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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是危言耸听，按照目前的速

度，离电视机这一品类消失的时间已

不多了。

当市场还在讨论 2013 年中国彩
电市场最大的亮点莫过于乐视、小

米、联想、爱奇艺、阿里等一大批互联

网及 IT企业跨界推出的电视新品时，
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浪潮已经提前为

2014年彩电市场发展注入了“新的不
可控因素”：新的互联网 IT企业继续
进军电视领域，外资互联网企业也将

分一杯羹；而现有的智能电视都还停

留在传统产品形态上，真正颠覆电视

的产品还未出现。

狼真的来了
但不是互联网企业

在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

江看来，“2014年中国彩电业的‘狼’
不是那些叫嚣着要‘颠覆电视’的互

联网、IT企业，而是传统的彩电企业
自己，他们太熟悉自己的那一套竞争

优势，会错失在互联网大潮下的转型

机会”。

面对来自互联网的新挑战者们，

TCL、海信、长虹等彩电巨头突然发
现，“他们的电视玩法完全变了”。

彩电企业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拥有

完整的电视产业链，最前端的物流配送

服务，最后端的产品研发设计，以及品

质制造，这些都是那些“搅局者们”所不

具备的。同样，对手在互联网时代的产

品体验、用户思维、软硬件都赚钱的商

业模式创新，也是彩电企业的短板。

“突破自身的产业链优势，融入

竞争对手的用户思维和互联网营销，

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是自我革命”。

长虹集团企划部部长刘海中认为，彩

电业必须要建立互联网坐标。

品牌格局生变
搅局者仍欠火候

回顾 2013年的彩电市场品牌格
局，声称要“颠覆电视”的乐视、小米

们推出几款电视，并在某个型号、某

个月份数据颇为“养眼”，但整个彩电

业发展仍是家电企业说了算。

同样，在已经拉开大幕的 2014

年彩电业，“搅局者们”仍然难以改变

当前的彩电市场品牌格局。正如创维

数码总裁杨东文所说，“一开始听说

小米、乐视进入电视领域还有点担

心，后来在市场竞争中一较量，就发

现他们还不是对手。”

“如果说，乐视们想要真正改变

彩电市场，就按照目前的产品和模

式，未来几年可能性都很小。2014年，
彩电品牌的最大变局，还在于海信、

TCL、长虹、创维、康佳五大本土品牌
之间上演，不排除在互联网拐点彩电

业会由五巨头变成三足鼎立的稳定

格局。”家电观察家洪仕斌如是说。

互联网企业所欠的火候在于，借

助网络化进入电视，最大门槛不是制

造，而是前端的服务和后端的研发。

服务不只是送货上门安装，还包括对

于问题的快速反应能力。同样，研发

对于电视来说，不只是软件系统，还

包括硬件协同整合能力。

对手身藏暗处
最大危机在于消失

当前，彩电企业最具威胁的对手

还身藏暗处，互联网等撑局者的出

现，只是提前打响一场“颠覆电视”的

热身赛，激发传统企业的警惕心理和

创新能力。

无论是乐视推出的“超级电视”，

还是小米电视、TCL爱奇艺电视，或是
创维阿里的酷开电视，都没有突破传

统电视机的形态定义。同样备受索尼

等日企推崇的 4K电视，还是三星等
韩国企业推出的 OLED电视、曲面电
视，或者是中国企业力挺的智能电

视，只能算是革新产品，而不是真正

的颠覆。

真正的危机还在于现有“电视形

态”将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无所不

在的屏，而谁又能率先推动电视机形

态的消亡，并推出全新的电视形态？

这个对手不只是彩电企业自身，还包

括众多需求万变的新生代消费者。

同样，受到云计算、大数据推动，

众多企业围绕智能电视展开“云服务

平台下大数据的商业化模式”探索，

未来如何将来自用户的使用习惯、选

择喜爱等数据进行分析和解读，从而

找到推动彩电企业互联网化变革的

基因？谜底有望于今年揭开。

行业观察

厨电业“好效果”时代的互联网思维
文剑

互联网浪潮不仅没有改变厨电

产业原有竞争体系，反而让油烟机好

效果时代步入了推广普及的快车道。

也让这一时代的开创者和引领者方

太，牢牢锁定中国高端厨电市场“十

连冠”地位。

油烟机的“好效果”时代，无疑是

方太，这家中国高端厨电“当家人”面

对互联网浪潮冲击时给出的最有力

答案。正如方太集团副总裁孙利明所

说的，“油烟机的好效果，正是基于我

们 19 年以来持续专注厨电产业、持

续关心用户需求，得出的答案。好效

果就是让我们完全从用户使用和体

验的角度出发，跳出厨电产业传统的

‘技术创新、产品革新、营销跨界’竞

争思维，最终回归用户给出最直接的

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堆技术概念、数

字游戏。”

对于方太提出的油烟机“好效

果”时代，来自中国家电研究院的副

总工程师张亚晨颇为认同。在他看

来，“消费者需要的本不是油烟机，而

是一个绿色低碳没有油烟的厨房环

境”。这也意味着，随着厨电产业竞争

格局趋于成熟稳定、企业科技创新实

力显著增强，以及来自外部的消费者

需求持续升级，整个产业的竞争将全

面回归以“用户需求和体验”为核心

的新时代，而“好效果”正是基于用户

对厨电产品需求的精确定位：不只是

拉开了中国厨电产业发展的全新时

代，还完成了对中国高端厨电标准的

再次刷新。

这正是方太所领跑的中国厨电

产业对于“互联网思维”的最精准诠

释———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就是用户

思维角度，提供他们需要的产品以及

系统解决方案，而不是从企业市场竞

争的角度出发。“好效果”时代成功跳

出近年来油烟机“大风量、低噪音”等

单一技术手段的竞争，直击用户本位

需求，最终成功捕获消费者的“芳

心”：来自第三方市场机构中怡康数

据表明，基于“好效果”标准打造的方

太新一代风魔方油烟机，自上市以来

连续 8 个月牢牢锁定中国高端油烟

机十大畅销型号的榜首，创造出中国

高端厨电市场第一款由用户思维定

义下创造的市场销售新纪录。

【2014中国家电业“去哪儿”】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已经拉开大幕的 2014 年彩电市
场，再度引发彩电企业、互联网企业

等各方力量的角逐。谁最终能在 2014
年的智能电视大战中全面胜出，实现

对产业未来发展潮流和方向的引领？

《中国企业报》记者展开了采访。

互联网思维 VS用户体验

作为中国彩电业首家在互联网

时代明确“造船出海”的企业，海信的

互联网基因被认为是驱动其继续领

跑的关键力量，也有别于传统电视企

业和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模式。

作为最早拥抱互联网实现全面

智能化转型的企业，早在 2008年海
信就在国内率先搭建互联网电视运

营平台；2010年又首家推出自主开发
的 HITV-OS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和海
信 APP应用商城；2012年，海信在芯
片、软件领域收购控股了加拿大、美

国的研发团队，搭建起智能电视软件

平台和云平台，具备安卓深层开发能

力。

2013 年 4 月，被誉为“全球最快
互联网电视”VIDAA TV在海信问世，
该产品在引发“智能就是简单”的互

联网电视设计风潮同时，也让众多用

户体验到海信在互联网时代整合用

户思维的系统创新能力。2014 年 1
月，由海信牵头起草的中国智能电视

行业标准由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正式发布，从而终结智能电视发展多

年来“无标准可依”的裸奔式状态，为

智能电视市场的良性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

“当小米、乐视、阿里等互联网企

业高调进军智能电视市场，积极抢夺

客厅，他们突然发现，早在 2013年初，
海信已经以很强的互联网思维推出

了相应产品，并借助线上线下、硬件

软件内容、销售服务一体化的互联网

商业模式率先发起了对客厅的争

夺”。资深互联网人士指出，所谓互联

网用户思维并不是互联网企业独有

的，像海信这样与用户打了几十年交

道的企业同样具备这一基因。

低价格 VS一体化

当乐视、小米等新军频频以“低

价格”为突破口发起智能电视变局战

时，在“低价格”背后的创新商业模式

并未形成闭环。相反，连续十年称霸

中国平板电视市场，并高居中国智能

电视市场第一的海信，却通过“线上

线下一体化”互联网创新整合，创造

全新的商业体系。

日前，乐视再度推出一款 70英
寸的超低价格智能电视，延续自去年

以来“低价格杀入电视机行业”风格。

此前，小米电视、百度爱奇艺电视、阿

里电视等均是以“低价格”冲击市场。

隐藏在这些企业“低价格”背后的商

业模式正是基于单一线上的“软件体

验+内容付费+娱乐游戏+广告点播”
的盈利体系。

“就乐视的智能电视商业模式来

说，在中国家庭整体缺乏内容付费消

费习惯，并对电视广告逆反情绪的背

景下，其商业体系没有形成闭环。更

重要的是，其商业主要依托线上，而

缺乏来自线下的大服务体验，比如配

送、安装调试及维修，最终会造成用

户全程消费体验的断裂”。资深产经

评论员洪仕斌如是说。

反观海信过去一年间通过“硬

件+软件+内容”与“研发+制造+营销+

服务”进行线上线下一体化全面贯

通，并引入“大服务”思维，VIDAA TV
定期在线升级、全品类家电 30天包
退包换，开创移动互联网的全新商业

模式。

与乐视的内容收费相比，海信以

“开放、合作、共赢”的商业模式，与内

容提供方 CNTV、华数、优酷、奇艺、乐
视、PPTV 等国内主流牌照方和内容
运营商形成战略合作关系，提供的网

络视频资源累计已超过 125万集，均
不向用户收费。

颠覆者 VS被颠覆者

当乐视、小米以“颠覆者”姿态进

军智能电视，面对海信等强敌的正面

较量之后才发现，在互联网时代的彩

电业，由颠覆者沦为被颠覆者只有

“一念之差”，但“姜还是老的辣”。

毫无疑问，海信已将互联网思

维、用户思维驱动下的产品科技创新

能力，快速转变为用户黏性，并通过

技术的内容、游戏等增值服务，激活

传统用户在互联网时代的互动体验

能力。

海信 VIDAA TV 上市半年多的
时间，销量突破 100 万台的规模，来
自海信运营中心的数据显示，这一颠

覆式智能电视的用户网络激活率为

92.2%，高出行业平均水平 40%，并带
动了海信智能电视的整体激活率超

过 80%。
通过对传统电视体验模式的颠

覆，将简单和智能融合，将显示技术

与软件内容融合，将技术创新与服务

创新融合，海信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传

统家电企业和传统互联网企业的新

路径，也拉开了 2014年中国彩电产
业变局大幕。

本报记者 文剑

谁将领跑 2014年智能电视市场？

为小家电科技实力“正名”
美的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
本报记者 许意强电视消失？彩电业的狼来了！
谁说小家电产品没有先进技术？

日前，随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召开以及 2013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评选结果揭晓，由美的生活电器事业部与

吉林大学合作的“仿生耦合多功能表面构建原理与关键技术”

产学研项目，斩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举打破了存在于中国家

电行业多年的“小家电没有先进技术”的错误认识，为整个小

家电产业的科技创新水平“正名”。

美的首获国家科技发明奖

据悉，国家科技奖励分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

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技合作奖

五个层次。2013年度共有 54个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其
中美的参与研发的这一科技创新成果是所有获奖项目中面向

小家电领域内胆表面工艺的。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美的此次获奖不

仅填补自国家科技奖制度实施以来没有应用于小家电产品领

域的科技创新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的行业空白，还填补自这

项制度实施以来没有家电企业获得科技发明奖的行业空白。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得者、美的生活电器事业部研发中心

专家李家勋介绍，获得国际技术发明奖，并非一蹴而就。申报

奖项前，申请的科学技术发明需要历经三年的产业化应用，技

术发明应在实施后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并已获得

省级科技发明一等奖。

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年间，包括海尔、海信、格力等企

业均获得过国家科技奖，但在更关注重大技术发明的国家技

术发明奖上，此前家电企业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此次，

美的与吉林大学合作的‘仿生耦合多功能表面构建原理与关

键技术’产学研项目，通过仿生技术应用到小家电内胆表面处

理制造工艺上实现突破，不仅折射出作为中国白色家电及小

家电巨头的整体科技创新实力，还将推动整个中国家电业在

重大发明技术上的能力突破。”

小家电深藏大技术

此次美的获奖的这项国家技术发明奖成果，主要用途之一

就是应用于电饭煲、电压力锅内胆和粒粒饭勺等炊具产品上，以

期通过仿生技术解决消费者在电饭煲、电压力锅等炊具使用过

程中长期以来所面临的食物易粘等使用体验不佳的问题。为此，

美的生活电器技术研发团队投入了长达 5年，最终掌握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仿生不粘炊具关键材料以及制造技术。

李家勋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仿生耦合多功能表面构

建原理与关键技术应用到炊具领域，企业研发队伍再根据实

际应用需求进一步改进、演绎，已经应用在美的生活电器电热

烹调炊具上，推出了切实改善消费者使用体验的电饭煲及电

压力锅的蜂窝内胆、粒粒饭勺等，推动了行业不粘技术的升

级，也进一步显现美的在电饭煲、电压力锅、不粘炊具等产品

上的技术实力。”

自 2012年美的集团实施全面的“经营转型”以来，以消费
者需求为中心打造好产品，已成为所有美的人的工作方向。早

在获得这一国家技术发明奖之前，美的仅在电饭煲产品上，就

通过产学研合作推出了“米饭的五谷曲线”、“62%的黄金含水
量”、“脂肪溶出率”、“游离氨基酸溶出率”、“维生素保有量”、

“米饭的理化评测指标”等多项自主创新科技成果，持续推动

并引领整个电饭煲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品换代。

智能化、平台化、家居化成趋势

面对近年来在家电市场上，一些科技创新成果沦为少数

家电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炒作手段和产品包装工具，并没有

真正解决用户需求，带来产品使用体验的提升。李家勋则认

为，“近年来，在互联网浪潮冲击之下，用户的消费需求升级及

对产品使用体验开始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未来家电技术突破

的方向将围绕智能化、平台化、家居化展开，这也让我们更加

坚定‘为消费者带来利益、为企业创造效益’的科技创新方向。

除了与吉林大学的仿生技术产学研合作，我们还与华南农业

大学在食品营养展开合作项目，正是通过这些与高校及科研

院所合作，让美的一直走到产业技术创新的最前沿。”

目前，在电饭煲、电磁炉、电压力锅、净化类家电等产品领

域，美的生活电器事业部作为美的集团开拓发展的重要一极，

建立了特有的“平台化研发、专业化运作”的新技术开发体系。

接下来，美的将加大这一国家科技发明奖成果的市场化转换

和应用，加大在电饭煲、电压力锅，以及炒锅等炊具产品上的

推广普及，还将推出蜂窝内胆、长形蜂窝内胆、粒粒饭勺等一

系列创新产品，从而带来产品用户体验的持续提升，推高小家

电产业的进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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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哪些家电企业获奖？
许意强

在历年来国家科技奖的身影中，不乏家电企

业。《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对自 1998年以来国家科

技奖获奖项目的梳理后发现，海尔、海信、美的、格

力、春兰、容声、长虹等企业均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

奖。其中，在所有获奖的家电企业中，海尔无疑是斩获

国家科技奖最多的家电企业。早在 1998年凭借变频

空调技术首次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后，2002年的海尔

智能家居集成及平台技术研究，2004年的海尔离子洗

涤技术在全自动洗衣机应用，2011年的海尔开放式平

台技术创新体系，2013年，低温冰箱系列化产品关键

技术及产业化均获奖。

被誉为全球最快互联网电视 VIDAA TV在海信问世,让用户体验到

海信在互联网时代整合用户思维的系统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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