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

2019.6.3��星期一

INFORMATION TIMES

B08

责编：黄淑仪 美编：余永康

国产手机“高性价比”旗舰新品密集发布

Redmi K20系列、魅族 16Xs、荣耀

20系列……上周， 多家国产手机品牌

集中发布新品迎接“618”电商年中购

物节。 记者了解到，此次推出的新品几

乎都是主打“高性价比”的旗舰机型。

业内分析认为， 国产品牌频推高性价

比产品， 与近一年手机元器件价格有

所下跌，生产成本下降有关。

旗舰机也推高性价比

上周，红米、魅族、荣耀等纷纷推

出旗舰新品， 价格从1500元至2699元

不等， 均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高性价

比”作为关键词。

5月28日，小米集团旗下品牌Red－

mi

（红米）

发布Redmi K20系列手机，小

米集团副总裁、Redmi品牌总经理卢伟

冰在发布会上称之为“真旗舰新品”，

主打性价比。 以Redmi K20 Pro为例，

其采用的是当下旗舰机的配置， 包括

搭载高通骁龙855处理器、索尼4800万

超广角三摄 、 升降式前置相机 、

AMOLED极界全面屏、 第七代屏下指

纹解锁、4000mAh超大电池等，但价格

只需2499元起。 此外，使用骁龙730处

理器的Redmi K20售价也是1999元起。

除旗舰新品外，红米还发布了红米7A，

相比前作红米6A， 性能全面提升的同

时，售价进一步下调，仅549元起。

一天后， 魅族和荣耀也分别推出

针对618的旗舰产品，两者均主推摄影

性价比。 5月30日，魅族科技（MEIZU）

发布1500元档的魅族16Xs产品。 据介

绍， 拥有4800万AI三摄、4000mAh大电

池；5月31日，荣耀发布荣耀20系列。 在

4800万高清主摄、F/1.4夜景光圈、双

OIS四轴光学防抖等前沿科技加持下，

荣耀20 PRO在首次参加DxOMark权

威测试中， 综合得分达111分。 据悉，

DxOMark权威测试是法国知名图像处

理软件DxO公司推出为数码相机画质

提供的衡量测试。

元器件价格下滑致成本降低

业内分析认为， 国产品牌之所以

能推出“超高性价比”的产品，与元器

件价格下滑，生产成本下降有关。 根据

集邦咨询半导体研究中心在5月25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DRAM

（内存 ）

第一

季合约价整体均价已下跌逾20%。集邦

咨询预计， 在库存尚未去化完成的影

响下，DRAM均价跌势或持续至今年

第三季度。

5月30日，集邦咨询半导体研究中

心再次发布报告称， 从2018年第四季

开始，智能手机及服务器OEM

（代工 ）

便因需求疲弱而调节库存， 今年第一

季度还受到传统淡季影响， 因此各项

产品的位元出货量表现均呈现下降趋

势， 导致整体NAND Flash

（存储的一

种）

的合约价下降。

集邦在此次报告中表示，2019年

第一季 eMMC/UFS、Client SSD以及

Enterprise SSD等元器件的合约价分别

下跌 15 ~20% 、17 ~31%及 26 ~32% ，而

TLC Wafer产品合约价跌幅虽有收敛，

但季度跌幅仍达19~28%。 集邦咨询认

为，展望第二季，包含智能手机、笔记

本电脑以及服务器在内的主要需求都

将有所回升， 但仍不足以消弭库存压

力，供应商在库存压力未除之前，合约

价将继续呈现下降趋势。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高性价比产品一览

广州5G公交车进入试运行阶段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

近

日， 有广州街坊发现新穗巴士 807A

线路上出现“5G 公交” 标识， 且车内

多个摄像头、 监控电视等设备已更新

换代。 记者了解到， 这辆由广州移动、

广州新穗巴士、 广州通达汽车合作推

出的 5G 公交， 目前已经开始进入试

运行阶段， 即将为市民提供全新的出

行体验。

在公交车内， 记者看到司机前方

安装了高清摄像头。 据介绍， 这是

“车长人面识别” 装置， 加载了防疲劳

驾驶检测系统， 一旦实时识别到车长

在行车过程中出现犯困、 吸烟、 使用

手机等不安全驾驶的行为， 该系统就

会进行智能分析， 将车长的异常状态

通过 5G 网络传输到后台交通管理中

心， 5G 网络的超低时延让车长可以及

时收到报警提示音， 提醒车长规范驾

驶， 从而达到安全保驾、 守望保驾、

专注保驾的目标， 有效提高行车安全。

以往受限于网络带宽限制， 乘客

常常发现公交车上的电视容易出现卡

顿。 在 5G 时代， 车载视频的带宽可

高于上行 80M、 下行 800M， 乘客甚

至可以在行驶的公交车上观看 4K 高

清视频。 此外， 5G 网络的大宽带让全

车 6 路 720P 高清视频实时监控成为可

能， 让市民安全乘坐公交车增添了一

份安心。

在本次合作中， 广州移动提供面

向 5G 应用的网络方案和云平台技术

支撑能力， 广州新穗巴士提供公交及

路线资源， 广州通达汽车提供面向 5G

智慧公交的前端智能硬件。 据广州移

动技术人员介绍， 除了 807A 之外， 还

有多条公交线路也将用上 5G， 除了车

上加载视频监控高速回传、 4K 高清

IPTV、 人脸识别联动报警、 驾驶行为

安全监督等功能， 智能公交站场方面

将实现智慧停车管理、 调度指挥、 无

人机巡逻、 无人驾驶、 大数据决策支

持等应用。

5 月 29 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以

下简称 “广外大 ”）

与广州移动在广外

白云山校区国际会议厅签订了“共建

未来 5G 智慧高校”战略合作协议。 同

时，“5G+创新应用中心” 正式揭牌落

户广外。 据介绍，双方将广外大在同声

传译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与广州移动

5G 技术优势相结合，融入数字化同声

传译系统， 从而推进远程同声传译应

用的实现，为将来搭建远程、移动、多

点接入的同声传译应用体系创造基础

平台。

相关链接

红米

K20

价格：

2499 元起

亮点：

搭载高通骁龙 855 处理器、索

尼 4800 万超广角三摄、 升降式前置相

机、AMOLED 极界全面屏、 第七代屏下

指纹解锁、4000mAh 超大电池和全曲面

玻璃机身。

价格：

1698 元起

亮点：

魅族与三星联合深度定制的

Super AMOLED 屏幕面板。 这款 6.2 英

寸的全面屏，拥有视网膜级的色彩还原，

高达 103% NTSC 广色域。 此款屏幕经

过德国 VDE 安全护眼认证，提供硬件级

蓝光过滤技术，有效滤去 33%有害蓝光。

荣耀

20

系列

价格：

2699 元起

亮点 ：

4800 万高清主摄、F/1.4 业界

最大夜景光圈、 双 OIS 四轴光学防抖、3

倍光学变焦和最高 30 倍数字变焦；搭载

通过 4G 和 WiFi 信号双路网络同时下

载，得到超高速度的 Link Turbo；应用操

作流畅度提升 60%的方舟编译器；200 多

米无障碍距离都能正常使用的超级蓝牙

技术等。

广外大与广州移动合作共建

5G

智慧高校

魅族

16Xs

5G

公交内“车长人面识别”装置。 受访者提供

后台的公交车监控画面。 受访者提供

荣耀

20

系列发布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