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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上海华美电梯
发布新品

5月8日，上海华美电梯美
学艺术展正式开幕。据悉，展览
于5月8日至5月11日正式对
公众开放参观。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活动上海华美首发了九款
新品。新品用天马行空的想象
和华美人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幽
默感，融合了平面设计、工业设
计、室内设计、与装置创作之间
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模糊了设
计与艺术的边界。

上海华美董事长金立矿表
示：“现代主义的理性作品无疑
很漂亮，但时不时的总会觉得好
像缺少了点什么，也许是他们过
分单调冷峻了。除去功能主义
外，设计更应该是有趣的。超现
实主义的装置，轻松明快的色彩
搭配方式，华美的轿厢设计也许
让你联想到80年代早期的意大
利后现代主义，也许带你走进伟
大中国的梦想鸿篇，也许又把文
艺复兴前的哥特思潮带到你的
面前。” 青年报 王娟

《诚值》诚信数据
平台上线

4月22日，肯君科技在上海
举行了诚值诚信数据平台的上
线和以“诚值——诚信创造价
值”为主题的首届世界地球诚信
日的启动仪式。

据了解，在活动开始，效果
震撼的全息3D真人秀成功演绎
了失信与重塑诚信。走心的
《诚值》微电影，主角王宝细腻
地从压力、诱惑、挣扎、收获四
个阶断完美演绎了当天的主题

“诚信创造价值”。在活动中，
肯君科技董事长杨红，用自己
对家庭生活和事业奋斗切深体
会为大家分享了“诚值”的品牌
故事，提出了“诚信创造价值”
的理念。希望用创新的商业模
式，大数据应用、分区链技术和
理念等前沿科技，把诚信创造
价值的理念传播出去，并且让
人们真真切切能享受到诚信创
造出来的价值。

肯君科技技术总监徐羽，从
技术的角度分享了如何通过最
新技术手段实现杨董的梦想和
商业模式，也向大家展示了肯君
科技的研发团队，技术架构、最
新技术的研发方向等。

青年报 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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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360手机在北京正
式推出N7手机。360手机总裁
李开新表示，N7是迄今为止最
好的360手机。“我们要向小米
学习，永远做竞品中的性能王
者”。

据介绍，作为360全新一代
全面屏旗舰机型，N7搭载了高
通骁龙660高端处理器，配备了
4 颗 2.2GHz+4 颗 1.8GHz Kryo
260 架构 CPU 以及 Adreno 512
GPU，相比于636而言，660无论
是在运算主频还是在GPU上都
表现更优秀。与此同时，N7还
标配了6GB的超大内存，并拥有
64/128GB 存储空间，且最高支
持128GB储存扩展，为更多存储
资料提供充足空间，满足超大
容量存储需求。

大电池在整机续航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也是360手机的重
要标签。N7配备了全面屏手机
中罕见的5030mAh超大容量电

池，相比于市面上一般的手机
而言，它的续航体验更加震撼
持久。配合高达 18W 的高通
QC 3.0快充技术，半小时可充至
接近40%的电量，115分钟即可
将手机整块5030mAh电池完全
充满。

同时，N7 配备了一块 5.99
英寸的全面屏，屏占比高达
84.5%。N7 采用后置双摄方案
设计，后置主摄像头采用三星
1600 万像素 CMOS 传感器并搭
配一颗200万像素的专业级景
深摄像头。N7的前置摄像头为
800 万像素，自带智能美颜算
法，让自拍美得更加真实自然。

360手机N7搭载了基于安
卓8.1全新开发的360 OS操作
系统，还加入了游戏加速器2.0
功能，在以往游戏性能专属优
化、游戏免打扰、管理来电等功
能的基础上，新增了支持将微
信、QQ来信弹幕化，且支持游戏
中分屏快速回复。

此外，针对用户日常用机

过程中的信息安全问题，N7还
配备了安全键盘与人脸识别应
用解锁两项全新功能。传统键
盘在输入账户密码时，处于联
网状态，容易存在被窥视的安
全隐患；360手机安全键盘在用
户输入密码时，会弹出不联网
安全键盘，可防范抓取与窥视，
保障账户密码安全。而应用锁

在加入了全新人脸识别解锁功
能之后，当用户点开加锁应用
时，由于人脸通常是正对屏幕
的，这时系统会自动识别人脸
并顺滑解锁进入应用，用户几
乎感觉不到应用锁的存在。

据悉，首批现货已于发布
当天下午4点在360商城、京东
正式开启抢购。

彩电市场遭遇“强震”
根据奥维云网（AVC）数据显

示，2017年国内彩电零售市场
遭遇“强震”，销量为4752万台，
同比下降6.6%，创十几年来最大
降幅。首要原因是地产行业遭
遇史上最严调控。从全国重点
城市地产成交套数来看，一二
线城市下降明显，成交量同比
分别下降37%和15%；三线城市
也只是勉强维持，只有0.3%的增
长。彩电、冰箱、热水器等都出
现负增长。其次，智能微投等
替代品崛起，凭借其易用性、便
携性、大尺寸显像、智能化等优
势 ，成 为 消 费 者 的 新 选 择 。
2017年，销量达129万台，同比
增长69%。

奥维云网副总裁董敏称，
需求疲软是彩电行业长期存在
的消费危机，是阻碍彩电市场
增长的主要壁垒。

“品质化”时代来临
苏宁零售集团副总裁范志

军指出，随着消费群体的迁移，
面对消费者习惯各刷各的屏，
彩电市场需求逐步进入了品质
化时代。得大屏、高端者得天
下，是当下彩电市场的写照。

数据显示，2017年较销量
1.7%的小幅增长，苏宁销额增长
达 到 了 12.8% ，比 行 业 高 出
8.3%。这得益于苏宁 O2O 渠道
优势，独得大屏、高端市场。其
中55英寸及以上产品销量占比
达到 50.2%，比行业高出 4.3%；

7000元以上产品销额占比达到
了23%，高出行业3.9%。消费升
级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彩电市
场增长的最大动力，密切关注
差异化市场，开发出满足消费
需求的差异化产品，彩电品牌
厂商可以平稳度过市场盘整
期。

“三化”迎来行业新机遇
展望彩电行业未来，范志

军称，“当下彩电市场处在一个
蓄势点，消费场景细分及物联
网机遇下，消费者对彩电的个
性化需求提振，这将是彩电行
业进入快速增长的大爆发阶
段，彩电行业未来可期。”

在范志军看来，彩电行业将
迎来“三化”机遇，即内容化、智

能化、物联化。内容化，解决硬
件发展趋势逼近天花板的现状，
为用户提供更细分化的，更具有
独家竞争优势的内容资源，掀起
家庭大屏娱乐新变革；智能化，
让电视向更懂用户，更懂生活的
方向加速发展，除常见的语音操
作外，增加人脸、动作等新识别
方式，同时通过大数据匹配，让
电视为消费者提供精准内容推
荐，并通过应用拓展，赋予电视
视频通话、边看边买等新玩法；
物联化，凭借彩电视觉大屏的优
势，承担起物联信息的视觉化传
递，让人们坐在客厅掌控智能家
居一切动态。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苏宁
引导下，彩电市场在消费端、制
造端的未来值得期待。

苏宁为彩电市场开出“三化”药方

PK小米 360 N7手机主打高性能长续航

OLED、量子点、激光、8K。2017年彩电市场格外热闹。但繁华背后却是内销低迷，复杂的市场环
境给整机厂商的获利能力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考验。

近日，苏宁易购携手海信、创维、长虹、TCL、康佳、海尔、索尼、夏普、LG、三星、飞利浦等国内外主流
彩电品牌，及业内相关机构一起，共同梳理行业发展脉络和消费趋势，探讨2018彩电行业突围之路。

青年报 姜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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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黑鲨游戏手机正式发布
已有近一个月的时间，5 月 10
日，黑鲨科技在上海举办了线
下媒体品鉴会，黑鲨科技的软
件研发总监李鑫现场为大家详
细讲解了黑鲨游戏手机中的众
多黑科技和实测数据对比。

作为国内首部电竞级游戏
手机，黑鲨游戏手机在诠释“生
为竞技”方面可谓是独具匠
心。其中产品的三大亮点颇受
业内人士和手游玩家的认同：
冷酷到极致的多级直触一体式
液冷系统、为游戏而生的独立

图像处理芯片和第一款为手机
设计的游戏手柄“黑鲨鳍”。

据李鑫介绍，多级直触一
体式液冷系统对比无热管，CPU
散热效率能够提升20倍，CPU最
大频率下运行时间提升 70%，
CPU核心温度降低8℃，真正做
到液冷更快，保证了机身温度

“维稳”不降频。而独立图像处
理芯片支持DCI-P3色域，同时
拥有MEMC运动补偿技术能够让
60帧的游戏画面更流畅。黑鲨
强调，虽然在游戏中独立图像
处理芯片的效果提升可能只有
一点，但毫厘差距在实际的游
戏体验中就会差之千里。此

外，通过蓝牙可直接连接使用
的黑鲨游戏手柄——黑鲨鳍，
既发挥了掌机实体按键的优
势，又能同时进行屏幕触屏操
作，实测数据显示，在游戏情况
下黑鲨手机配合手柄，在射击
类游戏中黑鲨能够比1加5T操
作快16ms，比Razer射击操作快
11ms，比 Samsung S9+操作快
20ms，实现了手游交互方式上
的巨大飞跃。

从已知的评测数据中可以
看出，黑鲨游戏手机的跑分无
论是在安兔兔平台还是Geek-
Bench 平台都比当下市场上的
其它旗舰机型领先一些。游

戏实测中，无论是王者荣耀、
穿越火线还是崩坏 3，黑鲨游
戏手机都能保证稳定高帧率
的持久运行，游戏手机基因优
势尽显。

而除了流畅的游戏体验，
黑鲨游戏手机独特的Biso音效
对游戏方位感的精准辨别和游
戏场景音效的真实还原都增强
了游戏氛围。值得一提的是，
黑鲨游戏手机能保证在同一空
间内（一米以外）多台手机游戏
过程中进行游戏语音而不会出
现啸叫现象，细致入微的场景
化考量和设计让黑鲨游戏手机
备受玩家的好评。

黑鲨手机“满月宴”巡回品鉴会上海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