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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芯片

为何受到苹果微软青睐

目前，苹果在iPhone、iPad产品线采用

基于 Arm 的处理器，在 Mac 采用英特尔处

理器，但从 2020 年起，这一局面有可能被

打破。有消息称，苹果的目标是从 2020 年

起，推动 Mac 逐渐向自研的 Arm 芯片过

渡，促进iPhone、iPad、Mac生态的进一步

融合，使开发者开发的应用可以一次性跑

通苹果的全部产品。

苹果或将基于哪些原因与英特尔x86处

理器分手，将 Mac 推向 Arm 阵营？首先是

英特尔产品迭代速度难以满足苹果要求。

赛迪顾问集成电路中心总经理韩晓敏向

《中国电子报》记者指出，英特尔产品升级

周期的延误影响了苹果自身的产品升级计

划。在自主研发高性能 x86 CPU 不太现实

的情况下，选择苹果驾驭能力较强的ARM

架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其次是苹果保持产品掌控力的固有要

求。集邦咨询 （TrendForce） 分析师姚嘉洋

向记者表示，iPhone 的成功离不开苹果对

处理器与操作系统的掌控，这能让系统本

身的整体表现达到最佳。苹果擅长将关键

组件掌握在自己手上，不论是对 Dialog 行

动电源管理部门的收购，或是对英特尔移

动5G基带部门的收购，都是出自于同样的

理念。

另外，转用 Arm 有利于苹果进一步整

合生态。Gartner 半导体和电子研究副总裁

盛陵海向记者表示，苹果选择 Arm 芯片有

利于节约成本，更好地和软件体系适配。

但从英特尔芯片迁移到 Arm 处理器，软硬

件生态势必进行调整，有助于 Mac 最终形

成独具特色的生态体系。

苹果并不是唯一青睐Arm架构的PC研

发巨头，微软对 Arm 芯片的关注也是由来

已久。在WinHEC 2016大会上，微软就与

高通达成合作，推出了基于 Arm 处理器的

Windows10 系统。近期，微软推出了搭载

定制化 SQ1 芯片的 Surface Pro X，处理器

基于 Arm 架构，由微软和高通联合开发，

可以运行Windows 10 Arm系统。

作为系统开发商和硬件开发商，微软

又为何青睐 Arm 架构？韩晓敏认为，微软

在移动时代错失了Arm体系，眼看Android

系统逐步壮大。虽然Android主要应用于手

机、平板、智能硬件等移动设备领域，但

是明显有向PC等领域扩展的趋势。微软在

攻克移动端不利的情况下，断不能再失守

固有领地，必然会向包括 Arm 在内的新兴

架构保持开放合作态度。

盛陵海向记者表示，Arm 注重性价

比，微软希望基于 Arm 拓展市场。加上微

软如今以云服务为发展重心，在云端争取

对更多用户的覆盖，Arm 作为通用计算平

台，是微软必须去支持的一个部分。

Arm在PC市场

有何机会

相比采用 CISC 指令集的英特尔，Arm

采用了更加精简的RISC指令集，更利于能

耗的降低和性价比的提升。在10月29日更

新的 Windows 10 Arm 电脑 FAQ 中，微软

将基于 Arm 的 PC 的优势概括为：始终在

线、全天续航、随时唤醒，也就是说 Arm

电 脑 可 以 像 手 机 一 样 连 接 移 动 网 络 和

WiFi，具备长时间的续航能力，也可以像

手机一样，支持一键息屏和一键唤醒。

在 2018 年 COMPUTEX 台 北 电 脑 展

上，高通发布了面向 Windows 10 Arm 笔

记本电脑的骁龙 850 处理器，之后联想、

三星、华为等 OEM 先后推出了搭载骁龙

850 的笔记本电脑，类型以轻薄本、商务

本和平板电脑为主。韩晓敏向记者表示，

Arm 芯片阵营代工模式的盛行以及台积电

等主要代工企业工艺优势的显现，使 Arm

芯片不仅在低功耗领域表现优异，在其他

主要性能方面也快速接近英特尔芯片。对

于商务办公等场景而言，Arm 芯片的笔记

本电脑已经具备相当的竞争能力，且 Arm

芯片相对便宜。

Arm 强调的始终在线、随时连接的电

脑，让消费者开机之后不必连接 WiFi就能

连网，对于消费者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

力，也对 Arm 的生态积累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姚嘉洋向记者表示，Arm 近两年来强

调的是所谓的 Connect PC （随时联网笔记

本电脑） 市场，通过Arm CPU与4G/5G基

带的整合所形成的 SoC，为笔记本电脑带

来性能与功耗兼具的表现。但是，随时连

网PC的首要问题是电信运营商会否推出相

应的产品服务，若电信运营商不愿意推

动，将不利于Arm在PC市场的表现。对比

英特尔，Arm的先天优势在于其RISC架构

在功耗表现上优于英特尔，但英特尔与微

软长期合作，积累了深厚的基础，在生态

积累上更具优势。盛陵海也向记者指出，

Arm 需要充分考虑如何在增强移动性的前

提下提高自己的性能，来获取更多的用

户。另外，Arm 需要扩充生态支持，在微

软、苹果等各种生态环境占有一席之地，

之后就是性价比的竞争。

目前来看，许多OEM仍然对Arm架构

持观望态度。Arm要在PC市场获取更大份

额，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弥补芯片性

能与 x86 处理器的算力差距，拓展生态环

境，适配关键应用。姚嘉洋指出，Arm 与

高 通 合 作 ， 在 提 升 基 于 Arm 架 构 PC 在

Windows 系统运作表现方面做出许多努

力，这也是 Arm 架构处理器为何能搭载在

微软新一代 Surface 产品上。除了与 Win-

dows系统的融合需要持续精进，微软所推

出的Office软件以及其他关乎操作体验的软

件，都是Arm必须继续努力适配的方向。

韩晓敏也向记者指出，Arm向PC市场

进一步渗透，需要解决生态适配的问题。

除了微软之外，Arm芯片PC生态需要有更

多的系统开发厂商、软件厂商、OEM参与

进来，进行持续的改进和优化。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高速

增长，随着全国汽车销量整体下

滑，近4个月来新能源汽车也出现

销量下滑的现象。但这并不能说明

汽车市场已经完全饱和。从汽车保

有量上看，目前，中国汽车保有量

为 170 辆/千人，不要说与美日德

发达国家差距甚远 （千人汽车保有

量分别为 839、591、589 辆），即

使距离马来西亚 （430 辆/千人）

和墨西哥 （300 辆/千人） 也有不

小差距。再从消费意愿上说，德系

车、日系车的销量在我国均在增

长。因此，提升汽车销量需要深度

挖掘相关应用行业的需求。

汽车市场需要下沉

汽车市场仍有希望在孕育。

新能源汽车市场需要下沉，希望

就蕴藏在广阔的县域、乡镇以及

农村。这是江西青莲新能源汽车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简 称 “ 江 西 青

莲”） 在推进新能源汽车公务出

行项目总结出的经验。

江西青莲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

底，是新能源汽车公务出行项目实

践者之一。今年 10 月，江西青莲

已经开始在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

赣县区、蓉江新区、崇义县等地区

投入 162 辆新能源公务出行汽车。

推进仍在不断加速，目前已经拓展

到赣州市兴国县、安远县、赣州高

新区等地区，预计年底正式运行的

新能源汽车，有望超过300辆。

具体来说，江西青莲根据每个

县区公务出行需求情况，提出新能

源汽车配置方案，并根据配置方

案，研发设计软件功能以及通用的

互联网智能系统、智能充电桩、广

告传媒、互联网数据运营等。签署

建设协议后，江西青莲负责项目的

落地、建设、营运、管理和推广等

全部事宜，无需政府出资，也无需

政府给予特许经营承诺。

江 西 青 莲 测 算 ， 若 每 个 县

（市、区） 的新能源汽车投放量为

100-200 辆 。 以 最 低 限 100 辆 计

算，江西省内 100 个县 （市、区）

需要一万辆汽车。全国县级行政区

约 2844 个，若全部铺开的话，将

使用 284400 辆。如果能在全国推

行开来，对汽车产业与整体经济以

及就业的拉动作用无需多言。

解决公务出行的三大痛点

近年来，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正在持续进行中。围绕建设节约

型、廉洁型机关的要求，通过合

理有效配置公务用车资源，创新

公务交通分类提供方式，最终实

现公务出行便捷合理、交通费用

节约可控、车辆管理规范透明、

监管问责科学有效的用车机制。

这样的大背景为江西青莲的“青

莲出行”项目提供了发展机遇。

据介绍，江西青莲推出的“青

莲出行”“一站式”公务出行解决

方案是以我国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

达到500公里量级为技术基础：新

能源汽车500公里续航里程与一般

小型、中型燃油车加满一箱油的行

驶里程基本持平，且新能源汽车百

公里耗费远低于燃油车，竞争力大

大增强。

“青莲出行”的推广，解决了

公务出行的三大痛点问题。一是可

以解决公车私用的问题。“青莲出

行”将公务出行与公务人员个人出

行分户管理。因单位公务需求使用

车辆的，由单位账户管理，经单位

账户授权用车人后，用车人方可扫

码用车、还车，费用在单位账户中

扣除；公务人员个人用车适用于个

人账户管理，自主用车、还车，费

用私人承担。由于“青莲出行”可

提供公务出行的轨迹图，便于监管

问责，可以为科学有效地监管问责

提供简单明了的原始依据。

二是明显减轻财政负担。2019

年4月“青莲出行”在会昌县正式

投入运营，共投入新能源公务用车

65 辆，截止到 2019 年 8 月，较传

统模式的燃油车公务用车，“青莲

出行”共为会昌县节约公务出行费

用约 61 万元。按会昌县公务出行

实际情况，以公务出行年行驶里程

约 400 万～500 万公里测算，使用

“青莲出行”可为会昌县每年节约

公 务 出 行 费 用 约 400 万 ～500 万

元，节约率达30%-40%。

三是保障公务出行，提高了资

源利用效率。“青莲出行”汲取共

享汽车的运营经验和优点，以提供

优质的新能源汽车和高效的互联网

智能系统服务为基础，对行政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实行车辆共享。目

前，该项目仅服务于公职人员，可

确保车辆资源不被市场占用，有效

保障公务出行要求，缓解公务用车

车辆和司机资源不足以及降低租赁

其他社会车辆，减少因社会租赁市

场混乱造成的公务用车费用控制难

等问题。

发展样本影响深远

“青莲出行”在有效解决公务

出行中的几个难点的同时，能更好

地为公务人员提供智能、环保、便

捷的服务，将互联网+共享模式+

新能源汽车+公务用车改革融为一

体，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公务用车改

革上的成功案例，为公务用车改革

提供了一个新的、可复制并快速推

广的发展样本。

“青莲出行”新能源公务用车

项目的推广应用，将有力地助推

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国汽

车后市场产业链转型升级具有积

极的作用。

首先，该项目将推动新能源汽

车销量提升，“青莲出行”直接对

接需求，并通过县域具备影响力的

公务员群体的示范效应，满足了终

端客户的实际需求。县域不存在摇

号购车的影响，正是一片广阔的天

地。产品有竞争力，价格有侵略

性，销售情况将会好转。如果能够

兼顾智能化，各个厂家形成差异化

竞争，新能源车市有望活跃起来，

产销两旺的局面可期。

其次，该项目将推动新能源汽

车“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加

速落地。“青莲出行”在对整车进

行软硬件改造之后，管理者与使用

者即可以分别通过一部手机建立联

系，通过既有通信网络，快速完成

出借、驾乘、还车，随后的费用扣

除与行驶轨迹存储自动完成，并保

存相关记录以备查询，十分便利。

近日，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北

京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相关单位领导

到北京柏瑞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调

研民营企业发展情况。柏瑞安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同兴汇报了

该公司发展情况，得到了与会领导

的认可。

据介绍，1999 年，杨同兴带领

十几位年轻人创立了柏瑞安，经过

20年的拼搏进取，柏瑞安已经在北

京、上海、福州等地建立了四家生

产基地；在加拿大温哥华设立了北

美贸易服务中心，形成了内外贸同

步的发展模式。

同时，柏瑞安在行业内取得了

诸多骄人成绩，公司在北方地区内

资电子企业中始终位居前列、其主

营业务收入以每年 20%-30%的速

度增长；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3.6 亿元，为国家上缴税金 1400 万

元；出口创汇1100万美元。

杨同兴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推

动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抓基层，

重点加强一线班组建设，有效地调

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二是重新

规划发展战略，建设智能制造工厂，

搭建完整的制造资源平台。三是践

行绿色环保生产理念，承担企业社

会责任。以上三项措施的实施，推

进了柏瑞安的发展进程。

此外，坚持“质量第一”也成为

柏瑞安的重要发展理念。20年来，

柏瑞安坚持“练内功”“练苦功”，不

断补充和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先后

通过了国际 ISO9000 和 ISO14000

体系认证，取得了 TS16949 汽车电

子质量体系认证，通过了防爆产品

体系认证和IATF16949汽车电子质

量体系换证审核，并于今年被中国

电子质量协会授予“质量和信用大

奖”和“企业信用等级AAA”等荣誉

称号。

科技创新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

力和比较竞争力的基石，这一理念

得到了柏瑞安的充分重视。近年

来，柏瑞安获得了 1 项发明专利、2

项外观专利，实用新型专利5项，还

取得 41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去

年，柏瑞安还成立了硬件加速器慧

馨科技——慧空间，旨在协助新兴

创业公司快速成长，培育和发掘有

潜力的高科技企业。这些创新和改

造措施使柏瑞安实现了“中国制造”

向“中国智造”的华丽转身。柏瑞安

公司也因此被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评为“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企业”。

诚信经营是柏瑞安发展壮大的

另一秘诀，20年来，柏瑞安公司与客

户及供应商签订的合同，履约率高

达 100%。公司的诚信经营也赢得

了国际市场和客户的认可，产品直

接出口到北美、欧洲和东南亚地

区。凭借按时交付优质产品与服

务，柏瑞安获得了日本先锋（上海）

公司、京东方科技集团等客户的认

可和信赖。

凭借坚持艰苦创业零起步、坚

持务实进取、坚持“质量第一”、坚持

科技创新、坚持诚信为本、坚持以人

为本这六个“坚持”，柏瑞安在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沃土上快速发展

壮大，从一家注册资金 100 万元的

微小企业成长为亿万元资产的中型

企业。 （李国庆）

苹果、微软、高通青睐

Arm芯片将在PC市场崛起？
本报记者 张心怡

自2006年起，苹果一直在Mac产品线使用英特尔芯片，但近日有消息称，Mac将从2020年起逐渐脱离英特尔芯
片，转用苹果自研的Arm架构芯片。与此同时，搭载Microsoft SQ1 Arm处理器的Surface Pro X也于近日开
售。长期以来，英特尔芯片是PC和服务器市场的“王者”，Arm芯片是移动设备的领头羊，但Arm一直尝试以Cortex-A
系列打开PC市场，并与高通、微软等公司紧密合作。Arm芯片为何受到苹果、微软的重视，在PC市场有哪些机会？

直击公务出行痛点
“青莲出行”打造新能源汽车发展样本

孟醒

柏瑞安：用“六个坚持”打造企业金名片

本报讯 近日，2019 利亚德秋

季新品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上，

利亚德集团公布了 2019 业务板块

新动态，并正式发布消费品领域智

能显示、电视新品，以及液晶商显产

品。这是利亚德显示产品首次亮相

消费品领域，也标志着利亚德正式

进军消费市场。

利亚德集团消费品智能显示事

业部总经理金永男介绍，利亚德将通

过PLANAR和LEMASS两个品牌全

面布局消费者超大屏领域，并通过

8K+5G技术将家庭消费市场带入大

屏时代。

当 日 ， 利 亚 德 旗 下 的 PLA-

NAR 品 牌 发 布 了 “THE Great

Space”Micro LED135 英寸电视和

120 英寸 8K 超高清分辨率智能电

视。利亚德LEMASS品牌则发布了

首 款 产 品 100 英 寸 AI 智 能 电 视

100A90S。

同期发布的还有LCD红外产品

系列和LED产品系列，也都呈现了

利亚德的创新的独到之处。此外，利

亚德还推出了创意液晶异形拼接、创

意 OLED 曲面拼接、创意 OLED 透

明拼接解决方案。 （卢梦琪）

本报讯 近日，长虹 CHiQ 电

视秋季新品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

上长虹发布了CHiQ极智屏、CHiQ

大屏电视产品 82Q6R 和第三代三

色4K激光电视C8UT等多款新品。

据 了 解 ，CHiQ 极 智 屏 拥 有

“控+传+通+玩”四大极智功能，极

智控通过光鼠触控应用，实现了智

能电视“按键控制、语音输入、光鼠

触控“多模态交互，随心所欲移动互

联更多场景，让操控变得更简单。

同期发布的长虹第三代三色激

光新品C8UT则在彩色亮度、色域画

质、屏幕自发声、舒适护眼、人工智能

等 方 面 均 有 进 一 步 提 升 。此 外 ，

C8UT兼备了“极智”功能，其搭载的

三色纯激光是目前唯一能100%满足

BT.2020超高清显示标准的技术。

此次发布的CHiQ分三大系列

六款单品，覆盖 55 英寸至 82 英寸。

其中，长虹激光电视最高版本售价

达 94997 元，智能电视 82Q6R Pro

最高售价22997元、D8P Pro最低售

价4399元。 （谷 月）

长虹秋季新品发布会在京召开

利亚德正式进军消费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