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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4 日，IDC 发布了《IDC 中国智能

家居设备市场季度跟踪报告》，并对2019年

智能家居市场进行了预测。IDC认为 2019

年智能家居市场将呈现十大趋势。

预测一：智能家居设备互联性将进一步
强化，从而推动家庭IoT生态的建立。预计
到2019年，将有67%的智能家居设备能够
接入家居互联平台，将有23%的智能家居
设备能够支持两种及以上互联平台。

智能家居设备的碎片化需要互联平台

的整合，从而建立起联动效应以及生态体

系。越多设备能够接入米家、阿里智能、京

东微联等家居互联平台，意味着越多智能家

居设备能够参与到多种联动场景的创建

中。此外，2019 年将会有更多产品能够同

时支持不同互联平台，从而实现平台之间的

兼容性，这不仅拓宽了用户的产品选择空

间，也扩大了生态建立的范围。

预测二：随着智能音箱市场的快速发
展，语音平台逐渐承接家居互联的作用。预
计到2019年，通过智能音箱将可以控制超
过80%的智能家居设备。

在智能家居互联平台的兼容性方面，未

来除了有更多设备上同时支持多种互联平

台控制，还将逐渐通过语音平台接入多个互

联平台，使互联互通逐渐向语音层面迁移，

从而提高互联平台之间的兼容性。

预测三：智能电视将成为除智能音箱外
的另一个重要家庭设备入口。预计到2019
年，将有25%的智能电视能够控制其他家
庭设备。

基于家庭环境和需求的复杂多样性，智

能家居生态体系的入口并非是单一的，多入

口、多圈层的生态体系将会成为发展趋势。

智能电视，作为家庭中的重要大屏设备，具

备成为下一个主要入口的特质：

1、智能电视的交互性将会逐渐丰富。

预计到 2019 年，智能电视市场出货量中将

有51%的产品配备语音助手。

2、智能电视作为家庭场景的中心地位

将会强化。预计到 2019 年，将有 25%的产

品能够控制其他智能家居设备。

3、随着内容服务应用的逐渐丰富，智能

电视的使用频率迅速提高。

预测四：随着家庭场景自动化的需求逐
渐涌现，家庭环境、安全和控制类设备市场
将迎来快速增长期，预计2019年增速将达
到60%。

以智能摄像头、智能门锁、智能插座以

及智能照明为代表的家庭安全控制类产品

将迎来迅速发展。对于用户而言，花费较低

成本实现智能化，且因为高使用频率能够明

显改善生活便利性的产品，更容易刺激其购

买需求。从厂商角度看，该类产品的研发和

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尤其对于IT厂商来说，

这是进入智能家居市场中更容易布局的一

类领域。

预测五：语音助手的渗透率将逐渐提
高，并将更广泛的搭载在多种类别的智能家
居设备上。预计到2019年，将有39%的智
能家居设备配备语音助手。

2018年语音助手在智能家居市场出货

量中的搭载率为 28%，预计到 2019年将达

到 39%，其中主要以智能音箱、智能电视

为主，未来将更多应用在智能插座、智能

摄像头以及智能网关等产品上。智能家居

产品的硬件体系将逐渐向多圈层发展，在

智能音箱、智能电视之外，更多高使用频

率的产品搭载语音助手，使用户在家中的

很多地方都可以直接语音控制家庭设备，

从而使整个硬件体系与用户互动的包裹性

更强。

预测六：图像识别技术将广泛用于家庭
安全监控产品上。预计到2019年，将有
10%的家庭安全监控产品实现面部识别功
能，从长远看这将引导智能家居增值服务模
式的建立。

图像识别技术将使得未来家庭安全监

控产品不仅能够识别人体形态，还能够对用

户身份进行准确判断，从而提高监控效率和

交互体验。此外，家庭场景下的多用户决定

了使用需求、习惯以及行动路线存在很大差

异，未来将有更多设备搭载摄像头，从家庭

安全类设备到娱乐设备，从智能冰箱到其他

智能家电产品，使设备能够识别用户身份，

且根据不同的用户进行相应的学习和调整，

这将显著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

预测七：屏幕将越来越多应用于智能家
居设备，并推动新的产品形态的出现。

尽管语音交互在智能家居领域一直是

焦点，但屏幕交互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二

者之间并非相互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屏幕将更多应用于智能音箱、智能冰箱以及

家庭安全监控类设备，并催生新的产品形态

的出现，例如搭载语音助手以及网关功能的

智能面板等。

预测八：IT厂商广泛赋能传统家居、家
电厂商。预计到2019年，家装渠道将在智
能家居市场迎来快速发展。

IT厂商和传统家居家电厂商未来将在

智能化上开展更多合作： IT 厂商将帮助

传统家居家电厂商进行产品智能化及数字

化转型；传统厂商一方面能够帮助 IT 厂商

扩展线下家装市场渠道，也能够扩充 IT 厂

商在互联平台上的产品接入类型，二者相辅

相成。

预测九：作为家庭和移动网络主要提供
方，运营商将在智能家居设备领域的布局加
快脚步。预计2019年运营商渠道在智能家
居市场将发挥重要作用。

2019年，运营商将在智能摄像头、智能

盒子的基础上涉足更多硬件领域的发展，智

能音箱市场也会在运营商的推动下发展更

快。除了第三方品牌，运营商也在积极发展

自有品牌的多元化硬件，充分利用自身在固

话、宽带、移动等网络方面的优势，在自有平

台上建立服务应用，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生态

格局。

预测十：智能家居将深入商用市场进行
合作，例如以智能酒店、智能楼宇等形式落
地，在赋能酒店、地产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
客户体验的同时，也为IT厂商提供其产品
线下体验空间，反哺消费市场的需求拉动。

智能家居在商用市场上逐渐吸引到多

种类型的系统集成商的参与，包括兼顾消

费市场硬件产品和系统集成的服务商，具

有整合全球品牌能力的高端服务商以及专

注于酒店、地产及养老等大型项目的服务

商等。未来商用市场也将成为智能家居在

产品形态和技术应用的重要探索领域。

对于手机企业入局电视市场的未来走

向，艾卫琦认为：“在新技术方向尚不明

确，5G和IoT尚且在路上的现状下，作为

后来者的手机品牌还不足以带动新一轮洗

牌和变革。”的确，手机和电视虽然都有

显示屏，但两个市场仍存在很大差异性，

达成市场互通局面目前来看希望渺茫，更

多的是达成两个市场的链接和互动。李宣

霖表示：“手机企业入驻电视行业首先能

带来市场新坐标下的引流和导流效应，其

次是将加速各方产品联动生态转型的速度

和节奏。”

李宣霖预测，华为进入电视行业，将会

大概率考虑切入中高端价格产品市场。毕

竟以小米模式切入低端市场，通过高性价

比和价格战的方式并不符合华为的品牌战

略。华为最近在 5G 网络及 4K、8K 超高清

显示技术领域的布局，对于其下一步推出

电视产品形成有力支撑。

而一加创始人刘作虎曾表示，一加

致力于打造拥有精美的外观设计、高品

质的图像质量、丰富的内容体验，为用

户 提 供 更 智 能 的 无 缝 连 接 的 的 智 能 电

视。记者采访一加得到回应，目前一加

的电视产品还在开发阶段，直到做出令

人满意的产品为止，还没有明确的产品

上市计划。

当下，对于未来新风口的布局竞争态

势尤为强烈。“底层逻辑变为互联网势力向

下辐射实体市场，利用内容生态绑定终端

出口和实体触点。”李宣霖强调。未来，华

为、一加等手机实体企业的整体发展方向

将主要在于巩固自己的终端出口，并向内

容生态做蔓延。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手

机企业在电视领域的布局和实操还有很长

的一段路要走。

手机企业瞄上电视行业手机企业瞄上电视行业，，为什么为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本报实习记者 卢梦琪

2018年，国外媒体爆料，华为注册了名为“华为AIWindow”商标，标的物与液晶面板和智能电视有关。2018年
9月，一加科技CEO刘作虎在微博宣布，将要从智能电视入手，投身互联网智能家居领域。

电视市场并不缺少跨界玩家，自2013年起，以乐视、小米为代表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便开始进军电视行业，乐视
TV、小米、大麦、联想“17TV”、聚力PPTV、微鲸……但绝大多数品牌没能在智能电视市场中有所作为，目前仅剩小
米电视还保持市场热度。踏着先行者不算成功的足迹，手机企业华为和一加近期剑指智能电视，将会掀起怎样的
风浪？葫芦里装着什么药？

近期手机企业的入局，与之前的互联

网企业入局电视行业有所不同。

首先，二者入局电视市场担当的行业

角色不同。奥维云网 （AVC） 黑电事业部

研究经理艾卫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互联

网企业涉足电视领域更多的是行业“破局

者”的角色，打破电视行业传统单一的消

费渠道，打破其靠硬件盈利的单一盈利模

式，也打响了行业价格战。而华为、一加

等手机企业的涉足，更多的是为了配合品

牌自身整体战略布局，在存量低迷的电视

行业做行业内的“潜伏者”，等待行业重

回增量市场局势的出现，配合企业整体战

略的成功推进。

此外，二者思维方式不同，互联网企业

更多的是致力于寻找流量变现的出口，通

过线上线下融合，用线上资源对冲线下成

本。而华为和一加等手机企业则是运用战

略思维把控终端出口，布局终端生态。“华

为等实体企业向外扩展，利用终端产品生

态补足内容系列，大家都在对赌未来，紧抓

一切可能的市场新端口。如今，手机企业

入驻电视行业，其背后意义更是不在话

下。”GfK高级分析师李宣霖表示。

同是跨界入局 玩法大不一样
手机企业的涉足，更多的是为了配合

品牌自身整体战略布局，在存量低迷的电
视行业做行业内的“潜伏者”。

非一时之兴 实则深思熟虑
手机行业市场空间高度饱和，倒逼了

主流企业向电视这一相关实体行业渗透，
寻找新的利益增长点。

优劣势并存 取长补短是王道
手机企业自身拥有的一些优势是未来

破局的关键。运营经验、供应链管理经
验、渠道及分销经验等都可以直接挪用。

内容生态绑定终端出口 未来竞争激烈
手机企业入驻电视行业能带来市场新

坐标下的引流和导流效应，同时将加速各
方产品联动生态转型的速度和节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18 年

12 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显示，

2018 年全年，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

4.14亿部，同比下降15.6%，上市新机型764

款，同比下降27.5%。从GFK大盘零售数据

来看，手机市场已经全面进入饱和探顶下

滑的时期，2018 年全年零售大盘同比下滑

达12%，2019年预计仍将出现同比超过10%

的降幅。

手机企业入驻电视行业，第一个原

因是行业倒逼。手机行业本身的空间高

度饱和，竞争正处于白热化境地，手机

企业的利润空间正在遭遇天花板，这也

倒逼了主流企业向电视这一相关实体行

业渗透，寻找新的利益增长点。第二，

在万物互联时代，电视在未来智能家居

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智能电视已经成

为智能家居的交互入口，以智能电视为

中心，实现大小屏幕的连接和互动，成

为企业和品牌吸引用户和流量的重点，

也是布局智能家居生态的重要一环，通

过 更 早 更 精 准 的 生 态 布 局 抢 占 未 来 风

口。第三，在 5G 时代，超高清视频是目

前发展 5G 应用最脉络清晰的存在，而超

高 清 视 频 在 手 机 小 屏 上 的 价 值 并 不 凸

显，在电视大屏上的价值则更加明显。

“这给了全面拥抱 5G 新时代，致力于智

能化、生态化发展的手机企业进军电视

一个内容方面的契机。”第一手机界研究

院院长孙燕飚表示。

然而华为、一加入局电视行业，绝非

易事，在业内专家看来势必遭遇几重挑

战。

首先，电视市场前景低迷，从GFK大盘

零售数据来看，自2017年以来，电视行业销

量增幅水平放缓，2019 年全年零售大盘预

计同比微涨0.2%左右。电视市场头部品牌

集中化且已深受消费者信赖，竞争格局固

化，新入局者短期内难以撼动市场地位。

而且，电视产品自然生命周期较长，消费者

对于电视的换机需求远不如手机大，如何

利用新产品新体验撬开电视产品消费意识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战。此外，电视新产

品市场定位较为复杂。电视产品不像手机

产品拥有较为明确的产品定位，传统家电

思维束缚了消费者的体验认知。“所以，手

机企业入驻电视行业本身最困难的其实是

推动相关人群在认知层面的升级。”GFK高

级分析师李宣霖说。

李宣霖认为，手机企业自身拥有的

一些优势可能是未来破局的关键。手机

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是最大优势，面临

着从小屏到大屏的转换，手机企业的运

营经验、供应链管理经验、渠道及分销

经验等都可以直接挪用。此外，华为等

手机企业深耕市场十数年，已经收获了

一定的品牌知名度，拥有庞大的客户流

量基础，有利于实现市场需求的多层次

挖掘扩展。而且，手机企业的产品赋能

能力强，做电视的可附加值和可增值空

间较大。手机企业在产品体验方面具有

天然攻克用户痛点的优势，积累了丰富

的用户挖掘和把控经验，可以形成电视

产品十分有利的优势。而在技术层面，

手机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巨大，在技

术能力方面的积累对于电视新产品的技

术突破，会让消费者更有信心。

艾卫琦强调，手机企业最应吸取的教

训就是要切记牺牲利润打价格战，既不利

于企业自身实现自我造血的良性发展，也

不利于企业将利润转化为研发资金推动行

业技术的进步。

IDC发布2019年

中国智能家居市场十大预测

本报讯 日前，OPPO宣布正式成立新

兴移动终端事业部。OPPO官方表示，新兴

移动终端事业部将率先瞄准智能手表及智

能耳机，聚焦运动健康场景，整合公司能力

与资源，打造下一个入口级产品。

OPPO CEO 陈明永表示：“成立新兴

移动终端事业部是 OPPO面向 5G+时代的

关键布局，旨在推进 OPPO 构建面向未来

的多入口智能硬件网络，以多智能终端驱动

未来发展。新的发展时期，OPPO将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深化硬件、软件和互联网服务

一体化战略，为用户提供更多革命性、简单

便捷的智慧科技生活体验。”

步入2019年，OPPO希望以5G为契机，

抓住高频使用和以用户为中心两个特点，通

过 Breeno 这一智能助理，打造 IoT 生态，可

以说是OPPO稳步推进的未来新业务之一。

据悉，新兴移动终端事业部是 OPPO

深化软硬服一体化战略的一环，未来将构建

开放的 IoT 平台，加快推进 AI+IoT 技术研

发，提供开放的物联网接入协议，与包括

Breeno 智能助理在内的软件能力形成合

力，赋能合作伙伴和开发者，共同打造 IoT

生态产品、内容与服务。

本报讯 日前，字节跳动公司宣布推出

了一款名为“多闪”的视频社交产品，拍摄之

后的视频可以选择世界所有“多闪”用户都

能看到，但“随拍”的视频有效期为72小时，

72 小时之后所有人都看不了，只有自己能

够在主页看到，但如果把视频发送到聊天中

则不会过期。

据了解，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以制作病毒

式内容和令人上瘾的应用程序而闻名，该公司

正寻求更深一步进入中国社交媒体领域。

外界评论，字节跳动推出“多闪”，是为

了挑战竞争对手腾讯的微信。在社交领域，

微信用户超过了10亿用户。微信在最近更

新的 7.0 新版本中，上线了“时刻视频”功

能。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兼微信事业

群总裁张小龙在微信公开课Pro版上解释，

微信并不是要大力做视频，视频对于微信来

说只是一个载体、技术。时刻视频是要做朋

友圈之外的另外一种社交的模式，解决朋友

圈社交的一些弊端，希望让用户能够很轻松

的去表达自己，并且用轻松的方式参与到社

交里面去。

OPPO成立新兴移动终端事业部

字节跳动推出多闪聊天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