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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针对近期网上部
分媒体发表关于运营商“4G 降
速”的传闻，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在8月23日纷纷发
声明回应。

回应主要包括三点：一是从

未收到工信部关于降低或限制
用户4G网络速率的通知，二是
未对用户的4G速率进行降速，
三是加紧推进5G商用网络建设
和业务准备。

三家运营商表示，目前在认

真贯彻国家提速降费要求，4G
用户规模、户均流量保持快速增
长。并表示，随着流量爆发式增
长，在部分人流密集地区及上网
高峰时段，可能出现个别体验速
率下降的现象。三大运营商同

时表示，将持续做好4G网络优
化保障，满足广大用户不断增长
的手机上网需求。

同时三大运营商表示，将加
快5G网络建设，尽快实现商用。
并为用户推出免费体验套餐。

本报讯 8月26日至29日，2019中
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召开。本
次展会中国联通以“智慧联通·让未来生
长”为主题，以“1个主展台，2个分展台，
4个外展场”的布展方式，充分展现公司
在推动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等方面
取得的成绩。

本次中国联通秉承“新蓝海的试验
场，独角兽的孵化器”的合作理念，联合
合作伙伴打造全新5G展区，为观众展示
了形式多样的 5G 产业生态场景。以

“5G+智慧教育”为例，三维仿真功能开
拓了教学视野，实现教学演练、方案设计
等功能，为用户提供虚拟教学、仿真实验
等整体解决方案，是5G+虚拟现实教育
的典型代表。

中国联通5G终端展区一方面集中
静态展示了包括六大品牌的5G手机终
端和联通自主定制的CPE终端；另一方
面通过 4G、5G 手机实时测速对比，以
及多种新型终端如 MR 眼镜等互动娱
乐体验，全面展示了 5G 终端产业链新
风貌。不仅如此，中国联通还现场展示
了包括 eSIM 技术解决方案，以及智能
音箱、智能家庭摄像头等在内的多款终
端设备，展现了强大的消费类终端产品
能力。

垃圾分类是近期最热门的话题之
一。中国联通“智慧垃圾分类”展项依托
当前最先进的技术，通过信息化的手段，
从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投递、垃圾分

类收集、垃圾分类清运、垃圾分类处理等
方面着手，建立了一套综合性的垃圾分
类管理系统。

同时，“智慧城市”展区也展示了“城市
感知大数据平台”等多项新技术、新成果。

在智慧产业板块，“物联网连接管理
平台”、“智慧旅游”等多个展项也吸引了
观众的视线。在这其中，“智慧党建/退
役军人一体化平台”展台最为引人瞩
目。该平台是中国联通在新时代党建工
作要求下自主研发的一款产品，基于业
界领先的微服务架构，运用5G、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为退役军人的培
训、认证、就业提供一条龙服务，解决退
役军人的就业创业难题。

为体现本次展会的娱乐互动性，帮
助与会观众充分领会5G技术“高速率、
低时延、大连接”等特点，中国联通还为
观众准备了基于云计算和5G环境下的

“子弹时间”互动游戏。高互动体验项目
“5G+子弹时间”采用 360 度 3D 特效子
弹拍摄，拍摄画面通过 5G 快速传到云
端，制作并回传视频至用户终端。

同时，中国联通在本届展会还设置
了“智能交通，智享出行”和“工业互联网
5G+MEC”两个分展台，并在礼嘉生态
城、南岸智谷等四个外展场提供了包括
无人巡检机、无人清扫车等 5G 体验活
动。展望未来，中国联通将继续秉持“联
通世界，创享美好智慧生活”的企业使
命，致力于迎接智慧未来的到来。

除了折叠屏手机，5G 泛终端的发展也
是 5G 终端的新方向，如 AR、VR、无人
机、可穿戴设备、PC、机器人等。5G 时
代，会有很多采用 5G 通信模块的智能产
品，而5G手机目前被认为是多智能终端的
中心。这些新型终端品类多但规模比较小，
品牌号召力还不够强，但用户需求蓬勃发
展，市场中存在大量机会。

这些设备如何更好地提供服务？5G 终
端的变化在推动操作系统的发展。

今年谷歌针对折叠屏，在操作系统上推
出了一些新的功能，例如一屏多业务，折叠
与展开两种状态的操作环境切换等，之前在
三星折叠屏手机发布时做过简单演示。

针对未来围绕 5G 终端、新型终端的使
用，则需要新的操作系统来支撑。谷歌、华
为等公司也在做这方面的研发。

8月9日到10日，华为以先推操作系统
紧跟产品的模式，在9日推出了关注度极高
的鸿蒙操作系统，第二天，首款搭载鸿蒙
OS的产品荣耀智慧屏掀开面纱。

鸿蒙操作系统是华为面向 5G 开发的操
作系统，针对的是全场景智能化。在荣耀智
慧屏上，鸿蒙实现的是跨终端无缝协同体

验。鸿蒙 OS 是一个分布式的微内核系统，
就已经发布的鸿蒙OS1.0版来说，具有四大
技术特性。

分布式架构，实现跨终端无缝协同体
验。鸿蒙OS的“分布式OS架构”和“分布
式软总线技术”，通过公共通信平台、分布
式数据管理、分布式能力调度和虚拟外设四
大能力，将相应分布式应用的底层技术实现
难度对应用开发者屏蔽，使开发者能够聚焦
自身业务逻辑，像开发同一终端一样开发跨
终端分布式应用，也使最终消费者体验到各
个使用场景中无缝的跨终端业务协同能力。
确定时延引擎和高性能IPC技术，实现系统
流畅性。鸿蒙 OS 将硬件能力与终端解耦，
通过分布式软总线连接不同终端，让应用可
以轻松调用其他终端的硬件外设能力。基于
微内核架构重塑终端设备可信安全。鸿蒙
OS 采用全新的微内核设计，拥有更强的安
全特性和低时延等特点。通过统一IDE支撑
一次开发，多端部署，实现跨终端生态共
享。同时，鸿蒙OS配备面向多终端开发的
统一IDE（集成开发工具），可支撑开发者实
现一次开发、多端部署，最终实现跨终端生
态共享。

华为还公布未来三年，除完善相关技术
外，鸿蒙 OS 会逐步应用在可穿戴、智慧
屏、车机等更多智能设备中。在鸿蒙OS中
有两个非常核心的技术：一是要把每一个单
体物理硬件的硬件模块、模组全部抽象成一
个一个操作系统可认识的驱动。二是软总
线，物理设备是靠PCB板把各个器件连接在
一起，而一旦把这些硬件从软的角度独立
化，连接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软总线
目标是无限逼近一个PCB版上硬总线的连接
能力、实时能力，以及信号的稳定性能力。

得益于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的分布式架
构，荣耀智慧屏打破单一物理设备硬件能力
的局限，实现跨终端无缝协同体验。比如，
荣耀智慧屏和手机之间可以进行通话无缝切
换，手机已有的通话，可以无缝切换到智慧
屏，利用智慧屏的升降式摄像头、更大的屏
幕、远场拾音的麦克风，以及效果更佳的扬
声器，继续当前的交流，并能放下手机，解
放双手，让对方看到更宽阔的场景。

因此5G终端不仅仅是手机，未来的5G
终端可以是 VR 头显、AR 眼镜、智慧屏、
机车设备、智能音箱、机器人……超大带宽
会是其中最重要的应用。

本报记者 刘晶

终端是面向用户的最终出口，无论5G具备如何让人惊叹的能力，只有体现到用户面前，才是真实的能力。原中国移
动董事长、GSMA高级顾问王建宙曾预测5G终端将有三个大变化——显示屏、电池、操作系统。在5G商用之初，我们看
到已经有一波5G终端上市销售，但这些5G终端其实长的都是4G的“脸”，只是用了一颗5G的“芯”。这是5G终端的未
来吗？变化正在发生。

在年初的巴塞罗那世界移动大会上，三
星和华为同时亮出自己的折叠屏手机，5G手
机向折叠屏发展的趋势变得明朗，因此今年
也被称为是折叠屏元年。

折叠屏依赖柔性屏技术，早在2018年华
为、苹果、三星、OPPO 都发布了折叠屏的概
念机。但折叠屏的发展并不顺利。在今年三
月，三星抢先发售 2000 美元的 Galaxy Fold
折叠屏手机后，在评测环节就发生了数起故
障，发现折叠铰链存在缺陷，三星只好推迟
Galaxy Fold上市时间。这一事件也为折叠
屏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华为的折叠屏手机
Mate X，则将上市时间推迟到即将到来的9
月份。苹果和OPPO都没有公布何时推出折
叠屏。在上述四家企业之外，深圳公司柔宇
科技在2018年推出了折叠屏手机概念机，今
年已经面世；努比亚年初也推出了带有可弯
折柔性屏的阿尔法腕表，基于柔性屏技术的

终端崭露头角。
5G的超大带宽，使手机终端可以做更多

的事情。更大屏幕、更清晰图像会让看视频、
玩游戏的体验明显提升，4K、8K高分辨率的
视频传输有望普及；更大的屏幕，功能也会提
升，例如一屏同时展开多个应用。行业数据
预测，全球柔性折叠屏手机出货量将在未来
几年迅速提升，从 2019 年到 2022 年，折叠屏
手机每年的成长率基本上在2倍以上。

折叠屏手机目前遇到的困难主要来自硬
件，屏幕的弯曲带来一系列挑战，可折叠面板
不论是材料开发或工序都相当复杂。

据专家介绍，这些挑战包括应力、静电
放电、可弯折半径、弯折次数等。可折叠屏
幕是由许多材料层所构成，折叠时由于材料
挤压产生的应力，会使屏幕裂开，因此必须
防止面板折叠时材料受损。静电放电是造成
大多数的电子元件或电子系统故障与损坏的

原因。塑胶基材比玻璃更容易产生静电，在
塑胶基材上制作的 OLED 容易受到静电伤
害，导致折叠式面板生产良率低。可折叠
OLED显示屏比一般柔性OLED有更复杂的
结构，由折叠引起的各种面板特性的变化也
更大，特别是克服TFT电阻变化的补偿电路
技术、折叠和展开屏幕时所需的弹性，均是
技术难点。

可折叠面板的曲率半径也是要克服的难
点，目前的可折叠式手机的曲率半径在3.0R
以下，而长期来看，目标是做到可完全对折，
曲率半径为1.0R；同时手机的可折叠次数、折
叠速度也是挑战，这对弯折之后的机械强度
有较高要求。

理想的折叠屏幕要足够厚，这样才能具
备很好的强度，同时又要足够薄，这样才能拥
有弹性，不需要多大力气就能折叠。目前业
界正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

折叠屏终端今年起步
5G的超大带宽，使手机终端可以做更多事

情。更大屏幕会让看视频、玩游戏的体验明显
提升，4K、8K高分辨率的视频传输有望普及。

5G泛终端需要新操作系统
针对未来围绕5G终端、新型终端的使用，

需要新的操作系统来支撑。谷歌、华为等公司
也在做这方面的研发。

三大运营商回应：从未对4G速率降速

中国联通

亮相2019中国国际智博会

本报讯 日前，华为正式发布算力
最 强 的 AI 处 理 器 Ascend 910（昇 腾
910），同时推出全场景 AI 计算框架
MindSpore。华为公司轮值董事长徐直
军在发布会上表示，华为自2018年10月
发布AI战略以来，稳步而有序地推进战
略执行、产品研发及商用进程。昇腾
910、MindSpore 的推出，标志着华为已
完成全栈全场景AI解决方案（Portfolio）
的构建，也标志着华为AI战略的执行进
入了新的阶段。

此次正式发布的 AI 芯片是昇腾
910，属于Ascend-max系列。在HC2018
上已经发布了其技术规格。实际测试结
果表明，在算力方面，昇腾910完全达到
了设计规格，即半精度（FP16）算力达到

256 Tera-FLOPS，整数精度（INT8）算
力达到512 Tera-OPS，重要的是，达到
规格算力所需功耗仅 310W，明显低于
设计规格的350W。

徐直军表示，昇腾 910 总体技术表
现超出预期，作为算力最强AI处理器，
当之无愧。华为已经把昇腾910用于实
际 AI 训 练 任 务 。 比 如 ，在 典 型 的
ResNet50 网络的训练中，昇腾 910 与
MindSpore 配合，与现有主流训练单卡
配合 TensorFlow 相比，显示出接近 2 倍
的性能提升。面向未来，针对不同的场
景，包括边缘计算、自动驾驶车载计算、
训练等场景，华为将持续投资，推出更多
的AI处理器，面向全场景持续提供更充
裕、更经济、更适配的AI算力。

55GG超大带宽超大带宽，，推动终端之变推动终端之变

华为发布

算力最强AI处理器Ascend 910

彩电携“智慧屏”驶向新蓝海？

（上接第1版）TCL、海信等彩电厂商的
智慧屏则更重在产品本身，以电视为中
心内核，向外拓展社交属性、显示手机内
容、联控其他家电等。

GfK黑电事业部高级分析师杨毅晟
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彩电厂商的智慧
屏更注重人与人的互动娱乐，手机厂商
在此基础上更强调电视与手机的交互。

未来需发挥场景价值

实现正向创新

智慧屏的战略定位离不开打造
AIoT智能家居入口。刘步尘认为，智慧
屏正在成为智能家居的信息入口，即将
扮演智能家居的C位角色，同时也会扮
演其它产品管理者角色，实现智慧屏与
其它智能产品的交互。

智慧屏的价值在于推动电视从单一
的“视听”向多元的“场景”转变，包括视
听场景、交互场景、智联场景、家居场景
等等。艾卫琦表示，智慧屏的场景价值
主要在于提供大于消费者需求的功能，
满足不同场景中电视角色的转换，进而
提高其使用频率。

视频通话、语音交互、手机内容投
屏、家庭物联网控制中心、多方社交等
……发挥场景价值的功能被公认是智
慧屏的主攻方向。但是否能够真正唤
醒消费者在家庭场景中的开机需求，并
使其愿意放下手机、通过大屏来实现社
交、娱乐、智能互联等功能，还有待观
察。杨毅晟表示，从目前发布的智慧屏
产品来看，虽然使用场景有明显进步，
但短时期内依然无法让大量消费者有
换机冲动。从长期来看，不排除未来想
象空间巨大，如果有真正颠覆性的场景
出现，智慧大屏可以突破客厅和卧室场
景的界限，将厨房、书房、卫生间等囊括
在内，这样的场景拓展可以帮助整个电
视行业重燃生机。

智慧屏在极短时间内的“蜂拥而
至”，不免引人猜想这是否是彩电业的
一次大规模的低门槛跟风行为。艾卫
琦认为，智慧屏大体上还是属于智能电
视的范畴，是在行业原有产物基础上，
集合新功能创新出的新产品而已，不存
在低门槛跟风一说。只是由于近期“智
慧屏”这一名词的热度较高，所以彩电
厂商发布的新品都标榜着智慧屏的概
念。况且智慧屏的全场景语音、视频通
话、屏幕旋转 90 度等功能都为电视赋
予了新一轮创新。

杨毅晟表示，IoT是未来风口，智慧
屏肯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各厂商发布
智慧屏是在拯救彩电行业，这是一种正
向的探索和尝试，彩电行业如果再不改
变就会被时代淘汰，创新可能不会成功，
但不创新一定不会成功。

有专家指出，一味地寻求低价是国
内彩电市场存在的一部分怪相，丢失了
电视产品应有的价值。一些品牌采用压
缩成本、删减配置、软件补贴硬件等手
段，以超低价刺激消费者购买，教育消费
者“便宜能看就行”。而电视产品与生俱
来的大屏显示优势和较大的赋能空间被
低估和轻视。

对此，艾卫琦表示，智慧屏会是电视
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有利于推动彩电
行业重拾“以技术创新为本”的初心，有
望带领行业摆脱低价竞争泥潭等局面，
为电视产品与行业价值做加法。

刘步尘认为，目前来看智慧屏有望
成为行业概念，有助于中国电视行业在
未来三年之内告别价格战思维，全面转
向技术战、品牌战、生态战。2019 年年
底前，所有主流电视企业都将推出智慧
屏电视，否则有可能被认为落后于时代。

智慧屏为整个彩电行业带来了新的
思路和想法，基于这个产品，未来肯定还
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然而，这一波智
慧屏创新，是否能够搅动市场，带来新的
格局改变，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