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歌或于 15 日发布

Android One 手机

谷歌近日发出邀请函称，该公
司将于 9 月 15 日在印度举行产品
发布会。业内人士普遍预计，该公
司将在那次活动上推出备受期待
的 Android One 智能手机。

Android One 智能手机的价
格比较亲民，而且采用了谷歌的
原生用户界面，表明谷歌希望重
新夺回入门级智能手机市场的用
户界面控制权。虽然 Moto E 等
新型入门手机已经有不俗的表
现，但对 Android 用户而言，低
于 1 万卢比(约合约合 166 美元)的
智能手机所带来的体验普遍较
差。

新浪科技

联通版 iPhone 6 海报

曝光：最低 5288 元

据手机圈知名爆料人 pa lm

大叔爆料，中国联通即将启动
iPhone 6 合约机预约，两个版本分
别为 5288 元和 6288 元，9 月 19

日开售。微博用户@德米数码还曝
光了联通预售海报。

爆料显示，iPhone Air16G 、
32G 、64G 版售价分别为 5288 元、
6088 元、6888 元，iPhone Pro 三个
版本售价分别为 6288 元、7088

元、7688 元，分为深空灰、金色、银
色三个颜色。

目前，中国联通官网还未出现
任何 iPhone 6 合约机的信息，但
北京移动已经在官网上开启了
iPhone 6 合约机预约。 明宇

虚拟运营商 3 个月仅

20 万用户

在运营商铺天盖地的 4G 营
销下，此前炙手可热的虚拟运营商
被盖过了风头。更残酷的现实是，
运营商纷纷下调 4G 套餐资费，而
给虚拟运营商的批发价格却没有
相应降低，也尚未开放 4G 套餐转
售。批零倒挂的价格问题在 4G 时
代尤为突出，虚拟运营商开始陷入
沉寂期。

从各家虚拟运营商的用户规
模来看，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
从 5 月首次预约放号以来，虚拟
运营商总共放出约 20 万个号码，
这与基础运营商的谨慎态度有关
系。

IT 时报

中电信 FDD 版 4G 试

商用新增 24 个城市

中国电信近日发布公告，称工
信部已批准其扩大 LTE 混合组网
试验范围，新增 24 个城市包括北
京、天津、广州、佛山、东莞、福州、
厦门、泉州、长沙、昆明、哈尔滨、长
春、贵阳、沈阳、太原、呼和浩特、银
川、西宁、苏州、无锡、南通、宁波、
温州、金华。此前在 6 月 27 日，工
信部批准了中国电信在上海、成
都、南京、合肥、石家庄、郑州、南
昌、南宁、深圳、杭州、重庆、西安、
济南、武汉、兰州、海口等 16 个城
市开始 FDD-LTE 试商用。

FDD-LTE 与 TD-LTE 并列
为全球两大 4G 制式，是国际上使
用最广泛的主流 4G 制式。 晨晖

推荐几款学习类 APP

陪你开始新学期

课程格子：和学霸组队刷课程

作为学霸，选的课当然要够多，才
能不负其英名。由于大学不同课程上
课地点不同，课一多了，难免会跑错教
室。课程格子能够以极简易的方式将
课程添加到手机上，且不同课程都用
了不同颜色的清新色块来表达，看起
来清爽宜人，选再多课也不会患上密
集恐惧症。而且还能结识志同道合的
校友，组队一起刷课程。

iHour：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学霸不是一天练成的，贵在坚持。
有研究表明，只要经过 1 万小时的锤
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这款
App 就是为这 1 万小时定做的，通过
iHours，你可以记录下每天对技能投
入的时间。当优秀成为一种习惯，学霸
就已顺理成章。

MOOC：完爆所有在线公开课

时代飞速发展，对于真学霸来说，
学校提供的那点课程完全不足以填补
他们旺盛的求知欲。MOOC(大型开
放式网络课程)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它不同于在线公开课，而是真正让你
在互联网上上课、考试、获得证书，有
了它，牛津哈佛真的不是梦想了。

多邻国：小语种学习的入门神器

它曾获“谷歌年度最佳应用”的学
外语神器，以游戏的方式帮你高效记
忆新单词，支持多种语言学习，界面精
美。如果你学完一套课程可以掌握这
门语言 2000 个词汇量，真可谓入门神
器，顺便说一句，《Duolingo 多邻国》
的创始人兼 CEO 路易斯·冯·安在
2002 年发明了验证码(CAPTHCA)技
术，这几乎改变了整个互联网，而现
在 ，他 打 算 利 用 语 言 学 习 平 台
Duolingo 改变更多人的生活。

扇贝单词：专业背单词软件

如果你用腻了百词斩和拓词，那
么这款 App 也许更适合你，扇贝不同
于所有其他基于选择题的单词学习软
件，扇贝单词首创了智能启发式的学
习方法，如同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引
导你对单词进行学习或复习。同时它
的小伙伴们还有扇贝新闻、扇贝炼句、
扇贝读书、扇贝口语，提供了全方位服
务。

嗨，小伙伴，挂的科补考
了吗？一个假期过去了你还
是单身么？这些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我们即将迎来 50 年里
最漫长的新学期。在这个手
机不离手的时代，好好把 App
们利用起来。本期手机达人
阿杜为大家精选了几款学习
类 App ，可以陪你度过新学
期。

自小米横空出世以来，每一
代旗舰产品的定价都是 1999 元，
而小米 1 代产品也确实是国产智
能手机的一个里程碑。在那个外
资高价智能手机当道的年代，小
米 1 的 1999 元价格成为了杀手
锏，雷军在适合的时候做了适合
的事。随后整个国产智能手机的
兴起，小米 1999 元的产品优势正
在缩小。

易观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
小米的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为
13 . 5%，排名第二，仅次于三星。但
这一成绩主要得益于红米 NOTE
等千元智能机。自小米 3 开始，小
米在 1999 元的手机市场正在被
侵蚀。小米手机 4 的发布，让 1999
元手机的市场再一次活跃起来，
但其他厂商也陆续推出了旗鼓相
当的产品。小米手机 4 、nubia Z7
Max 以及稍早发布的一加手机
(售价为 1999 . 99 元)这三款手机
在配置和价格上都相当接近，究
竟哪一款性价比更高？哪一款的
用户体验更好？下面就让我们一
起来对比一下。

性能：

三款手机旗鼓相当
评测手机时，参数对比是最

常见的行为，但当你把三款手机
的参数摆出来一一对比时，会发
现“参数大战”在此并没有多大的
意义。处理器、屏幕分辨率、主摄
像头等配置基本一致。从内存上
来看，虽然 nubia Z7 MAX 只有
2 G B ，但 它 的 存 储 空 间 达 到
32GB ，而小米 4 和一加手机虽然
有 3G 内存，但想要超过 16G 以上
的储存空间，就需要花超过 1999

元的价格了。总的来说，这三款手
机在价格和性能上都相当持平，
想要从中挑出最合适的产品，或
许应该从其他细节入手。

系统：

小米优势在缩小
小米能够取得目前的成绩，

MIUI 应记一功，目前使用 MIUI
的用户超过 5000 万，随着 8 月 16
日新版 MIUI 发布，小米的生态系
统会变得更加完善。一加虽然是
第一代产品，但在体验性方面也
做得相当不错，一加选择了与
Color OS 和 CM 这两个相对比较
成熟的定制系统合作，而且开放
适配 MIUI ，算是向小米致敬，
nubia Z7 Max 则是不过不失，体
验上并无太大的硬伤。

外观：

小米一加工艺取胜
从 小 米 年 度 发 布 会 的 主

题——— 一块钢板的艺术之旅，就
能看出小米 4 的主打卖点之一就
是工艺。小米 4 的机身采用了不
锈钢金属边框和极轻的镁合金，
是三款手机中最轻的一台，不过
值得提醒的是，配备了 5 英寸屏
幕的小米 4 也是三者中屏幕最小

的手机。一加手机则采用了悬浮
屏幕设计，搭配竹子、木片和牛仔
布等材质的定制后盖，极具创意
和美感。相比之下，nubia Z7 Max
的设计就显得比较中规中矩了。

拍照：

nubia 玩法丰富
单从摄像头参数来看，小米

4 、nubia Z7 Max 和一加手机的
后置摄像头都是 1300 万像素，前
置摄像头则小米 4 以 800 万像素
稍微领先——— 这对自拍爱好者来
说应是一大加分点。不过，三款手
机中，拍照表现最好的还是以“堪
比单反”闻名于手机界的 nubia 。
电 子 光 圈 、多 重 曝 光 、实 时 B
门……这些曾经只出现在专业单
反上的功能都被移植到 nubia Z7
Max 上。此外，nubia 还采用了简
单的 Auto、充满创意的 Fun 和针
对专业人士的 Pro 三种拍照模式，
拍摄起来更易上手，也有了更多
的可玩性。如果你对手机的拍照
要求较高，这款“手机中的单反
机”会是不错的选择。

网络制式：

小米 4 完败
nubia Z7 MAX 号称自己是

“全球首款 4G 全网通”，可以玩转
电信 4G 外的全球 4G 网络，还是
3G 全网通。而在实际试用中记者
也发现此言不虚，无论是移动
4G、联通 3G 还是电信 3G 都切换
自如，上网通话都非常顺畅。一加
手机支持的网络制式也不少，可
以同时兼容 TD-LTE、FDD-LTE
两种 4G 网络制式以及 WCDMA
和 TD-SCDMA 两种 3G 网络制
式。相比之下，只支持单模制式的
小米 4 不仅没有跟上潮流，而且
目前只推出了联通 3G 版本，电信
3G 版本和移动 4G 版本尚未公开
发售。

小结

从整体的配置来看，三款手
机都是 1999 元内的最高配置———
采用了目前最强的商用处理器、
高配摄像头、屏幕像素达到 FHD

的高清级别、大容量电池等，性价
比相当高。对于忠实米粉和发烧
友来说，小米 4 依然值得购买；而
对于更想入手一台 4G 手机，或只
想买一部两千元以内手机又不愿
意等待的消费者来说，目前有现
货出售的一加手机以及抢购希望
较大的 nubia Z7 Max 或是更明
智的选择。

文/卢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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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市场上 2000 元左右价位的高性价比手机越来越多。 资料图片

2000 元手机上演“三国杀”
小米手机 4、nubia Z7 Max 和一加手机，谁是“高性价比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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