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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上午 9 点， 被誉为当前全球最好用的智能电
视———海信 VIDAA TV启动第一次大规模在线升级，在打破传
统智能电视“买回家就过时”状况同时，也树立起智能电视的新
标杆。

就在此前举行的第 12届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上，被
誉为“智能双子星”的海信电视 VIDAA、VISION 两大系列首次
同台亮相，引发观众的围观和热议。 这也标志着海信电视正在
将中国彩电业的智能化浪潮推向新的发展高度。

今年 4月发布，5月份上市的 VIDAA TV，其命名源于西班
牙语的“生活”。

它开启了智能电视全新操控模式，完成直播电视、视频点播、
媒体中心、智能应用四大功能的使用均可通过遥控器一键完成。

同时，瀑布式换台、无遮挡菜单、多任务处理、电视节目进
程展示以及记忆、收藏、推荐等功能都处处体现出海信电视在
智能时代所倡导的“人性化和极简”理念。

面对很多传统电视厂商在快速到来的智能化浪潮中并没
有做好充分准备，智能系统设计采用“拿来主义”，对底层设计
不熟悉，很难做到在线更新，让整个产品系统处于封闭状态。

海信传媒网络公司副总经理高雄勇透露，“VIDAA TV通过
自主创新的底层设计为在线升级打下坚实基础，在产品系统设
计、功能设计、操控方式等方面共掌握多达 38 项创新成果，这
些让海信在 VIDAA产品上保持每季度一次的在线升级， 让产
品永不过时”。

海信网络运营中心统计数据显示，VIDAA TV 上市两个月
来，用户的网络激活率和功能应用使用的活跃度均超过了 90%。

作为海信在智能电视研发过程中的另一个里程碑式产品，
VISION是海信传统智能电视人机界面系统的名称， 中文命名
为“远见”。

发布于 2012年 9月的 VISION系统，已在海信电视旗下的
多个智能产品上得到大范围应用。 并以其典雅、简洁的系统设
计受到来自市场和用户的青睐， 也为海信赢得市场竞争力，成
功推动海信智能电视销量攀升至领跑位置。

此次亮相的 VISION系列智能电视——— XT880G3DU 是海
信于今年 5月份发布的全新版本产品， 采用 VISION1.5最新版
本，秉承“直觉化”、“一维化”、“所见即所得”的交互设计理念，交
互体验更加友好，界面更加漂亮、直观、清晰、简约。

在 VISION主界面的导航分类栏， 任意类别一键即可呼出
全部应用，让智能电视的操控和使用更加的方便与快捷。 同时，
还可自动分析显示最常用的应用并拥有简单快捷的智能开机
导航，真正让用户做到“零学习”。

据了解，基于 VISION1.5最新版本的海信智能电视将于下
半年上市，并与 VIDAA TV一起组成海信电视征战智能时代的
“双子星”，以主打“极简”操作优势释放海信“智能就是简单”的
产品理念。

业内专家指出， 到 2015年中国智能电视市场占有率将达
90%以上，成为客厅的“真正主角”。而是否能持续激活庞大的用
户群和需求以及保证智能电视的在线升级能力，将成为智能电
视产业竞争的“分水岭”，这正在催生海信服务和商业模式的深
度变革。

本报记者 文剑

长虹智能基因
开启消费电子转型新路

海信电视双子星
刷新智能高度

本报记者 文剑

智能电视市场快速普及的困
局有望于今年率先被打破。 日前，
来自长虹内部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 记者透露，“应用新一代超级
语音浏览器的长虹智能电视，将
于今年‘十一’黄金周前夕推向市
场， 引发智能电视产业新一轮变
革。 不仅打破现有智能电视‘复杂
不实用’的普及困局，还将吸引消
费者回到客厅、回到电视机前来，
享受大屏显示带来的视觉享受和
随心操作的方便易用”。

超级语音浏览器，这个由长虹
专门为智能电视研发的操作软
件， 在完成了对智能电视入口的
重新定义同时， 还一举解决了此
前困扰消费者在智能电视使用过
程中的“操作复杂、步骤繁多”等
问题，让消费者抛开遥控器，动动
嘴就实现了“看电视、玩电视”等
便捷操作。

“来自技术进步和消费需求是推动消费电子产业发展的
两大驱动力。 但是在智能化、网络化时代，消费需求已经成为
最大的驱动力。在满足消费需求方面，多年来海尔一直是在行
业前列”。

7月 21日，在海尔电视 4K 智臻 H9000品鉴会上，中国电
子视像行业协会副会长郝亚斌指出，从当时的定制电视、搜索
电视，到今天的 4K 智臻 H9000，海尔充分满足了消费者对智
能的需求，成为产业的主导者。

作为海尔面向智能化时代、秉承“简单操作”理念的新品，
H9000 采用了 UHD 超高清显示屏， 延续了在智能电视上的
“搜索”产品基因，并以“多屏同步看”的电视聚功能和“云遥
控”技术来展示企业的理念。

品鉴会现场， 海尔电视研发人员详细介绍并演示了
H9000 所独具的“差异化”优势，通过海尔特有的“电视聚”功
能，可以实现同一时间浏览多个电视频道的可能，并通过“超
级画中画”和“一屏多显”等形式，实现了全新的智能电视观看
体验。 同样，云遥控技术则将语音探索、体感游戏操控等诸多
功能于一体，构建了智能不繁琐的产品体验。

随着当前智能电视在中国市场销售比重超过 45%， 中国
电视机产业的智能时代已经提前到来。 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中
心副主任王兴军指出，“4K 超高清、 智能都代表一种生活品
质。 特别是在智能时代，多屏互动、小屏控制大屏等全新体验
方式将成为未来趋势。 海尔 4K 智臻 H9000 电视无疑为家庭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验终端”。

本报记者 文剑

消费驱动助海尔电视
抢夺智能先机

超级语音浏览器重新定义智能电视 VIDAA�TV首次在线升级

智能基因激活万万亿市场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消费电子产
业最大的消费国，而作为中国发展历
程最悠久、产业积累最丰富、消费需
求最熟悉的企业，长虹显然获得了抢
搭“智能化浪潮下”的消费电子产业
头班车。

2012 年中国消费电子市场规模
达到 13910 万亿元，取代美国成为全
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市场。 同时，随着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2013 年中国将
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全球
电子市场的重点转移到中国为代表
的新兴经济体市场。

作为当前走在中国智能电视市
场和技术最前沿的企业，长虹已经将

“软件+硬件+服务” 三位一体化的战
略优势，迅速向终端市场进行传递和
辐射。 同时，控制了一条有别于互联
网公司定义的智能电视新路径———
智能电视、智能冰箱、智能空调以及
PC、PAD、手机等终端互联互通互控，
电视参与多个终端产品的交互、连
接、协同。 比如电视节目在不同终端
推送，电视控制调节冰箱、空调的状
态以及基于共同的内容产生的社交
圈子等等。

王海兵透露，“如果以真正的智
能电视作为统计口径，剔除一些企业
推出的只是可以上网，却无法实现语
音交互、云服务平台互动等功能的伪

智能电视， 自 2006 年就开始研发智
能电视的长虹这一产品销量，是绝对
行业第一”。

基于软实力提升的长虹生态链，
对于企业市场份额提升的作用，并没
有停留在电视产品上。 长虹白电技术
总监李昱兵透露，“长虹面向智能化
时代的应用软件等操作系统，目前已
向空调、冰箱、厨房小家电等领域进
行植入。 作为中国最早布局智能冰箱
的企业，长虹旗下的美菱冰箱已经推
出了第一代、第二代智能冰箱，并完
成了对第三代智能冰箱的布局”。

从智能冰箱的远程控制、远程解
冻、远程存储食物可视等一系列差异

化功能的推出，到智能空调全语音控
制，抛弃遥控器在家庭 5 米范围内实
现对空调的随心控制以及可以进行
智能安全监控的厨卫家电，长虹正在
将这种“软实力”变成对市场份额争
夺的“硬功夫”。

最新发布的《2012 年世界信息技
术产业发展年报》指出，随着金融危
机持续发酵，欧美发达国家的电子信
息产品市场呈现相对萎缩的状态，美
国市场增速仅为 1%， 日本等其它发
达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而以中国为
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仍将保持 9%增
速。

洪仕斌认为，“在全球消费电子
产业消费中心向中国的转移过程中，
手握全产业链和全生态链的长虹，无
疑将激活这一拥有万万亿的战略大
市场，从而实现企业在规模和利润上
的持续双增长”。

“云+端”一体化融合，已经成为全
球消费电子产业未来发展的主流趋
势。这一次，长虹以“超级语音浏览器”
为突破口，选择在“端”上进行智能化
布局，并借助“云”服务平台，实现“云+
端”一体化互动后的差异化领跑。

电视的优势是大屏，劣势是交互。
长虹技术中心数字所所长李晓冬介
绍，“智能电视与智能手机不同， 手机
与人的交互可以通过触摸屏的方式，
而电视与人的互动只有语音和体感两
种方式， 但以语音交互的控制准确性
和效率更高”。

超级语音浏览器的问世， 正是长
虹为了解决当前消费者在智能电视使
用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便。 一些消费

者反映，“以前看电视， 遥控器一键操
作就行了。现在智能电视，为了选择一
个节目来回操作十几步，还找不到”。

基于长虹 IC 事业部在智能语音
芯片上的自主研发设计突破， 长虹超
级语音浏览器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并
借助云服务平台的“大数据搜索引擎
和智能文字匹配”，快速提升了“智能
电视”语音交互的准确率同时，还全面
抛弃传统“遥控器”，一步到位实现对
智能电视的全语音控制。

“比如打开京东的话，以前的方式
是口述‘打开京东’，句式比较固定，超
级语音浏览器可以变为更自然的交
互，对语意识别范围更大。 ”在鼓励团
队创新的长虹细胞实验室， 长虹技术

中心市场总监邵巍故意炫技似的，一
会儿说“我想上京东”，一会儿说“请你
帮我打开京东怎么样， 京东打开看
看”，同一个意思，不同的表达方式，语
音浏览器都能识别， 并将网站直接可
以打开。

李晓冬则透露，“为了提升超级语
音浏览器的识别效率， 增强长虹智能
电视的差异化优势，未来 3—5年内长
虹每年将投入 6000 万元建设可以支
撑 1000 万用户级的云服务平台”，从
而通过完全自主的“芯片+软件+硬
件+服务” 四位一体化智能生态链建
设，确立长虹的智能基因优势。

不只是停留于与智能电视的融
合，《中国企业报》记者还了解到，这一

“超级语音浏览器”还可以应用到智能
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上，实现对不同
设备之间的“跨界融合”，让消费者可
以实现“多屏社交”等功能。

在日前召开的第 12 届中国国际
消费电子博览会上，中国机电商会副
会长王贵清指出，“云+端的一体化融
合，已成为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发展的
新方向。 未来所有的信息内容处理，
存储都集中在‘云’上，最后世界将被
数朵‘云’所覆盖。 而我们身边各种各
样的硬件设备就是工作、学习和娱乐
的‘端’”。

以超级语音浏览器操作软件为平
台，长虹提前在“云+端”一体化融合发
展趋势来临之前， 便完成了对旗下智
能电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的
多屏融合。同时，又借助长虹开始打造
的“云服务平台”，实现“云与端”的无
缝对接， 从而实现对整个产业未来发
展趋势的定义。

超级语音浏览器，只是长虹布局
智能生态链的一项软件科技成果。 自
2004 年赵勇入主长虹， 并随即实施
“三坐标”战略，才是推动长虹在智能
化时代谋求全面引领的最大原动力，
从而在“全产业链”基础上，构建属于
长虹的“智能生态链”。

对此，长虹董事长赵勇有个生动
的比喻。 他说，“如果把消费电子产业
比喻成一棵树， 树根就是运营商，树
干就是软件和芯片，果实就是各种智
能终端”。 他认为，树干上的智能基因
决定果实，即芯片、软件决定终端。

以消费电子产业为原点， 过去 8
年间长虹先是在产业形态上，实现了
从黑电制造商，向空调、冰箱等白电，

手机、数码、信息等 3C 产业的跨界布
局， 同时又沿着产业价值链的方向，
拉开了从硬件制造，向上游的芯片设
计研发、压缩机、显示面板等核心、关
键零部件的布局。 此外，还全面探索
商业模式的创新，从低端制造向中高
端智能升级，从产品制造商向信息服
务商的跨越。

在资深家电观察家洪仕斌看来，
“长虹三坐标战略完成了‘全产业
链’、‘全生态链’ 两大产业链体系的
建立，最终瞄准智能化趋势构建了长
虹的双通道竞争体系”。 最近 5年来，
正是基于“从核心部件+整机”的垂直
一体化全产业链建设， 让长虹在黑
电、白电市场完成了全面领跑，并率

先在全产业链优势之外建立了“黑白
电产业协同”竞争优势，从而确立长
虹成为全球冰压第一、中国冰箱及电
视的前三甲地位。

进入 2013 年， 随着长虹智能语
音芯片、超级语音浏览器、全新智能
电视、全云服务平台等一系列跨越芯
片、软件、硬件和服务四大领域的科
技成果相继问世，长虹全生态链也开
始浮出水面。

据长虹电视技术总监王海兵介
绍，“在硬件时代，长虹电视的技术研
发项目小组， 硬件工程师有 5—6 个
人，软件工程师只有 1 个。 而进入智
能时代， 软件工程师团队达到了 100
多人，而硬件工程师还是那么多人”。

在硬实力得到确立之后，基于三
坐标战略的长虹软实力，也得到了快
速提升。 不过，在王贵清看来，“4G、云
计算、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
电视、手机、家电、平板电脑、汽车电
子与电脑等互联互通，数字化内容无
边界流动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
方向”。

这就要求传统消费电子企业，必
须要摆脱依托传统的“全产业链模式
下以企业主导”理念，基于云服务平
台，通过满足消费者实际需求完成对
企业内部的软件、硬件全盘激活。 中
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会长郝亚斌
指出，“在智能化时代，沿着消费者需
求创新道路是永无止境的”。

当前， 在智能电视的商业竞争
中，长虹已提前通过“软件与硬件”的
完美融合、“软件与服务平台”无缝对
接， 实现战略护航下的市场商业抢
跑。

长虹战略护航智能生态链

超级语音浏览器的定义权

长虹发布超级语音浏览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