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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国内首块LED电影屏上海启幕

LED企业正式进军“大银幕”市场

青年报 姜卓

2018 年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刚刚落下帷幕。作为全
球最大规模的高科技盛宴，诸
多有科技创新基因的企业纷纷
亮出实力，在智能家居、智能穿
戴、汽车电子等多个领域为世
界创造惊喜。

三星电子在此次展会上展
示了更具物联网（IoT）智能体
验的生活愿景，并将携旗下智
能冰箱、智能洗衣机、智能干衣
机等多款 2018 家电新品盛装
亮相。

据介绍，开放式创新是三
星物联网战略的核心，三星此
次延续了去年 Family-hub2.0

冰箱的智联创新优势，推出了
在智能保鲜、智能互联等场景
更具优势的三星Family-hub3.0
冰箱，为消费者创造更为健康
舒适的未来生活图景。

一款好的冰箱，不仅拥有
引领未来智能冰箱发展趋势的
能力，在保鲜技术的研发创新
上同样实力非凡。在此次大展
上，三星展出的family-hub3.0
冰箱搭载了行业领先的三星高
保鲜黑科技——金属匀冷技
术，为消费者创新实现了冰箱
智能恒温体验。

作 为 三 星 QuickDrive 速
洗技术的代表性产品，三星
Quick Drive 系列洗衣机在人
性化功能设计和智能体验上
优势明显，有效节约 50%洗衣
时间并拥有一键智能洗、洗衣
智 能 管 家 等 多 重 智 能 黑 科
技。在此次CES上面世的三星
新品干衣机，则在智能烘干、

除螨除菌上达到了行业领先
水平，二者鼎力配合为消费者
带来了更为有效、护衣、省时
的智能速洗新时代。

三星消费电子业务和三星
研 究 院 的 负 责 人 Hysuk（HS）
Kim表示，通过对新产品和新服
务的研发与创新，我们期待能
够让物联网用起来更加轻松、
流畅，帮助消费者获得前所未
有的家居体验。

三星方面表示，2017年是
智能家电集中爆发的一年，也
是三星全面布局智能家居生
态 的 关 键 一 年 。 2018 年 的
CES，不仅展现了三星技术创
新的实力，也让消费者见证了
三星“智能化+人性化”的智能
家电发展新思路。三星将继
续致力于将这些闪耀的智能
家电新品引入人们的生活，并
继续创造突破想象力的智能
黑科技。

CES 2018三星冰洗全线开启智能家居生活

2月4日，全国首家Cinema LED影厅在上海五角场万达影城拉开大幕。三星电子、万达电影与哈
曼中国共同表示，未来会共同致力于在中国普及此项全新的电影技术，为寻求高品质娱乐消费的中国
观众们，带来新一代的全方位观影娱乐体验。 青年报 姜卓

声纹+图搜
海信定义AI电视

2月2日，海信在上海发布
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电视系统
——“VIDAA-AI”，首次公布人
工智能电视定义并推出全场景
实时图像搜索和全场景语音两
大人工智能创新交互设计，使电
视打通用户生活圈，成为覆盖用
户全场景生活助手。

据介绍，此次海信不仅推出
功能最强大的语音交互，更是首
次推出全场景实时图像搜索功
能，在人机交互上比语音更
快。当电视播放画面时，按下
遥控器“小聚”键，电视会自动
开启画面截图分享和图像识别
功能，只需 0.1 秒即完画面抓
拍，并快速识别画面上呈现的
商品、明星、台标和二维码，其
信息搜索支持 20000+明星、
1000+电视台台标和 4 级复杂
程度二维码识别，物品识别准
确率高达99%，不仅认识各类小
咖大腕，而且支持多人同步识
别，将与之相关的新闻、摄影、
同款购物和八卦一并呈现。

据悉，世界杯期间，VIDAA-
AI图搜功能还将增加对体育明
星的覆盖，届时，用户观看世界
杯不仅可以一键截图识别搜索
球员信息，还可以立即获取相关
球员资讯、同款物品购物等多场
景服务和体验。 青年报 姜卓

申城取暖家电
销售“升温”

伴随着几度强冷空气来袭，
申城在断崖式降温的同时，使得
家电市场各类取暖商品和空调
等两季家电销售出现大幅猛增，
永乐生活电器近日宣布，启动新
一轮取暖家电促销，以满足市场
消费需求。

据永乐卖场数据显示，地
暖、中央空调商品成为今年的市
场新宠。随着消费大时代来临，
中国的消费潜力正在不断释放，
消费转向多层次、多元化与品质
化需求，地暖等中高端消费商品
正逐渐进入普通家庭。永乐自
2017 年提出“智能舒适家”概
念，引进中央空调、中央地暖、中
央净水后，该类商品的销售占比
正逐月上升，受到越来越多的新
装修家庭的青睐。

对于家中已经装修完毕的
家庭，空调和取暖器成为热门的
季节性商品。本周开始永乐的
取暖类家电销售出现了明显攀
升。截止目前，本周的取暖类家
电的销售对比前一周出现了
150%的增长。目前永乐门店已
加大了取暖家电的门店备货，确
保顾客的购买，门店也及时调整
了营业人员，可以更详细的为消
费者介绍各产品的功能与区别，
确保能够满足顾客在功能使用
方面的具体咨询需求。而此次
取暖节促销，不失为入手取暖家
电的好时机。 青年报 姜卓

共同引领国内电影新潮流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电影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电
影市场票房于2017年11月20
日首次突破 500 亿大关。与此
同时，国内银幕数也保持持续
增长的趋势，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副局长张宏森表示，目
前中国电影银幕总数已达 4.9
万块。随着多样化的优质影
片上映、观众数量的扩大、院
线建设的日益完善，影迷对于
视听体验的需求也在不断升
级。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合
作在提升观影质量以及提供全
方位服务等方面无疑具有开创
性意义。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曾光也表示：万达电影一
直秉承“一切以观众的观影价
值和观影体验为核心”的经营
理念，多年来坚持高标准的设
计建造理念、高配置的电影放
映技术、高品质的标准化服
务。LED电影厅将成为未来电
影院线发展的新标杆，为广大
观众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观影选
择和观影体验。

哈曼（中国）专业音视系统
事业部总经理表示：为了让三
星LED电影屏系统拥有理想的
声音，哈曼和三星研发团队携
手为其精密定制了涵盖JBL扬
声器、Crown功放和BSS 处理器
在内的专业影院音频系统。未
来，我们将与三星一起将这个
LED影院系统进一步推向中国
市场，力争为更多中国观众带
来极致的视听感受。

三星电子大中华区CE本部
总裁晋渊铎称：在显示技术上，
三星在业内率先推出了曲面

屏、量子点、HDR技术等科技成
果，并致力于“Screen Every-
where”的未来愿景，引领显示设
备向着画质、色彩、性能的极致
方向迈进。此次，三星首次将
LED显示技术运用到电影屏幕
上，是我们首次迈入“无放映
机”的新电影时代，通过更加真
实、身临其境的视听享受，让观
影体验发生颠覆式的变化。

打造全方位影音解决方案
据了解，三星LED电影屏拥

有近10.3米的屏幕宽度、超清
4K 分辨率（4096 x 2160）和高
于传统投影设备10倍的峰值亮
度（146fL）。相较于传统的投
影技术，三星LED电影屏融入了
高动态范围（HDR）技术，避免了
图像均匀性差和画面失真等问
题，将鲜亮的色彩、深邃的黑暗
和洁净的纯白呈献给观众。与
此同时，三星LED电影屏与哈曼

JBL音频技术结合，采用大功率
扬声器环绕屏幕的设计，置入
了荣获专利的音频处理技术和
JBL 独有的 Sculpted Surround
（雕琢型环绕音效）系统，构建
出更加震撼的立体环绕听觉效
果。凭借其升级的视听体验，
这套LED影院系统还适合于企
业活动、体育比赛、游戏竞技、
音乐会、剧场剧院演出等，能为
影院创造更多商业机会。

揭幕仪式当天，观众们通
过“三星Cinema LED影厅”观赏
了正在上映的《马戏之王》。电
影结束后，观众纷纷表示“这是
一次超乎想象的观影体验”、

“音画合一的沉浸感，让我们好
像真的到了现场，欣赏到了一
场顶级的好莱坞歌舞秀”。

全面进入75英寸大屏时代
在此次活动上，三星同时

宣布：75英寸级全视大屏电视

将成为“下一代家庭影院”的全
新标准。

随着显示技术的不断发
展，从2K到4K再到8K的周期不
断缩短，再加上HDR、量子点等
技术层出不穷，如今观看大屏
电视已经不再受到观看距离等
条件的苛刻限制，小客厅也能
玩转大电视，客厅正式进入75
英寸级全视大屏时代。

除了不受观看距离限制
以外，75英寸级电视所带来的
视听体验也是小屏所无法比
拟的。完美的沉浸感、身临其
境的观看体验、畅快淋漓的游
戏体验，三星大屏电视正掀起
一场75英寸级的大屏狂欢，引
领着客厅文化的变革，让观看
大 屏 电 视 逐 渐 变 成 一 种 习
惯。三星方面表示，未来三星
将会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
颠覆性的产品和更加先进的
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