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信80英寸L5系列4K激光电

视应用了海信全新的光源技术，光

源效率提升 30%、观影亮度达到

400nit，抗环境光能力更强，再加上

HDR技术，成为激光电视的标杆产

品。该产品的屏幕采用菲涅尔仿生

屏，有效屏蔽了环境光的干扰，80

英寸激光电视的最佳观看距离在 3

米，更能突显激光电视震撼、真实、

护眼的差异化优势。L5 采用创新

的外观设计方案，机身精致小巧，轻

盈灵动。前脸采用高端进口音响网

布，在保证好音效的同时，与黑色机

身完美搭配，突显高端品质。

海信80L5激光电视

2018金秋旺季彩电佳品推荐

TCL X5应用了原色量子点技

术，实现色域高、色度纯、色彩久三

大特点，并搭载杜比视界（Dolby

Vision）HDR 技术，为消费者带来

更丰富的色彩展示和更清晰的画面

细节表现。TCL X5实现了4.9mm

超薄机身，采用曲面全面屏设计，拥

有157%的色域覆盖率，相比传统液

晶电视的色域提升1.5倍，同时可显

示 10.7 亿级的色彩数量。此外，其

色彩纯度有效提升 58.3%，颜色显

示更加精准；再加上 60000 小时的

色彩持久度，能够让电视色彩约 20

年不褪色，是有机材料寿命的2倍。

TCL X5原色量子点电视

索尼 A9F OLED 电视搭载了

索尼拥有专利的OLED面板控制技

术：Pixel Contrast Booster（像素级

对比度增强功能），能够在保持画面

高亮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升动

态范围，并充分挖掘4K HDR内容

的细节。4K HDR 图像处理芯片

X1 旗舰版全面提升 A9F 电视 4K

HDR 的观赏体验。A9F OLED 电

视搭载了 Acoustic Surface Audio+

TM，在屏幕中心增加了索尼自行

研发和生产的声场驱动器和额外的

低音扬声器，以此形成 3.2 声道系

统，进一步优化聆听体验。

索尼A9F OLED电视

创维 S9A 采用无底座极简设

计，以变色龙AI芯片配合OLED像

素控光打造顶级画质，还有支持远

场语音、面容识别等功能的人工智

能系统。延续OLED屏体经典品质

的同时，融合诸多黑科技，将客厅艺

术 推 向 新 的 台 阶 。 S9A 还 具 有

Dolby Vision、HDR Boots、120Hz

显示等画质技术，无论是播放超高

清电影，还是观看体育赛事，都能完

美还原画面细节。在音效方面，创

维 S9A 电视搭载魔音技术+、DTS：

X 临境音音效技术，提供了 360 度

沉浸式体验，让用户身临其境。

创维S9A OLED电视

海信 HZ65U8AC 采用自主研

发的智能场景自动识别技术，实现

了画质 AI、音质 AI、交互 AI和内容

AI 的全面升级。其全场景实时图

像搜索和全场景语音两大人工智能

创新交互设计，使电视打通用户生

活圈，成为覆盖用户全场景生活助

手。而加持海信数字多媒体国家重

点实验室研发的最新技术成果，更

让 HZ65U8AC 成为全球首款智能

场景自动识别电视。HZ65U8AC

还可根据用户需求自动识别分析电

视屏幕中正在播出的画面，实现电

影、新闻等智能场景识自行切换。

海信HZ65U8AC人工智能电视

得益于无镉量子点材料的发

明，三星 Q9F不仅能够准确地呈现

DCI-P3 的色彩空间，更是全球首

台还原 100%显色体积的产品，让

最细微的差异无所遁形。三星 Q9F

采用全阵列式背光技术，通过一个

可以智能控制高达 1440 个背光模

块的面板，自动调节深黑、纯白的

细节呈现，配合 HDR 2000，实现

了明暗之间鲜明对比的画质。解决

繁冗凌乱的线缆问题，三星 Q9F推

出“薄幕一线”“多合一线缆”设计，

通过一根直径 1.8 毫米的透明线缆

将所有外接设备接驳到电视上。

三星Q9F量子点电视

夏普 LCD-60SU870A 整机厚

度 9.1mm，机身更加纤细、苗条，配

上 1.6mm 边框带来无界的视觉体

验。屏幕配置了夏普 4K 屏幕液晶

面 板 ，屏 幕 分 辨 率 达 到 3840 ×

2160。利用夏普的高分子配向膜技

术有效提高透光率，画面更加通透

明艳。夏普独有的新煌彩技术让画

面色彩栩栩如生，HDR广色域针对

每一帧进行渲染优化，塑造深邃的

光亮质感。音箱效果植入了雅马哈

的 YAMAHA Auto Engine 音域扩

张修复技术，让低音元素更加完美，

同时修复破损的中音和高音。

夏普60SU870A AI语音电视

长虹Q5R系列搭载AI处理器，

拥有64位SOC芯片，配置四核Cor-

tex-A53 CPU、Mali-T820 GPU，

支持4图形处理器技术。在画质上，

长虹 Q5R 系列将高清 1080P 片源

提升至接近4K画质水平，搭载3A+

级定制原装全面屏，为用户提供精

彩的画质。长虹Q5R系列采用最新

的AI 3.0系统，支持声纹识别。包括

“听”语音识别和“说”TTSA情感交

互 ，语 音 识 别 率 高 达 98% 。长 虹

Q5R系列的另一个特色是设计，它

是施华洛世奇与长虹合作首款水晶

电视，采用镶钻LOGO。

长虹Q5R全面屏智能语音电视

戴正吴兼任夏普中国CEO

中国市场成重中之重

2016 年就任夏普社长的戴正吴是夏普

经营困境的“破局者”，他着手对夏普进行

战略革新，带领夏普复苏并在证券市场让

夏普重回东证一部。2017 年年底，夏普履

行对董事会的承诺，兑现股票分红。

2017 年 5 月 27 日，戴正吴发布夏普

“中期经营策略”，围绕夏普在智能家居、

黑电产品、B2B商用产品以及IoT其它产品

的布局，融合 8K+AIoT战略推进，在 2019

年实现更高的营业额和利润率，并为下一

个百年的持续发展做充足的准备。在夏普

远景规划中，未来 80%以上的营收来自日

本本土以外，所以中国市场的战略地位决

定了夏普未来的走向。

夏普社长直接兼任夏普中国CEO，并将

中国区纳入全球统一化管理的体系当中，这

将直接影响夏普未来的品牌营销和产品策

略，这意味着在全球化统一管理之下，中国

市场的消费者将享受到与全球其它地区消

费者相同的产品、相同的服务，最先进的产

品也将同步在中国市场发售。

在会上，戴正吴强调，夏普将更加重

视产品，以质为本、以客为尊，构建品牌

与渠道双赢的体系。未来夏普中国将更加

重视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通过与渠道深

度捆绑，完善价格体系，既满足消费者的

购机需求，又满足渠道商的利润需求，为

夏普电视获得更多的口碑与认可。

在业务拓展方面，夏普规划打造更有

价值的智能家居生态链平台，完善现有产

品矩阵。未来通过资源整合和技术创新，

智能家电产品、个人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商

用级产品都将走入中国市场。未来 8K+

AIoT 的产品模型，则将几大类产品有机

的结合到一起，为消费者勾勒出一幅完善

的生态系统，并服务于消费者生活的方方

面面。

“液晶之父”显示黑电实力

睿视、旷视各领风骚

夏普作为“液晶之父”，在全球电视行

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

今年夏普将黑电的子品类进行了进一步的

梳理，将主打 Smart+AI以及海量应用的产

品归类到睿视系列中；将主打会员营销和

8K生态系统的机种归为旷视子品类中。夏

普毫无保留地将这两个系列产品带到了此

次新品发布会，并承诺将于近期登陆中国

大陆市场。

睿 视 系 列 屏 幕 尺 寸 一 共 涵 盖 了 40、

45、50、60、70 英寸的 5 个尺寸段，均为

4K分辨率屏幕，共分为睿智、睿享和睿品

三个子系列。其中睿智系列主打 AI 智能；

睿享主打平衡的性能、智慧的选择；睿品

则主打时尚，是年轻人的第一台电视。

睿智系列共有 60、70 英寸两个尺寸，

采用夏普日本原装进口液晶面板，拥有

102%无镉广色域、智能控光技术、杜比2.0

等功能。睿智系列主打人工智能功能，是

首款支持远场语音的智能电视，在房间里5

米范围内即可唤醒 AI 功能，唤醒率高达

95%以上，识别率达到90%以上。

睿享系列共有 45、50、60、70 英寸 4

个尺寸段，与睿智系列不同的是更注重影

音效果，支持全尺寸杜比 Audio、DTS2.0

以及 HDR10 功能。此外 50 英寸版本还独

有悬浮全面屏设计，观看体验更加出众。

睿品系列覆盖所有5个尺寸段，在保证

优质的画质以及音质的同时，还搭载 A53

双核处理器和1GB+8GB的内存组合，拥有

更高的性价比，更时尚的外观设计，是年

轻人的有品之选。

主打旗舰极致高端的旷视系列此次发

布的新品有煌彩系列和无界系列，均有 60、

70 英寸版本，搭载日本夏普原装液晶面板。

同为旷视系列高端产品，硬件配置均属顶

级，但是外观上确实各有特色，其中煌彩系

列用金属压铸的极致超薄设计，最薄处仅

9.9mm，拥有超大3GB的运行内存。

旷视无边界系列主打超薄和极窄边框

设计，机身最薄处仅为 9.1mm，侧边边框

采用无缝弯折技术，整体更美观，而屏幕

边框仅为极致的 1.6mm，同时拥有高达

125%的无镉广色域，2GB 运行内存，搭载

帝瓦雷音响系统，拥有全主动式低音单

元，实现爆裂轰动低音。

旷视系列都配备最新的 AI 煌彩技术，

相比之前的煌彩2.0，AI煌彩技术将背光源

进行更精细分割，重新构建画面亮度，使

画面辉煌多彩。全新画面智能分析算法，

可对每帧画面进行对比度分析与优化，全

面提升观看体验。同时作为旗舰级产品，

旷视系列内置 AI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用户

解放双手。

全品类矩阵将陆续登陆中国

“夏普出品”助力消费升级

除了黑电产品，夏普还将打造智能家

居生态链平台，完善现有产品矩阵。在此

次发布会上，夏普的全产品品类产品展出

同样颇具看点，展品中除了之前展出过的

空气净化器、冰箱、洗衣机、吹风机、水

波炉和无水锅等之外，最新的产品还有空

调、除湿机、美发棒、吸尘器和榨汁机，

甚至还有为宠物设计的身体调理器等白电

新品。据了解，在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夏普

产品展示尚属首次。

此 外 需 要 单 独 提 及 的 还 有 夏 普 的

Sound Bar 音响和蓝牙耳机等音频播放设

备，其中 Sound Bar 产品不仅拥有外接式

的传统电视音响的造型，还有支持高端蓝

牙耳机才配备的 APTX-HD 技术，可以实

现高保真蓝牙传输。

此外发布会上还展出了刚刚加入夏普

大家庭的 dynabook 笔记本电脑产品以及新

款手机产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

手机产品中，夏普还展出了自己的第一台

OLED 手机，同时它还是日本制造的第一

台OLED手机和全世界最轻的手机。

中国大陆市场是夏普全球一体化战略

最重要的一部分，此次如此多品类产品的

展出，表示夏普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随

后夏普将陆续把所有的优质产品依次带入

中国市场，真正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优质的

产品。

目前最先上市的将是首次亮相的睿视

系列黑电产品，同时夏普全产品矩阵的新

品也同样在做紧锣密鼓的研发和上市前的

准备工作，作为全球一体化战略的最重要

的一环，夏普势必会为中国大陆市场带来

更多高品质产品。 （夏 然）

黑电新品领衔全产品矩阵
全球一体化新夏普再出发

9月27日，夏普在深圳召开主题为“新夏普，新百年夏普106周年庆暨新品上市发布会”，夏普社长戴正吴先生正式
发布了夏普全球一体化战略，中国区市场将成为夏普公司全球一体化战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戴正吴正式对外宣布，
即日起正式兼任夏普中国CEO，并将夏普中国纳入夏普全球统一管理，为夏普下一个百年目标做战略布局。

和戴正吴社长一起来到中国的还有夏普全产品品类矩阵：除了夏普一直在国内主打的黑电和空净等白电产品之
外，夏普还展示了更多新品类的白电产品、音响类、dynabook笔记本电脑甚至夏普手机等等，充分展示了夏普作为百年
企业在产品研发以及制造上的雄厚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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