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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投诉方式：
1.拨打投诉热线
0371-65795637、18037685131

2.关注“大河3C俱乐部”微信公众号，
直接回复微信后台留言

3.扫码右方二维码直接进行投诉

黑猫投诉方式：
1.打开新浪网首页，
点击左侧黑猫标志进行投诉

2.下载黑猫APP，点击页面最下方中间图标，

注册登录后投诉
3.扫码右方二维码直接进行投诉

大河报C先生维权与黑猫投诉共同发起成立的媒体
维权联盟，将继续一起围绕“天天都是3·15，共同守护消
费者美好生活”的主题发声，为消费者消费维权提供各种
便利和帮助。

大河3C俱乐部

黑猫投诉

2019秋季安卓旗舰机测评——

看看哪个是你的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龚旭 文图

“ 华 为

Mate 30 Pro

什么时候发布”

“vivo NEX 3

手机好用吗”“小

米 9 Pro 多 少

钱”……在 9 月

手机发布季还没

结束的时候，记

者就已接到很多

类似的问题，作

为现代生活的必

需品，手机也自

然而然地成了大

家的重点关注对

象。为了给大家

更好的建议，记

者对这三部旗舰

机做了测评，准

备换机的你不妨

来看看。

体验之
华为Mate 30 Pro

拍照好，价格高，恐怕是
大家对华为的印象。作为目
前最昂贵的国产旗舰手机，
Mate 30 Pro 最 低 也 要
5799元，但拿到手上之后发现
这个价格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Mate 30 Pro属于商务
款，外观设计简洁大方，加上
做工精细，很有精英范儿。采
用6.62英寸OLED屏，为了实
现四周 88°曲面屏，华为
Mate 30 Pro采用了L边缘
屏幕触碰调节方式，边框上只
有一个开关按键，轻轻触动两
下开关键上方的曲屏，出现
声音调节的标志后，上下滑动
就可调节音量，使用两次就能
轻松掌握，这也是 Mate 30
Pro的亮点之一。

外观上，正面采用刘海屏
设计，但较上一代明显缩小，

“刘海”部分集成了姿态传感
器、3D深度摄像头、环境光与
距离传感器、自拍摄像头等五
大部件。

背面的摄像头则采用圆
形后置四摄模组，辨识度很
高，四摄包括4000万像素主
摄+1600万像素超广角+800
万像素长焦+激光对焦镜头的
四摄组合，数码变焦最高可实
现 30 倍 数 码 变 焦 。 这 次
Mate 30 Pro支持最高7680
帧的超级慢动作功能，支持射
击、爆破状态下的拍摄，记者
尝试拍摄飞速旋转的指尖陀
螺，在7680帧/秒状态下，可
以看到原本高速旋转的陀螺
叶转动极其缓慢。

夜景拍照一直是华为旗
舰手机最出彩的地方，这一次
华为Mate 30 Pro在夜景拍
照方面再次升级，得益于超感
光镜头，黑夜中只要有光线就
能拍出“化夜如昼”的感觉。

性能上，Mate 30 Pro搭

载麒麟990处理器，并首次将
处理器和5G基带集于一体，
同时采用7nm+ EUV工艺，
相比上代芯片，GPU性能提升
高达 39%，能效提升高达
32%。在《王者荣耀》游戏中，
画质清晰，最高画质下运行流
畅，一局游戏下来，电池有轻
微发热，在正常范围内。

至于40W有线快充、反
向充电、NFC功能，这已经算
是Mate 30 系列的常规操作
了。如果非要提出缺点，只
能说由于曲屏的特性，即使
安了手机壳也只能包裹侧边
的一半，用起来要注意一些，
毕竟换一个曲面屏还是挺贵
的……

体验之
vivo NEX 3

如果你对vivo的印象还
停留在拍照手机、音乐手机的
层面，就out了。作为有着多
年经验的老牌手机，vivo在科
技创新的道路上从未停止创
新 ，2016 年 起 便 参 与 到
3GPP 5G 的标准制定工作
中，在5G软、硬件研发方面持
续投入，这才有我们见到的
iQOO和NEX系列5G版。

这次记者测评的是最新
发布的 NEX 3 5G版深空流
光色手机。外观上，NEX 3
设计同样简洁大方，搭载6.89
英寸的无界瀑布屏，屏幕曲度
达 88°。继承上一代 NEX
双屏版的“星环影像”三摄，
NEX 3 背面采用圆形排列的
后置摄像头设计，包含三颗功
能各异的摄像头。

这次 NEX 3 采用升降
式摄像头，占屏比达99.6%，
加上瀑布屏的加持，点亮屏幕
后视觉冲击力很强。考虑到
大家对曲屏使用时的担心，
NEX 3自带出厂贴膜，建议
大家购机之后不要尝试去撕

掉贴膜。
这次，NEX 3为了消除

实体按键，声音控制采用隐藏
压感键调节，电源键旁边有一
个不太明显的声音键标志，向
左滑动就有声音调节的标志
出现，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还原
实体按键的手感，其在此使用
隐藏压感键配合X轴线性马
达，以马达的细腻即时震感来
模拟实体按键的触感，操作起
来很方便且不容易出错。

在拍照上，最大的突破就
是NEX 3主摄采用 6400万
像素，配合多年累积的各项算
法，清晰度和感光能力都更突
出，同时能够为使用者提供后
期修图空间，对相片进行任意
剪裁和二次构图，支持马赛
克、添加文字等功能，不用再
次下载修图软件，非常方便。

对于今年下半年登场的
旗舰手机，vivo NEX 3就给
出了一套足够合理的“旗舰”
配置标准，它的核心采用了高
通骁龙855 Plus处理器，这
款处理器也基本上是各顶级
旗舰机的标配。对于已经成
为KPL的官方用机的vivo来
说，流畅的游戏画面已经是
NEX 3 的常规表现，让人惊
喜的是在《王者荣耀》游戏中
支持游戏投屏、微信画中画等
功能，加上4500mAh电池的
加持，如果你是手游爱好者，
NEX 3 无疑是最佳选择。

体验之
小米9 Pro

作为秋季手机发布季最
后一款发布的旗舰机，小米9
Pro赚足了大家的期待，5G版
的小米是否还是屠夫价格，恐
怕是大家最想知道的。果不
其然，3699元起的售价，成功
成为市面上性价比最高的5G
手机。

作为小米9的升级版，外

观上小米9 Pro 5G采用了与
小米9一致的设计，正面 搭载
6.39 英 寸 的 三 星 AMO-
LED 水滴屏，背部则是3D曲
面玻璃，竖排三摄位于靠左上
角的位置，有梦之白和钛银黑
两种配色。本次记者拿到的
测评机是梦之白配色，个人感
觉就外观设计上来讲，没有太
大突破，但背部玻璃采用了
AG工艺，做出了磨砂的感觉，
不会沾指纹，还是很有质感
的。

配置上，作为本年度的旗
舰 ，小 米 9Pro 搭 载 骁 龙
855plus 处理器，经过多轮
《王者荣耀》的测试，在画质调
到最高情况下，画面依旧清晰
流畅，不掉帧不卡顿。其实，
安卓机到目前的水准，应付手
游已经无压力，对旗舰机来说
更是小case。

小米 9 Pro 配备索尼

IMX586相机模组，支持4800
万像素硬件成像支出，通过多
组样张实测发现，在光线充足
的情况下能够对物体色彩精
准还原，逆光场景人脸的细节
勾勒也十分到位，支持夜景拍
摄，超级夜景针对弱光环境成
像进行针对性优化，整体拍照
功能不存在太多可挑剔的地
方。

在 续 航 方 面 ，小 米 9
Pro 5G 将电池容量提升到
了 4000mAh，支持40W 有
线快充、30W 无线快充，更具
特色的是它还支持10W的无
线反向充电，关键时刻用来给
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或者可
穿戴设备救急，功能还是很实
用 的 。 除 此 之 外 ，Game
Turbo 2.0 游戏引擎、NFC
等功能也是一点不落下。作
为一款高性价比的手机，小米
9 Pro 还是值得入手的。

华为Mate 30 Pro vivo NEX 3 小米9 P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