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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机制造商AB AB IPBox，斯洛伐克 

AB IPBox
位于欧洲中部的新制造商

几个月之前，新成立的接收机制造商AB IPBox搬进了位于斯
洛伐克Topoľľany的这所新建筑当中。这也是批发商AB-COM
的公司所在地。

AB IPBox仅仅于2010年1月才成立，您一定会

认为它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市

场上站稳脚跟。然而恰恰相反，AB IPBox拥

有经验丰富的具备专业知识的雇主和员工。

我们希望了解这个新的市场竞争者，并参观

了他们位于斯洛伐克小镇Topoľčany的公

司。毕竟，这种接收机市场的新秀的出现并

不是每天都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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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IPBox的顶级型号：9900HD带有两个DVB-S2调谐
器，两个CI插槽，两个智慧卡读卡器两个SCART欧插接
口以及理所当然所具备的录像机功能。我们将在未来
出版的《国际卫星电视》中刊登这款机顶盒的测试报
告。

在AB IPBox崭新的办公室和生产厂房

欢迎我们的是一个熟悉的面孔：总经理

是尤拉伊•马萨里克（Juraj Masaryk）

，他在批发商AB-COM也是相同的职位。

顺便说一句，AB-COM也在相同的大楼

里，因此，当尤拉伊•马萨里克告诉我们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AB-COM扮演

着AB-IPBox的分销商的角色的时候，

我们并不感到惊奇。“我们是这样运

作的。然而，同时也与另外的分销商合

作，”尤拉伊•马萨里克补充到，“即在德

国、俄罗斯、乌克兰、瑞士，以及最重要

的意大利。”这可让我们没有想到：一个

仅仅在几个月之前才成立起来的公司已

经能够打入如此之多的中欧及东欧国家

的分销商。“此外，我们也和诸如波罗

的海国家、波兰及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当然还包括奥地利这些国家的分销商有

着合作关系，” 尤拉伊•马萨里克继续

说着。

如果您去看欧洲地图，您会很容易发

现发现斯洛伐克占据着一个可以服务于

中欧和东欧各国的优越位置。运输路线

非常之短，因此接收机可以非常有效地

运输到其他各国去。

我们的最大问题是：究竟AB IPBox有

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令这个新兴的公司

在这些国家中取得成功的？尤拉伊•马萨

里克带我们追溯了最基本的、也是每一

个成功商人都要遵从的法则：“我们从来

都不依赖任何单一的解决方案，我们总

是有几个并行的策略。” 尤拉伊•马萨

里克不仅仅在任何时候都能抛出一个可

以充当备用计划的锦囊妙计，它甚至在

尤拉伊•马萨里克（右侧），AB IPBox的经理正在向《国际卫星
电视》的主编亚历山大•维思展示新的AB IPBox 9900HD接收
机。从展示架上可以看到这款特别的型号带有多种不同的前面
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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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基于Linux的接收机。而另一方面

我们还提供半成品机顶盒给亚洲的节目

商，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定制最

终产品并在我们欧洲的生产厂区制造出

来。”在欧洲总装有着两大优势：所有

的机顶盒都要被严格的测试以满足欧

洲的要求。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列为当

地产品并被贴上了“在欧洲测试”的印

章。

作为《国际卫星电视》杂志，我们最感

兴趣的还是基于Linux的接收机。“一

个由四名软件工程师组成的团队正在为

这个系列的产品工作，特别是对于这些

接收机的驱动程序方面，”尤拉伊•马萨

里克解释到。目前共有三种型号可供选

择，他们正在朝着市场高端迈进。“拥有

两个DVB-S2调谐器、两个CI插槽、两个

读卡器、两个欧插SCART以及理所当然

地还包括录像功能的AB IPBox 9900HD 

Plus是我们的顶级接收机。”通过两个

USB接口以及所同样具备的基本的功

能，这款机器便成为了一款神奇的机顶

盒。“例如，你可能希望插上一个DVB-T

的电视棒，”尤拉伊•马萨里克向我们建

议到并为我们演示可以使用后面板的

USB接口以及前面板的第二个USB接口。“

这样，你就可以拥有一个三重功能的接

收机了——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

以是四重的接收机。”

这是这里在2009年8月份时的样子...

AB IPBox销售经理的办公场所。

执行原定计划的时候也在同时进行着备

用计划。“我的经验告诉我，你不可能完

全排除意外情况。但是，当这些出现的

时候，生产依旧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停

顿。” 尤拉伊•马萨里克用下面的例子

来解释他所说的话。“曾经我们检测到

在我们的接收机产品中有一个可以让电

视画面在一段时间后冻结的软件缺陷。

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只能是复位一下

接收机。”

这意味着这款产品是不能上市销售

的。“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库存中已

经有了第二款拥有完全不同软件的接收

机，不然我们将不得不停止向市场供应

我们的产品。”如果没有备用计划的话，

一个像软件缺陷这样的大问题将会是

有可能破坏一个公司的潜在因素。“这

告诉我们永远都不要仅仅依靠单一的解

决方案。”尤拉伊•马萨里克强调着他的

公司的信条，这同样应用在了位于同一

座大楼中的分销商AB-COM身上。多亏了

于AB-COM的密切合作，我们的销售才拥

有了两大支柱，而无需依赖单一的产品

群。

那么这种有意提供多于一种产品群的

公司的产品范围都是什么呢？尤拉伊•马

萨里克给了我们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总体上来说，我们拥有两个系列的产

品。一方面，我们提供我们自己开发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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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010年的时候，这里已经盖起了一幢两层的管理大楼，其后方是仓库、发货和维修场所。

AB IPBox 99HD和55HD是AB IPBox出品

的面向另外两个方向的接收机。尤拉伊

向我们揭示了另外的一个小秘密：“我们

将在短期内提供这个系列产品的SDK（软

件开发工具包）！”当您正在阅读这期《

国际卫星电视》的时候，它已经可以通过

AB IPBox公司的网站www.abipbox.com

下载了。“凭借这款SDK，所有软件开发者

都可以自由地开发新的软件并创造新的

功能，”尤拉伊•马萨里克说，任何新的

插件都可以从IPBox网站上下载到他们

的机顶盒上。互联网收音机，YouTube，天

气预报或图片浏览器这些功能的实现仅

仅需要安装一些插件而已。“如果您的任

何读者相信他们可以提供某个有价值的

应用程序，他们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甚

至可以决定将其添加到我们现有的范围

内，”尤拉伊•马萨里克说。这令人耳目一

新，AB IPBox引进了独立软件开发者的

开放的观点。

虽然新的HD100系列仍将沿袭基于

Linux系统，不过我们依然对其兴趣不

减。“这个系列的特点是物有所值，它

可以被用来作为第二或者第三台接收

机，”尤拉伊•马萨里克解释到。这个观

念的背景是这样的：在客厅里，大多数消

费者都会选择一般的卫星接收机，然而

在卧室里、儿童房间或者甚至厨房里，

品牌和花里胡哨的功能就不那么重要

了。“你不需需要在这些次要的房间中炫

耀你的接收机，所有你需要的就是一个

可以藏在电视机后面的一个机顶盒。”

尤拉伊说道，同时，他暗示了HD100的尺

寸被缩小了。“他们可以接收包括DVB-S2

、DVB-T、DVB-C在内的所有标准，并可以

收看IPTV。”如果需要的话，AB IPBox将

会同样支持ATSC以及ISDB-T的接收。

这带来了我们的下一个问题：AB IPBox

的目标客户群是什么样的？“特特别是

HD100系列机顶盒，我们清晰地侧重于供

应商市场，”尤拉伊•马萨里克说。“新兴

的以及未来的IPTV节目提供商将对于低

成本的接收机有着浓厚的兴趣，”尤拉

仓库的样子，这里属于接收机制造商AB 
IPBox和分销商AB-COM联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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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马萨里克继续说道，并且谈到了IPTV

的最终用户大多数已经拥有了另外的接

收机。“在这种情况下，尺寸并不太重

要，仅仅是越小越好，而这就是HD100系

列的主要特点之一。”

让我们觉得意外的是AB IPBox是一个

非常精干的公司，尽管其产品范围非常

全面。“我们一共雇佣了24名员工，”尤

拉伊•马萨里克向我们一一数来。“16名

员工负责接收机的生产，四名员工负责销

售，而另外的四个人负责技术支持。”如

果您对于AB IPBox感兴趣，希望看到他

们本人的话，您也许可以前往今年在乌

克兰的基辅举办的EEBC或者在明年德国

科隆举办的ANGA。“当然，我们还会参加

本地的展销会，比如在捷克共和国举办

的INVEX和斯洛伐克举办的HI END。这

两场展会都将在十一月举行。”尤拉伊•

马萨里克补充说到。

原来，所有的这些谈话都是在谈论市

场营销策略。一方面，AB IPBox在两个

不同的操作系统中取得了其市场竞争的

灵活性。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有自己的产

品，这些产品拥有着非常清晰的市场定

位。甚至AB IPBox的多方面策略的管理

理念还能够使他们通过低价格来保持

竞争力，这似乎就是他们取得成功的良

方。

维修间一瞥。AB IPBox的所有接收机产品都在这里
修理。

AB IPBox的接待区域：国内销售团队在一楼，而海外销售团队、市场部门和管理部门在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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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IPBox的雇员 

1.Radovan Cifra，销售经理
2.Ing. Michal Grežo，市场经理
3.Svetlana Masaryková，财务
4.Martin Ďurisnký，服务工程师
5.Michala Kováčová，财务
6.Juraj Halo，销售经理
7.Juraj Bobula，销售经理
8.Peter Valo，销售经理

1.SDK（软件开发工具包）接收机原

件正在组装成为最终的接收机。

2.一名女性员工正在焊接接收机

的主板。

3.接收机成品正在等待最后的检

测。

4.整装待发：所有的这些接收机海

查一本用户手册。面对不同的市场，

不同语言的用户手册将被加进来。

一台AB IPBox
接收机诞生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