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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触控性能添翼 Windows 8 平板电脑
英特尔® 处理器提供强大助力
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8 的英特尔® 架构平板电脑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可随时随地紧跟您的生

活节奏。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娱乐领域，用户都要求电脑具备更高的移动办公能力，更卓越的性能和更出色的便捷性。他们希望获得能够满足其

需求，并可灵活处理各种任务的全新设备；同时还希望能够使用熟悉的工具和应用。在我们的数字化生活中，面向平板电脑的最新

英特尔® 架构平台可满足我们在诸多方面的需求。

近年来，虽然平板电脑的便捷性和出色的用户体验得到了用户的

青睐，但是市场上主流的平板电脑在功能方面尚无法与普通电脑

相媲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和

英特尔® 凌动处理器™ 消除了这些局限性，为新一代平板电脑带

来了全新的功能。

• 以卓越性能应对未来需求。这些令人振奋的全新设备设计简

洁、交互流畅并具有出色的性能，增强了用户的使用体验，是

休闲与办公的理想选择。

• 广泛的软件选择。Microsoft Windows* 8 是一个高级的原生

平板电脑系统，针对英特尔® 架构进行了全面优化，可充分利用

庞大的 x86 应用和驱动程序生态系统的资源。

• 保护敏感信息。软硬件特性带来了大量安全功能，可为从财务

信息到重要业务数据等所有内容提供全面保护。

英特尔® 架构平板电脑性能卓越，便于携带，并可带来出色的

用户体验。它们在为多媒体和高清视频提供了高级娱乐功能

的同时，也能满足企业 IT 标准的需求，例如能够轻松地加入 

Windows 网络。

基于强大的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可提供出色的性

能，轻松地完成多任务处理并实现出色的工作效率，同时还可确

保提供卓越的安全保护能力和迅捷的响应能力。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包含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的全部功能，同时提供

了更高的安全保护能力和可管理性。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针对

功耗进行了优化，是外形轻薄、要求保持持久电池续航时间的平

板电脑的绝佳选择。

所有英特尔® 平台都可带来一流的用户体验。本白皮书对各英特尔®  

平台进行了对比，用于帮助用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平板电脑。文

章内容包括以下主要部分：

• “概述：妥善选择平板电脑硬件平台” 部分介绍了用户在根据自

身需求选择合适的平板电脑时，如何从英特尔® 处理器的选择

中获益。

• “英特尔平板电脑平台助力提升 Windows 8 优势” 部分介绍了 

Windows 8 和英特尔平台如何共同协作，为平板电脑提供出色

的工作娱乐体验。

• “根据任务需求选择合适的英特尔平板电脑平台” 部分提供了如

何根据具体用户的需求选择英特尔处理器的指南。

• “确定在主要特性领域的平台收益” 部分通过描述虚拟用户 

Guillermo 如何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平板电脑，介绍了

决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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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妥善选择平板电脑硬件平台
市场上基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或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 Windows 8 平板电脑可根据最终用

户特定的使用模式，为他们提供出色的灵活性和多样的选择。根

据表 1 概述的主要性能差异，以下各对虚拟最终用户1 的选择显

示了硬件平台如何满足其各自的需求：

• 大学生可以根据他们所学的课程选择平板电脑。作为一名未来的

工程师，Emma 使用的是基于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具备最佳

计算能力的平板电脑；而 Steve，一名文学专业大学生，选择的

是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具备最佳便携性的平板电脑。

• 主流消费者可以根据日常活动选择平板电脑。Allen 是一个喜欢

游戏的十几岁男孩，基于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是最

适合的选择；而他的父亲 John 则需要使用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

理器的轻薄平板电脑来安排和管理社交网络与电子邮件任务。

• 商业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工作方式来选择平板电脑。作为一名

业务分析师，Cheryl 需要在基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

的电脑上处理客户数据以及执行商业智能功能；而身为销售代

表的 Phil 则选择了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以

确保在为客户进行演示时能够具有较长的电池续航时间。

选择不同的外形组合，满足各种不同需求

英特尔® 架构平板电脑为无需内建物理键盘的使用模式提供了

出色的用户体验。Windows 8 和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

器、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或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相结合，可

带来针对触控进行优化的企业级体验。此外，Windows 8 平板

电脑还支持通过 Windows Live* 和 SkyDrive* 在大量设备间同

步应用和数据。对于许多用户而言，这些功能使得他们可以根据

自身需求做出最佳选择（如图 1 所示）。

• 平板电脑特别适用于以下情形：需要轻薄的外形、持久的电池

续航时间、始终连接而且无需物理键盘。

• 超极本™ 设备外形纤巧、功能强大、具有出色的便携性，而且

具有内建硬件键盘，能够完全满足家用和商业计算的需求。

• 变形超极本可灵活地转换外形，从具有内建键盘的笔记本电脑

外形转换为触控型平板电脑。

目录

概述：妥善选择平板电脑硬件平台 ................................................2

选择不同的外形组合，满足各种不同需求 .....................................2

选择最合适的平板电脑，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4

英特尔® 平台助力提升 Windows 8 优势 ......................................4

体验专为触控而构建的全新 Windows 8 Ul ..................................4

出色地运行您所需的应用和其他软件 ..............................................5

使用多个用户配置文件打造个性化平板电脑 .................................5

充分利用可同时满足工作和娱乐需求的平板电脑 ........................6

根据任务需求选择适合的英特尔® 架构平板电脑 ..........................6

消费类用户的平台选择  ........................................................................7

商业用户的平台选择..............................................................................8

IT 决策者的平台选择：为什么 Joe 有能力选择 ..........................8

确定主要特性领域的平台收益 ........................................................8

为要求苛刻的应用带来卓越性能（优势：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8

信息安全保护（优势：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 .............9

智能响应能力（优势：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 

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9

持久的电池续航时间和最佳的可便携性 

（优势：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10

高端娱乐（优势：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 

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10

做出选择 .................................................................................................11

结论 ................................................................................................. 11



卓越触控性能添翼 Windows 8 平板电脑

3

表 1. 面向平板电脑的各英特尔® 平台

之间的主要差异。

为注重性能的设备选择 

第三代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家族。
为注重便携性的设备选择 

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处理要求苛刻的任务：

性能

卓越

• 要求苛刻的办公应用 

• 要求苛刻的工作负载，需要复杂的多任务处理能力 

• 满足内容使用或创意需求

出色

• 简单办公应用 

• 支持多任务处理 

• 瞬启功能

保护和访问敏感数据：

安全保护

卓越

• 可为企业带来基于硬件的

高级安全保护功能

优秀

• 提供了基于硬件的内建安

全保护功能

出色

• 提供了基于硬件的安全保护功能

完全掌控您的数字世界：

出色的响应能力

卓越

• 定期自动从待机状态唤醒，获取更新数据缓存在固态盘

上，显著提高了硬盘响应速度

出色

• 在待机时获取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更新 

• 安全地与附近的设备进行通信2

移动计算：

便携性和电池续航时间

出色

• 持久的电池续航时间 

• 轻薄的平板电脑设计

卓越

• 超长续航时间支持全天运行 

• 超轻薄的平板电脑设计

无论您选择基于哪款英特尔® 平台的平板电脑，都能通过搭载的 Windows* 8 获得前所未有的用户体验。

图 1. 选择不同外形的设备，满足各种不同需求。

平板电脑 变形超极本™ 超极本™

信息唾手可得。支持进行
可靠计算和处理数据，
具有重量轻和电池续航
时间长的优势，并可带来

始终在线的体验。

能够无缝满足您需求的
多功能设备。

外观时尚，响应性强、
性能卓越和续航持久，

可带来出色移动计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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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最合适的平板电脑，让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Marie 正在为期待已久的加那利群岛之旅做准备，她知道在旅行

期间需要准备月末的销售报表以及授权设备采购。

平板电脑无疑是最佳解决方案，因为她还希望与家人保持联系并

上传度假照片。平板电脑将能够轻松实现 Marie 工作与生活之间

的平衡，帮助她在必要的时候快速转向业务工作。

在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平板电脑时，Marie 考虑如何抉择。

• 基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可提供与全功能商

用客户端类似的功能，包括强大的性能和安全保护特性。Marie 

看中了此款平板电脑超乎强大的特性，这使得她可以安心运行

特定的销售报表，甚至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海边编辑度假照片。

• 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可以在她外出时处理大部

分业务工作。这款平板电脑纤薄、轻巧，具有出色的便携性，能

够随身携带至室外咖啡厅这种优于任何角落办公室的工作场所。

无论她选择哪款平板电脑，微软和英特尔的完美组合都将为她提

供出色的服务，无论是作为个人设备使用还是连接公司的网络都

是如此。

英特尔® 博锐™ 技术： 

为业务工作带来最高安全保护和 

可管理性

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具备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的

全部功能，同时提供了更高的安全保护能力和可管理性。

• 领先的可管理性控制台支持即使断电或操作系统缺失也

可以远程访问设备

• 英特尔® 可信执行技术可验证可变造环境

• 英特尔® 身份保护技术可提升身份验证安全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vpro

图 2. 全新 Windows Ul 开始界面。

英特尔® 平台助力提升 Windows 8 优势
面向平板电脑的 Microsoft Windows 8 和英特尔® 平台是微软和

英特尔在数十年联合工程协作历史中的最新成果。这两家公司对

其产品进行了精心优化，致力于带来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

与市场上其他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相比，无论是家用还是商用，

运行 Windows 8 的英特尔架构® 平板电脑都具有更广泛的功能。

体验专为触控而构建的全新 Windows 8 Ul

Windows 8 在关注其他类型电脑的同时，专为平板电脑触摸

屏进行了设计。为了能够为触控设备带来出色的用户体验，

Windows 8 推出了全新的用户界面（Ul）（如图 2 所示）。这

一针对人机交互特别重新设计的方案致力于在提供强大功能的同

时，使界面更加流畅和直观。

全新的 Windows 8 Ul 能够即刻对触控输入做出响应，可在用

户通过直接操纵浏览环境并与内容进行交互时，为其提供引人

入胜、身临其境的体验。主要用户使用方式由手势控制组成，例

如使用两根手指捏合或放开来进行缩放，以及从屏幕边缘轻扫来

访问命令和导航应用。此外，用户还可以使用其他可选的输入设

备，作为触摸屏界面的补充。例如：

• 数字转换器和触控笔可使 Windows 8 更加实用，它们可在平

板电脑上实现笔记本电脑级别的触控板或鼠标精确度。

• 可拆卸硬件键盘可在用户想要使用传统的 QWERTY 键盘时轻

装出行，其中包括平板电脑产品组合内建的高度便携式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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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Windows 8 Store 应用生态系统正逐渐壮大，可帮助实现

全新 Windows 8 Ul 的全部价值。这些产品由微软或独立的第三

方开发商构建，并在线发行。在应用上线前，微软会对其进行审

查，以确保应用能够按预期运行并满足严格的安全标准。

此外，除了新的 Windows 8 UI，用户还可以选择传统的 Windows 

桌面界面。桌面应用将继续在业界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将不断

演进以更好地支持触控功能。例如，精心设计的 Microsoft Office* 

2013 应用套件在触控设备上提供了新的选项和功能。此外，可灵

活地使用两种 UI 的能力对于很多环境有着重要意义，例如在学术

机构中，通常会有多代软件同时并存。

出色地运行您所需的应用和其他软件

目前有四百多万种应用可在采用英特尔® 架构和 Windows 的设备

上运行，这些应用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生态系统。英特尔

平台可全面满足这些应用的不同需求，能够在运行各种工作负载

时为用户带来出色体验。例如，对于使用处理器密集型软件（如 

Adobe Photoshop*、Adobe Director）的用户和高端游戏用户而

言，基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或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的平

板电脑是最佳选择；而对于那些要求不高的用户（例如使用社交网

络、观看 YouTube* 视频以及运行休闲游戏）而言，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便足以满足其需求。

庞大的 Windows x86 软件生态系统有效扩展了用户每天使用的

主要应用，并包含了他们尚未考虑的其他类型，例如：

• 设备驱动程序。Keith 是一名技术发烧友，最近刚刚买了新的

平板电脑，并想将它作为自己主要使用的电脑。他将平板电脑

连接至打印机、扫描仪和摄像机时，很少考虑这些设备之间的

无缝连接。设备制造商早已将 Windows 作为开发驱动程序的

最常用环境，所以一切都可“运行正常”。

• 浏览器插件。Joshua 没有特别复杂的计算需求，而且理所当然

地认为可以在浏览器中按需添加功能特性。在 Windows 中，

他可以顺畅地安装自己所需的工具，包括 Adobe Acrobat* 

Reader、Adobe Flash* Player、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和 Microsoft Silverlight* 等。

• 实用程序。Sylvia 是一名 IT 技术人员，在深夜配置客户端系统

时，她想起了一个以前曾经使用过的 Microsoft Management 

Server 插件模块。该插件模块可以在网络上应用于所有 

Windows 客户端，包括新的平板电脑。对其设置完成后，她便

下班回家休息。

借助以下自助资源轻松管理和更新 WINDOWS* 8：

• Windows Store 是一个购买应用的在线分发点，这些

应用专为全新 Windows 8 Ul 而构建，并已由微软对其

安全保护功能和质量进行了预先筛选。

• Windows Restore 可将平板电脑还原至一个已知正常

的配置还原点，帮助解决系统环境的重要问题，包括操

作系统、注册表、设备驱动程序和 DLL 等。

• Microsoft Update 通过自动交付软件更新和修补，可

轻松确保 Windows 8 和其他 Microsoft 应用能够始终

保持最佳运行状态。

使用多个用户配置文件打造个性化平板电脑

Windows 8 是唯一支持多个不同用户配置文件的主流平板电脑

操作系统，可以在用户登录时根据自己的需要个性化使用平板电

脑。这一功能可提升工作效率并确保隐私，而后者是与家人和朋

友共用一台平板电脑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 确保系统按照自身需求进行配置。Lisa 和 Michele 共同运营

一家店铺，她们共用一台平板电脑跟踪库存、订购新货以及保

持店铺财务记录。虽然二人已是多年的好友，但 Lisa 还是对

这一独立的用户配置文件功能赞誉有加。该功能让她无需使用 

Michele 惯用的工具栏、新鲜的桌面元素以及新奇的声效。

• 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思维保持天性。Matt 会经常在旅途中让他

的儿子 Ian 和 Paul 使用自己的平板电脑。因为 Matt 为他们设

置了不同的配置文件，平板电脑可以为每名用户提供不同的环

境，包括私人设置，如存储的密码、桌面主题以及确保没有其

他人意外删除重要的文档。它还可以将 Matt 的信用卡信息以

按需知密（need-to-know）的方式进行保存，以防万一。

• 保持个人工作与生活的相互独立。从早上起床开始到晚上进入

梦乡，Svetlana 在一整天内都会使用自己的平板电脑。她用于

工作的用户配置文件使得她能够使用内部网连接公司网络，访

问数据仓库系统。她用于家庭的用户配置文件则设置为工作外

的活动，如游戏、娱乐和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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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可同时满足工作和娱乐需求的平板电脑

用户在选择平板电脑时，很多人都希望除了个人使用外，还能够

用于工作，可以将平板电脑连接至公司网络，并在其上保存业务

数据。这一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模式会带来重大

的安全和互操作风险，如果有问题的设备无法处理安全协议和其

他 IT 部门制定的协议，则会产生许多问题。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反映了另外一种趋势，即：

消费类技术的复杂性正在不断增加，包括硬件、软件和服务。

在这种模式下，最终用户购买设备、在设备上安装自己的软件

并连接至个人服务帐户。在企业尚未做好准备时，IT 消费化和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所带来的不同技术会给网络

访问保护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

有些公司不允许使用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平板电

脑，而有些公司则支持在网络上使用这些平板电脑。但是，如图 

3 所示，对于公司来说，新兴的主流趋势是为员工购买平板电

脑，这种方法使得 IT 部门能够对技术的选择和配置进行一定程

度的控制。

选择运行 Windows 8 的英特尔® 架构平板电脑的企业（或者商

业最终用户）能够完全适应环境的其他部分，从而实现出色的工

作效率和用户体验。Windows 8 平板电脑开箱后即可使用，同

时支持家用和商用。此外，它还支持 Windows 网络的重要基础

安全保护功能和管理特性，包括：

• 域连接。加入 Windows 域使得运行 Windows 8 的英特尔® 架

构平板电脑能够成为一台功能全面的企业设备。它可以即刻共

享域特性，包括基于角色的安全保护、单点登录和映射到网络

资源等。此外，它还可以支持员工高效工作并提供足够的安全

保护功能，而不会给 IT 部门增加压力。

• 群组策略。能够加入公司网络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可以使用群组

策略管理运行 Windows 8 的英特尔® 架构平板电脑。这一功能

允许 IT 部门根据需要自动配置、保护安全和安装修补程序，确

保其作为真正的网络设备运行，提供出色价值。

• Windows 8 Professional 安全保护特性支持。英特尔® 架构

平板电脑可充分利用 Windows 8 Professional 内建的安全保

护特性，包括 Bitlocker*、Bitlocker to Go 和 Encrypting File 

System。此外，用户还可以在适用于 Windows 的大量安全应

用中进行广泛选择。

• 标准化管理。IT 部门可以在网络上将现有客户端配置和管理实

践扩展至个人 Windows 8 平板电脑。Microsoft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统一架构为 IT 部门提供了一个单一管

理平台，可在网络上管理 BYOD Windows 8 平板电脑和其他客

户端设备。借助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和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IT 部门可通过领先的可管理性控制台获得基础可管理性功能和熟

悉的控制功能，能够在设备开启和运行操作系统时，远程管理设

备。借助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无论设备是否开启、操作

系统的状态如何，IT 部门都能远程管理设备。

根据任务需求选择适合的英特尔® 架构平板电脑
无论用户将平板电脑用于个人用途还是商业用途，或者二者兼

顾，他们都可以选择英特尔架构平板电脑，后者将能够最大限度

地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两个平台都能提供出色的 Windows 8 

用户体验，为用户带来迅捷的响应能力和无缝下载能力，让用户

能够轻松运行所需的应用，并在公司网络中高效开展工作。

如果用户对于工作任务有严格性能要求（例如要求苛刻的办公应用

和内容创建），或者要求使用高级安全保护特性，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或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通常是最佳的选择。由于

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专门针对便携性和持久的电池续航时间进

行了优化，所以它最适用于那些将移动性放在首位，同时使用平

板电脑运行要求不高的办公应用和查看内容的用户。

0%

为员工购买

允许员工自带的平板电脑连接网络

不允许

当
前

一
年
内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图 3. 工作场所平板电脑不断演进的趋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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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与面向平板电脑的英特尔® 平台

相对应的任务需求。

要求苛刻的任务 

（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 

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是最佳选择）

较为轻松的任务 

（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可提供出色支持）

办公与通信
• 客户端企业应用

• 即席商业智能报表

• 电子邮件、博客和社交网络 

• 面向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云企业应用

多媒体
• 媒体开发（例如制作 Flash* 动画）

• 视频编辑

• 观看媒体（例如，观看视频）

• 照片编辑

游戏 • 主流电脑游戏（例如《激战* 2》、《暗黑破坏神* III》）
• 在线休闲游戏（例如《愤怒的小鸟*》、

《割绳子*》）

虽然较为轻松的办公任务和要求苛刻的办公任务之间没有明显的

界限，不过图 2 中列出了部分典型的实例。注意，所有英特尔® 

架构平板电脑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处理这些任务。具体而言，基于

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基于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的平板电

脑可以同时为较为轻松和要求苛刻的任务提供出色的性能。这些

指南旨在说明哪些类型的任务需要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或

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提供的更出色资源，以实现最佳效果。

清晰地了解这些任务的区别后，用户就可以根据其平板电脑的用

途来选择最适用的平台。以下示例介绍了在不同类型的用户中如

何对用途进行区分，帮助用户选择最适合的平板电脑平台。

消费类用户的平台选择 

Hans 为什么选择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Hans 有一颗冒险的

心，在中国游览长城以及在 Stonehenge 的旅途中畅玩《权利

的游戏》时，他都会为自己拍摄视频，并对视频进行编辑，上

传至 YouTube*。第三代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对于他来说再

合适不过了。

为什么 Mei 选择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Mei 想要在厨房的餐

桌前与儿子运行 Facebook Scrabble 游戏并获胜，然后使用 

Skype 观看还是幼儿的孙子学走路。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的平板电脑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些较为轻松的任务。

指纹阅读器和合适的平板电脑如何帮助时装店熠熠

生辉

在贝尔纳湖奢华的山地度假圣地中，Guy 和 Roxanne 想
在他们的服装店内通过平板电脑实现独特的购物体验。

他们计划邀请每位顾客在进店后使用店内的平板电脑进
行设置，然后访问他们的个人购物资料。最初，他们
想使用采用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并搭载 
Windows* 操作系统进行联网，以支持包括购物历史及
相关信息在内的简单用户资料，例如：

• 购买记录和目标列表，以推动未来销售

• 喜欢的型号和颜色，以帮助店员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 保存的信用卡信息，以加速支付速度，简化支付流程

用户的资料是私密的，而且大多数用户会忘记用户名和
密码，尤其是从一个滑雪季节到下一个滑雪季节。因此，
店主决定通过英特尔® 架构平板电脑的可选指纹阅读器来
提供用户访问权限。

受到突发灵感的启发，Guy 决定利用平板电脑内建的摄
像头将客户图片、衣服和配饰放入应用中，创建虚拟更
衣室。为了通过该特性对图片进行渲染并增强安全保护
能力，他们选择采用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而非
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该解决方案部署完成并投入运行后，服装店在社区内声
名鹊起，在提升客户忠诚度的同时也持续推动了销量的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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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用户的平台选择

为什么 Zhi Peng 选择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作为一名

专业创意人员，Zhi Peng 通常会使用 Adobe Premiere* 渲染视

频，并使用 Adobe Photoshop 和 InDesign* 制作包含大量图片

的市场推广材料。他选择了基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的平

板电脑。

为什么 Anaïs 选择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Anaïs 需要跑遍整个

城市，进行销售演示，平板电脑可以通过标准的公司桌面访问

市场推广材料，这样她就不用携带笔记本电脑四处奔波了。此

外，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还提供了出色的移动电池续航时间。

IT 决策者的平台选择：为什么 Joe 有能力选择

作为一名中型公司的首席技术官，Joe 正在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标

准为所有公司员工采购平板电脑。他希望使用运行 Windows 8 

的英特尔平台，因为它们能够轻松与架构中的其他组件集成。如

果可能，他希望利用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中增加的安全

保护特性与可管理性优势。

最终，Joe 决定为部分员工部署基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

器的平板电脑，而为另外一部分员工部署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

理器的电脑。这种灵活性不仅使他能够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平板

电脑，而且无需构建和支持任何新桌面映像。此外，这两种类型

的平板电脑还可以使用现有网络策略和安全标准。

确定主要特性领域的平台收益
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在选择英特尔平台时，首先要权衡它的功

能，然后确定对于自身来说最重要的功能。每种选择都在用户可

能考虑的功能领域提供了最佳结果。

Guillermo 想要了解每个平台的特性如何支持各功能类别，以

了解各英特尔处理器的相关优势，从而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明

智的选择。

为要求苛刻的应用带来卓越性能（优势：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Guillermo 自认为是高端用户，在考虑了各平台的性能特性后，

他确定基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基于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是最佳之选。

卓越：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
器的主要性能特性

由于要求最苛刻的工作负载需要卓越的性能，因此 Guillermo 

认为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具有优

势。它们的卓越特性包括：

• 大型片上资源提供了多至四个处理器内核和 8 MB 高速缓存，

并在处理器和集成的显卡之间共享末级高速缓存。Guillermo 

非常青睐这些特性，无论是一般用途的应用还是图片密集型应

用（如游戏），它们都能为其提供出色的性能。

• 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4（仅在部分处理器上提供）在工作负载

峰值需要额外的性能时，会自动临时提高处理器的时钟频率。

Guillermo 看到了这一特性对于自己的价值，尤其是针对平板

电脑上的多任务处理（包括运行高端游戏）。

• 英特尔® 快速视频同步技术5 可为视频的创建、编辑、同步和共

享提供硬件加速功能。Guillermo 十分期待将这项技术应用于

创建和编辑 3D 视频，将 2D 视频文件转换为 3D 视频，以及转

换视频并上传至社交网站。

出色：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主要性能特性

Guillermo 发现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整套性能同样令人印象

深刻，包括：

• 集成的图像信号处理器可为图片、视频、音频和网络提供硬件

卸载，大幅缓解这些任务给处理器带来的压力。这将释放执行

资源，并可利用这些资源，加快应用的运行速度。

• 集成的内存控制器可以在处理器和片上控制器之间迁移数据，

而无需再使用速度缓慢的独立总线连接，这将降低内存访问延

迟。高带宽连接内存和高效的预取算法可加速内存读取和写入。

• 英特尔® 智能加速技术（Intel® Burst Performance 

Technology）可使得处理器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提升性能，

可为平板电脑提供额外的动力来处理峰值工作负载，同时仍满

足对于紧凑型高效平板电脑的严格散热设计功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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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保护（优势：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

作为一家小型咨询机构的所有人，Guillermo 非常喜欢英特尔®  

博锐™ 酷睿™ 处理器中强大的安全保护特性，相比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它在移动访问敏感信息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卓越：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的主要安全保护特性 

Guillermo 认为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能够提供出色的安

全保护特性，可帮助保护他的业务赖以生存的数据资产。他尤其

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 英特尔® 可信执行技术（英特尔® TXT）6 会将系统启动时的

事件顺序与预期的顺序进行对比。如果基于软件的攻击对系统

做出了变更，英特尔® TXT 会检测到这些变更，并采取相应措

施，如阻止启动或者发出警告。

• 英特尔® 身份保护技术（英特尔® IPT）7 可基于平台内建的机

制提供双因素身份验证，类似于基于硬件或基于软件的令牌功

能，但是无需额外的费用，不会丢失基于硬件的令牌，也不会

攻击影响软件令牌的操作系统。

• 英特尔® 防盗技术（英特尔® AT，在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8 

会在平板电脑丢失或被盗的情况下锁定对系统数据的访问，这

将减轻丢失平板电脑所带来的后果。对于 Guillermo 来说，保

护平板电脑上的数据非常重要，因此英特尔®  防盗技术可为他

提供重要的潜在收益。

• 英特尔® 安全密钥（在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是一个基于硬件

的随机数生成器，可用于加密。无论是在处理器设计还是功耗

使用方面，这一特性都比其他处理器中使用的模拟机制要高效

得多。

出色：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主要安全保护特性

Guillermo 的研究显示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所提供的特性是对 

Windows 8 安全特性的有力补充。具体而言，Guillermo 深

知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所提供的基于硬件的安全保护特性非常

重要，它们不会由于使用恶意软件或其他基于软件的攻击而遭篡

改。处理器基于硬件的特定安全保护特性包括：

• Secure Boot（安全启动）可在启动时验证硬件和软件环境是

否被篡改。它可以防范难以检测的攻击，如 rootkit 和其他高

级恶意软件，这些攻击会为 Guillermo 的公司甚至是生活带来

潜在威胁，因此这一功能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

• 可信平台模块（TPM）是一个可选特性，它能够满足某些组

织（尤其是在公共机构中）对于更高安全标准的规定，只有符

合这些标准才能在网络上运行、访问某些信息或者运行某些应

用。由于 Guillermo 的咨询公司通常为政府部门提供服务，因

此这一特性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

• 平台安全存储是一个可选特性，可帮助原始设备制造商（OEM）

解码密钥，以在启动时对系统进行身份验证。Guillermo 认为 

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平台中的这些创新特性体现了设计团队致

力于在更广的范围内创建安全平台的决心。

智能响应能力（优势：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 

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Guillermo 平日里非常繁忙。以今早为例，他从家里出门，在一

上午的时间内先是前往咖啡厅、然后拜访客户，之后观看了女儿

的小提琴表演，这期间他需要使用平板电脑。深入了解可以在此

类情形下提升平板电脑响应能力的特性后，他认为基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或基于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能

够在这方面提供最佳性能。

卓越：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

器的主要响应能力特性

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的高响应能

力特性实现了真正的创新，这令 Guillermo 印象深刻，而且他认

为此平台的功能最能满足他的需求，其中包括：

• 英特尔® 快速启动技术9 仅需五六秒钟就能将平板电脑从休眠模

式切换至完全活动状态，因此 Guillermo 可以迅速地在平板电

脑上继续未完成的工作。

• 英特尔® 智能连接技术10 会定期将平板电脑简短地从睡眠或待

机模式唤醒，以便应用在低功耗状态下自动从互联网（如电子

邮件或社交网络）获取最新信息。

• 英特尔® 智能响应技术11 使用具备快速存取能力的固态盘

（SSD）作为硬盘驱动器和系统内存之间的高速缓存内存，从

而提升了平板电脑的响应能力。这一功能使得 Guillermo 能够

利用大容量的传统硬盘来存储大型媒体和其他文件，并同时能

够获得类似固态盘的整体系统性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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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主要响应能力特性

对于 Guillermo 而言，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也能提供出色的响

应能力特性，尤其是 Windows 8 联网待机特性，这是英特尔和

微软的重要前瞻性协作成果。

• 联网待机即使在平板电脑处于睡眠模式时也能继续在应用中更

新内容，例如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能够通过互联网自动收集信

息。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Z2760 对联网待机（一个 Windows 

8 特性）的支持，彰显了英特尔和微软之间开展的通力协作。

• 近场通信允许在支持该技术的平板电脑间无线共享信息，并提

供了灵活的使用模式，例如互动游戏和共享媒体内容等。

• 经过优化的高质量双摄像头包括一个两百万像素的前摄像头

和一个八百万像素的后摄像头。由于这些摄像头的规格符合

英特尔的参考设计要求，因此 Guillermo 在任意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Z2760 的平板电脑中都可以使用这些摄像头。

平板电脑中内建的摄像头可在每秒钟捕捉多至 10 张照片，确

保 Guillermo 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瞬间，有助于他更新自己的 

Facebook 页面。

持久的电池续航时间和最佳的可便携性（优势：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

虽然平板电脑中高度的可便携性和持久的电池续航时间不是 

Guillermo 最看中的，但是他也会经常外出，所以他看到了这些

特性的价值。在对两款处理器的特性进行对比后，他认为在这一

方面，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无疑更具有优势。

卓越：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主要电池续航时间和可便

携性特性

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平台的平板电脑小巧、纤薄、高效，

这些特性和功能令 Guillermo 印象深刻。对于他来说其中尤为重

要的特性包括：

• 英特尔® 智能加速技术（Intel® Burst Performance 

Technology）。Guillermo 在了解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性

能特性（以上所述）时还考虑了这一技术，它能够在处理器需

要相应性能时短暂地提升性能，但是不会过高地提升散热设计

功耗。较低的处理器功耗和散热要求使得外形小巧、具有超级

便携性的平板电脑能够延长电池续航时间，完成更多工作。

• 低功耗 DDR2 内存（LPDDR2）可降低内存子系统的功耗要

求，但是仍然会以 400 MHz 运行，从而能够进一步帮助基于

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提供持久的电池续航时间，同

时不会影响系统性能。

• 低高度片上系统（SOC）组件只有 9 毫米（英特尔® 酷睿™ 处

理器中达到 18-21 毫米）可帮助降低平板电脑的整体系统板

外形，因此平板电脑能够更加纤薄，便于携带。

出色：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

器的主要电池续航时间和可便携性特性 

虽然 Guillermo 知道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主要是针对性能进行了优化，但是他也知道这两款

处理器集成了高级特性，有助于延长平板电脑的电池续航时间，

其中包括：

• 3-D 三栅极晶体管以较低的电压运行，而且泄漏也低于传统的

平面晶体管，降低了开机和关机的能耗。这一创新在本质上重

新定义了晶体管设计，可帮助平板电脑平台提供节能性能。

• 22 纳米制程技术使得单位硅核区域的晶体管数量要多于其他处

理器。与通过其他制程技术创建的组件相比，密集排列的小体

积组件降低了功耗要求，而且减少了散热，从而延长了电池续

航时间。

• 电源感知中断路由通过让处理器感知哪些内核属于唤醒状态来

提升功效，让处理器可以将应用和外设的中断路由至这些内核，

从而无需唤醒其他内核。

• 低电压 DDR3（DDR3L）支持可在功耗要求较低的情况下实现

较高的内存性能。

高端娱乐（优势：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Guillermo 考虑到自己是一个音乐发烧友，所以他倾向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和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因为二者在娱乐功能方面

比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更加出色。

卓越：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的主要娱乐特性

Guillermo 发现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英特尔® 酷睿™ 处

理器支持的娱乐特性令人震撼。平台的核芯显卡4 提供了出色的

性能和质量，而且它们还支持高级媒体共享和传输，从而进一步

提升了产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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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u™ 3D 技术12 可通过特殊的 3D 眼镜将屏幕上的电影和游

戏等内容以 3D 形式显示。

• 英特尔® Insider™ 技术13 允许用户从相关在线服务中下载加密

的高清电影和其他内容；它甚至还支持在电影公映前购买，在

电影开始上映后即可观看。

• 英特尔® 核芯显卡5 无需独立显卡即可加速游戏图片的性能，实

现高品质、身临其境的体验。

• 英特尔® 清晰视频高清晰度技术5 显著改善了视频播放效果，提

供了更加清晰和鲜明的图片；而且色彩变得更加自然、准确和

生动，视频图片也更加清晰和稳定。

• 英特尔® 无线显示技术（英特尔® WiDi）14 能够以无线方式将

平板电脑连接至高清电视，使得用户能够将流视频直接传输至

大屏幕。

出色：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主要娱乐特性

虽然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所拥有的娱乐特性逊

色于基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基于英特尔® 酷睿™ 处理

器的平板电脑，但也让人印象深刻。这些设备能够让他在家庭之

外享受到高品质的媒体体验，而且比他预计的要好。这些特性

包括：

• 先进的八百万像素高清摄像头可轻松拍摄高品质的图片，并快

速完成图像捕捉，每秒可捕捉多达 10 帧，即使是在物体快速

移动等困难的情形中也能确保实现最佳拍摄。

• 视频捕捉分辨率达 1080p 并可实现全高清回放，这让用户无

需额外设备即可轻松地创建高清视频，并能实现高品质回放，

带来移动的个人影院体验。

• 高清视频投影支持直接从平板电脑向大型显示屏或电视播放，

实现真正的高清媒体体验。

• 先进的集成显卡提供了逼真的游戏体验和丰富的在线体验，3D 

效果清晰分明，并具有出色的响应能力。

做出选择

Guillermo 最终选择了基于英特尔® 酷睿™ i7 博锐™ 处理器的平

板电脑。对于他来说，虽然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平板电

脑在便携性和电池续航时间方面更具优势，但是他更注重的是高

端应用所需的卓越性能。由于在平板电脑中添加了所有可以使工

作变得轻松的组件，该平台的响应能力同样具有优势。

另外一方面，由于 Guillermo 也经常外出，他对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超级可便携性特性也实在是难以取舍。具体而言，由于

他需要处理繁重的电子邮件并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他看到了该平

台持久的电池续航时间对于移动办公的重要价值。

此外，Guillermo 还特别满意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对于

其业务数据的保护，尤其是英特尔® AT。最后，他为处理器强大

的娱乐功能所吸引。因此，在了解到市场上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如此强大后，他打算为即将 18 岁的双胞胎儿

子每人购买一台，作为生日礼物。

结论
无论是消费类用户还是商业用户，英特尔® 架构平板电脑都不失

为一个灵活的选择，能够同时满足二者的需求。英特尔架构® 平

板电脑可帮助提供完整的 Windows 8 体验。这一硬件与操作系

统的完美结合可带来出色而逼真的用户体验，包括唯美的视觉效

果、出色的响应能力和无缝下载功能等。

这些设备可支持针对 Windows 构建的整个软件生态系统，能够

提供超凡性能、持久的电池续航时间以及出色的响应能力和安全

性能。这两款硬件平台的基本区别要包括：

• 基于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和基于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

的平板电脑针对性能和安全保护进行了优化。它们同样也适用

于内容使用和内容创建。此外，英特尔® 酷睿™ 博锐™ 处理器还

能够为商业用户带来安全保护和可管理性优势。

• 基于英特尔® 凌动™ 处理器的平板电脑针对可便携性和持久的电

池续航时间进行了优化。它们更适用于内容使用和内容创建。

Windows 8 专门针对触摸屏进行了设计。事实上，创新的 

Windows 8 Ul 表明触控已不再是辅助输入选择，而是会成为未

来的必然选择。此外，运行 Windows 8 的英特尔® 架构平板电

脑还可充分利用公司网络中构建的所有访问、安全和管理基础

架构，能够简化 IT 部门的部署工作，并降低与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模式相关联的风险，让员工能够在工作与生

活之间实现最佳平衡。

展望未来，英特尔架构® 平板电脑将会为用户提供更多出色体验。

随着英特尔技术路线图不断深化，用户将可以只需挥动指尖，就

能尽享美好未来。



 1 本文档中所有用户的姓名都是为了展示平台应用而创建的角色，并非真实的个人或公司。

 2 此项技术要求近场通信功能。

 3 资料来源：Morgan Stanley，2011 年 2 月。

 4 此项技术要求系统具备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仅指定英特尔® 处理器支持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和英特尔® 睿频加速技术 2.0。详情请咨询您的电脑生产商。此项技术最终性能将取决于您的硬件、软

件及系统配置。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www.intel.com/go/turbo

 5 核芯显卡特性并未在所有电脑上启用，可能需要安装优化软件。详情请咨询您的系统生产商。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www.intel.com/go/biv

 6 没有一项计算机系统可以提供所有运行环境下的绝对安全。英特尔可信执行技术（英特尔® TXT）要求计算机配备英特尔® 虚拟化技术、英特尔 TXT 支持的处理器、芯片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BIOS）、已通过验证的程式码模组以及与英特尔 TXT 相容的测量式启动环境（MLE）。英特尔 TXT 还要求系统必须包含 TPM v1.s。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www.intel.com/technology/security

 7 没有任何一项系统能对所有的运行环境提供绝对的安全保障。此项技术需要系统支持英特尔® 身份保护技术，包括采用第二代或第三代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支持英特尔技术的芯片组、固件和软件

及相关网站。详情请咨询您的系统生产商。因此导致的任何数据或系统的丢失或被盗或其它损失，英特尔将不负任何责任。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http://ipt.intel.com

 8 没有任何一项系统能对所有的运行环境提供绝对的安全保障。此项技术需要向合格的服务提供商订购此项技术服务并安装有兼容的芯片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固件和软件。关于可用性及

功能性的问题请咨询您的系统生产商及服务供应商。因此导致的任何数据和/或系统的丢失或被盗或其它损失，英特尔将不负任何责任。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www.intel.com/go/anti-theft

 9 要求配置指定的英特尔® 处理器、英特尔® 软件和 BIOS 更新，以及英特尔® 固态盘（英特尔® SSD）。根据系统配置的不同，您的结果可能有所差异。请联系您的系统制造商来获取更多信息。

10 要求配备指定的英特尔® 处理器、英特尔® 软件和 BIOS 更新、英特尔® 无线适配器和互联网连接。可能需要固态内存或硬盘等类似物品。根据系统配置的不同，您的结果可能有所差异。请联系您的系

统制造商来获取更多信息。

11 要求配备指定英特尔® 处理器、兼容的芯片组、英特尔® 快速存储技术软件，和经过适当配置的混合硬盘（硬盘 + 小型固态盘）。根据系统配置的不同，您的结果可能有所差异。请联系您的系统制造

商来获取更多信息。

12 观看立体声 3D 内容需要 3D 眼镜和 3D 显示器。观看 3D 材料时可能存在对健康不利的因素。

13 英特尔® Insider™ 技术是一种基于硬件的内容保护机制。此项技术要求计算机基于第二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架构，并具备内置视觉技术、能够连接互联网以及从合格供应商处购买或租赁相应

的内容。相关内容敬请咨询您的电脑生产商。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www.intel.com/go/intelinsider

14 此项技术需要配备支持英特尔® 无线显示的系统、兼容的适配器和电视。仅配备有核芯显卡、兼容适配器和媒体播放器且支持安装的英特尔® WiDi 软件和显卡驱动程序的基于第二代或第三代智能英特尔

® 酷睿™ 处理器的电脑才提供 1080p 高清功能、蓝光* 播放功能或其它受保护的内容播放功能。详情请咨询您的电脑生产商。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www.intel.com/go/widi

本文件中包含关于英特尔® 产品的信息。本文件不构成对任何知识产权的授权，包括明示的、暗示的，也无论是基于禁止反言的原则或其他。除英特尔产品销售的条款和
条件规定的责任外，英特尔不承担任何其他责任。英特尔在此作出免责声明：本文件不构成英特尔关于其产品的使用和/或销售的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不就其产
品的（i）对某一特定用途的适用性、（ii）适销性以及（iii）对任何专利、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侵害的承担任何责任或作出任何担保。除非经过英特尔的书面同意认可，
英特尔的产品无意被设计用于或被用于以下应用：即在这样的应用中可因英特尔产品的故障而导致人身伤亡。

英特尔有权随时更改产品的规格和描述而毋需发出通知。设计者不得依赖于带有“保留权利”或“未定义”的任何特性或说明。对此，英特尔保留将来对其进行定义的权利，同时，英特尔不应为因其日后

更改该等说明或特性描述而产生的冲突和不相容承担任何责任。此处提供的信息可随时改变而毋需通知。请勿根据本文件提供的信息完成一项产品设计。本文件所描述的产品可能包含使其与宣称的规

格不符的设计缺陷或失误。这些缺陷或失误已收录于勘误表中，可索取获得。在发出订单之前，请联系当地的英特尔营业部或分销商以获取最新的产品规格。索取本文件中或英特尔的其他材料中提

的、包含订单号的文件的复印件，可拨打 1-800-548-4725，或登陆英特尔网站 http://www.intel.com/

在性能检测过程中涉及的软件及其性能只有在英特尔微处理器的架构下方能得到优化。诸如 SYSmark* 和 MobileMark* 等测试均系基于特定计算机系统、

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及功能，上述任何要素的变动都有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变化。请参考其他信息及性能测试（包括结合其他产品使用时的运行性能）

以对目标产品进行全面评估。更多信息敬请登陆 http://www.intel.com/performance 

*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

英特尔公司  2012 年版权所有。所有权保留。英特尔、Intel 标识、Intel Atom、英特尔凌动、Intel Core、英特尔酷睿、Intel Insider、InTru,、

Ultrabook、博锐和 vPro 是英特尔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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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获取有关基于英特尔® 架构的平板电脑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tablets/tablets.html

如欲获取有关 Windows 8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indows.microsoft.com

卓越触控性能让 Windows* 8 平板电脑如虎添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