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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连续9年蝉联全球第一家

电品牌的企业，投入大量精力和资

源，不遗余力地推动与服装行业异

业联合。看似出人意料，背后却是

海尔洗衣机打通衣物全产业链，搭

建全球引领的衣物全生命周期生态

平台，为用户提供全流程智能洗护

体验的商业逻辑；更映射出其由产

销分离的大规模生产向物联网时代

产消合一转型的终极目标。

跨界融合

打通产业上下游

在今年的 AWE 上，海尔洗衣

机展区的一幕场景令很多人印象深

刻：一位女士站在镜子前，通过点击

按钮，镜子中的3D影像会穿上不同

的服装，帮助她挑选心仪的衣服。

这款海尔全球首发的基于虚拟现实

技术的智能试衣镜，可以根据天气、

目标场景、个人喜好等，为客户进行

衣物搭配的推荐。

事实上，海尔一直在根据用户

痛点进行智能衣物周边智能硬件的

拓展，3D智能试衣镜、智能洗衣机、

智慧衣橱……都是海尔洗衣机行业

首创的智慧洗护成套方案中的一

环，也为后续智能衣物数字化管理

奠定了产品基石。作为海尔智慧家

庭四大空间七大场景的重要组成部

分，海尔洗衣机希望借助智慧洗护

成套方案，搭建智慧洗护生态平台，

实现全场景覆盖，为用户提供衣物

生产、购买、清洗、管理、穿搭全流程

的智慧洗护体验。

这一雄心的最大障碍来自衣物

上下游产业链的服装行业和洗衣机

行业“各自为营”，分别为用户提供

穿搭、洗护等服务。而在海尔看来，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产业

边界正在不断消融和打破，不同行

业间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常态，创造

极致洗护体验的洗衣机行业与创造流

行服装潮流的服装行业完全可以共融

为同一生态，为客户带来一体化的智

能服务。

海尔衣联生态平台此次联手中国

服装协会、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牵头成立

中国服装物联生态联盟，就像在大数据

时代下两个领域的信息孤岛之间修筑

了四通八达的公路和桥梁，实现了洗衣

机产品、服装品牌、服装衣联技术提供

商、服装机构等全流程相关企业和组织

的互联互通，进而基于智能衣物的数字

化管理，深度挖掘用户需求，建立起衣

物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

一体化智能衣物管家服务。

“衣物为媒”

制造更大行业惊喜

以衣物为媒介，吸纳 100 多家服

装企业、20多家物联网技术企业等相

关资源方加入，成立中国服装物联生

态联盟，这在产业界尚无成功先例

可循。此前，依托自身搭建的首个

衣物洗护生态平台——衣联网，海

尔洗衣机从布局校园洗、社区洗，

到给服装品牌、洗涤生产商、干洗

店、酒店公寓等不同行业“牵线搭

桥”，为用户提供了定制、护理等众

多新鲜、智能的差异化服务，优化

了上下游各个环节的用户体验。

在前期富有成效并取得一定成

果的探索的基础上，海尔洗衣机主导

的衣联生态平台牵头，组成专门服务

于衣服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跨行业生

态联盟，对“洗穿购”三位一体模式在

深度和广度上都进行了延伸，为用户

和行业制造了更大的惊喜。

在工厂制造端，服装企业与海

尔衣联网强强联合，实现了衣物全

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以海澜之

家为例，得益于RFID物联技术，这

家服装行业A股市值最高的企业的

发货效率提高了200%，人力成本降

低了50%。

在 门 店 销 售 端 ，通 过 应 用

RFID 芯片，服装品牌在售衣物的

用户体验获得很大提升，一方面，

3D试衣、智能穿搭成为新的销售模

式；另一方面，门店不仅能全流程跟

进销售数据，还能根据区域用户的

购买需求交互定制主推款式和旺销

产品。统计数据显示，与海尔衣联

网合作的服装销售门店的库存周

转、用户流量、收益等三大核心指标

分别提升了30%、18%、15%。

在家庭使用端，海尔手握两张

牌，一张是搭载衣物识别功能的智

能洗衣机、智慧衣橱、3D 试衣镜等

智能产品，它们成为导入流量的物

联网入口。作为全球家电第一品

牌，海尔凭借强大的研发制造和服

务能力在这方面具有行业领先优

势。另一张是衣联网这个连接服装

企业上下游资源的接口，将原有的

诸多分散服务统一到一个平台入

口，从而实现专属洗涤护理方案的

量身定制。在这次活动中，海尔又

推出了包含衣联波轮和衣联滚筒在

内的衣联网洗衣机和小衣管家、语

音识别等三大智能模块。

生态模式的

“醉翁之意”

通过RFID技术，每件衣物都获得

了专属的“芯片身份证”，并实现智能衣

物的数字化管理。海尔智能洗衣机搭

载的衣联网平台既是一个智能衣物的

销售平台，也是一个智能衣物与洗衣机

的连接平台，还是一个衣物全生命周期

的管理平台，为用户实现了专属衣物洗

护程序定制以及从衣服购买到穿搭的

全流程服务的全球首次落地。

未来所有制造企业都将从规模经

济向体验经济升级。传统时代的企业

以自我为中心，借助大规模制造构建竞

争壁垒，体验经济则以用户为中心，要

求企业和用户必须在一个平台上，以用

户驱动企业不断创新和提供个性化产

品解决方案，实现大规模定制。

值得一提的是，海尔在人单合一

管理模式下，率先开启了物联网时代

的生态品牌建设。海尔衣联网就是海

尔 COSMOPlat 在服装大规模定制领

域的工业互联网云平台，COSMOPlat

将用户需求和海尔的整个智能制造体

系连接起来，用户能够全流程参与

产品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迭

代升级等环节。

如今，海尔洗衣机将这种生态

模式率先应用于生态联盟，获取了

用户在衣联场景及家庭场景下的每

个用户的个性化小数据后，将信息

传递到制造过程，最后完成交互定

制。由此不难发现，海尔在大规模

定制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生命线

是“用户第一”，竞争“护城河”是通

过创造终身价值将更多具有消费关

系的客户变为“终身用户”，这迥异

于传统企业以规模增长来衡量制造

价值的思维。

正因为如此，海尔洗衣机相关

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表示，3 年内服

装生态联盟的资源将超过 1 万家，

智慧门店将超过10万个，平台用户

超过3亿个，网器数量超过10亿台。

可以预见，全球首个基于衣联网

平台和物联网技术的服装领域生态

联盟的成立，将对洗护生态圈的拓展

和升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服装

家纺、洗染、衣物物联等生态圈内的

利益攸关方通过跨界合作也将实现

共赢增值，继而为整个洗护产业的转

型发展带来新的助力。

海尔衣联破题物联网时代洗衣：跨界融合+生态平台

本报讯 现在只要看到戴森

这个品牌，社会大众对它的印象

都是吸尘器或是吹风机等家电产

品，但你是否想象过自己开的汽

车品牌也叫戴森？据消息人士透

露，该公司已在英国注册新的商

标名叫 Digital Motor，这似乎意

味着该公司进军汽车市场的决

心，同时也代表该公司离汽车产

业又更进一步。

据悉，该公司已经将这个新

名字提交出去，预计第一款新车

将在明年发布，公司现有员工数

为 400 名，公司表示由于新品牌

的出现员工数也必须增加，计划

新增理想员工数为 300 名，以便

公司迅速发展汽车产业。

而该公司早在三年前就已

经开始研发电动车，公司创办

人詹姆斯·戴森爵士表示，公司

第一款车型会是一款高价位车

型，但并不会推出跑车，除了动

力 部 分 将 是 公 司 开 发 的 电 池 技

术，新车型也会使用新的底盘，

从开始开发到现在，公司已经投

资超过 26 亿美元的金额。

在早些时候，公司创办人也

出面证实，他们旗下的车型将不

会外包。如果该公司的第一款车

真的能够打进汽车市场，将为汽

车产业带来新的力量，预计除了

高单价车型外，也会推出另一款

单价较低的车型。 （晓 文）

本报讯 8月29日，被称为“地表

最强”的户外手机 AGM X3 在今年

的喜马拉雅新品发布会上亮相。作为

AGM 户外手机的旗舰之作，AGM

X3 系列既有超高性价比的标准版

本，也有高价值高实用性的极客版。

在满足普通户外工作者的日常使用

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专业户外玩家

的极端需求，是一款足以重新定义户

外三防手机的代表作。

这款手机摆脱了传统手机的累

赘重量，拥有轻薄的三防机身。机身

外部采用航空级金属边框，防摔材质

后盖。独有的“悬浮边框”和“0.35mm

屏幕点胶”技术，吸收跌落时的冲击。

机身内部，每个重要元器件都作单独

的防护处理。内外都达到 IP68 级的

三防标准，内外防摔、内外防水、内外

防尘。

在防护上 AGM 不断升级，同时

也没放弃手机带给用户的手感，机身

较上一代薄了 25%，机身重量 216

克，减轻了 13.6%。机身后盖采用弧

度处理，使后盖达到符合手掌的弧

度，握在手里，没有普通三防手机的

重量与硌手。AGM X3 同时具备抗

低温和抗高温的能力。在-30℃的低

温环境，依旧可以继续工作。

若身处寒冷的季节或地区，只需

带上一双1.5mm厚的手套，打开“手套

模式”即可继续使用。这次 AGM 与

JBL深度合作，不但和JBL的音箱工程

师们一起联合重新设计双音腔，并且

还和JBL的27位“金耳朵”调音师一块

调音。同时，内置的Smart PA智能音

频芯片可以更为有效地调节音效，在

高音部分进行修复，真正做到高音不

破，低音不闷。 （文 编）

本报讯 日前，格力电器披露

了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920.0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40%；利润总额 153.04 亿元，同

比增长36.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6亿元，同比

增长35.48%，经营业绩再创新高。

与此同时，格力电器基本每股

收 益 达 到 2.13 元 ，较 上 年 增 长

35.67%，其半年报还宣布上半年拟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6元（含税）。以格力电器目前的股

份为基数，此次向股东分红总额将

超过36亿元。

格力电器在解释业绩大幅上

涨的原因时表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空调市场增长势头强劲，行业总销

量同比增长 14.30%。而格力在国

内空调行业中继续领跑，占有率达

到21.90%。

今年4月25日，格力电器公布

2017 年业绩报告时，业绩数据靓

丽，却表示 2017 年度没有分红计

划。对此，格力电器只是解释“留存

基金将用于生产基地建设、智慧工

厂升级，以及智能装备、智能家电、

集成电路等新产业技术研发和市场

推广”。而市场对于格力不分红出

现负面情绪。深交所还发函，希望

格力电器说明 2017 年度未进行现

金分红的理由。对此，格力电器也

紧急表态，称将在2018年半年报时

分红。 （文 编）

格力电器公布36亿元分红计划

戴森注册新商标现身汽车市场

AGM X3

重新定义户外三防手机

8月26日，海澜之家、英氏童装等100多家国内知名的大中型服装企业，以及小乙物联等20多家物联网技术企业齐聚上海，成立了中国服装物联生态联盟。该联盟主要由海尔洗衣机主导的
衣联生态平台牵头，成为全球首个专门服务于衣服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跨行业生态组织。

本报讯 8 月 30 日晚间，美的

集团公布 2018 年半年报。公司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426.24 亿元，

同 比 增 长 14.60% ；归 母 净 利 润

129.37 亿元，同比增长 19.66%；每

股收益1.97元。

分不同业务来看，上半年公司

暖通空调、消费电器、机器人及自

动化系统三大主要业务分别实现

营收 639 亿元、553 亿元和 125 亿

元，主营业务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

26.4%提升至28.3%。

在营销渠道方面，公司持续深

化渠道变革转型，实现全渠道订单

传送、政策兑现、库存管控自动化、

一盘货信息共享。积极探索新零售

模式，持续推进全渠道模式试点。

上半年，美的电商全网销售规

模达250亿元，同比增长33%。行业

占比稳步提升，超过20%。

在内部管理方面，公司推动工

业互联网与数字化2.0项目，用软件

系统来驱动业务端到端的拉通，做

到全价值链的支撑和打通。

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库卡业务

持续拓展，收到了大量订单。例如，

在中国区为广汽集团子公司广汽新

能源提供达数千万欧元的工业机器

人的订单，为马来西矿泉水制造商

Spritzer扩大自动化仓储设施和生产

能力的订单，为德国高级汽车制造

商提供的灵活生产解决方案等。

（晓 文）

美的集团机器人业务持续发力

本报记者 江枫

本报讯 2018 年 9 月 3 日，首

批通过洗衣机新国标产品发布会

在北京召开，本次活动由知电和中

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共同主办，11个

品牌 25 个型号通过了新国标的检

测，获得了新国标下首批进入洗衣

机市场的“通行证”。

2018年3月15日，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新修订的

洗 衣 机 产 品 国 家 标 准 ， GB/

T4288-201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

动洗衣机》，该标准将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实施。很多洗衣机企业

在面临技术升级的新挑战的同

时，也看到了洗衣机市场更为广

阔的发展空间。

会上，中国家用电器检测所副

总工程师岳京松向大家介绍了新

国标的主要变化：本次修订主要针

对漂洗性能、磨损性能测试结果准

确度低，以及额定洗涤容量虚标等

问题进行了修改。同时，为了体现

高端产品的质量水平，性能指标还

增加了A+等级。

对于新国标的发布，行业内普

遍认为，这将进一步规范行业，因

为新国标对于洗衣机相关指标、性

能测试进行了完善，这将对山寨无

良厂家进行“无情打击”。家电院

测试计量技术研究所鲁建国所长也

表示，无论是测试项目，还是分

等分级，新标准在世界范围内都

处于领先地位，新标准引领的洗

衣机将向健康洗涤、呵护衣物的方

向迈进。在高标准的要求下，之后

的洗衣机市场上优质产品将会层出

不穷。 （文 编）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德国柏林国

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IFA）于当地时

间8月31日开幕，海信空调携男神X

空调亮相展会，并荣获“年度技术创新

成果”，在世界舞台彰显技术实力。

8月31日，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

院主办、IFA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及

家电展览会德国工商会支持的“第十

四届中国家用电器创新成果推介”连

续第十年亮相柏林，将时下中国家电

最前沿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海信空

调“高效双联离心风道和广域智慧送

风技术”凭借对送风模式和舒适性的

颠覆性突破，在“第十四届中国家用

电器创新成果评选”活动中，荣获“年

度技术创新成果”。据了解，目前该技

术已应用于海信男神X空调系列。

当前，创新驱动、科技引领已经

成为了中国制造业的主旋律。在品牌

林立的家电制造业中，海信空调始终

“技术立企”，以技术创新满足“用户

需求”，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此次在评选活动中斩获“年度技

术创新成果”的海信高效双联离心风

道和广域智慧送风技术是海信空调

技术创新的代表。该技术首次在柜机

上实现了 360°广域送风功能，弥补

传统柜机水平方向送风受限的弊端，

搭载红外线温控、自定义送风模式等

模块，实现房间内空气的全面、智能

化控制；与此同时，解决了传统直吹

式空调体感不佳的问题，通过红外感

应人体所在区域，可根据用户需求，

在房间的任何地方完成送风自由定

制，结合“风吹人、风避人”模式，实现

空调器广域智慧化送风。目前，该技

术已应用到海信男神 X 系列空调等

产品上，该系列产品也因为创新、独

特的智能人性化科技，备受广大消费

者青睐。 （文 晓）

海信空调

斩获IFA“年度技术创新成果”奖

首批通过新国标洗衣机产品在京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