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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TD 终端高中低端产品布局合
理，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产品已为市场消费
者所接受，其未来市场将会进一步扩大。 截
至 2011 年 7 月，TD 终端产品库累计产品达
630 款，其中手机达到 317 款。 ”日前，中国
移动终端公司总经理吴唯宁向记者透露，
“今年下半年国内外各大终端厂商将陆续推
出多款 TD 终端， 其中也不乏有像 Samsung�
S2、Moto�870、Nokia�T7、HTC�Z710t、 黑莓
9788 此类的高端旗舰手机，TD 终端大规模
的上市也势必会在市场上掀起一股前所未
有的浪潮。 ”

随着移动互联网越来越受到用户关
注，终端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竞
争因素。 而 TD－SCDMA 作为我国第一个
自主知识产权的 3G 无线通信国际标准，
其终端的发展始在经历了诸多艰难与磨
练之后，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黄
金时期”。 终端市场形成 TD、WCDMA、
CDMA2000“三足鼎立”的局面。

联合厂商丰富终端资源

从最初仅有 8 款终端艰难的开始，到
现在包 括 Samsung、Moto、Nokia、RIM、 华
为、中兴、联想等国内外手机“大佬”们的
纷至沓来， 纷纷在 TD 终端市场“亮剑”，
TD 终端市场着实走过了一条坎坷的道
路，庆幸的是，现在它已经进入了前所未
有的“繁华盛世”。

2008 年，中国移动以 6 亿元 TD 终端专
项激励基金联合研发项目第一次向 TD 终
端研发伸出援手。 随后的几年中，各大手机
厂商开始共推针对不同消费群的高、 中、低
端 TD 手机产品，并致力打造 TD 终端的高
端旗舰终端。 此举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据资料显示， 今年头 7 个月，TD 终端全国
共售出 1523.5 万部， TD 终端用户规模突
破 3500 万。 而这个数字在下半年还会大规
模的增长。而在这数字的背后是国内外包括
诺基亚、三星、LG、摩托罗拉、HTC、索尼爱
立信、RIM、联想、宇龙、中兴、华为等主流品
牌在内的超过 50 多家的 TD 手机厂商的支
持。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TD 技术
论坛秘书长时光认为，中国市场目前有 9 亿
手机用户，中国移动用户总数超过了 6亿，随
着用户从 2G到 3G的转移，以及功能手机到
智能手机的转移，TD 终端的潜在市场规模
相当可观， 这也是中国移动在独家运营 TD
的局面下能够成功撬动产业链推动终端快

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摩托罗拉移动技术公司
资深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孟樸则认为，作
为中国自主研发的 3G 网络制式， 与中国移
动的合作对于摩托罗拉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移动这些年的大力推动下，TD 终端
现在爆发出的市场潜力不容任何一个手机
厂商忽视。 据了解，除摩托罗拉在今年下半
年将陆续发布 MT620、MT870 两款明星 TD
终端之外， 其他厂商总数多达数十款的 TD
新机型也将在未来在市场亮相。

Blade�U880 是中兴通讯于今年 6 月推
出的 TD 明星机型，“目前， Blade�U880 单月
发货量已突破 20 万台，在淘宝、京东商城等
电子渠道广受追捧。 其中，在京东销量跃升
手机销量排行榜第 4 位，在各大制式的安卓
智能手机中荣登第一宝座。在京东的顾客反
馈中，Blade�U880 的顾客好评度高达 98%。 ”
中兴通讯 TD 终端产品总经理王勇如此评
价，目前 TD 终端市场也已经进入一个百花
齐放的繁荣阶段。

TD 终端“芯”的强大

在 TD-SCDMA 技术标准的产业化、
规模化和国际化进程中，有芯片核心技术
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为 TD 终端
的关键在于 TD“芯”。 而在早期 TD 市场
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国际芯片厂商往往
在市场规模大小，技术标准成熟度，投入
产出比等问题上犹豫不决而保持观望，直
接影响产业链的迅速发展。

而目前来看， 在经过长期的研究与努
力， 与其他同等级的通信制式芯片相比，TD
终端芯片无论是在通信能力， 还是在稳定
性、集成度、功耗、工艺等关键指标已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截至 2011 年 5 月底，TD 芯片
产品出货量累计已超过 4500万片。

“TD其演进技术非常好的， 有着广阔的
前景，相比于WCDMA有非常多的优势。 特
别是在功耗上，TD芯片采用的是 TDD 的技
术， 语音通话的时候，TD 的功耗确实比
WCDMA要好。 另外一个因素是目前看到TD
版本手机的价格要比WCDMA的手机要便宜
一点，因为WCDMA需要向高通支付专利许
可费， 此外这样才能让消费者能够用上性价
比非常高、非常方便的智能手机。 ”Marvell全
球研发和市场副总裁 Ivan�Lee这样认为。

笔者也从中国移动了解到，目前 TD芯片
技术、 工艺水平大幅改进，9mm以内的全球最
轻薄的直板机型也将上市。 同时，TD手机性能
稳步提高， 今年的各类 TD机型的平均连续无

故障时间超过 400小时， 最高的超过 800 小
时，已经超过国际顶级运营商通用标准。

TD 终端产业稳步前行

诚然，随着 3G 时代的到来，移动通信产
业已经从传统的移动电话时代跨入了移动
互联网体验时代。 而在现今的国际移动通信
形势格局下，我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 3G
国际标准 TD－SCDMA，作为自己家的“孩
子”，其何去何从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通信产业的技术变革以及运营商
的全心投入，3G越来越成为用户接入移动互
联网的第一选择。 TD-SCDMA 作为中国自

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无疑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领导角色。 ”诺基亚负责全球销售的执行
副总裁赵科林表示。 目前来看，TD-SCDMA
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终端， 这是
业界普遍的共识。 而 TD终端发展到现在，无
论从外观样式、性能质量以及发布时间、市场
价格等各个方面，消费者也是有目共睹。

联盟秘书长杨骅则认为，2011 年注定是
TD 终端高速发展的一年。 中国移动的 TD
网络已逐步完善， 用户对于 3G 的理解更深
刻，产业链方面有多样化的芯片与终端产品
的支撑。 TD终端高中低端产品布局合理，竞
争力也不断增强， 这对推动 TD 产业链发展
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转载自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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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终端市场“百花齐放”，或将爆发式增长
中国移动撬动 TD 产业链快速发展

“搭公车刷手机、逛超市刷手机、付水电
费刷手机……这些已不再是梦想。”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教授吕本富如是说。“以后，市民
不用再为搭公车找零钱而烦恼， 不用再为忘
记带钱包而烦恼， 也不用为大热天排队交水
电费而烦恼，这就是移动支付的魅力。”日前，
央行公示了 12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其中包括
中国移动等通信运营商第三方支付公司。

2011年，国内电子支付业界风头最劲的无
疑是手机支付。由于中国手机普及率较高，市场
环境日趋成熟， 手机支付发展迅速， 且潜力巨
大。 艾瑞咨询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移动
支付市场整体规模达到 202.5亿元， 同比增长
31.1%。 2012年，手机支付交易规模将有望超过
1000亿元。 而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统
计数字， 去年中国移动电子商务实物交易规模
达到 26亿元，同比增长 370%。

如此巨大的市场蛋糕让中国移动等通信
巨头加入第三方支付阵营， 中国移动下属的
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于 7月份向中国人
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提交了《支付业务许可
证》 申请。 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由湖南移
动全额出资成立，注册地为湖南长沙，注册资
本为 5亿元， 由原中国移动九大基地之一的

电子商务基地运营， 公司主要负责运营中国
移动手机支付业务。 中国移动推出的手机支
付业务包括“手机支付”和“手机钱包”两项业
务，其中手机支付主要包括网上购物、公用事
业缴费等远程支付； 手机钱包则主要包括现
场消费。“随着运营商的加入，中国的移动支
付将迎来质的转变。”吕本富表示：“手机支付
将成为中国人最常用的支付方式， 并将向公
共领域扩展。将来，我们出门只需携带一部手
机，就能解决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支付问题。 ”

除了运营商， 觊觎电子支付这一庞大市
场蛋糕的还有银行、互联网门户、大型商业企
业等。 支付宝、财付通和快钱等，早已经开始
跑马圈地。 不过，有专家指出，运营商将成为
整个行业的主导者，甚至将垄断这个行业。知
名市场研究公司 ABI�Research 副总裁杰克·
桑德斯指出， 中国移动等运营商最大的优势
就是其数量庞大的用户群和较为完善的网
络。 运营商只要将手机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
一个标准的支付平台。 用户用于支付自己消
费的产品或服务的资金可以从手机费用中扣
取，以小额支付为代表。而这种模式的特点是
银行不参与支付活动， 用户直接与移动运营
商接触，技术成本比较低。 ■吴辰光

手机支付将成最常用支付方式
移动支付市场有望迎来“寡头时代”

绥宁移动在全县 25 个乡镇开展的“中国移动文艺巡演”送戏下乡活动目前已举办 23 场，吸
引了大批农民朋友到场观看参与。 活动期间发放礼品 500余份，农民朋友购买移动 TD 座机、3G
手机等 1000余台。 ■张璨

国家重点扶持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TD受到越来越多国人的支持。 图为模特展示新款 TD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