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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中国电子报编辑选择奖

获奖理由：该产品是极米家用旗
舰 H 系列新品，通过极米 MAVⅡ
3.0机器视觉系统与极米第六代自研
光机Super全色LED系统深度联动调
节，实现了投影环境适应能力的突
破。极米H5所使用的MAVⅡ3.0机

器视觉系统包括极米定制联合开发、
行业首次使用的3D ToF器件，还有高
精度CMOS、光线传感器。MAVⅡ3.0
系统与极米投影整机完美配合，使得
H5 实现行业内领先的实时跟随防射
眼、无感梯形矫正、墙面颜色适配、环

境光自适应、智能避障、画幕自动对
齐等技术创新与功能创新。

编者按：2022年，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技术迭代革新不断加快、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中国电子报作为电子信息行业的旗舰媒体，聚焦电子信息行业，为了鼓励企业创新创造，扩大品牌影响力，
实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企业申报、专家评审、消费者投票等方式，评选出2022年度中国电子报编辑选择奖。

国产元宇宙平台
百度希壤

百度希壤作为首个国产元宇宙产品，以技术为基础，

以开放为理念，打造了一个身份认同、经济繁荣、跨虚拟

与现实、永久存续的多人互动虚拟世界。

获奖理由：依托百度领先的AI能力和百度智能云的
强大算力，百度希壤在过去的两年多中开启了持续的进
化。陆续举办和落成了超过120项元宇宙活动和元宇宙
空间，创造了多个行业的“元宇宙第一次”，成为当下国内
最为开放和繁荣的国产元宇宙生态。

中兴通讯服务器及
存储产品

政企业务一直是中兴通讯的“拳头”业务，中兴服务

器产品已经在多个行业中得到规模应用。

获奖理由：中兴服务器产品在金融行业已实现全面
布局，并实现规模应用。在政务领域，中兴通讯在部分大
部委、省/市政府有诸多落地项目。在电力行业，中兴通
讯已经成为电网、电力公司的主流供应方；在交通行业，
携手客户打造了全国首条基于云平台的自主化全自动地
铁运行线路；在教育行业，助力大学建设数字化校园，软
硬件环境安全稳定可靠。

基于全开源技术架构
建设精钢云平台

鞍钢集团自动化有限公司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技术推动鞍钢数字化转型，推出了基于全开源技

术架构的精钢云平台。

获奖理由：精钢信创云平台架构是由全国产化信创
服务器和信创网络设备组成的云基础设施层。部署在
物理服务器上的是国内云服务提供商自主研发的以
LOKI 开源基础设施标准为基础的多元算力、持续进化
的新一代信创云计算平台。精钢信创云平台所使用的数
字原生引擎能够把整个云平台资源抽象成一台计算机。

黑芝麻智能华山二号A1000
车规级自动驾驶芯片

华山二号A1000算力达58TOPS（INT8），适配L2+/

L3级别自动驾驶，是国内首款单芯片支持行泊一体域控

制器的本土芯片平台。

获奖理由：华山二号A1000基于黑芝麻智能自研的
车规级核心IP低功耗神经网络加速器NPU——Dyna-
mAI NN引擎及图像处理核心ISP——NeuralIQ ISP开
发，同时已完成所有量产所需要的车规认证及软件配套。
全面支持L2+/L3等级自动驾驶；量产的车规级单芯片，
可支持城市领航、代客泊车等自动驾驶场景。

高通数字座舱和ADAS芯片
Snapdragon Ride Flex

Snapdragon Ride Flex 以单颗 SoC 同时支持数字座

舱、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和自动驾驶功能，实现统一的中央

计算和软件定义汽车架构，提供从入门级到超级计算级

别的可扩展性能。

获奖理由：Snapdragon Ride Flex基于高通在数字座
舱和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的计算平台打造。为了实现高等
级的汽车安全，该产品在硬件架构层实现了特定ADAS
功能的隔离、免干扰和服务质量管控（QoS）功能，并内建
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D级（ASIL-D）专用安全岛。

索尼A95K量子点OLED（QD-OLED）画谛系列电视

获奖理由：该产品是索尼2022年
推出的新品，也是目前国内首台量子
点OLED电视。该产品在索尼XR认
知芯片的驱动下，结合多项音画控制
技术，可充分释放量子点OLED面板
的性能，屏幕呈现更高亮度、更广色

域、更鲜艳色彩以及更大可视角度。该
产品采用了索尼电视特有的屏幕发声
科技，将屏幕作为发声装置，让声音与
画面完美匹配，呈现多声道3D环绕声
效果。A95K同样配备了索尼智能新成
就——BRAVIA 摄像头，通过检测用

户位置、与电视的距离、观看人数来
自动调整画面与声音效果。

夏普AQUOS XLEDF8系列

长虹全色激光电视D300

获 奖 理 由 ：该 产 品 是 夏 普
AQUOS XLED 系列全新的旗舰级
产品，利用独到的设计美学，设计了
屏占比高达98.01%的全面屏，银色金
属中框减少视觉障碍，让产品与生活
空间融为一体。该产品将夏普液晶显

示技术与 Active mini LED 技术相结
合，实现多分区、高亮度特性，2160 分
区控光让控黑更细致精准，满足各类
画面需求。该产品搭载夏普全新量子
点广色域和Flare Brightness光耀技术，
通过对邻近区域亮度进行解析处理，

对屏幕和背光进行优化调整，从暗
夜的黑，到炫目的白都能精准呈现。

获奖理由：作为长虹第四代全色
激 光 电 视 ，长 虹 D300 搭 载 自 研
STLD 4.0 全色激光显示技术，搭配
100英寸高增益菲涅尔屏，屏前亮度
达到470nit，达到行业领先水平，随时
可为用户提供超大屏、超亮丽的视觉

享受。该产品采用RGB纯激光光源和
AI 原色引擎，让画面色彩更丰富、真
实，色域范围达到111%BT.2020，创“世
界上超高清显示标准（BT.2020）色域
最高的激光电视”世界纪录，并获 A+
级 4K 画质认证。该产品搭载 MT9669

豪配机芯，支持全通道MEMC运动
补偿和全局HDR10解码。

极米H5智能投影仪

2022年 6月，夏普正式发布旗下

高端旗舰电视 AQUOS XLED，为世

人呈现了Mini LED背光技术、量子点

广域技术、魅达丽S2X芯片和ARSS+

环绕声系统碰撞出的新成果，也映射

出“液晶之父”夏普在液晶电视领域

深厚的技术积淀、产业基础和审美。

“液晶之父”抢滩

Mini LED大市场

电视品牌对于更高清晰度画质

的追求永无止境，从黑白到彩色、从

标清到高清、从 2K 到 4K，企业通过

更新彩电技术获得更多市场机会、重

塑竞争格局、引领新消费浪潮。

Mini LED背光技术成为诸多电

视品牌争抢高端液晶电视市场的首

选科技。相比传统液晶电视，Mini

LED背光电视的显示性能显著提高，

不仅可以实现超高对比度、宽色域，

还能够极大提高色彩的鲜艳度，缩短

了光学混光距离，降低屏幕厚度，实

现超薄化。市场分析机构群智咨询

预测，2022 年 Mini LED 背光电视出

货量预计将达到 380万台，市占率接

近 2%。预计 Mini LED 背光电视将

在2025年达到900万台的出货规模，

市场占有率将提升至4%。

为追求极致的音画体验，夏普一

直不遗余力地投入研发，技术创新也

成为夏普赖以生存的根基。AQUOS

品牌诞生至今已有 21 年，一直是夏

普尖端科技的代名词。2022 年 6 月

发布的 AQUOS XLED 延续了品牌

的旗舰高端定位，产品控光分区达到

2000 个以上，可更细致地控制明暗

场；在Mini LED技术的基础上，夏普

加入了量子点广色域技术，可以让背

光生成高纯度的三原色，因此，亮度、

对比度和色彩等都有卓越呈现。

更高分辨率、更高亮度、更高对

比 度 、更 高 比 值 广 色 域 …… 从

AQUOS XLED 这些卖点就不难看

出这款电视强调为用户带来更沉浸

的视觉和听觉体验，是一款让用户尽

情享受震撼影音的旗舰产品。

“屏芯音画”性能

再上新台阶

受限于液晶面板需要背光源的

物理特质，液晶电视呈现黑色的能

力一致饱受诟病。Mini LED 背光

技术提升了黑场的呈现力，其中液

晶面板的分区数量与灯珠数量决定

了黑场呈现能力的高低，分区与灯

珠越多“控场”能力越高。夏普将

“液晶之父”对面板的炉火纯青技术

倾注于 AQUOS XLED 产品——

2160 个 背 光 分 区 控 制 着 8640 颗

Mini LED灯珠，实现亮度和对比度

的显著提升，使得亮部更加璀璨，暗

部更加深邃。在 Mini LED 之外，

AQUOS XLED的极致黑场掌控力

还来自于全新加入的量子点广色域

和 Flare Brightness 光耀技术，前者

可还原出最纯粹的三原色，并将更

接近真实的美景呈现在观众面前；

后者让暗场和亮场的交界处更加分

明，黑场深邃，亮场耀眼。此外，相

比 传 统 液 晶 电 视 ，夏 普 AQUOS

XLED 也将峰值亮度提升了近 3

倍，最高可达1800尼特。

一台电视机画质的呈现水平如

何，屏幕决定电视画质上限，芯片决

定画质的下限。“一颗好芯片撑起画

质半边天”，好屏还要好芯配。深谙

此 道 的 夏 普 ，为 保 证 AQUOS

XLED旗舰画质的稳定表现，采用了

全新一代魅达丽S2X芯片，通过OP

技术（Object Profiling）对图像、亮度

信号实时分析，自动还原图像质感，

为观影者还原更加真实的画面。

好屏好芯，还需要有好声音。

AQUOS XLED 的“ARSS+环绕声”

在软件和硬件方面双双拉满至顶

级。硬件方面，AQUOS XLED配置

了 11 个发声单元，分别位于前后上

下，电视顶部是 20̊前倾式设计的高

位扬声器，可以将声音引导至屋顶进

行反射，形成自上而下的环绕声。背

部重低音扬声器则可以通过墙壁的

反射，直接反馈给观众，再加上左右

两侧的前置扬声器，彻底形成一个沉

浸式的包围感。软件方面，夏普运用

了 Eilex Prism 高音质技术和 VIR

FILTER技术，可以提供接近原音的

高音质声音效果，同时又力求呈现出

接近自然声音的广度、立体层次感和

清晰度。此外，夏普AQUOS XLED

还支持杜比音效，让本就出众的音质

体验更上一层楼。

除了核心器件，产品细节之处

也见真章。AQUOS XLED 标配全

通道 120Hz，支持 120Hz 高刷新率、

120Hz MEMC 运动补偿、120Hz 芯

片解析，使得画面帧数倍增清晰不

卡 顿 。 此 外 ，产 品 配 置 了 4GB +

128GB 的大内存组合，可以满足用

户随心所欲下载应用的需求……

夏普 AQUOS XLED 在屏、芯、

音、画等性能上的提升可谓毫无保

留，成就了次世代旗舰电视产品的

诚意之选。

鞍钢数字化鞍钢数字化：：基于全开源技术架构建设精钢云平台基于全开源技术架构建设精钢云平台夏普夏普AQUOS XLEDAQUOS XLED旗舰电视旗舰电视 开辟极致音画新境界开辟极致音画新境界

本报记者 王伟

鞍钢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在

中国东北、西南、东南、华南等地有九

大生产基地，具备5300万吨铁、6300

万吨钢、4万吨钒制品和50万吨钛产

品生产能力，是中国最具资源优势的

钢铁企业，有效掌控位于中国辽宁、

四川和澳大利亚卡拉拉的丰富铁矿

和钒、钛资源，年产铁精矿 5000 万

吨，是世界最大的产钒企业、中国最

大的钛原料生产基地。鞍钢集团拥

有 32 家境外公司及机构，500 多家

国内外客户及合作伙伴，产品销售

覆盖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众

多国际知名企业的全球供货商。

采用本土设备建设

精钢信创云平台

成立于1989年的鞍钢集团自动

化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是鞍

钢集团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公司遵循“视质量为生命、以

质量占市场、靠质量求发展、用质量

赢信誉”的质量方针，紧密围绕“互联

网+”的发展战略，始终注重产品研

发和持续改进，及时向客户提供周

到的服务，充分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

经营理念，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

鞍钢集团自动化有限公司借助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

术，在多年优秀实践的基础上，不遗

余力地推动鞍钢数字化转型，致力

于用数字技术为更多的企业创造新

价值，倾力承担起鞍钢集团信息化、

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的重任，是数字

鞍钢建设的引领者和主力军，同时

是行业先驱者和领军企业。

精钢信创云平台架构是由全国

产化信创服务器和信创网络设备组

成的云基础设施层。部署在物理服

务器上的是国内云服务提供商自主

研发的以 LOKI（Linux、OpenStack、

Kubernetes Infrastructure）开源基础

设施标准为基础的多元算力、持续

进化的新一代信创云计算平台。精

钢信创云平台内部采用数字原生架

构，全平面采用统一的架构风格与

约束，包括系统架构和应用架构都

采用统一架构风格、统一的API风

格，满足应用与服务的东西向调用

和南北向调用。总体架构采用两

层API架构，南向接口通过Kuber-

netes统一异构硬件的管理，以分布

式微服务API接口屏蔽底层不同技

术路线的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设备

的差异性，从而使全平面可编程；

北向接口层是平台中各种开源组件

以分布式微服务应用的方式部署于

数字原生架构之上的，并提供原生

API，保持与开源生态完全兼容。

新平台满足复杂业务

平滑上云要求

精钢信创云平台所使用的数

字原生引擎能够把整个云平台资

源抽象成一台计算机。对于维护

人员来说能够持续地以所见即所

得的方式按需获取新的云产品和

服务，所有操作仅需鼠标点击即

可完成。使用和维护体验几乎可

以等同于在一台个人电脑上安装

程序一样，并且云平台新能力的

获取对整个平台的业务连续性没

有任何影响，这样不仅简化了维

护人员的日常操作，也加速了生

态产品与服务的上线步伐。

聚焦当下，精钢信创云平台满

足了鞍钢集团在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对复杂业务系统和场景平滑上

云的要求。通过以低成本、无侵入

的低代码方式来编排和组合云平

台的基础能力，简化了通过IT基础

设施构建制造业场景化能力所需

的工作，能够让技术人员将精力重

心转移至业务创新上。精钢信创

云平台通过创新的技术手段整合

编排计算、存储、网络等基础组件，

以声明式、低代码的架构实现商业

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提供低时延

组网解决方案，面向轻量科学计算、

机器学习等高性能计算场景的

GPU 云主机解决方案、一云多芯

解决方案等制造业场景化解决方

案。可以预见，基于平台可进化能

力同时依托平台低成本、低代码的

场景化方案构建出来的模型，会将

更多的高价值场景化解决方案在

短时间内陆续推出提供给客户。

放眼未来，基于数字原生引擎

的统一架构设计，精钢信创云平台

可以实现从小规模云基础设施到

多可用域异地容灾大规模云到

IaaS、PaaS、SaaS全栈多云的按需扩

展，以实现从部署规模的弹性动态

扩展到部署形态和云端能力的持

续进化，随着业务、IT 系统和组织

架构的变化，可以随需应变、动态

适应以满足集团对云计算的需

求。一体化架构的另一个优势是

在设计之初就有面向故障设计的

理念，这使得精钢信创云平台在研

发之时的目标就是全面满足鞍钢

信息化业务在可用性、健壮性、安

全和性能上的多种要求。

本报记者 刘晶

醒空MR全息教学资源
创作平台

醒空MR全息教学资源创作平台是燧光基于醒空全

栈式虚实融合开发工具打造的教学资源创作平台。

获奖理由：该平台可通过三维环境扫描重建及三维
环境与视频融合等技术，使教学资源自动生成，并可灵活
定制各种场景环境，轻松实现“老师走一圈，环境模型已
建好；老师实操一次，MR 三维视频融合课件自动生
成”。平台还可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式课堂，实现高质量全
息数字化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