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IDC 披露，2014 年中国智

能手机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上升。

过去几年，三星在智能手机市场约

占 30%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苹

果以 18%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但

上述数字正在逐渐下降，以去年第

二季度的数据为例，三星手机下降

为 25.2%，苹果手机降至 11.9%，华

为的业绩排名第三，占市场份额的

6.9%。排名第四的是中国联想，占

市场份额的 5.4%。

目前，三星和苹果智能手机仍

然占据着市场市场的主导地位，但

已经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其他品牌的

压力———这些品牌大部分来自中

国，主要有：华为、联想、小米、酷派、

中兴、TCL 和 OPPO。 殷小 文

国
产
智
能
手
机
市
场
份
额
持
续
攀
升

业产车汽动电国我

16

导 读

在传统汽车领域，中国自主品牌车企每况愈下，人们寄

希望于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纯电动汽车能够实现“弯道超

车”，并认为这将是中国汽车工业未来能够赶超世界先进水

平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电动汽车的技术路线与传统汽车的内燃机技术路

线存在根本的不同，是一个全新的路径。国外汽车企业在发

动机、变速箱等核心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国可能较前

沿技术落后几十年。但在纯电动汽车的电池、电机和电控等

核心零部件方面，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并没有落后太多。因

此，中国可以越过传统汽车的技术壁垒，直接发展电动汽车

是大有可能的。

二是电动汽车在全球来看也是一个新兴产业，各国都

处于发展的初期，而且中国在该领域起步较早，产业发展规

模位居世界前列。据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太阳能和氢能研究

中心(ZSW)的一项研究表明，截至 2013 年末，全球电动汽车

(包括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销量超 40 万辆，美国、

日本和中国居销量榜前三位。美国以 17.4 万辆高居榜首，

日本和中国分别以 6.8 万辆和 4.5 万辆位列第二名和第三

名。欧洲各国紧随其后，荷兰的销量达到 3 万辆。

三是电动汽车产业符合全球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

趋势要求，政府对电动汽车产业发展采取鼓励和支持措施

是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目前，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国家的政

府都对购买电动汽车进行补贴。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和魁

北克省的政府为电动汽车的驾驶者提供 8500 加元的补贴，

英国为插电式汽车提供 5000 英镑的津贴，美国联邦政府为

购买插电式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提供高达 7500 美元的税收

抵免。这意味着，与传统汽车产业不同，中国亦可通过采取

一系列产业保护和扶持政策来推动本国电动汽车产业发

展；通过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推进自主创新掌握产

业核心技术，逐步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完全有可能

顺利实现“弯道超车”。

四是由于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中国发展电动汽车的

愿望在世界各国中最为强烈。传统汽车的大规模利用加剧

了中国的能源与环境危机，中国石油表观消费量 2002 年为

2.24 亿吨，2012 年达到 4.92 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由 2002
年的 31%，上升到 2012 年的 58%。石油消费增长的一个关

键支持因素是汽车保有量持续上升，2002 年中国汽车保有

量 2000 万辆，2012 年达到 1.2 亿辆，11 年增长了 5 倍。同

时，中国汽车的石油消耗量已经高达石油消耗总量的 1/3
以上。伴随着石油消耗的快速增长，传统汽车对环境的影响

和破坏也在日益加剧，2012 年，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

《2013 年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公布了 2012 年全国

机动车污染排放状况。年报显示，2012 年，中国的汽车保有

量为 1.08 亿辆，已连续四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

国，机动车污染已成为中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是造成灰

霾、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其排放的 NOx 和颗粒物

（PM）超过污染物总量的 90%，HC 和 CO 超过 70%。由于机

动车大多行驶在人口密集区域，尾气排放直接影响群众健

康。能源和环境压力正在制约传统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必

须寻找清洁的替代能源。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而言，即使世

界其他国家没有动力搞电动汽车，中国也是要坚决大力发

展电动汽车的。试想，如果中国的人均汽车拥有量达到目前

美国的水平（美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目前排在世界第 25
位），每 1000 人拥有 439 辆汽车，那么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将

超过 5 亿辆，而截至 2010 年,全球汽车保有量才 10 亿辆，

就算达到千人 140 辆的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汽车保有量

也要在目前规模上翻番。

因此，发展电动汽车已刻不容缓，要上升到国家战略给

予导向和扶持。只要能坚定方向、内向发展、抢抓时机，大力

推进，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应是大有可能的。

殷欣颜摘编自叶工信国际快讯曳

笔者认识一位家电维修同行，在他

那儿目睹了一桩怪事：对用户送修的家

电产品，这位同行向用户问明情况后，从

不当场验机，让用户过两天来取，或留下

电话号码，等候他的通知。碰到较真的用

户，非要他当面检修，他却宁肯不挣这份钱，也要找个理由放弃

这维修的活儿。

谈起“不验机”来，笔者回想起十多年前自己吃过的一次苦

头。有一回，一位用户送修一台进口收录机，主诉收音不好，笔

者没有验机就匆忙收下了。经过检查，该机的故障现象是收音

部分的调频波段异常，是由收音机的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导致

的。没费多大功夫，故障便被排除。开机试听调频广播半小时，

収感觉 录机的音质挺不错，于是便拿出自己珍藏的一盘原装音

乐盒带，想借机欣赏一下。岂料，将带子放进带仓后，按放音键，

磁头滑板上升一半便又退回，无法放音。见状，笔者立马打电话

告知用户。用户听后很惊讶，回答该机除了收音有故障，其他一

切正常。事情咋搞成这样呢？自己只是动了收音部分的波段开

关，录放部分毫发未动，其故障肯定与自己无关。是用户讹我？

细想一下也不会。也许用户的收录机，平日多半用来收音，很少

放带，时间长了，自己也不清楚录放部分存在故障。要怪就怪自己吧，谁

让自己当初没有当着用户的面，验证一下收录机的各种功能呢？事情只

能是哑巴吃黄连，免费再帮用户维修录放部分的故障。该收录机的放音

组件，不是手动机械式操作，而是轻触键，磁头滑板是电动式，维修难度

甚大，笔者从晚饭后开始，一直忙活到大半夜，总算修好。基于此次教

训，笔者在以后的家电维修中，收到活后，都要当着用户的面，对故障机

做一个全面检查，这样做虽然有点儿麻烦，却免除了后顾之忧。

我以自己的亲身教训，告知同行不验机的弊端，他只是对我笑笑，

不言不答。同行为何不验机？笔者对此，顿生一头雾水。果然，事情日后

闹出变化。某天，笔者路过该同行的门前，想进去小坐，岂料屋易其主，

该处已换成了一家小卖部。店主告诉我，家电维修部已于近日搬走。问

其原因，店主说据左邻右舍反映，该维修工与用户时常发生纠纷，前不

久，一位电器用户同他打了一架，这位用户家的电源插排坏了，误认为

是电暖器出了故障，便拿去让他维修，修罢拿来家还是不通电，原来是

自家电插排内的一根线开焊了，白让他坑去 40 元钱。听完店主的一席

话，笔者这才恍然大悟，同行不验机的行为，大概也是源自一种生财之

道吧。大凡搞家电维修的，都会明白，用户送修的家用电器，有一些其实

并非真是故障机，有可能是家里的供电插排有问题，也可能是自己操作

的不当。例如，有一位用户让我帮她修机顶盒，经检查机顶盒一切正常，

原来是她将机顶盒和电视机的信号连线插错了地方，与一些普通的家

庭用户常年打交道，此现象笔者早已司空见惯。

蚂蚁就是蚂蚁，大象就是大象，从事家电维修，要讲究实事求是，要

恪守诚信，要对用户负责任。绝不可为了逐利，肆意夸大故障，更不能昧

着良心，把无故障说成有故障。上面提到的那位同行，家电维修技能的

确很优秀，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实力吃饭，何以如此这般？看来，搞家电维

修，不能光讲出色的技能，更要讲端正思想，讲道德、操守、职业底线。同

行之道虽暴露在个别人的身上，却应当引发我们每一位家电维修工好

好地进行思考。 殷青岛 宋国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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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互联网电视（GITV）与小米

达成全面合作，全新发布的小米小盒

子采用银河互联网电视管理和运营

的中央银河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

台，包括节目集成和播出系统、EPG
管理系统、客户端管理系统、计费系

统、DRM 数字版权保护系统等系统

等。依托央广 TV、江苏网络电视台和

电影网等众多内容服务平台汇聚的

优质内容资源，有超过 14 万小时的

海量高清正版内容将呈现在小米用

户眼前，使小米小盒子的内容量比上

一代提升 64%。

银河互联网电视有限公司是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江苏广播电视总

台、爱奇艺、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共

同发起设立的互联网电视运营公司，

受国内七家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牌

照方之一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委托，

负责“中央银河”互联网电视集成平

台和“央广 TV”内容服务平台的运行

管理和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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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否 实 现“ 弯 道 超 车 ”
题 目 版别

纵览 4K 视频播放器 04
海尔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故障检修 07
门座起重机变幅变频器故障分析 08
对网络电视机设计的几点建议 09
采用固态继电器的输出过压保护电路 10
对温度控制灵敏度与控制精度的探讨 11
基于 AD7180 的视频解码模块在新媒体设备中的应用 12
玩转 RTL2832U 电视棒 13
金正 DVD-RW13 硬盘刻录机 14
交直两用小胆机 15

银河互联网电视与小米达成全面合作

八大彩电巨头联手成立电视游戏内容联盟
1 月 10 日，电视游戏开发者同国内 8 大彩电厂商游戏部门负责人齐聚深

圳，成立了电视游戏内容联盟，合力推动电视游戏破冰，集众家之力实现单款
电视游戏月流水破百万的目标。

联盟的成立无疑对电视游戏的落地起到了推动作用。彩电厂商和 CP 共
同努力，以“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态势，使电视游戏在 2015 年驶入快车
道，其未来所能创造的前景不可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