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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消费

■资讯

虽说世上没有完美的产品，
但有科技加持，我们不妨先从享
受一个“小目标”开始，比如更加
实用的高端“尖货”。

近日，海信在“金九银十”到
来之际全线出击，携旗下全品类
高端家电产品启动全国巡展，上
海和潍坊同时成为揭幕地点。

本次巡展涵盖海信旗下电
视、家用空调、冰洗、手机、中央
空调、厨卫等6大品类。其中，
拥有“高精尖”特质的ULED超画
质电视成为最大亮点。

海信相关技术人员表示，
该技术覆盖下的所有电视品
类，皆应用海信自主研发的

ULED3.0技术、独创的精细背光
分区控制技术，可实现超高动
态对比度和高亮度表现，并还
融合了量子点、全程 HDR 等最
新显示技术，可为用户提供8K
超高清显示。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 6 月底，海信 ULED 电视已经
占到50英寸及以上液晶电视销
售额的 15.80%，有力推动了高
端产品的快速普及。

而现场的100英寸激光电
视成为另一焦点，或将“代表全
球下一代电视显示技术”。

“激光电视集中体现了电视
和影院的优势特征，比普通电视

色彩更丰富、画面更真实，”海
信工程师介绍。据透露，目前，
海信已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88英寸、100英寸、120英寸激
光电视产品线。

此外，海信曾于今年6月份
专门发布过一款针对年轻群体
的 VIDAA 互联网电视。本次巡
展中，该产品以VR游戏试玩的
形式出现，引发众人围观。“希望
通过巡展的形式，一方面让广大
消费者深入了解当今流行的炫
酷新技术、新产品，另一方面，也
能深刻体会科技实用之美，并找
到适合自己家庭的高端新产
品，”海信相关负责人表示。

高清画质、AR来袭、动感升级

科技加持 感受新番“视界”美
今年的“金九银十”，

各大电视品牌又开铆足
干劲追求差异个性，但对

“美”的布局，却殊途同
归。信奉“科技致用”的
海信、敢为行业先的创
维，以及独具运动基因的
康佳“劲速”，无一不彰显
出一台有态度的电视在
克尽其美时的“小目标”
精神。 青年报 姜卓

科技之于电视的智能化，不
仅是以设计为代表的颜值，更深
藏于内芯和功能上的进化。

近日，有着“运动基因”的康
佳携劲速电视奥运版X81S及领
先版S8000两系列重磅产品，向
申城用户展示了“快”与“时尚”
的产品理念。

鉴于消费者对“大屏”与时
尚的需求，劲速电视统一采用圆
弧边框，鎏金拉丝设计，颇为“时
尚大气”。与此同时，为追求与
之匹配的内在美，该系列全部采
用17核及以上内芯，具备真彩

HDR ，全程MEMC技术，可完美解
决运动画面抖动、虚化、拖影等
问题。

其中，历经多年迭代升级的
X81S“再登运动高清巅峰”，其
机身厚仅 0.89 厘米，加上金属

“V”子黄金支点底座，为家居装
饰锦上添花。而S8000则为大
厅配置度身定制，搭载全方位硬
件芯片及完美超清屏幕的同时，
涵盖从市场主流55英寸、60英
寸、65英寸到70英寸、75英寸等
更多尺寸产品，抢占电视机“大
屏”市场。

此外，此次新品搭载的一
系列快捷新功能，如可直接用
手机搜索电视节目并分享的

“易互动”、可让用户通过遥控
器与电视机语音互动的“易智
控”，以及利用大数据向用户推
荐节目的“易导视”等，皆颇为
新颖。

自从Pokemon的小精灵们引
发了全民游戏热潮，AR（增强现
实）技术瞬间成为科技界宠儿。

近日，一直“敢为业界先”的
创维凭借敏锐嗅感，抢先发布首
款AR智能电视暨创维OLED有机
电视新品S9D，开始涉足AR领域。

据了解，S9D采用玫瑰金配
色，配以最新的Dolby Atoms音
效技术，并率先将电视大屏与
AR技术融合，通过将真实世界
信息和虚拟世界信息“无缝”集
成的新技术，大幅提升了电视屏
幕的显示效果。作为最新的
OLED电视产品，S9D在屏幕的选
择上也采用了最新一代的OLED

屏体，屏体厚度仅为4.7mm。
与此同时，继6·16创维宣

布送内容战略以来，S9D也继续
落实“让优秀硬件与优质内容以
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消费者”的
策略，而创维与《幻城》制作方深
度合作也取得显著效果，同步推
出《幻城》官方指定电视。

“从科幻臆想到现实生活，
人类正一步步将‘所想’变成‘所
见’。”现场，几位AR领域专家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AR技术
在儿童早教、游戏等领域将进一
步加力，实现爆发。

创维集团董事副总裁刘棠枝
在现场同步举行的高峰论坛中表

示，作为该领域的践行者，创维亦
致力于成为行业引领者，“通过此
次AR的布局，希望能加快AR全产
业链在家庭应用上的推进”。

现场，儿童教育应用、AR体
感游戏、运动健身以及购物试衣
等领域的应用也均有展出。作
为在AR技术爆发之年首个推出
AR电视的品牌，创维也率先实
现 OLED 显示技术与 AR 技术两
大最具潜力“未来技术”的融合。

实用之美：更“尖货”更可用

想象之美：AR崛起 所想变所见

运动之美：更快内芯 享流畅观感

家居建材跨店买3免1
购物满4999元送大闸蟹

此次国美在线“9·8 家装
节”力推三大利益点：家居建材
跨店铺买3免1，即全场家装建
材、水电材料、快消百货、厨卫用
品用户任意购买三件，单价最低
一件可免费获得，最高相当于
65折，而京东家装节“买4免1”
相当于75折，国美在线优惠力
度大于京东；家电套购跨品类满
1000减100，包括电视、冰箱、洗
衣机、空调、烟灶、卫浴等，海尔、
美的等家电大牌第二件5折；中
秋节将至，在国美在线 PC/WAP/
APP端单笔购物满4999元，即可
获得价值598元阳澄湖大闸蟹6
只装礼券一张。此外，每天 0
点、10点还有5折爆款抢购。

家装节期间热销爆款包括
249元的健康时尚华帝卫浴厨
房水槽双槽套装，69元的智控
调光调色雷士照明梦想LED18
吸顶灯，499元的箭牌卫浴冷热
花洒套装AE3309，999元的日本
TOTO 卫 浴 缓 冲 盖 坐 便 器
CW781B，199元的富安娜家纺圣
之花羊毛被，5399元的4K超高
清 智 能 液 晶 电 视 夏 普 LCD-
60UF30A，1299元的海尔三门三
温区抗菌冰箱 BCD- 205STPH，
999 元的海尔精工品质洗衣机
XQB75-Z12699T，999 元的万家
乐 CXW-200-DG13+JZT- IQL83
烟灶套餐，2499元的智能大吸
力美的CXW-200-DT518R+JZT-
Q360B烟灶套餐等。

探索VR场景电商
打通家庭消费生态链

国美集团财报数据显示，国
美在线上半年GMV同比增长高
达101.2%，其中，移动端GMV同
比增长 206%，移动端占比达

65%。2016年7月，国美在线确
定新的品牌定位“国美在线，不
止有家电”，服务理念“品质、低
价、速达”，企业愿景“成为倍受
信赖的场景式电商平台”。国美
在线CEO李俊涛提出打造“家庭
消费生态链”，以家庭为核心，以
家电为入口，通过大数据分析家
庭用户消费路径，向家居家装、
快消百货、金融保险、教育医疗、
养老文化等各个领域延展，形成
围绕家庭消费的生态联盟，服务
中国4亿家庭，成为新互联网时
代品质家庭生活引领者。

为解决家装用户痛点，国美
在线打造VR场景式家装设计体
验，引入国际领先的VR虚拟现
实引擎，搭建情境交互式设计、
营销平台，颠覆了普通的图文家
装商品展示模式，通过3D全景
展示商品细节，自由切换商品在
不同场景下的应用。VR体验打
破用户对家装电商“产品质量难
以把控”的固有成见，让用户“看
得见，摸得着”，亲身参与其中，
做到“虚拟即现实，所见即所
得”，让用户放心签约。

国美在线副总裁兼新闻发
言人黄向平表示，家庭消费者往
往更为理性，在性价比的前提下，
更注重品质和服务，对情感和体
验也有较高要求。国美在线多年
的品牌信任度，“品质、低价、速
达”的服务理念，线上线下全零售
体验，是发展家庭消费的先天优
势。家装作为家庭消费路径的
起点，对后续消费有积极影响。
下半年，国美家装将建立线下加
盟店，实现线上线下体验的打通,
利用VR技术与传统渠道双管齐
下，国美在线致力于成为家装电
商龙头，线上线下5万亿家装市
场的探路者，从而带动整个中国
家庭消费迈入“互联网+品质生
活”的新时代。 青年报 姜卓

国美在线“9·8家装节”买3免1
争夺互联网家装引领者

每年9月都是传统家装旺季，随着房地产整体回暖，品质

生活需求提升，家装市场呈现蓬勃发展，2015年达到4万亿规

模，2016年有望突破5万亿。近日，国美在线宣布将于9月8日

至14日开启“国美家装节”，联合华帝、TOTO、箭牌、富安娜等

一线家装品牌推出力度空前的家居建材跨店铺买3免1活动。

近日，德国菲斯曼供热技术
有限公司在上海宣布旗下新型
燃气采暖热水炉正式发布。据
介绍，新的紧凑型设计，使这款
产品成为了目前市场上最小巧
的一款。然而小身材也有大智
慧-新产品的生活热水产率高
达 10L/分 钟 ，采 暖 功 率 达 到
18kw。同时，新型燃气采暖热
水炉节能静音。在传统的供热
功能以外，新机型还含有内置可
扩展模块，将可无线连接，支持

手机远程控制，满足现代社会对
智能舒适家居的要求。

菲斯曼总经理迪策表示，中
国近年供热市场潜力巨大，天然
气管网覆盖面广，天然气价格相
对便宜，城市扩展速度快。作为
供热重点市场，菲斯曼集团非常
重 视 中 国 。 此 款 Vitopend
100-W 18kw迷你型燃气采暖热
水炉是德国菲斯曼针对中国公寓
户型，为国内用户设计的专有机
型。 青年报 王娟

菲斯曼发布迷你型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