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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几大运营商将先后发布 5G 体验套餐，基本都是

100GB免费流量打底。5G手机使用起来究竟如何？钱报记

者从厂商和天猫借得一台华为Mate 20 X（5G），一台中兴天

机Axon 10 Pro 5G版，到营业厅做了实测。由于一台机器

是运营商定制机型，没有5G套餐，只能体验4G。使用另外一

台 5G 手机，钱报记者实测后发现，5G 下行速率达到了

493Mbps，上行速率为 78Mbps，相当于 500M 家用宽带的

速度，速度是非常快的。下载近2G的吃鸡游戏和平精英，5G

花了1分13秒，4G只下载完了12%，下载完需要10多分钟。

5G手机的耗电量比4G手机要大，8%的电量只支撑了20分

钟。在使用5G手机时，充电宝或是个必备选择。

我们实测了两款5G手机

都支持双卡双待

耗电量比4G高

下载吃鸡游戏
5G花1分13秒
4G需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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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东莞举

行的华为全球开发者大会吸引了众多投资者

的眼球，因为华为自研操作系统——鸿蒙

（HarmonyOS）惊艳亮相了。受此消息刺激，

昨天 A 股市场上 5G 通信板块、消费电子股

纷纷大涨，其中15只华为概念股涨停。

根据报道，鸿蒙 OS 将首度搭载在即将

发布的荣耀智慧屏上。德邦证券通讯行业分

析师雷涛认为鸿蒙 OS 的发布是华为赋能

5G、IoT、工业互联等领域，鸿蒙 OS 未来将

着力构建一个跨终端的融合共享生态为消费

者打造全场景智慧生活新体验。德邦证券看

好鸿蒙 OS 生态构建带来的国产终端、软件

进口替代机遇。

“鸿蒙 OS 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预期和

想像空间，特别是 5G 时代将要迎来的万物

互联，对应的是一个万亿元的市场空间。”私

募程先生表示，华为的不断技术创新，有望带

动产业链中的科技类上市公司走牛。如沪电

股份和立讯精密就是典型代表。

国盛证券通信行业分析师郑震湘认为，

鸿蒙的到来，将为华为供链带来三重新机遇，

一是半导体产业链的国产替代，看好存储、模

拟、功率、FPGA、射频等领域核心公司。二

是 5G 产业链中 PCB 板块和消费电子优质公

司。三是与华为消费电子关联度高的消费电

子公司将受益。

从龙虎榜信息看，机构逢高减持高位的

科技股，低位的消费电子股则以加仓为主。

如卓胜微昨天涨停再创上市以来新高，三家

机构共卖出 6900 万元。6 月份以来最大涨

幅超过 50%的歌尔股份也遭遇到机构的抛

售，三家机构共卖出7000万元。而处于低位

的长信科技既有机构买入。交易数据还显

示，北上资金对白马类的科技股也是以逢高

减仓为主，如立讯精密昨天涨 6%再创历史

新高，但北上资金净卖出 1.49 亿元，海康威

视昨天涨6.05%，北上资金净卖出1.47亿元。

“今天最火爆的题材是华为概念，大多都

是科技股。但要注意的是，领涨的 PCB（印

制电路板）板块作有退潮迹象。”乾通易嘉王

志强表示，后市以 5G、华为为首的科技产业

链仍将会是最“吸金”的方向。王志强认为，

由于成交量未能有效放大，需要周二放量小

涨，市场才算真正企稳。 本报记者 刘芫信

华为鸿蒙惊艳亮相，引爆科技大面积涨停

外观：
手机背面有醒目的“5G”标志

拿到两台手机后，记者进行了拆盒。从

外形上看，华为 Mate 20 X 5G 机体较大，

中兴天机 Axon 10 Pro 则更轻巧。测量了

一下，中兴天机的厚度仅 7.9mm，重 175g。

中兴天机采用的是 6.47 英寸的柔性曲面水

滴屏，背面右下角有一个“5G”标志。

从外形看，华为 Mate 20 X（5G）和原

始机型几乎没有区别，一样的 7.2 英寸屏，一

样的徕卡三摄。最大的区别是，背面的正中

央，多了一个醒目的“5G”标志。

值得一提的是，两部 5G 手机都实现了

双卡双待。用户可以同时插入两张 SIM 卡,

一张支持5G,另一张支持4G,两个卡槽随意

盲插。而且,这两张卡能实现智能切换,一张

卡信号不好,便可以智能切换到另外一张卡

的网络,让用户使用更好的网络。

5G 手机已售的现在有多少呢？中国信

通院最新发布了7月份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

析报告，5G手机出货量7.2万部。

网速：
下载吃鸡游戏只需1分13秒

5G相比4G最大的优势就是网速。杭州

的 5G 网速到底怎么样呢？钱报记者来到了

中国移动延安路营业厅，在插入 5G 体验卡

之后，华为 Mate 20 X（5G）的左上角信号

显示“5G”。

测 速 软 件 显 示 ，5G 下 行 速 率 达 到 了

493Mbps，上行速率为 78Mbps。这一速率

相比之前测量时的 1GB 网速下降了近一半，

但跟普通家庭用500M网速相当。

5G相比4G到底网速快多少？钱报记者

现场选择了一台安卓版 4G 手机作为对照

物，同时下载和平精英游戏。这款游戏的安

装包约1.89G。5G手机下载完成花了1分钟

13 秒。这时 4G 手机只完成了 12%的下载

量，下载完成需要10多分钟。

不过，5G 手机有一个缺点——太耗电。

15:50，华为 Mate 20 X（5G）还有 8%的电

量，剩 5%电量时进入超级省电模式，16:19，

电池用光关机。8%的电量大概支撑了 20分

钟。华为的超级快充技术很实用，钱报记者

充电半小时，显示电量达到了 78%，可以满

足半天的使用需求。

相比4G手机，5G手机耗电会更高，因为

5G 不仅内置天线更多，基带功耗更大，需同

时处理更多任务，也导致耗电量增加。普通

用户使用 5G 手机的时候，随身带着充电宝

是个不错的主意。

钱报记者拿到的另一部 5G 手机，插入

4G的SM卡后，却一直没有5G网络。“我们现

在营业厅没有5G手机，更没有体验卡。近期

会推出5G友好客户体验套餐，你等几天预约

一下吧。”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不是他们售出

的 5G 手机，原则上不能参与 5G 友好客户体

验。即使这是一部 5G 手机，但由于连不上

5G网络，只能使用4G功能。

要想体验5G手机，需要做些什么呢？钱

报记者咨询了几家运营商，你只需要 3 步就

可以了。

第一步是买一部 5G 手机，一种是中兴、

小米、vivo、OPPO 等“高通系”，另一种是华

为系。它们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使用的挂载

基带不同，高通的方案使用的骁龙 X50 调制

解调器，华为的方案使用的是巴龙 5000 调制

解调器。

第二步是到运营商开通5G服务，老用户

基本可以做到不换卡、不换号尝鲜。中国移

动 推 出 的 5G 免 费 体 验 方 案 是 每 月 赠 送

100GB通用流量（仅限指定5G手机使用），免

费体验包于 9 月底自动失效。中国电信浙江

公司同样推出了“100G 流量免费送”的限时

5G体验活动。

第三步就是要找一个有 5G 信号的地

方。尽管5G网络目前覆盖了杭州主城区，但

很多办公大楼和住宅区，5G信号还需要进一

步优化。原则上，在距离 5G 基站较近的地

方，5G 网络更好，而距离基站越来越远，5G

信号也逐渐变弱，直至离开基站覆盖范围

后，手机网络信号就从5G掉至4G了。

小贴士：

三步用上5G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