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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路透社发布了一组调查数据，三星在第一季度售出 8800 万部手机，诺基亚仅售出 8300 万部手

机。至此，诺基亚盘踞了长达 14 年的冠军宝座被三星一举夺得。14 年的时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却

彻底改变了手机行业的格局。

14 年前，手机行业才刚刚起步，14 年后的今天四核手机已经面世。诺基亚在辉煌了 14 年之后，也不得

不面对自己的颓势。与其说是诺基亚被三星拉下了马，不如说是败在了 Google 的手里，三星的手机绝大部

分使用的是 Android 系统，而 Android 平台在整个智能手机市场的比重甚至超过了 50%，对这些，诺基亚的

塞班系统毫无还手之力。仔细想一想，三星对诺基亚的超越，倒不如说是安卓系统对塞班系统的终结。

诺基亚栽在了 Google 的手里，怎么会甘心？可是诺基亚在选择结盟伙伴的时候，将橄榄枝伸向了微软。

此后诺基亚推出了 Windows Phone 手机试图扭转颓势，可似乎 Lumia 手机还不能扛起诺基亚委以其复兴大业

的重任，销量和市场反响始终不温不火。

曾经，诺基亚标志性的来电铃声会吸引来大批羡慕的目光，而如今，同样的声音，可能引来的却是质

疑的目光—— “还在用诺基亚？真老土…”，想到诺基亚当下的境况，竟有种斯人老矣，好不凄凉的感伤

……

(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文：Joyce_Dong )

www.52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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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为焦建堂 ：
佩服别人不如相信自己！中国手机行业里的企业间互抄、价格上的竞争是有目共睹的，感叹的结果

是大家都去佩服苹果、三星。实际市场的竞争是多元化的，想想自己的供应链、创新机会、产出能力、

小区域优势等。我们真的需要自信 。

微博聚焦 /Focus

@ast 晓敏 ：
苹果把手机行业挤爆了，这个行业原来有很多的特色的手机现在都被苹果逼死了，比如我原来很看

好的黑莓的全键盘，hp的点金石，魔度的换壳，华为功能机的快捷功能这些现在还可以看吗？所有

的手机厂商现在都在全面的追求触屏化，到底是手机的演进进入了歧途还是苹果改变了世界？

@ 刘雨龙 -john：
五一商业促销序幕已经拉开，在一年超过两百天促销的手机行业，一边期待黄金周旺季的来临，

一边又为淡旺季不明显的手机行业而苦恼。这个五一因为智能手机的引爆而显得的不平凡，运

营商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国美昨天刚刚和高通、众多手机商宣布联盟，五一将会是零售商生

死分水岭。

@ 智能团 -07- 饶明燕 MOTO：
“核”战在即 即将上市四核安卓手机 如今，电脑的多核之争同样在手机行业中上演着，手机行业

的发展也同样遵循着摩尔定律。如果说已经过去的2011年是双核手机的起点，那么2012年必然是

四核手机的元年。

@ 飞漫魏永明 ：
接下来的十年，不会再有嵌入式软件这个行当了。嵌入式软件将整个被平台化的系统（iOS、Android 等）

占据，而这些系统平台，全是老美的作品！这就是这十年的悲哀！不仅仅是笔者个人的悲哀，也是

中国 IT 界的悲哀。不仅仅是飞漫软件的失败，也是中国 IT 界的失败、

@ 潘九堂：
手机商 / 运营商 / 互联网公司根本上竞争关系，谁把控用户，谁分大头。运营商有天然垄断 /

资本优势，互联网有快速产品迭代开发 / 用户需求把握营销互动加烧钱优势，很多手机公司可

能有很大销量，但并没多少忠诚用户 ( 常靠忽悠 / 低价，少回头客或推荐购买 )，且和用户也

没互动通道 (把售后当负担 )，这是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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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wen_ 周 ：
随着天语阿里云手机大黄蜂系列的震撼登场，证明天语顺利完成由纯粹手机终端提供商过

渡为互联网终端设备运营商的角色转变，同时手机行业的格局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利益

分配重新打破，为抢占用户终端，可以成本价甚至亏本出售，而从用户的消费及广告收入

中取得回报，纯手机制造商将会面临巨大压力！

@ 罗忠生的微博 ：
Winphone 看来是一个失败产品，各方反馈都很差，nokia 的产品已经上市许久，销量却非

常差。在开放免费的 android 和封闭的苹果中走第三条路，还要收取高额的提成费模式，

这种商业模式已经陈旧落后了，对 win 8 的期望也不能太高。分成可能是想走第三条路公

@ 承开孙斌 :
mtk6250/spd6530/mstar8532b2/rda8852 集成度够高 , 都 200mhz 左右主频，各家终极芯

片已经全部浮出水面。拼工艺，拼省外围。 低端直板中端 PDA 都能干 , JAVA 也能带。现

在主板已经降到 4 字头，在这样竞争下去，3 字头，2 字头都有可能。看来用沙子做的芯

片确实不值钱。

@ 摩卡 ROGER:
中国手机总是缺乏创意，我觉得和从业人员太过“敬业”有关，终日脑子里满满的都是工作，

生活满满的都是上班，怎么会有创意？ 李白如果终日锁在书院里顶多写首静夜思就了不

得了，根本不会有灵感。 所以我觉得做机人要学会放松自己，学会玩。会玩的人，有激情，

有灵感，必然事半功倍。

@ 金奇 _ZYT：
很多人片面地认为成本就一定是采购的问题。可以说完全依靠采购来降成本是到最后逼不

得已的手段。从最初的器件选型、标准化、设计精简化到生产高效率等等，这些都严重影

响成本，可以说成本是全公司一盘棋，不是某个部门的责任。不要去模仿 Apple 的供应链

管理，差距太大，他是双赢，我们是互相伤害。。。

微博聚焦 /Focus

@ 余承东 ：
全球手机行业正处于洗牌期，最终只有极少数厂家能够活下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全力

以赴，背水一战！ Ascend P1 和 D1 Quad 寄托了华为手机在中高端发力的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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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旗创始人杜军红

龙旗创始人杜军红：手机，不仅是卖设计

2002 年，龙旗从手机设计、加工开始逐渐发展

壮大，成为了众多国内手机厂商最重要的硬件供应

商之一

 

从第一部手机诞生至今，手机行业经历了 30年

的高速发展。而手机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东西。有调查显示，2011 年末，全球手

机用户已经达到59亿，普及率高达85%，仅在我国，

手机用户就达 10 亿。如此庞大的市场空间，也催

生出了像苹果、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等众多世

界级的手机制造商。

 

而反观国内手机品牌，虽然坐拥本土市场的优

势，但技术创新的缺乏以及品牌意识的淡薄，成为

国产手机难以与国际品牌抗衡的两大软肋。

 

而正是在这个飞速发展却又充满竞争的市场环

境中，有人另辟蹊径，蓬勃发展。2002 年，龙旗

从手机设计、加工开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了众多

国内手机厂商最重要的硬件供应商之一，业务范围

也扩展至手机整机业务、移动模块、手机增值业务。

而龙旗的创始人杜军红，一个土生土长的浙江人，

骨子里始终有着浙江人不安于现状的基因。1999

年从浙大博士毕业后，这个地道的工科生加入了当

时正准备开始进军手机领域的中兴通讯，从工程师

到中兴最年轻的产品总经理，杜军红只用了三年时

间。正是这三年的工作经历，让他看到手机市场的

巨大发展潜力与机遇。2002 年，杜军红离开中兴

通讯，走上了创业的道路。从几个人的创业团队到

如今拥有上千名员工的上市公司老总，从纯设计到

建立自己的加工工厂，从单一产品线，到多元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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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龙旗的成功得益于整个行业的迅猛发展，也离

不开杜军红敏锐的眼光。

 

在他看来，这个市场是多样性的，不同消费者

对产品的需求不一样，有的会关注产品本身技术的

指标，有的会更关注这个产品本身文化的一些代表

性的东西，或者是某一个产品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

鸣，也有一些消费者把这个手机产品只是作为一个

最基本通话用的工具，所以他会更加关注这个产品

的价格，对每一个企业来讲要根据自己的消费群用

户来分析，然后针对性地给他们提供产品和服务。

 

从创办龙旗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历程，在十年

的过程中，杜军红将龙旗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第

一个阶段是企业创立的时期。在刚刚创立的时期想

得更多的是如何能够生存。

 

第二个阶段也就是龙旗成立大概两年时，当时

龙旗的生存已没有问题，所以杜军红开始考虑怎么

样才可以保证一个企业健康地、长远地发展。

 

杜军红花了两年时间来做这样的规划，目的就

是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是对这个行业的未来

发展做了一个分析，为此龙旗分析了大量的信息，

也请了专业顾问团队来做顾问。

 

龙旗早期的业务就是一个纯设计的业务，作为

一个纯设计的手机业务来讲，它的发展一定会碰到

天花板，所以 2005 年时候提出要继续往前走时，

杜军红就把纯设计扩展到设计加制造，往 ODM 方向

去走。

 

当时龙旗也看到了移动互联网会是这个行业发

展的一个方向。所以龙旗在较早就开始做了这方面

的投入。

 

另外一个问题是从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要不

要做品牌。这对龙旗来讲也是一直在考虑的命题，

杜军红以及龙旗企业本身的性格会偏重于更加专

心、更加专业。所以在整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比

较集中于核心业务的发展，在企业是否要多元化问

题上，杜军红的选择是不要多元化，而是更加专业

化。在 2004 年上市规划的报告里面，龙旗用很明

确的一句话规定了，要专注在信息产品本身上。

 

当然这种专注并不只局限于手机这一个产品，

未来龙旗会随着手机行业的发展，以及与这个行业

相关的信息产业发展去理清所要发展的路线，而在

明确的行业范围里则会结合自身企业的特点，在既

定的范围内有序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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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转身——IDH 的品牌之路

IDH（ Independent Design House）起初依靠设

计 PCBA 板后发展至整机设计代工，随着手机集成度

逐渐提高，主板、整机代工的利润越来越低，IDH 逐

渐拓宽发展道路，涉足到品牌领域。

据悉，目前已有多家 IDH 公司创办了自己的品

牌，例如， 鼎智的品牌为卡美欧（COMIO），优思

的品牌与之同名为优思（Uniscope），还有三木

（Miki）、胜诺达（今典，Jeed）、天奕达（酷比

,Koobee 和明泰 ,Minte），华勤（唯乐，Vollo）等，

另外3月份刚刚上市的首款MT6575智能机--卓普（即

ZOPO）裸眼 3D 智能机 ZP100 就和上海凡卓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系。这些IDH公司大都在手机行业耕耘多年，

有着深厚的技术背景，而打造自有品牌，可以领先

司上海凡卓 -- 一家成立之初就定位于研发智能机的

手机设计公司，凡卓在国内 IDH 中是较早一批着手

研发 Android 平台的 IDH 公司，并且还是首批和联

发科合作研发智能机中的一员。强大的技术背景为

品牌产品的研发铺就了道路，与联发科良好的合作

关系促成了 ZP100 可以领先于众多老品牌前批量上

市，并且中间少去了品牌商的环节，直接面向终端

消费者，价格上更容易控制，最终受惠的则是消费者。

除了卓普，上海一家名为“唯乐（Vollo）”在

去年底进入大众视线，据其官方网站描述，唯乐品

牌的寓意为青春，活力，并致力于为年青人打造精

品手机。在其公司介绍中写道，唯乐公司拥有强大

的研发实力，具有完备的研发体系与供应链运营体

于其他客户在第一

时间把新产品推向

市场，并且方便控

制定价，质量和出

货上也更有保障。

似乎品牌之路成为

了 IDH 转型的大势

所需，那我们就一

起来看看 IDH 走品

牌路线都有哪些表

现。

被称为引领了

华强北又一春的 ZP100 是市场上首款开售的 MT6575

智能机，并且抢在了联想 A750 前面。MT6575 是联发

科目前最新的平台，在 2 月的 MWC 大展上联发科才

正式发布，但在 3 月中旬，搭载 MT6575 的 ZP100 就

在华强北开售。ZP100 的主频为 1GHz, 采用 cortex 

A9 内核的 MT6575 平台，并且采用了夏普 4.3 吋裸眼

3D 屏，并配有 800 万像素摄像头，据悉 ZP100 的屏

幕成本约为 50 美金，相对于仅 1099 元人民币的售

价，ZP100 真的“杀很大”； “首款 MT6575 智能机”

的身份就让其赚足了眼球，再加上超高的性价比，

ZP100 上市后人气颇旺。

据业内人士称，卓普的背后是一家重量级设计公

系以及设在东莞的工厂；

而据 Joyce 多方打听，唯

乐公司仅设有品牌推广相

关部门，研发及供应链运

营相关部门都为华勤人员，

另外设在东莞的工厂也为

华勤所有；唯乐手机主要

采用 Qualcomm 以及 MTK 平

台，这也和华勤目前多采

用这两家平台的情况相符，

综合多方信息可说明，唯

乐就是华勤打造的自主品

牌，而这一观点，也得到了 52RD 论坛里众多会员的

认可；也有匿名人士证实唯乐的幕后英雄就是上海

手机设计公司三甲中的华勤通讯（点击浏览详情）。

另外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向 52RD 爆料称

上海 IDH 后起之秀锐嘉科近期也打造了自主品牌 --

青橙，Joyce 与锐嘉科 CEO 王迅求证，对方否认了该

消息，称青橙公司与锐嘉科集团并无隶属关系，并

称青橙同时与锐嘉科以及其他 ODM 公司合作。但据

青橙手机官网上的信息却显示“青橙背后的公司是

锐嘉科集团（详情可点击链接青橙官网）”，不知

道是青橙手机的官网弄错了信息，还是锐嘉科集团

不愿表明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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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定位来看，这些 IDH 公司推出的手机均以

千元智能手机为主，采用的芯片多为联发科和高通

平台；大概是因为近来智能机风靡大陆手机市场的

缘故，而且这些 IDH 公司受到功能机市场萎缩以及

智能机市场大幅增长的影响，也将主要业务向智能

机方向迁移。产品的价格也在千元左右甚至更低，

而这也符合目前目前市场上千元智能机一枝独秀的

行情。

此前 52RD 做过一项投票调查，调查内容为了解

大家对 IDH 公司走品牌之路有何看法。在投票中，

52.4% 的网友选择支持 IDH 打造自主品牌，38% 的

网友持反对意见，认为 IDH 不宜走品牌之路。另外

9.6% 的网友持中立态度。持支持态度的网友认为功

能机及山寨机市场非常有限，将走向消亡；智能机

强势进入，手机市场将会成为智能机的天下，而 IDH

原有的模式是以山寨机为主，山寨机退市后，品牌

路线的确是适合的选择。持反对态度的网友则认为，

品牌竞争激烈，并且品牌需要强大的综合实力来支

撑，稍有不慎将会加速 IDH 的衰亡。

当 PCBA 及整机的利润日益减少，IDH 公司们已

不再甘于幕后，逐渐通过品牌方式走进大众的视线，

但面对华为、诺基亚、LG等国内外众多的成熟品牌， 

IDH 们能够在这场较量中脱颖而出吗？让我们拭目以

待。

（ 来源：《我爱研发网》 文：joy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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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证监会不再批准手机整机类公司上市

据昵称为“摩卡 ROGER”的网友发布微博称，证

监会将不再批准手机整机类公司 IPO，原因是经过调

研，认为该类型公司运营风险高，财务审计一贯不

严谨，漏洞多。表示以后将鼓励集成电路、LCD、壳料、

摄像镜头等高科技公司多上市，是这些零组件企业

走向公众。此消息一出，业界哗然，如果该消息属实，

那么众多正在筹备IPO的手机公司将受到重大影响，

他们的 IPO 计划可能就此夭折。

回顾手机行业的历史，2000 年后，手机开始风

靡全球，中国的手机产业趁势崛起，国产品牌几乎

占据了国内市场 60% 的份额，2003~2005 年，国产

手机进入井喷期 ，波导，熊猫，科健，夏新等一

些具上市背景的国产品牌一时风生水起（注：波导

于 2000 年上市，科健于 1994 年上市，熊猫电子于

1996 年上市，夏新于 1997 年上市）。

“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的广告曾一度家喻户

晓。然而因为残酷的行业竞争，波导这架“战斗机”

最终折翼，陷入了长期亏损；近两年来波导开始“从

手机品牌转向元器件制造”，虽略挽回了颓势，但

元气大伤，不复往日风光。科健于 2011 年下半年发

布了破产重组公告，在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140 万的收入，约 1500 万的亏损，让科健这家手机

老牌巨擘失守最后的阵地，不得不以破产告终。同

样还有熊猫因为手机质量问题及财务危机，在 2005

年的时候被渠道商及讨薪员工围攻，最终也消失在

手机行业的发展大潮中…

当时同样拥有上市背景的 TCL 公司在风雨飘摇中

始终坚守手机领域，最终靠着代工 + 品牌的模式生

存下来，并购阿尔卡特之后将目光投向海外，近几

年来发展还算顺畅。除 TCL 外，几乎当时所有的国

产品牌都倒下了，唏嘘之余，也让人感叹手机行业

的确存在很多风险。

近年来新一代的国产品牌也迅速崛起，宇龙酷派、

天宇、步步高、金立等品牌逐渐被大众知晓。在这

些新兴品牌中，宇龙酷派在 1993 年时在香港主板以

“中国无线”上市。

这几年发展起来的手机 IDH 公司也有几家上市挂

牌。晨讯科技（希姆通母公司）2005 年 6 月在香港

联交所主板上市，龙旗 2005 年 5 月 13 日在新加坡

证券交易市场主板上市，德信无线于 2005 年 5 月 6

日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据统计，除这几家

公司外，至今再无其他手机设计公司成功上市。

去年起就有消息称闻泰正在筹备 IPO，距去年 12

月有关闻泰 IPO 正在冲刺阶段的消息传出已经过去 4

个月，至今仍未有确切消息证实闻泰 IPO 成功。而

据业内人士向 52RD 透露，另外一家手机设计公司锐

嘉科也正在筹备上市中。而如果本文开头提到的有

关证监会不再批准手机整机类公司 IPO 的传闻属实

的话，那么这两家正在筹备中的公司将可能受到影

响，IPO 计划很可能夭折。

除手机设计公司受到影响外，品牌公司的上市计

划恐也受波及。小米公司去年年底获得两轮风险投

资共计 1.3 亿美元，据了解，风险投资需等到上市

后资金方可解套，所以业界也推测小米可能会筹备

上市。尽管小米总裁称三年内不考虑上市日程，但

如果证监会不再批准手机整机类公司上市的话，小

米如果想上市，也肯定会受到影响；同样，小米的

竞争对手 -- 魅族也屡屡传出上市传闻，如果魅族真

的落实上市计划的话，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来源：《我爱研发网》 文：Joyce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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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联发科智能机芯片 摩托新机本季出货

尽管智能手机芯片高通一家独大，但来自其他

IC 设计厂商的威胁也不容小觑。尤其是联发科近

一年来在智能机芯片市场频频发力，继去年下半年

推出首款 3G 芯片 MT6573 后，今年年初又重磅推出

MT6575，进一步蚕食智能手机芯片市场。而近日有

消息称摩托罗拉搭载联发科智能手机平台的新机将

在本季度大量出货。

以往联发科的客户以中国大陆二三线品牌及白

牌手机厂商为主，摩托罗拉是其第一家欧美一线手

机大厂客户。摩托罗拉去年全年智能手机出货量约

为 1870 万，今年是谷歌收购摩托罗拉的第一年，历

经一番组织调整后，摩托罗拉的策略也逐渐明朗。

据市场预估，今年摩托罗拉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上看

2000 万，其中委外代工量约有 1000 万台，其中高通

和联发科的平台各占约五成比重。

业内人士预估，明年摩托罗拉智能机的销量可望

达到 2500 万台，并且随着其策略的调整，主攻低价

市场的机型搭载联发科芯片的比重将会逐渐提高，

并可望超越高通的比重。

摩托罗拉与联发科的合作始于 09 年下半年，摩

托罗拉将其 150 美元以下的产品全数外包，并首度

采用联发科的 2G 芯片推出手机，而这次合作是联发

科在继获得 LG 订单之后，第二次获得国际性手机厂

的青睐，而此后又屡屡传出消息称联发科芯片获得

诺基亚采用，这些都可以说明联发科正在逐步提升

自身的水平，向高通等国际 IC 大厂靠拢。

代工方面，摩托罗拉将采用联发科芯片的智能手

机交给华冠代工，搭载高通芯片的机型则交给富士

康生产；并且摩托罗拉将是这两家代工厂今年营收

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来源：《我爱研发网》  文：Joyce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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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电商：或将引导手机行业营销发展趋势

当余承东在 2012MWC 大会上宣布华为将建设电子

商务渠道时，大家都以为这又是在制造噱头。而其

后仅仅半个多月的时间，华为的电商渠道 -- 华为商

城就已正式上线；并且余承东对外表示将会和京东、

当当等购物网站加强合作，进一步加强华为的电商

渠道。运营商定制、社会渠道再加上时髦的电商渠道，

这些是否能够帮助华为完成今年 6000 万台手机销量

的目标呢？

余承东曾向媒体坦承，作为世界最大移动终端厂

家之一，华为手机的公开渠道（Open Channel）是

一块不容忽视的短板--销量掌握在运营商的速度上。

2011 年销售的手机中，运营商定制占了大部分的销

售比例，但运营商铺货的速度太慢又直接影响了销

量。一款产品从谈判到合作再到公开销售，往往耗

时甚长，不利于生产商的出货，造成积压，原本抢

先发布的新品也会因为时间的耗费错失市场销售的

最好时机。

 “从运营商定制市场到公开市场，华为还在路

上。”余承东表示：“我们必须做出一些改变。”

余承东曾在微博上公开夸奖小米手机的电商运作非

常成功，并称会积极学习小米的互联网营销和电商

渠道模式。

华为电子商城截图（52RD 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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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8 号，华为商城正式上线后吸引了众多媒

体和消费者的关注，但细细浏览过后发现华为商城

仍存在很多不足。首先是在线销售的产品太少。华

为商城销售类别分为四个部分：手机、移动宽带、

家庭终端和配件，手机栏目里有 12 款智能手机和 2

款非智能手机在售，价格从 199 到 2499 元不等；其

他的移动宽带只有一个上网卡，一个 Mobile WiFi；

家庭终端栏目里只有一台平板电脑在售，其子栏目

宽带猫、机顶盒、数码相框等栏目里一款在售商品

都没有，整个销售栏目里只有配件一栏里的商品还

算比较多，有 6 款触屏保护膜及十几款保护套还有

一些电池、充电器等产品在售。初步统计华为商城

目前在售产品不足 50 款（截至 4 月 5 日统计），这

样的规模还不如一个淘宝店。

其次是价格不够给力，以华为Honor U8860为例，

华为商城 1950 元的售价比京东商城优惠后的价格仅

便宜 100 多。但是，华为 MediaPad 平板电脑 3G 版

却比京东贵出 800 元；这样的价格制定真让人摸不

到规律。

除这些外，华为商城在配送上的不足也比较明

显。发货时间上，其承诺的发货时间为用户下单后

1-2 个工作日，而有货的全部商品实时显示的库存信

息为“下订单后 1~3 天货到仓库”，有的甚至是“下

订单后 5~10 天货到仓库”。这与其他电子商城明显

存在差距。而且华为商城目前不支持货到付款，用

户只能用支付宝和网银在线支付，不过好在商城配

送快递合作方为顺丰，下单时买家不需要另付邮费。

尽管华为商城目前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业内人

士认为，华为建立电商渠道不是用来进军竞争激烈

的电商市场，而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展示产品，为其

产品积攒人气从而达到提升销量的最终目的。

余承东曾在微博上夸赞小米的网络销售模式，所

以很多人认为华为商城有抄袭小米之嫌。但 52RD 认

为，小米最初走电商渠道，是因为雷军创办投资国

卓越网、凡客诚品，对电子商务非常熟悉，并深谙

网络营销的手段。而且小米作为新晋品牌，最初没

有任何渠道和运营商关系，利用网络销售渠道是最

好的办法，并且定价上也容易控制；虽然现在小米

已开放了运营商定制渠道，但也处在初始阶段；小

米的更多精力仍放在网络销售上。

而华为却与之相反，华为多年来积累的社会渠道

和运营商定制都已经相对完善，电商渠道仅仅是刚

刚起步。众所周知电商渠道的最大优势就是价格优

势，但如果华为在电商渠道定价过低，势必引起社

会渠道和运营商渠道的不满；而如果拉不开价格，

消费者为什么要选择电商渠道？这样，华为电商渠

道的销量也不会有所表现。所以说，华为开设电商

渠道，可能只是为了增加宣传平台，就像苹果一样“电

子商城只是个人气平台”；消费者可在电子商城浏

览自己中意的产品参数、价格等，而真正的销量都

在线下产生。但如果和苹果的网络直销模式相比，

华为的电子商城还只是单一的硬件产品，缺少了一

些增值服务等虚拟产品。

打开华为电子商城，页面布局比较简单，产品种

类也很少，价格也不及京东、淘宝，配送速度更称

不上快捷；但是华为此举开启了其销售策略的新转

型，而且也为以后更多的品牌建立电商渠道树立了

标杆，华为商城或将引导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来源：《我爱研发网》 文：Joyce Dong）

余承东在微博上公开夸赞小米的网络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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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寸屏 + 四核？ iPhone5 规格大猜想

外观

首 先 来 看 外 形 设 计 方 面， 虽 然 iphoen4 和

iphone4s 的玻璃外壳令人爱不释手，但是这两款机

型已经成为街机难免会令人审美疲劳。据接近富士

康内部人士向 52RD 透露，新一代 iphone5 将采取与

iphone4 不同的设计，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背面是光

滑的金属机身，正面依然会是玻璃屏幕，有点类似

ipad 的设计。据悉，苹想通过一名为 Liquidmetal 

Technologies 的美国液态金属公司为其制造强度更

高、重量更轻、更耐磨损和腐蚀的非晶态金属合金，

而这种合金甚至比钛或铝合金更可靠。

处理器

关于 iPhone5 处理器有以下 3种猜测

猜测一：沿用 New ipad 的 A5x，按照 ipad2 和

iphone4s 的发布规律，通常新一代 iphone 的处理器

会延续刚刚发布的 pad。但是面对今年三星、HTC 等

竞争对手纷纷推出 4 核手机时，苹果是否能如此淡

定的采用一个双核 A9 的处理器来应对呢？

猜测二：采用 32 纳米的四核 A6 处理器。据消息

灵通人士向 52RD 透露，下一代 iphone 也可能采用

全新的处理器 A6，关于 A6 的规格，我们可以从一直

为苹果代工处理器的三星找线索。三星下一代旗舰

机 Glaxy S3 已经被曝光采用的是 Exynos 4412，四

核 A9 32nm 工艺。

韩国媒体经常自称苹果处理器是韩国的，所以我

们猜测 iphone5 有可能采用与 Galaxy S3 同样的 32

纳米四核 A9 处理器。

猜测三：采用 32 纳米的双核 A6 处理器。三星下

一代 pad 的处理是 Exynos 5250，双核 A15 32nm 工

艺，可以看出三星的两款主打产品采用的都是 32 纳

米工艺，所以 52RD 推出 iphone5 的处理器很可能同

样是 32 纳米工艺，除猜测二意外，也有可能是双核

A15，1.5GHz 主频的 A6 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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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的严格保密措施让外界至今无法知晓其下一

代 iphone 的处理器具体规格，只能通过其发布产品

规律和供应商等信息来猜测，在应用处理器上苹果

留了一个大悬念，只是不知道这个悬念揭晓时，大

家是会惊喜还是会失望。

屏幕

再来看屏幕方面。虽然目前主流的旗舰机型的

屏幕都是 4.3 ～ 4.6 吋之间，例如三星的 Galaxy 

S Ⅱ、HTC G14 等。但是从 iphone4s 依然保守的采

用 3.5 吋屏来看，苹果新一代 iphone 不会采用尺寸

太大的屏，另外据富士康内部人士也向 52RD 透露，

苹果采用的是 4 寸屏。我们推测下一代 iphone 屏幕

大小极有可能是 4吋。

智能手机的屏幕在用户使用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

要的位置，一块清晰，分辨率高的屏幕会给使用者

带来视觉上的享受。苹果深谙此道，所以当 iphone4

的 Retina 屏幕面世时，细腻清晰的画面打动了不

少消费者。52RD 推测在 iphone5 上，苹果将继续推

行高清晰屏幕，有可能会采用夏普的 IGZO 显示屏技

术，另据内部人士透漏，iphone 的屏幕分辨率将提

升到 1280x720，屏幕 ppi 达到 350（注：iphone4s

的 retina 屏幕的分辨率为 329ppi，而人眼所能看到

的极限分辨率为 300ppi）, 除此之外， IGZO 技术将

帮助 iphone5 降低功耗。

摄像头

在摄像头方面，苹果一贯不追求最快最新的技

术规格。每一代 iphone 的摄像头配置都比市场主流

偏低一些。例如 iphone4 配置的是 500 万像素摄像

头，而与之同期的智能机已开始普及 800 万像素摄

像头；当 iphone4S 终于把摄像头像素提升至 800 万

像素时，其他的智能机产品已经开创了 1000 万像素

时代，与之同期的竞品像素甚至已经达到 1200 万。

不止 iphone,ipad 的摄像头像素也一样低于其他竞

争产品，例如第三代 New ipad 摄像头为 500万像素，

而其他平板电脑已经标配 800 万像素摄像头。鉴于

苹果在摄像头规格上一贯保守的风格， 52RD 推测

iphone5 摄像头的像素很可能延续 iphone4s 的 800

万，不过可以预期其会增加拍照功能，比如全景拍摄，

人脸识别功能等。

软件

据悉，iphone5 将搭载 ios6.0，并将支持 3D 地

图。过去几年，苹果收购了两家地图服务创业公司。

业内一直在猜测苹果会以何种方式利用收购的地图

服务，推出 3D 地图似乎是苹果利用自家地图服务业

务的开端。虽然谷歌地图比较完善又深受用户喜欢，

但是鉴于谷歌与苹果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苹果如

果再继续依赖谷歌提供地图服务功能则令人感到奇

怪。如果苹果完全控制 iOS 中的地图 (Maps) 服务，

从理论上讲，就存在提供比谷歌地图更好的服务的

可能性，比如提搞地图的分辨率，增强 3D 显示，而

且可以和各种传感器硬件来配合，进一步提升用户

体验。

杀手锏

早 期 iPhone 的 多 点 触 摸，iphone4 的

Facetime，iPhone4s 的 siri，每一代 iphone 发布

时都会寻找一个杀手锏做卖点，这一次苹果将会给

大家带来何种惊喜？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苹果已申请

了人脸识别技术专利， 52RD 猜测这一次苹果极有可

能将这项技术应用在 iphone5 上。据了解，苹果的

人脸识别技术在利用前置摄像头识别出用户后，迅

速载入用户的个人档案、壁纸、应用等信息，这样

的功能是否能成为新一代 iphone 的卖点呢？

（来源：《我爱研发网》 文：Joyce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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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苹果，联想索爱均遭遇品牌商标被抢注

苹果：谁动了我的“iPad”？

苹果与为唯冠的 ipad 商标侵权案已持续两年之

久，直到目前，该案的二审判决还在等待中。这场

持久的商标侵权案缘由为在苹果推出 iPad 平板电脑

时，发现早在 2001 年的时候深圳一家叫唯冠科技的

公司已经在中国内地注册了“iPad”的商标。

为此，苹果公司与唯冠在 2009 年的时候达成了

有关“iPad”商标权转让的协议，但就针对转让协

议中关于在中国内地的商标权归属，双方各持己见，

深圳唯冠认为在转让协议中并未包涵 iPad 商标在中

国内地的商标权，而苹果公司认为在转让协议中涉

及的 10 个商标已经包括了在中国内地的商标。苹果

公司一纸诉状将唯冠科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

“iPad”商标专用权归其所有，之后唯冠科技对外

宣布，苹果公司在获得 iPad 商标时存在多种欺诈和

非公平竞争行为……

这场商标争夺案在去年 12 月的时候有了初步的

结果，深圳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原告及苹果公

司败诉。之后苹果公司提起上诉，直到现在，广东

高级人民法院对这桩商标侵权案还未做出中审判决。

事实上，在犹如战场一样的商场，各种谋利手段层

出不穷，商标抢注的事情层出不穷，在电子行业这

种现象也并不鲜见。

乐 phone 不是“lephone”而是 ideaphone

联想乐 phone 的英文名不是“lephone”而是

“ideaphone”！为什么？因为“Lephone”的商标

被一家叫百立丰的深圳公司在 2009 年的时候在全球

注册了！联想重金打造的乐 phone 品牌，恐怕为他

人做了嫁衣。

据悉， lephone 公司 ( 深圳市百立丰科技有限

公司 ) 成立于 2000 年，一直致力于手持通信设备

的研发和生产。百立丰在国内市场为“试水”而投

放的第一款产品是名为“乐丰 Z1”的全智能手机

（英文品牌名称为 lephone）。名字上与联想的“乐

phone”很相似。“但产品外观与品牌定位完全不同”。

百立丰方面表示，虽然他们的“lephone”手机

与联想“乐 phone”名字撞车，但有信心得到国内

消费者的认可，并称“lephone”的 “le” 代表了 

“lead”，有引领科技潮流的意味。尽管如此，百

立丰也难逃抱联想大腿之嫌。

图为 lephone 手机在印度地铁广告宣传照片

“索爱”并不是“索尼爱立信”

自从索尼爱立信推出手机，大家都习惯于称之为

“索爱”手机。但事实上，“索爱”这个商标是“广

东著名商标”，归广州市索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早在2003年，这家公司就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 “索

爱”商标，申请使用类别包括影碟机、电话机、录

像机等商品，该商标于 2004 年 8 月被核准注册。

而在 2009 年年中，该公司董事长刘佳健以“索

爱”为商标的MP5播放器在大量媒体上作推广宣传，

很多消费者的第一反应是又一个借用“索尼爱立信”

（Sony Eeicsson）的“山寨”品牌来了。而事实是

该“索爱”并不是日本的“索 ( 尼 ) 爱 ( 立信 )”。

而索尼爱立信公司为避免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向

商评委提起商标争议，请求撤销 “索爱”商标，原

因是其认为， “索爱”商标与其中英文商标“索尼

爱立信”（Sony Eeicsson）形成了唯一对应关系，

容易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且刘建佳申请注册“索爱”

商标具有明显恶意。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对索尼爱

立信公司对“索爱”商标确权纠纷的再审申请予以

驳回，维持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决：“索

爱”商标予以维持，也就是说“索爱”这个商标并

不是归属于索尼爱立信公司的。

如果你在市场上见到“索爱”品牌的手机，请记

得这是由广州市索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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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误以为是日本的索尼爱立信。

不过索尼已经并购了索尼爱立信的所有股份，“索

尼爱立信”这个十多年的品牌也正式退役，此后只

会推出“索尼”手机，再不会发布“索尼爱立信”

手机了。这样“索爱”与“索尼爱立信”的瓜葛也

没有了，可是没了这层误会，对“索爱”公司是好

还是坏呢？（来源：《我爱研发网》 文：Joyce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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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机厂商饱受中兴华为打压：陷入转型泥沼

北

京 时

间 3 月

30 日消

息，随

着数百

家山寨

Wh i t e 

Box- 部

件 组

装）手

机制造

商走向

破产，

中国手

机市场

将经历

一次大

规模洗

牌。因为在华为、中兴和联想等国内大品牌厂商的

打压下，国内低端手机市场竞争正日见激化。

《电子时报》报道说，三大中国手机制造商正在

进入 1000 元人民币手机市场，而千元机市场过去是

山寨手机商的地盘。其结果将导致每台手机的最终

售价降至 700 元以下 -- 几乎无利润可言。

报道分析称，华为中兴等能做到上述价格是因为

它们有中国三大国有运营商的巨额补贴。反之，由

于经营规模相对较小，山寨手机厂商却在为寻找更

便宜的零部件而苦苦支撑。

另一方面，由于三星、诺基亚等高端大品牌的降

价竞争，国内山寨手机制造商的处境愈加困难。

业内消息人士称，国内山寨手机出货数量今年将

减少 30%，在竞争加剧和价格挤压的双重打击下，数

百家企业将破产。同时，消费者的选择也预示着许

多山寨手机商将走进死路，因为中国手机买家正越

来越倾向于选购大品牌。

从多方面因素看，在巨头进入低端手机市场之前，

山寨市场的繁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今年一月，研

究公司 Gartner 曾预测，全球白牌手机出货将超过

5.5 亿部，这其中相当部分是在中国市场销售的。

据市研机构 Gartner 公司称，在 2009-2010 年前

后，山寨手机产品发展为一个合法产业，它以低价

型号手机取悦消费者。这种低价手机基于著名厂商

设计，但又整合了某些附加功能，比如多SIM卡模式，

或者深受本地买家欢迎的低音炮扬声器。

分析师指出，山寨手机制造商正面临生死攸关的

转折点，现在它们必须做出决策，包括是否打造自

有品牌、取得 3G 技术许可、开发智能机，以及向国

际市场扩张等。Gartner 公司的研究报告说：“山寨

手机商现在不但彼此之间要打价格战，而且同时必

须面对来自一线厂商的竞争。”

 （来源：《凤凰科技》 编译 /老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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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2000 余品牌涌进智能手机

4 月 2 日早晨，华强北手机配件市场的各种产品堆得满满的迎客。深圳商报记者 徐明天 摄

去年底经历严寒酷冬，今年初柳暗花明，深圳手

机正迎来又一个春天。记者昨日在采访中获悉，目

前深圳涌进智能手机领域的品牌超过 2000 多个。

“中华酷”盖过“摩诺星”

深圳美歌是刚刚进入手机市场的新品牌，总裁宋

理兴奋地对记者说：“今年智能手机火啦！大家都

来啦！”

深圳金派手机去年在广东电信的定制销售中排到

第八名，负责人许富民介绍，在电信的定制销售中，

深圳的华为、中兴、酷派稳居前三名，被业界称作

“中华酷”，销售盖过三星、摩托罗拉和诺基亚。

国产智能手机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50%以上，

并且市场占有率还在不断提高中。目前在中国电信

的定制名单中比较有规模的有 60 多家，进入名单的

大概会有 200 多家，想挤进移动、联通和电信销售

网络的深圳手机牌子，大大小小会有 2000 多家。

新上任的深圳手机行业协会会长、国虹手机董事

长万明坚说，2003 年，在 TCL、波导、科健等品牌

的带领下，国产手市场占有率第一次压过洋品牌，

最高时占到国内市场销售七成。但随后一路下滑，

最低时只有二三成。10 年后，国产手机再一次超过

洋品牌，将中国手机产业推向第二个春天。

被“苹果”砸得不轻

2006 年起，中国取消手机牌照的审批，手机产

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深圳华强北的许多“山寨”

手机进入品牌手机领域，而国内最早获得手机牌照

的七家国有电子大厂，几乎全部退出了国内手机市

场。这是国产手机产业的一次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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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的是，2007 年，从来没有做过手机的美

国苹果公司也由深圳富士康代工推出了智能手机

iphone。智能手机立即风靡全球，连多年坐稳全球

手机业老大的诺基亚也败下阵来，销售大幅度下滑，

摩托罗拉也被冲击得一败涂地。全球很快进入了智

能手时代。在从 2G 到 3G 的产品更新换代中，国产

手机也没有任何招架之功。最惨的时候，深圳华强

北的不少手机商家只给靠卖苹果水货和苹果配件维

生。

千元智能手机普及市场

记者昨日在移动、联通、电信的销售大厅看到，

国产智能手机的销售价格都在 1000 元上下。最高

1600 元左右，最低可到 900 元。

做手机触摸屏的深圳志凌伟业公司董事长苏成芝

介绍，国产手机的利器是低价。但苹果带来智能手

机之后，产品成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降低，不只是

技术专利、芯片等价格居高不下，包括液晶屏等配

件成本都大幅度提高。比如2G时代手机屏是电阻屏，

智能手机是电容屏，一开始成本比电阻屏高出一倍

多，并且技术上也不稳定。经过不断的摸索，现在

电容屏成本降低了不少。技术上也非常稳定。手机

的硬件就是这样逐项攻克，千元智能手机诞生。

深圳亿通手机总裁霜梅称，现在中国智能手机产

业链已经非常成熟。软件硬件都已经配套，包括芯

片，过去以高通和联发科为主，现在台湾地区的威

盛、大陆的展讯，还有英特尔也进到里面，选择多了，

价格也低了。随着价格的降低，不但城市市场起来了，

农村市场也起来了。亿通手机一直深耕县镇农村市

场，今年智能手机的销量也占到总销量的一半以上，

整个销售额也拉升起来。

国产千元智能手机，让智能手机进入市场普及阶

段。

“但是，这么多 " 山寨 " 一下子涌出来做品牌，

也势必引来一场激烈的竞争，中国智能手机产业如

何走，是否会重复以往的低价竞争，这也是大家所

关心的事情”。美歌手机总裁宋理这样说。

“深圳制造”就是手机的品牌

华强北曾是“山寨”手机的大本营。“仿冒没有

出路，越走越窄”。一位老板说。记者看到华强北

手机商场的国产品牌智能手机也多起来。

现在做品牌还有机会吗？美歌总裁宋理说：“华

为、中兴，做智能手机越做越大，已经成了智能手

机国际品牌”。

美歌过去是做电子配件的，做过手机配件，也做

过手机代工，有 15 年为日韩企业供货代工的制造经

验。宋理认为深圳制造就是深圳手机的品牌。苹果

iphone、ipod、ipad 都是深圳制造的产品，富士康

就是因为苹果成为全球瞩目的制造品牌。深圳是全

球最大的手机制造代工基地。

以前中国有京津、江浙、深莞三大手机产业圈，

最初深圳最弱，现在只剩下深圳手机产业成了大气

候，深圳手机就得益于制造。国产智能手机能够很

快消化先进技术，就是因为苹果等国外手机在深圳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这些产业资源可以为国产品牌

所用。

联发科重返华强北

3 月 23 日，国内首家推出 3D 裸眼智能手机的厂

商卓普手机的首个线下体验店在华强北广场正式开

业，3 月 27 日，ThL 远望店盛大开业。至此，ThL 单

在“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华强北商业街上开设

的品牌体验店就已达四家，分别为：国际电子城店、

经济大厦店、万商店和远望店。

在华强北红红火火的智能手机不断开业的盛典

中，我们都看到了台湾联发科的身影。

台湾联发科在功能手机时代开发出一站式的手机

芯片，推动了华强北“山寨”手机的爆发。联发科

被称为“山寨之父”。在苹果推出智能手机之后，

联发科也遭遇重创，业绩连连下滑。从去年 10 月份

开始，联发科正式大规模推出 3G 智能手机的芯片

方案，其首批上市的 MT6573 芯片和大陆个业联手

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单月销量轻松突破 100 万片，

这在让正规国产手机厂商看到了商机的同时，也让

苦闷已久的山寨厂商看到了新希望。用联发科的芯

片，产品普遍可以做到零售价千元以下。目前采用

MT6573 的双卡双待 3G 智能手机的售价最低已经跌到

了 600 元左右的水平。

( 来源：《 搜狐 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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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 山寨机批发价降至百元 厂商欲转型智能机

在深圳华强北的电子

科技大厦，来自湖南的

手机批发商人正在一柜

台前选购手机，他看中

了一款叫做“I Apple”

的机型，单从外形来看

几乎和 iPhone 4s 没有

什么区别，开价仅为 880

元。店主介绍说，除了

搭 载 Android 2.3 系 统

外，甚至还有山寨版的

“Ciri”软件。

这样的场景在华强北

随处可见。从去年开始，

一些深圳手机制造厂商

就已经在寻找各种途径，

力求从功能机向智能机

转型、由 2G 向 3G 网络

顺利过渡。

“除了智能手机其他

商现在减少了一半，在传统的山寨手机批发市场，

整机厂商相继撤退。

业内人士表示，现在正处于 3G、2G 与智能手机

市场交错，中国手机厂商面临着大好市场发展机会，

不过面临的挑战和瓶颈也很明显。

“一方面，对于资金链已经紧张的山寨手机厂来

说，转型意味着更大的投资。而原来的 2G 手机及一

般的功能机价格越来越低，利润也相应减薄，这个

产业已经走到了一个狭窄胡同，尤其是国内定制市

场的 2G 手机，利润已经摊薄到每部手机只盈利 1 美

元甚至几十美分，根本没有办法提供资金。另一方面，

手机卖得不好导致企业的库存压力增大，而消化这

些库存又需要时间。”

“同时，智能手机需要一定的人员和技术的支持，

对于资源较少的山寨手机厂商来说，转型并不是那

么容易的事情。”

( 来源：《新浪科技》 )

华强北商业街

的都不好卖，现在的人一开口就拿苹果做对比。”

手机店主杨明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如果不转型，

生存的希望渺茫，转型，又面临着2G手机的库存压力。

“现在真的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杨明娟目前正在“亏本”处理手上的功能机，有

多少甩多少，“因为做智能机才会有市场。”而记

者在聚集着手机集成商和包销商的 QQ 群里看到，功

能手机的批发价格已经降到了 100 元上下。

一家为山寨手机做电池的老板说：“今年华强北

的山寨手机死了一大片，我这个厂子能够维持到什

么时候，真是难说，前几个月每个月都亏损三万到

五万。工人工资五万多，房租 2.7 万，水电和工人

住房以及伙食补贴等等，正常一个月的开支是接近

10 万，这个月更麻烦，三天两头开不了工。”

深圳手机厂商基伍国际一人士告诉记者，整个形

势的扭转不到 3 个月。从东莞的厂房空置率就能看

出目前手机市场的萧条，曾经的 3000 多家手机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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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阵营动摇 智能终端洗牌新开局

Android 平台游戏大都以免费为主，需要靠广告来盈利。目前受苹果 iOS 和微软 WP 夹击。CFP 供图

花
费 20% 的时间，得到的收入占比却不

到 5%. 近日，移动游戏开发商 M ikaM 

obile 通过官方博客，宣布停止开发

Android 游戏并退出 Android 游戏领域。并直言，从

财务方面来看，开发 Android 游戏意义不大。

众所周知，由于大量免费及破解资源横行于网

络，Android 平台高质量游戏的丰富程度均弱于苹果

iOS. 但不断增长的庞大用户群又让不少开发商无法

轻易“割舍”这一平台。然而，一方面苹果 iPhone

销量屡创新高；另一方面在诺基亚的支持下微软 W P

终端日渐丰富，均成为分流 Android 开发商的主要

原因。

上周五，诺基亚全球CEO史蒂芬·埃洛普（Stephen 

Elop）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透露，将加大力度推出

低价 W P 手机，以对抗 Android 千元智能机。

野草般生长的 Android

除 了 埋 怨 Android 游 戏 收 入 微 薄 外，Mika 



研发专辑    27

                                                    移动软件开发 · R&D TIMES   研发专辑 

Mobile 还在其博客上指出，“新的 Google Play 

Store 平台（原谷歌软件商店 Android Market）并

不好操作，并认为 Google 在支持游戏开发商方面仍

需努力。”

作为国内最大的 Android 软件应用商店之一，创

新工场旗下掌上应用汇一直是不少 Android 手机用

户常用的软件下载工具。应用汇 CEO 罗川接受南都

记者采访时曾坦言，Android 平台的游戏质量确实不

如苹果 iOS 平台，很大的原因就是免费——一些游

戏商在 iOS 平台上开发高质量游戏，很多上架的价

格都在 30 元以上，用户也愿意买单。但 Android 平

台游戏大都以免费为主，需要靠广告来盈利。

这对于手机开发商，或者手机游戏玩家来说，都

等于进入了一个需要取舍的两难境地。

玩家可以选择在 Android 手机上下载游戏，但这

些游戏大都会插入一些广告，无论这些广告出现在

游戏屏幕的哪一个位置，都会影响游戏的整体视觉

效果，游戏体验自然没有 iPhone 上这么“干净”。

而对于手机开发商来说，Android 手机销量一路

呈爆炸性增长。即开发一款游戏，可以面向大量用户。

但其中很多用户可能会因为反感广告，才装了没多

久就卸载了，实际广告收入并不理想。一家深圳手

机游戏开发商便向南都记者阐述过这个观点，“我

们很多 Android 游戏都是试水性质，因为无法测算

单纯靠广告回报，能带来多大利益，这直接造成了

游戏质量不理想。”

WP 平台来势汹汹

如此一来，Mika Mobile 退出 Android 领域会否

被其他厂商所效仿？咨询公司战国策首席分析师杨

群认为，情况未必会这么糟糕，“毕竟 Android 终

端数量在不断上涨，放弃 Android，等于放弃一片无

法估量的市场。”但目前游戏质量不高的情况，如

果不在盈利模式上有突破，依然会长期存在。

此外，他也提出了对 Android 游戏市场的担忧。

例如一些其他平台（微软 WP 和苹果 iPhone）同样处

于上升期，特别是WP，如果价钱足够低，机型足够多，

将分流很多 Android 用户，这自然也会影响手机游

戏开发者的选择。

这不是空穴来风。上周五，埃洛普在广州接受南

都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面对千元Android智能机，

诺基亚已有对策——未来 LUMIA 系列（诺基亚采用

微软 WP 系统的机型）价格会越来越低，能直接与千

元 Android 智能机对抗。另外，诺基亚还将推出大

量低端但功能相当丰富的机型，为开发者和消费者

提供新的选择。

对于该战略，埃洛普似乎胸有成竹。当南都记者

问到，在诺基亚与微软合作一年以来，他对合作现

状打几分时，他笑而不答，而是尝试通过另一种说

法来做出解释。“我们和微软的合作非常好，短短

一年便推出了各种价位的多款 WP 机型，构成了完整

的产品线，并屡获大奖，这已然不可思议。”

业界观点

智能手机产业链资源争夺战打响

回到开发平台的易用性上，此次“抛弃”Android

的 Mika Mobile 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公司在开

发Android游戏时，很多精力浪费在BUG（程序漏洞）

的修复上。加上 Android 机型众多，公司还要花费

相当的时间，针对不同的图形芯片改善游戏效果，

或针对某一款手机提供特殊的补丁。此外，开发者

花费了大量资金来采购各种 A ndroid 手机。”

相比之下，苹果 iOS 设备的硬件非常统一，同时

突出高端的图形显示性能，这无疑降低了开发难度，

从另一个侧面吸引了游戏开发者。

至于方兴未艾的 WP 平台，微软和诺基亚似乎一

开始就意识到了这点，一方面强调配置统一，另一

方面更抛出了一揽子吸引开发者的新点子。例如展

开开发者扶持计划，由微软的 WP 专家提供专业和免

费指导，从理论到动手实验等多个层面，进行专业

培训。这意味着，除了吸引消费者外，这场智能手

机产业链资源的争夺战，已经“烧”到了开发者身上。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分辨率标版 灰阶标版 人像测试卡 投射型灯箱
购买咨询：rdshop@52rd.com      电话：021-60497127 

手机摄像头测试

光源与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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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微软手机依然有被外界低估的实力

尽
管在近年来被硅谷的后起之秀盖过了不

少风头，但微软并不服输。在前段时间

微软国际业务部总裁让·菲利普·古德

华访问中国的过程中，他接受了《福布斯》的采访，

这个衣着无可挑剔、风度翩翩又温文尔雅的法国人

一会展示手里的诺基亚、一会拿起桌上的三星平板

……实打实地秀出了微软真风采。

最近，诺基亚的 WP7.5 手机在北京和中国电信携

手发布，CEO 史蒂夫·埃洛普和王晓初双双出席，捧

足了人场。尽管最近唱空声频频，但我是个乐观主

义者，微软并未象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

WP（Windows Phone 的简称）优势

相较于“谷歌手机”和“苹果手机”，微软手机

依然有不能忽略的优势。

WP 系统和 Windows 操作系统能进行无缝衔接，

让·菲利普向我展示的新版的 Win 8 手机界面能与

三星平板电脑的操作界面一致，这也是他一再称赞

的一点。作为一名 IOS 苹果系统的使用者，我必须

承认统一的界面让用户体验舒适，也是很重要的选

择权重之一。

另外，传统 PC 领域微软仍然拥有竞争对手无法

挑战的资源，如果能将传统 PC 终端的用户延伸到移

动终端，依旧有独特的竞争力。想想，如果你在电

脑上编写的文档可以同步更新到手机或平板电脑（这

一点 IOS 目前也可以做到，只是要复杂一点）用同

样的格式操作，你在 PC 中的所有联络人或资料都可

以同步进入移动终端，这多具吸引力！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微软在个人用户领域累积了

海量的应用，我正在使用的 Office 软件，必应搜索、

Hotmail 邮箱……我们或多或少是它们的用户，如果

它们能完整地呈现在移动终端，相信这依然是微软

的巨大可能。

贫瘠 or 蓝海？

WP 系统应用软件贫瘠是微软的话柄，看公开资

料，App 数量刚达到 6 万多的微软数量是已经有 60

多万安卓的一个零头。这也是应用驱动的消费者对

WP 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

但对开发者来说并非全是坏事，在浩淼的安卓市

场和苹果商店里，用户找到一款新应用的软件可能

日益减少，对新入行的开发者来说，这意味着成为

热门应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此外，平台资源稀缺，微软和诺基亚对开发者会

更加友好，你可以将它看作一个新应用的“孵化器”。

前段时间“愤怒的小鸟”执行市场官言之凿凿说会

放弃在 WP 平台上推出太空版，但这句话说出没几天

变被执行 CEO 收回，太空版会出现在 WP 上，只是时

间未明而已。外界的猜测是，微软就算自己掏钱也

要让 Rovio 把这款游戏搬过来。

以此类推，如果初创者足够有潜力，微软并不介

意砸钱倾斜资源来吸引他们。所以，如果开发者进

入 WP Market Place，面对他的可能是一片蓝海。

战略联手

你知道过去一年诺基亚在中国卖掉多少手机吗？

每个季度都在 1,000 万部以上，是市场的第一，占

有率大于20%。苹果呢？过去一年的第二到第四季度，

都在一百万部左右。

当然，诺基亚的销量在逐级下滑，但用那句老话，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依然是个不错的推广 WP

系统的平台。既然微软无意染指硬件，倒不如借道

诺基亚，这只斗志昂扬的芬兰困兽。

开放同盟

雷军最近对媒体表示，小米手机也在考虑开发

WP 平台。这算得上是微软的好消息。

Windows 称王称霸的岁月，微软累积了一肚子怎

么团结各类硬件厂商的经验。这表示着，尽管和诺

基亚结缘，但微软并不介意拓展丰富的智能手机品

牌。手机越多，WP 被用户接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 来源：《 福布斯中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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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webOS 是一个了不起的系统。我们有责任拯救它。”

这
可能是今年我们所听到的最好消息，

webOS 终于要复活了。

自从惠普将 webOS  开源之后，

webOS 的前途就处于暗夜之中。虽然它是一个备受

赞誉的系统，拥有忠实的用户群，却似乎要在无人

搭救的悲惨境地中孤独终老。今天，webosnation 

终于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三星正在开发搭载 

webOS 4.0 系统的 Galaxy 系列手机。

三星此次举动的背后有什么故事？ webosnation 

独家采访了三星移动部门设计副总裁 Lee Min-

hyuk。

Galaxy 系列的成功为三星带来了大量的金钱，

却没有太多的声誉。在 Lee Min-hyuk 的设计团队

的努力下，经过上千张设计图纸和上百个原型机

后终于得来的得意之作，却被苹果公司称为山寨

的模仿，而由于搭载了被乔布斯指责为“Stolen 

project” Android 系统，不得不面临着专利之战

的烦恼。这是一个尊严问题。

更糟糕的是，Android 阵营本身面临着诸多问

题。在 Android 4.0 之前，由于 Android 系统原

生界面糟糕，不得不依赖各大厂商的美化。在许多

人看起来，这是厂商区分自己设备的手段，但其实

都是无奈之举。原本为 Android 阵营做出贡献的 

TouchWiz 界面，现在却阻碍了产品的升级，引起用

户的指责。

那么，既然 Android 4.0 已经改善了界面，而

且许多人认为统一的 Android 体验是大势所趋，三

星为什么还要坚持自己的 TouchWiz 界面呢？对此，

Lee Min-hyuk 无奈的说道，“我们并不是想搞分裂，

但是从设计师的角度讲，在产品升级的过程中，用

户需要熟悉感和稳定的过渡，而不是突然的跳跃。

如果我们突然在 Galaxy 系列上采用原生界面，不

但   不会提升用户体验，反而会让老用户困惑，以

为我们更换了系统。实际上，大多数的用户并不精

通技术，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好用的手机。”

那么，三星所以没有全心做 Android 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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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是因为上述问题呢？ Lee Min-hyuk 说，也不完

全如此。三星的优势就是以最多种类的产品，满足

最广大消费者的需求。“你看，我们有 Android 平

台的手机，Windows Phone 平台的手机，自己开发

的 Bada 系统；我们有各种尺寸的 Galaxy 手机，

各种尺寸的平板。这是我们的优势。许多人认为我

们是在不断试验尺寸，其实并非如此，真正的问题

是不同的尺寸都有不同的消费人群，如果只有一个

平台、一个尺寸，那整个手机市场将会多么的无聊？”

Galaxy Note 的热销，似乎证明他的话不无道理。

那么，最新的 webOS 计划是何时开始的呢？

对此，Lee Min-hyuk 说，“我一直喜欢 webOS 

手机，早就有过开发的想法，但是 webOS 以前一直

是没有开源和授权的，所以我们不能参与其中，这

一直是我的一个遗憾。在惠普宣布 webOS 开源之后，

我终于看到了希望。因此，我们很快就和惠普接触，

讨论生产 webOS 手机的事宜。惠普对此也很感兴趣。

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开发小组，参与 webOS 

下一个大版本的开发。由于智能手机市场在不断发

展，我们必须确保 webOS 4.0 能够进一步的进化，

重新让人惊喜”。

至于新版本有什么的改变，他拒绝透露，但是承

诺会是“革命性的”，“我们要确保 webOS 以华丽

的姿态回归”。

这不仅是公司的一个大计划，而且也是  Lee 

Min-hyuk 的个人愿望：“我一直希望三星能够生产

出经典之作，Galaxy 系列是我们努力的尝试，但是

距离我的期望还有很远。我希望搭载  webOS  的  

Galaxy 手机真正成为定义三星设计的一个里程碑”。

那么，Bada 系统呢？  Lee Min-hyuk 说道，“三

星一直是开放系统的拥护者，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搞

封闭系统的打算，也不认为封闭和公司产品能否有

‘identity’有必然的联系，Bada 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而且已经融入了开源的 Tizen 计划。我们并不认为

单一系统才是公司立足的根本。 webOS 系统将成为

公司 Galaxy 系列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最

终的追求是涵盖尽量多的系统，满足不同用户的需

求。”

他说，“webOS 是一个了不起的系统。我们有责

任拯救它。”

（ 来源：《 ifanr.com 》 ）

目前主流四核手机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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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Quint 推出三款射频 SAW（声表面波）滤波器

TriQuint 半导体公司日前发布了三款新的射

频 SAW（声表面波）滤波器 ---856934、857019 和

856977，这三款器件可经济有效地提高在 3G / 4G

网络基础设施和传统系统应用中的性能。

TriQuint 的产品解决方案专注于满足基站制造

商的需求上，制造商们正面临着在改善各种系统架

构的同时增加容量的挑战。用于频段 3, 在 1842.5 

MHz运行的TriQuint的 856934，可提供75 MHz带宽，

及最大 4.2 dB 的插入损耗，和在 1785 MHz 时 20 

dB 的衰减。用于扩展频段 5，在 835 MHz 运行的新

857019，可提供 30 MHz 的带宽，最大 3.0 dB 插

入损耗，和在 869 MHz 时 20 dB 的衰减。用于频

段 13 和频段 14，在 787.5 MHz 运行的 856977，

可提供22 MHz的带宽，最大2.75 dB的插入损耗，

和在 843 MHz 时 40 dB 的衰减。

英飞凌推出全新 GNSS 接收前端模块

英飞凌科技股份公司近日推出一个新的接收前端

模块产品系列。这些模块用于在智能手机及其他手

持设备上实现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功能。全

新推出的 BGM104xN7 具备业界最佳噪声系数——噪

声系数是衡量 GNSS 接收机性能的一个关键参数。

全新模块引脚兼容上一代 BGM103xN7，仍是面向

定位应用的全球最小的接收前端模块，其封装尺寸

仅2.3 x 1.7 x 0.73 mm3。它们支持同时接收GPS（全

球定位系统）和 GLONASS 信号。新模块针对不同的

最终平台进行了优化，并可实现业界领先的噪声系

数、低功率运行和出色的静电放电（ESD）防护。

针对多节电池应用的 36V 纳安电流电压监视器

凌力尔特公司推出 2.5V 至 36V、两个输入的

电压监视器 LTC2960，该器件仅吸取 850nA 静态

电流，从而可在电池供电的应用中延长电池寿命。

LTC2960 提供两个可调的监视输入，这两个输入可

配置为提供欠压 (UV) 或过压 (OV) 监视、低电池

电量指示、欠压闭锁 (UVLO)、电源排序信号或面向

微处理器、DC/DC 开关或基于 LDO 的系统提供高压

窗口比较器。LTC2960 采用纤巧的 2mm x 2mm DFN 

或 ThinSOTTM 封装，凭借较宽的工作电压范围和低

电流消耗，满足了多种电池供电的便携式应用之需

求。

856934 频段 3 /1842.5 MHz；提供 75 MHz 带宽，最大 4.2 dB 的插入损耗；1785 

MHz 时 20 dB 的衰减；功率处理能力为 +9 dBm

857019 频段 5e / 835 MHz；提供 30 MHz 带宽，最大 3.0 dB 的插入损耗；869 MHz

时 20dB 的衰减；功率处理能力为 +20 dBm

856977 频段 13 /14，787.5 MHz；提供 22 MHz 的带宽，最大 2.75 dB 的插入损耗；

843 MHz 时 40 dB 的衰减；功率处理能力是 +20 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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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线性度下变频混频器涵盖 4.6GHz RF 频率范围

凌力尔特推出 4GHz 至 6GHz 大动态范围下变频

混频器 LTC5544。LTC5544 混频器可提供高线性度

和 25.9dBm IIP3 ( 输入 3 阶截取 )，由于集成了 

IF 放大器而能提供 7.4dB 的高转换增益，噪声指

数为 11.3dB。

LTC5544 的 RF 输入可以承受很强的干扰信号，

而不会显着降低其噪声指数，因此保持了接收器灵

敏度并提高了坚固性。LTC5544 采用 3.3V 单电源

工作而不会有损性能，同时可保持最低功耗。

LTC5544 能达到 6GHz 频率，非常适用于多种无

线系统，例如点对点宽带微波链路、无需许可证的 

5GHz WiMAX 无线设备、卫星接收器、雷达系统、航

空电子系统、公共安全无线设备和 RF 测试系统。

TriQuint 推出业内最小的发射模块 QUANTUMTx

针对 2G/3G/4G 移动设备，TriQuint 日前推出了

号称业内最小的发射模块 QUANTUMTx，同时推出了

新的 TRITIUM Duo 双频带功率放大器 - 双工器模块

(PAD) 产品系列。

TRITIUM Duo 是针对 3G/4G 智能手机应用的小尺

寸 PAD 模块，在单一模块中集成了两个特定频带的

PA 和两个双工器，而一个四频方案 (2 个 TRITIUM 

Duo 模块 ) 的尺寸仅约为 50mm2，比单频带的 PAD 还

要小，是同等分立方案尺寸的一半，能替代 12 个分

立器件。

PAD 模块是针对特定工作频段在单一封装中集成

PA 裸片、双工器、控制电路、耦合器和匹配电路的

模块。TRITIUM Duo 就是双频带 (DB)PAD，即在

一个封装中集成两个独立的 PAD。它采用晶片级

封装 (WLP) 技术，可提供密封过滤封装，以提高

性能并缩小尺寸。此外，该模块集成了高性能体

60V 输入、双输出 3A 、2.25 MHz 降压型 DC/DC 转换器

凌力尔特公司推出单片、双输出、降压型开

关稳压器 LT3992 ，每通道可提供高达 3A 的连

续输出电流。LT3992 的开关频率范围为 250kHz 

至 2.25MHz，是用户可编程的，从而使设计师能

优化效率，同时避开关键的噪声敏感频段。

LT3992 在一个通道上提供了分频器，从而

使该器件能以等于另一通道频率的 1/2、1/4 或 

1/8 的频率工作，这既可提供高降压比，同时又

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外部组件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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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克在 2012 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上展示最新测试解决方案

泰克公司在 2012 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 (IDF)

上展示了最新的测试解决方案和增强功能。本

次展示面向未来高速数据应用，包括：USB3.0, 

Thunderbolt, PCI Express 3.0, SATA/SAS, MIPI

等。

为契合 IDF2010 的主题，泰克将加入 USB 应用厂

商论坛小组，集中展示其为 USB 3.0 验证、调试

和自动化一致性测试提供的完整工具组合。

Vishay 推出可用于极危环境的光耦器件

Vishay 宣布，其性能超过竞争对手的光耦器件

---CNY65Exi 业已通过 ATEX 认证，工程师在设计用

在易爆炸气体中的机械设备时可以升级到这种新器

件。这款光耦器件符合欧盟针对在易爆炸气体中工

作而制定的 ATEX 94/9/EC 规范，具有业内最高水平

的隔离电压和 CTI 值。

CNY65Exi 光耦使用红外光从一般是低电压的控

制侧向高压设备传送数据和控制信号。发射器和探

测器的间距大于 3mm。CNY65Exi 的特殊注塑封装的

尺寸为 17.8mm x 9.6mm，高 6.1mm。器件具有 50%

～ 300% 的多个电流传输比 (CTR)，可供选择。0.3pF

的耦合电容 (CK) 在输入和输出管脚之间实现了

优异的抵御噪声能力。

Vishay 推出用于负载点 DC/DC 电路的 PowerCAD 在线仿真工具

Vishay 宣布推出免费的在线工具 PowerCAD 

Simulation，可以让工程师又快又方便地对采用

Vishay Siliconix稳压器IC的电路进行测试和优化。

PowerCAD Simulation工具采用直观的用户界面，

无论是有经验的模拟和电源设计工程师，还是经验

欠缺的初级或数字的设计工程师，在做高功率、高

频电压稳压器设计时都能从该工具获得帮助和支持。

根据要求的工作条件，工程师可以从 Vishay 提

供的产品中选择合适的稳压器，生成应用的完整电

路原理图。为满足更多高级用户的要求，或是出于

性能比较的目的，工具可以对原理图进行编辑。

生成基本的电路后，设计者可以执行 DC、瞬态

和启动仿真，并且可以看到所有电路节点的波形，

还可以对效率进行分析，利用详尽的功率损耗分

析对电路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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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克拓展波形监测仪产品线推出新 WFM2200 系列

泰克公司日前宣布，其行业领先的波形监测

仪产品系列又添一新成员：便携式 WFM2200 波形

监测仪。WFM2200 的特点和性能使它成为那些需

要使用波形监测仪去现场安装、配置、维护和检

修其视频设备的广播和视频内容供应商的理想选

择。

WFM2200 在一台便携式设备中结合了泰克高

端波形监测仪的卓越性能。除此之外，WFM2200

还可通过软件进行定制，这使客户能够在主机上

添加额外功能来更好地满足其需求，从而不用购

买完整配置的产品而浪费其中一些不需要的功能。

海思发布业界首款支持 R9 和 Cat4 的 LTE 多模芯片解决方案

海思日前推出业界首款支持 LTERealse9 和

Category4 的多模终端芯片 Balong710，它的主

要特性如下：

1) LTEFDD 模式下能够提供 150Mbit/s 的下

行速率和 50Mbit/s 的上行速率

2) TD-LTE 工 作 模 式 下， 能 够 提 供 最 高

112Mbit/s 的下行速率和最高 30Mbit/s 的上行速

率，特有的双流 BeamForming 技术能够显著提升

小区平均吞吐量和边缘用户吞吐量；

3) WCDMA 的 DC ＋ MIMO 工作模式下能够提供

84Mbit/s 的下行速率和 23Mbit/s 的上行速率；

昨天我们刚刚发布业界最高性能的应用处理

器 K3V2，它具有业界最强的 4 核 1.5GCPU 和 16

核 GPU，64 位存储带宽，12mmX12mm 的业界最小尺

寸，以及业界最低的功耗（相同性能比对手功耗低

30%）。

Linear 推出 LTM2881/82 微型模块收发器

凌力尔特公司推出汽车 (H 级 ) 和高可靠

性军用 (MP 级 ) 版本 LTM2881 和 LTM2882 微

型模块 (µModule®) 收发器，这两款器件可在 

RS485 和 RS232 网络中防止大的地对地差分和

共模瞬态。

LTM2881 单通道 RS485 和 LTM2882 双通道 

RS232 收发器运用内部感应信号隔离对逻辑电平

接口和线路收发器进行隔离，以中断接地环路。

LTM2881 和 LTM2882 无需外部组件，就可为隔

离式串行数据通信提供完整、紧凑的 µModule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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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发科技发布手机影音压缩软件 Mobile Theater

2012 年 3 月 22 日联发科发布专为手机用户量身

定制的影音压缩软件工具—“Mobile Theater 移动

电影院”。这款软件支持 MPEG-4 和 H.264 等主流数

字视频编译码格式，可将高达 50 部影片压缩至 2GB

的 T 卡中。

在压缩文件的过程中，该软件对基准参数做到了

最优化，可实现 AAC 语音品质的音效 , 以及清晰锐

利的字幕，并将文件的失真度降到最低，在高端功

能手机转换后的文件可以达到 WVGA、720P 等高清视

频品质，将功能手机用户的观影体验提升到了一个

更高境界。

Vishay 推出业内首批可装入主动式 3D 眼镜红外接收器

Vishay 发布两款专门针对 Consumer Electroni

cs Association 的 3D 电视主动式眼镜红外同步

CEA-2038 标准开发的红外接收器，以解决主动式 3D

眼镜的高成本和缺少互操作性问题 --- TSOP75D26

和 TSOP35D26。

这两款器件是业内首批可装入主动式 3D 眼镜的

红外接收器，能够接收电视机的红外信号，确保眼

镜的 LCD 快门能够以恰当的同步频率开启和关闭，

以产生 3D 效果。

安森美半导体推出高能效无线充电 IC NMLU1210

安森美半导体推出创新的功率 MOSFET 集成电路

(IC)——NMLU1210，用于手机、多媒体平板电脑、

便携式媒体播放器 (PMP)、数码相机及全球卫星定位

系统 (GPS) 设备等便携产品的无线充电应用。

NMLU1210 是一款 20 伏 (V) N 沟道全桥半同步整

流器，集成了支持 3.2 安培 (A) 工作的双肖特基势

垒二极管和两颗典型导通阻抗 (Rds(ON)) 为 17 毫欧

(mΩ) 的 MOSFET，将导电损耗降至最低，并大幅提

升充电系统的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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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微电子新款 RFID 阅读器芯片 满足功率、尺寸和成本限制

奥地利微电子公司宣布推出两款新 RFID 阅读

器芯片，具有低功耗运行、小尺寸、低成本的特性，

是嵌入式、便携式及消费产品设备中 RFID 应用

的理想选择。

AS3993 是一款 EPC Class 1 Gen 2 RFID 阅

读器芯片，适合所有相关标准，包括用于移动

射频识别阅读的 ISO 18000-6C 和 ISO 29143 

air-interface 标 准， 以 及 ISO 18000-6A/B

（直接阅读模式下）。该芯片高度集成，含片

上电压控制震荡器（VCO: voltage controlled 

oscillator）和功率放大器，提供全套完整的

RFID 功能，包括密集阅读模式（Dense Reader 

Mode）、支持跳频、低级别传输编码、低级别

解码、数据框架和循环冗余校验（CRC: Cyclic 

Redundancy Checking）。

另外一款 AS3980 同样是一款 EPC Class 1 Gen 

2 RFID读卡器芯片，高度集成且射频功能表现出众。

英飞凌推出新型 ORIGA™2 身份认证芯片

英飞凌科技 ORIGA ™ 身份认证解决方案家族

再添新产品：全新 ORIGA ™ 2 芯片集成一个支持

MIPI 联盟制定的 MIPI BIF 标准的通信接口。

英飞凌ORIGA ™ 2芯片还适用于打印机硒鼓、

更换零件、一次性医疗用品、网络组件或耳机、

扬声器、对接设备和充电器等产品的应用。更长

的密钥及其它特性进一步提高了英飞凌 ORIGATM 

2 解决方案的安全性。此外，ORIGA ™芯片的独有

的秘匙使其具有数字证书功能。ORIGA ™ 2 芯片采

用了和 ORIGA ™ 1 相同的基于椭圆曲线加密算法

（ECC）。

ORIGA ™ 芯片使电池和电子设备制造商能够

识别假冒组件，防止设备因使用未经授权的组件

而出现故障和损坏。这还可防止用户使用未经授

权许可的配件或电池（例如笔记本或手机中的配件或

电池）而引起的事故或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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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 maXTouch S 触摸屏控制器提供多项创新技术

爱 特 梅 尔 (Atmel) 公 司 maXTouch 产 品 线

再添新成员——maXTouch S 系列触摸屏控制

器。新一代 maXTouch S 触摸屏控制器提供了

maXCharger 技术，可消除充电器噪声的影响。

maXTouch S 触摸屏控制器还更新改进了算法，新

的模拟电路提供了高电压 X 驱动 / 感测能力，更

多驱动 /感测线路可提供更高传感器节点密度。

全新 maXTouch S 系列器件包括三款产品，

mXT224S 是一款 224 节点控制器，是基于畅销的

mXT224 和 mXT224 E 器件，具有 S 系列架构的所

有优势，用于触摸屏尺寸为 3.5 英寸到 4.3 英

寸的智能电话、数码相机和其它手持式产品。

mXT336S 是一款 336 节点控制器，能够为屏幕

对角线为 4.3 英寸 ~5.5 英寸的大尺寸超级手机

(superphone) 提供高精度输入。mXT1664S 则是一款

高节点密度单芯片 32 位方案，针对屏幕对角线尺寸

为 10.1 英寸 ~17 英寸的平板电脑产品，设计用于满

足 Windows 8 的严格要求，并适用于基于其它操作

系统的产品。

安森美半导体推出低静态电流 4通道及 6通道开关

安森美半导体近日推出两款采用单刀双掷

(SPDT) 开关配置的新多通道差分开关集成电路

(IC)，应用于 PCI Express 3.0 及 DisplayPort 

1.2 输入 / 输出 (I/O) 信号等高频信号，目标应

用包括笔记本、台式计算机、服务器及网络存储

设备。

6 通道差分 SPDT 开关 NCN3612B 由于它的高

带宽，支持 8 Gbps 的数据传输速率。它的导

通电容 (CON) 为 2.1 pF( 典型值 )，导通电阻

(RDSON) 为 8 Ω( 典型值 )。与这器件相辅相成

的是同样能支持 8 Gbps 工作的 4 通道差分开关

NCN3411。NCN3411 的导通电容为 2 pF( 典型值

)，导通电阻 (RDSON) 为 7.5 Ω( 典型值 )。这些

特性使这两款新器件非常适合用于 PCI Express 

3.0 及 DispalyPort 1.2 I/O 信号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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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RD 与华强研究所联合发布 3月 2G 芯片出货数据

2012 年 4 月 11 日，华强电子研究所，半导体应

用联盟及 52RD 联合发布中国手机市场 2G 功能手机

（Feature Phone）芯片出货量统计。在经历了连续

几月的衰减之后，2 月份 2G 功能手机芯片出货开始

复苏，3月芯片出货量继续增长，恢复到2011年约7，

000 万 / 月的水平。

数据显示，联发科 MTK 出货 3900 万片，展讯出

货 1500 万片，晨星与锐迪科出货 700 万片，四家主

要的 2G 功能手机芯片共出货 6800 万片，较比 2 月

份 5200 万的出货量上涨幅度超过 30%；将 2、3 月的

出货与 12 月、1 月对比，可以发现 2、3 月的出货比

之前上涨较多，尤其展讯、晨星和锐迪科，2 月的出

货比 2 月的出货上涨幅度甚至超过了 100%，联发科

2月的出货也较比 1月稍有提高。

不过，由于 3 月出货量较大，以及 4 月上半月的

清明节和复活节影响出货，预计 4 月份的出货量会

略有下降。另外，由于 5 月后市场 2G 手机市场进入

淡季，因此后续前景并不明朗。艾为电子副总焦建

堂点评说“3 月 2G 可能涨了 30%，主要集中在大公

司出口海外！未来几月海外 2G 不会下滑，大而不破

音频和大屏可能是亮点。3 月形成一定库存，需要消

化，4 月的销量肯定会受到影响而下降。未来需要注

意关注 2G 的 3 大平台的变化。”

在 3G 智能机大潮的冲击下，2G 功能机销量一路

下跌，随之引起了 2G 功能机芯片的销量跌滞，而在

连续消沉之后，2、3 月份略有回转。华强电子产业

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刘辉称，虽然 3 月市场总体出货

不错，但出货量进一步向那些面向海外市场的大公

司集中，例如沃特沃德、辉烨和鸿宇等，其中辉烨

在 4 月的出货量超过了 400 万。而由于国内市场正

迅速转入智能手机加之国内 2G 市场处在清理库存阶

段，因此面向国内 2G 市场的中小公司生意惨淡。产

品形态方面，2G 产品迅速向老人机和类智能手机两

极分化，类智能占总体 2G 量超过 20%，预计未来将

增长至 30% 左右。；刘辉同时表示，受到清明节和

复活节放假影响 4 月出货，5 月后前景不明。辉烨通

讯董事长翁伟民也表示：“4 月总体会放缓很多，特

别是上半月，节日多，要等下半月才会开始回暖。”

平台方面，MTK 稳守 2G 的市场份额，RDA 的出货

量增长至 700万，但因为 RDA将在 Q2进行平台切换，

因此出货量将持平，随着 RDA 推出覆盖从超低端到

类智能的 8853 系列，RDA、展讯和 Mstar 将在第三

季度进行激烈的竞争。另外，台湾另一家芯片公司

MDV 将在第二季度以超低价进入已经血腥的 2G 芯片

市场，竞争将会变得更加惨烈。

（来源：《我爱研发网》文：oyce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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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智能机方兴未艾 中低端芯片价格大战一触即发

中国在 3G 产业上发展迅速，带动了智能手机市

场的发展，随着 3G 智能终端的迅速普及，千元 3G

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智能手机市场的生力军。数据显

示，2011 年 10 月，我国 3G 智能手机市场中 700-

1500 元价格段的比重达到 54.7%，比去年同期提升

24.6%。千元 3G 智能手机的机型数量从 2010 年 10

月的 15 款增长到 2011 年 10 月的 123 款。低价智能

手机市场的激烈竞争，也加剧了芯片厂商之间的竞

争，联发科、高通、Marvell 等芯片巨头无一例外的

加入到这场战斗中来。

联发科：MT6575 主攻大陆低端智能机市场

大陆市场是联发科营收的主要来源，以主攻山

寨机市场发迹的联发科在去年力推首款 3.75G 的智

能手机芯片 MT6573，获得了联想、华为、中兴等十

余家大陆手机厂商采用，在 9 月份正式推出后，短

短四个月就带动 MTK 去年智能手机芯片出货量达到

1,000 万套目标，仅 12 月就出货逾 400 万套，成绩

非常亮眼。

随后在今年初，联发科再度发力，推出专为

主流智能手机市场而设计的第三代智能手机解决

方案 --MT6575。具有“年度杀手级芯片”称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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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6575 高度整合主频 1GHz 的 ARM CortexTM-A9 处

理器和 3G/HSPA Modem，并支持 Android 4.0 最新

Ice Cream Sandwich 操作平台。MT6575 同样获得了

客户的认可，联发科在 2012 MWC 大会上透露，采

用 MT6575 方案的联想样机目前已完成，摩托罗拉、

LG、中兴、华为正在试样中。对用来主打中国千元

智能机市场的 MT6575 的市场前景，联发科非常有信

心。

高通：放下身段，涉足中低端市场

面对 MTK 的迅猛态势，高通开始发力阻拦，积极

抢占中低端手机市场。去年 12 月高通在其合作伙伴

大会上发布了 Snapdragon S4 系统移动处理器的两

款新品 MSM8625 和 MSM8225，这两款芯片组提供主频

最高达1GHz的双核 CPU以及集成的3G调制解调器，

并且可以和 Snapdragon S4 系列中的 MSM7x27A 和

MSM7x25A 芯片组软硬件兼容，使手机厂商可以将现

有基于高通S1的设计无缝迁移到S4移动处理器上。

这两款面向中低端智能机的芯片，被认为是高通开

始放下高端的身段，主动发力中低端市场，并与联

发科相竞争。

注：大图请查阅本期杂志封底工程师投稿（杂志最末两页）位置

提前到 77 页技术文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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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同期发布的还有面向大众智能手机的第三代

QRD 手机开发平台，并称基于这一平台，手机的研

发周期有望缩短到两个月，帮助手机厂商尽快由 2G

向 3G 转变，高通这个动作被认为是对联发科“Turn 

Key（交钥匙方案）”的有力阻击。高通高级副总裁

Jeff Lorbeck 透露，采用 QRD 之后，设计一款手机

周期可以缩减到 4 个月内。“客户如果对高通的 QRD

平台不做过多修改，推出成品的时间基本在两个月

左右。” Jeff Lorbeck 表示。

对于高通来说，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中心。

为抢食庞大的商机，高通更携手中国三大移动通信

运营商之一的中国电信，展现对中国市场的企图心。

尽管高通以往在高端市场傲视群雄，但在混战的中

低端市场，面对联发科、STE、博通、展讯等对手的

竞争，高通并不像往常那样具有绝对优势。

其他厂商：积极抢食千元智能机市场这块大

饼

相对于联发科、高通高调进攻中低端智能机市场

的态势，其他厂商也奋起抵抗，都有针对中低端智

能机的平台发布。博通针对千元智能机市场推出的

芯片目前已得到 TCL 和中兴等手机厂商的采用。

STE 也推出了针对千元智能手机的芯片方案

--NovaThorU8500 平台。据意法·爱立信中国区总裁

张代君介绍说，Nova Thor U8500 平台采用 ARM 双核

Cortex A9 处理器，CPU 主频可达 1GHz，14.4Mbps

的高速 HSPA+ 传输速率以及先进的多媒体以及 3D 处

理性能，可以帮助手机制造厂商增强产品差异化设

计，并提供更灵活的价格空间。据悉年初曝光的盛

大手机采用的正是 NovaThorU8500，强大的性能加上

人民币999元的价格，让这款手机“身未现，名却起”。

对于低价位智能手机市场备受关注的态势，主攻

TD 市场的 Marvell 推出了 PXA920 系列平台来抢食市

场。Marvell 自三年前开始设计 PXA 920 芯片 ,目前

包括中兴、联想、华硕、海信在内，已有多款采用

该系列芯片的手机面向市场。

本土芯片厂展讯也不甘落后，也推出针对千元

智能机市场的芯片产品，展讯年初发布的两款 1GHz

主频的 Android 智能手机芯片解决方案 SC8810、

SC6820， 被认为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移动千元

智能机的发展。

由于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发力较早，目前已推出

数款千元智能手机，并且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而

相对来说，中国移动在这方面稍显落后，Marvell 和

展讯也是把握了这个时机，推出多款针对 TD-SCDMA

千元智能机市场的芯片及平台方案，中国移动接近 6

亿的用户基数，也会推动这两家芯片厂商的芯片销

量。

根据调研公司发布的报告指出，2012 年全球

智能手机市场销量将达到 6 亿部以上，其中光是

中国市场就会达到 1 亿部以上，并且中国联通、

中国电信及中国移动三家运营商都积极推出千元

智能机，为各芯片厂创造的巨大的商机，尽管目

前以高通及联发科的平台最受欢迎，但展讯、博

通、Marvell 等厂商也奋起直追，大家都想在千元

智能机市场分得一杯羹，预计各芯片厂商之间的竞

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进而将会带动处理器的价格

下滑，中低端芯片市场的价格大战恐将不远矣。 

（来源：《我爱研发网》 文：Joyce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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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发科吹响进攻 PC 市场号角 挑战博通、高通

联发科（MTK）

29 日重磅推出世界

首款针对移动设备

(Mobile consumer 

devices) 所设计

的 802.11ac+ 蓝 牙

4.0 的 无 线 Combo

单芯片解决方案 

MT7650，该芯片可

应用在笔记本、平

板电脑等移动设备

上。联发科表示，

在第二季度将正式

导入PC相关客户；

联发科在去年合并

雷凌（Ralink）之

后已初见成效。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预估，在电视、平板电脑与

智能手机等产品以支持 WiFi 为基本配置的需求带动

下，2015 年搭载 WiFi 的设备数量将会大增 3 倍至

超过 30 亿台。为抢夺这部分商机，无线芯片大厂

均在 WiFi 技术上使力，全球 WiFi 龙头厂博通积极

进军高技术无线集成，近日宣布推出采用 40 纳米

制程的业界最小的 GNSS（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芯片

BCM4752，其最大特色是可进行室内外定位，且强调

可集成 WiFi 存取点（包括最新 802.11ac 存取点），

低功耗蓝牙技术、NFC 进行新定位功能等。

全球手机基带芯片龙头高通，也在完成收

购 WiFi 芯 片 Atheros 后， 近 日 推 出 支 持 最 新

WiFi(802.11ac) 的手机处理器，高通强大的集成能

力，被美国媒体喻为是新一代的英特尔。

在博通、高通抢攻市场的同时，联发科方面也跟

紧市场趋势，在去年第 4 季度完成合并笔记本 WiFi

芯片厂雷凌；尽管联发科此举虽一度被批评，但经

过近半年的磨合调整，旗舰联发科对无线联通事业

部门进行大调整，全部门移至竹北（原雷凌）办公

室，且与原雷凌美国工程师进行无缝接轨研发工程，

这桩合并目前已初见成效。

联发科正式推出 MT7650，已获笔记本、平板电

脑等相关客户导入设计，即使被认为市场份额仍远

远落后于博通、高通美等竞争对手，但联发科已做

好挑战这些对手的准备。

( 来源 :《 我爱研发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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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A$4600 万收购互芯所有基带芯片知识产权

2012 年 3 月 26 日，锐迪科微电子，作为中国领

先射频及混合信号芯片供应商，今日宣布以 4600 万

美金的价格收购互芯及其附属公司所有基带芯片的

知识产权，RDA 将支付 2000 万美元现金和 1500 万的

RDA 普通股，根据 3 月 21 号纳斯达克的 RDA 美国存

托凭证股（“ADS”）收盘价，股票的市值约为 2600

万美金。每股 ADS 相当于 6股 RDA 普通股。

本次收购对 RDA 业务发展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1、 扩大手机芯片的产品组合，为中国的手机制造

商提供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2、 大幅提高每台手机可销售的芯片数量和价值

3、 扩展目标市场到基带芯片

4、 长期收入增长潜力的多样化和扩大

5、 提高客户集合效应以扩大市场份额

“我们现在可以同时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手机基带

芯片，射频和混合信号芯片给中国的手机客户了，”

锐迪科微电子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戴保家表示：

“基带芯片产品扩展了我们的目标市场，简化客户

供应链，使 RDA 能够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基带芯

片市场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市场，可能成为 RDA

未来重要的收入机会，我们相信我们将成为这一市

场的有力竞争者。”

“我们在过去两年与互芯的合作中，获得了许多

在开发、营销、市场以及客户支持方面的宝贵经验，

也建立起稳固的工作关系，这大大降低了收购引起

的整合风险，并且增加了我们未来产品的市场接受

度。我们合作开发的基带芯片在同类产品中集成度

最高，正在开发的下一代基带产品包括 WCDMA 和 TD-

SCDMA 等 3G 产品。我们计划聘请约 45 位互芯员工，

其中大部分为工程师。互芯基带产品在过去一段时

间里迅速获得市场份额，我们计划利用现有销售渠

道和借助我们强大的客户基础，继续扩大其市场份

额。”

“我们期望通过强大的研发能力和高效的营运模

式，结合我们在产品集成、电路设计及有效降低成

本的核心竞争力，把 RDA 过去在其他产品上的成功

复制到基带芯片市场。基于 RDA 的市场地位和牢固

的客户关系，我相信现在进入基带芯片市场是合适

的时机。技术优势将使我们能够利用基带芯片市场

的巨大商机，推动 RDA 未来的增长。”

华平投资同为 RDA 和互芯的主要股东，本次交易

已被 RDA 审计委员会的独立董事审核批准。

（来源：《我爱研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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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手机芯片战 联发科 MT6573 首战告捷

占有技术优势的高通在 3G 市场上高出对手联发

科一筹，推出的 QRD 策略对联发科也是一大威胁，

而联发科在 3G 市场上却久攻不下。面对高通的积极

抢攻，联发科势必要采取价格战。曾经在 2G 市场无

比风光的联发科，在 3G 市场上能否续写辉煌，与高

通相抗衡，各界对此都很关注。

在 2G 市场靠着“Turn Key( 交钥匙 )”模式获得

巨大的成功，但是对于联发科想要转向 3G 市场，外

界普遍不看好。原因在于，2006 就曾宣布进军 3G 市

场的联发科，在技术、研发成本、专利等问题上，

都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因此直到去年才发布了第一

款 3G 芯片。不过，随着首款低价智能手机解决方案

MT6573 的推出，低廉的价格加速大陆本土品牌千元

智能手机的普及，联发科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MT6573 不仅主打低价手机，也出货给大陆白牌

平板电脑厂商，刚一推出就获得大陆了本土品牌的

欢迎。而联想 A60 不仅带动了此款芯片的出货量，

也吸引其他厂商采用该解决方案，据统计大陆已有

20 家以上智能手机客户。对联发科来说，MT6573 的

销售超出预期，也让联发科在 3G 市场第一战告捷。

随后，联发科更在 2012 的 MWC 中推出升级版

的 MT6575 解决方案，在公板选配 Combo 芯片组，不

仅降低成本，也让手机可以以市场、价格、渠道弹

性选择，强调让客户在短时间内可以将手机上市。

MT6575在推出后也立刻受到关注，获得华为、联想、

天宇等手机厂商的采用。此外，联发科计划在下半

年推出双模（TDD 及 FDD）LTE 手机芯片组，希望能

走出和高通不一样的路。

（来源：《我爱研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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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日本制造”的加拉帕戈斯危机 

一夜之间，加拉帕戈斯——距南美大陆一千余

公里孤悬于东太平洋上的厄瓜多尔群岛，成为挂在

日本制造业尤其是诸位消费电子大佬嘴边最频繁的

地理名词。

177 年前，这个仅 8000 平方公里后来却被誉作

“生物进化博物馆”的地方，激发搭乘“猎犬号”

海洋考察船无意中到访的查尔斯·达尔文的灵感，

“进化论”横空出世，从此照亮人类对于世界和自

我认知的全新领域。而现在，所谓的“加拉帕戈斯

进化”则是日本业者悲惨现实的写照，继而化身漆

黑未来的梦魇。

2010年，日本的数码电子产品出口9100亿日元，

进口却是 1.05 万亿日元，首现逆差；2011 年裂纹

继续，逆差增至 2000 亿日元。要知道，仅仅在 7

年前，这个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拳头产品还实现了1.79 万亿日元的净出口产值。

一直以来，以消费电子和汽车业双轮驱动，秉承

美国质管大师戴明的“低成本，高质量”理念，“日

本制造”罕逢对手。但现在轮到他们走背字了。截

至 3 月 31 日，在东京证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中，

松下、夏普、索尼以财年净亏损 7800 亿、2900 亿、

2200 亿日元位列黑榜前三甲。仅看电视业务板块，

这是松下连续第 3 年、索尼连续第 9 年出现巨额财

务赤字。

究竟是什么力量摧枯拉朽地将昔日骄子踩翻在

地？

不断升值的日元自然成为首个标靶。据日本政府

近日对国内各大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2012 年日元

一年期兑美元预计汇价是 80.3 ∶ 1，这是 1985 年 9

月 22 日“广场协议”后的最高价，而两年前的共识

是 88.4 日元。一般而言，只有当日元兑美元维系在

82 ∶ 1 的汇价水平上，以出口为主导的日本经济才

有利润可言。

但有一问题却无法解释，货币升值固然不利成品

出口，但却能降低原材料进口的支出，在长期以来

的“进口加工，整件出口”的产业链两端，企业所

承受压力未必如他们所宣称的那么大。

真正的问题是，在核心技术上仍然保持领先的日

本企业素来擅长为本国消费者生产功能多到无以复

加的电子产品，然而一旦脱离自成体系的有线和无

线应用环境，又敝帚自珍不愿将关键部门有限度开

放以迎合全球化制造时代的新格局，即便是部分创

新性产品也只能在日本 4 个大岛上转来晃去而难以

走出国门。无怪乎标普要将松下和索尼的远期债务

评价从 A﹢和 A降为 A﹣和 B﹢﹢了。

连日本自己的评论家也嘲讽说，我们可以为

一部 iPhone 提供 60% 的零部件，却再无能力奉献

Walkman、单枪三束这般风靡一时全球通吃的革命性

产品和颠覆性技术了。残酷现实是，一度占到世界

七成份额的日本电视，受制于面板业又无任何后发

技术可供弯道超车，目前已只能将将守住 38% 的市

场，较后起之秀韩国仅领先两个百分点。手机领域，

应用强大却闭关锁国、自成一派，较三星、HTC、诺

基亚差了不止几个马位。平板电脑，还是听乔老爷

在天堂继续得意地笑吧。游戏？原先在 105 亿美元

美国市场十强占五的任天堂，还得在“超级马里奥”

的功劳簿上再躺阵子。

说什么地震海啸，讲什么文化结构，一切成功都

乃失败之母。

遥想 11 年前，同样以制造电视机见长的日立公

司，一年亏损 4838 亿日元，被迫调整产业发展方向，

至 2011 年已摇身变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商，净利超

过 2000 亿日元，真正“换了人间”。去制造化，轻

资产化——日立经验给一众同行不小启示。

不破不立，大破大立，Made in Japan 到了最关

键的时刻。(来源：《 南方周末 》 文：施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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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海拟募资 45 亿美元 苹果有望成二股东

近日，知名 IT 代工企业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

集团（2317.TW）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将办理现金增

资发行普通股，参与发行海外存托凭证（GDR）和无

担保的可换股债券，按照鸿海近期平均股价 100 元

新台币 /每股计算，最多可募得逾千亿元新台币（约

合 45.37 亿美元）。与此同时，包括台媒港媒在内

多家媒体纷纷抛出“苹果将出资入股鸿海”的说法，

国内外咨询机构却更是饶有兴致地加入了苹果入股

鸿海的大讨论中。其中支持者认为双方的合作将更

紧密，反对者则认为合作加深不需要以股权捆绑为

基础。

至南都记者发稿为止，两家企业均未就入股

事宜做评论，而资本市场却爆发出了异常的“兴

奋”———昨日台股收盘时，鸿海精密股价上涨了

3.18%.

募资额最高可达 45.37 亿美元

继入股日本夏普之后，鸿海精密又有大动作。来

自其股东大会的消息———为了配合成长需要，公

司将发行 10 亿股以内的海外存托凭证，以及 180 亿

元台币以内的无担保的可换股债券。预计两项募资

计划相加，集资额最高达 45 .37 亿美元。消息一出，

台湾金融界率先把鸿海最大的客户之一美国苹果公

司拉了进来，认为美国苹果公司可能会认购这批海

外存托凭证。

若全额认购，苹果更将取得鸿海精密大约 9 

.35% 的股权，而成为鸿海的第二大股东，仅次于现

时持股 12.09% 的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台湾金融界抛出了至少

两点理由。其一，苹果与鸿海精密合作关系紧密。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苹果市值已突破 6000 亿美元，

可动用的现金储备高达 976 亿美元，入股鸿海后，

苹果有望进一步整合其供应链，鸿海更是乐观其成

———根据花旗环球的预估值，鸿海精密 2011 年总

营收为 3 .57 兆新台币（约合 1200 亿美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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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苹果公司就“贡献”了 1 兆新台币（约合 336 亿

美元），占比超过 28%.2010 年该比例为 22.7%

其二，入股鸿海精密对于苹果而言将是极佳的“形

象工程”，鸿海旗下富士康的“血汗工厂”形象已

然波及苹果。越来越多的第三方非盈利机构、学者

和消费者认为苹果公司早就知道代工商富士康员工

工作条件辛苦，但除了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及的一些

虚化内容外，并无实质措施干预其中。双方股份“捆

绑”后，苹果只需要少量实际动作，便能为改善自

身形象带来很大帮助。

库克执掌苹果增加入股可能性

至南都记者发稿为止，鸿海精密除了承认将募资

外，并未透露任何信息。苹果公司有关人士则向南

都记者表示，不会对没发生的事做任何评论。不过

这并未阻挡业界对此事的关注，继台湾金融界之后，

国内外咨询机构亦相继加入了苹果入股鸿海的大讨

论中。

 “自蒂姆·库克（Tim Cook）接任苹果 CEO 以

来，苹果公司在很多领域出现了零的突破，包括慈善、

CEO 高调访华、派息等等。库克积极主动的风格可见

一斑。”华捷咨询分析师李元凯认为，有鉴于此苹

果入股鸿海精密并非不可能。加之原 CEO 乔布斯离

世后，苹果 iPhone4S、新 iPad 等新品的影响力明显

走弱，库克正积极通过其他手段来保持公司在资本

市场的强势地位。“事实上苹果市值突破 6000 亿美

元的表现，多少证明了库克的做法是奏效的。”

此外，过去任职苹果 COO 时，库克的主要工作便

是管理供应链，他在这方面能力更被业界认为“远

超乔布斯”。若继续“扬长避短”，库克理应加深

与鸿海这类主要供应商的关系。

不过业界也有不同意见。iSuppli 公司消费电子

和半导体首席分析师顾文军便对媒体表示，双方（苹

果和鸿海）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例如鸿海将部分

股份出售给苹果，但要让苹果成为大股东之类，没

有太大的可能。

鸿海股价提前反应

据了解，鸿海精密这两项增资方案将在 6 月 18

日的鸿海股东会上进行议决，才会确认具体规模。

但就在这种没有实质结果的状态下，资本市场已然

迸发出了强烈的“激情”。昨日台湾股市收盘时整

体上涨 0.21%，超越地区股市表现。其中鸿海精密更

是表现突出，上涨 3.18%. 除了苹果这个“潜在股东”

外，此前鸿海精密宣布 3 月营收同比增加 30%，也被

视作诱因之一。

此外，苹果公司若入股鸿海精密，可能产生的影

响亦被人拿来与当年“股神”巴菲特入股比亚迪相

比较。

2008 年 9 月 29 日，比亚迪电子开盘即大涨

71%，当天其控股公司比亚迪股份暂停交易，随后公

告巴菲特的伯克希尔 - 哈撒韦公司旗下附属公司中

美能源与比亚迪股份签署了策略性投资及股份认购

协议。和巴菲特的“投资眼光”相比，股价表现斐

然的苹果亦毫不逊

色。其强劲的盈利能

力远超以规模化代工

业务为主的鸿海精

密，无疑能为后者带

来巨大的想象空间。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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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加法”式扩张：终结“利润换市场”

处于“爬坡”期的中兴通讯，正以行业最快增速

向前奔跑。不过，代价是利润的大幅下跌。

中兴通讯最新发布的 2011 年财报显示，在刚刚

过去的2011年，中兴通讯实现营业收入862.54亿元，

同比增长 23.39%。与行业第四名诺基亚西门子的距

离越来越近。

但收入大幅增长同时，中兴通讯的利润却同比下

降 36.62%，2011年中兴实现净利润 20.6亿人民币，

去年同期为 32.5 亿元。对这一现象，3 月 29 日中兴

通讯总裁史立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大力发展智能机

业务所致，终端业务毛利率下降，占公司收入比重

上升。

事实上，除终端之外，中兴对“大国大 T”( 主

要国家主流运营商 ) 市场的开拓，在取得规模增加

同时也带来了投入增加。数据显示，中兴去年在运

营商网络方面的成本比 2010 年增加 9.49%。

在“利润”与“市场规模”的选择题面前，2011

年中兴明显侧重了后者。经过一年以利润为代价的

血拼之后，中兴期待在 2012 年迎来更多利润收获，

特别是在终端市场。

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表示，“今年会进一步加

强精细化管理，提高研发效率，采取结算制提升业

务单位的效率，相信利润收入在今年的平衡会较去

年有较大进步。”

押注终端

按不同产品线划分，中兴内部大致分为“运营商

网络”、“终端产品”、“电信软件系统、服务及

其他产品”三大块。其中，传统运营商网络业务仍

是中兴核心业务，但手机终端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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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确定向智能终端战略转型以来，中兴的手

机业务取得了快速的发展。2011 年，中兴手机总体

销量保持快速增长，特别是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超

出 1200 万部目标，同比增长 400%。

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何士友之前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中兴计划 2015 年手机业务收入超过 1000

亿元人民币，占整个集团收入比重达 50%。在刚刚过

去的 2011 年，这一比重约为 31%。

事实上，从中兴通讯 2011 年财报也能看出，三

大产品线中“终端产品”的增量最大。2011 年，中

兴通讯运营商网络产品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65.22

亿元，同比增长 10.83%；终端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269.33 亿元，同比增长 52.63%；电信软件系统、

服务及其他产品实现收入 127.99 亿元，同比增长

24.46%。

据 Gartner 最新报告，按出货量计，去年第四季

度中兴已上升成为全球第四大手机厂商。来自中国

本土及法国、英国、美国等海外高端市场的增长成

为中兴手机终端销售增长的主要来源。

但中兴手机快速增长背后，却是典型的“利润换

市场”行为。何士友自己也承认，“去年为大规模

启动市场，利润方面做了一定牺牲。”

如去年中兴最知名明星机型 Blade 880 系列，单

单这一机型在 2011 年销量就超过 800 万部。但这类

“千元智能机”最大问题就是利润低，只能依靠巨

大规模压低成本来获得少量利润。

体现在财报上，2011 年中兴终端业务的营业成

本比上一年增加 59.8%，达到 228.4 亿元人民币。

对中兴手机来说，下一步难题将是“增量”后如

何才能“增利”？史立荣表示，“对智能手机整个

产业链的把握需要过程，未来我们将在技术创新上

下功夫，品牌和渠道上的短板也将进一步强化改进。”

另外，史立荣认为中兴手机出货量大增也有一个

好处，那就是手机总量较大，后续在成本控制上较

其他厂商具有优势。按中兴预计，2012 年手机业务

利润将回升。

中兴加法

“今年全球经济形势尚未明朗，欧债危机还在持

续，中兴通讯将面临相对复杂的环境，同时也存在

一些机遇。”对于今年的市场形势，史立荣认为，

在传统电信设备领域，中兴仍有很多机会。

如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动移动网络规模

性的建设，与之配套的宽带化建设也将陆续展开，

运营商需求也在随之发生转变，“综合的解决方案

与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成为关键。”

对于全球市场，史立荣表示，中兴正处于和全球

主流运营商开展合作的关键时期。“未来公司将继

续致力于产品的技术创新，从产品经营向方案经营

转型，深化大国与主流运营商的战略。”

除此之外，中兴还在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事实

上，在行业增长逐渐见顶的情况下，全球主流电信

设备商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转型策略。以爱立信

为代表的国际厂商开始更加聚焦，而中兴、华为等

则是扩张做加法。

爱立信已经出售其所持有的索尼爱立信股份，彻

底放弃终端业务。爱立信 CEO 卫翰斯之前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智能机的利润率很低，爱立信未来不

会重返终端市场。爱立信的想法是，致力于创立通

信业的标准和核心专利，通过让更多设备联网而使

其利益最大化。

但中兴思路显然不同，去年除在终端业务大获发

展之外，中兴通讯在政企网业务领域也取得了高速

增长。史立荣说，“国内市场，去年实现政企网收

入翻番，增长势头很好，希望未来能继续保持。”

据记者了解，去年中兴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

成立了专门针对政企网解决方案的部门，未来中兴

在政企网还会进行全面的市场拓展。事实上，中兴

通讯的政企网业务已连续三年实现了翻番的增长。

虽然，目前政企网业务的体量与传统运营商网络

业务及终端业务相比还太小，但史立荣很看好其增

长前景，也是中兴进一步加强海外拓展的重点。“中

兴在海外大国的政企网市场已经初具基础，在大国

的中小企业开展分销服务，希望未来逐步成为公司

业务增长的支撑点。”

（来源：《 21 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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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危机四伏 致风险陡增

近日，路透社撰文称，华为公司 2011 年度财报

或将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

文中称：全球电信设备的支出正在减缓，包括交换

机、集线器和基站。华为则在其他诸如智能手机和

MediaPad 平板电脑等新的领域快速发展。

此次，路透社对华为

2011 年度财报的预测还提

到：“华为销售额预计将

达 2000 亿元人民币 (317

亿美元 )，其中约三分之

二 (210 亿美元 ) 的收入

来自于电信设备，这一数

图“三足鼎立”。

不仅如此，华为与其他伙伴的合作，也同样让人

感受到“大象”不可撼动的压迫。当年对港湾网络

的收购，李一男从最初“响应号召”内部创业，创

立“港湾网络”作为华为分销商，直至后来被“一

封匿名信”导致纳斯达克上市失败，以及最终被华

为收购。无独有偶，2007 年华为以 8.82 亿美元售

出 3Com(H3C)49% 股权，到后来 3.63 亿美元入股

3Com16.5% 股份的“回马枪”事件，以及对华为赛门

铁克的收购事件都显示出华为合作方的最终收益没

有实现最初的设想。

与大象共舞的危险，让合作伙伴对于华为的警惕

性增强，而华为倚重的海外市场这个时候也偏偏不

太给力。随着欧债危机加剧及中东局势动荡，华为

海外市场的发展阻力不断加剧。

近日，印度最高法院要求政府取消多家电信运营

商共计 122 张运营牌照，意味着这些设备商将不得

不面对来自印度市场的回款风险。而最新数据显示，

华为已向多家面临牌照危机的运营商出售了总计约 8

亿美元的网络设备。熟悉此事的两位业内人士称：“至

今还没有部署网络，现在又被取消移动牌照的企业

可能会面临无法付清欠款的问题，银行不可能再给

它们任何支持，这些企业可能会选择退出电信市场。”

同样，华为与禁运国之间的生意也影响了华

为打入美国市场的难度。之前华为收购 3COM 公

司，美国以“恐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进行调

查，致使华为此次海外并购失败。全球律师事务所

FriedFrank 合伙人、前美国商务副部长马里奥·曼

库索 (MarioMancuso) 表示：“华为的处境显然已经

严重恶化。”

全球经济疲软，电信业的增长黄金十年已经过去，

勒紧裤带的日子马上就会来临。华为在利比亚、伊

朗、埃及等中东北非的数十亿订单，也可能因为局

势动荡和政权更替而面临巨大的回款风险。任正非

在去年底的讲话中流露出担忧：华为一旦遭遇危机，

华为员工能像当年韩国人卖金银首饰那样救华为吗 ?

人力物力成本上涨，低价模式难以为继华为这样

的企业，人才是其绝对竞争力，华为员工的高收入

一直是通信行业热议的话题。刚过去的 2011 年，华

字超过爱立信2011年198亿美元的网络收入。”但是，

业内人士指出，相对于华为2010年1852亿元的收入，

增长率却是下滑了 60% 以上。如果考虑到华为在财

务费用上的刻意回避，与爱立信 130 亿元左右的利

润率相比，预计华为 2011 年度净利润或许不会超过

120 亿元，若真如此，同比下滑即在 35% 以上。

不仅如此，在业内看来，华为内部职工持股问题

也一直受市场关注，褒贬不一。在民间融资风险骤

增的当下，内部持股风险也在加大，这也可能进一

步深化华为的危机。

外部环境恶劣，致风险陡增

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与会人士透露，最近爱

立信CEO卫翰思在与投资者们座谈时，坚决地说：“称

华为去年收入超过爱立信，我不能认同 !”低成本的

扩张能带来可观的收益，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不过，华为即使在设备销售收入上超过爱立信，

但想真正成为老大，依然困难重重。

从外部环境分析，华为在与运营商的合作中，一

直被指缺乏长期合作共赢的基本态度。

华为 CEO 任正非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我们可

以举起右手支持思科，赚拥护思科客户的钱 ; 举起

左手反对思科，赚反对思科客户的钱。”这句话在

华为企业网市场上得到了论证：从 2011 年初开始，

华为高调宣布进军政企网市场，绕开了运营商，形

成与各大运营商及占据政企网市场绝对市场份额的

思科挑战之势，作为其未来的重要增长点，华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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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除了按照以往的惯例，呼吁员工把股票分红和奖

金留在账上，现在又提倡大家把工资也留在公司。

华为内部账户的建立，把流动资金几乎百分百地圈

定在了企业现金流之列。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如果

华为员工人均月存 5000 元，按照 10 万人的规模，

华为每月可从员工身上吸收的资金将达5亿元之巨，

一年的集资额可达 60 亿元，完全可以替代之前被银

监会禁止的虚拟受限股融资。同样，这 60 亿变相增

加了华为的利润而并非生产成本，使年报变得“好

看多了”。

但在民间融资如此风声鹤唳的当口，这是否会产

生间接骗贷的嫌疑呢 ? 此问题显然成为一个关注的

焦点。

除了法律风险外，更严重的危机在于，这种模式

的稳定性直接关乎员工的去留，并且存在公司资金

挤兑的风险。知名网友南子瑶 (前华为员工 )认为：

华为 2011 年度财报如果难看就很麻烦，首先是养不

起这么多人，其次是干了几年的骨干员工，因为得

不到有效激励会跑掉。在华为工作非常辛苦，身体

都累垮了，为的就是那点高薪水，一旦钱少了，失

去了薪酬竞争力，立刻就跑光了。

最重要的是，华为员工挣的钱大部分都买内部股

被公司拿去再融资，每年只拿有限的分红，公司发

展好的时候，大家有稳定的固定收益，一旦公司发

展受阻或增长放缓，分红减少或者不分，员工们是

否会像银行一样出现挤兑的冲动 ? 因为跟公司没有

任何融资凭据，工资、奖金、分红全在公司内部账户，

换谁不会担心 ?

不久前，从深圳地税局相关人员处了解到，华为

2011 年上半年纳税贡献同比下降达 30 亿元，如果不

是合理避税，无疑透露出华为面临的实际增长困境。

任正非在去年底的一次公开汇报中透露，华为 2011

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只有 7.5%，此增长率相较过去

多年 20% 以上的增长率已大幅下滑。

另外，华为 2011 年的专利费用、并购支出、运

营成本等也将消食大量利润总额。据公开数据显示，

华为给员工派发的内部虚拟股分红已由 2010 年的

3.98 元骤降至于 1.47 元。面对未来人民币持续升值

所导致人力资源和设备价格上涨，华为将逐渐丧失

价格竞争优势。

一位业内电信专家指出，企业的营业额可以每年

增长 100%、200%、300% 甚至没有上限，但企业的综

合“软能力”每年增长不会高于5%，这是客观规律。

按照目前华为的“软能力”，其组织只能支撑到 500

亿元左右的服务，超过这个规模后的这两年，华为

的服务成本、财务成本、全球运作管理成本等大幅

度上升，盈利能力与运作能力必然会吃紧。而当如

今电信行业突然疲软之时，这种处境带来的不利因

素，就会显得越发严重。从 Telenor 对华为的诉讼

也可以推测，华为的交付能力遇到了障碍。

接班人困局惹猜疑，业内看未来迷茫

与中国很多私营企业一样，华为的职业经理人阶

层，充斥着各种说不清楚的家族裙带关系。而一直

令业内有争议的是，孙亚芳名义上是华为的董事长，

但真正的决策者是否仍然是任正非。另外，企业的

几个关键岗位如研发、采购、财务、人事等，仍然

是任氏家族把持——主管采购的弟弟任树录、主管

财务的女儿孟晚舟以及任正非的亲妹妹郑黎主管人

事 CSR，任正非的儿子任平则在人事、IT 领域担当

要职，要害部门全部为亲属把控，一直遭到非议。

据相关人士推断，如果不出意外，任正非或将在

最近两年退到幕后，而接班人问题早早就摆在台面

上，行业内外众人猜疑不断。然而，当事人任正非

却一直表现得模棱两可，远不如同为家族企业的美

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那么豁达。

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讲话中，任正非提到了

接班人的问题—在董事会领导下的轮值CEO制度。“任

孙搭档”的时代或许画上句号。而由八位领导轮流

执政，每人半年，经过两个循环，也许是这种无意

中的轮值制度，平衡了公司各方面的矛盾，使公司

得以均衡成长。但是高管换届就像过眼云烟，依赖

于半年换一届的 CEO 轮值，公司政策和方向很难持

续贯彻和落实，偏失了企业的坚定方向。只有长期

规划，长远谋略，才能保证长远发展。接班人只能

唯一，八大臣议政，或许还是不适合华为这样的企

业。

同样是华为员工在心声社区上发言表示：任总的

讲话看似为轮值 CEO 鸣锣开道正式交接，而我感受

到的是老板的无奈和释然。华为第二个冬天即将到

来，大家要作好抱团取暖的准备。

柳传志曾说，在他创办联想的 26 年中，见过相

当多的企业领导者有雄心壮志，一心要把企业做大，

但没有分出阶段来实现。然后拼足全力往上攻，结

果都摔下来。他说，企业要有高远的目标，但不能

把长跑当成短跑。

任正非的梦想是让他的生命在华为延续，企业要

有高远的目标，但不能把长跑当成短跑。华为红旗

到底还能扛多久 ?全看任正非的下一步棋了。

（ 来源： 《 中国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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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立信卫翰思：获批专利超三万项 LTE 占 25%

3 月 13 日消息，近日，2012 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举办期间，爱立信全球总裁兼 CEO 卫翰思称，通过

持续投入研发，目前爱立信已拥有超过 30000 项获

批专利，较 2010 年增加 3000 项。

 爱立信首席知识产权官 Kasim Alfalahi 接受采

访时表示，电信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模效

应，只有通过标准化和技术共享才能促进整个生态

体系的发展，爱立信全球范围内已签署了超过 90 项

专利授权协议，并将继续坚持FRAND专利授权原则，

让更多企业得以投身移动通信行业。

去年获批专利增加 3000 项

2011 年对于移动通信行业来说，是一个专利争

议不断的年份，但同时专利的价值也受到高度关注，

如以获取专利为重要目标，谷歌 125 亿美元收购摩

托罗拉移动业务。虽然专利也会“过期”，但爱立

信通过不断推出新的专利，确保了专利组合始终实

现正增长。

卫翰思表示，通过长期大量的研发投入和在标准

化进程中的持续努力，2011 年，爱立信拥有的授权

专利增长了 3000 件，总数超过 30000 件。“爱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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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业界关键技术领域最强大的专利组合，并领导

了 2G、3G 和 4G 的技术发展和标准化制定工作，而

这是爱立信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爱立信每年研发投入约占总营收的 15%，以 2011

年 336 亿美元净销售额计算，2011 年，爱立信的研

发总投入高达 50亿美元。此外，爱立信也通过收购，

包括以专利为主要目标的收购，增强自身所拥有的

专利数量和质量。如去年年中，爱立信参与了北电

6000 项专利的组团拍卖，并以 3.4 亿美元获得其中

部分关键专利。

Kasim Alfalahi 表示，“很多公司知道爱立信

拥有业界最强的专利组合，无论是在 2G、3G、还是

4G 领域，此外，爱立信遵循公平、合理、非歧视的

专利许可协议 , 因此目前，爱立信已签署了超过 90

个专利授权协议。”

专利收入用于研发 不以牟利为目标

随着全球移动连接数的快速增长，与其他移动通

信关键专利的主要持有者一样，爱立信来自专利的

收入也在快速增加。卫翰思表示，爱立信将寻求从

所持有的约3万项专利中增加收入。不过，他也强调，

这并不会损害行业和生态系统的利益。“爱立信致

力于创立通信业的标准和核心专利，通过让更多的

设备联网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Kasim Alfalahi 表示，爱立信承诺向任何一

方进行专利授权，并坚持 FRAND 原则。FRAND 原则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公平、

合理、非歧视的首字母缩写 ) 是全球公认的知识产

权政策制定和活动所遵循的核心原则，它鼓励向所

有市场新进入者开放专利，同时保障专利持有人获

得公平的回报，从而进一步开展新技术的研发。“爱

立信支持这一行业实践，即每个专利持有人都应获

得与其在核心专利中所占份额成比例的合理的累计

专利费。”

Kasim Alfalahi 同时强调，爱立信的专利所得

仍会投入到技术研发中，从而使整个移动通信生态

系统得以持续发展。“爱立信的 IPR 收入仍在生态

系统内，这意味着将可以产生更多创新技术。”

持有 25% LTE 核心专利

Kasim Alfalahi 也再次强调，爱立信是 LTE 最

大的专利持有者，并相信持有 25%的 LTE核心专利。

Kasim Alfalahi 的论述基于一份经第三方认证

的调研报告。该报告分析了 2007-2008 年间向 3GPP

提交的超过 4 万项专利申请，其中 22,928 项与 LTE

有关。在这 22,928 项与 LTE 相关的专利申请中，有

3,508项获得了批准，成为了LTE专利标准的一部分。

在这 3,508 项获批的 LTE 专利中，爱立信的持有量

位列第一，比第二名多出 22%。

据爱立信市场与战略规划高级总监常刚介绍，目

前全球范围内商用和测试的 LTE 标准，其核心功能

基于 LTE 标准的 R8 版本，这一版本于 2008 年左右

定型。而对标准组织 3GPP 的会议记录进行分析即可

看出，爱立信对已发布的 LTE 标准规范产生了最深

远的影响。

作为 4G 主流技术 LTE 的提出者，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爱立信就投入开发 OFDM 技术，为 LTE 概念奠

定了基础，其也是最早将 LTE 作为 4G 通信技术唯一

标准来开展研发工作的厂商。此外，由于很多移动

通信领域的问题是跨技术次代而存在的，比如频段

的重复使用、移动性、漫游、天线系统、无线数据

的高速传输、核心数据传输的迟延等等，很早就投

身移动通信的爱立信已在 2G、3G 技术领域中找到了

相应的解决方案，其从那时候开始所拥有的许多核

心专利，同样是 LTE 技术领域的核心专利。

常刚强调，一个强大的专利持有者应当拥有一个

庞大的专利组合，而这其中的专利应当是获得批准

的、真正核心的专利。“不同于普通专利，一个开

发者在其使用标准化技术开发新产品时必须用到的、

绕不开的专利，才应被视为核心专利。”

（ 来源：《腾讯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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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业自主创新样本：两极分化严重 大唐堪忧

2006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自主创新”政策，

“十二五”规划中，“自主创新”得到进一步强调，

中国距离成为全球创新中心还有多远？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中国的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

例逐年提高，而且增速显著。

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中国在创新投入上

的增长“令人瞩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 1 月 17

日发布的《2012 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称：“中国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研发 (R&D) 支出国，

2009 年其研发支出占全球研发支出的 12%，超过了

日本的 11%，美国则占 31%。”

虽然变化明显，但如果考虑到中国 GDP 每年 8%

左右的增速，研发投入增长实际情况并不那么乐观。

即使在比重最高的 2011 年，中国研发投入占 GDP 的

比重也没有超过2%。再具体到各行各业，能担得起“自

主创新”之名的更是寥寥无几，不过，中国的电信

科技行业应该是其中走得最快的一个。

华为、中兴样本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3 月 5 日晚间发布

的 2011 年国际专利申请情况显示，2011 年，中国

提交的全球《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量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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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增速最高，并且与日本和美国占据了总增量

的 82%。

其中，中兴通讯提交了 2826 件申请，超过松下

电器成为 2011 年排名第一的 PCT 专利申请人，排名

前十的中国企业申请人还包括华为，名列第四。过

去5年，从2007到2011年，华为的排名分别为4、1、2、

4 和 4，中兴分别为 52、38、23、2、1。据本报记者

了解，华为和中兴都是将每年收入的10%投入研发，

这在中国企业中并不多见。

“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成本会低一些，但是 PCT 是

全球专利，成本也会非常高，可以说是一种巨额投入，

企业必定会慎重对待，所以我们申请的 PCT 专利是

中兴每年研发成果的最核心部分。”中兴通讯知识

产权总监王海波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成果，不少外国媒体质疑其

在国内申请专利的竞争力，而 PCT 作为全球专利的

一个重要指标，真正意味着中国企业在研发和创新

上开始与国际公司一较高下。

不可否认，中国通信企业在 2G、3G 的基础专利

方面与国外公司还有一定的差距，目前与国外公司

的专利交叉授权也只能处于支出大于收入的阶段，

相比之下，爱立信的专利授权一直处于净收入的状

态。

不过，在即将到来的 4G LTE 领域，虽然不及爱

立信 25% 的专利份额，中外企业在技术和专利上的

差距有大幅缩小，从而带来中国企业在市场份额上

的快速追平。“LTE 市场将比原来的 2G、3G 市场更

快分出胜负。”爱立信市场与战略部高级总监常刚

对本报记者表示。

两极分化严重

与领先者相比，电信行业的整体情况却没那么

“美”。记者查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近 5

年来的国际专利数据发现，虽然华为和中兴两家企

业相对领先，但前 50 名企业申请人中，2007 年只有

华为一家，2008 年开始变为华为和中兴两家，一直

到 2011 年变为 3 家，但这第 3 家企业是华为的子公

司——华为终端，本质上来说，还是只有华为和中

兴两家。

“这反映出中国整体创新能力偏弱，因为创新的

结果，最快的反映是专利和技术。每年的专利技术

的排行，就是每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排行。”王海波

认为，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知识产权的文化比较

薄弱，很多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认识不到

位，所以谈不上创新结果向知识产权的转化率问题。

一位曾在思科任职的华为技术高管前不久对记者

表示，在他看来，中国科技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差距

在于难以准确预测多年后的技术方向并大规模投入。

虽然政府每年在研发上投入巨大，但这些投入最

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企业的创新成果，再转

化为市场竞争力，实在不得而知。

记者还获悉，在某一次科技进步奖的评选过程中，

因为一家运营商的董事长意外到场，评选人员就临

时将该运营商的申报项目改为获奖项目，获奖与不

获奖的差别在于能否获得政府几千万元的奖励资金。

“评价一个公司是否优秀，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

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这个企业能否有这样的认知：知

识产权是公司长期发展、基业长青的核心要素和核

心战略。对于很多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讲，知识

产权对于他们来说更多是形式上的东西，比如说获

得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又或者宣传的需要

等等。”王海波表示。

目前就中国的电信行业而言，能够与国际企业同

台竞技的只有华为和中兴两家。即便是在中国自主

创新的 3G 标准 TD-SCDMA 以及 4G TD-LTE 上占有较

大比重知识产权的大唐，市场竞争力仍然堪忧。

(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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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iPad 平板退烧：苹果创新尴尬遭遇“去魅化”

假
如乔布斯在世，眼前一幕一定令他不爽：几天

前，“New iPad”发布时，过往粉丝彻夜排队

的场面已不再，人们觉得这产品没啥新鲜。而美国

科技网站的一个恶作剧，则进一步显示出，苹果的

魅力正在快速消退。

新平板退烧：苹果“去魅”

几天前，苹果 iPad 第三代“New iPad”揭去神

秘面纱，市场似乎没多少膜拜情绪。

首发当日上午，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李世鹏去

了 Palo Alto 的苹果店，他看到在外维持秩序的苹

果店员工数量，比排队的消费者要多。他在微博里说，

店里货源充足，不限购买数量，并夸了一下高分辨

率的屏；加拿大中国留学生李玮说，首发日下午，

他路过一家冷清的苹果店，起初以为新品已卖光，

进店一问货源充足。

要知道，李世鹏去的 Palo Alto 还是“硅谷的中

心”，其他店可想而知。与前两代iPad发售场景相比，

反差巨大。

大洋彼岸也冷清。New iPad 水货涌入深圳华强

北第二天，价格便跳了水：16G WiFi 版零售价，已

从首日 4500 元降至约 3800 元。

苹果官方数据似乎很乐观。它说新 iPad 预订数

已超过 300万台。但公众质疑开始增多：冷场背后，

苹果创新是否遇到瓶颈？

遭遇“去魅化”

“一代不如一代。”中关村店主张浩拿到新

iPad 后说。

半个月前，他告诉记者，New iPad 预订价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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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村曾炒到8000~10000元之间，如今已降到3800元。

他说，反倒是 iPad2 买的人多了起来。

网上一段视频或能说明问题。美国科技网

Gizmodo 搞了个恶作剧，它拿 iPad2 去商业博客

Gawker 采访，谎称这是新 iPad，让该公司职员谈使

用感受，受访者们对着 iPad2 一阵猛夸：轻薄、速

度快、屏幕好……

事实上，新 iPad比 iPad2厚 0.6毫米，重 51克。

这让果粉们大跌眼镜。甚至有人称，乔布斯绝不容

忍这种不完美。

知名科技博客 Tech Crunch 直言，新 iPad 升级

基本体现在硬件上，不是苹果路数。

新 iPad 硬件最大亮点在更高分辨率的“视网膜

显示屏”，并支持 4G 传输。但分析人士指出，分辨

率提高会造成应用软件增大，以前 iPad2 上 10 多兆

应用，移到 iPad3 上就成了 30 多兆，16G 新 iPad 会

成鸡肋。4G 网络虽提高传输性能，但极为耗电，直

接导致产品变厚。

更大危机或在于用户倦怠期。艾媒咨询曾调查国

内平板电脑用户，结果显示 2011 年前三季，用户花

在产品上的时间越来越短，用户日均使用平板电脑

时长小于 0.5 小时的比例，从第一季 23.3% 跃升到

第三季 56.6%；而时长在 0.5~2 小时的用户比例则由

39.8% 减至 26.1%；日均使用时长超过 4 小时的，则

由第一季 5.6% 降低至第三季的 2.2%。用户的消费与

使用行为走向理性。

艾媒咨询 CEO 张毅说，人们没太多时间使用平板

电脑，未来它恐怕只能在教育等专业垂直应用市场

保留空间。

创新危机

苹果创新能力弱了？离开乔布斯的苹果似乎少了

想象空间。

易观分析师王颖观点很直接。他说苹果已遇到创

新瓶颈期，但 iPad 产品仍有乐观前景。

IT评论人士洪波认为，苹果创新能力并没下降，

只是大家希望看到惊喜，而苹果大部分产品都没惊

喜，每代产品不过正常升级。

 “现在市场上没有人能跟得上苹果，所以它没

必要跑那么快，变成了一点一点的进步。就像当年

跳高冠军一样，要一厘米一厘米地突破。”中国移

动互联网产业联盟常务副理事长李易说，新 iPad 已

被预定达 300 万部，不能说创新能力减弱。

不过他也强调，苹果将从卓越恢复为优秀企业，

能否继续引领潮流，尚难预料。

对手也在逼近。王颖认为，平板领域，苹果遭遇

的竞争压力有两点：面对群体围攻，单一产品难应对；

硬件、价格比拼，将迫使其改变定价和配置策略。

比如三星。在一封公开信中，三星直言 Galaxy 

Note 远超苹果新一代 iPad；Google 预计 5 月在美欧

同步发行新品；微软正计划和诺基亚、华硕合作推

出 win8 平板电脑。

不过，短期动摇苹果地位不可能。IHS iSuppli

预计，2012 年苹果占全球媒体平板电脑出货量预计

仍高达 61%，继续保持统治地位，2014 年出货量约

52%。

烦恼的中国学徒

和在苹果甚至全球平板电脑市场一路高歌猛进的

局面所不同，国内的平板电脑市场有些不一样。

去年年底，艾媒咨询集团 CEO 张毅曾走访了国内

几家知名电子品牌在广东深圳、东莞、清远的平板

电脑工厂。在那里，他发现积压成山的平板电脑设

备和半成品，有些工厂已经在为过年发工资而惆怅，

货品大量涌入，严重滞销。

三四个月过去了，这些厂商通过 OEM 或是海外市

场销售等途径对一部分积压的库存进行消化。但他

们原本在平板电脑上大干一番事业的计划基本全都

停滞。

“很多企业做 OEM，都是计划在给大公司代工一

段时间后学到经验，推自己的平板品牌，但现在他

们发现，连自己代工的大企业平板电脑都卖不动，

还谈什么自建品牌？”张毅说。

还有业界人士透露，原本打算杀入平板电脑市场

的 OPPO 也铩羽而归，其平板电脑团队全部调岗至手

机业务。

这或许预示着 2012 年国内的平板电脑市场将是

一个噩耗。

宏碁董事长王振堂此前一直对外传递“平板电脑

热开始降温”的声音。王振堂表示，一旦平板电脑

市场饱和，消费者更新换代的积极性要低于笔记本，

所以平板电脑销量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停滞不前。

而在大屏智能手机以及笔记本电脑甚至超级本的

夹缝下，消费者对于平板电脑的取舍出现矛盾。有

调查显示，消费者普遍反映虽然欣赏以 iPad 为代表

的平板电脑时尚的酷感，但却很难找到合适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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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是娱乐还是办公？似乎都有功能更强大的手

机或者电脑，那是平板电脑无法完全替代的。

而 New iPad 提升硬件配置，但上市价格维持老

款价格不变的销售策略对其他平板电脑厂商来说无

疑是放了一声冷枪。后续上市新品的其他厂商在技

术无法追赶的情况下只能一再压低自己的价格，平

板电脑市场的价格战将更加激烈。

对于华硕、联想等终端厂商进入平板电脑市场，

尽管增长迅速，但产品同质化和市场培育尚不成熟

依然是不可绕过的两大障碍。

苹果创新的尴尬

徐洁云

苹果创新有没有到一个疲惫期？一个动作可以告

诉你，那就是它的分红信息。

前天，苹果宣布了手中 1000 亿美元现金处置方

法，17 年后，它决定拿出部分向股东派息。我从这

一动作中看到的是创新困境，而非财富字眼。

首先最近 10 年来，它的一系列产品从 iPod、

iPhone 到 iPad 以及 macbook 系列等都极受欢迎；同

时，苹果甩掉了制造环节，全部生产外包，成为了

一家轻公司，得以增强其对抗经济周期的能力，也

更利于利润囤积。

此外，在对外并购方面，苹果历来没有太大规模

的手笔，历史上苹果的单一并购案金额从未超过 5

亿美元，它向来都是借由并购小公司来取得产品线

扩充所需的知识产权。

实际上，苹果此前曾想过不少花钱的方法。譬如，

它对大量关键供应链厂商进行了投资，在他们的大

量设备固定资产中占有权益。又譬如库克近年来一

直大把撒出钞票来对一些关键零组件产能进行买断

式囤积，这令它的竞争对手们苦不堪言。

但苹果的现金流产生能力如此恐怖，它依然有大

量的钱花不出去。从数年前起，人们就认为，苹果

应当考虑分红回馈股东们。

不过，17 年来这从未成为事实。不分红很大程

度上缘于乔布斯的个人意志。自从 1996 年回归苹果

之后，他就多次表示过反对态度。

他坚信，未来将有一个或多个非常具有策略

性优势的机会出现，届时手中强大的现金部位就

可以派上用场。这可谓充分表现出乔布斯“Stay 

foolish，stay hungry”的信条，他强调其独断，

又对未来充满忧患意识。

但这是否必要呢？启明创投董事总经理甘剑平

说，这是乔布斯的偏执。实在难以想象，苹果收购

什么样的公司需要千亿资金。这笔钱足以把戴尔、

雅虎、百思买、动视暴雪等一众公司打包买下。除

非它想买正当红的 Facebook，但可以猜到扎克伯格

肯定不肯卖。

库克也说，分红并不影响苹果对未来战略机会的

把握。实际上，即便加上回购计划，三年内累计回

馈 450 亿美元，苹果依然有钱随时完成他所需要的

收购或投资。

另一方面，苹果分红也显示出，它已经实在找不

到比其自身运营更赚钱的投资方式，分红将提高股

东们的投资收益，让他们借此进行其他投资。

分红背后的创新难题在于，苹果眼下只能扮演一

个产品改良者，而非革命者。iPad 系列已令大众审

美疲劳。

当然，它并非没有创新。苹果电视一直在酝酿上

市，它或许将带来新的变革。但笔者认为，由于电

视领域的消费场所主要位于居室，苹果的模式未必

完全能够复制成功。尤其是在中国，这一领域掌握

在广电体系手中，苹果电视模式落地恐怕不太容易。

从 iPod 到 iPhone 再到 iPad，苹果的商业模式

开始呈现威力。当硬件终端开始遭遇困境时，它开

始无孔不入地侵入应用服务环节。

(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 ）



研发专辑    58

研发专辑 R&D TIMES · IT 数码

三星电子变阵 与苹果索尼鏖战“四屏融合”

“凭借融合互通战略，三星将再次引领技术发展

趋势，这不仅取决于全新发布的产品，也体现为三

星投入的创新激情。”在昨日的2012中国三星论坛上，

三星电子大中华区总裁金荣夏特别提到了“互联互

通”———大会现场几乎所有产品线的新品，内里

都蕴含着“融合”概念。一直以来，三星是少数拥

有从元器件开发到终端品牌完整产业链的电子消费

企业，正因为如此，即便其品牌历史不及索尼、松下，

却仍能与之并驾齐驱甚至逐步超越。然而，苹果公

司用了更短的时间便登上了电子消费行业的宝座。

三星要超越，单靠产业链优势还不够。于是，和索尼、

苹果一样，三星也瞄准了融合，特别是四屏融合。 

欲“打破”产品界限

又是一年三星中国论坛。和过去一样，本届论坛

上三星依然按不同的产品线划分，挨个发布了多款

新品。但相比过往割裂的介绍，这次三星有个能把

所有产品“一网打尽”的主题———“智无界、行

无疆（PushingBoundaries）”。

该主题突出强调了三星电子在全球范围内提出的

融合互通愿景。也因为将重点放在了“打破界限”上，

无论电视机、手机还是智能家电和照相机，此次所

有的三星新品都显得有些“不安本分”，例如照相

机增加了智能系统和 W IFI 功能，电视机多了强化

的应用商店等等。

按照三星官方的说法，“通过最新的产品和技术，

三星会以全新的方式实现电视到手机、平板电脑到

笔记本电脑、照相机到智能家用电器之间的互联和

体验，打破以往电子设备以及跨平台内容间的界限

和阻隔，使用户可以随时在不同终端之间实时任意

切换和共享内容。

此外，此次三星还公布了去年在中国的销售数据

———95 亿美元，较 2010 年增长 32%，增幅高于三

星的全球销售增长率（21%）。且三星显示器、手机、

46 英寸以上电视和多功能一体机均保持市场占有率

第一的位置。

三星与苹果的下一个战场

从上市公司的角度，三星电子大可不必将中国市

场的细分销售额数据公之于众。之所以这样做，业

绩本身的“辉煌”是最大原因，95 亿美元绝不是个

小数字。不过剔除家电业务，在其他产品线上与三

星高度重合的苹果公司也不甘示弱，2011 年苹果大

中华区营收高达 130 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苹果预

计年内将推出电视机产品，和三星一样完成包括电

视、电脑、手机及平板电脑在内的“四屏”布局。

同属中国销售额“百亿俱乐部”，三星和苹果的

优势点却不太一样。一直以来，对比苹果公司，三

星电子才是硬件端垂直整合的高手。从“猎户座”

处理器、闪存、液晶显示屏这类元器件产品，到几

乎所有类别以电力驱动的个人消费终端“SA M SU N 

G”品牌均有涉足。

至于苹果公司，其优势在于另一种“垂直整合”

———软件和硬件，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创新”

能力。这看似虚无缥缈，却是苹果无法被别人模仿

的地方。

然而，当这两家企业把各自的优势均发挥到极致，

且都在市场上取得了彪炳的战绩后，他们需要另一

种方式来决定胜负。不容置疑，四屏融合最适合成

为下一个主战场。

 电子消费巨头齐喊融合

“把手机、电视、电脑、平板电脑的屏幕连接起

来，实现各种终端之间的无缝切换，这并不是一个

新概念。”华捷咨询电子消费行业分析师李元凯认为，

谋划推出电视产品的苹果公司被寄予厚望，因为它

是创新的代表，最有可能带来优秀的四屏融合解决

方案。

三星的做法则能够赶在苹果之前，先把四屏融合

做起来，甚至把照相机和一些白电产品也拉进“大

融合”的概念中，先投向市场，先检验成熟度。李

元凯称，三星曾通过类似的方法，连续两多年抢在

iPhone 之前发布了 G A L A X Y S 系列手机，并取

得了很大成功。

事实上，抢闸布局四屏融合的不仅有三星，索尼

也是热衷于此的代表。

就在三星论坛前一天，更名后的索尼移动通信大

中华区总裁奎迈格（MagnusA hlqvis）公开表示，X 

peria（索尼手机品牌）回归后，索尼大家庭将充分

利用手机、Pad、PC 和智能电视的多屏融合优势，并

将索尼的娱乐和游戏元素进行融合，这对索尼手机

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而除了索尼、三星、苹

果三巨头外，联想、LG 等布局完“四屏”的企业，

也都先后喊出了融合口号。

（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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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之殇：硬件与内容结合是强扭之瓜

              平井一夫将于 4月 1日正式就任索尼总裁兼 CEO（腾讯科技配图）

腾
讯科技讯（马乔）北京时间 3 月 26 日消息，

据路透社网站周日报道，平井一夫（Kazu 

Hirai）即将于 4 月 1 日正式就任索尼总裁兼 CEO，

如何将硬件业务与内容相结合，并取得良好的发展

业绩，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

以下是内容全文：

婚礼秀寓意深刻

今年 1 月，美国拉斯维加斯的 Bellagio 酒店承

办了一场“奉子成婚”式的婚礼。举行婚礼的新郎

和新娘在成婚之前数小时才结识，新娘穿着件紧身

连衣裙，而新郎则身穿一套蓝色燕尾服。

实际上，这场婚礼不过是一场作秀而已。但安排

这场作秀的人却是非常认真，他就是即将就任索尼

总裁兼 CEO 的平井一夫。

出席此次婚礼的来宾主要是来拉斯维加斯参加

一年一度消费电子产品展（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CES）的记者。婚礼中的新郎和新娘是从当地

一家人才机构雇来的演员。这对新人分别代表了互

联网内容和索尼的 Bravia 电视业务，他们的结合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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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长期困扰索尼的硬件与内容结合问题终于有了完

美的结果。

平井一夫表示，在索尼身处困境的不利局面下，

实现硬件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将成为他任期内的主要

工作。平井一夫将于今年 4 月 1 日正式就任索尼总

裁兼 CEO，届时他接手的将是一家面临危机的日本老

牌电子企业。在公司成立近 70 年的过程中，索尼还

从未经历过形势如此严峻的危机时刻。

索尼已经有好多年都未曾推出过畅销的电子产品

了。索尼的电视机业务目前已经成为公司的沉重负

担，其累计亏损额已达 100 亿美元。在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的财年里，索尼很可能面临连续第四个财年

的亏损局面。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索尼就一直

在积极探索将自身庞大的娱乐和游戏内容与同样庞

大的电子设备业务相结合，但时至今日却收效甚微。

推广 PS 成功发展模式

在经历过艰难的起步阶段后，索尼的PlayStation

（PS）游戏业务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平井一夫曾担

任该业务主管长达五年之久。目前，平井一夫计划

将 PS 游戏业务的成功模式推广至全公司范围。而这

一做法恰恰与苹果的 iTunes 推广模式不谋而合。

今年 2 月，现年 51 岁的平井一夫在位于日本东

京的索尼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索尼电脑娱

乐公司（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的成功发

展模式值得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硬件和软件两大业

务互相促进。我们正在试图将自身的电视业务与日

本国内其他大型电视机厂商的业务进行合并。”

平井一夫指出，松下和夏普也同样面临着困境。

将电视业务进行合并也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因为大

型全国性电视企业的业务合并有助于日本政府保障

居民就业。

索尼早就制定了合并旗下电视业务的整体框架。

去年，索尼就同意将旗下的 LCD 显示器业务与东芝

和日立的相关业务进行整合。日本政府支持的投资

基金 Innovation Network Corp of Japan 持有合并

后成立的 Japan Display 公司的三分之二股权。

平井一夫在电脑界拥有极佳的口碑。而这次，他

需要利用这一口碑赢得工程师们的信任。工程师担

心，索尼已经失去了在尖端电子设备内容领域点石

成金的能力，比如游戏和电影内容。而在前两任 CEO

霍华德 - 斯金格（Howard Stringer）和出井伸之

（Nobuyuki Idei）任期内，游戏和电影内容却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

平井一夫在索尼的音乐业务部门起步，但其本人

并不是一位工程师。索尼（美国）CEO 菲尔 - 莫利纽

克斯（Phil Molyneux）指出，这并不妨碍平井一夫

带领索尼走出困境。莫利纽克斯在接受媒体电话采

访时表示：“我们不要忘了，平井一夫手下的部分

业务能力很强的高管都拥有工程学背景。”

“资产瘦身”战略存风险

然而被誉为“PlayStation 游戏机之父”的久多

良木健 (Ken Kutaragi) 则警告称，索尼执行的生产

外包“资产瘦身”（亦称“轻资产”）战略存在风险。

他指出，韩国的三星和 LG 电子两大竞争对手已经凭

借推出信用卡厚度的OLED电视向索尼发起了闪电战。

早在 2007 年，索尼就推出了全球首台 OLED 电

视，并借此走在了该技术的行业前列。然而，当时

推出的 11 英寸、型号为 XEL-1 的 OLED 电视售价高

达 2000 美元，并且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而未能在业

界掀起波澜。索尼随后在 2010 年年底终止了 OLED

电视的生产，转而生产颇受消费者欢迎的 3D 电视。

但三星和 LG 则一直坚持 OLED 电视战略，并凭借

各自的 55 英寸 OLED 原型机在今年的 CES 电子产品

展上获得了多项殊荣。然而 55 英寸 OLED 电视的售

价也高达每台 10000 美元，相当于同尺寸 LCD 电视

售价的 10 倍，这给两家韩国电视机厂商带来了更多

的降价压力。平井一夫指出，巨大的成本差异将能

够保证 LCD 电视在未来至少三年内仍将是全球电视

市场的主流产品。

然而，久多良木健却指出，平井一夫所做出的

预测失误将是致命性的。他表示：“OLED 电视取代

LCD 电视的速度很可能超出平井一夫的预期。这一更

新换代的步伐很可能快于 LCD 取代等离子电视的速

度。” 久多良木健于 2007 年离开了索尼，但仍担

任该公司的技术顾问。

内部分歧由来已久

电视业务如何发展只是索尼面临的诸多问题之

一。平井一夫还面临着如何调和公司内部两大阵营

存在的重大分歧：一方是日本国内坚持硬件产品研

发的工程师，另一方则是美国分公司电影和音乐两

大内容业务的坚定拥护者。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井伸之带领索尼拓展内

容和网络业务之时，这一重大分歧就开始形成。出

井伸之于 2005 年收购了好莱坞米高梅影业公司，并

成立了全新的索尼 BMG 音乐娱乐集团。出井伸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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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立信合作成立了一家手机合资公司。

一时间，内容业务所取得的迅速发展却令索尼

的硬件业务发展举步维艰。索尼 ( 美国 ) 公司消费

产品销售部门前总裁 Jay Vandenbree 坚持认为，

此举使索尼失去了在音乐播放器市场的领导地位。

Vandenbree 指出，当时音乐业务部门的高管们曾就

内容保护问题多次发出警告，并推迟了向硬盘音乐

播放器的转型计划。此举让苹果凭借 iPod 迅速占领

了音乐播放器市场。

Vandenbree 表示：“我曾看过很多关于索尼错

过了便携式音乐播放器以及硬盘式音乐播放器的发

展机遇的报道，但这些报道并不属实。真实情况是，

索尼自己非常清醒地做出了不发展着两个产品的错

误决定。” Vandenbree 于 2009 年离开了索尼，并

转投 LG。

索尼前高管前田悟（Satoru Maeda）表示，索尼

曾在 2001 年错过了修正这一错误决定的机会。他解

释称，在刚刚推出 iPod 音乐播放器后不久，苹果当

时的 CEO 史蒂夫 - 乔布斯并不确定这款产品能否取

得成功。因此他希望与索尼合作建立 iTunes 商店，

目的是与当时的软件业巨头微软展开竞争。由于害

怕得罪微软，索尼当时拒绝了乔布斯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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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与华为：非典型的互联网企业将会颠覆谁

Bada 已静静地取代 Windows Phone 成为全球第五大智能手机操作系

统；华为网盘已静静地坐上中国网盘第二名，超越了之前所有的互联网

大佬们的网盘产品。我相信华为也会推出自己的操作系统

国外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近期发布的出货量报告中显示:2011年，

Android 手机出货量为 2.38 亿部，增长率为 244%。iOS 手机出货量为

9,310 万部，增长率为 96%。Symbian 手机出货量为 8,010 万部，下降

了 29.1%。RIM 平台的手机出货量为 5,140 万部，增长了 5%。Bada 手机

出货量为 1,320 万部，增长率为 183.1%。Windows Phone 手机出货量为

680 万部，下降了 43%。

居然还有一个强势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叫 Bada，而这个已遥遥领先

于 Windows phone 的操作系统的来自一家非典型的互联网企业，叫三星。

Bada 的市场份额预计在 2012 年还会进一步地提升，因为三星已经

宣布 2012 年将有 17% 的三星智能手机将搭载 Bada 操作系统，而之前

Android 统领了三星全年的产品销量。

Bada操作系统的优势在哪里？3月21日，在2012中国三星论坛上，

三星电子发布了以“智无界、行无疆”为主题的年度战略理念。打造智

能生态系统、互融互通已成为三星的核心战略，而 Bada 将是三星通过内

容整合电视、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所有智能终端产品的核心 。

已发布的 Bada2.0 操作系统除具有多任务多种可定制界面外还支持 

NFC，RFID 技术等短距离无线技术服务。Bada 的这一特色应用将有助于

三星未来在其各种智能终端间开展物联网业务应用。此外，三星的 Bada

操作系统同时搭载了三星的 APP STORE，三星的 APP STORE 上线时间仅

10 个月就已下载量过 1亿，累计应用超过 1.3 万款，这一业绩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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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还推出了 Music Hub 音乐功能，可以

让用户在手机上直接购买和下载正版音乐。全

新登场的 Samsung ChatON 实时通讯软件，让

用户能在 ChatON 使用者之间随时沟通信息并

传输分享影音媒体，享受跨平台、跨机型的全

新沟通体验。

三星早已不是一家器件技术为核心的硬件

企业，有消息称到 2012 年底三星有望全部智

能手机产品均使用自家的 Bada 操作系统，按

目前三星智能手机在全球第二位的排名，届时

三星的操作系统将成为苹果 IOS、GOOGLE 安卓之外

的最大移动互联网软件应用，三星将成为全球的移

动互联网新巨。

和三星一样疾驰在成为互联网巨头道路上的还

有中国的华为。华为已发布了华为网盘、天天浏览

器、天天聊、华为输入法等多个互联网产品，其中

2011 年 12 月份华为网盘已有 2,000 万用户，在全

国排名第二。而 2011 年 9 月份华为网盘仅有 1,000

万用户，发展速度不容小觑。事实上有不少中国互

联网大佬已经注意到华为互联网产品网盘的快速发

展，这个产品是几乎所有著名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都

有但是都没有做好的产品。和浮躁的以漫天广告为

特色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不同，华为的互联网业务更

像 google,facebook 这样的美国企业，静静地靠技

术地领先和业务地稳定增长而不是靠嗓门来博眼球，

正如三星 Bada 低调的崛起。华为已公开宣布到 2013

年华为网盘注册用户数或将达到 1 亿，届时有望实

现盈利。

一位新浪微博网友onedot：“我就在用华为网盘，

坦白说真的我尝试过很多，这个算比较接近国内企

业需求（重要数据备份），其他的适合个人应用。

还有最最重要一点是华为的信誉，XX 流氓等我都不

信任。”这位网友对华为互联网产品的评价很实在。

而事实证明，华为已经走通了一条用实打实的的技

术和用户体验开路，而不是像典型的中国互联网企

业那样先烧钱打市场后技术的模式。这也是很多互

联网业内人士觉得华为不是互联网企业“张法”的

原因。而那种吆喝声远大于技术投入力度的典型中

国互联网企业的作法已伤透了广大中国互联网用户

的心，越来越没有市场。

 华为天天聊即时通讯产品的特色何在呢？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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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发布的天天聊 1.2.21 新增功

能：新增草稿功能，可继续编辑未

发出短信；新增存储在 SIM 卡短信

管理功能；修正发送多媒体附件不

稳定问题；优化联网机制，缩短联

网时间；优化程序性能，使产品更

稳定，更安全。可以读出的信息一

是围绕用户体验的细节，此外是安

全、稳定、可靠、快速。“省钱省

电省流量，超级好用的短信增强工

具，用天天聊多媒体消息随心发”

是天天聊给自己标签。

相信不远的未来，华为的天天聊

也将向华为网盘一样悄悄进入中国

前三名。华为会与以腾讯为代表的

互联网公司交锋吗？虽然华为互联

网业务才锋芒初露，但已被互联网

人士做这样的展望了。不过，腾讯

有腾讯的优势，腾讯的巨大优势是

其过亿的 QQ 用户。华为、三星这样

的非典型的互联网企业，有其智能

手机等终端产品优势。两者之间的

用户既有交互又有不同，同时并存

也是可能的事，因此未必是此消彼

长的零和游戏。

苹果，是全世界最大的非典型的

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全球半数以上

的移动互联网下载应用。三星、华

为正紧随其后，成为新的非典型的

互联网企业巨头。而这目前正成为

一种趋势。可以围绕用户体验提供

一站式、全方位的融合的互联网业

务与服务，是他们有别于典型互联

网企业的地方。他们的业务与服务

更加安全可靠，而这正是 Google 等

典型互联网企业曾经伤害过不少用

户的地方。

 三星、华为这两家在其国家都

是最卓越的创新领军企业已经颠覆

过若干次关于其“只擅长做 A，不擅

长做 B”的言论。他们领袖都低调而

强势，他们的企业文化都是“这个

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他们从草根起步，用创

新攻克了全球市场，用不断扩大的产品线创造了持

续增长的奇迹。现在，他们正在静悄悄地用全球创

新领先企业的气势改写着所谓他们不擅长做互联网

产品的历史，而成为全球互联网行业一种非典型的

新力量。

还有一个可以预计的是华为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

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悄然上市。为什么会做这样的

预测？ GOOGLE 有的，苹果有的，三星、华为都会有。

张利华，三十二万字研发管理畅销书《华为研发》

的作者，资深研发管理与创新战略专家，曾任华为

公司业务与软件部总工等职，目前从事研发管理与

技术创新领域的培训及咨询业务，辅导过几十家中

国企业。曾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咨询顾问 。

(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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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产品经理的职责
 

1. 概述

 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时，

其产品的管理就会显得非常复杂，一个

产品从策划到上市销售，要横跨很多的

职能部门，市场、研发、供应链、生产

制造、后勤保障、品控、行政、售后服

务等等相关的部门都要参与其中，为了

横向协调这些部门，很多公司都设置了

所谓的产品经理来协调产品的跨部门的

相关事务，由于涉及部门比较多，要在

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内完成一个产品的

管理，需要产品经理具有非常全面的相

关知识和良好的沟通能力，下面我就产

品经理的主要职责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

绍。

2. 产品经理的主要职责

2.1. 产品经理与市场部有关的工

作职责

在产品的策划阶段，产品经理需要

与市场部密切沟通，了解市场的需求信

息及同行产品的特点，从而出具符合市

场需求的产品规格书，为后续的产品立

项提供必要的依据。

在产品的销售阶段，产品经理也需

要时刻了解产品的销售情况、存在的问

题、同行产品的信息、行业的发展动态

等等，为产品的持续改进提供决策依据。

在产品退出市场销售后，产品经理

可能需要跟踪产品的售后服务问题，协

调一些必要的资源，解决客户在使用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直至产品完全失去使

用价值，这个过程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

 2.2. 产品经理与研发部门有关

的工作职责

一个产品的出台，研发工作是必不

可少的，一般在研发的内部会设置一个

项目经理的岗位来协调研发内部的技术

类事务的管理，产品经理的一个主要职

责就是密切与研发内部的项目经理

保持密切的沟通，确保研发所需要

的各种资源和信息能够及时到位，

例如：研发的物料、市场的需求信息、

外部协作单位的相关信息等等。

2.3. 产品经理与供应链部门

有关的工作职责

产品的研发、生产等工作离不

开各种物料的供应，产品经理一个

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与供应链部门的

协调，确保产品在各个阶段的物料

的供给。

2.4. 产品经理与生产制造部

门有关的工作职责

产品的生产制造一个产品供给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产品经理

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安排好产品的

制造过程的相关工作，在此期间，

产品经理是市场部、生产制造部门

及其它一些相关部门之间的主要协

调人，以确保产品能够及时生产出

来，交到市场部门以满足客户的需

求。

2.5. 产品经理与其它一些相

关职能部门有关的工作职责

一个产品的推出，有时候还有

许多其它的工作，如：品质控制、

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的认证、与一些

外部机构的合作等等，此类相关的

工作都需要产品经理去做好相关的

协调工作，这也是其主要的工作职

责之一。

3. 总结

总之，产品经理的工作是非常

繁杂的，产品经理需要有耐心、责

任心、丰富而全面的知识结构、良

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充沛的精力、

极强的抗压能力等等才能做好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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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 手机电源管理的设计趋势

不断增多的功能使手机设计面临更严峻的电源管

理挑战。本文从电压转换、稳压、闪光灯电路、电

池充电等方面分析了未来手机的电源管理设计趋势

和各种相应的解决方案。

3G 手机不仅可以浏览网页、发送电子邮件、拍

摄数码相片，甚至能播放视频流。手机制造商正面

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必须把这些功能集成

进不断缩小的体积内，同时要让手机维持较长的工

作时间。

3G手机电源

从图 1 可以看出，不断增多的功能促使手机需要

更多不同功率水平的低电压输出电平。一个例子是

用于图像处理的应用处理器，它在视频捕获期间需

要高达 360mw 的功率。在满负荷运行时，手机内部

系统的负载所需的峰值功率通常将超过 4W。这么高

的功率会很快耗尽电池的能量。影响电池运行时间

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电源效率和系统电源管理。

低电源转换效率将导致发热。这种热量是因为电

压调节器在能量转换过程中的功率损失而产生的。

但手机中没有用于冷却的风扇或散热片，而只有密

集封装的印制电路板。因此没有任何通道可让热量

散出。这些热量会缩短电池寿命，并降低产品的可

靠性。

由于电压转换期间会产生热量，业界需要重新考

虑应该采用何种稳压器。目前，制造商正在采用开

关调节器取代简单但低效的线性低压降 (LDO) 稳压

器，因为开关调节器具有更高的效率。

对于可满足手机内部电源转换需求的不同电压稳

压器，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它们的优缺点 ( 见表 1)。

目前有三种选择：线性 LDO 稳压器、无电感型开关

稳压器 ( 亦称为充电泵 ) 以及传统的开关稳压器 (

基于电感器 ) 。

线性 LDO 稳压器被认为是最简单的方案，它只能

将输入电压转换到更低的电压。它最显著的缺点是

热量管理，因为它的转换效率接近于输出电压与输

入电压的比值。例如，一个 LDO 的输入端是标称为

3.6V 的单单元锂离子电池，它在输出电流为 200mA

时提供 1.8V 的输出电压，以驱动图像处理器。那么，

它的转换效率只有 50%，因此它会在手机内部产生热

点，同时会缩短电池使用时间。

开关稳压器可避开所有线性稳压器的效率缺点。

通过使用低阻抗开关和磁存储组件，开关稳压器的

效率能达到96%，从而显著减少转换过程的功率损耗。

由于工作在非常高的开关频率 ( 大于 2MHz)，这可以

减小外部电感和电容的尺寸。开关稳压器的缺点比

较少，而且能够通过良好的设计技术加以克服。

介于线性稳压器与传统开关稳压器之间的是充电

泵。在充电泵中，外部储能元件是电容而不是电感。

由于没有电感，它可以减轻潜在的电磁干扰问题，

以免影响敏感的 RF 接收器或蓝牙芯片组。充电泵的

缺点是有限的输入输出电压比以及有限的输出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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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拍照功能引发的挑战

许多 3G 手机都能拍照甚至传送视频流。不过，

当消费者开始接受这些内置相机的手机时，他们要

求拥有更高质量的摄像能力。业界已经准备采用改

进的图像传感器和光学系统，但工程师要特别关注

高质量的 “闪光” 照明。闪光灯是获得良好摄像

性能的关键，但当你准备在结构紧凑的 3G 手机上实

现这项功能时必须谨慎考虑。

对于两百万像素照相手机，内置闪光灯的尺寸和

性能是系统设计师需要考虑的两个关键因素。现在，

闪光照明有两种实际选择：白光 LED( 发光二极管 )

和闪光灯。表 2 比较了 LED 与闪光灯的性能。LED 的

优势是具有连续工作能力，而且只需要低密度的支

持电路。

然而，闪光灯拥有一些对高质量摄像特别重要的

特性。它的线源光输出是点源 LED 的数百倍，因而

可以在大范围内产生密集且容易发散的光线。此外，

闪光灯的色温是 5500° K 至 6000° K，这非常接近

自然光，从而消除了白光 LED 在蓝光峰值输出时所

需的色彩校正。

大多数设计师希望拥有氙闪光灯的性能，但他们

必须保证电路尺寸和复杂度不会对方案的具体实现

造成负面影响。要更好地理解与此任务相关的设计

困难，设计师必须仔细考虑闪光灯的物理尺寸和操

作以及为了确保它安全、正确地工作所需的支持电

路。

闪光灯及其支持电路

闪光灯通常是一个充满氙气的圆柱形玻璃管，其

阳极与阴极都直接与氙气接触，而沿灯管外表面分

布的触发电极则不与氙气接触。气体击穿电压一般

是在几千伏范围内。一旦发生击穿，灯阻抗会下降

到 1W 以下，此时流过击穿气体的高电流就会产生强

烈的可见光。

闪光灯由触发电路和一个可产生高瞬态电流的

储能电容控制。工作时，闪光电容器一般被充电至

300V。最初，电容器不能放电，因为闪光灯处于高

阻抗状态。但当触发电路接到命令后即会给灯施加

数千伏的高压，于是灯被击穿，从而使电容器放电。

对闪光重复率的主要限制是灯能否安全散热。第二

个限制是充电电路给闪光电容器充满电所需的时间。

根据目前的输入功率、电容值及充电电路特性，充

电时间一般在 1到 5秒之间。

闪光电容器充电器基本上是一种具有某些特殊

能力的变压器耦合升压转换器。当其 “充电” 控

制线为高电位时，稳压器同步内部功率开关，使升

压变压器产生高电压脉冲。然后，这些脉冲再经整

流和滤波，产生 300V 的直流输出，其转换效率高达

80%。

凌特提供一种可满足以上所有技术及性能要求

的完整闪光灯电路。通过利用 LT3468-1( 一款采用

SOT-23 封装的闪光电容器充电器 )，该解决方案可

提供适合 3G 手机的紧凑外形。

闪光灯及其支持电路

图 2 左上方是电容器充电电路。一个肖特基二极

管 (D2) 用来安全箝位 T1 引起的反向瞬态电压。升

压变压器 T2 用来产生高电压触发脉冲。假设 C1 被

完全充电，那么当 Q1 ～ Q2 使 Q3 导通时，C2 将电流

储存进 T2 主端。然后，T2 副端将高压触发脉冲提供

给闪光灯，使其电离并导电。C1 通过闪光灯放电，

从而实现发光。整个电路占位面积小于 400mm2 且高

度不超过 6mm ( 包括闪光灯在内 )。

电池充电解决方案

事实上，所有 3G 手机都采用锂离子电池作为主

电源。由于散热及空间的限制，设计师必须仔细考

虑选用何种类型的电池充电器，以及还需要哪些特

性来确保对电池进行安全及精确的充电。

线性锂离子电池充电器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封装尺

寸继续减小。但值得关注的是在充电周期 ( 尤其在

高电流阶段 ) 冷却 IC 所需的板空间或通风条件。充

电器的功耗会使 IC 的接合部温度上升。加上环境温



研发专辑    68

研发专辑 R&D TIMES · 技术文章

度，它会达到足够高的水平，使 IC 过热并降低电路

可靠性。此外，如果过热，许多充电器会停止充电

周期，只有当接合部温度下降后才恢复工作。如果

这种高温持续存在，那么 充电器“停止和开始”的

反复循环也将继续发生，从而延长充电时间。为减

少这些风险，用户只能选择减小充电电流来延长充

电时间或增大板面积来散热。因此，由于增加了 PCB

散热面积及热保护材料，整个系统成本也将上升。

对此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案。首先，需要一种智能

的线性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它不必为担心散热而牺

牲 PCB 面积，并采用一种小型的热增强封装，允许

它监视自己的接合部温度以防止过热。如果达到预

设的温度阈值，充电器能自动减少充电电流以限制

功耗，从而使芯片温度保持在安全水平。第二种解

决方案是使用一种即使充电电流很高时也几乎不发

热的充电器。这要求使用脉冲充电器，它是一种完

全不同于线性充电器的技术。脉冲充电器依靠经过

良好调节且电流受限的墙上适配器来充电。

方案一 ： LTC4059A 线性电池充电器

LTC4059A 是一款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的线性充

电器，它无需使用三个分立功率器件，可快速充电

而不用担心系统过热。监视器负责报告充电电流值，

并指示充电器是何时与输入电源连接的。它采用尽

可能小的封装但没有牺牲散热性能。整个方案仅需

两个分立器件 ( 输入电容器和一个充电电流编程电

阻 )，占位面积为 2.5mm×2.7mm。 LTC4059A 采用

2mm×2mm DFN 封装，占位面积只有 SOT-23 封装的一

半，并能提供大约 60℃ /W 的低热阻，以提高散热效

率。通过适当的 PCB 布局及散热设计，LTC4059A 可

以在输入电压为 5V 的情况下以最高 900mA 的电流对

单节锂离子电池安全充电。此外，设计时无需考虑

最坏情况下的功耗，因为 LTC4059A 采用了专利的热

管理技术，可以在高功率条件 ( 如环境温度过高 )

下自动减小充电电流。

方案二 ：带过流保护功能的 LTC4052 脉冲

充电器

LTC4052 是一款全集成的脉冲充电器，用于单节

4.2V 锂离子 / 锂聚合物电池。当输入电压为 5.25V

并以 0.8A 电流进行快速充电时，LTC4052 的功耗大

约为 280mW，而线性充电器解决方案的功耗则高达

1.8W。与采用电感来获得高效率和低散热的开关充

电器不同，LTC4052 采用无电感设计。利用 LTC4052

设计的 700mA 至 2A 锂离子 / 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器电

路仅占 70mm2 的面积 ，且高度低于 1.7mm。通过将

功耗减至最低水平，LTC4052 可放宽终端设备对热设

计的要求，允许采用更小的封装、更小的散热气流

以及更小的 PCB 面积，而且能消除热点，从而无需

使用散热片或风扇。

带过流保护功能的 LTC4052 脉冲充电器

LTC4052 需要一个电流受限的墙上适配器，以控

制充电电流的大小。它还需配备过流保护电路，以

便在意外使用较高电流或墙上适配器发生故障时能

提供保护。LTC4052 是一款全集成的脉冲充电器，无

需使用外部 MOSFET 或阻流二极管 ( 见图 3)。这款

独立的充电器 IC 具有 C/10 检测、充电状态指示、

充电结束定时器、墙上适配器检测及过流保护等功

能。LTC4052 的输入电源可以是 4.5V 到 12V，并具

有 1% 的 飘移电压精度。

总结

随着在 3G 手机的功能不断增加，凌特将继续推

出各种创新的 IC，使这些手机不仅能维持目前的外

形尺寸，而且还不用牺牲性能、可靠性及电池使用

寿命。

（  来源：《 我爱研发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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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FET 结构及其工作原理详解

1.MOSFET 的 工作原理

MOSFET 的 原 意 是：MOS（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FET（Field 

Effect Transistor场效应晶体管），即以金属层（M）

的栅极隔着氧化层（O）利用电场的效应来控制半导

体（S）的场效应晶体管。

功率场效应晶体管也分为结型和绝缘栅型 , 但

通常主要指绝缘栅型中的 MOS 型（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FET）, 简 称 功 率 MOSFET（Power 

MOSFET）。结型功率场效应晶体管一般称作静电

感应晶体管（Static Induction Transistor——

SIT）。其特点是用栅极电压来控制漏极电流，驱动

电路简单，需要的驱动功率小，开关速度快，工作

频率高，热稳定性优于 GTR，但其电流容量小，耐压

低，一般只适用于功率不超过10kW的电力电子装置。

2. 功率 MOSFET 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功率 MOSFET 的种类：按导电沟道可分为 P 沟道

和 N 沟道。按栅极电压幅值可分为；耗尽型；当栅

极电压为零时漏源极之间就存在导电沟道，增强型；

对于 N（P）沟道器件，栅极电压大于（小于）零时

才存在导电沟道，功率 MOSFET 主要是 N沟道增强型。

2.1. 功率 MOSFET 的结构

功率 MOSFET 的内部结构和电气符号如图 1所示；

其导通时只有一种极性的载流子（多子）参与导电，

是单极型晶体管。导电机理与小功率 MOS 管相同，

按垂直导电结构的差异，又分为利用 V 型槽

实现垂直导电的 VVMOSFET 和具有垂直导电双扩散

MOS 结 构 的 VDMOSFET（Vertical Double-diffused 

MOSFET），本文主要以 VDMOS 器件为例进行讨论。

功率 MOSFET 为多元集成结构，如国际整流器公

司（International Rectifier）的 HEXFET 采用了

六边形单元；西门子公司（Siemens）的 SIPMOSFET

采用了正方形单元；摩托罗拉公司（Motorola）的

TMOS 采用了矩形单元按“品”字形排列。

2.2. 功率 MOSFET 的工作原理

截止：漏源极间加正电源，栅源极间电压为零。

P 基区与 N 漂移区之间形成的 PN 结 J1 反偏，漏源极

之间无电流流过。

导电：在栅源极间加正电压UGS，栅极是绝缘的，

所以不会有栅极电流流过。但栅极的正电压会将其下

面 P区中的空穴推开，而将 P区中的少子—电子吸引

到栅极下面的 P区表面

当 UGS 大于 UT（开启电压或阈值电压）时，栅极

下 P区表面的电子浓度将超过空穴浓度，使 P型半导

体反型成 N型而成为反型层，该反型层形成 N沟道而

使 PN 结 J1 消失，漏极和源极导电。

2.3. 功率 MOSFET 的基本特性

2.3.1 静态特性 MOSFET 的转移特性和输出特 

性。

漏极电流 ID 和栅源间电压 UGS 的关系称为

MOSFET 的转移特性，ID 较大时，ID 与 UGS 的关系近

似线性，曲线的斜率定义为跨导 Gfs

MOSFET的漏极伏安特性（输出特性）：截止区（对

应于GTR的截止区）；饱和区（对应于GTR的放大区）；

非饱和区（对应于 GTR 的饱和区）。电力 MOSFET 工

作在开关状态，即在截止区和非饱和区之间来回转
功率 MOSFET 的结构图

但结构上有较大区别，小功率 MOS 管是横向导电器

件，功率 MOSFET 大都采用垂直导电结构，又称为

VMOSFET（Vertical MOSFET），大大提高了 MOSFET

器件的耐压和耐电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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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电力 MOSFET 漏源极之间有寄生二极管，漏源极

间加反向电压时器件导通。电力 MOSFET 的通态电阻

具有正温度系数，对器件并联时的均流有利。

2.3.2 动态特性 MOSFET 其测试电路和开关

过程。

开通过程；开通延迟时间 td(on) —Up 前沿时刻

到 UGS=UT 并开始出现 iD 的时刻间的时间段；上升

时间 tr— UGS 从 UT 上升到 MOSFET 进入非饱和区的

栅压 UGSP 的时间段；iD 稳态值由漏极电源电压 UE

和漏极负载电阻决定。UGSP 的大小和 iD 的稳态值有

关，UGS 达到 UGSP 后，在 up 作用下继续升高直至达

到稳态，但 iD 已不变。开通时间 ton—开通延迟时

间与上升时间之和。

关断延迟时间 td(off) —Up 下降到零起，Cin

通过 RS和 RG放电，UGS按指数曲线下降到UGSP时，

iD 开始减小为零的时间段。下降时间 tf— UGS 从

UGSP 继续下降起，iD 减小，到 UGS

2.3.3MOSFET 的开关速度

MOSFET 的开关速度和 Cin 充放电有很大关系，

使用者无法降低 Cin，但可降低驱动电路内阻 Rs 减

小时间常数，加快开关速度，MOSFET只靠多子导电，

不存在少子储存效应，因而关断过程非常迅速，开

关时间在 10 ～ 100ns 之间，工作频率可达 100kHz

以上，是主要电力电子器件中最高的。

场控器件静态时几乎不需输入电流。但在开关过

程中需对输入电容充放电，仍需一定的驱动功率。

开关频率越高，所需要的驱动功率越大。

3. 动态性能的改进

在器件应用时除了要考虑器件的电压、电流、频

率外，还必须掌握在应用中如何保护器件，不使器

件在瞬态变化中受损害。当然晶闸管是两个双极型

晶体管的组合，又加上因大面积带来的大电容，所

以其 du/dt 能力是较为脆弱的。对 di/dt 来说，它

还存在一个导通区的扩展问题，所以也带来相当严

格的限制。

功率 MOSFET 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它的 dv/dt

及 di/dt 的能力常以每纳秒（而不是每微秒）的能

力来估量。但尽管如此，它也存在动态性能的限制。

这些我们可以从功率MOSFET的基本结构来予以理解。

功率 MOSFET 的等效电路图

上图是功率 MOSFET 的等效电路，在应用中除了

要考虑功率 MOSFET 每一部分都存在电容以外，还

必须考虑 MOSFET 还并联着一个二极管。同时从某

个角度看、它还存在一个寄生晶体管。（就像 IGBT

也寄生着一个晶闸管一样）。这几个方面，是研究

MOSFET 动态特性很重要的因素。

首先 MOSFET 结构中所附带的本征二极管具有一

定的雪崩能力。通常用单次雪崩能力和重复雪崩能

力来表达。当反向 di/dt 很大时，二极管会承受一

个速度非常快的脉冲尖刺，它有可能进入雪崩区，

一旦超越其雪崩能力就有可能将器件损坏。作为任

一种 PN 结二极管来说，仔细研究其动态特性是相当

复杂的。它们和我们一般理解 PN 结正向时导通反向

时阻断的简单概念很不相同。当电流迅速下降时，

二极管有一阶段失去反向阻断能力，即所谓反向恢

复时间。PN 结要求迅速导通时，也会有一段时间并

不显示很低的电阻。在功率 MOSFET 中一旦二极管有

正向注入，所注入的少数载流子也会增加作为多子

器件的 MOSFET 的复杂性。

功率 MOSFET 的设计过程中采取措施使其中的寄

生晶体管尽量不起作用。在不同代功率 MOSFET 中其

措施各有不同，但总的原则是使漏极下的横向电阻

RB 尽量小。因为只有在漏极 N 区下的横向电阻流过

足够电流为这个 N 区建立正偏的条件时，寄生的双

极性晶闸管才开始发难。然而在严峻的动态条件下，

因 du/dt 通过相应电容引起的横向电流有可能足够

大。此时这个寄生的双极性晶体管就会起动，有可

能给 MOSFET 带来损坏。所以考虑瞬态性能时对功率

MOSFET 器件内部的各个电容（它是 dv/dt 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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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予以注意。

瞬态情况是和线路情况密切相关的，这方面在应

用中应给予足够重视。对器件要有深入了解，才能

有利于理解和分析相应的问题。

4. 功率 MOSFET 驱动电路

功率 MOSFET 是电压型驱动器件，没有少数载流

子的存贮效应，输入阻抗高，因而开关速度可以很

高，驱动功率小，电路简单。但功率 MOSFET 的极间

电容较大，输入电容 CISS、输出电容 COSS 和反馈电

容 CRSS 与极间电容的关系可表述为： 功率 MOSFET

的栅极输入端相当于一个容性网络，它的工作速度

与驱动源内阻抗有关。由于 CISS 的存在，静态时栅

极驱动电流几乎为零，但在开通和关断动态过程中，

仍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假定开关管饱和导通需要

的栅极电压值为 VGS，开关管的开通时间 TON 包括开

通延迟时间 TD 和上升时间 TR 两部分。

开关管关断过程中，CISS 通过 ROFF 放电，COSS

由 RL 充电，COSS 较大，VDS（T）上升较慢，随着

VDS(T) 上升较慢，随着 VDS（T）的升高 COSS 迅速

减小至接近于零时，VDS（T）再迅速上升。

根据以上对功率 MOSFET 特性的分析，其驱动通

常要求：触发脉冲要具有足够快的上升和下降速度；

②开通时以低电阻力栅极电容充电，关断时为栅极

提供低电阻放电回路，以提高功率 MOSFET 的开关速

度；③为了使功率 MOSFET 可靠触发导通，触发脉冲

电压应高于管子的开启电压，为了防止误导通，在

其截止时应提供负的栅源电压；④功率开关管开关

时所需驱动电流为栅极电容的充放电电流，功率管

极间电容越大，所需电流越大，即带负载能力越大。

4.1 几种 MOSFET 驱动电路介绍及分析

不隔离的互补驱动电路图

a）为常用的小功率驱动电路，简单可靠成本低。

适用于不要求隔离的小功率开关设备。图 7（b）所

示驱动电路开关速度很快，驱动能力强，为防止两

个 MOSFET 管直通，通常串接一个 0.5 ～ 1Ω 小电阻

用于限流，该电路适用于不要求隔离的中功率开关

设备。这两种电路特点是结构简单。

功率 MOSFET 属于电压型控制器件，只要栅极和

源极之间施加的电压超过其阀值电压就会导通。由

于 MOSFET 存在结电容，关断时其漏源两端电压的突

然上升将会通过结电容在栅源两端产生干扰电压。

常用的互补驱动电路的关断回路阻抗小，关断速度

较快，但它不能提供负压，故抗干扰性较差。为了

提高电路的抗干扰性，可在此种驱动电路的基础上

增加一级有 V1、V2、R组成的电路，产生一个负压，

电路原理图如图 8所示。

提供负压的互补电路图

当 V1 导通时，V2 关断，两个 MOSFET 中的上管

的栅、源极放电，下管的栅、源极充电，即上管关

断，下管导通，则被驱动的功率管关断；反之 V1 关

断时，V2 导通，上管导通，下管关断，使驱动的管

子导通。因为上下两个管子的栅、源极通过不同的

回路充放电，包含有 V2 的回路，由于 V2 会不断退

出饱和直至关断，所以对于S1而言导通比关断要慢，

对于 S2 而言导通比关断要快，所以两管发热程度也

不完全一样，S1 比 S2 发热严重。

该驱动电路的缺点是需要双电源，且由于 R的取

值不能过大，否则会使V1深度饱和，影响关断速度，

所以 R上会有一定的损耗。

4.1.2 隔离的驱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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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激驱动电路

（1）正激式驱动电路。电路原理如图9（a）所示，

N3 为去磁绕组，S2 为所驱动的功率管。R2 为防止功

率管栅极、源极端电压振荡的一个阻尼电阻。因不

要求漏感较小，且从速度方面考虑，一般 R2 较小，

故在分析中忽略不计。

其等效电路图如图 9 （b）所示脉冲不要求的副

边并联一电阻 R1，它做为正激变换器的假负载，用

于消除关断期间输出电压发生振荡而误导通。同时

它还可以作为功率 MOSFET 关断时的能量泄放回路。

该驱动电路的导通速度主要与被驱动的 S2 栅极、源

极等效输入电容的大小、S1 的驱动信号的速度以及

S1 所能提供的电流大小有关。由仿真及分析可知，

占空比 D 越小、R1 越大、L 越大，磁化电流越小，

U1 值越小，关断速度越慢。该电路具有以下优点：

①电路结构简单可靠，实现了隔离驱动。

②只需单电源即可提供导通时的正、关断时负压。

③占空比固定时，通过合理的参数设计，此驱动

电路也具有较快的开关速度。

该电路存在的缺点：一是由于隔离变压器副边需

要噎嗝假负载防振荡，故电路损耗较大；二是当占

空比变化时关断速度变化较大。脉宽较窄时，由于

是储存的能量减少导致MOSFET栅极的关断速度变慢。

MOSFET 栅极的关断速度变慢。

有隔离变压器的互补驱动电路

（2）有隔离变压器的互补驱动电路。如图 10 所

示，V1、V2为互补工作，电容C起隔离直流的作用，

T1 为高频、高磁率的磁环或磁罐。

导通时隔离变压器上的电压为（1-D）Ui、关断

时为 D Ui，若主功率管 S 可靠导通电压为 12V，而

隔离变压器原副边匝比 N1/N2 为 12/（1-D）/ Ui。

为保证导通期间 GS 电压稳定 C 值可稍取大些。该电

路具有以下优点：

①电路结构简单可靠，具有电气隔离作用。当脉

宽变化时，驱动的关断能力不会随着变化。

②该电路只需一个电源，即为单电源工作。隔直

电容 C 的作用可以在关断所驱动的管子时提供一个

负压，从而加速了功率管的关断，且有较高的抗干

扰能力。

但该电路存在的一个较大缺点是输出电压的幅值

会随着占空比的变化而变化。当 D 较小时，负向电

压小，该电路的抗干扰性变差，且正向电压较高，

应该注意使其幅值不超过 MOSFET 栅极的允许电压。

当D大于0.5时驱动电压正向电压小于其负向电压，

此时应该注意使其负电压值不超过 MOAFET 栅极允许

电压。所以该电路比较适用于占空比固定或占空比

变化范围不大以及占空比小于 0.5 的场合。

（3）集成芯片 UC3724/3725 构成的驱动电路

集成芯片 UC3724/3725 构成的驱动电路

电路构成如图 11 所示。其中 UC3724 用来产生

高频载波信号，载波频率由电容 CT和电阻 RT决定。

一般载波频率小于 600kHz，4 脚和 6 脚两端产生高

频调制波，经高频小磁环变压器隔离后送到 UC3725

芯片 7、8 两脚经 UC3725 进行调制后得到驱动信

号，UC3725 内部有一肖特基整流桥同时将 7、8 脚



研发专辑    73

                                                       技术文章 · R&D TIMES   研发专辑 

的高频调制波整流成一直流电压供驱动所需功率。

一般来说载波频率越高驱动延时越小，但太高抗干

扰变差；隔离变压器磁化电感越大磁化电流越小，

UC3724 发热越少，但太大使匝数增多导致寄生参数

影响变大，同样会使抗干扰能力降低。根据实验数

据得出：对于开关频率小于 100kHz 的信号一般取

（400 ～ 500）kHz 载波频率较好，变压器选用较高

磁导如 5K、7K 等高频环形磁芯，其原边磁化电感小

于约 1 毫亨左右为好。这种驱动电路仅适合于信号

频率小于 100kHz 的场合，因信号频率相对载波频率

太高的话，相对延时太多，且所需驱动功率增大，

UC3724 和 UC3725 芯片发热温升较高，故 100kHz 以

上开关频率仅对较小极电容的 MOSFET 才可以。对于

1kVA 左右开关频率小于 100kHz 的场合，它是一种良

好的驱动电路。该电路具有以下特点：单电源工作，

控制信号与驱动实现隔离，结构简单尺寸较小，尤

其适用于占空比变化不确定或信号频率也变化的场

合。

5. 功率 MOSFE 发展与研发

MOSFET漏源之间的电流通过一个沟道（CHANNEL）

上的栅（GATE）来控制。按 MOSFET 的原意，MOS

代表金属（METAL）－氧化物（OXIDE）－半导体

（SEMICONDUCTOR），即以金属层（M）的栅极隔着

氧化层（O）利用电场的效应来控制半导体（S）。

FET （FIELDEFFECTTRANSISTOR 场效应晶体管）的名

字也由此而来。然而我 HEXFET 中的栅极并不是金属

做的，而是用多晶硅（POLY）来做栅极，这也就是

图中所注明的硅栅极（SILICONGATE）。IR 在 1978

年时是用金属做栅极的，1979 年的 GEN － 1HEXFET

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多晶硅栅极的多原胞型功率

MOSFET。

IR 功率 MOSFET 的基本结构中每一个六角形是一

个 MOSFET 的原胞（CELL）。正因为原胞是六角形的

（HEXANGULAR）, 因而 IR 常把它称为 HEXFET。功率

MOSFET 通常由许多个 MOSFET 原胞组成。已风行了十

余年的 IR 第三代（GEN － 3）HEXFET 每平方厘米约

有 18 万个原胞，目前世界上密度最高的 IR 第八代

（GEN－ 8）HEXFET每平方厘米已有1740万个原胞。

这就完全可以理解，现代功率半导体器件的精细工

艺已和微电子电路相当。新一代功率器件的制造技

术已进入亚微米时代。

作为功率 MOSFET 来说，有两项参数是最重要

的。一个是 RDS(ON), 即通态时的漏源电阻。另一个

是 QG，即栅极电荷，实际即栅极电容。栅极电容细

分起来可分成好几个部分，与器件的外特性输入与

输出电容也有较复杂的关系。除此之外有些瞬态参

数也需要很好考虑，这些我们留到后面再谈。

5.1 通态漏源电阻 RDS(ON) 的降低

为降低 RDS(ON)，先要分析一下 RDS(ON) 是由哪

些部分组成。这些电阻主要包括：

5.1.1 RCH：沟道电阻，即栅极下沟道的电阻。

5.1.2 RJ：JFET电阻，即把各原胞的P－基区（P

－ BASE）所夹住的那部分看为 JEFT。JEFT 是结型场

效应晶体管（JUNCTIONFET）的简称。结型场效应管

是以 PN 结上的电场来控制所夹沟道中的电流。虽同

称为场效应晶体管，但它和 MOSFET 是以表面电场来

控制沟道中的电流情况不同，所以 MOSFET 有时也被

称为表面场效应管。

5.1.3 RD：漂移层电阻，主要是外延层中的电阻。

一般做功率 MOSFET 都采用外延片。所谓外延片即在

原始的低阻衬底（SUBSTRATE）硅片上向外延伸一层

高阻层。高阻层用来耐受电压，低阻衬底作为支撑

又不增加很多电阻。对 MOSFET 来说，载流子（电子

或空穴）在这些区域是在外界电压下作漂移（DRIFT）

运动，故而相关的电阻称为 RD。若要求 MOSFET 的耐

压高，就必须提高高阻层（对 N 沟道 MOSFET 来说，

称 N－层）的电阻率，但当外延层的电阻率提高时，

RD 也随之提高。这也是很少出现一千伏以上的高压

MOSFET 的原因。

（1）降低沟道电阻首先我们来看如何降低沟道

电阻。前面已经提到，当前功率 MOSFET 发展的一个

重要趋势就是把单个原胞的面积愈做愈小，原胞的

密度愈做愈高，其原因就是为了降低沟道电阻。为

什么提高原胞的密度可降低沟道电阻呢？从图一可

以看出：HEXFET 的电流在栅极下横向流过沟道。其

电阻的大小和通过沟道时的截面有关。而这个截面

随器件内原胞周界的增长而增大。当原胞密度增大

时，在一定的面积内，围绕着所有原胞的总周界长

度也迅速扩大，从而使沟道电阻得以下降。

IR 公司 1995 年发展的第五代 HEXFET，其原胞

密度已比第三代大 5 倍。因此通过同样电流时的硅

片面积有希望缩小到原来的 2/5。第五代的另一个特

点是，其工艺大为简化，即从第三代的 6 块光刻板

减为 4 块，这样器件的制造成本就可能降低。当今

世界上最流行的仍是 IR 的第三代和第五代，第三代

常用于较高电压的器件（如 200 ～ 600 伏），而第

五代常用于较低电压的器件（如 30 ～ 250 伏）。高

密度结构在较低电压器件中显示更优越作用的原因

是因为低压器件的体电阻 RD 较小，因而降低沟道电

阻更易于显出效果。过去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电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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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工作者，常对当前生产厂热中于发展低压器件不

感兴趣或不可理解。这主要是电力电子技术的应用

面已大大拓宽，一些低压应用已成为新技术发展中

的关键。最典型的是电脑中电源的需求。正在研究

的是 1 伏甚至到 0.5 伏的电源，同时必须迅速通过

50 或 100 安这样大的电流，这种要求对半导体器件

是十分苛刻的。就像要求一个非常低压力的水源，

瞬间流出大量的水一样。

为进一步增加原胞密度，也可以采用挖槽工

艺。通常称为 TRENCH( 沟槽 )MOSFET。将沟槽结构

作了一个简单图示。沟槽结构的沟道是纵向的，所

以其占有面积比横向沟道为小。从而可进一步增加

原胞密度。有趣的是，最早做功率稍大的垂直型纵

向 MOSFET 时，就是从挖槽工艺开始的，当初称为

VVMOS, 但由于工艺不成熟，因而只有当平面型的

VDMOS 出现后，才有了新一代的功率半导体器件的突

破。在半导体器件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半导体工艺

的迅速发展，或是一种新的应用要求，使一些过去

认为不成熟的技术又重新有了发展，这种事例是相

当普遍的。当前一统天下的纵向结构功率 MOSFET，

也有可能吸纳横向结构而为低压器件注入新的发展

方向。

(2）降低 JFET 电阻

为降低 JFET 电阻，很早就采用了一种工艺，即

增加所夹沟道中的掺杂浓度，以求减小 JFET 的沟道

电阻。

沟槽式结构也为降低 JFET 电阻带来好处。原结

构中的 JFET 在沟槽型结构中已经消失。这也就使其

RDS(ON) 得以进一步下降。然而沟槽式的缺点是其工

艺成本要比原平面型的结构较高。

（3）降低漂移电阻

上面的讨论已涉及到如何降低沟道电阻 RCH 和

JFET 电阻 RJ。现在剩下的是如何来减小芯片的体电

阻 RD。上面已经提到，当要求 MOSFET 工作于较高电

压时，必需提高硅片的电阻率。在双极型晶体管中

（晶闸管也一样），有少数载流子注入基区来调节

体内电阻，所以硅片电阻率的提高对内阻的增加影

响较小。但 MOSFET 则不属于双极型晶体管，它依赖

多数载流子导电，所以完全是以外延层的电阻率来

决定其 RD。因而使 MOSFET 的 RDS(ON) 与器件耐压有

一个大概 2.4 到 2.6 次方的关系。即要求器件的耐

压提高时，其RDS(ON)必然有一个十分迅速的上升。

这也是为什么在 600 伏以上常采用 IGBT 的原因。

IGBT 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的简称，IGBT 虽然结构

与 MOSFET 相似，但却是一种双极型器件。它也是采

用少数载流子的注入来降低其体电阻的。

一个十分聪明的构思又为功率 MOSFET 提供了一

条新出路。如果 N －沟道 MOSFET 中的 P 基区向体内

伸出较长形成一个P柱。则当漏源之间加上电压时，

其电场分布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通常 PN 结加上电

压时，电位线基本上是平行于 PN 结面的。但这种 P

柱在一定的设计下可使电位线几乎和元件表面平行。

就像 P 柱区和 N －区已被中和为一片高阻区一样。

于是就可以采用较低的电阻率去取得器件较高的耐

压。这样，RDS(ON) 就因较低的电阻率而大大下降，

和耐压的关系也不再遵循前面所提到的 2.4 到 2.6

次方的关系了。这样一种思路为 MOSFET 拓宽了往高

压的发展，今后和 IGBT 在高压领域的竞争就大为有

利了。

通 过 上 面 的 各 种 努 力，IR 公 司 MOSFET 的

RDS(ON) 正逐年下降，或者说，正在逐季下降。应用

工作者如何抓住机会跟上器件的发展，及时把更好

性能的器件用上去，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5.2 栅电荷 QG 的降低

MOSFET 常常用在频率较高的场合。开关损耗在

频率提高时愈来愈占主要位置。降低栅电荷，可有

效降低开关损耗。

为了降低栅电荷，从减小电容的角度很容易理解

在制造上应采取的措施。为减小电容，增加绝缘层

厚度（在这儿是增加氧化层厚度）当然是措施之一。

减低电容板一侧的所需电荷（现在是降低沟道区的

搀杂浓度）也是一个相似的措施。此外，就需要缩

小电容板的面积，这也就是要减小栅极面积。缩小

原胞面积增加原胞密度从单个原胞来看，似乎可以

缩小多晶层的宽度，但从整体来讲，其总的栅极覆

盖面积实际上是增加的。从这一点来看，增加原胞

密度和减小电容有一定的矛盾。

采用了上述措施，IR 产生了第 3.5 代。也称为

低栅电荷 MOSFET。第 3.5 代的米勒电容下降 80％，

栅电荷下降 40％。当然第 3.5 代还有许多其它措施

来降低 RDS (ON)（降低了 15％），这样所带来的好

处不仅是开通速度快了，温升降低了，也带来了 DV/

DT 能力的提高，栅漏电压的增高，同时也降低了驱

动电路的费用。所以对应用工作者来说，将大家最

为熟悉的第三代改换用第 3.5 代的时机已经来到。

为缓解原胞密度增高后栅面积增大引起栅电荷过分

增大的问题，一种折衷的结构也随之出现。那就是

将漏极的原胞结构改为条状漏极。这时候可以有同

样窄的栅极（条密度很高）而不至于增加太多栅极

面积，所以栅电荷得以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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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OSFET 驱动电阻的选择

L 为 PCB 走线电感，根据他人经验其值为直走线

1nH/mm，考虑其他走线因素，取 L=Length+10（nH），

其中 Length 单位取 mm。

Rg 为栅极驱动电阻，设驱动信号为 12V 峰值的

方波。

Cgs 为 MOSFET 栅源极电容，不同的管子及不同

的驱动电压时会不一样，这儿取 1nF。

VL+VRg+VCgs=12V

计算式

这是个 3 阶系统，当其极点为 3 个不同实根时是

个过阻尼震荡，有两个相同实根时是临界阻尼震荡，

当有虚根时是欠阻尼震荡，此时会在 MOSFET 栅极产

生上下震荡的波形，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因此

栅极电阻 Rg 阻值的选择要使其工作在临界阻尼和过

阻尼状态，考虑到参数误差实际上都是工作在过阻

尼状态。

根据以上得到

计算式

因此根据走线长度可以得到 Rg 最小取值范围。

等效驱动电路图

分 别 考 虑 20m 长 m 和 70mm 长 的 走 线： 

L20=30nH，L70=80nH， 则 Rg20=8.94Ω，

Rg70=17.89Ω，

以下分别是电压电流波形：

电压电流波形

可以看到当Rg比较小时驱动电压上冲会比较高，

震荡比较多，L 越大越明显，此时会对 MOSFET 及其

他器件性能产生影响。但是阻值过大时驱动波形上

升比较慢，当 MOSFET 有较大电流通过时会有不利影

响。

MOSFET 有较大电流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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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要看到，当 L 比较小时，此时驱动电流的

峰值比较大，而一般 IC 的驱动电流输出能力都是有

一定限制的，当实际驱动电流达到 IC 输出的最大值

时，此时 IC 输出相当于一个恒流源，对 Cgs 线性充

电，驱动电压波形的上升率会变慢。电流曲线就可

能如左图所示（此时由于电流不变，电感不起作用）。

这样可能会对 IC 的可靠性产生影响，电压波形上升

段可能会产生一个小的台阶或毛刺。

　IC 的 PWM OUT 输出

一 般 IC 的 PWM OUT 输 出 如 左 图 所 示， 内

部 集 成 了 限 流 电 阻 Rsource 和 Rsink， 通 常

Rsource>Rsink，具体数值大小同 IC 的峰值驱动输

出能力有关，可以近似认为 R=Vcc/Ipeak。一般 IC

的驱动输出能力在 0.5A 左右，因此 Rsource 在 20Ω

左右。

由前面的电压电流曲线可以看到一般的应用中

IC 的驱动可以直接驱动 MOSFET，但是考虑到通常

驱动走线不是直线，感量可能会更大，并且为了防

止外部干扰，还是要使用 Rg 驱动电阻进行抑制。

考虑到走线分布电容的影响，这个电阻要尽量靠近

MOSFET 的栅极。

可以看到 L 对上升时间的影响比较小，主要还是

Rg 影响比较大。上升时间可以用 2*Rg*Cgs 来近似估

算，通常上升时间小于导通时间的二十分之一时，

MOSFET 开关导通时的损耗不致于会太大造成发热问

题，因此当 MOSFET 的最小导通时间确定后 Rg 最大

值也就确定了 ，一般 Rg 在取值范围内越小越好，

但是考虑 EMI 的话可以适当取大。

以上讨论的是 MOSFET ON 状态时电阻的选择，在

MOSFET OFF 状态时为了保证栅极电荷快速泻放，此

时阻值要尽量小，这也是 Rsink 放电阻过小，由于

走线电感的原因也会引起谐振（因此有些应用中也

会在这个二极管上串一个小电阻），但是由于二极

管的反向电流不导通，此时RG又参与反向谐振回路，

因此可以抑制反向谐振的尖峰。这个二极管通常使

用高频小信号管 1N4148。

实际使用中还要考虑 MOSFET 栅漏极还有个电

容Cgd的影响，MOSFET ON时 Rg还要对 Cgd充电，

会改变电压上升斜率，OFF 时 VCC 会通过 Cgd 向 Cgs

充电，此时必须保证 Cgs 上的电荷快速放掉，否则

会导致 MOSFET 的异常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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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电位器消除电压的变化

摘要：本应用笔记讨论了在使用数字电位器与其

它电阻串联构成分压网络时，如何消除电压的变化。

概述

机械式电位器和数字电位器都存在不确定的端到

端公差，Maxim 的数字电位器端到端阻值误差典型值

为 20% 至 30%。数字电位器与其它电阻串联构成分压

网络时，这个阻值的偏差可能引发一些问题，造成

电压的变化量超出容许的误差范围。

本应用笔记讨论了一种比例电路设计方法，把电

阻偏差转换成可接受的电流变化量，可有效消除电

压的变化。在此处给出的电路中，电压输出取决于

电位器的比值，设计中也可以很好地控制温度系数。

比例电路设计

该设计所面临的直接问题是：3% 的误差可能导

致电压在 3V至 4.5V 之间变化。利用图 1所示框图，

可进行基本计算。数字电位器是50kΩ (25%容差)，

R1 为 16.5K (1%)，R2 为 100K (1%)。电位器端到端

电阻 25% 的容差是设计中的最大误差源。

图 1. 基本框图

现在考虑用不同的抽头电阻进行相同计算，

如果电位器是 37.5kΩ，顶端电压为 4.46V，低端

为 3.25V；如果电位器为 62.5kΩ，则顶端电压为

4.54V，低端电压为 2.79V。此电路中，由于电位器

端到端阻值偏差较大，不能采用这种基本架构解决

电压变化问题。

图 2电路只是利用电位器的电阻比进行分

压。

图 2. 用两个电压基准替代设计

 

电路中引入两个电压基准，使误差和温度系数得

到控制，数字电位器的端到端绝对偏差会改变回路电

流，但不影响电压。输出电压按比例变化，只取决于

电位器抽头位置的电阻比。

两个基准都通过反馈控制输出电压，R2 (25K 至

50K) 确定两个基准的源出电流。Maxim 数字电位器的

数据手册中都会讨论旁路电容，可根据布板情况增加

电容。

数字电位器特性：
◆采用集成电路工艺生产，具有良好的线性、精度和温度稳

定性 

◆采用电信号控制电阻的变化 

◆可选择记忆功能和不记忆功能 　

◆温度特性好，抗冲击具有优越的环境适应性 

◆体积小，节省空间，易于装配 

◆寿命长，可靠性高 　　
◆应用范围广，使用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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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硬件开发自学方法简介

1.概述

最近因为工作的缘故，接触到

了 100 多人的 2012 年的大学毕业

生，他们今后的工作方向都是嵌

入式系统的开发，具体来讲，也

就是即将从事基于 Android 的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的开发，

从我与他们的交流的情况来看，

他们的困惑很多，具体表现以下

几个方面：

1.1. 想从事硬件开发的人，

不知道一个硬件产品是如何做出

来的，只有少数的人能够绘制简

单的原理图和 PCB，很多人对此几

乎是一无所知。

1.2. 一些想从事软件开发的

人，分不清什么是驱动软件开发、

上层应用软件开发，很多人只有

点基本的 C、C++ 语言的概念，在

学校里自己写过几百行代码以上

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几乎搞不

清楚自己以后到底想干什么和自

己到底适合做什么工作。

1.3. 因为开发一个产品是个

复杂的事情，很多毕业生几乎是

无法自己决定如何入手来开始他

们的学习过程，基本上处于迷茫

中。当然也有一些在学校参与过

一些竞赛的同学，有一点基础的

知识，绝大多数的人都需要重新

开始思考他们该如何融入今后的

工作。

1.4. 基础知识薄弱，很多想

搞硬件设计的人搞不清楚一些基

本的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工作

原理，想搞软件开发的人，对于

运行起来，也可以了解一下嵌入

式系统软件是如何开发出来的，

为以后与软件设计人员在一起工

作提高一些使用的交流技巧。

2.1.7. 为未来从事更复杂的

系统设计打好必要的基础。

2.2. 设计一个具有几个基本

外设的基于 ARM 处理器的嵌入式

系统

在完成了上述的一个单片机系

统的硬件设计以后，要想进一步

的深入学习的话，就可以再复制

一个基于 ARM7 或 STM32 处理器的

系统了，方法也是可以先买一套

这样的系统，获得一些原理图、

印制板、硬件使用手册和测试软

件，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收集资

料的时间。因为有一定的基础，

此时的重点可以放到对于原理图

的理解层面上来了，最终的目标

的也是搞出一个能够与买来的开

发板一样的板卡出来，可以运行

测试软件，确保系统能够正常工

作。

这个复制的过程也就花费约

600 元左右，不算太高，但通过这

个过程可以学到很多的硬件开发

知识，建议这个过程也可以几个

人合作来完成，分摊一下开发成

本。

2.3. 设计一个基于 ARM9 或更

高级处理器的开发板

经过上述的 2 个过程后，已

经积累了一定的开发基本技能，

这时候可以进入提高阶段了，方

法还是通过复制一个基于 ARM9 或

软件编程的理念也了解不深，几

乎都需要重新培训。

2. 硬件开发学习的几个过

程介绍

2.1. 设计一个最小的基于单

片机的嵌入式系统

任何硬件系统的设计，都要绘

制原理图、印刷电路板，因此学

会使用一种绘制原理图和印制板

软件的使用，是未来从事硬件设

计的基础，建议可以先购买一套

简单的基于单片机的开发板，然

后自己再将其复制出来，来锻炼

自己的设计能力，这样子做有如

下几个优点：

2.1.1. 可以锻炼自己绘制原

理图和印刷电路板的能力。

2.1.2. 不用自己编写软件来

测试自己的设计，可以利用开发

的测试程序来验证自己的设计是

否正确。

2.1.3. 可以锻炼自己采购器

件的能力。

2.1.4. 可以锻炼自己使用基

本的工具的使用能力，例如：电

烙铁、万用表等等。

2.1.5. 花费比较低，一个人

独立承担的话，也就是 500 元左

右的花费，如果几个人合作开发

的话，每个人花费 100 元左右就

可以了，与学到的技能相比，这

点花费根本算不了什么。

2.1.6. 可以锻炼自己的综合

素质，至少也可以了解一下如何

将示范软件在自己设计的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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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级处理器的开发板来学习高

级的设计技能，可以先花 600 元

~1000 元左右买一个开发板，就可

以获得所有的相关资料，如：原

理图、印制板图、资料、操作手

册及测试软件等等，自己收集这

些资料的话，所有的花费应该会

远远超过 1000 元，还不能保证资

料的正确性，建议还是购买一块

开发板比较好。

在这个阶段的设计中，需要设

计 6 层以上的印制板，加工费用

要花费 3000 元左右，建议找几个

人合作开发，可以有效降低开发

成本，因为买此类的开发板，一

般都会提供 pdf 格式的原理图，

有的还会提供 Protel 格式的原理

图，印制板文件一般不会提供，

但学习的重点也就是印制板的绘

制，因此所有学习的重点就要放

到印制板的设计上来了，一旦这

个过程完成了，就为以后复杂嵌

入式系统的开发打好基础了，因

为多层板的设计有一些技巧，在

这个过程中，初学者可能会感到

有点困难，有条件的话，可以找

个人指导一下，避免自己犯错误

导致设计失败。

3. 总结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如何自

学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开发，总的

来讲，直接的投资并不大，主要

的是精力的投入，如果以一个刚

出校门的大学生月收入 4000 员来

计算的话，学会上述技能，估计

要 6~8 个月，换句话说，也要投

入3万元左右的精力，这样算来，

直接那点投资就不算什么了，希

望初学者们不要关注那点直接投

资的费用，长远来讲，得到的知

识的价值要远远大于你的那点投

资。

最后，祝各位初学者学习顺

利！

善意提醒：

以上是自己的个人观点，仅供

参考！投资需谨慎！

嵌入式系统的历史

虽然嵌入式系统是近几年才风靡起来的，但是这个概念并非新近才出现。从 20 世纪七十年代单片机的出现到

今天各式各样的嵌入式微处理器，微控制器的大规模应用，嵌入式系统已经有了近 30 年的发展历史。 　　作为

一个系统，往往是在硬件和软件交替发展的双螺旋的支撑下逐渐趋于稳定和成熟，嵌入式系统也不例外。 　　嵌

入式系统的出现最初是基于单片机的。70 年代单片机的出现，使得汽车、家电、工业机器、通信装置以及成千上

万种产品可以通过内嵌电子装置来获得更佳的使用性能：更容易使用、更快、更便宜。这些装置已经初步具备了

嵌入式的应用特点，但是这时的应用只是使用 8 位的芯片，执行一些单线程的程序，还谈不上“系统”的概念。 

　　提示：最早的单片机是 Intel 公司的 8048，它出现在 1976 年。Motorola 同时推出了 68HC05，Zilog 公司推

出了 Z80 系列，这些早期的单片机均含有 256 字节的 RAM、4K 的 ROM、4 个 8 位并口、1个全双工串行口、两个 16

位定 时 器。之后在 80 年代初，Intel 又进一步完善了 8048，在它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了 8051，这在单片机的历

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页，迄今为止，51 系列的单片机仍然是最为成功的单片机芯片，在各种产品中有着非常广泛

的应用。从 80 年代早期开始，嵌入式系统的程序员开始用商业级的“操作系统”编写嵌入式应用软件，这使得可

以获取更短的开发周期，更低的开发资金和更高的开发效率，“嵌入式系统”真正出现了。确切点说，这个时候

的操作系统是一个实时核，这个实时核包含了许多传统操作系统的特征，包括任务管理、任务间通讯、同步与相

互排斥、中断支持、内存管理等功能。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Ready System 公司的 VRTX、Integrated System 

Incorporation (ISI) 的 PSOS 和 IMG 的 VxWorks、QNX 公司的 QNX 等。这些嵌入式操作系统都具有嵌入式的典型

特点：它们均采用占先式的调度，响应的时间很短，任务执行的时间可以确定；系统内核很小，具有可裁剪，可

扩充和可移植性，可以移植到各种处理器上；较强的实时和可靠性，适合嵌入式应用。这些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

作系统的出现，使得应用开发人员得以从小范围的开发解放出来，同时也促使嵌入式有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90年代以后，随着对实时性要求的提高，软件规模不断上升，实时核逐渐发展为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RTOS），

并作为一种软件平台逐步成为目前国际嵌入式系统的主流。这时候更多的公司看到了嵌入式系统的广阔发展前景，

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嵌入式操作系统。除了上面的几家老牌公司以外，还出现了 Palm OS，WinCE，嵌入式 Linux，

Lynx，Nucleux，以及国内的 Hopen，Delta Os 等嵌入式操作系统。随着嵌入式技术的发展前景日益广阔，相信会

有更多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软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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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更多最新研发职位，请登录研发求职网 www.RDwo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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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机硬件工程师

2. 高级硬件工程师

3. 高级结构设计工程师

职位描述：

01 负责无线通信终端产品基带部分的研发工

作 ;

02 基于参考设计完成基带部分的完整性和优

化设计；

03完成基带部分（包括音频、UI、功耗、时序等）

的可靠性、一致性和完整性测试；

04 和其它部门密切协作，保证整个产品的相

关目标按期实现；

05 设计方案所采用元器件的选型和验证。

职位要求：

01 机通信或电子工程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

历，具备系统的通信或电子工程专业基础

知识；

02 至少两年基带电路设计开发经验，有手

机基带电路开发经验者优先；

03 熟悉嵌入式微处理器或无线数字通信系

统架构，对基带电路有深入了解；

04 良好的英文读写能力； 

05 具备团队合作精神，善于与人沟通。

职位描述：

01 负责个人通信产品中电路的设计和调试工

作；

02 和部门内其他工程师紧密协作，保证整体

电路设计指标的按期实现，并保证性能达到

市场要求 ;

02 和结构生产等部门密切协作，保证整个产

品的相关目标按期实现 ;

 

职位要求：

01 电子工程类本科及以上学历；

02 二年以上电路设计经验，有 PCB Layout

经验； 

03 熟悉 GSM，WCDMA 通讯系统和标准，熟悉

手机元件，测试仪器和EDA设计软件的使用；

04 具备系统的无线通信 / 电子工程专业基

础知识；

05 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

06 具备团队合作精神，善于与人沟通。

职位描述：

01 按时高效地完成结构设计工作；

02 组织并参与手机结构设计的评审工作；

03 对测试和试产中出现的问题，并给出解决

对策，直至实验 pass，顺利量产；

04 加强和相关部门的交流，密切部门内部关

系，保障数据来源和自身结构设计工作的准

确性。

职位要求：

0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本科及以上学

历； 

02 五年以上结构设计经验，其中包含至少

三年手机结构设计经验； 

03 熟悉设计开发流程；

04 熟练使用 Catia、Pro/E 等设计软件；能

够独立提出结构设计的解决方案，熟练掌握

结构设计分析技能，如公差分析、运动分析、

力学分析、模具结构可能性、制造工艺可行

性、材料选择等；

05 英语读写流利，能口语沟通；

06 工作积极主动，责任心强，具备团队合

作精神；

职位地点：深圳

职位地点：深圳地区 5人，北京地区 5人

职位地点：深圳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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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中国 (Qualcomm)
欲知更多最新研发职位，请登录研发求职网 www.RDwork.com

上海  Shanghai/

·Software Engineer – CDMA/EV-DO New!

·System Test Lead Engineer New!

·System Requirement Engineer New!

·System Test Engineer New!

·Multimedia System Test Engineer New!

·SW test automation engineer New!

·power system test engineer New!

·mobile system field test Engineer New!

·Wireless connectivity testing engineer New!

·Protocol testing engineer New!

·Software Engineer – GERAN New!

·Software Engineer – LTE New!

·Software Engineer - RF Driver New!

·Software Engineer - Android Framework New!

·Factory support engineer New!

·Factory Account manager New!

·Reference Design Product Engineer New!

·Reference Design System Engineer New!

·Software build engineer New!

·Android / Linux integration engineer New!

·Software PC Tool developer New!

·Automation test engineer New!

·Software Engineer – Camera Driver New!

·Software Engineer – Display Driver New!

·Linux Kernel Driver Development Engineer New!

·BSP Software Development Engineer New!

·Camera tuning engineer New!

·Camera driver engineer New!

·RF engineer New!

·I2C sensor engineer New!

·Sr. Baseband Engineer New!

深圳  Shenzhen
·Factory support engineer New! ·Staff factory support engineer New!

·Factory Account manager New!

北京  Beijing
·Factory support engineer New!

·Analog Power Management IC Design Engineer (All Levels) - Singapore New!

其它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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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经纬科技有限公司

驱动工程师                        New!

手机软件工程师（10 名）            New!

负责公司项目维护和开发；

为 andriod 平台开发做技术储备

计算机、通信、网络相关专业，2年以上工作经验 ;

精通 C/C++，有良好的编程习惯 ;

有嵌入式驱动软件开发经验，精通底层驱动软件，

具备一定的硬件知识，有 windowsce/mobile 下驱

动开发经验，熟悉 linux 驱动开发和 marvell 平台

者优先考虑 ;

能够熟练阅读和理解英文资料，做事认真踏实，有

较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产品质量意识 .

负责项目组的软件开发工作。

负责项目 BUG 的修改，软件版本的维护，发放。并

本职位需要进行 C/C++ 方面笔试，一经录用公司提

供完善的培训，完整的职业规划，同行业居上的薪

资待遇。

正规院校大专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 C/C++ 基础，有一

定的代码开发经验。

对手机行业充满热忱，能熟练阅读英文文档。 

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认真的工作态度，性格开朗、踏实，

有团队精神。

01

02
01
02
03

04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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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深 MTK 软件工程师                New!

   手平台开发部资深 mtk 软件工程师 ;

职位地点：深圳

01 重点院校电子科学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英文良好。 

从事手机软件开发 3 年以上 , 一年以上手机产品 C 编程

经验 . 其中 MTK 平台软件开发 2 年以上，能够独立完成

工作 ;

数据结构知识扎实，有参与过大型项目的经验； 有嵌入

式编程经验优先 ;

具备团队合作精神，易于沟通。

01

02

03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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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描述： 职位要求：

职位描述： 职位要求：

职位描述： 职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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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K 这种芯片上市时间有点晚，应该 2 3 月份上市才有竞争力，高通现在也开始做低价芯片，

MTK 前路在何方？尚待考证，举个例子如果一个 1200 左右的手机一个采用 MTK 双核，一个

采用 1.4G 高通单核你会选择哪个手机？ MTK 手机平台给消费者一个印象 “山寨”，MTK 进

入智能机市场的时间上有点尴尬。

原文：联发科双核芯片MT6577七月上市

芯片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不是赚点辛苦钱就ok，必须要不断的投资新技术，不断的研发，不断的流

片积累经验，才可能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欧美资本市场对于毛利低于50%的芯片企业不看好是有原因的，

你以为人家矫情？ 

原文：RDA$4600万收购互芯所有基带芯片知识产权

其实那些所谓的机海战术在同时期推出的多款产品都是一个格调，其实在机海战术的同时，打造一到两款明

星产品这样的方法肯定比仅仅采用机海战术要好。这就是Samsung的模式。像国产手机就是纯粹拼数量，一

年52款，平均一星期一款新产品，没有重点，没有创新。

原文：“机海战术”VS“大片模式” 谁主沉浮?

【xuzhao45005】

以rda的特点，执行效率高，作风强悍，就是其他公司撑不住了，它还能轻松应对！我觉得两岸四大ic公司

展讯，MTK，MStar,rda，竞争力应该最强的应该是rda，你看它的毛利率一般都很低，但净的却不差。

原文：RDA$4600万收购互芯所有基带芯片知识产权

精彩评论/ commentS

【 a676835535】

【52RD 网友】

【52RD 网友】

【aquasnake 】
我曾经分析过nvidia的架构与ATI的差异最大不同就是shader频率分配不同,nvidia传统是1:2,ATI是 1:1

同步.ATI以节约shader性能换取核心速度更高(总功耗一定前提下).Nvidia喜欢强大的shader以突显其技

术优势.但现实情况下ATI的架构则成本更经济,供耗控制则更出色. 开普勒核心就是nvidia回归传统思路

改进Fermi架构砍掉shader独立频率与核心同步的妥协,看起来是nvidia终于放弃了以shader强大去炫耀

独立技术的思路,转为向功耗与成本妥协.因为nvidia的 GPU,在高强度处理下导致温升出现BGA脱焊而花

屏的BUG,太普遍了. 本人不是N黑,N的技术还是先进的,但是他的制造工艺,很烂 

原文：NVIDIA Tegra 4参数曝光 自称性能横扫对手

【xuzhao45005】

 等级：超级版主

 帖子：650

 经验：120

【52RD 网友】

 等级：初级工程师

 帖子：483

 经验：270

【aquasnake】

 等级：初级工程师

 帖子：90

 经验：388

【 a676835535】

 等级：实习生

 帖子：63

 经验：33

【52RD 网友】

 等级：技术专家

 帖子：83

 经验：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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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评论/ commentS

【joy003221】
走小米路线的华为，未必能得到成功，主结两大点：一为网络的营销手段比不上雷布斯，小米手机之

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拥有一大批的网络雷的粉布以及力量强大的水军。二为产品知名力度

差异化，小米已经成为了中坚的品牌，而华为品牌当前只是处于山寨之上，加上那“huawei”的标签，

感觉有点悬。

原文：华为终端“涉足”电商渠道 电子商城昨日上线

【joy003221】
 等级：超级版主

 帖子：772

 经验：904

【aquasnake】
wingtech未必能排的上,很多国资/银行背景的都要赶上IPO,今年可以肯定的是,新股发行非常多,A

股对于散户已经没希望了,如果再不启动做空机制,那么就只有机构在炒多,散户成肥料. 对于一些

上市公司,为什么不能做空?为什么不能有互搏机制?可见,A股是由背后垄断机构所支撑的,杀散户

的一种游戏规则。

原文：传证监会不再批准手机整机类公司上市

【joe_deng】
这些都是大浪淘沙的手机市场这个大环境，这么激烈的竞争，能活下来的有几个不是每个山寨手机厂

都有能力生产自己品牌手机的。

原文：山寨转型品牌商 大陆手机厂商崛起

【yang7682787】
重视日本的科技和技术优势是对的，但是也要客观看待发展形势。显然日本的电子制造产业竞争力已

明显不如从前，后起之秀有韩国、台湾，一些稍低端一点的中国已能完全替代。产业竞争力不仅仅与

技术相关，产业环境、市场需求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是外向型经济，主要依靠出口，随着日币升值、

人口老龄化和韩国、台湾、中国等国家地区产品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再难以维持之前的辉煌，未来

一段时间内半导体制造产业将加速向中国转移，我们理应抓住机会奋力追赶才是。

原文：南方周末：“日本制造”的加拉帕戈斯危机

【joe_deng】
手机行业一直在洗牌，从09年到现在，手机行业大浪淘沙，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品牌企

业上市只是为了增加企业凝聚力，说白一点就是拢钱但以目前的手机市场来看，仅仅凭借手机产品来

做市场竞争是远远不够的手机的洗牌还在继续，最终谁会留下只能拭目以待。

原文：传证监会不再批准手机整机类公司上市

【aquasnake】

 等级：超级版主

 帖子：667

 经验：880

【joe_deng】

 等级：研发工程师

 帖子：96

 经验：840

【yang7682787】
 等级：技术专家

 帖子：9990

 经验：8888

【joe_deng】

 等级：超级版主

 帖子：134

 经验：456

 RD 币：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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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不敢说，到现在Android的界面滑动流畅度还是没有iphone好。试过用Native C/C++开发，效率提升不

是一点点，至少感觉提升了50%。如果当初就是C++跑的Android架构，那现在可以和苹果抗衡了。虚拟机，

鸡肋啊。好在开源，程序员可以学到点东西。

原文：不敌高通 华为四核机告别"最快手机"封号

呵呵，杞人忧天，看似很宏观的言论，实则不了解大集团的运作策略，至少有一点需要明白，大集团看好的

发展方向，不管暂时赚不赚钱，那都是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去砸的，尤其是想短期内（2-3年）塑造品牌影响力，

不下这样的狠心是完全没可能的。至于作者做担心的问题，我倒想问问，微软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也是连年

的巨亏，按您的说法，是不是微软早该把智能手机操作系统部门给切掉了，否则严重拖垮集团啊，因为这个

部门的巨亏已经不是一个两个版本的问题了，而是连续推了这么多个版本都还是在亏啊，为什么微软不但没

有切掉这个部门，反而还让这个部门史无前例的强大呢？因为这是趋势，将来的手持终端、移动网络等等才

是发展的方向，所以就算再亏几年，大鳄们还是要把这个领域做起来，否则未来的粮食都没有了，还谈什么

发展？

原文：华为手机技术”大跃进” 巨大研发费用靠啥承担？

在红海里遨游的勇敢者！吹牛者要有敢吹的能力，完全是一个山寨机的模式，就是把山寨机都拿到他家去卖，

没有好产品就是死路一条，完全不支持这条路；产品是核心，销售模式是第二核心，尼采想灭苏宁卖场，是

一个敢想者，也是一个敢做者，祝愿他们能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是给大家上了一课，这条路不好走！在红

海里遨游的勇敢者！ 

原文：尼彩的“苹果”：让用户来抢购低价手机

【frank999】

学苹果已经是一个错，基于华为来学苹果，那是错上加错。乔帮主是怪胎，也是个成功的特例，他的成功就

像个黑洞，扭曲了很多企业和个人的理念光芒。他们开始心浮气躁，觊觎苹果的市场份额，但除了堆叠硬件、

低价促销、自费武功（譬如Win Phone/win8）外别无他途。

原文：华为互联网业务总裁朱波已向公司提出辞呈

精彩评论/ commentS

【52RD 网友】

【52RD 网友】

【52RD 网友】

【frank999】

 等级：实习生

 帖子：50

 经验：12

【52RD 网友】

 等级：研究员

 帖子：800

 经验：700

【52RD 网友】

 等级：实习生

 帖子：863

 经验：533

【52RD 网友】

 等级：研究员

 帖子：890

 经验：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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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专辑 R&D TIMES · 本期话题

  

尊敬的读者朋友： 本问卷的调查目的是征询大家对《研发专辑》的评价，您

的意见对于杂志的改进十分的重要。希望您能够诚实、认真完成的本问卷，我们

将会在收到的问卷回复者中抽取 X 名幸运读者，幸运读者将获得《研发专辑》全

年杂志免费赠阅。

基本资料
1. 您的性别

 �男�女

1. 您的年龄

  �20 岁以下�21-25 岁�26-30 岁�31-35 岁�36 岁以上

2. 您的所在地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其他 __________

3. 您的职业

  �硬件研发�软件研发�硬件测试�软件测试�项目管理

  �芯片设计�技术支持�采购�质量管理�其他 __________

4. 您是否是 52RD 的会员

  �是�否

5. 您获得本杂志的渠道

  �公司订阅�个人订阅�会员赠送�其他 _________

请完整填写，以便我们为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本刊将对您的个人资料予以保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您最喜欢本杂志的哪个版块的内容

  �卷首语�微博聚焦�人物访谈�本期话题�手持终端

  �移动软件开发�产品新知�零组件 .半导体�业界制造�电信设备

  �IT 数码�精彩博客�技术文章�研发热门职位�精彩评论

  请完整填写，以便我们为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7. 您觉得本杂志内容对您的工作是否有帮助

  �是�否

8. 你觉得本杂志需要改进的版块是

读者问卷调查

52RD《我爱研发网》

edit@52rd.com 2012.04《研发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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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类型：
1. 系统方案类文章 通过具体的设计案例介绍如何分析工程解决方案，以帮助工程师开发出运行速度更快    

  功率消耗更低、成本更低或具备更多新性能和新功能的产品。

2. 测试解决方案类文章 针对电子基础设施和终端产品的系统或子系统级的测试解决方案。

3. 设计创新类文章 讨论系统功能和应用电路实现过程中的实用软硬件设计技巧和元器件选用策略。

4. 分享类文章 您想与研发工程师同行分享的其它设计 / 测试经验和工程经验。

文章格式：
字数最好在 2000-3000 字，并提供 2 到 5 张图 / 表，图 / 表分辨率应不低于 300dpi；对文、图、表 

中的英文缩略词作中文注解；提供 100 字左右中文和英文摘要，包括标题和关键字；提供作者简介，包 

括：姓名作或学习单位、职务或职称、联系信息、现从事的工作等；必须为原创，转载恕不采用；稿件

请以 Word 文档形式发送。

对我们本期杂志的满意程度
  �卷首语�微博聚焦�人物访谈�本期话题�手持终端�贴别策划

  �移动软件开发�产品新知�零组件 .半导体�业界制造�电信设备

  �IT 数码�精彩博客�技术文章�研发热门职位�精彩评论

9. 请写出您的改进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您希望本刊增加哪些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您觉得本杂志的广告内容对您是否有用

    �是�否

12. 您是否希望订阅本杂志

    �是�否

   如需订阅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及详细邮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可以将填写完整的问卷扫描并传真给我们，传真号码：021 － 31750601；或以附

   件的形式发送邮件至edit@52rd.com;您也可以以信件的形式寄给我们，邮寄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港路 333 号 1623 室，邮编：201206；期待您的回复！ 

《我爱研发网》征稿启事

请完整填写，以便我们为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本刊将对您的个人资料予以保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RD《我爱研发网》

edit@52rd.com 2012.04 《研发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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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于小姐

电  话：021-3175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