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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提及希望了解“无网络通信技

术”更多细节和商业意图，OPPO公司的相

关负责人给出了低调的表示：“展会上只是

展示了我们做的一项技术研究，目前还没

有应用的计划。并且，即使有一天应用，也

一定是要符合国家合规性的要求。”

OPPO 之所以给出这样的低调回应，

或许是因为担心尚未商用，就惊扰监管各

方，影响其商业化进程。

但是网络上的网友们却已经替运营

商坐不住了：因为它很实用，“可以告别对

讲机了”“而这个技术可以实用于各种智

能设备”“运营商有可能不会让有这种功能

的手机入网”“很担心会动了既得利益者的

蛋糕”。

但陈腾表示，该技术实现设备间不依

靠运营商服务的通信功能，对运营商通话

服务业务基本不会造成影响。但由于OP-

PO 无网通信范围仅限于 3公里内，因此只

在某些特定的场景才会使用，如校园、厂区

等，受众面的局限性导致 OPPO 无网通信

对运营商业务造成的影响有限。

今天的手机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正

在把越来越多的设备、越来越多的功能整

合进来，寻呼机消失、消费类相机消失、

MP3消失，现在看对讲机也岌岌可危，下一

个要被替代的设备又将是谁？

“镭射虚拟键盘、全息投影有可能是下

一个被整合的对象。”陈腾表示，从目前旗

舰手机融合的功能来看，已经完全满足用

户日常的一般需求。从技术长远需求分

析，目前手机存在虚拟键盘尺寸小按键小，

打字的用户体验差的问题，未来如何将镭

射虚拟键盘发射器小型化、低功耗化值得

关注。另外，手机视频二维图像升级全息

投影，也许是未来技术的探索方向。

手机要动对讲机的奶酪手机要动对讲机的奶酪？？
本报记者 李佳师

5G是MWC2019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喧嚣的“主菜”。但事实上，除了5G还有很多看似“小菜”的技术，正在
引爆手机和通信设备市场的江湖震荡。就像手机整合相机，现在除专业拍摄几乎无人再带相机出门，消费类相机
逐渐消失；手机整合音乐播放器，就再无人腰上别上一个MP3，音乐播放器逐渐消失。现在手机又将整合对讲机，
近日，OPPO在MWC2019上海展示了“无网络通信技术”，能在没有蜂窝网络、WiFi、蓝牙的情况下，实现3000米内
OPPO手机之间的文字、语音传输乃至语音通话。未来，对讲机还会存在吗？运营商的奶酪是不是又被切掉一
块？这将会给升级换代中的手机市场，带来什么新变数？

OPPO 是 26 日在 MWC2019 展示的这

一技术，而公布之后社交圈就开始众说纷

纭。有网友说：“运营商今夜要无眠了，因为

他们永远也想不到，手机有一天竟然可以绕

开他们的基站，自己组建一个局域通信。”

什么是“无网络通信技术”？就是在没

有通信网络（包括蜂窝网络、WiFi、蓝牙等）

状态下可以把手机变成一台对讲机，可以

点对点两两通话或者组成小规模局域网，

发送文字、语音或者通话。

目前OPPO并没有对外公布更多的技

术细节。《中国电子报》记者联系到 OPPO

公司公关负责人岳文涛，希望获得更多技

术细节。岳文涛表示，具体的技术细节目

前还不方便公布，这项技术只是对全场景

通信的一个补充，满足极端环境下偶发的

通信需求，比如野外无信号、演唱会现场链

接人数超限等场景。长远一点的设想是可

以应用于IoT设备间的链接。

从 OPPO 官方微博公布的信息看，是

采用定制通信芯片模组，提升接受灵敏度，

拓展通信距离。只要在3公里内，即使没有

蜂窝网络、WiFi、蓝牙，依然能用手机发信

息、语音、通话。

赛迪顾问信息通信产业研究中心高级

分析师陈腾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

时透露，OPPO 应该是采用了定制的支持

扩频调制解调技术的通信芯片组。不依赖

无线网络，在3000米区域内，设备与设备间

可不通过蜂窝网络、WiFi等无线网络实现

文字和语音的通信，且设备可以一对多组

网，实现群聊。通过信号中继加强，覆盖范

围理论上可以超过3000米。

“从技术亮点看，一是不依赖无线网

络。二是去中心化。点对点的信息传输可

以在不经过服务商、运营商的情况下实

施，极大地消除使用者对隐私泄露的担

忧。”陈腾表示，与WiFi、蓝牙等技术相比的

突破价值：一是覆盖范围广。OPPO 无网

通信技术可以广泛覆盖 3000 米之内的设

备。而 WiFi 仅支持半径几十米的通信范

围；蓝牙仅能覆盖半径 10米左右的通信范

围。二是自由组网。OPPO设备之间可以

自由组网，且支持一对多组网方式。而

WiFi不能自由组网且扩展空间受限；蓝牙

只能一对一组网，不能一对多。三是成本

低。OPPO实时无网通信时不需要额外的

辅助设备，两台 OPPO 设备直连即可。而

WiFi需要光纤传输网络支持，设置WiFi还

需要配套 AP/路由器和单独网卡，造成

WiFi部署和运营成本较高。四是功耗低。

OPPO 无网通信技术耗电极低，特别是当

手机自动关机后，电池的残余电量可支持

设备继续监听信道 72 小时以上。而 WiFi

耗电量高的缺点明显，WiFi使用2小时，消

耗电量 450mAh，相当于手机电池 10%以上

的电量。

“3000 米是 OPPO 超越其他对手的硬

指标。”陈腾透露，在无网通信技术领域，苹

果和华为两家厂商均已经有自己的产品。

苹果依托 Multipeer Connectivity 框架开发

了 Airdrop，华为拥有 Huawei share，两个产

品均可以实现在没有蜂窝网的环境下，实

施设备间文件的传输。但苹果和华为传输

距离不超过10米，也不具备通话功能，只有

OPPO能够覆盖3000米的无网通信。

每当提及无网络通信技术，人们想起

的是对讲机，所以当该技术出来后，第一个

被对标的就是对讲机市场。对讲机的分

类，在专业移动通信的系统划分中，一般按

其网络容量从小到大，按网络功能从少到

多，可分为公众对讲机、专业对讲机、无中

心自集群系统、集群系统等四类。2018年，

我国专网通信市场规模大概在 103.4 亿元

左右，粗略估计，对讲机市场规模在10亿元

之内。

但事实上，无网络通信技术如果能够

消费化，其市场绝不仅仅是现在的大小，

它会成为手机市场新的竞争焦点，也会成

为手机的新卖点。新技术的溢出效应，我

们往往很难用 1+1 是否就等于 2 来衡量。

就像华为的手机相机因为独有的胶水技

术，能够在极低的气温下依然可以启动，

这就能够直接 PK 掉苹果不耐低温、低温

不拍照的问题，赢得对拍照有巨大的需求

的消费者。“这个技术为OPPO手机添加了

很实用的小功能，鉴于该技术目前的唯一

性，产品‘锁定效应’能够在为 OPPO 增加

用户黏性的同时，吸引更多的新用户。”陈

腾表示。

那么，3000 米的无通信网络有哪些用

途？将首先吸引哪类消费者？陈腾表示有

四大类：一是应急通信。在偏远山区或者

无人区等没有蜂窝信号的地区，经常有迷

路的探险者等待救援。如果无网通信技术

在此情况下能够覆盖半径 3000 米的范围，

就能有效提高施救人员的搜救效率。二是

安全保密。在涉密部门，如情报机构等，为

保证信息安全，通常采用屏蔽蜂窝网络的

措施切断与外界的联系。3000米无网通信

可以保证区域的内部工作人员之间的基本

通信需求。三是国外旅游。由于不同国家

地区的电信运营商采用的通信频率不同，

造成出国旅游的游客手机无法接入当地蜂

窝网络。无网通信技术可以有效缓解同行

人员之间在无网环境下的通信问题。四是

弱信号通信。大型购物中心、地下车库等

障碍较多、蜂窝信号较弱的地方，应用此技

术可以解决与同伴间的通信问题。

事实上小卖点往往蕴含大变局，这些

年，中国不少手机厂商的崛起就是因为某

一功能有“杀手”竞争力，比如拍照、优质的

音效、电池等。2017年，《中国电子报》记者

在广州采访三星大中华区总裁权桂贤，谈

及三星手机在中国的策略将变，他就曾表

示，中国手机厂商在市场上有很多值得借

鉴和启示性的事情，比如将拍照功能做好

就有可能赢得大批消费者。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市场手机出货量前三位分别为

OPPO、vivo、华为，收入前三位分别为：苹

果、华为、OPPO。有评论说，OPPO之所以

赢得市场，因其夜拍是业内第一，充电也是

业内第一。

几天前，360 集团董事长周鸿祎透露，

他每次去美国看展览，更喜欢看小厂商展

台，因为其中有很多从 0 到 1 的新技术、新

创意，而这些东西会给他带来产业灵感，正

是这些新技术和新创意，未来有可能带来

整个行业的改变。

无网络通信=对讲机？
无网络通信技术是对全场景通

信的一个补充，满足极端环境下偶
发的通信需求。

有多大溢出效益？
无网络通信技术会成为手机市

场新的竞争焦点，也会成为手机的
新卖点。

谁的奶酪将被动？
无网络通信技术实现设备间不

依靠运营商服务的通信功能，对运
营商通话服务基本不会造成影响。

本报讯 7 月 2 日，小米集团在北京发

布小米CC9、小米CC9e和小米CC9美图定

制版三款新机。小米集团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雷军表示，小米CC系列主打年轻人市

场，它是全球年轻人的潮流拍照手机，它是

更年轻、更漂亮、前后拍照更好的小米手机。

小米CC9e是轻盈、小巧的精华版小米

CC9，首发高通骁龙 665 处理器，相机规格

与小米CC9相同，但尺寸稍小，更适合单手

操作。

据了解，Redmi品牌独立运用后，让小

米品牌手机有了更多想象空间。小米品牌

一方面可以探索创新科技、专注中高端、追

求极致体验，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加专注细分

市场做出更有针对性的特色产品，小米CC

系列就是专为全球年轻用户这一细分市场

打造的产品。小米 CC 系列手机设计更年

轻、更新潮，为喜爱自拍的年轻人搭载了前

置3200万像素的超高解析力相机。

在小米全新的CC系列中，有一款专门

针对女性用户的产品——小米CC9美图定

制版手机，这也是小米联手美图发布的第一

款合作产品。小米在科技领域有着极高的

知名度，美图的产品则拥有大量女性用户，

小米原生相机的超清解析力配合美图的AI

美颜独家底层算法，打造出一款可以实现超

质感、超真实、超细节自拍体验的美颜拍照

手机。

值得一提的是，小米 CC9 使用 6.39 英

寸AMOLED水滴全面屏，真硬件DC调光，

不仅彻底改善低亮度下频闪问题，更保证画

面色彩无损失，同时支持彩色息屏显示功

能。3D 全曲面玻璃机身拥有三种全新配

色。CC9背部品牌标识采用更为年轻的竖

向设计，加入了呼吸灯功能，可在充电、通知

等场景下对应不同色彩动态提醒。更与王

者荣耀联合打造创新实感技术，在游戏中击

杀对方英雄时呈现炫彩呼吸灯特效。

在拍照方面，小米 CC9 针对前置人像

拍照进行了大量优化，拥有 3200 万像素旗

舰自拍前置相机，后置相机采用 4800 万像

素索尼 IMX586+800万像素超广角+200万

像素景深三摄组合。小米 CC9 采用真我

美颜，在修饰瑕疵的同时，仍然会保留面部

特征。

雷军表示，2019 年小米手机将在三个

产品系列发力：小米数字系列，包括小米9、

小米 9SE；小米 MIX 系列，针对商务旗舰市

场；新系列 CC，全球年轻人的潮流手机。

新系列CC主打年轻人市场，在产品功能和

性能上更好地契合了年轻人的喜好，这将帮

助小米品牌赢得更多年轻人的关注，而一同

推出的小米CC9美图定制版则将帮助小米

品牌进一步拓展女性用户市场。

本报讯 由中科院自动化所孵化的人

工智能企业银河水滴7月2日在北京发布了

全球首个步态识别互联系统“水滴慧眼”，该

系统依托于步态识别技术、集步态建库、步

态识别、步态检索、大范围追踪等功能于一

体，实现海量摄像机下步态识别的实时智能

互联。

步态识别是近年来为人们所关注的一

种新的生物认证技术，它是通过人的走路方

式来识别人身份的方法。之所以可以通过

步态来进行身份识别，是因为每个人走路的

姿态都不同。英国南安普敦大学专家马克·
尼克松研究显示，肌肉力量、肌腱和骨骼长

度、骨骼密度、视觉灵敏程度、协调能力、经

历、体重、重心、肌肉或骨骼受损程度、生理

条件等因素都会影响人走路的“风格”。

相较于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步

态识别技术的研发更为复杂。因为步态是

一种既含有生理性又含有行为性的生物特

征。在模型训练时，步态识别需要基于三维

的视频进行训练，而人脸识别等只需要二维

图像即可。

据介绍，传统视频监控虽然可以做到实

时监控和画面回放，但受限于画质，视频中

人员身份难以被快速识别。一些有反侦查

意识的犯罪分子，会通过遮挡面部，进一步

加大其身份被识别的难度。

银河水滴创始人兼 CEO 黄永祯表示，

相较而言，步态识别拥有远距离、全视角等

诸多独特优势。

据介绍，此次推出的“水滴慧眼”集成地

图追踪、地图布控、视频检索、实时布控、步

态抓拍、步态提取、步态比对、步态采集等八

大功能模块，支持上万路摄像机实时并发，

支持海量历史视频与实时视频瞬间检索与

定位。

银河水滴表示，该系统能够基本满足公

共安全领域的基础需求，可广泛应用于车

站、机场、博物馆、学校、景区、商场等城市场

景，以及核电站、发电站、石油石化基地等重

要基础设施。

黄永祯表示，除公共安全领域，未来步

态识别还将在智能家居、智慧医疗、机器人、

医疗康养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讯 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Re-

search日前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三星Gal-

axy S10、S10+以及 S10e 三款设备 3 月—5

月的累计销量为 1600 万台，相比较 2018 年

同期的Galaxy S9销量提升12%。

报告中还提到，相比前代S9来说，Gal-

axy S10系列销量全球猛增，主要是由于三

星让消费者满意的价格区间，这让更多用户

买得起这个系列，而这也让三星智能手机全

球市场份额增长了不少，特别是高端市场，

其占比从之前的23%，提升至25%。

具 体 到 型 号 上 来 说 ，拥 有 6.4 英 寸

Quad HD+AMOLED屏幕和1TB内置存储

的Galaxy S10+是S10系列中最畅销的型号

配置，共计售出 670 万台，在该季度的总销

量中占比达到 42%。而在 S10 系列最受追

捧的标准版 S10 销量为 510 万台，占比为

32%。而更小的 Galaxy S10e 销量为 350 万

台，占比为22%

虽说目前，Galaxy S10系列已经进入了

宣传后期，但随着它更加实在的价格，势必

会引起更多用户的选购。

小米发布CC新品

定位全球年轻人潮拍手机

首个步态识别互联系统

“水滴慧眼”发布

三星S10系列单季度

卖出1600万台

百度智能小程序平台

已入驻小程序15万个

本报讯 记者从 7 月 3 日举行的百度

AI开发者大会上获悉，经过一年的发展，百

度智能小程序平台已入驻小程序数量达到

了 15 万个，月活跃用户数量达到 2.5 亿户。

百度透露，2019年，百度会拿出小程序所有

收益90%的广告分成给开发者，预计分成规

模可以超过百亿元。

QuestMobile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 4 月

底，微信、支付宝和百度的小程序数量分别

为230万个、20万个和10万个，预计到年底

会达到500万个，这意味着年底小程序数量

将超过原生 APP（2018 年底国内 APP 数量

为 449 万个），小程序很快就会取代 APP 成

为第一应用生态。

金沙江创投主管合伙人朱啸虎认为，未

来互联网公司都会成为小程序公司，小程序

将成为标配。他还预测，2019 年小程序电

商 GMV（总成交金额）将破万亿元；小游戏

市场规模将突破200亿元，超越页游成为第

三大游戏类型；4 年后，仅仅微信小程序广

告的市场规模就将突破1500亿元。

据了解，对超级 APP平台而言，小程序

帮助其更好地利用流量的溢出。在互联网

进入存量后，平台的争夺焦点已从用户转移

到时长，小程序正好满足了这样的焦点转

移。不过，目前小程序仍存在许多不足：不

能满足办公等沉浸式场景的需求，用户只能

完成轻量级任务，特别是低频任务；对多任

务处理很不友好，用户进入小程序后，就要

“用完即走”，难以在不同小程序，小程序和

超级APP间切换。

实际上，“APP+小程序”已经是一些头

部公司的标配，而一些中小型公司单纯做小

程序的更多。这些公司过去是无力开发和

运营一个动辄投入就要几千万元甚至几亿

元的 APP，但有了小程序，他们也可以拥有

一个简单的数字化工具。而微信、支付宝和

百度都提供了“模块化”的小程序开发模式，

只要按照现成的模板调整一下就可以。

（文 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