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季辰

2017金秋家电消费流行趋势 特刊 5编辑：刘季辰 电话：010-88558890 E-mail：liujichen@cena.com.cn 2017年9月29日

AI电视有别普通智能电视

与传统的智能电视不同，人工

智能电视应做到更高级的人机互

动：不仅人对机器发出的指令机器

能识别、执行，还要求电视通过深度

学习和计算分析人的语音、动作、习

惯以及周围的环境，替人做出人类

认可的决策。人工智能具有三大要

素——认知、决策、反馈，通过自然

语音交互，为每个用户提供个性化

的场景交互和服务。要想做到这一

点，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是不可或

缺的。以长虹人工智能电视 CHiQ

（启客）为例，长虹大数据平台对旗

下智能电视500万终端用户数据进

行采集与分析，这些数据包括了用

户属性、观影偏好、环境偏好等。

各品牌的人工智能电视“智商”

有高有下，但是思路基本一致，都是

在实现语音操控的基础上，进一步

实现电视与家庭物联网的互联互

通，甚至跨界服务。人工智能电视的

未来在哪里？京东方副总裁张宇指

出，如果能够把智能屏幕、智能芯

片、软件系统与硬件产品结合，就可

称之为“芯屏器合”了。

今天的语音操控，所能实现的

功能，不再只是打开一个应用、播放

一部影视剧这么简单。以创维酷开

为例，用户只需说出节目名称，电视

就会判断这是音乐还是影视剧，打

开相应程序来播放。类似的还有通

过明星和情节点播，不仅如此，满足

用户在观影过程中的问答需求也已

突破。以TCL为例，在IFA2017开幕

前，TCL联合百度发布了搭载百度

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 DuerOS的人

工智能电视新品，用户可以在观影

过程中提问：“这个演员是谁，有什

么背景？”等等，电视就可通过影像

识别和百度搜索，为观众答疑解惑。

在家庭物联网和跨界服务方

面，目前创维、康佳、长虹都已涉足。

以长虹为例，该品牌将电视打造成

了家庭人工智能的中心，用户通过

与电视对话，可实现对已接入家庭

物联网的灯、窗帘、安防，以及空调、

冰箱、空气净化器等设备和家电的

控制，同时还能实现快递外卖下单、

机票酒店预定等生活服务。

除了语音操控外，生物特征识别

也是人工智能电视发展的重头戏，比

如，语音识别加上人脸识别，能够更

快地帮助电视判断用户的身份和年

龄，进行个性化内容推送功能。

人工智能电视挑选有门道

人工智能电视适合各个阶层，长

虹 CHiQ 电视产品经理陈科宇表

示，人工智能电视在满足年轻消费者

个性化需求的同时，更有效解决了当

前智能电视“内容多但不精准”、“老

人小孩操作繁琐”等用户“痛点”。

当然，目前市面上的人工智能

电视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在选购

人工智能电视时，就像招聘一位家

庭助理一样，务必为电视“测智商”。

首先是语音识别的反应速度。

目前市面上的人工智能电视质量参

差不齐，一些品牌语音反馈较慢，甚

至出现卡机的现象。根据统计，目前

市面上人工智能电视对一个语音指

令的响应时间一般为3秒，所以，现

场测试指令响应慢于 3 秒的电视，

建议就不要作为人工智能电视去购

买了，否则与预期会有较大落差。

再有就是智能电视两项基础功

能——智能搜索和智能推荐。根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字电视标准符合

性检测中心的数据，目前人工智能

电视智能推荐准确率 93%，智能搜

索准确率 82%。关于智能推荐准确

度，消费者可现场向营销人员询问，

也可参考网上评测数据及用户反

馈。智能搜索的准确度更可在现场

直接测试。

另外消费者要注意，电视可语音

识别，未必能识别方言，如果电视的

主要用户是不擅长普通话的老人，需

选择方言识别准确度高的品牌。

此外品牌间语音识别入口的位

置不同，有些安装在电视主机上，有

些则安装在遥控器中，一旦遥控器

电量不足，且不能直接充电时，语音

识别准确率就要大大降低。需要实

现远距离语音操控，或依赖语音识

别的消费者，尤其需要注意。

再有消费者还需认识到，并非

智能电视中所有 APP 都能实现语

音操控，有些未配置“本地语音库”

的智能电视，在断网后可能什么也

听不懂，另外如果电视过度依赖云

端，在连续指令下，可能会卡顿。因

此消费者可重点测试常用 APP 的

语音操控，查看“本地语音库”配置

情况。

在硬件方面，目前体感识别、面

部识别、情感识别等功能还停留在

概念层面或试用阶段。而人工智能

电视能否与智能硬件、智能家电实

现互联，则是智能家庭物联网电视

用户体验的关键。有此类功能的智

能电视，适合极客用户选购，普通消

费者无需过分强调。

总而言之，响应时间、智能搜

索、智能推荐都是人工智能电视最

基本的要求，而方言识别、语音识别

入口、“本地语音库”都是消费者需

要关注的，如用户只想在观影方面

实现智能化，那么应在着重测试明

星点播、语音跳转等功能，如果想布

局智能家庭，应选购与行业组织、跨

界企业、科研院所紧密合作，以及拥

有智能家电产品的品牌。

人工智能可塑性强，用户可放

心选购。不同于传统电视，人工智能

电视可通过深度学习，实现应用软

件自动迭代，逐渐成熟。国家层面不

断引导也将使人工智能电视越来越

聪明，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的数据来看，目前中国语音识别

产业增速较全球高约30%。

中外OLED新品

齐聚中国

当新型显示技术出现时，消费

者往往会选择观望，待大规模普及

时，才会考虑入手。有机自发光的

OLED电视是目前发展最为迅速的

彩电，但对消费者而言却是新鲜事

物，在选购时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目前OLED阵营的中国厂商有

创维、长虹、康佳，国外厂商有

LG、索尼、飞利浦等。《中国电子

报》记者从对这些企业的采访中得

知，企业之所以选择OLED，首先

看中的是OLED是真正的自发光材

料，相比液晶和光致量子点电视，

OLED 电视更轻薄，可塑性更强，

可卷曲成壁纸电视，色彩饱和度更

高，色域更广，黑场表现更好，响

应速度更快，功耗更低。为了进一

步了解OLED显示技术研发和应用

的最新进展，2017年9月《中国电

子报》记者在北京独家专访了全球

最大 OLED 面板生产商 LGD 社长

吕向德。据介绍，之前困扰OLED

电视的残影等问题已完全解决，寿

命也已达到5万小时以上，如果消

费者每天观看 OLED 电视 8 小时，

可连续使用17年。

从 形 态 上 来 看 ，相 比 液 晶 ，

OLED阵营中又多了一种——壁纸

电视，产品分为屏幕和音响两部分，

屏幕融合了 OLED 极致薄的特性，

薄至 2.6毫米，无需吊挂，可直接贴

合于墙面，并通过线缆连接至音响，

如按厂商推荐的方式安装，线缆还

可隐藏，凸显家居时代感。目前中

国创维、韩国 LG 均已推出 4K 壁纸

电视，并亮相 IFA2017，尺寸范围覆

盖 77~65 寸，价格在 20 万~10 万元

左右。

传统形态产品，也充分彰显

OLED面板“极致薄”的特点，分

辨率可达 4K。中国的创维、长虹、

康佳，海外的LG、索尼、飞利浦均

有产品在售，并且各家结合自身优

势，在图像控制芯片、银幕声场技

术上，凸显特色。

以索尼 OLED 电视 A1 系列为

例，产品采用了 4K HDR 图像处理

芯片X1进阶版，搭载了HDR动态逐

项 重 塑 技 术 、双 影 像 数 据 库 、4K

HDR 14-bit 平滑渐变 3 个核心，可

实现更明锐的色彩对比度和更宽广

的动态范围。而银幕声场技术，可使

整个音场随着画面中发声主体位置

的改变而变化，实现音画同步。

中国品牌，首当其冲的就是创

维，它是国内最早布局并坚定站队

OLED 的厂商，新品 55 英寸 4 色 4K

OLED 电视 55S8 搭载了超高清显示

技术的 DolbyVision。其能为用户提

供更接近人眼所能看到的峰值亮

度、局部对比度和丰富色彩，最高

4000尼特、最低0.001尼特，并支持

最新的 Rec.2020 色域标准，产品通

过像素控光技术，可做到黑场越

黑，白场透亮，面对快速运动的画

面时可避免拖尾、抖动。

选购OLED电视

重点关注画质

目前各品牌都将 OLED 电视作

为高端产品线中的旗舰品类，配置

了最优资源，但是各家在显示技

术、智能化、内容资源上各有所

长，消费者在选购 OLED 电视时，

有条件的，最好亲临现场，对所关

心的问题，全方位体验。

首先是画质，区别于液晶，有

机 自 发 光 OLED 电 视 在 黑 场 、 色

域、视角等方面都有革命性变化，

这也是消费者最应关注的。

从体现 OLED 特有的黑场表现

力角度来说，在选购或体验时可通过

颜色更加丰富，特别是有黑色区块的

视频或照片，感受一下 OLED 的色

彩表现力。更广的色域是 OLED 电

视的另一大特色，消费者可关注一

下色域覆盖率这个参数，一般来说

我国 4K 规范要求 4K 电视色域覆盖

率超过 32%，数值越高，色彩表现越

丰富。广视角也是 OLED 的一大特

色，广视角不需要看数据，只要站在

不同角度看电视画面即可，画面颜

色、亮度变化越小就越好。以上是选

购 OLED电视时的几个妙招，不过，

小编提醒大家，在选购时，如果有条

件对比液晶电视体验 OLED 电视，

一定要两者对比着看，体验一下新

技术给视觉带来的变化。

在音质方面，目前各电视企业

都与国际知名企业 JBL、哈曼卡顿

等合作，有好多还纳入了杜比全景

声音频技术，消费者也可以现场感

受一下。

在系统层面，由于这两年中国

彩电企业争相布局“人工智能”，同

时积极与优酷、爱奇艺等内容提供

方深度合作，并突出在教育、养生等

方面的优势，因此中国品牌在操控

体验感上，更贴近中国用户的习惯。

消费者在选购时，一方面要测试一

语音交互智能化程度，特别是口语

化指令反应的准确度；另一方面也

要关注一下内容提供方与电视厂商

合作的深度，针对老人和儿童的需

求，关注品牌资源丰富度。

奥维云网数据显示，上半年

OLED 电视均价为 17037 元，外资

品牌偏高，基本都在 15000 元以

上，而国产品牌均在 7000 元以上。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彭

剑锋对 《中国电子报》 记者指出，

过去“中国制造”虽然质量过硬、

性价比很高，但容易给人技术不够

领先、产品不够时尚的刻板印象。

如今在 OLED 等新型显示技术上，

中国企业用最新的显示技术把电视

机武装到牙齿，“中国制造”品质

感得以提升。

OLED技术日趋成熟，高
端消费市场再次被撬动。咨询
公司 IHS Markit 的数据显
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OLED
电视销量增加29.4%，总量达
28.2万台，其中尤以欧洲市场
表现突出。OLED在中国的渗
透率远低于欧美，但中国
OLED也正在迅速启动。业界
普遍认为，以十一黄金周为主
的金秋销售旺季，就将迎来第
一波OLED电视的销售高潮。

2017年，人工智能电视不
再是“少数派”，包括长虹、小
米、TCL、雷鸟、微鲸、联想、乐
视、创维等品牌纷纷发布人工
智能电视。在很多消费者心目
中，人工智能可能被认为是电
视营销的一个噱头，实际上随
着语音、图像识别技术的不断
成熟，人工智能电视的“智慧”
逐渐显现，与电视互动的乐趣
不再停留于宣传片、体验店中，
人机互动渐渐常态化。

OLED电视：

精挑细选正当时

AI电视：

“芯屏器合”更懂你

5G引领发展 未来触手可及
（上接第1版）大唐还率先在网络侧

平台采用最新的 NFV/SDN 技术。

大唐电信集团副总裁陈山枝表示，

5G标准研发进程加快，产业链加速

成熟，5G 万物互联时代即将到来，

我国即将实现5G在全球的“引领”。

首次以“诺基亚贝尔”品牌亮相

的诺基亚和上海贝尔整合后成立的

新公司，也展示了5G端到端的解决

方案。从接入、回传到核心网络架

构以及管理等涵盖 5G 各个环节的

创新解决方案，诺基亚贝尔都在现

场展出，而在今年刚研制成功的

FP4芯片也亮相现场。

爱立信展出了 5G 核心网系统

原型机，通过3.5GHz低频测试床与

28GHz 测试床实现 5G 信号覆盖，

展示其端到端 5G 解决方案。爱立

信还将5G空口与英特尔5G移动实

验平台结合，现场演示了全球首例

5G 低频异厂商端到端互联互通操

作，支持用户在VR眼镜观看8K高

清视频，提供全新的浸入式体验。

爱立信东北亚区副总裁兼研发总经

理彭俊江表示：“爱立信致力于推动

中国 5G 大发展，积极参与中国 5G

相关的技术研发与测试。在中国

5G测试第一阶段的工作中，我们出

色地完成了任务，现在我们正积极

投入到第二阶段的测试中。”

主导 5G 标准进程的三大运营

商纷纷曝光自家的 5G 实验计划。

2018 年中国联通将在全国重点城

市开展实验，2019年计划在全国进

行试商用部署。中国电信的三步走，

是将在 2018 年 6 月前完成第一阶段

5G无线组网能力和方案验证；在2018

年 6 月到 2019 年 12 月间完成规模外

场及预商用实验、支持融合创新的第

二阶段；从 2020 年开始实现 5G 规模

商用。根据规划，中国移动正在全力

达成到2020年实现5G规模商用的战

略目标。今年，中国移动还启动了5G

技术试点，展会现场可看到北京、上

海、广州三地外场的远程实时直播。

窄带物联网

规模应用小有进展

随 着 智 慧 城 市 的 全 面 推 进 ，

NB-IoT 技术的应用场景日益丰富。

本次展会，NB-IoT亮点频频。

中国普天展出的物联网应用是基

于“互联网+”的智慧医疗、智慧养老、

智慧教育等“惠”民融合应用。其中，

普天智慧养老解决方案，打造了端到

端的智慧医疗、智慧健康养老完整产

业链，在顶层设计、系统集成、客户定

制开发、特色产品提供、工程实施方面

精心耕耘，在提升服务水平和管理效

率的同时，深挖大数据背后的医学意

义，提供慢病防控和疾病预警，进而拉

动大健康及养老相关产业发展。

中国电信行业经理李健告诉

《中 国 电 子 报》记 者 ，NB-IoT 比

LTE 提升 20dB 增益，在地下室、集

装箱等封闭性空间实现信号覆盖。

此外 NB-IoT单扇区能接入 5万台

手机，在体育馆、演唱会等人口密集

区 域 也 不 会 出 现 信 号 过 载 。

“NB-IoT 带 宽 低 、功 耗 低 ，配 合

PSM 等节能机制，更适合智能井

盖、智能水表等不需要一直唤醒的

终端设备；而且 NB-IoT 降低了通

信模块成本，有利于规模部署，能有

效处理智慧城市场景下智能井盖、

智能路灯、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终端

接入的信号负载。”李健说。

中国移动展出了基于NB-IoT

的家用智能网关和安防、家居套

件。中国移动研究院项目经理石祚

夫告诉记者，目前家用传感器大多

基于 Zigbee协议，中国移动的智能

网关通过多协议转换，下行家庭中

的 Zigbee 局域网，上行 NB-IoT 公

网与用户手机连接，实现远程家居

控制。

华为展出了基于NB-IoT的共

享单车运维方案。“目前 Boudica 芯

片已经量产，月出货量达到 100 万

片，并广泛用于门锁、光交箱锁具、

井盖、烟感、消防栓、垃圾桶的传感

器控制和数据上报。”华为中国区

IoT解决方案李杰对《中国电子报》

记者说。华为还将物联网管理平台

作为锚点应用，带入运营商云服务，

在终端和后台应用之间添加运营商

的触点，实现对业务流的管理，避免

“哑管道”的出现。

5G应用场景丰富

VR很受期待

“5G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传统通

信行业需要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

从过去的单一领域向跨领域协同创

新转变。孵化创新应用级产品，构

建跨行业的融合创新生态。”中国移

动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正茂在ICT

领袖论坛上表示。

网络切片是 5G 时代区分不同

网络的重要技术，支持多样场景的

网络需求。依托于网络切片技术，

中国移动实现了智能工厂的解决方

案，华为还展示了首个基于5G网络

切片的智能电网应用。在诺基亚贝

尔的展台上，5G在工业4.0中的应用

十分鲜活，工作人员通过远离作业现

场的控制面板，就可以几乎无延时地

调节正在车间里工作的水泵水位。

除了 NB-IoT 和网络切片，记者

在通信展上还特别感受到，5G的到来

将使 VR/AR 的呈现效果跨越一大

步，VR/AR 在各领域的应用也将更

加深入。中国移动和诺基亚贝尔联合

展示了5G全景直播，运用中国移动提

供的5G通信、诺基亚贝尔提供的视频

解决方案，8 个摄像头实施拍摄和传

输影像，实现“即拍即传”，用户戴上

VR头盔，即可身临其境。此外，中国

移动研制了一款自带摄像头的无人机

和 VR 头盔结合的 5G 无人机技术，

展台人员告诉记者，如果同时飞升4、

5个或更多的无人机，5G 传输的能力

也能保证用户在 VR 头盔里几乎无

延时地切换并看到不同无人机拍摄

到的场景。

另外，大唐演示了5G在虚拟现实

和增强现实领域的应用，体验自然科

学、远程医疗、精密仪器制造等应用场

景，充分感受 5G 畅通无阻的数据传

输。中国联通还让观众戴上 VR 头

盔，体验5G智能工厂的可视化生产流

程。爱立信与某国际滑雪赛事一起，

开发了以运动员为视角进行滑雪比赛

的VR头盔，观众可以360视角看到运

动员的滑雪过程，提升观众的赛事体

验。此外，爱立信融合虚拟现实的

MR 采矿技术基于 5G 网络和精准

定位技术，通过AR和VR实时连接

前端开采设备与后端控制，显示矿

物密度分布，自动完成交管控制及

大型设备远程操作，并在出现事故

时能自动规划逃生路线，有效提高

了工作效率并保障工人安全。

普天积极投入面向自动驾驶的

5G 技术研发。展台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普天的5G自动驾驶方案针对

增强型移动宽带、物联网、低时延与

高可靠通信等典型场景开展技术研

发，集成高精度3D地图和自动驾驶

应用平台。

中国移动、华为、上汽集团联合

研发的 5G 远程驾驶吸引了众多观

众，展示了 5G 在大带宽、低延时上

的优势。用户在汽车模拟驾驶台

上，根据眼前多个大屏显示的实时

场景，操控千里之外急驰的汽车。

该驾驶方案由上汽集团提供自主研

发的智能汽车，中国移动提供5G通

信网络，华为提供包括5G基站和汽

车接收通信信号终端在内的车联网

解决方案。该远程驾驶预示一种未

来可商用的技术，能用于无人区、矿

区、危险场所，还可以用于辅助驾

驶，例如无人车队等。展台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在 5G 环境下的无人

机、远程驾驶、VR/AR 应用演示，

体现的是未来概念和未来应用。在

5G实现规模商用后，这些应用都将

落地到各行各业中，实现与其他行

业的融合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刘季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