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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邱岳

今年7月20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

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并

提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

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而早在去

年7月，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的领军企业四川

长虹就已经率先发布了全球首款人工智能电

视。长虹是中国军工电子的先头兵，经近

60 年努力，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

的 3C信息家电综合产品与服务提供商，是

军民融合的成功典型。而今，时代正发展到

从智能家电走向人工智能家电的转折点，长

虹抓住时代变迁节奏大踏步前进，引领了这

一波的发展潮流。

《中国电子报》记者从长虹多媒体公司获

悉，长虹新一代人工智能电视机Q5K近日即

将发布，这将是全球第一款远场语音的智能

电视，将把长虹人工智能推向新的高度。而长

虹选择在近期推出这样一款人工智能电视，

是其人工智能最新研发成果的汇报演出，更

是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的一个献礼。

人工智能布局5年

成果先人一步

过去的5年，是中国智能家电快速发展

和普及的五年，从彩电到冰箱到空调到小家

电，各大家电厂商基本围绕智能化改造进行

了产品创新，市面上智能化设备存量占比不

断上升，其中最早开始智能进程的彩电产品

年出货量占比已从 2012 年的 37%到目前超

过总量的80%。而长虹是最早推出智能电视

的彩电企业之一，更于 2012 年开始启动人

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工作。

“电视机是所有有屏产品里唯一一个不

能接触控制的东西，我们内部讨论认为，不能

接触控制的设备中，最好的交互控制就是语

音。所以当时并没有刻意想去做人工智能，

而只是想把交互做好，而人工智能是让交互

做得更好的一个办法。”长虹集团副总工程师

阳丹在接受《中国电子报》采访时对记者说。

长虹的企业文化中确立了“员工满意、顾客满

意、股东满意”的“三个满意”价值观，之所以

第一个想到做人工智能电视，也许就是因为

让顾客满意而“想你没想”。

从2012年开始，长虹先后在传感器模组

开发应用、语音识别芯片开发应用、基于大数

据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及应用、机器视觉、人

脸识别技术研发应用、工业机器人及工厂自

动化技术研发及应用、家庭服务机器人技术

研发及应用等方面开始长足的探索，并开始

有成果转化和商业运用，长虹人工智能电视

是其在消费电子领域应用的一个成果。

2016年7月，长虹推出全球首款人工智

能电视——长虹CHiQ （启客） 人工智能电

视，它将人工智能与黑电垂直业务领域深度

融合，根据用户使用习惯，对用户喜好进行

自动分析，推荐内容也更加精准。这样一款

电视的推出，标志着人工智能在中国传统家

电消费电子领域开始生根。随后，长虹又于

年底推出了行业首创的人工智能语音王空调

CHiQ Q2F 系列，将语音操控白色家电的

场景也带进现实，人工智能在家电中的发展

又迈出一大步。

进入 2017 年，趁着人工智能热潮四

起，长虹乘胜追击，在人工智能家电领域

大踏步前进。在此前产品的基础上，长虹

又推出了 CHiQ 人工智能语音电视 Q5N/

Q5A 两款产品，以及人工智能语音空调

凯旋门2代，使语音交互在原有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并同时向人们展示了以人工智

能电视为中心的首个人工智能平台——

AI Center。它实现了以电视为中心与智

能冰箱、空调、空气净化器、音响、灯

光、窗帘、安防设备等的互联互通，通过

精准成熟的智能语音操控、电视大屏显示

和感应，让用户得到更加便捷、整体的智

能生活体验。

技术难点屡屡突破

战略指引在先

面对如此快速的产品迭代，记者不禁

想问，是什么让长虹能有如此高效的研发能

力和关键技术的突破能力？长虹技术中心副

总经理兼 AI 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展华益给出

了答案。

“首先长虹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是

业内第一个成立人工智能专业研发机构的家

电企业。实验室聘请了计算机视觉领域国

际知名专家吴郢教授担任首席顾问，这对

实验室研究水平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验室面向智慧家庭领域开展核心技术和

产品的研发，聚焦听觉、视觉和数据三个

方向：听觉旨在为产品装上‘耳朵’，视觉

是为产品装上‘眼睛’，而数据则是产品的

‘大脑’，让产品学会思考，最终目标都是

让产品越来越‘懂’用户，成为用户不可缺

少的生活伴侣。”展华益向 《中国电子报》

记者表示。

实际上，长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并

非偶然。2013 年，长虹集团董事长赵勇便

明确了长虹面向互联网的全新战略规划和产

业布局——新“三坐标”战略。如果说长虹

2004 年提出的“三坐标”战略为长虹注入

了“硬件+软件+服务”的智能化基因的

话，以“智能化、网络化、协同化”为重点

的“新三坐标”战略则将长虹的研发能力从

智能纵深拓展至人工智能：智能化追求更强

大的运算能力，网络化追求云端的数据处理

能力，协同化追求更深层次的联网……所

以，长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先人一步，是

“新三坐标”前瞻性战略引领下的必然结

果，长虹人工智能家电的落地，是“新三坐

标”战略下技术向纵深发展的产物。

一代交互，一代产品。人工智能给家电

领域首先带来的是交互方式的变革：从传统

的遥控器操作演进到语音交互。据介绍，围

绕着语音交互，长虹突破了系列关键核心技

术，如语义识别技术，使用户和电视的交互

更加自然和随意，又如远场语音识别，使语

音识别的物理距离达到 50 米；再如声纹识

别技术，在家庭场景下，对不同人员发出的

语音指令有更高的识别率。

近年来，人工智能已发展成为中国国家

战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发展人工智能和

机器人给予高屋建瓴的指示与支持。而长虹

正是伴随着政策的东风，在人工智能领域内

不断发展并突破自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

中国电子商会牵头联合长虹、杜比、腾讯等

公司，以及清华大学、西安交大、微软、中

科院等专家学者，筹组了人工智能电视产业

联盟。长虹在自己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积极

推动行业整体的发展，为实现国家的战略目

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引领行业奔向未来

启客改变生活

中国彩电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新

技术的发展、新概念的引入，例如，历史上

的平板电视、LED 电视、4K 电视，现在的

HDR电视、VR电视、OLED，也包括人工

智能电视。但如果仅仅把概念往电视上生搬

硬套，没有带来实际的应用或创新，即便是

贴上标签，也会遭到用户唾弃。

而长虹从创新交互方式入手，将人工智

能引入电视领域，引领了电视乃至整个家电

产业的创新方向。继长虹之后，很多家电

企业都看到了人工智能在产品中的应用前

景。以创新和科技感著称的小米，也推出

了人工智能电视；一直致力于智能家居搭

建的老牌白电企业海尔，在今年推出了人

工智能冰箱；互联网零售巨头京东，联合

家电企业推出了人工智能冰箱；甚至连韩

国消费电子巨头企业 LG，也推出了人工智

能空调……现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家电领

域的热门，而长虹率先推出人工智能电视，

至少将人工智能在家电中的落地进程，提前

了半年。

现在，电视已成为客厅的中枢、生活服

务的集合体，人工智能电视降低了普通用户

使用高科技产品的门槛，从而引发电视应用

和内容服务的深层次创新，并将重塑整个电

视产业价值链。现在，长虹这样布局人工智

能家庭：率先让人工智能电视进入千万用户

的客厅，并借助 AI Center联系起所有客厅

设备，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懒”，也更加

智能。“少些操心，多些便捷，多些享受，

有了人工智能，让生活体验更加舒适，这也

是我们发展人工智能的初衷。”阳丹向 《中

国电子报》记者表示。

“弄潮”人工智能家电 长虹凭什么？

彩电是消费电子中的“大件产

品”，也是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重头

品类。过去的五年，是中国彩电产品

向智能化、联网化发展的五年，也是

中国彩电行业向自主化、多元化、国

际化成功转型的五年。砥砺奋进，中

国从制造大国向品牌强国迈进，彩

电业功不可没。

从彩电制造大国

到品牌强国

在CRT向液晶转型的早期，我

国曾一度落后于日韩，经过近十年的

技术追赶和国产化进程，我国重新成

为全球最重要的彩电品牌强国。过去

五年间，我国液晶电视年产量从1.28

亿台增加到1.58亿台，占全球的份额

也从54%攀升至70%。国内彩电零售

量从 4200 万台发展到超过 5000 万

台，增长了20%。国内销售的每十台

彩电中有八台是自主品牌产品。

彩电出口量从6200万台增加到

8100万台，增长了31%。海外市场每

售出两台彩电中就有一台产自中国

大陆。全球彩电十强，中国品牌已经

占据五席。其中，TCL超越了索尼，

排名世界第三，出货量突破2000万

台，逼近排名第二的韩国 LG。近五

年来，海信和创维在自主品牌出口

方面也取得不俗的成绩，不仅销量

增长迅猛，在东欧、非洲、东南亚、南

美等地区逐步建立起品牌知名度和

美誉度。此外，传统彩电品牌长虹、

康佳、海尔也逐渐取代日系品牌，成

为液晶电视时代的佼佼者。

从拿来主义

到核心部件国产化

彩电的核心部件主要是显示面

板、集成电路和系统软件。其中液晶面

板占到整机硬件成本的 50%以上。随

着我国在显示面板领域的战略布局加

快，中国大陆已规模化生产的高世代

液晶面板线（8.5 代及以上）从五年前

的两条，增加至目前的八条。累计已完

成投资额从五年前的 530 亿元，增加

至超过2000亿元。目前尚有七条高世

代线在投资建设中，预计后续还将投

资2200亿元。彩电面板的年产量也从

五年前不足 2000 万片增加到接近

9000 万片。国内彩电面板自给率从

14%跃升至 55%，在全球彩电面板出

货量中的份额也从7%跃升至34%。今

年，中国大陆彩电面板出货量将超越

韩国和中国台湾，排名全球第一。预计

2020年，中国大陆15条高世代线全部

满产后，产量将占到全球液晶电视面

板出货量的一半。

彩电的另一个关键技术芯片和系

统软件也在快速实现国产化。在国家

对半导体产业的大力扶持下，以华为

海思为代表的国产芯片开始崭露头

角。在智能电视芯片中，华为海思自主

研发的 SoC 逐步成为 4K 高端机型的

标配。在操作系统中，阿里巴巴的阿里

云操作系统、科大讯飞的人工智能语

音交互系统已成为主流配置。在音视

频编解码系统中，国产的 AVS、DRA

也已成为MPEG和DOLBY的有力竞

争者。随着国产化进程的推进，中国自

主品牌彩电的全球化竞争力得到全面

的提升。

知识产权和标准化

布局加快

智能显示产业的竞争，关键是知识

产权和标准的竞争。为了提高自主知识

产权的竞争力，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组织彩电企业共建专利池，以专利交叉

许可等方式防范专利风险。而面板企业

则加大发明专利的布局。过去五年间，

国内面板厂共申请发明专利接近5万

件；其中，获得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1.5

万件。面板专利受制于人的局面已经

基本打破，我国在显示技术领域与日

韩的差距逐渐缩小。

同时，为提高产业整体标准化

水平，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

下，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组织国

内外彩电及相关产业链企业制定

了一系列的社会团体标准，成为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有力补充。过

去五年间，视像协会共组织制定和

发布社团标准 70 余项，参与国家

标准和国际标准超过 10 项。随着

标准化流程的不断完善，标准制定

的效率也不断提升，标准制定周期

从过去的两年缩短至半年，更好地

满足技术快速应用普及的需求。在

这些社团标准中，既有帮助企业降

低制造成本的接口兼容性规范，也

有规范市场的产品性能要求，还有

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视觉健康规范和

售后服务规范。

技术进步

惠及广大消费者

在国产品牌、外资品牌和互联

网品牌的充分竞争下，国内彩电市

场的新技术普及速度明显快于海

外市场。过去五年间，国内累计售

出带操作系统、互联网点播和智能

交 互 功 能 的 智 能 电 视 超 过 1.5 亿

台，智能电视在销售中的渗透率从

27%增长到 85%。在七大互联网电

视播控平台的竞争下，互联网电视

节目的丰富程度越来越接近手机，

而且画质体验更为优越。智能电视

的开机率、付费率和广告收入都在

不断攀升，年轻用户正从低头族向

客厅大屏回归，带动信息消费的增

量前景可期。此外，在国内 4K 电视

台尚未开播的情况下，4K 电视的

销售渗透率已从零跃升至 58%。国

内销售的产品中，每十台电视有六

台支持 4K 节目播放。此外，我国在

HDR、量子点、OLED、激光电视等

新型显示产品的普及方面也是领

先于全球市场。

在彩电不断升级的同时，产品

价格却变得越来越亲民。以入门级

的40~43英寸液晶电视为例，平均价

格从 4000元降到 2400元，降幅达到

40%。因此，在相同预算下，消费者可

以购买到画质音质更好、更智能、尺

寸更大的产品。五年前，国内销售的

彩电平均尺寸为 37 英寸，如今已增

大为 47 英寸，屏幕显示面积增大了

61%。其中，55 英寸已经取代 32 英

寸，成为销量最大的产品。55英寸以

上超大尺寸电视在零售中的占比从

5%增至40%。总体来说，由于竞争激

烈，彩电行业一直处于薄利状态，技

术进步带来的红利绝大部分都造福

于消费者。

我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彩电品牌强国

国内彩电产量及出口量变化 彩电面板国产化率不断提升

彩电新技术快速应用普及 彩电价格快速下降（40~43英寸为例）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彭健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