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rd.com�

07刊  10期
╲

2012年07月刊 总第十期

www.52RD.com
我爱研发网期刊

行业内部免费赠读



52rd.com �

·R&D TIMES 研发专辑精彩评论

52rd.com�



研发专辑 R&D TIMES·精彩评论

52rd.com �

·R&D TIMES 研发专辑精彩评论

52rd.com�



52rd.com � 52rd.com�

编辑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主编  
Editor      
 
责任编辑   
Editor
   
创意设计 
Creative Design

市场部 Marketing

董海礁 
Joyce Dong

刘雪源 
Emma Liu 

王占强  张咫萦
Apple Wang  Peter Zhang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港路333号禹洲国际大厦1623室
1623 Yuzhou International Plaza,333 Jingang Road,
Pudong District,Shanghai P.R.China

于晶晶
Cherry Yu

021-31750601

上海市研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RANDN INFORMATION TECHNOLOGYCO.,LTD

《研发专辑》编辑部   
 R&D Times editorial

   

R&D TIMES
《研发专辑》出新刊了，杂志诚招经销商，有意者请速与我们联系

研发专辑 10

总部地址
Address  

            
联系人   
Contact 
  
电话
Tel 

主管/主办  
Director/organizer 

编辑出版  
Editing and publishing   

	 7月伊始，迎来了2012欧洲杯的决赛，西班牙以4:0打败

意大利，将德劳内杯高高举起。如果将欧洲杯和手机圈相关

联的话，那么苹果就像是连续蝉联冠军的西班牙队，当下的

手机业没有谁能比苹果强，无论实力还是成绩，都无人能撼

动苹果的地位。日薄西山的诺基亚就像是曾经连夺世界杯与

欧洲杯冠军荣耀一时的法国队，1/4决赛便折戟而归。而三星

可以说是手机界的德国队，屏幕、芯片、闪存等各子产业就

像德国队的众多名将，不仅在各自领域成绩卓著，垂直整合

后也使三星手机拥有了非常强的实力。

	 6月28日，在西班牙扫清进军决战的最后一个对手葡萄牙

几个小时之后，中国手机业迎来了中国通信史上最热闹非凡

的一天：上午10点，360特供机AK47开始预售，上午11点，

北斗手机网小辣椒手机预售，上午12点盛大手机预售。互联

网企业连珠炮似的发布手机，势要将手机市场演变成另一个

战场，究竟谁能笑到最后？7月销量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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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恰当的超低静态电流LDO
稳压器

电子应用设计人员现今面临的一项极重要挑战是将电子系统能耗

降至最低。为了达到此目的，大多数系统利用不同的低功率模

式，帮助降低整体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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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国产手机守望者
编者按：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1世纪

初，国产手机曾上演了一幕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2003年前后，

波导、夏新等十余家本土厂商一度拿下国内半壁江山……

 35|移动软件开发

谷歌发布Android 4.1系统及3款
硬件产品
北京时间2012年6月28日凌晨，谷歌2012年I/O开发者大会开幕，在

这场发布会上，谷歌不仅发布了Android 4.1操作系统，还有Nexus 

7平板电脑、Nexus Q播放器、谷歌眼镜三款硬件产品……

35 网易丁磊：雷军的小米是伪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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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riQuint下一代双频带WLAN模块TQP6M9017问市

43 Spansion发布最新SLC NAND闪存系列产品

43 欧胜打造首款四核音频处理器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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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莱特波特创新测试技术助力解决智能手机生产瓶颈

46 ST推出塑料封装的MEMS麦克风芯片

47 Marvell发布802.11ac组合无线芯片Avastar 88W8897

47 安立公司推出具备信号跟踪源的手持式频谱分析仪

47 泰克推出用于MIPI ® 联盟 M-PHYSM发射机和接收机

 测试的自动解决方案

 42|产品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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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铭峰悲剧多：

中国手机，国产品牌，山寨泛滥。望前世今生，感慨万千。欧泊中兴，杀死冲天。制作薄机，围剿华为，欲与

P1试比薄。须对比，看价格配置，分外妖娆。小米如此坑爹，引互联大佬竟反抗！盛大乐众，完爆MIUI。北斗

辣椒，忽明忽暗。小3盛大，掀起狂潮，只为全国老百姓。俱往矣，数发烧手机，还看配置。

微博聚焦/Focus

@卢伟冰：

记得离开第一家服务近10年的公司时，我对未来加盟的公司定了两个标准：1,一家民营企业 2,一家只做手机

的公司，而不是大集团下的手机业务板块。因为手机行业的特性决定了owner-driven的要求。大家目前更多

是看所谓的模式，其实更要关注企业的治理层。今天我再增加第3条：企业有没有共享的利益分配机制。

@高通中国：

S4大家庭中，大家最耳熟能详是MSM8960 1.5GHz双核处理器，使用28纳米制程Krait CPU，集成Adreno 225 

GPU。但大家庭中还有十几位兄弟姐妹，针对大众市场、中高端及下一代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及机

顶盒、个人电脑等。如提供高达1.2GHz双核CPU、Adreno 203 GPU的MSM8X25芯片组，即面向大众市场。

@龚斌Robin：

【关于软件和硬件盈利进一步探讨】苹果是一个整合了硬件、软件和服务的公司。苹果放弃了通过软件盈利

(应用很便宜且下降)，但是苹果每卖出去一台iPad，却仍旧能获得195美元的营业利润。通过在便宜的硬件

上出售昂贵软件的商业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几乎免费的软件+价格适中的硬件，这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沈劲：

研发成本是手机总成本的重要部分，因为多模，高通的一款芯片可以产生出针对不同运营商的多款手机。同

时由于管脚完全相同，一个设计可以承载高中低的不同的高通芯片，派生出不同档次的手机。这样研发复用

性提高，分摊到每台手机的研发成本大大降低。

@KT胡运旺：

#胡说IC# 昨日听闻3拨模拟IC新创业，1是新CEO洗牌被逼；2是大公司呆烦了；3最费思量，公司业务迅猛发展之际

却离开创业去。3个都是搞技术的背景，芯片设计经理/总监。10年来芯片设计者带头创业，实在是胜面太小，但

咋都前仆后继跳进来呢？如果不是管理高手市场高手，老实打工或跟随创业，应为上策。

@手机晶片达人：

MTK最近搞了个大麻烦，在智能机的 G sensor , 參考設計推薦mtk轉投資的Mcube，結果客戶一量產，Mcube的

不良率高達10%以上，客戶叫苦連天，纷纷把Mcube列为拒绝往来户。所以不要以为MTK不会有问题，这次就出

了大麻烦。MTK为了扶植他的转投资，客户却是一场灾难。

微博聚焦/Focus

@余承东：

很多博友询问华为Ascend D Quad四核手机量产的问题，因为华为自己的海思四核芯片遇到一些技术问题需要

攻克而耽误了上市进度，目前看问题已经找到，研发及各部门正加紧努力之中，预计8月份开始华为四核手机

的量产，处理器速度性能上具备一定优势，一旦自家的四核AP芯片成熟，今后可持续发展潜力会更强！

@乐商店掌柜：

Moto嫁了G，Nokia被这样蹂躏也只能从了M，RIM被F和A看上了。现在最舒服的苹果和三星20年后还能安好否？

Intel买了谁，高通买了谁，Mtk买了谁还要再买谁。软的硬的都不踏实的产业，要么是在巨变前夕，要么是

个泡沫。看看历史，巨变也好泡沫也罢，那些演进过来的才更值得揣摩。露在外表的皆是浮云。GMFA。

@许单单-互联网分析师：

【小米估值和互联网公司比较】小米终于正式公布融资成功，估值40亿美金。小米只有两年历史，估值四十

亿，如果和互联网上市公司相比，小米估值仅次于腾讯百度网易，排名第四。如果把未上市公司也算上的

话，次于阿里。和京东对比未知。小米估值超过新浪，是奇虎的两倍，诺基亚的一半

@欧新唐繁：

作为上游ODM厂商，龙旗控股集团董事长杜军红认为“任务艰巨”，从800元到699，再到499，他认为降价过快。

“联通领导说800元以下是蓝海，我觉得过不了多久就会迅速变成红海，而且正在发生。”杜军红称，要保证质量

的同时把价格降下来，硬件设计和从制造角度如何实现，都是上游厂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潘九堂：

6月金立智能机芯片下单量超100万(这是四大金刚外首个量过百万厂商，海信加ODM也百万级)，OPPO/步步高

/TCL量也猛增，这是国内智能机公开市场爆发和传统渠道型品牌复苏标志性事件！除凡卓/波导/华勤/奕文

/华旭昌等IDH量稳定外，知名海外ODM厂商深圳天珑6513下单量迅速增长，表明海外2G智能市场也在启动！

@雷军：

【小米开创的互联网手机模式】互联网手机的用户群都是互联网最活跃人群，用得好未必会说，但不好肯定

会吐槽，不完美的地方肯定会被放大。再加上竞争对手不间断的造谣诋毁，难度非同一般。小米就是在如此

严酷和苛刻的环境下出生成长的。今天小米手机出货300万台，也足以说明小米顽强的生命力！

@周鸿祎：

贪是人性，是什么都自己做，不合作不分享。但即使如苹果，也需要做应用平台，更没想通吃电商和配件。

如微软、谷歌，也选择用收购和合作进入移动互联网。我相信术业有专攻，360没有硬件和电商的基因，因此

选择与手机厂商合作，优势互补、合作共享。有合作，才有产业链；合作造就伙伴，而不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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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当前的智能手机市场“低价化”已经

十分明显，据了解有一款基于展讯SC8810平台的智

能手机价格已经拉到了499元，对此，晨星会如何应

对？是否会推出更低端的智能手机解决方案来与之

竞争呢？

乔总：以前大家认为，只要能实现千元智能机的

这个价格那么就会实现智能机的普及了，时至今日市

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千元智能机在某些市场上来看

已经是天价了。手机市场发展很迅速，更新换代也非

常的快，一方面说明这个市场很有活力，另一方面也

说明竞争非常残酷。

我们也会陆续推出较低端的智能手机芯片。我们

在切入功能手机市场的时候，产品价格也不是最低

的，但是我们的产品从性能和质量上来说都还是不错

的。我们的产品布局会实现向上和向下扩展，向上比

如我们的从功能手机升到智能型手机；向下比如我们

的32BL、56系列，这是我们在功能手机市场的策略；

那么在智能手机上我们也会用采用同样的方法，像目

前我们直接推出来的A9和1G主频的智能手机方案，而

不是最低的A5这样的产品。

另外我们也会把自身的优势体现出来，包括Turn 

key的解决方案。初步形成一定的规模后，我们肯定

会向上、向下同步扩展。向上我们会有至少在1.2G双

核的方案，另一方面向下也是一定的，因为并不是

每个人都是发烧友，很多消费者觉得够用就好，这样

的话我们会利用我们配套的优势，例如Wi-Fi、蓝牙、

包括GPS、NFC、CTP等，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芯片，

我们也会在主芯片上做适当的降低，同样也会寻找在

低端最合适的方案，把所有外围和在一起，提供这样

的解决方案，做最最入门的智能手机，我们已经着手

在做了。

问题三：那么这种低端的入门级智能手机解决方

案是否会对晨星的类智能机市场产生冲突呢？

乔总：其实这个现象已经发生了，随着智能手机

的逐渐普及，类智能的市场已经开始受到压缩，这个

是目前在国内已经看到的一个状况，这也是一个必然

的趋势，所以我们很早就在积极布局智能手机方案。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类智能的最低出货价才100多元

人民币，与低端的功能机价格差不多了，还是会满足

一部分市场，包括海外市场这部分还在增长。在我们

的理解中，总的市场容量就是这么大，低端智能手机

市场的增张必然会影响到类智能市场，类智能会向下、

向海外扩展。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手机产品的层次越来

越丰富了，从最低端的功能手机到PDA，再到类智能，

再到低端智能手机都有各自的市场以及生存空间。层

次变得更丰富了，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好现象，

针对自己的需求，选择面更加宽了。

问题四：据了解，有业内人士认为晨星这次推出

的智能手机方案MSW8568与联发科的MT6575在功能上

很相近，对此，乔总您怎么看？您认为MSW8568在哪

些方面更优于竞品？

乔总：6575和6515分别支持WCDMA市场和2G市场，

我们此次发布的芯片解决方案和这两款芯片在性能上

非常的接近，都是基于A9的主芯片、1G的主频，只不

过是我们产品的推出时间稍微晚一点。但是我们在多

媒体的处理上会比较强，因为多媒体处理能力一直都

是我们的优势，像3D的一些参数，多媒体的一些参数，

都会高于我们的竞争对手。另外我们还多一颗TD的芯

片，也是同样的功能和配置。

另外，在智能手机领域上我们属于后进者，那么

我们想要切入到这个市场当中来，在产品价格上肯定

会采取一定的优惠策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将会比较

积极的来配合我们的客户做一些工作。

问题五：在五月份MStar发布会上我们看到了晨

星的3D裸眼技术解决方案，未来晨星在这方面有哪些

布局和规划呢？

乔总：未来将裸眼3D这项技术向智能手机上移是

趋势，同时在非智能机上我们也将持续配合客户降低

成本，做到更好实现。

问题六：现在芯片厂商越来越意识到合作共赢的

重要性，例如，高通强推QRD平台、联发科的“Turn 

Key”服务还有展讯也在这方面开始发力，那么晨星

在这方面是如何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呢？

乔总：实现与客户的共赢，我认为首先要有好的

产品和好的服务，其实好的产品也是一种服务，够低

的价格，够好的质量和性能，齐全的配套，加上完

整的Turn key解决方案，加上我们现场贴身的技术支

持，使得和我们在一起前进的客户在市场过程中有一

个更好的基础平台，他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做一些自己

的发挥，从而实现同一平台上的产品差异化，那么在

激烈市场竞争中会得到一些收获。我们也会坚持在这

方面的努力，首先要把产品做好，提供够有竞争力的

近日，MStar首款智能手机方案MSW8X68系列和裸

眼3D手机新品方案MSW8533BN面市。MStar目前已经拥

有了几乎所有智能手机需要的外围芯，并形成了基于

电视、机顶盒、数码产品、手机等四条成熟的产品线。

MStar 2G手机营销副总经理乔国坤先生在接受52RD专

访时，进一步讲解了MStar的产品布局以及对市场策

略的调整，以下为采访实录：

问题一：我们都知道，现在智能手机非常火爆，

乔总能否介绍一下晨星在这个时间点推出智能手机方

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

乔总：其实在发布会我们已经提过要在合适的时

间推出合适的产品。因为我们的优势比较全面，无论

是在产品制式上还是外围配套上。技术层面，MStar

涵盖了2G、TD和WCDMA三大类别。这对于方案设计公

司来说，我们能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用一种方案就

可以支持我们所有的制式类别；从市场来讲，我们认

为这个时间点比较合适，准备的也比较充足，所以才

从这个时间点进来。当然我们也会贴紧市场的价格趋

势，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就在要在这个市场占据一定

的市场份额，站在一个适当的具有优势的位置上。特

别需要说明的是MStar的几乎所有产品都不是最早推

出,但最终都能够成为主流，因此进入时间没有早晚，

关键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

人物访谈：MStar手机2G营销副总经理乔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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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从何时起，十多年前还被视为高科技的手

机产业，仿佛变成了任人采摘的大白菜园子，

谁想弄一颗就弄一颗。越来越多的原本“不

相干”的人高调宣布：要进军手机产业！

马云要做手机，李彦宏要做手机，雷军要做手机，

周鸿祎要做手机，陈天桥也要做手机......这些人尽

管不相干，但好歹也还与手机业同属于IT这个大行当，

但我最近还听到的一个消息是，罗永浩也要做手机。

罗永浩是谁？当下的网络红人，以前新东方的英语老

师。再加上爱立信的退出，摩托罗拉的倒掉，诺基亚

的衰败，黑莓的暗淡。真令人有沧海桑田之叹，正可

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手机业算是彻

底倒了门槛，回归群众了。

其实手机业今天的现状，早在五年前就已经种下

了种子。如果未来要写一部世界手机业简史，2007年

绝对是一道绕不过去分水岭。那么2007年手机业到底

发生了什么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苹果手机的异军突起，当初，乔

布斯要做手机，没多少人当回事，他甚至连商标都是

临上市前才从思科手里硬抢来，之后的奇迹却举世共

睹：iPhone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全球手机业版图，同时

也把乔布斯推上神坛。

还有谷歌手机。这一年的11月，谷歌发布其手机

战略，开源的安卓操作系统公诸于世，几年后，正是

Android平台聚集了无数反苹果的“好汉”，组成了足以

与苹果抗衡的手机业另一大阵营，正是既生瑜，必生亮。

开放的API平台也兴于2007年。这一年5月24日，

Facebook正式推出应用编程接口（API），通过API，

第三方软件开发者可开发在Facebook上运行的应用程

序，同时共享利润，此举迅速拨动了开发者的心弦，

推动了Facebook的“超常规跨越式”大发展...当时，

Facebook总共用户不过三千万，如今已超10亿。

苹果手机的兴盛，至少有一半应归功于API的引

入。2008年3月，苹果模仿Facebook，开始允许第三

方开发应用软件，随后推出在线商店，到今年3月，

苹果App Store程序下载量达250亿次，五年间向开发

者支付了超过40亿美元，创建和支撑起一个遍布全世

界的全新产业链。

中国的山寨手机业以及山寨货这个新词也是在

2007年开始出现，从此百花齐放、百机争鸣，中国山

寨文化风靡全世界，山寨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

卷全国，走向全球。

还是2007年，韩国的三星手机窥透变局，乘势扩

张，第一次取代了摩托罗拉全球第二的位置，在经营

五年之后，更于今年一季度在智能手机领域出货量超

过苹果，在全手机领域，超过诺基亚，成为双料冠军，

当然，从盈利讲距苹果还有一段距离。

这些事情，单独列举出来，每一件都已足以影响

一个产业时代，但它们偏偏都集中发生在2007年，从

这个角度说，其实今日世界手机市场的局面，早在

2007年就已经奠定：智能手机（苹果）+开源系统（谷

歌）+开放的API（facebook）+优质的硬件（三星）。

从2007年开始，手机业已经不再是手机巨头的手

机业，它从通讯工具角色开始向移动终端与移动平台

过渡，而没有敏感认识到这一点的手机巨头，则从此

开始走向末日。并且，那些在后来取代它们位置的角

色，或许也永远不会被冠以手机巨头的名号，比如苹

果、比如三星，中国的华为如果在未来的手机业冲顶

成功，一定也不会被人称为“手机巨头”。

如果将来把2007年定为手机业开始消失的起点，

我一点也不会奇怪，因为手机业确实很可能会在与其它

移动终端的融合中逐渐消失，那些与基带、半导体构件、

结构件等关键词密切联系的传统手机概念就像今天的电

话机一样会迅速过时，现在，哪个厂商还会为生产电话

机而自豪？谁还会把能生产电话机视为一种绝技？

1878年11月，当爱立信推出第一台电话机时候，

其高科技程度要远超1998年的手机，但终究还是沦为

尘土，今天的手机只不过正在重走当年电话机的老路，

或许，爱立信正是历史性地看到这一点，才及时从手

机业抽身而出。

既然手机业的本体都正在消解，那么，马云、李

彦宏、雷军、周鸿祎、陈天桥甚至罗永浩等原本不相

干的人跑出来做手机就很好理解了，话又说回来，其

实大家心里也都明白，这些人虽然喊着要做手机，但

心里念叨的绝不是“手机”两个字。

	 （来源：DoNews专栏认证作家	信海光/文）

手机业已亡，为何做手机的企业却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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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然后提供有针对

性的服务，针对客户的需要和客户进

行一系列的互动，包括技术服务，包括商务的服务，

以期望和客户达到共赢的这样一个阶段，找到自己的

位置获取自己的市场份额。

问题七：我们都知道MStar在电视芯片领域十分

出色，MStar做手机方案时，是否有考虑可以使手机

和电视更好的互动，比如WiFI Display技术。

乔总：多屏互动一直是MStar关注的重点，多屏

互动在日常的应用里非常广泛，TV的无线高清MStar

已经有相关的技术，在各TV厂家平台上已经完成了大

屏传小屏，小屏实时操控大屏，小屏上的内容可以实

时传到大屏上，用户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操控TV，可以

通过手机语音操控TV等功能。用户可以利用自己的手

机做为手势操控的设备玩TV上的游戏，手机对于电视

来说是一个出色的操控终端。

问题八：是否可以介绍一下Mstar目前在手机芯

片上的研发力量？我们52RD有很多工程师向往从事手

机芯片的研发或支持工作，非常关心Mstar在大陆的

布局情况。

乔总：我们的手机产品布局还是分为功能手机和

智能手机两块。在功能手机的主芯片上，像我们在推

的32BL系列以及即将要推出的56系列，现在已经做到

了高集成度，在这种极致的集成度下我们可以做成主

流直板机的方案，具备很

强的性价比；智能手机我们是从中间的

产品开始布局，相信不久我们就会把产品线丰富起来，

像双核的、高主频的，也有低端的和入门级的智能手

机，要和类智能衔接起来，我们在主线这块是这样一

个配置，基本上可以覆盖到比较全面的一个范围，围

绕这个主线我们在外围也做了很多布局，像FM、蓝牙、

WiFi、GPS、NFC、CPT这些都将会成为我们的标配或

可选配置，同时我们也在做一些技术上的进步，配合

主芯片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配套，例如国内的CMMB数字

电视，我们在功能机和智能机上都有形成完整的解决

方案，我们产品的整体布局比较全面，但是在某个时

间点上会有所侧重。

但是由于智能手机还没有完全形成最主流的市场，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仍然会在功能手机上继续重点

投入，同时也会把我们配套的资源优势发挥出来，我

相信后面我们会逐步的向智能手机过渡，这是一个趋

势，我们其实已经投入很大的资源在智能手机上，但

功能手机仍然会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因此现今阶段

我们是两方面并重的，把这两块做的更加扎实，为市

场提供全面完整的解决方案。

	 （来源：我爱研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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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2年6月12日OPPO正式发布OPPOFinder，其设

计与硬件配置堪称精品：6.65毫米机身，双核

机顶级的性能，效果出色的SuperAMOLEDPLUS

屏幕，而玩家最关心的售价也终于有了定论：6月12

日，OPPO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了OPPOFinder产品

交流会，发布会上正式公布了OPPOFinder的售价：

2498。相对于Finder的设计与硬件配置，2498元的

定价还比较厚道，Finder的性价比在目前的高端安

卓机中也数一数二。

在产品交流会上，OPPO播放了OPPOFinder的产品

详细介绍视频，视频里提到了OPPOFinder6.65毫米机

身，大猩猩玻璃金属机身，NearME软件中心等等卖点。

在会上OPPO还播放一段介绍OPPO品牌历史的视频，

视频记录了从2005年以MP3厂商身份进入市场起，到

笑脸手机再到今天的Find系列OPPO七年间的经历。

除了售价外，在发布会上OPPO副总经理刘作虎还

阐述了OPPO的三个尝试。

尝试1.薄至6.65mm的产品。纤薄是一种重要的产

品体验，为了做到如此纤薄，OPPO攻克了很多技术难

题，也做出了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天线与扬

声器一体化设计，特殊的不锈钢骨架结构，摄像头的

设计等。

尝试2.网络销售。OPPOFinder将于6月18日到6月

OPPO正式发布Finder 售价2498 

25日进行网络预售，方案如下：1.OPPO手机老用户可

以获得100元现金减免；2.报名参加试用活动的200多

万网友也可获得100元的现金减免；3.不论新老用户，

只要是前一万名预定者可以获得OPPO提供的精美礼品

一份。

尝试3.服务。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不同问

题，可以通过微博、论坛和网络客服进行反馈。另

外覆盖全国的300多家客户服务点和1000多家终端点，

都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周到更全面的服务体验。同时，

Finder预置了更适合OPPO用户的个性化移动互联网平

台NearMe。

陈明永认为：智能手机是一种个性化特征很强的

消费品。它不仅仅是一个互联网的接入工具，也不能

单纯地拼价格拼配置。精致、美观的产品所带来的

个性化体验尤其为消费者所重视。OPPO一直致力于打

造优秀的产品，给消费者非凡而精彩的用户体验。互

联网的发展模式与思维给智能手机的发展带来了很大

的改变。OPPO会积极参与进来，这让OPPO能够快速的

发现消费者需求，加快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速度。同时，

OPPO也会努力耕耘我们强有力的地面渠道，对消费者

提供更全面、更直接的服务。

	 (来源：TomPDA)

正
所谓：“没有最薄，只有更薄”。OPPO 

Finder在全球最薄的宝座上还没有呆两天，

便似乎已经面临将被超越的命运了，同样

来自国产品牌的中兴有意挑战此项纪录，即将推出的

新款将以更薄的机身面市。根据来自微博的消息披露，

中兴将会有一款代号“雅典娜”的超薄智能手机面世，

其厚度仅为6.2mm，有望成为当前全球最薄的智能手机。

新纪录诞生

超薄设计向来是手机领域的流行元素，在进入智

能手机时代之后，各家厂商也同样在超薄机型上大做

文章。从当初的苹果iPhone4到摩托罗拉RAZR XT910，

再从华为Ascend P1 S到刚刚拿下全球最薄智能手机

头衔的OPPO Finder，智能手机的超薄纪录在不断被

刷新。然而，就在人们还以为6.65mm是否为手机厚度

的极限的时候，全球最薄的纪录却很快又要被刷新了。

而这次出手的仍旧为国产厂商，中兴即将推出的新机

雅典娜将以6.2mm机身厚度成为全球最薄的智能手机。

而从此次在微博上泄露的中兴雅典娜谍照来看，

虽然无法辨认该机的外形，但通过与厚度不足10mm的

苹果iPhone相比，我们还是不难发现该款手机的超薄

机身确实让人惊叹。此外，由于中兴雅典娜所拥有的

6. 2mm“惊世之薄”已经得到了中兴官方的确认，所

以新的超薄纪录将就此诞生。

四核处理器

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兴雅典娜在挑战超薄极限之

余，手机所拥有的功能也同样超越以往任何同类机型。

根据中兴官方微博所透露的信息显示，该款手机将会

配备720p高清触控屏，分辨率为720×1280像素，并

且还会提供1GB的RAM容量和内置800万像素摄像头。

最薄新纪录 中兴6.2mm四核雅典娜曝光

而为了获得更流畅的操控体验，中兴雅典娜还

将装载与HTC One X相同的NVIDIA Tegra3四核处理器，

不仅跑分成绩达到了10000+，而且该处理器所支持的

可变对称式多核处理器（vSMP）技术，最大的特色是

拥有四个主核心和一个协处理器。特别是该处理的协

处理器所具备的一项名为 “ShadowCore”影子核心的

功能，更是能够在待机或者处理器工作量不多的时候，

会自动调低功耗，从而达到省电的效果。而这对于一

款拥有超薄机身的智能手机而言，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以“薄”出位

尽管现在还不清楚中兴雅典娜会在何时发布，届

时手机的售价又会处于怎样的价位。但显而易见，国

产品牌智能手机都希望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

最简单的方式，突出最吸引眼球的卖点，所以将薄至

6.2mm的纤薄机身作为突破点，至少在国产品牌看来

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当然，国产品牌智能手机的超薄之争或许并不为

所有人接受，但多少还是体现了国产厂商在技术上的

进步，尤其诸如中兴雅典娜这样配备四核处理器的超

薄机型，可谓在纤薄的机身的融合了足够强大的功能，

相信在短期内很难再被其他厂商所超越。

	 (来源：腾讯科技	水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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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拿下当前分辨率最好的Retina屏幕技术，这是

少数能和AMOLED一较高下的关键技术。

但三星却已经准备好下个杀手级应用，2012年初，

三星发布“Youm”柔性AMOLED屏幕，这种技术一旦量

产，手机可以像手表一样绕在手上，掉在地上也不会

摔破，手机的形态会大幅改变。

赢在赌命研发！比先进者坚持，终把持
关键零组件

“掌握关键零组件，重点不只是成本，三星对开

发手机的细节能掌握得更精准。”一位台湾手机厂高

端主管说，他曾拜访三星时，对方告诉他，“技术是

三星的最后一道防线”，三星坚持，所有硬件设计都

是由三星自己完成，关键零组件要由自己生产。他分

析，苹果自己不生产零组件，供应商很难把自己“压

箱底”的技术拿出来。

自己投入零组件制造生产，听来简单，但

是，“投入”并且“坚持”，很多人都做不到。 以

AMOLED（OLED技术的一种）为例，这种技术原本掌握

在日本企业手上，日商除了AMOLED，还投资四、五种

以上不同技术，不赚钱就退出。 关键点就是，大家

大量烧钱的结果，却仍无法把良率提升超过四成，连

东芝（Toshiba）跟夏普都是做一片，赔一片。

三星却是赌上性命开发这种技术，“转型失败，

公司就解散。”Display Search副总裁谢勤益转述。

三星决定投入AMOLED之后，就专注研发。三星和韩国

政府，从2004年开始投入巨资，2009年，就投入2.57

亿美元，2012年更加码到61亿美元。 “他们是夜以

继日的挑战技术问题”，结果说明一切，只花3年时

间，三星工程师就超越日本，达到9成良率，现在三

星在AMOLED市场占有率高达98％，日本只有1％。

严格说来，三星并非创新的公司。AMOLED并非它

最早开始，但最后却由它收成。屏幕占一部智能手机

约26％的成本，把持此关键零件，就让三星在手机性

能和价格上，拥有最多的选择。

然而，三星把持的，不仅是屏幕，还有存储器和

处理器，全是三星自制。三星自制零组件占一部三星

手机出货量成本约62％。而且，三星在存储器与屏幕

领域，市场占有率都是全球第一。

赢在有本钱玩创新！没人敢推的机型，
能让价格很诱人

三星在这几个零组件产业收成的原因都一样，就

是“坚持”。

基本功做起来，让三星终于有本钱，玩创新。掌

握屏幕，让三星敢推出没人敢推的5英寸手机Galaxy 

Note。这部手机规格比诺基亚高，但价格更低，结果

在全球热卖，成为三星2012年上半年的获利主力。

于是，在高端产品市场，三星可以推出如Galaxy

一样的新产品，以差异化创造出区隔。当宏达电产

品多“挤”在2000元到4000元的价格带时，三星高

端产品就能靠零组件的优势，推出比宏达电更好的

新规格，以逼宏达电降价，两头夹击。而从这块领

域赚到的钱，他就拿来补贴低价手机的发展，大口

吃下新兴市场。

当时看来是妄想。但为了达到目的，三星曾派一

组工程师，用自家的昂贵晶圆厂，免费替诺基亚开发

手机专用存储器，除了希望拿手机用存储器产品的

主导权外，还希望能多学一点，手机设计的关键技术

……。 坚持的结果，让现在的三星有超过21项产品

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三星在手机领域威胁苹果，但

是苹果i Phone中的处理器，还是要跟三星买。

未来战场在电视！学苹果，推动电视、
相机连上网

三星与苹果的战争，还将转移到电视领域。三星

已定下“到2020年，营收增长一倍”的目标，营收要

从新台币6400亿元，增长到1.28万亿元，就像苹果布

局iTV，三星也正在推动电视、相机连接上网，“现

在三星开始学苹果，广集使用者信息，”一位手机业

内人士表示，三星会在电视产业，再次复制AMOLED显

示技术带来的优势。

现在的三星正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当其产品销售

越多时，也有助其零组件经济规模变大。机海，对三

星而言，是结果，而非只是战术。对手若只看到三星

因推出多产品而赢的表面而跟进，只会陷入“研发资

源被分散，在各市场都打不深”的泥淖。

但是，与其说三星有策略，更可以说其“认本

分”。三星知道自己没有技术，只是市场后进者，所

以只能拟定出最适合自己的“资本密集、垂直整合”

策略。但他们依循本分，像下围棋一样，一子、一子

的布局。29年过后，三星夺得了棋局上原本属于诺基

亚，摩托罗拉（Motorola）与其他无数零组件厂的棋

子，并且三星还在持续攻城略地中。

	 (来源：我爱研发网)

既
没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又是市场后进者，三

星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却突飞猛进，在2012

年第一季度挑下手机和智能手机领域双冠，

究竟三星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将三星推向了手机

领域的最高峰？

2012年5月4日，在伦敦千年历史的Earls Court

展览中心，一场2012年最盛大的手机发布会在此举

行，全球两千名媒体的焦点，都集中在一名亚洲人的

身上：三星（Samsung）手机业务总裁申庸昆（Shin 

Jong-kyun）。

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这是三星登上全球

手机第一宝座后的第一场旗舰产品发布会。就在2012

年第一季度，诺基亚（Nokia）蝉联了14年的手机市

场份额第一的宝座，被一个生于韩国，原本生产冰箱

和黑白电视机的公司所取代，这个公司就是三星。

表面上看来，变局似乎来得太快。国际数据信息

（IDC）最新报告指出，2012年第一季度，三星的全

球手机市场占有率高达23.5％，比原本第一的诺基亚

高出3个百分点。但在十年前，也就是2002年时，诺基

亚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36％，三星的市场占有率连诺

基亚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而乔布斯（Steve Jobs）营

造起的苹果（Apple）帝国，即便有强势的iPhone手机，

但在智能手机市场的整体出货量，还是不及三星。

苹果唯一敌手！通吃低端到高端手机市场

三星其实早在26年前就进入移动通信市场。1986

年，三星推出第一款车用电话SC100，因为质量太差，

根本卖不出去，之后的手机，每一个型号一年只能卖

出一、两千部。

但是现在，英国《金融时报》称三星是“苹果挑

战者”，“如果苹果所向无敌的iPhone4要挑一个对

手，只有三星的Galaxy可以匹敌。”

三星翻身的秘密，是什么？

美国《旧金山新闻报》的报导指出，“机海战

术”是三星翻身的关键。苹果只有iphone一个系列的

手机，而且隔半年才推出新产品，但三星仅仅Galaxy 

Note一个系列，在半年内就有13种不同产品，屏幕从

2.85英寸到5.3英寸都有。

三星在低价市场，用一部不到200元的手机打压

诺基亚；在高端市场，则用一部四千多元的手机和苹

三星29年攻城启示：机海战术+垂直整合

果竞争。

但“机海战术”真的就是三星翻身的全部原因

吗？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个战术，宏达电也在使用，

但效果却截然不同。2012年第一季度，宏达电营收下

滑34％，营业净利率只有7.5％，被批评“牺牲毛利，

让品牌辨识越来越模糊。”因为要做机海，就代表要

把资源分散到各产品线。

那为什么三星能够依靠“机海战术”翻身，宏

达电就落得业绩下滑的境地呢？ 秘密背后的秘密，

“关键在它的零组件”，苏格兰皇家证券亚太区下游

硬件制造产业首席分析师王万里说。

赢在垂直整合！降成本又能差异化，速
度胜宏达电

三星通过布局关键零组件，做出垂直整合布局，

在设计时就把策略考虑进去，只要更换不同的组合，

变换不同机壳、屏幕，就能打不同价格市场。

业内分析师认为，“垂直整合能加快对市场的反

应速度”。一般手机厂要取得不同尺寸的屏幕，要跟

屏幕厂事先计划，并且承诺产能，周期长而且成本

上不占优势。但三星只要自家的屏幕厂多出一批库存，

愿意给手机部门使用，就马上可以投入生产，三星的

反应速度，会比宏达电快，且成本更低。

更好的是，三星不只是通过垂直零组件的投资生

产去降低成本而已，并且还利用其做出差异化。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三星手机的独门AMOLED屏幕。

这种屏幕，比一般手机屏幕省电两成以上，而且更轻

薄。应用AMOLED屏幕的Galaxy Note系列的屏幕有5英

寸大，就像一本小笔记本，它打破了手机和平板电脑

的界线，消费者可以像用iPad一样，用大屏幕看电子

书、玩游戏，但Galaxy Note的重量却只有iPad2的三

分之一。

“这个产品打到了一群回家不想开电脑的人”，

一位手机业内人士评论道，这群人不想花太多钱买最

顶尖的3C产品，只是要方便，结果这款手机半年内卖

出五百万部，预计2012年将卖出一千万部。

惊人的是，根据研究机构Display Search的资料，

三星在全球AMOLED屏幕市场，市场占有率高达98％。

苹果看到了这个威胁，2012年3月，苹果代工商鸿海

投资夏普（Sharp）1330亿日圆（约合人民币10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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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步步高对消费群体的心理摸得非常透彻，仅在这两

个电视台，去年就投入了数亿元的广告费，再加上当

红明星代言，将山寨机的配置，卖出了智能手机的价

格，赚得盆满钵满。

进入2012年，它们却突然迷失了方向。记者发现，

OPPO与步步高的柜台十分冷清，而在华为、中兴、三

星的柜台面前，却被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当中，大多

想来购买智能手机。

OPPO、步步高等靠广告驱动的厂商，其性价比低，

做工也较为粗糙，在智能手机市场表现低迷。记者从

消息人士处打听到，鉴于悲观的市场形势，OPPO与步

步高今年的广告投放已腰斩，4亿元的广告投放预算仅

为去年的一半。

不仅仅是OPPO与步步高出现了危机，整个二线品

牌似乎都情况不妙。主打女性品牌的朵唯，现在也淡

出了电视广告。过去两年，由舒淇代言的朵唯女性手

机，由于市场定位精准，一时崛起。但由于缺乏技术

积淀，朵唯在智能机时代出现明显不适。

金立执行副总裁张高贤表示，像OPPO、步步高等

国产手机，在功能机时代凭借营销策略获得了一定的

成功，但到智能机时代却出现了脱节，主要是未能适

应渠道变化所致。现在，运营商渠道的地位空前提高，

而很多二线厂商并未重视与运营商的合作关系。

“二线品牌一直靠广告驱动，推广费用十分高

昂，再加上它们没能进入运营商定制范围，既没有品

牌，价格上也不占优势，处境十分被动。”有卖场经

理指出，随着国际品牌大量进入智能手机市场，本土

厂商将再次迎来洗牌，预计下半年将会体力不支，被

迫收缩战线，调整渠道策略，其中得不到母公司输血

的，出局已不可避免。

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一家由五兄弟创办总部

位于深圳的基伍（G’five）公司，最近开始裁员，另

有不少员工跳槽去了竞争对手。而在今年3月深圳举行

的一个峰会上，基伍的总裁张智学还宣称会坚持开放

渠道路线，并在筹备香港H股上市。

基伍早期做OEM，后进入自主品牌，产品畅销非

洲、中东、东南亚，出货量一度进入全球前十。2010

年年底，它开始涉足智能手机，去年杀入国内智能机

市场，但基伍给人“山寨”的印象难以消除。

4月20日，基伍董事长张勤学去长沙考察，据说是

据运营商透露，2012年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

达1.5亿部。智能手机就像黑夜茫茫大海中的一盏航

灯，发出熠熠的光芒，很多毫无行业经验的企业，都

朝着有灯火的方向前进……

“高富帅与白富美人手一部iPhone，难道屌丝只

能买低档货？我们决定与国内外厂商合作，把高配置

智能手机以低价特供360用户。”5月4日，有互联网

“鲇鱼”之称的周鸿祎，在微博中写下的这番话，引

发了一阵轰动。他还就手机的牌子、配置、价格向网

友征求意见，看来是要准备大干一场。

苹果、三星在智能手机市场上的成功，让中国厂

商觉得遍地是金。在360之前，盛大与百度也公布了各

自的造手机计划，甚至连罗永浩这样的话题人物，也

出来趟浑水，并放言这个行业全是“土鳖和笨蛋”。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智能手机无限风光，

但也江湖水险，诺基亚、RIM等传统老牌巨头都在苦苦

挣扎，新起之秀HTC迅速败落，随着国际品牌加入千元

智能机市场的角逐，国产手机的处境令人堪忧。

第一章暴风雨前夕的审判

5月1日上午，广州白云区黄石东路某大型手机卖

场。在附近一家台资玩具厂上班的郝娟，想利用这一

天假期把手中的OPPO换掉。去年年初，这款功能手机

花了她2100元，比她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为此，她曾

心疼不已。

现在，她觉得自己的手机已经落伍了，很多工友

都换成了华为、中兴、三星的智能手机，价格便宜，

功能却很多，可以玩《愤怒的小鸟》、《切水果》

……而她手中的OPPO，除了听听音乐，似乎什么也干

不了。

二线品牌的艰难时世

凭借每年近10亿元的广告轰炸，OPPO和步步高在

城郊结合处实体店有着超高的人气，连诺基亚、三星

等洋品牌也忌惮它们几分。

城乡结合部有大量的制造工厂，这些外来工上班

时间较长，每周只有一天假，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看

电视。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是他们的最爱，他们喜欢

看《快乐大本营》和《非诚勿扰》，这些轻松、诙谐

的节目，算是他们生活中最好的“调味品”了。OPPO

寻找国产手机守望者

编
者按：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1世纪初，国

产手机曾上演了一幕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2003年前后，波导、夏

新等十余家本土厂商一度拿下国内半壁江山，形势一片大好。然而，

随着洋品牌对价格战逐渐适应，国产手机自身质量问题无法改善，不出两年

时间几乎全军覆没。

今天，国产手机在技术苍白的情况下，却异常不理性，倾巢而上押注千

元智能机。随着摩托罗拉放下架子，HTC亦步亦趋，三星宣布应战，千元智

能机市场的无序竞争加剧，迅速由蓝海演变成红海，赤身肉搏一触即发。

智能手机行业并非赔本就能赚到吆喝。品牌不占优的国产手机，似乎正

重复着上一出悲剧。现在一线品牌遭遇利润下滑之痛，二线品牌处于艰难时

世，新进入者看不到希望。如果它们在短期内不能撕掉身上的“低端”标签，

建立核心竞争力，大洗牌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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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静悄悄的革命

国产手机凭借千元智能手机战略，在洋品牌尚未

重视之前站稳了脚跟。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国际品

牌调整方向，国内智能手机厂商已经嗅到了血雨腥风。

虚妄的现实

千元智能机浪潮率先由华为、中兴于去年上半年

掀起，联想、酷派等国内厂商随后参与其中，天宇、

金立、步步高、OPPO等二线品牌推波助澜，中国手机

市场自2003、2004年以来，再现“小阳春”。

市场调研机构赛诺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

以“中兴、华为、酷派及联想”为代表的国产品牌，

在国内3G手机出货中占据了46.3%的市场份额，苹果、

诺基亚、摩托罗拉被挤出五强之外。国产手机迅速崛

起，打破了洋品牌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统治，它们所呈

现出的繁荣局面，让不少人直呼国产手机时代已经来

临。

然而，国产手机的现状并不能让国人感到宽慰，

反而忧心忡忡——在高端机市场，苹果、三星的霸

主地位十分巩固，其中苹果iPhone的毛利率超过50%，

而国产手机大部分靠低端品牌支撑，毛利率仅在15%

左右。

从国内几家品牌厂商刚公布的财报，也可见它们

风光背后利润下滑的无奈现实。华为去年手机出货量

为5500万部，其中智能手机超过2000万部，同比增

长500%，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报表。然而，它在销售总

收入（2039亿元）同比增长11.7%的情况下，净利润

（116亿元）却同比下降了53%。

华为将利润下滑解读为“市场竞争激烈和汇率变

化所致”。但有行业人士认为，从面向运营商到面向

消费者，华为投入的渠道费用以及市场推广费用，都

在大幅增长，而手机行业竞争激烈，毛利不断下降，

也导致了华为的净利润出现下滑。

宇龙酷派则坦承，利润下滑是全行业的问题，除

了三星、苹果外，几乎无一幸免。酷派去年手机出货

量创下新高，3G手机销量超过千万部，带动公司营收

大幅增长59.8%，但净利润却同比下跌43.5%，毛利率

也同比下降9.6%。酷派认为，去年公司将市场拓展至

中低端市场，这一市场竞争激烈，拉低了平均售价。

为了战略卡位，在高端市场处于弱势的国产厂商，

将重心聚焦中低端智能机市场，导致全行业利润下

滑。但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现象若不引起重视，后

果会很严重。在全球市场，可以找出很多相似的案例。

2006年，摩托罗拉的市场份额上升到24%，净利润却

大幅下滑，随后不得不调整战略，淡出低端市场，从

此一蹶不振；2008年，诺基亚全球份额超过40%，同

样出现利润下滑，此后开始走下坡路，至今依然在生

死茫然的大海中苦苦挣扎。

面子与里子

手机行业呈现出大者恒大的局面，在这次看似热

闹的掘金潮中，大部分利润落入苹果、三星的口袋，

其他众多厂商只能争抢残羹冷炙求生存。苹果iPhone

去年以9％的销量，抢夺了行业75%的利润；三星凭借

GALAXY系列手机的走俏，智能手机出货达1亿部，同

比增长过4倍。

苹果与三星对行业利润的垄断，让其他厂商沦为

“陪太子读书”。日前，投资银行瑞银公布的研究报

告称，苹果、三星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今年将继续雄

霸智能手机市场，瓜分全球手机市场利润的90％。

手机行业的生意越来越难做，HTC已感受到了

“倒春寒”，市场份额、业绩不断下滑，领导人坐立

不安，奔波于全球市场。最近放下架子，决定调整方

向，在利润下滑时，首先保证份额。HTC首席执行官

周永明就多次强调：“我们不会推低端手机，以损害

公司多年来树立起的高端形象。”

HTC曾是全球最大的Android手机厂商，具有很

高的品牌识别度，其董事长王雪红更是拿奖拿到手

软。但随着智能机的普及，HTC大屏概念优势荡然无

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形势陡转直下。HTC今年第一

财季营收为约23亿美元，同比下滑34.92%；净利润约

1.51亿美元，同比下滑70%，创10年来最大跌幅。

与HTC的溃退相比，摩托罗拉移动处境也十分微

妙，过去大半年里，鲜有新品问世。摩托罗拉移动中

国区员工透露，“要说被谷歌收购没有一点影响，那

是不可能的，在没有厘清关系之前，很多工作都无法

开展。”

在强大的市场压力面前，HTC与摩托罗拉移动都

明确开启了千元智能机战略。HTC除了新渴望V机型

被定义为千元智能机外，它还与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合作，发布HTC新渴望VC、新渴望VT，价格都在千

元区间内。摩托罗拉与中国联通推出的XT390，搭载

了Android2.3操作系统，采用3.5寸屏，裸机价仅需

1299元，预存一定的话费，就可参与零元购机。除此

之外，明确千元智能机战略的还有三星。它们推出的

千元智能机具备双网双待功能。

随着越来越多国际品牌进入千元智能机市场，手

要将公司的全产业链整体转移至长沙，包括财务总部、

研发中心以及生产基地。基伍有5000名员工，外界传

言，成本高企、利润微薄，智能手机打不开局面，是

促使它谋求迁移内陆城市的重要的原因。

这是一场生死战，不努力作出改变，尽快适应市

场，结局将很不幸。

扑火的飞蛾

根据小米科技的官方消息，截至4月初，小米手

机已售出150万部。小米对外宣传，最近每月出货量

达50万部，月营收过10亿元。但从诞生那天起，高

调的小米就一直饱受业界质疑，它每次对外公布业绩，

总会遭到嘲讽。

小米联合创始人黎万强信誓旦旦地声明，公司销

售业绩不会造假。

5月4日是小米的媒体开放日，这一天，它邀请了

包括媒体在内的用户参观公司的售货服务以及仓储物

流基地。在外界看来，小米是通过拉拢媒体，来替自

己“消除误会”。

去年9月，小米董事长雷军号称通过网络预售了

30万部小米手机。去年12月18日，他再次宣称小米

手机网络发售3小时，10万库存告罄……似乎让人感

觉一个新国产品牌正冉冉兴起。但业界普遍认为，雷

军凭借200号人一年时间造出智能手机，太急功近利。

苹果iPhone从概念到产品下线，数千人前后花了7年

多时间，乔布斯从上百个方案中挑选最优的，连电路

板上的每个螺丝都不放过。

“小米给人感觉是一家炒作型公司，要想消除这

种印象很难。”艾媒咨询CEO张毅认为，小米要想说

服外界，邀请媒体以及用户代表去参观并不具有说服

力，还不如把纳税单亮出来更实在。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赛诺提供的数据显示，小米手

机最近每月的出货量在7万部左右，这个数字有些刺

目。中兴通讯无线综合方案总监田锋认为，买小米手

机的都是冲着“高配置、低价格”去的，这与当初山

寨机何其相似。如果不能尽快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小米模式”终究逃不脱山寨宿命。

工信部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智能手机

普及率约为35%，若能降低价格，将会有更多人放弃

手中的功能机。这块大蛋糕香甜诱人。因此，一边是

二线品牌处境岌岌可危，一边是国内互联网企业仍在

飞蛾扑火般涌入。

与小米的巨大争议相比，阿里云手机则可以明确

地说，至今未能在市场上证明自己。去年，搭载阿里

云OS的天语W700定价2680元，依靠淘宝渠道销售，除

了上市首日获得3.6万部订单的不错成绩外，其后一

路下滑。目前，阿里巴巴与天宇朗通都对阿里云手机

的销量讳莫如深。

马云把代工交给天宇，并不明智。过去几年里，

天宇的品牌较为弱势，尤其是在智能手机领域。另外，

通过淘宝卖手机虽然有成本优势，但渠道太单一，难

成气候。本刊获悉，在定位中端市场遭遇败绩后，阿

里巴巴正在着力调整方向，日前发布了其第三款搭载

阿里云OS系统的手机——天语W619，裸机价仅为699

元。

另外，盛大手机也会在今年第二季度发布，它

采用1GHz双核处理器、夏普4.3寸显示屏，预售价为

1199元。这一配置若无法获得大的出货量，盛大将会

背负巨额亏损。在经历盛大盒子、电子书的失败后，

陈天桥把“硬件情结”的希望押在手机上……陈天桥

试图将自己公司旗下的游戏、文学作品搬上网络来售

卖赚钱，但美好的理想难免会遭遇骨感的现实。

撞了南墙不回头的还包括搜索引擎巨头百度，近

期动作频频，与富士康接洽，计划生产智能手机。百

度也瞄准千元机市场，将公司的云存储、框搜索、地

图、网盘以及通讯录等应用集成其中。去年，百度联

合戴尔推出了一款手机，定价近3000元，在市场上反

响平淡。

“出师未捷，并未阻挡百度进军移动互联网的决

心——在PC互联网时代，百度在中文搜索市场拥有绝

对垄断地位，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不再是首选，百

度想通过卖终端，将自己的服务推销给消费者，这样

可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在艾媒咨询CEO张毅看来，在中国一款应用没有1

亿以上的有效用户，根本无法在市场上与对手拉开距

离。目前，商家要在用户的终端中激活一个APP，最

低成本需要2元，但由于各个环节都有刷机渠道，大

约75%的是作弊数据，这意味商家花的钱，有25%的转

化率就不错了。因此，互联网企业对造手机乐此不疲。

手机行业已经是一片红海，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360董事长周鸿祎宣布以“零利润”推智能手机，祭

出了一个狠招。360做安全产品之前，安全厂商靠收

费活得挺好；360干免费杀毒后，其竞争对手都痛不

欲生。360手机若成功复制杀毒市场模式，对中国手

机市场无异于一场灾难。在这场价格风暴中，怀揣手

机梦想的互联网巨头，正将自己推向未知。最坏的结

果是，即使它们愿意赔本，消费者也不愿意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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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打一场“防守反击战”。在今年的巴塞罗那

世界移动大会上，中兴通讯亮相了首款四核智能机

Era，其与世界前沿厂商的技术差距开始消融。不

过，中兴通讯品牌部副总裁崔丽在谈及高端产品时

用了“非保守不冒进”来概括，她认为，中端产品

依然是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心，随着技术以及

营销渠道的成熟，然后逐渐过度到高端。高端产品

代表一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但也伴随着巨大的风

险，诺基亚、RIM、摩托罗拉走向衰落，就是因为产

品没有很好的延续性。

争夺话语权

2007年年初，乔布斯在一次科技大会上，清了清

嗓子，然后宣布苹果“重新发明了手机”。这句话随

后传到了时任诺基亚CEO康培凯的耳里，这位时处全

球手机业巅峰的权威人物，对乔布斯的言论表现出不

屑一顾。

今天，那些不愿思变的传统厂商，都出现了危机。

诺基亚在去年年初宣布跳下着火的平台，至今仍在冰

冷的海水里挣扎；被誉为苹果杀手的RIM，一年来股

价已经跌去了80%，管理层更是走马灯似的更换；HTC

也面临考验，过去5个月里市场份额降幅高达60%。

技术派的国际品牌尚且如此，国产手机的路就更

难走了。今天，消费者对手机的要求愈发苛刻，他们

喜欢乔布斯所说的“科技、艺术与人文结合的产品”，

国产厂商们仅凭“高配置低价格”的运维思路，最多

只是山寨机的打法。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产手机攀附联发科，追

求“短、平、快”，以“借鉴”代替研发。随着智能

手机到来，它们又转战Android。“国产手机长期漠

视创新，大部分成了简单的组装厂。”有业内人士表

示，本土厂商要想缩短与国际品牌的差距，就必须耐

得住寂寞。苹果也几经生死沉浮，最后凭iPhone漂亮

翻身。

华为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今

年启动了品牌战略，推出了超薄手机系列，竭力树立

高端形象。它还于2010年挖来曾在宝马等跨国公司工

作过的范文迪设计师，全面负责华为终端的外观设计。

“手机行业会有一批公司陆续退出历史的舞台，

未来能活下来的仅3-4家全球性大公司。”华为终端

公司董事长余承东对手机行业的看法较为悲观，“今

天风光，不代表明天还能活下去。只有构筑起所向披

靡的竞争力，才能在逆境中活下来。”

为了冲出智能机红海，华为今年推出了多款高端

机，刚上市的AscendP1S，厚度仅为6.68mm，刷新了

此前由摩托罗拉创造的全球最薄智能手机记录。而在

今年2月的世界移动大会上，华为发布了两款搭载自

主研发的海思K3V2 四核处理器手机。对于过去一直

依赖高通、德州仪器、三星、英伟达处理器的国产厂

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中兴的步子则迈得较为稳健，一直希望通过技术

积累，实现由量变到质变。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报告

显示，在全球智能手机专利申请量中，中兴已位居全

球第四，其中，在人机交互等关键领域拥有较多专

利。排在它之前的分别是三星、LG、NEC，诺基亚位

居第五。

而从整体专利来看，中兴通讯去年已经超过松下，

跃居全球第一。中兴通讯品牌部副总裁崔丽告诉记者，

专利是一个长期投入过程，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没有专利就意味着没有话语权。现在，通过专利交

叉授权，不仅可为中兴节省不少成本，也可在核心前

沿技术上与国际通信巨头平起平坐。

中兴与华为都代表着国产手机未来的希望。相比

其他厂商，华为、中兴在供应链、营销体系等方面有

着天然的优势，可将其既有的信息通信技术融入到手

机产品中。此外，它们都是专利大厂，更易与软硬件

厂商形成开放的合作伙伴。而在过去与全球运营商打

交道的过程中，它们也积累了丰富的营销资源，有利

于国际化运作。

在中兴、华为的带动下，国产手机有了改观，但

在技术积淀上，与洋品牌依然有着十分明显的差距，

缺乏引领行业潮流的产品。而苹果、三星的强大，并

非完全凭借硬件本身，前者打造了全球最成功的应用

商店，操作系统、处理器等部件都是自己的，在半开

半闭的区间里，获得了最为丰厚的利润；后者产业链

条完善，从处理器、手机屏、操作系统等核心部件都

能自给。

今天，国产手机在操作系统、处理器、手机屏等

核心部件上，大部分仍受制于国外供应商，在智能风

暴中，被迫参与到“军备竞赛”中来。中国手机厂商

要卓立潮头，必须要改变过去的打法。而大家都盲目

跟风千元智能机，产品配置差不多，外观也大同小异，

结果只剩价格比拼。这种模式最后走不通，甚至会回

到21世纪初国产手机大衰败的局面。

	 (来源：IT时代周刊)

机行业的利润还会被拉低。而高通、联发科、意法爱

立信等手机芯片厂商相继推出成熟的千元智能机方案，

行业的准入门槛一再降低，很多山寨机企业也在涌入

这一市场，呈现出失控局面。移动互联网长城会联合

创始人宋炜认为，国内千元智能机市场将有一场血拼，

行业洗牌在所难免。

宋炜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国际品牌完全可以以品

牌和出货量倒逼中国厂商。配置相同的产品，洋品牌

高出两三百元依然有优势。如摩托罗拉，作为一家有

着近90年历史的通讯厂商，从工艺上来看，它设计合

理，极具人性化，遥遥领先于国产手机。

而在金立执行副总裁张高贤看来，国际品牌发力

千元智能机，对国产手机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国际品

牌有固定的消费群体，很多人都是冲着它们的高端产

品去的，如果是低端智能手机，消费者对品牌并不看

中，他们只选自己信得过的产品。

不过，记者在调查中获悉，目前国产千元智能机

都或多或少存在设计或质量问题，只是价格较低，消

费者并不较真。一旦国际品牌进入这一市场，有了直

接的横向对比后，他们难免不会移情别恋。

第三章谁比烟花更寂寞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有成本优势，

但却生产不出有世界影响力的产品，主要在于很多厂

商都想着赚快钱，基本功没有夯实。另外，中国手机

厂商虽多，但却是散兵游勇，自相残杀。若不改变这

种现状，将很难有大的作为。

防守反击战

3G时代，运营商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国内市场，

目前表现最好的正是拥有运营商渠道的中兴、华为、

酷派、联想。而那些不重视运营商渠道的，大部分面

临生死存亡的考验，OPPO、步步高、朵唯、基伍已感

受到了肃杀。

运营商渠道方面开发较晚的金立，正在抢时间

补课。

“金立的传统渠道一直很强，在全国有超过4万

个销售网点。”张高贤透露，“但从去年年底开始，

我们发力运营商渠道，目前效果较为明显，仅从中国

电信，金立手机每月出货50万部左右，其中70%为智

能手机。从今年8月开始，金立在运营商渠道方面还

会有大的动作，预计年内将会推出10多款运营商定制

产品。”

在国产手机中，金立经过了大浪淘沙后沉淀下来。

去年11月，它一口气连推7款智能机。在金立董事长

刘立荣的眼中，公司2012年要卖出1500万部智能手机。

为此，金立请来韩国影星尹恩惠、中国台湾当红小生

阮经天、经济学家郎咸平，力求在“时尚与商务”中

寻求平衡。

金立打造了一个研发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应用

研发院、智能研发院、海外研发院、CDMA研发院、国

速研发院、奥软研发院”6个专业研发机构，拥有专

业研发人员1000余人。金立强调完善的综合整合力，

在软件内容上，金立奥软能根据产品需求，做有针对

性的软性研发，其“易用汇”等服务软件，已成为吸

引开发者的有力平台。

从传统渠道，到运营商渠道，再到新兴的电子商

务渠道，立体渠道网络覆盖，让金立受到的冲击较

小。1972年出生的刘立荣，今年只有40岁，但他经历

了中国科技界的“大风大浪”，懂得只有当潮水退去

后，才知道谁在裸泳。由于定位清晰，目前势头较为

强劲。定位时尚年轻人群的e-life系列GN205、天鉴

系列GN380成为两大系列中最受欢迎的机型。而根据

市场需求，金立也在不断推出和完善产品矩阵，其智

能手机已覆盖了高中端、千元入门机等全线机型，为

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酷派的优势在运营商渠道，早期凭借定制机，获

得了丰厚的利润。弱点在整体品牌影响力尚不足，在

运营商渠道之外，它的号召力有限。为了改善品牌形

象，酷派从2010年开始，耗资数亿元建设自有渠道，

同时在大城市布局体验店。

尽管酷派的出货量迅速冲高，但它已经感受“智

能红海”对它的冲击，正试图通过差异化战略，来避

开与国际品牌的直接对抗，同时与其他国内手机厂商

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开拓出细分市场，避免与其

他厂商形成正面竞争。”酷派方面表示，“在千元智

能机市场上，华为与中兴的优势在3.5寸屏，酷派最

先发力4寸屏，在这一细分市场处于行业绝对领先位

置。”

以退为进，避开锋芒，这是酷派选择的道路。

今年4月中旬，它与中国联通联合推出的酷派7260，

平均每天销量超过万部，三个月已卖出150万部。

另外，宇龙酷派为中国移动定制的8150，每天也能

卖出5000部。这样的成绩，在国产手机中已经算不

容易。

在所有国产手机中，中兴排名最为靠前，目前

已超越LG，成为出货量全球第四大手机厂商。中兴

构想，要在2015年前进入全球前三。但中兴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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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互联网企业会争先恐后的加入到手机

行业中来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智能机的盛行。数

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为3528.7万

部，其中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已达到1811.4万部，同

比增长287.6%，市场占有率已超过一半。而全球移

动上网在互联网使用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10%，亚洲

市场更加活跃，占比达到18%。种种迹象表明，通过

智能手机上网已经成为趋势，360 CEO周鸿祎表示:

“大众化的智能手机将成为推动互联网迈向黄金十

年的主力军”。

未来，手机会成为用户上网的第一入口，这部分

的流量也是非常巨大的，互联网企业想要抢占这部分

流量，推出内置自身应用的智能手机来引导用户浏

览无疑是个好办法。例如，小米手机采用的是自研的

MIUI系统，并内置自主开发的米聊。百度云手机整合

了百度的“智能搜索”功能，内置百度音乐、百度地

图、百度手机输入法等应用，以及“云商店”来满足

用户的下载需求。360特供机安装了360手机安全产

品，主打手机安全性能。还有被称为“腾讯手机”的

HTC Cha Cha，预装了许多腾讯QQ、微博等服务,甚至

机身上还有一颗"腾讯微博"快捷键。而盛大手机则是

将盛大的内容优势应用于其中，预装多款游戏，随机

赠送盛大文学的畅销书等。阿里云手机最突出的优势

则是便捷网络购物，阿里云手机也可称为“购物手

机”。这些内置应用的目的就是增加用户的浏览量。

例如，通过HTC Cha Cha的“腾讯微博”快捷键，可

以一键登陆腾讯微博，浏览、发布微博；无形中增加

了腾讯微博的流量。同样，阿里云手机可以引导用户

利用内置的购物应用来选择阿里巴巴旗下的购物网站，

如淘宝、天猫等。通过这样的内置应用，互联网企业

可以更深的挖掘用户量以及增加相应网站的流量，流

量，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就是制胜法宝。

抢占用户的入口

互联网企业公司做智能手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目的“抢占用户的入口”，这些互联网企业做手机，

并非试图从中获取利润，而是希望通过在手机中内置

自己的应用，来扩大自身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用户基

础，从而抢占移动互联网的入口,争夺广告资源；再

通过一些增值服务如移动搜索、移动广告、手机游戏、

付费应用等，获得盈利机会。

百度技术副总裁王劲曾表示：“与百度深度合作

的智能手机不靠卖硬件和卖软件赚钱，而是通过移动

搜索广告、付费应用分成、移动应用广告等方式与合

作伙伴分成，降低手机的销售价格。”

“赔本赚吆喝”目的是掠夺市场份额

既然做手机不是为了获取利润，那么这些擅于

“烧钱”的互联网大佬们势必会用低价高性能来吸引

用户的购买，甚至会“赔本赚吆喝”，而这将重重冲

击传统手机厂商。

举个例子，原本一部市场售价1500元的智能手机，

器件成本在800元左右，加上运营成本、广告宣传成本

以及渠道商利润等，最终一台智能手机，终端厂商可

以获利300元；而互联网企业进入手机行业，同样的规

格配置，同样的器件成本，他们可以先将这300元的利

润舍弃，再加上互联网企业惯用炒作等方式宣传，以

及通过网络订购方式，又节省了宣传成本和渠道商利

润，最终可以将同样配置的手机价格拉到1200元甚至

更低，这样一来，传统手机厂商不得不选择降价来应

对，虽然最终受惠的是消费者，但传统手机厂商的利

润却受到严重的影响，很有可能将有相当一部分的手

机厂商倒下。

互联网企业来势汹汹，很多传统手机厂商却还没

有准备好，就好像英国“圈地运动”中，贵族们通过

武器暴力赶走了土地上原来的农民；互联网企业手持

“免费”“低价”“资源”等武器，正在掠夺传统手

机厂商原本的市场份额，生死存亡的竞争中，希望传

统手机厂商可以准确卡位，找到突破口，而不是刺手

空拳的去和互联网大军硬碰硬。

	 (来源：我爱研发网	董海礁/文)

1
4、15世纪的英国，新型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

过暴力强占农民的土地，并把强占的土地圈占

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农民们被迫

出卖土地,远走他乡、流离失所；这就是著名的“圈

地运动”。如今的中国手机市场，也正经历着一场由

互联网企业引发的“圈地运动”，包括百度、腾讯、

360、阿里巴巴等众多互联网巨头在内，都将铁蹄踏

进了手机行业。

始作俑者：小米

互联网企业在手机行业的“圈地运动”

小米依靠着MIUI操作系统被人所知，源于Android

的开放性，才有了MIUI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Android

衍生系统。在首个MIUI公布一年之后，小米手机于

2011年8月问世，这款号称“为发烧而生”的智能手

机凭借出色的硬件配置，成熟的MIUI系统以及1999

元的零售价格，为中国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两大行业画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自此，互联网企业跨进手机行业

的大幕拉开。

各路人马，纷至沓来

在现如今这个智能手机横行的年代，中国已经成

为北美之外全球第二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小米的成功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加入到智能手机这场

战争中来。

在这里列个简要的时间表：

小米可以算是这场圈地运动的先驱者。最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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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智能手机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很普及，

智能手机市场也在酝酿了两年之后迎来了鼎

沸时期，众多的手机厂商都积极投身于这片

红海之中，尤其是中国本土手机厂商，在推动智能机普

及的道路上功不可没，然而在这些本土厂商们高歌猛进

的道路上，却赫然屹立着四座大山：苹果、华为、联想

以及互联网企业。

苹果——迈不过的价格门槛

说起苹果，大家自然联想到“高端”、“高价

格”。苹果将高端手机的话语权牢牢的掌握在手中，

每年只出一款iPhone，每款都是高端精品，价格也高

居不下。但即使是四五千元——几乎相当于一个普

通工薪阶层一个月的收入，也还是挡不住人们购买

iPhone的热情。而中国的本土手机厂商们，至今无人

敢“越雷池一步”，将价格定在iPhone之上。国产品

牌的智能机，定价集中于1000-2000元区间，占比高

达86%，定价在2000元以上的的比例仅有14%。

价格的背后就是利润的高低，仅苹果一家几乎拿

走了手机行业75%的利润，三星又占有了15%的利润；

而国产品牌仅能共同分食几个点的利润。
 

华为：高低通吃、背靠大树好乘凉

华为本身是做通讯设备起家的，在前几年初涉手

机行业之时，华为只是开发一些面向非洲市场的低端

功能机，而自去年起，华为在手机市场尤其是智能

机市场突飞猛进，以荣耀（Honor）为首的U系列智

能机，不仅在中国市场盆钵皆满，在欧美等海外市

场的成绩也很亮眼。今年华为再接再厉，推出的超

薄智能机Ascend P1 同样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华为

中国手机业面前的四座大山

在手机的产品线上布局完善，500元以下机型有17款、

500-1000元的机型有25款，1000-1500元的机型10款，

1500-2000元的机型5款，2500元以上的机型1款；华

为可以说是高、中、低端通吃，逐步吞食其他本土手

机厂商的空间；而且华为作为国内第一通讯设备商，

目前正在把手机作为企业新的增长点，其积累了十多

年的渠道资源以及雄厚的资金也为华为手机部门提供

了有利条件，而这些优势都是其他本土手机厂商所不

具有的。

联想：全球第二大PC厂商的“PC+”时代

联想在今年一举超越宏碁和戴尔，成为全球第二

大PC生产商。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表

示，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等新型设备

的涌现，集团已进入“PC+”的新时代。以发布“乐

Phone”为标志，联想开启了“PC+”时代，联想依托

其在PC领域取得的成就来打造手机；并力求将手机的

毛利做成和PC一样，如是的话，其他的本土厂商的利

润压力肯定山大。

互联网企业来袭 “亏钱”成为流行？

传统的手机厂商大多秉持着“低调做机、闷声发

财”的策略；而自去年下半年起，小米、盛大、阿

里等互联网声势浩大的进军手机行业，尤其是奇虎

360的加入，更是大打“亏钱”牌，打着“让用户以

最低的价格购买手机”的旗号，大力推行低价策略

来挤压其他手机厂商，随着不断有互联网企业加入手

机行业中来，“价格战”也越来越激烈。由于传统

手机厂商主要的销售方式是公开渠道和运营商定制

渠道；在公开渠道方面，渠道的成本支出占据手机

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而互联网企业多采用网络订购

方式，节约了渠道成本，可以更容易控制产品价格，

在价格的对比上，传统手机厂商只能暗自叫苦。不

过，有些互联网企业加入到手机行业，是抱着“玩

票”的心态，人云亦云的掺和一下；传统的手机厂

商们只需守住阵地，专注产品研发，提升产品的竞争

力，定能“拨开浮云见月明”。

	 (来源：我爱研发网	董海礁/文)

千
元智能机领域从来就不缺少追随者，很多企

业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其中，华为正是其中的

代表。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赛诺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2年2月底，华为在中国手机市场的整体份额排名

中位列前三，EVDO手机份额更是保持第一;于此同时，

中国电信制定了千元智能机战略，敏锐地捕捉到产业

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积极推动天翼3G智能手机的全面

普及，以及整个产业链的合作共赢。而华为终端正是

中国电信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

对华为而言，千元智能机是其终端产品线最重要

的战略组成部分之一。一直以来，华为终端对于自身

的定位是，做千元智能机战略的最坚定追随者。华为

终端与中国电信合作，共同打造体验好、品质高、性

价比高的系列化精品机型，助力中国电信共同推动千

元大屏智能手机战略实施，并实现更大的商业成功。

经过对市场的深度分析，华为陆续推出了C8500、

C8500S、C8650、C8810、C8812等众多广受热评的千

元智能机，开创了众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千元智能机，

为国内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3G市场的加速演进做出

了贡献。特别是在去年，华为推出C8650后，以“60

天销量破百万”的速度，创造最短时间销量超百万智

能手机纪录;在今年2月底，上市仅7个月的时间，又

实现累计出货量突破500万台，成为目前智能手机市

场上单一机型销量最高的手机之一。

华为终端：持续领跑千元智能机市场

华为终端在千元智能机领域，推出产品数量最多、

准备度最高、技术最领先，并在不同运营商制式和产

品布局上形成了人群细分、功能细分的系列化智能手

机布局。如此看来，华为终端已经成为国内千元智能

机市场的引领者。

分析千元智能机不断升级——更大的屏幕、更快

的速度、更简单的操控、更清晰的拍照、更长的待机

时间等等——的原因，不难看出用户对于产品体验的

要求正在与日提升。作为智能手机行业最重要的风向

标之一，电信天翼智能机交易会每年都会给该领域企

业带来重要的信息。华为终端将天翼交易会作为重要

的营销阵地，积极参加现场订货会，与移动互联网合

作伙伴共同合作。

针对本次展会，华为终端特别策划了“华为之

翼”的展示主题，希望更加顺畅地走近消费者、走近

合作伙伴，展出智能手机、家庭终端、数据卡以及综

合解决方案等全线产品服务。在准备展出的产品中，

华为将有不同定位：包括延续C8650、Snoic的领先优

势，快速推出的多款双卡双待明星机型。相关产品属

于入门机型，售价在700-1000元左右，在普及型智能

机领域力争达到千万级销量;同时以4.0寸屏G系列为

代表的精品千元智能机型，将继续是消费者首选。华

为终端，持续领跑千元智能机市场。

	 （来源：通信产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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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是全球重要的手机制造基地，2012年，随

着全球移动互联网浪潮的来临和3G的全面发

展，我国手机用户数达到十三亿，3G用户达

到1.6亿，并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

国内手机行业，除“中、华、联、酷”四大金刚

作为中流砥柱外；更多的品牌百家争艳，强势崛起。

据悉，6月金立智能机芯片下单量超100万，这是四大

金刚外首个量过百万厂商，海信包含ODM也跻身百万

级俱乐部；OPPO、步步高、TCL的量迅猛增长。成为

国内智能机公开市场爆发和传统渠道型品牌复苏标志

性事件。

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增长也在深刻影响通信

产业的发展变革，跨行业的融合发展正在成为趋势，

产业生态环境更为开放，产业链进一步延伸。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担任指导

单位，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担任支持单位，

惠州市人民政府、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主办的首届“中国手机产业创新

设计大赛”（以下简称“中国手机大赛”）应运而生。

中国手机大赛的举办，对提升我国手机行业全球影响

力、增强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动手机产业转型

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本届手机大赛以“中国手机•创新世界”为主题，

跨度期从5月至11月。共设有“中国自主品牌手机金

奖”、“中国手机十大风云人物奖”、“中国手机

十大品牌奖”等十个奖项。各奖项都明确了具体的

参赛要求和标准。比如，“中国手机十大风云人物

奖”要求提名人物个人以及所在单位在手机领域都

具有较为突出的贡献，同时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及创新性。

“中国手机主平台及方案设计创新奖”针对的是

手机的优秀芯片企业及优秀方案设计公司所生产出来

产品。

“中国手机外观设计奖”的参赛对象为手机整机

参赛作品本身的一个构成部分——外观设计。要求参

赛作品的外观必须具备形象美，即在形象、尺度、比

例、色彩、质感等方面按多样与统一。对比与调和，

平衡与均衡，条理与反复，动感与静感等形式法则进

行处理，使之高度简洁达意，使之具有艺术感染和视

提升手机产业本土价值链，中国手机大赛火热进行

觉冲击的力量，同时具有一定的时尚性、创新性及环

保性。

“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创意达人奖”参赛作品为

移动互联网及操作界面等软件产品，要求为未上市作

品；作品能够体现其个性化特色，同时具有一定的意

义及内涵。作品必须在测试平台上通过测试，最后可

以投入市场进行使用。此奖项欢迎广大院校学生及手

机发烧友或研发团队积极参与。

本着“免费报名、鼓励参与、公平公正、权威评

选”的原则，大赛评选既强调中国元素，又兼顾国际

品牌，携手强大专家阵容，盘点手机产业优秀企业、

人物和作品，表彰其在行业发展过程卓越贡献，期许

企业谱写更美丽篇章，突破制造，转战创造！

赛事时间表

●作品征集阶段：5月23日-9月30日

●赛事初审阶段：10月中旬，其中初审两天，复

审一天。

●公布结果、颁奖晚会：11月2日（举办中国手机

产业升级高峰论坛、中国手机大赛颁奖典礼等活动）

报名方式：可登陆大赛官网（www.cmcmatch.

com）在线报名或邮件，邮寄方式报名。

中国手机大赛组委会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

湾区桥中中路228号M2栋3楼  510163

联系人：罗明如 女士

电  话：+86-20-81986799/81986802

传  真：+86-20-81986802     

E-mail：marketing@cmcmat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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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未来仍将会出现用食

物来命名的手机品牌。

美食系操作系统

说道用美食来命名操作系统，一定要说把这方

面做到极致的安卓（Android），从Android1.5开

始，谷歌采用了用甜点作为Android系统每个版本的

代号的命名规则。作为每个版本代号的甜点，它们的

尺寸越变越大，而且按照26个字母排序：纸杯蛋糕

Cupcake（Android 1.5），甜甜圈Donut（Android 

1.6），松饼Eclair（也称法式奶油夹心甜点）

（Android 2.0/2.1），冻酸奶Froyo（Android 

2.2），姜饼Gingerbread（Android 2.3），蜂巢

Honeycomb（Android 3.0），冰激凌三明治Ice 

Cream Sandwich（Android 4.0），果冻豆Jelly 

Bean（Android 5.0）。 

微软在为操作系统命名时也采用了用食物来命

名，不过不是甜点，而是水果。2011年9月27日，微

软公司正式发布了Windows Phone7.5智能手机操作系

统——芒果系统，它是微软操刀手机操作系统后，继

Windows Phone 7之后发布并支持中文的全新智能机

操作系统。准确来讲，“Mango(芒果)”并不是这

款系统的正式命名，而是它在开发过程中的内部代

号，因为便于称呼而且有特色，所以人们更愿意称

Windows Phone7.5为芒果系统。 

	 	(来源：我爱研发网	董海礁/文)

个人电脑，到建立一个便携式媒体播放器的全新市场，

再到彻底改变人们购买音乐、享受音乐的方式，苹果

公司的成功让其他公司望尘莫及。即使苹果教父乔布

斯的离去，也没能影响到苹果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苹

果用它独特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因为有了苹果，

我们对这个世界和彼此的了解更近了一步。简单的列

举一下苹果辉煌的成就：

◎ 1997年，推出彩色的iMac电脑。

◎ 2001年，推出iPod数码音乐随身听。

◎ 2002年，推出第二代iPod播放器，使用了称

为“Touch wheel”的触摸式感应操控方式。 

◎ 2003年，推出最早的64位元个人电脑Apple 

PowerMac G5。

◎ 2005年九月，推出iPod nano超薄数码音乐播

放器，采用彩色显示屏。

◎ 2007年，史蒂夫•乔布斯在Mac World上发布

了iPhone与iPod touch。

◎ 2008年，史蒂夫•乔布斯在Mac World上从信

封中取出MacBook Air，这是当时最薄的笔记本电脑。

◎ 2011年，10月5日推出iphone4s，ios5，

icloud。

◎ 2012年，苹果发布iOS6

也许乔布斯在成立苹果之初，只是源于对机器的热

爱，但在36年后的今天，苹果已经成为整个电子行业的

风向标，个人电脑纤薄化，影音娱乐产品多功能化，手

机智能化，在引领了一系列潮流之后，苹果还将继续引

导科技发展潮流，探索科技为人们带来的未来。

LG 
LG自2006年首推“巧克力”手机K900之后，又

接连推出包括冰淇淋、曲奇、开心派、棒棒糖等多

种“美食”手机。创新而易于接受的生活化命名加上

“I 巧克力 U！”“一摸就脸红”这些简练的广告语。

带给人们极其深刻的印象。随即便在市场上引发了一

阵骚动。给当时处于困境中的LG手机带来了巨大的传

播效应。LG巧克力手机顺理成章摘得了当年德国iF国

际设计大奖及红点(Red Dot)工业设计大奖。此后LG

凭借黑标、食品系列等兄弟型号产品的热销，一跃成

为了全球第三大手机厂商。尽管在智能机时代，LG 

“美食”系手机逐渐淡去，但那些可爱的手机留下的

美好印象却仍在。 

在国内，用食物给手机命名则更加本土化，比如

被戏称为“粗粮手机”的小米；还有新晋品牌“青

橙”。用食物来命名手机，既创新又生活化，而且易

于被大众接受；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词语琅琅上口，也

近
日一部名为《舌尖上的中国》的纪录片迅速

蹿红，这是一部讲述中国各地美食的大型纪

录片，通过中华美食的多个侧面，来展现中

国的饮食文化的精致和源远流长。该片播出后，受到

了观众的支持和喜爱，“舌尖上的XX”也成了网络流

行词；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舌尖上的手机”，了解

一下手机与美食有哪些关联。

用食物来给手机命名

黑莓
它出现于1998年，黑莓（BLACKBERRY）是加拿大

RIM公司推出的一种移动电子邮件系统终端，其特色

是支持推动式电子邮件、手提电话、文字短信、互联

网传真、网页浏览及其他无线资讯服务。为什么会

命名为“黑莓”呢？RIM的品牌战略顾问认为，无线

电子邮件接收器挤在一起的小小的标准英文黑色键盘，

看起来像是黑莓表面的一粒粒种子，就起了这么一个

有趣的名字。

它崛起在2001年，在“911事件”中，美国通信

舌尖上的手机

设备几乎全线瘫痪，但美国副总统切尼的手机有黑莓

功能，成功地进行了无线互联，能够随时随地接收关

于灾难现场的实时信息。之后，在美国掀起了一阵黑

莓热潮。随后，这个便携式电子邮件设备很快成为企

业高管、咨询顾问和每个华尔街商人的常备电子产品。

迄今为止，RIM公司已卖出超过1.15亿台黑莓，就连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它的忠实粉丝。

但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日新月

异的通信设备市场，在触屏智能机日益盛行、Wifi网

络逐渐完善的今天，黑莓已经成了“笨重”“老旧”

的代名词，RIM虽然还固执的坚持物理键盘，但被人

们闲置在抽屉角落里的黑莓机们重见光明的可能性越

来越小。

苹果
“迄今为止，三个苹果改变了世界：一个诱惑了

夏娃，一个砸醒了牛顿，一个握在乔布斯手里。”其

中，夏娃的苹果让人有了道德，牛顿的苹果让人有了

科学，而乔布斯的苹果让人有了生活。从事实上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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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过了不惑之年的丁磊，无论

是青春气息还是身材体型都已经无

法和互扎克伯格这样的互联网新贵

们相媲美，但是T恤、牛仔裤和阿

迪达斯跑鞋的标准“IT男”打扮，

还是让人依稀看到了那个当年果断

“下海”并“触网”，最终得到成

功的前中国首富的风采。

雷军的小米是伪操作系统

“丁磊貌似已经很久没有为游

戏以外的网易产品站台了吧？”对

于丁磊亲自出席网易云阅读上线一

周年的活动仪式，媒体朋友们都带

有这样的疑问，对此丁磊并不认同，

他认为有时候他会在台前，有时候

也会在幕后支持，而涉及移动互联

网的事情，他都很关注。而与丁磊

展开的专访，就从移动互联网开始。

“雷军的小米是伪操作系

统，他并没有核心的引擎，就好

比去买辆吉利回来，改装成BMW(

宝马)。”一向以“语出惊人”著

称的丁磊，一上来就对雷军的小

米操作系统“迎头一击”，在丁

磊看来，除了苹果的iOS和谷歌的

Android系统之外，其他所谓的

移动终端操作系统都是“打肿脸

充胖子”，是“早死晚死”的区

别而已，其中即使微软的WP也是

“时间过了”，丁磊自信地认为

“我可以预言这一点。”

对于移动互联网的同行，丁

磊也并不忌讳地对其他产品进行

“点评”。

在谈到最近非常“火”的微信

时，丁磊就和在场的记者们展开了

“激烈”的讨论。在丁磊看来，被

大家广为认知的微信并不能算是

一款“社交”应用软件：“微信

并不是社交工具，而是一款通信工

具。”丁磊认为，社交的根源在于

“分享和发现”，而微信产品明显

缺乏这样的元素。

做移动互联网要避开苹果

在谈到网易的移动互联网产

品时，丁磊则显得滔滔不绝，据

他介绍，网易的移动互联网战略，

归纳为资讯、效率、娱乐、教育

等几个方面的应用布局。“我们

做移动互联网，要做苹果不做的，

做它没有兴趣的。”虽然在谈到

国内的竞争同行时丁磊似乎“肆

无忌惮”，但是说到苹果，丁磊则

承认避开苹果“这个我们肯定想清

楚了”。而且丁磊对于微信的发展

也给予了忠告：“如果苹果也做，

大家都没戏。苹果在iMessage中一

旦增加了相应功能的话，就没它(

微信)啥事了。”

在丁磊看来，网易邮箱和苹果

之间的关系则值得借鉴。网易在

iOS平台并没有推出邮箱应用，丁

磊透露是因为他们在尝试过之后发

现，与其自己做不如和苹果合作，

即苹果做端、网易做云。而这次网

易云阅读的新品牌的发布后，网易

则计划通过开放平台的启动，打通

用户、作者、出版商及媒体之间的

联系，欲最终建立起一个“优质内

容提升用户阅读品位，高需求用户

带动高品质内容进入”的良性阅读

互动生态圈。

随着如今移动互联网在抢占手

机终端入口的趋势日渐明显，互联

网厂商纷纷投身手机行业的迹象日

渐突出后，作为网易的CEO丁磊对

此颇显“淡定”。对于网易手机的

疑问，丁磊则用“网易手机稍后将

会择机向外发布”的一句轻描淡写

地带过，但是他对网易手机的价格

还是作出了明确的表态：“1000元

以下。”一个让人半信半疑又充满

期待的价格。

网易丁磊：雷军的小米是伪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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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时间6月14日，诺基亚宣布计划在2013年

底以前裁员1万人，并调整三位高级管理层，

其中包括手机部门的负责人。消息一出，业

界哗然，盘踞了手机行业龙头14年之久的诺基亚已经

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然而，大刀阔斧的撤换高管，

大规模裁员这系列重整措施，能否帮助诺基亚解决当

前的困境，重新走上手机市场的神坛呢？

撤换高层+裁员1万  诺基亚断尾求生

诺基亚曾在功能手机市场叱诧风云，占有绝对的

市场优势；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盛行，消费者蜂拥购买。

伴随着消费者们淘汰功能手机，诺基亚的业绩一降再

降，亏损持续加深。今年的第一季度，三星一举挑下

诺基亚在手机市场的龙头宝座，而诺基亚已经经历了

自2011年以来的连续四个季度的净亏损。

连续的亏损逼迫诺基亚不得不选择断尾求生，危

急关头，诺基亚选择了对高管洗牌。在诺基亚日前发

布的新闻稿中称，该公司正式任命Juha Putkiranta

为执行运营副总裁、Chris Weber担任业务与营销执

行副总裁，以及Timo Toikkanen取代Mary McDowell

成为手机部门的执行副总裁。除了原手机部门执行

副总裁Mary McDowell以外，还有原COO兼执行副总

裁Jerri DeVard以及原营销业务执行副总裁Niklas 

Savander共三人将从公司离职，今年6月30日起生效。

“我们打算追求更着重于Lumia智能手机的投资

力度，持续经营以我们功能手机为导向的创新发展，

同时也更加强调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诺基亚公司

总裁兼CEO Stephen Elop表示。“然而，我们必须重

新打造我们的营运模式，并确保能开创一个可支持我

们竞争抱负的结构。”

在这次重组行动中，诺基亚将在2013年底前裁员

1万人，削减16亿欧元支出。作为裁员计划的一部分，

诺基亚将关闭位于加拿大Burnaby和德国Ulm的厂房设

施，以及位于芬兰Salo的生产据点，但保留位于Salo

的研发中心。“这些计划中的裁撤行动虽然是一个困

难的决定，但我们相信，为了确保诺基亚公司的长期

竞争优势，这一措施势在必行，”Elop说。

除此之外，诺基亚还宣布将旗下奢侈品牌Vertu出售

给瑞典私募基金EQT Partners。诺基亚公司预计在2013年

底前削减设备与服务业务部门的营运费用至30亿欧元(约

38亿美元)。该公司表示在第一季结束前已节省了7亿欧

大举裁员能否帮助诺基亚重返荣耀？

元，期望在明年年底前进一步压缩成本达16亿欧元。

Elop能否带领诺基亚重返荣耀？

在这次重组计划中，诺基亚裁员人数高达总员工人

数的五分之一，再加上高管重新洗牌，出售Vertu以及

一系列精简支出的做法，足以看出Elop对诺基亚改革的

决心，在这家老牌手机公司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CEO 

Stephen Elop是否能够带领诺基亚扭转劣势，值得探讨。

事实上，像诺基亚这样大刀阔斧的重组行动在

历史上并不少见，此前Palm、Motorola、Nortel 

Networks、Lucent Technologies以及其它在错误解

读市场后沉沦的一些以前的技术大厂，以及现在同样

陷于艰难困境的Research In Motion (RIM)公司，采

取的重组措施也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而诺基亚公司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它的

竞争对手发生了什么变化？市场上出现了什么重大的

转变？诺基亚要如何做才能再度具有竞争力？诺基

亚当前的状况完全是因为其对市场的误判引起的，在

Android平台和苹果大举进攻手机市场时，诺基亚根据

Elop的主张，选择抛弃自有的塞班系统，结盟Windows 

Phone;一年之后，“自身难保”的Windows Phone并没

有对Android和苹果形成有效的遏制，诺基亚的运营状

况一再下降；不得不选择大规模的裁员和节支。

对于诺基亚宣布的重组计划，Andalys Oy分析师

Ari Hakkarainen表示，“我认为诺基亚这一战略从

一开始就错了，现在改变战略为时已晚。诺基亚新战

略孤注一掷，生死存亡再次一举。”

诺基亚在2008年时在全球手机市场份额高达

40%，然而被三星夺取全球第一后市场份额仅为大约

20%，诺基亚此时的重组行动完全是迫在眉睫。芬兰

Pohjola银行分析师汉努•劳哈拉(Hannu Rauhala)称

“诺基亚正在分叉口，前途未卜，诺基亚面临风险，

他们知道这次转型很痛苦，会在短期损失市场份额，

但在长期有理由重新夺回市场。”

对于诺基亚这样的老牌公司，我们并不希望看到

它倒下，不止因为它是手机行业的“活化石”，它的

存亡也关乎着众多供应链厂商的运营，我们期待Elop

能够表现出坚定且不屈不挠的领导作风，带领诺基亚

重振雄风，重返荣耀。

	 （来源：我爱研发网	董海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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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你自己，谁还在使用
你的手机？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你关闭

手机显示器的时候，甚至在你打电

话、听音乐、玩游戏的时候，它都

可能正被远在千里之外的陌生人操

纵。

你的通话记录、短信乃至更多

稳私，可能已经被窃听；你收到的

短信，可能已经被篡改；你的朋友，

可能已经收到“你”发送的病毒短

信；你的话费，可能已经被悄悄偷

走……

这一切，只因为你的手机可能

已经在生产、流通、销售的任何环

节中，或是在你刷机、修手机、装

软件、玩游戏甚至打开一条陌生信

息的任何过程中，被别人装上“后

门”。因为，手机产业生态的几乎

所有环节，都已或多或少地被卷入

这条“手机黑金”利益链。

在中国，有多少手机沦陷已无

法统计。但业内人士保守估计，中

国每月有至少超过1000万手机用户

被恶意扣费，有“后门”的手机不

少于1亿部，每年仅恶意吸费产业

链的市场就高达数十亿人民币，而

这些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之中。

来自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报

告显示，2011年的手机恶意程度数

量已高达6249种，是2010年的3.75

倍，是2009年的15倍。

“抢钱”游戏

“同样是手机行业，别人是在

赚钱，我们是在抢钱。”沈耀斌

（化名）说，“一点不夸张地说，

做软件的利润率，是手机制造的几

十倍甚至上百倍！”

沈耀斌的公开的身份是一家山

寨手机公司老板，他的办公室设在

深圳华强北，其业务主要是向“方

案厂商”购买手机的操作系统及设

计方案，然后倚靠华强北的巨大代

工能力和流通能力生产山寨机，并

将它们快速地销售到中国广阔的农

村市场。

但这个生意并不赚钱。在沈耀

斌看来，山寨机早已过了赚钱的时

代，现在，最终用户买一部山寨

机甚至只要99元，而他甚至有过卖

100部手机只赚50元的“最低利润

率纪录”。

沈真正的生意，是做手机恶意

软件。

在出厂之前，他生产的手机内

就已经预装了大量的软件但购买者

们并不知情。这些软件中，有的软

件其实是潜伏在木马中的“间谍”，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这些木马将为

沈耀斌打开用户手机的“后门”。

木马夺城的时间，取决于扣费

环节的需求。

沈耀斌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是SP

（业务提供商）与CP（内容提供

商），它们的工作是与电信运营商

们一起，为手机用户提供数据产品

或应用服务，但当它们与沈耀斌走

到一起，用户的话费就变成了它们

的钱包。谈妥分成后，沈耀斌会远

程控制用户手机订购SP和CP的产品

或服务，从而借助运营商的代收费

沦陷的手机：
产业链都卷入恶意软件利益链

北 京 时 间 6 月 1 2 日 凌

晨，苹果公司2012年全球开发

者大会（World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下文称WWDC2012）在

美国旧金山芳草地艺术中心召开。

这一次，苹果除了让发烧友们一如

既往的尖叫以外，显而易见的中国

化也让中国手机厂商们心中一颤。

有首歌这样唱道“全世界都在

学中国话……”，如今连Siri也开

始学说中国话。在全新的操作系统

iOS6中，苹果加入了大量中国元素，

语音控制应用Siri将支持中文普通

话以及粤语。除了Siri学会了讲中

文以外，iOS6还大规模的置入了多

种中文应用，包括内置新浪微博、

搜索引擎百度，提供优酷、土豆

视频源、升级输入法、词典等功

能都加入到新系统中来。这一切，

都显示着苹果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而这也恰恰触碰到了中国手机厂

商最敏感的神经，因为没有哪一

家中国手机厂商可以和苹果抗衡，

而现有的市场份额可能将遭到苹果

的进一步吞食。

目前中国手机市场采用的多是

Android系统，从应用程序的数量上，

到操作界面的简洁性，再到安装程序

的便捷性，Android与iOS相比都是逊

色一筹的；即使是加入了中国特色的

二次定制系统，例如小米的MIUI也还

是难以与iOS操作系统相比拟。

从品牌的认知度上来看，苹果

在中国的粉丝众多，可以说达到了

其他厂商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在

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地铁里，

手持iphone的人比比皆是，甚至

一个车厢里2/3的人都在用iphone。

从市场占有率角度来看，也没有

哪家手机厂商的单一机型可以和

iphone相媲美，尤其是国产品牌，

即使是“中华酷联”四家厂商联手

也难以达到苹果的程度，而在苹果

将中国化的议程正式推出后，国产

本土厂商们可能更难以招架。

从Siri这次加入中文功能，足

以看出苹果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

此外，苹果这次抛弃了Google地图，

而是采用自家的地图，而且Siri支

持免费语音导航，并提示交通状况，

而这些在现有的Android平台上只

能依托导航软件来实现。从Siri这

次加入中文功能，足以看出苹果对

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

这一次苹果深度整合的程度加

深，在iOS6中我们看到苹果内置了

新浪微博、百度搜索、土豆和优酷

视频，而目前采用Android平台的

手机还达不到如苹果这样的整合深

度，即使类似于HTC Chacha对腾讯

QQ和腾讯微博这样的整合，也还

没有做到和苹果一样如此全面。此

外iOS6增加了来电管理即防打扰功

能，这也将影响到各种手机安全卫

士，而想要打造安全手机的360CEO

周鸿祎可能更要掂量一下了。

另外，iOS6中对于Facetime

做了改进，实现了3G状态下可

Facetime通话以及在苹果其他设

备（包括iPhone，iPad，Mac）上

都可以使用Facetime进行视频通

话，并且可以像打普通电话一样方

便。相对于Android手机，iOS6不

必要求你的朋友去专门下载并安装

一个类似QQ这样的IM软件来实现视

频通话，而且Facetime可以以手机

号作为账号，使用户减少了账号申

请和维护的操作，使用起来更加便

捷，而这样的便捷，Android手机

暂时还不能做到。

从WWDC2012上我们已经嗅到了

苹果大规模侵占中国市场的意图，

而当前的中国手机厂商只能依靠

Android，而尝试Windows的厂商少

之又少，在苹果大举麾下中国市场

的情况下，中国手机厂商的市场份

额可能将遭到进一步的抢食，这些

手机厂商们也需要思考一下如何应

对iOS6的强势来袭。

	 （来源：我爱研发网	董海礁/文）

iOS6出世 中国手机厂商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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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一部手机只会计算一次推广安

装量，但用户的手机往往已经被刷

过多次，装入了2个甚至更多后门，

而你的“同行”可能也已接到同一

个生意，随时可能比你先行一步。

定时炸弹

在沈耀斌看来，手机恶意软件

的又一个“春天”即将到来。

这个“春天”名叫智能机。

“手机扣费看上去简单，其实

非常复杂。”沈耀斌说，“其核心

问题在于，对你扣费的用户、扣费

的方式、扣费的时间进行选择。”

比如，被扣费的用户不能是运

营商、政府、媒体等敏感人群，不

能是经常查看手机资费的人群，否

则就会有较高的投诉率，导致扣费

行为被运营商发现并清理。

所以，恶意软件都对控制手机

的地域、手机号段乃至机型、操

作系统有所限制。“山寨机是最

受欢迎的，因为它的用户普遍在

农村，不了解手机业务，也缺乏

维权意识，往往可以产生持续的

高利润”沈耀斌说，曾因诺基亚

占据大量市场的Symbian也是手机

恶意软件的重灾区，相对封闭的

苹果与市场相对较小的Windows 

Phone则问题较少。在北京、上海

等省市，恶意扣费接近绝迹，但

在中西部的三四线以下城市，手

机恶意软件却大行其道。

智能手机系统安卓，则正在成

为一颗已点燃引线的定时炸弹。

2009年10月，安卓系统2.0版

本发布，安卓逐渐受到消费者青睐，

大量品牌手机厂商纷纷转战安卓平

台。2010年，安卓手机的市场份额

直接从前一年的3.9%飙升至22.7%，

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操作系统。

与其他手机操作系统不同的是，

由于源代码的开放，安全厂商与病

毒厂商都可以拥有相同的系统权

限，安卓手机的系统安全将难以保

证，而随着智能手机成本不断下降，

安卓手机的用户也逐渐从高端向高

中低全线扩张，也就是说，它的市

场将逐渐与手机恶意软件的用户走

向重合。

“过去，安卓用户太高端，所

以很少人愿意做它，但随着千元智

能机尤其是山寨智能机的普及，安

卓必将成为手机恶意软件的巨大市

场。”沈耀斌断言。

更重要的是，与以打电话、发

短信、上WAP的传统功能手机不同，

智能手机有更高的性能与更大的扩

展性，有更清晰的摄像头、有定位

功能、可以做发微博、收发邮件、

使用网银等等几乎所有互联网上可

以实现的应用。这也意味着，当智

能手机被恶意软件劫持，用户可能

丢失更多的个人信息，被窥窃更多

的个人隐私，产生更大的经济损失，

而对于恶意软件产业链来说，它们

也会有更多的扩张渠道与更丰富的

“盈利模式”。

一个例子是，为程序开发商安

装软件应用，就已经成为恶意软件

产业链仅次于扣费的第二大生意。

包括腾讯、百度、新浪等中国几

乎所有知名程序开发商在内的互联

网公司都是它们的客户或潜在客户，

一般来说，每个程序每安装一部手

机，就需要向他们支付3~5元。

与此同时，和山寨手机厂商的

合作不同，安卓系统的手机恶意软

件推广已经越来越多地绕开手机厂

商，扩展到手机应用商店和手机论

坛这些直接对接用户的渠道。

“目前来讲，与北美主要是窃

取密码与信用卡，中东主要是传播

极端思想不同，中国90%手机恶意软

件还是以直接扣费为主要目的。”

一位信息安全人士说，“但随着智

能机普及，未来手机恶意软件对中

国社会与经济的危害方式将更多，

可能造成的危害更大、更突然。”

一个例子是，此前已有传播的

一种手机恶意软件，可以直接篡改

用户手机信箱中的短信发件人与内

容，并可以控制手机向通讯录中的

所有人发送指定内容的短信。而据

业内人士透露，这一恶意软件已经

被利用于诈骗及垃圾短信发送。

事实上，手机恶意软件向安卓

智能机蔓延的势头已经显现。

2011年6月，谷歌官方的安

卓市场发现24款应用被恶意植入

病毒代码。受此影响，全球约12

万部安卓设备中毒，谷歌为此不

得不删除被感染的50多个应用程

序。但4个月后，这个病毒又出现

了新的变种，通过包装而重返安

卓市场。事实上，恶意软件已在

谷歌的应用商店呈现出泛滥之势。

Juniper Networks公布的调研数字

显示，2011年7月至11月，安卓市场

上的恶意软件数量增长高达472%。

腾讯移动安全实验室的一份报

告则显示，仅2012年第一季度出现

的安卓系统病毒软件包就已经超过

了2011年全年病毒包的3/4。

而据中移动信息安全管理与运

行中心人士透露，从2010年4月以

来，过去1年中移动已经监到超过

7000种手机恶意软件，其中93.87%

是高危病毒，且安卓软件已超过

5000种。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通道偷走用户话费。

除此之外，沈的合作伙伴还有

其他业务需求。比如让被控制手机

为客户发送垃圾广告短信；比如窃

取、搜集被控制手机的用户信息，

然后将它们打包出售；比如在被控

制手机中安装应用程序，以此向程

序开发商收取推广费用等等。

至此，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全

部成型。手机方案厂商负责集成扣

费软件或业务代码，手机厂商负责

生产手机、预置软件和出货，SP、

网盟、广告商等公司以各种方式，

将被控制手机资源变现为“黑金”。

在这个链条中，不论是什么业

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成

本，或者说，成本被转嫁给了数量

庞大的手机使用者。厂商需要做的，

只是在电脑前点动鼠标，就可以轻

松地拿到属于自己的利润分成。

江湖规矩

当然，沈耀斌们也有头疼的事。

虽然利益的分割早有约定俗成

的江湖规矩，但“黑吃黑”在这个

行当里同样盛行。

假定一个用户被悄悄扣了10元

信息费，运营商首先要拿走1.5元

的通道分成，并会根据实际情况扣

除一定比例的坏账，一般SP和CP能

拿到手的分成为7-8元。其后，按

照行规，SP和CP能从中拿走30%，

剩余70%由手机厂商和方案厂商对

半分成。

但实际的情况是，SP和CP并不

会告诉沈耀斌每个月的实际“收

入”，比如，双方事先商量好，每

个月悄悄扣每个手机用户8元钱，

但实际上SP可能扣了13元到15元，

却告诉沈耀斌只扣到了5元。

当然，对方做得不会太过分。

因为沈耀斌一般会同时与好几家伙

伴同时合作，这次谁给他的分成

高，下次他就会提高与谁的合作份

额。这样的“竞争机制”，至少能

确保SP与CP们能够给他一个相对合

理的分成比例。

在他看来，大家打来打去，

最后还是要拼实力，如果SP或CP

有很好的关系，扣费稳定，就可

以多分一些，如果手机厂商的出

货量大，那分成的比例也相对更

高。“一般来说，SP实际会拿走

运营商结算后的60%，但如果手机

厂商出货量到50万，SP往往会让出

10%给手机商。”

另一种合作模式是，SP与CP按

照出货量一次买断，每部手机给沈

耀斌支付2-5元，但以后不再向他

进行分成。

“当然，后一种方式虽然风险

小，但利润太低，所以我们主要还

是分成。”沈耀斌说，一般情况下，

每部手机每年都能为他创造10-20

元的“利润”，按照他每月不少于

10万部手机的出货量，一年的净利

润超过1000万元。

一池污水

“说实话，我在圈里其实只是

小虾米。”沈耀斌很“谦虚”地

说，在这个黑色产业链上，每年

流水利润过亿的公司，在全国至

少有几十家。

“这些大公司很多是多个环节

的结合体，比如既是SP/CP，又做

恶意软件，甚至还是产业各环节的

聚合者。”沈耀斌说，大公司很多

控制了海量的手机，但自身的扣费

通道有限，所以往往会与其他拥有

扣费通道的公司合作，或是寻找类

似网盟的聚合者。

沈耀斌认为，仅销售到中国农

村的山寨手机就累计至少超过3亿

部，其中安装后门且目前仍有效控

制的不会少于1亿部，其中每个月

被扣费的不会少于1000万。

“这只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他说，比如据他所知一家流水过亿

的公司，每个月的扣费用户就已经

超过100万。

不过，这些公司要“再上一层

楼”也非常困难，因为利益链条上

的生态正越来越复杂，需要整合的

资源环节越来越多，一家公司控制

全局的难度不断增加。

比如，以前在用户手机中装后

门，主要依靠山寨机预装，但现在，

已经出现了种种更多渠道：在华强

北、中关村等集散市场，水货手

机往往要先“刷”一遍才销售给用

户；在非运营商的大多数软件商店

和软件论坛，用户下载的手机软件

中都充斥着木马与病毒；用户手机

摔坏了屏，维修员在换屏幕的同时，

可能也会多加一点“料”；甚至在

手机连锁品牌的卖场，甚至最基层

运营商营业厅买到的手机都未必可

靠，一些底层员工甚至店长都已有

被收买、私下进行预装软件的先例。

与此同时，过去恶意软件主要

盈利来源只有恶意扣费，但现在，

发送垃圾短信、发送诈骗短信、安

装程序、倒卖信息等越来越多的

“商业模式”不断出现，也让产业

链越变越长。

“可以说，手机产业链涉及的

几乎所有环节都没有清白的。”

沈耀斌说，只不过，其中有的环节

问题并不严重，比如大的品牌手机

厂商、运营商和大品牌的渠道厂商，

他们自身并不会作恶，只是偶尔会

有员工“揽私活”的小概率事件，

但也有的环节，是绝大多数从业者

都已经“黑化”，“比如山寨机市

场，现在真正靠卖手机盈利的已经

基本没有，大家都是在走量，然后

靠装软件和扣费挣钱。”

一些新的游戏规则因此出现。

比如接到一个帮软件公司做推广的

生意时，你最好尽快发出指令，让

被控制的手机马上下载安装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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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us Q播放器

谷歌眼镜(Google Project Glass)是由谷歌公

司于2012年4月发布的一款“拓展现实”眼镜，它具

有和智能手机一样的功能，可以通过声音控制拍照，

视频通话和辨明方向以及上网冲浪、处理文字信息

和电子邮件等。

谷歌眼镜配备了一个投影显示器，一个能拍摄视

频的摄像头，镜框上有触控板。它还带有麦克风和喇

叭，各种传感器，陀螺仪，还支持多种通信模式。

谷歌眼镜采用了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实现日历、语

音搜索、Google+、时间、温度、短信、拍照、地理位

置、音乐、搜索和摄像等功能。此前曝出的拍照样张显

示，它的拍照效果十分优秀，可以与卡片相机媲美。

谷歌眼镜项目开始于两年半前，而在今天的发

布会上也首次有了上市信息。布林宣布，谷歌眼镜

预计明年早些时候出货，但价格高达1500美元。

Nexus Q的球形外观小巧可爱，内置一个OMAP 

4460双核处理器（与谷歌Galaxy Nexus相同），一

个25W的音频放大器、一个1080P高清迷你HDMI接口

和一个micro USB接口。Nexus Q支持Wi-Fi、以太

网、蓝牙等网络及无线连接，不过除此之外，人们

最关注的还是它的可编程性。习惯了智能手机和平

板，人们更加期待一台具备强大的智能电视系统是

情理之中的事。

不过，谷歌公司似乎将Nexus Q的重点放在“音

乐分享”这一功能上。通过它用户可以即时分享、

交流并试听喜爱的音乐。遗憾的是，谷歌产品团队

的音乐品味着实让人不敢恭维。另外，用户只能通

过Google Play商店来选择媒体内容，在线视频则有

Youtube提供。谷歌公司并未提及它是否支持上传、

分享个人音乐和视频内容。

谷歌眼镜

谷歌眼镜

Nexus Q播放器

北京时间2012年6月28日凌晨，谷歌2012年I/O开发者大会开幕，在这场发布会上，谷歌不仅发布了

Android 4.1操作系统，还有Nexus 7平板电脑、Nexus Q播放器、谷歌眼镜三款硬件产品。

Android 4.1操作系统

谷歌发布Android 4.1系统及3款硬件产品

Android 4.1操作系统代号为“果冻

豆”(Jelly Bean)，将于7月中旬正式向用

户推送，首批获得升级的设备将是Galaxy 

Nexus，Nexus S手机和摩托罗拉Xoom平板。

相比之前的版本，Android 4.1提高了流畅

性和用户体验。

Android 4.1将进一步针对平板电脑

进行优化，而Google将会针对厂商推销

Android 4.1与Chrome OS的整合方案，以

推动双操作系统设计。另外Android 4.1也

支持与Windows 8合体，厂商们也可以选择

将Android 4.1与Windows 8系统整合在同

一产品上，用户可以在两个操作系统之间

进行切换而不需要重启。

谷歌发布Android 4.1

Nexus 7平板电脑

谷歌在2012年I/O开发者大会上正式

推出自主品牌首款平板电脑Nexus 7，有

8GB/16GB两个容量版本，售价分别199美元

/249美元，低配版和Kindle Fire上市价格

相同。

Nexus 7配置NV Trgra 3处理器12核

图形处理器，采用7英寸IPS屏幕(分辨率

1280×800)，提供8GB/16GB两种容量供选

择；续航时间可达8小时，待机时间300小

时；前置120万像素摄像头，并无后置摄像

头；搭载刚刚发布的Android 4.1系统；整

机重量340克，厚度约10.4mm，相比Kindle 

Fire更轻薄，由华硕代工。

此外，Nexus 7支持WiFi、蓝牙和NFC

等通讯方式。将Chrome作为默认浏览器，

这也是首台将Chrome作为默认浏览器的安

卓设备。同时，Nexus 7还具备真实书籍一

般的阅读体验，新的Google Play也具有大

量书籍杂志的应用，并针对平板专门进行

了优化，和Kindle Fire类似。

谷歌发布7英寸平板Nexus 7

谷歌Nexus 7/Kindle Fire/苹果iPad/微软Surface 四大平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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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胜微电子有限公司日前宣布：推出产品编号为WM5110的

业界首款四核高清晰度（HD）音频处理器系统级芯片（SoC）。

此款高集成度、低功耗HD音频处理器带有先进的DSP功能设置，

被设计用于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便携多媒体设备带来革

命性的HD音频性能，为移动音频处理设立了新的标准。 

WM5110可提供超乎寻常的110 dB信噪比，和极快速的600 

MIPS处理能力，同时对于头戴式耳机功耗仅要求3mW的DAC，使

其成为市场上最强大、最高效的HD音频处理器。

欧胜打造首款四核音频处理器SoC

Vishay宣布发布采用行业标准微型扁平SOP4封装的新款

非过零光敏光耦---VOM160和VOM305x。新的VOM160和VOM305x

系列具有三种输出触发LED电流：5mA(VOM160NT/VOM3053T)，

7mA(VOM160PT)和10mA(VOM160RT/VOM3052T)。这些器件的封装

高度只有2.0mm，交流闭锁电压高达600V，可用于高压应用。

在消费类应用中，VOM160和VOM305x系列可用于开启和停止

电机，以及冰箱、洗衣机、电灯和咖啡机中的螺线管控制装置。

新器件还可以用来驱动固态继电器的TRIAC和工业应用中的静态

交流电源开关。

Vishay推出采用小尺寸绿色封装的新款非过零光敏光耦

TriQuint半导体公司推出面向下一代移动设备的业内首个

802.11ac Wi-Fi解决方案。除了支持更迅速的下载，TriQuint的

TriConnect™产品 TQP6M9017高性能WLAN模块还支持更远距离的连接，

从而改进用户的无线连接体验：由于功率输出技术的进步，其最大连

接距离比其获奖的上一代产品长近60%。

TriQuint的TriConnect™ TQP6M9017是一种高集成度的双频带

WLAN模块，它为802.11 a/b/g/n/ac Wi-Fi和蓝牙应用提供了一个完

整的解决方案，可帮助设备生产商简化其射频设计。

Spansion公司日前宣布其首个单层单元(SLC)系列Spansion NAND

闪存产品开始出样。这一最新SLC NAND闪存产品采用4x nm浮栅技

术，专门用于汽车、消费及网络应用的数据存储需求。Spansion SLC 

NAND将分为3.0V和1.8V两个系列，存储容量在1 Gb到8 Gb之间，该产

品性能更为出色、温度范围更广、享有长期技术支持并且符合严格的

可靠性要求，例如1位错误校正码(ECC)。此外，Spansion还公布了一

份到2017年为止的SLC NAND产品完整规划图。

TriQuint下一代双频带WLAN模块TQP6M9017问市 

Spansion发布最新SLC NAND闪存系列产品

Vishay宣布推出具有0.8mm业内最低高度的新款全

集成接近和环境光光学传感器--- VCNL4020。该器件把

一个红外发射器、用于测量接近程度的光电二极管、一

个环境光探测器、一个信号调理IC和一个16位ADC全部

组合进一个小尺寸的4.8mm x 2.3mm x 0.8mm矩形无引

线(LLP)封装里。这款3合1传感器有一个中断函数，支

持I2C总线通信接口，能大大简化在各种各样消费类和

行业应用里窗口和传感器的位置摆放问题。

对于智能手机、触屏手机、PDA、GPS单元和数码相

机等移动设备，新的VCNL4020可以用作接近传感器，在

物体靠近用户的时候关闭显示屏背光，同时使用其集

成的环境光功能对显示屏/键盘的亮度进行自适应控制，

起到节省能量的作用。

Vishay发布业界最薄的全集成接近和环境光光学传感器

Vishay宣布推出采用小型SMD封装并带有晶体管

输出的反射光传感器--- TCNT2000。该器件的尺寸为

3.4mm x 2.7mm x 1.5mm，探测距离0.2mm～5mm，可用

于消费、工业和计算机类应用。

TCNT2000使用了Vishay的高效940nm发射器芯片，

典型CTR为4%，超过同类器件2倍。借助高CTR，器件使

设计者能够增加探测距离，或是用更低的电流驱动器件，

在不损失性能的前提下降低功耗。TCNT2000具有内置的

日光阻断滤波器，能够极大抑制杂扰的环境光，提高信

噪比，同时对940nm波长的信号保持最大的光谱灵敏度。

Vishay发布小尺寸反射光传感器TCNT2000

Vishay宣布推出四款小外形尺寸、高性能的MLCC

器件--- VJ5301M868MXBSR、VJ5601M868MXBSR和

VJ5301M915MXBSR、VJ5601M915MXBSR，这些器件可分别

接收和发送868MHz和915MHz的数字信号，扩充了其陶瓷

片式天线产品线。

今天发布的片式天线适用于医疗遥测和仪表、工业

自动化、报警和家用自动系统、燃气表和水表、遥感和

控制，以及长距离RFID。在这些应用里，器件不需要配

套使用大型外置触角天线，有助于降低成本。

Vishay发布4款小尺寸、高性能的新型片式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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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lox 日前与 Globalfoundries 宣布， u-blox 的新款 u-blox 7 全球定位与卫星导航系统 

SoC (GPS/GNSS SoC)，是采用 Globalfoundries 的 65nm 低功率强化 (LPe) RF 制程技术平台所制造。

目前，u-blox 最新的 GNSS 平台升级已推出 UBX-G7020 multi-GNSS 芯片，可支持所有全球卫

星定位标准：GPS、GLONASS、QZSS、Compass 及 Galileo。 此芯片充分运用 Globalfoundries 65nm 

LPe RF 制程技术的优势，可生产超小型且功率极低的卫星接收器 IC。

u-blox导航SoC采用Globalfoundries制程

为支持微软新推出的 Windows 8 操作系统对感测器的需求，

飞思卡尔(Freescale)宣布推出全功能12轴向感测器研发用参考

平台，该平台包含 Xtrinsic MMA8451Q 3轴加速器、 Xtrinsic 

MAG3110 3轴磁力计、 Xtrinsic MPL3115A2 精确高度计、压力计

与温度计，以及一组类比式周围光感计该平台让主机处理器可以

不用分心处理感测器融合操作，并将操作转交给飞思卡尔感测器，

後者反而是更为弹性化、更省电的解决方案。

飞思卡尔推出面向Windows8的12轴向感测器

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 Inc.)首次展示东芝公司

(Toshiba)即将发布采用Windows RT 操作系统的平板电脑，其

中将搭载TI OMAP 应用处理器。

TI OMAP处理器业务部门产品经理Bill Crean说：“这并不

容易实现，因为这是相关人员第一次面对的新任务。”

据称TI已经与东芝共同开发出采用Win RT操作系统的平板电

脑与笔记型电脑，均内建SD/microSD、USB 2.0与HDMI介面。该

平板电脑将配备采用ARM Cortex-A9的TI OMAP4470四核心架构。

东芝Win RT平板电脑搭载TI OMAP 4470芯片

三星电子与Cadence合作推出20纳米设计方法，包含双重图

形光刻(double patterning)技术，面向共同用户的开发和内部

测试芯片。Cadence与三星的合作为移动消费电子产品带来了新

的工艺进展，使得20纳米及未来工艺节点设计成为可能。

双重图形光刻(double patterning)技术是一种新的关键光

刻方法，为先进的工艺节点提供更高的布线密度。双重图形光

刻技术把每个金属设计层分为两个芯片结构掩膜，为20纳米及

更高节点的工艺实现更高的金属密度和更小的硅晶体面积。

三星携手Cadence发布20纳米设计方法

美国公司 Tactus Technology 推出号称是全球首创的、

拥有可变形具触感表面的一种装置屏幕 Tactile Layer；将

这种技术运用于电子设备的使用者介面，能产生使用者看得

见、感觉得到的实体按钮或是键盘，但不用时又可消失不见。

Tactus 公司的这项技术，可让触摸屏鼓起实体按键，

这样就解决了目前触摸屏无法有实体触感的问题。Tactus 

应该说是一种触摸屏补充技术，只要智能手机在制作上增加

上Tactile Layer ，它便会根据屏幕上的‘输入需求’变化

出实体键盘（只少有一点小突起），让输入更加有手感。

TacTus推出触摸屏生出实体键盘技术

OminiVison对外发布推出两款针对相机与高端智能

手机设计的感光元件OV16820与OV16825，这两款新设计

的感光元件像素一举提升到1600万像素，不过最特别的

是，这两款新感光元件还可以拍摄超越Full HD 1080p，

也就就是4K规格影片，把手机的影片拍摄能力一举提高

到次世代的高解析度影片的规范。

OV16820 与OV16825的尺寸为1/2.3寸，拍摄影片最

高的解析度为4608 X 3456 （每秒30格），如果是拍摄

4K2K 3840 X 2160或Full HD 1080p的影片时，其每秒

最高可达60格。 OV16820是针对数位相机设计的，而

OV16825则是专门提供给高端智能手机使用。

OmniVision发布两款相机传感器，达1600万象素

奥地利微电子公司推出两款单芯片主动降噪（ANC）解决方案产品—— AS3421及AS3422，蓝牙耳机、头戴

式耳机及听筒制造商可通过这两款配有集成扬声器驱动IC的产品，轻松实现主动降噪。配有集成扬声器驱动芯

片的单芯片ANC解决方案通过内置在耳机中的麦克风探测并处理外界噪音，发出降噪信号，同时以极低的失真

水平放大所需的音频信号。

相比基于DSP（数字）的扬声器驱动IC，全模拟设计的AS3421/22产品功耗低、电池寿命长。在ANC立体声

模式下，它在1.5 V电压下仅需7 mA，静态模式下电流小于1μA。此外，AS3421/22产品具有各不相同的立体声

输出线路，以满足典型蓝牙耳机系统单芯片片的输出需求。

奥地利微电子推出新型降噪芯片AS3421及AS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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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克公司宣布推出针对MIPI联盟 M-PHY测试的全自动解决方

案，提供这种新标准的业内最广泛和最全面的测试支持。另外泰

克还针对M-PHY UniPro和LLI协议发布了可在泰克示波器上运行的

新协议解码和分析解决方案，进一步加强了其在支持MIPI标准方

面的行业领先地位。 

泰克DPO/DSA/MSO70000系列示波器的新M-PHYTX选项实现了所

有高速（HS）和脉冲宽度调制（PWM），各种速率、幅度和终端组

合的将近700种不同组合测试的自动化，极大提升了测试设置时间

和一致性。新功能包括对跨不同模式的回归测试的支持，以及用

于工作组共享或厂商资格测试的灵活打印或HTM报告功能。

泰克推出用于MIPI ® 联盟 M-PHYSM发射机和接收机测试的自动解决方案

安立公司在美国洛杉矶的CTIA展上介绍了具有信号跟踪源的频谱

分析仪系列MS2711E，MS2712E和MS2713E。它增强了手持式频谱仪的

整体性能，使现场技术人员能够更容易更快地进行更多测量。安装了

信号跟踪源的频谱分析仪可用于设备供应商，运营商，工程公司，代

维公司，无委，广电等公司进行高精确度的测量，在规划、安装和维

护网络时提高工作效率。

频谱仪信号跟踪源选件CW源在设计上保证了其高性能。其频

率范围从500 kHz到3GHz（MS2711E）或4GHz（MS2712E）或6 GHz

（MS2713E），输出功率范围为-50至0 dBm，输出平整度为+ / - 

1.0dB（最大值），+ / - 0.3 dB（典型值），标称步长为0.1dB。

此外，信号跟踪源高精度的功率设计，能够确保其高精度的测量

和输出。

安立公司推出具备信号跟踪源的手持式频谱分析仪

美满电子科技（Marvell）日前宣布推出低功耗802.11ac组合

无线芯片Avastar 88W8897，该芯片可极大地提升消费者的移动计

算以及高清多媒体体验。Avastar 88W8897是业界首款802.11ac 2 

x 2组合无线芯片，支持现今最先进的无线技术——近距离无线

通信（NFC）和蓝牙4.0（Bluetooth 4.0），和移动多输入多输

出（MIMO）和传输波束成型， 同时还即将支持WI-FI CERTIFIED 

Miracast技术。88W8897是Avastar系列解决方案中的最新产品，提供

先进的电源管理功能，是超级本、平板电脑、游戏机和智能电视机相

关应用的理想之选。

Marvell发布802.11ac组合无线芯片Avastar 88W8897

意法半导体率先推出了业界独一无二的创新的塑料封装麦克

风芯片。意法半导体的创新封装工艺将上市的新一代麦克风的尺

寸再缩减到2x2 mm，这项技术为节省MEMS麦克风的占板空间并延

长其使用寿命耐用性。

意法半导体的MEMS麦克风适合安装在扁平电缆（flat-

cable）印刷电路板上，可简化麦克风空间受限的消费电子产品内

的设计。这项专利技术让设备厂商选择把拾音孔放在封装的项部

或底部，以确保产品设计拥有最纤薄的外观，以及从环境到麦克

风最短的声道。拾音孔顶置麦克风符合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对

麦克风的尺寸和拾音孔位置的要求，而拾音孔底置麦克风在大多

数情况下适用于手机产品。

ST推出塑料封装的MEMS麦克风芯片

消息称夏普将在下周的波士顿国际信息显示学会上展出

基于IGZO技术制造的LCD屏幕。

据介绍，采用IGZO技术的 LCD屏幕目前拥有两种尺寸，

一种是4.9英寸720x1280 分辨率屏幕，为智能手机设计；另

外一种是6.1英寸屏幕，分辨率为2560x1600，像素密度为

498ppi。除了LCD屏幕之外，IGZO技术还应用在两款OLED 面

板上，其中一款是13.5英寸3840x2160 QFHD 屏幕，基于带

RGB彩色滤光片的白色OLED 面板制作，另外一款是3.4英寸

540x960分辨率的韧性屏幕。

新的IGZO技术意味着屏幕拥有更高分辨率、更低功耗、

更高触摸性能以及更窄的边框，因为IGZO技术能使晶体管体

积比当前的标准还要小很多。凭借这些有点，IGZO屏幕是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甚至是超级本的完美之选。

夏普将展示纤薄弯曲IGZO屏幕

莱特波特创新测试技术助力解决智能手机生产瓶颈

无线通讯行业测试设备领先供应商LitePoint（莱特波

特）指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功能与复杂度不断增加，用传

统方法进行通讯产品测试将耗时更长， 通过使用LitePoint 

IQxstream测试平台并配备专利软件和测试技术后，制造商可在

两分钟内同时测试四部终端产品。采用LitePoint方案后每台仪

器1小时即可测试约120部智能手机，而使用传统方法下仅能测

试6部。

四部终端并行测试的创新设计以及非信令测试技术的采用使得厂商可在不缩减测试要求情况下极大地增加

产出。LitePoint测试仪器配有针对目前最常用的芯片组进行优化的测试软件，意味着测试设备可迅速完成安

装调试并投入使用，同等重要的是，操作员对新测试系统的上手相当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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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配套外，还将实现对外销售收入超过 5 亿元人

民币，成为一家专业芯片供应商。

凭借在国内市场的业界领先地位，海思成为相关

各方在中国市场的首选合作伙伴，这将有力促进其今

后的发展。海思与中移动合作，顺应移动通信网络发

展趋势，产品准备充分，未来发展前景看好。 4G 时

代，中移动积极推动中国所主导的 TD-LTE 在全球

的加速部署和商用，以及 TD-LTE 与 LTE FDD 的融

合发展。海思的 Balong710 多模终端芯片产品支持 

TD-LTE 、 LTE FDD 、 3G 、 2G 等多种通信制式，

被中移动重点推荐。在未来 6-9 个月内，海思的芯

片即可应用于新一代的融合智能手机。海思有可能成

为微软 Windows Phone 未来在华的重要合作伙伴。

未来的趋势是操作系统以及内容对终端硬件的影

响越来越大，手机芯片供应商应积极和相关各方积极

融合，才能增强竞争实力。三网融合背景下，运营商、

广电等各部门之间合作结果的不同将产生对终端硬件

性能的不同要求，比如会出现大批量定制的低端终端

产品配置要求等。国内手机芯片企业凭借地利的关系，

积极与各方合作，方可精准把握国内终端市场走势，

提高反应速度。由于多样化平台有利于满足终端差异

化的需求，芯片厂商要与操作系统厂商融合，支持多

种操作平台，方可具备竞争力。芯片厂商还要和各种

互联网公司、软件公司等相互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实

现对多种业务应用的支持 。

	 （作者：邱罡	来源：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

由器的核心芯片技术。

海思在随后的数年重点推进了对 3G WCDMA 移动

终端芯片的开发。 2009 年，海思开发出 WCDMA 数

据卡芯片 ； 2010 年，海思成功开发出 WCDMA 手机

套片。

海思同时长期从事网络监控、数字视频广播等 

数字媒体 芯片的研发。 2006 年，海思推出了功能

强大的视频监控用 H.264 视频编解码芯片； 2008 

年，海思推出了全球首款内置 QAM 的超低功耗数字

有线电视 (DVB-C) 机顶盒单芯片。 近年来，海思在

移动终端设备( MID )方面的芯片开发颇有建树，高

端智能手机处理器、 LTE 多模芯片纷纷研发成功，

确立了其向芯片巨头冲刺的技术根基。

具有成熟而丰富的跨国创新合作经验。海思公司

总部位于深圳，在北京、上海、美国硅谷和瑞典设有

设计分部。 海思在美国硅谷成立研发中心，与英伟

达等业界领先公司相邻，由于地理位置相近，为海

思从其他公司引进研发人才提供了方便。移动终端系

统芯片所采用的 ARM 架构技术体系呈模块化，也便

于海思通过外聘人才迅速实现对技术的分解、吸收

和模仿；海思与美国、日本、欧洲及国内的业界同

行建立了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拥有成熟稳固的 IC 

设计、晶圆加工、封装及测试合作渠道。海思 K3V2 

中的显示芯片部分是与美国芯片设计公司共同研发

的，两家公司共同研发了显卡的构架，美国合作伙

伴负责具体的应用。海思与德国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Rohde &Schwarz )就有关 LTE 终端射频性能的测量

展开技术合作，大大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并成功推

出 Balong 710 多模 LTE 终端芯片。

依托母公司强大的产业资源，从而实现对市场

和技术的积累。 海思为华为销量庞大的终端产品供

货，从而确保产有所需。早在 2009 年，华为 WCDMA 

数据卡出货量超过 3000 万台，占超过 50% 中国市

场 , 海思逐步替代高通为华为供应 WCDMA 芯片。华

为在全球的 WCDMA 标准中占有 5% 的基本专利份额，

海思通过华为从而有条件与高通进行专利互换，顺利

开发 WCDMA 手机芯片。

海思未来发展前景可观

依托华为，并走出华为，海思未来发展空间广大。

华为未来在全球市场大力推广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的

战略，将对海思的发展形成有力提携。海思也将逐步

走出华为，通过独立运作的商业模式，发展成为全球

性的芯片供应商。 2012 年，海思的重要任务除了为

经过数年的快速发展，海思半导体成长为中国本

土最大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海思新近推出了业界领

先的移动终端设备高端系统级芯片，确立了其向芯片

巨头冲刺的技术根基。坚持自主研发并依托母公司的

强力支持造就了海思今天的成功。未来海思将依托华

为，走出华为，并作为相关各方在中国市场的首选潜

在合作伙伴，发展空间广大。
 

海思引领中国半导体芯片产业快速成长

经过数年的快速发展，海思半导体成长为中国本

土最大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2004 年成立的海思是

华为的子公司，是无线网络、固定网络、数字媒体等

领域的系统级芯片( SoC ) 1 供应商。在移动通信

领域，已推出智能手机等核心芯片。在数字媒体领域，

已推出网络监控、可视电话、数字视频广播( DVB )

和 IPTV 等应用所需的芯片及解决方案。

其产品主要供应华为，并成功应用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1 年，海思的销售额达到 

66.7 亿元，远高于销售额达 42.88 亿元而排名第二

的展讯。

海思新近推出性能优异的移动终端设备高端系

统级芯片，证明其已经具有与国际一线厂商竞争的

实力。 2012 年初，海思推出自主设计的 K3V2 智能手

机芯片，在运算速度、 3D 图形处理等方面甚至领先

于当前业界高端主流芯片，比如 英伟达的 Tegra 3 。 

K3V2 配备四核，主频最高达 1.5GHz ，采用 ARM 

Cortex-A9 架构，在各项技术指标方面均不逊于其他

大厂的产品。

海思的崛起

根据 WSTS 数据统计，在海思、展讯等重点企业

销售收入快速增长的带动下， 2011 年中国 IC 设计

业整体销售额保持较高增速，销售额 473.74 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 30.2% 。中国目前正全面落实“国务

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在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慧城

市、三网融合等新兴应用的强力牵引下，中国半导体

芯片市场前景广阔。

坚持自主研发并依托母公司的强力支持造就了海

思今天的成功。 多年的技术积累使海思掌握了国际

领先水平的 IC 设计与验证技术。源自华为的海思最

早从做交换机芯片开始技术积累。 2003 年- 2004 

年，海思承担国家 863 项目，成功开发出 320G 交

换网套片和 10G 协议处理芯片，从而掌握了高端路

海思或成为下一个芯片巨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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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讯CEO李力游认为，公司得以加速是因为抓住

了TD手机爆发的机会。“中国移动GSM用户接近6亿，

每年有1/3的用户需要更换手机。因此，TD替换GSM的

时代到来。”李力游表示，为了抢占市场，展讯推出

的TD功能及芯片已经降到了200 多元，而TD智能手

机芯片已经做到了40纳米，价格却只有iPhone的1/6。

他希望TD成为深圳做水货的“水军司令”和“山寨

主”们“未来的生存之道”。

在今年5月，展讯前往深圳，向众多手机厂商

展示了其EDGE/WIFI版的1GHz低成本智能手机芯片

SC6820——这原本是联发科的主战场。当时，只能容

纳400人的大厅硬是站了600多人。

而同为台湾新竹科技园的芯片设计企业晨星，是

全球最大的液晶平板和电视芯片(数字和模拟)供应

商，队伍中不乏联发科的高级技术人员。业内人士透

露，晨星触控控制的手机芯片，目前单月出货量已达

100万套规模，合作的智能手机厂家已经超过十家。

iSuppli高级分析师顾文军表示，联发科连续遭

遇的这种尴尬局面并非因其技术落伍，。“在单芯片

集成技术上，联发科优势明显。然而，虽然手机芯片

10倍于展讯的规模，但在越来越拼速度的芯片研发领

域，联发科却没有跟上。”

高端芯片厂商搅局

低端芯片市场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于熟悉的竞争

对手，以往那些走高端路线、“看不上中国市场”的

公司开始频频发力。

高通高级副总裁兼QRD项目负责人Jeff Lorbeck

在5月底的一次会议上对记者表示，半年以来，加入

高通QRD计划的OEM厂商已达30多家；已有17个OEM厂

商发布了28款基于QRD平台的智能终端，另外还有100

余款终端正在研发过程中。“QRD上市终端数量目前

正处于高速增长期，仅在3月和4月，就有14款手机发

布，如夏普SH300T，联想A780，酷派7260+、7019等，

多款手机进入联通和电信的集采。”Jeff Lorbeck说。

据了解，高通2012财年第二财季营收为49.4亿美

元，同比增长28%。一名从联发科转向高通芯片的手

机方案商表示，高通QRD价格已低于联发科公板约5%，

同时高通在平台周边零组件、相关设计服务上也比过

去有了很大的改善。他认为未来3G市场上，高通带来

的机会能够更多。

与此同时，随着联想K800手机的推出，英特尔正

式宣布进军手机芯片领域，这也是英特尔公司6年后

重返这一领域，并强调其移动芯片产品在高性能计算

及制程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2011年12月15日，英特尔宣布组建一个新的移动

通信部门。新部门由此前的上网本和平板电脑部门、

超级移动部门、移动通信部门和移动无线部门合并而

成。

“这是为了加快和改善产品的研发过程。”英特

尔发言人罗伯特•曼尼塔表示，合并之前，移动无线

部门主要负责包括Wi-Fi在内的短距离网络，而超级

移动部门则负责开发智能手机芯片。

作为PC时代芯片的霸主，英特尔至今仍占据着

全球PC市场约80%的份额。但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市场，ARM架构芯片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从苹果、

三星(Samsung)到宏达电(HTC)的智能手机，甚至联发

科的山寨机，都要向ARM支付费用。

对于英特尔高调进入手机芯片市场，ARM公司副

总裁、处理器和知识产权部门总经理西蒙•希加斯认

为短期内并不具备竞争优势，“无法撼动ARM在移动

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

不管怎样，面向低成本智能手机的芯片组市场竞

争将会更加激烈，瑞士信贷台北分析师兰迪•艾布拉

姆斯(Randy Abrams)称，由于入门级智能手机利润率

微薄，芯片厂商将会通过销量来确保利润。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李娜/文)

由掌握着渠道绝对话语权的运营商主导的智能手

机降价行动，正在搅动整个产业链，上游的芯片厂商

陷入新一轮的压价竞赛。

“围绕着智能手机这个香饽饽，芯片厂商的大战

还只是刚刚开始，随着今年二季度展讯、MStar、意

法爱立信等新势力的相继登场，智能机的入门价格下

滑将会进一步加速，千元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一手

机厂商表示。

今年年初，高通公司的高管带队前往中国手机生

产商聚集地深圳，亲自与山寨厂商面对面对谈需求，

2月末，同为外资芯片厂商的博通针对搭载Android 

4.0系统、价格在299美元以下的智能手机推出了一系

列芯片和解决方案，并表示将会进入千元以下智能机

市场。英特尔更是在六年后重返手机芯片领域，成立

新的移动通信部门，推出联想K800手机。而在低端芯

片市场上，与“山寨手机之父”联发科打得热火朝天

的还有晨星(MStar)、展讯和锐迪科等厂商。

“山寨”市场重新洗牌

此前，低成本手机芯片(主要供应给山寨手机厂

商)市场一直被台湾地区的联发科所主导。

但不到一年时间，展讯芯片的市场份额从不到

10%升至28%，营收一年增加95%，晨星也靠着在手机

芯片领域的“染指”、拓展，成功登陆台湾股票市场。

低价智能机搅动产业链 芯片商陷入价格厮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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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IC设计产业将是一个宣示的作用。

联发科及晨星为台湾两大芯片设计对手，联发科

擅长手机芯片，晨星则是全球液晶电视芯片龙头。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并购成功后，晨星的手机

业务将会并入联发科，若进行顺利，两家的电视业务

也将进行整合，此外，集团公司将会组建团队负责双

方协调工作，以避免进一步的价格战。

晨星公司创建于2002年，去年营收为360亿元新

台币(约合12亿美元)，其65%的营收主要来自于销售

电视芯片的业务，而在手机芯片领域也被誉为山寨

市场的最有力竞争者。联发科创建于1997年，去年

营收达到870亿元新台币，也是该公司营收连续第二

年下滑。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表示，随着产业竞争压力越

来越大，整合是一个大趋势，尤其是智能手机、电视、

智能电视等领域。“终端产品逐渐智能化，IC产业将

面临更多挑战，双方合并后将可发挥各自所长，整合

资源，将效益极大化。”

晨星相关负责人则认为收购是两家公司对于目前

竞争激烈的手机市场看法达成一致，如果不合作，将

会再次导致市场的价格战，“价格不能没有底线，两

家公司已认为没有必要如此竞争。”

蔡明介称，合并之后，双方重叠性产品线的研发

人力会重新调整，由于双方和全球领导厂商还是有一

定的距离，未来将会把人力往新的应用机会上配置。

两个团队的结合不是单一地把经营权交给另一方，而

是在各自的平台上经营，发挥在手机和电视上的优势。

业内人士指出，并购后联发科不但可全力冲刺3G

智能手机芯片，也可以在2G手机市场上与展讯等大陆

IC设计公司拉开距离。对于晨星来说，少了劲敌联发

科后，保住了全球电视芯片龙头的地位，加上在电视

芯片上的领先优势，可以顺利地在短期内抵抗高通等

国际芯片厂商的竞争。

“整合效应有限”

在低价手机芯片市场上，晨星一直是让联发科头

疼的对象。

“晨星在给大陆厂商推出的手机基带芯片中，

也是打着比联发科低30%的口号。”一山寨手机厂商

表示。

在市场上，山寨手机厂商曾这样评论晨星的产

品：晨星对客户的支持力度非常大，芯片比较便宜，

专利门槛又低，并且采用新的平台，可以带来差异化，

6月22日，台湾芯片设计厂商联发科宣布并购竞

争对手晨星半导体，交易总额高达1150亿台币(约合

244.6亿人民币)，预计2013年初完成合并。

合并晨星后，联发科规模将达41.89亿美元，可

望超越NVIDIA成为全球第四大IC设计厂，仅次于高通、

博通与AMD三家。此次并购若成功，将成为过去10年

亚洲芯片业最大并购交易案。

对于此次收购，深圳半导体行业协会产业组组长

潘九堂表示，两家公司的合并可以改善双方的财务状

况，但短期内对其他手机芯片厂商的影响有限。

联发科千亿新台币收购晨星 稳固“寨主”地位

两强合并

从ICInsights统计数据显示，去年联发科年营业

额达29.69亿美元，在IC设计业界排名第六，仅次高

通、博通、AMD、NVIDIA与Marvell，而晨星去年营收

为12.2亿美元，排名第十一名，两家公司合并后，去

年营收规模将达41.89亿美元，直接挤下NVIDIA，成

为全球第四大IC设计公司，虽然营运规模虽距离第三

名的AMD(65.68亿美元)还有段差距，距离高通的99.1

亿美元更是相差一倍，但合并后使规模大跃进，将对

导语：有业内人士认为，联发科收购晨星，两家产品重叠度高，且晨星手机芯片的技术还不

如联发科，对联发科要追赶高通与博通等厂商来说效益则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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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表示，英特尔进入智能手机开山田不错，但

ARM技术更好、合作伙伴网络更大，这意味着公司会

继续保持优势。

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和平板都用ARM架构处理器。

英特尔则在PC领域见长，但在移动领域不成功，主要

是因为电池续航能力问题。

最近，英特尔在中国、印度、欧洲推出采用自家

芯片的智能手机，它基于Atom芯片制造。

ARM CEO伊斯特（Warren East）表示，英特尔的

手机依然比最新ARM版智能手机落后两三代。他说：

“我玩了英特尔在印度推出的智能手机，它是一款好

手机。在浏览速度、用户界面等方面，和2008年推出

的苹果iPhone 3G手机。”

不过，伊斯特认为英特尔不是什么大威胁。他

说：“我们一直在说英特尔会在智能手机市场获得

一些份额。不过，我们认为份额不会太大，因为它只

是向此领域供应芯片的20家企业中的一家。其它企业

使用ARM架构，有优势，在过去10-15年里，它们围绕

ARM架构建立了强大的生态系统。”

伊斯特还认为在让微处理器更有效率上，英特尔

正在赶上来，但ARM也会继续前进。伊斯特假设英特尔

会在未来2-4年获得10%的应用处理器市场。他说：“几

年内，它会有一些销量，但我们不认为会大更多。”

ARM将架构授权给芯片制造商制造，比如三星和

高通，而收取的版费不到芯片单价的1-2%。电子制造

商、软件开发者也获得ARM技术授权，这样一来，开

发成本就可以摊薄到整个产业。尽管英特尔会获得一

些智能手机芯片市场，但ARM与它的方向不同。

未来几年，ARM认为自己能获得PC芯片市场的10%，

甚至20%，能否获得更多市场还要看业务模式。伊斯

特称：“在智能手机领域，我们目前有20家应用处理

器供应商。PC和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相似，芯片基本

是相同的芯片。”

	 (来源：搜狐IT)

ARM CEO称英特尔智能手机不错 但不是大威胁

>>>>>...其产品“MS8535”一度受到了山寨厂商的追捧。并且，

无论客户大小，晨星一律组织专门的团队进行支持，

并声称要在1到2年内从联发科手里拿下五成份额，最

晚2012年内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在联发科看来，虽然晨星的手机市场占有率并不

高，但接连推出的低价产品确实让人“很不爽”，在

最近的诺基亚2G芯片订单中，晨星又一次“插手”，

让联发科迟迟未能拿下订单。

此外，来自大陆芯片厂商展讯的竞争压力也越来

越大。在中国移动最近的一次TD采购中，有五款手机

采用了展讯的芯片，并且展讯成为了三星“机皇”

GalaxyS3的TD-SCDMA版芯片供应商。

“联发科还是希望能够巩固在低价手机市场上的

地位，并且晨星还有在TD上的优势，这是联发科的短

板。”上述手机厂商认为，高通即将发布的全制式基

带芯片也是此次收购的原因之一。

大和证券指出，联发科和晨星合并将可使联发科

更专注与高通的竞争，而从手机IC市场来看，联发科

将可加速智能机(特别是WCDMA)的产品拓展，市场占

有率可望达60%。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联发科买晨

星，两家产品重叠度高，且晨星手机芯片的技术还不

如联发科，对联发科要追赶高通与博通等厂商来说效

益则相对有限。

并购原因剖析

这次联发科决心要并下晨星，有几个重要的关键

转折点，其一是诺基亚的手机芯片订单。由于诺基亚

最大2G芯片供应商TI将在今年退出市场，诺基亚需要

找到新的供应商，联发科及晨星都跟诺基亚坐下来好

好谈了数回。

尽管诺基亚营运情况不佳，但2G功能手机出货量

仍是全球最大，一年有高达1亿部以上的销量，但诺

基亚对芯片供应商的要求多，包括要求每年要降价10

～20％等。

对于联发科和晨星来说，分别拿下诺基亚的订单，

要付出的成本实在太高，接单几乎等于赔钱，所以双

方的接单意愿均愈来愈低。于是诺基亚就推一把，要

联发科及晨星想想双方有没有机会一起来接单，为双

方的合并埋下火种。

最近的一次市场变化，则是大陆手机芯片龙头展

讯，成为三星机皇GalaxyS3的TD-SCDMA版芯片供应商。

业界认为，这是让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下次决心要与

晨星合并的引爆点。

联发科3G智能手机芯片去年下半年开始出货，一

出手就拿下联想、中兴、华为等订单，但智能手机的

未来市场霸主是三星，拿下三星订单是联发科的终

极目标。联发科WCDMA手机芯片难跟高通竞争，但TD-

SCDMA/WCDMA双模芯片最有机会，只是没想到，三星

最后还是选择了展讯，而不是性价比最好的联发科。

此事件让联发科了解到，芯片市场的竞争已经不

再是比谁性能好或价格低，今日山寨已证明不会成为

明日主流，要获得国际级手机大厂的青睐，联发科要

的是更大规模及研发深度，以及更多的功能整合能力，

这正好是晨星的强项。也因此，联发科并晨星，也就

水到渠成。

联发科与晨星这两家IC设计公司，多年以来的企

业文化都是偏向低调、谨慎的“工程师类型”，这回

能购快速谈定合并案，且由产业地位极高的两家董

事长蔡明介、梁公伟亲上第一线宣布，外界对此解读，

应该“是有一定的把握”才会如此安排，但新联发科

成军的同时，下一个阶段的挑战恐怕也将随之到来。

新联发科将面对三大挑战

第一挑战：万一没有成，怎么退场？

采用公开采购需完成第1阶段，才能进入第2阶段，

若第1关没过，该案便进入难产状况，目前两家公司

有默契及共识也有信心，但6月25日至8月13日，甚至

要进入第2阶段，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若其中一方生

变，或出现坚持不同意的股东，如何退场，收拾残局，

让双方可以有台阶可下，也是外界所好奇的。过去在

面板产业合并的高峰时期，就曾有过家电厂也想要试

着并并看，结果却难以达成共识，到最后黯然收场。

第二挑战是：产品、客户怎么取舍？

重复性的产品、客户都是彼此谈定该次合并换股、

对价的筹码，整并之后，双方的经营高层必须针对重

叠的部分进行取舍，但这样一来，公司内部的冲突点

恐势必增加。对外来说，虽然少了砍价的劲敌，但未

来接单就真的会变容易？客户量会是加乘效果？这些

都是不容易预料的挑战状况。

第三挑战：也是最难以解决的，就是人才。

人才与组织的配置，能不能说变就变？两家公司

大规模合并后，可能引发集体跳槽，让其他同业有了

动手挖角的机会。更何况在IC设计业来说，今年起大

陆十二五规划，鼓励大陆企业引进优秀海外人才，新

联发科若措施不当，恐怕将会引发员工集体出走大陆

同行对手。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52RD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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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连续衰退后，有着“山寨机之王”之称

的台湾地区芯片厂商联发科，最近似乎开始走上复苏

的道路。这家功能手机时代的芯片王者，是否能在智

能手机时代打个翻身仗？

联发科中国大陆区总经理吕向正在接受采访时承

认，智能手机时代的山寨机已不太可能重现当年功能

机“百花齐放”的局面。山寨之王的复苏，或已很难

再依赖山寨手机。

智能手机芯片出货猛增

在功能手机转向智能手机的过程中，步伐慢了

半拍的联发科随后对内部高层大换血，重用创业时

的老将。

2011年，联发科约卖出5亿5000万个芯片，其中

智能手机芯片只有约1000万个。与此同时，世界手机

市场已风云突变，由功能手机向智能手机的过渡不可

避免。联发科去年营收衰退17%，相比之下，其主要

竞争对手之一的展讯去年营收却暴增95%。

在手机产业中，联发科以其著名的“Turn Key”

(交钥匙)解决方案而崛起，即联发科把客户需要的手

机功能都集成在自己的芯片上。手机厂商采购了联发

科的芯片，只需要加上手机外壳，安上电池板，就可

以把成品生产出来了，手机入行门槛近乎被“踏平”。

但在功能手机转向智能手机的过程中，联发科的

步伐却慢了半拍。联发科的智能手机方案，一直到

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推出，当时联发科和联想率先合

作，推出基于联发科平台的联想智能手机，量产初

期的芯片出货量有限，大部分都供给了联想，整体

出货量不大。

与此同时，在联发科起家的2G芯片市场，展讯、

晨星对联发科发起凶猛的价格战，这让联发科非常难

受，是其业绩大幅下滑的重要原因。联发科创始人蔡

明介在2010年底重掌帅印，并亲自上阵拜访天宇朗通

等大客户。与此同时，联发科对内部的高层进行大换

血，重用创业时的老将。

在此之后，该公司的情况有所好转。从3月份开

始，联发科的智能手机芯片出货量开始猛增，包括华

为、中兴、联想、OPPO在内的众多厂商都采用了联发

科的智能手机方案。例如市面上大红大紫的华为360

特供机“闪耀”采用了联发科的MT6575芯片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近期联发科将其智能手机芯片的

全年出货目标由5000万个上调为7500万个。联发科的

芯片之所以今年出货较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今年手

机市场“快鱼吃慢鱼”的市场态势造成。

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特点，被业内形容

为“快鱼吃慢鱼”，即出货快的企业能占到很大便

宜。这是因为经历了去年的市场培育，在运营商千

元智能机的攻势下，国内消费者对智能手机的认知

度大大提升。

而市场上产业链也更加成熟，智能手机的应用变

得非常丰富，因此国内出现了一波功能手机向智能手

机过渡的换机潮。与此同时，市面上可供选择的低端

智能机相对较少，一有新机型推出，便能获得不错的

效果。

联发科的“Turn Key”方案，恰恰符合了国内手

机厂商快速出货的需求，使其能够以最省力的方式开

发出一款手机。

手机厂商拿到联发科的方案，最快一两个月就可

以设计完成一款智能手机然后出货。而一向重心在高

端厂商的高通，其方案也往往还需要手机厂商在其基

础上做较大的二次开发和适配，需要3到4个月甚至半

年时间才能出货。

低端王联发科期待复苏：不再依赖山寨手机

>>>>>...

高通日前全面展示其面向大众智能手机市场的

QRD(高通参考设计)生态系统，并极力以低授权费和

高完整度的软硬体设计，拉拢中国大陆OEM厂，以防

止联发科在智能手机领域的渗透。

“目前，新兴市场对于智能手机的需求激增。高

通QRD平台将助力合作伙伴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目

前基于QRD平台的产品正处于密集发布期。”高通公

司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王翔说。

据记者了解，该平台的最大特点是，将设计一台

智能手机的各种可能性完整地切入在软件平台中。从

而大大降低智能手机的设计门槛，任何有一定基础的

公司均可动手设计智能手机方案，这正是中低端手机

厂商们所欠缺的，而这显然也与联发科“交钥匙”平

台如出一辙。

高通公司高级副总裁兼QRD项目负责人Jeff 

Lorbeck透露，半年以来，加入高通QRD计划的OEM厂

商已达30多家；更有17个OEM厂商发布了28款基于QRD

平台的智能终端，另外还有100余款终端正在研发过

程中。QRD上市终端数量目前正处于高速增长期。仅

在3月和4月，就有14款手机发布，如夏普SH300T、联

想A 780、酷派7260+、7019等，多款手机进入联通和

电信的集采。

高通表示，将持续投资QRD计划，以支持新兴市

场的中低端智能手机。市场预估，高通此举将对台积

电等供应链带来商机，但也恐加速“山寨手机之父”、

手机芯片巨头联发科的竞争压力。

	 (来源：南方都市报	汪小星/文)

高通QRD平台覆盖中低端手机对抗联发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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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24%。德州仪器位居第二，份额为12%。

意法半导体和联发科并列第三。联发科

去年以9%的移动半导体市场份额，一举

超过英特尔、博通和三星。

报告中还对智能手机市场趋势做了

分析预测，在下图中可以看到，对于智

能手机在各地区的分布，野村证券做了

预测。在亚太地区，智能手机市场呈现

增长趋势，从2008年不足20%逐年增加，

预计2013年，亚太地区将占整个智能手

机市场40%的份额。

在对通信网络的分析中，野村证券

指出，从2012年起，4G手持设备将受到

市场欢迎，逐渐扩大市场占有率；3G设

备在未来的几年内将成为主流，市场占

有率超过一半以上；而G设备市场份额

将逐步萎缩，但野村证券并不认为2G设

备会在未来几年内消失，预计可保留约

20%的市场份额。

 

野村证券最近发布了《2012智能手机指南（ 2012 Smartphone 

Guide）》，对智能手机的各种零部件及其供应商的状况进行了分

析，报告显示，智能手机中成本最高的零部件并非屏幕，而是NAND

闪存。

 该报告显示，要生产一部现代化的智能手机，需要25个以上

的零部件。尽管屏幕曾经一度被视为手机中最昂贵的部件，但根据

野村证券的报告，最贵的零部件应该是NAND闪存，每部智能手机在

这方面的平均成本为20至22美元，而屏幕成本为18至20美元，低于

闪存。平均成本在$10以上的零部件还包括：应用处理器：平均成

本$15~17、基带芯片：平均成本$10~13、触摸屏：$11~13；除此之

外，智能机零部件成本排行前十的还包括内存、射频芯片集、电源

管理芯片、触控芯片、GPS芯片以及图像传感器。

对于三星、东芝、SanDisk和美光科技等存储芯片供应商而言，

算是利好消息。NAND的价格高源于苹果和三星等智能手机厂商争相

在产品中加大存储空间。

显示屏的供应商主要来自于日韩台三方，三星、日本三巨头索尼、

日立和东芝合资成立的Japan Display、LG以及台湾的奇美和友达光电

共同分享了显示屏市场90%的份额。在无线通讯零部件部分，博通仍

掌握着绝对的市场优势，以75%的市场份额远远超出TI和Marvell。

该报告还显示，高通是移动芯片市场的领导者，市场份额高

智能手机成本揭秘：屏幕不是最贵零部件

>>>>>...
山寨智能机不再百花齐放

在今年联发科智能手机芯片出货的预估当中，没

有品牌或品牌较小的手机厂商，只占其出货量的20%

左右。

与联发科业绩变化形影不离的是，中国的山寨手

机产业在最近几年经历了大滑坡。

吕向正坦承，山寨手机很难在智能手机时代重现

当年其在功能手机时代的“百花齐放”。在今年联发

科智能手机芯片出货的预估当中，没有品牌或品牌较

小的手机厂商，只占其出货量的20%左右——山寨厂

商的市场地位在智能机时代已经明显被削弱。

“在2007年、2008年以后，山寨手机就已经不再

是市场主流了。”深圳华强电子产业研究所研究组长

潘九堂指出。这是因为山寨机的典型用户多为第一次

购买手机的低端人群，但在2007年前后，迎来了这批

人的第一波换机高潮，大部分人在换机时倾向于选择

具有品牌、更有保障的手机，近几年山寨手机产业一

直处于衰退状况。

而由于山寨机市场鱼龙混杂，一些不法厂商开始

用吸费软件等危害消费者利益的事情牟利，中国政府

由此提高手机的入场门槛。按工信部规定，所有在市

面上销售的手机都必须送往工信部的泰尔实验室检测

通过，但这一过程费时费力，一款手机没有十几万的

支出很难顺利通过检测，许多山寨手机厂商并没有这

个能力。

此外，智能手机的进入门槛依然比功能手机要高

很多，即使是联发科的“Turn Key”方案成熟，手机

厂商也不再是“加块电池，配个塑料外壳”就能出货。

做3G智能手机还需要向高通缴纳专利授权费，中小手

机厂商也很难拿到比较好的显示屏、触摸屏这样的紧

俏零件，并不是每一家山寨厂商都有能力转型做智能

手机。

从整个手机市场的情况来看，大型手机厂商的智

能手机售价同样压的非常低。例如华为和360合作的

特供机“闪耀”，被市场认为拥有很高的性价比，其

售价并不比中小及山寨厂商的价格高，这进一步压缩

了山寨厂商的空间。

潘九堂指出，宇龙酷派这样的品牌厂商近期之所

以出货迅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价格压得较低

——今年许多品牌厂商的策略就是快速抢占市场，先

把市场份额占住再说。

近期深圳的山寨手机厂商大都被迫转型做出口。

对此吕向正表示，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国内的中小

手机厂商很难打入，因此大部分厂商还是要从第三世

界国家入手。

“许多较落后的国家，3G网络还没有建起来，因

此出售给他们3G手机没有意义，但是一些用户有Wifi

上网的需求，因此出售2G的智能手机给他们市场也不

错。” 吕向正指出，因此联发科也供应许多2G智能

手机芯片给山寨手机厂商。

“所以山寨厂商需要升级，升级成为规范、有品

牌的厂商。”吕向正指出，中国手机会越来越规范，

市场集中度会越来越高。

对联发科来说，山寨厂商群体的式微恰恰是它的

一大挑战，这意味着它不得不去积极开拓联想、华为、

中兴等大型品牌厂商的智能手机市场，而这一块也恰

恰是高通重点开拓的领域。

去年年底，高通也推出了自己的“Turn Key”解

决方案，并在积极推出自己的低价芯片，在低端智能

机市场上，高通和联发科必有一场恶战。吕向正指出，

联发科的优势在于它在“Turn Key”方案上的经验，

在和国内中小手机厂商的长期合作当中，联发科和他

们积累了比较好的合作关系，因此联发科的智能手机

“Turn Key”方案，比一些国际大厂的方案更加容易

让中小厂商上手。

联发科智能手机芯片方案开始放量，一个直接的

影响便是带动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幅下降。

去年国内运营商的千元智能机大战已经使得智能

手机价格第一次出现大幅下拉，今年下半年国内手机

市场最大的变化将是众多二三线、山寨手机厂商进入

智能手机市场——因为运营商限于财力开始减少补贴

力度，大批难以进入运营商补贴序列的手机，将依靠

价格优势出货。

“短期内联发科不会考虑依靠互联网、软件等方

式赚钱。” 吕向正表示，虽然智能手机时代，依靠

这些方式赚钱很诱人，但是联发科短期内将专注于IC

设计硬件领域。

联发科财报显示，其2012年第1季单月平均营收

表现约在新台币 66亿元的水平，离2010年1月所创下

的135.8亿新台币单月历史新高纪录，已腰斩一半多。

联发科要想重返辉煌，今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曾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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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移动每年有几亿用户要换机，如果

用户换机时没有选择中国移动的标准，

最后这些用户很可能就离我们而去。”5

月10日，中国移动终端公司副总经理袁利华表示，这

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据三大运营商发布的一季度财报显示：中国电信

的3G用户达到了4355万户，中国联通3G用户为4886万

户，中国移动TD用户总数达到5956万户。TD用户数

已经达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目标。但中移动自

己也承认的一个是事实是，三家运营商对3G用户的统

计口径并不一样。这也意味着，中移动在典型3G用户

——即3G手机用户方面依然落后。

针对TD产业链相关的厂商，袁利华提出今年中移

动对TD终端的最低目标是6000万台，以普及型智能终

端为主。“2012年TD智能手机的占比超过50%，争取

达到60%到70%的水平。”

中移动目标

“今年一季度TD手机销量达到了1180万，同比增

长125%。3月份TD手机在3G市场上占比达到了31.3%，

创历史新高。”在袁利华看来，目前TD终端产业链相

比最初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份TD终端产业链上共有

259家企业，其中投入手机研发的有150家，可商用

的芯片方案供应商增加到9家。另外，4月份中移动

在库终端产品已经达到371款手机，TD终端的销量快

速增长。

袁利华指出，在中移动减少单款终端补贴的情况

下，仍然出现了不少畅销的产品，比如中兴U880以及

三星的一些产品。“截至今年3月份，有9款产品累计

销量超过100万台。”

不过，这样的数据依然无法让移动满意。截至今

年3月底，中国移动的用户总数超过了6.67亿户。袁

利华表示，现在调研结果是用户平均22个月换一次机

器，“假设移动每年30%的用户换机，光换机市场就

是两个亿。”

在袁利华看来，这些都是TD终端的潜在市场，因

为2G市场正在快速萎缩，“3月2G占比仅仅为36%。”

不过，如果这些用户没有选择TD终端，而是选择了其

他制式比如更加成熟的WCDMA手机，最终则很有可能

离移动而去。

对中移动来说，鼓励产业链推出更多高品质的TD

每年2亿换机用户 中移动焦虑TD手机

给做手机研发的前80后工程师们提个醒
前80后从事手机研发的年轻人目前已经人到中年后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从2004左右开始红火的山寨手机，已经耗去了你们青春，你们中的不少人也从

中过得不错的收益，但随着iPhone的出现，智能手机视乎在一瞬间就冒了出来，

大佬Nokia都没有缓过神来，就在世界各地很多的股票市场被摘牌了，谁能料

到了，一个手机业界的王者，在2年内就落到了如此的下场，正是应了那句话，

世事难于预料！

这二年Android的火红，在次复制了MTK的Turn Key模式，使得人们不需要

很大的投入，就能够很快做出智能手机，但这也极大地抑制了从事手机研发人

的创造性，就如一朵温室里的花朵，在突然失去温室的照顾的时候，恐怕就会

很快地死去！在前几年的时候，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索爱、LG等几大公

司，基本上就可以给全世界的人们提供手机了，而这三年崛起的苹果，在加上

一个三星，就占了全世界约90%的智能机的市场，就算几年后，中国会崛起几个

世界级的手机公司，那么有10个左右的公司，给全世界人们制造手机恐怕也就够

了，这是个必然的趋势，我们可以从全球家电制造企业的数量就不难得出结论。

在看看这几年做手机的模式，BB工程师在MTK的原理图的基础上，换个显

示屏、换个摄像头、加上个Sensor、改改按键的数量和更换几个连接器之类的

小修改，1~2天就可以完成设计，再花一天左右根据堆叠布局一下，稍微改个

BOM，样机回来花个1~3天调试一下，一款手机的设计就完成得差不多了，遇到

点难题，还可以找FAE来帮助解决，说句老实话，难度真的不是很大。

那些做驱动开发的，根据LCD、Camera、Sensor厂家提供的初始化代码替换

相关文件的内容，在改几个宏定义、修改一下键盘定义、配置一下GPIO口等等，

都是成熟的套路，搞完几个案子后，基本上都可以参考以前的案子做一些小改

动，就基本上可以出软件版本了，BUG肯定会有，但基本上可以工作，如果客户

没有特别的要求，一般也没有很大的难度就可以搞定一款手机的驱动软件了。

其它一些工程师的工作，在此我就不多说了，做过的人都知道是什么状况，

总之一点，MTK给大家提供的东西太全面了，对于老板是好事，可以很快出货，

对于工程师而言，短时间之内也是好事，可以轻松地挣到不菲的工资，问题是

一旦行业出问题了，对于快到35岁的工程师而言，就是悲剧了，到了这个年纪，

精力和经验都跟28岁左右的人差不了多少，工资低了，自己不想干！工资高了，

老板不愿意，这个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再加上恐怕还要供房，恐怕压力是最

大的时候。

很多搞手机软件的人，因为分工比较细，你让他搞一个单片机或ARM系统

的软件，如果要写很多原创代码的话，未必能够自己独立搞定，因为写代码的

能力这么多年，没有得到基本的锻炼。我也见过很多工作了很多年的人，对于

一些基础的数字电路、模拟电路概念还有那么点模糊，总之这么多年的Turn 

Key的方案，使得很多人的技能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锻炼。

目前中国的智能手机的发展，也出现了低价恶性竞争的现象，未来这个行

业会走到什么地步，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仅仅靠低价恶性竞争的行业，肯定

无法长久，一定会出现激烈的行业洗牌。各位前80后的工程师们，你们准备好

了应对未来的挑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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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场关于“老IT新路”的思辨中，比华为还

早2年成立、已经“27岁”的老牌通信企业

中兴，仍旧被总裁史立荣称为“小伙子”。

位居全球通讯设备商第五的中兴，与排名一二的

爱立信与华为相比，100多亿美元与300多亿美元的营

收额差距仍然显著；不过，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兴

在欧美市场中的逆流而上、以及年均30%以上的增长

速度，同样让竞争对手难以望其项背。

中兴意图“弯道超车”的信号，在史立荣上任后

的2年内，已经被更加清晰的释放出来。但是，未来3

年能否真正逆转局面，首当其冲要验证其在全球分析

师大会上的预言能否成真：从一家电信设备提供商向

通信综合服务商转型。

2011年，中兴与老对手华为，不约而同遭遇“增

收不增利”的尴尬。欧债危机仍在蔓延、全球宏观经

济的下行已传导到全球电信业，上游运营商受经济不

景气、互联网应用和终端厂商争夺利润的影响，盈利

能力正逐年下降，导致2011年以来全球电信运营商资

本开支更趋谨慎，对于“靠运营商吃饭”的通信设备

巨头而言，盈利境况可见一斑。

“中兴与华为都在积极寻求转型，不约而同的走

向三个新方向：终端市场、企业级市场以及运营商服

务市场”，独立资深电信分析师付亮表示。

2011年中兴财报，已经初步印证三种转型方向。

终端业务增速达到60.4%，手机进入全球前50个运营

商中的43家，年出货量位居行业第四，智能手机发

货量增长400%，同时，政企网市场国内增长超过90%，

而且，中兴服务整体业绩增长40.9%，远超竞争对手。

尽管如此，传统电信管道市场是否真正触及天花

板？中兴国际化潜力还有多大？在三种趋同的转型中，

“牛文化”的中兴与“狼文化”的华为，将演绎怎样

的差异化？对此，史立荣另有一番解读。

国际化思路要转

在2012年的巴塞罗那通信展上，中兴颇为意外的

展示了一张关于“中国功夫”的胶片。

正如中国功夫中分为武当、少林、太极不同门派，

但是到最高境界Master时却不讲门派一样，史立荣认

为，未来通信设备与技术的最高境界是融合与集大成。

“过去从2G向3G、4G不断演进，有人问我什么是

5G，就像是中国功夫Master的境界，5G时代应该不再

讲技术和门派，在这个时点和地点，实现最高速的宽

带、最便宜的价格，就是最佳的接入”，史立荣称。

近年来，当年众多活跃的欧美日厂商出现分化，

北电破产、摩托分拆，阿朗出售业务、爱立信退出手

机领域，诺西卖掉固网收缩市场以及万人大裁员，让

通信公司陷入“寡头竞争”的局面。

电信专家、Frost&Sullivan中国首席顾问王煜全

指出，近几年国际运营商设备更换速度趋缓，在主流

通信设备厂商中，价格昂贵的企业都濒临崩盘，幸运

的是，中兴华为靠“性价比”熬了下来。

对于中兴而言，新机遇恐怕已经很难出现在2G和

3G领域，因为在全球市场占比只接近6%，大逆转比较

困难，LTE/LET-A才是改变格局的关键。

中兴总裁史立荣：如何应对寡头竞争

终端留住用户成为其迫切希望，而大规模集采则是其

推动厂商的动力之一。

之前的4月20日，中移动公布了二季度G3手机采

购公告。根据“中国移动招标采购网”的公告显示：

此次将采购600万部G3终端，其中普及型智能手机拟

采购240万部，多媒体智能手机拟采购160万部，余下

的200万部为功能手机采购数目。

最受重视的无疑为普及型智能手机，中国移动要

求参与厂商在5月15日前提供可供评估的样机且在7月

15日前供货。另外，袁利华对产品价位也提出了具体

要求——“争取三季度，4英寸产品900元以内，3.5

英寸600元以内。”

“今年是智能机大爆发一年，如果在智能机占据

有利地位，未来在TD终端就掌握主动权了。” TD芯

片主要厂商之一、联芯科技总裁孙玉望说，联芯今年

的目标是2500万的出货量。

厂商压力

今年初开始，中移动对集采终端的入库标准做了

修改，其中加入了大量对细节的要求规范。“前几年，

做TD的企业都在忙着‘生存’。现在，大家开始想着

如何在TD大量的智能机上做差异化。”这是孙玉望对

过去几年TD市场变化的直观感受。但是，中移动招标

入库标准的收严对TD终端厂商压力很大。

据悉今年初开始，中移动对集采终端的入库标准

做了修改，其中加入了大量对细节的要求规范。不少

终端厂商最近都被卡在了繁琐的入库标准上，颇有抱

怨。袁利华表示， TD-SCDMA的技术指标已经与其他

成熟标准非常接近，但用户还是觉得TD-SCDMA的质

量不行，主要是因为当初急躁地推出了不成熟的终端，

“现在要花十倍的时间来转变这种观念。”

“有一些产业链的朋友也提出来，中国移动对于

质量的追求有点过了。” 袁利华说：“我们愿意跟

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如何提升质量，但提升质量的目标

是不容讨论的。”

TD联盟秘书长杨骅也表示，经常听到很多终端厂

商抱怨，觉得测试流程过于繁杂，周期时间很长，影

响了面世的时间。但他认为厂商可以首先做好自己入

网前的自测，配合工信部发布的标准，中国移动入库

的标准，来完善自己的产品。

除了移动入库标准收严对终端厂商带来的压力，

高性价比TD芯片平台的发展速度也影响到厂商们的产

品进度。尤其移动明确提出“争取三季度4英寸产品

900以内，3.5英寸600元以内”的要求。

孙玉望表示，针对下一波的TD手机市场，联芯已

经推出了单芯片方案，“会把主流TD智能机的档次拉

高一个级别，手机厂商的终端产品上市预计在三季

度。”另外在功能机方面，联芯也推出了双芯片解

决方案。“去年功能机在TD-SCDMA占到了60%以上，

今年移动提出的目标是智能机要超过一半，但是功

能机的市场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在技术上要保持升级

换代。”

TD-LTE仍需等待

对于中移动以及其他TD产业链相关的厂商们来说，

他们更大的希望是放在TD-LTE之上。相比于TD-SCDMA

的起步时间严重落后，TD-LTE被认为是中国自主标准

能与国际标准同步发展的机会所在。

目前，移动针对TD-LTE的二阶段扩大规模试验已

经接近尾声。中国移动研究院黄宇红表示，截至4月

底，已有4家系统和2家终端基本完成测试，预计5月

中旬第三家芯片完成测试。最近有消息称，中移动将

在深圳开始针对小范围友好用户的试商用，但何时能

正式商用仍无明确计划，需要等待工信部的统一部署。

除去政策因素，孙玉望认为影响TD-LTE商用的障

碍，更多集中在终端芯片和产品上面。“比如说功耗

大，稳定性差，多模支持方面，达到商用水准还有一

段路要走。”

孙玉望也承认，目前联芯在TD-SCDMA上的投入更

大，以后LTE的投入会不断加大。“2012是TD-LTE元

年。”孙玉望说，自2010年12月联芯推出第一个TD-

LTE、TD-SCDMA双模芯片以来，联芯在LTE的每个重要

时间点上都会走在前面。

据悉，目前TD-LTE的芯片厂商已经超过了10家，

包括联芯、展讯、Marvell等，据悉高通也将进入。

厂商竞争比TD-SCDMA时代更加激烈，当然这也意味着

产业链的支持程度更高。

有芯片厂商内部人士表示，从产品发展规划的角

度，希望相关产业方对TD-LTE的政策与方向更加明确。

因为从芯片开发到商用，再到终端厂商推出产品需要

一个很长的周期。

孙玉望认为，目前TD-LTE芯片主要还是针对数

据卡等终端，从稳定性、功耗、多模操作的可靠型

等方面，要做到手机终端基本可用，预计还要到明年

下半年。



研发专辑 R&D TIMES·电信设备

52rd.com ��

·R&D TIMES 研发专辑电信设备

52rd.com��

“量，是有必要的。有量才能掌握产业链和话语权，

同时，有量才能加载移动应用附加值”，史立荣称。

依次逻辑，规模效应，有可能在未来让腾讯、百

度中的游戏或音乐等移动应用搭载中兴手机时产生付

费。不仅如此，中兴手机上量，对于拓展欧美日主流

运营商市场也像是一块“敲门砖”，其实，运营商对

苹果“独吞”移动产业链利润早有不满，也势必拉拢

其他手机制造商，而中兴的终端产品在海外全线突破

之后，系统设备大举进入也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2011年财报显示，中兴手机业务增长过快，

较低的利润率却拖累了整体财报的毛利率。同样的困

扰，华为也不能避免。何时往智能手机高端和利润高

地反转？似乎两家都在等待从量变到质变的机遇。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大量砍手机产品线，从去年

开始已经不再追求数量了，对低端一点的手机型号，

如果运营商再不打我的LOGO就不做了”，史立荣称，

苹果只是一年出一款手机，中兴内部也正在重金悬赏

明星机型，希望未来单款产品出货能到1500万件左右。

华为中国地区终端业务部副总裁李科峰曾表示：

华为也在效仿三星，砍掉多款手机研发，只聚焦于某

几种智能手机。

“砍的都不够彻底”，业内比较尖锐的看法是，

竞争的核心是单款手机上量，但是，中兴华为似乎都

没有吃透苹果反超诺基亚的逻辑。“iPhone反超诺基

亚，是先超过诺基亚销量最大的手机。诺基亚做100

款手机，上1000万的量，与苹果一款手机，上1000

万的量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明显成本更低收益更高。

iPhone屏幕中次品比普通手机正品还要好，但是却只

用付出三分之二的价钱。”

对于手机产品线的削减比例，史立荣坦言“仍在

不断摸索中”。也许，相较于苹果而言，中兴、华为

最大的挑战在于，能否打造一款明星机与iPhone媲美。

对此王煜全称，中兴华为更应该发挥“性价比”

优势，如果单款产品全球上量，达到单款配件全球最

优，但在盈利上不苛求苹果的40%-50%纯利润，相比

千元智能机也大有利可图。

利润拐点

通信设备市场萎靡不振，移动终端市场又是一片

红海，中兴也正在积极寻求蓝海。

“全球三大客户群中，很大一部分是终端用户，

但是我们可能很难有所作为，只能扶植运营商、扶植

腾讯与百度；第二，数字家庭是一个潜在市场；另一

个没有单家能通吃的大市场在于政企网。”史立荣判

断，“从未来需求量走势看，政企网的盘子应该不亚

于终端”。

同样，在转向企业级IT解决方案之路上，前有思

科，同行者还有华为。2011年，狂飙激进、广招员工、

迅速扩张，让华为的转身显得非常“凶悍”。如一贯

的不同，任正非与侯为贵已为华为中兴打下鲜明的创

始人性格烙印。一如既往的稳健、中庸，中兴在进军

时更像是选择以“政企网”单点突破；但是，媒体记

者去深圳总部参观时发现，华为在金融、医疗、教育、

乃至能源等多个企业级解决方案市场已经全面开花。

“过去，华为在很多战略上落后于中兴，比如国

际化以及进军手机终端市场，也擅长通过轰轰烈烈

‘搞运动’追上我们，但是，企业网这块市场有些路

子还没完全看准，现在搞运动可能会栽进去”，一位

中兴高管表示。

相对而言，一个面向企业市场的部门，被中兴命

名为“政企业务”，突出“政”字，与中兴试图发挥

国企优势迅速突破不无关系。目前，中兴政企业务

已经涉及政府、道路交通、地铁通讯、安防以及电力、

办公自动化等领域，连续三年实现50%年增长，2011

年实现收入100亿元，可谓初战告捷。不过，史立荣

对于未来预期仍旧谨慎乐观称“领域众多，难点在于

各个吃透”。

事实上，除了终端、数字家庭以及政企网，中兴

也正在加速布局运营商服务市场，而这正是通信设备

龙头老大爱立信转型的重点。

从财务数据看，中兴通讯管理服务五年平均复合

增长率达到81%以上，服务整体业绩五年平均复合增

长率达到53%，处于行业第一。2011年中兴通讯软件

和服务相对2010年增长了40%，但是，在公司销售占

比还较低。

新一片蓝海的开拓，最终目标落在提升净利率。

随着中兴“市场导向”的布局告一段落，公司战略目

标已经转向“利润导向”，政企网很可能成为中兴新

的增长点，毕竟低成本的研发优势是长期增长的保障。

“系统设备方面，中兴在2011年已经完成市场份

额的布局，2012年将有望迎来市场份额与利润的双重

提升（国内TD和WCDMA市场投资加大，份额和利润率上

均有利于中兴）。终端业务方面，由于全产业链的布

局，中兴智能终端业务的利润率水平有望提升。”东

方证券的报告推断，伴随汇兑损失和利息费用等非经

营性费用的降低，2012年有望成为中兴的利润拐点年。

	 （来源：《英才》）

专利储备上，中兴已有所倚重。截至2011年底，

中兴已经向3GPP提交了大约9300多篇提案，其中SAE/

LTE相关提案超过了5700篇，有超过1700篇的SAE/LTE

相关提案被3GPP采纳。截至2012年1月底，中兴通讯

已在ETSI（欧洲电信标准研究所）声明了381件SAE/

LTE基本专利，大约占所有ETSI声明的SAE/LTE基本专

利总数的7％。

“虽然管道端进入寡头竞争，但是可供挖掘的金

矿非常多”，史立荣称，随着云计算的发展，通信内

容和数据需求爆炸式增长，对带宽要求将非常高，未

来没有一项单独技术可以满足管道端的需求，只有依

靠融合性技术。

不过，比起技术改造，中兴近年来国际化上最根

本的变化还在于向“大国大T（大T：大运营商）”战

略转移。

“放眼全球电信市场，按区域和国家划分，有一

个二八原则，甚至是一九原则。”史立荣分析指出，

尽管运营商市场巨大，但是，欧美日中占据市场容量

大头，加上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等金砖四国的

影响力，实际上，只有抓住大国、大运营商，才能抓

住产业链核心。

其实，中兴16载国际化历史路径，并不依此推演。

“这是中兴的经验，关键是教训”，付亮称，过去中兴

通过亚非拉进入国际市场，却发现拿下市场之后挣不了

钱。真正主流市场在发达国家，比如北美、欧洲，中

兴需要在这些市场集中优势资源兵力，才能有所斩获。

如果说，开拓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更多在于扩大规

模，那么，对欧美市场则在于提升利润。对比运营商

市场，美国ARPU值（每用户平均收入）在50美元左右，

而印度只有几美元。很显然，中兴下一个野心，正是

包抄和夯实主流运营商市场。

目前，总部在欧洲的全球TOP50运营商中，中兴

已经进入了90%，与除北美之外各大洲的排名一二的

运营商基本建立了合作。但是，从“农村包围城市”

转移到“大国大T”，中兴海外战略潜力能否真正释

放，还待观察一场攻坚战。

在中兴历史博物馆中，有一张史立荣上世纪90年

代只身一人参加日内瓦I T U世界电信展的照片。作为

中兴国际化中开疆辟土的第一人，史立荣拿下过在巴

基斯坦的第一张海外订单，这也是当年中国企业在海

外的第一个上亿美元订单。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化，从

本地化到全球化迈进，史立荣亲自见证，也亲历凶险。

“以国家安全”为质疑的流标事件，不仅仅针对

在澳大利亚合同竞标中的华为。“总有人说安全问题，

导致运营商不敢用，实际上纯粹为了政治，政治到底

还是为经济服务”，史立荣直言。

如今，在欧洲市场，中兴已经形成全线产品进入

态势，但是，在美国市场只能以终端手机为切入口。

“真正进入北美，需要时间也需要转变思路”，

业内专家分析，这是中兴华为的共性问题，高层应

该从全球视野重新思考，不管是资本结构、人才结构，

还是战略和品牌规划，都应该更加国际化。

对比华为和中兴，前者是一家营收规模巨大的非

上市公司，“华为、中兴的董事会和决策中，应该多

出现一些不同肤色的人，一年花费几亿拥有具备影响

力的外脑也很值得”，付亮称，中兴也可以选择与国

内一些有差异化的通信设备公司，如普天、烽火以及

国际上相对专业的公司进行资本交叉和入股，在规模

化上结成盟友合力开拓国际市场。

大量砍手机产品线

当乔布斯携苹果iPhone、iPad“干掉”诺基亚之

时，受到震惊的不仅仅是手机制造商。最近一两年纷

纷加入移动终端新战场的玩家中，包括传统软件巨头

微软、互联网巨头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当然，在

中国，还有最不容忽视的两支生力军：来自传统运营

商市场的中兴与华为。当下的如火如荼，谁曾想到当

年任正非甚至将“不做手机”写入《华为基本法》。

“当初做判断，我们看清了两个方向：第一，手

机市场容量、金额比系统设备还要大，而且通信系统

5—10年换一次，手机1-2年换一次；第二，如果说手

机像个小盒子，那么，通信设备就像大盒子，技术相

近只是有浓缩”，史立荣称。

其实，早在国产手机风生水起的2002-2003年，

“ZET中兴”就曾与波导、夏新和TCL一同出现过。只

不过，2004年之后，遭遇国内“山寨”与国际高端品

牌双面夹击时，中兴于2005年第四季度后“战略性”

的转移阵地了。

如今，随着智能化的大幕拉开，中兴又迂回到

“主战场”中国。此番，后进者华为正在以高举高打

的姿态铺设品牌与零售渠道，相反，中兴似乎秉承一

贯低调稳健，显得更多依赖运营商渠道。按照史立荣

的说法：“别人跟着学，自己就要有更好的想法”。

“终端发力不做品牌不行，但是塑造品牌也要有

一个过程。如果光做一个高端品牌不上量，你就变成

了当初的诺基亚做法”，在王煜全看来，与运营商捆

绑才是那根救命稻草，是把握全球上量的关键，也是

压低成本、拉升性价比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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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增长点。

在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华为表示，看好目前确立

的三大战略市场，特别是电信软件和专业服务、智能

手机和企业网，有信心在2012年实现15-20%的增长。

运营商市场：窗口期利润

从华为收入结构来看，来自运营商市场收入占

到70%以上，这是支柱性的粮仓，尽管增长率只有3%，

但这并非是简单的行业天花板，而是整个行业的转型

促使华为这样的通信设备厂商进行ICT升级。

在2011年年报中，华为提出，ICT 时代，网络是

基础，运维是支撑，商业转型是机会。华为通过“网

络千兆”、“体验极速”和“运维协同”，为运营商

提供移动宽带(MBB)、固定宽带(FBB)、电信软件和融

合运维等端到端服务。

从中可以看出，华为的升级涵盖了硬件与软件两

个层面，除了夯实“云管端”的面向信息服务的硬件

策略外，华为还重点进行了软件及服务的布局。

华为服务营销传播部部长姚涛介绍，2011年华为

与全球客户进行了929次客户界面活动，44场年度会

议调研，充分理解了运营商客户在ICT融合时代面临

的运营效率、用户感知和收入提升方面的压力，最终

形成了以用户感知管理为核心的华为专业服务理念及

解决方案，包括系统和端到端系统服务解决方案，帮

助运营商网络业务无缝演进(系统集成服务解决方案

)、最终用户感知管理(品质提升与保障服务解决方案，

HUAWEI SmartCare)和运营运维效率提升，管理服务

解决方案)，最终实现收入与利润提升。

姚涛表示，华为在服务上的战略投资转型是走向

从面向设备和网络的部署与运维支持，转变为面向网

络应用业务最终用户感知的大集成和大管理服务，目

标是支撑集团ICT战略，成为ICT专业服务的领导者。

目前，华为专业服务承载了140多个国家，覆盖全球

1/3人口，其中管理服务实现6年70%以上复合增长率，

累计获得240多个合同。

在网络架构层，华为在2011年连续发布了面向

IP视频和云应用的U2Net、基于SingleRAN的LTE解决

方案、多制式SON SingleSON解决方案以及吞吐率

达Giga bps的单站点解决方案，旨在助力运营商

搭建“太平洋级别”的管道，真正实现泛在超

宽带，同时实现了从单制式网络到多制式网络，

以及到多层次网络的自配置、自优化和自维

护，满足了当前运营商节省TCO和提高运营

效率的最大化目标。

消费者与企业网：转基因之战

在2011年报中，华为的三大BG正式亮相，也宣

告企业网与消费者市场成为与运营商市场并列的战

略市场。

从2011年的表现来看，这两大新兴市场均实现了

50%左右的增长率。

在年报中，华为披露了在这两大市场确定的策略。

其中，在企业网，华为将利用云计算重塑企业IT系统

的机会，通过云应用和云终端来实现硬件销售拉动，

并在全球招兵买马，加速渠道建设，力求复制在电信

市场的成功。在消费者市场，华为通过硬件竞赛塑造

高端形象，大胆使用自研芯片占据制高点，不断拉升

在大众市场的品牌影响力，从而实现从出货量到利润

的新高。

而在市场策略上，华为依然沿用了“一旦确定就

不惜血本投入”的压强原则，希冀复制在电信设备市

场的成功。但业界普遍认为，在企业网和消费者市场

上，华为最需要进行的就是“去设备化”，在电信市

场的那种高集成度、高复制性的产品思路，无法满足

多样化的企业和消费者需求。

对此，华为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吗？答案是明确

的，只是需要毅力和耐心。

	 （来源：通信产业网）

市
场份额稳定的华为遇到的问题是：在传统运

营商市场，需要与客户一起应对大流量带来

的商业模式变革，找到新赢利点，另一个则

是平稳度过新布局的企业网和消费者市场的成本期。 

在海外某运营商宽带项目，华为在最后关头退出角逐，

因为对手放出了低于成本的报价。

这与此前业界熟悉的华为风格大相径庭。据悉，

早在去年，华为已经陆续下发多份内部文件，明确不

再使用激进的商务手段拿单，而重点考量项目的利润

率。就连客户忠诚度极低的配套市场，也在受限之列。

这意味着华为正在从策略上大幅减少不计成本的

攻击，作为一艘难以减速的大船，华为的使命在当

前时期从扩张变为精耕。坐拥在固网宽带、接入、无

线等多个领域的业界第一或第二的份额，华为副董事

长、轮值CEO徐直军直言“在很多领域已难以找到追

随者”。

份额稳定的华为遇到的问题是：在传统运营商市

场，需要与客户一起应对大流量带来的商业模式变革，

找到新赢利点，另一个则是平稳度过新布局的企业网

和消费者市场的成本期。

根据2011年财报，华为实现销售额323.96亿美元，

增长11.7%；但从收入结构上看，华为在运营商市场

实现同比增长3%，而在新布局的企业网和消费者市场，

分别实现57.1%和44.3%的同比增长。此时转向利润考

量，华为有足够的理由和底气。

拯救2012？

在4月25日举行的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华为多位

高管表明未来突破口为二个线索，一是面向大流量数

据时代和数字信息时代的ICT转型，二是面向消费者

和企业市场的转型。

这两条线索的内在联系是，不同类型的客户的最

终需求是一致的，即大流量数据信息服务。因此，华

为将这两类转型协同为“云-管-端”业务，即提供大

容量和智能化的信息管道、丰富多彩的智能终端以及

新一代业务平台和应用，给包括运营商、企业和消费

者在内的不同层次用户带来高效、绿色、创新的信息

化应用和体验。

与此同时，华为在三类核心市场均力求实现利润

增长。在运营商市场，继续加大以LTE、超宽带等领

先产品的窗口期利润，提高软件及服务的比重，同时

加大在企业和消费者市场的中高端卡位，提高产品附

加值。在此基础之上，采取更为柔和的销售政策。

华为一位客户代表表示，商务手段的缩紧将加大

销售难度，但通过利用更难复制的方案销售，会加大

对项目利润的获取。为此华为宣布仍将加大研发投入，

在2011年研发投入达到236.96亿元基础上，再度将

2012年研发投入加大20%。

一个有力的措施是，华为在原中央研究院的基础

上，设立了2012实验室，专门面向未来领先技术和产

品，同时加强在海外设立高端手机研发中心，以支撑

华为罕见收缩传统市场 布局转基因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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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诺基亚、惠普、雅虎、索尼、松下……

这些耀眼的名字都曾经是备受瞩目的行业巨头，近几

年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困顿：近期惠普宣布裁员2.7

万人，更换CEO的速度也不亚于雅虎；诺基亚的股票

被列入垃圾评级；索尼也被传出大规模裁员计划；卖

掉阿里巴巴的股份，气喘吁吁的雅虎能否自救。它们

到底怎么了？管理不善、创新不够、行业巨变、投资

失利、业绩下滑，在诸多难题的困扰下，这些巨头面

临着在行业中被边缘化的危机。

本文从公司战略、管理、布局、业务和业绩等多

方面深入剖析这些曾经让我们景仰的行业巨头的衰落

之路，希望从中给出启示和答案。

拯救索尼似乎是一场马拉松。

4月1日，52岁的平井一夫正式接替霍华德•斯金

格出任索尼CEO。走上讲台，他面带微笑地说：“现

在是索尼求变的时刻，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平井

一夫用手做出了“No.1”的手势。

在独立操作的电子产品时代，索尼独领风骚。而

在数码、互联网时代，索尼变得步履蹒跚。索尼前两

任CEO早就呼唤，索尼要迎接互联网时代；而斯金格

也努力推动索尼的硬件与内容融合，然而仍没有彻底

扭转局面。

2011财年(截至今年3月底)，索尼的销售收入达

64932亿日元(约792亿美元)，同比减少9.6%；亏损

4567亿日元(约56亿美元)，亏损额较2010财年扩大了

76%。尽管遇到了日本大地震、泰国大洪水、欧美经

济不振、日元升值、中韩企业挑战等困难，但也不能

掩盖索尼所有的问题。

连续四年的业绩亏损，让索尼倍感压力。作为二

战后日本在全球崛起的象征，索尼太需要重拾自信。

四平八稳的“药方”

4月12日，平井一夫宣布了改革方案：2012财年

斥资750亿日元转让中小型液晶、化学产品及电动汽

车电池等业务，并加强数码影像、游戏、移动业务，

这三大核心业务2014财年将向索尼电子贡献70%的收

入和85%的营业利润；2014年，索尼要实现8.5万亿日

元销售额、超过5%的营业利润和10%的净资产收益率，

其中电子业务的销售占6万亿日元。

平井一夫就像医生一样，对亏损、低利润、负现

金流、缺乏协同、前景有限、非独立运作的业务施行

陨落的巨头：类苹果模式能否拯救索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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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PC电脑时代正在朝我们走来,在后PC电脑时代，

PC电脑制造商将会出现大规模灭绝。

现在，两大PC电脑制造商已出现了可怕的征兆

——惠普最近宣布裁员2.7万名员工，而2012年第一

季度戴尔在消费者市场、公共领域和企业市场上的利

润也表现疲软。与之相反，苹果的表现相当出色。根

据市场研究公司NPD Displaysearch的统计数据，在

2012年第一季度，苹果的产品已占据全球PC电脑出货

量的22.5%，但是其中约有80%的电脑为后PC时代的

iPad平板电脑，约合1700万台。

一个我们难以面对的事实是，传统PC电脑的销量

正在急剧萎缩。在未来几年内，如果PC电脑制造商不

开拓像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这样发展势头强劲的业务，

那么他们的日子将举步维艰。很多PC电脑制造商将会

走向灭绝。

那么，到底什么是后PC电脑时代？简而言之，它

代表着计算领域将从传统的基于英特尔架构的台式电

脑过渡到了数据中心和云端。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将

会回到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型机类似的高度集中式

的计算模式上来。唯一的区别是，新的集中式架构将

更加灵活，更适合企业的需要。

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大多数商务人士将会使用极

其廉价的轻薄笔记本、平板电脑和瘦客户机（低于

500美元）。这些设备将利用运行于浏览器内的软件

技术，或使用下一代基于网络的API和Web服务（如微

软WinRT和其他HTML5框架中提供的技术），提供各种

业务应用功能。此外，如今最受欢迎的移动操作系统

——iOS和Android——使用的应用程序编程标准，正

在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环境中，以给这些网络API提供

前端。

从现在起三到五年的时间内，企业员工将会从具

有大量本地存储空间和本地应用程序以及使用英特尔

芯片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笨重的”客户端——例

如台式PC电脑和商务笔记本电脑——转向小巧、节能

且带有固态存储器的设备系统上来。

随着将来技术的发展，向后兼容性不再是一个紧

迫性的问题，采用22纳米制作工艺的ARM和英特尔下

一代系统芯片（SoC），将会担此重任。基于ARM的设

备已率先抢滩移动设备市场，并在其中占据有主导地

位。在完全转向网络应用程序的5年过渡期之内，将

会出现一大批借助于微软远程桌面服务和RemoteFX的

虚拟化桌面应用程序。

BYOD（自带设备上班）的趋势也将起到推波

助澜的作用。一些移动管理程序，例如英特尔的

Wind River，Open Kernel Labs的OKL4，Red Bend的

vLogix以及VMWare自己的Horizon系列产品，将配合

移动软件管理解决方案，给自带设备上班的员工提供

安全和管理方面的服务。

	 (来源：腾讯科技)

后PC时代电脑制造商将出现大规模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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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电子业似乎进入了裁员高发季，曾经风光

无限的科技类人才如今将面临饭碗不保的窘

境。就在全球最大的PC厂商惠普宣布裁员

2.7万人，全球最大半导体厂商瑞萨计划裁员1万人，

黑莓磨拳擦掌预计再裁2000人时，日前，日本松下电

器公司也在公布将会在2012年内对总公司7000人中裁

员50%的消息，此次IT业裁员潮力度之大引起业界巨

大关注。

业内人士分析，现在全球电子业出现分化趋势，

苹果、联想、三星、华为、中兴等企业即使在很不理

想的经济大环境下，亦能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而

其他电子巨头，特别是日系电子业全盘沦陷，全球电

子业新一轮洗牌在所难免。这是种结构性分化，跟不

上变革、又不具备成本竞争力的企业将被淘汰。

业绩不佳 电子企业断臂求生

大幅下挫的业绩让电子业从业者饭碗岌岌可危。

上月日系巨头集中大规模裁员自救，索尼计划年内裁

员约1万人，占员工总数的6%；NEC公司计划年内在全

球裁员1万人，作为缓冲，NEC宣布将于7月开始募集

自愿离职者。如今这股裁员风潮蔓延。上周全球最大

的PC厂商惠普宣布裁员2.7万人，全球最大芯片厂商

全球电子巨头断臂求生 转型突围存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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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手术，相应裁员一万人。对重灾区彩电业务，

极力让其变“轻”：先是出售与三星合资的液晶面板

工厂50%的股份；再是提高彩电整机外包生产的比例，

同时将电视机型号减少40%，今年努力使电视业务的

固定成本降低60%，运营成本降低30%。

过去十年，索尼一直试图适应互联网时代，但是

它仍然保留着庞大的制造工厂，拥有168200名员工、

2000多款产品，从耳机、医疗打印机到好莱坞3D电影

的生产设备。

苹果手机黑白两款，通吃天下。索爱手机已经不

堪重负。去年索尼花10亿欧元，从爱立信手中买下合

资公司余下50%的股份，希望在落后一步的智能手机

领域迎头赶上。

平井一夫表示，公司有着牢固的根基去充分利用

索尼广泛的电子产品线，结合丰富的娱乐内容资产，

以及不断增长的网络服务，去带给全球的顾客一种新

的、激动人心的生活。

尽管不愿承认，索尼今后将走类苹果化的模

式，即“软硬兼施”。它正在整合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研发、设计及销售；利用其影

视、音乐和游戏的资源，打造“Sony Entertainment 

Network”网络服务平台，拟推出新的移动产品并

建立新的业务模式；推动PlayStation3等游戏机与

PlayStation Network(PSN)的游戏内容平台结合。

但是，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向《第一

财经日报》表示，索尼要在2014财年实现扭亏仍

然充满挑战。手机，苹果有优势；电视，三星是劲

敌；电脑，惠普、戴尔、联想都很强；数码相机，

则碰到佳能、尼康的竞争。索尼致力拓展的医疗业务，

西门子、三星等也在发力。“索尼需要真正的拳头产

品和支柱产业。”

重整创新精神

自从2001年苹果推出iPod、抢去随身听的风头后，

索尼似乎就一直没有再推出让人们耳目一新的产品。

现已升任索尼董事长的斯金格去年曾说：“不要

总和我提索尼的科技能力落后了，索尼创造了比过去

还要多的产品，2011年新问世的，比如一款可以录像

的望远镜、一种可以观看3D视频游戏的眼镜。”

但显然，这些新产品都没有达到当年随身听、CD

机那样一机“独步天下”。

索尼不是没有技术实力，2007年它率先推出11英

寸的OLED电视，至今仍然手握独特的OLED技术；也不

是没有资源，索尼音乐是全球三大音乐公司之一，拥

有1300万首音乐的版权；索尼旗下的哥伦比亚公司是

全球几大影视公司之一。

但是，索尼近年的战略似乎总是没有踏准时代的

节拍。

早在苹果iPod推出之前，索尼就拥有足够的资源

来开发一款类似的产品。但是索尼的工程师抵制媒体

部门。当不同部门开始合作时，索尼已经在数字音乐

播放器市场错失先机。

或许是太迷恋过去特丽珑电视的成功了，索尼

居然在液晶面板领域“踏空”。后来，索尼在三星

的液晶面板企业中参股50%，但是合资公司一直由三

星运营。这反而让三星搭乘索尼品牌的顺风车，迅

速壮大。当消费者知道索尼用的是三星面板，而索

尼的彩电却卖更高价钱时，他们慢慢把更多的“选

票”投给了三星。

索尼2007年率先展出11英寸OLED电视，曾轰动一

时，但金融危机、日元升值、业绩不佳及OLED尚需培

育、前景不明等众多因素，使索尼暂停了OLED的投入。

而三星则在OLED上孤注一掷，投入上百亿美元的研发

经费。如今，三星在全球OLED面板市场中的份额已高

达95%，牢牢掌握着下一代显示技术的话语权。

Display Search中国区研究总监张兵认为，日本企

业的技术并不输给韩企，日企输在一个“变”字上，对

市场反应迟缓，对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不能迅速响应。

道琼斯一篇分析文章指出，包括索尼在内的日本

电子企业战略失当，他们继续制造着过去领先如今却

连连亏损的产品，试图在廉价资本和制造技术方面而

非通过产品创新与三星这样的新贵比拼。日本生产

的全部电子产品中，77%是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常常

被组装到其他公司产品中。然而，对苹果(Apple)公

司的iPod、iPad和三星公司的安卓(Android)智能手

机进行的成本分析表明，真正赚钱的不是零部件生

产商，而是产品的研发者。日本企业在本该与苹果、

英特尔和微软(Microsoft)公司博弈的时候却在与三

星竞争。

斯金格早已看到这一点，他将电视、游戏机和其

他电子设备的生产统一交由一个四人小组管理；他刻

意在这个将工程师放首位的公司里，提高软件设计师

的地位。

索尼内部依然有合作鸿沟，这正是索尼走向“软

硬兼施、融合创新”的最大障碍，所以，平井一夫在

改革方案中喊出“一个索尼”的口号。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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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8810采用40纳米CMOS工艺，是一款高集成度、

低功耗的TD-SCDMA主流智能手机平台。该芯片

集成了1GHz CortexA5处理器、图形加速专用

GPU和电源管理单元，实现单芯片支持TD-HSPA/TD-

SCDMA/EDGE/GPRS/GSM多模。SC8810面向低成本智能

手机市场，可提供接近高端智能手机的互联网及图形

性能。

近日，52RD拿到了一款搭载SC8810的智能手机联

想A228t，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评测，评测结果显

示，SC8810的性能比起高通7227A及联发科MT6573毫

不逊色，并且多项测试结果优于两者，而市场上搭载

7227A和MT6573的手机价位均在千元人民币以上，但

应用了SC8810的A228t价格仅为499元，价格低却不输

性能，SC8810堪称“性价比之王”。

 

第一部分：应用性测试

在对UC Web、OperaMini、QQ、新浪微博等常用

应用软件的操作流畅度进行对比时，SC8810的表现均

优于7227A以及MT6573。在玩水果忍者、愤怒的小鸟

性价比之王—— SC8810性能评测

等流行手机游戏时，SC8810的体验也比较流畅。

在对摄像头拍照响应时间测试时，SC8810的表现

也非常不错。进入Camera所需时间仅为1.6S，推退出

也只要0.9S；正常模式和夜间拍摄模式下拍照后定格

所需时间仅为1.3S，比起7227A 3秒多和MT6573两秒

多的成绩，SC8810表现优异。

在对软件兼容性的测试中，SC8810的表现高出

MT6573许多。SC8810采用Cotex系列处理器。借助先

进的ARM V7A指令提供了更强劲的性能。在测试中我

们选取了最常见的应用Adobe Flash播放器和Firefox

浏览器来进行对比测试，结果显示，SC8810不仅能够

完美支持这两项应用而且使用流畅；而MT6573却无法

安装。

在游戏兼容性的测试中，SC8810的表现依然令人

满意。我们选取了三款流行的游戏进行测试，分别

是：武士II-复仇，神庙逃亡，以及拳皇97；在测试

中，SC8810均能很好的兼容运行；而这些较为新款和

大型的游戏在MT6573上都无法得到支持。

在性能表现上，6820/8810显示单元经过软硬件

充分优化，在WVGA分辨率上屏幕刷新速率达到60Hz，

确保应用软件特别是大型游戏的用户体验。SC8810

采用Cortex 1GHz处理器，32KB/32KB 独立指令和数

据缓存，增加256KB 二级缓存，借助高速DDR存储器，

软件性能两倍于6573。而且6820/8810采用Mali 400

显卡单元，性能跑分和3D游戏表现都非常优异 。

瑞萨计划裁员1万人，黑莓预计在去年宣布裁员两千

的基础上，再裁2000人。

日前，松下宣布日本本部裁员一半，值得关注的

是此次裁员整合不是前端的生产部门，而涉及到白领

部门，比如采购、品质管理部门、IT系统支撑部门，

甚至是研发部门。

裁员无疑是财务巨亏下的自保措施，就在联想宣

布净利大增七成时，惠普、戴尔则分别出现净利31%

和33%的大幅下滑。当天戴尔股价暴跌17%，市值瞬间

蒸发47亿美金。惠普在发布新季度财报的同时，宣布

了25000～30000名员工(约占加利福尼亚总部员工数

的9%)大规模的裁员计划，希望借此每年节省30多亿

美元的资金。

全球最大半导体厂商瑞萨电子除了裁减1 .2万人

外，还关闭了日本的19家公司，委托台积电代工，裁

员人数相当于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昔日辉煌的手机

厂商黑莓去年7月解雇其全球员工总数的10%———约

2000名员工后，近日知情人士透露，R IM公司将于6

月1日宣布又一重大的全球性重组，其中就包括至少

有这些举措，都是为松下的战略转型做铺垫。从公司

战略上看，松下正在从综合家电转型到环境能源领域，

人员的更换，有助于吸收新的人才。

富士通综合研究所研究员金坚敏表示，以日系为

代表的电子业集中全面崩盘，原因是“赢在技术，输

在商业”，同时日元升值，法人税高，劳动成本高，

内部角力，人员多设备多决策慢等也是主要原因。

而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李珂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

全球最大芯片厂商瑞萨计划裁员1万人，标志着行业进

入不景气周期。李珂认为，这首先与整体的经济形势

有关。现在美国制造业不景气，欧债危机，中国经济

面临硬着陆等，都说明了如今全球的经济状况不太乐

观。半导体行业作为上游也会必然受到大的经济环境

的影响。其次，半导体行业的技术演进比较快。随着

研发难度不断的提高，要求企业对其投入也要不断的

增加，那随之必然会对半导体企业的资金实力、承受

风险的能力有更高的要求。企业如果不能承受这些压

力，就容易面临淘汰。

同时，李珂表示，科技业的技术研发是有风险的，

将技术和资金投入进去，并不一定就能获得成功，这

也是不少科技类企业面临困境的自身原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对电子业的裁员风波也发

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认为，现在确实有些电子

业巨头大量裁员，但加以分析可以看到，这大多是转

型不够顺利的传统IT企业。如日本电子业的瑞萨、三

洋等等，反映了整个日本电子业在IT新变革冲击下的

被动局面。这是由于日本电子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结构

失衡，在软件、服务、商业模式等的作用与日俱增的

云计算、移动互联时代，不能适应。至于惠普，是转

型不够快的问题；黑莓则是因为受到苹果和安卓两大

移动平台的挤压。所以说，不能将这些企业的裁员当

作整个电子信息业的趋势，它们不能代表整个电子信

息业。

笔者认为，企业裁员是一个极为正常的事，这是

企业为了自己有更大的发展而采取的一个措施而已，

只是企业战略转型的正常之举，没有必要过分的担忧。

	 （来源：赛迪网）

裁员2000人，同时，法务长亦出走，可谓内忧外患。

电子业凸显危机 转型能否突围

愈演愈烈的电子业裁员潮，表明全球电子业面临

整体危机，一轮大的洗牌在所难免，也预示着全球电

子行业将进入实质性的重组和改革阶段。

以松下为例，松下在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推出各

种改革措施，比如说把松下电工、三洋电器收购之后

整合在一起，把没有市场前景的等离子停止生产，把

盈利前景不太好的白电卖给了中国海尔。如今，松下

又将在总公司层面对7000名员工进行减半裁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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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Bench
CF-Bench是用来测试CPU性能的测试工具，得分

越高表示CPU性能越优秀。测试中联想A288t，Native 

Score得分5807分，Java Score 得分1552分，Over 

Score为3254分。在与经典机型的对比数据中可以看

到，Lenovo A288t的性能要高于Google Nexus S及

HTC Hero。在对比测试中，Lenovo A60的得分分别为

1259、713、931。

  

安卓跑分
安卓跑分是一款专业的Android手机性能测试软

件，针对CPU、内存、2D及3D图像等性能，提供了一

键式的完整测试，并得到具体的性能分数。通过测试

可以了解非常详尽的手机处理器、内存及系统版本等

特性。在对比测试中，联想A288t综合性能得分1343

份，相比A60的754分，A288t的表现更胜一筹；内存

性能、CPU性能2D/3D绘图性能的得分上，A288t均优

于A60，也证明了SC8810的性能全面超过MT6573。

  

Softweg
Softweg是一款针对CPU、内存、2D图形以及文件

系统性能的专业测试软件。相应的，得分越高，代表

性能越强。同样我们进行了对比测试，结果显示搭载

SC8810的A288t的得分高于搭载MT6573的A60。

  

  

  

综合这几项测试，我们可以看到SC8810无论是在

数据处理、图形处理上都比MT6573表现强劲。

图像等项目提供了一键式的完整测试，。用Quadrant

能够测试手机硬件的得分，可以在测试后直接看到与

部分代表机型的对比表。对联想A288t进行Quadrant

测试后，CPU得分3325分，在对比测试联想A60时，

CPU得分仅为519分。综合得分A288t得分1524，A60

综合得分是730；相应地也证明了SC8810的性能优于

MT6573。

  

GLBenchmark
GLBenchmark 是一款高性能移动设备基准测试工

具，可以对三角形生成量、纹理、照明、填充率、渲

染质量等图形性能，以及CPU的浮点性能、整体性能

进行测试。测试中得分越高，表示手机的性能越强。

该项测试结果在GL Benchmark网站上可以查询；我们

在对A288t和A60进行了测试，结果如下：

 

A288t GLBenchmark得分

 

A60 GLBenchmark得分

在GLBenchmark测试中，得分越高，表示整体性

能越好。

NenaMark1
NenaMark是一款面向Android智能手机的图形处

理能力测试工具，通过一段视频Demo的播放测试手机

图形处理单元的硬件加速能力。得分越高，表示图形

处理能力越强。在对联想A288t的测试中，NenaMark

最高得分53.6fps;联想A60得分为41.4fps。直观说明

SC8810比MT6573的图形处理能力表现优秀。

 

 

第二部分：专业跑分测试

在性能跑分测试中，我们选取了8款比较常用的

安卓跑分软件。

Neocore
Neocore是一个基于OpenGL-ES 1.1的图形性能基

准测试软件。软件打开后会播放一段动画，在动画的

最后软件会对运行软件的机器进行评定，并得出一个

FPS值。该数值越高，则表示手机硬件对于动态图像

的处理能力越强。在对SC8110评测中 , Neocore得分

65.7FPS，对比测试MT6573,得分为55.3FPS；结果显

示，SC8810对动态图像的处理能力强于MT6573。

  

Linpack
Linpack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最流行的用于测试高

性能计算机系统浮点性能的benchmark。通过利用

高性能计算机，用高斯消元法求解一元N次稠密线

性代数方程组的测试，评价高性能计算机的浮点性

能。顾名思义，处理器的运算能力越强，分数就越

高，测试结果以浮点运算每秒（Flops）给出。在对

SC8810的测试中，该项测试得分15.193；对比测试

MT6573，得分为6.426。在对处理器运算能力测试对

比中，SC8810的表现仍强于MT6573。

  

Quadrant
手机性能测试大师(Quadrant Advanced)是由极

光软件(Aurora Softworks)为Android手机推出的性

能测试软件，针对CPU、内存、I/O输入输出、2D及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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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必要之恶。

充电与资料传输有可能兼具吗？

现在我们比较了解消费者的充电器配置，以及如

何观察它的充电电流。对许多应用来说(诸如PC、屏

幕和扩充基座)，你会希望能够快速充电，并具备同

时传输资料的能力。

在这方面，市场上仍有许多疑虑，认为可能性不

高。理由是基于许多原厂充电器会在USB埠的D+和D-

接脚上施加电压的这个事实。由于USB的传统数据通

讯是以USB 1.1 3.3V和USB 2.0 400mV为基础，由于

需要将不同的电压施加在这些线路上，所以不可能同

时进行通讯与列举(enumeration)。

但这个规则有一些例外。举例来说，当你第一次

将设备插入USB埠时，设备会要求你下载特定设备的

软体到主机上。有些手机为了同步作业，便会有此要

求，因此有助于在通讯时，同时以较高的电流进行充

电。因此，对于设备的通讯和充电，设备可透过特定

的软体驱动程式来设定限制。

但USB充电并非完全不可行，事实上，业界正在

努力推动这项工作。USB-IF电池充电规范 1.2修订版

(BC 1.2)已经制订完成，以因应数据与充电并行的这

项挑战。

BC 1.2是专为统一USB 2.0充电特性的未来应用

所制订。它的想法是希望透过一套通用的USB充电规

范标准，尽量减少垃圾掩埋场中堆积如山的手机充电

器。基于废弃物减量的考量，欧盟已经是此规范的早

期采用者。特别是，它承诺将在能传输数据的行动电

话中采用相同的Micro-USB接头。但是，欧盟尚未完

全采用BC 1.2规范。

BC 1.2规范中包括充电下行埠(CDP)模式，可允

许数据传输和较高的充电电流。举例来说，如果，主

机或集线器上的D+感测到0.4V至0.8V的电压，那们D-

就会以0.5V至0.7V回应。

更多有关调配时序的细节都可在规范中找到。一

旦CDP建立好了，周边设备最高能取得1.5A的电流，

并同时传输资料。采用这项技术的设备，包括手机在

内，都将会在今年内问世。

USB埠已渗入我们的生活，以作为电源供应之用，

但我们必须采取明智策略，才能善加运用这项功能。

希望本文关于USB充电的基本介绍能帮助你朝正确的

方向发展，而不要重蹈他人曾走错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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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内容：

您的文章可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系统/子系

统、应用方案、实用电路的设计或测试挑战以及需要

解决的具体问题、现有的解决方案及其局限性、 您的

解决方案以及关键的软硬件设计或测试思路、系统框

图和关键的应用电路图说明、实现技巧和设计经验。

文章格式：

1）字数最好在2000-3000字，并提供2到5张图

/表，图/表分辨率应不低于300dpi；

2）对文、图、表中的英文缩略词作中文注解；

3）提供100字左右中文和英文摘要，包括标题和关

键字；

4）提供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工作或学习单

位、职务或职称、联系信息、现从事的工作等；

5）必须为原创，转载恕不采用；稿件请以Word文

档形式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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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电池充电：比想像中更困难

随着USB埠已经无所不在，将它做为通用充电埠

的概念也逐渐被市场所接受。然而，要达到真正的通

用性，是一件知易行难的工作。本文将说明设计人员

在开发备受期待、且无所不在的USB充电埠时常遭遇

到的挑战。

为什么充电时间这么长？

所谓提供“快速”充电，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它

取决于你对“快速”的定义──而且通常都归结于消

费者的期望。常听到的例子是，“我在家为我的手机、

MP3播放器或其他设备充电时，只要几个小时；但在

公司，用我的笔电、屏幕和新的转接器，却得花上一

整天的时间充电！”

所以，我们得从任何一台设备都会配备的“原

厂”充电器开始讨论，因为充电体验是消费者满意度

的最基本要求。

每台设备所配备的墙式原厂充电器通常会在资料

接脚上放一个识别标记，让设备知道可以安全地充入

更多电流。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碰到无法辨识的主机，

它就不会让设备进行充电。此标记通常是以特定电压

的形式放在D+、D-或两个接脚上。

图一所示为采用此方法的墙式充电器的常见架构，

它采取的配置方式是可以让制造商销售更多配件的。

没错，对任何一款可携式产品来说，销售专用配件绝

对是其业务计划的一部分。消费者买了需要充电的产

品以后，约有一半的比例会多买一个充电器。理由很

简单，我们不喜欢随身携带充电器，所以会在每个常

停留的地方像办公室或车内放一个充电器。

什么是“正确的”充电电流？

这里先做一个提示：答案可能会有三个。

在分析USB充电之前，你首先需要一个能用来量

测Vbus电流的系统，并量测D+和D-接脚上的电压。这

可通过建置能将周边和主机都插上的电路板，并将其

D+、D-和Vbus线路露出来以进行分析。

现在通过一个经由转接板(interposer)连接的设

备来评估充电电流。让我们假设，我们都很聪明地知

道原厂充电器施加在D+和D-上的电压，同时重新建立

一个独立的充电电路来证实我们的猜测。然後，我们

施以正确的电压，就与原厂充电器施加在D+和D-上的

电压相同，但是充电电流与我们先前的结果并不一样。

现在，让我们来检查功率 ─ 并不是看设备是否

插好电，而是看功率级别。

电池的功率级别在充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

们许多从事手机设计的人都知道，完全放电的锂离

子电池在真正开始充电前，需要先慢慢地进行细流

(trickle)充电。

此情况当然也会让你搞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取得最

佳的充电电流。插到USB埠的周边设备在充饱电之前，

可能会有好几个不同的充电点。通常，它会有一个低

充电模式，以供刚才提到细流充电之用。它也可能对

何时该对电池正常充电有不同的充电状态。最后，它

可能会有一个电池充饱的充电状态。

因此，你需要观察当电池没电、充电到一半，

以及充饱电池等不同期间，充电电流各会是多少。

听起来很耗时间？那当然──但这是完全了解充电

图一：墙式充电器的常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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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密度，也就是在给定区域中，能够容纳更多的逻辑

门、寄存器和存储器。在很多应用中，前几代系统级

IC已经集成了适合集成实现的大部分功能。那么，在

28 nm，芯片设计人员很容易使用所有这些额外的晶

体管来提高性能，降低功耗，而这是调整工艺无法实

现的。或者，他们选择更小的管芯来降低成本。他们

也可以选择组合使用这些方法，定制实现某些特殊的

应用。

在很多情况下，芯片设计人员会选择尝试实现系

统开发人员所期望的芯片级性能指标。他们可以通过

使用晶体管来提高性能，在应用中，发挥内在的并行

功能的优势。

 

图2.两类并行体系结构

发挥并行功能的优势

有几种方式来实现并行功能。至少与应用相关的

一种方式是简单延长设计中执行单元的流水线，在指

令级一次执行多条指令。对于数字算法的内循环加速

器等应用，例如，数字信号处理，这一方法特别有效。

但是，在通常的计算中，研究表明，同时一次执行三

条指令反而会降低性能。

一种密切相关的方法是建立功能级模块流水线，

这是数据包处理应用中目前常用的方法。在这种方法

中，数据通过处理器链，每一处理器都对数据进行某

一特殊的功能处理。这类流水线与具体应用密切相关，

如果功能与状态或者数据相关，在执行过程中，设计

人员尝试改变流水线的工作时，设计会变得非常复杂。

目前在并行方面最流行的方法是多处理器，很多

处理器从共享存储器中采集数据和任务，并行工作。

在这方面有很多变化。数字加速器通常使用单指令多

数据(SIMD)群，每一处理器单元装入不同的数据，但

是，都使用公共的指令流。在处理器群中，每一处理

器完成固定的任务，从输入序列中采集数据，在输出

序列中产生结果，彼此相互独立。还有全动态多核设

计，完全相同的处理器从工作序列中采集任务和数据，

执行它们，除了内部任务通信之外，彼此独立工作。

所有这些方法都有效的提高了系统级IC的处理带

宽。或者，芯片设计人员可以通过并行方法来维持性

能不变，但是减小了每一独立处理单元的时钟速率，

支持采用更低的工作电压，以及低泄漏晶体管和相似

的低功耗方法。但是，只有具体应用有足够的并行功

能，处理单元保持忙状态，不会中断时，这些方法才

有效。但这是很大的挑战。

可能最明显的问题是以足够快的速度实现管芯数

据的输入输出，以跟上处理能力的变化。芯片设计人

员能够成功的使用越来越强的并行功能以提高芯片处

理带宽。但是，I/O带宽和存储器带宽都没有及时跟

进。越来越有可能设计系统级IC，但实际上无法很快

的移动数据以支持自己的处理速度。

由于复杂的DRAM时序，采用并行功能进一步加剧

了这一问题。如果DRAM必须支持不同处理单元或者高

速缓存控制器存储器不同任务的存储器申请随机散射

功能，那么，页缺失的频率会明显增大，影响总带宽

和DRAM传送的预测能力。非常复杂的DRAM控制器能够

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代价是增大了每一处理操作的

延时不确定性。类似的，芯片设计人员会采用基于收

发器的高速串行总线，例如，PCI Express? Gen3等，

或者Interlaken等芯片至芯片连接技术以提升I/O带

宽。但是，很多处理器单元不协调的申请会影响最佳

突发或者流总线协议，降低了快速I/O的效率。

降低功耗

芯片设计人员可以使用28-nm工艺额外的晶体管

再度提高性能指标，甚至可能利用晶体管来降低功耗。

从一开始就选择应用最佳工艺来提高效率，选择晶体

管阈值电压和工作电压的最佳组合。某些设计会在芯

片的整个逻辑部分选择一个工作点。其他的在不同模

块上采用不同的电压，只有很少的会根据特殊管芯的

性能要求、温度以及固有速度来动态调整关键模块的

工作电压。类似的，很多设计采用了具有不同阈值电

压或者可调阈值电压的晶体管，选择足够快的晶体管，

使模块甚至是某一时序通路达到时序收敛。某些设计

还会关掉空闲模块的时钟或者电源。这类动态方法实

际上非常有效，但是带来了晶体管成本问题，以及功

耗开销，增大了延时，例如，时钟频率或者电压转换

延时等。

 

系统设计面临不断变化的挑战

随着工艺技术从40 nm向28 nm的发展，不可避免

的尺度效应改变了基本单元的电特性——芯片设计人

员必须采用的晶体管和互联导线。这些新的晶体管级

难题也导致了系统级IC体系结构、实现以及性能的改

变。这些芯片级变化建立了新领域，系统设计人员必

须在其中开辟新途径。

IC面市以来，工艺尺度一直在不断进展。在每一

新工艺代，最小特征尺寸都减小了大约三分之一，最

小的晶体管占据的面积也减小了两倍。同时，数字电

路的最大时钟频率在增大，功耗也在降低，其变化都

相对稳定。那么，在每一新工艺代，芯片设计人员能

够为系统开发人员提供新IC，集成了更多的功能，速

度更快，而功耗更低。但是，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为了减小晶体管的尺寸，工艺开发人员不

得不提供给芯片设计人员涉及到速度、功耗和成本的

一系列复杂条件。芯片设计人员必须采用他们所有的

工具，包括新的电路设计、新体系结构方法，并对算

法进行根本的修改，以便能够以相竞争的价格继续实

现更好的性能，而功耗在可接受范围内。目前为止，

这些方法是有效的，但是系统设计人员对此并不了解。

28-nm工艺代的确是系统设计的新时代：在这一时代，

系统设计人员必须理解提供硅片的芯片设计人员面临

的难题及其决定。

简单尺度的结束

工艺工程师认为，基本问题在于随着晶体管尺寸

的减小，互联部分越来越短，电信号特性也在不断变

化。随着晶体管的减小，它们无法自动提高速度，而

是开始泄漏。那么，在28 nm，设计人员看到晶体管

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各方面都继续提升性能，而是出现

了复杂的变化。您可以简单的减小40-nm硅氮氧化物

栅极晶体管的尺寸，实现相对较低的圆晶成本。但是，

您既不能实现最高速率，也不能实现最低功耗。您可

以通过应变工程提高速度，采用高k/金属栅极(HKMG)

堆减小泄漏电流，但是增加了成本。在一定程度上，

您可以通过改变工作电压来综合考虑功耗问题。您可

以通过控制晶体管的阈值电压，或者设计修改，应用

体偏置，牺牲速度以减小泄漏电流。但是，对于所有

应用，没有一个最佳平衡点，能够以最低功耗实现速

度最快的晶体管。

 

 

图1.晶体管泄漏源

 

表1.晶体管泄漏主要来源

同时，晶体管电路的最基本单元——走线，也成

为一个问题。随着晶体管尺寸的减小，互联前几层的

走线相应的变窄。但是，现代工艺通过充满高电阻

率阻隔材料来处理这些窄沟道互联，其目的是保持铜

原子多孔低k绝缘。随着工艺尺寸的减小，沟道越来

越窄，但是，阻隔材料并没有变薄，因此，铜的空间

更小，阻抗也就越来越大。更糟的是，在工作温度时，

铜材料填充区现在靠近电子的平均自由通路，因此，

铜电阻率明显增大。总体上，最底层的互联电阻增大

了，进一步降低了晶体管的性能，增大了功耗。

因此，随着工艺的发展，芯片设计人员目前看到

了有意思的场景——密度增大了，但是，更需要综合

考虑速度、功耗和成本因素。结果是，在很多情况下，

芯片设计人员发现采用新工艺技术后，速度并没有很

大的提高。

IC设计的新方向

28-nm工艺节点最大的好消息是显着增大了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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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0.4毫米和0.5毫米晶圆级封装的PCB设计考量及指南

采用晶圆级封装(wafer-level package；WLP)可

降低解决方案的整体尺寸及成本。然而当你使用晶圆

级封装IC时，印刷电路板(PCB)将变得较为复杂，而

且若未仔细规划，则将导致不稳定的设计。本文章将

针对在应用上选择使用0.4或0.5毫米间距的晶圆级封

装时，有关PCB设计上的考量及一般的建议事项。

设计系统级线路时，印刷电路板的面积是相当

珍贵的。一个降低设计所需PCB面积的方法就是使

用较小的IC封装，例如晶圆级封装(wafer-level 

package；WLP)。若您能依照以下准则进行设计，则

PCB将能释很多面积，同时也可节省许多成本。

晶圆级封装体积较它们的前一代技术小很多，这

是因为此封装是直接建立在矽基板上，而且毋需使用

焊线，如此能缩短周期时间并节省封装成本。然而，

为了让PCB的成本维持在最低水准，还是必须采取一

些布局方面的考量。此篇文章提出在使用晶圆级封装

设计时，一些需遵循的PCB布局通用准则。在进行PCB

布局设计时，这些准则能协助增加设计被可靠生产的

机会。

SMD与NSMD焊垫

在开始任何布线之前，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WLP

占板空间的设计。WLP的设计图将会提供用以建置PCB

占板空间的大部分讯息(包括封装尺寸、误差、接脚

间距等)。此外，在建置WLP占板空间时，还需要考

量用於IC接脚的焊垫类型。焊垫的选择包括焊罩定

义型(solder mask defined；SMD)及非焊罩定义型

(nonsolder mask defined；NSMD)，图1显示了这两

者的分别。

 

 

图1：在建置WLP的占板空间时，需考虑用於IC接

脚的焊垫类型，这可以是焊罩定义型(solder mask 

defined；SMD)或非焊罩定义型(nonsolder mask 

defined；NSMD)。

焊罩定义型(SMD)焊垫，顾名思义，就是利用焊

罩来定义焊球将会被焊接的焊垫面积。此种方法可减

少焊垫在焊接或是除焊的过程中被拉高的可能性。然

而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它减少了可以用来作为与锡球

连接的铜表面面积，以及减少了相邻焊垫间的空间。

焊垫间走线(trace)宽度受到限制，如此可能会影响

导通孔的运用。

非焊罩定义型焊垫是利用铜来定义与焊锡凸块焊

接的焊垫面积。这种方法提供了较大的表面面积来与

锡球连接，同时也提供了焊垫间较大的绝缘距离(与

焊罩定义型相较)，因此可以允许有较宽的走线宽度，

且导通孔的使用上较有弹性。这种方式的缺点则是在

焊接与除焊的过程中，比较容易造成焊垫被拉高。

最获推荐采用的焊垫型式是焊罩定义型焊垫。

这种形式的焊垫会有比较好的焊锡连接性，可让焊

锡与焊垫结合在一起而整个封住。当开始进行晶圆

级封装的PCB设计时，必需将这两种型式的焊垫都列

入考量，同时针对应用标的来衡量其中的利弊得失。

请注意，此两种方法都可被使用在单一的晶圆级封装

的占板空间。

间距尺寸是指在IC上，锡球(就是指接脚)之间的

距离。这个距离是量测两个相邻锡球中心线到中心线

的距离。这个间距越大，则焊垫之间可以用来布线走

线的空间也就越大。

0.5毫米间距的设计比起0.4毫米的设计，提供了

稍微多一点的空间。0.5毫米间距的设计可以提供给

您的锡球中心线到中心线的空间是19.7密尔(千分之

一英寸)。一个典型的焊垫尺寸是8.7密尔，所以在焊

垫到布线走线间，有11密尔的空间。在采用走线到锡

球(trace-to-solder-ball)间的绝缘距离是3.5密尔

的规范时，可以轻易符合在两个定义好的锡球焊垫

间的走线最大宽度必须在4密尔以下的要求。在4密尔

宽度的走线之下，使用1盎司的铜，你可以把流经走

线的电流限制在大约220毫安培。如果使用2盎司的铜，

则可以在走线上驱动380毫安培的电流。图2显示了一

个0.5毫米间距的晶圆级封装的空间与尺寸。

图3.相同工艺，相同体系结构在0.85 V和1.0 V时的

静态和动态功耗对比

系统设计人员的任务

芯片设计人员追求的主要策略——增强并行使用，

依靠宽带外部存储器，寻找更大的I/O带宽，以及总

功耗管理等，这都会影响使用IC的系统开发人员。这

些影响涉及到算法设计、软件开发、电路板设计以及

最终的封装和散热设计。

在算法级，越来越多的依靠并行硬件带来了变化。

例如，与高速的单个处理器相比，并行处理通常能够

显着增大延时——输入出现在芯片上的时间与其出现

在芯片输出之间的时间差。系统设计人员必须要理解

这些越来越大的延时对系统行为的影响。另一可能存

在的问题是并行方法，特别是多处理，需要修改算法

才能实现所需的数据或者并行任务。系统设计团队有

足够的技术能力和文档来改变基本算法，或者他们能

够依靠IC供应商来获得帮助吗?

对I/O带宽越来越大的需求带来了系统级难题。

通过不断增加快速引脚的数量来实现所需的吞吐量，

这会在电路板设计上带来难以处理的布线和信号完

整性问题。相应的，芯片设计人员越来越多的采用

基于收发器的高速串行总线和链路，例如，包括PCI 

Express Gen3和Interlaken等。DRAM供应商进一步推

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其理念包括串行端口存储器技

术组，以及Micron的混合存储器立方计划等。在所有

这些情况中，当数据输入输出管芯时，高速串行链路

能够显着增大带宽，降低传输功耗。但是基于收发器

的链路有自己的延时问题，系统设计人员还是要理解

这些延时对系统行为的影响。

功耗管理带来了另一些难题，怎样解决功耗这一

问题已经从工艺工程师传递到芯片设计人员，以及系

统设计人员。对于这些难题，需要首先正确的理解最

终系统的应用指标。在哪些环境下需要哪些任务，每

一任务需要多大的性能?在某一应用模式中，任务和

每一功能模块的相对比例是多大?这些问题的答案会

影响基本工艺技术的选择，以及功耗管理协议的选择。

在后一种情况中，对于系统设计团队而言，非常重要

的是理解系统需要什么样的IC功耗管理。电路板需要

提供多种电压吗?必须要改变它们，或者接通关断它

们，如果这样，控制器会有多复杂?

更重要的另一点是，软件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应用

指标，能够应用多少这类知识。例如，如果系统软件

不能正确的预测主要模块不工作的时间，并将这一信

息传递给功耗管理系统，那么，芯片级复杂的功耗管

理协议实际上会浪费而不是减小功耗。

结论

在28-nm时代，系统只能通过积极的选择半导体

技术，与芯片设计和系统设计积极的进行交流才能满

足性能、功耗和成本需求。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们将

研究供应商Altera怎样解决所有这三个难题，以及与

管理设计团队密切相关的问题，从而保证系统设计实

现最佳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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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恰当的超低静态电流LDO稳压器

电子应用设计人员现今面临的一项极重要挑战是

将电子系统能耗降至最低。为了达到此目的，大多数

系统利用不同的低功率模式，帮助降低整体功耗。在

利用不同工作模式时，系统供电电流差异极大，低者

如休眠模式下仅为数微安(μA)或不足1微安，高者如

完整功率模式下达数十毫安(mA)甚至数百毫安。低

压降线性稳压器(通常简称为LDO)是任何电源系统的

常见构建模块，而线性稳压器的选择对系统总体能耗

有重要影响。不仅如此，系统设计常常要求LDO不仅

具有超低静态电流特性，还应当提供良好的动态性能，

确保提供稳定及无噪声的电压输入端，适合敏感电路

应用。这些要求还常常相互排斥，为IC设计人员带来

切实的挑战。因此，市场上同时满足两方面要求的

LDO为数不多。

本文将探讨在选择LDO时需要在提供低IQ与良好

动态性能之间进行的折衷，及现时一些能达至可接受

的平衡的技巧。

选择LDO时要顾及的因素

为低功率应用选择线性稳压器时，工程师主要搜

寻符合他们输入电压及输出电流规格的超低IQ(本文

的定义是静态电流IQ<15 μA) LDO。当根据IQ规格来

进行选择可提供一些很好的LDO电流消耗相关的初始

信息，但IQ相同或近似的两款LDO在动态性能方面可

能差异很大。如果我们回想起来IQ的定义是没有施加

任何负载条件下的接地电流消耗，那么IQ就变成一个

实际参数了。在实际案例中，可能更适宜于查看极轻

载条件下的接地电流消耗(数微安至数百微安)。需要

说明的是，在评估不同制造商的各种LDO产品后，不

难发现数据表中的IQ规格仅针对的是完美的空载条件，

而非较真实的10至100 μA输出负载。某些时候，知

道与输入电压或温度相关的接地电流特性也有实质意

义。市场上某些稳压器在输入电压下降时接地电流明

显增大，LDO进入其压降区。在选择用于电池供电设

备的LDO时，这可能是重要因素。其它意料之外的电

流消耗可能对产品有负责影响，大幅缩短电池使用时

间。如果应用在大部分时间处于空闲或休眠状态，仅

消耗极小电流，这种意料之外的影响就尤为严重了。

设计人员应常阅读数据表的IQ规格，而且若有可能，

在决定选择某个特定LDO之前，还要审查相关的IQ与

ILOAD对比图表。

超低IQ LDO的动态性能参数

影响超低IQ LDO稳压器动态性能参数主要有两项

因素。一是使用的技术节点。安森美半导体的大多数

超低IQ LDO采用的是先进的CMOS或BiCMOS技术，并提

供针对低功耗、高速电源管理IC优化的特定工艺流程。

虽然恰当的技术选择必不可少，但很明显的是，这还

不能确保LDO稳压器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确定最终

性能的第二个关键是设计LDO时应用的设计技术，而

这来自于此领域的设计经验。安森美半导体在这个领

域拥有40多年的经验，最新世代的器件同时提供超低

噪声、良好的电源抑制比(PSRR)及超低IQ。为了详细

阐明这一点，下文将探讨不同类型稳压器的动态性能。

图1：MC78LC负载瞬态改善。

不同类型的超低IQ LDO简介

1) 恒定偏置LDO稳压器

传统上的超低I Q C M O S  L D O使用恒定偏置

(constant biasing)原理。这表示在能够提供的输出

电流范围内，接地电流消耗保持相对恒定。如MC78LC

或NCP551器件，各自的接地电流IGND(或静态电流IQ)分

别为1.5 μA和4 μA。这些器件非常适合性能要求相

对不那么严格的电池供电应用。它们的主要劣势是动

态性能较差，如负载及线路瞬态、PSRR或输出噪声等。

 

 

图2：0.5毫米间距的晶圆级封装空间与尺寸。

0.4毫米(15.7密尔)间距的设计与0.5毫米设计想

较之下有一点棘手，在锡球间可以布线走线的空间少

了许多，这也意味着有着较多的限制及较少的弹性。

当一个典型的焊垫尺寸是7密尔时，这将留下只有8.7

密尔的空间让你在焊垫之间来布线走线。当使用了3

密尔来作为每一边与走线内侧距离时，你的走线最大

宽度将仅剩下2.7密尔以下。图三显示了一个0.4毫米

间距的晶圆级封装空间与尺寸。在2.7密尔的走线宽

度下，使用1盎司的铜，将使得流经走线的电流会被

限制在大约160毫安培左右。对於像这样0.4毫米的小

间距，想要使用较厚的铜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走

线的宽度会比铜的宽度来的小(例如，2盎司铜=2.8密

尔)。这将会导致在蚀刻/电镀的制程之後，走线的净

宽度会小於2.7毫米。表1提供了由一般印刷电路板制

造商所建议的走线宽度与铜厚度的对应表。

 

 

图3：0.4毫米间距的晶圆级封装空间与尺寸。

 

表1：走线宽度设计建议。

布线的选择方案

假如在晶圆级封装焊垫之间采用较薄的走线，也

无法符合您的设计需求，例如较小间距的晶圆级封装

(例如：0.3毫米)时，则还有其他选择可供采用，但

是这些选择也各有其缺点。其中一项选择是使用雷射

钻孔式导通孔(laser-drilled via)，但这会导致PCB

的成本升高许多。必须采用雷射钻孔式导通孔的原因

是，机械钻孔有设备上的限制性(像是钻孔器的尺寸

最小都在10密尔以上)，以及因为晶圆级封装相邻与

对角焊垫间，占位空间有限所致。雷射钻孔是印刷电

路板工厂的生产制程，在这里是把导通孔用雷射钻孔

的方式，直接钻进去或是与WLP焊垫位置偏移，然後

再回填，因此可让走线在内层导通。假如在你的应用

中，PCB板已经使用了雷射钻孔式的导通孔(像是高阶

的音响应用设备或是行动电话等)，那麽PCB板的成本

将不会是个问题。然而，假如你的应用必需使用较低

成本的PCB板(例如液晶显示幕等)，则这些额外的成

本或许并不值得。

另外一种比较不常见的方法是使用交错锡球凸块

阵列(staggered-bump-array)的WLP。藉由在WLP晶片

将锡球交错，你可以产生较多的空间来布线较大的走

线。不过，并非所有的WLP晶片都可提供豪华的交错

锡球凸块阵列，而且这个方法必须在设计一开始的阶

段就非常小心。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使用缺少一

些内部/外部接脚的WLP锡球凸块阵列。这样也可以给

你较多的空间来下这个导通孔，或是在内层来布线较

大的走线。再一次提醒，这种方法也是必须非常仔细，

在你设计的早期就必须考虑的非常透彻，同时也需要

把备案需求考虑进来。

本文小结

这篇文章提供一些基本准则及设计考量，在您使

用0.4及0.5毫米间距的晶圆级封装IC进行PCB布局设

计时，这可提供您有用的协助。焊垫的形式(焊罩定

义型及非焊罩定义型)、焊垫间所允许的最大走线宽

度，以及焊垫间布线方式的选择方案(雷射钻孔式的

导通孔、交错阵列式的WLP，等等)，在此篇文章中皆

有所讨论，提醒大家在使用WLP进行设计要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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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超低IQ LDO负载瞬态幅度比较。

AE引脚功能

另一值得提及可以用于改善超低IQ LDO动态参数

的特性通常称作Auto-ECO(AE)功能(见图6)。将额外

的AE引脚设为逻辑低电平时，用户可以将LDO稳压器

配置为自适应接地电流超低IQ LDO。将AE引脚拉至高

电平时，低输出电流时的接地电流消耗上升至约40 

μA，实质提升从极轻载到高负载条件下的负载瞬态

响应。在负载电流较大时，两种工作模式下IGND大致

相等，动态性能基本没有差别。图7显示了AE引脚状

态影响LDO稳压器的接地电流消耗。

图6：带AE引脚的NCP4587/9 LDO电路图。

     图7：带AE引脚的NCP4587/9 LDO电流。

在系统周期性地从休眠模式进入满额功率模式的

应用中，AE引脚非常有用。如果这两种状态之间的过

渡极快，就会遭受大的欠冲。虽然NCP4587/9与其它

LDO相比具有极佳的负载瞬态响应，通过将AE引脚与

微控制器(MCU) I/O线路(举例而言)连接并通过此I/O

线路提前提示负载电流需求增加，就可以进一步优化

欠冲。作为实际案例，许多GPS接收器芯片组配备了

外部唤醒(WAKEUP)信号来提前提示GPS从休眠状态转

换状态。信号通常连接至外部有源天线电源，也可以

与为GPS芯片组供电的稳压器一起使用。通过这种方

式，LDO稳压器在GPS从休眠模式过渡到满额功率模式

之前就手动地设定为较高的接地电流消耗模式，从而

提升动态性能。

静态电流差异及其对电池使用时间的影响

下面将更密切地审视数据表中的静态电流规格与

实际测量结果的比较。在某些情况下，数据表中标明

的数据可能会与实际测量值差异极大。我们将确定要

查看的某些参数，从而避免电流消耗超出预计。

例如，我们可以考虑都带有自适应接地电流配

置的两款极相似的LDO：典型IQ为10 μA的NCP702及

典型IQ为11 μA的某LDO竞争器件。表2显示了IOUT为0 

μA时数据表静态电流值及IOUT为10 μA和50 μA的实

际接地电流消耗测量值。

 

表2：安森美半导体NCP702及LDO竞争测量值

与数据表值比较。

在NCP702的案例中，IOUT为10 μA时测得的IGND值

与数据表中的IQ值极为接近。相比较而言，竞争器件

在IOUT为10 μA时的实际IGND测量值要比数据表中的IQ

值高出约49%。

静态电流的差异对电池使用时间到底有多大的影

响？这个问题还不能简单而论，它跟LDO的具体终端

应用有关。安森美半导体以使用LDO将电池电压向下

转换并为负载提供电流的应用为例，基于NCP702和上

述LDO竞争器件进行了测试比较。结果显示，在IOUT为

40 μA的轻载条件下，NCP702节省能耗约20%。但较

大负载时，由于LED接地电流相对于从电池吸收的输

出电流较小，就没有明显的节省能耗优势了。

负载电流变化对电池使用时间的影响

LDO输出电流极少保持恒定，我们可以扩展研究

范围，考虑负载电流变化的情况。通常在这类应用

中，采用LDO稳压器供电的电路会在休眠模式与工作

模式之间转换。例如，图8显示了占空比为10%的某应

用的负载电流特性。负载在休眠模式下消耗40 μA电

流，工作模式下电流消耗为100 mA。在输出电流为

40 μA时，NCP702将增加11.1 μA的接地电流，故总

通常可以使用较大的输出电容来调节动态性能。图1

显示了通过将输出电容由1 μF增加至100 μF来改善

MC78LC的负载瞬态过冲及欠冲。

但提升输出电容COUT并不总是能够提供想要的性

能，甚至还可能更麻烦，因可能需要增加额外保护二

极管，或某些应用要求快速设定时间、小尺寸方案或

小浪涌电流。在这些情况下，推荐使用后文提到的一

些更新的LDO。

2) 正比例偏置LDO稳压器

为了改善恒定偏置(恒定IGND) LDO较弱的动态性

能，一些相对较新器件的接地电流与输出电流成正比

例地变化。这样的LDO有如安森美半导体的NCP4681及

NCP4624，两者的典型静态电流分别为1 μA和2 μA。

图2显示了正比例IGND LDO所使用的概念。这些器件被

设计为在输出电流IOUT > 2 mA时IGND开始上升。这就确

保LDO在轻载时的电流消耗实际上恒定，符合数据表

中的IQ规格。

图2：NCP4681、NCP4624的IGND vs. IOUT。

3) 自适应偏置LDO稳压器

为了同时提供极佳的动态参数及超低IQ，最新代

的安森美半导体LDO应用了称作“自适应接地电流”

的技术。这些稳压器使用特殊技巧来在某种输出电流

电平提升接地电流，而不会损及轻载能效。正因为

此，终端应用可以提供良好的负载/线路瞬态、PSRR

及输出噪声性能的优势。带自适应偏置技术的IC有如

NCP4587/NCP4589及NCP702，IQ分别为1.5 μA和9 μA。

NCP702还在噪声方面进行了额外优化，100 Hz至100 

kHz噪声带宽时的典型噪声仅为11.5 μVRMS。它非常

适合于为要求长电池使用时间及小方案尺寸环境中的

敏感模拟及射频电路供电。

图3：NCP702输出噪声密度。

三类超低IQ LDO动态性能比较

图4显示了上述三类超低IQ LDO的接地电流与输

出电流对比图。比较中使用的所有LDO都具有在1 μA

至1.5 μA之间的极相近静态电流规格。它们的接地

电流与输出电流的相关关系大为不同。因此，这些稳

压器的动态性能也差异极大。NCP4587作为自适应偏

置LDO，其负载瞬态性能优势很明显。三款器件的瞬

态幅度比较如图5所示。

图4：IGND vs. IOUT比较。

图5：负载瞬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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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IGND vs. VIN示例。

如图10所示，在压降区，LDO开始消耗多达100 

μA电流。为了在功率敏感型应用中解决这个问题，

建议增加带可调节迟滞特性的极低功率监控器，用于

在负载移除后恢复电池电压。在某些迟滞特性不充足

的情况下，带闩锁输出的其它电压检测器可能更适合。

但这将导致需要使用按钮或来自电池充电控制器的信

息来清除闩锁。

安森美半导体最新世代的超低IQ LDO整合了集

成压降条件检测器，可以防止低输入电压条件下接

地电流上升。集成了这种理念的器件包括NCP702和

NCP4681等。

小结：

传统上，改善LDO稳压器的电流消耗表示要损及

动态性能。新的工艺技术及设计技巧带来像安森美半

导体提供的系列超低静态电流LDO稳压器能够更好地

结合低静态电流和动态性能。本文指出了设计人员在

选择LDO时应该顾及的一些因素，包括密切注意LDO数

据表，理解器件的具体工作特性，进行根据应用的关

键要求选择适合的方案。

 

表3：安森美半导体超低IQ LDO稳压器产品系列

(*表示工作模式可藉AE引脚来选择)

	 （供稿：安森美半导体）

电池电流为51.1 μA。相同输出电流时，LDO竞争器

件增加的接地电流为21.4 μA，相应消耗的总电池电

流为61.4 μA。两者之间相差20.2%。这表示在休眠

模式下NCL704能节省电池电量消耗。图9显示的则是

NCP702在不同占空比时能够节省的电池电量。

图8：负载电流特性示例

图9：不同占空比时节省的电池电量。

LDO进入压降区时的接地电流

LDO另一项很重要但又常常被轻视的参数就是LDO

在进入压降条件下的接地电流消耗。在锂离子电池或

锂聚合物电池供电的产品中，常见使用LDO来高能效

地对电源稳压，产生3.3 V或3.1 V输出电压。然而，

随着电池放电，电池电压衰减，LDO的输入电压VIN可

能接近输出电压VOUT，到达LDO稳压器进入压降区的那

个点。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的大多数超低IQ LDO将

开始消耗明显高得多的接地电流，超出数据表中标出

的值。图10所示的不同输入电压条件下的IGND关系图

可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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