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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6日，第二代小米手机在千呼万唤中问世了，在1999元售价不变的情况下，

硬件配置方面全面升级，依然采取的是高配低价的策略，更受关注的是它采用高通

APQ	 8064四核处理器，这也是首款采用此处理器的产品。小米手机的发布预示着国

产手机四核大战已经打响了。就在小米二发布的前后，华为，联想，中兴也都相继发

布了四核。似乎大家都不想落后。

	 在备受瞩目的小米手机二代发布会前3个小时，华为终端一举推出了三款新机，

这其中包括备受期待的华为四核手机——“i·享”，华为首款四核手机“i·享”采

用的是海思K3V2	Hi3620	 1.2GHz四核处理器，号称国内第一款采用自有核心技术的

手机。紧随其后，联想17日立刻宣布，发布联想的四核手机K860。根据联想的说法，

K860的处理器采用Exynos	 4412四核处理器，运行效率高，性能提升两倍以上，但与

此同时，功耗则降低了20%。作为国产老牌的中兴也不甘落后，也在京正式推出首款

TD-SCDMA网络制式的四核手机Grand	 Era	U985。加上此前已经上市的魅族MX四

核和即将上市的OPPO四核新品，围绕四核智能手机市场，国产厂商陷入了前所未有

的混战局面。国产厂商的四核手机大战已经打响。

	 四核新机中，哪一款能赢得市场的青睐呢？四核手机又是否可以促进手机厂商的

销售，哪家又最终可以从这场手机核心大战取胜？我们静看手机厂商们的角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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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抱团叫板高通 战略转变加剧芯片
市场竞争

为降低对国外制造移动芯片的依赖，解决智能手机迅速普及背景

下芯片短缺问题，富士通联合NEC、NTT Docomo成立新公司生产智

能机芯片，新竞争者的不断加入，移动芯片市场硝烟再起……

创新还是等死？新版微信引发运营商
内部激辩

在微信2.0版本推出时，业界就曾以文字信息和语音短信对运营

商传统短信和彩信业务造成冲击展开讨论。一年之后的这次悄悄

升级，却令运营商内部陷入激烈争论……

51 华为全球展开“魅力攻势”：欧洲与北美效果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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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软件巨头：硬件市场，我们来了

业界制造

57 分析：日本如何在全球电子市场失去优势

59 郭台铭分三路对抗三星 被指替苹果整合供应链

谷歌：苹果多点触控等技术太优秀了
应当被共享
……换句话说，谷歌的观点是除了存在一些标准关键专利外，还

有一些商业关键专利，后者涉及的功能如此流行并且已经变得无

处不在。后者如前者一样被普遍地使用，如果予以阻止将会对消

费者和竞争市场产生损害。按照这样的观点，多点触屏技术或滑

动解锁应该像智能手机的无线通信模块一样，应当被视作行业标

准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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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聚焦/Focus

@Kevin王的日记本：

Tegra 3才卖十几刀，4412卖二十几刀，8064要四十刀是不是太贵了？小米还是挺值得尊敬的手机企业，自己

研发手机敢于用最先进的器件，而且前期成本压力巨大，因为量小器件价格很贵，雷布斯也没有天天抱怨。

希望产品性能稳定，功耗不要太大，货源充沛产品大卖

@卢伟冰：

近期很兴奋，双核 W/TD/EVDO密集上市，国内海外智能机快速拉升，2G库存清理完毕并且市场拉力重现，开

放渠道+运营商合约包销模式实践成功，无线互联网运营进入快车道。销售总量屡创新高，平均单价与去年比

几乎翻倍。9月16日，金立成立10周年，这些好消息是送给金立10岁的最好礼物。

@白石洲老虎：

有人说TD是忽悠，有人说TD是SB的行为，有人说TD是过渡产品。我只想一个问题：中移动提高检测标准，提

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性能，他们SB吗？他们不用对6.5亿个用户/消费者负责吗？如果这些行为都是SB，那

请参考AT&T。看看这个美帝运营商是如何检测手机产品的。所以。。请您。。@潘九堂

@何庆军：

很期待国产高端手机品牌的崛起！解决了技术与国际同步的问题，国产品牌对目标人群的使用习惯、消费导向，

对国内市场的政策环境、区域人文，有更深刻的了解，有天然的竞争优势。做高端，需要的是眼光、胸怀和忍

耐，高超的营销整合能力，以及找到市场突破点时决战决胜的勇气，也就是领袖气质。

@手机晶片达人：

近期下游手機供應鏈盛傳，聯發科3G智慧型手機晶片因供貨吃緊，致遭中國下游貿易商、代理商炒作，其中

「MT6575」3G智慧手機晶片套件價格翻漲1倍。聯發科表示，公司絕無調漲價格，「客戶不是笨蛋，」聯發科

也強調，8月底9月初，供應狀況就會紓解。台灣供應鏈的消息是，預期9月中可充足供應。

@雷军：

唉，我都懒得辟谣，让谣言飞吧~ //@疯狂的杨林：哈哈，今天看见各大网站转载小米手机2成本1200元，文

中主要引用某专家一次偶遇的爆料。哥淡定的笑了。你们这让摩根斯坦利和深圳关注手机制造的朋友们情何

以堪啊？！他们核定出的纯硬件成本（不含各项税费）是1800元左右。

@摩卡ROGER：

手机产业快速升级让许多工厂很受伤，设备不断被淘汰。按键厂的出局不用说，连电容屏模组这样新兴的产

品也同样遭遇。从GG, PG,GFF,到GF, OGS一堆设备就将变成废铁，这中间只有短短不到1年时间。我们真的要

跑这么快吗？

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CEO；金山软件董事长；天使投资人。

中级达人

iSuppli Corp.中国研究总监王阳

金立副总裁

百立丰科技 中国区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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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达人

@曾韬2012：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智能手机最新排行榜：第一名：三星（19%）；第二：联想（11%）；第三：苹果（10%）；

第四：中兴；第五：华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市场手机总出货量为8700万台，其中智能手机出货量为4400万

台，占比51%，首次超过功能型手机出货量。（据IDC今日公布数据） http://t.cn/zWnvdKI

微博聚焦/Focus

@二人二事儿：

GPU其实没有任何魔法，高通Adreno也好，PowerVR也好，Mali也好，Vivante也好，都是生成多边形和带有纹

理的像素，可PC上带宽和功耗都不是瓶颈，NV和AMD只要去拼管线就好，一条PCIE用完了就用三条，手机不一

样，它只有可怜的32，64，128bit带宽，它还要背个大电池，有限资源下的性能才是真本事。

@余承东：

科技日新月异，今日如日中天，并不意味着明日还能生存。危机意识、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商业模式创

新，尤其战略思维及支撑公司的机制，包括人才与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制度，是支持公司长盛不衰、百年老

店的关键。从“术”的层面，向“道”的层面提升，尤其需要战略思考、战略思维。

@潘九堂：

小米发布会现场震撼感受：1.雷军团队对互联网里长大年轻一代消费者的理解和交流是小米最核心竞争力，

深谙屌丝文化及互联网工具应用，现场有摇滚乐会感觉；2.小米激进定价对传统手机业价格体系也是破坏性

的；3.产品很不错但不惊艳。得年轻人和互联网者得未来，看好小米。爆个料，小米电视可能明年推出。

@-贺涛：

一位客户刚刚和我们开始了一个项目，马上又要开始四个同一系列的项目，涵盖从500到2500的价格段，我

说很多公司都在学苹果走精品化路线，你为什么还要采取机海战术呢？客户老板说那些研发型的创造力强的

公司可以走精品战略，我们是市场及品牌导向的，所以要有尽量完整的产品组合，涵盖市场的各个分段。

@李旺：

酷派还要继续捍卫国产高端品牌的地位，大观系列将继续推出超预期高端产品。客观讲，以3~5年为周期看，几家

实力派国产手机企业在迅速缩小与国际品牌(现在也所剩无几)在中高端产品设计、品质方面的差距。当下主要是

中华酷联要尽可能避免彼此价格战的厮杀，积累合理利润投入持续研发与渠道、品牌建设！

@艾为孙洪军：

做芯片越久，就越发现机会多多，生机勃勃的国产手机业蕴含着丰富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敞开胸怀拥抱变

化，谁说一定是大者恒大？我们这些颠覆者就是想颠覆现有秩序。几年前我对攻克一个个具体的设计难题很

有兴趣，现在我对如何寻找合适的产品契机，让国内IC产业链运转得更顺畅充满兴趣和信心，拭目以待吧！

中级达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余承东

华强电子产业研究所 分析师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事业部 总经理 贺涛

上海艾为电子CEO 孙洪军

宇龙酷派常务副总裁李旺

零点前进策略上海公司IT电信总监



研发专辑 R&D TIMES·手持终端

52rd.com ��

·R&D TIMES 研发专辑手持终端

52rd.com��

到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

目前，很多入选被裁名单的员工仍然可以正常出

入摩托罗拉中国的办公场所，但摩托罗拉中国并没有

意愿与员工展开协商。

员工拉条幅抗议

事实上，有些员工对摩托罗拉中国裁员反应更为

强烈。摩托罗拉南京软件中心约100名员工日前在公

司门口举起“反对谷歌非法裁员，誓死保卫南摩家

园”的条幅以示抗议。在新浪微博上，这张图片得到

广泛传播。

由于摩托罗拉将大规模缩减新品上市数量，寄希

望推出精品手机参与市场竞争并追寻高额利润，因此

位于北京和南京研发中心的软件研发部门将受到相当

大的冲击。据称，南京研发中心员工将全部裁掉。

据内部员工透露，为了声援南京研发中心，北京

研发中心的摩托罗拉被裁员工也将在公司门口举横幅，

抗议摩托罗拉“暴力”裁员。

摩托罗拉移动中国区产品公关经理司轩军表示，

公司裁员正在进行，不便对有些员工所说的情况进行

置评。

一家就职于美国外企的高管对新浪科技表示，谷

歌和摩托罗拉是两家具有不同企业文化的公司，通讯

行业对员工一般比较友好，谷歌可能更注重效率，但

相信摩托罗拉或者谷歌在裁员之前已与监管部门有过

沟通，行为也一定合法合规。

据悉，摩托罗拉中国已经告知被裁员工，9月初

公司将组织一场招聘会帮助员工再就业。

 （来源：新浪科技  罗亮/文）

8
月17日凌晨消息，摩托罗拉中国员工昨天向新浪

科技透露，由于公司在裁员一事上持强硬态度，

不愿与员工展开协商，很多被裁员工拒绝在解除

劳动合同的协议上签字，双方仍然处于僵持阶段。

中国裁员涉及面广

上周日，摩托罗拉移动向雇员宣布，公司将裁员

20%，约4000人，并关闭全球94个办事处中的1/3。摩

托罗拉移动现在是谷歌公司子公司。2011年8月，谷

歌宣布以125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

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但在摩

托罗拉的裁员计划中，中国成了重灾区。有报道称中

国裁员人数超过1000人，但这个数据并未得到摩托罗

拉中国确认。

根据目前媒体已经曝光的细节来看，摩托罗拉中

国裁员几乎涉及中国的研发、销售、服务等各个部门，

员工补偿的原则为“N+2”倍月平均工资，其中N是工

作年限。据透露，由于2011年摩托罗拉分拆时，很多

员工已经拿到过一次补偿，所以本次裁员中N基本都

不超过3。

此外，据渠道商向媒体透露，摩托罗拉中国的调

整方案其实已经完成，部分细节包括：谷歌不会有高

层空降到中国，摩托罗拉中国和谷歌中国也会相对独

立，不会有从属关系。

强势裁员引发员工不满

不过，据内部员工昨天下午向新浪科技透露，摩

托罗拉中国裁员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在解除劳

动合同的条款上并没有与员工进行充分沟通，很多员

工拒绝签字。

该名员工表示，“基本上公司就是给了一份双方

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然后要求大家在1-2天内签字，

并态度极其强硬。说协议没任何可谈的，如果期限内

不签字就单方面解除合约。”

该名员工称，摩托罗拉中国的强势态度引来很多

员工的不满。“既然是协议解除，就应该有协商。我

们要求出示裁员计划、制定原则等信息，但公司拒绝

出示。”

据透露，8月15日是摩托罗拉中国给出的最后签

字期限，但数百名被裁员工并没有签字同意，也未收

摩托罗拉中国强硬裁员 员工不满拒绝签合同

外
界纷纷猜测，宏达国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C Corp.，简称：宏达国际)可能会成为

被收购目标。但鉴于其不断下滑的市场份额

及黯淡前景，收购这家台湾智能手机制造商对任何买

家来说都可能是场豪赌。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若是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ZTE Corp.)、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等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或中国个

人电脑制造商联想集团公司(Lenovo Group)出手收购

宏达国际，这是说得过去的，它们收购宏达国际可以

扩大自身业务规模，特别是扩大在海外市场的规模，

这些企业正在进军高端智能手机市场，而宏达国际一

直将业务重点放在这一领域。联想目前正在智能手机

业务上投入巨资。

市场研究机构Strategy Analytics的执行董事莫

斯顿(Neil Mawston)说，宏达国际拥有广阔的全球分

销网络，与大型电信运营商关系密切，因此是一个具

有诱惑力的收购或合并目标。

此外，宏达国际的股票也很便宜。据市场研究公

司FactSet data统计，今年宏达国际的股价大跌了逾

50%，所以价格比同类股便宜，2012年的预期市盈率

超过八倍，而苹果公司(Apple Inc.)今年的预期市

盈率为14倍，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 Co. 

Ltd.)为九倍，中兴通讯为16倍。

然而，在发展迅速的智能手机行业，宏达国际仅

凭低估值与其主要基于安卓(Android)系统的产品并

不足以获得收购方的青睐。在这个行业，一款手机可

能今年热卖，下一年就被淘汰。

花旗集团(Citigroup)主管电信、媒体和技术领

域全球银行业务的艾彭(Nikhil Eapen)说，要在智能

手机领域达成交易很难，除非你有实实在在的知识产

权。他指出，谷歌公司(Google Inc.)今年5月以125

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公司(Motorola Mobility 

Inc.)时，获得了后者1.7万项专利。

宏达国际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申请的专利数量不足摩托罗拉移

动的10%。

莫斯顿说，宏达国际的潜在收购方可能来自电信、

计算机或消费电子产品行业……，但因为移动设备行

业以往进行的并购都不太成功，所以该行业任何一项

收购宏达国际是场豪赌？

收购都存在很高风险。

谷歌周一表示，它将解雇摩托罗拉移动(Motorola 

Mobility Holdings Inc.)的4,000名员工，这凸

显出整合一家手机公司是多么困难。今年早些时

候，索尼(Sony Corp.)和瑞典爱立信(Telefon AB 

L.M. Ericsson)成立10年的合资手机公司索爱(Sony 

Ericsson)解体，此前，这家公司遭受了巨额亏损，也

未能推出可与苹果和三星产品相竞争的热卖智能手机。

尽管如此，宏达国际仍然需要做些什么。根据市

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数据，面对着激烈

的竞争以及欧美市场需求的减弱，宏达国际在全球智

能手机市场中的份额几乎减半，第二季度仅占全球市

场的6%，相比之下，一年前为11%。宏达国际已经发

出警告，第三季度的盈利将会大幅下降，而且这一状

况正在削弱宏达国际开发和营销新款手机的能力。

如果一家中国大陆公司能够获得台湾监管机构的

批准进而收购HTC，它有可能借此加速向高端手机市场

迈进，一部高端智能手机的价格一般在400美元以上。

华为是一家努力向高端手机制造商转型的中国手

机厂商。联想正投资约八亿美元建设一个新基地，用

于移动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对于联想来说，这

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市场。

当被问到联想是否正在研究收购宏达国际时，联

想发言人Derrick Koh不予置评。不过他指出，并购

仍然是联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部分。

宏达国际和华为的发言人不予置评。

对于宏达国际来说，当西方的竞争对手纷纷与软

件开发商合作时，寻找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变得至关

重要。因为手机应用程序以及面部及语音识别等功能

正在成为智能手机行业新的战场。

宏达国际已经将销售重点转移到中国和印度。但

分析人士说，由于缺乏强大的后续产品，盈利水平也

迅速降低，宏达国际与对手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

大。仅在本月，就有八家经纪商将其对宏达国际股票

的评级下调到“卖出”或“持有”，这凸显出即使

股票价格很便宜，宏达国际仍然可能很快会变得像

黑莓(BlackBerry)制造商Research In Motion Ltd. 

(RIMM)一样，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挣扎。

（来源：华尔街日报）

摩托罗拉南京软件中心约100名员工日前在公司门口拉起“反

对谷歌非法裁员，誓死保卫南摩家园”的条幅以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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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为手机终端负责人余承东在一次内部讲话中，

谈及华为终端应在原有运营商伙伴优势的基

础上，摆脱超低端定位。这一新生的部门必

将在华为内部经历一次破而后立的洗礼。

洗牌后的涅槃

今年前几个月，全球最大的两家手机厂商拿去

了整个利润的99%，剩下的所有厂家分百分之一的利

润，这样下去是不可持续的，手机终端行业面临洗牌

期，会有一批厂家死掉。我们认为在洗牌后，全球范

围内可能活下来的公司有三到四家，我们希望能成为

存活下来的厂家之一。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定位是希望

做到中国市场份额的第一，不仅数量、销售收入还有

利润额。我们的重点是智能手机，在这方面，我们希

望能做到中国市场份额的第一位。

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

第一是我们的奋斗精神。华为这么多年持续的发

展，一直没有失去的就是奋斗精神。奋斗精神是我们

持续发展，追赶并超越别人的最强大、最重要的动力。

我们不比别人聪明，但也不比别人笨多少，最重要的

是我们非常努力。

第二是华为在通信行业的积累，包括与运营商的

关系，以及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积累，对手机终端业

务发展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尽管华为终端过去所走

的道路，是运营商定制做超低端的道路，这些没有品

牌的ODM,只注重成本低，没有体验感，没有品牌，就

没有积累，是不可能长久取得成功的。如今从ODM转

向OEM，做华为自有品牌的手机终端，运营商伙伴关

系仍然是我们的重要基础，通信网络上的理解和积累，

仍然是我们的优势。

第三是华为芯片的开发能力和软件架构能力。今

年我们做4核处理器，通信处理Modem，明年我们有8

核。我们有领先的优势和特性。我们的芯片体现了对

通信网络的理解，我们的终端更省电、上网速率更高、

性能更好。

另外还有一个华为的优点，任总从创立华为以来

一直坚持的开放与自我批判精神给予了我们不断改进

的能力，这是未来支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改进的关

键要素。

什么是华为的核心优势

我们一定要构筑起自己的核心能力优势，我们希

望成为业界最卓越的手机终端供应商。我们是全球化

的公司，在欧美招聘的优秀工业设计团队，让我们的

工业设计达到业界领先的高度。打败亚洲的竞争对手，

要靠我们的软件能力和工业设计能力，打败美国对手

要靠我们亚洲的硬件能力、材料与工艺能力、芯片能

华为终端：洗牌后的涅槃

力和在通信方面的积累。

我的手机给大家看一下：P1，很薄，大容量厚电

池版本也比较薄，一天随便怎么用，睡觉前至少还

有20%的电。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不仅要外观漂亮，

内在性能也要跟上，易用性体验要搞好，我们会构筑

自己核心的优势。

我们的境界还要更高一点。追求目标不仅仅学习

苹果，让产品更简单易用，还要让消费者从情感上喜

欢她、喜爱她！让所有人都能选择自己喜爱的主题风

格，小孩喜欢卡通风格的、女人喜欢花花草草和小动

物、老人喜欢大字体的、商务人士喜欢精简的，每个

人都可以定制或选择自己喜欢的操作系统UI风格。我

们要让手机终端更智能、更贴心，让消费者情感上喜

爱，like it，love it。

苹果把产品简单易用做到了极致，我们要学习苹

果，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把产品做得简单简洁，把

易用性做好。但简单的学习模仿是永远无法超越对

手的，我们希望从一个更高的情感喜爱境界上来超越，

以超越对手的精神，来迅速缩短与领先对手的差距。

最基本的精神

华为从一个很小的公司发展到今天一个大公司，

任总坚持的最基本文化精神并没有改变过。我认为最

重要的是在工作中坚持最基本的精神。

以前我做普通研发人员，干完活就闪人，不会主

动去想事情找事情做。后来做主管，需要有更多的责

任感。任总很睿智，可能看到我的特点，把我喊到他

的办公室，跟我说：“尽心与尽力的干部是不一样的。

尽力的人就是你做了，尽心的干部是你能用心去做事

情。”我以为他要说很多，但他说完这两句就让我回

去了。十几年后，我担任欧洲区总裁时，有一天陪任

总散步，聊起了这句话，我说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

态度。用心去思考工作该怎么去做得更好？不断地改

进，改变了整个团队的风格，我自己的做事风格也改

变了。

在华为大学学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后坚持什

么样的精神和态度去做工作。当我们还是一个小公司

的时候，整个研发团队20多个人，任总跟我们沟通，

说我们可以成为中国最大的通信公司。我们当场就笑

了，觉得这个想法很不现实。我担任无线产品总裁时，

与无线团队说了一句话：“定位决定地位，眼界决定

境界”。我们需要有更高的定位与追求，需要有水平

有开阔的眼界。我们要比竞争对手站得更高、看得更

远、看得更深，需要我们对整个行业和竞争对手有深

刻的理解和洞察，还需要付出比别人更艰辛的劳动。

我们要有自己应有的境界与高度。

在华为的文化中，人的态度和做事的精神决定

我们的未来。不管在哪个年代出生，都要保持华为

最基本的精神。只要积极上进、肯学肯干、有奉献精

神、做出贡献来最终还是能得到回报的。不要以金钱

为奋斗目标，如果你追求的仅是金钱，那会很容易满

足，很容易没有干劲了。

我在欧洲区做过三年总裁，认识不少犹太人是几

十亿欧元的身家。他们吃苦耐劳、勤奋努力、重视子

女教育，七八十岁了还拼命努力。我经常跟同事们讲，

兄弟你们还是20几岁的小伙子，咱们比八十岁的犹太

老头子职业素质差多了，干劲还比不上人家，加紧努

力学努力干吧。

人生的价值观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风格、人品

和精神。由于性格的原因我也经常受到一些打击，但

每次受到打击后都会变得更坚强。工作压力大，强

度大，如果你受到打击就很消极，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人生经历打击不可怕，经历过就是财富。但你哪天成

功之后，一定要有平常心，平和的心态，不管是高管

还是普通员工，都要有一颗平常心。我带的团队，工

作辛苦可以，但是辛苦一定要快乐着。我带过无线的、

欧洲的还有现在终端的团队，都有我们自己的团队风

格：团结、拼命、快乐、对公司忠诚。

我不喜欢墨守成规地去做事。所说的话可能别人

都不太相信，感觉瞎吹牛，但是我们每次都做到了，

而且做得比我说的还更好。为什么？我们是有梦想、

有追求的人，我们说出来的话要用辛勤汗水和智慧去

实现、去超越。我曾在微博上说，吹牛者与不谦虚者

最大的区别在于：吹牛者说完不用去实现，不谦虚者

说到一定要做到，而且做的要比我们说的更好！

（来源：福布斯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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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手机厂商，有着自己成熟的销售渠道和运作

模式，完全自主独立的天语新品在与华为、中兴、魅

族等知名厂商的竞争中会更加自信。”王颖如是说。
 

独战小米手机

IT商业新闻网了解到，天语选择在这个节点推出

新一代智能手机，让人不免联想到是对即将发布２代

新品的小米的约战。

去年7月，同推1代新品的天语和小米，市场反应

相差甚远。如果说小米的出现，影响了智能手机市场

格局，那么，抢在这个“可怕的敌人”有大动作前推

新，有利于抢占市场份额。在价格方面，天语大黄蜂

2代选择了与小米1代相同的1999元，在操作系统方面，

天语则用安卓 4.0比拼小米的 MIUI系统，在硬件方

面天语大黄蜂2代则采用了英伟达的NVIDIA Tegra3四

核处理器与小米高通APQ8064四核处理抗衡，新一轮

国产智能机大战一触即发。

因为安卓4.0系统的一大特点之一就是同时支持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面对很多硬件厂商开发平板的潮流，天

语选用安卓4.0是否是为其日后涉足pad等产品做铺垫？

王颖认为，天语在短时间涉足平板电脑市场的可

能性不大。作为一个传统的手机厂商，天语没有独立

的软件研发团队，加上现在Pad产品竞争加剧。而天

语本身在手机领域已经建立了成熟的产业链，因此没

有必要冒这个险。

从合作时的轰轰烈烈到以分手收场，马云也许没

有想到，被自己寄予厚望的神作阿里云操作系统和天语

的"初恋"没有预想的甜蜜。荣秀丽在国产智能手机大爆

发的美好时代，转投"高富帅"谷歌，似乎比较有安全感。

但是一向把阿里云OS视为神作的马云不会就此打住，在

被天语"甩"了之后，谁会是阿里云OS的下一个春天呢？

（来源：IT商业新闻网）

国
内知名手机品牌天语近日发布了新品大黄蜂

II V8。IT商业新闻网注意到，天语这款最

新的四核智能手机弃用了阿里集团旗下的阿

里云OS系统，转投谷歌的安卓阵营，采用了安卓 4.0

操作系统。有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用户定制界面

体验不理想。

艾媒咨询CEO张毅在接受IT商业新闻网采访时表

示，阿里云OS系统的生态链十分薄弱。没有开发者入

驻，缺少足够丰富的App，应用单调，虽然兼容安卓

应用，但是国内八成以上的智能机都使用安卓的系统，

有现成的成熟的系统用，聪明的制造商何乐而不为。

天语阿里决裂？

尽管有阿里巴巴集团的运营资源支持，孤军奋战

又毫无优势的阿里云OS操作系统还是逃脱不了被边缘

化的命运。与天语合作的破裂，是对阿里云OS系统不

小的考验。据了解，在移动互联时代，操作系统的生

态链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系统提供商、开发者、设备

制造商乃至电信运营商、终端用户等都是这个产业生

态链的重要部件。“毕竟苹果的神话不常有，乔布斯

的奇迹难克隆。”张毅向IT商业新闻网记者分析称。

马云荣秀丽“初恋”尴尬收场
天语弃用阿里云OS独战小米

苹果吸金效应发酵 展讯二季度净利下滑35%

业
界认为，由于国产智能手机厂商的盈利空间

一再被挤压，上游芯片厂商也将陷入新一轮

的价格竞赛。

毫无悬念，苹果在今年第二季度的利润又压倒了

所有的对手。

McCourt报告显示，苹果在第二季度的总收入

占整个手机行业的43%，而利润则占据了77%。彼时，

iPhone4销售已经陷入相对低迷状态，iPhone5尚未面

世。

苹果强大的“吸金”效应也在上游产业渐渐发酵。

8月10日，国产手机芯片厂商展讯通信有限公司(

下称展讯)发布了第二季度财报，尽管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8.1%，达到1.73亿美元，但净利润则同比下滑

35%，仅为2100万美元。

业界认为，由于国产智能手机厂商的盈利空间一

再被挤压，上游芯片厂商也将陷入新一轮的价格竞赛。

毛利率下滑

财报显示，展讯毛利率为37.1%，相较于去年同

期的42.0%，下滑明显。

但是，展讯并未公布净利润下滑的原因，该公司

公关部相关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

说：“很抱歉，不能回答财报相关问题。”

业界人士认为，受到苹果和三星等高端手机的挤

压，其他手机厂商盈利十分艰难，不得不以价格战来

获得用户，在有限的空间里，他们也会进一步压榨上

游供应商，加上，展讯处于由TD功能手机市场向智能

手机转型期，净利润下滑并不意外。

同时，联发科的盈利状况也不容乐观，其功能机

芯片曾占据国产手机芯片市90%的份额，然而作为曾

经的山寨手机之王，在智能机发展的浪潮中也面临强

大压力，毛利率在近两年呈现持续下滑趋势。

联发科财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净利润27.7亿元

新台币，环比增长42.3%。但是，毛利率为40.8%，环

比下降了1.3%。联发科称，收入上涨主要是中国智能

手机市场快速增长，但价格竞争激烈直接导致了毛利

率的下滑。

iSuppli半导体首席分析师顾文军对《每日经济

新闻》记者表示，芯片厂商的毛利率下滑是行业大趋

势，这与高通、英特尔等一度走高端路线的厂商在中

国市场频频发力不无关系。“以前这些公司可能要达

到50%的毛利率才会做一个产品，但是现在全球经济

不景气，他们也在转型，能有30%或40%的毛利率也

会去做，再加上行业也在不断成熟，毛利率肯定会下

降。”

记者了解到，高通拥有着众多专利技术，是目前

全球唯一支持苹果、谷歌、微软三大软件平台的移动

芯片厂。去年12月，高通公司在深圳推出QRD 计划，

降低智能手机终端厂商的生产测试门槛，加快了产品

上市流程，这一举措大幅度降低了智能手机的生产门

槛。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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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款终端正在研发中。

此外，英特尔更是在时隔6 年后宣布携手联想重

返智能机芯片市场，虽然将其首款芯片放到了中高端

智能手机市场，但英特尔大中华区总裁杨叙表示，英

特尔将同时走高通路线和联发科模式，既做高性能芯

片，也会出廉价芯片。

技术向服务转型

有消息称，苹果预计在9月份推出新一代iPhone，

高通将采用28纳米生产工艺为苹果制造4G LTE芯片。

而展讯则强化了与三星的合作关系，到今年第四

季度，展讯提供给三星的芯片组数量将翻番，预计

2012年三星手机在中国的出货量将达到7000万部。

苹果与三星的业绩效应将进一步发酵。光大证券

分析师周励谦分析，受益于国产智能手机需求的提升，

中低端智能机芯片的产量会大幅增加，但其价格会

呈现下降的趋势。一方面规模化量产后生产成本降低，

同时在国内外各大厂家竞相推出千元智能机芯片的情

况下，价格竞争将会成为中低端产品市场竞争的主要

手段。

尽管毛利率下滑，行业竞争加剧，顾文军对国内

芯片厂商仍持乐观态度，他说：“从大环境来说，国

产智能手机的内需和出口量在增加。另一方面，智能

手机越来越贴近终端，竞争的核心将从技术主导变为

服务主导，厂商之间拼的是应用和速度，大公司效率

和反应较慢，而国内厂商则具备了独特的优势，经历

目前的困境之后还会有大的发展。”             

（来源：每经网  陶力/文）

除了阿里云OS系统本身的硬伤，大黄蜂1代销售

业绩的惨败，也是天语大黄蜂２代弃用阿里云OS系统

的原因之一。易观国际分析师王颖在接受IT商业新闻

网采访时称，天语和阿里云合作初期，大黄蜂的确成

功吸引了用户的眼球，合作双方也获得了品牌宣传。

但是，随着人们的热情散去，加上定制手机很难形成

量产，销售渠道又比较单一，在智能手机铺天盖地的

营销攻势下黯然失色。

“没有销量更谈不上利润，在国产智能机价格战

打响的时候，天语大黄蜂1代难以在竞争激烈的智能

手机市场打开局面，天语必须要寻找新的出路。天语

马云荣秀丽“初恋”尴尬收场

天语摆脱阿里云"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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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军团反击路线：高端不高价 

先有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放言，集团业务不能

只依靠智能手机。再到索尼集团巨亏，拟通过增加智

能手机销量弥补家电损失。可以肯定的是，体积小，

相对价值又较高的智能手机在整个3C行业中，已然是

“最好赚”的硬件产品。近日，继摩托罗拉和HTC之

后，国际化品牌索尼(前索尼爱立信)亦推出了自己

“千元智能机”，并计划投向中国市场。面对这轮洋

大军价格下沉潮，国产手机将怎样应对？据南都记者

了解，“加量不加价”成为了大多数排名靠前国产品

牌的选择。

索尼拟靠手机提振整体业绩

近日，索尼公司发布2012年首季度财报，内容显

示该公司净亏损已扩大至3.1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

亿元)。和往常一样，该财季内索尼的液晶电视机业

务仍然是亏损大户。除此之外，游戏机等产品的销量

下降也对业绩构成了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自将索尼

爱立信收购为全资子公司，并作为旗下手机业务后，

该部分的业绩也被合并入了索尼的财务报表中。

一直以来，虽然索尼手机的市场份额远不及排名

靠前的苹果、三星和诺基亚，但凭借中高端的娱乐化

索尼HTC转投千元智能机 国产商反击加量不加价

定位和索尼品牌价值，该部分一直处于“闷声赚钱”

的状态，只是规模不大。例如合并前的索尼爱立信

2011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当期手机总销量为810万台，

尽管同比减少了28%，但销售重心逐渐移向了附加值

更高的智能手机，因此平均售价也提升到了200美元(

约合人民币1274)，环比上升4%。

有鉴于此，当手机业务重回索尼旗下后，该部分

自然成了亏损中的索尼“拆东墙补西墙”的最佳选择。

按照索尼的计划，本财年智能机销量预期将增至3400

万部。

国际化品牌自降“身价”

把销量迅速做大，推出走量的中低端机型向来是

最有效的方法，智能手机时代也不例外。最新消息显

示，通常价位在1500元以上的索尼手机即将推出一款

千元左右的入门级产品X

periaT ipo，采用Android4.0操作系统。据了解，

该机将率先在海外市场上市，索尼中国有关人士接受

南都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尚未有投向中国市场的时间表。

“同样是千元智能机，国际化品牌的下沉肯定会

对国产品牌有影响。”手机咨询公司战国策首席分析

师杨群认为，今年上半年HTC率先推出的千元智能机V

系列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据南都记者了解，尽管价格接近2000元，但HTC 

V系列三款机型在国内均有不俗的销量。以广东为例，

高峰期单店销量更能达到50台左右。而除了HTC之外，

摩托罗拉也是较早将智能机产品线售价下沉到千元左

右的品牌。

不过杨群同时也提出了担忧，“HTC原本已树立

起高端智能机品牌的形象，但自V系列上市后，其高

端产品ONEX的售价下滑非常快。两者未必有直接的联

系，但给消费者的感知会变成，‘HTC不再是纯高端

的代表’。”他补充道，如果索尼也选择“下沉”，

多少也会让消费者对其既有品牌形象改观。

索尼方面并未对推出千元智能机型是否会成为

“常态”作出说明。但就历史经验而言，唯一品牌下

沉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只有三星电子。2008年，三星借

北京奥运市场需求增大的机会，大量推出低端走量机

型。而同时，凭借上游产业链自产的优势，三星仍然

能维持住旗舰产品的售价。

国产商反击，加量不加价

杨群认为，就手机业务而言，索尼、HTC和摩托

罗拉在品牌上和三星相差无几，特别是索尼，基础深

厚，如果索尼集团发力手机业务，未必会比三星差。

一方面是洋品牌纷纷“放下身段”投身千元智能

机市场。另一方面，国产手机又将怎样应对？

“同样价位同样配置，再加上同样的操作系

统，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大都会选择国际化品牌的产

品，这点在与HTC新渴望V系列较量时，我们已经感受

到了。”据深圳一家大型手机制造商市场负责人透露，

目前他们也感觉到了洋品牌智能机价格下沉的趋势，

并表示三星和诺基亚其实也在走这条道路。

“本来毛利就不高，这种情况下拼价格只会更吃

亏。”该人士称，据他了解，目前市场排名靠前的国

产厂商，诸如联想、金立、天宇朗通都有意走“高

端不高价”的路线，希望能通过突出性价比来提升竞

争力。而芯片方案商联发科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今年下半年，联发科正式推出双核1.2G A 9架构方

案MT 6577，同样走高性价比路线。据业内人士透露，

第一批芯片已被联想、金立等国产大牌瓜分，而后面

的客户需求又节节高升，市场断货严重，“直接拿芯

片加价卖都能赚钱。”该人士如是说。对此，金立和

联想有关人士接受南都采访时，均未否认。

（来源：南方都市报 方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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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品牌没落

在中关村鼎盛电子城，手机卖场主推产品都是苹

果、三星和HTC，《投资者报》记者咨询了海尔手机，

销售人员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没有海尔手机卖，不

光说鼎盛，就算海龙、科贸乃至E世界也找不到卖海

尔手机的。另一个手机专卖店的销售人员也称，中关

村已经没有人销售海尔手机。

与此同时，跟此款超级战舰配置差不多的手机

HTC新推出的ONE系列，售价在2950，而海尔此款手机

是1999元，两者差价近千元，对价格敏感用户仍然有

一定的吸引力。

梁振鹏说，海尔手机主要是在三四级市场，而在

一级城市，普遍不认可海尔手机。

在北极星官网上，2009年~2011年三年，可以找

到的海尔手机分别为50款、39款和40款。

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显示，2012年7月，三星以

23.8%的关注比例高居智能手机品牌榜首位，HTC获得

15.5%的关注比例，两大品牌累计获得39.3%的关注比

例。联想以4.9%的关注比例领跑国产手机阵营。其他

品牌则依次为：华为4.2%、小米2.7%、魅族2.5%、中

兴2.4%。在智能手机领域，国产手机已远远落后国际

品牌，而海尔更是排在国产手机十强之外。

此次跟360的合作并采取网上发售，这家已长期

远离手机一线市场的公司就是想借360翻身，但渠道

和消费者都在逐渐消解，品牌认知度也逐步边缘化，

翻身之仗难言乐观。

梁振鹏表示，海尔是做冰箱起家，在白色家电崛

起，但在消费电子方面一直非常不擅长，手机做了十

几年，到现在它的市场份额仍然是很低的。海尔的核

心主力仍然是白色家电，白色家电领域到现在为止，

是属于传统的机械制造行业，手机电脑属于消费电子

多
元化一直是企业的追求，三星便是多元化的

榜样。白色家电之外，海尔在手机电脑的发

力被挫，多元化战略屡遭困境。

8月8号，360与海尔合作的特供机超级战舰将再

次发售，此款机定价1999元，第一批预售卖出4万台。

这是360与制造商合作推出的第三款特供手机，此前

360与华为合作推出华为闪耀，360与阿尔卡特推出阿

尔卡特AK47。

海尔在手机市场一直表现平淡，北京中关村销售

人员李先生告诉《投资者报》记者，整个中关村都已

经买不到海尔手机了。

问及去年销售量，海尔公关总监多次告知《投资

者报》记者称，这些数据不便透露。

夸父企业管理咨询首席顾问刘步尘对《投资者

报》记者表示，海尔手机一直做得差强人意，海尔手

机在中国手机市场属于第三军团品牌，估计年销量不

会超过300万部。海尔手机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很

难说它到底具有什么特色和个性，导致目标消费群体

不清晰。

消费类电子行业分析师梁振鹏也对《投资者报》

记者说，360有个重大失误在于，它推出自己的手机

产品的时候，就根本不应该跟海尔合作。手机属于新

兴产业，而海尔所擅长的白电属于传统的机械行业，

这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产业。海尔对手机产业很陌生，

并且在手机的上游产业链没有任何基础。

360难成救命稻草 海尔手机已边缘化
产业，属于新兴产业，海尔对于这些产业非常的陌生，

而且海尔在上游产业链上也是属于基本缺失的状态，

它生产不出来任何主板、电路元器件、面板等配件。

梁振鹏进一步认为，360选择海尔作为代工厂家

也是有问题的。360作为对手机行业完全陌生的一个

互联网企业，它进入手机行业的时候，它首先合作

的厂家应该具有非常专业的水准，在手机行业具有多

年的积累比如之前合作的华为等，但海尔的软肋就在

于其消费电子产品。海尔手机的产品创新能力，不止

是明显落后于三星、HTC，也明显落后于联想、华为、

酷派国产品牌。

在品牌和推广差距上，刘步尘认为，在品牌形象

上，联想智能手机已经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而海

尔则不然，其形象仍然停留在功能机时代。其次是推

广力度不同，联想手机的推广力度要大海尔很多。

难学三星多元化

1999年青岛海尔通信有限公司成立，2001年，海

尔就开发出第一款自主品牌全中文机卡分离CDMA手机，

但其后，海尔手机并没有大发展，逐渐远离消费者

的视线。2006年以后海尔也逐渐推出自己的电脑产品，

但多年过后海尔电脑也依然处于边缘位置。与海尔同

样进行多元化的公司，长虹海信等也不断在尝试推出

手机等产品，尤其在2005年前后，中国家电业出现一

股手机狂潮，很多企业在此时进入了手机领域。

多元化一直是企业的追求，三星便是多元化的榜

样。白色家电之外，海尔在手机电脑的发力被挫，多

元化战略屡遭困境。海尔年报中空调、冰箱等收入仍

然是利润的大头，而多元化产品数码相机、手机、电

脑等业务都未曾提及。

刘步尘表示，海尔跟三星存在全方位差距。三星

是典型的国际品牌，全球布局，2011年仅仅三星电视

实现营业收入就超过1400亿美元；而海尔在很大程度

上还是一个中国名牌，国际影响力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2011年整个集团营业收入才1509亿元。而在决定企业

生死的研发领域，三星具有强大的研发能力，2011年

研发投入超过90亿美元，拥有超过8000人的研发队伍，

多年位居亚洲专利第一位置；海尔虽然是中国企业

中技术较为领先者，但是，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数量、

专利权拥有量，和三星都不在一个层次。

（来源：投资者报  温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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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历洗礼之后，深圳山寨手机迎来了转型升级，

闯进智能时代。有人说，深圳山寨手机的第

二春来了，它们纷纷打出自有品牌。

除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有力监管，深圳山寨手机的

萧条有一个重要原因：芯片研发滞后。但是最近华强

北开始热闹起来。一些手机卖场开始进入装修阶段，

各个手机品牌陆续进场，现在华强北每天都有新店

开张，都是卖智能手机。一夜之间，深圳冒出了THL、

卓普、亚力通、科酷、欧科、心动等手机品牌。一场

山寨手机的智能革命正在悄悄发生。

芯片王联发科变“智能”

智能手机的价格会降到500元以下。这在两个月

前还是痴心妄想，联发科的智能手机芯片问世后，深

圳手机厂商终于听到了冲锋号。山寨手机厂商的转型

并不是自己说了算，之前深圳所有山寨手机的芯片都

来自联发科，芯片的方案配套公司已经非常成熟，只

要组装外壳即可。

上一次山寨手机受挫，就是联发科智能芯片判断

失误，供应断档。此前，联发科在功能机转向智能机

的行业大洗牌时，忽视安卓系统芯片方案的研发，继

续押宝微软的Windows Mobile，导致步伐比市场行情

慢了半拍。原本跟着联发科跑的中小手机厂商们也由

此陷入困局，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芯片解决方案。

2011年下半年，醒悟过来的联发科终于推出了第

一代智能手机芯片6513T。日前这个芯片正式投入量

产。而闻风而动的高通立即降价来迎战虎视眈眈的联

发科。

有了品牌运营商开始找上门

实际上卓普、亚力通、科酷、欧科等许多手机生

产商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转型，转型路径都是品牌、

开店和新型营销。以2011年开出第一家直营店的卓普

为例，据其运营总经理袁小枫介绍，到目前为止，卓

普已经在全国开了20家店。其中，4家为直营，其余

皆为加盟。他们也在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设立了自

己的网店。山寨手机和运营商合作，这在以前几乎不

可想象，但是有了自己的门店，有了自己的品牌、门

店以后，运营商们也开始走上门来。

联通的市场部销售人员梁先生告诉记者，这些门

华强北山寨手机迎来转型升级：闯进智能时代

店手机销量很好，每天都售出100部以上，“这些手

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愿意和这些手

机厂商合作，利用他们的渠道进行销售”。这样坐等

运营商上门的现象让意想不到的山寨手机们又多了一

块盈利，因为每个从门店开卡出去的手机最终都会得

到运营商的分成。

品牌直营店势头正猛

注册自有品牌，有了正规军身份以后，山寨手机

大军第一个举动就是开店。华强北是中国电子一条街，

这个地标性建筑一定要抢占。国内智能手机市场阵营

此时已颇为壮观。高端市场已经被苹果、三星等瓜分，

国产手机阵营已经形成了“中华酷联”（中兴、华为、

酷派、联想）鼎立之势，一些互联网企业，诸如小米、

360等，也开始纷纷加入这一争夺战中。

一位山寨手机品牌的老总说，他去年底在山寨手

机的大本营——华强北开了第一家直营店，此后便一

发不可收。从春节后到现在，他在全国开了210多家

店。这个不被看好的突发奇想，最终为他带来了每天

200台以上的手机销售量。

营销变革势在必行

为什么要疯狂开店而不是进入国美苏宁等大卖场

呢？主要是高额的进场费用几乎无法支撑低端手机

的销售。网络的异军突起也让山寨手机经营者看到了

希望，其代表为小米手机。小米手机的营销十分成

功，几乎就是微博的力量，没有动用大规模的营销费

用，却用微博创造了销售的神话。“小米代表了一种

新的营销模式。”周鸿祎说，通过互联网营销建立品

牌，没有广告投入。电子商务绕开渠道，控制了渠道

成本，所以能有超过传统手机的利润空间。

在他看来，未来手机厂商必须进行类似的营销变

革，否则只能进行转型，要么成为比亚迪、富士康一

样的代工厂商；要么成为高通、联发科一样依靠专利

或上游产业生存的“军火商”；要么投入巨资打造高

端品牌，在超过2000元的手机市场中站稳脚跟，如果

无法完成变革或转型，就只能被淘汰出局。

（来源：深圳晚报）

第
一代国产手机的代表经历2000年到2004年间

短暂的辉煌后，如今所剩者已寥寥无几。是

什么让这些取得过辉煌业绩的公司失去主营

业务阵地，不得不放贷度日或进行资产拍卖呢？

“手机中的战斗机”波导已悄然折翼

根据赛诺7月23日发布的6月份手机调研报告显示，

联想以13.1%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仅次于三

星，位列第二。值得注意的是，前5名中有4家均为国

产手机品牌，其中就包括华为、酷派、中兴等另外3

家，国产手机几乎占到一半。而这一次国产手机的市

第一代手机厂商今何在？波导放贷科健拍卖

场份额再度接近10年前，即2003年国产手机市场份额

的占比，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将记忆带回了十年前。

在2000年到2004年间，波导、科健、熊猫、夏新

等国产手机品牌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成为第一代

国产手机的代表。但好景不长，随着诺基亚、三星、

摩托罗拉等国际品牌进驻中国市场，本土山寨手机品

牌异军突起，中国传统手机企业腹背受敌，如履薄冰，

如今所剩者已寥寥无几。

放贷度日！波导的无奈之举

7月30日，波导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通过中信

银行杭州分行向淮安弘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放

5000万元委托借款，贷款年利率为15%，期限一年。

销声匿迹多年的波导，如今再次提起它，不是因

为它推出了新型手机，而是因为它已经开始靠发放贷

款度日了，不禁让人感慨不已。

2000年上市A股的波导，是以手机等移动通信终

端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相应维修服务为主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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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当年，“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的广告

词更是广为流传。尤其在2003、2004两年，波导手机

连续两年销量突破1000万部，位居国内手机市场销量

第一名。

但自2004年以来，诺基亚、三星等国际知名品牌

手机携彩屏、智能、超薄等技术优势踏上中国的土地，

使得在技术路线上总是滞后的国产手机招架不住，陷

入难以生存的尴尬境地。

2007、2008年，波导分别亏损5.93亿元和1.72亿

元，公司股票也在2009年戴上“ST”帽子，实行退市

风险警示。

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委托贷款业务成为了波导股

份“维持生计”的功臣。波导公司2010年和2011年财

报显示，波导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利润分别为1629万

和2258万元，分别占当年利润的38%和36%。

波导公司副总经理马思甜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

公司有闲置的资金资源，社会上也有资金需求，所以

放贷是对金融机构的拾遗补缺。

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在做客一档广播节目时表示，

波导靠放贷盈利并不新鲜。从去年开始，上市公司

中就出现了一个以放弃主营业务而做委托贷款的群

体。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还是可以从银行拿到钱的，

拿到钱如果投入主业可能亏钱，而若拿去放贷，则可

以稳赚。

【业内人士分析，把一些资产变现，通过委托贷

款的形式维持公司运营也属于无奈之举。 从短期来

说，在无法找到更合适的转型项目情况下，通过放贷

收取利息，对公司来说确实能带来稳定收益，但是绝

对不是长久之计。】

波导公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与国内外的主流手

机厂商相比，公司核心竞争力仍显不足，依然面临巨

大的生存压力，公司未来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仍面临严

峻的挑战。

看来，波导靠放贷维持生计的日子，还将继续走

下去。

拍卖重组！科健能否重拾辉煌？

7月13日，国产手机厂商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公告称，公司已经拍卖部分资产用于还债。这是继去

年10月科健宣布股票停牌后，再一次走进我们的视野。

公告称，科健将其所持有的北京中科健超导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中科健实业有限公司、深圳科健三星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深圳科健新时空通信有限公司的

股权进行打包拍卖，最终成交价仅为8万元。

此外，公告还称，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亏损约

为1.2亿元。而这一亏损额是科健去年全年亏损的5

倍左右。

对此，科健的解释是，报告期内，公司已进入破

产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本期发生债务重组的损失导致

公司亏损幅度同比大幅增加。

据了解，今年5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批

准科健的重整计划。目前，科健已经开始拍卖旗下

的75套房产进行债务偿还。其中，43套房产的买主

已付款。

本世纪初，国产手机展开第一波攻势的时候，科

健便站在了行业的顶峰。作为国内最早一批的手机厂

商，科健成为第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高科技

公司。不仅如此，得力于与三星的关系链，科健曾经

是国内含金量颇高的手机品牌。

但紧随着波导在2007年宣布亏损后，科健当年公

布的年报也显示，公司在2007年全年主营业务手机

及相关设备制造收入仅37.83万元，同比下降98.51%，

几乎相当于停产。

是什么让这样一家曾经取得过辉煌业绩的公司先是

失去了主营业务的阵地，现在又不得不进行资产拍卖？

【在业内人士看来，科健由于未能有效地进行自

主研发，导致核心技术匮乏，并且过于乐观地估计

了产品的上市时间，多次浪费大笔的前期广告费用。

也正是因为研发、生产、上市的推迟，科健大量的

手机元器件采购资金被长时间占用，资金周转越来

越紧张 。】

财经评论员陶跃庆认为，科健进入手机领域的

时候，没有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更多仰仗于他自

己的关系，借力于当时市场风起云涌的混乱局面。此

外，科健一直在重组，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卖一个好价

钱，但没想到股票越来越跌，现在竟然开始面临退市

的危险。所以科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可谓是“咎由

自取”。

第一代国产手机厂商集体落寞

回顾国产手机业的历史，1999年，国内首批拿到

牌照的手机厂商有十几家。很多人都清晰地记得，10

年前，波导、海信、夏新、科健等品牌，经历了一段

无比的辉煌：科健赞助英超球队埃弗顿，迪比特曾凭

借彩屏机获得市场份额老大的宝座，熊猫手机则成为

了央视广告标王……

根据当年信息产业部（现为工信部）的统计，

2003年，国产品牌波导、TCL的销售量分别为969.64

万和749.96万，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位置。而诺基亚和

摩托罗拉则以737.92万台和622.3万台的销售量位列

第三、第四。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国产手机市场份额逐步被

国际品牌手机厂商抢占，廉价的山寨手机也搅乱了整

个市场的竞争，自身优势本来就不明显的国产品牌手

机厂商陷入了被动局面。

原熊猫销售经理赵先生回忆称，因为当时的手机

老出问题，渠道商扛不住了，纷纷拿着客户退还的手

机要求退款。但当时的公司账户里根本没有钱，区域

老总想把库房里的新手机抵给经销商，对方却不同意，

于是就有了当年熊猫公司被渠道商、讨薪员工围攻的

场面。随即，熊猫电子就宣布不再经营自主品牌手机

业务。

此外，曾在2002年创下了单款手机盈利超过

8亿元奇迹的夏新，到2005年，公司的品牌价值

就已经达到了70.62亿。但紧接着，夏新连续三年

（2006,2007,2008）亏损，并从2009年5月27日起暂

停上市。直至2009年底，夏新手机资产才从上市公司

里剥离出来，由九洲电器等企业以1.35亿元接手，但

至今仍没看到夏新手机复兴的迹象。

现在依旧还坚守的第一代手机厂商仅剩下TCL一枝

独秀。根据最新统计，今年七月，TCL销量为56.9万台，

而这一成绩连国内手机市场份额的前十都进不了。

更为恶劣的是，2006年，迪比特将全国各地的分

公司全部撤走，置全国数百万的迪比特手机用户于不

顾。可那时谁又能想到，同样是在2006年，迪比特雄

赳赳气昂昂地宣布投资5亿元，豪言要做国产手机的

老大。

时间真的是一把杀猪刀，波导、科健、熊猫、夏

新等曾经响当当的名字已经快被人们遗忘，手机卖场

里已找不到他们的身影。易观国际的分析师王颖称，

现在波导、科健、夏新手机的市场份额已经不足1%。

是什么造成了第一代国产手机厂商的集
体落寞？

IT评论人张书乐认为，当智能手机成为发展趋势

时，第一代国产手机厂商还局限于过去2G手机时代以

中低端市场为主攻的经营误区。手机产品缺乏创新，

局限于“来料加工，仿制生产”的作坊式生产经营理

念，在面对新的手机行业规则挑战时，既无法被动的

通过重复2G时代以超低价占领市场的状态，又无力通

过自主创新，重新赢回市场的主动。

曾经在科健市场部工作的李先生说，那时几乎所

有的国产手机都靠贴牌韩国产品，然后在国内销售，

抓住市场机遇的同时，核心技术匮乏的问题也显得非

常突出。当时从整机到配件都是“拿来主义”，手机

坏了售后服务部门根本无法维修，只能换新的。如此

一来，库存问题严重，质量问题集体爆发的情况也比

比皆是。

TCL通讯副总裁李冰表示，中国手机企业年销量

100万台，管理上还不成问题。但销量过千万台时，

可能在管理上就会出问题，所以，未来中国手机企业

要想持续地发展，需要在管理上赶超洋品牌手机厂商

的水平。

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马继华认为，第一代国产手机

没有核心技术，没有持久的创新能力，所以只能阶段

性地抓市场。目前，国内智能手机已经占据一定的市

场地位，华为、中兴、小米、联想等已经成为第二代

国产手机中的佼佼者。

第一代国产手机商真的没有出路了吗？行业专家

给出了三条路。

第一条路，依托Android或其他系统，开发自己

的主营智能手机产品，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在

智能手机领域重新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条路，成为类似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厂，依靠

自己成熟的生产链条和产业工人，和互联网厂商或其

他智能手机厂商合作，贴牌生产，盘活自己的资金链

和产品线，获得智能手机生产、研发方面的宝贵经验，

从而为重新崛起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条路，趁资金还未烧完之前，去寻找新的市

场机遇，跳出手机制造业，进入其他领域获得新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第一代国产

手机厂商将成为永远的回忆还是重塑以往的辉煌，路

就在他们自己脚下。

（来源: 腾讯科技 孙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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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被冠以别人的名字吗？如果你是

一名工程师，发生在你身上的世界

上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有人要揩擦

去你的名字而换上别人的名字。”

苹果首席法律顾问赛威尔进一

步地表示，“为了提高他们的交易

地位，FRAND（公平、合理、非歧

视原则）专利持有人已在寻求禁令

或其它补救措施，威胁诸如苹果这

北京时间7月23日消息，据国

外媒体报道，苹果CEO蒂姆·库

克（Tim Cook）曾表示，专利战

“令人痛恨”。没有多少事情让

库克如此有切身感受了，苹果正

在进行针对谷歌旗下摩托罗拉移

动（Motorola Mobility）的诉讼，

并且遭遇来自被告在标准关键专利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SEP）方面的主张。

为了阻挡来自苹果和微软针对

摩托罗拉移动的起诉，推进自己针

谷歌：苹果多点触控等技术太优秀了应当被共享

对这两家公司的专利诉讼，谷歌一

直声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私有非标

准技术应当被认为实际存在的标准。

其言下之意，就是要拿来共享。

在递交给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

会的一份信件中，谷歌首席法律顾

问肯特·沃克（Kent Walker）写

道：

“尽管协作组织（标准制定机

构，SSO）在整个标准制定系统发

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诸如电信

等行业表现尤为突出，但他们不是

标准的唯一来源。事实上，在一个

公司发布有关不同的私有标准并且

其它公司接着自主决定（是否采用

或必须采用）进行互补性投资以在

他们产品中支持该标准的时候，美

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其它

相关机构一直极力推崇。因为私有

或实际上存在的标准对消费者福

利，具有重要影响，司法委员会关

于SEP的担心也应当围绕这样的标

准。”

换句话说，谷歌的观点是除

了存在一些标准关键专利外，还有

一些商业关键专利，后者涉及的功

能如此流行并且已经变得无处不在。

后者如前者一样被普遍地使用，如

果予以阻止将会对消费者和竞争市

场产生损害。按照这样的观点，多

点触屏技术或滑动解锁应该像智能

手机的无线通信模块一样，应当被

视作行业标准专利。

这一论点对于苹果来说具有非

同凡响的不利影响，按照这一理论，

苹果开发的大量关于iPhone和iPad

的专利可能就被视作商业关键专利。

因此，苹果立即作出了反应。在周

三提交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份

信件中，苹果首席法律顾问布鲁斯

·赛威尔（Bruce Sewell）对谷歌

首席法律顾问沃克的观点给予了反

驳。他写道：“不能将变得非常流

行的私有技术，转变成和实际标准

一样服从法律约束的‘标准’。”

损害创新和损害消费者。赛威尔写

道：

“iPhone的功能完全地不同于

传统的手机，苹果将对传统的计算

创新带到移动市场。使用iPhone，

能够拍照、进行家庭理财、玩视频

游戏和运行其它无数的应用，这些

与标准化条款无关。苹果在创造

iPhone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研发

资金，第三方软件开发商也支出

数十亿美元开发iPhone平台应用。

iPhone的价格反映这些非标准化技

术的价值，也反映了iPhone美学设

计价值以及苹果所进行的巨大研究

和开发的价值，这些价值与标准无

关。”

苹果CEO蒂姆·库克

同样是变成流行的技术，它们

之间却有非常巨大的区别，因为一

种是被纳入行业标准，而另一种是

消费者喜爱它。就智能手机专利战

而言，第一种制造的是一部手机，

而第二种制造的是iPhone。一个是

核心技术，另一个却只是经验型的，

这就是产品存在的区别。

苹果的观点是，如果不认可这

两种技术之间的不同，创新者将会

失去发明的动力。苹果花费了数十

亿美元对iPhone进行了研发，但并

无义务花这些钱来创造iPhone的竞

争者。自从智能手机知识产权“百

年战争”开始以来，这是苹果及其

CEO库克在公司内部一再强调的观

点。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苹果并

非世界的开发商，”库克今年初在

D10大会上表示。“我们付出所有

精力和所有的努力，所获得成就能

样的已在开发产品区别技术方面处

于领先地位的公司，并且迫使他们

要么支付高昂的版权费，要么许可

他们的产品区别技术。”

“没有人能够让一个禁令取消

标准关键专利，因为这样专利的拥

有者有责任按照公平、合理、非歧

视原则许可这样的专利，”库克在

D10大会上表示。

现在，关于产品区别技术专利

可行性方面，谷歌和苹果之间有一

些根本性的分岐意见，这也是谷歌

开始提交信件的原因所在。涉及这

一分岐的诉讼案将备受关注，两家

公司提交的信件只不是过围绕这一

法律争端的组成部分。此外还值得

关注的是，微软在这一争端中也是

一个个中角色，因为微软与摩托罗

拉就ActiveSync展开了讼战。

（来源：腾讯科技 图奇/文）

赛威尔这份信件的主要内容是，

标准化的技术通过统一核心功能使

得在根本不同的设备之间具有互用

性，这为竞争创造了一个平台。非

标准化技术让那些产品得以区分，

从而在市场中创造竞争并且推动发

明。将非标准关键专利纳入到与标

准关键专利一样轨道进行管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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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音乐优雅的节奏，微软

CEO史蒂夫•鲍尔默步入了拉斯维加

斯威尼斯人酒店的宴会厅。

在2012年国际电子消费展中，

鲍尔默身后20英尺高的屏幕墙开始

闪烁着他的名字。国际电子消费展

是科技界的盛宴。每年1月份，超

过15万名技术人员和企业高管都会

涌入了拉斯维加斯，参观最新的技

术和科技产品。参会者从一个展厅

走向另外一个展厅，急匆匆的希望

抢先获得最新的试用产品，丝毫不

新领域错失先机 
          谁造就了微软失去的十年？

在乎在会场助兴的各类娱乐明星。

让人感到尴尬的是，鲍尔默在

演示搭载Windows Phone7操作系统

的智能手机时出现了故障，一位微

软员工不得不为首席执行官更换了

一部手机。各大媒体对此的反应非

常悲观，一位知名博主更是毫不客

气地说“微软在最后一届展示会中，

竟然开了这么一个残酷的玩笑。”

对Windows和Off ice的
溺爱

过去十多年一系列的错误，导

致微软从消费电子产业的创新者演

变成为碌碌无为的跟随者。近些年

以来，微软不断被谷歌、Facebook

和苹果在各个领域所超越。这些企

业革新了社交媒体的技术体验，而

反应迟缓的微软却仍在极大地依赖

于Windows、Office和服务器软件

等传统产品，来支撑着公司的财务

表现。

在一个充满活力且不断变革的

市场中，微软变成了高科技产业中

的一家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即便是

在竞争对手颠覆了世界的情况下，

却依然在生产线上制造那些虽然闪

烁着光泽，却已经被市场所淘汰的

产品。微软绝大多数的创新，要么

给自身带来巨大的亏损，要么就是

对新领域几乎毫无影响。

数据可以说明问题。2000年12

月，微软的市值曾达到5100亿美元，

是当时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但是

到了今年6月份，微软的市值仅有

2490亿美元，不到当年的一半，降

至全球市值第三大公司。反观苹果

公司，2000年12月市值仅有48亿美

元。到了今年6月份，市值已经高

达5410亿美元。)

但是，微软曾经是地球上最幸

福的公司。1995当Windows95发布

的时候，为了能够率先买到正版

操作系统，计算机极客们从午夜开

始便在科技产品商店的门外排起了

长队。知名脱口秀主持人杰•雷诺

（JayLeno）出现在了微软园区参

加庆典活动，纽约的帝国大厦甚至

都装点上了微软的色彩红、黄、绿

三色。

到了1997年年底，Windows95

和其它微软的操作系统，已经占

据了美国PC市场86.3%的市场份额

（苹果Mac操作系统当时的市场份

额仅有4.6%.）。盖茨的身家早在

1992年便达到68亿美元，他也在当

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首富。

微软在美国社会拥有了空前的影响

力。从当时的情况看，似乎没有什

么能够阻挡这家软件巨头的发展。

然而，对于Windows操作系统

和Office办公套件这两大产品的过

于偏爱，却导致微软一再错失在其

他技术领域领先的大好机会。这种

偏爱甚至渗透到了整个微软，这也

导致微软在面临新竞争对手的挑战

时，无法做出快速的回应。一位软

件工程师表示，“哪怕是你想要编

写的任何一个程序，都必须围绕着

Windows或者现有产品。这令人感

到非常困惑，因为你花费了大量的

时间去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与你

的产品没有关系。就是这一点，让

你开发产品的速度减缓了下来。”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动作越快，

微软的股价就会上涨得越快，他们

的个人财富也将会越多。”

但是这一切狂热在1999年互联

网泡沫破灭之后，都回到了原点。

1999年12月30日，微软股价在刚刚

创出历史新高119.94美元之后便出

现持续下滑。

仅仅16天之后，比尔•盖茨把

微软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交付给了鲍

尔默。在随后的一年时间中，微软

股价下跌了一半以上，而且再也没

有回到曾经的历史高点。这意味着，

曾经给微软员工带来数不清财富的

金钥匙股票期权，也变成了“潜水

期权”。

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员工中

严重的财富分化。有些员工每天开

着自己新买的宾利上班，而有些员

工则开着紧凑车型轿车道奇霓虹。

曾经那个团队并肩作战雄霸天下的

日子已一去不复返。财富分化问题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微软老员工与新

员工之间的关系。

2003年前后，微软决定不再向

员工提供股票期权，以此来削减支

出。而这意味着，后来的员工只有

通过晋级，才能得到财富上的回报，

而他们的前辈们则可以专心于技术

研究，专注于产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主义

开始在微软逐渐形成，进一步降低

了自身的创新能力。更多的微软员

工开始寻求获得管理岗位，而更多

的管理者意味着要召开更多的会议，

更多的会议导致了更多的备忘录，

所有的这一切也导致微软创新能力

的大幅降低。

一位微软前技术人员表示，

“在这样的组织系统中，软件设计

工作似乎都是由委员会来完成的。

所有的事情都进展得非常缓慢，员

工需要开的会太多了。”

公司文化的转变

但实际上，在技术领域内的保

守还不足以完全击垮微软，更深层

次的原因还在于后来公司文化的转

变。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几乎所有

的微软员工在计算机都安装了一款

应用程序。这款应用程序会让一个

卡通的脸部表情一直出现在电脑屏

幕当中：脸部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表

情则取决于微软的股价表现。当微

软股价上涨时，显示的是一张笑

脸；当微软股价下滑时，表情会非

常的沮丧。

对应的事实是，当时几乎所有

的微软员工都通过期权获得了公

司一定的股份。在微软任职16年

的营销经理埃德•麦卡希尔（E dM 

cCahill）表示，“当时微软员工

非常渴望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增加公

司的营收。在每一次参与的会议中，

都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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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倒退

正因为如此，微软在随后的市

场竞争中步步错失先机。

苹果公司早在2001年便发布了

iPod音乐播放器，而直到两年之后，

微软的高管还在试图想出如何与苹

果对抗的方法。

盖茨在2003年11月2日向部分

微软高管发送电子邮件称，“因为

我们推出音乐服务的时间过晚，我

们可能将在该市场永远落后于其它

竞争对手。用户不希望放弃自己的

硬件。”盖茨在邮件中表示，结果

就是微软不会说服消费者使用微软

的产品。他写道，“我看不到有什

么能够确保我们成为市场龙头的证

据。我认识的人（我承认他们都

是富人），都拥有下载了数千首歌

曲的iPod.”盖茨说，投资银行A 

llen& C o.的管理者赫伯•艾伦（H 

erbA llen）曾一次为好友购买了

数十个iPod.他写道“巴菲特也非

常喜欢iPod.”

随着时间的推移，直到2006

年11月14日，微软才推出了自有

音乐播放器Zune.在该设备推出仅

仅45天之后，乔布斯便发布了把手

机、音乐播放器、互联网接入、照

相机和其它Zune所不具备的功能融

为一体的iPhone手机。但是对于不

想购买手机的用户，iPod依然是他

们不二的选择。事实上，苹果早已

推出了公司第五代iPod售价并不昂

贵的iPodM ini.在距此不到一年之

前，苹果还推出了公司售价最低的

音乐播放器iPodN ano.

Zune很快便在市场中取得了惨

败的战绩。到2009年，iPod依然

占据着音乐播放器市场71%的份额。

除了朝鲜大选之外，这样的数据在

市场中几乎就看不到。与此同时，

Zune的市场份额却不足4%.去年10

月，微软终止了Zune业务，寄希望

于消费者能够购买一部像iPhone一

样融入音乐播放器功能的Windows 

Phone手机。

不仅在新的多媒体业务上节节

败退，微软在曾经引以为傲的操作

系统上也翻了大跟头。

2001年5月，微软执行了名为

“长角”（Longhorn）的项目，预

计将会在2003年年底发布名为

WindowsVista的产品。然而，直

到2004年6月，乔布斯宣布苹果将

推出名为“Tiger”的操作系统时，

WindowsVista何时推出仍然杳无音

信。实际上，“Tiger”中的许多

功能都是微软计划在长角中推出的

功能。

这注定了Vista的失败命运。

实际上，两年以后当WindowsVista

操作系统终于在商店的货架中现身

时，不少媒体就撰文指出，微软推

出WindowsVista是2007年最令人失

望的科技事件。

从技术转向管理的巨大风险

现在总结这些微软曾经犯下的

昏招，足以看出互联网公司从技术

转向管理的巨大风险。

当 苹 果 推 出 i P h o n e 手 机

时，鲍尔默在2007年曾嘲笑着说，

“iPhone没有机会在市场中获得很

多市场份额。”他在同一年还表示，

“iPod的确是热门品牌，但苹果不

是。”在苹果2010年推出iPad平板

电脑时，鲍尔默更是对这款产品嗤

之以鼻。但是截至目前，iPad的累

计销量已经超过了5500万部。鲍尔

默对谷歌的预测同样也不靠谱。鲍

尔默在2005年曾经公开表示，“谷

歌算不上是一家真正的公司，它就

是一个烂摊子。”

鲍尔默不断犯下的错误，也让

微软的技术专家们开始抱怨。

一位在去年跳槽到谷歌的微软

前程序员说，“鲍尔默拥有着把脚

塞进嘴里，让人看上去非常愚蠢的

圣邦微电子（SG Micro）最新推出8通道并联白光LED驱动

SGM3145/6。该系列产品工作电压范围在2.7V ~ 5.5V，开关频率

为0.93MHz。产品支持1×，1.5×倍智能切换模式从而提高效率，

工作效率可达90%。内置软启动功能可有效防止冲击电流产生。有

效降低EMI干扰及低输入纹波，同时具有过温、过流保护功能。按

调光方式不同，SMG3145支持PWM调光，SGM3146支持16级单线调光。

此系列产品可广泛应用在基于锂电池供电的屏幕背光驱动。

SGM3145/6是无公害无铅环保产品，温度范围达到扩展的工业

标准-40°C到+85°C，采用TQFN-3×3-20L封装。

圣邦推出8通道并联白光LED驱动SGM3145/6

富士通半导体有限公司推出面向便携设备的DC-DC转换器

MB39C326，可通过自动切换降压/升压工作模式来扩大工作电压范

围。MB39C326通过内置开关FET和采用2.15mm×1.94mm的小型封装

构成贴装面积小、物料清单成本低的电源系统，且可通过DAC信号

动态控制输出电压，支持APT、ET功能。目前，MB39C326已进入量

产阶段。

该款新品可主要应用于主要便携设备包括移动电话、智能手

机、电子书终端、PDA等，也可用于使用单节锂离子电池的产品，

也可用于RF功率放大器（PA）及RF-PC卡。MB39C326采用WL-CSP小

型封装（2.15mm×1.94mm×0.625mm），20引脚，最大效率达到

93%。其输入电压范围为2.5V~5.5V，输出电压范围为0.4V~5.0V。

最大输出电流可达到1200mA（降压时）。

富士通半导体推出面向便携设备的电源管理芯片MB39C326

技能，这会一点一点地折磨着微软

的每一位员工。在他做出了那么多

错误的预测之后，你就明白这些绝

对无法原谅，因为这意味着他听不

进身边技术人员的谏言。”)

作为微软的首席执行官，鲍尔

默声称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让微软

“扮酷”，而是利润。换句话说，

微软首先考虑的是通过销售自有的

新技术赚钱。但事实上是：微软靠

着钱获得了市场领先优势，因为这

家公司总是比任何一家竞争对手都

拥有更多的资金。)

不过微软的这种优势已经不复

存在。鲍尔默长期以来一直依靠的

优势如今已经彻底消失了。谷歌当

前账面上已经持有500亿美元的资

金，与微软的580亿美元相差无几。

另一方面，苹果从今年开始已经持

有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使用

财务力量让公司在市场中保持领先

优势对微软或鲍尔默来说已经无法

再次奏效。

乔布斯曾经在沃尔特•艾萨克森

为他撰写的自传中公开谈论过鲍尔默

在微软的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乔

布斯说，“做销售的人经营公司，做

产品的人就不再那么重要，其中很多

人就失去了创造的激情。斯卡利加入

后，苹果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是

我的失误；鲍尔默接管微软后也是

这样。苹果很幸运，能够东山再起，

但我认为只要鲍尔默还在掌舵，微

软就不会有什么起色。”

不过最有趣的是，乔布斯在这

一点上最终谴责的是盖茨。乔布斯

说，“他们从来没有展示过原本应当

展示出的产品智慧野心。盖茨习惯把

自己标榜为产品人，但他确实不是。

他就是一名商人。赢得业务永远比制

造出伟大的产品重要得多。”

（ 来 源 ： 南 方 都 市 报  张 晓 华

/文）

富士通半导体有限公司宣布其FerVID 家族推出用于RFID标签

的一款新的芯片－MB89R112。该芯片用于高频RFID标签，带9 KB

的FRAM内存。FerVID家族产品使用铁电存储器（FRAM），具有写

入速度快，高频可重写，耐辐射，低功耗操作等特点。

MB89R112在高频RFID标签行业里拥有领先的内存容量并带有

串行SPI接口，这为RFID在嵌入式领域和工业领域的应用开辟了新

的可能性。

富士通半导体推出行业领先的带9 KB FRAM的新型高频RFID标签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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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为电子发布了超低EMI辐射、超强抗干扰的第二代串联背光驱

动系列：AW9910和AW920。其中AW9910支持32步一线脉冲计数调光，AW9920

支持先进的PWM转恒流调光。

AW9910和AW9920采用了创新的EESTM技术，在尽可能保证高效率的条件

下显著降低SW引脚工作时的EMI辐射，同时AW9920先进的PWM转恒流调光也

大幅减小了输出电压VOUT上的输出纹波产生的EMI辐射，确保背光模块对射

频模块的干扰更小。AW9920的PWM转恒流调光还可消除输出电容在低频调光

时的啸叫声。

另外AW9910和AW9920在shutdown状态下内置Q-Mirror的恒流恒压双反馈

环路天然关断，无电源经过LED串到地的漏电通路。

艾为电子发布超低EMI辐射、超强抗干扰的第二代串联背光驱动系列

圣邦微电子（SG Micro）最新推出1.1A同步升压开关稳压器

SGM6603。该产品输入电压范围在0.9V ~ 5.5V，3.3V升压至5V时输出

电流高达500mA。SGM6603在3.3V输出电压下静态电流为30μA，工作

效率高达90%以上，6V输出电压箝位功能，无需外置MOSFET及肖特基

二极管，并具有防倒灌功能。该产品有固定输出电压3.3V、5.0V以及

可调输出电压版本。此款产品可广泛应用在基于干电池供电的便携设

备及锂电池供电USB OTG 5V输出应用。

SGM6603是无公害无铅环保产品，温度范围达到扩展的工业标准

-40°C到+85°C，采用SOT-23-6小封装。

圣邦推出1.1A同步升压开关稳压器SGM6603

Vishay 的光电子产品部推出业内首款将信号探测和处理功能

集成进单个器件的学习型遥控码IC--- VSOP98260。该器件适用于

通用遥控器，通过对这些设备里已有红外发射器接收到的信号进

行放大和整形，简化编码的学习过程。VSOP98620还可以用在平板

电脑和智能手机中，用红外发射器实现上述功能。

VSOP98260可以接收20kHz～60kHz的任何载波频率，使用2.0V

～3.6V的工作电压，供电电流为0.6mA～0.9mA。芯片采用小型2mm 

x 2mm QFN封装，高度为0.7mm。器件符合RoHS，工作温度为-25℃

～+85℃，符合WEEE 2002/96/EC，无卤素，可采用无铅焊接。

Vishay发布业内首款在单片器件内集成了信号探测和处理功能的学习型遥控码IC

全球高性能模拟混合信号半导体设计和制造领导厂商

Intersil公司推出业内首款可在低至1.8V电源电压下工作的

RS-485收发器系列。该系列的推出，降低了设计者对3.3V或5V电

源的依赖程度。

Intersil的ISL32600E 、ISL32601E 、ISL32602E 和

ISL32603E，是为了带噪声抑制的数据通信应用而设计的微功率

RS-485收发器产品。ISL32602E和ISL32603E的工作电源电压范围

为1.8V-3.6V，在1.8V时只消耗105uA电流，关断时电流消耗为

10nA超低水平，有助于延长远程供电节点的电池续航时间。所有

版本均提供 ±15kV IEC61000 ESD保护，可在温度高达 125°C的

恶劣环境中工作。

Intersil推出业内首款1.8V RS-485收发器

三星公司最新发布了一款4倍速率于传统固态硬盘的eMMC（嵌

入式多媒体卡）NAND闪存芯片，型号为eMMC Pro Class 1500。目

前这款闪存芯片已经开始投入量产，并将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和其他的移动设备当中。

新款的eMMC Pro Class 1500顺序读写速度分别可达140MB/s

和50MB/s。随机读写更是达到了3500/1500IOPS。另据悉，eMMC 

Pro Class 1500闪存芯片是基于20nm工艺打造，其64GB的芯片厚

度只有1.2毫米。如果将其安装在现有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移

动设备当中，将大幅提升设备的各个方面性能，包括互联网体验、

游戏体验和视音频体验等等，同时能够容纳更多的资料数据。这

对于提升移动设备的用户体验将起到非常不错的作用。

三星将配高速率闪存芯片 提升手机性能
飞兆半导体作为MOSFET技术的领导厂商，继续提供最新的LED照

明驱动器。集成MOSFET和功率因数校正(PFC)的FLS0116、FLS3217和

FLS3247，其设计针对低功率LED应用而优化。由于增加了集成功率

MOSFET，这三款器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小线路板面积和总体元件数

目，同时缩短设计时间。上述器件带有逐周期限流功能和过热保护

(OTP)及欠压锁定(UVLO)等集成保护功能，有助于显著提高LED照明系

统的可靠性。

FLS0116利用“采纳数字式” (adopted digital) 技术，自动检

测交流和直流输入电压条件，以启用和禁用PFC功能，同时提供可编

程的振荡频率和模拟调光及软启动功能。FLS3217和FLS3247则带有初

级端调节(PSR)功能，支持隔离型反激转换器和非隔离型DC-DC转换器

应用。此外，这些器件采用精密的恒流控制(CC)功能来精确调节输出

电流，并且提高效率，实现带有线性频率控制功能的更简便设计。

飞兆半导体新型低功率LED驱动器集成MOSF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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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Quint半导体公司，开始提供两款创新设计的TriAccess™

放大器---TAT6281和TAT2814A，旨在为有线电视（CATV）系统提

供更完善的多种产品。TriQuint的新元件建立在经市场考验的砷

化镓（GaAs）技术基础上，兼顾更多功能、更高效率和性价比等

特点。

TriQuint的集成模块提供了可靠的、低噪声的射频性

能，同时简化光纤到户（FTTH）放大器的设计，减少了材料清单。

TriQuint的新TAT2814A 满足DOCSIS®3.0规范，具有超过4 dB（典

型值）的性能裕量。通过整合两级的放大器和一个可变增益衰减

器，TAT2814A可以减少分立射频元件数量，大大简化了有线电视

射频设计。

TriQuint新的有线电视/光纤到户解决方案,减少物料/降低系统功耗

技术创新的射频解决方案领导厂商TriQuint半导体公司，开

始供应两款表面贴装式封装的低噪声放大器（LNA）TQP3M9036和

TQP3M9037的初始样品，为面向基站和类似应用的集成、封装解决

方案提供最低的噪声系数。

这些采用TriQuint砷化镓E-pHEMT工艺的新器件，包括工作频

率为400至1500 MHz、噪声系数为0.45 dB的TQP3M9036和工作频率

为1500至2700 MHz、噪声系数为0.40 dB的TQP3M9037。两款放大

器均非常适用于基础设施应用，如蜂窝基站、塔顶放大器（TMA）、

小蜂窝无线网络、中继器、700 MHz LTE网络以及使用UHF频谱中

“空白信号频谱”（white space）的新兴无线系统。

TriQuint推出降低设计复杂性和总体成本的高性能低噪声放大器

Vishay光电子产品部发布新VLMx1500-GS08系列采用小型表

面贴装0402 ChipLED封装的大红、浅橙、黄、嫩绿、蓝色和白色

的超亮LED。VLMx1500-GS08系列器件的尺寸为1.0mm x 0.5mm，高

0.35mm，180mcd的发光强度实现了超群亮度。

VLMx1500-GS08系列中的蓝色和白色LED使用高效InGaN技术，

大红、浅橙、黄色和嫩绿色器件使用最先进的AllnGaP技术，使光

输出提高了3倍。凭借高亮度和小尺寸，VLMx1500-GS08系列LED成

为音响和视频设备，办公设备，液晶屏、开关和标识，室内外照

明，以及户内和户外消息牌中为指示灯和背光提供可靠性能的绝

佳之选。

Vishay推出采用小尺寸0402 ChipLED封装的多色彩新型超亮LED

深圳市鼎阳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一款经济型手持示波表——

SHS800系列。此款手持示波表是鼎阳科技为广大工程师量身打造

的普及型野外测量仪器。SHS800系列手持示波表集示波器，万用

表，记录仪功能于一体，在继承了SHS1000系列稳定性能的同时，

采用全新包装，给用户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SHS800系列手持示波表具有60MHz、100MHz带宽可选。其配置

的1GSa/s实时采样率和2Mkpt的存储深度是当前国内市场最高规格

的手持示波表。其机身尺寸为163.2mm×259.5mm×53.3mm，净重

仅为1.5Kg，非常适合野外携带。SHS800系列体现了鼎阳科技多年

的示波器制造底蕴，不仅各项技术指标达到业内领先水平，而且

功能丰富，使用便捷。

鼎阳科技推出经济型手持示波表SHS800

IDT 公司已新推出低频段 RF 混频器，该混频器可通过在拥

挤频谱中为 4G LTE、3G 和 2G 系统减少互调失真增强用户的移

动连接体验。IDT 新的 Zero-Distortion 基站收发信机多样混频

器可通过减少功耗改进系统三阶互调失真，针对移动通信频率范

围涵盖 450 MHz、长期演进和扩展的全球系统。

IDT F1102 是一款低功耗、低失真的双通道 400-1000 MHz RF 

变频到IF 混频器，与标准混频器相比，可改进 IM3 超过 15 dB，

同时减少功耗超过 40%。这些性能品质可为改进服务品质（QoS）

实现更好的信噪比（SNR），同时减少散热，从而在密集的射频卡

密封中降低散热要求（5V 时 1.15W，高达 +43 dBm IP3O）。

低频段RF混频器可减少互调失真增强移动体验

凌力尔特推出高度通用的DC/DC转换器LT3959

凌力尔特推出高度通用的 DC/DC转换器 LT3959，该器件面向

升压型、SEPIC 和负输出电源应用。LT3959 在 2.5V 至 40V 的

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有内置的 6A/40V 电源开关，可实现高达 

96% 的效率，从而非常适用于工业、汽车、医疗和电信应用。

LT3959 运用其两个内部电压反馈误差放大器和基准电压，可

产生正或负的稳定输出电压。一组放大器和基准电压用于产生正

输出电压，而另一组用于产生负输出电压，两组都接至同一反馈

引脚。凭借 100kHz 至 1MHz 的可编程固定或可同步工作频率，

设计师可以选择种类繁多的电感器和电容器以优化尺寸、性能和

成本。LT3959 的电流模式控制在非常宽的电源电压和输出电压范

围内实现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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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7” TFT 液晶显示屏，1024X600 分辨率; 

16:9画面，1600万色

NFC控制器芯片NNS-701，深圳锐健电子总代理：

型号： NNS-701

操作频率： 13.56MHz

主核心芯片： License From NXP .

支持协议： ISO1443A/B/MIFARE/FeliCa/15693

支持种类： 卡片仿真/读卡器/数据对传 P2P

操作电压： VBAT (3.6V ± 0.1V)

工作距离： 100mm in RF arrange

尺寸：7mm (L) x 7mm(W) x 1mm(H)

封装方式： QFN 28pin

这颗芯片是与NXP授权开发，是专供手机与平板

等移动装置使用的NFC控制器模块芯片。外观上看起

来是芯片，实际上是内置了一片完整NFC SIP的模块。

产品特点是：

1.不需要调整RF

2.可协助客户设计NFC天线

3.电路设计不需搭配任何的被动组件

4.提供完整驱动支持

5.整體NFC功能設計所需空间最小，遠小於NXP 

PN544 30%以上.

6.完整NXP专利保护

这次是快速设计与测试，所以整个开发的逻辑是

使用深圳锐健电子提供的NNS-701开发测试板，以跳

线的方式连接到平板。然后运用深圳锐健电子提供

的完整驱动与技术文件等，修改目前平板所使用的

Android 2.3.4系统(亦支持Android 4.0.3版本)。这

样的好处是开发单位不需要花大成本，只要利用公司

内已上市的手机或是平板，就可以开发完成具备NFC

功能的手机或是平板。这样只要硬件工程师未来修改

目前的电路设计，把面积7mm x 7mm x 1mm的NNS-701

放在电路上即可量产。

一周设计大作战

先将NNS-701开发测试板以跳线方式连接到正东

兴X1000平板。如图XX所示，NNS-701的开发测试板

非常简单，仅有一颗NNS-701，未见到其他的被动组

件，天线部分是不需要額外零件來製作。也许有的读

者会有疑问，这么大块的天线未来如何放在手机或是

平板中，深圳锐健电子表示，本公司亦提供天線設計

與服務,这块板是依据NNS-701的开发测试板的尺寸制

作，客户测试完成后，会协助客户依据需求设计天线，

尺寸会小许多，材料也可改用FPC，这点不需操心。

NNS-701开发板图片

NNS-701提供了I2C与UART的通讯串口，此次我们

决定采用I2C来做为通讯串口。因为NNS-701是一个高

度集成的NFC控制模块芯片。所以与正东兴X1000平板

的连接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硬件连接仅需一个多

小时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Android软件的改写，依据深圳锐健

电子提供的完整驱动与技术数据。我们先简单解说一

下一些概念。

Android 2.3.4开始支持NFC功能，主要添加了

1.Framework层，为应用程序提供了API。

2.协议层，主要增加了NFC的协议栈，主要由NXP

负责添加的

3.硬件适配层和JNI。

工作流程是当支持NFC功能的手机或其他电子终

端（后面简称手机）在用户开启NFC功能的时候，如

果手机内置的NFC扫描器（相当于类NfcAdapter的功

能）扫描到电子标签后，就会向相关用户程序发送

ACTION_TAG_DISCOVERED的Intent，Intent的 extras

架构中会包含NDEF（NFC Data Exchange Format）消

息。如何处理此NDEF消息，就是用户程序的要负责进

行的工作了。

NFC的API在android.nfc的包中提供，这个

包主要提供三个大类，其中：NfcAdapter描述的

就是手机中的NFC硬件，Android 2.3中可以暂时

理解为电子标签扫描器。电子标签和扫描器中的

消息通过NdefMessage来表示，这个类很简单，只

是封装了NdefRecord。每个NdefMessage中可以包

含多个NdefRecord，通过类NdefMessage的方法

getRecords() 可以查询到消息的所有NdefRecord。

NdefRecord才是信息的真正载体。

前面提到了我们的通讯串口是采用I2C，所以我

们要针对这部分来针对驱动做些修正。针对driver部

分，亦會提供範例程式減輕客戶開發時程。

前面提到了我们的通讯串口是采用I2C，所以我

们要针对这部分来针对驱动做些修正，同时在设定选

项中的wireless & network中添加NFC的选项。这些

工作因为锐健电子提供了相应的范例程序与代码，所

以过程挺简单的。

应用程序的编程思路是：

•  通 过 a n d r o i d . n f c . N f c A d a p t e r .

getDefaultAdapter() 取得手机的objNfcAdapter 

• 通过objNfcAdapter.isEnabled()查询该手机

是否支持NFC 

• 如 果 手 机 支 持 N F C ， 就 申 请 接 收

ACTION_TAG_DISCOVERED 的Intent 

• 如果接收到ACTION_TAG_DISCOVERED，就提

取NdefMessage，并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取 NdefRecord，

整个是一个消息解析过程

未完待续（请关注《研发专辑》10月刊）

（来源：深圳锐健电子）

自从2011年6月谷歌宣布推出谷歌电子货币包服

务开始，NFC这个名词，在智能手机与平板的领域中

开始逐步引起注意。三星、索尼、hTC等知名品牌的

高阶手机也都开始增添NFC的功能，例如Galaxy SIII、

HTC OneX、Sony LT26i、Xperia P等。在国内，各家

电信运营商，也不约而同地陆续发布即将推出各项

NFC现场支付产品与服务。各项数据显示，在今年下

半年起，NFC有关的各种支付产品与服务，手机与平

板，都有可能爆发。

NFC功能在短期内就可能变成是智能手机的标准

功能之一，以韩国为例，自2011/06起，韩国通信委

员会要求所有新上市智能手机需配备NFC功能。中国

移动研究院业务研究所副所长黄更生在”第六届移动

互联网国际研讨会”上演讲中也表示 “中国移动研

究院针对NFC手机已经完成的规范的制定。在业务发

展方面，从今年7月份到明年1月份产品的开发准备阶

段。从明年2月到6月，是市场培育阶段，到规模发展

是计划在明年7月份，将有大规模的发展。”

但是NFC手机与平板对于不少设计公司与手机制

造商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与先前的蓝芽，WiFi

完全不同。面对市场潜在对于NFC手机与平板的需求，

该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利用目前的手机与平板产品

为基础，快速的新增NFC功能，就是这两期专题所要

讨论的主题。

设计目标：利用目前已在市面销售的平板计算机

与深圳锐健电子所提供的NFC控制芯片开发板做出一

台具备NFC功能的平板。这台NFC平板要提供读卡器模

式与P2P数据对传功能模式。因为是平板，所以就不

使用卡片仿真的功能了。如果本篇受到大家欢迎，那

下次就来写一篇为手机增添NFC功能的专题，届时就

会提到该如何运用SWP SIM的方式，为手机增添卡片

仿真的功能。

平板规格：

型号：正东兴X1000

处理器：1GHZ 三星 Cortex A8-S5PC110 

(Hammingbird)处理器

操作系统： Android 2.3.4

内存：集成512内存+8G内置FLASH存储器

NFC手机、平板设计大作战 —— 一周内设计
完成NFC功能平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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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讯，据国外媒体报道，曾是手机芯片制

作商的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的股东要求公

司缩减投资或者退出正在亏损的无线产业。

德仪主要制作供手机，汽车等使用的芯片，现已

放缓其连接手机至蜂窝网络的基带芯片的发展。这一

进程预计在2012年年底完成。

分析专家认为德仪应对其剩余的两个无线产业采

取类似的措施。这两个无线产业分别为：支持如视频

和游戏等手机功能的应用处理器和包括如蓝牙和Wi-

Fi等的短程技术的无线连接芯片。

Bernstein Research分析师斯黛西•拉斯根

（Stacy Rasgon）称，“我认为在德仪主产业转向基

带芯片前，大多数投资者想要采取一些措施。”拉斯

根对于德仪如果更快采取行动能否从现有的基带芯片

产业中盈利持怀疑态度。

拉斯根指出：“无线产业的存在破坏了股票市

场。”他认为无线产业对于模拟商务而言是“绊脚

石”，因为德仪在股票市场占据着领袖地位。自三月

末，德仪股价已下滑近13%。

像拉斯根一样的投资者希望德仪将重点放在更有

前途的模拟商务和嵌入式芯片领域。

拉斯根期望德仪可以重组或者出售无线产业。面

对没有明显买家的情况，拉斯根指出像LG电子和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一样的企业很可能成为潜在买家。

德仪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财报均显示无线产业存

在运营亏损。这导致投资者对于无线产业产生了担忧，

因为无线产业占据德仪收入的10%。

Charter Equity Research分析师艾迪•施耐德

（Ed Snyder）表示：“如果在未来一年内无线产业

没有明显的起色，这一产业很有可能会被放弃。”

RBC Capital Markets 分析师道格•弗莱德曼

（Doug Freedman）指出德仪正在缩减无线产业上的

花费。他还说道：“最终，德仪会不得不采取一定的

措施以降低投资水平。”

根据调研公司IHS iSuppli的调查，高通自2007年

第四季度起就取代了德仪在手机芯片销售的领先地位。

除了高通，德仪在处理器产业方面也面临着如博

通，英特尔和英伟达等新兴对手的巨大竞争。

更为重要的是，大型智能手机制造商三星电子

（Samsung Electronics）和苹果（Apple）一直以来

也在制作自己的无线芯片。甚至小型手机制造商华为

也在开发自己的芯片。

虽然三星仍然购买一部分德仪芯片，但分析人士

对于德仪和三星的未来合作前景并不看好。

德仪所面临的日益激烈竞争由于其两大主要客户

自身问题而变得更为复杂。德仪两大主要客户为在

智能手机领域均表现不佳的诺基亚（Nokia）和黑莓

（Research In Motion）。

高通制作结合基带芯片和应用处理器的集成产品

能力尚佳，德仪则不同。德仪认为未来在高端智能手

机领域内，专用应用处理器会有足够大的市场。

但是分析人士对于德仪此预期抱有怀疑态度。

T. Rowe Price投资组合经理乔希•斯宾塞（Josh 

Spencer）对于独立芯片市场的持续发展能否为投资

者带来盈利产生了担忧。

德仪无线连接服务产业，包括Wi-Fi和蓝牙芯片，

也面临着来自博通，高通和其他公司的残酷竞争。

斯宾塞称德仪本应尽早决定其连接服务产业的未

来发展。鉴于无线服务产业与德仪其他产业几乎没有

交集，这一决定更加的艰难（与OMAP相比）。

为了降低在智能手机产业中的挑战，德仪已在其

他市场出售其OMAP应用处理器。例如，据OMAP总经理

艾恩尔•高恩（Avner Goren）称德仪正将目标转向如

汽车制造商等的工业客户。

意识到类似汽车一样的产品寿命要长于手机后，

高恩指出：“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平衡对不同市场OMAP

作出的投资。这一领域回报更大，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虽然投资者称他们很高兴看到德仪创造了OMAP收

入的新来源，也很看好其前景，但他们也担心这一措

施会吸引更巨额的投资。

高恩拒绝对公司未来投资计划作出评论，只称无

线产业仍然非常重要。

即使德仪并没有在短时间内作出较大的战略变更，

德仪股东Neuberger Berman 公司常务董事丹•弗莱切

（Dan Fletcher）认为市场变化决定着德仪无线产业

的命运。Neuberger Berman可控总资产截至6月30日

达1940亿美元，截止3月底它拥有德仪价值760万美元

的股权。

弗莱切称：“他们需要认识到市场机会并不像以

前一样多了，他们也许能从现有的机会中得取得一些

成就，但未来这会变得越来越艰难。” 

（来源：网易科技  巴彦查干/文）

德州仪器股东要求公司放弃手机芯片业务

>>>>>...

三星早在去年11月底就宣布了全球第一款基于

ARM Cortex-A15架构的双核心移动处理器“Exynos 

5”，今年2月的巴塞罗那全球移动大会上还演示了相

关开发平台，后来自家官网上都泄露了配备该处理器

的新平板Galaxy Tab 11.6。今天，Exynos 5终于诞

生了，正式名字“Exynos 5 Dual”。

 

Exynos 5 Dual是一款面向高端平板机的32-bit 

RISC架构SoC片上系统处理器，单芯片即可提供双

核CPU、最高内存带宽、WQXGA 2560×1600分辨率、

1080p@60fps高清视频硬件、3D图形硬件、图像信号

处理器、USB 3.0/SATA 6Gbps高速接口等等，综合性

能表现已经堪比普通的PC处理器。

制造工艺采用新的32nm HKMG(高K金属栅极)，比

之前的45nm工艺有更先进的功耗管理技术和动态电压

/频率调节，号称可节能30％、漏电率减少55％。

 

Exynos 5 Dual整合了两个A15架构核心，主频均

高达1.7GHz(之前宣布的Exynos 5250 2.0GHz)，还有

128KB一级缓存、2MB二级缓存、增强的VFP(浮点体系

结构)、Neon协处理器，DMIPS/MHz(单位频率的每秒

百万指令数)比上代Cortex-A9 1.4GHz处理器提高了

40％。

A15架构首作！三星正式发布双核Exynos 5 Du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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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ynos 5架构图

内存控制器是新一代规格的LPDDR3/DDR3 800MHz，

双端口，可提供12.8GB/s的高带宽，可以轻松应付

WQXGA高分辨率下的高清视频解码、3D图形显示、高

分辨率图形信号处理等工作，而且支持动态虚拟地址

映射，能帮助软件开发人员更好地利用内存资源。相

比之下，A9时代都是LPDDR2规格，而且很多都是单通

道，最高带宽也不过6.4GB/s。

 

Exynos历代内存带宽对比

分辨率域内存带宽需求

3D图形核心整合了ARM新一代的Mali-T604，支持

大量API，包括最新公布的OpenGL ES 3.0，计算方面

也支持完整的OpenCL Full Profile。

 

Exynos历代3D图形性能对比

三星特别强调了WQVGA分辨率显示子系统的与

众不同，声称Exynos 5 Dual在移动领域内第一次

整合了eDP控制器、PHY收发器来节省功耗、空间和

物料成本。整合式eDP专门设计了低功耗电路和固定

逻辑，支持面板自刷新(PSR)协议。此外还支持HDMI 

1.4输出。

 

Exynos 5/4显示系统对比

 

整合式eDP与关联的计时控制器

 

PSR模式、普通模式节能对比

图形信号处理器(ISP)支持800万像素、30fps帧

率、VP8编码，还有额外的后期处理单元，比如三维

降噪(3DNR)、视频数字图形稳定(VDIS)、光学畸变补

偿(ODC)、无延迟快门等等。

其它整合的模块还有USB Host/Dev3.0、SATA 

3.0、UART、eMMC4.5、HSIC PHY收发器和支持大量传

感器的八通道I2C，可大大节省整体物料成本。

不过三星并没有说基于此处理器的新平板何时发

布上市，看起来只有耐心等待Galaxy Tab 11.6了。

（来源：驱动之家  上方文Q/文）

为降低对国外制造移动芯片的依赖，解决智能

手机迅速普及背景下芯片短缺问题，富士通联合NEC、

NTT Docomo成立新公司生产智能机芯片，新竞争者的

不断加入，移动芯片市场硝烟再起。

移动芯片市场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掘金者。近日，

富士通联合NTT Docomo、NEC以及富士通半导体公司

达成战略合作，成立新的通信芯片公司，对业界大佬

高通发起挑战。通信业正处于变革阶段，手机芯片市

场存在的变数给了新进入者赶超的机会。同时，日系

电子产业陷入发展危机中，抱团发展，重新整合产业

链成为日系企业的选择。但富士通打造的新公司能否

分羹智能手机市场，还需拭目以待。

日企抱团叫板高通 战略转变加剧芯片市场竞争

企业抱团摆脱短板

据报道，新公司的名称为“Access Network 

Technology ”(ANT)，注册资本1亿日元，富士通将

持有52.8%的股份，NTT Docomo、NEC及富士通半导体

公司将分别持有19.9%、17.8%和9.5%的股份。新公司

将开发控制无线通讯和信号的芯片，而生产业务将外

包给其它公司，力争到2014年赢得全球智能手机芯片

市场7%的份额。此外，公司还将研发面向LTE网络和

下一代网络技术的产品。

此举必然将对移动芯片市场统治者高通形成挑战。

如今，高通是全球唯一同时支持苹果、谷歌、微软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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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台的移动芯片商，占据智能手机芯片市场70%至

80%的份额。不过，智能手机在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

放量增长，研发周期加快等对芯片供应提出更高要求，

产能不足成为困扰行业发展的问题。

今年4月，由于承包制造商台积电产能不足导致

28纳米Snapdragon系列芯片供应短缺，高通发出预警

称它将无法满足其高级芯片的需求。因此，今年早些

时候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厂商遭遇了芯片供给不确定

问题。近日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高通4-6月的营收、

获利、出货量较前一季均出现下滑。高通还下调了第

四财季的营收，有分析认为这与产能不足有关。高通

方面回应称，供应短缺的问题将在今年结束时才能得

到缓解。

市场存在的供需不平衡状况给了新进入者机会。

富士通表示，新公司成立旨在减少对日本之外的移动

芯片厂商的依赖，解决在智能手机迅速普及下芯片短

缺问题，为日本厂商形成稳定的芯片供应。

低端与LTE市场孕育赶超机会

从更大的范围看，富士通领衔成立手机芯片公司

也是顺应时代所需。智能手机市场的飞速发展为移动

芯片商创造了机遇。单以苹果为例，在苹果产品如

iPhone和iPad强劲销售的推动下，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的芯片销售量已超过传统电脑芯片，并保持高速增

长态势。iSuppli预计，苹果今年将采购280亿美元芯

片，增长15.1%。

移动互联网引发IT行业巨变，在这个高速发展、

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与机会同在。在此过程中，行

业巨头均意图凭借已有优势扩大势力范围。作为业界

新兵，挑战行业的垄断者并非易事，但好在处于变革

中的通信业机会遍地。如今，在智能手机领域，两大

潜力市场正吸引产业链各方觊觎的目光：一是低端智

能手机市场，一是LTE终端市场。这给了处于“第二

梯队”的芯片商向“第一梯队”迈进的机会。

随着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和优化，智能手机向大

众普及速度加快。市场调研公司ABI Research预计，

据了解，联发科收购F-晨星有2个阶段，首先要

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并达到收购40%以上股权，才

能进入第2阶段的并购。

按照联发科和晨星的时间计划表单，联发科第

一阶段收购48%股权，第二阶段则预计100%收购完毕，

总金额预计花费1150亿台币（244亿元人民币，38亿

美元）。

如果双方并购整合顺利，那么，依据2011年的资

料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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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高通、

博通与AMD三家。

（来源：搜狐IT）

8月10日消息，近日，有消息称，部分投资人不

愿意卖出所持有的股票，导致联发科收购晨星案的进

度非常缓慢。昨天，联发科正式出面僻谣，并声称已

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并购。

 2012年6月22日，联发科宣布以公开收购方式，

收购F-晨星，换股比例为1股晨星股票换发0. 794股

联发科股票，加上1元新台币现金，联发科预定第1阶

段先收购2.12亿至2.54亿股晨星股票（占晨星股权约

48%）。

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以8月13日为期限，只要

联发科完成公开收购晨星40%至48%股权，就能通过第

1阶段。但有消息称，因为部分投资人对收购案进度

有所误解，不愿意卖出所持有的股份，导致目前收购

进度离40%的门坎还有一点距离。

昨天，联发科发布公告称，已公开收购F-晨星

2.82亿余股，不但超过预定之最低收购数量2.11亿股，

也达到晨星已发行普通股的40%，第1阶段收购目标提

前完成。

联发科与晨星接下来将举行董事会，敲定针对

收购案召开的股东临时会日期，至于第2阶段的并购，

需要中国内地及韩国的相关机构审核。联发科称，一

切程序都在正常进行。

联发科并购晨星初步告捷：已收购超过40%股份

>>>>>...到2017年，廉价智能手机将占据全球智能手机出货总

量的大约42%，高于2010年的大约14%。高通、英特尔、

联发科等芯片公司都瞄准了售价普遍低于200美元的

低价手机市场，希望通过这个快速增长的领域获得巨

大销量。尤其在新兴市场，例如中国，3G步入规模性

增长前夜，带来千元智能手机爆炸式增长。易观国际

称，中国近三分之二的智能手机属于低端智能手机。

此外，全球运营商正争相部署LTE网络，LTE终端

成为市场新的香饽饽。Digitimes的预测，2016年LTE

智能手机总出货量将达到5.86亿部，将是2012年LTE

智能手机预计出货量6400万部的9倍多。2013年看似

将是LTE智能手机增长的一个真正转折点，预计明年

出货量将增加2倍至1.88亿台。此次富士通等组建的

新公司愿景就是研发面向LTE网络和下一代网络技术

的产品。

竞争加剧芯片市场存变数

随着不断有新军加入战局，移动芯片市场竞争步

入白热化阶段，促使芯片价格不断下降，价格战一触

即发。富士通成立手机芯片公司初衷很好，但也面临

着不少挑战。

首先，高通是横亘在面前的一座大山。作为业界

领头羊，高通的策略一直是为手机、平板电脑开发高

性能、低能耗芯片组，其在芯片集成上拥有2-3年的

优势。如今，向来走高端路线的高通也开始涉足低端

市场，凭借技术和规模优势，其在高中低端各层次终

端市场都拥有相当的竞争力。

其次，不断转型的芯片厂商为移动芯片市场带来

更多变数。在PC市场呼风唤雨的英特尔也开始向移动

领域转型；联发科芯片在中国市场的出货量已经超高

通 ，其势力不可忽视；三星近日宣布推出了世界上

最快的嵌入式NAND芯片，并表示将用于下一代移动产

品……

对于刚刚成立的ANT来说，跟上业界步伐，迅速

建立产业合作伙伴，获得规模效应至关重要。虽定位

日本本土，但在高成长性的新兴市场，ANT或能凭借

综合实力在千篇一律的市场中找到差异化突围的路径。

(来源：通信信息报  李晓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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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8月7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除了要

应对来自英特尔等老牌芯片厂商的竞争威胁，移动设

备芯片领导厂商高通（Qualcomm）还要在亚洲市场和

本土新兴的芯片制造商竞争智能手机芯片市场。

在瞬息万变的高增速产业里，市场竞争无处不在。

RIM和诺基亚已经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移动设

备芯片市场，领先厂商高通正在积极应对来自英伟达

（Nvidia）、英特尔和博通（Broadcom）等竞争对手

对其领导地位发起的激烈挑战。

就在四个月前，由亚洲移动产业的部分大型芯片

厂商联合组成的财团宣布解体。然而，他们似乎对此

非常执着，又在最近成立起了一家合资公司。

在去年最初聚集起来的五家公司中，只有富士通

（Fujitsu）、NTT Docomo和NEC Corp最终同意合作

成立一家名为Access Network Technology Ltd.的公

司，而其余两个公司三星和松下并没有加入这次合作。

这些亚洲厂商仍然坚持着最初的想法， 即发展本土

移动芯片产业，这样就可以减少对于诸如高通这样的

外国芯片商的依赖。尽管最初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日

本市场，但富士通还是希望能够让公司业务遍及全球，

并在2014年占据全球智能手机芯片7%的制造份额。

在未来几年的新兴亚洲国家里，支持3G业务的智

能手机市场有望实现爆炸性增长，这将会对于高通在

该地区的未来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高通中国业务受到威胁

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并有望在年

底前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占有量最大的市场。

季度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智能手机最主要的出货

市场。根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最近的市场调

查显示，在今年第二季度，有4200万部智能手机被运

往中国，而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总量则为1.58亿部。

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同比增长了200%，远超全球47%的

平均同比增幅。第二季度，中国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

的占有率为27%，大幅超过美国16%的市场占有率。

上个季度假日的销售帮助美国缩短了与中国的差

距，但市场研究机构IDC预计中国仍可在全年保持第

一名的地位，到年底时约占全球智能手机市场21%的

份额。我们估计，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迅猛发展背后

有诸多因素提供支撑，比如不断增长的消费者收入水

平，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以及电信运营商针对智能手

机提供的巨额补贴。

电信运营商希望将他们数目庞大的2G基站更换为

3G，因为这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流量费用。在诸如

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里，对3G技术的需求将呈现出爆

炸式增长，我们估计高通一定会这次转型过程中占据

重要的市场地位。

然而如果富士通的合资公司能够顺利运转，不但

意味着这个本就异常拥挤的市场又多了一个强大的竞

争者，并且还将降低整个新兴市场上移动芯片的平均

价格。高通同样瞄准了这些高增长市场，该公司将不

得不降低自身芯片的价格以应对市场竞争。最近，为

了和低成本芯片供应商联发科竞争，高通刚刚在中国

市场下调了芯片产品价格。

这不仅会影响芯片销售，而且还会影响授权业务

收入，而后者是按照手机平均售价的百分比计算的。

降低芯片的成本将导致手机厂商降低智能手机的价格，

这会导致支付给高通的授权费用的降低。上述合资公

司成立的目的就是引入支持长期演进技术（LTE）的

产品，这同样会影响高通的芯片销量，而且还会削弱

高通在LTE基带市场的领先地位。芯片销售目前已经

占高通收入的40%，而授权业务则占到其收入的34%。

我们给出的高通股价预期为每股69美元，高于目前市

场价格17%左右。

（来源：腾讯科技  马乔/文）

高通对决亚洲芯片制造商 争夺中国手机市场

>>>>>...

尽管中国作为全球头号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早已成

为常识，然而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全民热

情激发之下，2011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过美国

跃居全球之冠，不出所料地震撼了全球市场。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2011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达到18.19万件，比

上年增长10%，创历史新高。2011年美国、日本、德

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占全球总量的58%，但中国是专利

申请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2011年的专利申请数

量比2010年增长了33.4%。

企业方面，中兴通讯、松下、华为提交的国际专

利申请数量排名全球前三位。其中中兴通讯提交国际

专利申请2826件，排名第一位；松下提交国际专利申

请2463件，排名第二位；华为提交国际专利申请1831

件，排名第三位。美国高通公司提交国际专利申请数

从2010年的第三位下降至第六位。

“通信行业一直以来都是专利申请数量的龙头行

业，中兴和华为在全球的崛起离不开对技术的长期投

入。展讯在技术上的投入力度从创立之初到现在都是

非常大的，我们凭借持续不断的创新，利用先进的技

术给无线终端手机厂商提供低成本解决方案，以满足

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需求，希望能在移动互联网时

代让全世界都能享受自由沟通的快乐。”在位于上海

张江的展讯中心总部大楼一层的集成电路科技馆中，

展讯通信CFO高晓宁充满自信地对《首席财务官》杂

志表示。

持续投入

1 9 8 5年 7月，七位有识之士聚集在圣迭戈

Irwin Jacobs博士的家中酝酿着一件颠覆全球通信

领域的历史性事件，最终他们决定创建“QUALity 

COMMunications”，这就是20年后全球电信业中最耀

眼的标准制定者——高通公司。

展讯通信CFO高晓宁：专注研发

>>>>>...

事实上，过去十几年中国进口最多的不是石油，

而是半导体芯片，美国出口最多的也恰恰是半导体

芯片，随着三网融合的启动以及全球信息化发展进度，

半导体芯片的需求还会是一个持续增长。不起眼的智

能手机价格不低于电视，销量大、增长快、变化快的

终端市场利润丰厚，几乎吸引了所有大型半导体公司

争分蛋糕，令芯片服务商趋之若鹜，其中既有后来者

居上的跨国巨头高通、博通、迈威尔、联发科半导体

芯片领先的公司，还有英特尔、英飞凌、瑞萨、德州

仪器、飞思卡尔、三星等老牌半导体制造商。然而为

手机终端制造商提供芯片技术和设计服务的手机市场

升级快、淘汰率高，竞争尤为激烈，随着手机芯片的

白热化竞争，手机芯片领域生存所需要的资金、规模、

运营能力和技术门槛随之不断攀升，对宽带、应用处

理器技术、无线连接、软件、射频和系统整合等技术

的要求更是水涨船高。

展讯通信以Turnkey -交钥匙的方式提供解决方

案，整合了高集成度、低功耗的芯片组，客户化的软

件和参考设计，帮助客户开发功能丰富的终端产品，

降低开发成本、缩短产品上市周期。“近年来手机芯

片领域整合不断，对于参与的竞争者们而言技术门槛

更高和挑战性更强，随着德州仪器、飞思卡尔等老牌

供应商相继淡出手机芯片领域，高通、联发科以其新

的知识产权及商业模式上的优势，占据市场成为新型

手机芯片供应商。以后发优势制胜，展讯通信加大研

发投入力度，在多个技术领域超越竞争对手。同时立

足国内，贴近客户，以全方位的优质客户服务和高性

价比的全套手机方案赢得客户的信赖。”高晓宁认为

展讯通信的精妙定位奠定了其成功的基础。

作为中国领先的手机芯片供应商，从全球产业链

分工的角度来看，中国手机如何拥有更多话语权？那

就是让中国手机制造企业自己掌握核心技术，而不是

只生产代工产品、山寨机，进而摆脱被压制在行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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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曲线制造底端的困境。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对

宽带、射频等手机产业链的终端要求更为苛刻。“目

前手机的更新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我们必须迅速掌握

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的动向，为此我们把技术支持中心

直接设立在重点客户那里，和客户黏在一起，迅速掌

握一手信息，实时更新，拿出具有市场说服力的芯片

和解决方案。”在高晓宁看来，国产手机从当初每一

颗芯片都靠进口，到现在攻克复杂的芯片技术进而领

先竞争对手，这些进步离不开对技术投入的长期坚持。

中国移动提出今年要争取实现销售7000万台

~8000万台手机，超过一半的机器是智能机。中国移

动用户达6亿多，有统计显示60%以上的换机用户会采

用3G智能手机。据中国移动预测，2012年TD-SCDMA制

式手机有望超过150款，并将陆续推出多款中高端明

星机型，普及型智能终端的数量也将大幅提升，在与

欧洲、美国各自提出的3G标准的竞争中，中国提出的

TD-SCDMA已正式成为全球认可的3G标准之一。TD手机

在频谱利用率、对业务支持的灵活性、频率灵活性及

成本等方面有独特的智能优势，可以减少用户间干扰，

从而提高频谱利用率。

据透露，2012年5月25日中国移动终端公司二季

度TD手机招标，展讯8810智能机方案、8800G功能机

方案成为这次招标的最大赢家。对于此次手机招标，

不少厂商感叹中标艰难，中国移动总共采购TD手机七

款，而参与的厂商有十几家，平均每个厂商中标概率

不到一款。那么刚刚在手机业崛起的展讯通信何以跻

身于产业最前沿的全球3G/4G通信基带芯片研发生产

企业，并有多款手机成功中标？

从2001年硅谷成立到2007年6月在美国纳斯达克

成功上市，展讯通信的主营业务一直聚焦在移动通信

终端芯片的研发生产，特别是在2.5G/3G/4G基带芯片、

射频芯片等领域拥有技术领先优势，其中2004年成功

研发出全球第一个TD-SCDMA/GPRS/GSM多模基带芯片，

GSM/GPRS核心芯片系列荣获了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

“之所以多款手机中标，是因为绝大部分的TD手

机设计和制造商都是我们的客户，绝大部分报给中移

的手机都是用展讯平台的。过硬的研发技术、高性

价比的方案和稳定的软件平台是赢得中标的关键。”

高晓宁表示，目前展讯通信的1400名员工中90%都是

研发人员，“强大的研发力量一直是我们的核心优势。

我们的客户是全球手机制造商，包括像三星、HTC等

这些一线品牌的手机客户。推出更高技术性能的、更

稳定的产品，派出技术最强的工程师到一线去支持客

户，这是我们走好国际化的关键一步。”

国际化布局

“展讯通信是一个半导体机载芯片设计公司，

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TD-SCDMA中，市场份额超过

50%。”展讯通信CEO李力游是中国通信领域富有传奇

色彩的“技术派”，力挽狂澜，他将曾经连连亏损的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亿美元的跨越。更具标志意义的

是，2009年展讯通信研发成功了世界首颗射频多模单

芯片，被三星手机采用。李力游博士表示，三星选择

展讯基带平台，这充分证明了展讯在不断发展的智能

手机市场中的地位与产品成熟度，这是中国手机芯片

厂家第一次成为全球TOP5手机制造企业的供应商。

目前展讯通信80%的产品销往海外，显示出鲜明

的国际化特征，加速布局海外成为展讯通信当前最紧

迫的战略之一。

2012年3月14日展讯通信与印度最大的手机品牌

制造商——Micromax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根据协议，

展讯投资1000万美元，成为Micromax首选手机芯片供

应商之一。两家公司将通过联合研发，提供多功能创

新产品系列，共同致力于研发最新创新产品，以此提

高主要市场份额。以其独特创新的特点快速占据了印

度乃至全球的手机市场。根据Strategy Analytics发

布的全球手机厂商市场份额报告，Micromax是全球第

12大手机制造商，每季出货量超过400万台。目前拥

有超过60个手机型号，覆盖双卡手机和3G Android智

能手机，产品影响力覆盖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区域

和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区域，甚至远达巴西。

这对于展讯来说充满了吸引力。李力游表示，与

Micromax合作有助于展讯扩大在新兴市场的版图，确

保研发产品紧密贴合世界领先品牌的需求。向客户提

供价格实惠的创新产品，和展讯的合作将为Micromax

的产品实现功能定制，满足本土化需求，加快产品上

市周期，在低成本平台上进行创新。

为支持海外布局，展讯通信围绕研发这个轴心，

在美国的圣迭戈和中国的上海、北京、天津、成都等

地建立研发中心，虽然从传统的财务特征上看，研发

型企业属于典型的轻资产公司，但高晓宁深知进行全

球性布局投入的人力成本非常大。“为了支持研发的

顺利展开，展讯通信每年的研发投入占总营收比例

为17%~20%。研发往往是未雨绸缪，各部门全力支持，

这个产品还没研制出来，就要想到下一个研发产品。

贴近市场、贴近客户，今年做好3G、4G产品，第一时

间把客户的需求设计到产品中去，这是我们最强的优

势，对于这些CFO要把好预算关，了解研发，对研发

项目做好充分评估。在全面了解研发业务之后，做好

后备的资金支持。而这些有依赖于展讯通信稳定的业

绩增长，使我们有充沛的现金流为研发源源不断地输

血。”

力挫浑水

令全球投资者印象深刻的是，在去年年中美国浑

水公司展开的第一波震撼美国资本市场的中概股做空

浪潮之中，展讯通信可以称得上是唯一全身而退的中

概股公司。

回顾去年6月份力挫浑水的过程，高晓宁记忆犹

新。展讯通信在6月29日凌晨被浑水公司质疑，长达

七页的公开信要求展讯解释，2010年展讯在中国内地

增长情况以及某些产品销量、运营现金流账户突然高

速增长等问题，这些异常可能进行了财务造假。这次

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展讯通信提交的2010年和2011

年的财务数据存在重大的财务表述风险，同时浑水声

称已经做空该股。公开信发出后的半小时中，展讯通

信股价暴跌34%。但后市股价快速拉升，截至当天收

盘，下跌3.54%。遭受质疑之后，李力游和高晓宁火

速召开针对投资者的电话会议，逐一回应浑水公司的

15条质疑，表示没有一条是有事实依据的。最终展讯

通信当天成功实现V形大逆转，将跌幅收窄至3.54%，

同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也果断对其

“力挺”。

时隔一年后，高晓宁回忆这段经历时表示，“其

实当时浑水公司质疑的时候，正处于季报沉默期，所

以我不能发表过多言论。作为CFO从展讯成立之初就

加入，使我对公司的各个业务层面了如指掌，并非像

少数长期在华尔街专职做投资者关系而对任职的中国

公司知之甚少的CFO，因为不了解，所以他们对做空

机构的质疑无法提出强有力的有事实基础的辩解。同

时值得庆幸的是，公司上游的业务往来对象都是像台

积电这样有信誉的大型公司，下游也比较容易做调查

核实，整个产业链相对比较开放。浑水的质疑信刚一

出来，就有很多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力挺我们。”

在谈及经验和心得时，高晓宁感叹道，“作为美

国上市公司的CFO，要善于和好消息、坏消息打交道，

无论是坏消息还是好消息，如果有必要，都要及时传

递给投资者，千万不能只报喜不报忧，这样和投资人

之间建立信任，也会让自己更为主动。在反质疑的那

段日子里，我24小时开机，以便和处于不同时差的投

资者沟通，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之所以能排除

非议，除了公司团队和投资者的力量，更为关键的是

公司的业绩真实，以真实的数据和事实说话，身正不

怕影斜，底气自然就足。”

尘埃落定之际，浑水公司创始人布洛克在接受彭

博社电视采访时表示，公开信导致展讯通信惊魂一跌，

但公司管理层立即给予了有效回应，能够在所有质疑

的问题上提供较为满意的答案，这说明是浑水误将疑

点当危险信号，随着所列示问题的公开回复，公司的

透明度获得提升，股价自然也要上涨。

为了更强有力地彰显公司的投资价值，同时也为

了提高现金使用效率，去年展讯通信两次宣布回购其

在外的流通股。高晓宁对此表示，“稳定的经营业绩

让展讯通信自身拥有数亿美元的现金，股票回购是有

效利用手中现金的一种方式，同时也符合长线股东的

最佳利益。”

在中国概念股遭受一系列封杀之后，美国保险公

司对中概股公司的高管责任险保险费大幅上涨，而展

讯通信却享受到了微调的待遇，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显

示了整个市场对展讯管理层和董事会的信心。

在应对浑水过程中，展讯的管理层也纷纷拿出真

金白银来增持公司的股票，为此高晓宁甚至把美国的

房子卖掉也在所不惜，“因为我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

职业经理人，而是把展讯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半导体世家出身的高晓宁，虽然没能像设计出中

国第一款存储芯片的父辈一样从事技术性工作，但从

小就经常在父母工作单位的半导体超净间里穿着防尘

服写作业的她，对半导体领域耳濡目染地有着浓厚的

感情。而赴美留学并从事会计和审计工作五年后，恰

逢2001年展讯通信刚刚成立，也许是半导体的情结使

然，最终高晓宁选择了进入现今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手机通信行业，“我们希望秉承持续的技术创新

实力，希望未来能为中国手机打造更多的金钥匙。”

（来源：首席财务官  袁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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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手机射频

书接上回，上文说过，射频的收

发电路主要包括放大电路（也许有人

会问，那衰减呢？我把衰减说成负增益

总行了吧？），选频电路和变频电路。这

次就主要谈谈选频电路，选频，主要就是通

过滤波器来实现。滤波器设计的书籍很多，这

里就不说设计了，主要谈一下滤波器的种类和特

性及我们怎么来应用滤波器。

先说下滤波器从材质上的分类，介质滤波器，

腔体滤波器，微带滤波器，声表滤波器及LC集总参数

滤波器。目前手机中应用最多的就是声表滤波器了，它

有着较高的带外抑制，较小的相对带宽，能承受较大的功

率，成本低，也可以作到非常小的封装，非常适合在手机这

类移动通信设备中使用，其缺点是比较大的插损，但是随着技

术的不断发展，现在声表滤波器的插损也可以控制在比较小的范

围了。比如手机收发链路中都有着比较多的应用。对于3G的双工

器，其实也是两个并联的声表滤波器，当然，不是传统意义的两个

带通滤波器并联，因为直接把两个滤波器串联到一起，两个滤波器的

频率响应都会发生恶化。其他的射频模块中，滤波器也是必须要用到的

选频器件，比如WIFI/BT还有GPS模块。这里稍微展开了说一下，大家都知

道WIFI，BT是工作在ISM频段，所以对于其带宽有着比较高的限制，所以要

求用SAW抑制带外信号的产生。对于GPS，大家都知道GPS的灵敏度相对于其

他模块，比如WIFI的-80dBm，2G的-102dBm等要小的多，所以在手机这个多

系统共存的通信设备中，有效的滤除带外信号，防止带外信号给GPS接收链

路造成阻塞，失敏等现象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目前手机中GPS射频前端有有

双SAW加LNA和单SAW两种方案，这个SAW是怎么都省不掉的。不管是双SAW方

案还是单SAW方案，都要在两个参数之间去权衡，那就是这个滤波器的插损

和带外抑制。不同的环境选取的值肯定是不同的，如果GPS模块工作环境较

好，那么可以选取低的插损低带外抑制的声表滤波器，如果环境比较恶劣，

带外的较高的信号会严重影响到GPS的灵敏度，具体的值就要看实际的测试

结果了。而且同样的插损，不同频率处的抑制也是不同的，比如在某个位

置要比之前高5DB的抑制，可能带内增加的是0.5DB的插损。当然，这只是

一种提高GPS性能的方式，还是要尽量从根源找到干扰信号，这样才能保证

达到更高的灵敏度，从而缩短冷启动和热启动的定位时间。

手机接收链路的SAW，主要就是抑制带外信号，放大电路是宽频器件，很

容易引入干扰。发射链路的SAW，主要是改善TX NOISE 和防止对邻近的频率产

生干扰，对于杂散及谐波，是很难改善的，我强调过多次，SAW的远端特性，

并不好的，可能远端的抑制都不如带呢的插损打，这点大家要注意。

设计到手机中的应用说的就多了些，现在还是回到选频的功能上，

在通过混频器进行上下变频时，这里要说一下镜频抑制滤波器，就是

防止镜频的引入在混频之后，会产生很多频率。此时的滤波器就是

选取一个期望的频率。当然不同频率的选取难度是不同的，这个

时候不是靠单纯的提高滤波器的性能，主要还是做好频率规划，

这个对于射频系统的设计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在频率已经

选择最优之后，就要根据系统的要求去设计滤波器，比如

多大的带宽，不同频率处多大的抑制等等，不过这些在

手机射频设计中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系统是相同的，

各厂家已经设计好了所有的参数，需要我们做的，

就是选择一款性价比最好的。

单是无源滤波器就是很们很大的学科，

这里只是抛砖引玉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

多多研究下，比如比较基础的还有不同

滤波器模型的特点等，手机射频RD中

也许用不到，但是具备基础的射频

理论知识还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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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做好一个优秀的FAE ？

一个健康而优秀的IC公司，FAE的角色非常重要，他担任着公司产品和

客户开发之间的纽带；那么怎样才能做好一个优秀的FAE，FAE应该具有什

么样的角色呢？

简单的讲，一个优秀的FAE只要具有一个素质即可：“做人”。这两个

字看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非常难；“做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做好自

己；二是“做”好“别人”。

做好自己：首先自己要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良好的沟通能力；诚恳的

态度。

专业知识，对于一个FAE，杂事的专业知识是让客户认可的基本，如

果让客户感觉你仅仅泛泛而谈，客户特别是开发工程师，认为和你配合是

浪费时间，第一印象就否定你了，这样以后的产品推广只能是痴人说梦了，

所以要让客户能够在你身上“学点什么”非常关键。

良好的沟通能力，需要FAE和客户沟通时思路清新，目标明确；这就要

求FAE本人在去拜访客户时做好先前的准备，去客户的目的是什么，我们

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交流，和你沟通的工程师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是

偏技术还是偏形象，客户有可能提出什么问题等等，都需要做到心中有数，

这样和客户沟通起来就会游刃有余，底气十足。

诚恳的态度，也就是良好的心态（主动性），因为做一个FAE，总会碰

见一些异常问题发生，所以一个诚恳的态度，健康地心态非常关键。

做好别人：客户的需求；相同的目标；积极向上的态度 

客户的需求，所以要求FAE要经常的和客户保持沟通，了解客户的需求，

因为对于客户来讲，需求是不断出现的，同样一个产品，如果竞争对手比

你勤快，及时的沟通，你就可能处于下风。

相同的目标，相同的产品很多，怎样让客户认可自己公司产品，在需

要了解客户需求的同时，也需要找到自己产品和竞争产品的优缺点，然后

想法设法找到自己产品和客户需求的共同节点。譬如：对于开发来讲，他

担心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什么？担心的无外乎你的产品是否量产，有没有

在其他客户出现过异常，导入你的产品会不会出乱子，会有什么样的后

果。看重的是你产品的性能，还是价格，还是利益关系等等，只要你将这

些一一给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找到一个相同的结合点，相信推广产品就

会简单很多

积极向上的态度，特别是第一印象，如果客户一开始就认可你，发现

你这个人，专业知识很好，为人也诚恳，同时能帮助自己提升相应知识，

客户一定乐意和你沟通

总之，对于一个FAE来讲，要学会“做人”

华为公司近年来为了改善在全球的形象，打消外

国政府和媒体的质疑，采取了包括公关攻势和运营透

明化等多种手段，但直到目前为止，尽管在非洲和欧

洲市场获得了很大认可，但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政府

仍然对华为心存戒备。

 

华为全球展开“魅力攻势”：欧洲与北美效果迥异

8月7日消息，《经济学人》杂志近日发表文章称，

由于屡次遭受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质疑，华为近年来

开始在全球展开魅力攻势，采取了包括公关攻势和运

营透明化等多种手段。该公司雇佣了游说人士和公关

咨询公司，在许多重要的国家高薪聘请顾问团队，试

图打消外界的疑虑。

班伯里（Banbury）是一座并不知名的英国小镇，

它的名字因为在一首童谣中被提及而为人熟知，此外，

那里还是一种水果糕点的发源地。班伯里似乎并不像

是全球电信巨头争霸的支点。但在2010年，华为公司

在这里设立了名为“网络安全评估中心”的机构，开

创了游说设备采购商和政府的新路子，华为想让他们

相信，华为的设备是值得信赖的。该机构由华为和英

华为全球展开“魅力攻势”：欧洲与北美效果迥异

·R&D TIMES 研发专辑电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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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联合运行，部分员

工曾在政府通信总部工作，他们的职责是确定华为想

卖给英国电信公司的网络设备和软件的可靠性，确保

他们只能执行电信公司的指令，而不会被网络罪犯所

利用。

过去十多年里，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设备厂商

已经走出了中国市场，成为国际市场上的重要成员。

华为和中兴的登场不但使发达国家的传统电信设备厂

商感到了威胁，也让一些国家的关键电信基础设施监

管部门有所担忧。

 

华为2012年上半年营收达1030亿元（约合160亿美元）

包括中兴通讯和中国移动在内的多家大型中国企

业都曾遭受此类质疑。但华为的巨大规模和发达的国

际业务让它成为了批评的中心。

 

2011年，华为公司营收低于爱立信，但盈利水平

差距不大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华为的营收已经超过

连续多年居于全球电信设备霸主地位的爱立信公司。

华为2012年上半年营收高达1030亿元（约合160亿美

元），爱立信公司同期营收仅有155亿美元。华为同

时还是全球十大手机厂商之一，手机业务占该公司全

部营收的四分之一。爱立信则已经剥离相关业务，因

此，在网络基础设施领域，爱立信还是老大，但它的

这把交椅也许已经坐不了多久了。

 

华为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厂商 在除北美外的各个

地区均有上佳表现

不同国家对华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华为的身影

在非洲无处不在，在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大受欢迎。

在印度，媒体和政府指责华为存在安全问题，也认为

华为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加拿大和新西兰，华为

获得了建设大型新通讯网络的合同。而在澳大利亚，

该国政府于今年3月宣布华为不得参与该国一个新的

全国性宽带网络的建设。

华为在美国的处境最为艰难。华为曾和美国的一

些小型移动网络运营商有所合作，但它收购美国科技

公司的尝试却因为官方的反对无果而终。美国众议院

情报委员会对华为和中兴的举动非常关注。去年，由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任主席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华为

收购美国破产服务器厂商3Leaf公司部分财产的行动

提出了反对，理由是未指明的“安全担忧”。华为最

终放弃了该收购计划。

但是，即便在美国，不同人士对华为的态度也有

所不同。一位原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认为，无须

担心华为；另一位成员则表示，“我们疯了才会让华

为接触我们的网络。”

“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战略

引起华为遭受的这些质疑和批评的，其实是很细

微的原因。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并无深厚的背景，他在

1960年代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随后在部队的工

程部门服役，有报道称，任正非当时工作的部门负责

信息技术研发。华为的信息显示，任正非当时曾担任

副主任的职位，但没有任何军衔。在1980年代的大裁

军中，任正非于1983年转业，并移居深圳。

1987年，任正非用2.1万元创立了华为。华为当

时的主要业务是销售从香港进口的电话交换机。在最

初5年的艰难奋斗之后，华为凭借其C&C08数字电话交

换机赚得了第一桶金，这款交换机当时在中国市场上

的占有率是最高的。华为借此赶上了1990年代的中国

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大潮。

当时的华为仍未能打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电信

设备市场，任正非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策略。他

鼓励销售人员打入竞争对手不甚重视的市场。华为的

海外扩张也沿用了类似策略，首先突破次要市场。

华为的定价非常有竞争：沃顿商学院的一份报告

显示，华为针对非洲市场提出的报价比爱立信和诺

基亚低5%至15%。华为的顽强精神和勇气也展露无遗。

华为的工程师穿梭于目标市场的内战和自然灾害之

中，到2006年，华为在非洲市场的销售额便已突破

20亿美元。

华为的客户遍布全球140个国家，覆盖了数十亿

用户。华为公司2011年的营收高达320亿美元，同比

增长近12%，是10年前的10倍。在欧洲国家目前已公

开的4G网络建设项目中，华为拿下了超过半壁江山。

过去几年中，华为一直都是知识产权领域的领头羊，

共计已申请了4.7万件专利。在连接笔记本电脑和电

话系统的“软件狗”和能让运营商低成本运行多个无

线标准的软件方面，华为也处于领先地位。“华为现

在的设备是世界级的，”对华为的崛起有所研究的美

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吉姆·刘易

斯（Jim Lewis）说。

华为拥有14万名员工，其中44%负责研发领域。

华为的大部分员工都在其深圳总部大楼里，华为大楼

号称拥有“万名工程师”，楼里的会议室颇具禅意，

咖啡屋则能让人享受到顶级咖啡。一路之隔的则是富

士康公司的工厂，那里生产着苹果的iPhone和iPad，

当然也有部分华为的产品。华为虽然也有部分制造业

务，但和西方竞争对手一样，选择了将很多制造业务

外包。华为把自己视为中国科技企业的新形象：创新

者、营销者、全球品牌。

知识产权与安全质疑

批评华为的人认为，华为的崛起所依靠的不仅仅

是策略、勇气和任正非对创新的坚持。他们认为，华

为窃取了大量知识产权，中国政府也对华为的扩张予

以补贴，但华为否认了上述所有指控。

美国网络设备巨头思科公司CEO约翰·钱伯斯

（John Chambers）近期表示，华为在知识产权领域

有时“不按规则出牌”。很多美国人相信，华为抄袭

了思科一款早期产品的设计，但华为则坚决予以否认。

思科曾于2004年起诉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这场诉讼

最终以和解落幕。

2011年，华为承认有客户从300亿美元的潜在

“出口融资”项目中受益，但是，仅有少部分资金被

动用。华为表示，“2011年，华为向客户提供的财务

支持占合同总金额的5.86%”，但并未披露具体金额。

今年6月底，中欧官员曾就贸易补贴问题举行会

晤，以防止贸易战的发生。对于各方而言，避免正面

冲突合乎所有人的利益。投行Sanford C. Bernstein

分析师皮埃尔·法拉古（Pierre Ferragu）指出，华

为的竞争对手也曾采取过类似的做法。他表示，所有

厂商在未来都将减少使用这种手段，因为那些只能在

有所补贴的情况下才能买得起设备的客户并不能为设

备厂商带来足够的利润：“你没法再向他们出售高利

润率的后续设备，因为他们买不起。”

“魅力攻势”效果待估

鉴于外界压力，华为正在努力实现开放和现代化，

强调所谓“魅力攻势”。华为已经聘请了专业的游说

人士和公关机构，花重金针对重要的市场组织了顾问

团队，它甚至还专门就相关问题编写了年度报告。

华为的这些举动目前来看尚未取得明显成效。以

华为经常谈论的企业治理改革为例，华为的核心机

构仍然不为人知。一名西方公司董事长曾对此发表

言论称，“华为的轮值CEO机制和国有企业很像。”

美国企业研究院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表示，如果华为想赢得美国的新任，它应

当在美国上市，并遵从政府补贴和贸易方面的全球准

则。

走向开放将能够让华为能够更好地利用电信设

备软硬件方面的国际准则。微软高管斯科特·查尼

（Scott Charney）和埃里克·沃纳（Eric Werner）

在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曾呼吁各国政府的企业寻求

供应链领域更好的国际准则，避免包括安全问题在内

的各种隐患。查尼承认，政府很难信赖非友好国家厂

商设计和部署的设备，但他指出，这种心态会导致非

常恶劣的后果。以厂商所属的国家为依据阻止某产品

入境“会摧毁国际贸易，让IT业陷入分封割据状态”。

剑桥大学安全工程教授罗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指出，禁止进口中国厂商生产的设备会给

外界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因为任何厂商的设备中都包

含中国制造的部件。市场研究公司Forrester分析师

布莱恩·王（Bryan Wang）表示，阿尔卡特-朗讯公

司把除了少数高端路由器之外的所有产品都放在中国

生产，诺基亚西门子公司的一部分移动通信基站和交

换机也都是在中国设计和制造的的。

(来源：搜狐IT  文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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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消息，在推出类短信和彩信业务后，马化

腾和他的腾讯终于动了电信运营商“最后一块奶酪”。

7月19日，微信iOS推出了4.2版，其中一个重要

的功能就是增加了视频/语音通话功能。在微信2.0版

本推出时，业界就曾以文字信息和语音短信对运营商

传统短信和彩信业务造成冲击展开讨论。一年之后的

这次悄悄升级，却令运营商内部陷入激烈争论。

有运营商员工在试用当晚称“脊背发凉”，甚至

发出“三大运营商将彻底沦为管道”、以及“腾讯的野

心就是成为第四大运营商”的哀叹。另有运营商员工却

认为运营商管道化趋势不可避免，但腾讯此次一脚踏入

“灰色地带”，是在监管部门的“枪口下跳舞”。

国际运营商对网络电话态度不一

实际上，利用电信运营商基础网络实现语音通话

并不是新的技术突破。不过微信之前只拥有语音短信

功能，与电信运营商双向、不间断的语音通话还是所

有区别，而4.2版增加的视频/语音通话也使其具备了

与Skype等类似的网络电话（VoIP）服务功能。

目前，国内外监管部门和运营商对VoIP业务态度

并不相同。如Skype曾在俄罗斯、中东、印度以及荷

兰等多个国家遭遇过“封杀”。

今年6月，瑞典电信运营商TeliaSonera也曾计

划对使用VoIP服务的用户缴纳额外6欧元的额外费用，

其中包括Skype这类软件服务。

不过，美国运营商大多对VoIP服务表示欢迎。美

国AT&T公司首席执行官兰德尔•斯蒂芬森（Randall 

Stephenson）近日在一个投资者会议上发言时指出：

当前移动用户减少无线语音服务的消费趋势仍将继续，

并有望在短短几年内出现智能手机用户根本不会再使

用语音通话服务的局面。偶尔进行语音通话的用户则

可能会选择VoIP网络电话应用程序（如Skype等）。

而韩国运营商则对VoIP服务持限制态度。韩国最

大的移动运营商SK电讯近日称，移动VoIP的增长将

“对移动运营商的语音收入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同

时将迫使运营商们出现营收下降，或者停止对网络维

护与升级的投资。”韩国监管机构目前已经批准该国

移动运营商们可对over-the-top(OTT) VoIP 应用程

序的使用进行额外有效收费，或对其进行完全限制。

微信游走在国内监管“灰色地带”

在国内，VoIP业务则一直游走于灰色地带。2005

年为限制VoIP的发展，工信部（当时还是信息产业

部）曾出台政策，明确限制国内民营资本进入网络电

话市场运营。此后，网络电话被归属于基础电信业务，

只有电信运营商才有权发展。

不过，VoIP业务在国内一直在灰色地带迅速发展。

直到2009年已有3000万用户的UUCALL被监管部门强制

创新还是等死？新版微信引发运营商内部激辩

研发专辑 R&D TIMES·电信设备

停止服务，VoIP业务发展一时遭遇重创。

著名电信分析师付亮对此表示，VoIP业务在国内

遭遇监管最严的是“电脑-电话”(PC to Phone)服

务，而腾讯QQ、MSN等在国内的“电脑-电脑”(PC to 

PC)语音/视频服务是一直放开的，而微信目前出现的

（Phone to Phone)是随着智能手机开始普及出现的

新业务模式，目前尚未有进行监管先例和放行条例，

属于监管的“真空地带”。

中国移动称近期不对其分析应对

目前，国内运营商官方对新版微信并没有表现出

明显应对态度，相反在内部员工层面引发了激烈讨论。

在三大运营商中，中国移动对手机语音收入的依

赖性最高。根据中国移动公布的数据，其2011年移动

用户MOU（平均每户每月通话分钟数）达525分钟，同

比略有下降；语音业务收入达3642亿元，占运营收入

的比例为69%。中国联通移动语音业务占其移动服务

收入的51.3%，占运营总收入的比例约为25.3%。而中

国电信移动用户MOU约为269.7分钟，移动语音业务占

其移动服务收入的56.6%，占运营总收入的比例约为

15.8%。

原中国移动数据部总经理、现市场部总经理高念

书在与搜狐 IT电话连线中透露，中国移动内部目前

并没有对新版微信对手机语音的冲击进行数据分析，

近期也没有相关计划。

中国移动内部人员对此表示，语音通话需要聚合

群体效应，腾讯本身无法对通话质量进行优化和保

障，短期如达到一定量级势必会对运营商网络造成巨

大压力，而运营商对其进行限制也很容易。从长期来

看，而中国移动在正在规模部署TD-LTE实验网络，未

来2-3年内主管部门或将发布4G牌照，因此并不需要

太多忧虑。

早在2010年，中国移动就曾以“移动QQ以极低代

价吞噬移动GSM网络流量”问题要求与腾讯重新谈判

合作方式与分成政策，当时有数据称“仅广东移动就

有40%的数据流量来自移动QQ”，此消息曾造成腾讯

股价一度下跌。

运营商员工内部激辩

知名博主、通信专家陈志刚对搜狐IT表示，微信

加入语音通话功能在国内监管方面确实面临一定政策

风险，不过从运营商角度来看，目前来看所谓冲击从

心理层面更大一些。目前使用微信的人都是智能手机

用户，这部分人几乎都已选择了运营商包月套餐，从

实际使用情况上看对流量转化为语音通话的需求不大。

而视频通话更是一个噱头，中国3G用户早已超过一个

亿，可以看到3G视频通话本身并不被中国用户所欢迎，

即使在3G牌照早发了10年的欧美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联通相关部门人员对搜狐IT表示，今年集团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3G用户与提高利润率。新版微

信无论是语音还是视频通话功能都离不开运营商的基

础网络服务，这对中国联通的3G网络是一个优势，也

会对中国联通发展3G智能手机用户特别是校园用户提

供帮助，从短期来看应该不会对微信进行限制，对于

中国联通需要做的就是如何更好的加强流量经营。

中国电信内部工作人员则表示，从长期来看，语

音业务缩水、数据流量爆发式增长已成为一个大趋势，

全球运营商管道化已很明显。不过腾讯在一款应用内

置入网络电话形式的服务确属打“擦边球”，这需要

看监管部门的态度。中国电信需要做的就是保障流量

增长需求同时，提升数据经营的利润率。

创新还是钳制？

知名互联网评论人洪波认为，对着移动互联网和

智能手机迅速发展，腾讯、奇虎360、小米、盛大与

淘宝等互联网企业都在进行手机即时通信布局，而语

音已成为必须做的一个功能，是一个“标配”，对于

腾讯来讲监管并不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今年6月，工信部公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

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意味着多年以

来封闭的电信行业终于开始逐步向民间资本打开了大

门。对于运营商而言，期望监管政策阻挠移动互联网

企业对传统语音市场的渗透已不现实。

在此之前，国内三大运营商也分别推出了与微信

类似的业务，如中国移动的飞聊、中国联通的沃友，

以及中国电信的翼聊等应用，但目前无论从产品、运

营，还是用户数量都与微信不是一个级别。从更广的

角度看，运营商为应对移动互联网冲击所建立起来的

基地业务在经历最初的“高歌猛进”后，目前多数面

临后继乏力、生态链建设与现行体制冲突等诸多问题。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运营商应该在企业体制、创

新激励、人员引入等方面进行更多反思。从国外发展

来看，从kik、viber到tango等类VOIP应用都已逐步

普及，中国移动互联网需要的不是监管钳制，而是需

要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更好地进行业务合作，各自利

用自身优势加速国内产业链发展。

（来源：搜狐IT  宿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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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时间8月11日消息，亚马逊，谷歌和微软

并不满足于为移动设备提供的内容服务和技

术支持，它们相继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作——

Nexus智能手机，Kindle Fire阅读器和Surface平板

电脑。

敏锐的行业巨头们察觉到：在移动时代，想要保

持对用户的影响力，不能单靠内容和服务。用户手中

的移动设备也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过去，硬件控制权对IT行业领导者来说并不那

么重要。PC制造商，如惠普，戴尔和宏基之间的竞争

异常激烈，导致它们的利润率都很低。

微软和英特尔却占有了大部分行业利润。它们是

传统PC的“平行”商业模式的参与人。微软和英特尔

提供PC的软件和芯片，消费者使用PC上网，然后谷歌

和亚马逊在互联网之上建立自己的商业模式。

然而随着移动网络的迅速发展，旧有的盈利模式

开始瓦解。互联网公司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它们的定

位，并反思一贯不重视硬件的态度。

苹果高超的盈利能力挑战了“硬件利润率低”的

传统思维。在今年第一季度，苹果的运营利润率首次

超过了微软公司。微软即将推出的高价产品Surface

平板电脑也是老牌软件巨头开始效仿苹果的佐证。

和传统硬件制造商不同，新进入硬件市场的玩家

把销售移动设备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

微软希望通过硬件让消费者爱上Windows 8，它

可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操作系统。即将上市的

Surface平板电脑为了这个目的而诞生。Surface被分

为两个版本，分别搭载ARM处理器和Intel处理器。

“对亚马逊来说，硬件是商业巨轮的润滑油。”

IHS研究公司的分析师韦恩•兰姆（Wayne Lam）称。

“亚马逊的Kindle阅读器的硬件销售利润率极低。

但它的设计哲学就是细水长流（让消费者们在使用

Kindle阅读器期间不断消费内容产品）。”他说。

“谷歌要保住大众市场。”Gartner分析师卡罗

琳娜•米兰西（Carolina Milanesi）说。“谷歌的财

源来自于大量使用搜索引擎和其他谷歌服务的用户。

若谷歌不在硬件设备领域布局，一旦硬件厂商限制了

上述服务，谷歌的营收将立刻受到影响。”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安卓系统在智能手机领域取

得了成功，但其在平板领域的表现就不尽人意了——

iPad的市场份额依旧坚挺无比。为了挑战苹果，谷歌

煞费苦心地推出了199美元的Nexus 7七英寸平板电脑，

人们对该产品的功能设计以及低廉的价格抱有好评。

进军硬件领域的软件巨头们侵犯了传统合作伙伴

的利益。近期，世界第四大PC制造商宏碁的CEO王振

堂向媒体表达了不满，希望微软就推出Surface一事

“三思而后行”。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投向移动互联网，

传统互联网公司不可能还按捺得住。兰姆认为，传统

的商业模式和供应链关系不适用于移动设备产业——

在移动领域里，和消费者的关系才是第一位的。

“HTC和三星对此并不舒服，却又无可奈何。硬

件商们在安卓系统上投入了太多，它们没有选择。” 

米兰西说。

并非所有互联网公司都渴望发展自己的硬件产品。

尽管关于Facebook即将推出手机的传闻已久，但马克

•扎克伯格于上个月否认了这一点。马克觉得现在制

造手机似乎没什么道理。他本人更倾向于将Facebook

和现有的智能手机系统深度整合。

“看到移动互联网在飞速增长，Facebook的管理

层难免感到坐立不安。不过他们需要找到对消费者来

说最有吸引力的平台与商业模式。”兰姆说。

谷歌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引发了硬件合作伙伴

HTC和三星的担心。人们普遍认为，谷歌看上了摩托

罗拉移动持有的大量专利。但拉里•佩奇称团队将继

续开发改善人们生活的下一代移动设备。

苹果还是王者。丰富的app应用，完善的内容服

务和强大的工业设计都让苹果遥遥领先。谷歌等后来

者即便想模仿，也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

尽管如此，谷歌，微软和亚马逊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苹果的垂直模式——整合软件，硬件和服

务，把未来移动产品的功能设计牢牢把握在手中。

Envisioneering集团分析师理查德•杜赫迪(Richard 

Doherty)如此认为。

“这将引起竞争环境的剧变。”理查德说。“未

来五年内，它们或将成为移动设备领域的领军者，而

非像今天一样，只是诸多手机制造商的一员。”

软件巨头：硬件市场，我们来了

北
京时间8月15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

2004年科技分析师、Gartner的迈克尔•贾登

伯格（Michael Gartenberg）在去日本进行

商务旅行时，偶然看到索尼的Librie--第一款带电子

墨水显示屏的电子阅读器。该产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贾登伯格认为，这预示着类似的一批产品将进入

美国。但存在一些问题，软件是日文的，要求用电脑

下载电子书，而且可选择范围有限。现在，亚马逊的

Kindle在电子阅读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几乎不

记得Librie。索尼为追赶亚马逊推出了继任产品，但

在全球市场处于与第一位相差很大的第三位。

过去20年里，对于日本曾经辉煌的电子公司，这

种现象不断出现。日本公司曾经以突破性硬件--从平

板电脑到高端手机打败了竞争对手。但每次，国际竞

争对手都能通过发布更快速的技术升级，将产品与易

于使用软件和在线服务集成，推出更智能的营销手段，

赢得了胜利。这已经让日本重要的电子制造商之一夏

普处于危险边缘，该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资金短缺和股

价下跌。

在经历了4年的亏损后，索尼进行了又一次重组，

松下也在从消费电子市场抽身。松下总裁Kazuhiro 

Tsuga在6月的一次宣布接管该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上

称：“日本公司对自己的技术和制造力量太自信，忽

视了从消费者角度看产品。”上财年松下出现了公司

94年历史上最严重的年度亏损。上财年，索尼、夏普

和松下合起来共亏损了约200亿美元。

这与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度初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日本开始垄断世界消费电子市场。当日本经济

分析：日本如何在全球电子市场失去优势

·R&D TIMES 研发专辑业界·制造·R&D TIMES 研发专辑业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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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分三路对抗三星 被指替苹果整合供应链

飞速发展时，这些电子巨头占领了内存芯片、彩色

电视和视频刻录机市场，他们的研发实验室诞生了

很多定义了一个时代的产品：Walkman、CD和DVD播

放机。

但现在日本的设备生产商在思想上落后于苹果、

谷歌和韩国的三星。日本当前的弱点却来自于其传

统的强势：痴迷monozukuri或造物艺术，关注硬件

的先进性。这种概念成为日本国家自豪，推动日本

电子公司努力生产世界最薄、最小产品或其他技术

进步，但忽视了人们真正关注的因素，如设计和易

于使用。

在电子阅读器案例中，索尼关注设备销售，而亚

马逊关注电子书销售。因此Kindle更符合设备的存在

理由：购买和阅读图书。Gartner的研究主管贾登伯

格称：“即使第一款设备指出了未来道路，但市场却

远离了索尼，其他公司在赚钱上要成功的多。”

让事情更复杂的是，日元走强使日本公司推出创

新技术和降低成本吸引大众市场变得更困难。对于技

术先进的产品，日本公司常常在国内生产，然后在海

外销售。然而日元汇率上升到接近最高水平时，日本

商品在海外销售的利润下降，而韩国制造商因相对疲

软的韩元避免了这个问题。利润率下降也使投资未来

产品和技术变得困难。

日本公司在开发可能成为下一代电视垄断技术格

式的OLED，或称有机发光二极管上落后，成为该国失

去领先地位的又一例证。新显示器更薄而且能耗更

低。韩国顶级电视生产商三星已经在小尺寸OLED市场，

即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显示屏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现在三星和韩国另一家公司LG电子都计划今年晚些时

候推出55英寸OLED电视。

相对于日本公司索尼、松下、夏普和东芝，花

费多年开发此技术但一直难以商业化，这是一个大

的进步。为缩小与韩国竞争对手的差距，索尼和松

日本电子消费品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

“
只要它做的，我一定联合大家来(对抗)，我

一定要打它一棒。”在一场晚宴上，鸿

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振臂疾呼，号召台

湾知名的IT及家电企业家们加入他的“打狼”行动。

这不是郭台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这条

“狼”的厌恶及痛恨。他给这条狼的标签是“再伟大也

成不了百年企业”“总是对竞争对手背后捅刀的小人”。

这条“狼”名叫三星电子，来自韩国。郭台铭说，

打败它，是他的终身目标。

不只是口头上的呼吁，郭台铭更拿出了实际行动。

不久前，郭向台湾兆丰银行质押了16万股鸿海股票，

按当天鸿海股票价格计算，可换得人民币30亿元左右。

据说，这是郭台铭迄今为止单笔最大的质押，而且是

从其个人口袋掏出，可见，其打狼的狠心及决心不同

寻常。当然，也足以见得这条狼不好对付。

这也让人很好奇，对三星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

才会有这样的愤怒？这条狼，郭台铭又准备怎样打？

恨韩：各种怒和怨

事实上，郭台铭对三星积怨在心已久。

2008年，三星和LG在2008年曾联手打压奇美(鸿

海子公司)与友达，当时前两者一直在持续采购台企

面板，金融危机到来后即立刻大幅撤单，台湾面板业

损失惨重，奇美当年10月出货量锐减四成，而三星却

顺势夺下约24.5%市场份额，行业领先地位继续稳固。

这种利用市场领先地位打压竞争对手的做法，让

郭台铭对三星相当不齿。

另一件事是，三星的落井下石。在2010年的欧盟

针对三星、LG、奇美、友达四大液晶面板生产商的垄

断调查中，三星在欧盟的“宽容容告示”期举报了四

家企业在2001年到2006年间多次讨论如何操纵面板价

格，导致最终郭台铭的奇美被罚3亿欧元。而更让郭

不满的是，三星这个曾经被欧盟以价格操纵之名罚款

的惯犯，却因此次成为“污点证人”免去了罚款。

此事，郭台铭相当的愤怒，直言三星是“抓耙

仔”(闽南语，专打小报告的小人)，更放话说，奇美

不会被“打死”，一定会将钱从韩国人手中赚回来。

事实是，钱没有赚回来，三星反倒迅速崛起，一

跃成为全球营收规模最大的科技公司。去年，三星营

收近1486亿美元，集团不仅占韩国GDP超过两成。它还

是当今唯一有能力同时横跨面板、存储器、半导体元

件制造(ASIC)的企业。从代工到转型为自有品牌，从

下，曾经激烈竞争的对手，在6月建立起空前的联盟，

共同开发OLED生产技术。对于5年前率先成为销售

OLED电视的公司索尼来说，这是非常辛酸的没落。

但索尼高管却欢呼这是“索尼回归的信号”。

11英寸的OLED屏幕只有1/10英寸厚，是一个技术奇

迹。但高达2500美元的价格，使OLED电视在财务上

是失败的。OLED失败距离上一代电视技术遇到相同

挫折仅数年。2004年索尼也是首先推出LCD电视和

LED电视的公司。2008年索尼还推出第一台无边框

LED电视。

当三星在1年后推出了自己的产品时，称他们为

LED电视以区别于LCD。这种营销战略是成功的，三星

让消费者付高价购买LED，并推动电视价格迅速下跌。

据NPD称，2012年上半年三星占据北美LED电视市场的

近1半，而索尼甚至未进入前5名。在多年失去机会后，

索尼现在正式改变战略，最近确定让三星和其他公司

在开发创新技术上领先是合理的。

由于在发布突破性技术上遭到很多痛苦，索尼

高管得出结论，他们只是让竞争对手有了追赶目标，

使廉价的追赶变为可能。索尼首席战略官Tadashi 

Saito表示：“领跑者是顶风的，有时追赶更容

易。”另一位熟悉索尼想法的高管称，电视业务亏损

使其在OLED市场竞争变得更困难。这与索尼早期大相

径庭，当时创始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为了开发新彩色

电视几乎让公司破产。

1964年在推出原型机后，索尼为开发量产技术

耗尽了资金。在索尼推出奠定了公司后来30年成功

的Trinitron产品后，他们花了4年时间进行开发。巴

克莱在东京的分析师Yuji Fujimori表示，这些天感

觉：“从财务角度看，日本公司无法冒这种风险”。

但不冒险也有风险：掉入急剧下降的危险。亏损可能

导致对未来技术或新产品投资的减少。

资金更充裕的竞争对手得益于新产品和新技术的

帮助，让日本竞争力下降，最终导致日本公司的亏损

继续扩大。日本和韩国公司在研发支出上的差距，显

示了这种危险。历史上索尼和松下在研发上都超过了

三星，但从2009年开始，这种韩国公司超过了日本竞

争对手，并且差距还在扩大。

2011年三星研发支出达到约87亿美元，而索尼在

上财年为55亿美元，松下为66亿美元。

（来源：腾讯科技）

·R&D TIMES 研发专辑业界·制造·R&D TIMES 研发专辑业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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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零部件延伸到终端品牌的垂直一体化模式，为三

星撑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全球大半的电子公司，不是

跟三星买东西、就是跟它在某个领域竞争，大家的毛利

率，都得看三星脸色。郭台铭的鸿海集团也不例外。

三星的崛起，式微的是台湾电子企业。郭台铭敢

于号召台企共同打压三星，正是因为三星的上位让台

企吃了不少苦果。而其上位的方式，在很多人看来是

“不地道”的。例如，凭借韩国政府的撑腰(低息贷

款、不正当补贴)，三星便在他国进行倾销，大打价

格战来打压对手，甚至不惜进行“自杀性”行为，把

产品价格拉低到成本之下，以扰乱行业周期，迫使比

自己弱小的竞争对手垮台。

虽然在商言商，三星强大的执行力值得称赞，但

种种“不厚道”的竞争手段放大到一定程度，则会对

行业产生极大损毁力，使其成为“行业”的公敌。

所以，新仇加旧恨，作为台湾企业界内的大佬之

一，郭台铭要也敢于不遗余力的打击三星。

御韩：联手美、日、台

跟三星比起来，论规模，鸿海去年营收足足少了

1万亿元；论产品线，鸿海在半导体与存储器还是空

白。凭一己之力当然打不赢，郭台铭的招数是，联合

其它企业分三路对抗三星——面板、存储器、半导体。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今年3月27日，鸿海

以8.09亿美元入股夏普，并成为夏普单一最大股东。

去年，夏普巨亏46.6亿美元，刷新了亏损记录。鸿海

的入股无疑给夏普带来了一个希望，不但可以从鸿海

获得的16亿美元现金用于最新液晶、OLED等技术的研

发，而且还将加强其在中小尺寸面板领域的竞争力。

而对鸿海而言，则加强了其对抗三星面板的砝码。

虽然鸿海此前已经买下索尼的大部分电视组装业务，

鸿海同时还持有台湾面板厂奇美电子的股份，不过这

些不足以增加鸿海在产业链上的优势。因为与夏普相

比，奇美电子还是缺乏面板制造领域的先进技术，而

与夏普的结合则弥补了缺失的一环。

如此一来，在面板领域，郭台铭目前手上的棋子

有奇美电、夏普、VIZIO(北美最大液晶电视品牌，鸿

海是VIZIO的代工伙伴兼股东)、索尼(鸿海先后收购索

尼墨西哥、斯洛伐克电视组装厂，带进索尼组装大单)。

相比入股夏普，在存储器方面的联合可没有那么

容易。最近郭台铭频繁飞往日本，一是为了给夏普打

气，二是为了替美国美光(全球第四大存储器厂)收购

日本的存储器公司尔必达(Elpida)敲边鼓。

之所以为美光敲边鼓，是因为尔必达申请破产保

护后，美光是最有可能的买家，郭台铭不想三星一家独

大。“全世界现在能够玩得起DRAM的，就是三家到五家，

我绝对不敢碰！”郭台铭认为，“Elpida的问题解决不

了，台湾(存储器产业的)问题根本不能解决。”

不过美光接手尔必达仍有变量，关键就在台湾的

瑞晶电子。瑞晶是尔必达最重要的转投资，比起尔必

达日本广岛老旧的12寸厂，瑞晶设备先进很多，对单

位成本锱铢必较的DRAM来说，更有竞争力。此外截至

3月底，瑞晶虽有近79亿元的长期负债，但多数为银

行贷款，而非公司债这类导致茂德、力晶财务告急的

项目，因此财务相对“最干净”，一位业者说。

所以，与其说美光看上尔必达，不如说它看上尔

必达手中的瑞晶持股；麻烦的是，这一点，瑞晶另一

大股东——力晶也心知肚明，正酝酿反制。

不过，外界也认为郭台铭串联美、日、台的动作，

是在替其最大客户苹果整合供应链，以便将关键零组

件订单从三星逐步转出。

面对三星，最后一块拼图，剩下半导体制造。

“就台积电，张忠谋(台积电董事长)是我表姊夫。”

郭台铭很自信，台积电是全球晶圆(半导体所需的硅

晶片)代工厂。

“我一个人打不过，全世界只有三星一个人、一

家公司，可以这三个(存储器、面板、半导体制造)都

玩。”郭台铭强调，“我只有联合几个人一起打它，

张忠谋打三星的ASIC，我打TFT(LCD面板)，尔必达也

要打(DRAM)。”

不想等政府出手整合，郭台铭自组全球联盟，直

攻三星产品线。但三星也绝非等闲之辈，7月初，三星

集团下令，要求全体员工提前半个小时上班，也就是

早上6：30，三星说，这是为了增强员工的危机意识。

三星越来越勤奋，而郭台铭也显然要和三星死磕

到底，战役才刚开始。

中插：外界也认为郭台铭串联美、日、台的动作，

是在替其最大客户苹果整合供应链，以便将关键零组

件订单从三星逐步转出。

(52RD.com)

使用锂离子技术实现电池充电器

本文中，我们将举例说明如何使用锂离子技术来

实现电池充电器。锂离子电池充电器通常采用恒流

(CC) — 恒压(CV)充电曲线。充电过程会经历几个不

同的阶段，在确保电池容量充满的同时要符合特定的

安全规则。CC-CV曲线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 预充

2. 激活

3. 恒流

4. 恒压

充电开始为预充阶段，以检查电池状况是否良好。

在此阶段中，通常给电池提供电池容量5%到15%的少

量电流，如果电池电压上升到2.8V以上，则认为电池

状况良好，可以进入到激活阶段。在此阶段中，给电

池提供相同的电流，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当电池

电压上升到3V以上，则启动快充，并提供等于或低于

电池容量的恒定电流。当电池电压上升到完全充电电

压(4.2V) 时或出现超时情况（不管哪一种情况先出

现），恒流阶段结束。电池电压到达完全充电电压时，

充电进入到恒压阶段，且电池电压保持恒定。要做到

这一点，充电电流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这一

阶段的充电过程相比于其它充电阶段而言所需的时间

最长。在这个过程中，当充电电流降到“结束电流”

限度以下，通常为电池容量的2%，则电池充满，充电

过程结束。请注意，充电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时

间限制，这是一个重要的安全特性。

 

图1：锂离子电池充电曲线

为了实施这一充电曲线，必须随时了解电池电压

和充电电流。此外，还要检查电池的温度。因为在充

电时，电池往往会变热。如果温度超过电池的规定限

额，就可能对电池造成损害。

就电池充电器的实现方案而言，用户可有两个选

择。一是采用专门的电池充电器IC，二是采用更加

通用的微控制器。第一种方案能快速解决问题，但其

可配置性和用户界面选项（LED指示灯）有限。第二

种方案采用微控制器，设计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但

能提供可配置性选项，并且还能集成其它功能，如电

池充电状态(SOC)计算以及通过通讯接口向系统中的

主机处理器发送信息等。此外，微控制器不能提供充

电器所必需的电源电路系统，而且还需要外部BJT或

MOSFET。不过这些电源组件的成本相比于微控制器或

专门的充电器IC 而言要低得多。

充电器架构

我们从充电曲线可以看出，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

器需要可控的电流源。电流源输出应当根据电池状态

而改变。考虑到上述要求，基于微控制器的实施方案

需要以下功能模块：

1. 电流控制电路

2. 电池参数（电压、电流、温度）测量电路

3. 充电算法（用于实现CC—CV充电曲线）

方案框图如下所示：

 

图2：锂离子电池充电器框图

电流控制电路可采用电压源和电流反馈技术进行

构建。其工作原理类似于典型的负反馈控制系统。允

许充电电流通过小电阻以获得反馈，从而产生一定的

电压。

电压源可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创建：

1. 线性拓扑结构

2. 开关：降压或升压拓扑结构

线性拓扑结构采用线性模式的串联导通元件

（BJT或MOSFET），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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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线性拓扑结构

通过控制串联导通晶体管Q1的偏置实现对充电

电流的控制。可使用数模转换器(ADC)或脉宽调制器

(PWM)配合外部RC低通滤波器来控制偏置。线性方法

适用于充电电流(<1A)较低的情况，因为串联导通元

件会面临功率消耗问题。

开关拓扑结构本身具有低功耗的优势，能实现较

高的充电电流。基于开关降压调节器的充电器如图4

所示。

 

图4：开关降压调节器拓扑结构

充电电流由驱动MOSFET的PWM占空比而设定。

电池参数测量电路：反馈信号需要使用ADC进行

测量，目前大多数微控制器均可提供ADC外设。在图3

和图4中，我们看到了如何获取电池电压和电流反馈。

然而，这些差分信号需要差分ADC进行测量，而通常

在微控制器中采用的是单端ADC。图4和图5所示的电

路通过让微控制器接地和电源接地不同，可方便地加

以修改，从而为电压、电流和温度等所有3个参数生

成单端信号。

 

图5：采用单端ADC进行测量

电池负端可作为微控制器接地，这就让电压、温

度和电流反馈可参考微控制器接地，并能进行单端

ADC测量。对于电流反馈而言，正偏移电压需要引入，

而反馈电压在电池充电时将为负。如图5所示，电阻

R3和R4提供了所需的偏移电压。

充电算法：这一行为将结束环路。CPU读取ADC以

获取电压、充电电流和温度读数，并根据充电曲线控

制PWM占空比。CPU监控ADC结果与控制PWM的速度取决

于环路响应时间和CPU带宽消耗二者之间如何平衡。

ADC参数和PWM分辨率：ADC分辨率和精确度以及

PWM分辨率是在设计电池充电器时应考虑到的重要参

数。ADC分辨率定义了输入电压测量的精度（这里是

指反馈电压）。PWM分辨率则定义了改变输出信号占

空比的精度，这进而又决定了电流控制电路的输出电

压。锂离子电池充电时，电池电压需要实现准确和高

精度的控制。当电池电压接近充满状态时，这一点就

显得尤为重要。可控性取决于ADC分辨率、测量的准

确度以及占空比变化的细粒度。

图5给出了采用赛普拉斯CY8C24x23 PSoC器件实

施的充电器架构示例。微控制器与通用数字和模拟模

块配合使用，可配置为特定的电路功能。举例来说，

持续时间模拟模块可用来实施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比

较器。开关电容模拟模块则有多种不同用途，包括滤

波器、数模转换器(DAC)和模数转换器(ADC) 等。数

字基础模块可用来实施PWM、计数器、定时器和缓冲

器，而数字通讯模块则可用来实施SPI、UART、IrDA 

RX和TX等通信接口。此外，该器件还可提供I2C模块，

可用作为主设备或从设备。

图6所示为单节电池充电器应用的器件资源消耗

情况，我们看到还有足够的数字和模拟模块能够实施

其它有用的功能，这就为系统提供了更多的集成选项，

从而有助于降低系统成本和大小。

 

图6：采用PSoC 1 (CY8C24x23)的实施方案

选择高效AC适配器实现USB充电器设计

通用串行总线（USB）充电已经成为小型电子产

品的一种常见供电方法。许多新型消费类电子设备

（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的AC

电源适配器/电池充电器的功率范围均为5到25W，并

且都有一个USB标准A接口。5V适配器输出电压已经成

为兼容PC/桌面端口充电和通信的首选。目前主流的

连接方法是使用一条标准（mini或者Micro-B）USB线，

而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却是非标准型连接器。随着人

们对电池充电问题关注度的提高，老式的“块儿砖式

适配器”正变身为一种外形“酷”、重量轻、设计时

尚并且安全绿色的充电器。除满足标准调节要求外，

原始设备制造商还在不断打破适配器效率和空载功耗

（待机功耗）方面的性能局限性。例如，各大主要移

动电话充电器制造商已经一致推行五星（空载功耗小

于30 mW）充电器功耗评级制度。这让广大消费者可

以更加容易地比较和选择那些能效高的充电器。

最近，人们在激烈讨论如何标准化移动电话输

入，以及如何生产出一种能为所有手机充电的通用

充电器。2006年，中国发布了一项新规定，旨在标准

化墙上充电器及其连接线。无独有偶，现在GSM协会

（GSMA）也正领导制定“通用充电解决方案”适配器

计划，其目标是用micro USB接口移动电话供电。普

通充电器要求提供5V±5%的电压，最小电流为850 mA，

空载功耗小于150 mW。另外，它还必须符合USB设计

论坛（USB-IF）电池充电规范1.1（BC1.1）（USB-

IF BC1.2将充电电流范围从1.5A扩展至5A。）。除便

于消费者使用以外，标准化充电器还可减少大量的多

余充电器。另外，带有多个USB插孔的AC适配器，让

消费者可以在无需使用众多专用充电器的情况下方便

地为多种电子设备充电。一些高输出电流充电器还允

许进行快速电池充电。相比限制电流500mA的标准USB 

2.0端口，这是一个重要优势。人们对于这些改进性

能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适配器设计也越来越小型化，

这些都让这种“黑匣子”中的热管理成为摆在广大电

源设计者面前的一道巨大难题。

电源架构

考虑到功耗大小问题，图1所示反向拓扑结构因

其简单性和低成本成为我们的首选。二次侧肖特基

二极管整流器（图1a）的传导损耗，成为实现高效率、

紧凑型适配设计的一个限制因素。例如，在一个典

型5-V/3-A适配器中，满负载条件下二极管整流器本

身的功率损耗便可达到总系统损耗的30%到40%（忽略

二次损耗对高一次侧损耗的综合影响）。为输出（图

1b）安装一个同步整流器（SR），可以提高转换器的

总效率，并且由于产生的热量更少（适配器设计中至

关重要），因此系统热管理更加容易。

 

图1:简化反向拓扑

给经典反向拓扑增加一个SR并不复杂，但却可以

大大降低总系统功耗。这种方法可有效改变功耗电平，

功耗随着MOSFET技术的快速发展而不断降低。因此，

同步整流现在适用于种类繁多的各种产品。SR的低功

耗特性让设计人员可以使用一些体积更小的组件。这

些组件拥有更少的散热组件，从而实现降低组装成本、

产品尺寸和包装重量的同时提高功率密度。

请注意，如果允许SR MOSFET在空载/待机状态下

开关，系统功耗性能可能会降低。除SR控制器IC所要

求的静态功耗以外，SR-MOSFET开关功耗会成为实现

最佳可行系统空载性能的限制因素。

绿色输出整流：满负载到空载

本文现在将为您介绍如TI UCC24610TM绿色整流

器控制器等IC如何简化USB充电器设计，以及如何实

现满负载范围的高系统效率。图2显示了有和没有同

步整流的一个反向转换器的简化系统波形。这些波形

是某个控制方案所产生的结果，其直接检测MOSFET漏

极到源极电压（VDS）。相比其他实现方法，例如：

一次侧同步或者使用二次侧电流变压器实现的同步控

制，这种控制方法在今天获得了广泛的使用。这种控

制方案中，需让SR控制器的关闭阈值尽可能地接近零，

从而实现MOSFET通道的最大传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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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和SR-MOSFET输出整流的简化

反向波形

我们可以对反向转换器进行设计，让它可以根据

终端应用要求工作在不同模式下。对于工作在连续导

电模式（CCM）下的设计来说，变压器二次绕组的电

流在一次侧MOSFET开启以前不会降至零，从而导致一

定时间的交叉导电。在这类转换器中实现同步整流后，

一旦一次侧开关开启SR MOSFET马上就要关闭，这点

极为重要。这样可以防止出现反向导电，并控制额外

功耗和器件应力。“绿色整流器”的同步功能检测到

一次侧导通跃迁后，关闭SR MOSFET。图3描述了SR门

关断跃迁现在如何受到一次侧同步信号的控制，而不

受VDS检测的控制。

如前所述，实现同步整流可能会降低轻载效率

和空载功耗。轻载或者空载功耗的主要原因是SR-

MOSFET开关和SR控制器IC偏置。“绿色整流器”成功

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方法是：（1）使用一个自动轻

载检测电路，在其导电时间降至某个阈值以下时关闭

SR MOSFET的门开关；（2）使用EN功能，让IC进入睡

眠模式，消除静态功耗。轻载检测电路对每个开关周

期的SR导电时间和设定最小“导通”时间（MOT）进

行比较。当负载降低时，二次导电时间短于MOT，且

下一个SR门脉冲失效。利用控制器IC的EN功能，可实

现进一步降低空载功耗。我们可以使用一种MOSFET漏

极电压的简易均衡电路，空载状态下让IC进入睡眠模

式，从而将IC的偏置电流消耗限制在100 μA。利用

这种方法，可以再降低10mW的空载功耗。提高空载性

能的最后一步是添加一个低电流肖特基二极管，并与

SR MOSFET并联在一起。

 

图3:一次侧同步的典型CCM反向波形

例如，我们使用两个控制器芯片组（ T I 

UCC28610和UCC24610），为平板电脑终端应用设计一

种3A额定电流的USB充电器。访问本文末尾的网站地

址，可以查看到这种充电器的参考设计（PMP4305）。

UCC24610非常适合于那些使用5-V反向开关模式电源

的应用，并且可以工作在4.75到5.25 V规定USB电压

范围内。因此，这种SR控制器直接偏置于转换器输出，

无需在主电源变压器上安装辅助绕组。这种控制器还

允许使用两个消隐计时器的外部编程，防止导通和关

断过渡期间检测到的VDS振铃引起SR伪触发。图4显示

了满负载状态下PMP4305的典型功率级波形。IC控制

方案不受导通时VDS信号的严重振铃所影响，因为可

编程MOT计时器在此期间禁用了VTHOFF比较器。

 

图4:PMP4305满负载波形

图5显示了115V和230V AC线压状态下SR-MOSFET

和肖特基二极管输出整流效率之间的对比情况。实现

同步整流，可在满负载到约25%满负载范围内实现80%

以上的效率。另外，在这一负载范围内，通过肖特基

二极管整流可实现3到5个百分点的效率提高。

 

图5:肖特基二极管与同步整流（SR）系统效率对比图

结论

消费类设备USB充电解决方案正受到越来越多人

的关注。拥有多个USB接口的10W到25W充电器通用标准，

可为多种设备供电，无需为每一种新的电子设备都配

备一个新的墙上充电器。我们需要使用一些高效率的

AC/DC转换器，才能满足高密度小型适配不断发展的需

求。如UCC24610“绿色整流器”等器件，可以帮助提

高AC/DC转换器效率，并实现高密度USB充电器设计。

如何延长智能手机续航时间？飞兆半导体新器件解难题

“现在智能手机最大的问题就是续航能力，一款

国内著名品牌的智能手机采用了我们的IntelliMAX

智能负载开关以后续航能力从以前的待机一天提高

到了3天！这就是智能负载开关给智能手机带来的变

化。”在2012便携产品创新技术展上，飞兆半导体移

动、计算、消费和通信市场行销暨应用工程部高级市

场业务推广经理李文辉强调了飞兆半导体这款新品的

优势，“我们采用独特的BI-CMOS工艺，克服了传统

负载开关的难题。”

据介绍，与传统负载开关不同，飞兆半导体的

IntelliMAX智能负载开关是内部整合了逻辑控制电路

和各类保护电路的新型负载开关，该产品具有防止浪

涌电流的压摆率控制、过流限制和热关断保护、反向

电流阻断和低运作输入电压等功能，能够处理众多带

有多信道配置和高电压与电流负载的应用。

 

飞兆半导体在2012便携产品创新技术展上首度展示的

IntelliMAX智能负载开关

 

图1 IntelliMAX智能负载开关与传统负载开关的比较

 

图2 IntelliMAX智能负载开关功能方框图

李文辉指出智能负载开关有四大好处：降低待机

功耗、采用压摆率控制控制减少浪涌电流、过流保护

和系统上电排序。“现在智能手机要管理的功能模块

非常多，显示器、触摸板、蓝牙、wifi、摄像模块、

GPS等等，这些模块的待机控制和上电排序不能完全

由PMU和传统负载开关来完成，因为PMU和传统负载开

关中MOSFET采用的是CMOS工艺，难以将导通电阻降低，

漏电流降低，而飞兆半导体采用新工艺实现的智能负

载开关可以将导通电阻降低很多，并支持更低工作电

压。”

例如，在便携技术展上首度展出的IntelliMAX 

FPF1039和FPF1048开关适用于需要大电流能力和低导

通电阻解决方案进行功率路径管理的智能设备和便

携存储设备，它们可以提供20m?和23m?的导通电阻，

1.2V – 5.5V和1.5V – 5.5V的输入电压范围，以

及极低的关断电流泄漏，有助于满足低待机功耗应

用的要求。TR = 2.7mS的优化压摆率受控开启特性

可以防止带有最高200?F大电容的电源轨的电压下降。

FPF1048还提供了真正的反向电流阻断(True Reverse 

Current Block)功能，不论产品处于开或关状态，均

可避免不需要的反向功率。

智能负载开关解决六大系统设计难题

IntelliMAX解决了四大系统难题

1、系统问题：具有大容量的电容在开启

期间出现浪涌电流，瞬态输入电压下降，欠

压闭锁（UVLO）保护功能会使系统出现异

常？如何应对？

李文辉表示针对这个问题，一般通过对压摆率进

行控制，用正确的Tr（上升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Tr可由集成的PMOS栅极电流驱动电流来控制

 

如下图所示，实现了正确的Tr，则可以解决Vin

下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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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搜寻，并将符合条件的选项乃至地图显示于屏幕上，

用户便能按图索骥的找到合适的理想餐厅。

事实上，在这短短几秒看似简单的操作过程中，

背后便包含了许多零组件的运作，包括像是触控屏幕

的感应、产品（硬件）与用户操作接口（软件）的结

合使用、麦克风透过消除背景杂音收讯以传递干净

的用户声讯、3G模块的启动、与邻近基站的联机能

力、GPS定位系统的作用、服务器搜寻结果的回传等

等。虽然对用户来说，感受到的是「好不好用」的使

用观感；但对开发者而言，却必须从背后的机械结构、

组件选择、软硬件整合到通讯模块一一详加验证，才

能创造良好的使用经验、完整实现产品的使用目的。

因此，了解产品在整个通讯环境中所有可能产生

电磁讯号的组件，可说是在进行建置设计时的一大重

要前提。透过图一，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目前一般

新式装置中主要有四大种类的组件会产生电磁讯号，

这些组件自行发出的讯号若是因设计不良而造成相

互干扰，便可称作载台噪声（Platform Noise）。这

四类组件包括有系统平台（如中央处理器、内存、电

源供应器）、对内对外的连接器耦合路径（如各种传

输接口像是USB、HDMI）、外购平台模块（如触控屏

幕、相机镜头模块、固态硬盘及其它向厂商外购后进

行组装的组件）及无线芯片组/无线模块（如Wi-Fi 

802.11 a/b/g/n、Bluetooth、GPS）等，这四大类组

件均需透过缜密的量测、计算，才能精确找出最佳的

电路设计与妥善进行整体产品建置，避免彼此间的干

扰，将所有可能的问题风险降至最低。

 

通过触控屏谈无线通讯的噪声干扰与验证要点

随着过去十数年无线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规格

的不断进化，各种不同的无线技术不论是GSM、GPS、

WLAN（如Wi-Fi）、Bluetooth等都开始逐渐出现、并

普及于日常生活中。

无线通讯技术本身即已博大精深，而在导入至

各式电子装置与应用领域时，更必须考虑到电磁干

扰（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即一般通称的

EMI）与电磁兼容（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的问题，以避免相关功能受到干扰而产生讯号

劣化、影响其正常运作。然而，尽管世界各地已纷纷

立法建立相关的电磁规范，关注于对电磁辐射与RF

（Radio Frequency）射频的限制，但在面对不同通

讯模块彼此间可能产生相互干扰的这个状况下，却难

以有一套固定的标准，去预防或解决相关难题，这也

因此成为各产品开发商最需加以克服的重点。

除此之外，加上近来可携式装置的热潮以及通讯

功能的多元化，使得这些相关通讯模块与天线，皆必

须设计成更加轻薄短小的体积，来符合行动应用的需

求，这样的状况更使得产品要做到最佳化设计更为难

上加难。要在极其狭小与精简的空间中，建置更多不

同的无线模块与天线，这些组件彼此间势必将更容易

产生噪声干扰、而影响到其传输表现，因为经常观察

到像是传输距离变短、传输速率降低等等不利于产品

通讯性能的状况。百佳泰（Allion Labs, Inc）在此

文中，将介绍在无线通讯状况下，应如何正确量测无

线通讯讯号及进行电磁兼容分析，希冀能与相关开发

厂商相互切磋交流、提供技术上的参考。

复杂的通讯环境：载台噪声（Platform 
N o i s e ） 造 成 的 接 收 感 度 恶 化 （ D e 
Sense）

首先，先来试想一般消费者在使用现在新式手持

装置（不论是智能型手机或是平板电脑）时的可能情

境：消费者到了用餐时间，想寻找邻近的餐厅，便可

以拿出手机，透过点击打开预先下载好的一款应用程

序，然后透过声控方式，说出想选择的料理种类，接

着，应用程序便会将接收到的的声讯传送至网络上该

应用程序业者的服务器进行解译、用户所在位置定位

图3 用压摆率进行控制可以实现正确的Tr

2、过流限制系统挑战

系统问题：防止连接损坏的负载出现过流或者短

路，由于功率大，会导致出现较大的Vin压降，导致

系统出现永久性损坏，USB或者HDMI物理连接可能导

致此问题。

李文辉表示此问题解决是通过动态Ron控制，将

过流限制在特定数值上

ILIM设置：固定或者可调节，注意mini ILIM设

置应当超过最大Iout。

ILIM精度：±25%、±10%或者±5%

 

图4 三种过流保护行为

3、热关断设计挑战

系统问题：大功率耗散可能导致功率器件过热或

者损坏

解决办法：估算结温对输入功率进行预算，避免

器件过热，通常采用ILIM中的过电流源部件。

 

图5 热关断设计考虑因素

4、反向电流阻断（RCB）设计挑战

李文辉表示由于目前自带电源的设备增多，在充

电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电流倒灌的现象，例如一款自

带电池的wifi设备在与便携设备连接时，当便携设

备充电时，可能会出现电流倒灌现象，引起系统错误，

“传统RCB其实都不是真正的RCB，只在禁用期间进行

RCB，飞兆的智能负载开关才是真正的RCB，在启用和

禁用期间都进行RCB。”

解决办法是，当Vin＜Vout时，通过改变体二极

管的方向来阻断不需要的方向电流。如下图所示

 

图6 反向电流阻断（RCB）解决之道

5、输出放电设计挑战

系统问题：大容量输出电容在禁用期间需要较长

的放电时间引起系统上电排序问题，李文辉表示针对

此问题解决办法是在器件关断时内部NFET启用。

6、无缝电源转换挑战

系统问题：在具有2：1功率选择的输入电源转换

期间，通常采用显著的输入电压下降，通常采用较高

的Cout来解决但会引发占位问题。李文辉表示飞兆半

导体的智能负载开关采用先进的先断后运作，在较小

电容情况下，最大限度电压下降。

 

图7 智能负载开关和相关产品对比

此外，IntelliMAX智能负载开关还可以提供控制

上电顺序报告输出，方便上电顺序控制。

李文辉强调IntelliMAX智能负载开关得益于飞兆

半导体独有的工艺技术，器件的静态电流可以低于

1uA，目前市场还没有类似产品推出。



研发专辑 R&D TIMES·技术文章

52rd.com ��

·R&D TIMES 研发专辑技术文章

52rd.com��

所谓载台噪声的干扰（Pl a t f o r m  N o i s e 

Interference）是指什么呢？举例而言，面板是目前

所有操控装置的最大组件，而装置内天线所发射的任

何讯号都会打到面板，而面板所发出的噪声也都会进

到天线中；同样的，天线发出的电波也会影响到各

个接口；而不同模块各自所发出的讯号，也会成为

彼此的噪声，这就是所谓的载台噪声干扰。而当这

些的模块、组件都在同时运作，并且干扰无法被控

制在一定限度之下时，便会产生「接收感度恶化」

（Degradation of Sensitivity，De Sense）的现象，

影响装置无线效能的正常运作。

譬如在同一个频段中，当A手机能够接收1000个

频道的讯号，而B手机仅能接收到500个频道，在实际

感受上，用户便会认为B手机的收讯能力不佳。由于

天线、滤波器、前置电路并不会在任一特定频道中表

现特别差，归纳来说，这便可能是因为B手机在设计

时有未尽之处，而受到载台噪声的干扰，造成所谓的

接收感度恶化。

量测出载台噪声干扰的方法并不困难，可以选择

一个干净无外界干扰的环境（如电磁波隔离箱），透

过单独量测单一无线模块接电路板作用的讯号吞吐量

（Throughput）结果（如图二的黄色线段），以及量

测该模块建置于产品系统平台之中作用的讯号吞吐量

结果（如图二的蓝色线段），两者间进行比较，便会

发现到作用于产品平台中时明显有讯号劣化情形。而

两者间路径损失（Path Loss）的差异，便可视为载

台噪声的干扰所致。

 

在此必须强调一个观念，那就是载台噪声的存在

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将噪声降到零值，因为模

块必须透过系统供电，而模块所放置的位置也会影

响到邻近其它模块与接口，其中势必会有噪声的产生。

不过载台噪声的存在虽然不可避免，却可以设法让其

干扰降到最低、而不致影响通讯表现的程度，这也就

是为什么我们要去量测噪声、找出干扰源的原因。

然而，要量测出载台噪声干扰并非难事，但若要

验证载台噪声的来源有哪些、以及个别来源造成的干

扰程度，则需要非常复杂与细致的量测方法，而这

绝对是开发者的一大挑战。光是控制变因并对可能造

成干扰的组件进行交叉量测，彼此间便可以产生上千

种组合，像是不同的通讯频道间、Bluetooth与Wi-

Fi、Wi-Fi与3G、3G与GPS等等，都可能因为讯号共存

（Co-existence）、串音（Crosstalk）等状况造成

讯号损耗。如何透过正确的量测顺序与手法、并将其

间耗时的交叉量测加以自动化，以有效判断主要噪声

源，便是其中的学问所在。

降低噪声的首要重点：制定合理的噪声
预算（Noise Budget）以进行调变

在了解到载台噪声的干扰会造成接收感度恶化

的情形，并且已知如何量测后，下一个重点就在设

定出装置噪声的许可值，也就是制订出合理的噪声预

算（Noise Budget），才能为装置做出最适宜的调整。

也就是说，在得知该无线通讯技术可以如何解调（例

如已知该3G模块的恶化情形是可以透过GPS模块解调

的），了解到噪声大小与Eb/No（系统平均讯噪比）

后，设定出合宜的噪声容许值，才能进行噪声干扰的

修正（而非消除）。

然而，这样的修正并非单一组件的校正，而是需

要一连串环环相扣的验证与修改。举例来说，当装置

的屏幕对天线接收造成干扰时，要进行调变的不只

是面板本身，还包括了背后的显示卡、输入输出功率、

线路的设计、LVDS接口等，甚至是天线的表面电流分

布方式，都需要进行调变。从图三简略的图示便可看

出，影响无线装置讯号接收能力的可变因素有许多，

而彼此间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依存关系。因此，依

据实际的载台噪声状况，订定出合理的噪声预算，再

据此进行调变以降低噪声，才是能有效提升产品质量

的关键。

 

实例说明：最大干扰源--触控面板

如前所述，触控面板是各类以触控为核心应用的

新式装置中所占面积最大的组件，相应产生的干扰问

题也就越多，因此，确保其所造成的载台噪声能控制

在噪声预算内，自然是验证时的第一要务。根据百佳

泰的验证经验，目前在智能型手机及平板装置中，约

莫有60%的干扰问题都来自于触控面板，其中又有70%

是源于面板里的IC控制芯片，接下来我们就将针对触

控面板的验证要点进行说明。

触控面板顾名思义，就是具备触控功能的面板，

然而，触控面板第一个所需要克服的干扰，不是来

自同一装置内的其它模块或接口，而是面板本身对

触控功能所产生的干扰。包括像是面板的像素电极

（Pixel Electrode）、像素频率（Pixel Clock）、

储存电容（Storage Capacitor）、逐线显示（Line-

by-Line Address）背光板模块（Back Light Unit）

等都会造成面板对触控的干扰。

此时就要去量测触控时的电压，扫瞄并观察在不

同时间以及使用不同触控点的电压变化，以了解实际

载台噪声的状况，才能进行适当的调变。基本而言，

触控的扫瞄电压约是100~200k，而屏幕的更新率则是

五毫秒（ms），以检查所有触控点，这种低周期的频

率便非常容易造成对GPS及SIM卡的干扰。因此，触控

面板必须提高电压才能解决面板的干扰，也就是透过

微幅降低触控感应的灵敏度，以换来载台噪声降低；

而在实际量测观察时，除了需要透过精确的夹具与仪

器外，也必须量测时域（而非频率），才能得到真正

的错误率（BER）数据。

 

在量测出触控面板本身的噪声后，并设定出合理

的噪声预算值后，就可以开始进行触控面板对各种不

同模块的噪声量测，图四的触控面板噪声预算鱼骨图，

就是我们根据经验归纳研究出的量测与验证顺序，必

须透过对噪声预算的控制，来观察触控面板对不同模

块的干扰状况。在图五的实际量测图中，红线部分便

是我们设定的噪声预算值，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将噪声

值降低到红线以下。

 

以下我们便来探讨几个与触控面板相关
的干扰实例：

 

目前许多新规装置如平板电脑或Ultrabook在设

计面板显示的讯号传输时，都会采取所谓的LVDS进

行传导，LVDS也就是低电压差动讯号（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是一种可满足高效能且

低电压数据传输应用需求的技术。然而在实际应用上，

这些讯号也许可能部分进入如3G等行动通讯频段，而

产生很大的地面电容不平衡（Ground Capacitance 

Unbalance）电流、并致使干扰。然而，传统的处理

方式是透过贴铜箔胶带或导电布，来缓和这样的情况，

但实际对地不平衡的现象并未解决，未真正将LVDS线

缆的问题有效处理。唯有透过量测LVDS讯号本身在封

闭环境与系统平台上的噪声差异，才能从问题源头加

以进行调整。

• 线路逻辑闸

此外，触控面板接有许多的线路，这些线路的

逻辑闸都会因不断的开关而产生频率干扰。举例来

说，当逻辑闸产生约45MHz的干扰时，像GSM 850

（869-896 MHz）跟GSM 900（925-960 MHz）间的

发射接收频率差距小于45MHz，便会产生外部调变

（External Modulation）而造成干扰；另一个例子



研发专辑 R&D TIMES·技术文章

52rd.com �0

·R&D TIMES 研发专辑技术文章

52rd.com��

造成严重的噪声干扰。这时我们就必须回到前面的鱼

骨图，依序进行不同模块设定、位置建置、通讯环境

的验证。

精密量测验证 才能有效提升通讯质量 降
低噪声干扰

 

在本文的最后，百佳泰也提供我们根据经验归纳

设计出的完整验证步骤，以作为开发验证时的参考，

透过这样的验证顺序，才能按部就班的降低噪声干扰，

提升通讯质量。根据图八所示，一个完整具有各式通

讯模块与触控功能的装置，主要可分成以下三个验证

步骤：

1. 传导测试（Conductive Test）：

在验证初始必须先透过传导测试，精确量测出装

置本身的载台噪声、接收感度恶化情形、以及传送与

接受（Tx/Rx）时的载台噪声。

2. 电磁兼容性（Near Field EMC）：

在掌握了传导测试所能取得的相关信息，并设定

噪声预算后，便可进行包括天线表面电流量测、噪

声电流分布量测及耦合路径损失（Coupling Path 

Loss）的量测，以及相机、触控面板的噪声和射频共

存外部调变。

3. OTA测试（Over The Air Test）：

完成传导与EMC测试后，便可针对不同通讯模

块进行独立与共存的量测、总辐射功率（Total 

Radiation Power，TRP）与全向灵敏度（Total 

Isotropic Sensitivity，TIS）的量测、GPS载波噪

声比（C/N Ratio）的量测乃至DVB的接收灵敏度测试。

则是蓝牙受到逻辑闸的开关而使电流产生大小变化，

这样的外部调变使得讯号进入GSM1800、GSM1900的频

谱而产生干扰。

因 此 ， 我 们 必 须 使 用 频 域 模 拟 法 进 行

S-parameter分析取样，确认电脑仿真与实机测试的

误差值在容许范围内，以掌握噪声传导的状况。才能

不牺牲消费者的良好触控经验，又能减少触控面板对

产品其它模块及组件造成的干扰。

• 固态硬盘

 

新兴的储存媒介—固态硬盘（SSD）尽管受闪存

的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而在成本上仍居高不下，但因

其体积轻薄与低功耗的特性，已被广泛应用在平板电

脑及其它形式的行动装置中。然而，传统磁盘式硬盘

容易受到外来通讯状况影响的情形（例如当手机放在

电脑硬盘旁接听使用，有可能干扰到硬盘造成数据毁

损），也同样出现在SSD上。

在SSD上的状况时，SSD会随着使用抹写次数

（P/E Cycle）的增加，而使得其噪声容限（Noise 

Margin）随之降低，就如图七所示，经过一万次的抹

写使用后，噪声容限就产生了明显的恶化，而更容易

受到触控面板或其它噪声源的干扰，而影响实际功能。

在这个情境下，若能作到SSD的均匀抹写，便是有效

缓和噪声容限下降速率的方法之一。

• 模块多任务运作

触控面板所使用的电来自系统本身，而其它如通

讯或相机等模块等，也都同样透过系统供电，因此，

电压的稳定与充足便是使这些组件模块能良好运作的

关键所在。在所有需要使用电源的模块中，其中尤以

3G或Wi-Fi模块在进行联机上网（数据传输）时最为

耗电，在所有这些通讯模块开启的同时，就很可能造

成电压不足，而影响到触控面板的稳定吃电；另外，

此时通讯模块的电磁波，也可能同时直接打到面板上，

基于PCB模拟设计的良好接地指导原则

接地无疑是系统设计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尽

管它的概念相对比较简单，实施起来却很复杂，遗憾

的是，它没有一个简明扼要可以用详细步骤描述的方

法来保证取得良好效果，但如果在某些细节上处理不

当，可能会导致令人头痛的问题。

对于线性系统而言，“地”是信号的基准点。遗

憾的是，在单极性电源系统中，它还成为电源电流的

回路。接地策略应用不当，可能严重损害高精度线性

系统的性能。

对于所有模拟设计而言，接地都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问题，而在基于PCB的电路中，适当实施接地也具

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幸运的是，某些高质量接地原

理，特别是接地层的使用，对于PCB环境是固有不变

的。由于这一因素是基于PCB的模拟设计的显著优势

之一，我们将在本文中对其进行重点讨论。

我们必须对接地的其他一些方面进行管理，包括

控制可能导致性能降低的杂散接地和信号返回电压。

这些电压可能是由于外部信号耦合、公共电流导致的，

或者只是由于接地导线中的过度IR压降导致的。适当

地布线、布线的尺寸，以及差分信号处理和接地隔离

技术，使得我们能够控制此类寄生电压。

我们将要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是适用于模拟/数

字混合信号环境的接地技术。事实上，高质量接地这

个问题可以—也必然—影响到混合信号PCB设计的整

个布局原则。

目前的信号处理系统一般需要混合信号器件，例

如模数转换器(ADC)、数模转换器(DAC)和快速数字信

号处理器(DSP)。由于需要处理宽动态范围的模拟信

号，因此必须使用高性能ADC和DAC。在恶劣的数字环

境内，能否保持宽动态范围和低噪声与采用良好的高

速电路设计技术密切相关，包括适当的信号布线、去

耦和接地。

过去，一般认为“高精度、低速”电路与所谓的

“高速”电路有所不同。对于ADC和DAC，采样（或更

新）频率一般用作区分速度标准。不过，以下两个示

例显示，实际操作中，目前大多数信号处理IC真正实

现了“高速”，因此必须作为此类器件来对待，才能

保持高性能。DSP、ADC和DAC均是如此。

所有适合信号处理应用的采样ADC（内置采样保

持电路的ADC）均采用具有快速上升和下降时间（一

般为数纳秒）的高速时钟工作，即使呑吐量看似较低

也必须视为高速器件。例如，中速12位逐次逼近型

(SAR) ADC可采用10 MHz内部时钟工作，而采样速率

仅为500 kSPS。

Σ-Δ型ADC具有高过采样比，因此还需要高速

时钟。即使是高分辨率的所谓“低频”工业测量ADC

（例如AD77xx-系列）吞吐速率达到10 Hz至7.5 kHz，

也采用5 MHz或更高时钟频率工作，并且提供高达24

位的分辨率。

更复杂的是，混合信号IC具有模拟和数字两种端

口，因此如何使用适当的接地技术就显示更加错综复

杂。此外，某些混合信号IC具有相对较低的数字电流，

而另一些具有高数字电流。很多情况下，这两种类型

的IC需要不同的处理，以实现最佳接地。

数字和模拟设计工程师倾向于从不同角度考察混

合信号器件，本文旨在说明适用于大多数混合信号器

件的一般接地原则，而不必了解内部电路的具体细节。

通过以上内容，显然接地问题没有一本快速手册。

遗憾的是，我们并不能提供可以保证接地成功的技术

列表。我们只能说忽视一些事情，可能会导致一些问

题。在某一个频率范围内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另一个

频率范围内可能行不通。另外还有一些相互冲突的要

求。处理接地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电流的流动方式。

星型接地

“星型”接地的理论基础是电路中总有一个点是

所有电压的参考点，称为“星型接地”点。我们可以

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更好地加以理解—多条导线从一

个共同接地点呈辐射状扩展，类似一颗星。星型点并

不一定在外表上类似一颗星—它可能是接地层上的一

个点—但星型接地系统上的一个关键特性是：所有电

压都是相对于接地网上的某个特定点测量的，而不是

相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地”（无论我们在何处放置探

头）。

虽然在理论上非常合理，但星型接地原理却很难

在实际中实施。举例来说，如果系统采用星型接地设

计，而且绘制的所有信号路径都能使信号间的干扰最

小并可尽量避免高阻抗信号或接地路径的影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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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便随之而来。在电路图中加入电源时，电源就

会增加不良的接地路径，或者流入现有接地路径的电

源电流相当大和/或具有高噪声，从而破坏信号传输。

为电路的不同部分单独提供电源（因而具有单独的接

地回路）通常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例如，在混合信号

应用中，通常要将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同时将

在星型点处相连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单独的模拟地和数字地

事实上，数字电路具有噪声。饱和逻辑（例如

TTL和CMOS）在开关过程中会短暂地从电源吸入大电

流。但由于逻辑级的抗扰度可达数百毫伏以上，因而

通常对电源去耦的要求不高。相反，模拟电路非常容

易受噪声影响—包括在电源轨和接地轨上—因此，为

了防止数字噪声影响模拟性能，应该把模拟电路和数

字电路分开。这种分离涉及到接地回路和电源轨的分

开，对混合信号系统而言可能比较麻烦。

然而，如果高精度混合信号系统要充分发挥性能，

则必须具有单独的模拟地和数字地以及单独电源，这

一点至关重要。事实上，虽然有些模拟电路采用+5 V

单电源供电运行，但并不意味着该电路可以与微处理

器、动态RAM、电扇或其他高电流设备共用相同+5 V

高噪声电源。模拟部分必须使用此类电源以最高性能

运行，而不只是保持运行。这一差别必然要求我们对

电源轨和接地接口给予高度注意。

请注意，系统中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必须在某个点

相连，以便让信号都参考相同的电位。这个星点（也

称为模拟/数字公共点）要精心选择，确保数字电流

不会流入系统模拟部分的地。在电源处设置公共点通

常比较便利。

许多ADC和DAC都有单独的“模拟地”(AGND)和

“数字地”(DGND)引脚。在设备数据手册上，通常建

议用户在器件封装处将这些引脚连在一起。这点似乎

与要求在电源处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建议相冲突；

如果系统具有多个转换器，这点似乎与要求在单点处

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建议相冲突。

其实并不存在冲突。这些引脚的“模拟地”和

“数字地”标记是指引脚所连接到的转换器内部部分，

而不是引脚必须连接到的系统地。对于ADC，这两个

引脚通常应该连在一起，然后连接到系统的模拟地。

由于转换器的模拟部分无法耐受数字电流经由焊线流

至芯片时产生的压降，因此无法在IC封装内部将二者

连接起来。但它们可以在外部连在一起。

图1显示了ADC的接地连接这一概念。这样的引脚

接法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转换器的数字噪声抗扰度，

降幅等于系统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共模噪声量。但

是，由于数字噪声抗扰度经常在数百或数千毫伏水平，

因此一般不太可能有问题。

模拟噪声抗扰度只会因转换器本身的外部数字电

流流入模拟地而降低。这些电流应该保持很小，通过

确保转换器输出没有高负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小电

流。实现这一目标的好方法是在ADC输出端使用低输

入电流缓冲器，例如CMOS缓冲器-寄存器IC。

 

图1. 数据转换器的模拟地(AGND)和数字地(DGND)引脚

应返回到系统模拟地。

如果转换器的逻辑电源利用一个小电阻隔离，并

且通过0.1 μF (100 nF)电容去耦到模拟地，则转换

器的所有快速边沿数字电流都将通过该电容流回地，

而不会出现在外部地电路中。如果保持低阻抗模拟地，

而能够充分保证模拟性能，那么外部数字地电流所产

生的额外噪声基本上不会构成问题。

接地层

接地层的使用与上文讨论的星型接地系统相关。

为了实施接地层，双面PCB（或多层PCB的一层）的一

面由连续铜制造，而且用作地。其理论基础是大量金

属具有可能最低的电阻。由于使用大型扁平导体，它

也具有可能最低的电感。因而，它提供了最佳导电性

能，包括最大程度地降低导电平面之间的杂散接地差

异电压。

请注意，接地层概念还可以延伸，包括 电压层。

电压层提供类似于接地层的优势—极低阻抗的导体—

但只用于一个（或多个）系统电源电压。因此，系统

可能具有多个电压层以及接地层。

虽然接地层可以解决很多地阻抗问题，但它们并

非灵丹妙药。即使是一片连续的铜箔，也会有残留电

阻和电感；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就足以妨碍电路正常

工作。设计人员应该注意不要在接地层注入很高电流，

因为这样可能产生压降，从而干扰敏感电路。

保持低阻抗大面积接地层对目前所有模拟电路都

很重要。接地层不仅用作去耦高频电流（源于快速数

字逻辑）的低阻抗返回路径，还能将EMI/RFI辐射降

至最低。由于接地层的屏蔽作用，电路受外部EMI/

RFI的影响也会降低。

接地层还允许使用传输线路技术（微带线或带状

线）传输高速数字或模拟信号，此类技术需要可控阻

抗。

由于“总线(bus wire)”在大多数逻辑转换等效

频率下具有阻抗，将其用作“地”完全不能接受。例

如，#22标准导线具有约20 nH/in的电感。由逻辑信

号产生的压摆率为10 mA/ns的瞬态电流，流经1英寸

该导线时将形成200 mV的无用压降：

 

对于具有2 V峰峰值范围的信号，此压降会转化

为大约200 mV或10%的误差（大约“3.5位精度”）。

即使在全数字电路中，该误差也会大幅降低逻辑噪声

裕量。

图2. 流入模拟返回路径的数字电流产生误差电压。

图2显示数字返回电流调制模拟返回电流的情况

（顶图）。接地返回导线电感和电阻由模拟和数字电

路共享，这会造成相互影响，最终产生误差。一个

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让数字返回电流路径直接流向GND 

REF，如底图所示。这显示了“星型”或单点接地系

统的基本概念。在包含多个高频返回路径的系统中很

难实现真正的单点接地。因为各返回电流导线的物理

长度将引入寄生电阻和电感，所以获得低阻抗高频接

地就很困难。实际操作中，电流回路必须由大面积接

地层组成，以便获取高频电流下的低阻抗。如果无低

阻抗接地层，则几乎不可能避免上述共享阻抗，特别

是在高频下。

所有集成电路接地引脚应直接焊接到低阻抗接地

层，从而将串联电感和电阻降至最低。对于高速器件，

不推荐使用传统IC插槽。即使是“小尺寸”插槽，额

外电感和电容也可能引入无用的共享路径，从而破坏

器件性能。如果插槽必须配合DIP封装使用，例如在

制作原型时，个别“引脚插槽”或“笼式插座”是可

以接受的。以上引脚插槽提供封盖和无封盖两种版本。

由于使用弹簧加载金触点，确保了IC引脚具有良好的

电气和机械连接。不过，反复插拔可能降低其性能。

应使用低电感、表面贴装陶瓷电容，将电源引脚

直接去耦至接地层。如果必须使用通孔式陶瓷电容，

则它们的引脚长度应该小于1 mm。陶瓷电容应尽量靠

近IC电源引脚。噪声过滤还可能需要铁氧体磁珠。

这样的话，可以说“地”越多越好吗？接地层能

解决许多地阻抗问题，但并不能全部解决。即使是一

片连续的铜箔，也会有残留电阻和电感；在特定情况

下，这些就足以妨碍电路正常工作。图3说明了这个

问题，并给出了解决方法。

 

图3. 割裂接地层可以改变电流流向，从而提高精度。

由于实际机械设计的原因，电源输入连接器在电

路板的一端，而需要靠近散热器的电源输出部分则在

另一端。电路板具有100 mm宽的接地层，还有电流为

15 A的功率放大器。如果接地层厚0.038 mm，15 A的

电流流过时会产生68 μV/mm的压降。对于任何共用

该PCB且以地为参考的精密模拟电路，这种压降都会

引起严重问题。可以割裂接地层，让大电流不流入精

密电路区域，而迫使它环绕割裂位置流动。这样可以

防止接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存在），不过该电

流流过的接地层部分中电压梯度会提高。

在多个接地层系统中，请务必避免覆盖接地层，

特别是模拟层和数字层。该问题将导致从一个层（可

能是数字地）到另一个层的容性耦合。要记住，电容

是由两个导体（两个接地层）组成的，中间用绝缘体

（PC板材料）隔离。

具有低数字电流的混合信号IC的接地和
去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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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模拟元件，例如放大器和基准电压源，必

须参考和去耦至模拟接地层。具有低数字电流的ADC

和DAC（和其他混合信号IC）一般应视为模拟元件，

同样接地并去耦至模拟接地层。乍看之下，这一要求

似乎有些矛盾，因为转换器具有模拟和数字接口，且

通常有指定为模拟接地(AGND)和数字接地(DGND)的引

脚。图4有助于解释这一两难问题。

 

图4. 具有低内部数字电流的混合信号IC的正确接地。

同时具有模拟和数字电路的IC（例如ADC或DAC）

内部，接地通常保持独立，以免将数字信号耦合至模

拟电路内。图4显示了一个简单的转换器模型。将芯

片焊盘连接到封装引脚难免产生线焊电感和电阻，IC

设计人员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心中清楚即可。快速变

化的数字电流在B点产生电压，且必然会通过杂散电

容CSTRAY耦合至模拟电路的A点。此外，IC封装的每

对相邻引脚间约有0.2 pF的杂散电容，同样无法避

免！IC设计人员的任务是排除此影响让芯片正常工作。

不过，为了防止进一步耦合，AGND和DGND应通过最短

的引线在外部连在一起，并接到模拟接地层。DGND连

接内的任何额外阻抗将在B点产生更多数字噪声；继

而使更多数字噪声通过杂散电容耦合至模拟电路。请

注意，将DGND连接到数字接地层会在AGND和DGND引脚

两端施加 VNOISE ，带来严重问题！

“DGND”名称表示此引脚连接到IC的数字地，但

并不意味着此引脚必须连接到系统的数字地。可以更

准确地将其称为IC的内部“数字回路”。

这种安排确实可能给模拟接地层带来少量数字噪

声，但这些电流非常小，只要确保转换器输出不会驱

动较大扇出（通常不会如此设计）就能降至最低。将

转换器数字端口上的扇出降至最低（也意味着电流更

低），还能让转换器逻辑转换波形少受振铃影响，尽

可能减少数字开关电流，从而减少至转换器模拟端口

的耦合。通过插入小型有损铁氧体磁珠，如图4所示，

逻辑电源引脚pin (VD) 可进一步与模拟电源隔离。

转换器的内部瞬态数字电流将在小环路内流动，从VD 

经去耦电容到达DGND（此路径用图中红线表示）。因

此瞬态数字电流不会出现在外部模拟接地层上，而是

局限于环路内。VD引脚去耦电容应尽可能靠近转换器

安装，以便将寄生电感降至最低。去耦电容应为低

电感陶瓷型，通常介于0.01 μF (10 nF)和0.1 μF 

(100 nF)之间。

再强调一次，没有任何一种接地方案适用于所有

应用。但是，通过了解各个选项和提前进行规则，可

以最大程度地减少问题。

小心处理ADC数字输出

将数据缓冲器放置在转换器旁不失为好办法，可

将数字输出与数据总线噪声隔离开（如图4所示）。

数据缓冲器也有助于将转换器数字输出上的负载降至

最低，同时提供数字输出与数据总线间的法拉第屏蔽

（如图5所示）。虽然很多转换器具有三态输出/输入，

但这些寄存器仍然在芯片上；它们使数据引脚信号能

够耦合到敏感区域，因而隔离缓冲区依然是一种良好

的设计方式。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在模拟接地层上

紧靠转换器输出提供额外的数据缓冲器，以提供更好

的隔离。

 

图5. 在输出端使用缓冲器/锁存器的高速ADC 具有对数

字数据总线噪声的增强抗扰度。
 

ADC输出与缓冲寄存器输入间的串联电阻（图4中

标示为“R”）有助于将数字瞬态电流降至最低，这

些电流可能影响转换器性能。电阻可将数字输出驱动

器与缓冲寄存器输入的电容隔离开。此外，由串联电

阻和缓冲寄存器输入电容构成的RC网络用作低通滤波

器，以减缓快速边沿。

典型CMOS栅极与PCB走线和通孔结合在一起，将

产生约10 pF的负载。如果无隔离电阻，1 V/ns的逻

辑输出压摆率将产生10 mA的动态电流：

 

驱动10 pF的寄存器输入电容时，500 Ω串联电

阻可将瞬态输出电流降至最低，并产生约11 ns的上

升和下降时间：

 

 

图6. 接地和去耦点。

由于TTL寄存器具有较高输入电容，可明显增加

动态开关电流，因此应避免使用

缓冲寄存器和其他数字电路应接地并去耦至PC板

的数字接地层。请注意，模拟与数字接地层间的任何

噪声均可降低转换器数字接口上的噪声裕量。由于数

字噪声抗扰度在数百或数千毫伏水平，因此一般不太

可能有问题。模拟接地层噪声通常不高，但如果数字

接地层上的噪声（相对于模拟接地层）超过数百毫伏，

则应采取措施减小数字接地层阻抗，以将数字噪声裕

量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任何情况下，两个接地层之

间的电压不得超过300 mV，否则IC可能受损。

最好提供针对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独立电源。

模拟电源应当用于为转换器供电。如果转换器具有

指定的数字电源引脚(VD)，应采用独立模拟电源供电，

或者如图6所示进行滤波。所有转换器电源引脚应去

耦至模拟接地层，所有逻辑电路电源引脚应去耦至数

字接地层，如图6所示。如果数字电源相对安静，则

可以使用它为模拟电路供电，但要特别小心。

某些情况下，不可能将VD连接到模拟电源。一些

高速IC可能采用+5 V电源为其模拟电路供电，而采用

+3.3 V或更小电源为数字接口供电，以便与外部逻

辑接口。这种情况下，IC的+3.3 V引脚应直接去耦至

模拟接地层。另外建议将铁氧体磁珠与电源走线串联，

以便将引脚连接到+3.3 V数字逻辑电源。

采样时钟产生电路应与模拟电路同样对待，也接

地并深度去耦至模拟接地层。采样时钟上的相位噪声

会降低系统信噪比(SNR)；我们将稍后对此进行讨论。

采样时钟考量

在高性能采样数据系统中，应使用低相位噪声晶

体振荡器产生ADC（或DAC）采样时钟，因为采样时钟

抖动会调制模拟输入/输出信号，并提高噪声和失真

底。采样时钟发生器应与高噪声数字电路隔离开，同

时接地并去耦至模拟接地层，与处理运算放大器和

ADC一样。

采样时钟抖动对ADC信噪比(SNR)的影响可用以下

公式4近似计算：

 

其中，f为模拟输入频率，SNR为完美无限分辨率

ADC的SNR，此时唯一的噪声源来自rms采样时钟抖动

tj。通过简单示例可知，如果tj = 50 ps (rms)，f 

= 100 kHz，则SNR = 90 dB，相当于约15位的动态范

围。

应注意，以上示例中的tj实际上是外部时钟抖动

和内部ADC时钟抖动( 称为孔径抖动)的方和根(rss)

值。不过，在大多数高性能ADC中，内部孔径抖动与

采样时钟上的抖动相比可以忽略。

由于信噪比(SNR)降低主要是由于外部时钟抖动

导致的，因而必须采取措施，使采样时钟尽量无噪声，

仅具有可能最低的相位抖动。这就要求必须使用晶体

振荡器。有多家制造商提供小型晶体振荡器，可产生

低抖动（小于5 ps rms）的CMOS兼容输出。

理想情况下，采样时钟晶体振荡器应参考分离接

地系统中的模拟接地层。但是，系统限制可能导致这

一点无法实现。许多情况下，采样时钟必须从数字

接地层上产生的更高频率、多用途系统时钟获得，接

着必须从数字接地层上的原点传递至模拟接地层上的

ADC。两层之间的接地噪声直接添加到时钟信号，并

产生过度抖动。抖动可造成信噪比降低，还会产生干

扰谐波。

 

图7. 从数模接地层进行采样时钟分配。

混合信号接地的困惑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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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将在接地层中选取哪一条路径呢？自然是阻

抗最低的路径。考虑U形表面引线和接地层所形成的

环路，并忽略电阻，则高频交流电流将沿着阻抗最低，

即所围面积最小的路径流动。

在图中所示的例子中，面积最小的环路显然是由

U形顶部走线与其正下方的接地层部分所形成的环路。

图10显示了直流电流路径，图12则显示了大多数交流

电流在接地层中选取的路径，它所围成的面积最小，

位于U形顶部走线正下方。实际应用中，接地层电阻

会导致低中频电流流向直接返回路径与顶部导线正下

方之间的某处。不过，即使频率低至1 MHz或2 MHz，

返回路径也是接近顶部走线的下方。

小心接地层割裂

如果导线下方的接地层上有割裂，接地层返回电

流必须环绕裂缝流动。这会导致电路电感增加，而且

电路也更容易受到外部场的影响。图13显示了这一情

况，其中的导线A和导线B必须相互穿过。

当割裂是为了使两根垂直导线交叉时，如果通过

飞线将第二根信号线跨接在第一根信号线和接地层上

方，则效果更佳。此时，接地层用作两个信号线之间

的天然屏蔽体，而由于集肤效应，两路地返回电流会

在接地层的上下表面各自流动，互不干扰。

多层板能够同时支持信号线交叉和连续接地层，

而无需考虑线链路问题。虽然多层板价格较高，而且

不如简单的双面电路板调试方便，但是屏蔽效果更好，

信号路由更佳。相关原理仍然保持不变，但布局布线

选项更多。

对于高性能混合信号电路而言，使用至少具有一

个连续接地层的双面或多层PCB无疑是最成功的设计

方法之一。通常，此类接地层的阻抗足够低，允许系

统的模拟和数字部分共用一个接地层。但是，这一点

能否实现，要取决于系统中的分辨率和带宽要求以及

数字噪声量。

 

图13. 接地层割裂导致电路电感增加，而且电路也更容

易受到外部场的影响。

大多数ADC、DAC和其他混合信号器件数据手册是

针对单个PCB讨论接地，通常是制造商自己的评估板。

将这些原理应用于多卡或多ADC/DAC系统时，就会让

人感觉困惑茫然。通常建议将PCB接地层分为模拟层

和数字层，并将转换器的AGND和DGND引脚连接在一起，

并且在同一点连接模拟接地层和数字接地层，如图8

所示。这样就基本在混合信号器件上产生了系统“星

型”接地。所有高噪声数字电流通过数字电源流入数

字接地层，再返回数字电源；与电路板敏感的模拟部

分隔离开。系统星型接地结构出现在混合信号器件中

模拟和数字接地层连接在一起的位置。

该方法一般用于具有单个PCB和单个ADC/DAC的简

单系统，不适合多卡混合信号系统。在不同PCB（甚

至在相同PCB上）上具有数个ADC或DAC的系统中，模

拟和数字接地层在多个点连接，使得建立接地环路成

为可能，而单点“星型”接地系统则不可能。鉴于以

上原因，此接地方法不适用于多卡系统，上述方法应

当用于具有低数字电流的混合信号IC。

 

图8. 混合信号IC接地：单个PCB（典型评估/测试板）。

针对高频工作的接地

一般提倡电源和信号电流最好通过“接地层”返

回，而且该层还可为转换器、基准电压源和其它子电

路提供参考节点。但是，即便广泛使用接地层也不能

保证交流电路具有高质量接地参考。

图9所示的简单电路采用两层印刷电路板制造，

顶层上有一个交直流电流源，其一端连到过孔1，另

一端通过一条U形铜走线连到过孔2。两个过孔均穿过

电路板并连到接地层。理想情况下，顶端连接器以及

过孔1和过孔2之间的接地回路中的阻抗为零，电流源

上的电压为零。

 

图9. 电流源的原理图和布局，PCB上布设U形走线，通

过接地层返回。

这个简单原理图很难显示出内在的微妙之处，但

了解电流如何在接地层中从过孔1流到过孔2，将有助

于我们看清实际问题所在，并找到消除高频布局接地

噪声的方法。

 

图10. 图9所示PCB的直流电流的流动。

图10所示的直流电流的流动方式，选取了接地层

中从过孔1至过孔2的电阻最小的路径。虽然会发生一

些电流扩散，但基本上不会有电流实质性偏离这条路

径。相反，交流电流则选取阻抗最小的路径，而这要

取决于电感。

 

图11. 磁力线和感性环路（右手法则）。

电感与电流环路的面积成比例，二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用图11所示的右手法则和磁场来说明。环路之内，

沿着环路所有部分流动的电流所产生的磁场相互增

强。环路之外，不同部分所产生的磁场相互削弱。因

此，磁场原则上被限制在环路以内。环路越大则电感

越大，这意味着：对于给定的电流水平，它储存的磁

能(Li2)更多，阻抗更高(XL = jωL)，因而将在给定

频率产生更大电压。

 

图12. 接地层中不含电阻（左图）和含电阻（右图）的

交流电流路径。

其他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高频电流反馈型放

大器对其反相输入周围的电容非常敏感。接地层旁的

输入走线可能具有能够导致问题的那一类电容。要记

住，电容是由两个导体（走线和接地层）组成的，中

间用绝缘体（板和可能的阻焊膜）隔离。在这一方

面，接地层应与输入引脚分隔开，如图14所示，它是

AD8001高速电流反馈型放大器的评估板。小电容对电

流反馈型放大器的影响如图15所示。请注意输出上的

响铃振荡。

 

图14. AD8001AR评估板—俯视图(a)和仰视图(b)。

 

图15. 10 pF反相输入杂散电容对放大器(AD8001)脉冲

响应的影响。

接地总结

没有任何一种接地方法能始终保证最佳性能。本

文根据所考虑的特定混合信号器件特性提出了几种可

能的选项。在实施初始PC板布局时，提供尽可能多的

选项会很有帮助。

PC板必须至少有一层专用于接地层！初始电路板

布局应提供非重叠的模拟和数字接地层，如果需要，

应在数个位置提供焊盘和过孔，以便安装背对背肖特

基二极管或铁氧体磁珠。此外，需要时可以使用跳线

将模拟和数字接地层连接在一起。

一般而言，混合信号器件的AGND引脚应始终连接

到模拟接地层。具有内部锁相环(PLL)的DSP是一个例

外，例如ADSP-21160 SHARC处理器。PLL的接地引脚

是标记的AGND，但直接连接到DSP的数字接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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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置不同的测试电流

表1显示了决定充电电流的可变元件值和充电终

止电压。同时在180 mA测试两个NSI45090JDT4G CCR

被用来给出一个Radj = 10的90 mA的电流输出。

7) 测试结果

CCR充电电路是通过在90 mA、180 mA和300 mA对

锂离子电池和镍氢电池充电进行测试的。表2是正在

充电的电池监测到的关键电压。表3显示了电路终止

电池充电后相同的关键电压。在测试过程中，电池的

温度开始迅速升高(见表4)，测试结束之前，电池电

压达到参考电压。

表4包含了电池的温度数据。在所有情况下，环

境温度约为25℃。对于锂离子电池而言，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充电电流越大，电池温升就越高。在0.1C

充电时，镍氢电池的情况相同。重要的是要记住，在

何时选择使用多大的充电速率。

表1：用于测试的电阻值

 

表2：充电时的电压

 

表3：刚充完电电压即被终止

 

表4：电池的温度
 

充电电流、功耗及电池电压

1) 随时间变化的充电电流

使用恒流稳流器充电电流可保持不变，直到充电

安森美半导体针对充电电池的低成本CCR充电解决方案

对于手机、数码相机(DSC)、音乐播放器等便携

设备中常见的单节锂离子电池等而言，充电一直是一

个颇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既要满足特定应用要求，

又要确保安全和无故障的充电操作。本文将讨论怎

样将安森美半导体的恒流稳流器(CCR)用于可充电电

池的低成本充电电路，为其提供了终止充电的简单

控制器。

电池种类及充电技术选择

三种最常见的充电电池分别是镍金属氢化物

(NiMH)、镍镉(NiCad)和锂离子(Li-ion)。电池充电

速率用字母“C”表示。“C”定义了1.0小时的电池

容量。例如，一个额定值为800 mAh(毫安时)的电

池可以用0.5C充电，因而使电池完全充电需要以400 

mA充电电流充电超过2个小时。图1是充电电路的基

本框图。

 

图1：充电电路基本框图

1) 镍氢和镍镉电池

镍氢电池的额定电压为1.2 V/节，应该用高达

1.5-1.6 V/节的电压充电。要决定何时中断充电有几

种不同技术可以采用，其中包括：峰值电压检测、负

Δ电压、Δ温度(dT/dt)、温度阈值和定时器。对于

高端充电器这些技术都有可能组合用在一个充电器当

中。

CCR充电器是一个峰值电压检测电路，可在预定

峰值终止充电，为上述电池的充电提供了一个合适的

解决方案。其预定峰值电压为1.5 V/节，可将电池充

电至约97％的程度。镍镉电池可以使用该电路充电。

其表现与镍氢电池非常相似，所以这种方法很合适。

2) 锂离子电池

对锂离子电池而言，常用的充电方法是在0.5C到

1C条件下通过涓流充电将电池充电至4.2 V/节。在充

电过程中，锂离子电池的温升应保持在低于5℃，较

高的温升表明可能会引发自燃。涓充部分的充电周期

电池温升最大，最有可能自燃。由于这个问题，高端

充电可使用智能IC(如安森美半导体的NCP1835B)来监

视和控制锂离子电池的充电过程。

恒流稳流器(CCR)充电电路设计

本文讨论的CCR控制器没有使用涓流充电，因此

消除了可能自燃的问题，让电池处在一个安全工作区

有助于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不使用涓流充电，

电池将只能充电到约85％的程度。

1) 设置参考电压

利用三端可编程分流稳压器TL431可以设置参考

电压。它可在其参考引脚提供一个恒定的2.5 V输出。

当如图2所示连接两个外部电阻时，参考电压可以选

为2.5 V至36 V。出于我们的目的，我们将R2设置为

1.0 kΩ，并将Rref调整到我们想要匹配的参考电压。

用来得出R2/Rref比率的公式是：

 

连接到TL431阴极的电阻用来限制电流，并将参

考电压与输入电压分开。

 

图2：参考电压的设置

2) 迟滞环路比较器

LM311是一个单比较器，用来比较参考电压与电

池电压。连接到反相输入端的是电池电压。迟滞是由

输出和非反相输入端之间的反馈电阻(Rh)提供的。R3

是一个1.0 kΩ的电阻，用来简化R3/Rh的比例。通过

调整Rh可以改变迟滞环的带宽。增加Rh可以减少带宽，

反之亦然。建议迟滞的带宽大于200 mV，因为在充电

终止时，电池的电压会略微下降一些。高电压与低电

压的反相输入公式是：

 

1.0 kΩ电阻(R4)连接到比较器的输出端作为一

个上拉电阻。

 

图3：迟滞设置

 

图4：充电电路原理图

3) 电流开关

电路中的两个双极结型晶体管(BJT)(Q3和Q6)作

为控制充电电流的开关。Q6的基极是通过一个5.6 

kΩ电阻(R6)由比较器的输出控制的。Q6的集电极通

过一个1.0 kΩ电阻(R5)连接到Q3的基极。当比较器

的输出变为低电平时，Q6被关闭，导致Q3关闭而终止

充电电流。

4) 稳流

电池的充电电流采用一个CCR来控制。电流可以

通过一个可调节CCR和/或并联CCR来调整。这个演示

板是专门为两个并联CCR(Q4和Q5)设计的(可以并联连

接两个以上的CCR，以便能够达到你想要的任何电流)。

对于本文讨论的实验，CCR(NSI45090JDT4G)可以在90 

mA至160 mA范围内调整。三个用于数据分析的电流分

别是90、180和300 mA。

5) 指示器LED

为了表明电池正在充电，组合使用了一颗CCR、

Q7及一个LED。CCR为LED提供个恒流。在没有电池连

接到充电器时，LED也将“导通”。当LED“关闭”时，

表明电池已完全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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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如图5所示。

 

图5：随时间变化的充电电流

2) BJT和二极管的功耗

如今，人们都非常关心电路的功耗。降低输入电

压是一种方式，为的是提高电路性能。这是使用低

VCE(sat)晶体管的原因之一。如表1所示，晶体管的

VCE非常低。图6也描述了随着时间推移PNP晶体管所

消耗的功率。正如人们所期望的，在充电电流增加时

耗散功率(PD)也增加了。然而，在约300 mA的充电电

流下，晶体管消耗的功率小于15 mW。

除了使用低VCE(sat) 的BJT，还可使用一个

DSN2封装的低正向压降(VF)肖特基二极管来降低功

耗。该二极管用于反向电流保护。选择安森美半导体

的NSR10F40NXT5G的原因是它有市场上最低的VF。在

最高充电电流下测得的二极管消耗功率大约为95 mW。

图7显示了电池正在充电时DSN2低VF肖特基势垒二极

管的功耗。

使用低VCE(sat) BJT和低VF肖特基二极管输入电

压可降至尽可能最低。

 

图6：随时间变化的PNP晶体管耗散功率

 

图7：随时间变化的二极管耗散功率

3) CCR的功耗

功耗是使用CCR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它是使

所有电压下降以确保恒流电池充电的器件。当器件

开始升温时，电流开始下降。为了尽量减少CCR温升，

板上大部分空位放置了铜箔。然后CCR的阴极被连接

到该区域的铜箔作为散热片。当使用多个并联CCR时，

要牢记各CCR的功耗只是CCR独立电流乘以电压的值，

而不是总充电电流值。图8显示了随时间推移的CCR消

耗的功率。当使用多个CCR获取更高充电电流时，只

显示了一个CCR数据。

 

图8：随时间变化的CCR的耗散功率

4) 随时间推移的电池电压

图9描述了所有六个测试用例的电池电压。对于

锂离子电池电压，人们期望看到当电压达到4.2 V时

电压开始变平。在比较先进的电路中，这将适用于涓

流充电。然而，如上所述该电路设计为的是在预定电

压下停止充电，本例中为4.15 V。

 

图9：随时间变化的电池电压

结论

综上所述，恒流稳流器也就是CCR可以提供电池

充电用的恒流。此外，当用CCR实现上面讨论的控制

器时，有可能用相同的电路以不同的电流为不同的化

学电池充电。这样，既可以满足特定应用要求，又能

确保安全和无故障的充电操作。

（安森美半导体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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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专辑》招商火热报名中.......

制
图
：
52
RD

上海区·于小姐 021-31750601   北京区·王先生 18601309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