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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料频出，集众多黑科技于一身

新iPhone，可能“长”这样
□记者 邵洋洋

今年是iPhone 手机十周年。根据苹果手机发布的惯常节奏，新一代iPhone 手机的发布应已在日程之中。目前，关于新一代
iPhone的传言和谍照特别多。下面这几个亮点，被大家传播特别多，说不定，这就是新一代iPhone的大概样子哦。

无边框设计

关于苹果的“无边框设
计”，其实早在2014年年初
就有消息传出，不过那时的
关 键 词 是“OLED”（柔 性
屏）。当时，苹果公司有一项
名为“Flexible Display”新
专利被曝光。根据这份专利
的描述，苹果采用OLED显
示屏，对设备进行包裹式设
计，从而实现“无边框”。

不过需要指正的是，虽然
OLED能让体面的“无边框”

落地，但苹果研发OLED的
初衷并不一定是“无边框”。
这 个 逻 辑 从 Galaxy S6
edge 上就能看出来，三星从
始至终就没用 Galaxy S6
edge 打过什么无边框概念。

因 为 相 对 于 LCD，
OLED除了“柔性”以外还有
很多好处：更轻、更薄、更亮、
更省电。而这个问题的本质
就是：OLED屏幕是自发光
（无需背光、彩色滤光片），而

LCD则需要通过背光板照射
才能显示。通过这样的对
比，似乎OLED取代LCD将
指日可待。但LCD有一个
优势是OLED暂时无法逾越
的，那就是成本。

现阶段OLED的生产，
无论是物料成本，还是良品
率均劣于LCD。如果苹果执
意要选择OLED的话，将不
得不压缩 iPhone的利润空
间。很明显，这是不现实的。

无线充电

近日，有消息曝出，苹果
公司正式加入WPC无线充电
联盟。更有消息称，iphone
8将具备无线充电功能。

从支持的终端来看，消
费电子是当前主战场。一方
面，由于无线充电技术可以
满足可穿戴设备外观设计、
防水防汗的需求，因此它在
Apple Watch、Moto 360、
SONY等部分产品上得到支
持商用，然而受限于可穿戴
设备的发展现状，并未得到
大面积普及。

另一方面，针对智能手
机市场，目前，包括三星、
LG、谷歌Nexus、微软等众
多品牌在内的手机厂商都在
无线充电上发力。目前在售
的支持无线充电产品的手机
多使用了Qi标准，并且以三
星旗舰产品为主，除此外微
软全新的Lumia旗舰产品也
支持该项技术，例如三星
Galaxy Note 5、三星Gal-
axy S6、微软 Lumia 950
等。但真正让使用者眼前一
亮，或者获得极大市场成功

的例子并不多。虽然一些手
机品牌均在智能设备上不遗
余力推广Qi无线充电技术，
但整个行业依旧不温不火，
尚未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另
外，在手机无线充电技术上，
国内一众知名品牌如华为、
小米、OPPO、vivo、魅族等
目前都没有大动作。

虽然手机无线充电的话
题热度很高，但至少从目前
的市场现状来看，其在技术
研发、市场推广、用户接受度
等方面均存在着各种不足。

双卡双待

日前，有爆料称，从美国专利
商标局传出的信息称，苹果已经成
功拿下了相关双卡双待的专利，据
最新的苹果专利显示，最新的
iPhone双卡双待专利可以允许用
户设备（UE）使用多个身份模块
（SIMs），通俗来说就是未来的
iPhone 将可能会支持双卡双待
（DSDS）。根据官方文件的描述，
这种新技术可以让用户在使用
iPhone时随时切换运营商制式。

其实在2016年3月2日，苹果
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了“双
SIM网络选择技术”专利申请，让

大家终于将以往看起来毫无联系
的“iPhone”和“双卡”牵上了线。
苹果在中国申请相关的双卡双待
专利也被曝出，其中一个是双SIM
网络选择，而另外一个则是双SIM
设备的功耗降低技术，目前这两项
专利在等待实审提案状态。

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苹果在
iPhone上实现的双卡双待功能，
非大家所想的需要插两张卡的那
种双卡双待，寸土寸金的主板上，
再腾出一块地放另外一张 SIM
卡？或许苹果是借着这个大旗间
接推动Apple SIM技术的发展。

背部logo新玩法

根据社交网络上的最新爆料
显示，iPhone 8机背的苹果标志
将会显示电池的剩余电量，手机
快没电的时候，苹果标志就会一
闪一闪地提醒你去充电，不过，
还是有网友表示，这个设计很

“鸡肋”。另外，还有爆料称，在
iPhone 8 上，屏幕背面的 logo

除了充当电池指示灯外，还将作
为一个辅助荧幕，提醒你收到新
信息。

此外，更为惊人的爆料称，在
新一代iPhone 手机上，苹果将会
把摄像头与背部logo融为一体，
但是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消息的
可信度还不高。

3月9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
道，根据Macotakara的一份新报
告 ，苹 果 2017 年 发 布 的 新 款
iPhone ，早已被称为iPhone 8的
设备，实际上将被命名为 iPhone
Edition。

其中的意义在于，首先发布名
为 iPhone 8 的设备以及两款
iPhone 7s型号的手机，后者会因
非OLED屏在发布时显得过时。
其次，感谢苹果手表，Edition的命
名已经让人们很熟悉，适合描述为

苹果高级设备。
除了命名惯例，iPhone Edi-

tion 可 能 比 iPhone 7s 和 7s
Plus晚些时候推出。报告表示，
苹果为迎接黄金发布期，需要更多
的时间来测试设备。至于延迟背
后的原因，据报道苹果仍在探索想
使用材料的类型、确切的显示技
术，以及是否取消home按钮。最
近消息透露，苹果正在考虑使用白
色陶瓷作为iPhone Edition的材
料。

新命名规则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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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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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

●加固设计检测1325352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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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办各种88883129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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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钢结构 63830333
工商●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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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三升二6333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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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美专聘校长招办主任咨询师

班主任招生代理13503861013
●社区卫生站招护理药房推

拿按摩足疗15225092666

培训招生

●考药师护士医师证66565839
学历证资格证职称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求职
●土建工程师13949058737
●电气工程师15038385869

留学咨询
●代办美加澳签证60606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