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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美的用户体验 “就最终体验、性能和特性而言，
Qt 绝对是开发Radeon Software 
Crimson Edition的正确选择。”

“MBUS 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内
的全新用户体验。我们用 Qt 开
发了绝大部分的UI体验和软件，
包括屏幕动画，屏幕间的过渡
和小组件。Qt 使我们能够快速
开发出原型系统,，实现软件的
跨平台运行。”

“凭借Qt的快速迭代，我们能够为
客户提供最佳的用户体验。”

卓越的用户体验不仅大幅提升品牌，还能吸引众多忠
实用户。

Qt 跨平台框架和工具大幅提升开发团队的开发效率，
专注于让产品脱颖而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在任何平台上都能以最佳方式稳定、高性能地
运行软件

― 现代、响应迅速的2D和3D用户界面，超出用户
期望

― 在不同目标设备上保持一贯的品牌或原生外观

查 阅 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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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sources.qt.io/cn/mercedes-benz-concept-eq
https://resources.qt.io/cn
https://www.qt.io/formlabs-built-with-qt?utm_campaign=C-Level%202019&utm_source=Convince%20Your%20Boss&utm_medium=pdf&utm_term=top%2010%20reasons%20to%20develop%20with%20Qt
https://resources.qt.io/videos/built-with-qt-formlabs-intuitive-connected-3d-printing-experience
https://www.qt.io/amd-built-with-qt?utm_campaign=C-Level%202019&utm_source=Convince%20Your%20Boss&utm_medium=pdf&utm_term=top%2010%20reasons%20to%20develop%20with%20Qt
https://resources.qt.io/videos/built-with-qt-amd-radeon-software


研发成本

“客户通过使用Qt平均节省了
30%的软件开发成本。此外，
单一的开发环境整体上简化了
设备创建过程。”

硬件成本

“相较于基于Qt的解决方案，
用基于web解决方案实现类似
iPhone的用户体验，需要更强
大、更昂贵的片上系统。Qt
可为全球最大家电制造商之一
节省约53% 的硬件成本。”

维护成本

“当我们实现开发一份代码，
而程序可以运行在众多平台上
的时候，我们就能把过去维护
多个平台的成本降低到维护一
个平台的水平。”

#2 降低开发成本
― Qt支持多个平台，能在节省您宝贵开发、维护资源的同时，降低您的硬件成本。

― 您只需要一个开发团队用Qt开发、维护一个代码库，就可以支持所有的目标平台。

― 得益于C++的优势，基于Qt的应用在低成本硬件上也可以高效运行，从而大幅降低
您的硬件成本。

查阅更多
中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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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工作流

“我们能够非常快地创建原型。唯一的问题
是客户以为这已经不是一个原型了，因为
它看起来太棒了！Qt 让我们能在多种平台
上快速重用之前的项目，第一时间满足客
户的需求。”

咨询、培训和支持

“我们只与最好、最有信誉的公司合作。
Qt 提供的技术支持在整个开发周期中对
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显著缩短了产品
的上市时间 。”

#3 加快产品上市

Qt简化了项目各个阶段的工作流程。 有了Qt，设计师可以在
真实的硬件环境中创建原型并迭代，无需开发者的协助。

Qt库、预先制作的UI元素以及从设计原型自动生成的代码大幅减
少了开发者的工作。得益于Qt跨平台的特性，当您的应用需要
运行的设备类型越多，您节省的时间就越多!

如果您的项目需要改进，Qt专业服务团队随时能够为您提供帮
助。

代码重用

“我们开发各种C++组件, 并需要在多个项
目中使用这些组件。我们创建了各种模
块,，当需要在其他项目中使用时，只需
用Qt QML创建一个新的UI，而不必每次
都从零开始开发整个系统。”

查 阅 更 多
中 文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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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性能

“当需要在单一屏幕上同时显示2D和3D内容时，使
用Qt会大有裨益。在Mini 上，我们在2D屏幕上渲
染了AR，同时我们还将Qt运行在一个资源非常有
限的SoC上，能做到这些实在是太重要了。”

快速的交互响应

“Qt帮助我们实现了良好的外观图
形界面，同时实现了高性能和高帧
频，这对提升用户体验非常重要。”

“一位开发人员花了160个小时在嵌
入式系统上分别用Qt/QML和
HTML5创建了相同的应用程序，结
果发现基于Qt的应用程序总体而言
运行更快、响应更迅速，而且更易
于实现。”

#4 提升应用速度
今天的消费者对自己的设备有更多的期望，因为有更多的
选择，用户体验中的微小细节就能够使您的产品脱颖而出。

得益于C++，基于Qt的软件能以更少的内存开销实现硬件
集成，这使其无论运行在高端多屏系统还是微控制器上，
都能实现快速的交互响应、更短的启动时间、更流畅的动
画，以及更好的性能。

查阅更多
中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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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升开发体验
享受开发过程的开发者才能富有成效。

如C++开发者所愿，Qt提供了最快、最简单和最有趣的开发体验。

Qt拥有简单直观的开发环境，其代码编辑器具有语法高亮显示、
自动补全、拖拽式的UI设计创建、可视化调试和分析以及许多其
他功能。

Qt还因其高质量的文档和示例享誉业界，您可从中获得灵感，或
直接节省开发时间。

“我们没花多长时间就能用Qt开发了。
事实上，学习并开始使用Qt都很容易。”

简单易用

“用QML编程的效果真是令人惊
叹。 它的易用性和效率让我们很
惊讶。QML 为我们的软件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

丰富的文档和示例

“我们认为用Qt开发我们的 UI非常
有趣，其中主要原因是它的使用
手册内容齐全。”

“Qt非常适合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能帮助
加速开发，我们刚安装完几天就开始使用
了。”

快速上手

查 阅 更 多
中 文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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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丰富的类库和工具集
基于不同框架的库和工具集开发应用程序，可能面临着不稳定和复杂性的问题 ——问
问Frankenstein博士就知道了。

Qt是唯一最完整的C++软件开发套件，拥有开发软件所需的所有工具和构建模块：从开
发到部署，从前端到后端。没有相关依赖需要担心，也无需浪费时间去寻找最佳的开
发工具 —— 因为这些它都有了。

“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Qt库有
多强大。使用Qt以后，我们的开
发过程比以前容易多了。以前开
发大型自动化系统可能需要1000
到1300小时。使用Qt后，整个开
发过程减少到了 5 0个小时 。”

“Qt 提供了大量工具和支持类，
能够帮助您以最有效的方式构建
结构良好的软件。”

“Qt拥有开发者所需要的工具套
件，同时它拥有大量类库，并
且不断在增加。”

易于理解的各种库完整的工具套件

查阅更多
中文资料

https://resources.qt.i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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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丰富的社区
一个开发框架的生态系统可以长期、有效地支撑基于它
开发的项目。Qt拥有超过一百万专注的用户群体。植
根于开源社区，Qt的不断发展得益于世界各地乐于奉
献的开发人员。Qt 公司的发展已经超过了25年，并将
继续成为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开源社区的贡献

“令人惊喜的是，Qt 社区已经完成了大量的工作。我们能够利用社区
的资源、代码和合作伙伴关系，为我们的产品打下了良好基础。没有
开源社区的帮助，我们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交付。”

>100万开发者

合作伙伴网络

服务

培训

分发

社区

技术

查 阅 更 多
中 文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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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跨平台能力

一致的外观体验

“我们正在开发中的项目是让
iOS 代码也适用于 安卓。我希
望你认为你使用的是 Android 
应用，而不是在 Android 上
运行的 IOS 应用。我们选择
Qt 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一套
代码在不同系统上都有原生
UI 的外观体验。”

海量支持和可扩展

“我们有手持设备、监控设备、
平板设备，未来我们还会有很
多其他的设备架构。我们想要
一次开发，在任何设备上都能
表现出色。Qt 的跨平台支持
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更少代码、更多创意、任意部署！”是Qt的宗旨。跨平台
开发不仅节省时间，更是战略推动者。

基于Qt开发的软件在所有设备上的外观、体验都能保持
一致，并为潜在市场提供面向未来的支持。随时为下一个
伟大创新做好准备：一旦完成了基本代码开发，后续扩展
到其他目标平台，无论是高端多屏系统还是MCU，都轻
而易举。

一个代码库

查 阅 更 多
中 文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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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语言

“我们选择Qt就是因为它是最好
的C++工具包，具备出色的用户
界面功能——在跨操作系统开
发应用方面，Qt没有什么能真
正竞争对手。”

“大公司通常会有庞大的开发团队
开发应用。用QML为新平台创建版
本就像变魔术一样容易。

#9 多语言支持
对您的开发人员和客户来说，Qt已让语言障碍成为过去。

Qt 支持不同的开发语言。C++ 高效、功能强大且用途广泛。
QML是Qt中创建UI的声明性标记语言，它使UI的创建过程变得
快速而容易。几乎所有可以用Qt做的事情，现在都可以用
Python来完成！

如果您希望产品国际化，Qt 的本地化、国际化工具可以为您省
去无数与语言翻译、货币转换、日历格式等相关的烦恼。

本地化和国际化

“如果没有 Qt Linguist工具，我们就必须从外部聘
请专业人士。在整个项目期间，它为我们节省了
一到两个人的工作。”

查阅更多
中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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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灵活易扩展的架构
可以从第三方图形设计工具导入UI资源、应用Qt的预制小部件和控件，或者使用
QML来设计您的UI资产。

在Qt自己的 IDE 中编写软件、添加插件，或者在其他IDE中使用Qt库。准确选择目
标平台所需的模块，通过板卡级支持包部署软件到设备，通过WebAssembly运行
在浏览器，或通过WebGL运行于无屏设备。

“我们想做很多事，我们想做
各种尝试和试验。有了Qt，对
于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再没有了技术限制。”

“过去，UI开发者需要先为嵌
入式开发者创建模型。现在，
Qt让前者可以直接在产品上
工作，消除了设计师和开发者
之间日常复杂、耗时的来回过
程。”

“车内的用户体验将变得日益重
要，甚至远比现在的重要性。
我们很高兴能与Qt公司合作，
Qt公司大力支持了我们设计过
程。 Qt让设计师变得无限自由，
创造出来的东西令人不可思
议。”

——汽车设计师
Murat Gü nak

查阅更多
中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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