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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和战略官克
雷格!蒙迪日前指出"全球信息技术#!"$

产业正在向个人计算时代转型" 这有望
给全球技术界% 企业界和整个社会发展
带来一系列变革&

'横跨整个技术生态系统的多种装
置%云服务以及自然体验的整合"将使真
正的个人计算成为可能&(蒙迪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书面专访时表示" 在个人计算
的新时代"任何技术%产品和服务都不是
孤立工作"一切都将服务于用户&

这位负责微软长期技术战略的高管
预测说"有三大技术趋势将在推动 !"业
向个人计算时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关键
作用& 首先是数字世界和物质世界的融
合&其次是所谓的'大数据(&第三是随着
包括语音%视觉%手势和多点触控等在内
的自然用户界面越来越普及" 计算系统
正在具备与人类相仿的感知能力" 其看
见% 听懂和理解人类用户的能力不断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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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苹果公司 #月 $%日寻求在美
国禁售三星智能手机旗舰产品" 韩国三
星公司 %日指责美国苹果公司试图约束
消费者的选择&

继 #月 &'日赢得对三星侵权诉讼
之后"苹果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
何塞联邦地区法院再次起诉三星侵犯苹
果专利"要求把'银河 ($(%'银河 )*+,(

等热销机型加入'侵权(名单"并寻求制
止三星在美国市场销售'侵权(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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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
络已经进入
普通网民的生活"

优点是能够实现多台
电脑或者手机同时上网"缺
点是覆盖范围较小&美国着手试

点'超级(-./."覆盖范围可达数公里&

超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网
络"两者使用的频率不同&超级-./.需要特
别设计的设备"与普通-./.相比优势明显&

除美国" 英国% 巴西等国对超级
-./.技术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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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展品成关注焦点
&0%&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1$上"中国是绕

不开的话题& 最大的展团规模%不输同行的产品技术%

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国在很多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 而中国展商们也在借助这个国际消费电子和家电
展示平台努力展现自己"同时了解行业最新发展方向&

按展商数量计算" 中国展团规模最大& 在本届柏
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参展的 %'$2家企业和机构中"300

多家来自中国&'很多年来"中国展商数量都是最多的"

而且他们越来越专业"展台面积越来越大"产品质量也
越来越高"( 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全球执行总监延斯+
海特克评价道&

海特克的评价不是恭维& 在这次展会上"海尔%海
信%联想%华为%长虹等中国企业都带来了自己最新的
产品和技术& 海尔的'无尾厨电(%视觉控制电视"海信
的智能冰箱%谷歌电视"长虹的裸眼 $4电视%家电智
能互联技术"联想的超薄 "5.6789:%屏幕与键盘可分离
的笔记本电脑"华为的最新手机操作系统 ;<*+.*6 =!

,,这些产品和技术都成为公众%媒体关注的焦点&

受关注的同时" 中国展商也在有意地了解行业
发展方向& 在各大国际品牌的展馆内" 中国面孔随
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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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军方指挥官法尔扎德+埃斯迈利 %日说"继今年以来一
系列军事演习"伊朗定于下月再次举行大规模军演&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日说"国际社会没有给伊
朗明确设定'红线(&

埃斯迈利当天告诉伊朗新闻电视台" 下月军演将模拟紧急状
况"由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参与"几乎涉及军方全部防空系统&

这名伊朗空军指挥官前一天接受伊朗-市民报.采访时说"伊朗
防空系统'就现代空中威胁认真做好准备"性能与先前相比得到改
进("而'防空指挥部的任务**是采取适当手段应对敌方威胁(&

他没有提及'敌方(指哪些国家&

伊朗披露军演计划前一天"美国国防部证实"与以色列军方
的弹道导弹联合演习将推迟至晚秋" 美方打算缩小参演规模&

一些以方官员推测"美方更改参演计划可解读为向以方释放'不
信任(信号& 五角大楼否认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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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军方 &日
宣布"菲将从 $日开始举行为期 3天的'&0%&海岸监视系统能
力演习(& 美国将派遣一架反潜机参加此次演习&

菲军方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中说" 演习以菲国家警察
海警部队及菲海岸警备队为主" 来自菲海军的 &00名人员也将
参加这次在东棉兰老达沃市和桑托斯将军城举行的演习& 应菲
方邀请"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将派观察员参加&

此次演习将包括指挥所演习和舰队训练演习& 菲律宾海军
司令亚历山大+帕马说/'这次演习旨在加强菲各部门之间的配
合"以建立一个全国海岸监视系统& (

菲军方说" 美国反潜机将配合菲海军飞机执行在演习区域
对指定目标的侦察%跟踪和监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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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未展出革命性创新产品"却全面展示了消费电子和家用
电器领域的最新潮流"智能互联%裸眼 $4%节能电器**

&0%&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 #月 $%日起
如期与观众见面& 作为全球顶级消费电子产品
和家用电器展" 今年的电子展虽未展出革命性
创新产品" 却全面展示了消费电子和家用电器
领域的最新潮流"智能互联%裸眼 $4%节能电器
**提前将人们带到舒适便捷的未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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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技术一览(展馆"仿佛来到了未来世
界&其中"安装各种电子电器设备的';房屋(尤
为惹眼& 在这里"不论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还
是普通电脑"均可作为遥控装置"对家中电视%

空调%灯光%暖气%电动百叶窗%摄像头%音响%洗
衣机等发出指令" 而各种家电用电量等使用情
况也可在显示屏上一览无余&

';房屋(还配有太阳能电池和小型风车"

为家中电器供电& 一旦电力出现富余" 房屋主
人可选择卖掉部分电力或将其储存在一块大型
电池中&由于一天中的电价会出现浮动"人们可
以像买卖股票一样对洗衣机发出指令" 当电价
降至较低水平时"洗衣机才开始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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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参展商在今年推出裸眼 $4 电视"比
的是谁的视觉效果更好%观看角度更自由&

目前使用的 $4蓝光光盘只能从两个角度呈
现录制的影像" 而为了在裸眼观看情况下达到更
自然的立体效果"需要让影像呈现出更多角度&德
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最新研发的转换器可借助计
算机技术"将蓝光光盘录制的影像以多角度呈现&

这样"即使没有眼镜"人们也能够感受到 $4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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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公司最新展出的电磁炉没有固定的
加热盘"用户将锅具放置在一块整体面板上时"

面板便可自动感应锅具形状" 划出对应的加热
区域" 并对应显示在电子操作触屏上& 轻轻用
手一点"锅下的加热装置便开始运转&

飞利浦公司在煮锅中间加上一个可拆卸的
搅拌装置"在煮咖喱等需要时常搅拌的情况下"

解放了人们的双手&

一些厂商还带来了'可穿戴技术(& 一件看
似普通的运动衣却暗藏玄机" 与衣服材料融为
一体的传感器可收集人体血压等信息" 显示在
腰部的屏幕上& 这些传感器具有防水功能"将
这种衣物放入洗衣机也不用担心传感器失灵&

易于携带的太阳能发电背包造型美观大方"它
们可将电力储存在电池中"手机%平板电脑%电
子书等均可靠其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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