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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8日，“你热爱的
酷开”——酷开电视媒体沟通会在
京举办。会上，深圳创维-RGB电子
有限公司首席品牌官唐晓亮透露，
酷开电视将于 9 月底启动品牌升
级。发布会现场，唐晓亮表示：“酷开
电视是一个年轻的品牌，我们希望
通过酷开电视，能够传达年轻人的
态度，这也是我们计划进行品牌升
级的初衷所在。”

会上，酷开有关负责人回顾了
酷开电视的成长点滴，从第一款电
视产品K1Y系列，到最新的超薄人
工智能电视A6系列，酷开每年上
市的新品都为消费者带来新的感
觉。比如首次将亚麻等艺术元素带
入大屏市场的全球首款艺术电视
酷开T55、Hifi音乐电视A2、超级游
戏电视N2、光学防蓝光护眼电视
U3B等，这些产品在推动中国互联
网电视行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为
用户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喜。

今年5月，酷开发布的70英寸
K5C 系列电视以“大屏高配不高

价”的优势，获得年轻消费者喜
欢。为了迎合年轻人的观影习惯，
70K5C还搭载了手机投屏功能，告
别过去的调台方式。此外，酷开AI
系统 7 可解决用户没有想看的内
容、换台不方便等痛点。通过酷开
AI系统推送的三分钟AI短视频，
用户可以实现看电视就像刷“抖
音”一样，在大屏幕上刷短视频，可
快速获取想要的视频内容。K5C
电视自上市以来在线上线下持续
热销，也更加坚定了酷开坚持开拓
年轻消费者家电市场的战略方
向。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
国彩电市场零售量规模为2200万
台，同比下降2.7%；零售额为640亿
元，同比下降11.8%，家电市场整体
处于逆市，前几年不断升温的互联
网电视品牌市场也逐渐冷却下
来。而酷开电视作为最早一批的
互联网电视品牌，却取得不俗战
绩，销量上扬。从2019年1月至5
月底，酷开电视GMV（成交总额）
同比增200%。

今年4月高通与苹果就专利达
成和解并且就长期供货签署协议，
随后英特尔就表示将放弃移动调制
解调器的业务。7 月 25 日，苹果买
下英特尔的调制解调器业务，将英
特尔 2200 名员工收入囊中。英特
尔、苹果是这项交易的“高光”角色，
但除了高光角色，事实上 OPPO 的
同样也在其中寻求“捕蝉”。7 月 2
日，OPPO 买下了英特尔 58 项高价
值专利，7月11日完成专利变更。

“OPPO 主要收购了蜂窝移动
通信技术、LTE技术、视频编解码
技术等领域的专利。从技术对应的
应用领域分析，蜂窝移动通信技
术、LTE 技术专利技术主要对应
5G 手机的天线及射频器件，而视
频编解码专利对应 4K、8K 超高清

视频解析。应该说OPPO买下的专
利是补齐MIMO天线、射频模块、
超高清视频等短板。”陈腾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OPPO最近几年一直在

加大对专利的收购，2017年OPPO
就开始从英特尔购买专利，加上今
年4月对爱立信的5000多项专利的
收购以及7月再次对英特尔的专利
收购，有分析称，OPPO频繁购买
专利，有两个意图。

其一是加快海外市场的拓展。
截至2018年，国内手机市场在经历
了两次换机潮之后，市场容量已经
触达天花板，各大手机厂商在国内
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作为全球第
五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的OPPO，进
军海外 5G 手机市场顺理成章。陈

腾预测，OPPO下一步将有可能加
快海外研发中心的建设，推动核心
技术的开发。三星、华为、苹果等
手机巨头公司均在海外设有研发机
构，三星三成的研发人员受雇于海
外，华为在海外10余城市设立了研
究所。2018年OPPO在印度设立了
首个海外研发中心，预计随着OP-
PO 海外战略的加快，会有更多的
海外研发中心成立。

其二是强化 5G 战略。陈腾认
为，5G 时代，专利技术是第一要
素，获取专利技术要么靠自研，要
么靠购买。华为十年前开始独立自
主的5G专利的研发工作，如今硕果
累累。苹果则斥资10亿美元收购英
特尔的手机基带芯片业务（附带大
量专利技术）。OPPO希望通过购买

包括核心专利，获得5G通行证。
最近，Trustdata公布2019年上

半年手机出货量，OPPO 排名第
一，其推出的高端机型 Reno 销量
突破了400万。

专利对于手机企业来说，同样
是“印钞机”。事实上不仅仅是高
通，OPPO自身也开始从专利上尝
到甜头，OPPO公司拥有“充电五
分钟，通话两小时”的快充技术，7
月 29 日，OPPO 宣布与安克创新、
昂宝电子、士兰微电子等8家公司
签署VOOC闪充专利许可协议。到
目前为止，它已经对14家企业开放
了闪充许可授权。

不仅仅是OPPO，目前，越来
越多的中国手机企业意识到专利的
重要意义，正在加快专利的布局。

OPPO行事并不高调，但这并不影响其用市场结果来说话。2018年OPPO在中国市场手机出货量排名第一、销售收入排名第三，自
从去年年底OPPO宣布，2019年研发资金将从原来的40亿元提升至100亿元之后，其一举一动就备受关注。最近OPPO从英特尔、爱
立信公司买来多项专利，随后OPPO加强芯片相关职位招聘的信息被曝光。OPPO真要做手机芯片吗？OPPO的策略在发生什么变
化？手机江湖正在酝酿什么新的变数？

本报记者 李佳师

OPPO最近发布了诸多芯片设
计工程师岗位的招聘信息，这是否
是OPPO要做手机芯片的信号？而
在2017年年底，OPPO在上海注册
了一家“上海瑾盛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简称“瑾盛通信”），这家公
司在2018年9月将“集成电路设计
和服务”纳入经营项目。这是否意
味着OPPO公司的手机芯片业务正
式起航？又或者是招收更多“懂芯
片”的工程师仅是为了提升手机从
底层到上层的优化能力？

关于手机芯片业务是否正式起
航，《中国电子报》记者向OPPO公
司进行了求证，目前并没有任何正
式的回应。而瑾盛通信拥有超过
150 名员工，这似乎也不是一个仅
为“懂芯片”的手机企业的配置。
赛迪顾问信息通信产业研究中心高

级分析师陈腾对《中国电子报》记
者表示，做芯片研发周期长，需要
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OPPO
决定做芯片是一个战略布局。“所以
我认为瑾盛通信在短期之内不会进
入高端芯片的提供商之列，更多的
是展现一个态度和决心。”陈腾说。

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放缓，需求
更多的差异化，打造独特优势是手
机企业的选择。目前手机的芯片江
湖也正酝酿新的变数，手机芯片的
集成化正在成为趋势。除了苹果外
所有的手机厂商几乎都采用了集成
SoC的方案，而苹果收购英特尔手
机 芯 片 业 务 ， 意 味 着 其 将 谋 求
iPhone主芯片的单芯片集成。而手
机SoC厂商同样在谋求进一步的集
成，比如将射频等进一步集成到
SoC方案中，更高集成度、更高性

能、更低占比会一直是手机企业的
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从
芯 片 上 找 到 新 的 突 破 口 ， 对 于
OPPO 来说，当然是一个好的选
择。事实上，此前市场就有分析
人士称，尽管OPPO与vivo有些机
型并没有采用高端的芯片配置，但
依然可以拥有好性能，流畅度不输
高端机，颇受市场欢迎，就是因为
其能够对处理器、操作系统进行深
度优化，能够保证游戏等的更大流
畅度。

照理说，一贯务实的OPPO有
可能在“深耕优化”路线上，继续
发扬光大，但研发经费从40亿元增
加到 100 亿元，加上瑾盛通信的

“匍匐前进”不得不让人有更多的
猜想。因为最近一段时间，OPPO

买专利的手一直没有“软”。而购
买专利，有可能是加强底层整合研
发的“序曲”。

赛迪顾问集成电路产业研究中
心高级分析师陈跃楠在接受《中国
电子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5G 来
临，双曲面、屏下指纹等新功能、
新识别都对手机提出了新的挑战，
也带来新的机会，如何进一步降功
耗，实现双曲面屏、新生纹识别都
需要相应的芯片技术。无论是 5G
还是屏下指纹，或是双曲面等都需
要芯片支持。而此前OPPO发布的
无网络通信技术就涉及了射频、收
发、微波等技术的集成创新，所以
按照 OPPO 不断创造新技术的路
线，芯片技术层面的布局是合理
的，下一步会不会走到高端基带等
超前布局，有待观察。

向上游延伸，拉开底层整合研发序曲？
加大芯片相关人员招聘以及购

买专利，有可能是OPPO加强底层
整合研发的“序曲”。

专利布局频频出手 透露OPPO哪些意图？
OPPO 频繁购买专利，有两个

意图，其一是加快海外市场的拓
展，其二是强化5G战略。

本报讯 8 月 8 日，努比亚在
北京举行Z20年度旗舰新品发布
会。这次努比亚发布的关键词是

“4800万像素超清双屏自拍，30倍
数码变焦”。

努比亚品牌联合创始人、努比
亚总裁倪飞介绍，努比亚Z20拥有
4800 万像素索尼 IMX586 超高清
主摄、1600 万像素超广角、800 万
像素长焦副摄，再加上光学防抖机
构、双色温闪光灯与行业内迄今为
止尺寸最大的柔光灯，构成了Z20
影像系统的硬件组合。在超广角
摄像头方面，选用的是画面更宽、
更接近人眼视界的 122.2 °，同时
长焦摄像头具备 3 倍光学变焦设
计，在顶级 ISP 与 AI 算法的加持
下，最大可实现 30 倍混合变焦效
果。Z20采用双面屏幕“后置即前
置”的设计，提供市4800万光学防
抖自拍主摄、122°超广角自拍副
摄，以及拥有真正大尺寸柔光灯加

持的自拍补光效果。与此同时，通
过活用前后双屏，努比亚Z20更可
以实现双屏同时显示的交互自拍
功能。

本次发布会中最大亮点之一，
是德国设计委员会总经理卢茨·迪
超特亲临努比亚Z20发布会现场，
为这款4800万像素超清双屏自拍
旗舰机颁发2020年“德国设计奖”
卓越产品设计奖计算机与通讯类
别唯一金奖。“德国设计奖（Ger-
man Design Award）”始创于1953
年，是德国设计行业内的最高奖
项、世界范围内含金量最高的设计
大奖之一，努比亚Z20是国产手机
品牌首次赢得此奖。

据介绍，此次努比亚Z20双面
AMOLED 屏 幕 采 用 BOE 首 款
COP量产屏，寿命增加30%，攻克
当前行业中的屏幕极限，同时星空
蓝版本更实现全球首家硬件级超
级护眼。

本报讯 8 月 9 日，海信发布
Hi Table系统，首款搭载此系统的
S7系列产品也将在本月面市。据
介绍，Hi Table系统是海信在VI-
DAA AI人工智能系统基础上，针
对大屏社交场景的一次全新交互
升级，它叠加大屏多路高清社交功
能，通过对身份、行为、空间、环境
的全方面感知，为用户提供全场景
智慧生活服务。

据介绍，海信目前全球互联网
电视累计激活用户已达 4500 万，
而海信创设的智慧家居平台——
聚好联也已接入 120 多个品类数
十个品牌的 AIOT 设备。海信此
举是打通储备已久的 2C 和 2B 用
户，打造一个超越智能控制中心、
叠加社交功能的大屏应用平台。
从多路高清通话的大屏社交到万
物互联的智能家居生态，海信蓄谋
多年的“大屏朋友圈”计划正在成

为现实。
据介绍，海信 Hi Table 社交

电视拥有六路视频畅聊、共享影
厅、3D Avatar、AR 之家、多屏互
通、小聚识人、未来生活馆、AIOT
八大极具未来感的场景体验。延
续海信 2014 年就推出的“家庭社
交”功能，跨越现实和虚拟，把家人
和兴趣相投者聚在一起。海信同
时宣布，首个搭载 Hi Table 系统
的S7系列产品将于8月底正式上
市，其硬件配置保持海信搭载U+
超画质引擎，配备双AI SoC架构
双驱交互系统，运算力是普通旗舰
电视2倍以上，不仅满足了高清视
频、AI 处理需求，也带来更纯净、
更明亮、更多细节与更逼真的画质
体验。

对于华为进入电视领域，“我
们欢迎华为等入局者”，海信相关
负责人说。

努比亚发布4800万像素

30倍数码变焦手机

海信发布Hi Table系统

相关产品本月面市

酷开宣布9月底

启动品牌升级

（上接第1版）
在曹媛看来，10.5代线的建设也提升了

我国在大尺寸产品上的竞争能力；随着彩电
的平均尺寸逐渐上移，65英寸及以上超大尺
寸产品市场逐渐增大，高世代线的建设有利
于我国面板厂进入并扩大在高附加价值产
品领域内的竞争力。但是，她也指出，相比全
球需求市场的缓慢上升，超高世代面板产线
的陆续建设投产在提升了供应能力的同时，
也有可能加剧供过于求的情况。

IHS分析师吴荣兵表示，新的产线其技
术核心与已有产能没有太大差别，未来将提
升43英寸、50英寸、65英寸和75英寸等产品
的供应量，或将引发更激烈的竞争。

全球面板产能供过于求情况堪忧

当今液晶面板产能过剩的情况，不仅影
响到面板厂商自身的获利，甚至对下游整机

厂商盈利情况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影响。群智
咨询（Sigmaintell）指出，需求增长动力不足与
不断增长的面板产能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
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市场供需严重失衡，电视
面板价格在经过2018年下滑后继续向下探
底。在诸多不利因素影响下，面板价格降幅
扩大，不少尺寸面板价格已接近现金成本，使
得面板厂承受巨大的亏损压力。此外，2019
年上半年中国大陆面板厂出货数量占全球总
量的45.8%，占比近半，规模优势凸显。

曹媛认为，整体液晶电视面板市场都处
于产能过剩的情况，其中 50 英寸、55 英寸、
65英寸等大尺寸面板产品的供需情况较为
严重。随着新增产线的增加和面板价格的下
降，为了更高利润率，面板厂更愿意生产55
英寸及以上产品，但市场需求的增速远不及
供应端的增长速度，加速了产能过剩。因此
在原有 5 条 8.5 代线基础上，2017 年起我国
面板厂商又陆续量产了1条8.5代线、4条8.6

代线和3条10.5代线。尽管各家面板厂出货
计划已有意调整，但新增产能过多并分散，
整体仍有增长。

张虹认为，近年来电视面板产能增长过
快，造成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市场供需失衡。
其中，中高低端面板供应过剩情况均比较凸
显，但高端产品主要由韩国和我国台湾厂商
主导，供需情况相对较好。

至于面板产能过剩对下游整机厂商的影
响，分析师普遍认为这将降低下游企业的盈
利能力。曹媛认为，上游产能和下游企业绩效
有较大的关系，即产能过剩导致面板价格下
降，从而给下游企业更多利润空间，但是目前
下游需求市场的疲软和终端价格的持续下探
导致下游企业利润率也不断下降。张虹也表
示，面板产能过剩，价格波动加剧，加大了下
游品牌厂商对面板库存管控的风险，最重要
是带动终端显示产品价格形成低价促销，对
下游品牌经营获利形成较大的压力。吴荣兵

也指出，液晶面板产能过剩将导致产品价格
下降，产业盈利能力减弱。

协同创新优化面板供应结构

缓解面板产能供需不平衡的情况，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吴荣兵分析认为，预计随着
韩国和我国台湾老旧产能关停和改造，供需
状况可能会有所缓解。想要缓解产能过剩局
面，需要面板厂商加速老旧产能退出，合理
调配资源。

刘暾分析认为，面板厂应积极调整生产
结构，在LCD手机、显示器等面板市场已经
饱和的情况下，应当适当减少中小尺寸面板
产能，关闭旧线；增加55英寸以及以上大尺
寸面板生产，通过增加面板尺寸可以消化增
加的产能。此外，面板厂商也应该看到产业
的新希望，随着5G和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将
刺激智慧端口的增长,带动液晶面板需求。

而在缓解产能过剩这一问题上，张虹认
为，面板厂若要改善获利艰难的窘境，需要
调整经营策略，在扩充产能的同时也要积极
推动技术不断革新、优化产品结构。

曹媛则认为，液晶面板产能回归到合理
水平，相关部门应建立起重大项目投资风险
评估机制，通过市场竞争进行有效的资源配
置。产能过剩或将导致产业出现恶性竞争、

“价格战”，应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让液晶
面板领域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在竞争中淘
汰落后的产能、产品和企业。

此外，面板上下游企业应协同创新，开
发新技术、提升产能利用率、开拓消费市场。
比如，上下游企业可以抓住超高清视频产业
发展东风，着重发展4K、8K消费级电视：一
是8K电视多集中在65英寸超大尺寸，可以
帮助面板厂消化超大产线产能；二是可以借
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全球体育赛事的
来临的契机，掀起新一轮的换机潮。

新动作不断 透露OPPO什么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