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的车联网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互联网巨头频频发力，传统汽车制造商开

始集思广益，车联网硬件新品百花齐发，本文

盘点了过去一年汽车产业的那些事。

2014年，车联网向前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
代，由于互联网公司这群“野蛮人”的进入，

产业内呈现出一片蓝海景象。就这一年互联网

巨头们在车联网诸多细分领域的布局来看，地

图无疑是下一个汽车时代的信息入口。地图的

硬件载体是导航，服务载体是 O2O，互联网巨
头公司通过收购、投资等手段占据了地图入口，

但是后续的一些服务与硬件生产并非其所擅长。

所以，笔者认为，未来初创型企业的机遇会在

整合服务部分。并且，接下来的几年，车联网

趋势将会呈现以下三点：第一，在更加强大的

网络支撑下，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事物，

包括硬件之间、软件之间，将会实现互联互通，

随着时间这种互通功能将会越来越强。第二，

车载终端将会使得用户与车厂、与保险公司等

进行更加直接、更加便捷的沟通。第三，车服

务也将变得智能，汽车将会作为人生活的又一

必要空间出现。

2014年五花八门的车载智能硬件竞相发
布，OBD、HUD、车载地图、车载空气净化器
……其中最为普遍、同时也最受争议的一款产

品非 OBD莫属，并且 OBD还一度被大家推崇
为车联网的下一个硬件入口。腾讯也不甘示弱

地推出了路宝盒子，并于 12 月份发布“ i 保
养”，号称可以免除满足条件的用户全年保养费

用（后来据相关媒体验证并非那么简单）。互联

网开始做 OBD等硬件产品后，便会迅速将这
一市场杀成红海，传统硬件企业陷入惊慌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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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很有可能变成了传统车联网硬件企业的商机，通过制

定统一的标准，使任意的车联网服务商能够为不同的车提

供服务，只要用户的车载智能硬件符合这个统一的标准就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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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的 Android系统，照搬到车机端后用户体验大打
折扣，因此，打造一款能够从最低层彻底拯救车联网的、

专属汽车的车载系统的争夺战也悄然打起。笔者认为，从

之前苹果造智能手机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车载系统需要创

新的、适合汽车端的 APP应用的支撑才能够保证用户体验
与用户黏性，如何刺激应用开发者们开发出更多的此类应

用，将会成为接下来几年苹果、谷歌，乃至更多巨头们考

虑的重中之重。

“互联网汽车”、“IT汽车”、“信息汽车”、“汽车
2.0时代”等等新名词在 2014年被人们提及，我们看到小
米、乐视、博泰等大公司纷纷步入了汽车行业，而传统的

汽车制造厂也与行业外的巨头企业联手发力，在无人驾驶

技术上暗自较劲。同行之间除了竞争关系，在接下来一段

时间，还将出现共同合作，打造一个新的生态圈的新局面。

业界的边界已经逐渐变得模糊，跨行业合作已经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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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 叶智慧产品圈曳 供稿

2014 年智慧家庭行业进展飞速，各
类围绕着智慧家庭的智能硬件新品层出

不穷，云平台的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

现。本文盘点了过去一年智慧家庭产业所

发生的那些大事件。

智慧家庭产业不是单一产品可以玩得

动的，它更注重的是内容和服务。谁拥有云

端平台，获取足够多用户的行为数据，谁就

将在未来产业发展中拥有更高的话语权，

因此无论是传统设备厂商、互联网厂商、智

能硬件企业都纷纷争做家庭云平台，欲构

建以自己为中心的智能家居生态圈。但当

前智慧家庭标准协议不统一，各厂商品牌

的产品没法互联互通，构建满足用户需求

联动的应用场景，同时云与云之间没法互

通，大家各自为政，智慧家庭必将经过一番

大浪淘沙的洗礼，最终剩下一个或者几个

大型的拥有较强实力的云平台，支撑产业

快速发展。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将是智慧家

庭产业真正爆发的时代。

针对智慧家庭、智能硬件万亿级别的

市场规模，来自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厂商都

纷纷瞄准了这个市场，借助自身不同的优

势展开布局。其中传统的家电设备厂商如

长虹、美的、海尔等也都在进行产品功能

的转型升级，然而格力董明珠将小米和美

的称作“两个小偷”一事，也反映了传统制

造企业进入互联网、物联网时代的焦虑。

ARM推出的软件平台和系统以简化

并加速物联网产品的开发与部署，基于这

个mbed物联网设备平台，能够让所有的
设备实现互通并接入各种云端服务。除了

IP厂商 ARM从芯片底层技术出发，实现
智慧家庭、物联网的互联互通外，芯片厂

商高通的 AllJoyn技术从通信网络技术开
发层面出发，能够实现洗衣机、空调、电饭

煲等不同设备之间的沟通互联，还有各种

无线通信模块的厂商与家电厂商、云平台

厂商等合作，开发 ZigBee模块、WiFi模块
等，通过模块在设备的应用实现不同厂商

品牌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如果是在 IP、
芯片层面实现各种设备间的互联互通，那

么将会带来硬件方案的更新换代，不过当

前很多是在软件层面、云端做文章，这种

方式貌似更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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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调研机构的数据显示，当

前 LTE终端平均价位跌入 2,000元以内，
2,000 耀3,000 元档位产品持续热销。
2015 年中国实体渠道分制式手机中，
4G终端销售规模占比将达 70% (3G 占
比突破 70%用了三年)，4G最先普及的
群体是中高端用户以及对网速有需求的

群体如互联网 &IT业者，产品功能和用
户体验受到购机用户越来越高的重视。

现如今 4G已经进入了 64位发展的新阶
段，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终端性能和用

户体验更高的要求，进一步加速高性价

比 4G LTE 智能手机的普及，实现
“smart life and smart lifestyle”的美好
愿景，全球领先的芯片提供商 Marvell在
前不久召开的“Marvell ‘超凡双生 芯
智全球’新一代 64位 4G LTE新品发
布会”上推出了两款全新的 64位 4G方
案———ARMADA Mobile PXA1908、
PXA1936（如图）。

PXA1908主要面向中低端的大众市
场，支持 720P屏幕和 800万像素摄像
头。该芯片基于全新的 28nm工艺设计，
采用四核 64 位 ARM Cortex-A53 架构
CPU以及先进的功耗管理单元，集成了
定位和 SensorHub技术，以及成熟的 5
模 4G LTE调制解调器技术。相对于上
一代 1920，在所有的应用场景中功耗都
有明显降低，同时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方

案，在大众常用的 MP3和拍摄场景下，
功耗表 现优势也很明显。

PXA1936主要面向中高端的主流市
场，支持 1080P屏和 1,300万像素摄像
头，安兔兔跑分高达 35,000 分。PX原
A1936 SoC采用八核 ARM Cortex-A53
芯片 CPU，能够提供先进的图形和安全
功能、高性能图像处理能力以及集成的

SensorHub 功能。其与 PXA1908 SoC
在软件上完全兼容，从而使 OEM 和

ODM能够快速无缝地推出高性能八核手
机。“这是一个真八核芯片，我们采用

了 GTS八核调度的处理方法，调度器会
更智能地进行任务调度，将轻负载任务

调度到小核处理，重负载工作移交给大

核，从而达到性能和功耗的最优化配置，

充分发挥出八核所带来的性 能。”Mar原
vell全球副总裁李春潮 (Ivan Lee) 先生
说道。电池功耗方面，无论是大核还是

小核的电池功耗，它都比竞争对手的同

类产品要低 20%耀25%。
两款产品都采用了 Marvell成熟稳定

的五模 LTE解决方案，都支持目前流行
的通信协议，包括 TD-LTE、FDD-LTE、
TD-SCDMA、 WCDMA 和 GSM，具有
非常高的系统复用性，终端厂商采用共

享开发的方式，在 1908终端的基础上，
可以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推出更高性

能的 1936终端产品。此外，这两款产品
都集成了 OmniVision的 ISP算法，能够
支持未来三年摄像头的功能需求。除了

1908和 1936的普通版本，还将分别推
出高性能的 PRO 版本———PXA1908pro
和 PXA1936pro。 1908pro 相比 1908，
将会提供更高的 CPU 和 DDR 主 频；
1936pro 相比 1936，不仅有 CPU 和
DDR 主频的提升，CPU 达到 1.8GHz，
摄像头也可以支持到 1,600万像素。

Marvell 自 2006 年进入手机行业，

与黑莓合作推出了世界安全性最高的手

机以来，不断加大在移动产品的布局和

投入，在 3G和 4G时代都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

“其中在 4G移动产品的布局，基带
方案上有 PXA1801 和 PXA1802，1802
在 2013年 6月就通过了 CTA和中国移
动的测试；大众市场有 PXA1920 (业界
首款 TD-LTE SoC) 和 PXA1908芯片产
品；主流市场有 PXA1928和最新的 PX原
A1936。明年我们的产品将具备载波聚
合技术，目前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

展开了深度的合作。

七八年前 Marvell首次进入到移动通
信领域，携手中国移动共同开发了 TD-
SCDMA手机，也是首家推出千元以内的
TD-SCDMA 3G手机方案的厂商；2013
年 Marvell再次携手中国移动，推出价
位在 1,000元人民币的 TD-LTE 4G 手
机解决方案；今天我们发布了 64位四核
和八核的新品，希望与中国移动等世界

各国运营商、生态系统上其他的合作伙

伴包括方案设计公司、终端公司等一起

推动实现全球 4G 五模手机的普及，将
TD-LTE手机的价位推到 399元人民币
的价位。

TD-LTE 是能够使 3G 持续地拥有
生命力的最好的过渡和支撑的技术。去

年年底酷派推出的千元 4G 手机采用的
就是 Marvell的芯片，今天 Marvell推出
的这两款芯片，能够支持低于 400元的
五模十三频的 4G 手机。到今年年底中
国移动将完成 70万个基站建设，4G 用
户规模将达到 8,000万户，预计 2015年
将完成 100 万个 4G基站建设，4G终端
销售 2亿部，4G用户计划达到 2.5亿。

Marvell PXA1908/PXA1936
助力 399元 64位 TD-LTE智能手机快速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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