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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神奇“脑洞”落地成为现实

智能家居，可以出手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在“风口”还是“噱头”的漫长争论中，智能家居产品已经悄然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的智能家居产品

早已不只停留在概念阶段，各种神奇的“脑洞”已经纷纷落地成为现实。智能语音助手快速崛起，使其成为串

联智能家居设备的重要“入口”；智能安防产品不断发展，明显提升了生活质量。下一步，智能家居产品要解

决互联互通问题，打破壁垒，为消费者带来更加美好的智能生活

中国电影银幕总数居世界之首

新闻回放：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电影总
票房突破 600亿元，城市影院观影总人次达 17.16
亿。截至2018年底，全国银幕总数突破6万块，位
居世界首位。

点评：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影视娱乐消费逐

渐升温，全国银幕的高供给量正是高需求的客观体

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全国银幕总数位居世界首

位，但当前影院建设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发达地区影院过度集中，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县级城

市及以下地区影院则明显覆盖不足。因此，随着电

影市场不断发展，乡镇市场将有很大潜力可挖。

首个物联网机器人分拨中心启用

新闻回放：近日，菜鸟网络宣布，全国首个物
联网机器人分拨中心在南京启用。该中心系统以
IoT 技术为核心，应用计算机视觉、多智能体机器
人调度技术，实现了货物大件包裹在整个分拨中
心内全程可控、智能识别以及快速分拨。

点评：传统的物流分拨中心需要人工辨认包

裹面单，依靠记忆分门别类，再统一运输和派

送，效率低下，且存在错误分拣等影响快递时效

的问题。运用机器人分拨不仅可以处理大型包

裹，而且提升了分拨效率，同时根据业务增加分

拨流向，便于快速复制，将持续提升全行业的自

动化水平。可以说，在物联网技术的支撑下，智

能的物流网络正在提供越来越高效普惠的物流

服务。

国产新型钢丝绳打破国外垄断

新闻回放：近日，由鞍钢钢绳公司研制的高性
能柱状新型绳芯索道钢丝绳，成功应用到浙江溪
口雪窦山景区和浙江千岛湖黄山尖景区的脱挂式
索道，打破了国外对该领域的垄断。

点评：脱挂式索道是目前国际客运架空索道最先

进的索道形式，具有超长距离、大高差、运行速度快、

游客乘坐上下舒适等诸多优点。不过由于脱挂式索

道对钢丝绳性能要求极高，国产钢丝绳延伸率难以达

到标准，因此该领域一直被少数欧洲公司垄断。此

次，鞍钢打破国外垄断，不仅实现了该领域的国产供

给，降低了产品成本，同时也为钢企开发多元化产品

线、实现多种经营提供了借鉴思路。

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陷入低价竞争局面——

彩电重开价格战,行不通！
本报记者 周 雷

□ 彩电产品靠低端机和造概念忽悠消费者毫无出路，打价格

战更是死路一条

□ 坚守技术创新和价值经营，方能引领产业升级

□ 高品质画质和大尺寸电视，是彩电业未来发展的核心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近年来，工业互联网在蓬勃发
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安全问
题。”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副局长
梁斌在日前举行的“2019中国物联
网安全高峰论坛”上指出，在设备、
控制、网络、平台、数据等工业互联
网主要环节，仍然存在安全技术不
能适应网络安全新形势、安全人才
不足等诸多问题。

“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正面临
着严峻的安全形势，存在大量针对
我国工业互联网恶意嗅探事件，工
控系统漏洞中高危漏洞占比偏高，
既面临来自互联网外部威胁，又与
工业生产等内部安全问题相互交
织，安全风险严峻复杂。”中国信通
院院长刘多建议，应从五个方面加
强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护能力。第
一，要出台系列文件形成顶层设计；
第二，要构建工业互联网安全标准
体系框架，推进重点领域安全标准
研制；第三，要加强基础技术建设，
强化技术实力；第四，要系统布局，
依托行业联盟打造产业促进平台；
第五，要加强产业推进，推广安全实
践案例。

梁斌也认为，为加快构建可靠
的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首先
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紧跟工业互
联网最新发展趋势，在前沿技术和
颠覆性技术方面形成自主可控的局
面。此外，具体到工业互联网安全
技术应用领域，要加强全生命周期
的安全管理，构建覆盖系统建设各
环节的安全防护体系，同时联合行
业力量打造工业互联网安全生态。

“工业互联网在交通领域的应用也存在不少安全隐
患。”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庞松认为，目前交通领域对工
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安全研究不足，
对于汽车自动驾驶、智能船舶等下一代交通系统，工业互联
网安全管控尚未形成明确思路。“因此，未来要从健全制度
体系、加强检测和监测预警、加强标准制定落实、强化系统
安全管理等多个方面重点发力，保障工业互联网安全实
施。”庞松表示，包括关键信息设施相关管理规范、云计算应
用安全防护策略、交通专用物联网终端安全检测、自动驾驶
技术规范等一系列加强工业互联网安全管理的举措等，目
前都在持续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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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设备、控制、网络、平台、数
据等工业互联网主要环节，仍然存在安
全技术隐患，未来要尽快构建可靠的工
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

无论在国内还是全球市场，智能
家 居 在 过 去 一 年 中 都 交 出 了 亮 眼 的

“成绩单”。
来自英国咨询公司“未来起源”的数

据显示，在全球市场，智能家居产品
2018 年的出货量增长了 39%，预计到
2023 年，智能家居全球市场规模将达
1550亿美元。在中国，刚刚发布的《IDC
中国智能家居设备市场季度跟踪报告》
也显示，2018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出货
量达到 1.5 亿台，同比增长高达 35.9%。

“未来起源”公司分析师菲利派·奥利维
拉表示，智能家居设备已经可以帮助用
户完成日常任务，提高安全性并节省能
源费用，这一品类已成为消费电子产品
中增长最快的领域。

智能语音是焦点

在刚刚结束的 CES（美国消费电子
展）上，智能语音助手成为谷歌和亚马逊
两大巨头展台上的主角，智能语音助手
连接的摄像头、温度计、空调和门铃占据
了最显著的位置。亚马逊方面表示，其
语音助手已被安装在超过 1 亿台设备
上；谷歌则公布数据称，2018 年包括智
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家居设备等在
内，内置谷歌语音助手的产品数量从 4
亿台升至10亿台。

在国内，语音助手同样是巨头们布
局智能家居的重点。百度在2017年7月
份发布了对话式人工智能操作系统Du-
erOS，主打通过自动学习让机器具备人
类的语言能力。阿里巴巴的智能音箱天
猫精灵可实现包括智能家居控制、语音
购物、手机充值、叫外卖、播放音乐等众
多功能，2018年前三季度天猫精灵的出
货量高达615万台。在小米方面，智能语
音助手“小爱同学”也连接着小米生态链
上的诸多智能家居设备，该语音助手更
是在超过1亿台设备上得以应用。

巨头们在智能语音助手上的巨大投
入，使得智能音箱成为智能家居中成长
最快的品类。市场调研机构Canalys的
报告显示，2018年第三季度国内智能音
箱出货量达到580万台，从2018年第一
季度起，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
二大智能音箱市场。

智能语音助手的“红火”，来自于人
机交互方式的“进化”。有“互联网女皇”
之称的玛丽·米克尔曾表示：“语音正在
被重塑，成为人机交互的新范式，人类对
机器的操作，从物理手柄按键到物理键
盘鼠标，再到触摸屏，现在语音成为了重
要的交互方式。”

正因如此，智能语音助手，或者搭
载了智能语音助手的智能音箱，被厂商
们视为能够串联起智能家居设备的“入
口”。Canalys 智能家居分析师贾沫表
示：“厂商们争夺智能音箱市场的主导
地位，其实就是在争取首次购买人群以
及刚刚开始建立自己智能家居设备系
统的消费者。”IDC 也在自己的研报中

表示：预计到 2019 年，通过智能音箱将
可以控制超过 80%的智能家居设备，
2018 年语音助手在智能家居市场出货
量中的搭载率为 28%，预计到 2019 年
将达到 39%，未来将更多应用在智能插
座 、智 能 摄 像 头 以 及 智 能 网 关 等 产
品上。

智能安防成“刚需”

如果说智能语音助手作为“入口”的
价值在于“串联”，那么以智能门锁、智能
摄像头等为代表的智能安防设备作为

“入口”，其价值则在于“刚需”。数据显
示，全球智能安防市场规模在2020年将
达到 470 亿美元，五分之三的美国消费
者购买智能家居产品并通过智能手机监
控他们的房屋。

杨格锁业是广东中山一家有着 20
多年门锁制造经验的企业，从去年开始，
它已全部转向生产智能门锁。董事长杨

官贵表示：“智能门锁销量超出了预期，
如今相较于传统门锁，智能门锁的销量
达到5倍以上。”中国日用五金技术开发
中心锁具信息中心主任赵宏武也表示，
智能门锁正在高速发展，2018年实现了
接近1500万套的产能。

在资本市场上，智能门锁企业同样
颇受青睐。2018年年底，百度宣布领投
智能门锁企业“云丁科技”D 轮融资；专
注于智能门锁及安防领域的“优点科技”
则在2019年1月份获得了阿里巴巴的7
亿元投资。在这个领域里，不仅有超过
10 家创业公司，也有迅速切入的海康、
大华等传统安防领域巨头。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智能门锁行业共有生产企业
1300多家，近2800个品牌。

IDC 在其研报中预测，随着家庭场
景自动化需求逐渐提升，家庭环境、安全
和控制类设备市场将迎来快速增长期，
预计 2019 年增速将达到 60%。“对于用
户而言，以较低成本实现智能化，且因为

高使用频率能够明显改善生活便利性的
产品，更容易刺激其购买需求。因此，从
厂商角度看，智能家居市场是更容易布
局的一类领域。”投资机构广州粤成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洪仕斌表示，如果
能够有效打通智能门锁与其他智能家居
设备的连接，那么智能门锁也将成为智
能家居的重要入口。

互联互通待突破

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创新和趋势高
级总监本·阿诺德在 2019 年 CES 开幕
式上表示：“我们看到了消费者对智能家
居产品的热情，但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
设备更好地连接起来？”

从 2014 年开始，包括互联网企业、
手机厂商、家电厂商等纷纷入局智能家
居行业，但智能家居品牌与品牌、产品与
产品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无法相互联
通也是阻碍行业发展的最大“痛点”。中
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剑锋坦
言：“物联网的价值原本就在于设备和设
备之间能够协同，但在智能家居市场上，
目前很难在短时间内锻造一个联动性的
产业协同平台，这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
购买选择。”华创证券轻工行业首席分析
师郭庆龙也表示，目前智能家居企业基
本上是各自为战，因而互联互通成为智
能家居行业发展的瓶颈。

智能家居企业雅观科技首席市场官
林伟分析原因称：“第一，各个厂家出于
自身保护或者一家独大的考虑，不对外
开放接口，或者有条件地开放接口，对智
能家居系统互联互通设置了障碍；第二，
缺少行业统一标准，各个系统即便提供
了接口，也无法直接兼容，最终无法形成
产业效应。”

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互联互
通”已开始被视为智能家居下一场入口
争夺战的关键词。包括阿里巴巴、百度、
华为、小米等，都已开始搭建自己的智能
家居平台，智能家居设备也开始“试水”
支持多个智能家居平台系统。市场研究
机构中商产业研究院在其研报中表示：

“尽管突破依然是局部性的，但海量智能
家居企业正在借助平台的力量打破互联
壁垒，以实现更多的设备互联、场景构筑
与体验，未来将是平台级之间共赢合作、
构筑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的真正时代。”
IDC预计到 2019年，将有 67%的智能家
居设备能够接入家居互联平台，将有
23%的智能家居设备能够支持两种及以
上互联平台。这不仅拓宽了用户的产品
选择空间，也扩大了智能家居产业生态
的范围。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众多彩电企
业卷入了低价竞争旋涡，行业竞争环
境趋于恶化。数据显示，2018 年国内
彩电市场零售量规模为 4774 万台，同
比 微 增 0.5% ；零 售 额 规 模 为 1490 亿
元，同比下降 8.6%；零售均价 3121 元，
同比下降 9%。

对于彩电业愈演愈烈的价格战，业
内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是，面对同质
化的产品和功能，彩电业始终没有找到
刺激消费者换机的好办法，无论是曲面、

量子点，还是 OLED 都没能有效刺激消
费者的购买欲，价格战似乎难以避免。

对此，刚刚履新的海信电器总经理于
芝涛明确表示：“中国电视市场发展历史
和实践一再证明，靠低端机和造概念忽悠
消费者毫无出路，打价格战更是死路一
条。”于芝涛以海信为例，未来将坚守技术
创新和价值经营，着力引领产业升级。

中怡康、奥维云网两大机构监测数
据显示，2018 年海信电视全渠道销售
额、销售量占有率均居中国市场第一，在

65 英寸以上大板市场，海信已超越索尼
和三星成为中国电视市场第一品牌。在
互联网电视方面，最新数据显示，海信电
视累计激活用户目前已达到4037万，其
中国内用户3225万，海外用户812万，日
活跃用户突破1450万，增幅达31.8%。

海信的案例可以为彩电企业转型提
供参考。谈到取得佳绩的心得，于芝涛
表示，海信电视始终坚持画质呈现和大
屏趋势这两个从电视诞生之日起就从未
变过的核心，不断推动ULED背光分区、
画质芯片、激光显示和 AI 技术创新，以
赢得消费升级的新机遇。

具体而言，在画质技术方面，作为老
牌企业，海信在全场景图搜和 AI场景自
动识别等全面 AI 技术方面形成了自己
的特点，画质技术积累深厚。2019年还
将通过 ULED 多分区动态背光控制技
术、新一代自主画质芯片、Hi-view超画
质引擎应用，以及与东芝 TVS画质显示
技术的融合，继续提升电视画质。

在大屏幕电视方面，2018 年前三季
度的统计数据显示，海信电视全球平均

出 货 尺 寸 达 到 46.8 英 寸（约 60.84 英
寸），位居全球第一位，4K电视出货量仅
次于三星、LG，位居全球第三位。据中
怡康预测，65 英寸及以上大屏电视将成
为未来最具增长空间的市场，大尺寸是
电视消费者的核心需求。为应对市场趋
势，海信在大尺寸电视方面也提早展开
了布局，目前其激光电视在 80英寸及以
上彩电市场上的占比超过五成，并将在
2019 年推出 4K 三色激光电视新产品，
产品线拓展到70英寸规格段。

按照海信电视确定的新目标，2019
年海信在“65英寸+”大屏电视市场的销
售额占有率将达 25%，并全面上线海外
VIDAA AI系统。到2020年，海信互联
网电视全球用户数将突破6500万人。

此外，有效营销手段也是彩电业打
响品牌的重要途径。受益于在世界杯上
的品牌推广，海信电视的国内市场品牌
认知度提升了 12个百分点，海外市场品
牌认知度提升了 6个百分点。在海外市
场，2018年海信电视的销售量同比增长
55.3%，销售额同比增长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