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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迭出 夏季手机市场欢乐升级
如果说，追剧《欢乐颂2》是这个夏季的潮流，那么，伴随着多款新品涌入，这个夏季的手机市场也正

在经历着欢乐升级。继Galaxy S8、S8+中国发布之后，5月23日三星Galaxy S8、S8+来到上海，为公
众充分展示了Galaxy S8|S8+所开创的智能手机未来趋势和全新智能生活方式。5月26日，全球首款
四摄拍照手机金立S10亮相上海，6GB+64GB版本的金立S10，旨在为年轻人打造高性能、高性价比的
专属体验。同期，360手机在北京正式推出青年新旗舰N5升级机型——360手机N5s，配置、颜值、安
全性同时升级，欲凭借旗舰级的硬件配置和人性化的功能创新，再创爆品。 青年报 姜卓

■资讯

戴森正式发布
智能吸尘机器人

5月25日，戴森在中国推出
了一款真正的智能吸尘机器人
——Dyson 360 Eye戴森智能
吸尘机器人。据悉，普通扫地机
器人往往内设简单的导航模式，
这意味着它们可能对某些本应
该清扫的地面区域视而不见，可
能吸力不足，也可能因过滤系统
不良而导致灰尘和污物从机器
中泄漏并重新回到空气中。

戴森工程师希望能够创造
一个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智能
吸尘机器人。新生代 Dyson
360 Eye戴森智能吸尘机器人
拥有强大且恒定的吸力，能够
过滤有害灰尘，清洁多种类型
的地面，倚靠智能导航系统完
成家居环境中的清洁作业，通
过同步定位与地图创建软件
（SLAM）技术，Dyson 360 Eye戴
森智能吸尘机器人分区块有序
清洁，覆盖房间各个角落。

据介绍，许多机器人都依
靠传感器来确定在室内的行
进路线。而 Dyson 360 Eye
戴森智能吸尘机器人结合精
巧体积与360度全景摄像头，
随时识别当前位置、已清洁区
域和未清洁区域。摄像头每
秒可完成摄影30帧，帮助机器
人有效把握周围环境。这一
设计可以保证机器人以高效
且系统性的方式完成智能清
扫工作。 青年报 姜卓

作为360手机在2017年夏
季推出的全新机型，N5s在N系
列以往的设计风格上进行了一
次大胆的探索与革新，机身前后
均采用2.5D弧面玻璃，拥有幻影
黑和深海蓝两种配色可选，同时
还延续了骁龙653处理器、6GB
超大运存、18W 涡轮闪充等特
性，并升级前置1300万PDAF相
位对焦双摄像头，搭载基于An-
droid 7.1的360 OS 2.0简洁系
统。全新的“简洁系统”剔除了
50%的第三方预装应用，给系统
桌面应用“大瘦身”，并且重新规

划了桌面入口，整理同类型应
用，为用户还原更简洁、轻快的
体验。在通过“删除”、“移动”和

“合并”三大调整之后，桌面应用
优化超过46%，系统更加简洁、
轻快、高效。

近期“永恒之蓝”勒索病毒
肆虐，让互联网安全问题再一次
成为焦点，这也引起了360手机
官方的重视。360 手机 N5s 在
360 OS 2.0安全系统的基础上，
支持高通芯片级防盗技术，可从
芯片层面上防止黑客攻击和
root等行为。当手机检测到对

手机有攻击行为，或别人捡到手
机后root或刷机时，系统将触
发保护机制，进入锁机倒计时状
态，若不能及时输入正确密码，
手机将销毁所有资料数据，保证
个人信息不被窃取。同时处理
器与存储相互绑定，用户资料储
存在闪存芯片里，当手机被他人
拿去想拆出闪存芯片、或者更换
处理器以使用手机时，处理器与
存储将会相互触发验证，一旦发
现芯片和存储器不匹配，便立即
锁定机器，以杜绝资料安全，保
证手机安全。

区隔于M系列的政商旗舰
路线，金立S系列将聚焦年轻时
尚人群，为他们打造“极致设计、
潮流科技”的产品。从两个摄像
头到四个摄像头，从双摄到前后
皆双摄，这不仅是一次对美的极
致追求，更是一次技术升级。

对于用户而言，单反的显著
优势，莫过于高像素清晰记录细
节，以及拍出主题突出、背景虚
化、层次分明的效果。针对这两
大体验优势，金立S10对手机摄
像头进行硬件级的专业化升级。

为了获得更清晰的画面，金
立S10搭载前置2000万+800万
双摄，后置 1600 万+800 万双
摄。其中1600万像素的主摄像
头搭载6P镜头模组和高达F1.8
的最大光圈，让金立S10得以轻
松应对各种暗光环境拍摄，不仅
噪点更小，自拍时更显自然。

在背景虚化方面，金立S10

前后都配备了两个可同时工作
的摄像头，通过成像的差异，计
算不同物体的景深，从而把主体
识别出来。主体数据和景深数
据通过 ISP 处理，并在 ISP 的
Hardware engine（硬件引擎）内
独立运算并合成，做到主体突
出、背景虚化，景深虚化处理更
流畅细腻，无论自拍还是拍别
人，都能拍出如单反级景深的大
片效果。

得益于内置硬件引擎，金立
S10四摄拍照的虚化效果更准
确。据金立官方介绍，金立S10
的超高像素，保证了更准确的景
深信息，实现前后景深边缘细节
处理更加自然。“用金立S10自拍
并发到朋友圈，普通人都会以为
是用单反拍摄。”对于女生而言，
金立S10堪比专业的自拍神器。

体验过双摄手机的用户，在
拍摄背景虚化照片时，都会明显

感受到照片处理慢、耗电快。做
到前后实时虚化预览的金立
S10，如何解决这一通病呢？事
实上，金立S10正是利用硬件引
擎强大的图像处理能力，实时计
算景深信息和处理虚化效果，让
虚化更快，更省电，真正实现“所
见即所拍”。

由于硬件引擎的存在，金立
S10还为摄影爱好者提供类似
专业相机的操作体验，支持实时
虚化调节，最大支持7级虚化，
并可手动调节光圈大小，还可以
点按屏幕选择不同的突出焦点，
同一张照片实现不同艺术效
果。与普通软件虚化对比，只有
前后双摄像头+硬件引擎才能
实现完美的实时背景虚化效果。

此外，金立 S10 还支持 3D
拍照、柔光美颜自拍、多人自拍
等模式，满足用户各种拍照环境
需求。

Galaxy S8、S8+在设计上重
塑了智能手机的设计趋势。开
创性的全视曲面屏采用18.5：9
屏宽比，尺寸分别为 5.8 英寸
（直角）、5.6英寸（圆角）和6.2英
寸（直角）、6.1英寸（圆角）。在
实现了沉浸式大屏体验的同时，
整个设备仍拥有出众的握持感，
易于单手操作。

而在技术上，GalaxyS8、S8+
搭载了第一款 10nm 制程处理
器，相较与 Galaxy S7 所用平
台，CPU性能提升了26%，GPU性
能提升了 21%，功耗却降低了
20%，运行效率全面提升。前后
摄像头均具备F1.7超大光圈，
8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配备自
动对焦与面部识别技术，全像素
双核疾速对焦1200万后置摄像

头，让用户即使在弱光环境下，
也能拍摄出清晰且富有表现力
的照片。而在安全技术领域，S8
不但搭载了三星Knox安全平台
提供芯片级别的安全保障，还能
通过虹膜识别等多种生物识别
技术，更便捷更安全地保护用户
的个人信息。

Galaxy S8、S8+不但要为用
户提供卓越的产品体验，更为用
户提供贴心的服务保障。三星
专为中国市场推出了定制化的
专属管家服务。用户在购机之
后无需支付额外的费用即可申
领该服务。用户可以享受长达
6个月的优惠换屏服务，当手机
遇到意外导致屏幕（显示屏或触
控屏）受损时，消费者以优惠价
格便可在三星电子授权服务中

更换屏幕一次。同时还可享受
电池性能检测以及优化服务，保
证手机电池的长久健康。专属
管家服务还为用户提供了绿色
通道服务及VIP专属热线，随时
帮助用户解决各种手机问题。
另外三星也为用户准备了上门
回收旧机服务以及旅行相关的
VIP服务，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
贴心保障。

三星电子大中华区总裁权
桂贤表示，“三星多年来深耕中
国市场，为中国消费者创造功能
更丰富、体验更精彩的智能生
活。创新是三星的 DNA。Gal-
axy S8搭载了多项颠覆性科技，
提供了个性化移动服务，大幅度
提升了用户体验。Galaxy S8开
启了智能移动体验的新篇章。”

三星Galaxy S8、S8+ 科技与设计美学的再突破

360 N5s 配置、颜值、安全大升级

金立S10 以“四摄”技术，抢占潮流先机

凯德龙之梦虹口
黑科技成就英雄梦

每 个 人 都 有 一 个 英 雄
梦。从美国大片里的复仇者
联盟、神盾局成员，到日本动
漫中的忍者神龟、圣斗士星
矢，还有充满童年回忆杀的黑
猫警长、齐天大圣……无关地
域性别、年龄大小，我们的英
雄梦从不曾磨灭。

当下，黑科技来袭，新时代
的英雄们能否接招？今年六一
儿童节将至，“凯德星球”吹响战
士训练营号角，请你来挑战。

日前，位于虹口区的凯德
龙之梦虹口商场南中庭内已
搭出种种关卡，包括科学密室
探险、360度虚拟过山车、虚拟
现实的云巅独木桥等，现场时
而尖叫连连，不少惊呼甚至出
自男生。

凯德龙之梦虹口希望通
过此次六一黑科技活动，让不
同年龄层的顾客都能体会一
把高科技的有趣和刺激，同时
让大小朋友们实现自己的英
雄梦。 青年报 高彩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