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科技日新月异袁 行业

大事每天发生浴 本版将针对一

周内的电子行业大记事进行汇

集袁 让大家有针对性和选择性

的关注行业大记事浴 本版不仅

关注国内事件袁 同时对国际科

技类事件进行汇集袁坐在家袁同
可关注国际行业大记事浴

电子产品层出不穷袁 新品

怪异每天有新袁在本版袁也将关

注行内新品尧新技术动态浴如果

您关注的新品和大事件想与同

行分享袁 本版也为您提供了海

阔天地浴
每个人或许关注的行业角

度不一样袁 本版将开设人物专

访栏目袁如果您是行业的精英袁
或对某些行业有独到见解袁或
愿将您的电子经历与同行分

享袁都可随时联系我们袁让同行

见证电子业的每位野真君冶吧浴
如您关注袁如您想与我们共同分享浴

我们随时恭候浴
殷本版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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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院回顾热门话题尧主要交易和 2014 的

技术突破要要要从产品的发布到安全袁以及这一

年的成功和灾难遥
1. Google用 32亿美金收购智能家居公司

Nest Lab
Nest Lab

公司作为在美

国智能温控器领域名气最大的商家，占据了市

场中的大部分份额。他们以研发智能恒温器起

步，目前还涉足烟雾探测报警器和家庭节能产

品。Nest Lab 由苹果前员工“iPod 教父”托尼·

菲德尔（Tony Fadell）于 2011 年创办，其创业

代表作是智能温度调节器 Nest，这款智能恒温

器是通过 Wifi 和蓝牙连接智能设备（包括冰

箱、网络摄像头等），然后把各种数据上传到云

端。所以 Nest Lab 也被成为“智能家居中的苹

果公司”。

2014 年 1 月，Google 豪掷 32 亿美金收

购智能家居公司 Nest Lab。这笔智能家居的投

资交易对于这个正在发展硬件设计技术的搜

素巨头来讲非常的重要。而这个家庭自动化的

公司也把它的产品开放给了开发者们，并将在

这样的资源下，成为这个领域和互联网上的佼

佼者。

分析师们对于这次交易有着各异的见解。

有的认为，未来，谷歌将会提供一整套的智能

家居产品，包括锁、门铃、婴儿监视器和湿度显

示器等，每个产品都会内置传感器去捕捉信

息，并且依赖于 Wifi 芯片去转发数据；有的预

测谷歌将会把 Nest 与其 Android 移动操作系

统相结合，正式进军智能家庭能源和安全系统

领域；还有的分析师觉得谷歌将会凭借 Nest
去拓展其在家庭娱乐领域的影响力，扩大其

Chromecast 设备在电视流媒体在线内容领域

所占据的份额；而机器人制造商 iRobot 的首席

执行官 Colin Angle 则有更深远的见解，他说

谷歌很有可能会将最近收购的机器人技术和

Nest 智能家居技术相结合，进而帮助“上了年

纪”的老年人独立生活。Angle相信，谷歌很有

可能会推出内置家庭信息系统的机器人去帮

助老年人抛弃辅助生活设施，开始独立的生

活。

2. 奥巴马揭开美国国家安全局改革

在爱德华·斯诺登第一波泄密发布的 6 个

月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将改革美国国家安

全局。在这个改革中，奥巴马表示，美国国家安

全局将停止对公民电话通信数据进行大规模

监听和储存。如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政府可在

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批准许可下查看监听

数据。而且，他们也将会停止对同盟国家的监

听。然而，批评人士指出，如果法律没有修改的

话，这个将一如既往的是一个间谍机构。

3. 联想从 Google手中收购摩托罗拉

联想用 29
亿 美 金 从

Google手中买下摩托罗拉，其中 14亿为现金，

另外 15亿将在 2015年付清。尽管这样，联想也

只花了当初Google收购价的 1/5。这笔交易同

样将 Google从三星以及其他安卓的合作者的

冲突领域中解放出来。联想智能手机的战略主要

围绕着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联想集团副总

裁、联想移动业务集团中国手机业务总经理张晖

介绍，回归中国后，摩托罗拉直指高端市场，从高

端切入，包括 MOTO G、MOTO X、MOTO 360
等产品未来都会出现在中国市场。这意味着收购

也推动了联想国内外消费者设计高端设备的新

浪潮。同时，摩托罗拉，作为世界通信巨头，也将

为联想带来 2000个专利和 21000个交叉授权

的专利，解决了联想手机进入成熟市场的专利保

护问题。随着对摩托罗拉移动的收购，联想在智

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也晋升为全球第三位，仅次

于苹果和三星。 殷钟一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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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威作为现在国内最为知名的音响品牌之

一，获得了许多国内外的行业大奖。今年的广州

国际音响唱片展上，惠威也依然是最吸引发烧

友的品牌之一。惠威的实力也从近几年的广州

国际音响唱片展中一直保持最大的展厅这一点

上就能看出。在这次展会中,我们有幸的采访了

惠威总裁姚洪波先生。采访中，姚洪波先生耐心

认真又不失幽默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Q=记者，Y=姚总

Q:惠威成立至今 23 年多袁在国内的行业

中做的非常的好遥 我觉得跟您当时决定去国外

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遥 当年您是怎么想到要把

事业延生到国外去的呢钥
Y：是这样的，惠威是 1990 年正式成立的。

在 90年代初期惠威确实发展的非常好，而且也

代表了中国当时的发烧潮流，甚至可以讲，没有

惠威就没有中国的这个发烧潮流。惠威和《电子

报》，一个硬件和一个媒体，两者默契的配合也

推动了当时中国发烧潮流的发展。然后，在 90
年代惠威已经非常好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

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和行业的国际水平还有

一定的差异，怎么减小这个差异呢？那个时候的

资讯不发达，没有互联网，最多就是个能通话的

大哥大。在当时，我想的是如果在国内发展，首

先工程师这一块就跟国外的差距巨大，资讯又

差了一大截，整体的科技背景的支持也差一截，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到了要到国外去。去干嘛

呢？最重要的是为了企业表面的国际化，核心是

希望通过去国外吸收西方最先进的电声科技。

当时全球的电声专利 80%以上都在北美，所以

我选择加拿了大，在那请了一批世界最顶尖的

工程师帮惠威开发产品。我认为这批工程师为

惠威贡献了大量的技术设计储备，可能他们的

设计在当时还没完全商业化出来，但直到今天，

惠威还在使用当初开发的一些设计和技术，比

如惠威的带式扬声器技术就是那个时候在加拿

大研发出来的。第一代发展起来的电声企业好

像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这实际上跟咱们的技

术储备，技术研发的投入，世界先进设计理念的

学习，以及企业市场的营销理念是有很大的关

系。所以，虽然惠威走出去成本和代价都很高，

但实际上这对于惠威的稳定以及发展是很有帮

助的。

Q：您作为中国企业家到国外去发展袁聘请

国外的工程师遥 您觉得他们和国内工程师的不

同处在哪儿钥 您跟他们有没有遇到工作理念上

的差异呢钥
Y：对！完全不一样！实际上，世界的电声发

展史是基于美国。100 年以前他们就开发出来

了这么一套电声理论。但是中国很多工程师可

能对这个基础的电声理论理解还不够深刻，他

们可能会做，但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这

就是现在国内很多工程师的一个共同点--
“仿”。这样的工程师可以做实用新型设计，可他

们很难创新。跟西方工程师合作之后，我发现西

方工程师对基础电声的理论了解是非常深刻

的。他们甚至知道这个产品是基于什么思路设

计出来的，然后他们可以怎么去升级和改造这

个产品。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西方和国内工程

师的不同是：国内工程师是做了再想，错了再

改。西方的工程师则会在做之前考虑很多。他们

的速度可能比不上咱中国工程师设计的产品，

但他们做的产品确实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考

验。惠威在美国开发一个单元往往需要两三年，

而国内的很多企业新产品可能开发三个月之后

就上市了。这其实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国内企业

如果应用国外的这种开发模式，对于追求短期

效益的企业来讲压力就比较大，因为成本太高。

如果开发一个新产品的周期是两年，两年之后

厂家再把它放到市场上去套现，这个过程太长

了，很多企业就被拖垮了。惠威在这个行业发展

那么多年了，我们的根比较深。不仅有能力去承

受这个周期，而且还能够推广、支持。所以整体

来讲，我们惠威和国外工程师在理念上来讲还

是融洽的，配合的也是很默契的。可能在细节上

会有一些想法上的差异，但是从宏观上来讲是

没有问题的。我们也能够给国外工程师提供相

对宽松的研发条件，只要他们开发出来的产品

成本合理，声音经得起盲听的考验和市场的考

验，那我们就不会过多的干涉这些设计师。最后

从市场方面来看，惠威开发 10 个产品，大概有

6个获得市场认可，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情况了。

Q：大家都知道惠威在国际上得到很多的

肯定袁包括 CES 上也屡获大奖遥 所以请问当时

你们的产品在国外推广的时候是否很顺利钥 还

是说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钥
Y：一开始的时候惠威在国外的推广也很困

难。当时美国市场部的经理是这么解释的，他说

姚先生，我们美国是一个饱和的市场。这就好像

一个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可能里面有一两个小

位置是留给新来的人的，但是要进入这个屋子，

你必须要有一个独特的东西是屋子里其他人都

没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产品

想进入美国这个市场，通常只有依靠低价，除非

你有大家感兴趣的创新东西。这句话对我的触

动很大，因为在 90 年代初期的时候，惠威的产

品做得也不错，但是它毕竟不是创新科技，所以

我去加拿大那么多年，主要就是搞创新。到了

1997 年，我认为的转折点，惠威正式推出了世

界首创的等磁场带式扬声器。同年，我们收购了

美国 Swan 公司并且推出了一款小小的书架

箱--MI。MI 到现在卖了 17 年，销量一直都很

好。这样国际上的同行才开始尊重我们，并且对

我们感兴趣，因为这个产品是他们都没有的。美

国一家上市公司跟我们采购喇叭，买了之后觉

得价格偏贵，他们就开始仿这个产品。我记得是

99 年的时候被我看到了，一次遇到他们老板，

我就说这是你们美国企业的一个耻辱，但是也

从侧面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在国外得到了认可。

Q：像现在很多国内的厂商也开始往国外

发展袁你作为成功的先行者袁对这方面是怎么看

的呢钥 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钥
Y：便宜是进入国际市场最快的钥匙，但是

不是恒久的。恒久的市场靠的是品牌，综合的实

力，创新和科技。

Q：像现在的展会上的新品琳琅满目的袁惠
威的产品的方向又是什么样的呢钥

Y：以前因为没有互联网，民众的娱乐就基

于客厅音响和电脑，没什么其他的方式。现在的

娱乐都已经离不开移动终端了，我估计好多人

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次微信刷一下微博，这本

身就代表了一种变化。大多数人的注意力和大

量的时间都转移到移动端去了。说实话，现在除

了发烧友以外，很少有人花时间往那一坐，喝杯

茶听听音乐的。那怎么把这群人吸引过来呢？我

觉得一定要靠移动端来吸引。因此我们要融入

当代潮流之中，把产品和移动端配合起来。最近

我们惠威的产品，包括多媒体产品都和移动端

是搭配的。比如说你在床头，想听一段音乐，你

可以拿起手机对着我们那个新的多媒体音箱一

摁，蓝牙就连上了。从云端上选一首歌再一摁音

乐就开始了。再来就是现在电视越来越薄了。不

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电视机已经薄到只剩大概

一个手指头的大小，一公分多一点点的这种。那

么他的低音喇叭怎么装的呢，他的低音喇叭只是

一个长条的小低音喇叭。这样的低音喇叭根本出

不了好的低音，低频不会低于 150赫兹。为什么

呢？因为没有足够大的面积来驱动空气。一个音

响系统，要想获得低频，必须推动空气。换言之，

空气的推动能力，我们叫每秒立方米的转换速

率，才是这个音响系统能够播放低音的能力。按

理讲，这么小小的一个东西是没法和我们那么大

的大喇叭能相比的。那大喇叭一动，一大堆空气

就驱动起来了，你那么小，是驱动不了的。所以超

薄电视的音质都不是很好。这个时候我们的产品

就又有市场了。电视跟客厅有关系，多媒体本来

就是惠威的传统强项，手机方面我们也接上了。

实际上我们的产品是跟着音源在走。我们也不断

的调整自己来跟上潮流并且融入到老百姓当中，

希望惠威不被潮流淘汰。

Q：那您对这个行业未来的预测是怎么样

的袁 您觉得未来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是什么样的

厂商才能够在这个行业生存并且发展呢钥
Y院数字家庭袁智能家居遥 让人们的生活变

的更加简洁的袁或者音乐袁播放音乐的系统袁结
合最流行的各类终端袁必然会成为未来的潮流遥

Q：谢谢您！

Y：谢谢！

姚洪波先生比笔者想象中要和蔼可亲很

多，但是还是可以在访谈中感受到他犀利的眼

神和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场。姚先生会照顾到大

家专业方面的知识，深入浅出的回答问题。我们

也因此更能够深刻的理解到惠威的过去和未

来。最后，感谢姚先生百忙之中抽空接受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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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音源潮流，融入老百姓
要要要惠威总裁姚洪波先生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