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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Buy，Walmart，Costco，Tar-

get，Amazon和Sam's Club这六大渠

道销售美国市场 80%的电视机，目

前，TCL已经全部入驻上述六大主

流渠道，加上其他的区域零售卖场

触达，TCL 实现了全美 90%的零售

覆盖。这也是TCL在北美市场取得

如此骄人成绩的重要因素。

扎根当地发展，强调本土化建

设是 TCL 成功拓展全球市场的法

宝之一。TCL在海外市场非常注重

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长期、友好的

合作关系，这使TCL获得了广泛的

认可与信赖。

据了解，早在 2011 至 2013 年

经营初期，TCL依托与电商主渠道

亚马逊实现稳步发展，为品牌的长

期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14

年，TCL 进入沃尔玛店面，从产

品、渠道和市场推广方面都向前迈了

一大步，为平稳上量提供了扎实的平

台。此后，TCL 与好市多 （Cost-

co）、山姆会员商店 （Sam's Club）、

美 国 第 二 大 零 售 百 货 集 团 塔 吉 特

（Target）等传统主力渠道合作，同时

与百思买（Bestbuy）开展线上渠

道合作，为TCL电视带来销售的

倍级增长。

TCL 在北美建立和拓展多

渠道的合作关系，实现销量“量”

和“质”的飞跃。通过覆盖六大主

流渠道，TCL在北美市场已经进

入了超过 10000 家门店。随着渠

道的渗透，TCL未来会在北美市

场占据更广泛的品牌认知。

在品牌力的打造方面，TCL

在北美市场的营销推广则已经成

为教科书式的典型案例。

稳居行业前三

TCL北美市场实力演绎大国品牌
2018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于美国当地时间1

月9日在拉斯维加斯开幕，诸多中国企业的黑科技产品闪耀北
美。这也是“大国品牌”TCL连续11年在CES主展厅亮相，并带
来针对北美市场发布的全新电视产品。X/C/P三大系列多款明
星产品也与全球消费者见面。

与此同时，TCL集团发布了2017年全新业绩数据。TCL集
团2017年LCD电视产品销量为2377.4万台，同比增长15.9%；
智能网络电视销量为1512.7万台，同比增长34.8%。其中，四季
度彩电销量达到729.8万台，同比增长30.4%；智能网络电视销
量488.7万台，同比大增52.4%，显示中高端产品销售占比得到
进一步优化。TCL集团副总裁、TCL多媒体CEO王成表示，受益

于产品结构持续改善、渠道结构优化以及全产业链整合优势带来
的整体效率提升，海外市场销售量持续强劲增长。TCL多媒体全
年销售实现五年来最强劲增长，并超额完成2200万台的全年销
售目标。其中，北美市场销售量表现格外亮眼，同比大幅提升
131.5%，实现翻倍增长。截至2017年11月，TCL电视北美市场
占有率为9.1%。

这一傲人成绩被业界人士解读为“中国品牌的胜利”。在美
国这样一个竞争充分的市场，日韩品牌长期占据领先地位。此次
TCL北美市场业绩喜人，不仅是中国品牌在海外“赶超日韩”的积
极信号，也对提振中国家电品牌逐鹿全球信心、加速“品牌出海”
具有重要意义。

北美消费者的理性消费习惯，使得

他们天然对品牌信赖有更高的要求。毛

初文指出，北美的消费者非常有品牌意

识，他们需要对一个品牌有足够的信任

程度，而品牌信任的达成需要长时间的

积累。TCL找到了加速这一积累过程的

有效利器——针对美国本土消费者的

多元营销。

TCL注重与当地文化相结合的品

牌营销，增强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存在

感”。2013年，TCL成为好莱坞中国大剧

院史上第一个冠名的中国企业，让北美

消费者认识、感知到来自中国的品牌形

象，同时逐渐输出中国文化，成为彰显文

化自信的主流阵地。

近年来，TCL 与《复仇者联盟》、

《钢铁侠3》、《X战警》、《碟中谍5》等好

莱坞商业大片持续合作，2017年更是

携手DC大片《正义联盟》进行全球联

推，借助IP和话题热度形成爆点传播。

此外，与美国知名电视娱乐节目Ellen

Show牵手，与IMDB合作，一同参与艾

美奖的赞助等，令TCL走在娱乐前沿，

以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方式渗入当地市

场，拉近品牌、产品与消费者的距离。

TCL“大国品牌”广告在“一带一路”

沿线15国投放和TCL全球创意投影广

告刷亮六国，让TCL品牌影响力以北美

地区为切口，持续覆盖全球。

此外，体育营销的跨界总是与品

牌的发展相得益彰。在美国消费者热

衷的体育赛事方面，TCL也进行了布

局——成为Rose Bowl球场和UCLA

运动队的官方电视品牌；成为NBA球

队明尼苏达森林狼队合作伙伴及赞助

商；冠名美国职业足球联盟（MLS）

San Jose Earthquakes 队主场等，TCL

正在通过浸入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的

不同场景，不断提升与消费者的互动

与粘性。这种场景化营销的魅力，为

TCL赢得了许多忠实粉丝。

TCL 本地化营销多维度提升了

品牌的知名度，为推进市场扩张提供

了必要支持。

面对千差万别的消费需求，依

赖同一产品“打遍天下”显然已无法

奏效，因此差异化的产品战略成为

必然。TCL在全球践行本地化战略，

不仅生产、销售、人才、市场实现全

面本地化，在产品形态上，更是依据

当地消费者的生活和消费习惯进行

本地化创新。TCL多媒体北美分公

司总经理毛初文介绍，在北美市场，

消费者虽然理性，但是他们不排斥

高科技，尤其是在画质上。TCL在产

品创新方面不断深耕，推出量子点

电视、AI等高科技产品，在各大媒体

评论中备受好评，TCL产品和品牌

逐渐被美国消费者接受和喜爱。

2017年12月，在全球知名的科

技和消费电子媒体 CNET 发起的

Best TVs for 2018（2018最佳电视）

评 选 中 ，TCL 电 视 产 品“P series

Roku TV”力压索尼、三星等电视

产品，以8.6分超高分名列前茅。

CNET给出了独到的评价，“这款

产品具备真正优秀的画质，且价格适

中，如果你想要一个 55 寸型号的电

视，那么它就是我们的选择。”北美消

费者体验感受评价极高的 TCL P 系

列具有优秀的整体图像质量，多分区

动态背光控制，对比度高，颜色显示精

准，另外其具备的 Roku 智能电

视平台界面简单，流媒体应用支

持广泛。

此外，在最近一次针对北美用

户“净推荐值”调查中，覆盖了10%

的S4系列产品用户和20%的P6系

列产品用户，在问及“您是否愿意

向您的朋友或亲人推荐TCL的电

视产品时”反馈的数据是95%的P6

用户和 87%的 S4 用户愿意推荐

TCL的产品。美国消费者对 TCL

产品的肯定，是对TCL产品策略

最有力的回应，也让渠道伙伴对

TCL新品的表现充满期待。

以“本地化营销”

营造TCL品牌拉力

“产品本地化”创新

助力TCL深耕北美市场

入驻美国六大主流渠道

为“品牌出海”铺路

OLED电视阵营大力度显示其对OLED

的热情。日系品牌索尼、松下在 CES2018 带

来了 OLED 电视新品，LGE 及 LG Display 携

带众多次世代 OLED 新品亮相，不断突破自

己原有的记录。本土品牌创维、康佳展出各自

最具代表性的 OLED 电视，为 OLED 电视产

品家族增添浓重色彩。同时，期间又传出海信

在澳大利亚推出 OLED 电视的消息，营造了

“OLED乃大势所趋”的氛围。

继去年 CES 上代表重返 OLED 阵营的

A1 系列 4K OLED BRAVIA 后，索尼在今

年 的 CES 上 带 来 了 A8F 系 列 4K OLED

BRAVIA 电视。A8F 系列与 A1 系列大部分

配置都相同：4K分辨率、图像处理芯片X1

进阶版、银幕声场技术。既支持苛刻的杜比

全景声，也支持开放的 HDR10。不同的是

外观设计不同，增加了更广泛的置放选择、

最大限度减少占用空间，进一步利用了

OLED 的优势。A1 是 OLED 电视界的旗舰

机型，其他品牌暂难比肩。A8F能否继续帮

索尼扛上“大旗”，还得看其正式上市后的

市场和价格策略如何。

松下是老资格的OLED派。松下在去年8

月 于 日 本 本 土 发 布 两 款 OLED 电 视 ，在

CES2018上又展出两款全新4K超高清OLED

电视，采用了 HCX处理器和全新的系统，支

持 HDR10+，希望松下在 OLED方面的技术

积累，给OLED阵营带来差异化的产品。

作为大尺寸OLED屏的唯一供货商，LG

Display在CES2018上首次公开展示了多款惊

艳的OLED产品：65英寸超高清可卷曲电视

和55英寸透明显示产品。65英寸超高清可卷

曲电视可在65英寸的屏幕上呈现超高分辨率

（UHD，3840×2160）画质，是罕有的可以充

分卷曲的大尺寸显示产品。这款新产品可以

通过卷曲隐藏屏幕，提高空间利用率，也可以

调整为自己喜爱的画面比例。而 1月 1日 LG

Display 重磅发布的 88 英寸 8K OLED 电视，

在CES2018上也有展出。

迄今为止只有OLED电视能用上的的屏

幕自发声技术，在本次CES上出现在多家不

同品牌的 OLED 电视产品中。作为 OLED 电

视屏幕唯一供货商，LG Display 的自发声

（Crystal Sound）技术在此次展会上也有展出，

不难看出，该技术已经与 OLED 屏一起输送

到了多家电视整机厂商的产品中。比如索尼

A8F 系 列 的 银 幕 声 场 技 术 ，康 佳 65 英 寸

ART-S OLED电视的屏幕发声技术，以及创

维的Crystal Sound OLED屏幕自发声电视。

OLED阵营高调“秀肌”可卷曲电视惊艳亮相

相比白电产品越来越被诟病的“伪智
能”，电视、音箱这样的黑电产品与人工智
能（AI）的结合大部分有着实质进展，毕竟，
作为消费电子产品的黑电对AI有着天生的
匹配度。今年的CES上，实现“一键直达”的
智能语音助手屡见不鲜，着手改善画质的
人工智能芯片也在多个品牌电视中出现。

在 CES 现场，创维展示了 100 英寸的
巨幕 G9 电视，十分吸睛，其与创维 An-
droid TV 系列电视两款旗舰产品均搭载
谷歌安卓系统，内置谷歌开发的语音搜索
功能和智能人机交互方式。长虹则集中展
示了旗下AI电视。除了智能语音助手，长
虹AI电视还有深度学习的能力，人机交互
更为自然。

与谷歌合作的还有索尼。索尼在CES
上发布的智能音箱 LF-S50G、无线耳机
WI-SP600N，均支持 Google Assistant。索
尼的BRAVIA电视，不仅支持Google As-
sistant，还支持亚马逊人工智能平台Alexa。

双智能系统同时存在的情况不仅是索

尼，LG也是如此。LG在CES2018上宣布了自
己的人工智能品牌，其中包括一个智能语音
机器人CLOi，可以内嵌到LG多个家电产品
中，包括 2018 年的电视新品。同时，LG 还演
示了内嵌Google Assistant的电视。而事实上，
LG在去年的CES上还演示过一台搭载Alexa
语音助手的冰箱。

三星自家品牌的Bixby语音助手去年出
现在冰箱中，今年又出现在三星智能电视和
全新的冰箱产品中。据悉，三星已经整合旗下
物联网应用，将之统一到 SmartThings平台，
包括 Bixby 语音助手。三星智能电视通过
Bixby语音助手，就能与三星其他家电产品互
联互操作。

值得一提的是，创维将自主研发的AI画
质芯片带到了CES2018现场。该芯片采用AI
技术来对图像对象搜索、识别和重构，精准地
提升图像画质，分毫毕现地还原极具临场感
的高品质画面。三星在此次CES上也亮出了
用AI技术提升画质的成果，三星运用专有算
法，使得电视自动识别画面，根据不同画面调
节分辨率，将标清画面提升到清晰度更高的
画面，并且根据不同画面场景调节声音。

本报记者 闵杰

人工智能被强化 AI电视风潮席卷全球

本报记者 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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