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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深圳地铁 10号线

再次成为了网红打卡点。这条地铁线路不仅通

往各个旅游景点，其本身也是国内第一条云计

算轨道交通路线，更令人感到惊喜的是，这条地

铁线的车窗采用了透明 OLED显示屏。

记者了解到，只要触摸这些透明智慧车窗，

就可以看视频、读新闻，还可以了解各类实时资

讯，如列车运行信息、基于位置服务信息（LBS）、

轨道交通换乘信息、实时航班信息、路面交通拥

挤度信息、天气预报信息、紧急服务信息等。

这款触控操作式智慧车窗由中车青岛四方

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四方所）技

术团队设计研发。中车四方所研发工程师李培

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透明 OLED 车窗系统，

其实就是将透明 OLED显示屏与传统地铁车窗

相结合。”

透明 OLED显示屏如何实现高清彩色画面

显示？

首先，所有的 OLED 屏本身都具有“自发

光”的特性，这意味着 OLED 屏幕上每个红色、

绿色或蓝色子像素都会自己发光，而不需要依

赖额外的背光源，可以省去传统的 LCD 屏幕中

常见的液晶层、背光层等模组，实现更高的色彩

对比度，并在形态上更为轻薄。

但对于透明 OLED 显示屏来说，真正的难

点是让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像素点变得“足够透

明”，为此面板厂商引入了“透明像素点”的概

念。据 OLED 屏幕知名制造企业 LG 此前公布

的一项技术显示，透明 OLED 屏是在原有的红

绿蓝白四像素基础上，新增了一种“透明子像

素”。这种像素并不会发光，也不会参与到图像

显示，但它自身却是由高透明材料制成的。

为了进一步提升透明度，LG将每一颗正方

形像素压缩成只有原来一半大小的长方形像

素，占据原来一半的面积，而每颗像素边上的另

一半区域就空余出来，让光线穿过，从而实现更

高的透光率。简单来说，透明 OLED 显示屏实

际上是“一半负责显示，一半负责透明”。

当无数个这样的像素点均匀地分布在面板

上时，屏幕也自然而然地会获得一定的通透效

果，但同时又能兼顾彩色图像的显示。

记者了解到，深圳地铁 10 号线透明 OLED

车窗系统，窗屏选用的透明 OLED 显示屏规格

为 55 英寸，就是由 LG 旗下的乐金显示公司提

供的。

“这款 55 英寸透明 OLED 触摸显示屏采用

投射电容（P-Cap）薄膜技术，可提供灵敏的触

控体验，同时比传统的透明液晶显示屏具有更

高 的 透 明 度 。”LG 公 开 资 料 介 绍 ， LG 透 明

OLED 触摸显示屏采用钢化、防反射、防摔的玻

璃制成，最薄处仅 7 毫米。使用者可根据物理

环境和所需效果将其安装在不同的结构和空间

中，并且支持横向和纵向显示模式。

“中车四方所设计团队创新采用超薄全贴

合技术和高度集成化方案，使透明 OLED 显示

屏具有宽视角、全色彩、高透光率的优点。”李培

远说，智慧车窗在极其微小的像素空间内，将电

路和微型发光体精密排布设计，让 OLED 显示

屏具有透明属性的同时，还可呈现出 1080P

（1920×1080）全高清彩色画面。

透明子像素是显示屏“裸妆”的关键

福建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林某，在

一个名为“众娱平台”的 App中参与棋牌赌博，短

短一年内输掉 20多万元。

警方发现，2019 年至 2020 年 5 月间，犯罪嫌

疑人许某、俞某利用“众娱平台”的房间功能开

设赌博群，数百人参与赌博，涉及赌资达 1000

多万元。

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看似普通的“打麻将”

“炸金花”等网络棋牌游戏，被犯罪分子利用来组

织跨境网络赌博，已形成一条包括开发设计、运

营维护、代理推广等环节的黑色产业链。

后台庄家操纵令赌客十
赌九输

记者在应用商店输入“麻将”“扑克”等关键

词，出现数百个相关的棋牌应用。其中一款游戏

提供了“大厅模式”和“亲友同玩”功能，前者可免

费随机进入陌生玩家房间，后者需付费邀请亲友

加入，支付 1个钻石（1元钱）即可玩 4局麻将。

“此类游戏的大部分玩家都是瞄准了‘亲友

同玩’功能，通过微信群发赌资赢钱。”一位玩家

表示。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棋牌类网络赌博主要有

两种运营模式，一是“房卡”模式，二是“充值提

现”模式。

“房卡”模式较为隐蔽，如实体赌场一样，经

营者提供赌博场所，收取一定费用，参赌人员自

行“组队”玩棋牌。

另一类是“充值提现”类棋牌赌博。玩家要

先向赌博 App、网站等平台充值，换取一定筹码，

然后通过平台提现获得收益。

福州公安机关今年 6月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

网络赌博案件。犯罪团伙设立大型赌博网站，提

供棋牌、赛马、彩票等数十种赌博项目。“赌客在

线参与棋牌赌博，却不知道实际上是与后台庄家

在赌。赌客开始会尝到一点甜头，但随着投入不

断加大，庄家会操刀‘杀猪’——或让赌客无法提

现盈利，或让他们输光筹码。”办案民警说。

犯罪团伙窝点和运营多
在境外

警方根据当前破获的棋牌类网络赌博案发

现，犯罪团伙在开发设计、运营维护、代理推广、

资金通道等各个环节均分工明确。

从开发数万元的棋牌赌博 App 到上百万元

的大型综合赌博网站，网上都可找到专业团队，

明码标价提供服务。记者在淘宝上联系多位

App开发商，对方均表示可代为开发赌博 App。

“棋牌游戏的开发并不难。”一位业内人士

称，现在市面上开发的棋牌类游戏大概有几百

款，开发成本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制作时

间一般在 1至 3个月。

据福州公安机关介绍，一般而言，一个普通

的棋牌类 App 开发费用约为 3 万元至 5 万元，只

需几台电脑、请几个员工运维即可。

一些规模大、技术等级高的平台开发价格更

高。福州公安机关今年破获的那起公安部督办

网络赌博案件，犯罪团伙架设的赌博网站安全防

护等级高，可同时供上万人在线赌博，提供数十

种赌博项目，网站的开发费用在百万元以上。

据多地公安民警介绍，为逃避打击，网络赌

博团伙通常将窝点和运营设在境外，租用境外服

务器招募境内代理商进行推广，网站维护、操控

赌博结果等均在境外完成。

记者调查发现，棋牌赌博 App、网站的推广

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利用传统应用商店下载。为了绕开多

数应用商店的审核机制，一些赌博 App 开发出

“套壳上架”模式，即 App下载打开后显示游戏已

下架或已更新，同时弹出网页引导用户进入新的

下载页面，找到赌博 App。

二是以高额抽成为诱饵招聘代理商，通过

“社交引流”推广。记者在网站、贴吧、QQ 群等

发现大量此类广告。一位网站运营者介绍：“现

在主要通过朋友圈和微信群来推广，一个微信

号一天发两次朋友圈和两个微信群，每个微信

群 300 人至 500 人，一个微信一天能保底引流 8

个客户。”

“断链”行动持续，通信、
网信等部门已加强巡查

2019 年以来，公安部联动多部委开展为期 3

年的打击整治跨境网络赌博犯罪“断链”专项行

动。据公安部通报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

地公安机关侦破跨境赌博案件 257 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11500 余名，摧毁涉赌平台 368 个、技术团

队 148 个，打掉支付平台和地下钱庄 187 个，查明

涉案资金 2290余亿元。

业内人士介绍，通信、网信等部门已加大巡

查力度，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发现、封堵赌博 App

和网站。“及时封堵并不难，关键是要形成整治合

力。”多地公安民警表示。

平潭综合实验区公安局治安巡特警支队行

动大队副大队长陈泷建议，相关部门和软件商店

应尽快建设 App 安全监测平台，对 App 权限信

息、行为信息、内容违规信息等进行监测，自动发

现其中包含的恶意行为和违规内容并输出监测

报告。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大伟建议，许多

赌博 App利用兑换积分、充值等方式实现资金收

付，资金流通常披着合法外衣，应加强对相关网

络平台的监管。

先“钓鱼”后“杀猪”揭开网络棋牌游戏“局中局”
新华社记者 郑 良 吴剑锋 舒 静

透明显示屏颜值虽高透明显示屏颜值虽高
但真正走入生活还差点火候但真正走入生活还差点火候

本报记者 矫 阳

那么，这种智慧屏幕又是如何与车窗完美

结合的呢？

“技术团队在车窗中空玻璃的基础上，通过

超薄全贴合技术，将透明 OLED 显示屏和触摸

操作层内嵌在车窗中间。”李培远说，中车四方

所采用高度集成化方案，实现了将所有配套板

卡和线材布置在车窗上，做到在确保高可靠性

的同时便于安装维护。

触控与显示屏结合全靠超薄全贴合技术

“每台透明 OLED 显示屏搭载的控制系统

都设置有 4G 模块和上网卡，提供 4G 上网功

能。透明 OLED 车窗自带电容触摸功能，可与

乘客进行人机交互。”李培远说。

记者了解到，电容触摸屏是由透明金属氧

化物作为涂层，与单层的玻璃表面相粘合。它

不像电阻触摸屏，任何触摸都会形成信号，电容

触摸屏需要与手指直接触摸，手指的电容能吸

收触摸屏每一个角的电流，并且流经这四个电

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从而得

出触摸点。

那么，透明 OLED 显示屏如何适配轨道交

通行业的振动冲击，又是如何满足电磁兼容要

求的？

李培远解释说，列车行车过程中电磁环境

较差，而 55 英寸大尺寸触摸屏易受外界干扰。

在选择车窗主控系统时，经过多方比选，研发人

员最终选择了研华 RISC/ARM 3.5 寸单板电

脑 RSB-4680，就是看中了其在复杂环境下稳

定运行的特点。

资 料 显 示 ，RISC/ARM 3.5 寸 单 板 电 脑

RSB-4680，以其高性能运转、工业级抗振宽温

的严苛设计标准、稳定可靠，能完美胜任地铁等

各类轨道交通应用中高度振动的恶劣环境。同

时，提供 Mini-PCIe, M.2 等丰富的扩展资源，

可扩展 Wi-Fi、蓝牙及蜂窝数据模块。

“为更好地产品迭代升级并跨入 5G物联网

时代，透明 OLED显示屏还为未来 5G电视直播

预留了5G接口。”李培远介绍说，目前，为保证车

窗系统的清晰流畅，每一台车窗，均有中车四方

所技术人员监测现场电磁环境情况，有针对性地

设置不同的触摸参数，以达到最好的触摸效果。

透明 OLED 显示屏还适用于哪些场景，可

用于家用轿车的车窗以及其他常用电子产品的

显示方案吗？

据了解，地铁的车窗玻璃尺寸较大，表面相

对平坦，而家用轿车的车窗玻璃面积较小，还有

一定弧度，对于透明 OLED 屏幕的显示效果有

一定影响。除了屏幕本身的客观因素外，其显

示效果还受环境因素影响。由于屏幕为透明状

态，所以在显示过程中，其背景环境也会透过屏

幕显示出来，影响观感。在强光环境下，对比度

效果较差。

此外，家用轿车的车窗要经历数次升降，反

复磨损极易破坏屏幕结构，与此同时，该屏幕还

需要兼顾防水、防晒、防风等功能，这对制造工

艺又提出了新的考验。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0 年时，三星就推出

了一款搭载透明 OLED 屏幕的概念笔记本电

脑 ，用 户 可 以 在 半 透 明 的 屏 幕 上 正 常 运 行

Windows 系统，并直接进行触控操作。今年 8

月中旬，小米也推出了一款“透明电视”，能够像

传统电视一样正常播出视频内容。

业内人士表示，如今“透明”显示屏已初步

具备量产能力，但实际效果与现有的显示屏仍

有不小差距。因为 OLED显示屏变透明最重要

的一步，就是增大像素之间的间距，通过加入透

明不发光的部分，提升屏幕整体的透光率。

但增大像素间距同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

是分辨率的降低。目前 55 英寸的透明 OLED

显示屏的分辨率可达 1080P，按照标准 RGB 的

PPI（每英寸所拥有的像素数目）计算公式，该透

明 OLED 显示屏的 PPI 仅有 40 左右，而当前主

流智能手机的屏幕 PPI 通常在 300 以上，少数

2K分辨率手机 PPI可以达到 500以上。

像素密度过低就会导致屏幕出现比较明显

的“颗粒感”，近距离观看时甚至可以隐约看到像

素点。除了画面精细度外，画面的亮度和色彩表

现也是透明 OLED电子产品的短板。由于增加

了透明不发光的部分，屏幕的亮度会因此受损。

李培远告诉记者，作为一种较为新颖的显

示方案，透明 OLED 显示屏未来的业务拓展主

要面临的问题有两点，一是透明显示屏制造成

本较高，不利于推广，另外受限于基础技术的发

展，针对每种不同尺寸的透明 OLED显示屏，都

要进行与之相匹配的应用系统设计。

但李培远也认为，随着技术发展和应用市

场的进一步扩大，待开发成本降低后，个性化定

制透明显示视窗将可以用在更多场景，例如地

铁站台、商业展馆等。

透明OLED显示屏尚不适配个性化应用

“建设数字中国，需要形成数字化时代的安全共识，把安全作为前

提和基础，构建数字化时代的安全能力体系。”10 月 12 日，在第三届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式主论坛上，360 集团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从网

络安全的角度，畅谈数字化时代安全共识。他强调，政府、企业和每个

人都要充分认识到，推进数字化转型，安全不再是附庸，而是数字化的

基座。

安全和发展“一体两翼”必须同步推进

一直以来，我国始终高度重视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

2000年，“数字福建”率先推出，它将全省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

各地域的信息通过数字化和计算机处理，最大程度地加以集成和利用，

快速、完整、便捷地为人们提供各种信息服务，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

探索源头和实践起点。

“20 年后的今天，建设数字中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周鸿祎表

示，从“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我国信息化发展迅猛，数字经济、数字

建设加快推进。

但数字化在加速推进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风险，网络

安全威胁甚至超越传统安全威胁，或将成为未来最大的安全威胁。

究其原因，周鸿祎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基于新一代数字技术所构建

的，具备一切皆可编程、万物均要互联、数据驱动业务三大特征。未来

高度数字化的数字孪生世界中，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的风险将遍布所有

场景，并且直接关系到业务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

同时，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的边界正在逐渐模糊，网络攻击能够造

成大面积、全局性的破坏后果，它的威力将超越传统的单点式安全威

胁。“国家级对手发动的高级持续威胁、网络犯罪组织、网络恐怖主义将

是最大的安全威胁。”周鸿祎认为，各行各业都应该形成数字化时代的

安全共识。

护航网络安全要安全前置、系统布局

信息化、数字化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用来为民众谋福

祉，也能被用来损害国家利益。对此，应如何在关键领域保障网络

安全？

“为了摆脱数字化‘裸奔’隐患，就要把安全作为国家、城市和企业

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的先决条件，进行科学的安全体系规划和安

全能力建设。”周鸿祎提出，构建数字化时代的安全能力，不能继续沿用

打补丁、查遗补漏式的方法来应对安全威胁，需要用系统思维的方法

论，构建新一代的安全能力体系。

在指导思想层面，周鸿祎建议，要以安全前置、系统思维构建安全

能力体系，从传统产品和服务堆叠，转向帮助客户系统性地提升安全能

力；在技术路线层面，要以统一指挥、全局调度的方法，构建能感知攻击

全貌的网络空间预警机制等。

作为数字化时代安全共识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周鸿祎表示，安全行

业的从业者应把保护数字基建和数字经济作为重要使命，在新一代安

全能力体系之下，将各个监管部门、城市、行业、企业安全大脑连接打

通，为国家建成国家级网络安全大脑协同防御体系，整体提升国家应对

数字时代安全挑战的能力。

网络安全不是附庸

而是数字化的基座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董江浩

本报记者 马爱平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商业决策优化求解器软件，是继芯片与操作系统之后的国之重器。

9月底，来自中国自主研发的两款商业决策优化求解器软件（即数

学规划求解器）登顶国际权威数学决策软件测评排行榜，杉数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数科技）研发的求解器拔得头筹，阿里研发的

求解器紧随其后，引发了业界对于决策优化求解器的关注。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汉斯·密特曼教授针对多种开源与商业

决策优化求解器进行测评已有近 20年的历史，是公认的可靠第三方测

评平台。来自中国自主研发的国产基础工业工程软件包揽国际数学软

件测评排行榜的前两名，成为近年来中国自主创新阵营在国际基础科

技舞台上的重大突破。

据了解，商业决策优化求解器软件主要以工程软件的形式，把数学

优化算法用于公共机构与商业大规模复杂问题的优化求解，例如输电

网络规划与发电机组组合优化调度、物流配送路线规划与优化、生产制

造排产排班、商业店面选址规划与优化等，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具有极

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基于数学优化算法的商业决策优化求解器软件，主要是解决

实际的软件工程问题，需要真实的业务场景才能打磨出优秀的求

解器软件。”杉数科技联合创始人、COPT 决策优化求解器项目负责

人葛冬冬说，“中国的商业场景及规模已经不逊色于欧美地区，这

为以商业决策优化求解器为代表的国产工业工程软件研发以及达

到甚至赶超国际顶级商业软件水平，提供了丰富场景，创造了历史

性的发展机遇。”

近几年，我国的智能制造业发展已经从建设智能产线和设备上云

等，进入到了利用高级算法进行生产调度、制定生产计划以及产供销协

同的新阶段。

作为国产软件，杉数求解器 COPT 在过去两年已经部署于其智慧

供应链与工业 4.0智能系统，应用于大量企业，还在深空探索、民航、电

网、石油、信息安全等多个国家重大项目上作出贡献。

中国商业场景为数学规划求解器

创造历史性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