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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手机正面完全是屏幕才有资格
称为全面屏，但眼下的标准是屏占比80%以上
的手机就自称全面屏了。专家介绍，这一局面
的始作俑者是 2014 年夏普发布的 AQUOS
Crystal，720P的5寸屏，屏占比达到83%。但
当时的手机竞争还处在大屏化和窄边框时代，
没有全面屏的概念，因此，对于夏普的努力，“怎
么看都是一家面板厂商的炫技，而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创新。”

在业内人士看来，全面屏技术并不是通过
技术手段去掉屏幕的边框，而是意味着不得不
放弃一些传统智能手机的成熟技术，听筒、通
话、前置摄像头、返回键等等均需要全面设计。
厂家要通过技术手段，完美解决指纹识别、听
筒、前置摄像头、光线传感器等组件如何巧妙地
放置在屏幕周围的问题，还要尽量少改变甚至
不改变这些器件的位置。

出于技术上的限制，目前的全面屏手机大
多不得不做出了一些妥协。

从小米全面屏一代手机MIX可知，在采用
了全面屏技术后，其通话质量出现了不稳定现
象。雷军在小米MIX2发布会上，演示为了解
决第一代产品听筒私密性差、音质差等问题，在
已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开发了导管式微型听筒
设计，用以增强私密性以及通话音质。

在全面屏的整体观感上，小米MIX2的屏幕头
部基本到顶，“下巴”比第一代产品缩短了12%。

同样，夏普也并非全面屏手机，只能算前全

面屏，它和小米一样放弃了对称式设计，削掉一
头提升屏占比，“这个只是一个ID设计的选择，
并非技术的突破”。

最新推出的iPhone X取消了“下巴”，但顶
部还是留出了一个“刘海”，用于放置摄像头和
听筒。“刘海”左侧显示时间，右侧则会显示手机
信号、WiFi和电量。

魅族科技副总裁李楠曾向媒体表示，全面
屏是趋势、前置指纹也是趋势，但目前这两种技
术还不能很好地融合，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三星S8手机为了更理想的屏占比，将指纹
识别放到了背部，与摄像头并列排放，部分用户
表示后置指纹识别使用起来不习惯、不方便。
因此，三星S8先苹果iPhone X一步，引入了面
部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识别方式。

除了识别功能，在手机正面有一个很难被
放到背部的组件就是前置摄像头。小米MIX
的做法是把前置摄像头放在下方，有专家认为
这是一个成本较低、不需要太多技术研发的参
考方案。相比之下夏普的AQUOS S2采用摄
像头微型化，将听筒、天线都放到这个小孔里，
技术难度更高。

碎屏问题对于全面屏来说也是一个更加严
重的问题。消费电子产业观察家梁振鹏指出，
全面屏手机非常不耐摔，相当于手机表层的玻
璃已经到了边框，覆盖住边框，它的抗震度、抗
摔度也不好，很容易在震荡中出现屏幕边角有
破裂破损的情况。

要“刘海”还是“下巴”？
新技术背后有多种妥协

全屏化是刚刚发布的苹果iPhone X重点强调的亮点，却已经算不上“最新技术”了。因
为，早在去年全屏手机就已悄然进入市场，今年更是有三星、华为、金立、小米、vivo等多达
10余家手机厂商力推，显示出集中爆发态势。全屏手机对材料和硬件提出了更高要求，为
此，技术上有哪些创新？又做出了哪些妥协？扎堆上市，会带来产业链洗牌吗？

一向为万众期待的苹果新品
发布会，这一次并没有带来太多
惊喜，iPhone 8、iPhone 8Plus与
之 前 产 品 的 差 别 不 大 ，只 有
iPhone X采用了“全面屏+取消
Home键+3D面部识别”等创新
技术。然而就在此前一天，小米
全面屏二代机挑战苹果新品的消
息已经在科技圈刷屏了。

虽然业内有观点认为小米是
打营销战“蹭热点”，但不可否认的
是，iPhone新品的卖点——全面
屏，已经是小米去年推出的技术。

全面屏、双摄像头等新技术
都是率先出现在安卓机身上。去
年小米推出了全面屏手机MIX，
三星推出了全面屏手机S8。今年
三星和小米又分别推出了全面屏
手 机 Note8 和 MIX2。 此 外
ZUK、夏普等品牌都在iPhone X
发布之前推出了全面屏手机。

专家认为，全面屏将是今年
下半年手机行业的关键词。除了
iPhone X以外，三星、华为、金立、
小米、vivo等10余家安卓手机厂
商也都在推全面屏手机。

不同手机厂商推出全屏手机
的原因不尽相同。前三星（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市场部
有关负责人认为，一些手机厂家
为了保持竞争优势，率先占领市
场，不断研发新产品。而一些厂
商为了打破垄断，树立创新代表

的形象，跟随市场方向。另一些
不具备较强研发能力的厂家，为
了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紧随时
尚潮流。还有一部分厂商为了适
应市场需求，采取了跟进模仿策
略。

“在功能机时代，屏幕占手机
前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面积。
近十年来，每年手机屏幕的对角
线都至少要增加0.1至 0.2英寸，
最高时可达0.5英寸。”易观国际
分析师王盈介绍，2017年，屏幕面
积扩展到了极限，走进了全屏手
机时代。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公关
副总监尹磊认为，全屏手机边框
更窄，屏占比更高，这无形中提升
了手机的美观度。

“高颜值、大屏幕、好手感、宽
阔的视野是全屏的几个特点。”王
盈认为，在很多消费者看来，边框
超窄、达到最大化的屏幕占比是
美的；像三星Galaxy S8/S8+，曲
屏圆弧设计带来了出色的单手握
感；看电影时几近忽略的黑边，带
来了更好的沉浸感。

从目前来看，小米和三星在
全面屏上走得更远。他们在第一
代全面屏上遇到的问题，目前已
经有了相对的解决方法。苹果的
新品手机只有在卖到第一批果粉
手中后，才能确定其最终完成度
如何。

iPhone 推出全面屏手机，
被指慢人一步

作为苹果“史上最贵手机”，
iPhone X售价为何高达8000元
以上？有观点认为采用全面屏是
重要原因之一。

Techinsights 数据显示，手
机屏幕是手机里成本最高的组
件，一般来说手机屏幕占总成本
的20%左右，和处理器的成本占
比相当。大屏手机如 Galaxy
Note系列，屏幕占总成本比例更
高，接近25%。旭日大数据研究
总监李春丽表示，全面屏的成本
比传统屏幕高出10%。

“全屏手机对材料和硬件提
出更高的要求。”王盈也认为，全
屏手机推出后，消费者的注意力
几乎都集中在屏幕上，屏幕的体

验感至关重要，要求向轻薄、低成
本、高透光率的趋势发展。

全屏手机的出现与OLED技
术的成熟密不可分。手机屏幕所
采用的材料主要有LCD、OLED
等。与LCD相比，OLED更加轻
薄，色彩显示更出色。而如今许
多高端手机产品的屏幕材质都是
AMOLED，包括华为曲面屏手机
Mate 9 Pro、vivo Xplay6、三星
Galaxy S8等。

据业内专家介绍，在LCD领
域，我国所掌握的技术大多是舶
来品，核心技术并不在我们手
里。但在OLED方面，我国凭借
多年的研发积累，已具有自主核
心技术。

全屏对手机的材料和硬件要求更高

那么，全面屏扎堆上市会带来产业链大洗
牌吗？

李春丽认为，全面屏将会给手机上游供应
商、下游终端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这对于进入
微利时代的手机行业有很重要的意义。如面板
企业无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手机面板价格涨
幅将在10—15%之间。

相关产业链同样面临变革。比如，全面屏
面板的切割除了需要传统的直线切割外，也要
加入C型、R型和U型切割工艺，激光切割设备
环节也会受益。此外，全面屏下放置摄像头的
空间将会进一步压缩，摄像头需要小型化，会给
摄像头产业链带来增长空间。

专家表示，全面屏技术带来的改变将向触

控显示、指纹、摄像头等上游模组传导。同时将
提高模组行业的资金壁垒、工艺壁垒，随后将推
动一轮洗牌：小厂家将会在洗牌中逐渐出局，而
拥有激光加工等核心设备及工艺的模组厂将会
借机重新划分市场份额。

还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人认为全面屏虽然
热，却并不是未来手机发展唯一的方向。消费电
子产业观察家梁振鹏表示，“当OLED屏幕做得
越来越柔性化的时候，它可以随意弯曲、变形，未
来手机行业的方向其实还有很多的未知数。”

研究机构 Strategy Analytics 分析师吴怡雯
认为，未来五年，手机更多地还是会往可弯可折
叠的方向发展。在柔性OLED屏幕产能受限的
几年里，全面屏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延 伸 阅 读

扎堆上市，会带来产业链洗牌吗？

苹果、小米、华为等厂商纷纷力推

手机进入全面屏时间
科技资讯

科学家首次培育出人类骨骼
英国科学家首次在实验室培育出人类骨骼，有

望在不久的将来用于骨科医学。
格拉斯哥大学、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西苏格兰

大学和高尔韦大学的研究人员把志愿者捐献的间充
质干细胞悬浮在胶原凝胶中。间充质干细胞由人体
骨髓产生，可以分化成软骨、韧带、筋、脂肪和骨骼
等。随后，研究人员借助纳米反冲技术，每秒产生大
约1000次的纳米级振动，把胶原凝胶中的细胞变成
3D骨细胞。这些骨细胞将来可以植入患者，修复或
替代受损的骨骼部分，治疗骨折、填补髋关节和膝关
节置换术后的骨骼间隙等。鉴于使用的是患者自身
的间充质干细胞，不易发生排斥，从而能够填补更大
的骨骼间隙。

骨骼是主要移植组织之一，主要用于重建、矫形
等手术。当前，医生只能从患者自身获得有限的活
骨用于移植，不仅会增加患者手术痛苦，还容易发生
感染；而他人的骨骼容易遭排斥。

研究报告刊载于最新一期英国《自然·生物医学
工程》杂志。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写道，将于2020年
进行首项人体试验。

计算机有望用上高速磁内存
磁存储是已被使用数十年的存储技术，但它的

一个问题是速度较低。瑞士研究人员报告说，找到
了极大提高磁存储速度的方法，有望让计算机在不
久的将来用上高速的磁内存，从而大大减少计算机
启动时间。

自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于1956年推出
第一个磁盘存储器以来，磁存储器因其长寿命和低
成本的优势，一直被用来存储信息，比如作为计算机
的硬盘。传统磁存储器通过带电线圈产生的磁场变
化来改变存储介质的磁性，从而实现存储信息，但其
速度跟不上越来越快的计算机处理器，难以用作对
速度要求高的内存。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材料系教授彼得罗·
甘巴尔代拉领导的团队在新一期英国《自然·纳米技
术》杂志上发表报告说，利用被称为“自旋轨道转矩”
的物理现象，可以不用通电线圈，仅用通电的特殊半
导体薄膜材料就能改变存储介质的磁性，从而实现
磁存储。

该团队用新方法改变了一个直径约500纳米的
钴金属点的磁性，发现在给其附近的导线通电后，在
不到1纳秒的时间内，钴金属点的磁性就发生了改
变。并且钴金属点可如此反复经历上万亿次的磁性
变化，说明它可成为高速且耐用的存储介质。与传
统线圈方式的磁存储器相比，新方法不仅速度快，还
不会因为线圈的电阻而消耗能量，能效更高。

研究人员说，这一新技术有望让计算机的内存
用上磁存储器。目前许多计算机的内存采用电存储
器，关机断电后内存中的信息就会被清空，因此重新
开机时需要较长时间。而磁存储可以在断电后仍然
保留数据，因此如果计算机用上磁内存，有望大大减
少开机启动的时间。

分析绘图能力可诊断帕金森病
在纸上画螺旋线就可诊断疾病？澳大利亚皇家

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款软件，通过分
析绘图能力诊断帕金森病，诊断准确率可达93％。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
病，主要症状包括肢体震颤、行动迟缓等，目前还没
有根治方法，早期诊断也有不少困难。

先前研究发现，严重的帕金森病患者在素描绘
画时，笔速和笔力会减缓、减弱。皇家墨尔本理工大
学研究人员据此开发出一款诊断软件，可实时记录
并分析使用者画螺旋线时的笔速和笔力，判断其是
否患有帕金森病以及病情的严重程度。

研究人员迪内希·库马尔介绍，这款软件可在患
者还未出现明显身体症状时诊断出疾病，有助于及早
治疗。“开始治疗帕金森病的时间至关重要，因为病人
一旦出现颤抖或肢体僵硬等症状，就已经太迟了。”

据介绍，这款软件使用简便，只需纸、笔和一块数
字手写板。研究人员希望这项技术将来可用于帕金
森病筛查测试，以便尽早发现病情，及时介入治疗。

这项成果发表在瑞士学术刊物《神经学前沿》新
一期上。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