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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主要是管理手机后
台程序的运行，因此如果想要
节约RAM空间，最直接的办
法就是关闭不用的后台程
序。同时，也要防止一些程序
在后台自动开启，占用空间。
至于ROM，定期清理下载的
安装包和删除不常用的软件，
都有利于节省ROM。大部分
安卓手机用户，在使用中经常
会遇到手机越用越卡的情况，
这实际上与手机的 RAM 和
ROM被占用有关。安卓系统
在手机程序运行时，会让大量
的程序常驻内存。当有程序

请求更多内存时，系统会自动
清理不活动的、次要的程序，
腾出内存空间。如果遇到巨

“吃”内存的APP，不能释放足
够的内存给其他APP使用，手
机运行速度自然就变慢了。
这时候，就需要手动清理、关
闭 或 是 卸 载 这 些 不 用 的
APP。在使用手机时，ROM
提示不足的话，说的是手机的
存储空间不足了，意思就是东
西存太多，空间不足了，这时
需要删点大文件，释放空间。

对安卓用户来说，释放
RAM 内存，要用到手机的

Root权限。打开RE文件浏览
器，/data/dalvik-cache这个
文件夹里面的都是系统缓存文
件和卸载定制程序留下来的无
用垃圾，可以放心全部删除，系
统所需文件重启后能自动生成
的，删除后可以感觉到系统内
存明显提升，RAM内存释放，
重启期间等待一到两分钟，其
间不要有任何操作。

对IOS用户来说，想扩大
手机的内存，可以定期清理录
音，删除浏览器缓存、旧手机
短信、使用“照片流”云存储照
片等，都能为手机节约空间。

如果说硬件的性价比之
战很惨烈，那么在操作系统上
的竞争，也更加残酷。全球智
能手机产品已经进入创新“静
默期”，难再有“振聋发聩”的
产品，正因为这样，软件系统
上的创新就变得更加重要。
以小米为例，新推出的MIUI
7，在系统响应速度上提升了
30%，续航能力延长了25%，
并针对国人的使用特点推出
了精心设计的全局大字体、宝
宝相册、来电秀等微创新。不
过，这些创新并不是小米独有
的，华为、魅族甚至是VIVO
之上，这些功能也都是有的。

真正的大招是最新推出
的“小米漫游”功能，通过“下
发当地虚拟sim卡”的方式为
用户国际漫游提供了节省漫
游手机上网流量费的全新解
决方案。据了解，小米漫游初
期已经支持 36 个国家和地

区，在出境热门目的地，流量
资费最低仅需要0.1元/MB，
算是真正抓住了用户的痛
点。而对于其他手机厂家来
说，MIUI系统庞大的用户量
和活跃程度更有价值，据雷军
介绍，截至目前，MIUI的全球
联网激活用户已经超过了1.5
亿，用户更是广泛分布在全球
156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每位
用户每天点亮屏幕112次、亮
屏使用手机的时长高达4.5小
时，这都让其他厂家羡慕不
已。

“如今手机已经成为快速
易耗品，单机销量已经不能准
确衡量手机厂商的水平，更重
要的是用户的重复购买率。”
业内人士表示，国产智能手机
用 户 的 二 次 购 买 率 低 于
50%。这意味着对国产智能
手机来说，想要培养忠实的用
户，必须找到卖点。

手机太“饱”，“行动”不灵活
想要手机跑得快，就得定时“瘦身”一下

核心提示 | 买手机，你一定经常看到RAM和ROM两

个单词吧？RAM和ROM是判断手机性能的重要参数。RAM决定

了手机可以同时运行多少应用程序（包括前台和后台）；ROM决定了手

机可以存放多少视频、音乐、软件等文件。不管是RAM还是ROM，都

要定期“瘦身”，不然手机太“饱”，可能会让手机“动作”变慢，行动迟缓。

RAM，是 RandomAc-
cessMemory的缩写，即随机
存储器，又被称作运行内存。
它支撑的是手机软件的运行，
存放手机软件运行后进行的
数据交换等工作，它的作用相
当于电脑中的内存条。RAM
断电时将丢失其存储内容，因
此主要用于存储短时间使用
的程序。RAM的大小决定手
机可以开多少后台程序，一般
情况下，相同配置的手机，
RAM越大，手机的运行速度
就越快。目前手机的RAM多
为512M、768M、1G、2G等容

量，有些高端机可能容量会更
大些。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损
耗、CPU占用等原因，手机的
RAM容量会比参数标明的要
小一些。

ROM在手机中相当于电
脑中的硬盘。在ROM中可以
存储各种各样的文件，包括视
频 、照 片 、音 乐 、软 件 等 。
ROM的“肚量”有多大，决定
了手机里可以“塞”多少东
西。ROM的容量有4G、8G、
16G、32G、64G等。iPhone6
和iPhone6Plus的ROM最大
达到了128G。与RAM一样，

ROM实际容量也没有参数表
中显示的那么多。iPhone6的
16G、32G、64G几个版本，是
手机的 ROM 的容量来划分
的。

RAM和ROM在手机中
各司其职。在购买手机时，也
要看清楚它们的大小，根据
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RAM
决定了手机可以同时运行多
少应用程序（包括前台和后
台），ROM决定了手机可以存
放多少视频、音乐、软件等
文件。

认识一下RAM和ROM

在配置上，iPhone6 的
RAM容量是1G，一些安卓机
的旗舰机型，RAM已经达到
了 2G 甚至更高。使用中，
iPhone6 的速度，会比那些
RAM容量小的安卓机慢吗？
在实际应用中，真的是RAM
越大，就是手机配置越高，手
机运行越流畅吗？

有不少手机用户觉得，在
手机的使用中，一台RAM为
1GB的Android 手机在大多

情况下流畅性还不如配备了
512MBRAM 的 iPhone4s。
刚有智能手机的时候，大部
分智能手机最多只有 400M
或500M，现在不少旗舰机型
的 RAM 已 达 到 3GB 甚 至
4GB，比电脑的都高。RAM
的提高使现在手机的运行速
度比过去流畅了许多。但是，
手机运行速度流畅，数据处理
能力增强，并不仅仅依靠
RAM一项指标的提升，其他

硬件的搭配协调和系统的优
化程度，也会影响手机的整体
速度。

RAM大小对手机的影响
和操作系统也有关系。An-
droid由于系统层面的原因，
需要更大的RAM空间来保证
其流畅运行，而iOS和WP则
好得多，即使RAM较小，系统
也不会出现在Android 低端
机上的明显卡顿。

RAM越大手机配置越高？

释放空间定期清理RAM和ROM

大家一起黑小米，小米就来大反击

国产千元机性价大比拼
□记者 祁驿

核心提示 | 不管你是不是关注手机，最近总能看到
唱衰小米的报道，创新乏力，成了手机业界对小米一致的
评价。8月13日，小米终于开始反击了，不但推出了千元
的红米Note2，而且不再“饥饿营销”，一发布就在12小
时内销售了80万台，而联合滴滴打车，推出新的MIUI系
统，也把国产手机在千元水平上的竞争更加残酷化。

根据数据调研公司IHS
Technology 公布的中国智
能手机市场第二季度出货量
数据，小米以18%的市场份
额再次处于国内第一，这已经
是小米连续第五个季度领跑
中国手机市场。在刚刚过去
的上半年，小米以出货量
3470万台的业绩继续稳居国
内市场第一。在这样的情况
下，小米被唱衰，有点莫名其
妙，但也很正常。

在郑州一家手机卖场，营
业员告诉记者，今年上市的新
手机实在太多，尤其是华为、
中兴和OPPO，“现在来买华
为的人挺多的，而且走的都是
高端机型。”卖场的营业员说，
过去是小米一家卖得好，今年
国产手机新产品都挺多的，卖
得也不错，以上市不久的华为
P8为例，其不仅外观靓丽，还
具备4G网络、高清摄像头以
及指纹识别等“黑科技”。但
就是这样一款“高精尖”的产
品，售价却只在3280元，远不
及上市已经有一段时间的
iPhone6售价那么高端。所
以看上去小米就没过去那么
受关注了。正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小米的反击才显得更有

颠覆性。按照雷军的说法，新
发布的红米Note2虽然定价
从799元起步，高配版也不过
999元，但因为其采用了联发
科旗舰级八核处理器平台
X10，在性能跑分方面甚至能
够和华为 P8、魅族 MX5 等
1500元以上的产品“对飙”，
性价比优势相当明显。市场
对这样一款手机的回应是，
12小时，80万台，全部卖完。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重要的不
是性能和价格，而是这回小米
完全敞开供应打价格战，“其
他的互联网手机都还在玩限
量限时供应，小米却不再玩这
个了。”河南联通负责手机销
售业务的负责人表示，现在正
在和乐视一起，推出乐视手机
的套餐计划，小米敞开卖，使
得他们的推广计划也受到了
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小
米官网查询发现，除了新上市
的红米Note2和部分特定型
号机型存在缺货的情况外，小
米主打的小米Note、小米手
机4、红米手机2A等产品都
已经实现了现货供应，“所以
请不要再说我们是期货了。”
雷军说。

■ 敞开卖，“饥饿营销”的玩法被颠覆了

■ 玩升级，国产手机进入系统战

□记者 祁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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