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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争霸 各有重点
HomePod搭载了A8芯片，理论上会将运算

速度与音效表现作为卖点。苹果或避开与亚马
逊、谷歌在市场占有率的争夺，专注高端市场。

本报记者 张心怡

工信部数字电视标准符合性检

测中心主任张素兵告诉《中国电子

报》记者，家居控制的中枢设备需掌

握语音交互能力，支持一种或者多

种家庭互联协议，具备一定程度的

深度学习能力，并在后续的服务中

适配用户习惯。

但目前，大多音箱不支持用户

自定义语音命令，而是要求用户记

忆系统内置的命令式。不支持本地

语音识别、声纹识别功能不完善、物

联网系统不兼容也是常见的用户痛

点。赛迪顾问电子信息行业分析师

向阳向《中国电子报》记者指出，家

庭多成员、多障碍的环境与实验室

有本质区别，智能语音设备的用户

体验有待提高。

据 调 研 机 构 Edison 发 布 的

《2017 智能语音助手用户调查报

告》，用户最常用的智能语音功能仍

然是听音乐和查询天气，常用率分

别达到 68%和 58%，用智能语音控

制其他设备的常用率仅为 33%，在

调查问卷列举的 28 项功能中排名

第 8。用户对智能语音设备的功能

认知和使用习惯仍需培养。

另外，音箱这种产品形态未必

适合中国消费者。据市场研究公司

Statista 数据，美国家居市场最倾向

于智能节能产品，欧美市场更青睐

智能安防产品，中国消费者则更习

惯于智能电视、智能洗衣机等家居

产品，在语音识别、远场识别、设备

对接技术达到实用门槛的条件下，

可穿戴设备、路由器、电视、冰箱都

可以作为入口级设备。

“语音命令式是最方便、最适合

作为家庭入口的交互方式，但产品

形式不一定是手机、遥控器或者音

箱。我们认为未来的语音中控会是

更加小巧便携的穿戴式设备。”科大

讯飞市场总监任萍萍告诉《中国电

子报》记者。

中国智能家居市场仍处于以挖

掘用户需求、构建生态为主的启动

期，预计在 2021 年之后进入高速

发 展 期 ， 2026 年 进 入 市 场 成 熟

期。除语音核心技术，智能家居系

统平台的搭建、对第三方服务资

源的整合程度、用户对消费级产

品的接受程度，都将成为企业竞

争的关键。

本报讯 创维数字近期公布了

2017 年半年报，报告显示，2017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35

亿元，同比增长 11.76%。创维数

字持续提高全面运营能力，实现稳

健增长，其中汽车智能板块与运营

板块增长超过八成。

创维数字的全球化和本地化策

略为海外市场的迅速拓张做出巨大

贡献。2017年3月，创维数字并购

英国高端团队Caldero Limited，并

正向美国 AT&T 等高端运营商突

破。 同时，顺应欧洲市场数字化

整转的需求，子公司Strong在欧洲

市场推广创维数字 OTT 智能终端

产品，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创维数字向汽车智能前装业务

转移的战略布局取得了良好的收

益，2017 年上半年，智能中控导

航、后视镜、车厂行车记录仪等实

现营收0.25亿，同比增长80.77%。

报告期内，创维数字运营实现

营 收 0.2165 亿 ， 同 比 增 长

80.81%。自主品牌产品销量高速上

升为运营用户数量增长提供有力支

持：国内自主品牌互联网线上销售

平台销量与同期比较，天猫平台增

长 93%、京东平台增长 65%；在线

下销售中，市场份额在绝大多数区

域名列第一。

除主要业务板块外，智能制造

板块的发展也为营收增长带来强大

助动力。报告期间，智能制造 （液

晶器件） 实现营收4.73亿，同比增

长 72.46%，超额完成半年度经营

计划与目标，与上游 PANEL 厂商

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未来将继续聚焦大客户、大项

目，与面板厂家积极合作，并拓展

OLED项目的革新。此外，创维数

字提前对核心战略资源进行布局，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供应关系。同时

进一步强化智能化改造，实现现场

自动化，提升效率。 （杜 戈）

创维数字发布半年报 营收同比增长11.76%

目前 4K 技术仍然处在一个十

分尴尬的境地：没有行业标准支持，

除了明确分辨率是 3840×2160外，

其余指标均没有标准化，基本还是

沿用现有 1080P的标准；4K 片源的

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目前4K技

术出现了近10年，但是片源依然屈

指可数。4K摄像器材相当昂贵，由

于成本原因很多影片并未拍摄成

4K 的。然而，在 4K 尚未解决其尴

尬处境的情况下，8月31日，夏普却

高调发布了一款8K屏幕的电视：旷

世 AQUOS 8K，并宣称这是全球

首台消费级8K电视。

8K屏带来

不一样的视听体验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和电

影电视工程师协会（SMPTE）认可

的 SuperHi-Vision 标准，8K 是指分

辨率为 7680×4320，像素约为 3300

万的显示屏，其清晰度是 1080P 屏

幕的其 16 倍，4K 屏幕的 4 倍，另外

标准观看距离、视角模式以及音频

标准等指标均有巨大的提升，与

8K Ultra HD 分辨率相对应的是

22.2 声道标准，4K 和 1080P 分辨率

的5.1声道与之完全没有可比性。

据介绍，8K屏幕已经超越了人

类视觉的极限，举个例子来说，8K

屏幕画面的细腻程度相当于人类正

常视力下的 4.3 倍的体验。夏普行

销长肖学智称，当通过8K的摄像技

术以及 8K 的显示屏幕观看一场球

赛时，在绿茵场全景镜头的拍摄下，

当我们只想观看某一名球员时，可

以随时跟踪，而且这名运动员的汗

滴都可以看清。

据肖学智介绍，8K的最佳观看

距离，在 70 英寸面板的情况下是

68cm。“这个距离近得似乎超出我

们的想象，但是它的意义也就在于

此：拉近了人与电视的交互距离。

也许在这一臂之隔的距离，8K时代

会给我们别样的体验。”他说。

夏普8K计划

着力打造生态链

然而8K屏幕是否会走4K屏幕

的老路：没有片源，摄影器材昂贵，

更没有 4K 的生态产业？针对这些

业界关心的问题，夏普正式公布了

8K生态产业战略，包括存储、信号、

编辑、播出、显像、摄录，并打通

产业链的上下游形成完整的 8K 产

业链。“富士康夏普做的是整个8K

的生态，是整个 8K 生态链的整

合”。富士康科技集团副总裁陈振

国博士说道。

在发布会上，夏普已经向大家

展示了最新的 8K 摄像机，其重量

已经由最初代的40公斤减少到5公

斤了，另外为了打造优质的 8K 节

目，与视频平台的合作都已经在稳

步进行中。

彩电行业的单点突破，并不能

说明行业的高速发展，只有全产业

链产生合力，才能使行业迎来突

破。夏普方面告诉《中国电子报》记

者，在富士康赋能夏普后，将围绕

8K产业生态进行三个“整合”：从终

端到内容制作的产业链整合，从电

视到手机、平板等多种终端的横向

整合，从物料到整机产品的供应链

垂直整合。

上述三大整合中，难度最大的

是产业链的整合。索尼的 4K 发展

规划也是覆盖从制作到显示的端到

端4K解决方案，但是迄今并没有形

成4K内容和终端的有效互动。

夏普行销长肖学智对《中国电

子报》记者称，夏普给自己定的计划

是5年完成产业链的整合布局。“虽

然这个过程将会非常困难，但夏普

一定会努力完成。”他表示。夏普最

大的底气应该来自富士康，今年年

初就有消息传出，富士康将投资

610亿元兴建 10.5代线产业园用以

研究8K显示技术。

对于8K的应用，夏普方面表示

8K 不仅仅是提升老百姓的视听感

受，通过 8K+5G 技术，富士康与夏

普希望重塑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凭

借8K超精细画质的表现，未来无论

是基础的视频通话，还是网络购物，

甚至于实时交通大数据，都将突破

现有技术的限制，打破人与互联网

交流时真实与虚拟最后的界限。”肖

学智认为。

8K电视走向家用

抢占奥运先机

按照惯例，一个新兴的视听产

品要走进千家万户还需要一个契

机，8K 的契机就是 2020 年东京奥

运会。目前，东京奥运会已经确定

用 8K 技术转播，在 2022 年北京冬

奥会上，在 5G 普及的情况下使用

8K 技术在中国转播冬季奥运会也

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夏普率先大力

推举8K产品，也是希望借上奥运会

的“东风”，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据了解，除夏普之外，松下、三

星、海信、创维、康佳等彩电整机厂

商也均推出了自己的 8K 电视。在

CES 以及 IFA 等全球大型展会上，

LG、中电熊猫、京东方等厂家均展

出过 8K电视。截至目前，全球前 8

大面板生产商也均有生产 8K 面

板。而夏普透露，首款消费级的8K

电视已经进入量产阶段。同时，康

佳作为优秀的国产品牌，首批8K电

视今年也开始量产。

奥维云网副总裁董敏称，2019

年将有9条10代以上高世代线相继

投产，将推动 8K 电视爆发式增长，

预计届时8K面板年产将达600万~

700 万台。而据群智咨询预测，到

2022 年，8K 面板的出货量将达到

820 万 台 ，渗 透 率 提 升 到 3.3% 。

IHS Markit 也预测，2018 年，8K 电

视销售将达到 30 万台以上，并于

2019年突破一百万台，此后进入快

速成长的通道。

亚马逊亚马逊、、谷歌谷歌、、苹苹果果
为何青睐小小的智能为何青睐小小的智能音箱音箱？？

近来，智能语音领域动向频
传。先是三星移动总裁在Note8发
布会透露三星很快会发布智能音箱
产品，继而是苹果流出Siri将参与智
能音箱HomePod初始化设置的新
料，亚马逊和微软也宣布将各自的
智能语音助理Alexa与 Cortana进
行整合的消息。智能音箱已成为科
技巨头争夺家居控制的第一据点。

智能音箱成为家居控制的入口

级产品，得益于深度学习算法的进

一步发展，与语音、大数据、物联网

技术的进一步完善。

“在 AI 领域，语音技术成熟度

较高。加上家庭环境相对安静，语

音交互以近场为主，语音识别的准

确率更有保障，因而智能音箱是理

想的家居控制入口。”赛迪智库软件

产业所研究员蒲松涛告诉《中国电

子报》记者。

从市场占有率来看，亚马逊

Echo在智能扬声器市场占据主导，

率先实现了对电灯、窗帘、安全系统

等家居产品的控制，并支持对复数

家居设备的组别控制。基于免费向

第三方开放的策略，Echo内置的语

音助手 Alexa已兼容 11000项功能，

连入 40 多个硬件厂商，远超只有

200 项 第 三 方 功 能 的 Google

Home，海量技能成为 Echo 的差异

化卖点。

近日，亚马逊计划将Alexa与微

软Cortana进行整合。据Cortana工

程师 Andrew Shuman介绍，亚马逊

智能音箱 Echo、Dot、Echo Show 将

与Cortana实现互操作，联合抵抗其

他入局者对家居控制权的争夺。

作为 Echo 最大的竞争对手，

Google Home 侧重与电视端的交

互。用户能基于 Google Home控

制搭载Chromecast（谷歌接收器）的

电视机，并控制 Youtube、Netflix 等

接入电视的互联网流媒。近期，谷

歌 宣 布 Google Home 将 实 现 对

Google 联系人和当地电话的语音

呼叫，似乎有意与只能与Alexa应用

实现双向对话的Echo区分。

对于将在年底出货的 Home-

Pod，业 内 预 测 它 会 成 为 苹 果

HomeKit 智能家居平台的家庭入

口。与 Alexa 平台清晰明确的命令

式相比，HomeKit 的命令式更加灵

活，用户通过“晚安，Siri”也能关闭

卧室的灯。出于安全考虑，延续OS

封闭系统的苹果抬高了 HomeKit

的开发门槛，接入平台的家居设备

必须通过 MFi（iOS 专用）认证，家

电企业需要专门研发符合 OS生态

的系统版本，这也体现了苹果对物

联网生态控制权的重视。

价位方面，Google Home 售

价 130美元，Echo售价 180美元，迷

你版的 Echo Dot 售价仅 49.99 美

元，HomePod 的定价达到了 349 美

元 。 据 悉 ，HomePod 搭 载 了 与

iPhone6 同样的 A8 芯片，理论上会

将运算速度与音效表现作为卖点。

苹果或避开与亚马逊、谷歌在市场

占有率的争夺，专注高端市场。

积极跟进 各有亮点
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is的数据显示，京东叮

咚是国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音箱，但出货量与用
户占有率尚与Echo、Google Home存在差距。

中国智能家居市场仍处于以挖掘用户需求、
构建生态为主的启动期，预计在2021年之后进
入高速发展期，2026年进入市场成熟期。

在亚马逊、谷歌的带动下，京

东、阿里、小米、联想、出门问问也相

继进军智能音箱市场。

其中，京东和科大讯飞发布的

叮咚音箱是国内最早上市的智能音

箱之一。它采取“语音平台+互联

网厂商”的合作模式，将双方分别擅

长的语音技术和生活服务进行整

合。目前叮咚能与京东微联、美的

家居和部分智米家电互联，实现家

居控制。出门问问和联想在IFA发

布的海外版智能音箱也选择与语音

平台合作的开发模式，前者选择了

谷歌，后者选择了亚马逊Alexa。

相比合作开发，阿里智能音箱

的核心是自主研发的人机交流系统

AliGenie，同步上线的AliGenie平台

支持内容、家居、软硬件领域的 100

多个厂商。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负

责人陈丽娟指出，与擅长语音识别

的科大讯飞相比，AliGenie 的强项

是结合上下文语境、多轮对话的语

义理解。

小米音箱的优势则在于智能家

居生态，用米家App控制小米家电已

成为用户共识。拥有云端功能的第

三方家电可通过API接入小米平台，

获得语音控制能力，并创建能被小米

用户访问的智能家居技能，为小米AI

音箱的功能拓展提供了更多空间。

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is的数据

显示，京东叮咚是国内市场占有率

最高的音箱，先发优势明显，但出货

量 与 用 户 占 有 率 尚 与 Echo、

Google Home 存在差距。阿里和

小米今年下半年才入局，前者的优

势是人机交流系统和配套的研发平

台，后者的优势是生态。蒲松涛认

为，面向特定领域、特定场景的服务

开发将成为各方的竞争焦点。

本报记者 邱岳

“风口”之下 仍有痛点

本报讯 9 月 7 日，完成了 IFA

首秀的海信 NU7700 影响力系列

ULED超画质电视新品率先在中国

市场上市发布，首发尺寸有 55 和

65 两个尺寸段，10 月份还将上市

75英寸大尺寸产品。

影响力系列首推画质影响力，

这款产品应用了海信自主研发的

ULED 多分区动态背光控制技术，

每个控光单元可以实现 4096 级精

细调光，可以还原普通电视难以表

现的画面层次、细节和色彩。作为

2018FIFA 世界杯指定电视，该产

品特别采用了Motion Flow智能运

动帧测技术，清晰、流畅地还原真

实物理运动轨迹。

在电视音响史上，倒相式音箱

（重低音导音管） 的出现让小体积

出现低音成为可能，这项技术上在

电视领域至今仍然是主流的音响结

构方式。随着电视越做越薄，超薄

箱体空间无法满足倒相式音箱对于

箱体容积和喇叭尺寸的要求，在还

原复杂低频声音时就会感受到比较

明显的不足。

海信NU7700影响力系列产品

采用双模共振超声波密闭音响箱

体，通过空气震动直接传导入耳，

可呈现3倍体积的传统倒相式音箱

的低音表现力，让低音表现更加醇

厚、有层次，让电视音响也能释放

出低于60HZ的超强低音表现，海

信将这一获得专利授权的音响技术

命名为空气声场，开创了“空气传

导、超低音、大能量”的新时代。

在空气声场技术创新之上，

NU7700 影响力系列新品还有三大

音 效 护 法 加 持 ： Waves 音 效 、

DTS Premium Sound 高级音响系

统、Dolby Audio，让在家还原录

音棚级别的音效“高保真”成为

可能。

经国家数字音视频及多媒体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相比其

他两款万元级电视，海信 NU7700

在低音表现上比较突出，有效频率

范围的低频下限达到 56Hz，低音

段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晓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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