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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帧率屏幕手机渐成主流

分析称与护眼关系不大，主要为游戏体验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潘敬文

“用过你就会发现90Hz和60Hz的差

别。 ”手机玩家罗先生如此向记者表示。

除了5G之外，高帧率屏幕

（高刷新率屏

幕）

无疑是近段时间手机圈的热点。 上

周，Realme和一加2家新锐手机品牌均

推出高帧率屏幕旗舰手机。 业内人士认

为， 高帧率屏幕将成为智能手机屏幕上

的主流趋势。 但也有业内专家向记者表

示，高帧率屏幕主要针对游戏玩家，让打

游戏玩的更爽，虽然看的很爽，但对护眼

保健功能作用不大。

两品牌同日发高帧率屏

据了解，60帧（60 Hz），是一秒翻过

60个画面；90帧（90 Hz），就是一秒翻过

90个画面。 换言之，90Hz比60Hz能在同

样时间内显示更多的画面帧数， 而帧数

越高，屏幕画面就越流畅。

上周二

（

10

月

15

日 ）

， 新锐品牌

Realme在北京发布旗下首款旗舰手机：

Realme X2 Pro。 根据官方参数，Realme

X2 Pro除了“高通骁龙855 Plus处理器、

6400万变焦四摄、50W SuperVOOC超级

闪充”，更配备了90Hz流体屏。

据Realme介绍，拥有90Hz“高刷新

率流体屏”的Realme X2 Pro，是Realme

品牌迄今为止最流畅的屏幕， 相对普通

手机显示屏， 其帧率提升50%， 能实现

“零拖影”。

同一天， 另一新晋品牌一加手机

（OnePlus） 也在北京发布一加7T系列新

品。 一加手机CEO兼创始人刘作虎在发

布会上表示：“一加7T系列的发布，代表

一加手机将全系标配 90Hz 流体屏，一

加全面进入高帧率时代。”根据一加调研

数据，90Hz成为了该品牌排名第一的用

户购买理由。一加认为，高帧率屏幕将是

未来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

为确保 90Hz屏幕的顺利使用 ，

Realme和一加都加码软件调试和对外合

作。 这其中，Realme X2 Pro与王牌战士、

穿越火线、堡垒前线、量子特攻、新笑傲

江湖手游等6款大型游戏定制90Hz高帧

率模式。一加表示，为给用户提供更流畅

的90Hz体验，一加针对90Hz高刷新率屏

幕自研“OnePlus 90Hz巴赫演算率”深度

优化算法， 让屏幕的响应时间只需40毫

秒， 比普通60Hz的安卓手机速度提升

38%。 一加还专门制定了一套90Hz应用

认证，目前已有超过500个常用应用完成

了测试和认证， 确保为用户带来优秀的

动画和功能体验。

提升游戏体验但未必护眼

据记者了解，最早用上90Hz高刷新

率屏幕的手机是去年年底华硕推出的第

一代ROG游戏手机。 其后各大手机品

牌，尤其是游戏手机品牌。

今年上半年， 一加7Pro用上了90Hz

的AMOLED屏幕，同时将分辨率提升到

2K。 到了下半年，高帧率屏幕智能手机

产品出现井喷 ： 红魔 3S、OPPO Reno

Ace、Realme X2 Pro、 一加7系列等国产

品牌， 以及谷歌Pixel 4系列等外国品牌

全部用上了90Hz屏幕。

“90Hz屏幕只是一个起步。 ”广州本地

手机评论人士陈欢向记者表示， 雷蛇Razer

Phone1和2，夏普Aquos R以及华硕ROG游

戏手机2更将刷新率推到了120Hz。

不过， 尽管高帧率屏幕在滑动屏幕

时更流畅，不少人更表示看惯了90Hz就

回不去60Hz，但将屏幕刷新率从此前的

60Hz升级到当下的90Hz，却似乎跟“护

眼”和“用眼健康”关系不大，而是与更好

的游戏体验相关。“因此目前推动高帧率

屏幕最积极的厂商， 几乎都是游戏手机

品牌，比如华硕ROG、雷蛇等。 ”陈欢如

此表示。

“

（高帧率屏幕）

高频不闪，相对护眼

睛，也健康点。 ”深圳第一手机界研究院

院长孙燕飚向记者表示，从看得、用得更

舒服的角度，也不能说高帧率屏幕对护眼没

有帮助， 只是护眼的最佳方法还是合理

降低手机的使用时间。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潘敬文

)

10月16-17日，中国移动“5G进高

校” 活动走进暨南大学， 5G无人

机、5G远程签名、5G VR直播、5G

安防AR等一系列5G黑科技精彩

亮相。 学生与5G“零距离”接触，

通过互动体验切实感受5G高带

宽、低时延、广连接的魅力。

据了解，“5G进高校”是中国

移动为高校学子倾情打造的5G科

普体验展示活动。 暨南大学是本次

巡展活动的第五站， 通过5G应用展

示、互动体验与主题宣讲，为师生展

示5G技术，并深入探讨5G如何开

启未来的智能互联生活。

据介绍，目前，中国移动在全

国52个重点城市建成5G基站4.1万

个。 2019年底前将在全国建设超过5

万个5G基站， 在52个重点城市实

现5G商用服务，2020年实现全国

地级以上城市5G商用服务。

方正证券：从行业层面来看，目前

“人造肉 ”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 ，北美

市场“人造肉”销量占肉类市场份额还

不足

1%

。 考虑到“人造肉”的成本可接

受，且相对更为环保健康等特点，未来

“人造肉”市场规模有望保持较高速的

增长。 落脚到

A

股市场，目前植物性蛋

白 “人造肉 ”成本相对较低 ，因而更具

备商业化基础，其上游原料多为豆类，

相关的种业公司、 豆类贸易商或豆制

品深加工企业或有望受益“人造肉”需

求的逐渐释放，带来业绩的明显改善。

银河国际：“人造肉” 在短期内不太

可能取代真正肉类，主要是由于“人造肉”

成本较高、 产能有限和消费者偏好所致，

但虽然如此，随着更多新公司进入该行业

以及“人造肉”成本降至与畜肉相若，这些

障碍将会消除。 这对肉类生产链的长期

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如农作物供应商可能

会受益于更大的需求， 因为

BeyondMeat

和

ImpossibleFoods

等“人造肉”类供应商

在提升份额后持续增加产量。

兴业证券： 人造肉可以分为植物

肉和培养肉两大类， 目前市场上成熟

的制造技术是植物肉， 其代表公司主

要是

BeyondMeat

和

ImpossibleFoods

。 植

物肉汉堡的价格比普通汉堡贵

20%

左

右，随着规模化生产等原因，成本有望

进一步下降。 现阶段培养肉因成本高

昂无法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其代

表公司包括

MemphisMeat

和

MosaMeat

等。 而国内人造肉不流行的原因主要

是植物肉不符合国人的消费习惯和素

食主义的不盛行。

（上接

B02

）

谨防游资概念炒作

艾媒咨询CEO张毅分析认为，今

年关于“人造肉”的话题越来越火与

以猪肉为代表的肉类价格明显上涨

有直接关系。 作为一种替代品出现的

人造肉产品，成为不少消费者口中的

谈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国

人对于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视程度越

来越高。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

断改善，各种肉类食品成为餐桌上必

不可少的美味，但由于动物肉的热量

过高，长期摄入容易诱发“三高”。 出

于健康的考虑，追求环保、绿色饮食

方式的消费者日渐增多。 除了这两大

现实因素，张毅表示，技术因素也是

将“人造肉”带入人们日常生活的重

要推动力之一。 目前对于人造肉的研

究和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一个新高度。

东吴证券高级投资顾问潘绍昌

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

饮食文化的差异，人造肉的受众人群

目前来看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多。“从

各方面的消息来看，金字火腿人造肉

相关产品目前还没有完全投入市场，

对公司业绩能否大量增厚，还有较大

不确定性。 所以，二级市场纯粹炒作

成分较多。 建议投资者对这些纯概念

的个股保持谨慎，关注三季报业绩稳

定、 市值较大的行业龙头的投资机

会。 ”潘绍昌提醒。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分析师杨德龙

也认为， 人造肉的确具有一定的市场前

景。但投资者要选择有技术壁垒的公司

进行配置，而不是单纯是概念炒作。

机构观点

中国移动“5G进

高校”走入暨南大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10月17日， 第七届中国成都国际

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开幕式在成

都国际非遗博览园隆重举行。 唯

品会驻四川凉山传统工艺工作

站

（下称 “工作站 ”）

项目成果也

亮相在非遗节主题展———非遗

传承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成果展。

开幕当天正值全国第六个

扶贫日，该展览以全国“非遗+扶

贫”重点支持地区以及文化和旅

游部定点扶贫的县

（市 ）

所采取

的“非遗+扶贫”工作路径和取得

的实践成果为主，以四川各地探

索非遗助力乡村振兴成果为辅，

全面展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中的非遗力量。

电子屏幕显示是一帧一帧地进行。

60

帧（

Hz

），就是

一秒翻过

60

个画面。

90

帧（

Hz

），就是一秒翻过

90

个画面。

90Hz

比

60Hz

，在同样的时间内，能显示更多的画面帧数。

帧数越高，屏幕画面就越流畅。

尽管传统观点认为

60Hz

是人类对手机刷新率的极

限。 但从实践中看，大部分真实体验过

90Hz

的用户都认

为比

60Hz

屏幕舒服很多。

什么是高帧率手机

唯品会非遗时尚产品

亮相成都国际非遗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