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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7 日，美的空调在北京

推出全新品牌 Coolfree 酷风，并提出年销

售收入 80 亿元的阶段性目标。在发布会

上，美的集团家用空调事业部酷风家用中

央空调总监竺奕飞表示，推出全新品牌

Coolfree 酷风，意在通过“多品牌”的专业

化经营策略和“精细化”的市场定位，进一

步挖掘家用中央空调市场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家用中央空调市场成为中国

空调市场新的最大增长点，未来几年的增

长趋势不会改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市场上家用中央空调产品从产品功能

来看，仍停留在传统的“美观大方+制

冷暖速度”等功能上，市面上鲜有创新和

颠覆性的家用中央空调品牌。

据美的空调介绍，Coolfree酷风家用

中央空调，从诞生之初就瞄准“轻中产”

人士，洞察到他们善于探索生活中的乐

趣，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渴望在自由满

足个性化需求中，追求生活的质感。

未来，Coolfree酷风将依托于美的家

用空调成熟的渠道结构、规范的运作体

系、灵活的销售策略的同时，更加注重新

零售模式的构建。通过线上线下交互体验

式营销、前端设计推介营销、互联网营

销、酷粉营销等方式，对传统零售渠道进

行补充，使Coolfree酷风品牌全方位、立

体化的快速传播。

据悉，Coolfree酷风家用中央空调可

配置多种室内机型，一台外机最多可连8

台 室 内 机 ， 同 时 室 内 机 厚 度 仅 为

200mm，深度为450mm，嵌入式安装。

（文 编）

本报讯 继推出小Biu空调之后，苏

宁全面杀入大家电领域。3月27日，苏宁

智能终端公司在北京发布冰箱、洗衣机、

扫地机、智能耳机等十余款苏宁小Biu系

列智能新品。在发布会上，苏宁宣布成立

苏宁生态链基金、Biu+联合实验室，

扶持智能硬件创新企业，持续优化产品、

技术和用户体验。

苏宁智能终端公司副总裁常江表示，

此次发布的12款产品，和小Biu空调一样，

“每一款都很能打”，配置一流，价格极致。

常江表示，即将上市的小Biu空调柜

机、小Biu冰箱，均为一级能效；被戏称

为“年轻人的第二款洗衣机”的小Biu壁

挂洗衣机专为母婴群体打造；而小Biu扫

地机更是直接将单目视觉导航扫地机价格

腰斩，前 1 万台预售仅 999 元；智能门

锁、晾衣机、净水机、摄像头、智能故事

机等产品也是遵循了小Biu产品“高配平

价”的打法。手机 APP 和语音操控已成

为小Biu产品的标配。

据了解，小Biu系列产品由苏宁智能

终端公司创意总监、全球顶级工业设计大

师 Frank Stephenson 亲自率队打造。在

此次发布会上，苏宁发布了潮酷数码单品

——小Biu语音智能耳机，支持智能语音

交互，10 小时超长续航，专为音乐潮

人、运动达人设计。此外，苏宁还与西班

牙第一大运动品牌卡尔美推出了联名款

“加泰罗尼亚蓝”智能耳机，并宣布拿出

1万台联名款耳机做抢购活动，在 3月 31

日的西班牙人 VS巴萨比赛中，如果武磊

进球就免单。 （晓 文）

AI×IoT

画出TCL空调新赛道

在TCL 2019春季发布会上，TCL智能

终端业务群CEO王成指出，当前智能家居

产品的两个不足之处，一是智能终端互联

互通不顺畅，甚至不能互联；二是智能设

备的功能应用场景单一，设备之间未能形

成有效融合。

这意味着，面对扑面而来的物联网时

代，TCL 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产品包括硬件

以及内容和应用在内的软件，只有融合连

接智慧生活场景，才能为用户带来真正的

价值，未来智能产品构建的智慧生活应该

是“硬件+软件+万物互联+各种场景”的

融合。这也成为 TCL 整合相关业务成立

TCL 智能终端业务群、正式提出 AI×IoT

战略的基本逻辑。

致力于成为提供全品类智能终端头部

玩家的TCL，希望借助AI×IoT，基于用户

需 求 构 建 4T （即 T-HOME、 T-LIFE、

T-LODGE、T-PARK） 形成的智能产品

矩阵，并为行业赋能。

作为家T-HOME的拳头产品，TCL空

调推出的新品 T 睿空调，不仅给家庭带来

舒适的温度，更是打造了“全时间、全空

间、全用户、全场景”的智能家居整体解

决方案，完美诠释了全场景AI的要义。

目前空调市场当中的智能空调简单增

加一个 WiFi，或者增加很多图像识别的传

感器，成本高、难普及不说，消费体验也

不是很好。而这正成为 TCL 空调智能战略

消弭空调智能化痛点和堵点的出发点。

以新品 T 睿客厅空调为例，作为行业

里首款搭载体感雷达技术的空调，它通过

感知人的位置，自动控制风量大小、智能

切换远近距离送风，实现指定区域直吹或

避开直吹。还可以通过感知人的活动量状

态，自动调整风速。无人状态时，可自动

关机，真正实现了全时 AI 响应；T 睿客厅

空调还可实现按需送风，针对不同体征的

家庭成员，实现双温分区送风控制，让一

个客厅两种温区成为现实，实现了全员AI

交互。此外，T睿客厅空调还配置IFD进风

全净化系统，能够吸附空气中几乎 99%的

微粒，有效去除 PM2.5、自由离子和荷电

尘埃，实现进风口无尘化、全净化；55℃

高温双蒸自清洁技术，深度自洁，除垢杀

菌；过滤网脏堵情况精准检测智能提醒，

打造了绿色家居理念。

TCL 将空调从硬件升级到智能家居网

络的重要结点，从空调升级到智慧空气解决

方案，TCL 空调在全面融合物联网技术、不

断践行智能战略的同时，对空调产品本身功

能品质的基础夯得更为坚实。这一过程离

不开强大的科技创新和全球资源整合能

力。领先的技术已经成为 TCL 空调市场竞

争的核心砝码，为其提供强大科技和资源支

撑的 TCL 集团，目前在全球已经拥有 26 个

研发中心、22 个制造基地。仅以 AI 为例，

TCL 已与谷歌、亚马逊、IBM、百度、腾讯等

全球顶级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在产品应用领

域的深度合作。这些顶级资源也为 TCL 空

调及早进行物联网布局，在 AI×IoT所铺就

的新赛道上起飞提供了足够的动力。

迎来下一个

高速增长周期

长远来看，全球空调行业特别是中国

空调市场仍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TCL

空调全新的智能战略匹配全新的产品定

位，也将迎来新的增长周期。

在我国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消费者

对于高端智能化家电的偏好越发明显。

2019年国家发改委等 10部门印发了新一轮

促消费方案，提出支持空调品类在内的 15

类绿色智能家电销售，促进家电产品更新

换代。而今年适逢首轮家电下乡补贴政策

（2009 年） 实施正好 10 年，达到了正常空

调使用更新的平均寿命。因此，今年空调

换新需求将受到双重利好的拉动，释放出

更多市场空间。

2018 年，TCL 空调在完成规模化跨越

的同时，在质量、性能、外观等方面改进

明显，依托于高品质的品牌形象愈发凸

显，并且实现了变频产品全线智能化。

TCL 空调通过技术创新与融合，实现了智

能舒适、智能健康、智能节能、智能自学

习、智能自适应。产品更加适应不同用户

的个性化使用习惯，让空调由标准化产品

进阶为个性化产品。根据目标人群及市场

需求的不同，TCL 空调推出了旗舰、明

星、普及三大系列，在不同程度上搭载智

能功能，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同时，大幅

提升应用体验。借助政策利好形成的市场

新动能，已经夯实产品地基的 TCL 空调将

迈向下一个高速增长周期。

过去十年 TCL 空调能取得规模上质的

突破，冲击行业多年固化的品牌格局，离

不开电商的助力。2017年 TCL空调取得了

京东第四、天猫和苏宁第五的销售业绩。

2018 年，根据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发布的

《2018 家电网购分析报告》，TCL 空调线上

零售额和零售量继续位居行业前茅。近年

来，阿里巴巴、京东以及苏宁易购等电商

纷纷开设体验店、直营店和售后服务网

点，在四五线城市和农村市场下沉速度加

快。鉴于空调渗透率远低于一二线城市，

我国四五线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未来将为

空调行业持续发展提供巨大的增量，而

TCL 空调也将借助电商平台积累的优势继

续扩大这一市场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TCL 空调也在对市场、用

户、产品、企业价值链甚至整个商业生态

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TCL 空调正在建立

的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新零售为支撑的线

上线下融合的数字分销体系，构建客户分

层管理体系，扶持专卖店、专营店成长。

一方面确保 TCL 空调的营销管理动作标准

化和高效率，实现渠道扁平化，进而高效

地应对市场变化。另一方面，通过数字零

售体系和大数据分析，还能锻造用户运营

能力，实现企业与用户的良好交互。这种

打破线上线下界限，对产业链要素进行重

构的实践，将成为 TCL 空调打造第二条增

长曲线和成长的“双保险”。

在5G商用在即、万物互联蓬勃发展和

人工智能赋能全行业的趋势下，TCL 选择

此时率先发布AI×IoT战略，无疑可以抢占

市场消费先机和战略高地，也为 TCL 空调

发展打造了新引擎。万物互联互通为家电

企业提供的是全品类智能终端品牌的新赛

场，率先布局AI×IoT就意味着在新赛道实

现领跑。值得一提的是，从 TCL 空调的新

品和战略布局可以窥见，其智能化是通过

技术创新，采用智能化、自适应化和网络

化，实现空调的真节能、真舒适健康、真

正适合消费者使用习惯。这种对于智能化

的全新诠释回归空调本质，以用户为核

心，也为 TCL 空调的未来发展增长提供了

新的助力。

本报讯 3 月 27 日，创维在北京正式

对外发布了全球首个大屏 AIoT 生态——

创维 Swaiot，以及第一款大屏 AIoT 生态

中心 Swaiot CENTER——创维 Q80 系

列电视，构建完整的大屏 AIoT 生态系

统。在发布会上，创维 RGB 董事长兼总

裁 王 志 国 表 示 ， 创 维 大 屏 AIoT 生 态

Swaiot是5G时代用户体验AIoT生态最好

的途径。

创维拥有完整的软硬件技术储备和研

发能力，酷开系统为创维的全面转型和建

立大屏 AIoT 生态 Swaiot 提供了有力的软

硬件技术支撑。据了解，Swaiot将覆盖家

庭主要应用场景，实现 Swaiot CENTER

与所有带屏的 Swaiot智能家电 （如冰箱、

油烟机等） 的多屏互联互通。Swaiot生态

不仅支持自有品牌的智能设备接入，也支

持第三方品牌如美的智能设备的接入。创

维方面表示，将携手行业上下游一同拓展

Swaiot ECO创维大屏AIoT生态。

当天发布的 Q80 系列电视成为创维

Swaiot CENTER 大屏 AIoT 生态的中心，

用户可通过远场语音交互，在电视上查

看、操控及管理全屋的Swaiot，在大屏观

影的同时，掌控智能设备状态。

据了解，Q80 系列电视提供 75 英寸

和 82 英寸两种尺寸，均采用全面屏设

计，具备无缝贴墙安装方式。创维在Q80

系列电视上还创新性地采用主屏+AOD

副屏设计。

在发布会上，创维宣布将对电视品牌

全面升级。以“创维 创导未来（Lead the

future）”作为新的品牌主张，以“大屏AIoT

创导者”作为新的品牌定位，同时规范品牌

矩阵，推出 TrensAI、Suprav 以及 Swaiot 等

品牌矩阵，并打造SKYWORTH W、S、Q、

G明星产品系列，将在品牌、产品等维度塑

造更有科技感、时尚感以及领先性的品牌

形象。 （文 编）

AI×IoT画出新赛道

TCL空调迎来下一个增长周期
本报记者 王伟

TCL在“双轮驱动”战略引领下的五年间，各品类都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其中，TCL空调在2018年销售跨过
1000万套门槛，站稳行业前五强，成为TCL白电业务突破的排头兵。

在不久前举行的TCL 2019春季发布会上，TCL根据对消费升级以及对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洞察，发
布了TCL全场景AI以及以AI×IoT生态为核心的“4T”战略，为TCL开启了从全球性家电企业到全球智能科技领先公
司的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TCL空调将以“坚定不移地为用户提供智慧健康生活相关的产品与服务”为使命，快速
抢占“AI×IoT智能终端”高地，为自己下一步发展画出新的赛道。

苏宁杀入大家电领域

美的空调推出子品牌Coolfree酷风

创维电视全面布局AIoT

本报讯 3 月 27 日，戴森在北京发布了

全新Dyson Cyclone V11 Absolute无绳吸尘

器，具有智能感应地面类型、吸力自动调适以

及性能状态实时显示等创新功能。

戴森发布的V11这款吸尘器的吸力比上

一代产品 V10 提高 40%，可以智能感应不同

地面类型，高扭矩地毯吸头配合动态负载传

感DLS系统，可在地毯与硬质地板间自动调

适。吸尘器主机上的液晶屏幕可以实时报告

机器的性能状态，包括精确到秒的剩余运行

时间。不仅如此，戴森还在 V11上采用了迄

今最强劲的7芯锂离子电池配合戴森触键开

关，令吸尘器的续航时间可以达到60分钟。

据了解，吸尘器已经成为我国家电市场

增长最快的品类之一。数据显示，2018年我

国吸尘器市场规模达到 194 亿元，同比增长

32.1%；预计 2019 年吸尘器市场销售规模将

达到244亿元，同比增幅25.8%。 （文 跃）

本报讯 在日前召开的商务部例行发布

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国网络零售

市场十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18年网络

零售额超过9万亿元，连续6年居全球第一。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目前，我国网络

零售市场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依然保持快速增长，依然是拉动消

费的重要力量。2019年前两个月，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达 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5%，

增速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1.3

个百分点，占社零比重为16.5%，较上年同期

提升1.6个百分点。

二是网络零售的模式、结构进一步优

化。商务部大数据监测显示，具有质量和服

务优势的企业对消费者模式（B2C模式）销售

额占比达 73.5%，比上年提升 3.3 个百分点。

网络零售正朝着个性化、定制化的方向发展。

据悉，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网民的增长红利减

弱，网络零售增速逐步放缓符合经济发展的

规律。从行业发展的走势看，支持我国网络

零售快速发展的产业基础、模式创新、技术应

用、用户习惯等没有改变，2019 年网络零售

市场将持续健康发展。 （晓 文）

本报讯 近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推出

了《智能家电云云互联互通标准》，实现了跨

厂商间设备的互通协作。

在今年上海举行的 2019 中国家电及消

费电子博览会（AWE2019）上，“智能家电云

云互联互通项目展示区”颇为引人关注。智

能客厅、智能厨房、智能卧室三大场景，使观

众走进了互联互通的高阶版智慧生活，体验

科技新成果的方便快捷与舒适享受。

据介绍，三大场景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智能家电云云互联互通项目组搭建，22个智

能家电和智能硬件产品分别来自 11 家项目

组成员企业，几乎涵盖了智能家居市场上的

主要产品类别。

如今，家电业智能化热潮涌动，但各品牌

各自为战，智能家电“互联互通难”是一大痛

点。为打通跨品牌智能家电的联系，中国家

用电器协会牵头攻坚，集合行业力量陆续推

出《智能家电云云互联互通标准》和SDK（软

件开发包）等成果，实现智能家电厂商彼此云

平台之间互通，跨厂商间设备得以互通协作。

云云互联信息安全标准的制定工作，打

破了品牌隔阂，实现跨界融合。经过包括国

内外知名家电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在内的 16

家企业通力合作，该标准制定工作顺利完

成。云云互联信息安全标准主要涉及互联互

通接口安全规范、安全事件管理要求、数据和

隐私保护建议三方面内容。 （跃 文）

我国网络零售额连续六年居全球第一

《智能家电云云互联互通标准》推出

戴森发布新一代吸尘器V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