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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发展方向

三星 Galaxy Fold 向内合拢的折叠方

式将手机和平板的优点进行融合，应用

在内外双屏之间转换并实现主屏幕上多

任务处理，六颗专业摄像头以及提升的

续航能力和无线快充配置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消费者体验，此次三星 Galaxy

Fold 一上线就被抢购一空。虽然三星并

未公布其备货量以及首批销量，但消费

者对于折叠屏手机的兴趣似乎受15999元

的高价以及技术稳定性的影响较小。在

智能手机同质化严重的今天，消费者对

于手机形态突破创新的需求远超预期。

“无论是从消费者对大屏的渴望和对

科技满足感的寻求，还是对于5G更高通

信速率、便携性、技术特性等方面考

虑，折叠屏相当于一个取巧的综合性解

决方案，将成为一个可靠选择。尤其是

针对科技爱好者、流媒体等具有视频需

求的特定用户来讲，折叠屏手机是非常

好的产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产业研究员

钟新龙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访

时表示。

奥维睿沃分析师哈继青表示，折叠

屏作为未来可预见的手机形态，如果把

卷曲、伸缩作为更久远的未来，折叠是

不可或缺的第一步，所以无论是手机厂

商还是面板厂商都会把折叠屏作为长期

的产品规划，直至真正做到技术、产

品、良率这些都达标并实现量产，进而

被消费者认可。

小部分科技爱好者的探索机型

折叠屏手机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

三星曾因为铰链设计缺陷导致屏幕断裂

等问题紧急召回 Galaxy Fold 评测机，并

推迟销售时间，原本2月份在MWC亮相

的华为 Mate X也在 9个月后才发售。而

经过了一定时间的技术沉淀，此次厂商

扎堆将折叠屏手机推向市场，是否意味

着产品的某些问题已得到解决，厂商对

折叠屏手机的迭代、优化升级已具备一

定底气？

“华为 Mate X 和三星 Galaxy Fold 其

实产品定位依然是‘试水机’，企业也属

于投石问路的阶段。”钟新龙向记者表

示。现在的折叠屏对比早期已经有了更

好的密闭性、弯折性，横折叠或者翻盖

折叠的方案都步入到相对成熟的阶段，

但折痕问题在目前依然没有完美解决。

折叠屏的耐磨性与目前的手机相比还差

距较大，换屏的成本也较高。侯林认

为，虽然折叠屏手机实现了量产发布，

产品本身也有了一定耐用性，但依然只

是给小部分科技爱好者的探索机型。折

叠屏手机的大部分问题已经解决，尚有

小部分问题可以提供给更大受众群体来

整体测试，但这距离真正的正式版本依

然还有一定距离。

品牌有正向辅助效应

从品牌角度看，华为、三星等手机

厂商相比小米、柔宇、中兴、OPPO、

vivo、格力等厂商在折叠屏发展过程中具

有一定优势。折叠屏这种新科技产品，

消费者对于它的概念目前基本只处在

“屏幕可折叠”的字面意思上，随之而

来的可能是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目前

的折叠屏都是上万元的售价，所以更加

需要品牌效应的加持。“三星、华为是

消费者心中处于科技领先地位的厂商，

所以会对这些厂商的折叠屏手机投放市

场有一定的正向辅助作用。”侯林表示。

具体来看，折叠屏未来的发展应该

重点看各个厂商的后续产品推广计划。

目前有成熟折叠屏手机产品的依然是只

有华为和三星，虽然小米已经有折叠屏的

推出计划，但还未达到研发出成熟产品的

地步。其他的如 OPPO、vivo、一加、格

力等厂商，他们目前主打的依旧是产品的

硬件升级换代、屏幕像素增加、外观配置

优化等，目前还没有达到颠覆性创新的程

度。因此，厂商更加成熟地解决耐用性等

关键问题可能会在折叠屏手机领域中起到

领跑的作用。

尚处“悖论”阶段有待成熟

“折叠屏手机的发展目前处在一个类

似‘悖论’的阶段。”侯林向记者指出。

目前折叠屏的成本较高，所以整体销量较

低，而如果只是单纯地等待材料和技术的

成熟来促使成本下降，那需要的周期就相

当漫长。而减少成本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发

展成为规模经济，当有足够多的生产线和

市场需求时就会反过来促使折叠屏手机的

价格下降，而价格下降带来的直接利好也

可以使销量进一步提升。

因此，“折叠屏手机大战”从目前来

看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话题。由于关键

技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问题，综合设计

方案待完善，成本和价格高昂且短期内

大幅下降的可能性较小，柔性屏幕的应

用，操作系统的适配，目前暂未发展出

利于折叠屏使用的内容或者生态环境，

是否真正满足消费者使用习惯和消费者

是否形成折叠屏手机是手机、平板、笔

记本电脑“三机合一”的认知等，折叠

屏在短期内可能一直是手机市场一个高

端系列的存在。

折叠屏手机走向成熟需要多方面的努

力，哈继青向记者强调，必须在技术稳定

性、良率、成本、价格、操作系统和内容

生态以及消费者认知上全面努力，通过不

断反馈和迭代而走向成熟。钟新龙预测，

未 来 两 到 三 年 内 ， 伴 随 着 5G、 VR、

4K、8K 的不断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预

备期之后，折叠屏会在手机热销榜中占据

一席之地。同时，折叠屏手机的外观以及

内部配置很有可能被重新定义。

最近手机厂商的芯片举动频繁。11 月 7
日，vivo与三星在北京共同发布双方联合研发
的双模 5G AI 芯片 Exynos 980。加上此前
OPPO成立芯片设计公司、小米注资芯片设计
公司、谷歌发布手机隔空手势操作芯片、苹果自
研5G芯片等，这些手机企业究竟怎么啦，为什
么最近“芯事”如此频繁，这透露出手机与芯片
产业哪些变化趋势？

手机产业进入技术市场成熟期，唯有凸显
差异化才能赢得竞争，是原因之一。赛迪顾问
集成电路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韩晓敏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智能手机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市场进一步向头部品牌集
中，相关供应链企业也呈现出向头部企业集中
的趋势。在这一形势下，硬件层面完全依赖上
游供应链企业创新已不能满足手机厂商的差异
化诉求，通过自研或者与零部件及芯片厂商的
深度定制合作，将是手机厂商寻求差异化的主
要方式。这些年涌现的HiFi、快充、无线充等均
是此类案例。

就像vivo副总裁周围所言：“如今，消费者
对于手机的需求正在明显地横向拓宽，这一特
点决定了技术的发展必须具有更强的前瞻性。
为更好捕捉到未来消费者对手机需求的变化，
vivo技术端的研发节奏也正在前置。”

在差异化的诉求下，手机厂商必须拥抱芯
片企业的力度，甚至自己造芯，才有可能获得功
能上的“出位”，谷歌是一个例子。目前全球手
机市场的前三被苹果、华为、三星把持，谷歌要
想赢得市场更多青睐就得打造“独门秘笈”。于
是不久前谷歌率先于业界在其最新推出的
Pixel 4手机上实现了“隔空手势操作”，用户手
指不必触摸屏幕就可以实现手势操作手机。而
这独一无二的功能就来自谷歌自己研发的毫米
波雷达芯片，它是谷歌公司先进研究项目proj-
ect soli的商业化成果。

除了差异化的诉求，保障上游供应链的安
全是手机厂商自研或联合研发芯片的又一原
因。韩晓敏表示：“头部企业对供应链安全的重
视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贸易环境
的不稳定导致的终端厂商对于核心部件供应的
掌控力需求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终端厂商有必
要降低对于部分具有垄断性市场地位的核心部
件供应商的依赖性，以获取更大的议价空间和
产品灵活度。”

前一段时间苹果的“遭遇”是一个例证，当
苹果的手机芯片供应商英特尔不给力，而高通
又与其官司未了，其结果就是苹果5G手机芯片

“断供”。而苹果的两个对手华为和三星因为都
有自己的芯片做支撑，所以对上游芯片供应商
出现的各种“状况”都可以从容面对。基于此，
苹果痛下决心，收购英特尔手机芯片事业部，走
上了自研手机芯片之路。

而芯片门槛之高又并非每一个手机厂商都
能跨越，这才有了国内手机企业包括小米与
OPPO 对芯片的各种试水、投资以及联合研
发。就像周围所说：“对于芯片，我们怀着一颗
敬畏之心。”与此同时，手机厂商在需求端和应
用端有很多积累，他们参与手机芯片的研发，同
样能够加速手机芯片更好地“接地气”，满足市
场需求。在这次 vivo 和三星联合研发 Exynos
980，就让该芯片的上市时间缩短了2~3个月。

芯片企业希望打破高通一家独大的局面，
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是最近手机和芯片频繁联
手的第三个原因。赛迪顾问信息通信产业研究
中心分析师陈腾对《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目
前全球高端移动芯片圈的成员只有高通、苹果、
华为、三星、联发科五家。近年来，高通骁龙芯
片的销量占市场份额的50%，凭借稳固的市场
地位和专利优势，高通开始了“挤牙膏”模式，下
游的手机厂商和其他移动芯片企业都希望打破
这样格局。

自去年推出5G Modem之后，三星一直在
推动5G SoC的研发，希望这样的模式能够加
速三星半导体的快速扩张。有消息称，11月5
日，三星电子关闭了其在美国的一家 CPU 工
厂，三星电子已经承认，该公司的旗舰智能手机
盖乐世采用的 Exynos 芯片一直在努力寻找外
部客户，这次三星公司在宣布美国部门裁撤的
同时，还宣布了该公司推进5G移动网络和人工
智能技术的计划，希望能够在增速放缓的智能
手机市场上推动创新。事实上，随着5G时代的
到来，半导体企业必须更多地结合场景才能够
充分释放芯片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包括英特
尔等不断投资各个场景创业公司的原因。

不久前 IDC 公布的全球第三季度智能手
机出货量报告显示，相较2018年第三季度的整
体出货量有0.8%的提升，这意味着智能手机的
市场似乎正在逐渐回暖。5G时代的到来，不仅
仅是给手机企业带来了增长的希望，也给半导
体厂商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变数。芯片产业
高高的门槛，预示着大部分手机企业即便有动

“芯片”的心，但短时间也不可能自己造芯，所以
联合依然是主调。而对于手机企业来说，其造
芯仅仅是为了软硬件的深度整合、协同创新，毕
竟造手机才是主业。

本报讯 近日，IDC发布了 2019年第

三季度（Q3）全球市场智能机出货统计报

告。根据报告，该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共出货

3.583亿台，同比增长0.8%。

具体的厂商出货量排名上，前五名分

别为三星、华为、苹果、小米、OPPO。

数据方面，三星的总出货量达到了7820

万部，市场份额为21.8%，年增长率为8.3%。

位列第二的华为（包含荣耀），在第三

季度出货量达到了6660万部，占据了全球

市场的18.6%的份额。同时，华为也取得了

28.2%的同比最高增长。

苹果以4660万部发货量和13%的市场

份额位居第三，但其年度发货量下滑了0.6%。

小米在此次排名中位列第四，出货量

达到了 3270 万台，比上年减少 3.3%，市场

份额占比为9.1%。

位 居 第 五 的 OPPO 手 机 出 货 量 为

3120万部，较去年增长4.1%，占比为8.7%。

此外，IDC也公布了 2019年第三季度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数据报告。报告

显示，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

出货量约 9890 万台，同比下降 3.6%。具体

的厂商出货量排名为：华为、vivo、OPPO、

小米、苹果。

手机厂商“芯”事

为什么这么多？

李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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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观察

IDC发布Q3全球

智能手机出货统计

（上接第1版）
智愚咨询创始人、总经理魏军认为，

这种“行业的洗牌”可能对于中国家电市

场来说未必是坏事。他介绍，经过优胜劣

汰，西方成熟家电市场只保留了几个竞争

力较强的品牌，比如，日本有松下、三洋、

东芝等几大家电品牌，韩国有 LG、三星、

大宇等品牌，欧洲有博世、西门子等。尽

管中国家电市场规模较大，有容纳更多品

牌的生存空间，但是目前中国家电品牌数

量还是过多，一些家电品类甚至有一百多

个相关品牌，鱼龙混杂的市场会引起不正

当竞争，导致能效虚标等行业顽疾，因此

品牌格局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有望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

研发和产品成为护驾法宝

尽管家电行业的马太效应不容小

觑，但美的、格力和海尔这三家头部企

业在面对竞争和营业压力时也并未“坐

享其成”，三品牌一直在品牌布局、产品

整合、所有制改革、进军海外市场、引

入先进管理层等方面不断建设和调整发

展策略。

贾东升指出，美的集团的研发投入

不容小觑，其 2019年上半年研发费用为

45.35 亿元，同比增长 16.31%。事实上，

家电行业技术门槛较高，研发投入占比

高成为三品牌的共同点。看三家企业发

布的近三年年报不难发现，他们的研发

投入之和都超过了 100 亿元，位居家电

行业前三名。其中，美的集团三年的研

发投入为170.81亿元，占三年营业收入的

2.59%；格力电器投入为106.06亿元，占

三年营收的2.33%，海尔智家投入102.25

亿元，占总营收的2.19%。魏军指出，在

消费分层的大环境下，高端家电市场份额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三大巨头基本上拿

走了行业内最大的一块蛋糕，而研发投

入意味着掌握核心先进技术的能力，也

是三品牌未来长期盈利的潜在动力。

此外，品牌建设是三家企业的另一

优势。谈到品牌建设，分析师们都谈到

了卡萨帝对于海尔智家业绩的拉动作

用。根据海尔智家披露，卡萨帝在高端

家电市场实现 42%增长，在冰箱、洗衣

机和空调等品类市场份额和增速都可圈

可点。贾东升认为，在消费分层的大趋

势之下，卡萨帝品牌成为海尔智家品牌

建设的强有力补位者，当海尔产品试图

尝试扩张性价比路线时，卡萨帝可以弥

补海尔在高端家电的空缺。2018 年，美

的也推出了自己的高端家电品牌 COL-

MO。此外，美的旗下还拥有美的、小

天鹅、威灵、华凌、安得、美芝等十余

个品牌。除卡萨帝之外，海尔也拥有海

尔、统帅、AQUA、斐雪派克、通用家

电等数个品牌。格力集团也有格力、

TOSOT、晶弘三大品牌。

魏军认为产品丰富度较高，这也给

予三大巨头多条腿走路的机会。贾东升

指出，美的、海尔、格力近年来都在不

断调整和丰富其产品品类。此前，厨房

电器被认为是海尔的短板，但是通过收

购费雪派克等国外厨电品牌后，得到了

极大的缓解。今年美的也斥重金收购了

小天鹅，提高了其洗衣机品类的竞争

力。三品牌中，格力以空调产品为主，

尽管稍显单一，但是也有大松这一生活

电器品牌和晶弘这一以做冰箱为主的品

牌，而且也正在布局手机等其他品类。

刘步尘认为，在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头

部品牌凭借多年的建设和积累，优势明

显，因此突破严峻环境的能力较强。

家电业：巨头逆市增长 马太效应显现

近日，三星首款折叠屏
手机Galaxy Fold 首销，三
星电子官宣线上渠道5分钟
内售罄。而华为首款5G折
叠屏手机Mate X也将正式
亮相，OPPO、vivo、小米、摩
托罗拉、一加、格力也在布
局。折叠屏手机发展是否真
正向前迈进一大步？当下折
叠屏手机成本价格居高不下
难以实现销量提升，除了技
术提升之外，从拓展生产线
和市场需求实现规模经济降
低成本价格又很难实现，这
个发展“悖论”瓶颈何时能够
突破？

本报记者 卢梦琪

● 无论是从消费者对大屏的渴望和对科技满足感的寻求，还是对于5G更高通信速率、便携性、技术特

性等方面考虑，折叠屏相当于一个取巧的综合性解决方案，将成为一个可靠选择。

● 虽然折叠屏手机实现了量产发布，产品本身也有了一定耐用性，但依然只是给小部分科技爱好者的

探索机型，尚有小部分问题可以提供给更大受众群体来整体测试。

● 折叠屏这种新科技产品，消费者对于它的概念目前基本只处在“屏幕可折叠”的字面意思上，

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目前的折叠屏都是上万元的售价，所以更加需要品牌效应的

加持。

● 折叠屏手机走向成熟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必须在技术稳定性、良率、成本、价格、操作系统和内容

生态以及消费者认知上全面努力，通过不断反馈和迭代而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