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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2012年，对于手机圈来说，合并，裁员这两个词最为频繁，联发科和晨星
合并，RDA收购Coolsand，上海戎讯的倒闭，STE宣布重组计划裁员1700人，而
这一年，联发科的MT6577迅速的抢占了低端智能机市场，全球首款上市四核手
机是由 HTC发布的 One X；一系列的事件都在表明2012的不平凡，而在你心目
中，哪一件才是最为轰动，最具影响力的新闻事件呢？
2012年，似乎是一个拼核的年代，也似乎是一个拼新机的年代，多款新机
发布，每一款都有值得您喜爱的理由，对你您来说，哪一款手机才是您的最爱
呢？是改变了新机更新周期的Iphone5，是新功能层出不穷的Samsung Galaxy
S3，还是全球首款上市四核手机HTC One X，亦或是全球最薄款的finder5，又
或者是在分分钟内销售告罄的小米M2……
可以看出，我们的国产手机丝毫不示弱，中兴华为在全球手机销量中，跻身
前十；异军突起的小米更是发布逾三代了；销量大增，联想控股也即将在A股整
体上市；打造最薄款手机的OPPO也已发布FIND5,受到业界的极大追捧；而互联
网出身的360也发布了属于自己的特供机……对于国产手机来说，挑战转换为机
遇，我们正在一步步的做大做强，您觉得，哪一款才是最佳手机产品，哪一款又
可以荣获最佳国产品牌呢？请大家登陆我爱研发网，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吧。
2012，我们总结过去，2013，我们迎接崭新的未来！
给大家拜年啦，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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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专辑 R&D TIMES· 业内微博聚焦

微博聚焦/Focus
@深圳手机圈：
在智能手机市场风云突变之时，库存是最大的恶魔和杀手，企业制定采购和生产计划，请谨记一个观点：手
机行业只有撑死的，没有饿死的。如何合理的确定采购订单和销量数量的比例？多少合理并且相对安全？
高级达人

@摩卡ROGER：
努比亚Z5 定价3456，一片叫好声。其实大家都知道除非去捆运营商学爱疯签约送机器，这价格走电商或者
传统渠道九死一生，说真话是帮别人。虽然哥做梦都希望国产品牌能卖三千，四千，五千，但不是大跃进式
的，需要水到渠成。不太看好但又期待奇迹出现。
中级达人

@Kevin王的日记本：
X86和ARM两种架构就像两种DNA，X86像美国的大块头，力气大但持久力不行，ARM像中国人，灵活单打独斗不
行需要抱团。可惜市场需要的非洲哥们（詹姆斯那种），力量大爆发力强跑满全场还有脑子。以后大家都会
讲多种语言（操作系统），德州麻将都能玩（应用），比拼的是价格，品牌，服务等
iSuppli Corp.中国研究总监王阳

@龚斌Robin：
【智能手机厂商竞争长期看两点：成本结构和品牌溢价】以“iPhone5的成本结构和利润分布”为例，1.成
本结构优化是供应链、研发、营销销售行政、软件配件服务等多重成本优化，目前我们过重地关注在BOM成
本是有问题的，成本结构优化取决于运营效率、规模效应，周转和速度为王，低成本结构是今后制胜关键
北京博思咨询董事总经理龚斌

@李健-芯片战争：
至少未来两年内，半导体依然会处于一个全行业的震荡期，这个时间，并不与全球经济形势所保持一致，而
是半导体在适应自己从朝阳产业向正午产业转变中的必然过程，以高科技产业的技术，面对传统产业的利润
和增长率，这是半导体整个行业必须学会适应的一个新问题，这也是半导体近些年持续震荡的主要原因
关注芯片世界

@手机晶片达人：
國產智慧型手機10月後出貨量大減，傳出品牌庫存恐超過百萬支，衝擊聯發科營運。里昂證券出具報告表
示，中國智慧機廠今年不見拉貨潮，聯發科今年第4季營收財測難達陣，加上中移動4G TD-LTE招標結果顯
示，高通持續挺進4G，恐影響近期聯發科動能，中國智慧機廠出貨12月疲軟，預估聯發科12月營收僅為持平
IC design 15 years from 1st Pipeline burst SRAM @Pentium UCLA EE

@何庆军：
华为和中兴一个毛病，品牌部都成为虚设，对外传播的信息缺少管控，产品设计和定义也不是在品牌定位的约束
下展开，所以从内到外、从产品到推广，全是凭资金和历史积淀在打乱仗 。还是原来的判断，这两个公司都像是
缺少灵魂的美女，或者说像是没有主人的花园。
中级达人

52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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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聚焦/Focus
@猴大宝：
摩托罗拉在2013年上半年将处于“冬眠”状态。RAZR Family属于摩托罗拉合并前的项目，RAZR，RAZR M，
RAZR HD（MAXX），是纯正美国血统的刀锋手机，也是永远的纪念和象征。而MOTO+Google合并后的真正皇太子
“X-phone”将在2013年下半年出现，将是革命性的产品，那时的苹果将会严重审美思考，风水轮流转。
中级达人

@孙昌旭：
我认为Nubia品牌的发布，是中兴想模仿步步高与OPPO的路子，打造一个全新的与中兴无关的品牌，这个方
向是对的，但路会很艰辛。之前，还有业界老大建议联想也要仿这个模式，推出一个与联想品牌无关的精品
品牌。OPPO出走步步高，被业内认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品牌创新。国产品牌创新不易，还是少泼冷水吧。
《国际电子商情》《电子工程专辑》《电子系统设计》首席分析师

@曾韬2012：
现在看来，发放虚拟运营商牌照，对OTT服务商还真不一定是好事。这是要把原来处于监管边缘的OTT服务商纳
入监管体制，带上镣铐(看看束住手脚的电信运营商吧)。就像电子支付行业原来没发放支付牌照时，行业蓬勃
发展。而拿到牌照后，服务商一阵狂喜后，发现做事都束手束脚了。扶正了，就失去小三的自由了！
零点前进策略上海公司IT电信总监

@吴刚：
现在投资手机游戏有点像赌石，游戏只是个idea，投资价格就便宜，等到内测结束，就像石头上开了一刀，
数据不错，价格迎风涨，数据差，没人搭理。等进入了正式收费，开出满绿，拿石头的人当然也不愿意卖
了，更不会贱卖。呵呵……但郁闷的是现在市场无数A货B货！都尼玛假的……
顽石WiSTONE CEO

@刘雨龙john：
2013年我国将扩大移动电话用户号码携带试验范围，调整网间结算政策，同时还将强化互联网行业管理，净
化网络环境。调整运营商之间的费用结算，将大幅降低通话资费。随广电作为第四基础电信运营商，加上坊
间流传的虚拟运营商的加入市场竞争，网间结算费用调整是必然，资费价格降低和服务优化是必然。
微博二级会员

@潘九堂：
最近大家爱谈哪些国产品牌消失被洗牌，媒体更应调查作为国企的三大运营商在补贴苹果三星等根本不需补
贴的高端机上花了多少钱，而为何把国产定制机多压在500-1000间？水货+劫贫济富式补贴可能是国产机都
不赚钱根源之一，是不是应让大家公平竞争？有志中小/民营企业不怕死，就怕太不公平和生死不能自主！
华强电子产业研究所 分析师

@NFC孙意笑：
一个商业模式的核心是产品，本质是通过产品为用户创造价值。商业模式还包括定位 、寻找需求最强烈的
用户群，用聪明的推广 方法接触到这些用户，在接触过程中不断把 产品打磨好，等你有了巨大的用户基
础，是 一定能赚到钱的。但是，如果你急于想赚钱 ，运气好的话你可能赚点小钱，运气不好就直接完蛋。
深圳亿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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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转型 段永平“掘金”智能手机

岁末的智能手机市场正在上演一场“龙虎斗”。
小米手机2代、华为荣耀2、魅族MX2等悉数登场亮相。
OPPO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重要时机。12月12日，
OPPO在“发机圣地”北京798艺术区发布了其配置高
清1080P超极屏的四核旗舰机OPPO Find 5。
在MP3和功能手机时代，OPPO“开着飞机撒钱”
大打电视广告来提高品牌知名度，从而开辟出一条与
其他国内竞争对手低价走量完全不同的道路，年轻化、
高利润造就了OPPO的成功。
可现如今的智能手机时代，从品牌推广到销售渠
道的拓展，都在从线下往线上转移。一切的玩法似乎
都发生改变了。OPPO还能否“突围”，走出自己的
Style？

Find 5挑战小米2、魅族MX2
“与现在众多单纯比拼硬件配置的厂商不同，
OPPO更注重手机的理念，而Find 5则是我们精心打造
的一款浪漫主义产品，这也让其显得与众不同。”
OPPO副总经理刘作虎对时代周报表示。

52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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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介绍，Find 5的5英寸1080P高清屏，像素
密度达到了441ppi，比苹果的视网膜屏幕还要细腻。
“这是史上分辨率最高的手机。”
在此之前，OPPO还发布过一款当时全球最薄的手
机。“OPPO的性格从来就不是只有极客和理性，而
是做属于浪漫主义者的科技产品。”刘作虎对此做
出解释。
Find 5的最终定价为2998元。此前OPPO宣布Find
5在美国的上市价格为499美元，因此许多人猜测Find
5在国内的定价肯定在3000元以上。
对此，有分析认为，这是OPPO迫于1999元小米2
和2499元魅族MX2的压力而调低价格。但一位OPPO内
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2998元的价格其实很早就出
来了，是根据产品的研发成本、这款产品在OPPO智能
手机领域的地位、线上线下价格布局等多方面因素决
定的。
“如果是看魅族MX2的价格，定Find 5价格，中
间才几天啊，岂不是太儿戏了。魅族是在圈里人群中
有影响力，放眼全国这个大市场，魅族是个小众品牌，
而OPPO面对的人群更广泛。盯着小众打，自己也会慢
慢变小众。”他笑称。
目前，四核手机当道，出个手机不说自己是四核、
八核都不敢拿出手。对此，刘作虎对记者表示，四核
手机现在存在一个“营销误区”。不过如果没有对其
他手机硬件进行合理配置或者针对四核“调教”，你
会发现一些四核产品性能还不如双核手机。

手持终端·R&D TIMES 研发专辑

“在四核应用方面，目前1080P高清视频或者大
型3D游戏可能会更需要四核手机。但反过来并不是说
你用了四核手机就是一个高档的产品，两者并不能画
等号，只能说它在营销方面是最好的宣传点，因此单
纯强调四核的手机价格战对消费者来说没有意义。”
他说。

广告轰炸
OPPO幕后的老板是大名鼎鼎的段永平。其创立了
小霸王和步步高两个知名品牌，之后投资网易股票赚
了70倍，被誉为中国的“段菲特”。
为了区别于“老迈”步步高品牌，段永平创立了
标榜“年轻、时尚和国际化”的OPPO品牌。此后，以
“我的音乐梦想”为宣传口号的OPPO MP3/MP4横空出
世。转型手机市场后，OPPO依然主打音乐牌，并加强
了产品的外观设计和UI界面的人性化，在短短几年内，
便奠定了OPPO在国内手机市场的地位。
根据艾媒咨询《2010-2011年度中国手机市场发
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在GSM和CDMA市场中，OPPO
占据3.3%的市场份额。
OPPO手机为什么卖那么贵？有人甚至认为，能将
一款硬件成本仅三四百元的MTK（联发科）方案手机
卖出一千多元的价格，可以说是“暴利”。2011年的
中国手机市场上，能把功能手机做得那么贵，还能卖
出去的只有两家厂商，一个是日本的夏普，一个是中
国的OPPO。
这些都源自OPPO巨额的广告投放所带来的品牌效
益。有业内人士透露，OPPO一年的广告支出超过4亿元。
从2008年开始，OPPO的广告开始铺天盖地地在全
国各大卫视黄金时间播出，为了看起来更像一个韩国
品牌，OPPO甚至请来自韩国的广告导演和演员进行拍
摄。从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快乐大本营》到江
苏卫视、浙江卫视的多档综艺节目，都可以看见OPPO
的身影。而在代言人方面，更是不惜重金请来了莱昂
纳多和金敏智（韩国女明星）等进行品牌代言。
刘作虎称，OPPO的品牌投入是成功而且必要的，
如果没有前期的品牌投入，OPPO现在就会跟其他国产
厂商一样打价格战。
“越大的广告投放越需要精准的品牌定位。同时
广告投放并不足以支撑整个品牌的成功，还需要产品
设计和制造、渠道和售后服务，以及具体的市场销售
政策都围绕品牌定位来进行，并不是很多人从外面仅
看到的表象。”他说。

全面转型智能机
在功能机市场攫取丰厚利润的OPPO转型智能手机
的步伐稍显缓慢。而“中华酷联”则依靠与国内运营
商联合定制迅速抢占了市场份额。
OPPO于2011年推出第一款智能机X903，不过市场
表现并不出色。随后，OPPO推出了Find系列，并用
500万美元天价邀请好莱坞演员莱昂纳多进行广告拍
摄，并取得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据刘作虎介绍，目前
OPPO旗下的Find、Ulike、Real三个手机系列都已全
部是智能手机产品，功能机已经停产。
智能手机时代的玩法完全不同于功能机时代。苹
果iPhone的伟大并不仅仅因为出色的硬件和外观设计，
更多来自于应用和服务方面。
刘作虎对记者表示，从8月开始，Find系列经过
20次的系统迭代升级，增加了131项人性化功能，其
中包括了体感操作、安全升级、基础应用等。
而刚刚发布的Find 5相较于同类机型，多了NFC
和WIFI-display功能。“NFC闪传、微博互粉、情景
标签等操作只需简单地碰一下手机即可完成；不需
要连接线，手机屏幕就可在电视上高清同步。”刘
介绍说。
在品牌营销方面，OPPO似乎也不再那么重视电视
广告了。比如，OPPO已经停止赞助《快乐大本营》。
上述OPPO内部人士对时代周报表示，当知名度有了以
后，需要提升的就是认知度、认可度、口碑。而且互
联网营销相较于传统电视广告“省钱”很多，主要是
跟用户的互动，是一种更贴近用户的营销方式。
而在渠道方面，除了依靠成熟的线下传统渠道以
外，OPPO已经开始尝试自身电商渠道建设，并和电商
网站寻求合作。OPPO是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一家尚未与
运营商达成合作的手机厂商，因为定制手机过低的价
格与OPPO的高溢价策略背道而驰。但是在Find 5发布
现场，现场嘉宾里面却出现了中国电信人士。
（来源：时代周报 王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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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刀尖上的诺基亚：
一场不成功便成仁的豪赌

皑皑白雪环绕诺基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旗舰店

导语：美国IT网站CNET今天发表署名罗杰•程
(Roger Cheng)的文章称，iPhone引领的智能手机风
潮令诺基亚措手不及，导致这家不可一世的行业巨
头迅速陨落，甚至被迫放弃塞班，转而牵手微软，豪
赌Windows Phone。但通过对诺基亚总部的实地探访，
该公司的员工似乎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样绝望，甚至
信心满满。然而，要在竞争激烈的格局下重振雄风却
绝非易事，甚至连芬兰政府都开始为本国经济制定后
备计划。
以下为文章全文：
这里是芬兰赫尔辛基，我来这儿是为了聆听一曲
濒死的哀鸣。
我到达时，是11月末一个周一的早晨。整座城市
没有一缕阳光，阴沉沉的天漂白了城中艳丽的建筑。
我问出租车司机天是否会更亮一些，但他也说不好。
每年这个时候，太阳都起得晚，落得早。即使芬兰人
对此一笑而过，依旧令人倍感压抑。
这样的天气自然促成了芬兰全年的旅游淡季，这
一点倒是在意料之中。正因如此，在经过了数月的规
划后，我到诺基亚总部探访的计划才得以在此时成行。
我的目的是：在这家手机巨头面临iPhone和Android
的猛攻而节节败退之际，还原它的真实面貌。我还将
悉心聆听一家濒临绝境的公司那持续而令人绝望的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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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或许，他们会苦苦恳求谅解，或许，他们会有意
回避现实。
诺基亚已经日薄西山，这着实令人惋惜。5年前，
它控制着全球40%多的手机市场份额。如今却不足25%，
主要源于迅速萎缩的塞班手机和超低价Asha设备。根
据Gartner的数据，在最关键的智能手机市场，它第
三季度的份额已经从一年前的16%降至4.2%。相比而
言，三星却凭借Galaxy S手机拿下了23%的份额，傲
视群雄。
不出意外，诺基亚的财报也很难看。第三季度，
诺基亚亏损5.76亿欧元(约合7.535亿美元)，同比扩
大8倍，收入也下滑五分之一，仅为94.7亿美元。它
的净现金和流动资产同样缩水三分之一，仅剩46.8
亿美元。该公司还发布预警称，由于即将出售新产
品，第四季度也将面临挑战，所以现金储备还将进
一步萎缩。
“与当初相比，诺基亚显然早已今不如昔。他们
只是老诺基亚的一个影子。”Gartner分析师卡罗丽
娜•米拉内斯(Carolina Milanesi)说。
面对如此糟糕的预期，我满以为诺基亚总部的气
氛会向当地的天气一样阴郁。但在这个被称作“诺基
亚之屋”(Nokia House)或NoHo的地方，诺基亚的信
心却令我十分意外。他们对最新发布的一批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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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8手机很有信心，认为Lumia 920和Lumia 820
提供了杰出的功能，足以吸引一些关注，重新为公司
博得一些喝彩。
员工们都对CEO史蒂芬•埃洛普(Stephen Elop)信
心满满。他们认为，他已经改变了公司文化，还为公
司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决策力和方向性。虽然在
传统发音中，Nokia应该念做“knock-ya”，但埃洛
普把它念成“noe-kia”。他将工程师的观点引入了
Lumia手机的开发流程，与之前的高管相比，他对产
品设计流程的参与度也更深。他还加快了诺基亚的反
应速度。
“我们已经彻底转变了观念，以‘挑战者’的
思维来行事。”埃洛普对我说，“我们必须反应迅
速。”
作为诺基亚的新款旗舰智能手机，Lumia 920的
初期反响不俗，AT&T的很多营业厅刚一进货就被抢购
一空。
“我们处于复兴边缘，”诺基亚亚太地区产
品营销负责人拉格胡纳斯•考杜瓦约(Raghunath
Koduvayur)说，“在史蒂芬的领导下，我们找到了方
向，我们真心实意地支持他。”
问题在于，这是否只是一种幻象？五年前的黄金
岁月已成往事，时间在流逝，技术在进步，与加拿大
的RIM一样，诺基亚也在追赶时代步伐的过程中频频
失利。它受困于塞班的时间太久。即使是在智能手机
的大幕拉开前，它也未能意识到美国人对翻盖手机的
偏好，眼睁睁看着摩托罗拉和三星迎头赶上。
现在，它把赌注压在Windows Phone身上。区区
2%的份额，怎么听都不像是吹响了复兴的号角。可资
比较的是，Android和iOS的份额分别高达75%和15%。
诺基亚是否会不断瘦身，直到空留一身专利，最终
待价而沽？五年来，它已经裁员17%，将规模压缩到
4.463万人(不包括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的员工)，
到明年底还将再裁员1万人。
我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诺基亚之屋。NoHo距离赫
尔辛基市中心10分钟车程，坐落于附近一个名叫埃斯
波的城市，由三栋连体建筑组成。它位于工业园的中
心位置，与微软、《愤怒的小鸟》开发商Rovio、芬
兰电梯公司通力(Kone)比邻。总部门前的海湾停着一
艘名叫Wilhelm Carpelan的小船。这原本是二战时期
的芬兰运输艇，诺亚员工曾开玩笑说，上面藏着竞争
对手派来的间谍。
NoHo的三栋建筑都用玻璃幕墙装饰。从中间
的办公室向下看，是公司的主餐厅，名叫堪蒂纳

(Cantina)。这是NoHo最大的公共区域，在宣布重要
消息时，也兼做会议室。今年7月，埃洛普就是在这
里宣布了最新一轮裁员计划。在这里，木头、钢铁、
玻璃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融为一体，既有宜家展厅
的风格，也有滑雪旅馆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这里见
证了诺基亚曾经的辉煌与荣耀。但如今，它却更像是
一个警示，时时提醒着人们：老诺基亚已死，这个躯
壳之下是一个小巧好斗的对手。
它的财力也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本月早些时候，
诺基亚将NoHo作价1.7亿欧元(约合2.22亿美元)卖给
了软件咨询公司Exilion，但同意以较低的价格回租
这栋建筑。我的一位同事曾经打趣道，科技公司有两
大灾难时刻：第一，是建造规模宏大的豪华总部时；
第二，则是被迫卖掉总部，抛售所有物业时。
我无法反驳这种观点。

内部观点
我在NoHo呆了大半天，目睹了诺基亚的员工塞满
堪蒂纳的景象。我又花了很长时间在中央办公楼顶层
的会议室与一众高管寒暄，一直到日落。
我见到了诺基亚工业设计主管史蒂凡•潘尼贝克
(Stefan Pannenbecker)。他一看就是搞设计的：笔
挺的黑西装配着白衬衫，带着银色的Prada手表，考
究的山羊胡与一丝不苟的右偏分相得益彰。潘尼贝克
表意清晰，目的明确。
“在我们的团队中，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人们是
否喜欢我们的产品。”他说，“我们可以实现诺基亚
历史上最好的季报，但如果产品没有令人振奋之处，
我便毫无兴趣。”
在被问及相反的情形时——由于诺基亚近几个季
度业绩糟糕，所以这个问题显然很重要——潘尼贝
克没有让步，他认为，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产品终
将胜出。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穿着随意的朱西•罗珀
(Jussi Ropo)，诺基亚Lumia 920显示屏的技术主管。
罗珀穿着黄白条的长袖衬衫，带着黑边眼镜，一头褐
色短发。当我们坐在堪蒂纳的人群中交流时，他浑身
洋溢着工程师特有的轻松心态。
罗珀来自萨罗，在那个距离赫尔辛基西部70英里
(约合113公里)的城市里，裁员尤其惨烈。从4年前开
始，那里的很多设施陆续关闭或是迁往海外。工厂
最终于6月关闭。一名不愿具名的诺基亚前员工表示，
工厂的关闭毁了萨罗。在他看来，那里就像是汽车三
巨头深陷泥沼时的底特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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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罗珀却描绘了一番不同的景象。他说，
Lumia 920和820都是在萨罗设计的，因而成了这座城
市的骄傲。“我们当然对那些不能继续与我们并肩战
斗的一线工人感到惋惜。但当人们看到这些手机时，
骄傲之情油然而生，信念也逐渐恢复。”他说。
财务和法务总监尤拉•詹姆斯(Ulla James)在诺
基亚一干就是27年，她也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当她80
年代末加盟诺基亚时，公司状况糟糕透顶。彼时的诺
基亚，正在从造纸向其他业务转型。时任诺基亚CEO
的卡瑞•凯雷莫(Kari Kairamo)不堪压力，自杀身亡。
没错，诺基亚之前也曾濒临绝境。他们甚至曾经
考虑出售当时羽翼未丰的手机业务。但董事会最终决
定给约玛•奥利拉(Jorma Ollila)一次机会，而诺基
亚也最终崛起为手机市场的霸主。
詹姆斯说：“我曾经目睹过这一切。人生难免起
起落落，企业同样如此。”

创业心态
周三上午8点，我又回到了会议室。外面漆黑一
片。这一次换了一拨高管，领头的是Lumia营销、战
略和工具主管汉斯•亨里克•朗德(Hans Henrik Lund)
和Lumia全球营销主管维萨•朱迪拉(Vesa Jutila)。
朗德是诺基亚的革新派，他3年前刚刚来到这里。他
穿着白衬衫，系着黑领带，一头白发与他语速飞快的
开场白所散发出的年轻活力极不相称。
“复兴计划令我干劲十足。”他说，“我需要这
样的机会才能全力以赴。”
但当朗德一年半前提出给Lumia 920增加一项关
键功能时，这种干劲却并未为他赢得任何支持。他说，
这项功能对于追赶竞争对手至关重要，他不希望诺基
亚屈居人后。朗德随后负责配件业务，他在一次会议
上再次提出了这一主张。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6名工程
师、设计师和高管，其中包括公司智能设备部门主管
乔•哈罗(Jo Harlow)。
“你们想基业长青吗？”朗德问。他说，当时的
与会人员分成两派，他们的理念差异在于“工程与幻
想”、“理性与感性”。简而言之，工程师都对这种
想法颇为不满，认为这种复杂功能完全没有必要。那
场辩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朗德预感哈罗会支持他的想法，哈罗也最终点头
通过了这份提案。当埃洛普9月推出Lumia 920时，这
项功能也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那就是无线充电。
事实上，正是因为对无线充电和各种彩色配件的激进
态度，使得诺基亚成为了这一趋势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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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德的想法遭到了很多诺基亚保守派的反对，但
恰恰是因为被整合到旗舰手机中，才愈加凸显出诺基
亚经历的剧烈变化。如果是在过去，诺基亚可能只会
将NFC等新兴技术用在关注不度高的设备中，或是常
年封存于实验室中。
“在诺基亚风头正劲时，无线充电很容易被否
决。”朗德说。
当AT&T想要一款针对美国市场设计的手机时，诺
基亚毅然发布了内置LTE模块的Lumia 900手机。如果
换成老诺基亚，此事断然无望。这款手机只用了以往
一半的时间就开发完毕，并在1月的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上正式亮相。
“以往，诺基亚也很愿意迎合我们的需求，但却
很少达到我们的预期。”AT&T移动部门主管拉夫•德
拉维加(Ralph de la Vega)说，“我发现，史蒂芬能
够做到这一点。”
虽然员工赞扬埃洛普的领导风格和化繁为简的能
力，但他27个月的任期绝非没有瑕疵。最引人关注的
是，该公司大举推广的Lumia 900发布之初便曝出重
大漏洞，导致一些产品的无线连接不畅。
发布Lumia 920时，为了证明这款智能手机的图
像稳定技术，诺基亚特意展示了一段视频。结果被眼
尖的人发现，这段视频其实是用专业摄像机拍摄的。
诺基亚很快就造假行为致歉。但该公司拒绝对此事发
表进一步评论。

转变方向
诺基亚的迅速反应帮助Lumia 900成为了AT&T的
旗舰手机，并获得了重点推广。三星之所以称霸智能
手机市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类似的举措。此举也的
确让诺基亚小有成就。德拉维加和埃洛普均拒绝透露
具体销售数据，但埃洛普说，结果好于预期。
有鉴于此，诺基亚推出Lumia 920时采取了不同
的方式。该公司自掏腰包为运营商和零售商的销售员
提供培训，加强与数字媒体的合作，希望制造更多
的口碑效应。在美国，Lumia 920成为AT&T在圣诞购
物季期间的主打智能手机。诺基亚还希望从Windows
8操作系统的大规模推广中获益，因为该系统与
Windows Phone 8有着相同的外观和感觉。德拉维加
不肯透露太多信息，只是表示，Lumia 920“表现极
好”，是AT&T的畅销机型之一。
Lumia将在今年圣诞购物季期间面临艰巨的挑战，
但埃洛普告诉我，他已经看到消费者的兴趣提升。最
近，当他手拿亮黄色的Lumia 920在伦敦希斯罗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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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时，签证官没有急着让他出示文件，反而向他打
听起这部手机。当他们二人聊起手机的拍照功能时，
后面逐渐排起了长龙。
“我可能成功推销出了一部Lumia手机。”他说。

多了。不同的项目多如牛毛，缺乏重点。”
诺基亚的编外项目的确为数众多。例如，他们曾
经通过N-Gage将手机与掌上游戏机合为一体，并给予
该设备长达数年的支持，但仍以失败告终。诺基亚还
是第一家在手机中植入NFC芯片的公司，尽管这款产
埃洛普的豪赌
品本身并未引发太多关注。他们还尝试过不同的设计，
让消费者再次拥抱诺基亚，并为Lumia树立品
例如唇膏形状的手机。该公司的文化也颇为古怪，既
牌形象，是埃洛普的主要任务。放弃塞班和下一代
傲慢又谨慎。傲慢的是，他们始终顽固地支持塞班；
MeeGo平台无异于壮士断腕，需要惊人的勇气。而这
谨慎的是，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层层审批。
场豪赌无疑也遭遇了诺基亚保守派的激烈反对。
“要干一件事需要获得150个人的批准，任何
在他那篇著名的“燃烧的平台”备忘录中，埃洛
人都可以阻止一些事情。整个架构都是为了避免
普称，诺基亚亟需一场巨变。他的支持者和部分诺基
出错。”曾经在诺基亚工作11年的老兵、目前任
亚员工将此视为彰显公司透明度的典型事例。但一些
职于创业公司ShopAdvisor的艾迪•拉蒂兰塔(Atte
前高管和批评人士却认为，正是这种鲁莽行为加速了
Lahtiranta)说。
塞班的衰落。
最近的PureView 808在这种官僚体制中成功突围。
埃洛普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拥挤的智能手机行业
这项手机摄像头技术早在6年前就绘制在一张餐巾纸
脱颖而出。他承认，Android无法帮助诺基亚实现这
上。通过4100万像素的超高清摄像头，用户可以将图
个目标。
片放大三倍却不会损失画质。在移动世界大会(MWC)
“最重要的是‘差异性’。进入Android阵营后， 上一经发布，PureView的品质就获得了认可。Lumia
我们很难实现差异性。”他说。
920则将其与图像稳定技术整合到一起。诺基亚已经
于是，诺基亚别无选择，Windows Phone成了一
将PureView作为其顶级摄像头技术的品牌来使用。
场“不成功，则成仁”的豪赌。
“从成像技术的角度来看，今年的表现非常优
“诺基亚目前是Windows Phone阵营的领导厂商， 异。”诺基亚摄像头技术主管朱哈•阿拉卡胡(Juha
相当于三星在Android阵营的地位。”微软Windows
Alakarhu)说。他在NoHo以北约113英里(约合182公里
Phone部门主管特里•迈尔森(Terry Myerson)说，
)的坦佩雷办事处工作，那里近两年裁掉了3100名员
“他们在为自己的品牌探索各种可能性。”
工。但他和他的团队却未受影响。阿拉卡胡指出，诺
不过，微软并不完全依赖诺基亚。该公司还在
基亚甚至还加大了对成像技术的投入。
推广一款HTC的Windows Phone智能手机8X，这同
政府态度
样是它的购物季主打产品。有传言称，继Surface
之后，微软还将推出自有品牌智能手机。外界对
周四，暴雪来袭。为我开车的的哥猛踩油门，但
Windows Phone的初期评价也褒贬不一。美国投资
也只能缓缓前行，轮胎链在结满冰的道路上艰难地寻
银行Sanford C. Bernstein分析师皮埃尔•菲拉古
找脆弱的着力点。
(Pierre Ferragu)表示，尽管Windows Phone手机出
我来到阿尔托大学暂避，在那里，我见到了埃
货量实现了同比增长，但主要源自诺基亚向新市场的
斯波政府经济与商业开发总监图拉•安多拉(Tuula
扩张，而非发达市场的接受度提升。
Antola)。安多拉身着黑上衣、白衬衫，左手还带着
一只手镯。助手穿着一身黑色套装坐在她身边，娴熟
文化巨变
地打开了一份有关该市增长前景的Powerpoint幻灯
诺基亚已经成为芬兰的骄傲。直到最近，它还是
片。当时正值午后，摆满白桌子和彩色椅子的房间内
该国最大的雇主和市值最高的公司。2000年，它为芬
只有我们几个人。与很多人一样，安多拉也对诺基亚
兰贡献了4%的GDP。
满怀希望，但她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她告诉我，芬
广泛的产品和庞大的资源使得诺基亚得以开发很
兰正在投资教育，并支持更多人自主创业，希望复制
多编外项目，但这些项目的数量似乎有些过多。2010
Rovio和Supercell等公司的成功模式。
年从诺基亚跳槽到移动健康公司Aging 2.0的史蒂芬•
“我们不会孤注一掷。”她说，“拥有更多小型
约翰逊(Stephen Johnson)说：“诺基亚干的事情太
企业的经济才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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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埃斯波，安多拉表示，该市也在寻找新的
增长引擎，并将阿尔托大学作为当地的人才来源。由
于只有5万人，所以诺基亚3500人的裁员规模给当地
造成了沉重打击。一些学医的女性不得不离开待遇
优厚的诺基亚，重返护理岗位。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
运了。更多的裁员可能还会接踵而至。当诺基亚放弃
塞班时，将支持工作外包给了埃森哲。埃森哲虽然接
手了很多员工，但也警告称，由于塞班业务持续萎缩，
该公司可能展开更多裁员。
芬兰就业和经济部企业与创新主管米卡•劳塔纳
拉(Mika Lautanala)表示，政府通过教育、培训和其
他方式为被裁的工人提供帮助。但他也表示，由于造
纸等行业也处于下滑之中，芬兰的裁员人数正在增加。
他说，被诺基亚裁掉的工人有60%找到了新工作或新
“出路”，但他也承认，倘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这
一比例可能会降低。
然而，芬兰丰富的人才仍然可以到其他公司发光
发热。安多拉告诉我，一家日本移动游戏开发商计划
搬到埃斯波，华为也承诺在赫尔辛基开设新的办事处，
重点是提升Android和Windows Phone设备的用户体验。
与安多拉一样，劳塔纳拉也对诺基亚抱有希望，他还
是诺基亚手机的老用户。但他不认为诺基亚可以恢复
往日的辉煌，他与这家老迈的巨头之间也没有建立情
感纽带。
“没必要非得死撑着一家缺乏竞争力的公司。”
他说，“应该寻找新企业。”

继续前进
到了周五，暴雪已经肆虐了两天，前往市中心
的道路变得异常难走。为我带路的是瓦尔托•罗卡南

(Valto Loikkanan)，他在赫尔辛基市政府资助的
EnterpriseHelsinki组织担任商业顾问，专门为当地
创业公司提供支持和建议。
“等到天更冷、雪更大时，就得穿一大堆衣
服。”罗卡南边说边在雪地中费力前行。来到斯多克
曼(Stockmann)百货中心后，他买了一杯咖啡，然后
带着我穿过了一系列地下通道和相互连接的商店。
诺基亚的衰落与芬兰的文化转型几乎同时发生。
曾几何时，能到一家业绩稳定的大公司工作，是多少
芬兰人向往的“成功”。自主创业只是无可奈何的决
定。但近几年来，创业精神迅速蔓延。Rovio的成功
激发了很多大学生一试身手，创业氛围堪比美国硅谷。
随着年轻人的创业热情日益高涨，诺基亚也通过
Bridge项目支持了很多小型企业。该项目为诺基亚前
员工提供帮助，为他们提供技术培训、财务援助，甚
至是专利支持。例如，希望让MeeGo复活的创业公司
Jolla和开发者媒介服务Mobile Brian Bank都得到了
Bridge的鼎力相助。
不过，有一种观点认为，无论有没有诺基亚，芬
兰都会向前发展。这周初，有一个人急匆匆地来到赫
尔辛基市中心的诺基亚旗舰店，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销售员礼貌地向他问好，接着向他推荐起最新一代
Lumia手机。但这个人只是在为iPhone找一副替换耳
机，于是，销售员无奈地为他指路，告诉他最近的苹
果零售店怎么走。
我在芬兰碰到过一个的哥，他用的是iPhone 4。
等到合约过期后，他还准备升级成iPhone 5或Galaxy
S。几分钟后，他又说也会考虑Lumia。
“我听说诺基亚手机比以前好多了。”他说。
(来源：新浪科技 思远\文)

（上接19页）

成立，一个新的手机品牌诞生了。两个月后，梁建国
的三款单核智能手机就生产出来了，而且整个市场形
势非常好，“看到这种情况，我当时信心十足，心
想这真是个赚钱的好买卖，比在家里做五金来钱快多
了。”梁建国这样对本报记者说。但朋友建议应该和
双核智能手机一起推，因为双核当时才刚刚开始。而
由于无自有生产工厂、无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加上
对整个市场变化的把握不够，原本计划11月推出的双
核手机直到12月才匆匆上市。
上周，推出三款单核智能手机和两款双核手机的
梁建国信心满满地开招商大会，因为他觉得自己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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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做低价，有双核做高端，可以“上下通吃”。然
而，几十家渠道商不是将产品“一抢而光”，却是对
产品不断压价，因为市场上已经出现众多国产双核智
能手机，而且四核国产智能手机也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招商大会我都花了十几万，渠道商最后都只是
订了一些手机作为样机，五款手机订货总共不超过
500台，一千万打了水漂。”梁建国无奈地对本报记
者表示。
（来源：广州日报 段郴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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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称国产智能机10月份后出货量大跌
今年7月，梁建国筹资约1000万元到深圳做智能手
机，但推出的五款手机只获得几百台订货。记者调查发
现，今年10月成国内本土品牌市场销量的分水岭，从供
不应求到库存积压，有的一线品牌库存或达百万台。

重要分水岭。10月前，只要有智能手机面市，就会被
渠道商一抢而光，但10月后，整个市场突然发生了巨
变，智能手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单核手机被双
核手机取代，而且价格一再走低。

现象：物流公司称手机出货量急剧下滑30%
据业内消息透露，目前普通的国产手机厂商的
库存都在10万台左右，而本土二线品牌库存则在50
万~80万台之间，一线本土品牌则可能超过百万级别。
而库存压力同样从物流公司得到认证。
一位深圳物流公司的老板对本报记者表示，其实
物流行业从9月份就开始出现分化，9月份前，该公
司每月的发货量达到1000吨，但9月份之后，总体出
货量急剧下降了30%。该老板透露，昨日他们公司一
天只发了35吨货，而此前一天发货量最高时候超过了
100吨。
本报记者在一家本土手机公司看到，其仓库堆满
了还没发出去的手机成品，该公司的负责人透露，10
月份前几乎没有库存，手机一出来，马上就被拉走了，
但现在由于库存大，公司仓库已经装不下，只好出钱
放到物流公司的转运场。
而为了解决库存压力，一家本土手机公司把所有
的行政人员全部派到全国各地进行“地毯式”销售，
办公室几乎没有行政人员。

调查：从供不应求到库存积压
据悉，目前一块主板和屏幕的价格合计150元，
开模费20万元，一般一款手机最少都要制造3000台，
工厂才会接单，加上推广费等等，一款智能手机的起
步价都要上百万元。深圳乐购手机公司营销分析师李
阳对本报记者透露，以前做功能手机，一款手机从立
项到最后面市需40万元，而现在做智能手机，“起步
价”已经上涨到了200万元，即使供应链控制得很好，
也要100万元。
战国策首席分析师杨群表示，梁建国的案例是本
土手机品牌从诞生到倒下的一个缩影，因为做智能手
机的投资比做功能手机大很多，因此很多本土厂商无
法快速推出新机，但市场供应关系变化巨大，一步迟，
则步步迟，导致类似梁建国这样的案例不断发生。
杨群表示，今年10月份成了国产智能手机的一个

分析：重走功能机“老路” “红海”里
拼价格
有手机厂商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以前每年过
春节前就要打好招呼要员工过完节回来，甚至为了留
住他们还得多给他们发一些奖金，但今年过完春节即
使招不到人也不担心了，因为库存够消化一段时间了。
对于目前国内本土手机厂商出现的库存压力，杨
群表示，除了少数几个知名品牌，目前国产品牌智能
手机少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质化非常严重，与当
年的功能机时代差不多：都是从方案公司买方案，找
供应链提供主板、屏幕以及电池等，几乎所有的品牌
最后拼的就是价格。
而在洋品牌的积压之下，众多本土品牌“一窝
蜂”，上马各种款式智能手机却遭遇了库存压力，杨
群表示，本土品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仍没有摆脱“红
海”战略。

案例：老板欲“淘金” 一千万打水漂
今年5、6月，正是本土品牌从功能机向智能手机
转型的时间点，听朋友说南方手机生意好做的消息后，
原本在湖北做五金生意的梁建国筹资约1000万元准备
到深圳“淘金”。
由于有现成的方案手机公司，有供应链的关系以
及代工厂，7月，梁建国在一个月内组建的手机公司
（下接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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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睁开熊眼看 iPhone ：
三星等挑战不可小觑

[导读]自12月16日以来，至少已有五位市场分
析师下调了苹果的目标股价。其中有分析师表示，苹
果从供应商处购买配件的情况，暗示iPhone和iPad的
销售数据可能将无法达到预期。
北京时间12月19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受
iPhone在今年假日购物季销售一直疲软，及苹果必
须在产品上取得新突破来应对谷歌和三星电子挑战的
顾虑影响，华尔街一些最看好苹果的分析师已经“转
熊”。
自12月16日以来，至少已有五位市场分析师下调
了苹果的目标股价。其中有分析师表示，苹果从供应
商处购买配件的情况，暗示iPhone和iPad的销售数据
可能将无法达到预期。因为上述两款产品是苹果最大
的利润和营收来源，任何需求下滑的迹象都可能会影
响到公司业绩的增长前景。
花旗集团、太平洋寰冠证券（Pacific Crest
Securities）、瑞穗证券、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资本
市场（BMO Capital Markets）和Canaccord Genuity
都已经下调了苹果的目标股价，而在今年年初，市场
分析师还在竞相上调苹果目标股价，甚至有两位分析
师称苹果股价将突破1000美元。受iPhone市场已经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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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必须推
出新畅销产品这一推测的影响，自今年9月创出历史
最高价至今，苹果股价累计跌幅已经达到了25%。
美国资产管理公司North Shore Asset
Management产品经理迈克尔•奥巴哈斯基（Michael
Obuchowski）表示，“苹果正在感受到高温。在向市
场推出新的神奇设备的问题上该公司面临着很大的压
力，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只是一时半会。”奥巴哈斯
基表示，最新款的iPhone和iPad mini只是对先前的
产品进行了改进。
苹果股价周二在纳斯达克证券市场常规交易中报
收于533.90美元，较上一交易日上涨2.9%。即便是自
9月份以来股价出现了大幅回落，苹果股价今年的累
计涨幅依然达到了32%。

亚洲供应商
花旗集团分析师格伦•杨（Glen Yeung）在12月
16日发布的投资者报告中指出，有报道称，苹果亚洲
供应商的订单数量出现了减少，这也对iPhone 5的销
售情况提出了疑问。花旗集团已经把苹果的股票评级
从“买入”下调至“中性”，并把目标股价从675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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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下调至575美元。
太平洋寰冠证券的分析师安迪•哈格里夫斯
（Andy Hargreaves）表示，虽然苹果iPhone用户有
望在今年年底达到2.3亿，但是因为接近饱和点，苹
果的客户增长将开始逐渐下滑。基于此，该分析师把
2013年苹果新iPhone用户的增长数量，从先前预计的
8430万人下调至6240万人。
哈格里夫斯在报告中指出，“全球消费者对
iPhone 5的需求并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强劲。尽管我
们认为iPhone 5依旧是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最畅销产
品，并可能在当前获得很大一部分市场份额，但是因
为市场饱和、全球需求疲软及创新乏力，这将会影响
到iPhone 5的销售。”该分析师把苹果目标股价从
645美元下调至565美元。

中国的挑战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在投资者报告中指
出，许多投资人一直把中国市场视为苹果增长的主要
市场，不过该市场也面临着挑战。尽管苹果在日前
宣布，iPhone 5在中国市场上市的第一个周末销量达
到了200万部，但是因为没有同中国最大的移动运营
商中国移动结盟，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还是
把iPhone在2013财年的出货预期从1.715亿部下调至
1.655亿部。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在报告中
还指出，作为苹果最大的竞争对手，三星电子目前正
在美国和亚洲市场大力推广其Android手机。
从本月初开始，市场分析师便开始纷纷下调苹果
的目标股价。瑞银集团在12月14日把苹果目标股价从
780美元下调至700美元，称对iPhone和iPad的增长前
景感到担忧。投资银行Jefferies & Co. 的分析师彼
得•米克斯（Peter Misek），本月初把苹果目标股价
从900美元下调至800美元，称亚洲配件供应商受到的
订单数量已经减少。

依旧乐观
不过许多市场分析师依然持乐观的态度。Topeka
Capital Markets的分析师布莱恩•怀特（Brian
White）依旧认为苹果股价能够达到1111美元，原因
是iPhone在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依旧十分巨大。富国
证券的分析师梅纳德•乌姆（Maynard Um）则在周一
的投资者报告中表示，市场当前对苹果的顾虑已经被
夸大。
奥巴哈斯基表示，决定苹果近期股价低迷的走势
是否正确的主要因素，将是该公司在明年1月份发布

的第一财季财报。截至12月末的第一财季将是苹果销
售iPhone 5，以及新款iPad、Mac和iPod的第一个完
整季度。他说，“我们将会找出担忧是否被夸大，还
是苹果的增长是否开始放缓的证据。”
假日购物季通常也是苹果利润最好的一个季度。
在苹果去年的营收当中，有30%来自于第一财季。

iPad Mini
瑞穗证券的分析师阿贝•拉姆巴（Abhey Lamba）
表示，苹果营收可能无法达到分析师预期的另外一个
原因，是因为该公司销售出更多低价的产品，如新上
市不久的iPad Mini。该分析师把苹果的目标股价从
750美元下调至600美元。
Jefferies & Co.的分析师基恩•蒙斯特（Gene
Munster）认为，为点燃新的增长，苹果应当向中国
等新兴市场推出量身订做的低端iPhone手机。该分析
师也认为，苹果股价将会达到1000美元。
投资公司Greencrest Capital Management的分
析师麦克斯•沃尔夫（Max Wolff）在接受彭博电视台
采访时表示，“当前的问题在于，苹果产品线中是否
还有令人激动的两、三款产品？”他说，增加新的产
品能够推动苹果的长期增长。不过他认为，苹果还没
有推出电视机的计划，原因是该公司不大可能与时代
华纳、CBS和迪士尼等公司达成新授权交易。
（来源：腾讯科技 明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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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军：小米手机一年销售额突破100亿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雷军和小米就实现了一个“神话”

[导读]100亿让雷军走上了风口浪尖。以进军3G
手机市场为起点，华为和酷派手机销售收入达到百亿
都花了6年时间；京东商城销售额过百亿，同样用了6
年；百度达到这个量级则用了10年时间。
2012年11月15日，晚上10点半，望京西路卷石天
地大厦12层，雷军在他的办公室刚刚接受完《创业
邦》的采访和拍照，要立即赶赴另一个会议室。那里
有金山过来的同事，等他开今天最后一个会。
在我们采访之前，雷军从某个大会上“溜出来”，
利用晚饭时间见了两拨人。他看上去要比半年前虚胖
一点，双眼充满血丝。他说创办小米之后，参加的会
议明显多了。“以前单独做天使，是别人求你多；现
在创业，是求别人的地方多，有些应酬不能不去。”
树大招风。在过去的一年中，有三个数字与雷军
紧密相关：6、40、100。先是小米夏天那次沸沸扬扬
的融资，估值达40亿美元，创下了今年中国企业的融
资之最；接着是11月21日，雷军投资的YY登陆纳斯达
克，市值约6亿美元；接受《创业邦》专访当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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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首次向媒体透露，到11月底，小米过去一个财年的
销售额突破100亿人民币。
上述任何一个数字，如果只发生在某一个创业者
或者投资人身上，都足以成就一段佳话，但它们偏偏
在同一年砸到同一个人身上。用一个麻将术语，这叫
“杠上开花”。
前两个数字在私募和公众市场都有人背书，无需
质疑。关键是100亿。一家成立不到两年、产品卖了
只有一年的创业公司，瞬间就进入百亿俱乐部，在中
国过去30年的商业史上，恐怕只有两类公司达到过这
种奇迹：一是某些呼风唤雨的垄断企业，二是此起彼
伏的传销企业。
尽管政府部门很看重这个潜在的利税大户，尽管
它的口碑营销引发了口水争议，但毫无疑问，小米不
是上述任何一种模式。问题是，你又很难找到一个可
资参考的对象来定义小米和雷军。
正因为如此，100亿才走上了风口浪尖。以进军
3G手机市场为起点，华为和酷派手机销售收入达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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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都花了6年时间；京东商城销售额过百亿，同样用
了6年；百度达到这个量级则用了10年时间。无论放
在哪个维度看，小米都不“正常”：如果你认为数字
有假，则说明今年以个人名义入股小米的俄罗斯投资
大亨尤里？米尔纳上当了；如果你认为数字真实可靠，
这似乎又是一个早熟的孩子。两面不讨好。
这两年，雷军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飞。以现在的财务数据来看，小米站的不是风
口，而是台风口。事实上，在今年年初，连雷军及
其团队都不敢想象会有超过500万台、100亿的销售规
模。他们那时的底线是30万部，如果能够达到100万
部，就相当于中彩票了。
无论是去年推出第一部手机，还是今年的指数级
增长，小米都没能让外界百分百相信，质疑的声音从
未间断。雷军一直表示抱怨，中国缺少宽容的创业
文化，无论成败，总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这不足为怪。
首先“小米速度”是超出雷军本人的预期的，这一点
他在接受《创业邦》采访时并不否认；其次，如果小
米人自己都对“小米速度”感到惊讶，外界更没有理
由保持淡定了。
所以，雷军和小米过去不到两年时间中的表现，
本身就是一个“不合常规”的创业故事。雷军需要适
应，小米需要适应，外界更需要适应。以善于总结
经验著称的雷军，用“运气好”来形容自己的2012。
“经常有人说我爱忽悠，但今年运气真的很好。”
他说。

系统越来越被市场所接受，特别是被众多手机厂商所
接受；再次，摩尔定律开始在智能手机领域得到验证。
“以前手机上的传感器很贵，但最近几年在手机上的
价格呈下降趋势，当时小米做手机，这是一个重要信
号。”刘芹说。
小米的口号是“为发烧而生”，在此之前，有音
响发烧友、有相机发烧友，但手机发烧友真不多见。
究其原因，首先手机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几乎人
手一部（到了智能机时代，配备“双枪”越来越不稀
罕）；其次，若不是iPhone的问世，手机与手机之间
的差别不大。乔布斯重新定义了手机，这让雷军看到
了机会。
第一款iPhone上市之后，雷军还在金山。当时
他买了数十部送给部下、朋友，逢人便说iPhone多
好多好。在此之前，他还送过诺基亚N78等经典机型。
“他自己就是个手机发烧友，不是说做了小米才爱显
摆的。”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金山词霸前总经理黎
万强说，当时雷军包里总是揣着好几部手机。
2009年底，已经在金山工作了近十年的黎万强想
换一个方向。他首先想到的是开个影棚，因为他一
直以来都喜欢摄影，算是个发烧友。辞职之前他给
雷军打电话说要辞职，雷军说你要慎重考虑。后来他
俩约在奥体中心附近一家叫做“胖胖”的韩国料理吃
饭，雷军问他辞职之后到底做什么，黎万强说准备开
个影棚。雷军一听就笑了，说：“你别扯淡了，跟我
干吧。”
黎万强说好啊。雷军纳闷问道，你知道我干什么
不是重新定义手机，而是重新定义手机战争
吗？黎万强说，手机吧。雷军哈哈大笑。
雷军说的运气好，和一个人有关。他叫史蒂芬•
“以他这么多年来对手机的痴迷，我实在想不出
埃洛普，诺基亚CEO。2010年，埃洛普被诺基亚从微
他要创业的话还能干别的。”黎万强说。
软挖过来之后，其第一把火就是逐步放弃塞班操作
黎万强和林斌(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总裁)是雷
系统，全面与自己的老东家微软合作。而当时诺基亚
军最先找到的搭档。实际上，他没少给过去的兄弟
塞班手机占据全球手机市场30%的份额。“这就是说， 们“汇报思想”。他给金山网络的傅盛打电话，一
接下来几年会有超过10亿手机用户陆续选择其他操作
口气说了3个小时。傅盛之前就有耳闻雷军要做手机，
系统的智能手机，”雷军说，“一夜之间，几乎所有
但他觉得这个事挺难的。“通完电话我就想明白了，
智能手机公司都在快速成长，小米可能只是长得最快
因为他自己说得很明白，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
的一家而已。”
么走，符合他的风格：不打无准备之仗。”傅盛告诉
其实，埃洛普在诺基亚的上任日期是2010年9月
《创业邦》。
10日。也正是在这个月，小米手机的硬件团队搭建完
雷军不想按照传统手机厂商的路子走，既然是
毕。“小米手机切入市场的时机非常好。”小米早期
“为发烧友而生”，注定就要打上互联网的基因，所
投资人、晨兴创投合伙人刘芹对《创业邦》说。
以他认为小米走的是“先软后硬”的路子。从现在小
在刘芹看来，这个时机，与三个事件有关。首
米科技7个联合创始人的入职顺序就能看出来，最早
先，苹果的iPhone系列已经教育了市场和消费者，它
来的5个人不是互联网背景，就是软件背景，最后加
宣告了真正智能手机的方向；其次，谷歌的安卓开放
盟的2个人，周光平和刘德，才是硬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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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小米正式成立。雷军的逻辑是，先
APP，后ROM，接下来是手机。其中，APP准备半年时
间，ROM一年时间，一年半之后再做手机。这样做的
好处是，先易后难，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互联网公
司的产品逻辑。
“雷军从一开始打的就是一场三维的战争，玩法
完全不同于传统手机厂商，”迅雷联合创始人、CEO
邹胜龙对《创业邦》说，“小米把中国手机行业的竞
争，从冷兵器时代直接带到了现代战争。”
所谓冷兵器，就是人海战术，渠道靠人堆，广告
拿钱砸，以价格而非配置驱动。这是国产手机的长期
优势，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到来，很多人相信，
继十年前通过渠道革命实现一次逆袭之后，国产手机
可能会迎来第二春。事实确实如此。以“中华酷联”
为代表的国产品牌在智能机时代填补了MOTO、日系手
机甚至诺基亚离开后的空白。它们依然高举渠道革命
的大旗，不同之处在于，十年前是自建渠道，这次是
借助运营商渠道。
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渠道就是场景，而不同场景
会有不同的用户体验。黎万强说，运营商渠道卖手机
有几个特点：一是机型花样繁多，二是配置、功能大
同小异，三是用户比较容易满足。
而发烧友很少去营业厅买手机。他们去的最多的
地方是论坛，通过论坛跟帖、互动发现好的产品。这
正是小米先做APP、ROM等互联网产品的原因：先通过
这些无形的产品把人气聚拢过来，让自己的公司基因
具有明显的互联网气质。
这个时候，小米的公司产品属性也就定型了：互
联网产品。所以，当小米手机出来的时候，它只有在
网上卖才能体现自己的公司产品属性。这就变成了电
子商务。而手机的购买场景，也就从线下门店、营业
厅搬到了网上，场景彻底变了。
MIUI第一个版本出来的时候，雷军问黎万强：能
否一分钱不花，把我们的品牌打出来？做金山词霸出
身的黎万强对互联网产品的运营和推广再熟悉不过。
他去各大论坛，把内测的消息放出去，迅速引来众多
发烧友的围观。“内测团最初100个成员，是我一个
一个挑出来的，到现在还在我的米聊通讯录里。”黎
万强说，“互联网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以近乎
零成本的优势获取无限用户。”
有人把小米手机形容为“孙悟空问世”——石头
缝里蹦出来的。“很多人忽视了之前一年的市场教育，
即通过应用、定制系统等互联网产品聚合用户，”刘
芹说，“大家把营销表面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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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创立之初，雷军分析中国至少有100万发烧
友，这是小米的核心用户群。而今年小米手机有望
卖出700万，其他600万是谁？“发烧友通过口碑传
播，来影响身边的小白用户，这也是互联网产品的特
征。”黎万强说。
UC优视董事长兼CEO俞永福在小米手机刚出来的
时候，曾预感挑战会很大，但当网上直销手机如此火
爆的时候，他想起了前三次中国电子商务革命。第一
次是卓越卖书，俞永福当时还在联想投资，而卓越正
是雷军创办的。“那时很多人质疑，网上怎么能卖
书？但事实证明网络太适合卖书了，标准化嘛。”俞
永福说，第二次电商革命是京东卖电器，第三次是凡
客卖自有品牌的衣服。
有意思的是，俞永福眼中的这三次革命，有两次
与雷军有关。“所以他是轻车熟路嘛。”俞永福说，
“互联网正在从一个行业变成一个产业；行业是垂直
的，产业是水平的，互联网会一个接一个地对所有传
统行业进行改造。”
尽管小米手机过去一年在运营商渠道获得了较快
增长，但雷军说最多会维持在20%的比例，不会像传
统手机厂商那样变成一家以运营商为主要渠道的公司。
“我不会力推100款产品，然后为了做量去适应运营
商不同的需求，这不是我的风格。我的风格是做有限
的几款产品，把每款都做好。”雷军也承认，在运营
商渠道，小米也做不过华为、中兴它们。
按照邹胜龙的说法，小米和“中华酷联”根本
不具有可比性。“中兴、华为一年出货上亿台，小
米700万台的销量跟他们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
这是二维的世界，”邹胜龙说，“小米是海陆空三维
打法，它有自己深度定制的系统，有自己的软件，有
自己的渠道，这些特点叠加在一起，使小米变成了另
一个物种。一句话，小米的外延性很强。”
但这也是小米被认为是中国的苹果、雷军是雷布
斯的基本理由。这些不正是苹果和乔布斯做过的事情
吗？“你说iPhone出来以后，三星不学它吗？HTC没
学吗？全世界都在学，偏偏只盯着我不放。”雷军说。

100亿背后的江湖
黎万强说，雷军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召集的
市场、运营会议少了，产品会议多了。前两天小米自
己推出了一款“小米商城”应用，上线之后图标加了
个框，因此显得比其他APP小。雷军把黎万强和负责
这个应用的产品经理叫到办公室问怎么回事。产品经
理说新应用都要等系统调试才能转为正常图标。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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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就火了，说ROM是自己的，你直接按照系统调配
模式设计不就完了么？
雷军说，每天网上那么多人评价小米，有表扬
的，也有批评的。对于那些建设性的批评，他说他其
实很焦虑，总感觉还没有把他们服务好。但对于恶意
吐口水的，他现在已经刀枪不入了。雷军的一位朋友
说，雷军的一个变化就是面对外界的质疑时，他淡定
了，这一年下来特别明显。“以前别人说些什么，他
特在意，总想解释什么，反而越解释越麻烦。雷军想
透了，对挨骂已经能够理性看待了。”
但你不在江湖，江湖也有你的传说。今年端午节
前后，关于小米第三轮融资的消息在网上流传起来。
那时大概有4家机构和几个个人准备投资。但消息一
放出来，雷军立刻陷入被动。“你知道吗，最后两家
准备跟投的机构临时退出了，所以最后融资金额是
2.16亿美金这么一个奇怪的数。”雷军感叹，圈子太
小了。
而当时已经投了小米A轮和B轮的启明、晨兴等两
家机构都没有跟投，这也被外界解释为之前的投资人
不再看好小米。“我们是早期VC，PE阶段的投资本来
就参与得少，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启明创投主管合
伙人童士豪对《创业邦》说。
童士豪是雷军准备做小米时最先找到的两位投资
人之一，另一位是晨兴创投合伙人刘芹。那是2009年
底的一天，雷军把童士豪约到北四环的盘古七星大酒
店，两个多小时，一直是雷军在说，童士豪不时问个
问题，然后雷军继续说。
“很少看到他这么有激情，而且讲得非常清
楚，”童士豪说，“启明之所以决定投资小米，还在
于我们与雷军在凡客这个案子上有过愉快的合作经
历。”启明在凡客前三轮融资中投了两轮，其中一轮
还是领投。从那时起，童士豪就经常与雷军打交道，
雷军给他的印象是“做事靠谱、对兄弟讲义气”。
黎万强也承认，当时准备加入小米的创业团队的
时候，自己对这个事能做多大、多长时间能成，心里
还真没有多大底，毕竟这是一个竞争已经非常充分的
市场。“就是因为看好他这个人，觉得他来做这事应
该有戏，所以就上了这条船。”黎万强笑着说。
熟人好“忽悠”，陌生人不好办。雷军最先找的
是林斌、黎万强这些同样具备互联网背景的强人，在
这个圈子里，雷老大的影响力不言而喻；但在纯手机
圈子，虽然知道雷军的人也很多，但一听说他要做手
机，准备看笑话的人不在少数。
最典型的例子是找人。雷军前前后后见了不下百

雷军要重新定义手机战争

位硬件工程师，最后都以碰壁而告终。原因很简单：
你雷军在互联网圈子是大佬，在手机圈子什么都不是。
人家一上来就问你认识郭台铭吗，雷军说我认识他但
他不认识我；又问运营商你熟悉吗，雷军说之前打交
道不多。
“以前我们做互联网，你从产品到运营再到市
场，熟悉一个新工种有一两年时间就差不多了，但硬
件真不一样，没个十年八年你真不敢说自己是资深人
士。”黎万强说。
对供应链的管理也是这样。去年，好不容易产
量跟上了，黎万强兴奋地在微博上发了条帖子：明
天小米放单1000台！这条帖子是晚上8点发的，一个
小时之后，负责硬件的周光平打来电话，说泰国发
大水了，订单至少要暂停5天。黎万强赶紧在网上说
明原因，但开弓没有回头箭，顿时骂声、批评声响
彻网络。还有人说这是小米在搞饥饿营销。“那天晚
上我把车停在马路边，一个人抽烟抽到凌晨4点，”
黎万强说，“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也
帮不了你。”
最难办的是说服供应商。一般手机企业与屏幕制
造商、芯片供应商下订单，几百万级的规模能够迅速
拿下，因为双方有信任的基础。小米一说做手机，雷
军拿着着30万的单子去谈判，没人敢接单。“每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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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型号不一样，人家一旦下单，这批货只能你用不
能他用，但问题是，人家连小米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谁敢接单？”一位小米内部人员回忆说。
而雷军把前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的“硬件大牛”周
光平请来，也有点“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感觉。这要
归功于林斌。在雷军碰壁无数之后，林斌想起了一个
人。林斌的女儿在美国上学，她的一个同学也来自北
京，这位同学的父亲就是周光平。林斌和周光平曾在
机场有过一面之交，好像是去开家长会遇上的。当时
周光平刚刚跳槽到戴尔已经有一段时间，雷军和周光
平长谈了一次，从中午到半夜，发现两人对手机的很
多看法非常一致，一拍即合。雷军以三顾茅庐的精神，
终于感动了周光平。而另一名联合创始人洪锋又动用
自己的私人关系把国内工业设计领域的大牛刘德介绍
过来。
事实上，小米创立之初，最难找的不是高管，而
是一线员工。这和小米当时的战略有关，即以一家应
用开发公司示人，而不是手机公司。每次面试，都是
雷军、林斌和黎万强一起上，哪怕来人应聘的岗位是
前台。这几位面试官的难处在于，既要了解对方能否
胜任小米将来核心产品的要求，又不能告诉对方小米
将来要做手机。“为了保密，那个纠结啊！”黎万强
说。
特殊时期，某些秘密是可以盖起来的，但有些秘
密，是藏不住的。雷军说今年早些时候的北京市经济
工作会议上，已经有人开始把小米公司纳入新经济增
长动力了。“政府部门的数据最可靠，以前他们想到
的是诺基亚对北京经济的贡献，今年已经注意到我们
的表现了。”
“和做天使投资不一样，创业其实身不由己。”
雷军说。

对话雷军
《创业邦》：今年你投资的YY上市市值约6亿
美金，小米估值40亿美金，小米手机销售额突破100
亿人民币，哪个数字最让你激动？

雷军： 我对数字现在没什么特别大的感觉，我
可能最在意的还是小米的用户对我们的满意率。这是
小米跟以前做企业很大的不一样。以前做企业很在乎
营业额，很在乎利润，很在乎卖了多少台，很在乎这
些数字。
我现在做小米，可能会变得比较感性，我们更在
乎的是用户满意率，用户有多么喜欢我们和多么不喜
欢我们，这是我更在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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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邦》：小米一个财年卖了100亿元，你
说是运气好，但这个运气也太大了。

雷军： 我以前不是一个信命的人，正是因为如
此，我才对自己要求很苛刻，但是经过了金山这个转
折点之后，我变得不一样了，才一步一步认识到运气
有多重要。原来我们是不认可运气在这个事情上所
起的作用的，学校、家庭环境都会告诉你说，你要勤
奋你要努力就够了，对把握运气、把握机遇的这个事
情看得不重要。我觉得运气是创业成功最关键的因
素，超过了勤奋，超过了资源。这个话背后有几个含
义。第一个你要把握好运气，要找到那种顺势而为的
感觉。第二个，如果不成功，你不要责怪自己，因为
90%以上的创业都是会失败的，只不过是你运气不好
而已；如果你运气好成功了，也不要狂妄，其实没啥，
不过就是运气好了。这就是我人生二三十年创业的体
验，就是把握运气很重要，输了的话没关系，赢了也
别得意，就是运气好而已。
《创业邦》：你觉得小米作为一家创业公司，
它早熟吗？

雷军： 小米就是一个两岁的创业公司，他除了
比想象中的创业公司可能大了一百倍之外，实际上还
是一个真实的两岁的“孩子”。他选的市场可能是非
常大的，他的目标也非常大，但是实际上他还没有完
全定型，他保持着无限的活力，所以我们才会考虑盒
子、遥控车，各种各样比较酷、炫，好玩的东西。我
希望这种活力保持的时间越长越好，就是具备组合的
进取心，把结果看得轻一点，把过程看得重一些，怎
么做出酷的东西，好的产品。
《创业邦》：做天使投资有点像教练员，做创
业者有点像运动员，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双重角色？

雷军： 在做天使投资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
自己是导师、教练员的角色，我一直在试图扮演创业
者的朋友的角色。创业是个很孤独的事情，也许我给
他们提了一些建议，也许给了他们一些帮助，也许
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本质上还是创业者自己的
贡献，我们作为天使投资人始终是配角。对于这一点，
我自己理解得还是蛮清楚的。
创办小米，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变化和不适应，
因为自己干了20多年了，也不是刚开始干，可能唯
一变化的就是工作时间变得更长，你要干很多你不想
干的事情。做天使投资时候你不用，你不用委屈自己，
没有任何事情需要求别人，但创业就不一样了，你有
很多事情需要求别人，利益相关者太多，为了公司，
这个会你一定要参加，那个人一定要拜访，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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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邦》：在金山创业和在小米创业，感受

司。可能很多人会给小米贴上互联网手机公司的标签，
但谁也搞不清楚互联网手机公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公
雷军： 我觉得在金山和在小米非常不一样。在 司。我觉得我并不在乎它是手机公司，还是互联网
金山虽然我们也有很多理想主义的东西，也波澜壮阔， 公司，是硬件公司还是什么样的公司，这不是我关
但总觉得苦难深重；做小米我们脸上都是笑着的，基
心的问题。我关心的问题是小米是不是具备很强的
本没有什么苦难史，也向马云同志学习，强调快乐工
活力，是不是很受消费者的喜欢，我觉得这是个更重
作，拼命生活，反正就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人。
要的话题。
《创业邦》：这是由什么决定的？行业特色？
当然，我认为手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然后电视
雷军： 不是，是心态。比如说我就没有什么样 未来会变成手机的显示器，手机是电视的摇控器，我
的KPI，我也不考核KPI，过程做得开开心心热热闹闹， 是有很强的路径感的。
把事情做好就行；能卖多少台，能做多少事情，顺势
《创业邦》： 这 个 活 力 怎 么 定 义 呢 ？ 是 指
而为、自然而然。“谷歌十诫”有十条名言，第一条
卖的越来越多，用户越来越多，还是营造一种“米
就是，一切以用户为中心，其他一切纷至沓来。就是
粉”文化？
你如果真的以用户为中心，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雷军：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是否在市
了，其他一切纷至沓来。可能我这么讲，大家又觉得
场上还有进取心，即你的产品是不是越来越好，你是
我很狂妄，但我们真的下了很大的心思，想努力把产
不是越来越受米粉的支持和欢迎，这个东西可能更重
品做好。很多人会说，小米其实没啥，就是雷军会忽
要。
悠、懂营销。我承认我们的营销团队干得非常非常出
《创业邦》：小米会越长越像苹果吗？
色，但是我相信他们自己也知道，仅有这些是远远不
雷军：我觉得我们跟苹果还是蛮不一样的。相同
够的，小米的核心还是小米对待用户的理念，然后小
点是因为我们都做手机，这个没办法，但模式完全不
米用心做产品，全情投入，我觉得这是决定性的因素。 同。比如说小米手机的销售渠道几乎完全靠电商；苹

有何不同？

《创业邦》：有人说过了今年之后，小米手机
增长可能就乏力了，所以才会做盒子，你怎么看这个
问题？

雷军： 我根本不想这些问题。这次创业的最大
不一样，就是不去想今天100亿，明年是不是要做200
亿，后年是不是要做400亿。只要把小米2做好，小米
3再做好，就OK了。
可能我自己有20年的创业经历，包括有很成功的
天使投资经历，所以我跟投资者沟通是非常清楚的：
第一我们5年内不会上市，第二个我们也没有任何明
确的BP答应你什么，我们没有任何的承诺，说我们明
年干到什么程度，后年干了什么，这就是我们的自信。
你要喜欢你就投，不喜欢就算了。
所以这是我们跟别的创业者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对我们这个团队的支持和包容是不
一样的，我不需要承诺，只要我干得开心就干。当
然了我觉得我们也非常地努力。所以我们才会做盒子，
接下来是遥控视频车，带Wifi的那种，就像间谍电影
里面的那种机器。

果第一是靠运营商，第二是开线下店，第三才是网上。
另外苹果定位很高端，我们定位在平民价，我们从产
品到模式差别很大。

《创业邦》：越来越多的人来抢小米的市场，
会不会把这个市场变成红海？

雷军： 还有比金山更惨的创业历程吗？光上市
就上了5次，一上上了8年时间没挂掉的公司，那是什
么样的竞争力？就是爬过雪山、过过草地、吃过树根，
你觉得还有什么比那更艰难的？今天要枪有枪，要炮
有炮，兵强马壮的，运气也很好，我们还缺什么？所
以我根本就没有觉得有多惨烈。去年我们的底线是卖
30万台，结果今年卖了700万台。我们预计明年小米
手机会有1200万台到1500万台的销售规模。
（来源：创业邦 方浩\文）

《创业邦》：从APP到ROM再到手机、盒子，你
把小米定义成一家什么公司？
雷军： 这个问题我已经不太纠结了。我现在在
意的是，小米是不是一家很与众不同、很有活力的公

27 52rd.com

研发专辑 R&D TIMES· 手持终端

TCL手机恐难逃出局命运：市场空间微乎其微

近年来的表现似乎离TCL通讯重返全球第七的目标
越来越远。图为TCL通讯CEO郭爱平

前三季度净利大幅受挫的TCL通讯近日高调宣布，
要重新塑造年轻、时尚、进取和国际化的品牌形象。
对于此举，业界表示质疑， TCL通讯产品海外市场需
求萎缩而转向国内市场，殊不知国内智能机早已是一
片红海。靠品牌定位造噱头的TCL通讯国内发展前景
暗淡。

强调品牌塑造只是营销噱头
TCL通讯在品牌发布会上推出了以“JOY、STAR、
PLAY、YOU”命名的4个系列的12款产品，包括四核
CPU、轻薄型、大屏等产品，有望于明年1月15日上市，
售价尚未公布。
从TCL通讯推出的这些产品来看，已经毫无新意。
目前国内市场上已经大量充斥着配备四核CPU、号称
“全球最薄”以及超大显示屏等符号的智能手机，不
仅有三星电子等国际巨头，还有联想、华为、中兴通
讯等本土厂商，更有小米等互联网企业的手机产品。
在这种四面夹击中，TCL产品本身毫无竞争优势，想
要在如此饱和的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很难。
事实上，对品牌的强调只是TCL通讯转向国内市
场寻求增长点的一个噱头。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呈现高
速发展状态，国产手机厂商在智能手机的配置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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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中也早已杀红了眼，硬件配置与外观设计上都
已不输洋品牌，然而同质化现象却日益严重。在这样
的情况下，作为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后来者，TCL通
讯已无力与各路手机厂商争夺，只能打出强化品牌的
旗号。
据悉，今年前三个季度，TCL通讯实现净利润
1459万元，同比下降了97.1%之多，这意味着其离亏
损只差一步。

市场抢食空间已经微乎其微
在国内智能手机市场，TCL通讯是后来者。此前，
该公司在2004年收购了法国老牌手机厂商阿尔卡特，
长期专注于海外市场，但近年来欧美市场不景气，需
求量出现大幅下降。去年12月，借国内3G用户激增和
智能手机迅速普及的影响，TCL通讯携阿尔卡特手机
品牌“回归”国内市场。
不过，记者在走访手机电子卖场时发现，阿尔卡
特手机已经基本不见踪影，TCL智能手机在售机型也
比较少，某卖场一位王姓销售人员一听到记者询问
TCL手机时，热情顿时全无，指了指角落里一个柜台，
“您自己看吧，TCL、海尔、长虹什么的都在那里”。
由此，TCL品牌的窘境可见一斑。此外，TCL通讯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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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企业360高调合作的“阿尔卡特AK47”手机也出
现“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市场表现不佳，甚至有
观察人士预测，阿尔卡特将再次退出中国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TCL通讯曾借力阿尔卡特品牌在
海外市场的良好表现跃居全球第七大移动终端厂商，
而如今在各大研究机构的智能手机出货量排名上，早
就不见了TCL通讯的影子。当下的智能手机市场，前
有三星电子和苹果这两大巨头鲸吞行业90%以上的利
润，后有以“中华酷联”为代表的本土厂商牢牢占据
国内千元智能手机阵地，再加上诺基亚、黑莓、索尼
等国际品牌也垂涎于国内智能机市场，不难看出，可
供TCL通讯抢食的市场份额已经微乎其微，其欲打开
国内市场的难度自然不言而喻。

未来家电厂商或将大幅撤退
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手机制造的门槛越来
越低，再加上Android系统的开放性，很多原本重心
不在手机或者和手机没有关联的厂商也开始纷纷进
驻智能手机市场，而包括TCL、海尔、康佳、长虹等
在内的传统家电厂商正是其代表。TCL、海尔、海信、
康佳、厦华、长虹等大批家电企业纷纷推出了各自的
手机、电脑、数码摄像机等产品，力图拓宽企业产业
链。
家电厂商涉足移动智能终端领域，是看中国内智
能手机市场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想借助自己
在家电方面的生产线及渠道优势，从智能机市场分
一杯羹，但它们在手机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国产智
能手机看似华丽的销售数字的背后是盈利艰难的事实，
即增量不增收。况且，这些家电厂商的手机品牌普遍
缺乏认知度与影响力，同时在产品的研发、创新以及
宣传推广方面都存在缺陷与不足。
业界某资深专家表示，家电厂商与互联网企业一
样，怀着投机心理涉水智能手机业务，如不加强“内
功”修炼终将难以持续。预计2013年上半年国产手机
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大洗牌，届时一大批“内功”不
足的家电厂商或将被扫地出局。

记者手记
TCL：难圆的手机梦

花重金聘请金喜善做产品代言，市场目标主打女性用
户群。
不过好景不长， 2004年国产手机开始走上下坡
路，洋品牌强势切入国内手机市场，TCL因缺乏核心
技术竞争力和完善的产品布局而陷入亏损泥潭，2005
年该公司手机亏损达8亿元。
沉寂两年后，TCL手机卷土重来，但发展重点放
在了海外市场。而在苹果用iPhone引爆智能手机大浪
潮之际，TCL更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再度受挫。借力开
放性的Android系统，TCL又一次踏进国内智能手机红
海，但此时的胜算已经很小。
其实，早在功能机时代，TCL的手机业务就没能
够打下牢固的产品基础和市场基础。核心专利技术的
缺乏使其始终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手机业务的好坏只
能依赖产业发展的大环境，而这恰恰是难以持久的。
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以TCL为代表的家电厂商力
图在电视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之间实现互联互通
及多屏转换。但是，TCL未来如若不转变思路，实现
产品差异化发展，在产品质量精细化上好好下一番功
夫的话，它所怀揣的手机梦也将永远只是个梦。
(来源：北京商报 曲忠芳\文)

手机，一直是老牌家电厂商TCL难以割舍的情结。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TCL手机经历了几度沉浮。
2001年，TCL率先在手机市场崛起，当年实现
了销售收入30亿元的不俗成绩。随后2002年下半年，
TCL 3188镶钻翻盖手机横空出世，TCL集团甚至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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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称苹果高估中国市场对iPhone5消化能力
昨日，苹果公司宣布，iPhone5自12月14日在中
国大陆推出后的三天内已经售出200多万部。截至12
月底，iPhone5还将登陆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有史以来推出速度最快的iPhone。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最快之外，此次iPhone5备
货也是历年来最多的。即便3天狂卖了200万部，苹果
官网的预订页面仍显示“全产品有货”。而中国电信
和中国联通这两家国内运营商合作伙伴也丝毫没放慢
推广的脚步，各种针对iPhone5的营销策略一浪高过
一浪。不过在如此高歌猛进的销售业绩下，苹果股价
却在上一个交易日出现了超过3%的下滑。有华尔街分
析师认为，苹果高估了中国市场对iPhone5的消化能
力。国内分析师则认为，苹果正处于业绩增长和用户
优越感的天平上，左右为难。

货源充沛

未现售罄与抢购

“中国用户对iPhone5的反应非常热烈，首个周
末销售量创造了中国市场的新纪录。”苹果CEO蒂姆•
库克表示，“中国市场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那里的
消费者一直对苹果的产品需求旺盛。”苹果于上周五
在大陆正式推出iPhone5，用户可通过苹果在线商店
以及AppleStore零售店购买。
此次iPhone5在国内发售时可谓货源充沛，并未
呈现售罄状态，也未出现大量消费者抢购的现象。至
南都记者发稿为止，苹果在线商店iPhone5所有版本
均处于“有现货”状态。除苹果官方渠道，中国联
通以及中国电信也均在14日同步上市合约版iPhone5，
16GB联通版合约价为5899元，电信版合约价为5288元。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方面均表示此次iPhone5合约机
销售状况良好，其中广州电信曾在销售首日宣布数个
营业厅iPhone5售罄。但南都记者昨日走访电信营业
厅时发现，货源很快得到了补充。
这种情况背后，是苹果对中国市场需求作出了充
分的预判，供货速度明显高于过往任何一款在国内开
售的iPhone。今年年初iPhone4S在大陆上市时，开售
后不久官方渠道就宣布售罄，苹果零售店门前更有大
量消费者彻夜排队，黄牛加价销售的情况持续了相当
一段时间。

消息人士：加紧出货

未减产

原本中国作为苹果全球第二大市场，iPhone5
产销两旺的情况理应受到投资者的“赞美”，但
iPhone5大陆行货开售首日苹果在纳斯达克的股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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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了3.76%，报收于509.79美元。对此，华尔街著
名投行Jefferies分析师认为，从iPhone5依然有货的
情况看，苹果高估了中国市场的消化能力。并表示，
苹果已开始削减向供应商的订单，以解决可能出现的
库存问题。
苹果官方并未对这种说法作出回应。一位接近苹
果中国元器件供应商的人士则向南都记者透露，目前
iPhone5行货并没有减产的迹象，仍在加紧生产中，即
便出现下一个“3天200万台”，供应链也完全能跟得上。
值得注意的是，苹果股价下跌出现在官方发布
“3天狂卖200万台”的消息之前。而至南都记者发稿
为止，纳斯达克周一股市尚未开盘，该消息是否能刺
激苹果股价上扬仍是未知数。对此，手机咨询公司战
国策首席分析师杨群对南都记者表示，此前库克曾预
告iPhone5在中国的发售时间，这点是苹果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足见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此次迅速公
布中国大陆销售数据也体现了这点。“毕竟这两年来，
中国对iPhone的需求超过了苹果公司自己的预期，也
是苹果业绩进一步走强最大的支撑因素，关系着苹果
公司的未来。”

随买随得“优越感”消失
自库克接掌苹果帅印以来，公司的业绩增长速度
甚至超越了乔布斯在位时的平均水平，其中中国区的
表现功不可没，而iPhone又是最重要的驱动力。然而
从一款基础售价5000元左右的产品来看，中国消费者
对iPhone5的“追求”却不如以前的产品那么渴望。
“两年前的iPhone4可谓一机难求，拥有的人会
有明显的优越感。”在咨询公司RationalAB分析师
张星看来，iPhone4因为“奇货可居”，一度成为人
们炫耀的资本。然而，如今iPhone5货源充足，尽管
5000元的价格门槛依然存在，但手持iPhone5的“优
越感”已大不如前。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iPhone5
在香港上市时由于货源紧俏，采用“摇号”销售的方
式，售价一度被炒到8000元以上，溢价接近100%。现
在iPhone5行货敞开卖，价格根本炒不起来，由于
“难买”而带来的紧张感和优越感荡然无存。
“真心希望iPhone5生产得慢些。”一位本地水
货手机经销商如是说。但张星表示，很显然现在的苹
果不可能这么做，只有卖更多的iPhone，才能有更高
的销售额，再创业绩高峰。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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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基亚CEO埃洛普的2012：
煎熬中看到希望

埃洛普和诺基亚在2012年经历了希望到失望再到希望的过程

对诺基亚CEO史蒂芬•埃洛普(Stephen Elop)来说，
2012是他职业生涯迄今最为煎熬的一年，他的领导能
力、战略规划甚至是职业道德都不断面临质疑。诺基
亚度过了最低沉的一年，也逐渐看到了重生的希望。

李艾科第二？
两年前成为诺基亚历史上首位外籍CEO的时候，
志得意满的埃洛普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科技行业最
尴尬的CEO，与惠普前CEO李艾科(Leo Apotheker)一
道被人嘲讽。当李艾科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埃洛普
依然坚持着要努力证明自己，挽救昔日的手机巨人诺
基亚。
埃洛普与李艾科这两位CEO确实有着诸多相似之
处，两人都是外籍CEO，此前都来自软件领域，并没
有硬件行业的工作经验。而惠普与诺基亚这两家公司
都有着悠久历史，都在全球IT行业拥有辉煌历史，都
曾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又双双陷入困境。
科技大潮变幻，没有顺应潮流的公司都会陷入困
境，但其他公司的CEO们都不会像埃洛普这样，始终
在质疑和争议中前行。因为埃洛普上任之后，在诺基
亚所实施的系列决策，都与他此前的工作背景密切相
关：他曾是微软核心高管。正因为如此，埃洛普曾被
认为是微软的“木马”；只要诺基亚业绩低迷，就总
会有人怀疑埃洛普是在暗助微软。
诺基亚选择埃洛普，是希望引入美国公司的执行

力，给这家应变迟缓的北欧带来活力，更是希望负责
软件出身的埃洛普带领公司走进智能手机时代，应对
苹果和谷歌手机的急剧冲击。而埃洛普为诺基亚做的
最重要决策就是选择了微软Windows Phone操作系统，
放弃了可以立即带来销量的Android系统，这是他后
来遭到质疑的直接原因。

希望到失望
去年年初宣布与微软达成战略合作，到年底推出
系列WP 7手机，2012本该是诺基亚开始收获的年份。
埃洛普在1月的CES上发布了新旗舰Lumia 900，抱着
满满的心进入2012年，却未曾想遇到了最艰难的一年。
他个人的声望也在今年跌倒了谷底。
今年诺基亚的业绩一片惨淡，不仅营收持续下滑，
更连续第六个季度出现巨额亏损。上一财年诺基亚总
计亏损14亿美元，而今年前三个季度就已经亏损近30
亿美元。在持续巨额亏损的情况下，诺基亚现金流也
面临着短缺风险，第三财季末现金储备仅剩下47亿美
元，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能继续支撑半年左右时间。
手机销量就是诺基亚的命脉。埃洛普押注的WP手
机没有带来预期的回报，Lumia系列WP手机迄今总销
量不到1000万部，在全球智能手机的占有率仅为2.8%，
而被埃洛普提前放弃的塞班手机也在智能手机普及大
潮的冲击下销量不断萎缩。今年第三季度，诺基亚仅
以720万部智能手机的销量排名全球第七。

31 52rd.com

研发专辑 R&D TIMES· 手持终端

为了换取急需的现金，2012年的诺基亚的主题就
是“出售”和“裁员”：出售纽约大楼甚至芬兰总部
大楼，出售智能手机相关专利，出售Qt软件业务和奢
侈手机品牌Vertu；关闭全球数家工厂，在明年年底
前全球裁员1万人，总计节省21亿美元的支出。
让埃洛普更加难堪的是，他选择的战略伙伴微软
并不是那么配合。今年第二季度，Lumia销量刚见起
色，微软宣布新系统WP 8不支持现有WP 7手机，导致
Lumia第三季度销量明显下滑；HTC与诺基亚一道进入
WP 8市场，同样得到了微软的推广帮助。而微软要推
自主品牌手机的消息更是让诺基亚感到了压力。
面对着外界的责难，埃洛普依旧保持着笑容，回
应着各种直接批评：WP 8不支持WP 7，但新系统更有
竞争力；HTC推WP 8手机，说明WP系统有吸引力；微
软推自己手机，有利于WP生态系统。在第三财季发布
后，埃洛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

款32GB的高配置旗舰手机定价在中端价位。美国AT&T
无合约机价格仅为450美元，而两年合约机价格更是
从原来的100美元降低到50美元，相比16GB版iPhone
5的200美元价格，诺基亚920具有明显的性价比。
除了高端手机Lumia 920良好销量带来的提振，
诺基亚还通过820和620主推中端和低端手机市场。此
外，埃洛普也在不断寻求新的自救手段。在诺基亚用
户量最大的中国市场，诺基亚还与中国用户量最大的
运营商中国移动合作推出了TD-SCDMA版的Lumia 920。
在这一举措的提振下，诺基亚的股价明显走高。
在地图这一诺基亚优质资产上，埃洛普也开辟出
了跨平台的新思路，新地图应用Here进军苹果和谷歌
手机。在苹果地图疲弱的情况下，诺基亚地图受到
了iPhone用户的欢迎。或许正是受到诺基亚地图进军
iPhone的推动，谷歌才抓紧发布了iPhone版地图应用。

除了发布地图应用，诺基亚还与甲骨文、亚马逊等公
司合作，将地图服务提供给这两大公司的诸多企业用
重燃新希望
户和消费者。除了单纯的手机销量，埃洛普努力利用
WP 8新品成为了决定诺基亚命运的产品，幸运的
诺基亚现有的资源，为公司争取到新的营收可能性。
是，埃洛普在最黑暗的时刻看到了希望。Lumia 920
埃洛普性格温和，即便承受着业界最大的压力，
的几大技术创新几乎获得了业内和用户的一致好评：
他也始终面带笑容。他和诺基亚的2012，从满怀希望
PureView拍照功能以及超灵敏触摸屏是这款手机的最
到失望低落再到重燃希望，或许这是诺基亚从低谷翻
大卖点。随着WP 8系统的逐渐成熟，这款硬件出众的
身的一年。同样是面对质疑，他也许可以借鉴下乔布
手机开始得到了市场的接受。
斯当年的态度。
Lumia 920在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市场
乔布斯在97年回归苹果时，曾有用户写信认为他
上市不久就告售罄，在美国亚马逊销售榜上排名第二， 不可能挽救苹果，乔布斯回了一封简单的邮件，“可
成为AT&T历史上的第四畅销机，美国地区各大门店均
能你说的是对的，但如果我成功挽救了苹果，记得照
一机难求，预定时间甚至长达2周。而在法国，920的
照镜子，替我叫你自己一声‘混蛋’。”
销量量甚至超过了苹果iPhone 5。
（来源：新浪科技）
诺基亚对Lumia 920的定价起到了关键作用，这

（上接33页）

三星的非洲市场计划也雄心勃勃。在非洲智能
手机市场上，三星目前所占的份额为10%左右，并
且计划在明年把这一数字增加到20%以上，为此，三
星为非洲地区专门定制一款智能机-GalaxyPocket。
GalaxyPocket是三星最近推出的一款非洲智能手机，
售价约118美元，之前其他三星机型占据了非洲6%-8%
的智能手机份额，三星准备用类似GalaxyPocket的智
能机在2015年前达到100亿的销售额。
由于非洲市场对于廉价智能手机的需求越来越大，
黑莓手机制造商RIM正准备依靠价格更低廉的黑莓智
能手机来提高其在非洲市场上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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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低端智能手机是非洲市场的主角，但是也应
该看到随着非洲中产阶级的兴起，以苹果为代表的高
端智能手机的市场也在增长。多哥出口加工免税区
的高级顾问MmeTchimsiAtchabao女士谈起国内的智能
手机时特别提到le苹果。“我自己用的就是苹果手机，
我的很多朋友也在用这个牌子的手机。现在中产阶级
的群体正在逐渐壮大。”她说道。但是，由于苹果在
非洲很多国家没有经销商，很多人通过国外采购的方
式取得。
（来源：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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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角力非洲
在肯尼亚，农场主马利特在向农场的工人支付工
钱的时候，只简单的编辑并发送了一条手机短信，工
钱就自动到了工人们的账户；在乌干达，农民通过手
机接收天气预报、种植建议、农产品市场价格等农
业信息；在坦桑尼亚，人们通过手机查看当地的租赁
信息、学校费用、出租车等一应生活所需信息。当你
走在非洲的大街上，看到这一切，是否会有时空穿梭、
空间穿越的瞬间迷离。当你还在纠结于“身在何处”
的疑问时，人们手中的智能手机给出了所有的答案。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非洲经济的发展，小巧、功能
全面的智能手机正在全面融入非洲人们的生活中，将
非洲与整个世界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当人们对非
洲的关注还停留在贫困、饥荒上时，非洲已经成为现
代科技的重要参与者，为智能手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和无限的商机。

行开发。随着电信网络的成熟、智能手机成本和电
信成本的下降，通过手机上网、了解外面的世界成为
人们的首选，而其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便捷、迅速、
经济。
电信运营商和电信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多样化服
务和更加优惠的价格，也将刺激智能手机市场的发
展。以尼日利亚为例，随着信息化革命在全球风起云
涌，尼政府通过加大私有化改革力度打破电信垄断坚
冰。1992年，尼政府成立了尼日利亚电信委员会，并且
开始向电信运营商和电信服务供应商发放经营许可证，
以使更多的外国资金和本国私人资金投入到电信行业。
随着尼日利亚电信服务供应商的增加，人们的移
动资费也随之降低，这提高了尼日利亚的手机普及率。
“在尼日利亚，很多人有两到三部手机，而手机卡通
常属于不同电信公司。人们在拨打长途、本地电话和
上网时会根据各个公司的资费不同，选择使用不同的
非洲智能手机市场前景广
手机。”一位业内人士介绍说。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非洲各国政府也意识到手机市场的日益庞大，并
仅有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功能的手机似乎已经不能满
采取相关措施推广手机的使用，这也为智能手机市场
足人们的所有需要，一部集多媒体、多功能、多用途
的壮大提供了政策支持。肯尼亚于2009年第一个免除
为一体的智能手机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择。
手机增值税。自肯尼亚政府免除手机销售增值税以来，
从全球范围来看，有数字统计显示40%的手机用
该国手机销售激增了200%，手机普及率已经从50%上
户使用手机上网，74%用手机拍照，33%利用手机收发
升到了70%。2011年，移动通信行业为肯尼亚经济所
短信。手机智能化、网络化已经成为电信行业发展的
做的贡献超过4000亿肯尼亚先令。
必然趋势。在智能手机的消费人群中，年轻人毫无疑
中低端智能手机是主角
问是其中的主力军，而非洲这片年轻的大陆为智能手
机提供庞大的消费市场。
有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
目前，非洲大陆约有10亿人口，到2050年预计将
4.78亿部，占全球手机市场份额的33%。到2015年，
达到20亿。非洲人口结构年轻，且将继续向年轻化发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到10.3亿部，占全球市场份
展。复兴资本公司今年公布的报告说，在撒哈拉以南
额的54%。而印度、中国和非洲等市场对于千元及千
非洲，预计到2040年，15岁至24岁的年轻人人数每10
元以下智能手机的需求预计将更大幅度增长。
年将以15%至20%的速度增加。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员
面对非洲智能手机市场这块肥肉，各大手机品牌
会主席穆斯塔法•贝罗(MustafaBello)在近日召开的第
都希望其能成为自己的盘中餐，纷纷推出了适合非洲
四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上介绍说，尼日利亚是世
市场特色的智能手机产品，低价位仍是这些产品的
界第八大人口大国，其中20岁以下的年轻人人数位列世
关键词。华为两年前在肯尼亚发布的100美元以下的
界第四。这些年轻人对高新科技有着不可抗拒的热情，
IdeosX1Android智能手机掀开了非洲智能手机普及的
也从另一方面预示着非洲智能手机市场的巨大潜力。
序幕。这款手机在2011年第一季度是当地最畅销手机，
非洲大陆落后的固定网络设施也间接的推动了智
截止到目前，华为已经售出了35万台Ideos手机，占
能手机市场的发展。目前，非洲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固
据肯尼亚45%的智能手机份额。
定网络，已有的大部分也非常落后，尚需大量投入进
（下接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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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机”没落警醒中国制造

山寨机的没落已不可避免

尽人皆知的“山寨”一词，最早源于深
圳华强北商业街生产的低端手机。
作为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中心，这里曾云集
了2000多家与手机相关的商铺，通过低成本模仿主流
手机产品的外观或部分功能，制造出大量廉价低端手
机，销往国内乃至出口世界各地。华强北也因“山
寨”手机卖场扎堆而被戏称为“山寨一条街”。
日前，华强北商业街召开新闻发布会，首度公开
回应“年底华强北空铺潮加剧”现象，证实了华强北
的空置率确实处于 “历史最高位”。曾经“一铺难
求”、租金惊人的华强北，如今正在经历萧条冷落的
寒冬。
“山寨”手机的兴衰史警醒中国制造：如果一直
停留在模仿阶段，总有一天也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出局。

深圳市福田区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华强北商业
街的36家电子卖场共有空铺3500多个。空铺主要集中
在手机及配件卖场，经营山寨手机为主的卖场空置率
高达30%以上，明通数码城空置率接近40%。
与此对应的是，在今年秋季的第112届广交会上，
原先充斥各个展台的 “山寨”iPhone、“山寨”三
星几乎不见了。
深圳移动通信联合会执行会长唐瑞金坦言，在这
一年里，纯粹的“山寨”几乎消亡殆尽，带有“微创
新”的小品牌，在国外从欧美市场转向南亚、拉美和
非洲等不发达市场，在国内则“撤退”到了乡镇、农
村市场。

“山寨”手机由盛转衰的警示

“山寨一条街”的萧条和“山寨”手机在广交会上
“消失”，折射出山寨行业已从巅峰走向衰落。其短暂
的兴亡史对于“中国制造”来说，却是“前车之鉴”。
纯“山寨”几乎消亡殆尽
“短期暴利”没有前途。明通数码城一位经营
鼎盛时期，华强北有电子专业市场36家，经营商
“山寨”手机的小商户卓界鑫告诉记者：“过去高峰
户26252户，年销售额约3000亿元，是全国经营商户
期一天出货600多台，现在一天就出几台，利润更是
最多、产品最全、销售额最高的电子商业街区。
低到几块钱一台。”
华强北商铺向来是商家热炒的对象。在过去主要
“一味模仿”没有出路。一方面，大品牌在海外
组装销售山寨机的明通数码城，一个1.2米长的柜台
的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厉害，完全复制品海外客户也
转让费需十几万元。
但记者日前在明通数码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光景。 不敢下单，怕招来官司；另一方面，国内也加大了知
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单纯的复制品几乎很难光明正大
卖场人流量稀少，不少铺位都打出了“转租”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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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来展销。
曾在明通数码城工作多年的曼哈数码城总经理徐
承亮告诉记者，如今低成本的原始“山寨”手机已被
市场淘汰，而高成本的智能“山寨”手机又无利可
图，不少过去靠“山寨机”起家的商户只好撤柜或转
行，由此酿成了华强北“空铺潮”。
“低价竞争”没有优势。深圳凯迪亚通信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房林禄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国内小的手机制造商一般至少需投资10万美元才
能建一条生产线，年出货量5万台左右。一台类似于
三星GalaxyII的安卓系统智能手机，出口价格约103
美元，更大屏幕、双核CPU的报价150美元。一台如此
“高端”的手机，却只有20元－30元人民币的利润。
薄利倒在其次，更要命的是，过去“山寨”手
机主打的南亚、拉美、非洲市场如今也成为老牌巨
头诺基亚等以及国内品牌华为和中兴的主打“猎物”，
“山寨”手机原先唯一的价格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

告别“山寨”后还需创新发力
见证了“山寨”手机历史，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
中心主任冯向阳深有感触：我们的一些中国制造如果
不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有一天会不会像“山寨”手机
一样遭到围剿而毫无招架之力？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的手机行业经受了“山寨”
手机的教训，开始在核心竞争力上进一步加大投入。
据IDC、Gartner等多家研究机构最新数据，2012
年第三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前十位中，中国品牌中
兴、华为及TCL分别位于第四、第六和第七位。而在
智能手机市场，华为、中兴、联想分列第三、第五和
第九位。
记者在华强北走访发现，越来越多的临街店铺已
被国内品牌手机买下。可是，一组残酷的数据也在提
醒中国制造在告别“山寨”之后还需进一步发力：苹
果和三星以不到30%的市场份额赚走了90%的利润，而
年出货量近12亿部的中国手机企业获利微薄。
艾媒咨询智能手机研究部负责人说，目前，中国
手机制造商主要抢占的是千元智能机这一相对低端的
细分市场，甚至有些品牌“赔本赚吆喝”。产业研究
机构中投顾问IT行业研究员李方庭说，通过仿冒完成
制造业的原始积累是很多后发国家的共同路径，但完
成原始积累后，就必须转入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
新，进而实现原始创新。中国制造只有真正做强了技
术、做大了品牌，翅膀才会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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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董事长：Android复制
Windows对苹果的胜利
网易科技讯 12月12日消息， “不幸的”结果
据彭博社报道，谷歌董事长埃里
施密特称，美国和中国的经济
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表示，
增长正呈现回升。
Android在移动系统市场正扩大其
然而，如果美国立法委员不能
对苹果的优势，扩张速度可与微软
够解决财政政策争端，并敲定一项
1990年代在桌面系统领域的增长速
旨在解决增税减支问题、定于明年
度相媲美。
1月生效的预算协议，经济的复苏
施密特昨天在彭博社总部接受
将会受到威胁。他说，“要是政府
采访时表示，Android智能手机的
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对国家来说
巨大需求帮助谷歌挤压其它的平台，
会是个不幸的结果。”
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市场研究公
他说，尽管中国经济正出现复
司Gartner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
苏迹象，但欧洲的前景却不容乐观。
Android的市场份额高达72%，而苹
欧洲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难实
果的份额则只有14%。施密特透露，
现增长”，欧洲南部多个国家疲于
目前Android设备每天的激活量超
应对债务问题，使得北欧较高的生
过130万部。
产能力带来的效益遭到抵消。
“这是一个巨大的平台变化，
谷歌在欧洲面临的挑战涉及经
让人想起了20年前微软与苹果之间的
济以外的问题。由于谷歌的避税引
争夺，”他说，“如今我们在那场战
起担忧，该公司正面临欧洲多国的
争中占据着非常明显的优势。”
反垄断机构和监管机构的调查。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依赖于手持
设备而非传统电脑，施密特的那番 合法避税
话也反映了谷歌对其吸引用户和广
文件显示，2011年谷歌通过将
告主不断增加的信心。谷歌采取的
98亿美元的收入转移到位于百慕大
是向三星电子等硬件合作伙伴免费
的一家空壳公司，在全球各地共避
提供Android系统的策略，并没收取
税大约20亿美元，较三年前翻了一
使用费。施密特愿意做出那种牺牲，
番多。
因为它可驱动广告及其它互联网服
为了增收，法国、英国、意大
务的需求，谷歌最终会从中受益。
利和澳大利亚的政府都在调查谷歌
“核心战略就是将蛋糕做
的避税行为。施密特称，公司围绕
大，”他说，“凭借开放系统，我
税款实施的举措都是合法的。
们最终会获得一个更大的蛋糕，它
“我们支付了大量的税，我们
不受完全控制，不受完全管制。”
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缴纳，”他
在为时1个小时的采访里，施密
说，“我为我们所设立的缴税结构而
特还谈到了多个话题，如税款、经济
感到骄傲。我们这么做是基于那些政
问题和谷歌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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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提供的鼓励我们运营的措施。”
他说，公司不会下调税金节约额。

Twitter和Netflix
施密特还试图兜售谷歌的多
项服务，其中包括Gmail、浏览器和
社交网络服务Google+。谷歌称，该
佩奇任下启动的社交服务活跃用户
量已经超过1亿。施密特说，“它是
Facebook的有力竞争对手。”
施密特指出，Facebook是四家
成功打造出广受欢迎的通讯与内容
信息平台的科技公司之一，其它三
家公司分别是亚马逊、谷歌和苹果。
他说，最终可能跻身这一行列的
公司包括Twitter和电影租赁服务
Netflix。
施密特还重申，他担心美国会
面临频段短缺问题，无法满足无线
服务日益巨大的需求。
作为白宫顾问组的成员，施密
特支持一项有关鼓励联邦机构和商
业用户共享频段的提案。通过使用
更加智能的天线技术，无线用户可
以连接上之前无法连接的频段。

频谱共享
移动运营商AT&T则反对该提
案。AT&T CEO兰德尔•史蒂芬森
（Randall Stephenson）曾在6月
表示，“频谱被完全拥有已经被证
明是最好的模式。”
施密特称，这一过程不会轻松。
他说，“各个领域都充斥着各种各
样的规定和产权。”
(来源：乐邦\文)

移动软件开发·R&D TIMES 研发专辑

Android：诺基亚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今年10月中旬，诺基亚发布了
Q3财报。财报显示，诺基亚Q3净营
收72.39亿欧元，同比下降19%，净
亏损9.43亿欧元，而上年同期净亏
损为1.51亿欧元。这已经是诺基亚
连续第六个季度大规模亏损，其市
值已经从巅峰时的2000亿美金跌至
现在的不足百亿美金。
在欧洲地区，芬兰巨人最新的
旗舰机型Lumia 920于10月18日正
式到货，也就是恰巧同一天，获悉
了财报亏损如此重大消息，让人们
不禁感慨：当年叱咤手机市场的巨
头企业诺基亚究竟怎么了？
这一切的指向最终砸到了诺
基亚现任CEO史蒂芬•埃洛普头
上。对于这个令诺基亚放弃MeeGo、
Symbian，一心扑向于Windows
Phone的人，媒体纷纷对埃洛普的
选择做出了批评。当然，DoNews本
篇文章主旨不是去批判史蒂芬•埃
洛普决策的对与错，而是展望未来，
诺基亚的未来在何处？
据市场研究公司IDC的全球手
机市场季度报告，2012年第三季度，
目前三大平台对于市场的占有率，
Android已经扩张至75%、iOS将近
15%、而WP平台仅有2%。从2008年
发展至今，Android已经稳步成长
为全球市场占有率最大的移动智
能平台，而依附于Android的力量，
三星电子也成功超越诺基亚坐稳手
机市场的第一把交椅。
根 据 美 国 科 技 博 客
BusinessInsider撰文指出，诺基
亚董事长席拉斯玛已就WP战略失败
准备了一个备用计划。那么诺基
亚的备用计划究竟是什么？《福布
斯》杂志曾简短的暗示，该备用计
划可能就是Android。尽管诺基亚内

部可能还有其自主他替代方案，不
过根据市场迹象表明，Android可能
才是诺基亚扭转盈亏的主要方向。
从苹果前执行官Jean-Louis
Gassée采访中一段看出，两年前
面对诺基亚的咨询，他曾经建议
诺基亚逐渐弃用塞班系统，转用
Android作为他们主要的手机操作
平台。但诺基亚在当时认为一旦与
Android合作将使得其产品不具备
差异性，而这有违诺基亚在手机市
场的地位，对于这一点，Gassée表
示“我曾建议他们无论外界谣言如
何，都应抛开一切走Android路线。
如果是我，我会利用诺基亚的设计
优势打造时尚手机，将诺基亚Ovi
商店与Android相结合，让别人承
认诺基亚 是与胜者为伍的。”
其实早在两年之前，诺基亚
和Android是谈过合作的，而最
终没有谈拢的原因就是诺基亚在
Android面前，不会享有特殊的待
遇，因为当时的诺基亚还是这个市
场的大哥，所以谈一些福利待遇在
所难免。
另一方面，诺基亚以81亿美元
收购的Navteq导航业务在Android
平台上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相信
这点是诺基亚方面当时最难以容忍
的。但毕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从
企业利益角度考虑，诺基亚应该使
用安卓。
诺基亚目前将其重点放在维持
全球最大智能机制造商地位上，谷
歌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一点。诺基
亚有经验开发一款抗衡Galaxy S
III和HTC One X的设备。如果WP手
机限制了诺基亚在智能机上的发
挥，那么NFC（进场通讯）、高分
辨率显示屏、HDMI接口、定制用户

界面以及四核处理器全都可以在
Android平台上实现。
诺基亚拥有杀手级硬件团队。
Lumia就很好的证明了诺基亚工业
设计团队的能力，还比如说N9或过
去多年推出的其它旗舰智能机。这
些手机只需稍加修改成Android版
本，就可以轻松的与三星和HTC的
最佳智能机抗衡。
诺基亚的问题在于其软件。塞
班可能在新兴市场还具备吸引力，
拥有一定粉丝群，但是该系统几乎
在各方面都远落后于Android和iOS，
特别是 在吸引欧洲和美国消费者
时。目前的Android设备激活速度
超出了以往，由于Android拥有的
绝对用户量，这使得该平台设备的
激活速度远快于WP。
谷歌称，目前为止有4亿台
Android设备被激活，每天激活量超
过100万台，每秒12款。这些数字令
人印象深刻，如果诺基亚可以搭载
Android平台，他们的手机就可以
更快速度普及到全球更多用户手中，
不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市场。
诺基亚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发布
了Lumia 610、710、 800和900多
款WP手机。如果诺基亚与谷歌合作，
他们就可以更快的速度将新手机推
向市场。
诺基亚与谷歌合作，似乎很
有吸引力，为什么不去尝试呢？当
然合作建立的基础上不一定就要放
弃微软平台，市场调研公司IDC称，
WP将在2016年超越iOS。是继续押注
微软，还是会考虑进入Android阵营，
留给诺基亚选择的时间不多了。
也许，Android已经成为了诺
基亚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来源：驱动之家 雪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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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hay推出新款Power Metal Strip®电阻
Vishay Intertechnology, Inc.推出2010外形尺寸的新款
表面贴装Power Metal Strip®电阻---WSLP2010。该电阻具有2W
的高功率等级和0.001Ω的极低阻值，以及0.5%的稳定电阻容差。
WSLP2010电阻采用先进的结构，这种结构使用了具有低TCR
(<20PPM/℃)的金属镍铬或锰铜合金电阻芯，从而使这种高功率
电阻能够在-65℃～+170℃的温度范围内工作，同时保持Power
Metal Strip结构的卓越电气特性。新器件使工程师能够用尽可
能小的电阻设计出高功率电路，用于更高性能的最终产品。而
且，电阻的高温性能使WSLP2010能够用于恶劣的高温环境中，
而不必牺牲功率等级或电气性能。WSLP2010将达到AEC-Q200的
各项要求。

全球最小雷达芯片问世 可用于智能手机
由欧盟资助、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研发团队研发出一款
新型低成本、手指甲般大小的雷达芯片，这种芯片可用于汽车、
机器人和智能手机等领域。
该款芯片被视为全球体积最小的完整雷达芯片，其感应器发
送和接收的无线电频率超过100GHz。该项目协调人克里斯托弗•斯
凯特(Christoph Scheytt)教授称：“据我所知，该款芯片是全球
体积最小的完整雷达芯片。在所支持的无线电频率方面，其他芯
片还没有超过100GHz的。”该款芯片的尺寸为8毫米×8 毫米，工
作频率为120GHz。芯片的检测半径约为3米，精度达到1毫米以内。
利用多普勒(Doppler)声纳成像技术，该芯片能检测到移动的物体
和它们的速度。

Vishay推出新款低外形、高电流电感器
Vishay Intertechnology, Inc.推出采用8787外形尺寸的新款
IHLP® 低外形、高电流电感器---IHLP-8787MZ-5A，它具有9.7A～
180A高额定电流，可在+150℃高温下工作。该器件具有很高的效率，
最大DCR为0.17mΩ～28.30mΩ，感值范围0.22μH～100μH。
今天发布的器件的频率范围达到1MHz，可用作电压调节模块
(VRM)和DC/DC转换器的解决方案，既高效，又节约空间和能源。
IHLP-8787MZ-5A正在进行AEC-Q200认证，预计将于2013年1月份通
过。器件针对高温汽车应用进行设计，包括引擎和传动控制单元、
柴油喷射驱动、娱乐和导航系统、电机的噪声抑制，以及电动座椅
和后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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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发布2000万像素传感器 支持100fps视频拍摄
东 芝 公 司 将 会 推 出 2 0 0 0 万 像 素 C M O S 图 像 传 感 器 ——
TCM5115CL，作为面向数码静物摄像机传感器系列的最新产品。
TCM5115CL使用了BSI技术来提升敏感性和呈像性能，在1/2.3
英寸光学格式下能够提供业界最高的分辨率。
东芝声称，TCM5115CL能够满足对高质量、快帧速率图像
捕捉、高清视频录制和慢动作重放的需求，能够带来60fps/
1080p和100fps/720p的视频质量。据悉，新款传感器的采样会
在明年1月末开始，而量产则定于明年8月份开始。

圣邦推出内置高精度参考源低功耗比较器SGM8706
圣邦微电子（SG MICRO）最新推出的内置1.2V参考电压、
1.5%高精度参考源低功耗比较器SGM8706解决了实际使用中的
主要难题，深得工程设计师的喜爱。
SGM8706在应用中非常简单。产品管脚定义考虑到了PCB布
板要求，设计方便简单。在实际设计中，比较器一般要加入滞
回电路来加强设计的可靠性、避免输入级的电压波动对系统的
影响。圣邦微电子设计了一款根据滞回电压选取合适阻值的应
用软件，可供广大应用工程师使用。SGM8706是无公害无铅环
保产品，温度范围达到扩展的工业标准-40℃ 到+85℃，采用
SOT-23-6，SOT-23-8，SOIC-8标准封装，可以满足小尺寸设计。

Microchip推出具有投射电容式触摸功能的PIC32 GUI开发板便于实现符合成
本效益的多点触控显示
美国微芯科技公司推出具有投射电容式触摸功能的PIC32
GUI开发板（部件编号DM320015）。该工具助设计工程师得以
为任何应用中的WQVGA显示屏轻松添加多点触控投射电容式界
面组合以及高品质的16位彩色图形。此外，Microchip的32位
PIC32单片机凭借其业界领先的性能，可以直接驱动LCD，免
除了外部图形控制器的成本和复杂性。Microchip的板载
MTCH6301是一个“交钥匙的”投射电容式触摸控制器，它简化
了常用多点触控和手势的集成，大大缩短了设计周期并减少了
风险。
结合Microchip免费提供的图形和多点触控软件，该开发
板可以为各类市场（如消费电子、工业和医疗）中成本敏感的
设计实现丰富而时尚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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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宁推出新一代强化玻璃 抗磨损能力提升3倍
美国特殊玻璃厂商康宁(Corning)将在拉斯维加斯国际
消费电子展(CES)上推出新一代强化玻璃Gorilla Glass 3，
也就是所谓“第三代大猩猩玻璃”。
康宁是苹果iPhone和iPad的屏幕玻璃供应商。据美国科
技博客Engadget报道，由于采用康宁独有的Native Damage
Resistance技术，Gorilla Glass 3的抗磨损能力比前一代
产品提升了三倍，可见刮痕也减少40%。康宁将在CES上公布
有关Gorilla Glass 3玻璃的进一步细节。

TriQuint推出四款新放大器，采用创新封装来简化组装
技术创新的射频解决方案领导厂商TriQuint半导体公司，
推出四款采用新封装的砷化镓(GaAs) pHEMT 射频功率放大
器模块，提供高输出功率、增益及效率，覆盖频率范围为
6-38 GHz。其中每款新放大器的封装都更方便进行组装，包
括支持多层印刷电路板布局的设计。TriQuint新的放大器是
用于点对点微波无线电和极小口径终端 (VSAT) 等商业应用
的理想选择。
这四款新放大器包括：TGA2502-GSG（3.6W [CW]，13-16
GHz，适用于VSAT系统）；TGA2575-TS（3W [CW]，32-38 GHz，
适用于通信系统）；TGA2704-SM（7W [CW]，9-11 GHz，适
用于微波无线电）以及TGA2710-SM（7W [CW]，9.5-12 GHz，
亦适用于微波无线电）。

安森美半导体推出高能效电机驱动器IC，用于办公自动化设备
推动高能效创新的安森美半导体推出--新的步进电机驱动
器ICLV8702V，提供比市场上现有产品显著提高的能效。这器
件针对复印机、扫描仪及多功能打印机等办公自动化设备应用
而专门设计。
LV8702V除了降低总能耗，还帮助减少或降低打印机位置
控制等应用中的电机的发热、振动及噪声。由于能效提升，这
驱动器IC和电机的表面温度分别下降达46℃和28℃*2，可以帮
助省去冷却风扇，节省相应的空间及成本，并提升系统可靠性。
LV8702V步进电机驱动器IC通过监控驱动器波形来检测电机状
况；这器件根据电机转速或负载来自动减小电流值，因而降低
能耗。这新器件的工作电压范围为9伏(V)至32 V。保护特性包
括输出短路保护、过热关闭功能及失步(step-out)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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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K为智能手机提供φ3.5耳机防水插口
SMK最新开发和发售用于智能手机/小型薄型移动终端的
《φ3.5耳机防水插口》。
近几年智能手机、手机、MP3播放器等具有防水性能的产品陆
续上市，因此对外部连接配件的防水性能的要求也是水涨船高。
本产品采用了防止从插口插入部位向整机内部浸水的结构，
而且在产品和整机外壳之间安装了O型圈，从而实现了高度防水性
能。此外，通过SMK独自的结构实现了小型化和低背化，从而让整
机更加小型化和薄型化。

上海艾为发布集成肖特基二极管串联背光驱动AW9921DNR
上海艾为电子发布了第二代串联背光驱动系列的最新产品
AW9921DNR。AW9921DNR在秉承第二代串联背光驱动系列的超低
EMI辐射、超强抗干扰优秀性能的基础上，创新的在芯片内部集
成了肖特基二极管，并采用了散热性能极佳的DFN2x3-10L封装，
AW9921DNR调光方式同样采用先进的PWM转恒流调光。
AW9921DNR芯片内部集成了一颗纵向结构的肖特基二极管，完
全可以替代串联背光驱动外接的肖特基二极管，这样AW9921DNR在
整个背光模块的占板面积、整体成本上相比同类产品都更具优势，
而且内置的纵向结构肖特基二极管在峰值DC电流、正向导通压降等
性能上甚至还要优于外接的肖特基二极管，更低的正向导通压降也
使得背光驱动模块的整体效率显著提升。

东芝即将在CES上展示TransferJet SDHC存储卡
东芝公司(Toshiba Corporation)将在2013年国际消费电子展
(2013 International CES)上参考展示采用TransferJet近距离无
线传输技术的SDHC存储卡。2013 International CES将于2013年1
月8-11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
TransferJet是TransferJet联盟推行的一种近距离无线传输
技术标准。截至2012年12月28日，该联盟共有成员公司45家，其
中包括东芝。TransferJet技术可轻松连接并高速传输数据，其功
耗很低，用户只需在即将传输数据文件的设备屏幕上进行选择并
触控该设备的接收装置即可。与各种设备和技术（如数字标牌和
近场通信(NFC)）结合后，TransferJet技术的应用范围有望进一
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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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K推四核芯片：手机价格将“雪崩”

近日，被视为手机芯片领域低价搅局者联发科技
(下称MTK)正式发布了自家的四核智能手机处理器MT
6589。尽管对比最早发布四核芯片的英伟达(nVidia)，
MTK整整慢了近一年时间。不过按照其一贯的“低
价”套路，即便这款四核芯片尚未正式出货，市场已
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最先抛出橄榄枝的是联想———本月17日，有联
想工程师曝光了一款正在开发中的样机跑分数据，采
用的正是MT6589四核处理器。联发科技方面则表示，
该产品进入市场后，他们给手机商的产品建议定价为
1000-1500元。也就是说，四核手机价格将面临又一
次“雪崩”。

多款MTK四核机型一季度出货
MTK方面表示，MT6589是全球首款支持HSPA +双
卡双待、双卡双通功能的智能手机台，主要面向中高
阶市场。在硬件支持上，这套芯片不输于高通或三星
的产品，支持全高清1080p30fps/30fps低功耗影音播
放与录制、1300万像素摄像头、LCD显示提升至全高
清(1920×1080)。
“MT6589的发布，证明联发科技持续引领高端智
能手机普及化。”联发科技无线通信事业部总经理朱
尚祖向南都记者表示，凭借MT6589，联发科技将可持
续为全球手机制造商与运营商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
面向中高阶市场，不代表一定是中高价产品，这
点在M T K身上尤为明显。自功能机时代开始，MTK芯
片就是“低价”的代名词，并一直延续到智能机时
代 。MTK方面亦明确表示，目前MT6589已获得许多指
标客户采用，多款基于M T 6589平台的智能手机将在
2013年第一季度上市。
一直以来，联想都是MTK产品的主要客户之一。
其新上市的热卖产品S890智能手机，采用的就是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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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目前的主力双核处理器———MT6577。而随着联
想在国内市场销售份额的不断攀升，MTK在国内智能
手机市场中的占有率亦不断提升。

强调不是“低端产品”
据MTK官方透露，他们为采用MT 6589方案的手机
商提供的建议售价(手机零售价格)在1000-1500元之
间。把四核手机的价格做到1000元左右，联发科技无
疑又将担纲“价格屠夫”的角色。手机行业知名分析
师王纲认为，明年第一季度MTK的6589四核基板上市，
小米2的日子可能真的会不太好过。小米2量产的时候，
6589也正好是全面铺市场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低价也是“双刃剑”，特别是在
硬件价格透明的情况下，采用MTK方案的手机商往往
很难得到更大的议价空间。
例如，同样采用MT6577芯片和5英寸显示屏的手
机，大可乐手机只要999元，而步步高vivoX 1则定价
2498元。为此，步步高需要在营销、配件、设计上花
更多的功夫和精力，把故事“说得圆润”。甚至在官
方宣传上，只字不提自己采用的是MTK方案。
对于这个问题，MTK方面亦有提及，称希望整个
产业走向“价值取向”而非“价格取向”。强调MTK
的目标是“中高阶产品”，而不是“低端产品”。

权威说法
MTK中国区总经理吕向正
MTK明年不推八核
MTK并没有明年推出八核产品的市场计划，目
前主要目标除了将MT6589推向市场以外，还有开发
4GLTE产品，明年的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之间，将推
出第一代4GLTE相关产品。
（来源：南方都市报 方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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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发科迎战高通 明年推低端4G平台

曾经的落后者联发科，在智能机领域的步伐越来
越快。
“我们所面对的竞争局面一直很激烈，所以今年
一口气推出了4款芯片，使用MT6589的手机下周就能在
市场上见到。”联发科中国区总经理吕向正昨日对《第
一财经日报》表示，虽然起步比主流厂商晚了一年，但
以芯片出货量来说，目前联发科已经超过了高通。
DIGITIMES表示，2012年上半年，联发科在全球
智能手机的应用处理器业务较去年同期暴增13倍，市
场占有率排名上升至第三位，仅次于高通和三星，今
年7月大陆芯片出货量超过高通。“两者在四核市场
上将会正面进行交锋，但随着英特尔、NVIDIA、博通、
展讯及海思等芯片厂大举抢滩，手机厂商也拥有更多
的芯片搭配选择，这意味着以高通和联发科为主导的
智能手机市场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PK。” DIGITIMES
内部人士对记者说。
就在联发科宣布推出四核芯片的前一周，高通为
旗下Snapdragon S4行动芯片系列增加两款四核芯片。
在智能手机市场上，高通一直是联发科的死对头。
去年年底，高通推出QRD解决方案(Qualcomm
Reference Design，高通参考设计），被业内认为是
在有意“复制”联发科在中低端市场的做法。
然而，联发科在追赶上也毫不手软。
从今年3月份发布了第三代智能手机芯片MT6575
后，联发科将市场目标瞄准千元智能机，帮助中低端
智能机终端厂商实现“软有Android、硬有联发科”
的快速规模生产模式，包括华为、中兴、联想在内的
众多厂商。
“过去在联发科新款芯片上市后，高通立即参考
联发科新产品的定价，将旧有几款与联发科新产品相
似的芯片进行降价，借此蚕食联发科的占有率。而现
在联发科也采取了降价措施，降价产品主要以目前销

售的主力产品双核MT 6577和单核MT 6575为主，降幅
在5%到9%左右。”业内分析师表示。
DIGITIMES分析，联发科年内不断发力中低端智
能手机市场，竞争上明年芯片大军将会迎来一场硬战。
“目前联发科并没有八核的生产计划，推出四核
是为了提高上网速度和观看影片的效果。”吕向正对
记者表示，明年联发科主要在4G和TD产品上会有更大
的动作，预计明年下半年会推出首款产品。
而早在今年7月份，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就亲自
前往日本，与日本最大电信营运商NTTDoCoMo签订4G
的长期演进技术（LTE）授权协议。有业内人士分析，
联发科与NTTDoCoMo一起在日本进行LTE互通测试，合
作成果可能扩大至全球市场，此举是为了摆脱高通在
3G产品上的束缚。
据了解，根据此前联发科和高通的专利协议规定，
联发科每出货一颗3G芯片，高通将可抽取6％的权利
金，联发科的供货客户须事先获得高通授权并交纳
400~500美元的授权费，专利就此成为联发科的“阿
喀琉斯之踵”。
“在3G上被高通掐住脖子后，联发科急切希望4G
时代快点到来。”业内人士分析。
虽然并没有透露技术授权金等细节，但蔡明介表
示，与NTTDoCoMo合作，在LTE取得技术授权，未来芯
片的出货对象并不限于日本市场或NTTDoCoMo，而是
着眼于全球市场。这项协议将是双方策略性合作的第
一阶段，希望双方能成为长期策略合作伙伴，持续在
市场、技术和互通性测试等方面合作交流。
“4G与四核处理器已成为联发科明年扩增营收及
客户的布局重点。”吕向东说，过去功能机时代使用
联发科芯片的手机六成出口国外，目前智能机只有一
成，我们希望并相信未来这个数字会有更大的增长。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李娜\文）

43 52rd.com

研发专辑 R&D TIMES· 零组件·半导体

>>>>>...

英特尔手机处理器业务之错：偏执与不偏执
2006年，英特尔把手机处理器业务XScale以6亿
美元卖给了芯片厂商Marvell，结束了这家芯片巨头
在移动领域的尝试，7年后的2012年末，英特尔可能
要花巨资购买一家做移动芯片的厂商重返手机市场，
这笔开销或将是150亿美元，这家可能被英特尔收购
的厂商是英伟达，后者的CEO还可能成为英特尔下一
任CEO……面对PC市场逐年萎缩，在蓬勃兴起的智能
手机市场却屡试屡败，英特尔真的后悔了。这家全球
最大的芯片厂商、PC行业的绝对领头羊，究竟做错了
什么？

偏执之错：都是架构惹的祸
被尊称为“偏执狂”的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
夫为这家IT巨头烙下了深深的偏执烙印：1986年，正
是安迪•格鲁夫偏执地带领公司放弃主流的储存器芯
片业务，转向新兴的微处理器业务，让英特尔赢得了
统治PC行业的机会。“惟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也成了
英特尔的信条。不过，英特尔对X86架构的偏执，却
让它错失了移动市场。
对英特尔而言，卖掉XScale的后果是“失去两年
的时间，我们进入移动市场有些晚了”，这是英特尔
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杨叙近日表达的观点，尽管
英特尔对卖掉XScale的悔意心照不宣，但这是其官方
为数不多的表态。
英特尔的悔意源自对处理器架构的偏执。XScale
其实是英特尔顺应上个世纪末网络股繁荣而向微处理
器以外的业务进行扩展的产物，它没有使用当时英特
尔称霸PC业的X86架构，而是使用了更为精简的ARM架
构。杨叙这样评价这两种不同的处理器架构：X86架
构的性能是业界公认的，只是能耗高，我们也没有预
期到要把X86架构的产品功耗降低，以便做到移动产
品里面去，所以最早我们采用了ARM架构。但不同架
构的终端，会给消费者带来体验效果的不一致，兼容
性也是问题，制造工艺也不能得到最好的保证。所以，
最后英特尔卖掉了XS-cale，专心致志地发展X86处理
器，并从酷睿系列处理器开始，以钟摆模式(TickTock)规律地发展处理器：奇数年推出新的制程工艺，
偶数年推出新的处理器微架构，以每两年升级一次制
程和处理器微架构的方式，拖垮英特尔在PC领域最大
的竞争对手A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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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英特尔专注X86架构的偏执
劲确实让AMD日子过得艰难，但付出的代价也是不菲
的。英特尔华南区总经理李荣燊向新快报记者坦言，
目前80%以上的PC用的是英特尔处理器，但却只有
0.01%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用英特尔的处理器。为
了打垮本来就处于弱势的AMD，英特尔牺牲了发展移
动领域的好时机。眼下，高通已经成了移动领域公认
的“英特尔”。讽刺的是，高通称霸移动领域用的武
器正是ARM架构的处理器。
事实上，英特尔的悔意很可能在2007年就已经来
了。那一年，苹果推出了第一代iPhone手机，这款在
过去6年掀起移动互联网热潮，并直接激发用户关注
点从PC向智能手机转移的里程碑式产品，用的就是
XScale处理器，是英特尔卖给Marvell 的XScale 处
理器，一款ARM架构的处理器。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特尔收购英伟达的消息并非
空穴来风。多年以来，英特尔和英伟达一直是恩怨纠
缠不清的一对。不过，英伟达比英特尔早看到了移动
市场的新机遇，以Tegra处理器进入移动处理器市场，
与高通、三星等移动处理器巨头瓜分智能手机和平板
电脑市场。同样，Tegra也是一款ARM架构的处理器。
外界分析，目前英伟达的市值接近80亿美元，英特尔
要将其收入囊中，至少需要150亿美元。

不偏执之错：凌动、Meego、CULV都是
朝秦暮楚
拥有“偏执狂”血统的英特尔也常常朝秦暮楚，
曾经掀起上网本热潮的凌动处理器就是一个悲情角色。
“我们后悔了，我们将最好的工艺、最好的技术用在
了酷睿，却没有用在凌动。”李荣燊向记者坦言。原
本定位于低功耗、低性能的凌动处理器为英特尔无心
插柳式地打开了上网本这一市场，但英特尔始终认为
低价的上网本只适合满足人们最基本的上网需求，并
不需要强劲的性能，所以一直压制凌动处理器的技术，
即便英特尔后来决定用凌动处理器重新进入手机市场，
但这款“鸡肋式”处理器却没能让英特尔的X86架构
在手机领域赢得掌声。
“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决定要用三年时间来让
凌动追上英特尔主流的技术，让凌动和英特尔同步”。
按照英特尔的计划，到2014年，其PC处理器要实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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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制程，面向移动领域的凌动处理器也得实现14纳
米制程。“如果不能很大幅度地超前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们真的无法给一个理由让消费者购买英特尔、让厂
商选择英特尔。做平板电脑的六大厂商都要有一个选
择英特尔凌动的理由，这样就使得我们在技术上要继
续加快脚步。”按照英特尔目前的步伐，每9个月时间
就能推出一代新的凌动处理器。到目前为止，在全球
市场上有6款的智能手机和6款的平板电脑使用了最新
的凌动处理器，其中包括摩托罗拉；不过，对比高通
等主要的竞争对手，凌动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不值一提。
与凌动处理器难以迅速攻占移动市场相关的因素
还有英特尔在系统层面的布局失败。Meego是英特尔
跟诺基亚合作的一款面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操作
系统，跟苹果iOS、谷歌Android一样，英特尔原来是
希望通过建立软硬结合的移动生态系统达到占领市场
的目的。但随着诺基亚与微软结盟，英特尔被“耍”
了一把，Meego计划也不了了之，转投Android便成了
英特尔的应变措施。目前，英特尔在移动领域的推广
策略是让凌动处理器兼容Android 操作系统，以便赶
上Android热潮；对于曾经盟友微软的Windows Phone
系列操作系统，英特尔仍未有建树。很多人有一个疑
问：如果Meego被保留下来，与凌动处理器互相配合，
今天英特尔的情况是否会好过一些？
CULV或者是整个PC阵营衰落的开始。这种以相对
低价、轻便、长电池续航能力的笔记本在苹果iPad发
布前由英特尔发起，其诞生的初衷是要替代上网本，
因为后者的售价太低，损害了整个PC行业的健康，同
时性能也太差，消费者只看到其低价就把性能更好的
酷睿处理器晾在了一边。但是，当iPad出现时，英特
尔的注意力很快从防御上网本，转向了反击iPad，而
使用的手段则是用搭载性能更强大的酷睿处理器的笔
记本电脑，以打击iPad“只能玩游戏，而不能满足工
作需求”为重点，再一次把强调性能的观念强行灌输
给消费者。
但讽刺的是，随着iPad的成功，英特尔也不得不
认栽，承认iPad所掀起的“体验为王”的时代，用差
异化的个人计算能力满足用户需求——简单而言就
是iPad并不需要很强大的性能，只需要给用户很好的
操作体验，足够长的电池使用时间，平易近人的售价，
这样就能被市场接受。但让英特尔纠结的是，即便认
识到了iPad的意义，芯片供应商英特尔仍然难以摆脱
性能导向的毛病，总是希望用强大的性能满足所有用
户的个性化需求——超极本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
超极本是英特尔在一年半以前推出的新概念，但
实际上它就是CULV的延伸，在CULV被中断了一年多以

后，又被英特尔重新包装，变成一个全能的PC代名词
——更轻更薄、性能强大，足以秒杀iPad那种只能娱
乐不能工作的状态。在微软Windows 8发布后，超极
本进入了第三代，不光性能更强大，形态也变得五花
八门，滑盖的、可拆卸的、全平板的……但让英特尔
尴尬的是，原来定下到今年超极本占领40%笔记本电
脑市场的目标仍未见成效。
一位英特尔高管坦言，以目前的处理器技术，超
极本还不能完全满足用户的需求——即便超极本性能
很强大，电池续航能力远远达不到iPad的10个小时，
处理器的性能与功耗之间仍未达到理想状态。英特尔
中国区总裁杨叙曾向记者表示，当酷睿处理器的功耗
降低到3W时，PC厂商们的最理想平板电脑形态才能实
现，目前英特尔还无法做到这一点，只能继续运用摩
尔定律，甚至超越摩尔定律在提升处理器性能的同时
让功耗降低。

观点：英特尔需要一个新的偏执狂
那个拍板卖掉XScale，一手建立钟摆模式，在手
机市场面前摇摆不定的CEO欧德宁将在明年5月从英特
尔退休。
欧德宁在声明中称：“我有幸领导了世界上卓越
的一家公司。我在英特尔任职已将近四十年了，而
且担任公司CEO也有八年的时间了。现在该是我离职
的时候了，该把英特尔的领导权转交给新一代领导
层。”但他的继任者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欧德宁非常清楚英特尔未来面临的诸多挑战。英
特尔董事长布莱恩特称：“决定退休完全是欧德宁自
己的主意，而且在平板和智能手机市场，英特尔目前
很被动，是时候让位给新一代人，让他们领导英特尔
走出困境。”调研机构预测显示，预计2012年全球智
能手机增长率为22%，平板电脑为59%，而PC增长率不
足1%。显然，英特尔需要一个如安迪•格鲁夫那样偏执
的狂人，当机立断地去做一个让公司重新振作的决定。
（来源：新快报 洪文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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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和平板“爆发” 面板厂争相扩产能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出货量点燃了国内触控面
板厂商的热情。
“以4.3英寸屏计算，预计明年的产能可以达到
350万片/月。”信利光电产品策划部高级经理陈学彬
昨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目前信利
光电供应平板产品的大片式OGS制程良率已拉升至85%，
成本快速下降至略低于薄膜式触控产品，月产能为50
万片，最大量产尺寸为10英寸，而小片制程当前月产
能为100万片，最大量产尺寸为7英寸，主要集中供应
智能手机及小尺寸平板电脑产品。
根据市 场 分 析 公 司 D i s p l a y S e a r c h 的 报 告 ，
2012年全球触屏组件市场规模将达160亿美元，目
前已经有200多家供应商进入了这个市场，其中，
投射式电容屏幕的供应商从三年前的27家激增到了
今年的102家。
DIGITIMES也在报告中指出，今年大中华区(大陆
与台湾地区)厂商触控面板将占全球比重为34.3%及
33.2%，合计全球占有率为67.5%，比2011年再提升。
“信利光电今年斥资5亿元建设新型嵌入式OGS生
产工厂。”信利国际(00732.HK)执行董事、信利光电
总经理李建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明年下半年，信
利OGS产品每月总产能将达到600万片。
信利光电产品策划部高级经理陈学彬说，目前
OGS主要瞄准的是国内手机品牌中的中高端市场，如
天语、小米、中兴等，公司正在淡出电阻式触控面板
的生产。
与此同时，国内另外一家触控面板厂商欧菲光
(002456.SZ)近日发布了业绩修正预告，照此前的预
测，该公司今年实现净利润2.9亿~3亿元，修正后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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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盈利3.35亿~3.45亿元，较上年同期盈利2071万元
增长1518%~1566%。此前，该公司在南昌投资电容屏
项目，总投资额达10个亿。
DIGITIMES报告显示，2012年国内投射式电容触
控面板出货量各季度增长率为8.6%~14.2%。
DIGITIMES研究员对记者指出，目前市场上的触
控面板主要有几种技术，一种是过去功能机常用的电
阻型触控，另一种是投射式电容型触控，而在后者中
又分为以玻璃基板为主的GG、G2实现法，及以薄膜基
板为主的GFF、G1F实现法。
“不过现在电子产品讲求薄，现在主流的技术还
有OGS(单片玻璃式解决方案)与In-Cell(内嵌)。OGS
与前述4种实现法均属于外挂式工法，而In-Cell则
属内嵌式工法，苹果的iPhone5产品使用的是In-

Cell。”上述研究员表示，此前由于在玻璃电容式触
控面板遭遇贴合制程良率问题，很多平板厂商使用的
仍是薄膜式投射电容技术生产，使用OGS的不多，另
外在价格上薄膜也比较有优势，但随着良率提升，目
前OGS正成为厂商扩能的重点。
“另外从市场格局上看，国内出货量最大的触
控面板生产商有欧菲光、信利、牧东及中华意力，
但60%的市场仍以中小屏幕生产企业为主。”该研究
员说。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李娜\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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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手机疑云：加大力度布局移动互联终端
[导读]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王艳辉认为，英特
尔是对高通最有威胁的企业，在等一个机会与高通
抗衡。
英特尔、微软都在开足马力争夺移动互联终端市场。
微软直接蹦出来弄出自己品牌的Surface平板电
脑叫板苹果iPad，开拓出“微软路径”。而在市场传
出英特尔要推自己品牌的智能手机之时，英特尔却
表示不走“微软路径”，“不会做英特尔品牌的手
机。”虽然都是国际大佬，当年起家战略如出一辙，
而如今却“剑法”有异。
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王艳辉认为，英特尔是对高
通最有威胁的企业，在等一个机会与高通抗衡。

Lexington悬疑
12月13日，一则来自国外科技网站UnwiredView
的消息引起业内高度关注。该消息称，英特尔可能
也计划自主开发智能手机，并有可能将其命名为
Lexington或Zeeya Beach，而且根据这款产品图片文
件名包含的肯尼亚运营商Safaricom的名字推测，该
手机可能面向非洲市场推出。
众所周知，如今的全球移动终端市场，苹果以其
手机iPhone、平板电脑iPad独步天下，而由于苹果产
品无论是芯片还是操作系统皆非英特尔、微软“制
造”，因此这两家巨头在苹果的狂欢中一无所获。
这其中微软的表现更为焦急。就在今年6月份，
微软一改往日与OEM厂商合作的形象亲自上阵推出了
自有品牌平板电脑Surface，开拓“微软路径”亲临
战场与苹果作战。
而与微软不同的是，英特尔在移动互联终端的竞
争中，此前一直采用与其他厂商合作的模式，还是原
来的OEM路径。不过如今却传出英特尔亲自披挂上阵
的消息，难道英特尔也要走“微软路径”？
“这不太可能！”王艳辉12月13日接受《华夏时
报》记者采访时的第一反应是，“我听说英特尔有开
发整机的团队，但没听说推自有品牌手机，除非英特
尔可以达到三星那样的规模。”
“英特尔官方没有这种说法！”12月13日晚间，
针对英特尔推自有品牌手机的说法，英特尔中国公司
公关经理孟轶嘉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
示，“在智能手机领域，英特尔现在主要是与手机厂

商、运营商合作。”
“Lexington 是我们一个平台的代号，确实是面
向经济型手机的平台。”孟轶嘉进一步对本报记者解
释称，但“我们会面向OEM出货，不会做英特尔品牌
的手机。”

“英特尔在等一个机会”
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数据显示，
2012年上半年，英特尔在全球智能手机芯片出货量中
仅占0.2%的份额，高通取得了48%的市场份额。
在智能手机市场，英特尔的步伐被普遍认为略逊
一筹。“英特尔认为智能手机只是移动互联网的开端，
不会是一两年的事，在移动互联网的开端，英特尔现
在主要做的是战略布局与贮备。”孟轶嘉对此解释称。
资料显示，英特尔在手机市场曾出现波折。2006
年6月，为了解决业绩压力，以6亿美元将手机芯片业
务出售给了Marvell公司。2008年又重新杀回手机芯
片产业，推出的第一款产品就是凌动品牌处理器。
2010年，英特尔在移动布局加大力度。当年8
月先是以创纪录的高达77亿美元收购杀毒软件公司
McAfee，紧接着又以14亿美元收购了德国芯片制造商
英飞凌旗下的无线部门。前者的收购，被认为可以帮
助英特尔解决个人终端安全问题，而后者被认为可以
带来手机基带和射频技术，而这些是英特尔以前所缺
的。
“英特尔是对高通最有威胁的企业。”王艳辉分
析称，英特尔不缺资金，如不做在资本市场会受到影
响。他认为，“英特尔在手机行业有一个完善的策略，
慢慢做，说不定优势就会出来，英特尔在等一个机会
与高通抗衡。”
英特尔最新消息显示，其近日在国际电子元件大
会推出了下一代22纳米“SoC”片上系统技术。据悉，
SoC技术能将一款设备的大部分核心功能集成在一片
硅片上，通常用于移动设备。
22纳米“SoC”会是英特尔的机会吗？王艳辉没
有说。或许如今谁也不知道英特尔在智能手机这个市
场的机会在哪里出现，正如谁也没有料到平板电脑会
突然风靡起来一样。
（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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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5带动配件热 厂商排队等苹果授权认证
iPhone 5终于还是来了，果粉们可以长出一口气。
但几家欢喜几家忧，深圳的苹果配件厂商这段时间却
笼罩在一片愁云之中。与以往苹果新产品发布后，周
边配件随即受追捧的境遇相反，这次深圳的苹果授权
厂商们，却陷入无下炊之米的为难境地。

前苹果的授权厂商太泛滥了，行业内大的厂商都有意
见：(苹果)你不控制山寨也罢，连授权也不控制，本
来授权利润就不高，还被众多的小厂商分去利润。”
这位人士说道。

授权厂商也很苦恼

厂商排队等授权

与众多厂家排队等授权的尴尬相比，这次有幸拿
“iPhone5的授权配件认证至今还没批下来，不
到iPhone5授权认证的配件厂家，也是面临“僧少粥
仅是我们一家，深圳这边以前做苹果授权的，大多都
也少”的窘境。从iPhone5开始，苹果管控了带认证
在排队等授权。”深圳一家苹果授权厂商的负责人陈
芯片的零部件供应，即被业内称为“端子”的必需品。
兆无奈地对记者说道，以前给苹果的新产品生产配件
某家授权配件厂商对记者透露，这次苹果对认证芯片
时，只要是获得苹果授权的制造商和品牌商都可以直接
的供应也是非常紧张。“各家授权厂商分配到的端子
进行产品开发。但这次不同的是，iPhone5的授权需要
配额都不多，首批端子的供应缺口太大了，估计等到
对厂家资质重新审查后，才能供给配件所必须的认证芯
后期供应稳定后才能按需求供货。”这位业内人士介绍，
片，而他与许多同行一样，都在苦苦等待苹果的回复。
国内市场对新品配件的需求很大，但实际供应却异常紧
陈兆介绍，苹果这次要求比以往严格很多，“像
张，“跟我们有过合作的客户全部都下了订单。”
对工厂规模、生活设备和管理方面的要求，都比
不过在IC元器件电商科通芯城执行副总裁朱继志
iPhone4和4S的时候上了不只一个台阶。”实际审查
看来，这次授权严格、供货紧张的现象很正常。“因
时，苹果方面的态度，也让厂商们一头雾水，“现在
为iPhone5数据端口认证芯片的原因，苹果上游供应
苹果一个月也才抽几家厂商进行审查，进度很缓慢。
商的产能和供应链会很紧张。上游芯片商只有先给
而且关于授权资质的规则只是苹果商业性的内部规定， iPhone5原装的标准配件供足了，有富余的产品才会
也不会告诉我们，现在只能被动等苹果方面的通知。
去供给做第三方授权配件的厂商。”朱继志对记者表
我们也尝试联系过苹果方面，但一直没得到回应，大
示。
家都不明白苹果公司的用意。”
朱继志还表示，这次授权严格，也跟iPhone5数
苹果的含糊和拖沓，让厂商们腹诽不已，现在
据端的变化有关。“以前做苹果授权配件的厂家很多，
iPhone5已经在国内上市，而周边配件的生产还处于
他们不需要单独为新产品去认证。但这次厂商都积累
搁置状态。陈兆说，即使通过了苹果的认证，也得
在一起排队等授权，资源又有限，所以导致授权审核
等待两个月的“备货期”，才能正式拿到iPhone5的
速度放的很缓慢。”
授权芯片，“我们即使最快出货，可能也得到1月份，
相关阅读
现在也只能等着了。”

山寨厂商生意忙

苹果“另有深意”

与诸多授权厂商的苦等授权相反的是，华强北的
但有知情人士指出，此次资质重审，似乎在表明
山寨厂商却借此机会赚翻了天。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
苹果开始从上游对授权厂商进行收缩控制。
者，iPhone5的数据线授权芯片早已被破解，而且山
“这次苹果对授权卡得非常紧，很多配件厂商都
寨数据线同步和充电一点问题都没有，支持V6.0和
在排队等候，但很大一部分都是等不到的。这次的芯
V6.0.1，“效果还不错”。
片供应将会淘汰出局一大批厂家，像以前做授权生产
一家负责生产破解认证芯片的厂家负责人对记者
的厂家，这次能留下来1/10就已经很不错了，目前
介绍，单个端子的价格在3.5~10元左右，而且出货很
也只有少数几家通过了iPhone5的授权认证。”一位
快。“新产品很受欢迎，销量非常好。而且产量绝对
业内人士向记者解释说，这次苹果对授权的严加控制， 跟得上，上万的量我们2~3天就能出来。”
（来源：IT时报 李栋\文）
对各大授权厂商来说，是非常乐意接受的结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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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调制--基带调制和射频调制
我们常说的信号调制（Modulation），其实在不同的语境
(Context)下有着不同的意思。不过不只是初入行的员工，一些老鸟有
时也常常会搞混淆。
简单来说，在移动通讯里常常有两个地方涉及到调制，但是意义完
全不同。我们以发射机为例加以解释（接收机大体上是相反的过程，通
常称为解调）。
第一个调制，俗称为基带调制—因为是发生在数字域上的。
在信号被调制之前，典型会经过如下变换：原始的语音或者packet
data-> 数字化&信源编码 (只对语音而言，IP data则可以省却) -> 信
道编码(比如L2/L3加保护，封包，交织等等)，这时候就ready for 基
带调制。

信号调制的目的，是把需要传输的原始信息在时域、频
域，或者码域上进行处理，以达到用尽量小的带宽传输尽
量多的信息。很眼熟是吧：没错，这就是香浓定律专注的地方，也
是无数算法工程师，DSP工程师忙碌的地方。
Note: GMSK/QPSK/8PSK/16QAM/64QAM分别表示了不同的调制方法，
就是想方设法把原始的信息“简化编码”，以达到用最少的symbol来代
表原来的2^N个bit的目的，接下来被传输的是Symbol而不是bit。
GMSK: 1 symbol=1bit => QPSK:1 symbol=2bit …=> 64QAM:1
symbol=6bit
对于CDMA，还会多一道“扩频”，得到的多个Chip （chip的个数=
扩频码的长度）来代表1个Symbol。
完成了这些信号映射，从硬件电路实现上来说，基带调制最终输出
IQ信号，可以简单的获得:
Ib=Ab(t)sin(ωb t); Qb=Ab(t)cos(ωb t)
Ab(t)=基带信号的幅度；ωb t=基带信号的相位。两者均是时间的
函数。
第二个调制，是常说的“射频调制”。也有称为IQ调制的，这名字
源于调制的方法。常常有人把这里的IQ调制和前面的基带IQ信号以及后
续要用到的本振IQ信号搞混。

从射频角度来说，这个也可以叫做频谱搬移，其目的是
把基带调制的信号搬移到射频频率上，这样信号才能够以
无线的方式发射出去。
这里基带信号通常为“零频信号”，即载波为DC，频宽为信号带宽
的调制信号；
射频调制可以用纯粹的三角函数来演示： cosa*cosb-sina*si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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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a+b)
如果a=ωc t(载波频率，carrier信号，或者称
为为LO，本振信号)，b=ωbt代表前述的“基带信号
频率”。则我们得到：
Qb*cos(ωc t)-Ib*sin(ωc t)=
Ab(t)cos(ωb t) cos(ωc t)+Ab(t)sin(ωb t)
sin(-ωc t)=
Ab(t)cos(ωc+ ωb)t
从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意思的结论：
1）.直观的结果：提供cos(ωc t)给Qb（相乘，
即混频）, 提供sin(-ωc t) 给Ib (相乘，即混频)，
再把产物相加，最后得到的就是射频调制信号；
2）.狡猾的实现: sin(-ωc t)在硬件实现上很
简单因为sin(-ωc t)=-cos(ωc t+90)，就是说对原
始的LO信号提供90度（1/4周期）的相移，再取反就
可以得到—这是硬件上很容易实现的。
3）.相位同步：基带信号ωbt和本振信号ωc t
要零相位差。或者说，基带调制信号送至射频发射机
调制之间的硬件delay需要被补偿至2π。
4）.幅度变化：注意最后产物上叠加的A(t),为
基带信号的幅度信息。从这里可以看出恒包络信号
（如GMSK, A(t)基本为常数）和非恒包络信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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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SK-nQAM， A(t) 可能在最大和0之间变化）对于最
终射频信号的影响—这个影响（用PAR来衡量）对于
射频放大器的限制是众所周知的。
关于IQ调制器，找不到很好的图，从wiki上拿来
一个近似的图，可以表达基本的意思--大家不要拿上
述公式里的symbol对号入座，只是个大概意思。

注意这里已经是理想状况，没有考虑各种非理想
状况例如载波泄露，相位不平衡，幅度不平衡等等，
都可以代入公式做量化分析。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
搜索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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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
英国政府封杀华为将致4G网络建设脱轨
据国外媒体报道，英国可能面临与中国开始一场
耗资高达数十亿英镑的贸易战并导致对其经济发展至
关重要的4G移动互联网服务部署脱轨——如果即将在
接下来的两周内递交首相戴维·卡梅伦的情报报告发
现，中国通信巨头华为的英国业务可能对英国的网络
安全构成威胁。
据情报来源称，如果英国政府以华为与中国军方
关系密切并担心其设备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于网络间谍
活动为由将该公司列入黑名单，那么它必须做好迎
接来自中国的、代价高昂的贸易对抗回击的准备。虽
然华为在英国的行事并不高调，但却控制着欧盟电信
设备市场的四分之一，而该公司签署的4G基础设施技
术合约超过欧洲总量的一半。该中国跨国公司还向EE
（Orange和T-Mobile的控股公司）提供4G技术，并与
英国电信运营商O2和3签署了类似协议。

此外，华为还与英国电信签订了一份更新其光纤
宽带网络的重要合同。华为的其他英国客户包括：沃
达丰、英国天空广播公司和维珍传媒。因此，华为的
产品可能已经走入大多数的英国家庭。
出于对波及华为的中国网络间谍活动可能性的担
忧，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近期建议政府，限制这一
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在美国本土的经营
活动。而在澳大利亚，该国政府也将该公司排除在其
利润丰厚的国家光纤网络招标大门之外。此外，加拿
大也正在考虑批准类似的议案。
在欧盟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电信报告中，华为并
没有被特别提到。然而，中国企业主导欧洲电信市场
的格局一直被视为“重大的安全风险”。此外，欧盟
还认为，中国政府可能暗中资助其领先的电信公司，
使之有能力削弱并最终将其欧洲对手挤出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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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领袖在接受《星期日独
立报》（The Independenton Sunday）的采访时表示，
如果政府选择将华为列入黑名单，“那么移动公司
和宽带服务提供商将蒙受巨大损失。如果公司不能使
用华为公司的技术，则基础设施将受到重创（因为需
要不断的维修和升级）。而这将危及英国的数字化进
程。”
虽然英国的情报中心在切尔滕纳姆的政府通信总
部（GCHQ）专门成立了一个技术实验室，旨在审查和
监控华为的新设备（已经历时两年多），但英国政府
今年早些时候曾派专人来此视察，表明美国和欧盟对
于主要中国电信公司担忧已经到了需由英国的情报服
务部门进行更快速安全评估的地步。
情报和安全委员会于今年秋季开始展开调查。据
报道，调查初步结果将上报首相，而最终报告将在圣
诞前公布。
卡梅伦首相曾在2010年年底承诺，到2015年，将
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额翻一番，至620亿英镑。这意味
着，本次的报告结果可能改变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如果华为被禁）。但是，如果英国政府公开认为美
国、加拿大和欧盟的担忧是未经证实的阴谋论而不予
考虑，那么卡梅伦将把自己置于为讨中国欢心而牺牲
英国的网络安全于不顾的境地。

52rd.com

52

一位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安全和情报协
调的内阁委员会）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称，如果调查
发现华为在英国的设备中安装有恶意软件或间谍软件，
那么“政府肯定会将其列入黑名单”。不过，该人士
表示，目前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新的先进技术往往
可用于两种目的。
一种持妥协立场的消息人士表示，政府正在考
虑出台措施，限制华为公司参与英国军方或政府合
同——该公司向英国军方提供防御系统，如潜艇配
线——但允许其参加其他行业的竞争。但即便是限
制华为行动的举动也将被中国政府视为伤害其领先
技术公司的做法，并可能随后对英国开展贸易制裁，
实施报复。
英国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理查德•克莱顿
（RichardClayton）博士表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电
信企业逐步主导电信基础设施市场的关注主要围绕着
“增值功能”这一问题，因为这类功能可以秘密地内
置于大型系统中，从而可能给予一个国家关闭另一个
国家通信网络的能力。
（来源：飞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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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动启动TD终端集采：7款产品480万部智能机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移动已于日前正式启动
2012年第四季度G3手机集采工作，预计此次采购总量
为480万部，共涉及普及型和多媒体两大类七款智能
手机。
其中，普及型智能手机四款320万部：3.5吋单核
手机160万部，单款预期采购量约为80万部；4.0吋单
核手机总采购量为80万部；4.0吋双核手机总采购量
为80万部。多媒体类智能手机三款150万部：4.5吋双
核手机采购量约为100万部，单款预期采购量为50万
部；4.5吋四核手机总采购量50万部。
同时，为了规避之前集采过程中的厂商不供货现
象，中国移动要求所有参加集采的厂商需要在12月24
日前提供可供评估的样机，并在明年3月15日前能够
供货。

集采的变与不变
在今年4月份，中国移动曾经进行了大规模的G3
手机集采，当时预计采购数量为600万部，包括普及
型智能手机240万部，多媒体智能手机160万部和功能
手机200万部。
而在此次集采中，功能手机已经完全退出范畴，
就是对智能手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移动终端
公司总经理助理唐剑锋就明确指出，根据集团公司的
要求，中国移动今后集采将不会采购3.5吋以下手机，
同时加大双核手机的采购量，预计2013年中期将出现
单核与双核手机的销量“拐点”。
虽然中国移动更加强调终端本身的性能，但在操
作手法并没有变化，依然是延续了上次集采所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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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面向众多终端厂商广发“英雄帖”，但最终中
标的只有几个厂商的数款手机，大部分厂商都是“陪
太子读书”。
但中国移动方面给出的解释则是，只有通过作大
标准配置的产品，才能不断提高性价比，保持产品性
价比的领先优势。按照既定计划，争取三季度4吋产
品降到900元以内，3.5吋产品降低到600元以内。
在上次的集采中，终端厂商出现了惨烈的价格战，
甚至是被视为国产手机招牌的“中华酷联”只有中兴
的一款手机入围(TD终端招标揭晓：完美理性人导演
黑马时代)；对于此次招标，相信同样的事情仍将上
演。此次集采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将双核、四核手
机纳入了集采范畴。有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移动也
开始紧跟时代潮流了，特别是四核产品，一直是终端
市场和消费者热议的话题。”

明年冲击1亿部销量
截止今年前10个月，中国整体手机市场销量达
2.23亿，预计年底达2.8亿，增长率超10%。2013年手
机市场将超过3.1亿，3G手机占比将进一步提升，但
整体增速将放缓，预计2013智能机占比将进一步增加，
整体占比达8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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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唐剑锋介绍，截至2012年11月30日，今年TD
终端入网送测数达387款；今年前十月，TD手机销量
已超过5000万部，其中10月份上市的机型中智能机占
比超过75%；预计2013年TD终端销量突破1亿。
但是要冲击1亿部的手机销量，仅仅依靠中国移
动一家的集采推动显然是不现实的。之前，业内就有
声音，希望中国移动放弃对于TD终端的大规模集采。
由于历史上中国移动一直有集采行动，导致TD手机厂
商对中国移动的集采依赖度较高，反观中国联通和中
国电信，就很少举行大规模的手机集中招标采购，而
是由社会渠道商一起参与单款机型的谈判采购。
因此，中国移动实际上进退两难，采购量过多，
不利于产业链成长，采购量小，手机厂商又觉得没积
极性。不过，中国移动已经开始有意压缩集采量，开
始走公开市场与自有渠道相结合的道路，而且越来越
偏向于公开渠道。从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中国移动
今年的大规模集采量也就在1000万部左右。
（来源：C114中国通信网 岳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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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部分制造业务迁回：外包时代或走向尾声
导读：MarketWatch专栏作家德沃拉克(John C.
Dvorak)撰文指出，苹果日前决定将一部分制造业务
迁回美国，这很可能是一场重大潮流的开端，整个波
澜壮阔的外包时代或许将开始走向尾声。
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Tim Cook)已经明确表示，
苹果会将一些离岸制造业务迁回美国。对于美国本土
经济而言，这当然是件好事，而对于苹果而言，他们
对于自己产品的控制力也会大大加强。
一些人觉得，从很多角度看去，这都是个糟糕的
主意，至少美国劳动力的现状就是个重要问题。
不错，这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美国人从很多角度
说来都是世界上最富效率的生产者，但是他们对自己
的劳动所得也是高度重视的。至少就我所知，在这里
是找不到一个愿意每周工作四十到六十个小时，只接
受25美元报酬的工人的。可是，苹果(AAPL)现在就必
须面对这样的问题。
1997年的时候，我曾经去过中国，参观过一家键
盘制造厂，当时那里的工人每周的收入正是25美元(
我必须假设，现在应该已经涨到了26美元)，在那里
我学到了一些东西。
首先，我是不可能看到真正的血汗工厂场景的。
那样的生产场景早些年是在香港，后来中国大陆把这
种产业接手过来，外界要窥探真相就很难了。我的感
觉是，正是因为那些血汗工厂被从香港转移到了大陆，
这个城市才会转型为苏黎世那样的银行业中心。
无论怎样，我确实知道了，只要中国人愿意，他
们就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完成无尘操作。不过，真正让
我了解到一些内幕的还是工厂的一位经理人。他实际
上是在抱怨拿着25美元周薪的工人们。“我们想要用
机器人来代替人力。”他说，“中国有的是廉价的劳
动力，但是他们总是会犯错误。机器人就不会。”

事实上，中国的制造业越来越重视机器人。当然，
还是有很多真人在劳动，但是使用机器人是大势所趋。
这位经理人对我谈起使用机器人的话题时，我立即想
到：“如果大方向是这个的话，我们在国内就可以做
到了。”我们也有机器人。
当然，美国的环境有一些截然不同的地方，比如
高到35%的荒唐的企业税率，而且美国人还被一再告
知，这没有问题。这税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许多外包
行为之所以会发生，它正是罪魁祸首。还有地方监管
也比中国严格得多——可以想象，富士康那样的跳楼
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可是，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
苹果仍然决定重新在美国展开制造业务。
总体而言，这是件好事。看上去，外包实验似乎
是要走向尾声了。实验最大的失败案例是波音787飞
机，他们想要像福特组装汽车一样将各个不同地点生
产的零部件组装成飞机……非常遗憾的是，对于波音
而言，这就意味着飞机交货时间延迟了足足三年。
库克本身就是个制造业的行家里手，而对于波音的
悲剧，他当然不可能不知道。只是，如果中国的工厂发
生重大骚乱，甚至被一把火烧成白地，这对于iPhone 5
的销售会意味着什么？库克当然更不可能不知道。
因此，现在或许是时候重新思考一下外包了，而
苹果很可能会成为新思路付诸实践的引路先锋。
库克表示，他们想要在新工厂生产Mac产品，看
上去，Macintosh的最终组装应该是最简单的事情了。
iPad也完全可以在美国生产——用机器人制造。苹果
的较新的产品许多都是使用康宁玻璃，而后者正是在
美国制造的。
局面最终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还难以预见，但是
这或许就是一场潮流的发端。让我们期待吧。
(来源：新浪科技 子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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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创力收购
摩托罗拉工厂挤进安卓阵营

如果说富士康近年的挑战是在极低成本和超大规
模之间寻找平衡的话，那么伟创力(NASDAQ：FLEX)的
焦虑则是在连续几年的财务压力面前，如何转型生命
周期更长、利润相对更高的升级产品。
在做出减少高速解决方案 (简称“HVS”，如PC等，
生产周期较短的快速电子消费品)代工业务决定后，伟
创力收购了摩托罗拉手机工厂，这让外界有些意外。
2012年12月10日，伟创力和谷歌控股的摩托罗拉
移动公司宣布，两家公司已经签署协议，由伟创力收
购摩托罗拉在中国天津的工厂，并租赁摩托罗拉巴西
雅瓜里乌纳的工厂设备。在交易完成后，在这两个地
方的员工和资产将转移到伟创力。如果能获得监管部
门的批准，这笔交易将在2013年上半年完成。

另类代工路
值得注意的是，该协议还包括为Android(安卓)
和其他移动设备制造及服务协议。伟创力希望通过这
次并购，成为谷歌摩托罗拉移动及未来硬件产品的关
键供应商，重要的是，借此进入Google生态系统。
12月11日，面对华尔街投行分析师，伟创力表现
出了非常乐观的预期，他们预计此次交易将以多种方
式让伟创力在财务上受益。
“该项交易结构进行了精心的设计，预计此次交
易将具有年收入数十亿美元的潜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将超过20%，将使2014财年的每股盈利和营业收入都
有所增加。”伟创力集团首席执行官迈克•麦克纳马
拉(Mike McNamara)表示，“这还包括无溢价购买大
约7500万美元的资产；获得工厂的相关设备和雇拥数
千名训练有素的员工；交易结束时购买正常的存货水
平，以支持新项目。此外，这笔交易的营业利润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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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S业务的目标范围之内。”
伟创力集团(Flextronics Interna-tional
Ltd。)于1969年成立于美国硅谷，后将总部搬到新加
坡，并在NAS-DAQ上市，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从文
化上讲是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有38家工厂，客户超
过100家。
富士康(Foxconn)、伟创力(Flex-tronics)、捷
普(Jabil)、天弘(Celestica)被称为世界四大全球电
子合约制造商(EMS)，每年全球有80%的电子产品产自
这四家代工厂。
在购买摩托罗拉工厂前，伟创力曾于2005年购买北
电网络的制造部门，而此时的外部环境与此前已有不同。
迈克•麦克纳马拉表示，“形势越来越明朗——
以微软、苹果和谷歌为代表的三大生态系统现已形成。
我们预计这些生态系统将继续蓬勃发展，并以我们大
多数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连接全球越来越多的设备。为
进一步凸显生态系统的价值，微软和谷歌在以软件业
务为重点之后，已公开采取重大措施来建立硬件业务，
参与这些主要生态系统将带来许多相关联的价值。”
他认为，与那些围绕主流技术生态系统推进重大
创新的公司进行合作，对于伟创力的长期成功至关重
要。这项交易将会把伟创力打造成为谷歌生态系统的
重要合作伙伴。
与此相反，伟创力近年以来正逐渐淡出消费电子，
从重视诸如苹果、戴尔等规模大但生产和销售周期短
的PC、消费电子产品，转向了规模不大但生命周期更
长的医疗电子、太阳能等产品。以手机、笔记本电脑
等产品为代表的消费类产品，给渠道和生产两个环节
的利润越来越低，身处产业链最末端的代工企业，开
始重新思考适合自身的盈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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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此前两年频繁出现的安全事件，正是在寻
求超大规模和极低平衡中所凸显的矛盾。
这也让同行感到危机，伟创力试图选择另一条路。
2010年以来，伟创力削减订单数量最多的笔记本、
PC、手机等事业群，将其统一整合到HVS部门，目的
是收缩公司在消费电子类产品上的投入以及收入预
期；另一方面，伟创力将业务重心转向了包括医疗设
备、通讯、新能源在内的新兴业务——像医疗、通讯
这样的行业，风险是研发周期长但回报也高的行业。
2012财年的数据显示，调整后目前伟创力拥有四
个事业部，即集成网络解决方案部(INS)、高速解决
方案部(HVS)、工业与新兴行业部(IEI)、高可靠性解
决方案部(HRS)，业务占比分别为39%、39%、14%、8%。
而摩托罗拉移动事业部属于HVS。
由于不断减少HVS业务，伟创力已经付出了巨大
的成本。
根据2012年7月26日，公布的其截至2013年一季
度财报，营收从上年同期的75.06亿美元下降到59.9亿
美元，大幅下滑了20%。其中，PC、手机、消费电子等
产品所在的HVS(高速解决方案)部门，营收同比更是下
滑48%，HRS部门(医疗、能源等)则出现了高达20%的增
长，由去年同期的5.57亿美元上升至6.71亿美元。
不过，这一系列的转型成效已经在伟创力的毛利
率指标上体现出来，在过去的四个季度，伟创力经调
整后的毛利率分别为4.7%、5.2%、5.6%和6.0%，呈缓
步上升之势。体现到最近一个财季，伟创力尽管总营
收下滑了20%，但其经调整后的净利润仅小幅下滑了
3%，GAAP净利润甚至增长了1%。
伟创力正在退出已挤满富士康、广达、仁宝、和
硕等代工业者的消费电子领域，重新武装以一种新的
姿态出现在老对手面前。改变了过去一直向规模要业
绩的局面，然而由于单一订单量减少，医疗等领域的
订单开发则需要付出更大的精力。

收购得失
在外界看来对摩托罗拉手机工厂的收购无疑与新
战略相悖。
伟创力认为，2013年要将HVS缩小到30%这样的比
例。根据伟创力的财报，2007年HVS所占比例是57%，
今年为39%。
迈克•麦克纳马拉坦陈，PC代工是完全不同的业
务。需要6~12个月设计一款产品，以特定的方式设计
一个产品，实现特定的产品规格和成本结构。所以，
PC代工业务被伟创力认为是一项风险更高的业务，不
再有吸引力。
随着微软、谷歌和苹果三大手机生态系统的建立，

手机的盈利空间和PC有着明显的区隔。正当伟创力很
难找到合适的、风险恰当的HVS客户时，摩托罗拉出
现了。
“首先，它符合财务目标，这对我们非常有益。
我们认为这项合作可以向诸多方向发展，而且这些方
向都有利于伟创力的发展。我们认为这项交易非常不
一样。”迈克•麦克纳马拉表示。
想要告别HVS业务并不容易，现在伟创力还保持
大约70亿美元的HVS业务规模。虽然是一项交易型业
务，产品生命周期短，但仍然被需要。
而虽然属于HVS领域，摩托罗拉工厂却满足这样
几个目标“好客户，没有财务风险”外，增加了这家
传统EMS企业加入新兴生态系统的可能性，“让我们
能够在未来扩展到其他产品。让HVS业务看到了新的
方向。”
另一方面，摩托罗拉所在的天津区域优势，亦为
伟创力所看重。正当竞争对手富士康建立起了一个加
大了从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步伐，以中国大陆为中
心、延伸发展至全球各地的国际化代工版图，以求降
低成本之际。伟创力的步伐则远没有富士康激进，其
目前主要还是在珠海、深圳、上海、南京、东莞等沿
海地区建厂，即使也已赴江西赣州、成都等中西部地
区设厂，但在中国北方则只在北京昌平有小块厂区，
远不及富士康。
伟创力华北区运营副总裁陈光辉称，“伟创力有
南区和北区，长三角以北我们都算北区，其实过去全
部的工厂是集中在南区。收购摩托罗拉天津工厂后，
相当于在北方有了一块基地，借此扩大北方市场。”
迈克•麦克纳马拉对此次收购非常兴奋。他认
为，未来伟创力将是摩托罗拉最大的供应商，也将对
这些工厂有充分的自主权，生产他们任何想要的产
品。“传统的EMS业务大概有2%的利润，多数集中在
零部件类，接手整机代工厂，丰富了产品种类，希望
改变过去产能没有被充分利用和表现不佳的情况。”
迈克•麦克纳马拉也表示，“收购摩托罗拉工厂并没
有违背发展非HVS的决心。摩托罗拉的工厂是伟创力
聚焦和花费大量管理资源的区域。但在管理、目标以
及资金运用上在非HVS上都没有下降。接下来，伟创
力要面对的是，如何将拥有7300名工人的天津工厂，
95%是产业线上的工人‘伟创力化’。”“伟创力化
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员工之间互相尊重，
以及管理者如何把工人当做人对待，而不仅仅是工
人。”伟创力亚洲企业营销与沟通资深总监Valerie
Kurniawan表示。
（来源：经济观察报 闫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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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利润受人力成本挤压 多方寻求转型
12月14日消息，《经济学人》杂志近期刊文指出，
为了留住员工，富士康大大加强了自动化的应用，
受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内地工厂物流成本高涨等影响， 把单调的工作交给机器人。此外，员工的自由度也比
全球最大外包制造商富士康的利润率将进一步下降；
以前有了很大提升，就餐和住宿都不再有限制。富士
为应对这一挑战，富士康正在多个方面寻求转型。
康还把住宿、餐饮等工作交给了外包公司。“他们比
我们做得更好，”郭台铭的特别顾问胡国辉说。
以下为文章概要：
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占地2.5平方公里，拥有24
万名员工，这家工厂的园区里各种设施齐备，工人几
乎没有出厂的必要。在整个中国大陆，富士康共有28
个厂区，员工总数达140万人。
投资银行巴克莱预计，富士康今年的营收有望达
到134亿美元。与此同时，富士康正在中国内陆地区
扩张。富士康郑州工厂的员工数量预计将在年底超过
深圳厂区。富士康还在向巴西和墨西哥扩张，有传言
称，富士康还将在美国设厂，它在员工培训方面的经
验恰好可以用于美国工厂。
富士康认为，该公司还能将规模翻倍，希望跻身
全球20大企业行列。富士康的成长面临着两个障碍：
一是在中国发现和留住优秀工人，二是极低的利润率。

西进运动

富士康的净利润已从十年前的6%下降到了2%。人
力资源开支的提升还会继续挤压利润。富士康同时面
临着上下游的压力，上游的零部件设计企业和下游的
成品销售商都能获得大量利润，处在夹缝之中的富士
康却没有这么幸运。
苹果支付给中国iPod组装厂商的费用只有每台数
美元，售价却达299美元。
富士康的西进并不一定能长期提升利润率。新工
厂能够享受一定期限的税收优惠，但由此而来的利润
却会被物流成本、工资开支的增加以及补贴的减少
抵销。美国投行SCB分析师阿尔伯特•莫尔（Alberto
Moel）指出，富士康的转型并不会“为毛利率带来正
面效果”。
留住员工
郭台铭计划同时向上下游扩张。在上游，富士康
好工人越来越难找，这导致富士康加大了在工作
今年3月宣布入股夏普公司，但后来又放弃了该计划。
环境方面的投入。工人们业余生活并不丰富，但井井
有条的富士康工厂在条件上远优于东南亚国家的工厂。 近期报道称，富士康将和苹果与夏普合作推出高清电
视。富士康未来还可能开展更多的类似交易。
富士康并不排斥记者探访，员工在居住区都穿便
在下游，富士康希望通过其强大的供应链来帮助
装，和城市里的年轻人们相比并无区别。不同点仅在
客户销售产品，为零售商提供有保障的产品供应。富
于：宿舍楼外安装着防止员工自杀的大型安全网。
士康入股了多家中国连锁零售企业，并把那些在中国
为了脱贫而逃离农村的民工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
推广效果不佳的西方品牌视为客户。若一切顺利，富
为工厂带来稳定的人力供应。中国正在急速老龄化，
士康还将向零售商开放电商平台。
饿着肚子的年轻民工越来越少。新一代农民工不但要
莫尔认为，富士康若想提升近期利润，就应强化
求更好的待遇和工作条件，还要更丰富多彩的生活。
其核心业务。富士康提升了零部件产能，还希望提升
两年前连续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引发了全世界对
富士康的口诛笔伐，此后还发生了多起员工抗议事件。 效率并尝试提价。有迹象显示，富士康正准备放弃低
价策略，将其可靠性和高产能作为卖点。
苹果公司也邀请了美国公平劳工协会对富士康进行了
富士康对低价策略的放弃或许会导致苹果与其渐
调查，报告指出，富士康的条件并不比任何其他中国
行渐远。但作为全球最大，而且还在不断扩张的外包
企业差，但仍达不到该组织的标准。
厂商，它对苹果的地位也越来越无法替代，这才是富
目前，富士康对员工的加班时间进行了限制，并
士康最大资本。
提出了加薪。美国公平劳工协会8月的报告指出，富
（来源：搜狐IT 纳言\文）
士康改善工作条件的做法啊“早于原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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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EG音频编解码器：从mp3到xHE-AAC
音频编解码器是现代媒体系统的基础核心之
一。没有音频编解码器，就不会有现在的数字广
播、流媒体服务及音乐发行。首个同时也仍是最主
流的MPEG音频编解码器是于1998年面市的mp3。此后，
Fraunhofer IIS和其他ISO-MPEG成员参与者开发并制
定了多个音频编解码器。 每个MPEG音频编解码器已
经或将会改变我们消费媒体的方式。本文介绍了MPEG
音频编解码器及其应用，并展现现代音频编码方案最
成功的创建者Fraunhofer IIS。

实现与mp3同样高品质的音频质量。自此，开启了研
发序幕，从1994年的AAC ，至2012年的扩展型HE-AAC。
整个编解码器系列序幕。
1994年，根据MPEG-2格式制定了首款新型AAC
编解码器，命名为高级音频编码（Advanced Audio
Coding，AAC）。根据mp3和其他编解码器专利的开
发经验，AT&T、Dolby、Fraunhofer IIS以及Sony
等主要参与者从头开始设计一款最先进的新型音频
编解码器。通过增加感知噪声建模（Perceptual

Noise Shaping，PNS）、频带复制（Spectral
Band Replication，SBR），以及参数立体声编码
mp3彻底改变了音乐产业，也改变了消费者购买
（Parametric Stereo，PS）等工具，将MPEG-2 AAC
和享受音乐的方式。mp3目前仍然是音乐发行的主要
编解码器扩展至MPEG-4标准。
格式，因为mp3文件可以在任何设备上随时随地播放。
基本的MPEG-4 AAC配置被称为AAC-LC（低复杂
mp3技术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开发，1995年，随着
性）的配置。它能提供“水晶般”的音频质量。在
以 “.mp3”为后缀的文件的诞生，该技术达到了顶
音频编码域中，“水晶般”音频的编码信号虽然在数
峰。同年，Fraunhofer IIS推出了第一个mp3播放器
学上与源文件有差异，但即便是拥有“金耳朵”的听
的硬件原型。该文件后缀mp3很快成为 “MPEG Layer
力专家也无法辨别其与源文件的区别。因此，AAC3”标准名称的替称，但是直到三年后，即1998年，
LC可以满足广播公司最高的音频质量要求。立体声
第一款mp3播放器才投放市场。
AAC-LC比特率通常为128-192 kbps，5.1多声道AACmp3是一种感知型音频编解码器，这类编解码器
LC比特率为320 kbps，两种AAC均以立声道进行编码。
基于人类听觉系统的感知模型。这些模型描述了人耳
AAC-LC是目前最灵活的音频编解码器之一，采样率从
能够感知以及无法感知的音频信号元素，无论听众
8 kHz到192 kHz，每声道的比特率高达256 kbps，并
的耳朵是否经受过训练。通过分析音频信号，mp3和
支持48声道。该配置最著名的应用就是Apple iTunes，
其他感知型音频编解码器确认了以上事实，即音质
并已用于日本ISDB数字电视标准。
各指标可按人耳的感知优先排序，并在最终音频文件
中精细的表现出来。因此，如果比特率（即至少192
kbps）选择得当，听众则无法辨别mp3文件与源文件
之间的差别。
不仅mp3基于感知模型，目前大部分的MPEG系列
的音频编解码器也能够明智的利用人类听觉系统，来
降低数据速率和文件大小。AAC系列的音频编解码器
也不例外。

MPEG L3： mp3

AAC系列
AAC-LC
在市场大规模采用mp3之前，MPEG就已开发另一
款音频编解码器。目的是在显著降低数据速率的同时

图1: MPEG AAC音频编解码器系列概览

HE-AAC 和 HE-AAC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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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EG-4“高效配置（High Efficiency Profile,
HE-AAC）”结合了MPEG-4 AAC-LC和参量频谱复制
（Spectral Band Replication，SBR）工具，从而可
以进一步降低总比特率，同时保持出色的音频质量。
当立体声信号的比特率低于128 kbps时，HE-AAC与同
音频质量的AAC-LC相比，比特率降低了30%。对于HEAAC，低音频频谱使用AAC-LC进行编码，高频谱通过
SBR工具编码。频谱复制是一种参数方法，可使用该
频谱的高低重新创建该信号的整个音频频谱。为了进
一步降低比特率，AAC-LC编码使用总信号50%的采样
进行低频率编码。HE-AAC立体声所用的典型数据速率
为48-64kbps，HE-AAC 5.1多声道的典型数据速率为
160 kbps。同AAC-LC一样，HE-AAC支持8至 192kHz的
采样率、高达48个声道以及音频特定的元数据。

图2: HE-AAC编码器解码器工作原理

HE-AACv2广泛地应用于最先进的电视广播系统。
它是DVB工具箱的组成部分，还是最近推出了第二代
地面电视指定的编解码器，应用在西班牙、英国、法
国、爱尔兰、瑞典、奥地利、意大利、丹麦、芬兰
和挪威等国家。在巴西和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HEAAC是地面电视广播的唯一指定音频编解码器。此
外，HE-AAC也是智能电视中的一个指定部件。例
如，它是欧洲混合广播宽带电视（Hybrid Broadcast
Broadband TV，HbbTV）数据服务的指定编解码器。
因此，所有高清电视接收器设备，如目前欧洲和南美
洲销售的电视机和机顶盒，都支持HE-AAC。所有主要
广播编码器厂商很早之前便将HE-AAC部署到他们的设
备中。当然，HE-AACv2支持所有相关的广播元数据。
HE-AAC是主流音频流媒体编解码器。所有主要的
流媒体平台都支持HE-AAC，包括Flash、Silverlight、
Windows Media Player、Winamp以及iTunes。Mac
OS X和Windows等操作系统中都有HE-AAC， iOS、
Android、Windows Phone、Symbian及BlackBerry等
手机系统也是如此。
目前，苹果HLS、微软Smooth Streaming及Adobe
Dynamic Streaming等成熟的http适配流媒体系统也
基于AAC系列编解码器。
HE-AACv2还是消费电子领域内流媒体标准的一个
重要部分，在Open IPTV Forum、ATIS、HbbTV和DLNA
等电子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几乎所有
的数字电视、蓝光播放器、机顶盒和游戏机都支持该
编解码器。HE-AACv2的广泛支持使它成为内容提供商
选择的最佳编解码器。因此，Pandora、Aupeo、Hulu
以及BBC iPlayer等大多数网络广播都基于HE-AACv2。

“高效AAC v2配置（HE-AACv2）”在HE-AAC基础
上添加了参数声音（Parametric Sound，PS）工具。
HE-AACv2 应用参数进行立体声信号编码，并进一步
降低了比特率。参数声音编码器不是发送两个声道，
而是从立体声信号中提取参数，在解码器侧重建立体
声信号，然后生成一个HE-AAC编码的单声道混音。参
数数据与频谱数据在AAC比特流的辅助数据字段中传
输。解码器解码单声道信号，参数解码器重建立体声。
MPEG Surround
对于立体声来说，采用参数数据传输HE-AAC编码的单
MPEG Surround技术可以看作是参数立体声原
声道信号比传输双声道 、HE-AAC编码信号的效率更
理从立体声到多声道的扩展。不同于参数立体声工
高。对于立体声信号来说，HE-AACv2典型比特率为24
具，MPEG Surround在比特率和质量方面更具扩展
至32 kbps。
性。MPEG Surround可与AAC系列编解码器相结合，提
供更高的编码效率。MPEG Surround的另一个优势是
它能够反向兼容立体声信号。比特流始终包含AAC编
码核心立体声信号和MPEG Surround这两个元素。立
体声解码器可以提取核心立体声信号，并对其进行解
码，而支持MPEG Surround的解码器可重建整个多声
道音频信号。这样，就可以通过平价或传统的立体声
图3: HE-AAC v2编码器解码器工作原理
接收器或多声道接收器在混合信号接收器中使用MPEG
目前，AAC和HE-AAC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互
Surround，而无需同时播放立体声和多声道信号。
联网应用中， AAC和HE-AAC是mp3之外主要的音频编
解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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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MPEG Surround编解码组合

低延迟音频编解码器： AAC-LD、
AAC-ELD和AAC-ELDv2
MPEG编解码器不仅广泛应用于广播、流媒体和音
乐发行中，还用于通信应用。AAC系列通信编解码器
在高品质会议和视频电话系统中尤其受欢迎，因为它
们帮助服务提供商和运营商提供全高清的语音服务。
全高清语音是通信系统能够实现的最高音频质量。传
统的窄带电话仅能传输最高 3.5 kHz的音频带宽，而
全高清语音系统则能传输从14 kHz到人耳能听到的
全部音频频谱。通过这种方法，全高清语音通话听
起来像与同一房间的人交谈那样清晰。AAC系列的全
高清语音编解码器包括低延迟 AAC (Low Delay AAC，
AAC-LD)、增强型低延迟 AAC (Enhanced Low Delay
AAC，AAC-ELD)以及增强型低延迟AACv2 (AAC-ELDv2)。
AAC-LD是高品质视频会议的行业标准，可提供全
带宽、低延迟的音频编码。它具有仅20毫秒的算法延
迟，同时为所有类型的音频信号提供良好的压缩率和
高声质。
AAC-ELD是AAC-LD的增强型版本，结合了MPEG-4
AAC-LD和频谱复制。 AAC-ELD也是所有要求在24
kbps低数据速率下拥有全音频带宽的延迟敏感型应用
的最佳选择。
AAC-LD和AAC-ELD目前已经用于专业及消费级视
频会议应用，例如，苹果的FaceTime应用就是基于
AAC-ELD。
AAC-ELDv2是卓越的AAC-ELD音频编解码器的最新
扩展。AAC-ELDv2结合了AAC-ELD优化延迟参数多声道
编码的优势这种方法只允许传输一个单声道及其他信

息，而不是两个独立的声道。

扩展型HE-AAC
AAC系列的最新成员是扩展型HE-AAC。2012 年年
初，MPEG标准化刚刚完成。扩展型HE-AAC显著提高了
音乐和语音的音频质量，尤其是在8 kbps等极低的比
特率下，并与HE-AAC流兼容。新的编解码器将两个先
前分离的通用音频编码和语音编码结合在一起，具备
了现有的语音和音乐编解码器的优势。HE-AACv2音频
编解码器添加了一套新的编码工具后，扩展型HE-AAC
的性能大大超过了专用语音和通用音频编码方案，弥
补了二者的不足，为所有信号类型提供一致的高品质
音频。

结语
无论是娱乐还是通信应用，MPEG音频编解码器用
于所有最先进的消费电子、IT和通信设备中。从上
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mp3起，MPEG音频编解码器
的发展从未间断过。mp3及其后续产品AAC在消费领
域广为人知，对于HE-AAC或AAC-ELD等在后台运行的
其他MPEG编解码器，只有专业人士才有所了解，但
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使用这些编解码器，例
如，观看互联网视频或使用Apple FaceTime打电话。
Fraunhofer IIS在每个音频编解码器的开发和市场推
广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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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I PXI矢量信号收发仪进行802.11ac测试
就传统仪器而言，每次测试大约会取得40个重要
的WLAN收发器数据点。 NI PXI矢量信号收发仪的测
试速度非常快，因此能执行完整的增益表扫频，进
而采集共300,000个数据点。“我们采用软件设计的
NI PXI矢量信号收发仪与NI WLAN测量套件之后，
测试速度比传统的堆叠式仪器快了200倍以上，
测试范围也扩大了许多。”

电收发器的数据点而已；如果系统搭载多个天线的话，
MIMO设定的电路排列数量也会持续增加。 随着可能
的设定组合数量激增，要避免测试时间延长便会是相
当困难的挑战。

挑战
在无线标准越来越多元，且设备复杂度与
日俱增的同时，必须降低无线区域网络(WLAN)
的测试成本，保有高的测试精准度，并且缩短
特性测试时间。

图1. 以常见的WLAN接收器程序框图为例，可以看出每

解决方案

个组件都具有多重增益阶段，因此一个接收器可能会有

使用NI PXI构架的矢量信号收发仪与NI LabVIEW
FPGA模块，构建灵活的自定义WLAN测试系统，相比以
前的堆叠式仪器，可缩短200倍的测试时间，进一步
减少成本，并提升设备特性。
过去20几年以來，Qualcomm Atheros公司在网络
连接、消费性电子、运算和移动设备通信的新一代无
线技术领域中一直处于领导者的地位。 现在我们正
对WiFi等高传输率的无线技术进行改革，以便满足新
的连线应用需求。 最新的Qualcomm Atheros芯片是
一种具有3组无线电的多重输入/多重输出(MIMO)收发
器，适用于最新的WiFi标准802.11ac。

新型WLAN测试系统的需求
由于无线标准越来越复杂，这些设备的运作模式
数量也会随之飙升。 我们会逐渐改用最新的WiFi标
准，802.11ac ，所以要持续增加新的调制方案，以
及更多的通道、频宽设定与额外的空间串流数目。
此外，数以千计的独立运作增益设定也会让WLAN收发
器的特性测试变得更加棘手。
WLAN收发器的每个组件都具备多重增益阶段。
为了在低成本的CMOS流程中开发出高性能无线
电，Qualcomm Atheros的设计团队必须针对每
个无线电阶段采用灵活的操作方式。 一旦加入
新的构架阶段，多重增益设定便会大幅提高可
能的设定组合数量，因此单一运作模式便可能
具有成千上万个数据点， 而且这只是一个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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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增益设定

NI PXI矢量信号收发仪与LabVIEW FPGA
为了解决这类测试时间的挑战，Qualcomm
Atheros采用了NI PXIe-5644R矢量信号收发仪。 由
于NI PXIe-5644R内建FPGA，所以可通过矢量信号收
发器内的射频信号发生器/分析器，同时控制芯片的
数字界面。
一般而言，FPGA的程序设计必须通过VHSIC硬件
描述语言或Verilog。 但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并不熟
悉这些复杂的语言，或是需要特定的工具，才能针对
高阶抽象层提高设计产能，进而简化FPGA代码的生成
流程。 由于LabVIEW能够清楚地表现并行架构和数据
流，非常适用于FPGA程序的编写，所以用户不论有没
有传统FPGA设计的经验都能高效运用可重新配置硬件
的功能。
Qualcomm Atheros采用LabVIEW来设计NI矢量信
号收发器的FPGA，以便控制待测设备并处理数据。
仪器内部即可执行处理程序，无需通过总线来回传输
至控制器，因此有助于大幅提升测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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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Qualcomm Atheros采用LabVIEW来设计NI矢量信
号收发仪的FPGA，藉由数字方式来控制待测设备

传统的堆叠式仪器测量通常会受限于最佳的评估
增益表选项。 因此Qualcomm Atheros的团队必须通
过反复评估才能找出最终的解决方案，每次评估都得
还原增益表特性。这是相当缓慢的流程，每次评估都
会产生大约40个重要数据点。
改用NI PXI矢量信号收发仪之后，测试速度变快
了，所以我们可执行完整的增益表扫频，而不是去反
覆评估。 这样一来，Qualcomm Atheros的团队即可
在单一设备的每次测试扫频中，全面测试无线电运作
的特性，进而采集全部共300,000个数据点，以便确
切判断出最理想的运作设置。 鉴于这样的数据操作
流程，我们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掌握设备的运作状况，
负责团队即可探索以前从未设想过的运作机制。

提供更佳的灵活性、自由度和测试性能
对Qualcomm Atheros来说，仪器的灵活性与精
密控制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有效提升射频测试流
程的效率，所以我们使用NI全新的矢量信号收发仪
时，优异的测试性能让人非常满意。 我们为客户开
发802.11ac解决方案的过程中，NI PXIe-5644R为我
们带来了自由度和灵活性，并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测试
吞吐量。
作者:Doug Johnson

图3.就传统仪器而言，每次测试大约会取得40个
重要的WLAN收发器数据点。NI PXI矢量信号收发仪
(VST)的测试速度非常快，因此能执行完整的增益表扫频，
进而采集共300,000个数据点

我们通过仪器的射频前端元件直接同步处理数字
控制时序，测试速度比以前的PXI解决方案快了20倍
以上，甚至超越原本的传统仪器解决方案200倍之多。

图4. Qualcomm Atheros通过仪器的射频前端元件直接
同步处理数字控制时序，测试速度比以前的PXI解决方案
快了20倍以上，甚至超越原本的传统仪器解决方案200
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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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谈20 nm技术发展前景
在一类产品发售之前，还没有一种半导体工艺像
20 nm节点这样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争论在于，节点
是否应该等待即将投产的EUV光刻法。它并没有：双
模式的布板虽然昂贵而且有局限，但是满足了高分辨
率掩膜层的需求。
在节点是否需要finFET晶体管上也有争
论。Intel、IBM和UMC持赞成态度；三星、TSMC和
GLOBALFOUNDRIES则反对。TSMC以前曾有些模棱两可，
推进了16 nm finFET半节点计划。而影响最大的是，
NVIDIA CEO Jen-Hsun Huang公开质疑整个20 nm节点
的经济可行性，他认为，每个晶体管的成本永远不可
能低于28 nm。

术挑战还仅仅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从系统设计人
员的角度看，使用SoC而不是开发它，所有的都可以
归结为5个关键点：成本、密度、速度、功耗和2.5D。
系统设计人员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芯片设计人
员怎样处理好这5个关键点的相互关系。
成本是最主要的。NVIDIA的Huang先生的观点可
能是正确的：随着成本的大幅攀升，对于同样数量的
晶体管，20 nm一直要比28 nm昂贵得多。对于采用了
大量非线性电路的SoC，例如，RF或者其他模拟晶体
管，单片无源组件，以及静电放电保护结构等，成本
差距要比仅采用高密度逻辑的SoC大得多。非常简单
的是，对于SoC移植到20 nm，应该有一些优点——集
成、性能、能效，以及IP应用等，要优于28 nm。否
则，无法弥补额外的高成本。

图2.将一个高分辨率的模板分成两个独立的低分辨率模
板的简单例子。实践中，实际使用双模板需要有很多工
艺步骤

图1.20 nm技术逐渐成熟起来，其成本可能永远不会低
于28 nm技术

注释:数据基于NVIDIA的公开数
虽然有争论，但是，TSMC发布了其20 nm参考流
程。已经着手开始芯片设计。客户已经开始试用测试
硅片。现在需要提出的问题是，20 nm芯片系统(SoC)
产品代对于系统供应商意味着什么。这一节点也仅仅
只是摩尔定律发展的另一个台阶吗?对于SoC用户，它
会带来很大的新挑战吗?有没有隐藏的风险?为找到答
案，我们与20 nm硅片工程师进行了交流，查阅了最
近的会议论文。

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艺
20 nm节点的争论在于它非常难以进行投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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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密度问题：在同样面积上，20
nm能否尽早完成工艺转换。与28 nm相比，由于模板
相关的设计规则导致降低了封装效率，除此之外，20
nm每mm2的晶体管数量是其两倍。芯片规划人员通过
几种方法来使用越来越多的晶体管。
最明显的方法是集成。如果您能够将两个28 nm
SoC封装到一个20 nm管芯中，结果是减小了芯片间延
时，降低了I/O功耗，以及电路板级成本，这说明单
位晶体管成本的提高是有好处的。而不明显的是，规
划人员通过使用晶体管来提高性能或者能效。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一片SoC在主要工作
模式上是DRAM受限的，有时候扩大片内RAM能够有效
地减少对DRAM的访问，这样能够极大地提高性能，大
幅度降低I/O功耗。而晶体管更典型的应用是建立并
行机制。在有大量线程、数据并行或者可以进行流水
线工作的应用中，增加处理器要比提高时钟频率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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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这一事实导致了从单核发展到多核SoC，在20 nm， 关断A15，在功耗较低的A7上运行不关键的任务。结
果是，大幅度降低了功耗，而且没有牺牲最大性能。
将推动从多核到很多核的发展。

消除难点
通过使用晶体管来提高性能在20 nm SoC是非常
关键的，原因在于：在模块级，20 nm芯片并不比相
应的28 nm快很多。从公开的信息看，这还不是很明
显。例如，TSMC宣称，其20 nm技术“…速度比28 nm
技术高出30%…。”这并没有达到我们工艺代之间翻
倍的预期，但并不说明这不重要。在整个模块上实现
这么高的速率而不是在几个关键通路上，那么，可能
会需要大量使用低Vt晶体管，而且有很大的泄漏电流，
带来了更大的本地散热问题。即使没有散热问题，设
计也很难在20 nm很多工艺、电压和温度角上达到时
序收敛。一些工程师建议，考虑到功耗和其他变化因
素，只是把模块导入到20 nm可能根本无法提高速率。
在20 nm更复杂的另一个问题是功耗。动态功耗
——CV2f类，在原理上应该低于20 nm电路，前提条
件是，尺寸更小的特性降低了杂散电容，工作电压
图3.总共10个主要处理器，这一Cavium芯片基站设计表
保持不变，频率与28 nm的相似。虽然每个晶体管的
明了并行发展趋势
动态功耗降低了，但是，平面工艺中，由于泄漏电
流导致的静态功耗在不断增加。理论上，同样的Vt，
可能有些令人吃惊的是，晶体管问题也影响了
finFET的亚阈值泄漏电流要比平面晶体管低得多，减
模拟电路性能。例如，FPGA供应商Altera宣布，其
小了单组件的最大泄漏。因此，采用finFET工艺，设
28 nm工艺代芯片至芯片收发器最大速率从28 Gbps
计人员可以使用与28 nm相似的Vt和Vcc，同时提高了
增加到20 nm FPGA的40 Gbps。这种增长的部分原因
性能，降低了静态功耗，或者使用较低的Vt，支持更
当然是来自更高的晶体管ft，以及杂散干扰的减小。
低的Vcc，同时降低了动态和静态功耗。最好的选择
Altera工程师说，而主要原因是更快、更复杂的数字
取决于电路以及最终系统的应用情况。
均衡电路。此外，在很多其他应用中，与20 nm相比，
使用或者不使用finFET，功耗都是问题。静态和
设计人员能够使用更多的晶体管，通过数字化来增强
动态功耗之和不会像28 nm那样简单的加起来。而密
模拟信号通路的性能。
度增加了两倍。计算表明，功耗密度，也就是本地散
增加晶体管也能够降低功耗，但这听起来可能有
热，限制了某些20 nm模块的布板和时钟频率。
些相互矛盾。一个例子是，设计人员在20 nm继续采
最后，是2.5D。20 nm工艺本质上更适合制造
用了复杂的功耗管理策略。使用精细的状态机和控制
2.5D封装所需要的硅片直通孔(TSV)。时机上巧合的
电路，设计人员的时钟选通和电源选通策略的粒度更
是，代工线在20 nm工艺节点开发他们的产品TSV技术。
精细。当无法改变进入寄存器的数据时，常用的方法
结果是，在20 nm工艺代，我们可能会看到大规模使
是减小周期时钟。当整个子系统空闲时，电源选通一
用TSV来连接多个管芯的有源电路和无源硅片基底。
般只用在模块级，而现在对于粒度越来越精细的结
这一技术的前景非常广阔。对于面积或者焊盘受
构，随着周期的缩短，更多的采用了电源选通。更精
限的管芯，2.5D封装大幅度提高了资源利用率。通过
细的粒度增加了晶体管开销，但是，只要能够降低功
采用封装内宽字I/O替换DDR3，极大的提高了DRAM带
耗，很多设计人员还是会做出这种选择。
宽。它能够在一个很小的引脚布局中集成无法在一个
更明显的例子是ARM的big.LITTLE体系结构。除
管芯中制造实现的各种技术。但是，从技术和商业角
了主Cortex-A15，这一方法增加了第二个完整的CPU
度看，问题也很明显。
——Cortex-A7。当一个任务需要高性能时，系统启
动A15。当系统要处理的任务对性能要求不高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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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人员的观点

在实时行为分析中引入可变或者非确定性延时。
总之，20 nm会延续摩尔定律在集成上发展趋势，
这对于系统设计人员而言意味着什么?首先，并
但是要付出成本代价。2.5D封装技术的发展，进一步
不是所有的SoC产品线能够自动移植到20 nm。最早应
提高了集成度，但是也增大了成本，部分解决了DRAM
用的器件晶体管数量加倍，能够有效的提高系统性能，
总线电源和带宽问题，在一个封装中集成了种类更多
降低功耗和成本。早期应用的例子包括，多核服务器
的IC。随着系统性能的提高，这一节点也增加了体系
CPU、CPU/GPU组合芯片、高端FPGA，以及某些ASIC
结构的复杂度。目前为止，它也是功耗管理最复杂的
SoC——可能会从移动市场开始。
节点。
其次，是可能会大量使用多处理任务的芯片。对
作者：Ron Wilson
于使用芯片供应商提供的完整参考设计的系统设计团
队而言，可能体会不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在另一篇文
章中所讨论的，如果设计团队涉及到编写应用程序代
码、布线中断、管理DRAM数据流，或者对实时行为建
模等，这可能会是很大的问题。
对于系统设计人员，更明显的是，这些芯片需要
大量的功耗管理工作。芯片设计人员会用尽所有的方
法来解决功耗以及工艺变化带来的问题，包括动态
电压频率调整、动态电源选通，以及自适应电压调整
等方法。对于系统设计人员，所有这些方法都很重要。
更特别的是，他们能够完善电源网络设计，前两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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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选择CMOS模拟开关的建议
集成模拟开关常常用作模拟信号与数字控制器的
接口。当今市场上的模拟开关数量众多，产品设计人
员需要考虑多项性能标准。同时也有许多35年前开发
的标准CMOS开关已经发展为专用的开关电路。
本文回顾标准CMOS模拟开关的基本结构并介绍常
见模拟开关参数，例如导通电阻(RON)、RON平坦度、漏
电流、电荷注入及关断隔离。文中讨论最新模拟开关
的性能改善：更好的开关特性、更低的供电电压，以
及更小的封装。也介绍了专用的特性，例如故障保护、
ESD保护、校准型多路复用器(cal-mux)和加载-感应
功能。介绍了适用于视频、高速USB、HDMI和PCIe的
专用开关。

标准模拟开关基础
传统模拟开关的结构如图1所示。将n沟道MOSFET
与p沟道MOSFET并联，可使信号在两个方向上同等顺
畅地通过。n沟道与p沟道器件之间承载信号电流的多
少由输入与输出电压比决定。由于开关对电流流向不
存在选择问题，因而也没有严格的输入端与输出端之
分。两个MOSFET由内部反相与同相放大器控制下导通
或断开。这些放大器根据控制信号是CMOS或是TTL逻
辑、以及模拟电源电压是单或是双，对数字输入信号
进行所需的电平转换。

如MAX4887)，省去了较大的大幅降低模拟开关带宽的
p沟道MOSFET。
其它采用单个正电源轨工作的模拟开关采用电荷
泵，允许负信号电压。例如，MAX14504音频开关工作
在+2.3V CC至+5.5V CC单电源，采用内部电荷泵，允许
-VCC至+VCC的信号无失真通过。除功能改善外，工业上
许多最新模拟开关的封装比早期的器件更小。

低导通电阻(RON)开关降低信号损耗
在VIN为各种电平条件下，p沟道和n沟道RON的并联
值形成并联结构的RON特征(图2)。RON随VIN的变化曲线
在不考虑温度、电源电压和模拟输入电压对RON影响
的情况下为直线。为使信号损耗和传输延迟最小，理
想情况下的RON应尽量小。然而，降低RON将增大MOSFET
硅片的宽度/长度(W/L)比，从而造成较高的寄生电容
和较大的硅片面积。这种较大的寄生电容降低模拟开
关的带宽。如果不考虑W和L，RON是电子和空穴迁移
率(μn和μp)、氧化物电容(COX)、门限电压(VT)及信
号电压、n沟道及p沟道MOSFET的信号电压VGS (VIN)的
复合函数，如式1a和1b所示。
将RON和寄生电容最小化，同时改善整个温度和电
压范围内RON相对于VIN的线性度，往往是设计新产品的
首要目的。

图1. 采用并联n沟道和p沟道MOSFET的典型模拟开关的
内部结构

现在，许多半导体制造商都提供诸如早期CD4066
这样的传统模拟开关。有些最新设计的模拟开关与这
些早期开关的引脚兼容，但性能更高。例如，有些与
CD4066引脚兼容的器件(例如MAX4610)相对于原来的
CD4066具有更低的RON和更高的精度。
对基本模拟开关结构也有一些功能性改变。有些
低电容模拟开关在信号通路中只使用n沟道MOSFET(例

图2. R ON与VIN的关系。图1中的n沟道和p沟道R ON构成
一个复合的低值R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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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mm2、μDFN封装。
许多高性能模拟系统仍然使用较高电平的双极性
电源，例如±15V或±12V。与这些电压接口时需要
额外的一个电源引脚，通常称为逻辑电源电压(例如
MAX14756)。该引脚(VL)连接至系统逻辑电压，通常
是1.8V或3.3V。
早期的模拟开关工作于±20V电源电压，导通
电阻R ON 为几百欧姆。最新改进达到了最大0.5Ω的
RON，供电电压低得多。电源电压对RON的影响很大(图
3A)，施加的信号也会明显影响RON (图3B)。本例中，
MAX4992信号和电源电压为1.8V至5.5V，RON在较低电
源电压时增大(图3A)。MAX4992采用单电源时达到了
非常低的RON及RON平坦度(1mΩ)。图3B为新、旧模拟开
关的比较，电源为5V。

图3A. 较高电源电压下R ON较低。图为MAX4992(单电源
)R ON与VCOM的关系。

信号处理设计
图3A还给出了RON值随信号电压的变化情况。图中
曲线都落在特定的电源电压范围之内，这是因为未集
成内部电荷泵的典型模拟开关只能处理电源电压范围
之内的模拟信号电平。对于没有保护的模拟开关，过
高或过低电压的输入将在芯片内部的二极管网络产生
失控的电流，造成开关永久损坏。通常这些二极管能
够保护开关抵抗高达±2kV的短时间静电放电(ESD)。
(参见下文中的ESD保护开关部分)。
模拟开关的RON会造成信号电压的线性衰减，衰减
量正比于流过开关的电流。根据应用及电流大小的不
同，可能需要考虑这种电压变化。
需要考虑的另外两个重要参数是通道匹配度和RON
平坦度。通道间的匹配度说明同一器件各通道RON的
差异；RON平坦度是指某一通道的RON在信号范围内的变
化量。匹配度/RON或平坦度/RON的比值越小，则模拟开
关的精度越高。这两个参数的典型值分别为0.1Ω至
5Ω。有些开关是专门针对低通道匹配度和平坦度设
计的。例如，MAX4992的通道匹配度可达到3mΩ，RON
平坦度可达到1mΩ。MAX14535E具有非常好的R ON、通
道匹配度和RON平坦度指标，理想用于交流耦合音频或
视频便携式设备，可处理低至-1.5V的负信号摆动。
大多数应用中，可以通过修改电路设计防止过大
的开关电流。例如，您可能希望通过在不同反馈电阻
间切换来改变运算放大器的增益，这种情况下最好选
择采用高阻输入与开关串联的结构(图4A)。此时，由
于开关电流较小，RON值及其温度系数可忽略不计。然
而，图4B所示的设计中，开关电流取决于输出电压，
因此其值较大，就不太理想。

图3B. 新、旧模拟开关的R ON比较。

为单电源系统选择模拟开关时，尽量选择专门针
对单电源设计的器件。此类器件无需单独的V-和地引
脚，因而可节省一个引脚。引脚上的经济性意味着
单刀双掷(SPDT)开关(例如MAX4714)可采用小型6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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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增益控制电路设计的好(A)或坏(B)取决于流过开关
的电流大小

音频开关和先断后合功能
所有音频系统中的一项主要性能要求是消除瞬
态脉冲通过扬声器负载放电引起的可闻咔嗒/噼噗声。
这些瞬态通常发生在电源打开和关闭期间(导通和关
断时间，tON和tOFF)。无论设备在工作期间的音频质量
如何，如果在系统每次打开或关闭时发出噪杂的咔嗒
声，用户往往会认为该音频设备的质量比较差。通
过延长模拟开关的tON和tOFF，可消除可闻咔嗒/噼噗声。
这减小了通过扬声器负载进行放电的瞬态脉冲。大多
数模拟开关的tON和tOFF从低至15ns到高达1μs不等，
但有些“无杂音”开关可达到毫秒级。
有些无杂音开关使用旁路开关和先断后合功能消
除咔嗒声。在使用MAX4744的音频应用中，利用内部
旁路开关对输入处的电容放电。这可防止瞬态电压进
入扬声器。先断后合功能保证开关在切换至另一连接
之前首先断开之前的连接，要求tON > tOFF。有些设计
则要求开关先合后断，此时tOFF > tON。例如，图4A中
的电路在两种增益之间切换时必须谨慎。改变增益时，
避免使两个开关同时处于打开状态非常重要；第二个
开关必须在第一个开关开路之前闭合。否则，运算放
大器会采用开关增益，其输出将被驱动至电源电压。
信号电平变化会引起RON变化，造成开关的插入损
耗变化，这会增大模拟开关的总谐波失真(THD)。以
RON平坦度为10Ω的100Ω开关为例，当负载为600Ω时，
开关将产生1.67%的THD MAX。THD是许多应用中的关键
参数，表示通过开关的信号质量或保真度。THD的定
义为全部谐波分量的平方和的平方根与基波分量之比
(式2a)。用式2b计算最大THD。图5所示为不同开关的
THD比较。

图5. 一组模拟开关的THD与频率关系

低RON及管理电荷注入效应
并非所有应用都要求低RON。然而，当应用需要较
低RON，需要考虑多项设计要求。电路所需的芯片面积
更大，设计将引入更大的输入电容，每个开关周期对
输入电容进行充电和放电需要消耗更大功率。该输入
电容的充电时间取决于负载电阻(R)和电容(C)，其时
间常数由t = RC决定。充电时间通常为几十纳秒，但
高RON开关具有较短的tON和tOFF周期。有些模拟开关以
相同的封装类型和引脚排列提供不同的RON/输入电容
组合。MAX4501和MAX4502具有相对较高的RON，t ON/
tOFF较短；MAX4514和MAX4515具有较低的R ON，但开关
时间较长。
低R ON 还具有另一负面效应：较高的容性栅极电
流引起较高的电荷注入。每次开关导通或断开瞬间都
有一定数量的电荷被注入或吸出模拟通道(图6A)。对
于输出连接至高阻的开关，这种效应将引起输出信
号的明显改变。在一个没有其它负载的小分布电容
(C L)上产生ΔV OUT的变化量，那么注入电荷可按公式
Q = ΔVOUTCL计算。跟踪和保持放大器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实例，在模数转换器(ADC)转换期间用它来保持一
个恒定的模拟输出(图6B)。闭合S1时，一个比较小的
缓冲器电容(C)被充电至输入电压(VS)。电容C只有几
个pF，当S1断开时，VS保存在C上。在转换开始时闭
合S2，将保持电压(VH)加载至缓冲器。这样，在整个
ADC的转换周期内，高阻缓冲器保持VH恒定。对于比
较短的采集时间，跟踪和保持器的电容必须小，而且
S1的RON要小。注意，此外，电荷注入会造成VH改变±
ΔVOUT(几个毫伏)，因此会影响到后面ADC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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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开关开路的等效电路图。

利用式3计算导通状态的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是
漏电流、RON、在所施加输入信号范围内RON的变动、负
载电阻及源电阻的函数。对于双向模拟开关，Ilkg等
于IS或ID (图7和8所示)，取决于开关的漏极还是源
极侧配置为输出。

图6A. 来自于开关控制信号的电荷注入造成模拟输出电
压误差

关断状态下的输出电压主要受漏电流影响，由式
VOUT = Ilkg × RL计算。
许多IC的数据资料给出了最差情况的导通/关断
漏电流：当信号电压接近电源电压限值时，造成寄
生二极管向基片注入较高电流，导致电流流入相邻
通道。

视频和高频开关的特殊要求
图6B. ADC中的典型跟踪和保持功能需要精密控制的模
拟开关

漏电流及其对电压误差的影响
漏电流影响模拟开关的输出电压。图7和8所示为
模拟开关打开和关闭阶段的简化小信号模型。这两种
情况下，大部分漏电流通过内部寄生二极管，影响输
出电压误差。漏电流还是温度的函数，每10℃大约翻
一倍。ESD保护二极管(例如故障保护开关中)增大漏
电流。

图7. 开关闭合的等效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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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和寄生电容之间的平衡对视频信号非常重要。
RON较大的传统模拟开关需要额外增益级来补偿插入损
耗。同时，低RON开关具有较大寄生电容，减小了带宽，
降低视频质量。低RON开关需要输入缓冲器，以维持带
宽，但是这会增加元件数量。
采用只有n沟道的开关可提高带宽，同时寄生元
件和封装尺寸变得更小，从而允许单位面积上具有更
多开关。然而，n沟道开关容易受满摆幅工作的限制。
当施加的视频信号超过这些限值时，输出将箝位，造
成视频信号失真。选择n沟道开关时，确保开关的规
定限值足以通过满幅输入信号。
在一个监视器显示来自于多个源的视频应用中，
如安保和监视系统，关断隔离和串扰是关键参数。开
关处于关断状态时，来自于所加输入信号的馈通总量
决定关断隔离。较高频率时，通常为视频和VHF应用，
视频通过漏源电容(CDS)耦合，降低关断隔离。与开关
相关的较高电路阻抗也会降低关断隔离。
T型开关拓扑适用于视频或高于10MHz的频率，它
包括两个串联的模拟开关，以及第三个连接在它们公
共点与地之间的开关(图9a)。这种安排能够提供比单
个开关更高的关断隔离。由于寄生电容与串联开关中
的每个开关并联(图9a)，关断的T型开关的容性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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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随频率的升高而增大。多通道开关中，通道之间
的寄生电容将信号容性耦合至相邻通道，进而增大串
扰。
图9A所示的T型开关导通时，S1和S2闭合，S3断
开；T型开关关断时，S1和S2断开，S3闭合。这种关
断状态下，通过串联MOSFET的CDS的耦合信号被S3旁
路到地。T型开关(例如MAX4545)与标准模拟开关(
例如MAX312)对于10MHz信号的关断隔离差异明显：
-80dB相对于-36dB (图9B)。
最后，您可考虑缓冲与无缓冲视频开关。作为无
源视频开关，标准视频开关可能需要额外电路 1；而
集成方法是作为有源视频开关，将开关和缓冲器集成
在一个封装内，降低信号干扰。集成的复用器-放大
器(例如MAX4310)具有很强的关断隔离功能，可用于
高频应用。

图9A. 用于射频的T型开关结构

路板面积，并增加输入/输出线上的电容。然而，现
在设计的有些开关具有内部二极管，可承受高达±
15kV的ESD。这些开关采用人体模式(±15kV)及IEC
61000-4-2标准规定的接触(典型值为±8kV)及气隙放
电(±15kV)法测试2。

用于高达±36V过压保护的故障保护开关
模拟开关的电源轨限制了允许的输入信号电压范
围。(参见上文中的信号处理设计部分)。如果输入信
号超过电源轨，器件会锁定或永久损坏。通常情况下，
这种限制不是问题；但在有些情况下，模拟开关的电
源关断时输入信号仍然存在。(如果系统电源排序造
成输入信号早于电源电压出现，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瞬时超出正常电源电压范围也会造成锁定或永久损坏。
新故障保护开关和多路复用器能够保证±36V的过压
保护、±40V的掉电保护、满幅信号控制能力以及和
一般开关相近的低RON。无论开关状态或负载电阻如何，
故障条件期间保证输入引脚为高阻，只有纳安级的漏
电流流过信号源。
图10所示为故障保护模拟开关的内部结构。如
果开关(P2或N2)是导通的，COM输出被两个内部“后
援”FET钳位于电源电压。这样，COM输出保持在电源
范围之内，并根据负载大小提供最多±13mA的电流，
但在NO/NC引脚没有明显电流。值得一提的是，信号
可以同样容易地从ESD和故障保护模拟开关的任意方
向通过，但这些故障保护只在输入一侧有效3。

图9B. 标准开关(MAX312)与视频开关(MAX4545,
MAX4310)的关断隔离-频率关系的比较

ESD保护开关

图10. 该内部结构表示故障保护模拟开关的特殊电路

许多双电源轨模拟开关要求先加正电源，然后再
ESD保护是大多数模拟开关应用的一项重要特性。
加负电源，以防锁定或损坏。如果是这种情况，可采
标准模拟开关的设计可提供高达±2kV的保护。设计
用不要求电源排序的开关，例如多路复用器MAX14752。
者可增加额外的ESD保护能力，但这将占用宝贵的电
MAX14752与行业标准DG408/DG409的引脚兼容，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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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内部二极管为开关提供过压/欠压保护。

加载-感应开关影响系统精度
电压和电流测量系统中的接线方法多种多样，这
些接线方法称为2线、3线及4线系统，其精度和复杂
度各不相同。图11所示的2线系统用于高精度不是首
要因素的情况。这种方法在加载线的源端测量负载电
压。负载电压会明显低于源电压，这是因为如果流过
导线电阻的加载电流较大，线路上会发生电压降。较
图13. 使用MAX4555将4线加载-感应电路从一个源切换
长的导线、较大的负载电流以及较高的线阻抗都会造
至两个负载。
成这种电压降，并产生明显的测量误差。3线系统改
善了精度，但采用4线加载-感应技术可获得最佳结果。

用于多通道应用的多路复用器和交叉点
开关

图11. 高精度不是特别关键时，使用2线测量系统

4线加载-感应技术(图12)利用两根线加载电压或
电流，使用另外两根线直接连接在负载两端来测量负
载电压。有些模拟加载-感应开关在相同的封装内提
供不同类型的开关。例如，MAX4554系列器件可以配
置为加载-感应开关，用于自动测试设备(ATE)中的开
尔文检测。每款器件含有用于加载电流线的大电流低
阻开关，以及用于检测电压或切换保护信号的较高电
阻开关。±15V供电时，大电流开关的RON仅为6Ω，感
应开关的RON为60Ω。加载-感应开关适合于高精度测
量系统，例如纳伏和飞安表。加载感应开关简化了许
多应用，例如在一个4线系统中，一个信号源在两个
负载间的切换，如图13所示。

多路复用器(复用器)是特殊形式的模拟开关，其
中的两路或多路输入被有选择地连接至单路输出。复
用器可以是单个SPDT开关，或者许多可选通道的多种
组合(图14)。高阶复用器的数字控制类似于二进制解
码器，需要使用数字输入选择相应的通道(例如，对
于8通道复用器，需要三个数字输入)。
多路输出选择器基本上是复用器的反向用法，即
根据解码的地址数据将一个输入连接至两个或多个输
出。许多复用器可用作多路输出选择器。

图14. 低压多路复用器(上)和中压多路复用器(下)的配置

图12. 4线加载-感应测量技术

交叉点开关用于音频/视频路由、视频点播、安
保和监视系统。交叉点开关通常是M x N型器件，M路
输入中的任意一路或全部输入可以连接至N路输出中
的任意一路或全部输出(反之亦然)。这些器件能够实
现较大的阵列4。

校准型多路复用器修正ADC失调和增益
误差
校准型多路复用器(cal-mux)主要用于高精度ADC
和其它自监测系统。一个封装内部集成了多个不同元
52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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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用于从输入基准电压产生精确电压比的模拟开关、
内部高精度电阻分压器、以及选择不同输入的多路复
用器。
Cal-mux可用于修正ADC系统中的两个主要误差：
失调和增益误差。利用内部精密分压器，这些器件在
微控制器串行接口控制下，只需几个步骤即可测出增
益和失调。知道ADC的失调和增益误差后，系统软件
可建立修正系数，对后续输出进行修正后便可得到正
确读数。校准型多路复用器接下来就可作为一个普通
的多路复用器使用，但具有周期性地对系统进行校准
的功能5。

用于工业和医疗应用的高压开关

USB开关实现系统通信

本文实际上是一份设计指南，介绍了当今可供使
用的多种模拟开关的基础知识。随着最近技术的进步，
集成式模拟开关提供了更好的开关特性、更低及更高
的电源电压，以及应用相关的设计。无论是性能指标
还是特殊功能都可提供多种选择，有经验的产品设计
人员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挑选到合适的开关产品。

通用串行总线(USB)是一种高速接口，使设备能
够通过标准接口进行通信，也可用于从USB主机为从
机设备供电。多个USB设备可连接至一台计算机，采
用模拟开关将USB信号切换至不同设备6。大多数的最
新USB应用也要求通过USB接口为便携设备充电7。USB
2.0规范适用于高速信号，要求高带宽/低电容的模拟
开关，如MAX14531E。

高压(HV)模拟开关理想用于多种工业和医疗应用。
例如，超声应用中，将高压脉冲(±100V)施加到传感
器以产生超声波。为了在传感器和主系统之间切换这
些脉冲，就需要HV模拟开关。这些开关通常在整个输
入范围内具有低导通电容和相当平坦的RON。HV开关通
常具有低电荷注入指标，以避免杂散传输和相关的图
像伪影。许多HV开关器件可通过SMBus或SPI接口进行
编程10, 11。

结论

HDMI开关实现数字音频、视频信号
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HDMI)是一种高速接口，用
于传输无压缩数字音频/视频信号。这种接口可实现
高清TV (HDTV)、DVD播放机及其他HDMI兼容设备与PC、
笔记本电脑及平板电脑的互连。
HDMI包括四对低压差分信号(LVDS)线，用于红、
绿、蓝(RGB)视频通道和专用时钟信号。理想HDMI开
关包括四个1:2或2:1差分线对开关，采用n沟道结构，
以实现低电容和RON(例如MAX4886)8。

Display端口和PCIe开关提高点对点连接
性能
外设组件互连(PCI)扩展是一种串行接口(PCI
Express接口)，能够使图形加速端口(AGP)应用实现
更高性能。PCI Express开关能够与单个或多个总线
的不同信号源进行互联。PCI Express开关的常见应
用为切换display端口图像、PC和笔记本电脑扩展卡
接口及服务器。
有些PCI Express开关设计用于在两个可能的目
标之间切换数据。例如，MAX4928A和MAX4928B支持在
图形内存控制器中心(GMCH)和display端口或PCIe连
接器之间切换信号9。

73 52rd.com

研发专辑 R&D TIMES· 精彩评论

52rd.com

74

精彩评论·R&D TIMES 研发专辑

75 52rd.com

2012年度最佳本土芯片公司评选
2012年度最佳电池供应商评选
2012年度最佳图像传感器供应商评选
2012年度最佳千元智能手机平台评选
2012年度最佳高端手机平台评选
2012年度最佳显示设备供应商评选
2012年手机行业十大新闻事件评选
2012年度最佳国产手机品牌公司评选
2012年度最佳手机产品评选
2012年度最佳手机方案设计公司评选
2012年度最佳MEMS传感器供应商评选
2012年度最佳触摸屏供应商评选
2012年度最佳触摸屏IC供应商评选
2012年度最佳手机射频放大器(PA)供应商评选
2012年度最佳代理商评选
2012年度最佳移动终端天线设计公司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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