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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5 年，我国手机市场经历

了智能机和 3G，以及 4G 手机两次

更新换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国

上百家手机厂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不断磨练提升竞争力，不但在整

机设计制造、品牌打造等方面取得

丰硕成果，3 家厂商在手机市场份

额排名中进入全球前五名，而且形

成了国内手机元器件的全面配套能

力，关键元器件实现部分自主，带动

我国手机产业不断发展，实现由大

到强的转变。

把握换代机遇

提升国产化率

1.过去5年国内手机产业经过
两次换代

过去 5 年，国内手机市场经历

两次升级换代带来市场颠覆性变

化：第一次是 2009 年国内发放 3G

（第三代移动通信）牌照后，到 2012

年，国内手机市场3G手机出货量超

过 2G，达到 57%，这个时期也伴随

着国内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智能

机出货量2012年超过功能机，占比

达 55%；第二次是 2013 年底国内发

放 4G（第四代移动通信）牌照后，

2015 年全年 4G 手机出货量超过

3G，达到85%。

2.国内市场国产品牌手机占比
快速提升

在国内手机市场升级换代的关

键时期，国产品牌手机抓住机遇，快

速将国产品牌手机占比提升到80%

以上。在过去5年，国产品牌手机充

分吸取了2003年~2004年第一次国

产品牌手机兴起又倒下的经验教

训，在技术创新、品质管理、品牌营

销、渠道建设等方面不断提升。第一

大特点是紧抓中国提出的 3G 标准

——TD-SCDMA 标准（简称 TD）机

遇，通过研发 TD 手机快速积累技术

和产品实力，2012年~2014年，TD 手

机国产品牌占比一直保持85%以上，

这也奠定了4G时代国产手机的技术

基础，使得国产手机占比从 2014 年

的50%快速提升到2016年的80%。第

二大特点是形成了以芯片研发为特

色的华为手机、以互联网营销为特色

的小米手机、以音乐和渠道建设为特

色的 vivo 手机等众多有差异化特色

的品牌。这带动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

占比一路提升，截止到 2016 年年度

底，占比接近90%。

培育龙头企业

跃升国际位次

我国手机厂商紧紧把握产业升

级换代的机遇，在激烈竞争中提升产

品竞争力。在我国手机市场经历智能

机和 3G 升级的关键时期，大量手机

厂商进入市场竞争，2012 年~2013

年，国内手机在产厂商高达 500家以

上，激烈的市场竞争快速提升了产品

竞争力，国内涌现出一批在国际市场

上名列前茅的手机龙头企业，包括华

为、小米、OPPO、vivo等。

1.龙头企业在国际手机市场取
得丰硕成果

国内手机龙头企业加强研发和

品牌建设，2016年有7家进入全球排

名前十。在手机市场向智能机转型的

激烈竞争中，诺基亚和黑莓等国际一

线厂商因为没有快速顺应智能机市

场发展趋势，市场份额下滑严重。而

国产龙头企业加强研发投入，在智能

机替代功能机、3G 和 4G 手机更迭、

摄像和大屏手机发展等重要技术变

革时刻都紧跟市场发展趋势，不断

强大品牌建设，拓展海外市场，国际

市场份额不断扩大。2012年，仅有中

兴1家厂商市场份额进入全球前五，

3 家厂商进入全球前十；而到 2016

年，3家中国厂商进入全球手机市场

份额前五，7家中国厂商进入全球前

十，前十厂商市场份额中，国产占比

从 2012 年的 8.7%提升到 2016 年的

27.8%，份额提升超过2倍。

2.国内智能机市场，国产品牌抢
占国际一线品牌份额

国内智能机市场在近 5 年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自 2007 年 iPhone

上市引发全球智能机市场爆发以来，

三星公司因为把握住Android操作系

统发展机遇，凭借Galaxy高端系列和

全面覆盖中低端的品牌策略，占据

2012年国内智能机市场首席，份额超

过17%。而随后5年，国产品牌不断加

强智能机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投入，

国内市场份额不断提升，截止到2016

年年底，国内智能机前五品牌中，国

产品牌已经占据四席，合计市场份额

提升到57%。三星公司从2016年开始

被挤出国内智能机出货量市场前五，

苹果公司国内智能机市场份额下降

到 2016 年的 9.6%。华为公司的市场

份额则从2012年的8.7%增长到2016

年的16.4%，提升近一倍。

拓展国际市场

扩大出口份额

1.全球手机出口份额超过60%
据海关统计，2012 年我国出口

手机超过10亿部，出口价值810.2亿

美元。而到 2015 年我国出口手机已

超过 13 亿部，2016 年手机出口金额

超过1487亿美元。

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统计，

我国手机出口金额占全球的比例从

2012年的44%提升到2016年的61%。

而同期美国手机出口金额占比从4%

提升到5%，韩国从7%下降到4%。

2.国产厂商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在俄罗斯智能机市场，2017 年

第一季度，小米、魅族、中兴、华为增

长最为迅速，据 M.Video 评估，这些

品牌的出货量市场份额达到20%，金

额份额达 16%。2017年第一季度，中

国厂商占印度智能手机市场 51.4%

的份额，同比增长 143%，相比之下，

印度本土厂商的市场份额从2016年

第一季度的 40.5%跌至 2017 年第一

季度的 13.5%。根据 Gfk 报告，2016

年 12 月，华为智能手机在东北欧市

场份额突破20%，西欧市场份额接近

15%，包括芬兰、荷兰、比利时、波兰、

西班牙、意大利、捷克等欧洲主流国

家市场份额均已超过20%。

突破核心技术

减少器件依赖

1.我国手机“缺芯少屏”状况得

到明显改善
我国实现了部分手机芯片产品

的自主开发，技术上实现突破。海思

麒麟系列芯片对于多模多频和载波

聚合的支持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从国内手机芯片的国产化情况

来看，在3G时代，TD国产手机的快

速发展，使得3G手机中国产芯片占

比最高时达到近25%。4G时代，随着

华为等采用自主芯片的品牌手机出

货量的增加，采用国产芯片的手机

占比也在 2017 年上半年超过 20%。

另外，搭载松果芯片的小米手机

2017年第一季度也开始出货。

国产显示屏市场份额快速增

长。在全高清显示屏（FHD）方面，我

国天马 2016 年在全球智能机 FHD

出货量居于第二位，市场份额接近

20%，仅次于日本的 JDI。在国内市

场，2017 年第一季度国内出货智能

手机中，采用天马、信利、京东方等

显示屏的份额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

长，其中天马屏超过三星和 JDI，份

额超过16%。国产显示屏在手机中被

大量采用，既降低了中低端手机的

生产成本，也减小了对国外显示屏

供应商的依赖。

2.手机产业配套能力持续提升
从手机元器件看，2016年，苹果

在全球有766家供应商，其中中国大

陆地区的供应商有346家，高居全球

第一，日本和美国分别为126家和69

家，位居第二和第三。比亚迪、德赛

等公司成为苹果手机的电池供应

商，歌尔声学、瑞声科技成为苹果手

机耳机/扬声器模组的供应商。

从操作系统看，阿里云国产手机

操作系统在5年来也取得快速进步。

2012年，国内市场使用国产操作系统

的手机出货量占比为1.6%，而到2016

年，这个比例已经提升到10.3%。

过去5年，是我国手机产业快速

发展的 5 年。在整机系统整合能力、

关键元器件研发能力、元器件配套

能力、国内外渠道建设能力、品牌打

造能力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绩。

下一阶段将很快进入第五代移

动通信（5G）发展时期，在我国移动

通信标准实现3G追赶、4G同步、5G

引领的发展目标背景下，相信我国

手机厂商在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实力

的基础上，必能借助5G手机发展的

东风取得更大的成绩。

国内市场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占比
2016年国内智能机前五企业

出货量份额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 数据来源：IDC

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标准是数字音视频产

业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核心技术标准，也是国

际音视频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在AVS标

准（Audio and Video coding Standard）之前，

该领域一直被收费高昂的国际标准垄断，同

时个别强势跨国公司推行自己主导的标准，

我国音视频产业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制约，

我国相关民族企业面临巨大的专利风险。

自2002年诞生以来，AVS标准秉承自主

创新的宗旨，在核心技术研究、共性标准制

定、知识产权创新、芯片设计开发、自主产品

研制、重要产业应用、海外推广等方面取得了

全面突破，为我国节省了数以百亿元的专利

费，而且有力带动我国数字视频“由大变强”，

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和标准战略成功实施

的重大典型案例。

千人团队共创自主标准

AVS标准工作组自2002年成立以来，来

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

院、华为、三星、中兴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

知名企业的千人规模技术团队密切合作，推

出了系列自主知识产权 AVS 音视频标准，

2007 年开始实现规模产业化。从 2010 年到

2016年，AVS完成了从第一代AVS标准向第

二代AVS标准的承接和跨越，总体性能国际

同步，部分指标国际领先。

第一代AVS标准制订始于2002年，其中

视频部分于 2006年 2月颁布为《信息技术先

进 音 视 频 编 码 第 2 部 分 ：视 频》（GB/T

20090.2）国家标准，至今GB/T 20090国家标

准已颁布9个部分。2012年7月，针对广电应用

制订的行业标准《广播电视先进音视频编解

码 第 1 部分：视频》获批为广播电视行业标

准，行标号为GY/T 257.1—2012，简称AVS+。

在第一代 AVS推广应用的同时，AVS技

术的演进工作持续推进。第二代标准 AVS2

是指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高效多媒体编码》，

2015 年开发完成，主要面向超高清电视，定

位在引领未来5~10年数字媒体产业的发展。

2016 年 5 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

AVS2视频为行业标准，2016年12月30日，颁

布为国家标准。测试表明，AVS2在超高清电

视方面的编码效率优于最新国际标 HEVC/

H.265，对监控视频的编码效率可达 HEVC

两倍，在智慧城市等领域具有重大应用价值。

护航中国音视频产业发展

AVS的出发点是实现知识产权的自主可

控，让标准回归为产业发展服务的本位，支撑

我国数字视音频产业的健康发展。在标准制

定之初，就对过去50多年来视频编解码技术

发展历程和过去 20 年来本领域相关标准和

专利进行了梳理分析，全面掌握了视频编码

技术格局和现有相关专利分布情况。在此基

础上，在变换、量化、熵编码、帧内预测、帧间

预测、环路滤波等方面提出若干新技术，形成

了上百项专利构成的专利群，使得AVS国家

标准的编码效率达到了同期国际标准相当的

水平（同期国际标准是指国际电信联盟 ITU

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术委员

会IEC制定颁布的同类标准），成为国际范围

内三大视频编码标准之一，扭转了视频编码

领域国际标准征收高额专利授权费的格局。

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在我国率先建立

了“专利池”管理机制，为进入国家标准的专

利技术设置了一站式、低成本专利授权原则

和管理细则，每台终端产品只收1元专利费，

不对内容提供商和运营商收费，从而大幅度

降低了标准实施的专利成本。AVS已成为我

国地面数字电视机和地面数字电视机顶盒

唯一必须支持的标准，通过替代已有国家标

准 GB/T 17975.2-2000（等 同 国 际 标 准

MPEG-2），我国电视机和终端制造业每年可

节省专利成本6亿元以上（仅以我国国内市场

每年销售5000万台电视机进行保守估算），通

过代替同期国际标准MPEG-4 AVC/H.264，

全国广播电视和 IPTV电视等运营商每年可

节省专利成本达到百亿元量级。

AVS不仅大大降低了我国数字音视频产

业的专利授权成本，同时也对国际标准的高

额专利授权政策造成了巨大压力，有效压制

了国际视频行业的专利授权费快速膨胀的势

头，为新技术的采纳推广创造了更多机会。

AVS的成功实践也成为商务部在WTO进行

知识产权政策谈判中的典型案例，在国际标

准化组织重新审定专利政策中得到关注，并

在 IEEE 严格标准中的专利授权管理的行动

中得到印证。

走向国际打造中国标准品牌

在 AVS标准颁布之前，国际上音视频

编 解 码 标 准 主 要 有 两 大 系 列 ，一 个 是

MPEG 系列标准，另一个是 H.26x 系列视

频编码标准和 G.7 系列音频编码标准。为

参与国际竞争，AVS多年来着力于将 AVS

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

2007年5月7日~11日，国际电信联盟

（ITU-T）IPTV FG 第四次会议明确 AVS

视频编码标准成为与 MPEG-2、H.264、

VC-1并列的可供IPTV选择的标准之一。

2009 年 7 月，AVS 和 ITU-T H.264

（MPEG-4 AVC）、SMPTE VC-1 共同成

为三个视频编码国际标准之一。

2013年以来，多项AVS标准由美国电

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标准颁布为

IEEE 1857 系列标准，在打破国际音视频

标准对我国垄断制约的同时，加强了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AVS标准的国际竞争力，标

志着我国科学家在视音频编码技术领域

已经具有引领性的组织能力和国际影响

力，是我国高新技术领域实施创新战略的

一个重要标志。

未来，AVS将继续参与国际标准的制

订和竞争工作，推动我国成为引领全球技

术和产业发展的创新大国。

AVS技术应用步入快车道

制订 AVS标准的核心目标，是希望通

过制订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并在应

用部门的推动下，使其能够大规模产业化，

使基于我国自主创新技术标准的音视频编

解码产品赶上国际一流水平，在技术方面

不受制于人。AVS产业化本身涉及 AVS芯

片、软件、产品设备和端到端系统等多个关

键环节，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

2012年 3月 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

子信息司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

司共同成立了“AVS技术应用联合推进工

作组”，以中央电视台和 AVS 产业联盟为

龙头，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和中央电视台

总工程师丁文华为技术带头人，组织科研院

所、芯片及设备企业、电视台、广电网络公司

等产学研用各方力量，共同开展联合攻关。

2012年7月，广播电影电视行业标准GY/

T 257.1-2012《广播电视先进音视频编解码

第1部分：视频》（简称AVS+）颁布实施。2014

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工业和信息

化部联合发布《AVS+技术应用实施指南》，明

确在卫星、有线、地面数字电视及互联网电视

等领域全面推广，AVS作为数字电视终端唯

一必备视频解码标准而进入千家万户。截至

2015年年底，中央电视台14个高清频道及全

国超过 2/3 的省级卫视已采用 AVS+播出。

2014 年 12 月 30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央广播电视

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的通知》，全国所有

无线电视播出全部采用AVS。

5年来，两部门密切配合，依托联合推进

工作组，组织各方力量，构建了应用部门与产

业部门及研发、生产、应用等产业链各环节互

动、协调、合作的工作机制和全新联合攻关模

式，打造了从芯片、前端设备、接收终端到应

用系统的 AVS+技术标准完整产业链，全球

AVS芯片厂商已经超过20家，支撑我国电视

台上星节目进入高清时代，并快速带动各地

有线、无线和网络电视转播和制播 AVS+节

目。目前，中央电视台所有高清频道均采用

AVS+标准，各省电视台也在逐步跟进，我国

直播卫星数字电视正试播 AVS+的高清频

道。随着采用 AVS+标准的节目从无到有，

AVS标准产业化和应用推广取得了阶段性重

大突破，我国数字音视频产业实现了“中国制

造”到“中国创造”的规模化战略转型。

过去3年来，随着AVS2超高清视频编码

标准的颁布和高动态视频及三维声音频标准

的制定，我国广播电视行业正在向超高清时

代迈进，相应的芯片和产品研制和编解码系

统构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已经在OTT超高

清视频服务中得到应用验证，年内计划完成

进行超高清电视广播试验，明年应用于“世界

杯”超高清转播。

AVS2拥有领先于H.265国际标准的独有

技术-场景编码模式，不仅大幅提高了监控视

频的编码效率，还实现了背景和前景目标的

分离，结合AVS系列标准中的视觉特征编码

标准，能够有效支持视频大数据的深度分析

利用。测试表明，在编码监控视频时，AVS2的

效率是 H.265 的 2 倍，是现行 H.264 标准的 4

倍。因此采用AVS2标准，可将监控系统存储

和传输成本削减 75%，全国推广可节省上千

亿元，对于促进我国视频监控产业健康发展、

提升我国视频监控系统应用水平和提高监控

数据综合利用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展望

30年来，视频编码国际标准的高额专利

收费曾经是悬在我国音视频产业头顶的“达

摩克利特”之剑，但也促使我国决心制定自主

知识产权的 AVS。15 年来，AVS 走出了一条

技术、专利、标准、芯片和应用协调发展的道

路，第一代AVS标准实现了与国际标准同步

发展，已经在支撑我国高清电视和视频产业

发展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第二代标准AVS2

在广播电视与电影高清视频编码方面性能已

优于最新国际标准，在监控视频编码方面完

全领先于国际标准，能够从技术源头上支撑

我国视频产业的健康发展。AVS近15年的标

准制定和成功应用实践表明，只要下定决心、

理顺机制、团结协作，我国在信息领域核心技

术、基础标准和重大应用方面完全能够实现

从跟踪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目前，AVS工作组已经启动下一代编码

标准 AVS3 的制定。AVS3 发展方向主要包

括：继续提升传统混合编码框架的性能，面向

移动设备和自媒体的轻量级编码，利用群体

图像和视频之间的冗余和云计算条件的云编

码，采用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方法的新技术

标准，以及借鉴生物视觉脉冲编码机制的视

觉信息表示和编码方法，引领视频编码技术

的国际前沿。

3 月 18 日，AVS 工作组在国际音视频产

业论坛暨AVS标准15周年年会宣布：AVS的

内涵将从音频、视频扩展到人工智能和虚拟

现实，并启动相关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

7月23日，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简称“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经启

动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设计开发工作，同

时启动了神经网络表示与压缩、视觉特征编

码等标准的制定工作。

我们相信，凭借着国际领先的思路和

砥砺奋进的精神，AVS 标准将取得新的突

破，继续引领智能视听时代！

抓住两次换代机遇 手机产业由大变强

中国自主标准引领智能视听时代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两化融合
研究所ICT制造研究部主任 卢玥

•自2002年诞生以来，AVS标准为我国节省了数以百亿元的专利费。
•AVS2在超高清电视方面的编码效率优于最新国际标HEVC/H.265，对监控视频的编码效率可达HEVC两倍。
•AVS工作组已经启动下一代编码标准AVS3的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