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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充电、3D 人脸识别、
无框屏——

新一代苹果手机

今日亮相

最近，不少人的朋友圈被 iPhone8 上市的消息刷屏。新一代
iPhone 今日凌晨发布，网传新一代的苹果手机，不仅屏幕尺寸更大，
还支持无线充电技术，科技感“爆棚”。记者昨天走访市场注意到，
尽管预计售价将创历史新高，但近期已经不少宁波消费者通过各种
渠道提前预订。与此同时，iPhone7 的售价出现明显回落。

无线充电、3D 人脸识别、无框屏
新一代苹果手机“赚足眼球”
苹果新品发布会于北京时间 9 月 13 日凌晨 1 点举行。截至9月
12 日晚 6 点的最新消息显示，
苹果发布的三款新手机包括 iPhoneX、
iPhone8 及 iPhone8 Plus。其中 iPhone X 暗合 iPhone 十周年的寓
意（在罗马数字中，
X即为10），
可能是苹果新一代最高级别旗舰手机。
一些有关新 iPhone 的特性及可能配置也不断被“曝光”，其中
“3D 人脸识别”最受关注。据悉，新一代 iPhone 将配备一个 3D 摄像
头以作人脸识别，运用这个摄像头可以实现 Face ID 人脸识别功
能，以此取代 Touch ID 指纹识别功能。
“无框屏”也成为一大看点。据悉，新一代 iPhone 将采用全面
屏，舍弃了沿用 9 代的实体 Home 键设计，取而代之的是屏幕底部的
虚拟按键。还有自称开发者的网友在社交网络中披露，新一代
iPhone 中的旗舰机型 iPhoneX 将搭载六核 A11 芯片，这意味着该
款机型将成为苹果迄今性能最强的移动设备。同时有分析认为，苹
果 iPhoneX 预计还将支持无线充电。

预测首批旗舰款国内售价或高达 1.5 万元
不少宁波消费者已经预订
多方消息显示，新一代 iPhone 的起售价格将进行一定调整，其
中 64GB 版售价 999 美元，256GB 版售价 1099 美元，512GB 版更是
高达 1199 美元，突破 1000 美元的售价再加上 17%的增值税，可以
预见国行新一代 iPhone 售价可能创下历史新高。
据称，新一代 iPhone 首批备货仅 300 万部。有宁波手机市场人
士认为，
“如果货量供不应求，不排除其中的爆款重演去年 iPhone7
Plus 钢琴黑版的黄牛炒货行情”
。
“以旗舰机型 iPhoneX 来看，如果此前消息中的升级属实，譬如
无线充电、3D 人脸识别、无框 OLED 屏、六核 A11 芯片等，在短期供
不应求的情况下，iPhoneX 的价格预计会涨到 15000 元上下。”在宁
波从事手机零售多年的聂其伟表示。
记者从位于鄞州万达广场的一家苹果授权零售店了解到，上月
下旬开始，陆续有客户前去预订。
“根据以往经验，
新 iPhone 的正式发售通常是在发布会结束后一
周，大概是 9 月 18 日左右。而从我们目前得知的消息看，很可能 9 月
15 日就将在国内正式发售。
”
宁波一位手机市场人士告诉记者。

iPhone7 售价直降千元
据称未来三月或回涨
按照“惯例”，苹果公司每次在其新产品上市前，出于清理库存
的目的，会将上一代产品降价销售。
记者注意到，此次已经有电商平台提前“降价”。在苏宁易购平
台，记者看到 32G 的 iPhone 7 已经降至 4388 元（官网售价 5388
元），32G 的 iPhone7 Plus 售价 5198 元（官网售价 6388 元）。宁波
的渠道商截至昨日的零售价，32G 的 iPhone7 售价 4400 元，32G 的
iPhone7 Plus 售价 5480 元。
但截至昨日，iPhone7 系列在苹果官网上的售价依旧保持不
变。也就是说，iPhone7 系列并未迎来传统意义上“官降”。
“根据经
验，如果在新一代 iPhone 上市前，老一代 iPhone 没有‘官降’，那很
可能就不会做降价处理。”聂其伟判断，未来 3 个月，iPhone7 很可能
再迎
“一波行情”
“
。如果新一代 iPhone 的价格比较高，可能会令一部
分消费者退而求其次入手一台 iPhone7。而 iPhone7 又即将面临停
产，市场上的存量是有限的，因此很可能也会迎来一波行情。
”
业内人士建议，
一般来说，
苹果新产品上市后的前三个月，
市场还
处于热度期，
一度是缺货的状态，
这期间必然有炒作行为。市场处在观
望阶段，
价格有可能上下波动，
不建议在此阶段出手购买上一代产品。
上市 3 个月到半年后，新产品的热度在逐渐减退，市场缺货现象有所
缓解，价格回归理性状态，此时入手最为划算。

苹果公司喜欢“保密
保密”
”，昨天记者在宁波一家
苹果授权零售店内仍未见到 iPhone
iPhone8
8 的踪影
的踪影。
。

延伸阅读

苹果
“称霸”
时代或渐行渐远
尽管苹果每一轮新产品的发布，
都牵动着众多消费者的神经。但可以看到的
另一个事实是，
随着国产手机品牌的强势崛起，
苹果“称霸”的时代或渐行渐远。
从2015年到2017年，
短短两年时间，
中国手机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
中，
华为、
vivo、
OPPO、
小米成功挤下苹果、
三星成为国内排名前四的手机厂商。
独立分析公司 Canalys 指出，
上季度，
华为出货 2300 万部排在第一位，
OPPO 排第二位、
vivo 和小米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位。iPhone 在华市场份额跌至
第五。苹果公司上月初对外公布的第三财季财报显示，
苹果在大中华地区营
收下跌 10%，
这也是苹果连续第六季度营收下跌。
路透社指出，
中国已经跌至苹果第三大市场，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
消费者
似乎更倾向于购买更新的本土手机。也有业内人士指出，
近年来 iPhone 缺乏
激动人心的新产品，
也是消费者移情别恋的一个原因。
有网民评价：
“没有乔布斯的苹果只剩空壳，
库克领导下的苹果不能为
‘果
粉’
带来满足与惊喜，
每次发布会令人惊喜的只剩下价格。
”
在苹果国内最大线上销售渠道京东平台上，这一趋势也已经越来越明
显。京东数据显示，
从 2009 年开始，
京东平台的 iPhone 销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但从 2015 年开始，
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记者 史娓超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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