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多顶级特性让小米
10S的音质表现大幅度提
升，成为小米有史以来音质
最好的手机。在权威评测机
构DXOMARK的评测中，
小米10S以80分再度刷新音
频榜历史最高分，接替霸榜
300多天的小米10 Pro成为
当仁不让的手机音频第一。

从3月开始，手机产业迎来密集的新品上市潮，除已在年初抢先发布新款手机的Redmi和华为，OPPO、魅族、小
米、iQOO、真我等品牌新款旗舰机也陆续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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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智能手机市场竞争已经
进入白热化阶段，各大手机厂商

之间的硬件差距变得越来越小，似乎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亮剑环节。一直以
来，小米因超高性价比优势快速占领
市场，近几年在国内外市场口碑迅速
攀升。同时，小米凭借对用户群体精
准的定位和过硬的产品质量把控，让
小米最近推出的几款产品受到了市场
和消费者好评。

一方面小米进军高端机初显成
效，用户开始接受小米的高价旗舰
机。另外一方面，Redmi站稳了中端、
低端市场，能够长期输出价值。而对
于质量和性能的把控升级，一直就是
小米寻求长期发展的主线，并且从近
期发布的新机中便能窥探一二。

3 月 10 日，小米通过线上发布
会正式发布旗舰新品——小米10S。
全新的小米10S在小米10的基础之
上，针对性能、音频、设计等方面进行
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骁龙 870 旗
舰平台，性能释放更胜以往；哈曼卡
顿对称式双扬立体声，再度斩获 DXO
音频第一；“小至尊”旗舰外观，重现
经典设计。

此外，小米 10S 还拥有专业的高
色准高刷曲面屏、一亿像素电影相
机、4780mAh大电池并支持30W无线充
电，延续了小米10全面的旗舰体验。
小米10S售价3299元起，3月12日正
式发售。

5G手机换机潮遇上“芯片荒”

厂商扩产不得不踩“点刹”

据预测，2021 年中国市场手机销
量将超过 3.5 亿部，其中 5G 手机超过
2.8亿部。但近期5G芯片“缺货”也阻
碍着手机厂商扩大产能，5G手机出货
加速放量的势头很有可能因此踩下

“点刹”。

5G手机密集发旗舰级新品

近期，5G手机市场迎来了“老兵”
的强势进击和一众“新军”的蓄势突围。

3 月 11 日，OPPO 正式推出 Find
X3系列机型，普通版、Pro版分别搭载
骁龙 870、骁龙 888 芯片，主推顶级屏
幕和顶级相机配置，全系标配 120Hz
AMOLED柔性屏。

此前一天，小米也在线上发布了
10S 系列手机，搭载骁龙 870 芯片，主
打全对称立体声音效。

纵观各大厂商在2021年一季度上
市的新款机型，在标配 5G 基础上，硬
件堆料操作已成为标配。此前发布的
Redmi K40Pro、真我GT、iQOO Neo5
一众手机都用上了时下旗舰级的配
置。此外，摩托罗拉 edgs、魅族 18 系
列等沉寂了多年的小众品牌旗舰机型
也在用料上向大厂商看齐。

价 格 方 面 ，华 为 、荣 耀 、小 米 、
OPPO、vivo等厂商新款手机主攻价位
已从去年底的 3000 元下探至 2000
元，有的甚至推出了2000元以内的旗
舰级手机。

愈发亲民的价格，让5G手机受到
了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中国通信院公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2 月，国产品
牌手机出货量累计5329.3万部，5G手
机 的 出 货 量 4234.9 万 部 ，占 比 约
79.4%，意味着每卖出去10台手机，就
有8台是5G手机。

5G产业链爆发带动换机热情

进入2021年，国内5G手机卖得异
常红火。仅两个月时间，国内就卖出
4000多万台5G手机，算上2020年出货
的1.63亿部，总量已经超过了2亿部。

事实上，2019年5G概念刚开始普
及推广的时候，曾有评级机构预测，
2020-2024 年的 5 年间，5G 手机出货
量分别将达到 1100 万部、7700 万部、
1.83亿部、4.16亿部和8.55亿部，但实
际增长速度明显更快。是什么原因让
5G手机出货量接连暴涨呢？

从消费端看，5G 手机价格不断走

低，吸引了大量消费者更换新机。尤
其 随 着 骁 龙 765、Exynos880、天 玑
720、骁龙 690 等 5G 中端机芯片陆续
出货，5G终端设备价格也进一步下降。

5G 手机在国内能够迅速抢占市
场，除了价格因素，5G网络建设逐渐完
善也是重要原因。截至目前，我国建
设开通 5G 基站超 69 万个，其中仅
2020 年新建开通的就达 56.6 万个。
5G和4G的资费价格差距逐渐缩小，将
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换机热情。

下一轮换机潮或在两年内出现

5G 手机迎来爆发，预示着第一波
换机潮已提前到来。魅族科技营销负
责人万志强表示，5G布网速度很快，建
议一步到位买5G旗舰，魅族等小众品
牌的非5G及非旗舰产品将在今年6月
以后逐步“绝迹江湖”。

不过，5G 手机下一波换机潮可能
因芯片短缺问题延后。

高通公司即将上任的首席执行官
安蒙指出，目前市场上对科技产品的
需求很旺盛，但是半导体供应链并没
有做好准备，而这场芯片供应危机可
能持续到2021年底。

红米 CEO 卢伟冰就在微博上表
示，今年的芯片太缺了。而在红米
K40 发布会上，卢伟冰也强调了缺芯
的问题，并表示红米 K40 系列不能保
障不缺货。

芯片缺货潮何时结束？摩根大通
分析师 Harlan Sur 表示，目前全球对
于 芯 片 的 需 求 一 直 比 产 能 高
10%-30%，芯片代工厂需要花费3至4
个季度才能使产能明显提高，乐观估
计芯片荒将会在2021年第四季度到明
年第一季度得到缓解。加上芯片封
装、运输以及生产需1至2个季度的时
间，2022 年芯片市场才有可能恢复正
常，手机出货量届时才能恢复。

对于芯片荒之下 5G 手机价格的
走势，业内人士认为，近两三年，5G手
机价格将进一步走低。深度科技研究
院院长张孝荣认为，2021 年运营商的
5G 基站升级，会导致只支持 NSA 制
式的 5G 手机不能使用 5G，从而促进
SA制式手机的出货。预计未来2年至
3年，SA制式渗透率进一步提升，价格
进一步下降，5G手机更多地走入寻常
百姓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欧阳宏宇

三大亮眼升级
助力重返旗舰市场

作为小米冲击高端市场的开山之
作，小米 10 备受消费者认可，以同期
最 为 全 面 的 旗 舰 配 置 被 网 友 誉 为

“2020 旗舰守门员”，销量斩获 2020
“京东 618”3500 元至 4500 元价位段
手机销量冠军，保值率名列回收宝

《2020年5G手机保值榜》第一名，在旗
舰市场维持了极高的热度。此次小米
10S 在小米 10 的基础之上带来性能、
音频、设计三大升级，以更出色的体验
重返旗舰市场，延续小米10的成功。

性能方面，小米 10S 搭载全新的
旗舰处理平台骁龙 870，先进的 7nm
工艺制程，旗舰级1+3+4八核心设计，
超大核主频高达3.2GHz，峰值性能出
众。内置强劲的图形处理器 Adreno

650 GPU，辅以3000mm2液冷VC、石
墨烯、大面积石墨的立体散热系统，无
论日常使用还是大型游戏，都能保持
稳定、高效的性能输出。

音频方面，小米10S在备受好评的
小米10 Pro对称式扬声器设计基础上，
全面升级顶部和底部对称式双1216超线
性扬声单元，等效1.2cc超大音腔，振幅
达到业界最高0.7mm，让小米10S不论
从响度还是低频性能大幅提升。更有国
际顶尖声学品牌哈曼卡顿联合专业调音，
支持小米音效智能场景识别，可以根据
不同音源匹配对应的声学曲线，在各种
不同场景下均能提供最优的声音效果。

取代10 Pro
霸榜手机音频第一

诸多顶级特性让小米10S的音质

表现大幅度提升，成为小米有史以来
音质最好的手机。在权威评测机构
DXOMARK的评测中，小米10S以80
分再度刷新音频榜历史最高分，接替
霸榜300多天的小米10 Pro成为当仁
不让的手机音频第一。

设计上，小米 10S 借鉴了小米 10
至尊纪念版的经典设计，打造了全新
的“小至尊”外观。相机排布更具影像
专业感，黑色犹如钢琴烤漆一般典雅，
蓝色如海上日出般灵动，白色像陶瓷
一样温润，每款配色都凝聚着独特质
感，彰显独一无二的品位。

此外，小米 10S 还搭载了专业的
高色准高刷曲面屏，每一块屏幕在出
厂前都经过专业色彩校准，JNCD≈
0.43、△E≈0.41，足以媲美专业的显
示器。一亿像素电影相机，传感器尺
寸达 1/1.33 英寸，并且支持光学防
抖，轻松拍摄超细节的超清大片。内
置 4780mAh 大 电 池 ，支 持 33W 有
线、30W 无线以及 10W 无线反向充
电，X 轴线性马达、红外遥控、全功能
NFC 等一应俱全，拥有完善的旗舰
体验。

小米10S拥有黑色、白色、蓝色三
种机身配色。8GB+128GB 售 3299
元、8GB+256GB 售 3499 元、12GB+
256GB售3799元，3月12日全渠道首
销，同时在首销期内，线上线下购机即
赠价值199元的立式风冷无线充，赠品
赠完为止。相比小米 10，小米 10S 三
大升级造就全能旗舰，已成当前更超
值的旗舰产品。 (广告)

“小至尊”经典返场三大升级

小米10S正式发布售价3299元起

小米10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