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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卢梦琪报道：今年

上半年，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5.76 亿

部，同比下降 1.8%，但折叠屏细分

领域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出货

量超过 110万部，同比增幅约 70%，

成为最大亮点。

手机市场低迷，导致品牌竞争

加剧，厂商排名重新洗牌。国际数

据公司 IDC、Strategy Analytics监测

数据均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荣耀首

次以将近20%的市场份额成为中国

最大的智能手机厂商，vivo、OPPO、

小米和苹果跻身前五。

Strategy Analytics 高级总监隋

倩指出：“荣耀国内市场表现优异，

得益于全面的产品组合以及线上线

下均衡的分销渠道。此外，相对健

康的库存状况也帮助荣耀在该季度

实现了稳定的业绩增长。”而 vivo、

OPPO 和小米放慢了产品发布周

期，改善了库存管理。

虽然市场整体脚步有所放缓，

折叠屏细分领域却保持了高速增长

的态势。去年下半年以来，主要手

机厂商均完成了折叠屏手机布局。

三星在去年8月最新发布了两款折

叠屏手机 Galaxy Z Fold3 和 Gal-

axy Z Flip3，OPPO 在去年 12 月推

出了旗下首款折叠屏手机 OPPO

Find N，荣耀于今年 1 月发布了旗

下首款折叠屏手机荣耀 Magic V，

vivo今年 4月发布了首款折叠屏手

机X Fold。华为在今年4月推出了

旗下最新的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s2。

分厂商来看，华为凭借品牌与

产品力占据国内折叠屏手机市场超

过 63%的份额，OPPO 凭借 Find N

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和价格竞争力，

位列国内市场第二的位置；三星的

Z Flip3、Z Fold3 两款产品已接近

生命周期尾声，排名第三；荣耀、vi-

vo 的供货策略相对保守，分列第

四、第五位。

IDC 数据显示，2021 年第四季

度、2022年第一季度是我国折叠屏

手机出货高峰状态，季度出货量分

别超过50万台和将近70万台，今年

第二季度则将近 50 万台。据记者

了解，预计今年 8 月，三星的 Gal-

axy Z Fold4和Galaxy Z Flip4，摩

托罗拉 moto razr2022 等折叠屏手

机即将发布。

IDC中国高级分析师郭天翔指

出，除外部因素影响手机市场外，中

高端产品缺乏足够的差异化，使用体

验难以打动消费者也是重要的“内

因”。折叠屏手机产品平均单价虽远

高于平均水平，且部分软件体验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但该细分市场能够快

速增长，甚至部分产品依然呈现供

不应求的势头，体现出拥有足够差异

化的产品，依然可以打动消费者。因

此，未来整体市场虽然挑战巨大，但

专注于产品体验的提升，仍将是行业

参与者应重点关注的方向。

新版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对电

子产品生产企业、消费者健康安

全、我国电子产品出口贸易等方面

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电子

产品生产企业实施标准，新版国标

解决了以往适用标准界定难的问

题，实现了产品生产、检测、抽查

“一把尺子”，减轻了企业负担，提

高了市场运行效率。其次，有利于

保障消费者健康安全，对当前产品

中的新技术带来的新隐患，按照对

危险源分级分类的理念提出具体的

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从防电击、

防着火、防过热、防声光辐射等多

方面入手，保护人身财产安全。

最后，有利于促进我国电子产品出

口贸易，新版标准修改采用了国际

标准IEC 62368-1，主要技术内容

与国际保持一致。企业按照新版国

家标准生产电子产品就能符合国际

安全评估体系要求，消除了国际贸

易技术壁垒，助力我国电子产品“走

出去”。

“新国标主要是保障与国际标

准 IEC 62368-1：2018 的发展速度

一致，也就是说我国电子产品在安

全方面的技术要求达到与国际标准

同步的水平。”中国家电研究院副总

工程师鲁建国向记者表示，“目前就

电子产品安全来讲，国内产品基本上

与发达国家产品水平相当，新发布的

GB 4943.1-2022国标，等同采用国

际电工委员会（IEC）IEC 62368-1：

2018 国际标准，在防触电、机械危

险、烫伤、火灾、辐射、毒性危险等六

个方面与国际标准要求一致。”

鲁建国指出，在我国，电子产

品实施 CCC 强制性认证已经近 20

年，因此在产品安全性上已基本不存

在问题，不过市场上还是有一些在安

全、性能等方面存在问题的低质产

品，而规范市场行为、加强质量监督

是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主要手段。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副司长杨旭东表示，下一步，工

业和信息化部将以新版国标的实

施为契机，推动电子产品安全性

的持续提升，重点从以下几方面

开展相关工作。

一是加强标准的宣贯实施。会

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

多渠道开展新版国标的宣传解读，

指导有关单位面向企业、检测认证

机构开展培训活动，推动各方准确

理解标准技术内容，推动新版国标

精准落地。

二是进一步完善电子产品安全

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化组织作

用，对现有电子产品领域标准体系

进行梳理，结合产业发展现状、存在

的问题以及新技术标准化的需求，

加强电子产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指导电子产品安标委等标准化组织

与企业加强联系，根据行业需求开

展研究工作，增强电子产品安全领

域标准供给及快速响应能力。

三是强化电子产品领域基础研

究。持续跟踪电子产品安全领域热

点难点问题，结合产业发展需求，统

筹资源支持电子元器件、电子材料、

电子专用设备、电子测量仪器等基

础电子领域关键技术攻关，重点推

动电子产品安全技术及标准研究，

加快提升相关产品质量水平。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监

督管理司副司长李春江表示，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将

不断加大 CCC 认证事中事后监管

力度。进一步压实认证检测机构主

体责任，不断提升认证工作的有效

性和公信力，将不符合国家有关强

制性标准和认证要求的产品严格阻

挡在市场之外，营造让社会大众放

心消费的市场环境。

新国标为电子产品安全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杨鹏岳

如今，随着各种消费
类电子产品迅速普及，对
电子产品的安全性要求也
大幅提升。近日，新修订
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4943.1-2022《音视频、信
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要求》发
布，并于8月 1日正式实
施。新版国家标准的发布
实施，对电子产品生产企
业安全合规生产、保障消
费者健康安全，以及促进
我国电子产品出口贸易均
具有重要意义。

新版标准适用的产品范围广
新版标准适用的产品范围

广，包括电视机、手机、电脑
等消费者广泛使用的产品。

电子产品安全问题，与广大消

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密切相关。近

年来，人们在使用各类电子产品时，

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如何避免无

线充电功能带来的安全问题？怎样

防范各种头戴式耳机因音量过大或

收听时间过长对听觉带来的损伤？如

何杜绝充电电池供电时可能引发的

过热、漏液、爆炸等安全隐患？诸如

此类的电子产品安全问题亟须得到

解决，而新版国标GB 4943.1-2022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

便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近日，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专题新闻发

布会，对新版国标进行解读。

据了解，GB 4943 国家标准是

电子产品安全领域拥有 30 余年历

史的重要标准，在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开展检测

认证监督、便利国际贸易等方面发

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工业和信息

化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综合

产业发展、国际环境等情况，开展了

标准的整合修订工作，制定发布了

新版 GB 4943.1 强制性国家标准。

对于广大普通消费者而言，“CCC

认证”的概念并不陌生。CCC 认

证，即强制性产品认证，是我国政府

按照市场化、国际化的原则，对涉及

人身健康安全的产品实施的一种市

场准入制度。目前，CCC认证目录

涉及 17 大类 103 种产品，其中包括

了音视频设备、信息技术设备和电

信终端设备等消费者密切接触使用

的电子产品。

记者了解到，此次发布实施的

新版国家标准规定了音视频设备、

信息技术设备以及通信技术设备等

产品的安全要求。新版标准发布

后 ，将 代 替 现 行 国 家 标 准 GB

4943.1 和 GB 8898，是有关电子设

备类产品质量监管的重要依据。新

版标准适用的产品范围广，包括电

视机、手机、电脑等消费者广泛使用

的产品，这些都是近年来质量监管

的重点产品。

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副院长刘贤刚介绍，新版 GB 4943

国家标准充分考虑了电击、过热、着

火、机械等多种危险源，制定了系统

全面的防护要求。该标准既参考国

际标准，考虑了国际通用的安全要

求，又根据我国高海拔地区、热带气

候条件等具体国情增加了安全防护

特殊要求；该标准既是我国电子产

品生产销售的市场准入门槛，又是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人身财产

安全的最低要求和安全底线。

据了解，新版 GB 4943 国家标

准充分考虑了由新技术、新产品、新

应用带来的新的安全风险和隐患。

例如，针对无线充电器通过能量传

输可能会让金属物品产生高温并带

来的灼伤、着火等危险，新版标准

明确要求无线充电器需要具备识别

金属异物的功能，并及时停止对异

物进行能量传输。针对头戴式耳

机、蓝牙耳机等产品因音量过大或

收听时间过长可能对人听觉带来的

伤害，新版标准从耳机声压级限值

等方面提出了安全要求，保障消费

者的听力健康。此外，新版标准对

电池安全问题进行了重点考虑，规

定电池的过充电保护、温度保护、

外壳防火、跌落防护等安全要求，

并充分考虑了因钥匙、项链等金属

物体短接电池而造成短路，以及由

上述问题引发的漏液、燃烧、爆炸等

安全问题。

持续提升电子产品安全性

折叠屏成为上半年手机市场

最大亮点

本报讯 记者卢梦琪报道：

近日，天马微电子在7月投资者关

系活动中指出，公司车载显示业

务已覆盖国内外主要汽车一级供

应商和整车厂，未来将为车载显

示引入 8.6代线和新型模组产线等

先进产能。

据记者了解，天马车载显示产

品主要面向前装市场，产品基本以

模组形式出货，提供一体化显示解

决方案，覆盖了包括仪表、中控、抬

头显示、后视镜、后座娱乐等智能座

舱产品，目前从 2 英寸到 40 英寸都

有产品量产出货，在屏幕大尺寸化

方向上能提供单屏、双联屏、三联屏

等多种显示解决方案。

天马今年1月投建的车载显示

研发中心致力于提升车载复杂模组

的研发能力和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

的能力。天马近期宣布合资新建新

型显示模组项目，将加强车载、工业

品、IT等显示领域中大尺寸模组专

线能力。

从技术路线上看，基于车载显

示对产品质量、可靠性等特质的看

重，目前阶段，车载显示中 LTPS

LCD 技术的渗透在加快，它拥有

的高解析度、高光学特性、轻薄

化、窄边框、低功耗等特点，能

很好地提升车载显示产品的体验

感。2021 年天马微电子车载显示

业 务 营 收 同 比 增 长 27% ， 其 中

LTPS车载产品销售 2021年同比增

长超过300%。

现在，市场上也有部分车型开

始采用 AMOLED 方案。对此，天

马 表 示 ，这 有 利 于 更 好 地 拓 展

AMOLED 应用领域，不过客观来

看，AMOLED技术在车载显示领域

的应用还面临着车规级稳定性、寿

命等考验，行业还在持续加大投入

对相关技术和方案进行改善和提

升，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随着

AMOLED 产业链以及技术整体趋

于成熟以及未来规模化应用后更有

竞争力的价格，AMOLED在车载领

域的渗透将逐步加大。群智咨询预

计，到 2025 年，OLED 车载显示屏

的出货量约为300万片。

面对近期面板价格波动较大的

现状，天马表示，该公司的车载显示

产品以模组出货为主，且主要供应

前装市场，订单周期长，受当期市场

因素影响相对较小，需求保持旺盛。

汽车朝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

化、共享化趋势演进，对车载显示高

清化、大屏化、多屏化、个性化、交互

升级和一体化整合等能力有了更高

的要求。业内人士表示，这对车载

显示厂商的技术和产品的多样性需

求更加显著，也更加考验灵活交付

能力、全流程质量管理水平以及长

期保障和持续投入的能力，同时需

要企业始终能以前瞻性的思维和灵

活的经营能力，顺应市场变革趋势，

扎实稳健成长。

群智咨询（Sigmaintell）车载显

示资深分析师陈自伟表示，虽然当

下车载显示屏市场增长的节奏有所

放缓，但受到汽车智能化加速影响，

车载显示大屏化、多屏化的趋势加

速推进，单车平均搭载数量也跟着

快速增加，行业景气长期仍处于向

上趋势。预计 2022 年全年全球车

载显示面板出货量约为1.8亿片（仅

前装），同比增长约11.5%。

天马将为车载显示引入

8.6代线先进产能

企业按照新版国家标准生
产电子产品就能符合国际安全
评估体系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