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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4月1日起，由东芝集团企业东芝照明（福州）

有限公司向市场推出亮度相当于白炽灯40W

的5.5W LED灯，新品型号有两个，分别是暖白色灯

和日光色灯。株式会社东芝执行役常务兼中国总代

表田中孝明也亲临发布会现场并讲话。

此次发布的LED灯的特点，可以列举如下：

1.节能性（在筒灯等灯具的同亮度使用状态下，相

比40W白炽灯可以节省86%的消费电力）2.长寿命

（在光通维持率70%时，25000小时）3.高品质（光

中不散发紫外线，红外线）4.散热性（优异的散热

性能确保长使用寿命）

在新品发布会上，东芝与中国照明电器协会还

东芝LED照明产品登陆中国市场

 东芝LED照明新产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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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举办了“中日LED照明技术交流会”，中国照

明电器协会窦林平副秘书长作了“关于中国LED

市场分析与发展方向的报告”，中日双方的专家

就最新的LED照明技术做了交流。

在中国倡导节能减排的大环境下，在照明领

域，更换白炽灯的活动也是备受瞩目。比起节能

光源，LED照明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小，过多的点

灭也不会影响寿命，不排放紫外线等优点。东芝

希望通过把最新的节能照明技术带到中国，不断

扩大以LED灯为代表的LED照明系列产品。

3月17日，东芝集团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

放，终止了普通白炽灯的生产业务。作为东芝业

务发祥之一的白炽灯产品也在走过了120年历程

后，退出了舞台。在全球节能的大趋势下，东芝

集团除在日本本国外，2009年度增强了全球营

销的体制，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新设了营业

网点，希望在2015年，全球LED业务达到3500

亿日元，2020年达到10000亿日元。

东芝照明到目前为止，在制造销售荧光灯的

同时，还在照明设计方面展开业务。作为实际成

绩，如北京中关村软件园，郑州市金水路桥照明

设计等。

 LAZONA川崎广场（购物中心）：将荧光灯筒灯改装为     

LED筒灯“E-CORE100”的3楼内部

 The Windsor Hotel洞爷避暑胜地与温泉：对鲜花和绘     

画的照明用了LED通用筒灯

 羽田机场第2旅客候机室大楼：展望台全景——在木质平

台楼梯的上台阶处以3米的间距安装了室外用一线型LED照
明灯具（属于特订规格），以放射出的柔美和谐光感，提醒大
家注意楼梯的段差。

3月23 日，东芝在北京日航新世纪饭店召开的新品发布会上宣布，
正式进入中国的LED照明市场。

 东芝LED照明新产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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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届中国现地法人负责人会议于3月5日在上海

龙之梦大酒店顺利召开，上任后首次访问中国的株式

会社东芝社长佐佐木则夫参加了大会。同时，来自东

芝总部的相关负责人及中国38家现地法人企业负责

人出席会议。

会上，首先由佐佐木社长发布了0 9财年业绩

预测和10年中期计划的讲话，并针对各事业集团

以及中国现地法人今后的业务发展做出了鼓舞人心

的展望。其后，由2家电子元器件现地法人（TELS/

TEMA/TSW）、3家数码产品现地法人（DLTV/TPCS/

T ES S）、3家家用电器现 地法人（T HM /GMCC /

THS）、5家社会基础设施现地法人（THPC/CTC/

DTL/TCE/GTBE）、3家集团现地法人（TDL/杭芝/

TIPH）共16家公司，围绕各公司业务概况、10年中期

第25届东芝中国现地法人负责人会议

计划以及2015年目标发布报告，分别与佐佐木社长展

开了气氛热烈的问答，并确定了目标。

株式会社东芝执行役常务兼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

孝明针对佐佐木社长的发言、各项策略的迅速实施、

加强当地信息传播力度、对战略图的学习、对成长的重

视以及具体措施做总结发言后，佐佐木社长进一步指

出深刻理解今天的发言内容、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实践

是现地法人最低限度的职责、并对提高所缺乏的竞争

力与开展具体措施、制定实现2015年各公司目标的路

线图、核心竞争力的定位与强化等做出指示。会议结束

后，现地法人负责人全体人员共同参加了立式晚餐会，

并借此宝贵的机会与佐佐木社长就会议中的议题进行

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① 现地法人负责人会议现场

② 株式会社东芝佐佐木则夫社长发言

③ 会议现场

④ 晚餐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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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中国的CSR重要活动之一，东芝公司和中国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已经成功地共同举办了2届

面向师范大学学生的“东芝杯中国师范大学师范专业

理科大学生教学技能创新实践大赛”。3月15日下午，

双方就2010年的大赛的举办签订了新的协议。教育部

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张秀琴司长，株式会社东芝执行役

常务兼东芝中国总代表田中孝明分别代表双方签字。

新的协议规定自2010年起的大赛改称为“东芝杯中国

师范大学理科师范生教学技能创新大赛”（以下简称大

赛），比赛规模也由以往的12所师范大学扩大至面向40

所师范大学的全国规模大赛。

大赛的宗旨是培养优秀的理科教师、因此大赛是

面向师范大学理科专业（数学、物理、化学）的三、四年

级学生，希望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他们能够在未来的

工作中培育更多的人才，为中国科学的自主创新发挥作

东芝和中国教育部共同举办教学技能
创新大赛将扩大至全国规模

用。参赛学生要考虑如何在教学中能够使中小学生切

身体会到科学就在自己的身边，通过学习科学带来的

乐趣，以及科学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的作用等等，通过

参赛学生制作具有自己独创性的、钻研性的教案、并进

行模拟授课的方式进行比赛。

大赛是由教育部统一安排运作，由东芝作为赞助

商给予支持。2008年度的大赛决赛获奖者在去年四月

到日本进行了研修旅行，2009年度的研修旅行也将于

下个月实施。2010年度的大赛从2010年5月份开始，首

先在各个参赛学校的数学、物理、化学三个专业的学生

内进行预赛。预计于2010年10月进行决赛。

 大赛实施细则签字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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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五届中国平板电视市场发展高层论坛在

北京隆重举行。本次高层论坛由中国电子商会、中国电

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汇聚了TCL、海信、长

虹、东芝、夏普、松下、三星、SONY等国内外主流平板

电视制造企业及国美、苏宁大型家电连锁渠道，工业和

信息化部相关政府部门领导、业界专家等共同参与。

大连东芝电视有限公司总经理川上亲久与会并发

表了题为：“科技演绎世界之美”的精彩演讲。在解析

东芝液晶电视中国市场发展之路的同时，对东芝液晶

电视领先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进行了深入的讲解。在东芝

“半导体技术”和“数字技术”双核心技术的作用下，

东芝的图像处理技术一直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而川

上总经理此次又再次强调了“将会以高画质作为终极

目标，开发出纯粹的高画质产品，来真正满足客户的

内心需求，以扩大中国的市场占有率。”的长期战略决

心。

川上总经理着重介绍了东芝最新的LED电视及其

技术特点，并对东芝液晶电视的未来规划作了详细阐

东芝液晶电视厚积薄发
——欲占外资品牌20%的市场份额

述：“从2010年开始，东芝将按照每半年为一个周期，

生产更多新的产品（特别是LED电视方面），会加入更

多新功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此外，从近

期东芝推出（SV650、ZV650、XV650）三款不同级别

高性价比新品的市场热销成绩中不难看出，东芝已为

实现年销量达到09年2.5倍的目标，并在外资品牌中占

到20%的市场份额做好了最充足的准备。

 东芝荣获“2009年度中国平板电视精品”奖

  东芝LED液晶电视XV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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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以领先创新为产品理念的

东芝液晶电视， 2009年凭借“超解

像”技术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

在强手如林的日本本土市场份额高

达24%，而在中国市场东芝三大系

列液晶电视销量也保持了平稳的增

长。2010年东芝将携更多更高端技

术的东芝液晶电视产品竞逐彩电市

场。

2月2日，东芝液晶电视将代表

旗下最前端技术的LED电视产品第

一时间带到中国，并专门在上海举

办了一场生动详实的顶尖技术说明

会。在秉承以往画质及音响领域技

术领先性的基础上，东芝液晶电视

此次重点介绍了代表东芝REGZA

电视系列中最前端技术的液晶电视

产品——东芝CELL REGZA液晶电

视，其处理器技术由东芝、IBM及其

它主流厂商共同研发，数据处理速

度能够达到目前电脑双核处理器的

10倍，现有液晶电视芯片的 140倍

以上。而东芝液晶电视则是首次将

CELL处理器技术应用于液晶电视

的彩电企业。东芝CELL REGZA液

晶电视使用1920x1080分辨率，55

英寸LED背光液晶面板，采用超过

4600颗的LED二极管，通过东芝自

主研发的控制系统，分成500多个区

域进行单独精密的亮度控制，可实

现500万：1的动态对比度。拥有“超

级心脏”的东芝CELL REGZA液晶

电视不但能够实现完美的画质，在

支持播放网络视频、播放网络视频

时也将“超解像技术”能力给予了

充分的体现。这些高画质的技术将

成为东芝未来技术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未来向中国市场推出的产品将

涵盖东芝全部的技术理念。在说明

会现场，东芝CELL REGZA液晶电

视多种功能的展示完美画质和视

频、2D转变为3D等能力博得了现场

目光的聚焦。

2010年平板电视由于LED发光

技术的应用，极大的提升了液晶电

视性能，外观也更为纤薄。东芝顺

势推出了全新SV650系列LED电视

系列，不仅搭载了数字电视一体机

功能还配备了“超解像”技术，将普

通的标清信号瞬间处理为高解析度

的逼真画面效果。在消费者更关注

专注画质 东芝REGZA
——携高端技术竞逐2010年液晶电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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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芝CELL REGZA液晶电视技术说明
会展示

 东芝CELL REGZA液晶电视技术说明
会现场

 株式会社东芝本村裕史先生介绍CELL
处理器

 日本权威影音评论家山本浩司先生评价
东芝电视

的护眼功能中，东芝研发的“智能全

感系统”，也达到了非凡的效果，包

括时下热销的ZV650C、XV650C两

大系列液晶电视产品还具有杜比音

效、海韵边框、齐全的连接功能等，

均让东芝液晶电视的高性价比再次

得体现。著名家电专家、中国电子商

会副秘书长陆刃波对东芝液晶电视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东芝液晶电视在

画质技术提升极具创新意识，并且

不断的将它们的理念变为能够看到

的技术。而这些技术的研发都是本

着消费者的切身需求，如“超解像”

技术将表情信号的高清化、CELL技

术将游戏处理能力运用于电视，令

东芝在消费市场得到了很高的满意

度。(东芝CELL REGZA液晶电视在

中国尚未销售)         （DLTV 石磊）



常州东芝首创最高容量1140MVA变压器顺利诞生

1月，常 州 东 芝 变 压 器 有 限 公 司 ( 下 称

C T C )自主研发 设 计 的安 徽 铜 陵电 厂S F P -

1140MVA/500kV特大容量电力变压器一次性顺

利通过全部试验项目，主要技术指标均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 

该台变压器是CTC有史以来生产的最高容

量的三相一体主变压器，具有技术先进、性能优

越、安全可靠等特点。依托先进的设计理念和

管理手段，在研制过程中，考虑到特大容量难度

大、标准高，公司坚持精细化作业，依靠先进的

设计技术和设计软件保证分析计算的准确性，

精益求精，确保将项目做成精品工程。

 在产品制造过程中，公司将严格选材作

为品质安全保障的第一步，坚持WSS体系运

作，严格控制作业标准规范，同时也加大对外

购部件厂家的品质指导与监控力度。由于主

变容量大、试验电压高，给产品的安全生产带

来了极高的难度。经过紧张有序的试验工作，

1140MVA/500kV主变压器的各项试验项目均一

次性顺利通过，负载损耗大大低于标准值，局放

指标和绝缘耐受能力、温升指数及噪音等关键

指标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确保了

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特大容量变压器的高品质安全达成，产品性能再

次提升到新的高度，保证该产品长期安全运行。 

铜陵电厂主变压器的研制成功，对CTC来说

不仅是对技术要求的考验，也是常州东芝向更高

等级产品实现跨越的有力验证，为未来技术发展

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CTC快速发展的进程中，

公司正在向更高电压、更大容量方面迈进，技术

升级与完善稳步提升，即将建成的超高压UHV

试验大厅，以及即将进行的750kV产品试验和

±500kV直流样机的试制，标志着CTC制造能力

及自主创新取得了重大突破，也标志着CTC始终

稳居世界先进的行列。 

(CTC 承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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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TOSHIBA HOT NEWS

2月，东芝2009年RSNA专家汇

报会议圆满落下了帷幕。本次会议历

经19个城市，参与的各大医院专家达

到1300余人，其中包括来自各省放射

界主委及各大医院院长等重要嘉宾。

与会专家和用户代表聆听技术

演讲，共同见证了东芝医疗的企业发

展。会上多款新品赢得各方专家瞩目。

其中，东芝AquilionONE 320排CT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CT

产品，在本次展会上，东芝公司以其强大的技术底蕴再次将

CT成像设备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倾力推出640层CT。640

层CT以320排超宽覆盖为平台，在基于倍增采样技术基础

上，实现了探测器360度旋转，达到单圈640层图像，真正实

现了CT功能成像从定性到定量的飞跃。东芝还研发出专用

儿科检查CT设备，减少了儿童因过量辐射遭受的伤害。新推

出的东芝平板血管造影机采用了全新的落地多关节式C臂及

创新东芝 超越梦想——东芝医疗2009年RSNA专家汇报会活动

第三代平板探测器系统，融合了全新AIP

图像处理技术及SNRF影像技术，保障了

复杂介入手术的顺利进行，热容量高达

3.0MHu的栅控液态金属管球以及多种

剂量防控技术，打造了复杂介入手术的

绿色平台。在核磁设备方面，东芝医疗推

出了世界上孔径最大的3.0超导核磁，采

用多相位射频发射技术，超静音扫描技

术，128单元一体化接收技术，使图像重建速度达到创纪录

的4400幅/秒。

本次巡展充分展示东芝产品的强大技术特点，通过影

像及在CT展区增设产品影像触摸屏等，使客户可以亲身经验

东芝产品，为参会嘉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TMC 吴爱霞）

修速度，保证维修的效果。根据对用户满意度回访结果，全

年有接近93%的最终用户对东芝提供的维修服务表示非常

满意。

售后服务网络更加广泛。在售后服务网络拓展方面，

2009年在多个城市新设立了授权服务中心，使东芝电脑售

后服务网络直接覆盖的城市达到54个，给各地用户带来了便

捷迅速的售后服务。全天候

开通的800服务热线，2009

年共接听了数十万个客户咨

询来电，及时为广大用户提

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获得

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TPCS 姚莉)

3月12日，由中国电子商会和315TS消费电子投诉网共

同主办的全国消费电子产品售后服务工作会议暨第四届消费

电子产品售后服务评选正式揭晓。东芝笔记本电脑凭借其

优秀的产品品质以及完备的客户服务体系再次获得“2009 

年度计算机行业客户满意单位”称号，这是继07年以来，东

芝电脑第三次赢得此项殊荣，也是唯一外资类计算机品牌

蝉联此项荣誉的企业。同时，东芝电脑亦成为2009年度最

受315TS(315消费电子投诉网)网友好评的十大消费电子品

牌。

东芝电脑的售后服务始终坚持“客户至上、质量第一、

重视市场反馈”这一基本理念，从东芝电脑热线到遍布全国

的东芝授权服务中心的每一位售后服务人员，对每一位尊贵

的东芝客户的服务需求都进行了及时妥善的对应。针对客户

关注的服务周期问题，通过不断扩建各地的备件库来缩短物

流在途时间，有效提升了客户满意度。另一方面，通过对授

权服务中心的业务考核，加快工程师对故障机器的检测和维

荣耀之至   东芝电脑三届蝉联服务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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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芝电梯成功进入2010年世博会波兰馆

上海世博会已进入倒计时。世博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

全面推进。据预测，世博会期间，海内外观众预计将达到7，

000万人次。作为一项在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的盛事，世博

会也成为了众多企业打响自主品牌的绝佳平台。

波兰馆主题为“人类创造城市”展馆面积约3000平方

米。位于世博园区C片区，上海世博会波兰国家馆的建筑表

面充满镂空花纹，看起来好像剪纸一样。波兰是首批确认参

2月2 3日，东 芝发 布具备大容

量、高 效 能 与 环保 节 能 特 色 的 企

业应用硬盘MBF2-RC。新一代的

M B F 2- R C系 列 最 大容 量可 高 达

600GB注1，缔造业界2.5英寸企业级

硬盘最大容量的新记录，并提供硬盘

加密功能给企业用户更多元的选择。

结合了SAS 6Gb/s接口的优异传

输速率以及10,000转速所带来的超高效能，MBF2-RC提供

企业用户在严苛环境下最高可靠性的储存解决方案，非常适

合使用于中型服务器、主流储存数组、刀锋及机架式服务器

东芝推出业界最大容量注12.5英寸企业级小型硬盘驱动器

及其他业务关键应用、低耗能、数据密集

的储存应用领域，具备2.5英寸硬盘的稳

定性及低耗电特性。此外，MBF2-RC可

降低耗电最高达28%。

    (TSDS 刁承文)

1月18日，东芝多功能数码复合机e-STUDIO255/305/

305s/355/355s/455/455s（以下简称“东芝e-STUDIO455

系列”） 继获得BERTL五星产品认证后，再创辉煌，夺得

2009年度BERTL最佳机型（BERTL’s BEST 2009）荣誉证

书。

东芝e-STUDIO455系列采用第三代智桥技术，融入了

复印、打印、彩色扫描和传真多种功能，在同类的黑白产品中

独领风骚。其开放式的平台设计，可实现解决方案与第三方

应用的无缝结合。尤其是对注重性价比的中小型办公用户，

东芝e-STUDIO455系列是当仁不二的首选。

此外，东芝多功能数码复合机e-STUDIO555/655/755 

/855（以下简称“东芝e-STUDIO855系列”）也不负众望，

夺得2009年度BERTL最佳机型（BERTL’s BEST 2009）

东芝数码复合机喜获“BERTL最佳系列机型”奖

荣 誉 证 书。东 芝

e-STUDIO855系

列适 用于大 型办

公环境以及企业

文印中心。

BERTL始建

于199 0年，使商

业设备研 究和测

试实验室。专门为用户提供独立的研究报告和分析。尤其在

打印机、复印机、彩色产品以及软件引用等领域享有很高的

知名度。对于机构内特有的五星评定，是在多众多产品严格

把关测评的结果。只有极少数性能出色，真正满足目标用户

需求的产品才能获得此项殊荣。                （TESS 周君一）

 14th Annual Awardsth Annual Awards 14th Annual Awards 14th Annual Awards 14  Annual Awards 14  Annual Awards

©2009 BERTL Inc. 363 Route 46 West, Suite 100, Fairfi eld, NJ 0700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copying, distributing, or storage of any kind is permitted. 

To obtain a reprint license, call (1) 973-882-0200.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BERTL.com

Paper can be added on the fl y without any job • 
interruptions

Ultra fi ne Toner creates superior image quality in • 
professional presentations, graphics and offi ce 
documents

Control panel displays videos with step-by-step device • 
maintenance procedures

Professional fi nishing options include saddle stitching, • 
booklet making, stapling and hole punch capability

Security features include Scrambler Board, standard • 
Advanced Encryption, Network Authentication and 
optional Data Overwrite Kit 

Best Feature Rich Small/Medium 
Workgroup Mono MFP Series

Toshiba
e-STUDIO455 Series

注1. 硬盘容量按照1GB=1千兆位组为计算基础。照片、音乐、电影及其它档
案格式在硬盘所能储存的数量，仅适用于说明解释的举例参考。个人实际所
能储存的数量，则需视其个别档案的大小和格式、设定、特色、操作系统、软
件及其它可能的影响的因素而有所不同。

加上海世博会国家之一,并且决定建设自己的国家展馆。经过

激烈角逐，“东芝电梯”以良好的服务，过硬的质量和完善的

服务最终赢得了该项目客户的青睐。这个项目使用了东芝电

梯的无机房电梯(SPACEL-UNI)，作为东芝集团的一员，也作

为上海的企业能为世博做出贡献是我公司最大的荣幸。

(TCE 郭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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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2010年1月，东芝复合机再次引领行业销量，

蝉联市场冠军，创造出继2000年起十年连续中国市场占

有率第一的奇迹 注1。随着经济的复苏，产品的竞争也将

更加激烈。长江系列是东芝为顺 应中国市场的需求，于

2006年起特别设计并推出的A3 数码复合机产品，四年

之后，长江系列产品又一次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间。迎新

之际，东芝向中国市场隆重推出了长江第三代系列产品

e-STUDIO181/211/182/212/242（简称长江III），以此来捍

卫东芝在中国市场的领先地位。

众所周知，长江系列产品主要的目标客户为小型企业、

部门以及SOHO用户，这类用户更多地注重于产品的采购价

格与性价比。新推出的长江III全系列产品均标配了电子分页

功能，即使是e-STUDIO181/211的产品，也无需再增加任何

选配件，这无疑大大提高了长江系列产品的竞争力。

作为主要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长江III在一些功能上也

顺应了中国的市场需求。例如将身份证复印功能作为标配，

有效地简化用户在该类应用中的操作，以此来提高工作效

率。

东芝数码复合机长江III红火耀中国

 新 推 出 的 长 江 I I I 高 版 本 的 产 品 ，e - S T U D I O 

182/212/242在实现双面打印的时候，只需安装自动双面器，

舍去了对网络打印卡的要求。这使得双面打印的实现更方便

而低廉。这一改进，可以

帮助用户降低纸张消耗，

为节能与环保做出贡献。

同时，长江III系列采

用了红色的东芝标识。纵

观东芝从1875年成立至

今的135年里，这是东芝

首次在产品上使用红色东

芝标识。以此在产品标识

中融入中国客户对于红色

的喜爱，也体现出东芝对

中国市场的重视。  

 (TESS 周君一)

注1.  据KeyResearch调查公司
于2010年初发行的中国复合机
市场规模动向调查报告显示。

新闻中心 TOSHIBA HOT NEWS

1月8日，东 芝 宣 布 扩大 其 基 于

NAND闪存（基于本公司32纳米MLC 

NAND闪存）的固态硬盘（SSD）模组

的阵容。新SSD阵容包括包含有业界首

款128GB Half-Slim/mSATA 的SG系

列SSD和HG系列SSD。SG系列更适用

于迷你型移动电脑和上网本等各种应

用，而HG系列可提供笔记本电脑、游

戏和家庭娱乐系统所需的超高性能和超强耐用性。新型SSD

样品将于2010年第1季度（1月-3月）推出，量产从2010年第

2季度（4月-6月）开始。

SG系列SSD模组所引进的业界首款128GB mSATA和

东芝扩大32纳米MLC SSD的阵容

Half-Slim超小型模块，是东芝层叠技

术的结晶，适用于迷你型移动电脑和上

网本等各种移动式应用。SG系列SSD模

组最高连续读取速度为每秒180 MB，

最高连续写入速度为70MBps。该系列

SSD设计灵活性更佳，在外形尺寸和外

壳方面均有突破，成功节省空间和成

本：128GB模组的体积仅为2.5英寸标

准SSD的七分之一，重量仅占其八分之一，功耗也只有其很小

一部分。

东芝还将继续推动创新，以扩大NAND闪存市场，并保

持其在这个市场的领先地位。                          (TELS 赵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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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Solid State Drive）

Cool Technology

大家好。这次我们请来了东芝

半导体公司存储器事业部SSD应用

技术部的杉本女士为大家介绍什么

是SSD。有请杉本老师。

杉本老师：大家好。SSD是一

种采用了NAND闪存（以下简称为

“NAND”）的存储设备，它已经在

电脑等多种领域被广泛应用。

 我的电脑里有硬盘（HDD）

和内存，这些都和SSD有什么区别

吗？

杉本老师：与HDD一样，SSD

在电脑中被用作主存储设备。作为

主存储设备，要求其具备容量大，

并且是在关闭电源后数据不会丢失

的非易失性存储设备的特点。虽然

HDD的容量大而且价格低廉，但由

于在读写数据时需要转动盘片和

移动磁头，因此在寻找和到达目标

位置时会造成延迟，而且它还存在

抗震性较弱的缺点。而SSD由于采

用了NAND而没有驱动部分，因此

具备了高速、抗震及抗冲击性强的

优点。

 那 么它 与 电 脑 中 的 内 存

（DRAM）又有什么区别呢？

杉本 老师：所 谓的电脑内存

（DRAM），虽然它的速度非常快，

并且可以改写任意大小的数据，但

它却是一种一旦断电就会丢失数据

的易失性存储设备。因此，电脑内

存主要被用做程序执行以及主存

储装置的缓存（临时存放信息的地

方）。

 SSD和SD卡的区别又是什

么呢？它们采用的都是NAND。

杉本老师：SD卡是一种被广

泛应用于数码相机等产品中的可移

动介质。虽然都属于非易失性存储

设备，但SD卡却并不具备能够顺利

运行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所需要的

容量大、速度快等特点。

 那么，SSD的内部构造是什

么样的呢？

杉 本 老 师 ：首 先 来 看 一下

NAND闪存。除了采用了2值的产品

以外，最近在市场上还出现了通过

采用多值技术而实现了大容量化的

产品。NAND闪存是由DRAM、控

制芯片构成的。SSD可以单独进行

高性能的控制，而控制芯片则是它

的核心部分。

 多值是什么？高性能控制又

是什么呢？

杉 本 老师：首先为大家讲 解

一下多 值 的 概 念 。在 采用2 值 的

NAND中，信息存储单元上存在着

“有”和“没有”这 2种记录。但

是，如果能将记录种类扩大到“没

有”、“有一些”、“有”、“有很多”

这四种，那么就可以在一个存储单

元上记录相当于2值NAND两倍的

信息。通过多值化可以提高拥有相

同存储单元数量的NAND的存储容

量。

可是，读取“没有”和“有”这

2种记录的话比较简单，而要在正

确区别“没有”、“有一些”、“有”、

“有很多”后再进行数据读取的

话就比较复杂，有时难免会出现错

误。而控制芯片正是负责对这些读

取错误进行高级纠错的。这是关于

高性能控制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被称为平均读写。

由于闪存在改写数据时必须以块

为单位将数据消除，并且能够消除

的次数是有限的，因此需要通过平

均分摊每个存储单元的写入次数来

从本期起,我们将增加“创新科技手册”这个栏目，在这个专栏里
为大家介绍东芝产品的优秀技术与最新的研究成果，敬请期待。

NO.1

老师介绍

东芝半导体公司 存储器事业部 

SSD应用技术部

杉本 麻里亚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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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术手册 COOL TECHNOLOGY

避免将数据反复写入特定的存储单

元，以延长存储单元的使用寿命。

这就是平均读写。除此之外，控制

芯片还负责执行提高写入效率、坏

块管理等各种高性能的控制。

 开发SSD一定经历了很多的

困难吧?

杉本老师：我们运用了东芝半

导体公司存储器事业部所拥有的顶

尖NAND技术，并在系统LSI事业部

的协助下进行了高性能控制芯片的

开发。研究开发中心、软件技术中

心、PC&Network公司、数码媒体

网络公司及很多相关公司和部门都

为SSD的开发提供了帮助。将来，

一定能够通过利用SSD的抗震性

强、便于携带、快速、大容量、低功

耗、小型等优点，开发出更新型的

移动设备。另外，在大容量服务器

等商用事业的领域中，以数码媒体

网络公司为中心，正在根据客户的

要求进行结合了在价格与容量方面

具有优势的HDD与在速度方面见

长的SSD的优点的系统开发。敬请

大家继续关注备受期待的SSD相

关产业的发展。

SSD确实堪称东芝集团的硬

件技术与数字技术的结晶！谢谢杉

本老师的讲解。

标准 SSD 的构造

●接口
和 HDD 同样，主要采用 SATA 或
micro SATA 接口。形状也与 HDD
具有互换性。

●ＤＲＡＭ
起到了缓存的作用。
(※也存在不安装 DRAM 的产品 )

●控制芯片
是 SSD 的核心部分。通过控制芯片可
以实现高速化、延长读写寿命与提高
产品的可靠性。

●NAND 闪存　
存储数据的NAND闪存。通过东芝的
多值NAND技术而实现了低价格、大容
量化。
照片是64GB×8块的产品。
(※部分产品使用了2值NAND)

※ SATA:Serial ATA。它是一种将硬盘等存储设备连接到电脑的接口规格。由于采用的是串行传输方式，因此仅用一根
电缆就可以进行高速度的数据传输。

立体
停车场

平面
停车场

排队等候的场地
= 缓存（DRAM）

排队等候的场地
= 缓存（DRAM）

HDD

由于盘片的转动等而
产生时间的延迟

如果将电脑中的信息存储比做是停车场

SSD

速度比
HDD 更快

可以立即停车，而且
抗震性（震动、冲击）
很强。

虽然出入车库需要花费较长
的时间，但停车费便宜，而
且只要加高楼层，就可以停
放更多的车辆。

= 信息

SSD 的重点在于如何根据各存储单元的
读写次数情况而对全体进行平均分摊控
制

车辆频繁进出的停车
位很快就老化了

通过平均调度而延
长所有车位的

使用寿命

而几乎没有车辆进出
的车位却还是

崭新的

平均读写的示意图

控制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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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民 CSR

3月27日，东芝（中国）有限公司以及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东芝电梯（沈

阳）有限公司，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东芝半

导体（无锡）有限公司，东芝光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等东芝中国集团企业以不同形

式共同参加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倡导的“地球一小时”活动。

活动于3月27日20:30—21:30在展开，东芝（中国）有限公司携手品牌形象代言人

同时也是“地球一小时”推广大使的李冰冰一起参与了本次公益活动。在这一小时中，东芝

（中国）有限公司关闭了北京、广州2大城市的东芝LOGO霓虹灯广告牌以及公司用灯，以积极地

姿态推进本次环保活动。同时，参与本次活动的东芝中国集团企业也以各种形式参加活动。

“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是“地球一小时”活动的倡议。3月17日，东芝集团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终止了普

通白炽灯的生产业务。东芝普通白炽灯产品在走过了120年历程后退出了舞台。东芝将把领先技术的LED灯产品投入到中

国市场为节能做出贡献。

东芝中国集团参加“地球一小时”活动

新年献礼 关注教育

为进一步改善希望小学的教学环境，提升学校硬件水平，河南平高东芝高压

开关有限公司(下称PTC)在新年伊始为希望小学捐助了电脑、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

设备，作为PTC给全校师生的新年礼物。

2月9日，PTC领导和员工代表来到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参加希望小学的多媒

体教室启用仪式。多媒体教室的启用，使希望小学告别了以往“一支粉笔一张嘴”的

单一教学模式，课堂从此变的“有声有色”。也使尚庄乡东芝希望小学成为全乡镇第

一个配备多媒体教室的学校。                                            （PTC高毅龙）

3月6日，东芝大连有限公司（下称TDL）为广泛深入地宣传低碳生活理

念，倡导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自然、善待地球的低碳生活方式，推进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参加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的“低碳——我和

地球有个约定”大型志愿者宣传活动。 

TDL环境经营推进委员会推选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公司代表与来自大连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单位、学校、社区等的志愿者们怀着一颗“环保”的

赤诚之心，冒着寒风把一张张宣传单发放到过往市民手中，并邀请市民在签名

板上签名，以此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TDL 孙经福）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参加“低碳
——我和地球有个约定”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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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团队 CREW AREA

东芝大连首届羽毛球、乒乓球团体比赛

东芝大连有限公司（下称TDL）工会为了丰富广大员工的业余文

化生活，在开发区大连民族学院体育馆举办了首届羽毛球、乒乓球团

体比赛。共8个团队近100名员工报名参加本次比赛，比赛在4月份结

束，经过激烈的角逐，医疗分会（医开C）队获得了羽毛球比赛团体冠

军，马达工场马达一分会获得了乒乓球比赛团体冠军。通过本次比

赛，不但锻炼了员工的身体素质，也凝聚了员工的集体荣誉感，同时

提高了团队合作意识，让员工在辛苦工作之余也享受到东芝这个大

家庭的欢乐和温馨。                                 （TDL 孙经福）

常州东芝足球队喜获常州市“贺岁杯”足球赛冠军
迎新之际，常州市足球协会举行了常州市“贺岁杯”足球邀请赛，参赛队由

2009年在常州市各类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球队组成，他们当中，有常州市足

协杯冠亚军队、常州市外商投资企业“东芝杯”冠亚军队和常州市所辖武

进区、金坛市、溧阳市队等8支劲旅参赛。比赛采取8人制。尽管天气寒

冷，但对于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参赛队员却丝毫感觉不到寒意。

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下称CTC）足球队在预赛中，幸运地

以5：4点球战胜了常州市足协杯劲旅兄弟连队，在半决赛中，又以1：0

淘汰了武进区队，在关键的决赛中，再次以点球的方式1：0战胜了金坛市

队，捧得贺岁杯。

这是CTC足球队继2008年捧得“贺岁杯”后再次蝉联冠军，也是2009年继实

现常州市外商投资企业足球赛三连冠后，在2009年岁末再次收获了冠军荣誉。  （CTC承枝南）

东芝水电卡拉OK大奖赛

新年之际，东芝水电设备（杭州）有限公司召开了“第二届东芝

水电青年员工卡拉OK大奖赛”。

参与大赛的各部门的选手们热情高涨，展现才艺。经过激烈

角逐，最终金工部罗骅获得一等奖；金工部方鸣部曹程越获得二等

奖。

竞赛间隙，金工部的小伙子还进行了精彩的双节棍表演，把气

氛推到高潮。最后，晚会在所有参赛选手齐声高歌的《朋友》声中结

束。                                                                       （THPC 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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