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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国《星期日图片报》14
日报道， 德国豪华车品牌奔驰
母公司戴姆勒集团因涉嫌用软
件造假方式让旗下数万辆汽车
通过尾气检测， 再次受到德国
汽车行业监管机构联邦汽车交
通局调查。

报道称， 此次问题汽车为
产自 2012 年至 2015 年的柴
油版奔驰 GLK220CDI 运动型
多功能汽车。 德国联邦汽车交
通局在 2018 年发现这款汽车
的柴油发动机涉嫌软件造假，
随即展开调查。

戴姆勒集团一位发言人当
天证实， 德国联邦汽车交通局
已经于数月前就此与戴姆勒展
开对话，并举行了听证会。

德国汽车业“排放门”丑闻
于 2015年爆发。从大众汽车集
团开始，宝马、戴姆勒陆续被查
实通过软件调整柴油发动机工
作状态， 从而使氮氧化物排放
在尾气检测状态下达标， 以掩
盖发动机在正常行驶状态下排
放大幅超标的真相。

此外， 欧盟委员会本月初
宣布，经调查证实戴姆勒、大众
和宝马在 2006 年至 2014 年
期间， 存在非法垄断柴油发动
机清洁排放技术的行为， 违反
了欧盟反垄断法规。 /新华社

美国和中国科研人员近期
合作设计出一种以 DNA（脱氧
核糖核酸） 为材料构成的类生
命“软机器人”，可通过自身新
陈代谢为驱动实现自主运动，
未来有望用于开发生物芯片
等。

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学·
机器人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
在这一系统中，DNA 分子被合
成组装为一种层级结构， 在可
提供能量的液体中按指令、自
动地进行生长与降解。

研究显示， 这种“软机器
人”从只有 55个核苷酸碱基的
DNA 分子增殖数千万倍，形成
几毫米长的 DNA 水凝胶。 在
反应液中，胶体首端生长、尾端
降解，从而获得动力，可以像黏
液菌一样逆流运动。

论文通讯作者、 美国康奈
尔大学生物和环境工程学教授
罗丹对新华社记者说， 正如人
需要在有氧的空气环境中进行
新陈代谢，这种“类生命材料”
需要从微流系统中获得“营
养”，实现人工“新陈代谢”从而
进行自主运动。

罗丹说， 数十亿年前，生
命也是从几种分子进化而来
的。“虽然我们并未制造一个
活物，但这比以往的材料更像
生命，且未来具有自我进化的
可能性”。

研究人员还让不同“软机
器人”展开“赛跑”，由于环境
的随机性，其中一个会最终胜
出。 他们还在开发能对外界特
定刺激（比如光或食物等）做
出特定反应的类生命材料。 未
来这种“类生命系统”有望用
来开发生物芯片进行基因检
测，还可用于无细胞体系来生
产活性蛋白质。

/新华社

亲测！ 5G网是真的快，
如果你能找到信号的话……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5G，终于来了！
最近，美国威瑞森公司和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开启面向普通用户的 5G 网络服务，标志着全球商用移动网络正式进入 4G 与 5G 并存的时代。
5G 是否真能带来“飞一般的上网体验”？ 新华社记者在海外“亲测”发现，在信号强的地方，5G 速度真的快，但远离基站的地方就有些“尴尬”了，信

号经常“失联”，网速也大幅波动。 若想真正进入 5G 时代，消费者还需耐心等待。

电信运营商在5G商用部
署方面“抢先一步”， 设备制
造商却没跟上。 目前市场上
支持5G网络的手机很少，许
多想入网用户选不到合适的
手机。

韩国消费者目前唯一的
选择是三星最新推出的盖乐
世S10�5G版手机， 不过韩国
LG公司已定于本月发布新款
5G手机。

威瑞森支持的是摩托罗
拉Z3手机， 这款手机须配备
外挂的5G模块才能加入5G网
络。 公司公关经理安迪·崔告
诉新华社记者，威瑞森将在本
季度开始支持三星5G手机入
网，预计今年年内至少推出6
款5G手机入网方案。

费用方面， 三星5G手机
两个不同内存版本售价分别
是139.7万韩元（约合8269元
人民币）和155.65万韩元（约
合9213元人民币）。

韩国三家电信运营商提
供了不同档位的5G套餐，月
资费从5.5万韩元到13万韩元
（约合326元人民币到769元
人民币）不等，对应的5G流量
从8GB到不限流量。电信运营

商还为先期入网用户提供了
一些优惠和附加服务。

美国入网的价格更有吸
引力。 摩托罗拉Z3手机售价
480美元（1美元约合6.7元人
民币）， 外挂5G模块售价240
美元， 两者合起来与主流4G
智能手机的价格差别不大。

已选择每月75美元“不
限流量4G套餐” 的威瑞森用
户， 每月只需再额外支付10
美元流量费，就可转为“不限
流量5G套餐”，并且这笔额外
费用最初3个月推广期内暂不
收取。

总体上， 目前购买5G套
餐要比4G昂贵。 业内人士认
为，5G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
新技术降低数据成本，这有助
增加数据消费，从长远看不限
流量的5G套餐将成为主流。
业务刚起步 前路仍很长

信号难找、 价格不低，这
使许多消费者望而却步。芝加
哥威瑞森旗舰店店员告诉记
者，自本月3日正式开通5G服
务以来， 已有一些顾客购买。
但是据记者探访当天观察，虽
然有顾客到店咨询，但并没有
人当场签约。

对于用户集中反映的问
题， 威瑞森公关经理崔表示，
不得不承认现在只是进入5G
网络的第一步，当务之急是优
化和强化网络。公司的工程师
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增设更
多小型基站， 以确保5G信号
越来越稳定和强劲。

按计划，公司将在今年底
前使5G网络覆盖美国30座城
市。 他还说，威瑞森今年并没
有对5G业务设定明确收益目
标，因为目前才刚起步，要让
消费者逐渐习惯和接纳5G网
络。

对于5G图标频繁跳转回
4G的问题， 威瑞森方面解释
说，5G手机信号显示与过去
不同， 只有当用户尝试使用
5G网络时， 手机才会显示连
接5G。 而很多程序只需要4G
网络就可以了，因此即使在信
号覆盖区，手机也不一定显示
5G图标。 美国媒体认为这个
解释没有说服力，表示“既然
用户每个月额外花费了10美
元， 就应该看到持久的5G图
标”。

据新华社记者使用体验，
在芝加哥市内，5G手机大部

分时间显示的确实是 4G图
标， 但即使显示4G时网速也
远高于普通4G手机。

业内人士认为，5G先期
使用出现各种状况很正常，从
3G到4G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
的历程。 实际上，全球不少国
家和地区都已拥有比较成熟
的5G技术和网络， 正在不断
调试，5G的普及只是时间问
题。

韩国国会议员卞在一近
日对媒体表示，虽然韩国已开
通5G网络， 但距离全国用户
从超高速服务中受益，尚有一
段很长的路要走。“5G商用处
于初级阶段， 能够充分使用
5G手机服务的区域有限，”卞
在一说，“电信商需要提供有
关5G服务区域的准确信息，
减少消费者的疑惑。 ”

美国科技网站CNET资
深记者杰茜卡·多尔克特认
为， 目前5G这一崭新的网络
还不是“能使你的数据梦想成
真的良方”， 在相当长时间内
都达不到，它面临着“成长的
烦恼”， 而消费者必须与它一
起成长。

/ 新华社

威瑞森选择芝加哥和明
尼阿波利斯作为 5G 商用的首
发地，在官网详细列出了两市
5G 信号覆盖区域。 该公司介
绍， 其提供的“5G 超宽带网
络 ” 通 常 下 载 速 度 为
450Mbps（兆比特每秒），最高

速度可达 1Gbps（吉比特每
秒），延迟小于 30毫秒。

记者日前在芝加哥实地体
验发现，5G 网速真的很快，在
信号稳定区域， 用手机下载一
部 1.76GB 的电影只需 90 秒，
且无任何卡顿。

在威瑞森旗舰店内最大下
载速度可达469Mbps。 可当记
者步行离店后， 不仅手机的网
络图标频繁从“5G”变为“4G”，
下载速度也一路下滑， 店外几
米处还可以达到300Mbps，到
距旗舰店约两公里处时， 下载
速度只剩57Mbps， 这是记者
当天测到的最低值，但仍比4G
手机高出不少。

试用的美国媒体普遍反
映，5G信号对基站十分依赖，
并且以毫米波传输的5G信号
对建筑物穿透能力较弱。 当人
站在建筑物底层窗前还能收到
信号， 但向内走几步信号就消
失了。

“临界点” 网站记者克里
斯·韦尔奇说，“当你找到5G的
时候，它的速度极快”，只是芝
加哥有5G信号的区域非常“稀
少”，芝加哥剧院等被列进覆盖
区的地方实际上收不到信号。

韩国目前的5G信号覆盖
区主要集中在首尔等大城市。
韩国用户对电信运营商“率先

开启5G商用” 的名头不太买
账，在社交媒体开启了“吐槽”
模式。

有人抱怨覆盖区域有限，
网络信号不稳， 尤其在人群聚
集的商业街及建筑物地下室等
区域； 有人说明明手机上显示
是5G图标， 提供的却是4G网
速；还有人的手机找不到5G信
号干脆“断网”。

“我已经用 5G手机 5天
了，”一名用户在网络社区留言
说，“我的手机多次失去信号，
只有再次重启才能恢复使用。”

据统计， 目前韩国全国共
建有约8万个5G基站， 其中约
64%集中在首尔及周边地区。

韩国SK电讯株式会社称，
公司正以全国范围内百余家百
货公司、 购物中心和机场为中
心扩大覆盖范围， 计划到今年
下半年实现对全国地铁、 国家
公园和节庆场所的5G覆盖。 韩
国电信公司相关负责人则表
示，计划“一两年内”实现5G网
络全国覆盖。

上网速度快 信号却不稳

不过当地 5G 网速波动很大

设备选择少 价格还不低

新研究用DNA分子
组装类生命“软机
器人”

奔驰母公司再次因
柴油车“排放门”遭
到德国政府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