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终端 52020年9月18日
编辑：王伟 电话：010-88558890 E-mail：wangwei@cena.com.cn

市场蓝海的新玩家

目前，我国智能家居发展前景

广阔。赛迪顾问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智能家居产业市场规模为

439.85 亿元，预计 2023 年将达到

4089.04 亿 元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为

45.04%。

诸多企业加持下，智能家居出

货量连年攀升。IDC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累计出货1.56

亿台，同比增长 36.7%。2019年中国

智能家居市场出货量突破 2 亿大

关 ，达 到 2.08 亿 台 ，较 上 年 增 长

33.5%。进入 2020年，智能家居出货

量预计同比将增长3%至2.15亿台。

尽管出货量呈现出逐年增加

态势，但是智能家居仍是市场蓝

海。市场调研公司 Statista 发布的

《数字市场展望》统计显示，美国有

15%的人在使用智能家居，英国普

及率为8%，而中国仅为1%。

正是瞄准这片市场蓝海，智能

家居产业生态的入局者较多，目前

分为几大阵营，分别是以美的、格

力、海尔为代表的传统家电阵营，以

京东、苏宁等为代表的电商平台阵

营，以绿地、恒大为代表的房地产阵

营，以华为、小米为代表的智能硬件

厂商和以腾讯、阿里、百度为代表的

互联网平台阵营等。

华为消费者业务软件部总裁王

成在发布会上宣布，鸿蒙系统已经

与国内的头部家电物联网设备厂家

美的、九阳和老板电器进行了合作。

早前，无法实现不同品牌和产

品兼容一直是智能家居的最大痛点

之一。如今鸿蒙有何魅力，让家电

巨头青睐呢？

家电企业的新选择

美的集团副总裁兼 CIO、IoT

事业部总裁张小懿透露，美的已有

超过15款搭载鸿蒙2.0系统的家电

产品，将在今年双11前推向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和鸿蒙合

作的三个品牌中，九阳、老板电器智

能家居布局较少，而美的一直在着

力布局智能家居。美的不仅发布了

M-Smart 智能物联网开放平台，确

定了“全面数字化、全面智能化”作

为核心战略，还定下了 3 年内智能

家居服务覆盖1亿家庭的目标。

为何美的会选择与鸿蒙合作

呢？资深家电专家在接受《中国电

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家电品牌选

择成为首批加载鸿蒙的用户，可以

相互成就，“蹭一波热度”让鸿蒙成

为其新品的卖点之一。长远来说，

双方合作关系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如果搭载鸿蒙系统的产品受到市场

认可，双方的关系将得到巩固。

此外，鸿蒙系统的属性特点也

是其“扩大朋友圈”的关键。根据王

成 录 介 绍 ，华 为 鸿 蒙 系 统 面 向

128KB-128MB 的终端设备开源。

换而言之，一个终端设备的内存大

于等于 128KB 就可以运行鸿蒙系

统。此外，鸿蒙系统具有四大技术

特性：一是分布式架构用于终端

OS，可实现跨终端无缝协同体验。

二是运行流畅。三是拥有更强的安全

特性。四是一次开发多端部署的便捷

性。

专家指出，128KB 的鸿蒙系统属

于微内核系统，优势是稳定、易拓展、

功耗小省电、对适配硬件的要求更低，

更适合在智能家居IoT领域使用。以

上这些鸿蒙系统自身轻配置和跨终端

部署的特性让家电品牌能够更便捷地

将鸿蒙系统加载于其产品之中，使鸿

蒙与诸多品牌联姻成为可能，

智能家居系统的龙头未定

早前各家电品牌一直“各自为

营”自建智能家居系统：格力发布四

大产业规划和“零碳健康家”智能家

居系统，并推出格力 5G 手机瞄准智

能家居；小米提出了 AIoT 战略，发

展了 MIUI系统和米家智能家居。海

尔建设了 U+智慧生活操作系统平

台，推广“5+7+N”的智慧家庭场

景解决方案。

行业认为尽管各家电品牌都在布

局智能家居系统，目前还没有一个具

有公信力的智能家居通用系统出现。

那么，一个通用的智能家居系统

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赛迪顾问电子

信息产业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邹德宝

接受《中国电子报》采访时表示，一个

成熟的通用智能家居系统应该具备终

端产品、控制中台和人机交互能力、以

人为本的智能体验能力、完善完整的

功能应用能力和各终端产品之间的智

能交互能力。“以现阶段研发技术工艺

和人们日益增长的智能应用需求来

看，其静态突破年限将会是 3 年左

右。”邹德宝对记者说。

王成录在华为开发者大会上，演

示了美的烤箱和华为手机的独特交互

方式：碰一碰。用户从手机看到的菜

谱，可以通过碰一碰烤箱的方式，将菜

谱信息传输到烤箱，由烤箱自动完成

烹饪任务。

如今，智能家居已经从智能门锁、

智能音响等单品智能，走向成套、系统

化的智能家居，那么未来的智能家居

将以何种形态存在呢？为何现阶段

没有形成规模化或者一家独大的成

熟品牌系统？

邹德宝分析认为，现阶段想要实

现终极智能家居目标，还需要构建各

终端产品之间可以互相交互，信息共

享的数据资源池。在构建资源池过程

中，数据共享平台成为重中之重。邹

德宝认为，各品牌商都在构建和完善

各自的产品体系，导致了市场上的智

能终端产品的同质化严重。只有构建

完善的综合大数据资源池，各产品之

间形成交互组合才是形成终极智能家

居系统的理想形态，这需要所有智能

家居厂商的共同努力。

鸿蒙能否成为智能家居领域的

Windows 系统？行业专家指出，鸿蒙

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能否吸引更多的

像美的、老板和九阳这样的第三方设

备支持鸿蒙 OS 系统，以构建更加完

善和丰富的服务客户生态。

此外，鸿蒙想要成为被广泛接受

的智能家居系统还要避免业务上与第

三方设备厂商的竞争。比如，华为已

经推出了智慧屏，海信、创维、TCL、康

佳、长虹等电视厂商支持鸿蒙的动力

就比较缺乏，华为需要平衡自己的业

务布局。

综观 2019 年，90Hz 刷新率及

以上的手机发布越来越多，而且不

只是高端旗舰系列、游戏手机，中

端手机大多也标配上了高刷新率

的手机屏幕。当然，未来高刷新率

屏幕要普及，成为手机标配，仍离

不开产业链的通力合作。

在面板环节，不仅三星显示拥

有高刷新率屏幕制造工艺，TCL华

星为了追求更长的待机时间、更高

的显示流畅度及触控灵敏度，开发

了 30~120Hz 动态帧频切换技术。

即 由 传 统 60Hz 显 示 精 进 至 30~

120Hz 动态切换，解决运动模糊及

高速拖尾问题，促进观影、游戏体验

流畅。据了解，TCL华星的高刷新

率系列产品已打入大型终端客户，

产品即将上市，同时 144Hz技术已

进入转量产阶段，即将在下半年登

陆终端产品市场与消费者见面。

此外，天马、维信诺也具备了

90Hz 甚 至 120Hz 屏 幕 的 量 产 能

力。天马的 144Hz 高刷新率的产

品公司已配合客户实现行业首

发。维信诺供货努比亚红魔5G游

戏手机采用全球首款 144Hz 超高

刷新率 AMOLED 屏幕，将手机屏

幕的刷新率标准提升至专业PC电

竞显示器级别。

吴淑园表示，面板在各个技术

类别例如 a-Si、LTPS、OLED 都可

做到 90Hz 及以上，都有产品正在

开发中或者已经量产，在面板层面

不存在特别的技术问题。

因此，技术难题的攻克、产能

的提升、供应链的成熟，都为高刷

新率屏幕普及铺平了道路。从长

远来看，高刷新率屏幕或许会成

为拉开旗舰与普通手机在屏幕体

验差距上的核心配置。虽然短时

间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高

刷新率屏幕依旧无法在手机上完

全做到普及，但我们已经看到有

诸多厂商正在跟进，势必会带来

整个高刷新率显示屏在软硬件层

面的进步。

总的来看，依照目前屏幕高

刷新率的发展趋势，今年 90Hz、

120Hz 应该会成为主流。虽然实

际上不存在所谓的“用过 120Hz

就再也回不去 60Hz”的事情，但

是目前从屏幕角度看，高刷新率

比材质、分辨率等参数更能让消

费者直观地体验到不同，所以这

也是高刷新率将以较快速度普

及的原因。

相信未来，高刷新率屏幕手机

软硬件不断发展，将会是手机屏幕

生态的一大进步，对于未来手机形

态来说也有着积极意义。

高刷新率高刷新率
手机必备新功能手机必备新功能？？

本报记者 卢梦琪

高刷新率屏幕并不是一种新鲜事物，PC行业早就有120Hz、144Hz甚至是240Hz刷新率的电竞显示设备问世。而在手机
终端领域，高刷新率逐渐成为重要的功能指标正在被深入挖掘，长远来看应该是所有手机的标配，在近期看也会在除千元机外
的所有手机进一步渗透。

屏幕显示的画面是由一帧帧

的静态画面快速切换实现的，刷新

率指的是屏幕每秒钟可以显示多

少帧画面。高刷新率是一个锦上

添花的功能，能够带来更流畅的画

面和更顺滑的触控体验。主流刷

新 频 率 为 90Hz、120Hz、144Hz、

240Hz，有人调侃这是一种“用了就

回不去的功能”。

全球第一款高刷新率手机是

夏普在 2017 年上半年推出的旗舰

产品 AQOUS R，采用了 120Hz 刷

新率屏幕。2019年下半年，夏普发

布了全球首款 240Hz 刷新率的手

机 Aquos Zero 2。近日又发布了

全球第二款 240Hz 刷新率的手机

Aquos Zero 5G Basic。相比传统

的60Hz，理论上能带来4倍的流畅

视觉效果。

手机厂商对于“高刷新率手

机”的追逐自去年支持 90Hz 高刷

新率的一加 7pro 的发布而逐渐

升 温 ，包 括 三 星 ，小 米 ，OPPO，

vivo 等在内的许多厂商均开始在

旗舰产品上使用了更加流畅的

高刷新率屏幕。而在今年，这项

技术迅速成熟，不少中端产品也

搭载了高刷新率屏幕。努比亚

play 游 戏 手 机 支 持 144Hz 刷 新

率 ，最 低 售 价 为 2399 元 ；iQOO

Neo3 最 高 可 支 持 144Hz 的 刷 新

率，最低价 3398 元；红米 K30 至

尊版支持 60Hz 和 120Hz 的切换；

主打电竞市场的手机品牌华硕，

推出的 ROG Phone 2 旗舰手机

拥有 120Hz 刷新率；努比亚发布

红魔 5G 游戏手机支持 144Hz 刷

新率。

“从高刷新率屏幕来说，长远

来看应该是所有手机的标配，在近

期看也会在除千元机外的所有手

机进一步渗透。”GfK 高级分析师

侯林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手机的高刷新率带来更好的

体验，现如今也存在一些问题。

侯林表示，目前高刷新率手机

最大的不足是耗电。如果单看刷

新率这种指标，不考虑屏幕其他参

数的话，基本上参数越高越好。但

目前电池已经很久没有突破性进

展，5G等技术又同样耗电量巨大，

所以高刷新率会进一步压缩手机

续航时间，这是其较为突出的不

足。另一个不足是成本高，今年手

机本身因为加入了 5G 技术，售价

相比前代已经有了较大提升，而同

时加入高刷新率会让售价进一步

升高。

此外，应用层面的适配问题也

存在。如果屏幕刷新率提升，游戏

帧率没有跟进，画面效果不会有提

升，甚至有可能会拉低显示的效

果。另外，也存在90Hz手机不能支

持 60Hz应用的情况。或者当你打

开一个支持 120Hz 的 APP，再打开

一个60Hz的APP感觉上就会有些

顿挫感。甚至可能面临处理器性能

不足导致掉帧和手机发热严重问

题。因此，目前支持高帧率的应用

还不够广泛，未来期待更多技术手

段去解锁更高帧率以及适配问题。

据了解，目前部分 240Hz手机

很可能并不能由屏幕本身支撑。群

智咨询手机面板资深分析师吴淑园

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90Hz 和 120Hz 现在由 IC 可以

支持，不需要算法优化，但144Hz及

以上没有成熟的IC支持，需要靠算

法去优化、调试才能达到。

此外，高触控采样率是高刷新

率屏幕的必要辅助，这体现在一些

游戏场景下，高触控刷新率手机要

比一般 60Hz屏幕采样率手机更迅

速地完成瞄准动作，配合屏幕本身

的高刷新率效果，整个体验才会得

到质的提升。

所以，要真正体验到高刷新率

屏幕带来的流畅，不仅需要硬件层

面的支持，还需要应用生态层面对

于高帧率广泛的支持，以及一系列

配套技术的跟进。

鸿蒙登场

跨品牌的智能家居系统来了

本报记者 王伟

近日，华为在2020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官宣了鸿蒙2.0——一
套面向多平台的OS系统。值得注意的是，美的、九阳、老板等三家
电器厂商也将成为首批支持鸿蒙系统的品牌。鸿蒙有可能成为智
能家居领域的Windows系统吗？

在中高端手机加速渗透
长远来看，高刷新率应该是所

有手机的标配，在近期看也会在中
高端手机进一步渗透。

续航与成本问题待解
高刷新率手机需要硬件层面、

应用生态层面的支撑，以及一系列
配套技术的跟进。

产业链共创未来空间
高刷新率屏幕或许会成为拉开

旗舰与普通手机在屏幕体验上差距
的核心配置。

本报讯 9月 16日，京东家电

冰洗行业峰会在京召开。峰会上

正式发布了《京东 2020 冰洗白皮

书》，通过平台大数据提炼的行业

现状分析以及未来趋势展望，为行

业提供了最值得信赖的发展路径

参考，也带动了产业上下游齐心协

力推动消费升级的决心。

京东零售集团家电事业部副

总裁谢帆表示，冰洗是行业内继小

家电之后的第二大增长体系，源于

其兼具刚需功能需求，又有消费升

级契机的属性。

据了解，京东冰洗业务一年来

的销售数据印证了行业向好的三

大迹象：一是高端化趋势明显，冰

箱和洗衣机的潜力价格带不断上

移，其中4800元以上冰箱的销售额

同比增长 110%，4000 元以上洗衣

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50%；二是新

品引领行业增长，冰箱、洗衣机、干

衣机的上新速度同比去年分别增

长 141%、174%和 486%，新品贡献

的销售额占比也达到了 44%、46%

和 88%；三是品牌聚集效应显著，

冰洗烘三大领域龙头品牌逆市向

上，在近一年的新品销售中，海尔、

美的等热销前六的品牌新品销售

额占所有新品销售额的比例是

85%、80%和90%。

结合京东大数据发现，年轻化

的新消费群体已经崛起，95后的Z

世代迅速成为线上消费中坚力量；

“她经济”崛起，女性用户比例增

加；此外，随着渠道的不断下沉，低

线城市用户爆发，成为线上消费的

高潜力用户。

消费升级也催生了一些新兴

品类的爆发，其中干衣机就是典

型。今年上半年我国干衣机销量

同比增速良好，6 月增速比例甚至

高达112.4%。更值得关注的是，京

东增速引领大盘，线上份额持续走

高，京东渠道的热泵式干衣机的市

场份额已经达到85%以上。

京东在发布会现场公布了持

续助力产业升级的举措。京东家

电将围绕产品系列化、品类多元

化、营销数字化、供应链智能化、全

渠道一体化等方向展开。其中，产

品层面，主推系列化、场景套装化、

多元差异化产品。营销层面，通过

数据赋能、渠道整合、触点拓展等

助力品效合一。渠道层面，在京东

全渠道一体化的优势下，线上线下

全面布局，加速渠道融合，高效渗

透各级市场。依托京东海量大数

据优势、品类管理经验，以及合作

伙伴关系，京东还将与厂商深度合

作，反向定制更多新品。（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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