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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16 年以来，国内多数互联网手机品牌都面临着倒闭或是出售的危机，而
沉默了一年时间的一加手机却悄悄盈利了。
成立三年，一加的故事始终存在两个版本，轻蔑和意外并存。有人认为它年销量
仅 200 万－300 万部，其中三分之二左右在海外，国内市场销量在中国一年约 4
亿部的智能机总量中基本不值一提；有人则赞叹一加在国际市场建立起的品牌声
势，受到国外一众高端、极客人士的热捧。
“在美国其实很难看到有一个中国品牌的产品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关注和认可。”
美国著名科技产品测评家 Walt Mossberg（业内人称“莫博士”）说，“这是最
有硅谷味的中国公司。”

在中国智能手机历史上，与一加同时期诞生的还有努比亚、IUNI、荣耀和 ZUK
等。它们有着相似的创立背景，都是传统手机厂商应对互联网冲击时紧急催生的
婴儿。从销售表现上来看，华为的荣耀最成功，2013 年底诞生后第二年销售额
迅速达到 24 亿美元，之后又于 2015 年 10 月提前完成全年 50 亿美元的销售目标。
对比之下，金立的 IUNI 已经关闭。
除上述传统厂商孵化的互联网品牌外，锤子、小辣椒、大可乐等也都是受到小米
模式启发创立，如今大可乐已经倒闭，而魅族和锤子陷入巨额亏损的泥淖中。一
位前金立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在互联网手机最高峰，深圳至少有 1000 家
注册手机企业，如今已大多不见踪影。荣耀几乎成为众厂商学习小米模式后，唯
一冲出来的手机品牌。
一加手机没有荣耀那么闪耀的销售业绩，一年出货量不足 300 万部，在中国智能
手机市场没有掀起任何波澜。但其特殊之处在于，华为和荣耀更多是母公司和子
公司的关系，而一加更为独立，其与 OPPO 有着同样的控股股东——广东欧加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但是，OPPO 并未对一加持股，也不参与一加的实际运营策略。
一加继承了 OPPO 的产品和管理理念，背靠 OPPO 强大的供应链，这是它得以在红
海中存活、长大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一加所走的每一步都异于他人。
多数互联网手机品牌是先做 ROM 后做硬件，先做国内后做海外，先做线上再扩展
线下，而一加的路径则完全相反。同时，它讲成了令不少中国手机企业羡慕的品
牌和海外故事，甚至为中国公司出海提供了一款别致的样本。据《财经》记者了
解，一加手机已经在 2016 年四季度实现盈利。
“我们从来没想过大赢。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讲，不要去学小米，你不是雷军，你
怎么学也学不会。”一加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作虎告诉《财经》记者，一加的
一切源于产品。“如果一加突然死了，那一定是产品出了问题。”刘作虎说。

活下去
“我们跟 OPPO 在市场上其实是竞争关系。大家会说华为荣耀，但不会说 OPPO
一加”
一加的成立只用了一顿饭的时间。2013 年 8 月 18 日，一席 OPPO 中高层在深圳
欢乐海岸的俏江南餐厅里聚餐。这场饭局过后，包括张璇在内的五名 OPPO 老员
工办好了离职手续。
一起吃饭的还有 OPPO 控股股东广东欧加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原 OPPO
副总裁刘作虎等十余人。吃饭间隙，一位欧加董事会成员突然提议：“要不张璇，
你来做这个新品牌的产品。”受到小米冲击，董事会正决意试水互联网。“我吃
着吃着突然就愣住了。”张璇对《财经》记者回忆，这件事对于 OPPO 大部分员
工来说毫无预兆。

张璇现任一加产品总监，和他一同在 2013 年 8 月 18 日饭局上接受任命的还有
——负责研发的刘丰硕、负责国内营销的胡亮等。次日，负责海外营销的裴宇也
离职 OPPO 加入一加团队，再加上创始人刘作虎，七个人组成一加最早期的创业
团队。
小米是互联网手机的鼻祖，它开创的互联网模式的核心教义——低价格、高性价
比、无品牌溢价。一加向小米学会了在网上卖手机，但是不认同其不赚钱卖硬件
的商业逻辑。
相较大多数互联网手机，一加的定价高，一加 1、2、3 的定价分别为 1999.99
元、1999 元和 2499 元。一加营销总监裴宇对《财经》记者说：“我们硬件从来
都是赚钱的，这是我们的态度。”
刘作虎向《财经》记者表示，线上缺乏一个真正的高端品牌，当时大家觉得在网
上买就是为了便宜，但是电商不意味着便宜和性价比，1999 元可以为你带来更
好的产品，他看到了这个价格空白和机会。他强调，一加明年还要涨价。
如果说一加作为独立公司成就了刘作虎个人创业的愿景和野心，那么创立新品牌
试水互联网则更多源于弥漫在 2013 年中国传统手机厂商中的危机感。
2013 年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正处于加速变革期，一二线城市智能机换机潮在这
一年达到高峰。市场研究和咨询机构 Gartner 发布报告称，2013 年全球智能手
机销量首次超过功能机销量，共计售出 9.68 亿部，而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增速达
到 86.3％。与技术迭代相伴的是，中国电商渠道崛起，以线上销售起家的小米，
2013 年出货量首次突破 1000 万门槛达到 1870 万部，较上年增长 160％，一时风
光无限。
互联网模式风起云涌，与之对应的传统厂商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惧中，纷纷成立互
联网子品牌或创立子公司开拓线上。
最早做出尝试的是中兴，它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创立努比亚。这一风潮在 2013
年底达到顶点，11 月 15 日金立推出 IUNI，12 月 16 日华为推出荣耀，12 月 17
日刘作虎宣布一加成立。联想的 ZUK 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最后一个推出。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IDC 发布的最新报告，2016 年三季度 OPPO 出货量 2010 万部，
较去年同比增长 106％，登顶销量榜首。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认为，
2016 年 OPPO 的市场表现和三四线城市的换机潮有关，而这正是 OPPO 的布局优
势所在。
但对于享受三四线城市的线下销售红利，OPPO 并未提前预知，这一销售业绩更
没能缓解它几年前在面对线上渠道异军突起时的强烈恐慌。“那个时候你要知道
它下单都是战战兢兢的。”刘作虎说。
成立之初，一加一直极力撇清和 OPPO 的关系。刘作虎曾多次公开强调一加并非
OPPO 子品牌，完全独立运营。刘作虎表示，在体制内创新，成功的可能性非常

低，同时也不利于团队心态。一位一加早期员工对《财经》记者说：“它想保持
自己的独立性，做一个国际化的很酷的科技公司。”
一加的运营主体是深圳市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万普拉斯是一加英文名
Oneplus 的中文音译。一加和 OPPO 拥有共同的控股股东——广东欧珀电子工业
有限公司，现改名为广东欧加通信科技有限公司。OPPO 并未对一加持股。
欧加董事会为一加提供资金支持指的是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之后一加资
金自行运转，董事会未持续输血。成立三年，一加第一年和第三年盈利，第二年
基本持平。
“我们跟 OPPO 其实在市场上是竞争关系。”一位一加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
对比荣耀，其在市场营销上最核心的是他们透支华为的品牌影响力，但是一加和
OPPO 区分得很清楚。大家会说华为荣耀，但是不会说 OPPO 一加。
除了财务投资外，OPPO 对一加最大的扶持在于供应链。刘作虎对《财经》记者
表示，一加的供应链和 OPPO 是共用的。
2016 年手机供应链资源紧缺，供应端资源大幅向大厂商聚拢，小厂商生存压力
倍增。供应链资源紧张最直接的原因是，市场对 2016 年手机销售情况的错误预
估，实际需求增长高于预期。
江元集团深圳市隆科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青告诉《财经》记者，2016 年手机
供应链主要缺货的是内存和屏幕，供应链厂家会优先供货给一线厂商如华为、
OPPO 和 vivo，资源紧张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本涨价，但是对于二三线品
牌，资源紧张的直接影响就是拿不到货。
“当上游供应链的资源很丰富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讲压力就不是太大，
一旦上游的供应链缺货，就会选我供谁不供谁，我肯定保留我认为有前途的，如
果我看不上你，你的货都拿不到。”智能手机创业公司小辣椒创始人王晓雁对《财
经》记者说。
在行业集中化的趋势下，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认为，每年 1000 万
部出货量成为中国手机品牌的分水岭，核心原因是没有足够大的体量，品牌在供
应端话语权弱。“今天的手机行业很残酷就在这，你必须要做到有能力面对一个
千万级甚至上亿的用户，否则其实你没法生存。”一位小米员工告诉《财经》记
者。
“要么就像一加一样，供应链体系都是和 OPPO 共享，否则正常研发一部手机，
你要是想做得不错，研发成本至少在 5000 万元往上，这是非常夸张的，不是一
个小厂商能轻易玩的游戏。”一位魅族员工对《财经》记者说。
《财经》记者实地考察位于东莞的 OPPO 手机工厂，该工厂共有四个车间，一个
月能生产 500 万－600 万部手机，运营成本为 60 万－70 万元／月。工厂共 6000
余名员工，其中 1000 名是一加手机的生产工人，他们每天工作八个半小时。该

工厂由 OPPO 自建，一加是从 OPPO 手上租来一部分，工人的工资全部由 OPPO 先
发放，之后一加再同 OPPO 结算。
目前一加手机的生产流水线，每小时能生产 125 部手机，一条生产线有 24 名员
工。包括测试，生产一部一加手机需要 23 道工序。
一位资深手机界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一加 X 的尾货最后是 OPPO 帮一加清
理的，清理方式是 OPPO 出了 A30 手机。
“他们的存在有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你可以理解为董事会对线上的学习和试
水，我们现在线上没多少量，第二个海外市场它确实口碑很好。”一位接近 OPPO
的人士说，“但一加竟然在竞争这么激烈的 2016 年实现盈利了。”
没有 OPPO 供应链的支持，一加的故事讲不下去，其他人更学不来。但这并不是
一加能够活下来的全部原因。“OPPO 的确给了我们供应链的支持，但一加一直
在为活下去做着艰难的努力，而这是谈论一加更有意义更值得去关注的地方。”
一位一加员工说。
刘作虎认为一加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于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核心是本分——这也
是 OPPO 的企业文化
刘作虎最近一次发火是在一个礼拜一的例会上，他发现一款团队新开发的软件，
在座高管都没有用过，一时间火冒三丈。他告诉自己要忍住、要忍住，最后终于
还是失败了。刘作虎拍响了桌子。
“其他的我都能够饶恕，但是跟产品相关的这种事情，我绝对不允许出现。” 虽
然已经过去好几天，刘作虎说起这件事还是不太高兴。
一位已经离职的一加营销部员工告诉《财经》记者，大多数时候刘作虎都很随性，
甚至穿着拖鞋上班，没有任何领导的感觉，更像一个产品经理，但是一旦你犯了
他不能容忍的错误，后果会非常恐怖。
所谓“不能容忍”指的是——很低级、很丢人，或者说没有逼格。比如他会亲自
检查自己的每一条微博，曾多次因为一个错别字或者图片分辨率不够，怒不可遏
地冲进营销部大发雷霆。
“Pete（刘作虎）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好的老板，他是一个充满瑕疵但是有人格
魅力的人。他会有很多明显的性格缺点，比方发火、说脏话，他从来不掩饰他的
缺点，是一个情绪写在脸上的人。”张璇这样评价他的老板。
刘作虎 41 岁，看上去容光焕发，他的脸上常年挂着一丝微笑。他自己说，“微
笑”不一定是因为开心，而更多是出于习惯。他自称性格内向，很多时候不愿意
在公众前露面，他自嘲不擅长说精炼的漂亮的话，他向员工传递理念的方式就是
和员工泡在一起反复地说案例。“理解了没有？没理解，下次再跟你聊，慢慢就
理解了。”他说。

1998 年刘作虎从浙大毕业后就加入步步高集团，从最基层的技术人员做起，15
年在步步高严格的管理体系中一路上行，他离开 OPPO 时的最高职位是 OPPO 副总
裁。
这是一个从传统企业长出来的人，OPPO 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他身体里，
他觉得这是自己最大的财富。即使成立一加，在作每一个重要决策时他都会以
OPPO 的企业理念来衡量自己，比如是否本分，比如是否隔绝外界压力坚持做正
确的事。刘作虎告诉《财经》记者，董事会一般不干预一加的管理，他每次见到
陈明永聊的都是本分、专注等 OPPO 文化。
刘作虎职业生涯中的飞跃期，在他带领团队在北美市场做 OPPO 蓝光播放机，其
团队拿下多项影音大奖，获得一部分北美顶级发烧友的追捧。这段经历为他带来
声名大噪，也形成了他做产品的一贯风格——对硬件极度坚持、品牌小众、主打
高端消费群体。
产品是刘作虎的底线，也是追求。“我们实验室有很多要求是很变态的，那绝对
是行业里面要求最高的。绝对的，一般话不能说绝对，但是这个我们敢说绝对。”
坐在办公室，刘作虎自信地说。他拿一加的跌落实验举例，称跌落高度刚从 1.8
米上调到 2.5 米。
“他是一个对审美高度较真的人。”一位一加早期员工告诉《财经》记者。刘作
虎的办公室面朝大海，大幅的落地窗配上纯白色主色调，点缀有黑、红色桌椅和
几束百合。这是刘作虎喜欢的北欧风格，以极简著称，这种审美和逼格被刘作虎
一再强调，并向员工反复灌输。他坚持要将逼格融入产品。
不过他极少在办公室工作，大多数时间坐在开放的员工区，和研发部门同事泡在
一起。“他特别愿意和研发的人宅在一块，他对自己的东西有种类似恋物癖的感
觉，觉得这个手机是我刘作虎带着一加这个公司做出来的，所以我要明白里面的
每一个原理、每一个细节。”上述一加离职员工说。
刘作虎对细节的挑剔经常被拿来和罗永浩对比，甚至有人提议称，一加和锤子应
该合并。一加 3 投模的前一晚，刘作虎不满意手机弧度，为了调整 1 毫米把产品
上市时间延迟了一个月。与之对应的是，老罗要求整个手机是完美的长方体，为
了追求好看，锤子 T2 甚至去掉了天线信号条。
但是刘作虎认为，自己和老罗的审美有差异，相比老罗喜欢拟物的形态，刘作虎
更喜欢简单、干净的北欧风。还有一点是，刘作虎在安全上更保守。比如一加手
机的电能量密度到现在还是 540Wh/L，2015 年上市的荣耀 7 就已经达到 600Wh/L。
他为这种保守的世界观感到骄傲，多次开会做企业 SWOT 分析时告诉团队，一加
最大的优势就是对 OPPO 企业文化的沿袭，而这种文化的核心是——“本分”。
一个刘作虎经常拿来讲的例子是，一个美国客户找 OPPO 做 DVD 合作商，一次性
下 100 万订单，OPPO 商议单量太大最终拒绝，而冒险接单的另一家中国企业倒
闭。“你不能说我把身家性命赌进去，我们没有那种赌徒的心态。”

一加 1 问世后市场反响好过预期，特别是海外市场意外火爆。根据一加公布的数
据，一加 1 第一年全球出货超过 150 万部，其中海外市场占据 60％，而小米第
一年出货也只有 30 万部。
发布之初一加只备了 5 万部货，看到市场反馈不错，刘作虎马上追加了 100 万部，
之后销售情况有所下滑，又一下减到 30 万台。“那个纯粹是拍脑袋。”刘作虎
说。但是他不后悔下单太少。
“我们一直这样思考问题——你作一个决策，如果这个决策失误了，这个企业还
存不存在？是不是还能健康地活着？”但事实是——一加 3 问世，刘作虎备货不
到 100 万部，加上供应链紧张，再次导致今年供不应求。
2015 年是一加压力最大的一年，一加 2 和一加 X 的失败，公司内部反复反思。
2015 年 11 月 23 日，刘作虎发布题为《聚焦，再出发》的内部邮件，反思一加
这一年遇到的各种困难，称核心问题是不够聚焦。
刘作虎认为这两款产品的失败就是自己不够“本分”。其一是产品定位不本分，
一加做了一款 X 系列，定价 1499 元，比旗舰机低，市场反馈不佳，最后一加砍
掉了该系列，并于 2016 年 6 月宣布一加一年只推出一款旗舰机，聚焦中高端产
品；其二是渠道不本分，一加 1 反馈不错随即一加开始扩展线下，最后导致产品
定价纠结、入不敷出，挣扎几个月后，刘作虎关闭了已经开出的 45 家线下店，
专注线上。“我就是要做线上精品。”他说。
刘作虎称，这样做是为了让一加更加简单、专注。线上和线下有天然的矛盾，线
下存在渠道成本，如果按线上定价 2500 元，线下利润就少；如果按线下定价 3000
元，一加的线上就很有可能失守；如果取中间值定价 2800 元，线上觉得太贵，
线下也不够渠道费用。“在线上我是高端里面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刘作虎说，
“但你又想兼顾线上又想兼顾线下，最后两面不讨好。”
深耕线上高端和海外精英，成立三年，一加的每一步都异于他人。

意外的海外成功
海外市场的走红是刘作虎不小心擦出的火花，但却成为一加最大的增值
三年的企业成长史中，一加在刘作虎的控制中小心翼翼地活着。在中国智能手机
市场上，一加始终不温不火，没有翻船，也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一加
海外则不同。
一加进入海外的方式比在中国大胆、激进得多。海外最初的口号是“旗舰杀手”，
同时使用了邀请码的方式。在国内，一加相对保守，口号是——“安静的美男子”。
为了迅速在海外造出声势，一加策划了一场“粉碎过去”（Smashthe Past）的
营销活动。游戏规则是：用户报名，一加从报名者中选出 100 名，这 100 名消费

者录制将旧手机彻底粉碎的视频上传，就可以一美元换一部一加手机。但是活动
开始后情势立马失控，很多人没有看清游戏规则，还没有被选中就先把手机砸了。
一加的知名度迅速在海外扩散，刘作虎坚持的产品理念得到极客圈的认可，甚至
成为硅谷最受欢迎的手机品牌。“在美国其实很难看到有一个中国品牌的产品能
够获得这么大的关注和认可。”Walt Mossberg 说。此外，《时代周刊》《华尔
街日报》《福布斯》等众多国际媒体也都撰文分析一加，这些都是一加始料未及
的。
一加海外的负责人裴宇，今年 27 岁，北京出生，纽约生活两年，之后在瑞典长
大，具有多元化的成长背景，他 23 岁时在 OPPO 建立起第一支外籍团队，之后一
加的海外营销由他全权负责。他相当于一加在海外的代言人，由于负责全球团队，
裴宇 40％的时间都在深圳以外出差。一位裴宇的好友告诉《财经》记者，即使
在深圳，裴宇也住在 Airbnb，所有的随身物品不过两个行李箱——一个托运箱、
一个登机箱。
裴宇告诉《财经》记者，一加最初想把主战场放在国内，海外市场只是当作实验
品，加上没有钱，所以才会使用这么激烈的方式以获得关注度。“一开始国外就
是一个颠覆者的形象，很酷的颠覆者的形象。”他说。
除了营销迅速抓住海外用户眼球之外，一加海外市场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最初选
择和 CM（CyanogenMod）合作，而其国内用的是 Color OS。其实选择 CM 很大程
度是因为一加经费有限，还没有做自己的 ROM，而 CM 最接近原生安卓，更容易
被海外用户接受。
不过后因 CM 与 Micromax 签署排他协议，一加与 CM 终止合作，一加推出了自己
的 ROM——氧 OS 和氢 OS——前者面向海外，后者面向国内。刘作虎告诉《财经》
记者，目前两个 ROM 已经合并，只是桌面不同。
对比一加在国内的表现，一加于 2013 年 12 月宣布成立，事实上错过了中国互联
网手机发展的最佳机遇。刘作虎认为，小米能够在国内迅速取得成功的核心是时
机，其定价具有独特性，能够迅速掌握口碑，传播成本也比现在低很多，但是一
加在海外恰好撞上了对的时间点和机遇。
进入海外，一加的价格档位在苹果、三星之下，而 1500－2500 元这个价位刚好
是欧美市场的一个空白区，一加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性价比最高的安卓高端手
机。
在芬兰，一加与电信运营商 ELISA 合作，自一加 3 上市起连续 3 个月销售全渠道
排名第一。“芬兰是诺基亚的故乡，芬兰人依然对诺基亚有着很深的感情，当一
个保守的国家向 OnePlus 敞开了怀抱，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鼓舞。”一位一加员
工说。

大多数中国品牌进入印度时，因印度消费能力弱，选择以低端产品进入，但是一
加仍然以高端旗舰机进入，例如一加 3 在印度的最新售价是 27999 卢比（折合人
民币 2800 元人民币），而印度是一加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
“其实就是不小心风吹到你该吹去的地方。”裴宇说。
“在我看来很多事情是必然形成的，我在很多年前做蓝光的时候，我给内部人说
了一句话，我们这个体系做海外能做成，很少有品牌可以做成功，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海外的、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刘作虎说。
一位一加产品部员工对《财经》记者说，他不明白为什么锤子不做海外，他认为
海外用户更容易为好的设计买单。罗永浩曾告诉《财经》记者，不是所有企业都
有裴宇这样的人。
现在，一加已经进入 33 个海外国家及地区，其海外市场销量占总销量的 60％－
70％。
和最初把海外当作试验田不同，一加调整了自己的市场策略。其一，一加把海外
和国内两个营销团队合并成一个，全部由裴宇负责；其二，一加的市场重心从中
国转移到海外。“看整体的话，如果我们把精力放在印度和欧洲的话，可能会对
我们稍微好一点，中国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裴宇说。
“中国的问题是没有质量高、品牌时尚的安卓手机，但是你可以说美国人是支持
一加的，认为一加是‘The Apple of Android’。”中国首创董事长 Peter
Fuhrman 告诉《财经》记者，这是一加最大的成功之处。
美团大众点评 CEO 王兴曾多次公开表示，中国互联网公司已经进入“下半场”，
“下半场”的三大路径分别是高科技、“互联网+”和国际化。中国互联网公司
出海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之一，在此过程中，一加或可成为一款别致的样本。
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质疑。一位负责海外业务的手机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即使是海外，一加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只是集中在一个小圈子内，难以成为大
众品牌。
2013 年到 2016 年，是手机行业风云激荡的三年，从两年前的互联网思维到如今
的线下为王，新品牌大量涌现，失败者黯然出局。
刘作虎表示，一加犯过很多错误，比如做线下，比如快速扩张，但现在一加的定
位很清楚，就是做一个线上的精品。“我们才三年，担心什么？”他说。
2016 年 11 月 29 日，沉默了半年的一加发布新品 3T 手机，其官网 Logo 是：一
部旗舰的渴望与想象。
(本文首刊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