户调查显示，

即便是在美国这个充满高科技前沿的地域，他们当前

的智能手机用户是占 43%，表明仍然有 57% 的人是在

使用功能手机，功能手机依然是主流。更何况就中国

市场而言，功能手机在

整个手机市场中仍占据

着最大、最重要的份额，

智能手机想完全侵占功

能手机市场，恐怕还有

一段很漫长的路。

虽然智能手机的普

及率仍在不断提高，但

占据手机出货总量绝大

部分的仍然是功能手机，

特别是结合我国移动互

联网用户呈现的“低年

龄、低学历、低收入”

的三低偏态分布，这无

疑为价格低廉的功能手

机保留着很大的生存空

间。

对消费者而言，功

能手机依然保持着低廉

价格和易于使用等吸引力。但功能手机该如何捍卫其市场份

额呢？无疑，联发科 52C、展讯 6620、Mstar32B 低端平台

走量依然是好的策略，但价格战并不能在千篇一律的手机市

场中打造出新颖独特的卖点，继而牢靠的抓住消费者。

2012，米游整体产品线服务来了！

联发科 52C、展讯 6620、Mstar32B 低端平台重视与软件

服务的结合，是手机红海中另辟的一条好途径。而在多种类

别的软件服务中，与用户切合度最高的当属手机游戏。占用

户使用手机时间近半的手机游戏，标志着在这个娱乐时代中

手机用户的需求。归咎于 52C/6620/32B 低端平台硬件性能

低、CPU主频低、容量紧张等方面的问题，以至难以实现流畅、

高品质的游戏满足用户。

如今一套最强阵容的游戏服务已经登陆低端平台！

米游网络推出 52C/6620/32B 低端平台整体线服务：多

款热门的 iPhone 物理模型游戏流畅无阻，自主研发的《小

鸡快跑》、《金牌魔术师》新颖独特，并计划复制《手绘英

雄》、《漂流瓶》、《盗梦空间》在内的 20 多款米游经典

游戏。是的，iPhone 和 Android 手机上最热门的遊戏、在

全球已拥有几亿粉丝的最风靡游戏，在中国的功能手机用户

上都可以享受到。

2012，我们继续让功能手机无敌，2012，我们继续创造

功能手机的卖点神话，2012，米游网络携手 52C/6620/32B

平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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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手机操作系统调查：被指落后国外 10 年

中国本土手机 OS 厂商发展（腾讯科技配图）

2月 15 日消息，作为移动互联网重要入口，手机

操作系统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随着盛大正式推

出乐众ROM，本土手机操作系统市场呈现春秋战国局面，

包括百度、阿里巴巴、创新工场、小米科技等众多企业

均加入到这一市场争夺。

不过，市场喧嚣背后却也隐藏隐忧。艾媒咨询 CEO 

张毅认为，国内企业开发基于 Android 平台的手机操作

系统热潮背后有跟风嫌疑，此外，由于并非自主研发，

这些应用国际化后还面临着知识产权问题。

互联网分析人士谢文 ( 微博 ) 则建议国内有实力的

企业更扎实做平台研发，与现有三大手机操作系统平台

直接抗衡，但至少需要花费 5 到 10 年时间才能赶上国外

巨头。如果仅仅做基于 Android 手机操作系统的研发，

只能是急功近利，最终事倍功半，沦为谷歌的打工仔。

抢夺移动互联网制高点

最近 360 应用遭苹果 App store 集体下架一事引

发热议。DCCI 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 (微博 )

一针见血指出手机操作系统重要性：360 涉险过关 , 

貌似个案其实不然 , 正逼近整个业界的风险：1. 移

动互联比PC互联封闭；2.横向垄断向纵向垄断演变；

3. 决胜云 ( 数据汇聚 )- 管 ( 应用分发 )- 端 ( 终端

+OS), Apple-Google-Microsoft上下通吃大权在握。

数据显示，2011 年第四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销量达到 2283 万部，同比增长 79.6%，环比增长

16.8%；中国智能手机用户保有量为 2.23 亿，占总手

机用户的 23.2%。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主流的操作系统

中，Symbian 占 32.3%，iOS 占 11.7%，而 Android 已

飙升到 47.3%。

Android 手机操作系统地位越发明显，阿里巴

巴、百度、小米科技、创新工场、盛大纷纷推出基于

Android 的手机操作系统，以阿里巴巴为例，既将阿

里浏览器、阿里输入法、手机旺旺、搜索、邮件服务

器等应用与手机支付宝打包装进阿里云手机，还可在

手机操作系统上进行分布式系统、弹性计算平台等搭

建，构建由阿里巴巴控制的“云、管、端”时代。

CSND 创始人蒋涛对腾讯科技表示，在中国因为

一些原因，谷歌在 Android 手机操作系统方面并没有

一家独大，这使得手机厂商如三星、HTC、互联网企

业如百度、阿里纷纷杀入，这样不仅可以自由的推荐

公司旗下产品，还避免了在其他手机操作系统上做开

发，受人控制。

另一资深人士向腾讯科技透露，做手机操作系统

还可在线升级，对其他移动互联网应用产生威慑，

即便手机安全软件也对此无可奈何。此外，目前国内

手机操作系统市场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即便小米旗下

MIUI 拥有的 100 到 200 万用户，市场还大有可为。

上述人士透露，这些互联网巨头研发手机操作系

统还可以申请巨额资金补贴。“腾讯已经在布局，

360也已在做桌面，未来也有可能做手机操作系统。”

对此，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胡延平表示，

移动互联网是史无前例发展期、机遇期，而且是一个

布局期。移动互联网市场的竞争跑得越快，卡位卡得

越好，越是有先发优势。

各大互联网公司纷纷涉足手机操作系统也给创新

工场投资项目点心带来压力。点心 CEO 张磊对腾讯科

转播到腾讯微博年第四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操作系统

占有率状况（腾讯科技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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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表示，相对于 2011 年的市场空白期，今年是关键

的一年，市场竞争会加剧。

当然，张磊也表示，手机操作系统市场一直在高

速成长，去年有 4千万部 Android 智能手机，今年预

计会有 8千万部，因此各家还是去做用户规模。对于

点心来说，去年积累了 2千万用户，也有一些收入，

今年争取盈利平衡，并做到6千万到7千万用户规模。

本土手机操作系统仍非主流。

手机操作系统

来源：

2012：中国知名手机操作系统状况对比
公司   联想 盛大 百度 小米科技 阿里巴巴 创新工场点心

操作系统 乐 OS 乐众 ROM 百度易 MIUI 云 OS 点心 OS

优势 

增加电源优化管
理，在平常的使
用 中 待 机 时 间
为 2 天； 优 化
Widget；与中国
联通和中国电信
合作，推广渠道
广，并且有补贴 

支持 OTA 差分升
级，可在线升级
或下载升级包进
行升级；正太云
中书城，麦库记
事等盛大特色应
用，并提供多种
备份服务。

智能框搜索快速。
精准，便捷的移动
搜 索； 云 服 务：
100G 超大容量存
储空间，一处上传
多短同步；百度特
色应用；百度搜索
功能和知名度高。

MIUI 在 整 合 应
用的基础上有了
更多的基础有了
更多的个性化的
改变；时尚感强
烈合适年轻发烧
友。

云服务 ; 自由应
用中心 ; 内置云
账号系统 ; 整合
了支付宝、阿里
旺旺等客户端。

底 层 优 化，1GHZ
以下地段机流畅运
行；UI 架构和 SDK
预留云服务；有自
身应用市场 - 豌豆
菜；云计算服务。

当前支持机型 
 乐 Phone ZTEV880、 Nexus 

One、Nexus s、
HTC、Desire等。

戴尔定制 小米手机 天宇定制 移动终端已超 10
款，包括夏普、海
尔等厂商的手机和
平板电脑。

劣势

基 于 Android 进
行二次开发，优
势不明显。中国
电信运营商的定
制机较为普遍

市场上 ROM 竞争
格局基本定型，
盛大乐众 ROM 后
来者需要分一份
羹，则需要更多
创新和亮点。

操作系统的二次开
发类同，互联网厂
商对上游的设备开
发商，技术提供
商的业务熟悉度不
够，用户认可度低。

封闭系统，暂时
没有与其他手机
总段厂商合作内
置，发烧友装机
方面有待市场校
验。

对于网络依赖性
强，流量成为消
费者难以逾越的
心槛。

Android 的二次开
发，自由知识产权
保护纯风险；合作
厂商暂时偏低端。

面向人群 
 大众 用户群主要是发

烧有级别
大众 用户群主要是发

烧友级别
大众 主要偏向年轻白

领，学生，打工者
一族。

2012 年中国知名手机操作系统状况对比（腾讯科技配图）

国内互联网企业研发基于 Android 的手机操作系

统尽管热闹，也存在一些问题。基本上本土手机操作

系统都是搭载一些 “非主流”品牌手机，如阿里云

和天宇朗通、百度易平台跟戴尔，起步点非常低。如

果国内这些手机 OS 不能与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

等主流品牌合作，其未来的市场推广将难以进行。

另外，手机操作系统并非一个独立存在产品，需

各大手机企业、运营商、程序开发者、芯片制造商所

组成的产业链配合，如何加强产业链合作和构造生态

也是系统推广时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此外，尽管这批

进军手机操作系统互联网巨头们势必已规划好未来

的盈利走向，但其盈利模式是否可行，单靠资本投入

可撑多久这都需要时间严酷拷打。

原 MIUI 负责人黎万强 ( 微博 ) 对腾讯科技表示，互

联网企业不做手机单纯做手机操作系统意义并不大，必

须要铁人三项，即既要做硬件，也要做软件，还要有服务。

黎万强认为，做好手机操作系统还必须处理好两点，

第一是要有好的用户体验，第二是要足够简单，将周边

应用做好。对于小米来说，本身就做手机，所以 MIUI 必

须做好。很多企业看重手机操作系统这块市场，但须想

清楚，找到自身优势，否则只能是在这一市场凑热闹。

做铁人三项

也 并 非 没 有 风

险，黎万强说，

当初小米科技做

MIUI 只是抱着无

知者无畏的态度

进入，中间也经

历了众多波折，6

个创始人齐心协

力全身心投入才

有如今局面。其

他公司如果不能

做到这一点，恐

怕也会遭遇很多

磨难。

在他看来，

单纯从手机操作

系统来说，未来要想盈利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

应用市场，另一种是为用户提供各种定制的云服务。

蒋涛认为，未来国内厂商能否在手机操作系统上取

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各自手机系统预装量、手机厂商对

手机操作系统支持度及各自应用优劣。蒋涛指出，从目

前看，阿里系有淘宝、支付宝，百度有搜索、地图、甚

至会做云识别、腾讯有手机QQ、手机浏览器、手机腾讯网、

微博、微信等产品，这三家做手机操作系统最被看好。

徐磊 ( 微博 ) 认为，靠手机操作系统刷用户并非长

久之计，用户数最多的 MIUI 也仅仅是拥有 100 到 200 万

用户。未来真正可行的是跟终端和渠道合作。徐磊认认为，

对于盛大来说，推出乐众 ROM 可能更重要的还不是吸引

用户，而是厂商，因为这可能使得盛大的网络文学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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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来可能需要付费的内容免费，内置到手机中可以增

强吸引力。

当然，徐磊并不看好百度、阿里、盛大做手机操作

系统，面对这么多的手机操作系统，徐磊说开发者也很

无奈，不得不为自己的应用做各种适配。

国际化或面临版权隐忧

有观点认为，无论是小米的 MIUI、联想的乐 OS，还

是点心 OS 都只是基于 Android 的二次开发版本，虽然对

界面进行修改、添加了新的功能，更适合中国手机用户

的需求，但并不是自主研发，因此还不得不面临着国际

化后知识产权问题。

此外，与国外三大手机操作系统相比，国内企业无

疑积累很少：微软本身操作系统出生，多年的积累建立

庞大生态系统；苹果以手机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商店为

核心的生态系统概念开创了移动互联网的先河；而谷歌

2005 年就收购 Android，到 2008 年才发布 Android 第

一版。

相反，国内这些推手机操作系统的企业却包含很多

跟风成分。这条路是否走的通，目前论断尚早，但可以

肯定是，这些企业面临风险很大，成功概率非常低。

艾媒咨询 CEO 张毅即对国内企业做手机操作系统

表示悲观，他表示受制于整个产业链的合作能力，国内

手机操作系统短期之内难有作为。手机操作系统市场未

来也将由“多国混战”向“三国鼎立”（即 Android、

iOS、windows phone）局面靠拢。

张毅指出，互联网企业“跨界”做手机操作系统不

是明智选择。一方面，操作系统需要强大的技术及资本

支撑，而且做手机系统并不是它们的长项；另一方面，

目前主流的操作系统 Android、iOS 已经比较成熟，市

场地位基本确定，中途杀出的国产“二流”产品迅速上

位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他看来，国内互联网巨头发力手机操作系统，需

要拼的不单是“内战”，恐怕是“世界大战”；能否在“世

界大战”中与以谷歌、微软等为代表的山姆大叔比高低，

大兵团作战显然不行，恐怕游击战才是制胜之道。

点心 CEO 张磊则透露，目前来看，二次开发 Android

手机操作系统并没太多版权风险。Android 手机操作系

统分为两个层级，底层部分开源，开发者都可以拿来用，

上层谷歌的东西则需要相关协议和授权，点心也在海外

尝试试水，但这主要依靠手机厂商与当地商谈的情况。

张磊说，此前也一直有传闻说 Android 手机操作系

统会走向封闭，但至少最近一两年内看不到这种趋

势，对于手机操作系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上面的应

用和服务，点心也推出了基于 Android 4.0 的版本。

CSDN 创始人蒋涛说，国内厂商也意识到 Android

开发权限不断被谷歌收回局面，百度、阿里也在争取

打破这一魔咒，做基于HTML 5的手机操作系统。不过，

谢文并不认同蒋涛的观点，他指出，依靠 HTML 5 并

不能做成手机操作系统，底层仍然沿用谷歌的技术。

谢文说，国内厂商做基于 Android 的手机操作系

统是实力不济的折中办法，因为在移动互联市场上越

往上游走越有机会，越往下游走越没有机会。但基于

Android 的手机操作系统开发是抄后路，急功近利的

做法，最终只会事倍功半，沦为替谷歌打工。

谢文说，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推出很多应用，但

都是亚平台应用，应该更加整合做一个底层平台，花

费 5 到 10 年时间才能赶上国外巨头。不然就会丧失

战斗力，在高端用户上打不过苹果，在主流用户上打

不过 HTC、三星、谷歌，在硬件和市场上又打不过微

软加诺基亚。 （文：雷建平 来源：《腾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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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进军手机行业 发布手机操作系统乐众 ROM

手
机终端成为各方争抢的香饽饽，令网络巨

头纷纷涉足。本报记者昨日从盛大公司获

得证实，该公司已经推出 Android 深度定制的手机操

作系统乐众 ROM，进军手机终端将成事实。

有业内人士认为，进入手机领域的互联网巨头并

非真正想“杀入”竞争异常激烈的国内手机市场，而

是看上目前国内超过 3亿多的移动上网用户，通过捆

绑自己的应用获得更多的利润增长点。

盛大正式发布手机操作系统 进军手机终端

记者昨日从盛大公司获得证实，该公司已经推出

Android 深度定制的手机操作系统乐众 ROM，进军手

机终端将成事实。

近日阿里巴巴与手机厂商天宇朗通之间成立新公

司的传言越来越多，加上此前新浪、百度已经与手

机厂商合作推出自己的手机，网络巨头进入手机领域

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有业内人士认为，进入手机领域

的互联网巨头看上目前国内超过 3亿多的移动上网用

户，通过捆绑自己的应用获得更多的利润增长点。

昨日，盛大公司已经证实推出了 Android 深度定

制的手机操作系统乐众 ROM，本报记者了解到，该系

统内置云中书城、麦库记事、盛大网盘等一众盛大旗

下应用。盛大公司市场部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只是一

个测试版。但对于盛大是否会因此而生产手机，该人

士表示，目前没有听到相关消息。

网络巨头做手机成趋势

业内资深人士杨群表示，从目前的趋势看，盛大

要真正进入手机领域，必然先把自己的手机系统做

好，因为如果要购买系统的话，成本将比较高，而最

关键的是，盛大做自己的手机系统，可以全方位地整

合自己旗下的应用，因此盛大发布手机将只是时间问

题。

而在盛大之前，包括阿里巴巴已经与手机厂商天

语公司进行合作，推出阿里云手机，而近日业界更是

传出双方将成立新的合资公司。

此前，多家互联网厂商纷纷进入手机领域，百度

推出了易平台手机，腾讯推出了自己的 iQQ 手机，

此前新浪也联合 HTC 推出了一款与微博深度整合的

智能手机。

但从目前的整体表现看，这些互联网厂商推出的手

机销量并不理想，多数都是在自己的渠道进行销售，还

没有进入包括手机卖场、电子产品卖场等社会渠道。这

些传统巨头推出手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手机里面

大量捆绑自己公司的多种应用。

捆绑应用以获得利润

业内普遍认为，网络巨头看到了移动互联网带来的

巨大市场，通过捆绑自己的应用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增长

点。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今年 1月发布的《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 3.56 亿，同比

增长 17.5%。

艾瑞咨询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第三季度移动互联

网市场规模超过了 100 亿元，同比增长 154.6%，环比增

长 38.9%，2011 年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将达到接近 400

亿元的水平。（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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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sic 半导体的片上系统解决方案可以高速集成 Profinet

中国，北京，2012 年 2 月 13 日—— Innovasic 半

导体（Innovasic Semiconductor）今天宣布其 fido1100 

片上系统（SoC）解决方案已经为研华公司（Advantech）

所采用。该方案为研华的新款 APAX-5071 Profinet 通

信耦合器提供 Profinet 连接。

Innovasic 首席技术官 Jordon Woods 表示：“基于

Innovasic 半导体的 fido1100 的工业以太网平台可以快

速、经济有效地实现工业以太网通信。通过使用这些平台，

客户无需费力去了解这些通信协议的执行过程，只需专

注于他们自己的差异化应用，从而缩短了上市时间。”

研华工业自动化事业群总监 Tiger Yeh 表示：

“Innovasic 半 导 体 提 供 的 平 台 可 让 我 们 将 

Profinet 连接快速导入我们的 APAX 产品线中。

之前我们为 APAX 耦合器 EtherNet/IP 版本选用了 

Innovasic 半导体的解决方

案，因此我们无需更改硬件，

即可快速生产出 Profinet 

版本。”

Linear 推出双输出、多相降压型 DC/DC 控制器

LTC3861

加利福尼亚州米尔皮塔斯 (MILPITAS, CA) – 2012 

年 2 月 8 日 – 凌力尔特公司 (Linea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推出双输出同步降压型 DC/DC 控制器 

LTC3861，该控制器可与外部功率链器件 ( 如 Power 

Block 和 DrMOS)、以及分立式 N 沟道 MOSFET 和相关

的栅极驱动器配合工作，从而实现了灵活的设计配置。

可并联多达 12 相和异相定时运作，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输入和输出滤波，从而满足非常高的电流要求 ( 高达 

300A)。其应用包括高电流功率分配以及工业系统、DSP 

和 ASIC 电源。

LTC3861 的均流环路可在 DC 及负载瞬变期间在多

个 IC 上实现相位之间的准确均流。该器件的电压模式

控制架构可提供介于 250kHz 至 2.25MHz 之间的可选固

定工作频率，也可利用其锁相环 (PLL) 同步在相同的频

率范围。差分放大器提供了 VOUT 与接地端子的真正输

出电压远端采样，从而实现了高准确度的稳压。LTC3861 

可在 3V 至 5.5V 的 VCC 电压范围和 3V 至 24V 的 

VIN 电压 ( 高端 MOSFET 的漏极电压 ) 范围内工作，并

产生 0.6V 至 5V 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可通过监视输

出电感器 (DCR) 两端的电压降来检测，以实现最大效率，

也可采用一个检测电阻器进行检测。其可调电流限值可

以针对非常低的检测电压 ( 达 50mV) 进行配置，旨

在尽量降低功率损耗。

其他特点包括可调软启动或跟踪、输出过压保护

和两个电源良好输出信号。此外，该器件在 -40° C 

至 125° C 的工作温度范围内保持 ±1% 的基准电

压准确度。

LTC3861 采用 36 引线 

5mm x 6mm QFN 封装，有现

货供应。千片批购价为每片 

2.88 美元。

Linear 推出新型稳压器 LTC3600

加利福尼亚州米尔皮塔斯 (MILPITAS, CA) – 

2012 年 2 月 14 日 – 凌力尔特公司 (Linea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推出 1.5A、高效率、同

步降压型稳压器 LTC3600，该器件能非常容易地并

联，以适用于较大电流的应用，而且可用单个电阻

器调节至 0V。这种新的开关稳压器架构使用 50uA 

电流基准，与单个电阻器相结合以设定输出电压。

这种独特的设计在多个稳压器之间实现了非常容易

的电流均分，从而可用单个外部电阻器设定所有稳

压器的输出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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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C3600 提供了不打任何折扣的高性能。该器件

的 4V 至 15V 宽输入电压范围使其非常适用于双节

锂离子电池应用以及固定的 5V 和 12V 中间总线系

统，而同步整流可提供高达 96% 的效率。LTC3600 

的新式设计允许输出电压在 0V 至 VIN – 0.5V 的

范围内动态调节，从而提供了几乎达到轨至轨的性

能。该器件能提供零输出，因此能按照需要给个别

电源轨断电。其内置的已微调基准实现了 ±1% 的

准确度。此外，输出调节和瞬态响应不受输出电压

影响。就需要电源排序的应用而言，输出电压跟踪

或软启动可非常容易地通过 ISET 引脚来设定。

LTC3600 的宽 VIN 和 VOUT 能力、严格的电压和负

载调节、高效率、很少的外部组件以及并联能力使

其非常适用于新式的多轨系统。

LTC3600 的 3mm x 3mm DFN 或耐热增强型 

MSOP-12 封装与 200kHz 至 4MHz 的开关能力相结

合，允许使用纤巧、低成本的电容器和电感器，从

而可为多轨应用提供占板面积非常紧凑的解决方案。

其他特点包括电源良好电压监视器、外部同步能力

和过热保护。

LTC3600EDD 采用 3mm x 3mm DFN-12 封装，

LTC3600EMSE 采用 12 引线耐热增强型 MSOP 封

装。两种封装的千片批购价均为每片 2.80 美元。

工 业 级 版 本 LTC3600IDD 

和 LTC3600IMSE 保 证 在 

-40° C 至 125° C 的工作

节温范围，千片批购价均为

每片 3.22 美元。

TI 推出 MSP430F673x/F672x 系列超低功耗 16
位微控制器

德州仪器 (TI) 宣布推出 MSP430F673x/F672x 系

列超低功耗 16 位微控制器，可在电能计量和能源监

测应用中为开发人员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借助单个

可支持实时时钟 (RTC) 的备份微控制器、主电源提

供的电源管理以及多达 2 个独立的辅助电源，TI 新

型器件可保证实现无中断型操作。另外，凭借不断

提升的采样速率和多种操作条件下（如电流范围和

时间）的出色线性度，24 款最新 F673x/F672x 器件

还可实现更加精准的测量，从而打造出一套稳定的

系统解决方案。这些器件是 TI 首批具有集成型 24 位 ΣΔ

转换器及单个 320 段 LCD 控制器的 6xx 系列微控制器。与以

前的 160 段解决方案相比，开发人员能够充分利用具有更多

可编程性的增强型分段式 LCD，在显示器上显示更多的字符

（特别适合亚洲的语言文字）。作为 MSP430? 微控制器产

品系列的一部分，F673x/F672x 器件专为超低功耗模式而设

计，可确保 LCD 显示器在工作期间消耗尽可能少的功耗。

富士通推出基于 0.18 µm 技术的全新 5V I2C 接口

FRAM

上海， 2012 年 2 月 7 日 – 富士通半导体（上海）有

限公司近日宣布推出其基于 0.18µm 技术的全新系列 FRAM 产

品家族。该系列包括 MB85RC64V 和 MB85RC16V 两个型号，

均支持 I2C 接口且可在 5V 电压下工作，即日起即可供货。

近年来，FRAM 产品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计量、工厂

自动化应用和各种工业领域，而对这些领域来说数据采集、

高速写访问及高耐久性等特性都至关重要。为了应对这些

市场需求，富士通此次推出的新型 5V IIC FRAM 家族——

MB85RCxxV 系列中包含 MB85RC16V 和 MB85RC64V 两颗芯片，

其各自的内存容量分别为 16Kb 和 64Kb。两款芯片可在 3.0-

5.5V 的电压下运行，耐擦写次数达 1 万亿次，数据保持时

间为 10 年（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内）。I2C 最高通信频率为

400kHz。产品封装为 8 脚塑料 SOP，带标准内存引脚配置且

兼容标准 E2PROM 器件。

5V IIC FRAM 产品阵容

产品型号内存容量 工作电源 工作温度 耐擦 /写次数 数据保持时间 封装

16K bit
3.0 - 5.5 
v -40 - 85 1 万亿 10 年 SOP-8

64K bit 3.0 - 5.5v-40 - 85 1 万亿 10 年 SOP-8

凭借公司内部一体式的开发和制造流程，富士通半导体

进一步优化设计及与工厂间的密切合作，为向市场稳定地提

供高质量产品打下基础。

除 I²C FRAM 家族产品外，富士通还提供 SPI 接口和并

行接口的 FRAM，其内存容量为 16Kb 到 4Mb。为进一步满足

市场需求，富士通今后还将继续扩大其 FRAM 产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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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通推出 32 位 RISC 微控制器 FM3 系列新产品

上海， 2012 年 2月 14 日 – 富士通半导体（上海）

有限公司近日宣布推出第四波基于 ARM® CortexTM-M3 处

理器内核的32位RISC微控制器的FM3系列新产品。此次，

富士通半导体共推出 210 款新产品，即日起提供样片。

富士通半导体未来还将继续扩充 FM3 系列产品线，并计

划于 2012 年底达到 500 款。

新产品包括高性能产品组、基本产品组、低功率

产品组和超低功耗产品组四个类别，高性能产品组共

有 64 款 产 品， 包 括 MB9B510R/410/310/110 系 列、

MB9BF516RPMC 以及其他产品；基本产品组共有 12 款产

品，包括 MB9A310K/110 系列、MB9AF312KMPC 以及其他

产品；低功率产品组共有 108 款产品，包括 MB9AB40N/

A40/340/140 系列、MB9AFB44NPMC 以及其他产品；超低

功耗产品组共有 26 款产品，包括 MB9AA30N/130 系列、

MB9AFA32NPMC 以及其他产品。

FM3 系列产品整合了 Cortex ™ -M3 内核和专为 FR 微

控制器开发的周边外设，加入 64 款高性能组产品、12

款基本组产品、108 款低功率组产品和 26 款超低功耗组

产品后，使全系列产品多达 370 款。

引入新的低功率组产品后，富士通半导体全系列产

品达到四组，可提供适合各种应用的完整 FM3 家族产品

线。高性能产品组特别针对处理器密集型系统控制器和

应用导向界面所设计，具有 CAN 和 USB2.0 功能；而基本

产品组则专为单一电机变频控制而设计开发。新引入的

低功率组产品更针对广泛的电池供电类移动产品、使用

LCD 技术的数字娱乐设备以及家用电器和保健设备提供

最佳优化，满足了市场上对低功耗产品的需求。而超低

功耗组产品则可应用于使用各类传感器的仪表机械及电

池供电应用。

除此以外，FM3 系列产品线添加了 LCD 控制器后应

用范围更加广泛。

产品概要：

高性能产品组：MB9B510R/410/310/110 系列

速度、周边外设、通信功能（如 144MHz CPU 内核

等）、周边外设组合、可控制高达3个电机的变频控功能、

USB2.0 和 CAN 等方面有所提高。所有功能设计均用来满

足市场对更高处理速度和多功能、多样性的需求。

本产品组内置的闪存可选 544KB 和 160KB，而封装

可选 120 管脚和 100 管脚，并添加了实时时钟。这些产

品对于高速处理应用是理想之选，适用于系统控制器、

科胜讯推出新型高清晰度 DIFT JPEG/MJPEG 编

码器

办公设备、电机变频调节设备等工厂自动化设备。

基本产品组：MB9A310K/110 系列

在具有更高性价比的同时，产品还搭配了丰富的

周边外设组合。MB9A310K/110 系列整合了电机控制

的变频控制功能、USB2.0 和实时时钟，内置闪存可

选 160KB 和 96KB，封装为 48 管脚。由于具有专门变

频控制应用，该组产品是使用变频电机控制应用的最

佳选择，如工厂自动化系统以及空调、冰箱需要节电

的家用电器等。

低功率产品组：MB9AB40N/A40/340/140 系列

随着低功率产品组引入到 FM3 家族，MB9AB40N/

A40/340/140 系列不仅能够低压运行，并能在运行和

电池利用上降低功耗。闪存可选 288KB 和 96KB，封

装为 100 管脚和 64 管脚。该组产品整合了 USB、实

时时钟、LCD 控制器和 HDMI-CEC。这是 FM3 家族产品

线首次在产品上整合了 LCD 控制器和 HDMI-CEC，使

之成为医疗保健设备上液晶显示屏、家用电器上数字

显示、AV应用上AV设备连接等广泛应用的最佳选择。

超低功耗产品组：MB9AA30N/130 系列

该系列产品继承并优化了家族内高性能产品组和

基本产品组的高性能周边外设，产品系列简洁，并极

大降低了功率要求。产品包含多种省电工作模式，闪

存可选择 128KB和 64KB，封装为 100管脚和 64管脚。

并添加了 LCD 控制器和实时时钟。由于这些产品可

以操作的驱动电压较广，从

5.5V 到 1.8V，所以非常适

合宽范围的电池供电应用，

如传感器网络、家用电子产

品和数字娱乐设备等。

为图像、音频、嵌入式调制解调器及视频监控

应用提供创新半导体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科胜讯

系统公司 ( 纳斯达克代码：CNXT) 推出低能耗 DIFT 

JPEG 编码器 CX93610，该编码器包含一个 656 摄像

头接口和可选麦克风输入。CX93610 是一款独立的混

合信号特殊应用标准产品（ASSP），专为监视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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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比科微发布国产首款 1200 万像素 CMOS 传感

器

2 月 2 日 虽然不知具体效果如何，但这个消息

确实令人兴奋——中国首款自主研发可用于单反相

机的 CMOS 传感器终于面世！

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出新闻

稿宣布成功自主研发有效像素达到 1200 万像素的

CMOS 传感器，型号为 SP8AC08。据该公司官网介绍，

该传感器拥有极佳的成像效果，适用于单反相机、

工业相机等专业领域。

英飞凌面向汽车电子推出创新型 H-PSOF 封装

英飞凌科技股份公司近日推出一种创新型封装技术，

为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等要求苛刻的汽车电子应

用带来更大的电流承受能力和更高效率。新推出的 TO 封

装符合 JEDEC 标准 H-PSOF （散热型塑料小外形扁平引

线）。首批推出的采用 H-PSOF 封装技术的产品是 40V 

OptiMOS ™ T2 功率晶体管，它们的漏极电流高达 300A，

导通电阻低至 0.76 毫欧。

英飞凌科技股份公司汽车电子事业部总裁 Jochen 

Hanebeck 表示：“通过开发创新型 H-PSOF 封装，加上

其深厚的汽车系统专业知识，英飞凌进一步增强了其在

汽车和电力电子领域的技术领先优势。这一面向大电流

MOSFET 的全新封装，能够让我们的汽车系统供应商客户

设计出能效和可靠性更高的汽车电子产品，从而达到汽

车油耗和排放的需求。” 

H-PSOF 封装可帮助汽车电子制造商更好地服务于大

电流应用市场。这些应用包括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电池

管理、电动助力转向（EPS）、汽车发电机，以及其它可

提高燃油效率和降低排放的大负载应用。美国市场研究

公司 Strategy Analytics 在最近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

指出，一个快速增长的应用领域是汽车EPS和启停系统。

预计到 2016 年，该市场的销量将从 2011 年的 4700 万套

增至 1.1 亿套以上，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19%。 

H-PSOF 封装还具备组装和制造上的优势。其特殊的

设计可确保良好的可焊性，从而实现可靠的焊接。此外，

组装和制造厂还能利用自动光

学检测（AOI）设备控制焊接引

线，而AOI是表面贴装工艺（SMT）

生产线中常有的一部分。 

摄像头应用而设计，包含拥有视频、可视对讲 / 门

口对讲机、婴儿监视器和远程家庭监控的 PIR 传感

器。

科胜讯的 CX93610 拥有低成本、低能耗和高度

图像压缩功能，非常适用于要求视觉验证的无线摄

像头安全解决方案，并可大幅减少文件大小。

CX93610 采用一个外接 CMOS 图像传感器，

可提供各种专门的 JPEG 编码技术以在一个内部 

512KB/256KB 帧缓冲区高度压缩和保存图像数据。

一个 2:1 和 4:1 定标器可用于图像尺寸调整，

4:2:0 二次抽样转换可进一步减小图像文件大小高

达 99%。通过一个麦克风输入和可编程分配缓冲，2 

位或 4 位 ADPCM 音频可在图像捕捉期间同时被记

录，为音频和视频数据存储提供完整的 A/V 解决方

案和灵活的帧缓冲区。

CX93610 由通过麦克风接口的一个简单寄存组

控制，拥有各类接口，包括串行外围接口（SPI）、

UART 和 I2C，允许广泛灵活的麦克风选择。这使各

类无线音频配对更为容易，而用于音频的基站处理

器可用来控制 CX93610。CX93610 拥有数字和模拟

光电池传感器输入，可促进接近光测量并使用片上 

LED 驱动器在弱光条件下控制外接红外 LED。或者，

一个外部计算程序可用于光传感器测量以节省外接

光电池成本。

科胜讯系统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ailesh 

Chittipeddi 博士表示：“科胜讯持续注重于提供

各类创新的集成视频解决方案，以满足安全、监视

和监控应用。我们最新的编码器应用了 DIFT JPEG 

以大幅减小文件大小，实现更快的转移时间和更长

的电池寿命。”

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由留学

归国人员 2004 年在中关村科技园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

专门从事 CMOS 图像传感器和图像处理芯片的研发和销

售，在手机摄像头和网络视频

方面具有一定的生产经验。此

次推出的 SP8AC08 是我国首款

突破千万像素的图形传感器，

但目前还未投入正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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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 进军平板电脑市场 罗瑞德欲颠覆产业格局
                                                                                 

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销售台式电脑芯片，但却始终

屈居英特尔之后的“万年老二”AMD，终于要“转型”了。

据路透社报道，AMD 公司新任 CEO 罗瑞德（Rory Read）

在首次出席分析师会议之前提出了一项充满热情的新计

划，他表示，AMD 将调整自己的 PC 芯片技术，目标是快

速增长的平板电脑市场，以及新兴市场。此外 AMD 上周

四发布了最新的产品路线图，首次宣布它将为平板电脑

市场生产超低电压处理器。

 AMD 转舵，进军云计算和平板电脑市场

在与华尔街分析师的对话会上，罗瑞德的言辞充满

激励之味，他表示，AMD 将迎战快速变化的电脑产业。

AMD 可以利用自己的芯片技术进军快速增长的移动计算

领域和新兴市场，但AMD会远离智能手机市场。罗瑞德称：

“我们将在客户端和移动上双管齐下，我不是暗示我们

将进入智能手机市场，这个领域太过拥挤而且利润低，

我将关注客户端移动性和轻薄”。他表示，AMD 将关注

云计算的机会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对入门级 PC 和其他设

备的需求增长。

 AMD 表示，短期内关注点将放在改善 AMD 的执行，

包括更快地将产品推向市场，而长期计划是发布其称为

“灵巧”芯片的产品。这个词的意思还暗示，AMD 将调

整开发被称为片上系统的多功能产品的方式。

最近加入 AMD 担任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的马克

·佩珀马斯特（Mark Papermaster）称，这意味着，除

了 AMD 已知的 2 种芯片 —— 微处理器和图形芯片外，该

公司也开始在单个硅圆片上将这些芯片与其他方的芯片

集成在一起。

此外，AMD 在最新的产品路线图中，首次宣布将为

平板电脑市场生产超低电压处理器。AMD 全球业务部总

经理 Lisa Su 表示，AMD 将大举进入包括平板电脑在内

的主流市场，因为那是市场中增长的地方。为此 AMD 将

推出 4.5 瓦“Hondo”加速处理器。“Hondo”将在 AMD

的“Brazos”低功率加速处理器之下，是一款采用 40 纳

米技术制造的芯片，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

罗瑞德着重强调了未来将在嵌入式和移动领域发力，

看好平板和超低功耗轻薄笔记本电脑的发展，AMD 对自

身未来市场前景的看法如下：其中平板占 18.6%，服务

器占 5.3%，嵌入式占 15.1%，笔记本占 8.4%，台式机只

有可怜的 2.8%，图形显卡方面占 11.6%。市场和研发

重心比起以前来可谓焕然一新。

由于 AMD 前 CEO 梅德克 (Dirk Meyer) 并未使

AMD 在快速增长的移动设备上有所建树，比如智能手

机和平板。2011 年 8 月，罗瑞德接过帅印，开始掌

舵 AMD。接掌 AMD 之后，罗瑞德展示出“新官上任三

把火”的干劲，先是 2011 年 11 月即宣布裁员 10%，

为此每年节省 2亿美元开支。再就是上述 AMD“转舵”

言论。

AMD 将放弃与英特尔对抗观念，拓展新市场

罗瑞德正在推动公司内部的改变，摆脱传统而过

时的 AMD 大战英特尔的观念。为此，AMD 发言人迈克

尔·希弗曼 (Michael Silverman) 表示，AMD 将放弃

与英特尔对抗的观念，“如果一家企业总是专注于竞

争对手，而不是市场的希望和需求，那么将不利于长

期发展。”

Pund-IT 主任分析师查尔斯·金 (Charles King)

表示，在罗瑞德开始领导 AMD 之后，AMD 出现这样的

调整并不令人惊讶。他表示：“新任CEO已经意识到，

传统思维将把 AMD 限制在英特尔的范围内。我认为，

这表明 AMD 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取得突破，同时获得外

界评价。”

不过，Gabriel 咨询集团分析师丹·欧兹 (Dan 

Olds) 则表示：“无论 AMD 怎么认为，AMD 和英特尔

仍是竞争对手，未来也将是竞争对手。主要的差别在

于，AMD 似乎已经公开承认，在传统处理器市场中，

AMD 不太可能击败英特尔。”

In-Stat 分 析 师 吉 姆· 麦 克 格 雷 格 (Jim 

McGregor) 表示，英特尔目前也并不将 AMD 视作最大

的威胁。他指出：“英特尔眼中的主要竞争对手是

ARM。AMD 目前对英特尔没有太大威胁。”

新兴市场 ARM 威胁不容小觑

长期以来，PC 芯片市场一直处于英特尔和 AMD

双寡头垄断局面下。罗瑞德认为这样的局面并不健

康。尴尬的是，AMD 在多年的双寡头竞争中并未占得

上风。2011 年，AMD 的 PC 处理器市场份额显著下滑，

英特尔则增长势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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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德谈到了竞争对手英特尔对 PC 芯片市场的

支配地位，他说，随着平板电脑和其他设备的兴起，

英特尔迄今在这类市场仍是弱势，这就为 AMD 这类公

司的创新开辟了新机会。罗瑞德强调：“人们将看到

专利权控制点的崩溃，这些控制点年复一年地支配着

芯片行业，这种现状将被打破。”

不过，罗瑞德的复兴大计任重道远。因为除了面

临英特尔这个老对手，AMD 还必须面对高通等公司的

强劲挑战，后者计划生产 ARM 架构低能耗的低端 PC

芯片。另一方面，随着 PC 销售放缓，AMD 和英特尔

发现自己未能在智能手机和平板市场上立足，这里广

泛采用的是 ARM 芯片。

更严重的是，ARM 的势力范围开始向 PC 领域延

伸。近日，Morgan Stanley 公司在对约 30 家 PC 厂

商进行调研后发现，有 40% 的厂商有兴趣在两年之内推

出 ARM 处理器的 PC 产品。因此，可以预料到 2013 年，

基于 ARM 处理器的 PC 产品的市场份额将会达到 10%。而

根据 International Data 公司的预测，2015 年时全球

约有 13% 的 PC 产品将会基于 ARM 架构，当然其前提是能

够得到主流 PC 厂商的支持。

目前，ARM 处理器在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市场上拥

有很大的份额，因此很多人非常关心 ARM 处理器在 PC 产

品上会有何表现。不过 ARM 处理器的缺点也很明显，如

不能够兼容大部分基于 Windows 平台开发的应用软件，

处理器的性能并不是很高等。

对于罗瑞德而言，尽快细化新战略，加大执行力度

攻占平板电脑和新兴市场至关重要。(文：林咏晴 来源：《通

信信息报》 )

晨星积极抢进 2G 中端手机市场 目标为市占率倍增 

2012 年 2 月 10 日台湾媒体消息 晨星 (Mstar)

在 2 月 9 日召开法人说明会，董事长梁公伟会上表

示，手机芯片产品线去年增长幅度最大，但晨星去

年将研发重心放在了 2G 中高端即 “类智能机”部

分，今年晨星将向下发展2G中端功能手机（Feauture 

phones）市场，目标在 2G 手机芯片市场占有率将由

去年的 6-7% 提高到 15%，即达到市场占有率倍增。

反观晨星的竞争对手 --2G 手机芯片霸主联发科

(MTK) 近期则因为受到消费者由 2G 功能手机转换到

智能手机（Smart Phones）的换机潮冲击，也积极往

低端智能手机市场发展，面对晨星积极进攻 2G 市场，

大小 M的芯片战场将延伸扩大。

梁公伟表示，去年晨星在手机芯片市场偏向中高

端领域，今年将转战抢占 2G 中端市场，会拉动出货

量增加，晨星会在精简成本上更加努力，今年晨星有

信心在 2G 手机芯片市场占有率将提高，目标要达到

15% 的水平。

对于外界认为 2G 功能手机市场将在换机潮下萎

缩，但梁公伟认为，中国手机市场有 6-7 成是外销，

换机潮主要体现在中国市场，其它地区则因为消费者

购买力、网络建设等原因，功能手机仍然是市场主力，

再加上晨星产品的竞争力，他相信晨星在 2G 功能手机仍

会有不错的增长。

在 3G/ 智能手机市场，梁公伟表示，晨星与 ALPHA

合作开发可同时支持 WCDMA 和 TD SCDMA 的双模方案，晨

星上半年将进行客户认证工作，随着客户参加中国电信

运营商的集体采购标案，预计晨星本身 3G/ 智能手机方

案可望下半年进入量产。

另外，梁公伟也特别提到手机相关的外围芯片，如

晨星去年推出的触控芯片，梁公伟表示，晨星的 Touch 

IC颇获好评，可让客户把原先需要两层ITO减少为一层，

节省成本，现已获触控面板厂采用，预计今年出货量将

逐渐放大。

NFC 方面，晨星认为未来 NFC 在智能手机将会慢慢

普及，去年晨星 NFC 方案已获中国银联认证且已出货，

并且也已出货到欧洲，主要应用在企业管理上；包括晨

星自行开发的 RF IC 已通过客户认证，虽然去年第四季

度的出货量较低，但晨星相信未来将会逐渐提升。( 来源

:《 我爱研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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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vell：机会源于最不被看好的 TD-SCDMA 

“英特尔出售或者放弃的业务必然在半年左右获得市

场的青睐和爆发”，这是在 CES 上听到的一个新逻辑，听

上去有些滑稽。但在 Marvell 身上，这个逻辑就被印证了

两次。

最近的一次是英特尔于 2011 年 10 月上旬宣布终止该

公司从事家电 SoC 开发等的业务部门的运营，同时停止电

视半导体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开发。此次决定意味着英特尔

将完全退出 Google TV 业务。

但在 2012 CES 上，智能电视成了焦点。其中，

Google为降低第二代Google TV成本，提高其市场占有率，

以 Marvell 公司取代 Intel 作为其主要芯片合作伙伴。另

外一家在智能电视上颇有斩获的是高通，联想在此次展会

上发布了其基于高通芯片解决方案智能电视乐 TV。

无 论 是 Marvell 还 是 高 通， 在 CES 上 都 高 调 宣

传 智 能 电 视。Marvell 甚 至 在 CES 展 馆 门 口 就 打 出

“Marvell+Google=Google TV”的标语。

一个已经被证实的逻辑

上一次则要追溯到 2006 年 6 月，欧德宁接手英特尔

不久之后，就大刀阔斧地砍掉其 XScale 架构及移动通信

业务，而接盘者即是 Marvell。

作为英特尔的拥趸，我曾为之惋惜，因为移动互联网

时代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来临了，移动手持设备急

需低功耗、高性能的处理器，而这正是基于 ARM 架构的

XScale 的优势。

而此次收购使得 Marvell 公司在不断发展的用于智能

型手持设备的处理器市场拥有更大实力。而在这之前，

Marvell 的产品线主要集中在存储及通信设备用芯片上。

拥有了移动通信芯片的供货能力及其在无线 LAN 芯片组等

方面的发力，Marvell 奠定了进入移动通信及消费类电子

更广阔的市场基础。

但在当时，业界更多的是对英特尔的惋惜，而很少有

人会看好 Marvell。因为在移动及便携式设备处理器领域

有高通、TI、英飞凌、诺基亚这样强大的竞争对手。和

Marvell之前主要在IT存储芯片等开放的市场环境相比，

这个领域过于封闭，有着自己的生态系统。这也是英特尔

之前近 10 亿美元的投入而无法获得进展的主要原因。

电源管理与能耗成卖点

在这之后，Marvell 依托 XScale 架构及自身在

存储芯片领域积累的相关经验，开发出多款应用于高

端手持设备的处理器，在这当中 Marvell 在电源管理

和能耗处理方面的优势得以发挥，其产品和当初英特

尔的产品相比较，最大的卖点也在这方面。之后几年，

当英特尔再次进入移动通信相关市场时，功耗问题依

然没有很好解决，至今英特尔在移动通信领域依然处

于边缘状态。

从客户角度讲，Marvell 当时的客户资源依然是

当初从英特尔手里接盘的 RIM、PALM、摩托罗拉等少

数几家企业。当高通等公司也开始大力推动智能手机

战略时，Marvell 的客户资源似乎是过于单薄的。尤

其是最近三四年，RIM 急剧下滑，PALM 消失，摩托罗

拉的市场份额也迅速萎缩。Marvell 在移动通信领域

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

新机会来自不被看好的技术

移动通信处理器市场显然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领

域，在过去 5年，前后有数十家企业被并购或退出，

市场向更加垄断的趋势发展。而在 Marvell 进入这个

领域前后，许多同类想法的公司也加入到便携设备处

理器的市场上来。飞思卡尔、NVIDIA、瑞萨电子、三

星电子、ST-Ericsson、博通及德州仪器等，都在探

头探脑，虎视眈眈地寻找加入的机会。

如何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生存是需要很高

智慧的。

而对于 Marvell 而言，中国的 TD-SCDMA 无疑是

一次巨大的机会。

记得在 10 年前，中国 TD-SCDMA 开始艰难的推动

市场化进程，而芯片层面的发展尤为艰辛。无论中国

政府及相关产业链如何呼吁，国际主流厂商都不愿意

投入研发。相关部门曾经大力游说高通和英特尔，但

基本上都是获得表面上的支持或者干脆就是利益冲

突而拒绝。

也许很多人还记得，为了降低风险，由 17 家国

内外公司联合出资成立的凯明，有著名的芯片厂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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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仪器、诺基亚等参与。但最终由于各方利益无法平

衡，技术进展缓慢，最终倒在 TD-SCDMA 商业前夜。

没有国际主流厂商的全力支持，在国内几家投入

微薄、技术实力较弱的芯片厂商也是度日如年。曾经

数十家投入 TD-SCDMA 的芯片厂商，最终的幸存者寥

寥无几，从而使得整个 TD-SCDMA 产业链整体落后于

另外两大 3G 标准。

但是，作为中国首次提出的全球 3G 标准，中国

政府所下的决心却是空前的，这将是一项中国长期坚

持的重大科技项目。TD-SCDMA 对于中国有着特殊的

意义。

与其他国际芯片厂商的消极态度相比，此前并不

专注于移动通信领域的 Marvell 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Marvell 三位华裔创始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在 TD-SCDMA

领域的巨大市场机会，果断地投入到中国 TD-SCDMA

相关芯片的研发中来。尤其是 Marvell 联合创始人，

出生于上海的戴伟立 (Weili Dai) 女士，始终坚信

中国庞大的市场基础和中国政府的信心能够让 TD-

SCDMA 取得应有的市场地位。 

在 2008 年，TD-SCDMA 商业前夕最迫切的时期，

Marvell 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研发力量，

并迅速在中国建立研发基地。当年，Marvell 率先成

为中国移动 OMS 计划中核心的芯片设计合作伙伴，且

8款首批发布的 OPhone 手机中有 7款采用了 Marvell

的应用处理器芯片方案。

2009 年 9 月，Marvell 中国团队推出了业界第一

款 TD-SCDMA 单芯片解决方案 PXA920，通过单芯片

的设计，TD 终端芯片的集成度大大提升、性价比和

成本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2011 年，Marvell 推出

TD-HSPA+ 多载波通信处理器 PXA1202。而在 TD-LTE

方面，Marvell 也在积极跟进。与此同时，Marvell

积极利用自己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说服多家国际手

机品牌加盟 TD 阵营。

针对中国市场数量众多、层次不齐的手机厂商，

Marvell 的产品都附有完整的参考设计（包括电路板

布局设计）、软件、制造诊断工具、文档及其他内容，

可帮助客户充分评判产品价值，提高生产力。

凭借这些优势，Marvell 单芯片方案受到了包括

中兴、华为、摩托罗拉、宇龙、索爱、三星等国内外

十多家知名手机厂商的青睐，多款产品已经走向市场

并获得成功。这对于 TD 终端后来居上和其他 3G 标准

的产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Marvell 也由此迅速攀升到手机整合处理器供货

商世界前三的位置，其 2009 年销售额占到整个市场

的 26%，而高通则占据 61% 的市场。

中国市场的价值

中 国 无 疑 是 Marvell 的 福 地， 因 为 从 2008 年

Marvell 大力投资中国之后，中国市场几乎在多个领域

迎来爆发式增长，包括移动通信、宽带通信、PC 及新型

平板设备、智能家电等多个领域，均给 Marvell 带来巨

大的发展动力。

除在 TD 领域取得的骄人成绩外，Marvell 也在光纤

接入网络、网络交换和消费电子领域与国内领先的通信

设备厂商和消费电子制造商结成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包

括华为、中兴、H3C、盛大、联想等。

今天，Marvell 在中国的员工总数近 1200 名，其中

设在上海的国际研发中心拥有近千名研发人员，是继美

国总部、以色列以外的第三大研发中心。该中心致力于

为中国移动和消费电子市场提供先进的核心技术开发服

务，包括 TD、高清电视以及蓝光等，并支持公司在存储、

通信、电源、模拟、RF 、视频等领域新产品的开发和现

有产品的改进。随着 Marvell 在中国市场业务的不断扩

大，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将研发中心的规模扩展到几千

人的规模，使其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

在 2012 年 CES 期间，本刊对戴伟立女士进行了简单

的采访，这位出生于中国上海的华人女性浑身都散发着

高科技的味道。在半导体这个十分枯燥的领域，女性的

发展空间相对较小。但也许恰恰是女性独有的管理风格

使得 Marvell 在过去 5 年成为全球无晶圆半导体成长最

快的公司之一。

在 CES 短暂的沟通中，不管这位华裔女 CEO 是出于

商业还是其它目的向我积极表达其对中国的情感和对中

国市场的看好。但我最看重的是，Marvell 作为第一家

向 TD-SCDMA 抛出橄榄枝的知名国际半导体公司，对中国

TD-SCDMA 产业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自 2009 年 1 月发放 3G 牌照至今，我国 3G 用户已达

1.28 亿户，其中 TD 用户 5121 万户，在 3G 用户中的占

比约为40%；这足以证明 Marvell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接下来，TD-LTE 必将在全球普遍开花，而这对于早期即

跟进 TD-SCDMA 发展的 Marvell 而言，无疑又是一个巨大

的机会。

记者观察 :

Marvell 在 CES 上展示的几项技术

移动技术：采用了核变形（core-morphing）技术的

ARMADA双核处理器，让芯片可根据所需性能开启和关闭；

智能电源管理平台让业界领先的 Wi-Fi 技术与高能效的

芯片解决方案相结合，使得家庭中的智能设备移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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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现实。

数字娱乐技术：Marvell 全新的基于 ARMADA1500 的

革命性“前瞻平台”（“Foresight Platform”）已应

用在新的谷歌电视中，为新一代智能电视、机顶盒、蓝

光播放器等提供了超常的电视和多媒体体验。从高清和

3D 流媒体视频到环绕立体声，那些深受消费者喜爱的

Netflix、Pandora、YouTube 和 Picasa 等服务，现在可

以以一种迅速、超清和省流量的方式接入到任何设备。

云服务技术：随着消费者对云服务的使用日渐活

跃，服务提供商必须扩容以保证大量数据在各个设备

间的即时安全传输。Marvell 公司推出高性能的存储

技术，使消费者和企业能在便捷可靠的数据范围内

保持互联、娱乐和获得利润。对于企业和家庭网络，

Marvell 的优势是：无需昂贵投资，就可以提高服务

器、存储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容量。（文：杨海峰 

来源：《 通信世界网 》)

联发科 1月营收下滑 3成 高通低价产品来势汹汹

低价智能机涌入市场，千机一面愈演愈烈

近日，芯片制造商联发科 (MTK) 公布 2012 年 1 月

营收情况。受到农历春节长假影响，期内营收仅新台

币 51.6 亿元，较去年 12 月的 74.6 亿元新台币下滑

30.9%。此外，联发科还预计今年第一季度营收将较去年

四季度下滑 10%- 15%。不过在业绩说明会上，总经理谢

清江称，2011 年已经完成了智能手机出货量 1000 万套

的目标，同时预计今年出货量有望冲击 5000 万套。与此

同时，包括高通、展讯在内的多家芯片商新一代低价智

能机方案亦相继进入了量产阶段。在这类上游方案商的

高歌猛进下，大屏幕、触控、智能、低价……仍将构成

2012 年手机市场的主旋律。

智能手机愈发趋同

“曾经的手机是美少女，现在的手机是蝙蝠侠。”

近日，新浪科技官方微博发布一张图片，将过去和现在

的手机分为两类———过去的手机造型各异五彩斑斓，

被冠以“美少女”。现在的手机则千机一面，大都是一

块硕大的触摸屏，机身非黑即白，被戏称为“蝙蝠侠”。

该微博引来包括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在内的大量转发。

自谷歌 Android 系统大规模发展以来，包括摩托罗

拉、索尼爱立信等国际品牌，已明确表示未来只会推

出智能手机。而随着联发科首款低价智能手机方案 M T 

6573的推出，大量国产品牌的千元智能机开始涌向市场，

且动辄百万台规模，使得市场上智能手机的适用人群进

一步扩大。

“这样一来手机会变得越来越单一化，无疑为品牌

之间的竞争增加了新的难度。”手机咨询公司战国策分

析师杨群认为，随着上游芯片商低价方案的推出，让

智能手机之间无论外观、价格还是配置，差异化越来

越小。

以规模上升对抗利润率下滑

这种情况在 2012 年无疑会愈演愈烈，因为随着

竞争加剧，上游方案商亟待规模化，以稳住日益下滑

的利润率。

最典型的例子来自于联发科。在上述业绩说明会

上，谢清江坦言“智能手机芯片价格压力大”。一方面，

高通也开始布局低端智能手机芯片市场，并效仿联发

科的“交钥匙”模式，提供更完善的服务，进一步降

低手机品牌的入门门槛。另一方面，展讯、晨星等其

他芯片公司也积极深入智能手机芯片市场，因此自去

年下半年起，智能手机芯片价格已有不小的跌幅。

按照联发科每月公布的业绩状况来看，当去年下

半年联发科智能芯片 M T6573 刚进入市场时，智能手

机芯片毛利率超过 55%，但预估今年上半年会下跌 10

个百分点左右。

高通低价产品来势汹汹

杨群认为，稳住利润率正是联发科希望年内智能

手机出货量能冲击 5 0 0 0 万套的重要原因。按照联

发科公布的信息，尽管一季度稍淡，但出货量仍预计

有 800 万 -1000 万套，之后则会逐季增长。

此外，谢清江还透露搭载 1G H z 处理器的下一

代低价智能手机方案 MT 6575 可与今年一季度顺利上

市。不过据其透露，该方案主要针对 1000 万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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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的智能手机。该价格区间略高于市场预期

———此前，业界普遍认为 MT 6575 的价格将与目前

的 MT 6573 持平，而 MT 6573 会有适度下调，构成稳

固的价格体系，抵御高通对低价智能机市场的冲击。

不过在杨群看来，这显然不利于联发科的利润率。

 至于高通，不久前公布的财报数字相当抢眼，其

SnapdragonS 1 系列处理器在低价智能型手机市场成长

力道强劲，搭配其他中高端产品，已然呈现出不俗的竞

争力，并对联发科擅长的低价智能机领域构成了直接威

胁。(文：南都记者方南 实习生肖小珊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手机芯片厂商向全方案平台商转型

近日，展讯通信决定收购拥有 WiFi 技术的成都

穿越电子有限公司，并以该公司为基础建成展讯成都

研发中心、技术支持服务中心及展讯中国西部地区总

部，总投资不低于 2 亿元，力争在 2014 年年底前使

公司人员达到 1000 人规模。

 展讯迈出的这一步，是怎样的企业战略布局？

此举会给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整体发展态势带来什么

变化和影响？在全球芯片厂商的竞争格局中，此举又

意味着什么？

向全方案平台商转型

展讯开始从单一的基带芯片商向全面的芯片厂商

战略布局。

展讯选择成都穿越电子，选择国家三网融合第二

批试点城市之一的成都建立研发中心、技术支持服务

中心及展讯中国西部地区总部，是其战略布局中的重

要一步。

据展讯 CEO 李力游表示，希望全力参与成都三网

融合试点，在产业制高点力求自有核心技术的突破。

同时，李力游强调，除了先期力推 WiFi 芯片设计研

发外，今后还将囊括智能手机软件、智能手机芯片和

信息安全等各领域。

从最初做基带芯片到当前可以覆盖多种技术，

展讯在一步步地实施其战略转移。之前 , 展讯收购

MobilePeak 和泰景，开始涉足周边芯片。本次收购

成都穿越电子，是其在周边芯片领域的进一步巩固。

深圳市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明骏认为，收

购成都穿越电子对展讯来说可谓是一箭双雕。首先，

WiFi 功能目前已成为智能手机的标配，而过去的展

讯平台并不支持 WiFi，其客户必须搭载第三方 WiFi

方案，这样就增加了成本和客户开发工作量。

收购成都穿越，展讯可以立即获取相关 IP 并拥有一

支成熟的技术研发团队，有利于与原有技术整合，推出

多合一基带芯片，提高在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力。

isuppli半导体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告诉《中国电子报》

记者，展讯此次收购使其产品解决方案更加全面。目前，

可以说展讯已实现了产品纵向和横向的全方位布局，不

仅有 2G 的 GSM，还有 TD-SCDMA。展讯开始从单一的基带

芯片商向全面芯片厂商战略转型。

此外，本次收购也满足了展讯对人才的需求。成都

穿越电子在 WiFi 芯片技术和三网融合领域有几十名工程

师，这个研发团队可以满足展讯因快速发展而对人才的

需求。回顾当年展讯收购 Quorum 时，除了看重 Quorum

的射频技术专利，更看重的是 Quorum 二十多人的技术研

发团队，此次有异曲同工之效。

为了在短时间内赶上国际厂商的芯片水准，直接并

购已具备技术的公司是最快捷径。

不过，对于展讯未来的收购计划，顾文军认为，在

短期内展讯应该不会再有收购。展讯正处在转型期，需

要慢慢调整和消化。

与国际芯片商正面较量

这一布局也意味着中国芯片厂商已开始与国际芯片

厂商展开正面较量。

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国际厂商的并购也越来越多，

目的都是在向整套方案商转移，为下游客户提供更为全

面、更为满意的解决方案。去年 1 月份，高通斥巨资收

购 WiFi 芯片商 Atheros，成为通信芯片业产品最完整的

企业之一。去年 3 月份，联发科并购雷凌，进一步强化

了在 WiFi 领域的竞争力。今年展讯的收购，也是立足从

单一的手机方案解决商成为更为全面的整套芯片解决方

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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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骏也表示，成都及其他西部城区的城市拥有诸多

院校和科研院所，以及相对稳定的人才队伍，在高科技

领域发展迅速。近几年 , 英特尔、TI、富士通、联发科

技等国际知名半导体厂商以及中兴通讯、华为等通信设

备企业纷纷落户成都，建立制造或研发基地，使得该地

区产业链日渐完善。展讯凭借此次收购进一步优化了产

业布局，为其下一步扩张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这一布局也意味着中国芯片厂商开始与国际芯片厂

商展开正面较量。顾文军认为，在这场较量中比较看好

展讯。因为过去两年展讯一直处在高速增长的状态，展

讯 GSM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 30%，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

TD-SCDMA 的市场份额超过 50%。此外，在整个世界经济

不景气的背景下，展讯仍实现销售额连续 11 个季度的增

长，这也充分说明了展讯的实力。在这场中国芯片厂商

与国际芯片厂商的较量中，展讯凭借其产品定位、技术、

资金和管理，将会有较强的竞争力。

对于展讯发起的正面较量，本报记者联系了其竞争

对手之一的高通相关负责人，试图了解高通对展讯的收

购持怎样的态度，不过高通方面表示不予评价。

在今后移动互联领域的竞争中，产业链上的合作会

越来越密切，运营商、芯片厂商、手机制造商、互联网

公司等都会互动起来。对于芯片厂商来说，打造完整的

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因此，芯片解决方案的高集成度、

高性能、软硬件并举等成为芯片厂商提升竞争力的重要

抓手。

一些国际芯片巨头已经着手打造了自己的系统平台，

展讯也立足提供整体解决方案。通过此次收购，也表明

展讯开始参与到移动互联领域的激烈竞争之中。

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来说，展讯的收购行为

也是一件好事，具有示范效应。顾文军认为，这将为整

个半导体行业开一个好头，将促使更多的芯片厂商从单

一型向全方位型芯片供应商战略转移。

李明骏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今后平台的作用

将会越来越重要，这也意味着单一功能芯片厂商的空间

将受到进一步挤压。而对于有实力收购或有特色技术的

企业来说，则是利大于弊。

IC 观察 “穿越”之后

展讯成为时下最火的“穿越”剧的主角。自去年展

讯收购 MobilePeak 和泰景之后，近日展讯又出手收购成

都穿越，并将在成都建立研发中心、技术支持服务中心

及展讯中国西部地区总部，总投资不低于 2 亿元。展讯

频繁高调出手背后的深意何如？

看看展讯去年亮眼的营收情况，高达 6.7 亿美元，

比 2010 年的 3 亿美元增长不止一倍。展讯奠定了其

在功能手机和 TD 的优势地位

虽然智能手机和 3G 手机市场不断走高，但王牌

销售总是在苹果、三星、HTC 等几家厂商手中，其

他终端厂商的日子并不好过。同时，芯片供应商亦

处在“诸侯争霸”的时代，高通、三星、TI、ST-

Ericsson、Marvell、博通、Nvidia 等各有招数，并

拥有各自驰骋的地盘。要想持续攻城略地，全平台方

案供应商就成为当下必然的选择。

随着 3G 和智能手机市场的兴起以及近些年产业

链的历练和积累，2G 时代盛行的“一站式”解决方

案或将在 3G、4G 时代卷土重来，终端厂商和手机设

计厂商依据产品功能的不同和定位的不同进行“积木

式”芯片方案组合，这就需要芯片厂商能够更快、更

好地把握并顺应这股潮流，将应用处理器、Modem 以

及无线连接芯片完全集成在一整套解决方案中，这样

才有可能成为领跑者。从近期博通推出 1GHz 的 3G 智

能手机解决方案也可见一斑，而当下展讯的短板就是

无线芯片，此时出手“穿越”也是情理之中。

此外，移动互联网市场也处在“应用为王”向“用

户为王”的转变中，新技术和新应用层出不穷。语音

识别、NFC 和手势识别等或将从小众到大众成为新的

标配需求。如何“顺势而为”？似乎没有答案。既然

不能做到“面面俱到”，看来唯有“各个击破”。

如今，展讯在 TD 领域的表现很成功，前不久还

发布两款 1GHz 主频的 TD 智能手机芯片解决方案。据

悉，展讯今年还将推出 WCDMA 手机、LTE 解决方案。

也有业界专家指出，TD 智能手机市场表现将决定

2012 年其走势，而 WCDMA 智能手机和 LTE 的表现将

决定其未来。挑战总是如影随形，要想始终在市场上

“长袖善舞”，那么考验就不会停歇。( 来源：《 中

国电子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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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迪科微电子第四季度净利润 166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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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宣布其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第四季

度和全年的财务报告。 

2011 年度财务摘要 ( 美元 )：

•总收入达到创纪录的 2.889 亿美元，较 2010 年

的 1.912 亿美元增长 51.1%

•毛利率为 34.5%，2010 年为 29.8%

• 经营产生的现金净流入为 6300 万美元，2010

年为 680 万美元。

•净利润为 5160 万美元，ADS 每股净收益为 1.11

美元，2010 年净利润为 1910 万美元，ADS 每股净收

益为 0.33 美元

第四季度财务摘要 ( 美元 )：

•销售收入为 8240 万美元，超过公司 8000 万到

8200 万的预期，比第三季度的 8390 万下降 1.9%，比

2010 年第四季度的 5750 万美元增加了 43.3%。

• 毛利率为 35.3%，达到公司 35.0% 到 35.3% 的

最高预期值，第三季度为 34.9%，2010 年第四季度为

32.4%

•经营利润率为 20.0%，第三季度为 18.8%，2010

年第四季度为 4.2%

• 净利润 1660 万美元，ADS 每股净收益为 0.37

美元，第三季度净利润为 1570 万美元，ADS 每股净

收益为 0.34 美元，2010 年第四季净利润为 250 万美

元，ADS 每股净收益为 0.05 美元

第四季度的业务报告：

•Wi-Fi，蓝牙和 FM 芯片“三合一”芯片 RDA5990

流片，支持 3G/4G 的智能手机增长。

•WCDMA的四发射模式功率放大器 RDA6816 流

片

• 推 出 TD-SCDMA 的 CMMB 移 动 电 视 芯 片

RDA5891，进一步扩大在 TD 手机的竞争力

•与泰鼎微系统公司签署 1600 万美元的数字电视

IP 授权，进入数字电视和显示器市场

 “我很高兴向大家报告 2011 年度 RDA 的业绩，

尽管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挑战，我们的收入增长仍然超

过 50%，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都非常出色，”锐迪科微电

子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戴保家表示：“这一年，我们

不但在 FM 和 DVB-S 调谐器产品中国市场继续保持占有率

第一，并且在蓝牙和前端模块 / 功率放大器产品中国市

场也夺得占有率第一。我们第四季度功率放大器的出货

量非常惊人。除此之外，由于高效率运作模式以及成本

结构，我们的经营利润率在第四季度增加了 20%，这使

得我们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为了进一步扩大我们在 3G/4G 智能手机市场的渗

透，我们还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包括包括高度集成

的 Wi-Fi 组合芯片、WCDMA 四发射模式功率放大器、TD-

SCDMA 的 CMMB 移动电视芯片。我们相信在未来一年中国

的低端智能手机市场会有很大机会，为了满足 3G 市场发

展的需求。”

第四季度业务总结：

•销售收入为8240万美元，第三季度为8390万美元，

2010 年第四季度为 5750 万美元。IPD 前端模块和 TD-

SCDMA 收发器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

• 毛利率为 35.3%，第三季度为 34.9%，2010 年第四

季度为 32.4%。毛利率增长主要由于制造工艺的改进降

低成本和高利润产品出货量的增加。

•研发费用为 870 万美元，第三季度为 960 万美元，

2010 年第四季度为 1120 万美元。环比下降主要是由于

较低的模具费用和 IP 费用。

•SG＆ A 费用为 390 万美元，与第三季度持平，比

2010 年第四季度减少 500 万美元。

•净利润上升至 1660 万美元，第三季度为 1570 万美

元，2010 年第四季度为 250 万美元。

•现金、现金等价物和短期投资为 1.422 亿美元，比

截至第三季度末的 1.550 亿美元减少了 0.128 亿美元。

本季度的现金支出项目包括 1280 万美元用于回购 150 万

ADS，以及预先支付给泰鼎购买电视芯片知识产权的 750

万美元。回购股票中包含了公司在第三季度末认购的总

价为 1080 万美元的 130 万股 ADS，这部分股票回购的实

际结算时间在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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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为 4340 万美元，截至第三季度末的 3790

万美元。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一季度市场份额增长，RDA

的基带芯片合伙伙伴增加了晶圆采购，RDA 向其提供收

取少量服务费的采购服务。

•存货为 3610 万美元，比第三季度末的 3730 万美元

展讯投资 WiFi 芯片公司 成都设立西部总部

2 月 6 日，展讯通信公司与成都高新区管委会签署

合作协议，在成都高新区设立研发中心、技术支持服务

中心及展讯中国西部地区总部。成都市委常委、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敬刚，成都市长助理、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韩

春林，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袁宗勇，展讯通信董事

长李力游，穿越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为民，以及成都

高新区发展策划局、投资服务局、高投集团等部门主要

负责人参加签约仪式。

目前，手机上的 WiFi 应用每年有数亿只用量。展讯

通信看好成都穿越电子有限公司的 WiFi 芯片技术和三网

融合的应用，决定收购该公司现有股东(包括成都高投、

成都市工投等 ) 持有的公司 50% 以上的股份及其研发团

队，在 2012 及 2013 年内分别将成都穿越电子有限公司

的注册资本金增至 5000 万元及 1 亿元人民币，并以该公

司为基础建成展讯成都研发中心、技术支持服务中

心及展讯中国西部地区总部，总投资不低于 2 亿元

人民币，力争在 2014 年年底前使公司人员达到 1000

人规模。

展讯通讯成立于 2001 年，致力于无线通信及多

媒体终端的核心芯片、专用软件和参考设计平台的

开发，总部位于上海张江，是纳斯达克上市企业，

目前在美国圣迭戈、韩国及中国上海、北京、深圳

等地设有分公司、研发中心和办事处。2011 年，展

讯通信营业收入逾 5亿美元，利润逾 1亿美元。

成都穿越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从事消

费类电子芯片产品设计及嵌入式软件设计，重点开

发互联网电视 WiFi 芯片以及基于 WiFi 的互联互通

应用，主要客户包括长虹、TCL，是目前国内少数几

减少了 120 万美元。环比下降主要是由于强大的产

品销售和 110 纳米的蓝牙产品的持续减少。

•应付账款为 3250 万美元，第三季度末为 3190

万美元。(来源：《 新浪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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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够量产 WiFi 芯片的企业之一。

今年年初，成都正式被确定为“三网融合”第二

批试点城市。随着“产业倍增”、“立城优城”等兴

市战略的实施，成都市今年将加快光网城市、无线城

市、“三网融合”试点、大型互联网数据中心建设等

工作，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在无线城市建

设方面，成都市将启动全域 WiFi 覆盖行动计划，搭

建移动互联网综合业务服务平台，确保城区 3G 网络

覆盖率达 100%、郊区达 90% 以上、边远丘陵山区达

80% 以上，完成 1500 个智能信息亭建设。

随着成都成为三网融合试点城市，用手机看电视、

用电脑打电话、用电视上网，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越

来越多成都市民的选择。在通信设备制造领域，成都

是西部重要的通信技术研发、设备制造和信息服务基

地，已形成高端原材料、芯片封装、元器件制造、模

块及子系统制造集成、系统设备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成都高新区作为成都市重要的新兴产业聚集区，经过

多年的推进和培育，通信和移动互联网产业取得显著发

展。目前，成都高新区已成为中国重要的 3G 通信关键技

术及设备研发中心和光通信产品生产研发基地，全球五

大通信商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阿尔卡特，

以及国内两大通信龙头企业华为、中兴均在此设立了研

发中心。

未来，成都高新区将以建设“无线城市”为契机，

进一步完善通信和移动互联网发展的相关规划和激励政

策，大力引进和培育移动互联网企业，积极拓展移动互

联网产业链。随着展讯公司、Marvell( 美满 )、MTK( 联

发科技 ) 等一批知名公司在成都高新区设立研发中心、

技术支持服务中心及展讯中国西部地区总部项目，将为

成都构建覆盖西南、辐射西部、服务全国、沟通世界的

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西部通信信息枢纽，着力做强做

大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注入了强有力的发展动力。( 来源

: 《 凤凰网 》)

占据全球半壁江山。

这些企业背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融资

本和产业资本高度结合，各个企业恶意挖角较少，

而且经常相互支援，技术在日企之间分享，但是决

不外泄。所以，这也就造成了日本企业的群体性崛起，

但是又不像中国企业之间那样恶性价格竞争。这种

企业之间的组团方式，也让日本企业一度直逼美国

企业，让日本在长达50多年的全球市场里纵横捭阖。

60 年一甲子，时也？势也。如今的市场已经大

不相同，这些组团崛起的企业，也造成了若干历史

问题。比如，最近 30 年，日本鲜有新崛起的企业，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大财团的大网太过细密，

形成了集团性垄断，中小企业没有创新的空间，在

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消灭了。当发生新的产业革命

的时候，如果这些大企业抓不住，其它小企业的创

新又存活不下来的话，就造成了这种日本式困境。

所以，在一个小的经济周期当中，日本的财团

方式优势巨大，可以互相救助，但是，随着信息技

术的深入发展，在大的经济周期挑战下，日本企业

又出现了“组团式衰落”，20 年前先是在金融和地产领

域出现，如今，在消费电子领域蔓延。

面对国内、国际两大政治墙，高端、低端两大市场

墙，日本企业的格局变得日渐局促，电子行业尤其如此，

日本电子企业所能闪展腾挪的空间主要剩下3条：重组、

退守、降薪。

从重组的角度看，日本在液晶面板、半导体、PC、

手机和家电领域的重组已经非常普遍，所产生的规模效

益到底有多大也值得怀疑。重组之外还要瘦身，NEC 电

脑甚至卖给了联想；从退守的角度看，日本电子企业正

在日益退守到自己擅长的零部件精密制造、商用市场，

日本电工、村田制作所、京瓷等业绩好于各大巨头，在

消费电子整机领域正在走向全面覆灭；而降薪、裁员在

日本是政治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但是，恐怕也是最终

不得不进行的选择。

即便如此，也难以扭转大势：如今，日本已经是电

视机和音响的净进口国，这不是偶然。（文：刘燚  来源：

《 21 世纪经济报道》）

>>下接，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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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极本改写 PC 零部件产业链 珠三角长期或受益

如
果将 iPad 等平板电脑划归 PC 类产品，那

么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Canalys 的报告，去

年第四季度，苹果已超越惠普，成为全球

第一大 PC 厂商。传统 PC 阵营对抗 iPad 的利器，就是英

特尔主推的 Ultrabook（超极本）。从去年四季度开始，

在英特尔的主导下，宏碁、联想、华硕、东芝、三星等

厂商纷纷试水超极本，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不过是超

极本的“前奏曲”，Wintel阵营酝酿的Ultrabook大反攻，

将在今年二、三季度达到高潮。

对于珠三角 IT 产业链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对此问

题，业界分歧较大。知名投行瑞银日前发布报告指出，

尽管超极本市场空间很大，但对于内地IT制造企业来说，

由于供应链布局不完整，没有产业集聚，只能扮演过客

角色。但在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叙看来，超极本对珠三角、

长三角的 IT 制造业来说则是个巨大的机会，希望珠三角

零部件厂商能在超级本潮中抢占到更多市场机会。

带来三大产业链机遇

传统 PC 阵营对超极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而从产业

链内部来看，超极本的出现，也将给整个产业链带来较

大的改变，并带来相应的商机。

杨叙此前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就指出，做超极本

的工艺和方法与过去做 PC 笔记本大不一样，特别是在

零部件方面，与传统的笔记本有较大的差异，整个产业

链面临较大的改造。中金公司研究员赵晓光近期的一份

报告也证实了杨叙的说法。赵晓光在其分析报告指出，

Ultrabook 的推出，将大幅带动对触摸屏、金属件和连

接器的需求，使得这三大产业链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

并将改善这三个产业的供需结构。

以金属机箱为例，由于超极本主打轻薄路线，铝制

机箱已经成为超极本的“标配”。目前，铝制机箱已成

为仁宝、英业达、纬创等超极本代工巨头争抢的香饽饽，

各代工巨头纷纷与机箱厂结成联盟，尽量确保金属机箱

的供应能力。记者从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到，该公司的金属件业务受到了英特尔的密切关注，

很有可能获得 Intel 基金支持。

再以连接器为例，随着产品精密程度提高和传输要

求提升，Ultrabook 将带来大量新型连接器的需求。USB

接口将全部采用 USB3.0 方案，由于 Ultrabook 将采

用 SSD 替代传统硬盘，将促使 sata 和 msata 两类新

型高 ASP 接口大行其道。瑞银在其报告中也指出，

Ultrabook 的出现，将对连接器等产业带来较大的商

机。

珠三角产业链或长期受益

超极本将对上游零部件产业链带来重大改变，但

珠三角 IT 制造业能否抓住这个机会，业界观点并不

统一。

瑞银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台湾 PC 供应链能力容

易平移，可以快速反应和量产爬升，且台湾前四大代

工厂占据了 60%-70% 的 PC 出货量，胳膊肘不会往外

拐。因此，机会主要还是会被中国台湾的厂商抓住。

对于中国内地的业者而言，既没有技术优势，也没有

速度优势，很难在超极本潮中受益。

但在杨叙等人看来，珠三角、长三角的IT制造业，

将充分受益于超极本市场的崛起。杨叙指出，以前做

笔记本或台式机，都是由中国台湾的ODM企业把裸机、

板子、机箱、机壳等做好，中国内地珠三角、长三角

的企业，都是后期参与，拿来整合，发挥的空间不大，

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边缘地位。而超极本大不一样，

产品形态变了、尺寸变了，最起码薄一半，键盘不一

样，转轴也不一样了，ODM 厂商不能通吃，这给那些

后进者提供了机会。

以触摸屏为例，超极本要大量使用触摸屏。广东

的莱宝高科、南玻 A、欧菲光等公司此前根本就不可

能进入 ODM 厂商的视野，但由于这些公司掌握触摸屏

生产技术，有些已经成为苹果的供应商，因此，当超

极本对触摸屏产生大规模需求之后，这些厂商有望成

为传统 ODM 厂商重要的合作伙伴。

去年 8 月，英特尔在深圳举行了一场超极本高峰

论坛，就吸引了 500 多家供应商到会，80% 的参会者

是做零部件的。杨叙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多次强

调，珠三角供应商的创新能力非常强，特别是在工业

设计和制造领域。超极本市场真正大规模启动，珠三

角企业能在周边关键设备领域大展拳脚，成为全球最

为核心的关键设备供应商。《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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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子业“九级地震”：重组、退守和降薪

核
心提示：日本企业的格局变得日渐局

促，电子行业尤其如此，日本电子企

业所能闪展腾挪的空间主要剩下3条：

重组、退守、降薪。

近日，在日本政府的牵头下，瑞萨、富士通、松

下等三大半导体厂商计划合并旗下芯片业务，而瑞萨

本身就是多家日企合并而来的。此前，索尼、东芝、

日立已经合并了中小尺寸面板企业……“抱团取暖”

是日本企业的长项，但是，当众多日企都要依靠这个

长项谋生存的时候，问题就没那么乐观了……这成为

日本电子企业走向衰落的又一个明证。

2011 年年报显示，日本的主流消费电子企业几

乎全面亏损。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的财年，索尼预

计亏损 29 亿美元，它上一财年已经亏损 32 亿美元；

松下本财年预计将亏损 103 亿美元；夏普本财年预亏

38 亿美元。即便是一些侧重商用市场的电子企业也

出现了历史性亏损，比如，NEC 预计本财年亏损 1000

亿日元，理光将亏损 460 亿日元，业绩一直优异的爱

普生利润也只有 50 亿日元，下降 51%。

日本企业到底怎么了？

 “四堵墙”背后的日企困境

导致日本电子企业全面亏损的原因，主要有四条：

地震、日元升值、创新后劲不足和竞争对手夹击，这

四大原因就像四堵墙将众多日企困在其中，动弹不得。

首先，很多人认为地震是一个“偶然因素”，不

会长期影响到日企的发展，情况真是如此吗？其实不

是。日本这个国家，资源极其匮乏，所以注定要大力

发展高端制造业，通过制造业的利润换取资源。随着

全球化深入，日本本土人力成本太高，又必须走出去，

导致产业链的很多环节搬迁到海外，留给国内的就业

机会主要保留在高端产业链环节，此次地震涉及到的

也主要是一些“高端制造”环节。

问题是，这些所谓的“高端制造”环节大多数也

是可以迁往国外的，只是日本政府为了保持就业率，

强行要求各个企业留下的，不但成本高，而且风险大。

反过来，政府只能不断给企业输血，以弥补这种高成

本，日本政府负债率高居 G8 之首，这种输血是无奈

之举。这堵墙是政府靠着高成本筑起来的，是反市场的，

导致日本出现了大量僵尸企业，这种僵尸企业正在从公

用事业扩散到电子行业，这是一堵难解的“国内政治墙”。

其次，日元升值无疑对日企造成了冲击，但是很多

人对这种冲击也存在着诸多误解。因为日本的很多企业

都在海外办厂，在海外销售，这些地区的收入和日元升

值的关系不大，主要受到影响的是日本本土。问题是，

日本的很多产业链也是“两头在外”的，即进口原材

料，然后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这种情况下，如果日元采

取贬值策略，固然可以在出口上有一定刺激作用，但是

同时日元购买力下降，进口成本也大幅提升——两相抵

消之后，贬值的效益恐怕并不明显。况且，日元人为贬

值，受到美国的极大约束，这是一堵“国际政治墙”。 

创新后劲不足的问题，可能更为本质。比如，一家苹果

几乎抢占了小半日本数码相机市场的空间，一家三星几

乎对抗了日本所有的液晶面板企业……甚至，索尼、日

立等都要找三星代工，这些问题的背后，主要是因为日

企在技术创新领域明显跟不上了。在软件和原始创新方

面落后美国企业，在制造环节和营销能力上不如韩国企

业。这是一堵“高端市场创新墙”，最近 20 年来，日本

企业错过了软件革命、互联网革命，在新一代的 LED、

半导体等原本占据优势的领域也未见优势。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除了在产业链更高层面临美

国压榨，在同一级别面临韩国企业竞争之外，在低端市

场也面对中国企业的竞争。在家电、手机、低端电子元

器件等方面，大陆和台湾企业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空间，

最终这道“低端市场价格墙”让日企在海外市场也失去

了竞争优势。

组团崛起后的组团衰落

财团机制是日本企业的重要特色。从上个世纪 50 年

代开始，日本电子企业形成了“组团崛起”的态势，索尼、

松下、东芝、日立、三洋、夏普、富士通、NEC、爱普生、

佳能、奥林巴斯……日本以 11 大电子企业为班底，形成

了一群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家电、电脑、手机、数码相机、

半导体企业，在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形成了细密的布局，

>> 上接，请到 49 页



研发专辑    52

研发专辑 【R&D TIMES】            电信设备  

TD-LTE 全球已建 33 个试验网 终端下半年试商用

2 月 13 日消息，上月，由我国主导的的 TD-LTE-

Advanced（下称“TD-LTE-A”）被国际电信联盟确定成

为第四代移动通信（下称“4G”）国际标准，正式成为

两大 4G 国际标准之一。截至目前，TD-LTE 在全球已建

设 33 个试验网，今年下半年基于该制式的终端有望在国

内试商用。

众所周知，TD-LTE-A 是由我国政府主导、大唐电信

集团拥有核心基础专利的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是我国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 3G国际标准的后续演进。

TD-LTE-A 相比于 3G，其技术优势体现在速率、时延和频

谱利用率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国内外移动通信企业的青

睐。

目前 TD-LTE 产业链已深受包括日本软银、沃达

丰、德国电信、法国电信、SK 电讯、印度 Yota、美国

Clearwire 等一批国内外主流运营商以及拥有 TDD 频段

的新兴运营商的认可和接纳，在全球已建设33个试验网，

预计 2012 年将有超过 10 个国家和地区开始 TD-LTE 网络

商用部署，多家运营商已经启动预商用网络部署。

商用 3年，4G 国际标准又已出台

的背景下，运营商发展 4G 的热

情已经暴露无遗。业界专家对此

表示，只有 TD-SCDMA 3G 大规模

成功商用，才能为 TD-LTE-A 4G

后续商用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和

用户基础。

电信分析师付亮 ( 微博 ) 认

为，4G 不可能全球大范围建网，

至多在一些对数据信息需求量大

的特大城市布网，比如上海、北

京等，其他人口少的城市 3G 已

经够用了。他说，技术标准确立

到最终商用化还需要很长时间，

3G标准确立到最终商用也经历了

差不多 10 年，因此在 4G 之后的

10 年内，我们都无法看到 3G 退

出市场。（文：郭晓峰 来源： 《 

腾讯科技》）

与 3G 网络相比，4G 能为用户提供更高速率、更

高质量和更加丰富的信息服务，进一步提升通信资源

利用率，降低能耗水平。4G 手机在高速移动状态下

可达 100Mbps 的速度，整体上可以比 3G 快 50 倍。因

此，未来 4G 的商业应用，会有越来越多且功能愈发

强大的移动软件和移动应用问世。

近日，工信部已经批准 TD-LTE 规模试验进入第

二阶段。据相关人士介绍，之前在南京、杭州、北京

等地进行的 TD-LTE 的规模技术试验第一阶段测试结

果全面验证了 TD-LTE 的技术可行性，系统设备已达

到 FDD 商用初期的水平，TD-LTE 单模终端具备试商

用能力，2012 年将推出更多的多模终端，TD-LTE 的

产业将具有端到端试商用能力。

腾讯科技也从中国移动(微博)相关人士了解到，

在第一批六个试点城市之外，今年还在陆续增加一定

量试点城市，总数将会超过 10 个，具体有哪些城市

目前还在制定中。

对于 3G 与 4G 之间的关系。目前，3G 仅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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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突围：欲在欧美高端市场实现突破

通讯巨头间差距越来越小，取胜的法宝早已不是

产品和技术，能迅速反败为胜的并且不分出身、背景

的法宝只有专利。

诺基亚西门子裁员、爱立信失城，通信设备厂商

和世界气候一样，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寒流。对于已

经国际化十几年的中兴来说，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

是成本优势依然会为其带来更多市场份额，而在巨头

自顾不暇之时，可以再划一片江山。忧的是从新兴国

家发展壮大的中兴在欧美市场上遭遇连续挑战，反倾

销案、贸易壁垒等“非市场”因素让中兴的高端市场

突围困难重重。

在经过了 2010 年的“大国大电信运营商”策略

布局，2011 年全球高端市场大面积突破之后，现在

留给中兴最大的问题是，只有在欧美高端市场实现突

破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决战欧洲

对于中国通信设备企业而言，拿不下欧洲市场就

等于国际化战略失败。

中兴在从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围猎的过程中，

进攻欧洲成为其整体战略中最关键的战役。业内相关

机构预测：中兴通讯 2011 年欧美市场的营收同比增加

60%~70%，中兴以高于行业平均增长两倍以上的速度成为

在欧洲市场增长最快的公司。

在全球传统的电信版图当中，大体可以分为三个

1/3：美日等大电信运营商占据全球 1/3 的市场，其所在

国家市场封闭性强，中国公司难以真正大规模进入；发

展中国家大电信运营商和其他运营商也占据全球约 1/3

市场，这一市场，中兴在十几年的海外征战中已斩获颇多；

欧洲大电信运营商大约也占据 1/3 的市场份额，而其主

要占有欧洲市场，也是目前包括中兴在内的所有厂商竞

争的重点和焦点。

 “中兴通讯想成为全球前三，离不开欧洲战场。”

中兴通讯欧美营销事业部 CTO 谢俊石说，“一方面，从

收入、市场占有率层面，中兴必须在主要产品、主要市

场中成为前三，欧洲市场占据全球 25% 以上的份额，这

块市场绕不开；另一方面，欧洲是高端客户的集中营，

大电信运营商众多，得不到大电信运营商的支撑，就算

总销售额再多，也难有高的利润率，无法居于行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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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另外，欧洲大电信运营商很多是全球化布局，影

响力很大，对于中国通信设备企业而言，拿不下欧洲市

场就等于国际化战略失败。”

对于中兴通讯而言，由于晚进入欧洲市场，其面临

的困难比 2004 年的华为更大。因为竞争对手对中国企业

的关注更加密切，中国企业的许多经商之道也被广泛熟

知。而欧美政府及监管机构对中国企业在当地的行为也

更为关注，进入市场的门槛无形被提高许多。

 “为此我们苦恼了很久，经过很长时间才想出了应

对的策略，”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朱进云的最终总结是，

坚持发挥中兴通讯的两个传统长项：一个是成本，这个

优势还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另一个优势是灵活性，中

国公司乐于定制服务，可以更好地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

求。与此同时，还要抓住两个关键的机会点：一个机会

点是产业转型、换代的机会，如 2009~2010 年 2G 替换时

间窗，中兴通讯 2G( 第二代移动通信 )/3G( 第三代移动

通信 )/4G( 第四代移动通信 ) 整网替换方案得以规模采

购，2009~2011 年的欧洲有线宽带部署时间窗，使中兴

通讯 xPON( 无源光网络 )/FTTH( 光纤到户 ) 项目得以突

破。另一个机会点是竞争对手的减少，北电倒闭、摩托

罗拉因为销售不佳而被拆分，诺基亚、西门子运营状况

也不甚理想，这些厂商设备未来被替代的机会很大。

为了能够实现在欧洲的市场目标，中兴通讯不断扩

大在欧洲区域的投入。从 2009 年开始，中兴无论是在人

员配置，还是市场和品牌投放，以及财务考核指标上，

内部政策都在向欧洲市场倾斜，以确保中兴通讯在新一

轮的“跑马圈地”中不丢失一城一池。中兴通讯目前在

欧洲区域常住人员近 1500 人，其中本地员工整体占比将

近50%。“未来3年逐步提升本地员工占比至70%左右。”

朱进云说。

在组织架构上，中兴通讯设立区域平台机构，有效

服务于地区业务，目前中兴通讯在瑞典设有研发中心，

在荷兰和土耳其部署覆盖欧亚大陆的物流中心，并在法

国、德国开通客户服务和培训中心。从吸收本地人才到

建设区域共享资源，中兴通讯将本地化策略向市场拓展、

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推广。

中兴通讯公布的 2011 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中兴通

讯收入 373.45 亿元，同比增长 21.55%，实现净利润

7.69 亿元。其中海外业务收入 208.1 亿元，同比增长

36.4%。

从财报来看，手机业务表现最为抢眼，其移动终端

整体出货量达到了 6000 万部，同比增长约 40%，其中手

机为 3500 万部，同期相比增长约 30%。这显然是中兴通

讯发力个人终端的一个信号，坐拥多个专利，必然会

在智能机市场分得一杯羹。2012 年 2 月 6 日，市场

调查机构 IDC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第

四季度，中兴通讯在全球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为 4%，

排名第五，与排名第四的韩国 LG 电子仅有 0.1% 的

差距，前三名是诺基亚 26.6%、三星 22.8% 和苹果

8.7%。

电信行业专家、飞象网 CEO 项立刚认为，就像现

在手机终端厂商软件硬件同时发力一样，中兴的企业

终端与个人终端共同布局，会让其产业链更加纵深，

而这种组合可能是未来通信厂商发展的新趋势。

专利战略

既然可以用专利与世界通信设备巨头平起平坐，

那么在专利如此密集交叉的通信产业，这就是个进军

国际市场的捷径。

虽然在提到竞争优势时，中兴董事长侯为贵总是

毫不掩饰地说：“是成本优势和客户定制。”但如今，

专利毫无疑问将成为未来竞争的关键点。

通信行业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和专利密集型行业，

专利已经成为通信企业发展道路上的咽喉要害。

目前，中兴已经累计申请国内外专利超过 3.5 万

项，所持有专利 90% 以上是覆盖国际通信技术标准的

基本专利，以及覆盖通信产业关键技术的核心专利。

其中，中兴通讯申请国际专利已达近 7000 项，全面

覆盖 3G、4G 核心技术，并在以 LTE(3G 长期演进，3G

到 4G 升级过程中接近 4G 的一个步骤，部分人士也理

解为 4G)、云计算等为主的新技术领域的竞争中，取

得技术领先。

从 2005 年开始，中兴通讯成为全球产品线最完

整的通信设备企业之一，也是近年来，国际上产品线

扩展最成功的通信制造厂商，业务伸展至固网、无线、

数据、手机等多个领域。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兴知识产权部门规模的增长，

这个已有 11 年历史的部门原来只有 10 个人，年投资

不过千万元，而现在，部门人员已经达到 220 人，年

投入也攀升至数亿元。

中兴通讯全球知识产权总监郭小明在一次内部大

会上用三点概述了中兴在专利产权上的认识：一是，

企业必须认真分析自己所处的产业环境，因为不同的

产业对于知识产权的需求是有差异的，面临的知识产

权竞争也不同。

中兴是“技术派”，所以它的专利战略核心也是

围绕着产品技术。比如，中兴的 SDR( 一种可在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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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或中断用户服务状态下升级通信基站的系统 )技术

和产品，打破了传统的各类标准下产品各自为政的局

面，使得运营商的运营成本大幅度降低，并使产品升

级性得到了改善。

二是，一定要遵循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而且知

识产权必须获得企业领导者的高度重视，企业要舍得

投入。

以如今中兴的体量来看，进行知识产权规模经营

已势在必行。这也意味着要进行大量的海外专利布

局。“在美国提交一项专利初步申请需要约4000美元，

整个流程走下来大约要花费十几万元人民币，而一旦

出现专利诉讼，仅律师费一项就至少要花费上百万美

元。”中兴通讯 IPR 总监王海波说。

三是，知识产权的投资回报具有滞后性，一个专

利的孕育需要很长的过程，研究人员要耐得住寂寞。

中兴在行业热点的专利布局上格外“偏心”。在

备受瞩目的 4G 专利方面，中兴通讯目前拥有 LTE 领

域 7% 的核心专利申请，位居行业前五。预计到 2012

年将使其提升到 10% 以上。不过，这些专利布局于

2000 年，从布局到收获经历了 12 年之久。

“通讯巨头差距越来越小，取胜的法宝早已不是

产品和技术。能迅速反败为胜的并且不分出身、背景

的法宝只有专利。”郭洋说。

苹果已经成为近年来世界上起诉案件最多的科技

企业。2011 年 7 月，苹果、微软、RIM、EMC、爱立

信和索尼组成联合体，以 45 亿美元成功竞拍已破产

的加拿大电信设备厂商北电网络的逾 6000 项专利。

业界普遍认为，这些都是以专利为武器进行市场分配

的典型代表。

既然可以用专利与世界通信设备巨头平起平坐，

那么在专利如此密集交叉的通信产业，这就是个进军

国际市场的捷径。

现在，3G向4G演进的时间窗正在到来。从行业“跟

随者”向“超越者”的演进将寄望于新一轮产业竞赛

的到来，也就是 HSPA+( 高速数据信息包接入 / 存取

技术，3G 向 4G 升级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 向 LTE 演进

中的契机。值得中兴再下赌注的筹码是，与 10 年前

的产业地位不同，中兴在 LTE 的专利布局上已经与全

球一流电信设备商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同时，在研发

成本上仍然能维持 1/5 到 1/3 的优势，这在欧洲新一

轮金融与债务危机下，显得格外引人关注。（来源：《中

国经营报》）

目前主流四核手机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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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谷歌做硬件不敌苹果的四大理由

2 月 12 日消息，谷歌正在进军硬件产业。早些时候

媒体报道称，谷歌正在测试一种新的神秘的家用产品。

人们对此非常有兴趣，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神秘产品。

后经证实，谷歌是正在研发一种自有品牌的家庭娱乐设

备。在过去几年里，Android 团队一直致力于开发流媒

体产品，旨在将谷歌音乐服务带入千家万户。 

这对于搜索巨头谷歌而言是一种重大的方向性的变

化。此前，谷歌已经通过推出 Google+ 平台来改变人们

与在线产品的交互方式，开辟了传统的搜索业务之外的

社交平台业务。

现在，谷歌开始进入产品制造业务。有了 Android

操作系统，谷歌并未选择自己生产手机，而是决定走

软件发展的路线，向制造商提供针对移动产品和平板电

脑的开源系统平台。这招行之有效，尤其是现在采用

Android 系统的产品已经成为了 Google+ 的重要门户。

然而，与亚马逊和苹果这两家制造业的先驱竞争，对谷

歌来说，制造业就是一场不易打胜的仗了。

谷歌在硬件产品制造领域难以与苹果匹敌，表现在

如下几方面：

1. 设计人才不及苹果。除传统的 Mac 产品线，苹果

现已开发出大量其它产品，且每种产品都设计成功，无

论是 iPhone、iPad、iPod 还是 MacBook Air，苹果都将

设计环节视为重中之重，且相当成功。用户也颇为满意。

严苛的设计将苹果推上了高峰，苹果一跃成为美国乃至

全世界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随着千呼万唤的 iPad 3 以

及 iTV 在不久之后的推出，苹果在产品设计领域的领先

地位更是无人能超越。

2. 客户服务不是谷歌强项。想想你和谷歌的客服交

流过吗？你知道怎么联系谷歌客服吗？一些 Android 产

品厂商都有极好的客户服务，而谷歌本身却没有。而另

一方面，苹果的客户服务在业界有着很好的口碑。谷歌

希望用户用它的产品自行解决问题，而苹果则有强大的

客户服务网络。如果谷歌希望发展自己的硬件产品，那

么在客户服务方面还需多多努力。

3. 没有自己的产品供应链。谷歌目前所有产品都是

在线产品，而苹果和亚马逊在各地区都已经建立了高效

的供应链。谷歌仍在依赖第三方，而亚马逊和苹果已经

在全球建立了分销网络，而谷歌想做成这些，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

4. 没有零售店与零售经验。苹果拥有大受欢

迎的零售店。目前亚马逊也在计划开自己的零售

店。谷歌也有此意，但有一个问题：亚马逊多年

以前就是在线零售巨头，跨入实体销售领域只是

迈一小步的事情，但谷歌却并没有真正的产品零

售经验，对苹果而言，开设零售店已经不算新闻，

但对于谷歌而言却是一种全新的方向。

令我费解的是为什么谷歌会想要插足硬件业

务。如果想进入硬件领域，为什么不做智能手机呢。

出一款谷歌手机，运行着最新版的 Android 操作

系统，这还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在谷歌收购之后

摩托罗拉。

相对于发展智能手机，发展家庭娱乐产品就

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可以理解，谷歌致力于

推进他们的家庭音乐系统，将云服务推进手机领

域、进入 PC 领域，进入家庭领域。但实现这些目

标，就一定要自行开发产品吗？

Android 的 成 功 表 示 他 们 不 需 要 这 样。

Android 厂商正努力让谷歌网络模式更加社交化，

应用更普遍，也正对 Facebook 构成威胁，从很多

方面来看，这对谷歌而言都是一种明智的举措，

厂商们也希望这能带来普及度更高，交互性更强

的网络体验。

同样，进入制造业的风险多种多样的。在硬

件领域一次失败的尝试，会让谷歌名誉受损，其

它产品与服务也会跟着遭殃。

谷歌现在的行为模式越来越像是在模仿对手

而不是超越对手。谷歌正在开发类似于 Dropbox

的应用，以希望以谷歌音乐服务挑战苹果

iTunes，用 Google+ 与 Facebook 抗衡，而在这些

领域，谷歌又有哪些优势呢？

也许这个音乐娱乐产品只是谷歌试探的一步，

也许结果比预测的好的多。现在还没办法去说这

个该产品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我们拭目以待

吧。（来源：《赛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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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 60 后市场 壹人壹本的另类生存方式

在平板电脑这个苹果、三星、联想等大佬云

集的江湖中，壹人壹本这家“怪公司”是如何另

类生存的？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壹人壹本是一家“怪

公司”。

一般来说，从事 3C 产品生产的创始人都是业

内人士出身，而壹人壹本的创始人却是做“背背

佳”、“好记星”等传统行业的产品出身，看起

来缺少天然的基因传统。

即使做平板电脑，众所周知，触摸的输入方

式已经成为平板电脑的标配，但壹人壹本的产品

——E 人 E 本平板电脑却剑走偏锋，回归最传统

的手写输入。

更令人不解的是，按照通常的做法，3C 产品

应该走 IT 卖场、电子商务等渠道，而 E 人 E 本却

另辟蹊径，选择在门户网站常年打广告和进驻燕

莎等高端商城开店销售的方式，业内人士甚至分

析其硬件毛利率高达 50% 以上。

种种奇怪的现象打破了很多人的常规思维，

自然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怀疑这个依靠礼品市场，

抓 60 后人群的产品，能否走得更远？

当然，最怪的是这个 2 年前就普遍不被看好

的公司，竟然不但没有消失，还真的成为了平板

电脑市场的黑马，甚至据称已经拿到了平板电脑

市场份额第二名。壹人壹本宣称，2010 年 E 人

E 本 T1、T2 总销量为 10 万台，2011 年 T3 的销

量超过 30 万台，销售额也从 2010 年的 3 个亿快

速增长到 2011 年超过 10 亿元。易观国际的数据

甚至指出，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平板电脑销量

为 156.6 万台，壹人壹本市场份额已经爬升至

5.65%，环比上扬 17.7%。

在平板电脑这个苹果、三星、联想等大佬云

集的江湖中，壹人壹本这家怪公司是如何另类生

存的？

市场决定技术

壹人壹本能够在高手如云的名门正派中杀出

一条道路颇有些出乎意料，这并不意味着其产品

采用了多么时髦的技术，反而 E 人 E 本平板电脑却采取

了已经被很多人遗忘的手写输入，这在触摸已经大行其

道的平板江湖有点反潮流的味道。

 “E 人 E 本是以消费者的核心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并不盲目追求炫酷的技术。” 北京壹人壹本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国楹在接受《商业价值》采访时表示，

“我们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让市场来决定技术。”

其实，看看杜国楹的历次创业所走过的路径就非常

明显的能够看出这句话的由来。

24 岁时，杜国楹以 50 万元起家硬是将“背背佳”

打造成当时最流行的产品，杜国楹在短短两年内迅速成

为了亿万富翁；其第二次创业则是著名的“好记星”，

要知道，当时这个市场是文曲星、好易通、快译通三足

鼎立的局面，而杜国楹也是通过对市场的梳理和务实的

技术提升，成功地实现了后来者居上，成为行业的第一名。

对杜国楹来讲，无论是“背背佳”还是“好记星”，

两者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对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

不盲目追求最酷、最炫的技术，而是希望通过这款产品

为消费者解决切实的难题，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杜国楹的做法注定在中国会被看作非常“土”的模式，

在被苹果、谷歌洗礼过的产业界，很多人对此并不赞赏。

现在回头来看壹人壹本这家公司，其发展的套路仍然具

有强烈的杜国楹的创业风格，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平板

电脑市场爆发的节点，并拿捏住技术应用的火候不断对

产品进行调整。比如，E 人 E 本 T2 由 WincE 变成了安卓

操作系统，内置 3G 模块等。如果说苹果引爆了平板电脑

市场，壹人壹本则是顺利搭上了平板电脑的顺风车。与

iPad 等平板以酷炫的新技术吸引年轻人不同，作为草根

的壹人壹本选择了手写输入方式作为产品突破口，选择

了 60 后人群为核心用户群。

这自然引起很多业内人士的质疑，60后市场太小了！

能否支撑起壹人壹本的发展？而杜国楹却认为，60 后本

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人群有几千万之多。E 人 E 本

2011 年的销售量仅有 30 万台，估计占整个 60 后人群的

1% 都不到，还能说 60 后市场是一个小市场吗？

杜国楹之所以选择 60 后这部分人群，是经过充分市

场调研之后决定的。一方面这部分人群大部分属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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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流精英，消费能力自然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这部

分人群区别于 80、90 后最大的特征是，相比较键盘等输

入方式，更喜欢传统的手写输入感觉。

为了更精准地影响 60 后消费群体，杜国楹除了加强

在原笔迹手写等技术方面的宣传以外，也将过去做“背

背佳”、“好记星”等营销手段进行了移植，比如会在

晚上 12 点进行电视专题式的讲解、在报纸上投放整版广

告，在渠道上选择进驻高端的百货商场等方式。这些看

起来不是很先进的方式，结合其市场定位和产品形态，

同时结合先进的互联网营销方式，却成为了一个有效的

方式，让其在过去两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商业模式不是越时髦就越有效。”杜国楹表示，“我

们还活着并且能持续发展，说明务实是非常重要的。”

技术决定产品

“苹果在我们心中是神。”杜国楹不断强调，“现

阶段如果说要与苹果竞争平板电脑市场，那无异于自取

灭亡。”

杜国楹说自己很清楚壹人壹本所处的位置，对自身

的实力和能力有着清晰的判断。这并不是说壹人壹本没

有机会，而机会的切入点就是其产品的核心优势：手写

输入。

实际上，说到汉字手写输入，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汉王。

“汉王的优势在于汉字识别，而壹人壹本的优势则是原

笔迹手写输入。”杜国楹解释说，“从技术上来说，壹

人壹本在原笔迹手写输入方面具有核心优势。”

正因为主打手写输入，E 人 E 本平板电脑无论在产

品形态和用户体验方面与其他平板都有着明显的区分，

这也使其与其他那些追求与苹果一较高低的平板厂商相

比成为了绝对的另类。

2011 年 11 月 23 日，壹人壹本发布了最新款 E 人 E

本 T4，相比较前三款产品，T4在书写体验上提升了很多。

“以前的产品都没有让我满意，T4 基本达到了原来的预

想。”很少公开露面并且首次出席产品发布会的杜国楹

笑言，“这也是在前三款的基础上不断地摸索实践出来

的。”

为了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壹人壹本的思路是不断

“做好小事情”，从别人不屑于关注的用户需求细节入手。

比如，对于屏的大小，壹人壹本也进行了逐步的摸索。

在最初 E 人 E 本 T1 和 T2 的 7 英寸 16：9 的屏上进行书

写时，发现书写的面积太小，写不了几行基本面积就没

有了，严重影响到书写体验。因此，壹人壹本决定按照

现实版的书写纸尺寸来确定屏的大小，严格按照 4:3 的

比例，将屏的大小延伸到 8 英寸，这样物理面积提高了

45%，书写的功能得到增强。

对于手写的体验来说，壹人壹本从三个维度

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完善。虽然产品变得越来越薄，

但是手写笔一直没有进行改变，并不是说无法改

变，而是为了保持拿在手里能够和真正的手写笔

的感觉一致；接下来就是选择了在厚薄、摩擦力、

透光度等方面满足手写的要求的贴膜，尤其是书

写起来的摩擦感觉，保证其和在纸上的感觉一致，

体现出原汁原味的原笔迹。

其实，相比较前几代产品，E 人 E 本 T4 最大

的改善就是极大拓展了书写的应用范围，将原笔

迹手写从记事本延展到 Office 软件、网页中、邮

件中等各个应用场景下，真正做到书写无处不在。

此外，还包括提升书写的感觉，尽量贴近在

纸上写字的感觉。比如 T4 的整个界面被设计成和

现实生活中一样的记事本造型，展示了良好的人

机交互体验；在书写的过程中，想要删除某个字，

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笔头的“橡皮擦”，

可以很轻松的删除，另外就是直接在要删除的字

上画横线，系统会自动识别进行删除；再者就是

T4 可以实现原笔迹查找，这极大方便了使用者资

料的查找，改变了原来只能逐页翻找的弊端；其

他的比如在邮件、文档等各种应用下都能随心所

欲手写，真正做到符合 60 后的使用习惯。

可以看到，通过手写输入壹人壹本用聚焦细

节技术的方式建立了一定的自身优势。其实，壹

人壹本这种“单打冠军”的例子并不少见于国内

企业中，比如汉王的汉字处理等等。但是，单打

冠军其实是脆弱的，其优势必须要与市场很好地

结合，并谨慎地聚焦才能凸显价值。杜国楹坦言

壹人壹本如果不是专注于一个产品品类，以及每

年推出一款产品，而把产品线布局做得特别广泛，

一定会造成精力分散，利润下滑。“需求决定技术，

技术决定产品。”杜国楹表示，“要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来确定企业的发展策略，不贪心才能走得

远些。”

产品决定未来

虽然壹人壹本获得了出乎很多人预料的成功，

但这依旧消除不了很多人对壹人壹本的质疑：产

品面向的客户群体如何从 60 后向 70、80 后等人

群延展，壹人壹本单纯卖硬件设备的模式到底能

够持续吗？这显然也是壹人壹本在未来必须解决

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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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人群的问题，壹人壹本一直针对的

主要人群依然为 60 后，最多能够达到 75 前。杜

国楹也肯定这个说法，“从目前销售的情况看，

购买人群和当初预想的基本一致。”

但这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现实，随着时

间的推移，60 后可能面临退休等，市场容量将会

面临严重考验。而对于敲键盘长大的80后等人群，

杜国楹甚至对公司的人表态，“咱们要想清楚，

他们要的目标是娱乐，就一定要买 iPad。所以 E

人 E本的销售对象不会是他们。”

“一定要聚焦，将 60 后这块市场吃透。”杜

国楹表示，“任何时候有腾空的动作都是极度危

险的，必须看着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踩过去。”

事实上，当 T3 的销量超过 30 万台，销售额

从 3 亿迅速增长到 10 亿时，壹人壹本公司内部有

人提出了更加宏伟的计划，比如要扩充 E 人 E 本

的功能、要做手机实现多屏间的互动、要推出多

款产品满足不同的消费者等。显然，单一的产品

结构和快速膨胀的销售数据已经让壹人壹本一些

员工迫不及待想实现超越。“我坚决主张做‘减法’

而非‘加法’。”杜国楹表示。

实际上，壹人壹本曾经一年能推出两款 E 人 E

本新产品，而现在变成了只推一款产品；E人 E本

至今没有添加摄像头等很多称为标配的功能；E人

E本至今仍然坚持在商用手写电脑领域，目标人群

依然是 60 后，并没有推出多款产品满足不同层次

的消费者。

杜国楹认为在平板电脑触摸技术大行其道的今天，

很多山寨平板都采用了触摸技术，触摸技术光环也逐渐

散去，门槛变得越来越低，自己未来进入的成本并不高，

但是现在进去一定没有机会，他们首先要找到适合自己

的根据地生存和发展。

当壹人壹本凭借原笔迹手写输入在 60 后人群中已

经形成牢固的“根据地”后，开始尝试新的机会。比如

壹人壹本去年已经开始涉足教育行业，开发了“电子教

室”、“数字校园”等产品，目前已进入市场检验阶段。

在 2012 年，这些产品将扩大到 2 万名学生。事实上，这

也是杜国楹原来做“背背佳”、“好记星”最熟悉的行业，

他希望这一举措能使得 E 人 E 本改变单纯依靠硬件盈利

的局面。

这家公司的思路看起来很明确，在平板电脑大玩家

云集的红海中，依靠其原笔迹输入的核心优势去占领别

人未注意的 60 后市场，进而在平板电脑江湖中划分出自

己的势力范围，在得到了丰厚利益回报和可以立足的疆

土之后，再寻找机会向外延展市场范围和商业模式创新。

壹人壹本获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市

场决定产品”的成功。当然，从活下来、能发展，到可

持续和能称雄之间，产品始终是决定性因素。壹人壹本

要从“活着”走向“爆发”，必将会面对很多体系性的

挑战。

对此，杜国楹的回答就三个字：“慢慢来。”（文：

小宁 来源：《商业价值》）

 >>上接，61 页。

单独的服务器上来分担服务器的压力。一般情况

下在对已写入的备份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时，

不同的处理引擎往往会访问同一磁盘阵列。不过

现在的技术可以使得他们访问同一磁盘阵列的不

同区域。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实现高速的并发处理。

这样的话，就不会和持续写入的备份数据流产生

任何的冲突，从而不会影响数据备份的效率。二

是可以适当调整数据延迟的时间。如可以缩短延迟时间，

或者适当延长延迟时间避开数据备份的高峰时间等等。

所以我认为后期处理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在一定程度

上确实会影响到数据备份的整体效率。但是可以通过合

理的配置这个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至少与其优

势相比，让着个弊端可以忽略。

《下期敬请期待 ...... 连载篇》

我曾经对重复数据删除的一些误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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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王振堂：数据中心不代表云端 不是好东西

2 月 12 日消息，台湾省推进 “云计算”，积

极拉拢谷歌等国际大厂在台设立数据中心（Data 

Center），但宏碁董事长暨台北市计算机公会理事长王

振堂近日表示，数据中心不代表云端，不是好东西，宏

碁自己身受其害，呼吁台湾应调整云端政策方向，全力

推动“移动上网新文创”。

王振堂表示，无线宽带上网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权，

台湾应让民众享有价格合理、宽带足够的移动通讯，抛

弃过去不合理控管、独占思维。

王振堂强调，台湾应建立以云计算为基础的整体应

用，建议台湾全力推动 App 应用程序、微电影等“移

动上网新文创”。比起一般文化创新，移动上网文创的

成本只要 1%，但受益人口是 100 倍、1万倍，回收的商

业价值可能是成本的 1000 倍，是值得发展的方向。

他表示，台湾以为吸引谷歌等国际大厂来台建设数

据中心就是发展云端，数据中心对产业没帮助，又赚不

到什么钱，只会耗很多电，留下碳排放。宏碁自己身受

其害，宏碁好几年前成立acer eDC，专门从事数据中心，

多年来没赚到什么钱，却因为数据中心的高耗电，

制造出很多碳排放。台湾必须理解这个事实，数

据中心应该想办法分散到全世界，不是欢迎数据

中心全部集中到台湾。( 文：浩钧来源 ：《 腾讯

科技 》 ）

宏碁董事长王振堂（腾讯科技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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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对重复数据删除的一些误解（一）

博客名称：咖啡杯

日志总数：8

评论总数：2

访问次数 :1695

如今对于一个企业数据存储

容量压力越来越大，因为随着企

业的成长与发展，数据量也随

之的成长起来，为此企业急需一

门技术，能够把存储设备中重复

的数据删除，以确保在存储设

备中存储的是独一无二的文件。

因此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在近几

年中火热起来，也是中小型企业

追捧的技术。数据删除技术初衷

很简单，就是把重复部分除冗余

文件、字节或者数据块减少成一

项。它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

了保证存储的数据文件文件不

重复，从而减少数据容量。可是

由于种种原因我曾经对于这种

技术还存在着一些误解。之后消

除了这些误区，对我之后使用重

复数据删除技术来增加存储设

备的使用率很关键。

后期处理重复数据删除技术

真的是后期吗？

重复数据删除技术根据其实

现的方式可以分为“联机重复数

据删除技术”和“后期处理重复

数据删除技术”。两个技术各有

各的特点。后期处理重复数据删

除技术这个名字有些容易让人

误解，之前我一直误认为后期处

理重复数据删除方式是当所有

数据备份过程结束后才进行验

证、删除操作的。之后我才知道

我的理解是大错特错了。

其实后期处理重复数据删除

技术通常是在虚拟的磁带介质

写入备份数据后就开始进行工

作了。也就是说实在等待虚拟磁

带写满之后就开始。当然这中间

根据需要有一定的延迟。如存储

管理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对

这个延迟进行设置。可以只延迟短

短的几分钟，也可以延迟几个小时。

延迟时间具体为多少，主要还是根

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我现在

通常是将这个作业放在服务器比较

空闲的时候进行，此时就会把这个

延迟设置的比较长一点，如等到下

班后进行等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

为了提高数据备份的效率，会对数

据备份进行分组管理。此时等待时

间是从第一组备份任务传送备份数

据流开始算起。当第一盘虚拟的备

份磁带写满或者第一组备份数据写

入结束后，重复数据删除处理就不

存在延迟等待问题。这主要是因为

当系统在进行前一组写入备份数据

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处理时，被分系

统可以继续往后续虚拟磁带介质中

写入第二组的备份数据。简单的说，

就是重复数据处理作业与备份数据

的写入作业可以独立运行。从而提

高数据处理的效率。

后期处理重复数据删除是否会

降低整体备份的效率。

从前我一直认为后期处理重复

数据删除是否会降低整体备份的效

率，如果光从技术上看，确实是这

样的。重复删除方式不仅会占用服

务器的资源。而且重复删除方式存

在着一定的延迟。但是这是一个比

较孤立的观点。因为根据现在的重

复数据删除技术，完全可以通过合

理的配置来消除这种负面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我发现后期处

理重复数据删除技术降低了数据备

份的效率，那么可以通过如下几种

方式来消除这个不利影响。一是可

以将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分配到多个

建立时间 :2012-1-31 15:55:00

>>下接，请到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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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名称 :凤舞天

日志总数 :79

评论数量 :396

访问次数 :110297

建立时间 :2010-6-26 19:14:00 

IT 公司的发展应该以年青人的思想为主导

今年开工前这段时间，看了

“浪潮之巅”、“黑色裂变”、“鹿

鼎记”，再跟同事们探讨了有些

IT 公司为什么强大的如此快，如

微 软、Google、Facebook， 有 些

为什么能全面的超越另外一些巨

头，如三星取代索尼等。

从这些结果分析来看，可以

得出两个结论：

1. 产业的崛起或转移，技术

的崛起或转移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2. 人口红利，有大量的年青

人，有新思想、新创新、新需求、

新应用

作为一个企业，要想发展，

首先必须要获得产业技术的承接，

因为开发一项新技术是非常困难

的，需要投入太多的资金及时间，

这两项都是后发企业很难解决的，

而承接产业技术，很多时候可以

很便宜的获得，或者前期不需要

昂贵的投入，韩国就是走这条路，

承接美国与日本的产业获得发展。

中国本质上也是如此，山寨手机

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例子。

其次必须要有足够的年青人

作为产业的创新点，一个企业能

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不在于领导

人多么英明，而是应该不停的鼓

励年青人低成本的去尝试新方向

新业务，实现快速发展，这方面

腾讯做的可谓极致。

现在的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了，

一个个的研发周期、产品周期越

来越短，而新的需求，新的应用

又不停的冒出来，尤其是消费者，

都是以年青人为主体。这些都要

求一个企业的主导者，应该是年

青人为主。

华禹工控开年第一件事情就

要求全体管理层换成智能手机，

开通微博去接收新思想，去了解

年青人。并且定下了今后公司将

由年青人来主导的思想体系，这

样明确了要不停的引入新人，重

用新人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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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参数对 RF 开关模型进行高频验证

S（散射）参数用于表征使用匹

配阻抗的电气网络。这里的散射是电

流或电压在传输线路中断情况下所受

影响的方式。利用 S 参数可以将一个

器件看作一个具有输入和相应输出的

“黑匣子”，这样就可以进行系统建

模而不必关心其实际结构的复杂细

节。 

当今集成电路的带宽不断提高，

因而必须在宽频率范围内表征其性

能。传统的低频参数，如电阻、电容

和增益等，可能与频率有关，因此可

能无法全面描述 IC 在目标频率的性

能。此外，要在整个频率范围内表征

一个复杂 IC 的每个参数可能是无法

实现的，而使用 S 参数的系统级表征

则可以提供更好的数据。 

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 RF 继电器

来演示高频模型验证技术。如图 1 所

示，可以将 RF 继电器看作一个三端

口器件：一个输入端口、一个输出端

口和一个用于开关电路的控制端口。

如果器件性能与控制端无关，一旦设

定后，就可以将继电器简化为一个双

端口器件。因此，可以通过观察输入

端和输出端的行为来全面表征该器

件。 

INPUT                     OUTPUT

            CONTROL

         图 1. RF 继电器模型

要理解 S 参数的概念，必须知道

一些传输线理论。与大家熟悉的直流

理论相似，在高频时，最大传输功率

与电源的阻抗和负载的阻抗有关。来

自一个阻抗为 ZS, 的电源的电压、

电流和功率，沿着一条阻抗为 Z0, 

的传输线路，以波的形式行进到阻抗为

ZL. 的负载。如果 ZL = Z0, 则全部功率

都会从电源传输到负载。如果 ZL ≠ Z0, 

则某些功率会从负载反射回电源，不会发

生最大功率传输。入射波和反射波之间的

关系通过反射系数 Γ 来表示，它是一个

复数，包含关于信号的幅度和相位信息。 

如果 Z0 和 ZL 完全匹配，则不会发生

反射，Γ = 0。如果 ZL i 开路或短路，

则Γ = 1，表示完全不匹配，所有功率都

反射回 ZS. 大多数无源系统中，ZL 不与

Z0, 完全相等，因此 0 < Γ < 1。要使

Γ 大于 1，系统必须包含一个增益元件，

但 RF 继电器示例将不考虑这一情况。反

射系数可以表示为相关阻抗的函数，因此

Γ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ZL － Z0

ZL  + Z0
Γ = (1) →Γ =

ZL

－
Z0

－ 1

ZL

－
Z0

+ 1

(2) 

假设传输线路为一个双端口网络，如

图2所示。在这种表示方法中，可以看出，

每个行进波都由两部分组成。从双端口

器件的输出端流到负载的总行进波部分 , 

b2, 实际上是由双端口器件的输出端反射

的一部分 a2 和透射器件的一部分 a1, 组

成。反之，从器件输入端流回电源的总行

进波 b1 则是由输入端反射的一部分 a1 和

返回器件的一部分 a2 组成。 

a1 = TRAVELING WAVE INCIDENT ON PORT 1
b1 = TRAVELING WAVE REFLECTED FROM PORT 1
a2 = TRAVELING WAVE INCIDENT ON PORT 2 
(REFLECTED FROM THE LOAD)
b2 = TRAVELING WAVE REFLECTED FROM PORT 2

图 2. S 参数模型

根据以上的说明，可

以利用 S 参数列出用来确

定反射波值的公式。反射

波和发射波计算公式分别

如式 3和式 4所示。 

b1 =S11a1 + S12a2        (3)

b2=S12a1 + S22a2         (4)

其中： 

S11 = 输入反射系数 

S12= 反向透射系数 

S21 = 正向透射系数 

S22 = 反向反射系数 

通过这些公式可以完

整描述任何双端口系统，

正向和反向增益分别用

S21 和 S12, 来表征，正

向和反向反射功率分别用

S11 和 S22 来表征。 

设计和测量传输线路

阻抗 

为确保双端口系统具

有匹配的阻抗，必须测量 

ZS, Z0, 和 ZL。 多数 RF

系统工作在50 Ω环境下。 

ZS 和 ZL 一般受所用矢

如果 ZS = Z0（双端

口输入的阻抗），则不会

发生反射，a1 = 0. 如

果 ZL = Z0（双端口输出

的阻抗），则不会发生反

射，a2 = 0. 因此，我们

可以根据匹配条件定义 S

参数，如下所示： 

S11 =
b1
－
a1

(5) 

S21 =
b2
－
a1

(7) 

S22 =
b2
－
a2

(6) 

S12 =
b1
－
a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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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网络分析仪 (VNA)的类型限制，

但可以设计 Z0 使之与 VNA 阻抗匹

配。 

传输线路设计 

传输线路的阻抗由线路上的电

感和电容的比值设置。图 3 所示为

一个简单的传输线路模型。 

图 3. 传输线路的集总元件模型

利用计算目标频率时的复阻抗

的公式，确定获得特定阻抗所需

的 L 和 C 的值。调整 L 和 C 的方式

取决于传输线路模型的类型，最常

用的模型是微带线和共平面波导模

型。利用物理参数，例如从走线到

地层的距离、走线宽度和 PCB 基板

介电常数等，可以平衡电感和电容，

从而提供所需的阻抗。设计传输线

路阻抗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阻抗设

计程序，此类程序有很多。 

测量阻抗 

设计并生产出传输线路后，必

须测量其阻抗，以验证设计和实施

无误。一种测量阻抗的方法是使用 

时域反射 TDR 测量可以反映 PCB 走

线的信号完整度。TDR 沿着信号线

发送一个快速脉冲，并记录反射情

况，然后利用反射信息计算距离信

号源特定长度处的路径阻抗。利用

阻抗信息可以找到信号路径中的开

路或短路，或者分析特定点的传输

线路阻抗。 

TDR 的工作原理是：对于一个

不匹配的系统，在信号路径上的不

同点，反射会与信号源相加或相减

( 相长 和相消 干涉 ). 如果系统

（本例中为传输线路）匹配50 Ω，

则信号路径上不会发生发射，信号

保持不变。然而，如果信号遇到开路，

反射将与信号相加，使之加倍；如果

信号遇到短路，反射将通过相减与之

抵消。 

如果信号遇到一个端接电阻，其

值稍高于正确的匹配阻抗，则在 TDR

响应中会看到一个凸起；若端接电阻

值稍低于匹配阻抗，则在 TDR 响应中

会出现一个凹陷。对于容性或感性端

接，将看到相似的响应，因为电容在

高频时短路，电感在高频时开路。 

在所有影响 TDR 响应精度的因素

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沿信号路径发送

的 TDR 脉冲的上升时间。脉冲的上升

时间越快，则 TDR 可以分辨的特征越

小。 

根据 TDR 设备设定的上升时间，

系统可以检测的两个不连续点之间的

最短空间距离为： 

 c0 trise
lmin =

2 √￣ εeff

(9) 

其中 : 

lmin= 从信号源到不连续点的最

短空间距离 

c0 = 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trise= 系统的上升时间 

εeff= 波在其中行进的介质的

有效介电常数 

若是检测相对较长的传输线路，

20 ps 到 30 ps 的上升时间即足够；

但若要检测集成电路器件的阻抗，则

需要比这快得多的上升时间。 

记录 TDR 阻抗测量结果有助于解

决传输线路设计的各种问题，如错误

的阻抗、连接器结点引起的不连续以

及焊接相关问题等。 

精确记录 S参数 

一旦完成 PCB 和系统的设计与制

造，就必须在设定的功率和一系列频

率下利用 VNA 记录下 S 参数；VNA 应

经过校准，确保记录的精确性。校准

技术的选择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目标

频率范围和待测器件 (DUT) 所需

的 参考平面等 . 

校准技术 

图 4 显示了双端口系统的完

整 12 项误差模型及其系统性影

响和误差源。测量频率范围会影

响校准选择：频率越高，则校准

误差越大。随着更多误差项变得

显著，必须更换校准技术以适应

高频影响。 

EDF, EDR—DIRECTIVITY

ESF, ESR—SOURCE MATCH

EXF, EXR—ISOLATION

E T F ,  E T R — T R A N S . 

TRACKING

ERF, ERR—REFL. TRACKING

ELF, ELR—LOAD MATCH

F = FORWARD

R = REVERSE

图 4. 完整的双端口 12 项误差模型

一种广为采用的 VNA 校准技

术是 SOLT（短路、开路、负载、

透射）校准，也称为TOSM（透射、

开路、短路、匹配）校准。它很

容易实现，只需要一组已知的标

准元件，并在正向和反向两种条

件下进行测量。标准元件可以随

同 VNA 一起购买，或者从其他制

造商购买。对标准元件进行测量

后，就可以确定实测响应与已知

响应的差异，从而计算系统性误

差。 

SOLT 校准将 VNA 测量的参考

平面定位于校准期间所用同轴电

缆的端部。SOLT 校准的缺点是：

参考平面之间的任何互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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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 连接器和 PCB 走线等，都会

影响测量；随着测量频率提高，

这些会变成更大的误差源。SOLT

校准只能消除图 4 中显示的 6 个

误差项，但它能为低频测量提供

精确的结果，并具有容易实施的

优点。 

另一种有用的 VNA 校准技术

是 TRL（透射、反射、线路）校

准。该技术仅基于短传输线路的

特征阻抗。利用两条传输线路彼

此相差较短长度的两组双端口测

量结果及两组反射测量结果，就

可以确定完整的12项误差模型。

可以在 DUT 的 PCB 上设计 TRL 校

准套件，以便利用该校准技术消

除传输线路设计和互连引起的误

差，并将测量的参考平面从同轴

电缆移动到 DUT 引脚。 

以上两种校准技术各有长

处，但TRL可以消除更多误差源，

因而能够为高频测量提供更高的

精度。然而，TRL 需要精确的传

输线路设计和目标频率下的精确

TRL 标准元件，因此更难以实施。

SOLT 的实施则相对简单，因为

大多数 VNA 都带有可以在宽频率

范围内使用的 SOLT 标准套件。 

PCB 设计和实现 

为了正确校准 VNA，适当的

PCB 设计至关重要。TRL 等技术

可以补偿 PCB 设计的误差，但无

法完全消除误差。例如，设计采

用 TRL 校准的 PCB 时，S21（如

RF 继电器的插入损耗等）的值

必须很低，为了精确测量S参数，

需要考虑透射标准的回损 (S11, 

S22) 回损是指阻抗不匹配导致

反射回信号源的输入功率。无

论 PCB 走线的设计多么好，总是

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大多

数 PCB 制造商只能保证 5% 的阻

抗匹配精度，甚至达到这一精度

也是勉为其难。这种回损会导致 VNA

指示的插入损耗大于实际存在的插

入损耗，因为 VNA“认为”它向 DUT

发送了比实际发送量更大的功率。 

随着要求的插入损耗水平的降

低，将有必要减少透射标准贡献给

校准的回损量。而测量频率越高，

就越难以做到这一点。 

要减少 TRL 设计的校准标准的

回损，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

传输线路设计非常重要，需要与 PCB

制造商密切协调，确保使用正确的

设计、材料和工艺来实现所需的阻

抗与频率曲线。连接器件的选择至

关重要，必须能够在相关范围内满

意地工作。选定连接器件后，还有

必要确保连接器与 PCB 之间的结点

设计良好，如若不然，它可能会破

坏同轴电缆与 PCB 传输线路之间所

需的 50 Ω 阻抗，导致系统回损增

大。许多连接器制造商都会提供高

频连接器的正确布局布线图纸，以

及预设计的传输线路设计和 PCB 堆

叠。找到一家能按此设计生产的 PCB

制造商可以大大简化PCB设计工作。 

其次需要考虑 PCB 的装配连接

器与 PCB 传输线路之间的结点至关

重要，因此连接器的焊接会对过渡

产生重大影响。连接不良或未对齐

的连接器会破坏电感和电容之间的

微妙平衡，从而影响结点的阻抗。

图 5 是一个焊接不良的连接器结点

示例。

图 5. 连接不良的 SMA

如果设计程序没有考虑阻焊膜

涂层的介电常数，则它也可能会对

传输线路的阻抗产生不利影响。在

低频 PCB 中，这不是一个大问题，

但随着频率提高，阻焊膜可能会带

来麻烦。 

为了确保透射走线的回损是可

接受的，有必要利用VNA测量回损。

因为系统的参考平面是从连接器到

连接器，所以 SOLT 校准应当足以测

量透射走线。一旦确定透射走线的

回损性能，就可以通过在走线上执

行 TDR 来监视缺陷。TDR 会显示系统

与目标阻抗偏差最大的区域。 

在 TDR 曲线上，应当可以标出

系统中对偏差贡献最大的具体部分。

图 6 所示为一条传输线路走线及其

对应的 TDR 曲线。可以在 TDR 曲线

上定位某些部分的阻抗，从而明白

哪些部分造成了最大的回损。从图

中可以看出，SMA 与传输线路之间的

结点偏离 50 Ω，并且传输线路本身

的阻抗也不是很接近 50 Ω。为了改

善该 PCB 的性能，需要采取上面所

说的一些措施。 

图 6. PCB 与 TDR 曲线

使用 S参数 

在某一频率范围内表征一个 DUT

时，S参数可以提供许多好处。除了

显示某一频率时的增益、损耗或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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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匹配以外，还可以用 Y 参数（导

纳参数）等其它形式替换 S 参数，

以便计算电容等物理参数。Y参数与

S参数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是在目

标引脚短路(0 Ω)情况下导出的（公

式 5 到 8），而后者则是在匹配 50 

Ω 端接阻抗情况下导出的。可以对

Y参数进行实际测量，但它比 S参数

更难以记录，因为在宽频率范围内

造成真正的短路非常困难。由于宽

带 50 Ω 匹配更容易做到，因此更

好的方法是记录 S 参数，然后将 S

参数转换成 Y 参数。大部分现代软

件包都可以实现这一点。 

计算物理参数 

下面举一个利用 S 参数来计算

目标频率范围内电容的例子，考虑

图 1 所示的 RF 继电器。当继电器开

路 (即 , 断开 ), 时，为了计算继电

器到地的电容，首先必须将 S 参数

记录转换为 Y参数，也就是将 50 Ω

环境下的数据转换为短路端接情况

下的数据。从继电器的物理结构可

以明显看出，当输出端口接地并且

开关断开时，至地的电容可以通过

检查 Y11 参数而得知，Y11 衡量送

回信号源的功率量。当开关断开时，

所有功率都应被反射回信号源，但

实际上，某些功率会到达接地（Y参

数定义的要求）的输出端口，该功

率通过电容传输到地。因此，将 Y11

参数的虚部除以 2πf 便得到目标频

率时 RF 继电器到地的电容。 

若要计算 RF 继电器的电感，可

以使用类似的方法，但此时需要用 Z

（阻抗）参数代替 Y参数。Z参数与

S参数和 Y参数相似，不过它不是使

用阻抗匹配或短路，而是使用开路

来定义端接。略加考虑便可将此方

法应用于所有器件，以计算多种不

同的物理参数。 

匹配网络 

S 参数的另一个应用是匹配网络

的设计。许多应用要求阻抗匹配以

确保在某一频率实现最佳的功率传

输。利用 S 参数，可以测量器件的

输入和输出阻抗，然后可以在史密

斯图上显示 S 参数，并设计适当的

匹配网络。 

为客户提供模型 

如上所述，由于S参数广泛适用，

因此可以利用 S 参数文件向用户提

供线性电路的输入输出信息，并完

整描述宽频率范围内器件的特性，

而无需披露复杂或者专有的设计。

客户可以按照与上面所述类似的方

法，利用 S 参数在其系统中构建器

件模型。 

结束语 

S 参数是创建和验证宽带宽

的高频模型的有用工具。一旦记

录下来，便可以利用 S 参数计算

许多其它电路特性，以及创建匹

配网络。然而，设计测量系统时，

必须考虑一些必要的注意事项，

其中最重要的是校准方法的选择

和 PCB 设计。通过采取本文所述

的措施，可以避免某些潜在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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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参数就是建立在入射波、反射波关系基础上的网络参数，适于微波电路分析，以器件端口的反射

信号以及从该端口传向另一端口的信号来描述电路网络。同 N 端口网络的阻抗和导纳矩阵那样，用散

射矩阵亦能对 N 端口网络进行完善的描述。阻抗和导纳矩阵反映了端口的总电压和电流的关系，而散

射矩阵是反映端口的入射电压波和反射电压波的关系。散射参量可以直接用网络分析仪测量得到，可

以用网络分析技术来计算。只要知道网络的散射参量，就可以将它变换成其它矩阵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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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 WiMax 技术发展的接收和发射测试解析方案

WiMax 技术的发展对 WiMax 物理

层测试所对应的接收和发射测试也提

出了更高要求，R&S 对此提供了有针

对性的测试解决方案。 

WiMAX 全称为 WorldInteroperab

- i l i t y  f o r  M i c r o w a v e 

Access，它是一种无线城域网技术

(WMAN)，一个基站就可为 3 到 10 公

里半径范围内的多个固定用户提供最

大 100Mbps 的下行数据传输速率，

以及为 3 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多个移

动用户提供最大 15Mbps 的下行数据

传输速率。WiMAX 目前主要有两种国

际标准，它们分别是 IEEE802.16-

2004 和 IEEE802.16e-2005。

IEEE802.16-2004 是 对 802.16a 和

802.16d 的修订，主要用于固定宽

带 无 线 接 入， 包 含 OFDM 和 OFDMA

技 术 ;IEEE802.16e-2005 标 准 是

IEEE802.16-2004 标准的扩展，它增

加了对移动宽带数据接入的支持。

物理层测试

在 WiMAX 的技术中，主要采用

OFDM 技术作为非视距连接 (NLOS) 的

信号传输方式。众所周知，OFDM 信

号由一些正交的载波构成，每个载

波上均进行数字调制，与相同数据

速率的单载波技术相比，OFDM 信号

具有更长的符号周期，所以，该技

术具有很强的抗多径衰落的性能。

此外，在载波上应用的调制方式是

BPSK、QPSK、16QAM 和 64QAM，各种

调制根据传输速率的要求自适应切

换。和无线局域网 WLan 相比，WiMAX

信号带宽不固定，可以从 1.25MHz

变化到 28MHz。在 IEEE802.16-2004

中，有 OFDM 和 OFDMA 两种模式，在

OFDM 模式中，具有 200 个子载

波，并可按 TDD 或 FDD 方式工

作 ; 在 OFDMA 模式中，子载波

数目可变，并为每个用户分配

载波组 ( 子信道 ) 来传输该用

户数据，载波数目大大增加。

IEEE802.16e-2005 支持移动或

者漫游宽带数据接入。韩国标

准 WiBro 是一种特殊的 802.16e

技术。

对于 WiMAX 设备而言，物

理层测试 (RF 测试 ) 是保证其

具有良好质量和正常工作的必

需手段。测试主要分为接收机

测试和发射机测试 ; 除此之

外，放大器和其他器件均需要

类似的测试过程。R&S 公司根据

WiMAX 测试的需要，推出了相应

的 WiMAX 信号产生和信号分析

的设备，能对接收和发射部分

进行完备的测试，以对 WiMAX

设备进行全面的评估。

接收机测试

R&S 公 司 的 数 字 信 号 源

SMU，SMJ，和 SMATE 配合相应

WiMAX 选件 SMx-K49 可以支持各

类 WiMAX 信号的产生，包括信

号帧内容配置，信道编码等。

利用该设备，可以生成所需

WiMAX 信号进行接收机的测试。

WiMAX 信号产生 

SMU 可以完成 IEEE802.16-

2004，IEEE802.16e-2005 和

WiBro 信号的生成。在信号生成

过程中，根据测试的要求，对

信号各项重要的参数进行设置。

如物理层模式 (OFDM/OFDMA)，双工

方式 (TDD/FDD)，上下行，帧结构，

Zone/Segment，信号带宽，调制方式，

burst 类型，数据长度，子信道等。

其中，WiMAX 信号生成具有以下

特点：OFDMA 模式中，支持多达 8个

Zone，每个Zone可以单独进行配置，

其类型可以设置为 FUSC、PUSC、

AMC2×3和Sounding。OFDMA模式中，

Burst 信道编码支持 CC 和 CTC。

支 持 空 时 编 码， 可 以 选 择

MatrixA 或 MatrixB，再配合 SMU 双

通道的设计概念，可以非常方便地

产生经过衰落的发射分集的两路信

号。

衰落模拟

为了测试WiMAX接收机的性能，

尤其是 802.16e，衰落环境下的测试

显得尤为重要。SMU200A 内置了衰落

模拟器，可以模拟单通道 40 径或者

双通道 20 径的衰落环境，每个路径

均可进行相应参数的设置，如损耗、

延时、移动速度、多普勒频移等。

目 前，SUI(Stanford University 

Interim) 模型 (SUI1-SUI6) 可以用

来进行相关的 WiMAX 衰落测试，在

SMU200A 的衰落模拟器中，预定义了

SUI 模型，用户可直接调用。

MIMO

MIMO(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技术通过天线系统实现空间

复用来增加带宽利用的效率，在新

的高速数据业务系统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如802.11n，LTE，WiMAX等，

因此，对于 WiMAX 的测试，MIMO 是

必不可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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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U200A 具有双通道的设计概

念，在每个通道都能够独立产生所

需 WiMAX 信号 ; 在具体的 WiMAX 信

号配置中，支持相应的空时编码，

以区分不同天线的信号 ; 此外，

SMU200A 的衰落模拟器可以分别工作

在两个通道，两个衰落通道可以设

置其相关性。因此，SMU200A 可以完

全支持用于发射分集 (2×1) 和接收

分集 (1×2) 的测试。对于 2×2 的

MIMO 或者多于 2×2 的 MIMO，例如

beamforming，R&S 公司将会在近期

推出基于 SMU200A 的实现方案，因

此，SMU200A 会支持 WiMAX 中全面的

MIMO 测试。

发射机测试

R&S 公司的信号分析仪 FSQ 配合

相应的 WiMAX 选件 FSQ-K93 可以进

行各类 WiMAX 信号的分析，包括频

域特性，时域特性和调制质量。利

用该设备，可以进行完备的 WiMAX

发射机测试。在 FSQ 中，对 WiMAX

信号的分析结果以数值列表方式显

示。

在数值列表中，包括了 EVM、

IQ 不理想性、频域和时域功率、

符号时钟误差、频率误差、CINR、

RSSI、Crest Factor 和导频 BER 等

参数测试结果。此外，FSQ 还提供了

众多分析参数的图形结果显示，包

括了：EVM对应于符号和载波的变化，

相位频率误差对应于 Preamble 的变

化，频谱平坦度，群延时，星座图，

bit 流，Burst 统计信息，频谱发射

模板 (IEEE，ETSI)，邻信道功率和

CCDF 等。

此外，FSQ 还具有以下特点：

对于 802.16e-2005 的 OFDMA 信号，

FSQ 支持自动解调，即 FSQ 可

以自动分析信号中所包含的

MapBurst 的信息，从而无需手

动配置所分析信号的帧内容而自

动获得解调分析结果。FSQ 可以

从信号源 ( 例如 SMU200A) 通过

LAN 自动加载 WiMAX 信号的配置

文件，从而使得分析过程变得更

为简单，尤其适用于放大器等器

件的测试。并且，R&S 将于近期

推出针对 MIMO 测试的信号分析

方案，甚至包括了相位相干的多

通道分析功能。可见，信号分析

仪 FSQ 可以对各类 WiMAX 信号进

行分析，从而对 WiMAX 发射机的

质量作出全面的评估。(来源：《华

强电子网》）

中兴通讯助力 Banglalion 打造孟加拉最大 Wimax 网络                                                                          

中兴通讯作为孟加拉第一大 Wimax 运营商 Banglalion 的独家网络供应商，帮助其于短短一年间打造

孟加拉最大的 Wimax 高速网络，中兴通讯提供的 wimax 网络支持 TDD-LTE 演进，采用业界最先进的大容量

BTS 4*8 设备。 

Banglalion CEO Mr. Neil Graham 对 Banglalion 与 ZTE 的合作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兴通讯作为

Banglalion 网络唯一供应商给与的支持和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中兴通讯项目组克服了外界干扰，孟

加拉雨季施工困难，网优交付指标严格等考验，在交付进度和网络质量上获得了客户高度认可，有力的支

持了客户在孟加拉市场的发展 . 

中兴通讯 WiMAX 系统设备先后进入美国、日本、欧洲等高端市场，并成功突破 Clearwire、

Telefonica、UQC、Packet  One 等全球领先 WiMAX 运营商。截止 2011 年 9 月，中兴通讯已经在全球 44

个国家成功部署 73 个 WiMAX 网络。ZTE WiMAX 历经规模商用的考验 , 由中兴通讯承建的东南亚最大的

2.3G WiMAX 商用网络已突破 196,000 用户。截止 2011 年 12 月，中兴通讯已在全球 18 个国家与 31 个全

球领先运营商建设 TD-LTE 实验局和商用网络，其中包含 7 个 TD-LTE 规模商用局。2011 年，和黄选择中

兴通讯在瑞典独家承建全球最大的 LTE TDD/FDD 融合商用网络；软银也选择了中兴通讯部署全球最大的

TD-LTE 网络，目前，这两个网络都已经正式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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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螺仪的选择：其机械性能是最重要的参数

选择陀螺仪时，需要考虑将

最大误差源最小化。在大多数应

用中，振动敏感度是最大的误差

源。其它参数可以轻松地通过校

准或求取多个传感器的平均值来

改善。偏置稳定度是误差预算较

小的分量之一。

浏览高性能陀螺仪数据手册

时，多数系统设计师关注的第一

个要素是偏置稳定度规格。毕竟，

它描述的是陀螺仪的分辨率下

限，理所当然是反映陀螺仪性能

的最佳指标！然而，实际的陀螺

仪会因为多种原因而出现误差，

使得用户无法获得数据手册中宣

称的高偏置稳定度。的确，可能

只有在实验室内才能获得那么高

的性能。传统方法是借助补偿来

最大程度地降低这些误差源的影

响。本文将讨论多种此类技术及

其局限性。最后，我们将讨论另

一种可选范式——根据机械性能

选择陀螺仪，以及必要时如何提

高其偏置稳定度。

环境误差

所有中低价位的 MEMS 陀螺

仪都有一定的时间 - 零点偏置和

比例因子误差，此外还会随温度

而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对陀

螺仪进行温度补偿是很常见的做

法。一般而言，陀螺仪集成温度

传感器的目的就在于此。温度传

感器的绝对精度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可重复性以及温度传感器与

陀螺仪实际温度的紧密耦合。现

代陀螺仪的温度传感器几乎毫不

费力就能达到这些要求。

　许多技术可以用于温度补偿，

如多项式曲线拟合、分段线性近似

等。只要记录了足够数量的温度点，

并且在校准过程中采取了充分的措

施，那么具体使用何种技术是无关

紧要的。例如，在每个温度的放置

时间不足是一个常见的误差源。然

而，无论采用何种技术，无论有多

细心，温度迟滞——即通过冷却与

通过加热达到某一特定温度时的输

出之差——都将是限制因素。

图 1 所示为陀螺仪 ADXRS453 的

温度迟滞环路。温度从 +25℃变为

+130℃，再变为 –45℃，最后回到

+25℃，与此同时记录未补偿陀螺仪

的零点偏置测量结果。加热周期与

冷却周期中的 +25℃零点偏置输出存

在细微的差异（本例中约为 0.2° /

s），这就是温度迟滞。此误差无法

通过补偿来消除，因为无论陀螺仪

上电与否，它都会出现。此外，迟

滞的幅度与所施加的温度“激励”

量成比例。也就是说，施加于器件

的温度范围越宽，则迟滞越大。

图 1. 经 历 温 度 循 环（–45 ℃ 至

+130℃）时未补偿 ADXRS453 的零点偏置

输出

如果应用允许启动时复位零点

偏置（即无旋转时启动），或者在

现场将零点偏置调零，则可以忽略

此误差。否则，这就可能是偏置稳

定度性能的一个限制因素，因为我

们无法控制运输或存储条件。

抗振

理想情况下，陀螺仪仅测量旋

转速率，无关其他。但实际应用中，

由于机械设计不对称和 / 或微加工

不够精确，所有陀螺仪都有一定的

加速度敏感度。事实上，加速度敏

感度有多种

外在表现，其严重程度因设计

而异。最显著的通常是对线性加速

度的敏感度（或 g 敏感度）和对振

动校正的敏感度（或 g2 敏感度）。

由于多数陀螺仪应用所处的设备是

绕地球的 1 g 重力场运动和 / 或在

其中旋转，因此对加速度的敏感度

常常是最大的误差源。

成本极低的陀螺仪一般采用极

其简单紧凑的机械系统设计，抗振

性能未经优化（它优化的是成本），

因而振动可能会造成严重影响。

1000° /h/g（或 0.3° /s/g）以上

的 g 敏感度也不足为奇，比高性能

陀螺仪差 10 倍以上！对于这种陀螺

仪，偏置稳定度的好坏并无多大意

义，陀螺仪在地球的重力场中稍有

旋转，就会因为 g 和 g2 敏感度而产

生巨大的误差。一般而言，此类陀

螺仪不规定振动敏感度——默认为

非常大。

较高性能的 MEMS 陀螺仪则好得

多。表 1 列出了几款高性能 MEMS 陀

螺仪的数据手册所列规格。对于这

一类别中的多数陀螺仪，g敏感度为

360° /h/g（或 0.1° /s/g），某些

低于 60° /h/g，远远优于极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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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陀螺仪。但是，对于小到150 mg（相

当于 8.6°倾斜）的加速度变化，即

使其中最好的陀螺仪也会超出其额

定偏置稳定度。

制造厂商 产品型号 g2 敏感度 (°/s/g) g2 敏感度 (°/s/g2) 偏置稳定度 (°/h)

Analog Devices ADXRS646 0.015 0.0001 8

Melexis MLX90609 0.1 未规定 17

Silicon Sensing CRG20-01 0.1 0.005 5

VTI SCR1100-D04 0.1 未规定 2.1

有些设计师试图利用外部加速

度计来补偿 g 敏感度（通常是在

IMU 应用中，因为所需的加速度计

已经存在），这在某些情况下确实

可以改善性能。然而，由于多种原

因，g敏感度补偿无法获得完全的成

功。大多数陀螺仪的 g 敏感度会随

振动频率变化而变化。图 2 显示了

Silicon Sensing CRG20-01 陀螺仪

对振动的响应。注意，虽然陀螺仪

的敏感度在额定规格范围内（在一

些特定频率处略有超出，但这些可

能不重要），但从 DC 到 100 Hz，其

变化率为 12:1，因此无法简单地通

过测量 DC 时的敏感度来执行校准。

确实，补偿方案将非常复杂，要求

根据频率改变敏感度。

图 2. Silicon Sensing CRG20-01 对不同正弦音的 g敏

感度响应

作为对比，图 3 显示的是陀螺

仪 ADXRS646 在相似条件下的响应。

事实上，有些陀螺仪比其它陀螺仪

更容易进行 g 敏感度补偿。不过遗

憾的是，数据手册几乎从不提供此

类信息，必须由用户去探索，而且

可能极耗精力，但在系统设计过程

中，常常没有时间等待惊喜出现。

另一个困难是将补偿加速度计

和陀螺仪的相位响应相匹配。如果

陀螺仪和补偿加速度计的相位响应

匹配不佳，高频振动误差实际上可

图 3. Analog Devices ADXRS646 对随机

振动 (15 g rms, 0.11 g2/Hz) 的 g 敏感

度响应，1600 Hz 滤波

能会被放大！由此便可得出另一个

结论：对于大多数陀螺仪，g敏感度

补偿仅在低频时有效。

振动校正常常不作规定，原因

可能是差得令人难堪，或者不同器

件差异巨大。也有可能只是因为陀

螺仪制造商不愿意测试或规定（公

平地说，测试可能比较

困难）。无论如何，振

动校正必须引起注意，

因为它无法通过加速度

计进行补偿。与加速度

计的响应不同，陀螺仪

的输出误差会被校正。

改善 g2 敏感度的最

常见策略是增加一个机

械抗振件，如图 4 所示。图中显示

的是一个从金属帽壳封装中部分移

出的 Panasonic 汽车陀螺仪。该陀

螺仪组件通过一个橡胶抗振件与金

属帽壳隔离。抗振件非常难以设计，

因为它在宽频率范围内的响应并不

是平坦的（低频时尤其差），而且

其减振特性会随着温度和使用时间

而变化。与 g 敏感度一样，陀螺

仪的振动校正响应可能会随频率

变化而变化。即使能够成功设计

出抗振件以衰减已知频谱下的窄

带振动，此类抗振件也不适合可

能存在宽频振动的通用应用。

图 4. 典型抗振件

机械滥用引起的主要问题

许多应用中会发生常规性短

期滥用事件，这些滥用虽然不致

于损伤陀螺仪，但会产生较大误

差。下面列举几个例子。

有些陀螺仪可以承受速率过

载而不会表现异常。图 5 显示

了 Silicon Sensing CRG20 陀螺

仪对超出额定范围大约 70% 的速

率输入的响应。左边的曲线显

示的是旋转速率从 0° /s 变为

500° /s 再保持不变时 CRS20 的

响应情况。右边的曲线则显示

的是输入速率从 500° /s 降为

0° /s 时该器件的响应情况。当

输入速率超出额定测量范围时，

输出在轨到轨之间紊乱地摆动。

图 5. Silicon Sensing CRG-20 对

500° /s 速率输入的响应

图 6. VTI SCR1100-D04 对 250 g、

0.5 ms 冲击的响应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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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此类误差将大得惊人。

因此，必须仔细找出给定应用中

可能存在哪些滥用情况，并且验

证陀螺仪是否能经受得住。

误差预算计算

制造厂商 产品型号 跑步 (2 g 峰值）直升机 (0.4g 震动）船上 (0.5g 倾斜）施工设备 (50 g 峰值）

Analog Devices ADXRS646 4 22 5 36

Melexis MLX90609 35 150 38 1080

Silicon Sensing CRG20-01 32 147 37 630

VTI SCR1100-D04 35 150 38 1080

表 2. 多种陀螺仪（未经补偿）在不同振动情况下的估计误差 (° /s)

制造厂商 产品型号 跑步 (2 g 峰值）直升机 (0.4g 震动）船上 (0.5g 倾斜）施工设备 (50 g 峰值）

Analog Devices ADXRS646 1 4 1 14

Melexis MLX90609 12 35 9 936

Silicon Sensing CRG20-01 9 32 8 486

VTI SCR1100-D04 12 35 9 936

表 3. 采用 g敏感度补偿的多种陀螺仪（g敏感度改善 5倍）在不同振动情况下的估计误差 (° /s)

选型新范式

在误差预算中，偏置稳定度

是最小的分量之一，因此选择陀

螺仪时，更为合理的做法是考虑

将最大误差源最小化。在大多数

应用中，振动敏感度是最大的误

差源。然而，有时用户可能仍然

希望获得比所选陀螺仪更低的噪

声或更好的偏置稳定度。幸运的

是，我们有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那就是求平均值。

不同于设计相关的环境或振

动误差，多数陀螺仪的偏置稳定

度误差具有噪声特性。也就是说，

不同器件的偏置稳定度是不相关

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求取多

个器件的平均值来改善偏置稳定

度性能。如果对 n 个器件求平均

值，则期望的改善幅度为√ n。

宽带噪声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求平

均值方法予以改善。

结束语

长久以来，偏置稳定度被视

为陀螺仪规格的绝对标准，但在实

际应用中，振动敏感度常常是限制

性能的更严重因素。根据抗振能力

如上所述，多数陀螺仪应用中

都存在运动或振动情况。利用上文

所示的数据手册所列规格（如果没

有规定振动校正特性，则使用保守

的估计值），表 2 列出了表 1 所示

陀螺仪在不同应用中的典型误差预

算。从表 3 可以看出，增加 g 敏感

度补偿方案后，虽然抗振性能提高

了半个数量级（绝非易事），但振

动敏感度仍然是一个远大于偏置稳

选择陀螺仪是合理的，因为其它参

数可以轻松地通过校准或对多个传

感器求平均值来改善。（来源：环球

资源）

定度的误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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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MMI 软件工程师

职位描述：

 

从事 MMI 软件开发工作；

参与软件开发新技术预研，提高软件研发水平；

负责软件开发，确保满足项目要求；

负责软件集成维护，确保整体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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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软件

的使用性能。

上海闻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虚位以待

职位要求： 

计算机、通信、电子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

熟悉 C语言；

从事过手机 MMI 软件开发一年以上，类似的嵌入

式开发也可以考虑。有展讯、高通、Andriod 平台

工作经验优先；

工作认真踏实，良好的交流、沟通和协调能力，

以及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

招聘信息 /Information

01

02

03

04

05

06

01

02

03

04

欲知更多最新研发职位，请登录研发求职网 www.RDwork.com 

虚
位
以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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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中国 (Qualcomm)
招聘：Analog Power Management IC Design Engineer
职位描述：

Locate at Singapore.

Qualcomm CDMA Technologies, a.k.a. QCT - http://www.

qualcomm.com/qct/, is the world leader in wireless ICs 

powering the majority of 3G & 4G devices, the largest 

fabless semiconductor in the world, and is consistently 

ranked near the top of Fortunes list of 100 Best Companies 

to Work For.  QCT's Power Management Team designs 

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s (PMICs) and power 

management units (PMUs) for a variety of smart phones, 

smart books and other wireless consumer electronic 

devices.  These designs include analog circuits and 

systems containing low drop out linear voltage regulators 

(LDOs), switching regulators (SMPS), chargers, battery 

charge controllers, crystal oscillators, precision references, 

comparators, audio amplifiers, video amplifiers, precision 

current sources, data converters and high-speed data 

transceivers.Apply your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职位要求：

Candidates who apply should have significant academic and/

or industry experience designing full-custom Analog ICs with 

multiple voltage domains in BiCMOS, bipolar, and CMOS 

technologies, as well significant experience with Cadence 

and other analog IC design tools.  Strength in device physics, 

ultra low power design techniques and lab skills are also 

essential.

职位地点： 其他

招聘：Android 软件工程师

职位描述： 

职位要求：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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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tise to QCT's development of 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s for portable telecommunication, computing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applications.  Depending on 

experience level, candidates are expected to lead or 

participate in the design of a variety of analog circuit blocks 

while partnering with other QCT teams like Digital, RF and 

Mixed-Signal in a fast-paced environment.

上海闻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1  

02

03

04

配合项目计划，负责 android 平台软件开发工作，

确保项目进度和质量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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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要求：

从事 android 手机软件开发 1 年以上，有管理经验

优先；

熟悉 linux 内核架构，有 linux 驱动编写经验佳； 

熟练掌握 C/C++，熟悉汇编语言； 

能阅读英文文档、责任心强，富有创新意识，具备

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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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星软件研发（深圳）有限公司
招聘：手机无线 /射频工程师

招聘：Android 

职位描述：

天线设计评估，对手机天线设计项目进行评估；

天线样品设计，根据项目要求初步设计天线样品；

天线性能调试，依据相关测试标准，对天线性能进行调试；

项目 review 报告，根据项目进度按时制作相关报告； 

产线支持，对天线产品生产过程进行支持。

职位要求：

电磁场与微波、通信工程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5年以上手机天线设计工作经验；

熟悉电磁场原理，能够设计单极、PIFA 天线以及

4频宽带天线，天线性能可满足 SAR 标准；

熟悉 HFSS 和 IE3D 等天线仿真软件，熟悉手机研发

生产流程，熟悉手机系统工作原理，能够独立分析，

解决整机天线遇到的疑难问题；

有优秀的技术开发学习和攻关能力及良好的英文听

说读写能力；

具大型天线设计原厂工作经验者优先。

职位要求：

电子、通信、控制、计算机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具娴熟的 Java 基础，常见的设计模式；掌握

Android UI 控件、Android Java 层 API 相关使用；

熟 练 掌 握 NDK JNI 方 式 的 开 发， 对 Android 

framework 十分了解；

熟练的 Linux 驱动开发，精通 Linux 内核结构；

有移植过多媒体开源项目（如 FFmpeg、Mplayer）

或 TI、 Qualcomm、Nvidia、Samsung 硬件平台经

验的优先。

职位要求：

负责相关芯片的驱动和 android 系统设计、编码、调试、

测试等工作，参与相关质量活动，确保设计、实现、测

试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招聘信息 /Information

01

02

03

04

05

01

02

03

04

05

01 01

02

03

04

05

欲知更多最新研发职位，请登录研发求职网 www.RDwork.com 

职位地点： 深圳

职位地点： 深圳

招聘：物理层 /DSP 工程师

职位描述： 

    负责开发和维护 GSM/GPRS/EDGE 协议栈软件；

   物理层 /DSP系统性能分析和优化。相关问题的分   析、

职位地点： 深圳 

职位要求：

01

   
02

定位和解决。

通信、数字信号处理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3 年以上 

物理层 DSP 工作经历；

了解 DSP 开发流程，熟悉汇编 /C 语言编程，具嵌入式软

01

02

件开发经验者或时序控制及任务调度开发经验者优

先；

掌握 GSM/GPRS 相关通讯协议和相关模块（如 L1,  

L2,  RR/MM,  GRR/GMM），熟悉 SNDCP,  TCP/IP,  

RLC,  MAC,  LLC,  SM 等；

具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学习能力，出色的团队

合作精神、创新意识和分析能力，善于发现问题并

提出可行解决方案，良好的英语口头与书面表达能

力。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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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手机是个快速的商品，你看看山寨一般是3个月出一款，有的甚至一个月出一款。。。人才的话 在深圳

也比较多。。。如果NOKIA一年出50款的话 靠机海 或者能拉回客~~BJ只能做总部，研发的话 还是放在上

海或者深圳比较好`~

原文：诺基亚亚太总部迁至北京 发力中国市场寻求转机

这篇文章分析很多，但思维老套。你怎么知道google就一定会安于现状，保持现状，在其他地方没有突破？

假如换几年前，苹果的IPHONE，IPAD还没崛起时，找人写篇文章对比诺基亚和苹果，也一样有人写的出这样文章，

分析出苹果的种种比不上诺基亚，甚至嘲笑苹果，正如当时苹果差点被卖了一样。也会有一大堆人像你一样，

说苹果是傻子。在大家定式思维模式当中，冒险和进取精神永远把你落在后头。

原文：福布斯：谷歌做硬件不敌苹果的四大理由

不错，做薄不是那么容易的，就算是0.1的差距，不过这个对很多技术上的东西并不是0.1所能描述的。

我们的研发需要这样的精神去改变我们的研发能力。

原文：华为推出全球最薄智能手机Ascend P1 S

【lizhijun48】

完全不靠谱，高通MSN8260处理器哪才150元，多媒体芯片也用不着，供货不足是预测，工厂管理，供应链

管理多方面的问题。雷军目标是做大用户群，好融资，估价和上市，故意供货不足就有丧失用户风险。靠手

机利润赚钱的模式，基本吸引不到投资。

原文：小米式饥饿营销 雷军成本控制之道

精彩评论/ CoMMENtS

【gdrjc】

【52RD 网友】

【52RD 网友】

【 p2025 】
问题是Nokia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而微软做移动产品还欠火候。加上Nokia这样的老牌公司机构臃肿，

管理模式跟不上Smartphone快速变化的市场。即使能采用MTK平台，也很难与中兴，华为竞争。

原文：千元智能手机迎来井喷期：占市场六成以上份额

【moonsunearth】
关键wp手机对app的开发人员需求少了，bsp也比较固定，所以没那么多工作量。
而且硬件要求也低，这样人力和BOM成本也就低很多。

原文：Adobe将苹果不支持为停止开发移动版Flash主因   

【lizhijun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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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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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90

 经验：388

【gdr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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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RD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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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评论/ commentS

【priec】
老董是个商人，不赚钱的事情是不会做的，回过头看看这几年老董方向，他的眼光确实比较独到的。

至于人品，不做以评价，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是完人，如果把你换成他的位置，难道就会更仁义道德？

原文：手机行业老将董德福把脉国产智能机未来

【52RD 网友】
云端做服务器，用于储存和远程计算。

手持终端用无线与云端连接，无线传输速度还没有快到可以省掉手持终端的处理器。

要省掉手持终端的处理器，只怕还要等到LTE+++

原文：移动芯片市场：英特尔三年超越高通！(组图)

【52RD 网友】
NOKIA 早已在与MTK和 M-STAR接触，推出千元智能机并不是没可能 现在基于MTK或者高通的智能机，

低端的能做到50美金，翻一倍价格到终端，也就六七百块钱。 千元智能机已经算高档啦，足够顺畅

跑ANDROID 2.3.

原文：千元智能手机迎来井喷期：占市场六成以上份额 

【aquasnake】
win8预览版已经发布，下载体验了下，非常不错，对硬件要求很低（也就是效率比较高），接下来就是RC版，

不意外的话今年6月会如期发布RTM版给OEM商。 目前是win8 for x86.这个是对杀android与 apple

的平板系统的。 然后是win8 for arm,这个才是终极震撼武器，暂时低调一下为了以后重量级发布会

留好余地。 如果win8参与进来，那么就是Apple,Google,M$一起玩三国杀了。

原文：没有Win8只有Win手机 微软亲自画下句号

【52RD 网友】
MARVELL,AP方面一直在吃老本吧，双核搞得出来么？不过，TD的芯片算是主流，但W呢，跟别人差多少了？

原文：Marvell：机会源于最不被看好的TD-SCDMA

【52RD 网友】
老董是标本？活化石？他是做得大，但还是不够大，要不然德信的人才都分到各地去了；看来没有找

到做得更大的方向；他走的路只有他心里知道，不过，他还是有思想，敢做的人，看问题看得比一般

人要远一些。

原文：手机行业老将董德福把脉国产智能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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