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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价格 为啥手机使用期比电脑短

微信一扫即食餐厅

“全天候移动
餐厅”来了

智慧生活

乐享科技

科技潮物

人造皮肤感知
远超人类神经

我国研发世界唯一

免充气轮胎

在当下科技圈，手机无疑已经替代了传统电
脑成为了新的宠儿。尤其是在价格上，随着手机
配置的不断提升，功能的不断完善，应用场景的
不断拓展外延，从主流的千元价格一路飙升，到
如今几乎所有厂商的旗舰机型都超过了3000元，
至于手机行业最受追捧的头部厂商，其旗舰机甚
至可以卖到万元区间。

换句话说，这个时代，用5000元买个手机和
花5000元配个电脑，对于用户而言并没有感到很
惊讶。可近日，有些网友却问到，同样花5000元，
为啥我的电脑能用小10年而新买的智能手机却
扛不过2年？

为啥手机用2年
而电脑却能用10年

这于这个问题，有人还真的
简单搜寻和总结了二者之间寿命
相差甚远的背后原因，以及一些
思索，希望能给大家一个解答。

技术和生态的繁荣是产业的
基础

任何行业的发展都需要时间
沉淀，才能从混沌走向成熟。电
脑行业是这样，手机产业也将如
此。

先说说电脑行业，在技术上，
从二战后全球第一台计算机问
世，到如今，电脑硬件行业走过了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从当初
一台计算机需要整个机房才能容
纳下的初级阶段，到如今方寸之
地便可容纳多台电脑同时办公的
成熟阶段；在这个发展路径上，一
代又一代的技术更新，从电子管
到晶体管，从电子材料学到仿生
生物学，从几百纳米的电子制程
到如今 7nm 的演变，时间积累带
来的技术更新使得电脑硬件产业

成熟稳定。
技术发展

从生态角度，经过 50 余年的
分分合合，电脑硬件产业从软件
到硬件，从开发到制造，甚至于全
球市场的分工，几乎已经被几大
厂商完全把控，各种电子硬件协
会、性能标准、协议规范，都形成
了国际通用的定式和门槛，使得
所有的电脑硬件产品都能根据标
准和规范进行加工和生产，全球
统一的标准或许使得部分产品和
产业失去了活力，可随之而来的
稳定性和通用性，却大大加速了
硬件的普及和大规模应用。

软件生态更需要繁荣和稳定
得益于技术和生态的稳定和

繁荣，电脑硬件的稳定性和普及
性才有了生存的土壤，使得电脑
硬件在使用寿命上有了显著的提
升。

智能手机

至于智能手机产业，从2007年
苹果乔布斯发布的首款 iPhone，开

启智能手机行业大门开始，到
2019 年不过 12 个年头，想要构建
一个稳定和繁荣的产业环境，十
几年的时间积累远远不够的。即
使是智能手机产业几乎是一日千
里般的狂奔，也无法替代时间的
力量。

产业生态

即使是在技术上，已经呈现
出了接近甚至打破 PC 产业部分
领域的性能，可在产业生态角度
上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硬件不
统一，软件开发不规范，厂商的系
统生态、多种协议标准等需要统
一和规范的东西，即便在手机产
业内部，采用相同手机配置，使用
寿命和应用体验都会呈现出各种
差异；更遑论说，和电脑硬件的寿
命进行比对了。

技术特性和软件生态需要进
一步发展和布局

在产品自身上看，电子产业
有个产业特性，集成度越高，电磁
干扰越强，散热性能越差，相对而
言产品寿命越短。

智能手机作为目前集成度最
高的电子产品之一，数寸大小的
区间内，需要集成各种重要芯片
包括射频芯片、射频功放芯片、处
理器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存储芯
片、触摸屏控制芯片等，每个芯片
的制程和发热需要进行控制，以
减少相互之间的电磁干扰；除了
芯片，还有内存颗粒、运存、电池
以及配套管理组件。

手机内部

最终这些组件需要集成在一
整块 PCB 电路板上，这种高度集
成的特性决定了手机产品的电磁
干扰和散热，在一定程度上必将
影响手机寿命。

至于在 DIY 电脑上，基本原
理和手机类似，都需要将硬件集
成到主板上，可相较于手机数寸
大小，电脑主板的尺寸大大方便
和避免了硬件之间的电磁干扰，
外加主要的电脑硬件都会附带形
式不同的散热套件，使得散热问
题不再成为影响寿命的关键。

据快资讯

最近深圳出现了很多并排的
柜子，机场客运站、科技园、老人
社区……这些看起来和“冰柜”无
异的柜子，售卖的却是热乎乎的
饭菜。

在外工作的人们，只要用手
机扫一下公众号就能点餐，微信
扫码支付后立马取餐。据了解，
这些是微信支付与合作伙伴“速
来食”打造的“24小时移动餐厅”。

这 些 餐 饮 柜 的 服 务 不 会 停
歇，速来食不仅用微波加热方式
实现 7×24 小时运作模式，还有速
来食自行研发的采用传统加热方
式进行整箱高温恒温加热方式，
做到十秒出餐，同时达到食品出
箱温度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要
求。

除了在外工作的人们，速来
食也已开始逐渐改变着白领人群
的就餐方式。在深圳科技园、车
公庙、西丽 TCL 高新区的速来食
机器与实体店，每天都吸引着一
批又一批的白领前来就餐。

据快科技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发团队
发明了这种人造皮肤。它由物理
传感器组成，可检测压力、弯曲和
温度。这种皮肤由橡胶和塑料复
合材料制成，包括 1 毫米见方的传
感器。

当皮肤挤压某物时，上面的传
感器将电脉冲传回一个接收器。
每个传感器都有一个独特的脉冲
使其可被识别，这意味着多个信号
可通过一个接收器组合起来，加快
传输速度。

所有传感器都用一根电线连
接在一起，表明来自整个皮肤的测
量数据可同时到达。如果你有
1000 个传感器，每个需要 1 毫秒的
扫描时间，那么整个扫描操作需要
整整 1秒。

人体皮肤传感器发送信号的
最大频率小于 1 千赫兹，即每秒
1000 次。相比之下，Tee 的传感器
以 9 兆赫兹或每秒 900 万次的速度
发回信号。

据《中国科学报》

对于每个有车的人来说，对于
自己的爱车那是相当的重视，特别
是对车的轮胎极其的关注。因为
因轮胎损坏而出的问题太多。为
了以防轮胎出现问题，车主们对轮
胎的重视程度高。护理也需要花
很多精力，需要不时充气，补胎，更
换。

为了使轮胎的寿命更长，使用
更方便更安全。江苏一位先生发
明了不用充气的轮胎。这项发明
是苏先生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才
得以成功。它使用的范围十分广，
比如说电瓶车、脚踏车、摩托车、儿
童车等等。

顺利的解决了普通轮胎容易
漏气和爆炸的多个问题，大大降低
了危险情况的发生。普通橡胶实
心轮胎，虽然历史比较久，但是它
们体积过重，弹性很差，运行速度
慢。不同的是，免充气轮胎用特殊
的材料制成和特有的建造结构，就
能起到缓冲减震的效果，不会借助
空气压力。

内外胎一体空腔结构，使车胎
重量减小。所使用的材料是高性
能材料，十分具有弹性。和地面接
触能够有效的减少冲击，比普通轮
胎更耐磨。在路上跑也不用担心
被扎坏，滚动的阻力也大大减小，
所以行驶起来更快速且安全。

这款轮胎能自动交换冷热空
气，里面的热交换器高效工作，减
少车胎的老化和磨损程度。免充
气轮胎已经获得了 50 多项专利，
它的到来解决了传统轮胎的弊端，
而且经济价值巨大。因为只有中
国一家，在世界的价值无可估量。

目前这款轮胎已经销往了日
本和美国等多个地区，市场需求很
高，非常具有潜力，几乎可以使用
在所有车型中。免充气轮胎给大
家的生活带来了方便，随着技术的
成熟，它的性能也更完善。

而且免充气轮胎外观线条流
畅，性能和价格都跟传统轮胎相
似，而且永远不会爆炸，使用寿命
也比普通的高几倍。

据快资讯
夏天总是来的这么急，转眼

已入伏天，整个城市犹如一个巨
大的蒸笼，感觉自己随时被蒸熟，
这个时候最需要一个好的空调，
带走所有闷热，所以，选一款质量
好的空调太重要了。那么市场上
的格力、美的、奥克斯等品牌的空
调，哪个更好呢？

格力——品质之选
格力空调是世界销量第一的

品牌，技术成熟，质量也相对稳
定，而且格力空调在制冷方面的
技术确实不错。

优点：

1.格力空调在细节上处理的
很好，其制冷铜管比其他品牌略
厚0.03cm，质量稳定，经久耐用。

2.格力空调不同系列产品配
置均匀，价格也合理。

缺点：噪音略大。
格力空调在噪音方面处理的

不是很好，虽然温度降得快，但压
缩机风扇的扇叶噪音大，很难有
安静的熟睡空间。

美的——节能之选
美的掌握着最先进的变频技

术，而且其本身的质量也很优
质。美的变频空调具有噪音低、
省电、恒温舒适等优点。

优点：

1.美的空调能做到远距离送
风，实现每个角落享受同等舒适
温度。

2.美的空调能够减少空调制
冷过程中的除湿量，相对普通空
调来说，可提高室内空气20%的含
水量，避免空气过于干燥。

缺点：售后不及时。
美的空调在售后方面有些不

足，不能及时跟进处理。
海信——主打变频
海信空调向来以专业的技

术、亲民的价格、舒适健康的理
念、个性化服务牢牢占据国内空

调市场。
优点：
1.海信空调制冷速度比较快，

而且其送风口的气流循环更加合
理，室内温度均匀保持恒温状态。

2.海信空调比其他品牌相对
节能10%左右。

缺点：持续运行才能省电。
海信的变频空调在国内的优

势体现不出来，因为空调要一直
持续运行才能达到省电的目的。

海尔——舒适之选
海尔空调自 1985 年成立以

来，陆续创下多个行业第一，在全
球拥有17个生产基地，喜欢国产，
追求舒适享受，就选海尔空调吧！

优点：
1.海尔空调的温度控制能精

确到±1℃，使人体感到很舒适。
2.当室温和调定温度相差加

大时，海尔空调一开机，室温迅速
上升或下降到调定温度，调温速
度快。

缺点：核心技术不完善。
海尔的智能空调技术还不完

善，虽然商家大肆宣传优点，但机
器越先进，零件越复杂，出故障的
几率也会相应提高。

奥克斯——性价比之选
奥克斯作为空调界的著名产

品，它的产品定位就是功能实用、
价格经济，整体来说性价比很高。

优点：
1.奥克斯空调的核心部分大

多数采用国外的先进品牌，质量
安全可靠。

2.售后服务完善，维修网点遍
布全国，分布广泛。

3.奥克斯空调相比很多同档
次空调在价格上更有优势。

缺点：制冷效果不明显。
部分规格空调制冷效果不明

显，而且品牌影响力度不够大，
在节能环保方面有待进一步优
化。

据快资讯

哪种空调好 别再选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