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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C端的产品逻辑

今年下半年，面向 C 端的 VR/AR 眼

镜相当热闹，站在它们背后的是华为、vi-

vo，以及被 the Information、Bloomberg 等

媒体披露将在2023年推出AR眼镜的苹果

等手机厂商。在手机屏占比接近极限的当

下，VR/AR技术拓展了手机屏幕的边界，

能够让画面填满用户的视场角，实现“行走

的巨幕观影”。就如 vivo通信研究院总经

理秦飞所说，5G 网络提升之后，用户对内

容的体验不必局限在小小的手机屏幕上，

AR 眼镜可以作为随身携带的大屏，将内

容更充分、安全地展示出来。

可 OPPO AR 眼镜，是一部搭载了骁

龙芯片的一体机，而非5G手机的配件。这

款一体式 AR 眼镜集成了 ToF 深度传感

器、用于识别手势操作的RGB镜头以及用

于成像的鱼眼镜头，结合SLAM算法，能实

现3D环境感知和三维模型重构，融合了手

势识别、语音识别的复合交互方式。

可以说，它和 HoloLens 一样，是一款

兼具B端和C端属性的产品。在现场演示

中，刘畅邀请同事戴上AR头盔，通过投屏

的方式展现了一款太阳系Demo。工作人

员基于手势与 3D 行星影像互动，进行旋

转、缩放星体的操作。刘畅表示，AR的迷

人之处在于，能够以3D的视角让我们探索

无法接触的空间，带来立体、直观、可以交

互的感知方式，更好地拓展我们的视野。

何谓数字孪生的钥匙

所谓数字孪生，是利用传感器和数据，

完成对现实世界在虚拟空间的映射。VR/

AR是数字孪生必不可少的环节。赛迪智

库电子信息研究所消费电子产业研究室主

任赵燕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要基于

AR 眼镜切入数字孪生，需具备三维深度

建模和重建数字空间的能力。

这两项能力，也恰恰是 OPPO AR 眼

镜具备的。据刘畅介绍，OPPO AR 眼镜

配备深度传感器，能利用 SLAM 算法进行

三维重构，实现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坐

标对齐，结合环绕立体声和光场估计的算

法构建出生动真实的融合入口。

OPPO 并不是第一个对 AR 导入数字

孪生有野心的手机厂商。计划将 VR/AR

打造成“获取突破距离、突破模糊、突破表

象、突破时间的超级视野”的华为，也在基

于Cyberverse空间计算平台，实现3D高精

地图、全场景空间、强环境理解、虚实融合

渲染，构筑虚实融合的数字现实。

但是，要构建虚实融合的数字孪生世

界，需要 AR、计算机视觉、AI算法、IoT 传

感器联动、软硬件协同、5G 网络下的端-

云实时协同等多方面能力。在本次未来科

技大会上，OPPO CEO 陈明永表示，OP-

PO不再是单纯的智能手机公司，而是“万

物互融新生态”的推动者，未来 OPPO 将

持续投资虚拟现实、AI、云计算等底层技

术。或许在基础学科研究具备了相当的实

力之后，OPPO才能撑起数字孪生的野心。

我国的RoHS管理跟住了欧盟的步伐，

有一部分还走在了欧盟的前面。在政策的贯

彻落实阶段，我国相关企业的表现也丝毫不

逊色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赛迪

智库节能与环保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煦向

《中国电子报》记者指出，多年以来，我国电

器电子制造企业在开发和使用低毒低害和

无毒无害原料、削减生产过程中有毒有害物

质的产生、控制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做得越来

越规范，充分实现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

生产、绿色回收。

王煦说：“现在几乎不会再出现‘为了保

证产品的性能而不得不添加某种有害物质’

的做法，反之，许多消费电子产品和家用电

子产品已经以‘实现绿色生命周期’为基本

考量，做到原料无害化、有害物质的限量减

量或取代化。”

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终端厂商已经在

行业里树立起了“绿色环保、节能高效”的标

杆。记者了解到，华为一直将绿色环保的理

念融入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从而提高产品

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绩效。华为Mate 10自

发布以来获得了多项欧洲权威外媒评测大

奖，达到了行业最高等级的环保性能要求。

为防止回收过程中的有毒物质排放以及废

弃物焚烧导致的污染，华为从源头上就严格

禁止了有害物质的引入，禁止了聚氯乙烯

（PVC）、溴/氯化阻燃剂、铍、邻苯二甲酸盐、

三氧化二锑等法规外物质的使用。此外，华

为还致力于减少手机产品电子废弃物的产

生，鼓励消费者加入“电子产品以旧换新”活

动，通过拆解和回收废旧手机，确保零填埋，

同时还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就连“铅酸蓄电池”这种被认为是对人类

最有害的一类产品，在经过了“环保风暴”后，

行业整体也呈现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景象。

以超威集团为代表的电池生产商率先采用

“无镉化”的铅酸动力电池生产工艺，“无镉”

内化成工艺与过去的“铅锑镉”外化成工艺相

比，有效提高了产品的一致性和电池质量，大

幅减少了含酸、含铅等污水的排放量和处理

量，实现了节电25.8%、节水90%。在电池生命

周期的末端，超威集团还设置有专门的回收

点，以专业工艺实施铅酸电池的回收处理，将

有害原料的暴露指数降到了最低水平。

我国进入RoHS 2.0时代

电器电子企业如何加快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齐旭

随着人们对电器电子产品依赖度的持续攀升，不少巨头厂商已经意识到，电器电子产品中有害物质的任意添加
和排放将会对环境和气候带来严重危害。去年，主推铝制外壳电子产品的苹果公司推出了使用回收再生铝材料的笔
记本电脑产品。日前，苹果又采取了一项更加环保的举措，从美加合资的企业Elysis购买了全世界第一批无碳铝。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我国对电器电子有害物质进行严格管制，对全球电器电
子产品的绿色供给、可持续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意义。伴随着《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的正
式实施，我国的RoHS 2.0已全面落实，特别是在电器电子生产源头管控、产品回收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在电器电子巨头厂商展开竞争的欧美市

场，绿色环保是产品生产、回收等全生命周期

维护的重要指标之一，已经被众多厂商奉为

行业准则。2018年，主推铝制外壳电子产品

的苹果公司，推出了使用回收再生铝材料的

笔记本电脑产品。日前，苹果公司又从一家

美加合资公司Elysis购买了全世界第一批无

碳铝，欲从源头实现原材料的绿色环保。

苹果公司副总裁丽莎·杰克逊表示：“铝

是碳密集型产品，冶炼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

二氧化碳到大气中，这是130多年来难以更

改的生产方式。今后，这种生产方式将被苹

果公司杜绝。”据了解，苹果和 Elysis 公司将

这次交易的性质定义为“商业级别”，这意味

着 Elysis 的无碳铝并不是试验性的供货，而

是真正意义上对非环保材料的替换。

苹果公司的举措并不是行业首例。记

者了解到，在 2000年，荷兰在一批游戏机电

缆中发现了镉，随即，这种经常出现在电器

电子设备中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引起

了业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电子技术节能协会秘书长黄建忠

向记者介绍，欧盟早在 2000 年便围绕电子

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进行立法，2006年 7

月，欧盟的强制性标准 RoHS 正式实施，严

格规范电器电子产品的材料及工艺标准，重

点确保这些产品中无超标的有害物质（如

铅、汞、镉等）。这意味着，限值超标的产品

不允许进入欧盟市场，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一

经查出，企业将遭遇高额罚款。

欧盟严格的RoHS管制标准，敦促各大电

器电子巨头履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的行业准

则，更引领了全球范围内RoHS标准制定的重

要风向。据悉，欧盟RoHS的首张罚单（6亿欧

元）开给了索尼，违规货物全部销毁。如今，索

尼对有害物质管控之严在业界堪称标杆。

OPPO AROPPO AR眼镜对标微软眼镜对标微软

HoloLensHoloLens，，谁给的底气谁给的底气？？

本报记者 张心怡

欧盟RoHS实施高标准严要求
欧盟RoHS实施，严格规范电子

电气产品的材料及工艺标准，重点确
保这些产品中无超标的有害物质。

我国相关企业已树立行业标杆
我国制造企业在使用无毒无害

原料、控制生产过程中污染物排放
等方面做得越来越规范。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器电子产品生产

国、消费国和出口国，据统计，2018年我国生

产手机18亿部，计算机3亿部，占全球总产量

的90%以上，国内主要家电产品年产量约5.6

亿台，保有量约 17.5 亿台。此外，我国每年

“四机一脑”（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和电

脑）报废量约达1.8亿台，回收拆解量8077万

台。若不妥善处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含有

的铅、汞、铬等有害物质最终将进入土壤和水

中，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

“我国对于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的限

制使用早已启动。”黄建忠表示。早在 2006

年，原信息产业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电

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规定从

2007年 7月 1日起，进入中国市场的电子信

息产品必须标明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含

量和环保使用期限。2016年，工信部联合七

部委出台了《电器电子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

理办法》（RoHS 2.0）。同年，工信部联合科

技部、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国家鼓励的有毒

有害原料（产品）替代品目录（2016年版）》。

2018 年 3 月，《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

使用达标管理目录（第一批）》正式发布，今

年11月，《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合格评定制度》正式实施。

在黄建忠看来，有关中国RoHS平台的

政策安排已经基本到位。RoHS 2.0采用了

渐进推进的实施管理办法，将更多的电器种

类纳入到管理范围中，针对有害物质的检测

方法也进行了创新，相比十年前的版本更适

合我国现在的国情，也更符合实际需要；此

外，我国的 RoHS 标准虽起源于欧盟，但欧

盟的RoHS主要以抽检为主，而我国则率先

施行以“自愿性认证”和“自我声明”为主的

两种合格评定制度，领先于欧盟。“这些举措

推动了中国 RoHS 的管理工作与国际保持

一致，为我国电器电子产品设计、新材料研

发的重大革新和产业的‘绿色’转型作出重

要贡献。”黄建忠说。

我国已进入RoHS 2.0时代
RoHS 2.0 将更多的电器种类

纳入到管理范围中，针对有害物质
的检测方法也进行了创新。

本报讯 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河

北 省 固 安 县 的 国 内 首 条 第 六 代 全 柔

AMOLED 生 产 线 ，于 近 日 实 现 柔 性

AMOLED屏幕单品 KK级交付，这是我国

OLED 产业凭借自主知识产权、前瞻设计

布局产线，实现量产突破的新里程碑。

柔性AMOLED屏幕KK级交付是指单

款产品实现百万数量级供货量。据介绍，本

次交付的柔性AMOLED屏幕，搭载全球领

先 On-Cell 触控显示一体化技术，是维信

诺为满足下游终端客户高端柔性屏幕需求

的大批量交付。这不仅标志着我国面板高

端制造能力的整体升级，也意味着可满足

消费市场对柔性显示产品的大量需求。

维信诺（固安）G6全柔AMOLED生产

线于 2016年落户固安，2018年 5月正式启

动 运 行 。该 产 线 在 设 计 之 初 就 搭 载 了

On-Cell、COP等多项前沿工艺，可有效应

对智能手机全面屏及轻薄化的需求趋势，

并为折叠、卷曲、拉伸等各类终端创新解决

方案提供技术支撑。此次实现单品 KK 级

交 付 的 柔 性 AMOLED 屏 幕 均 搭 载

On-Cell 触控显示一体化技术，可使屏体

更薄，并降低柔性屏幕量产成本。

目前，智能手机领域 OLED 屏幕已广

泛普及。同时，由于柔性 AMOLED屏幕形

态特性和技术可操作空间大，智能手机对

于柔性 AMOLED 屏幕的需求不断攀升。

高端柔性屏幕技术不断升级，附加值持续

提升；常规形态的柔性屏幕更加普及，市场

空间逐步扩大。

据悉，维信诺固安产线已供货于我国首

个开售的 5G 手机、小米首个采用柔性

AMOLED屏幕的量产手机以及小米“环绕

屏”MIX Alpha 5G等多款产品。随着此次单

品KK级交付的达成，标志着国产柔性屏幕实

现了高附加值、高竞争力的跃升，意味着未来

国内终端品牌厂商将有更多选择。（文 编）

本报讯 12月11日消息，三星显示器

在几周前销量攀升，正式成为显示器行业

市场中最大的供应商。另外，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导致 OLED 面板需求增大，所以

2020 年三星显示器业务预计还会进一步

增长。

OLED 作为一种利用多层有机薄膜

结构制电发光的器件，广泛应用于平面

显示器中。三星作为全球最大的显示器

生 产 企 业 之 一 ， 在 对 OLED 研 究 中 发

现，与传统液晶面板相比，OLED 拥有

更为轻薄、对比度更高、色彩渲染力更

强的特点。在长达 20 年对 OLED 的研发

后，三星成为世界上主导 OLED 显示器

技术的领头企业。

如今，OLED 已经成为高端智能手

机的新标准。5G时代到来的市场变革，让

原始的手机制造商们计划通过发布大批量

5G设备来加入此次时代浪潮，这对于三星

OLED显示器生产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

机会。因为OLED面板轻薄的外形较原始

的液晶面板在5G手机应用上更具优势，它

能够帮助制造商们节约面板空间，来为设

备配备续航时间更长的电池装置、更为屏

幕提供了空间。根据《韩国时报》的报道，

三星公司预计，2020年将会有更多的制造

商为5G手机配备OLED装置。

据国际数据公司数据统计结果，明年

的 5G 智能手机市场预计将增长 17 倍，相

比 2019 年末的销售量 1100 万部，2020 年

5G手机销量将达到1.9亿部。而三星显示

器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OLED 制造商，

在 2019 年第一季度统计中拥有世界 86%

的 OLED 面板市场份额，这意味着随着世

界5G手机市场的扩大，三星显示器的销售

业务也会以同样速率增长。 （文 编）

5G推动OLED市场

三星显示器或成最大赢家

维信诺固安G6全柔AMOLED生产线

实现单品KK级交付

“在我们逐渐不满足于通过屏幕和虚拟世界互动的时候，OPPO正通过全新的设
备探索，打造数字孪生窗口。在5G和AI的双重加持下，用户如何获得更好的虚拟与
现实的融合体验呢？是的，你们接下来会看到OPPO打开数字孪生的第一把钥匙
——OPPO AR眼镜。”在刚刚结束的OPPO未来科技大会上，OPPO副总裁、研究院
院长刘畅如此为OPPO AR眼镜的发布铺垫。

然而，OPPO AR眼镜正式亮相，立刻引起了VR/AR从业者和爱好者的热议：
OPPO为何在这个时间点发布了一款对标微软HoloLens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