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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 姜卓

3 月 31 日晚，OPPO 与浙江
卫视联手打造的“年轻造未来”
春季盛典在深圳举行，备受期
待的OPPOR15也同期发布。在
众多重量级明星的助阵下，科
技产品与年轻文化间的碰撞，
传递了OPPO产品的潮流魅力。

以“年轻造未来”为主题的
盛典活动，现场随处都洋溢着
年轻人的热情、创造与自由，而
在整场盛典中备受明星嘉宾们
喜爱的当属OPPO R15系列中梦
镜红、星空紫两款渐变机身，首
度改写手机行业固有的纯色机
身惯例，成为年轻人展现个性、

追求突破的态度载体。此外，
嘉宾们现场还展示了热力红、
雪盈白以及陶瓷黑三款 OPPO
R15系列产品。

据介绍，R15此番创新演绎
渐变色彩美学，与OPPO设计师
联手工业设计鬼才Karim的合
作密不可分。Karim 作为全球
极负盛名的色彩大师，此次也
来到演出现场分享了他的设计
理念。Karim认为，渐变是最能
体现真实世界延伸的元素，而
R15这款产品将渐变发挥到极
致，让产品越看越耐看。

除了R15独特的色彩设计，
超视野全面屏也为用户带来了
超越视觉的全面体验。此外，

OPPO R15首发搭载了能耗比优
秀且集成多核AI单元的联发科
P60 处理器，在存储方面用上
6GB+128GB大容量组合，在续航
方面采用3450mAh大电池+VOOC
闪充的组合等等。OPPO还专门
针对超级APP进行了联合优化，
微信、王者荣耀、“吃鸡”游戏等
都可以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流畅
体验。

本次春季盛典，周杰伦、李
易峰、陈伟霆、田馥甄、王俊凯、
郑恺、张一山、杨紫等OPPO明星
家族成员到场共同见证R15的
发布。众多大咖助阵下，盛典
现场的大屏公布了OPPO R15的
售价——2999元，此外，R15梦

镜版梦镜红售价3299元，梦镜
版陶瓷黑售价则为 3499 元。
OPPO R15系列定于4月1日正
式首销，用户可以通过OPPO门
店、OPPO官网、京东、天猫、苏宁
等全渠道进行购买。

OPPO 方面表示，作为年轻
人喜爱的手机品牌，OPPO拥有
超过2亿年轻用户。凭借着对
年轻群体手机需求研究的专注
力，OPPO近年来持续打造了多
款精品机型。此次OPPO R15的
发布，凭借着引领行业的色彩
外观、每一拍都最美的智能拍
照体验、以及更强劲的性能配
置，必将成为今年最值得关注
的人气单品。

京东到家
助力数字化管理

日前，京东到家宣布其开发
的门店数字化升级解决方案再
度“扩展”，已在华冠、上蔬永辉、
中商、花城生活超市、好收成等
知名商超的200多家实体零售
门店上线或即将上线，覆盖北上
广等全国10多个主要城市。自
去年上线包括“轻松购”、自助收
银系统和用户数字化系统在内
的一整套门店数字化升级解决
方案以来，京东到家正持续帮助
商户的实体门店实现数字化升
级及用户数字化运营。

京东到家相关负责人表示，
门店数字化升级解决方案是京
东到家流量赋能、履约赋能、商
品赋能、门店赋能、用户赋能5
大赋能模块中的门店赋能和用
户赋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给用户
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大幅提高了
实体门店的收银结算效率，降低
了成本，实现对会员、商品、促
销、订单、售后等环节的全链路
数字化管理。

据悉，以天津好收成超市为
例，其在使用京东到家门店数字
化升级解决方案后，2月份的会
员订单占比比去年刚上线时提
高了30个百分点，会员人均订
单量增长了近3倍。

青年报 王霞

VIVE PRO专业版
头显启动预售

近日，虚拟现实（VR）科技企
业 HTC VIVE 宣布，备受期待的
VIVE PRO专业版头显于即日起
正式开启预售，首批订单预计将
于今年的4月5日“Vive Day”上
开始发货，预售渠道覆盖Vive官
网、京东、天猫及国美、苏宁等线
上线下平台。所有全款预购的
用户均可获赠4款热门应用、长
达6个月的免费VIVEPORT会员服
务以及价值 128 元人民币的
1280个Vive币，尽情享受数以千
计的丰富内容。同时，为了进一
步推动高品质VR设备的普及，
Vive消费者版官方零售价也于即
日起推出优惠价格活动，并附赠
2 个月的 Viveport 会员服务。
Vive Pro专业版头显、Vive消费
者版与Vive Focus 一体机的产
品布局将充分满足专业用户、VR
爱好者及大众消费者的不同需
求，让更多用户享受到高品质VR
的无限魅力。 青年报 姜卓

OPPO“年轻造未来”盛典热力开场

统帅发布行业首套“轻时尚”家电

构建“轻”生活方式
“经历过新家装修，最大的

感受就是，一件件挑选家电单
品真的很麻烦，而且非常容易
造成风格不统一，影响美感。”90
后王女士道出了当今年轻家电
市场的现状：年轻单品种类繁
多，却难觅完整的成套家电。
她表示，统帅电器的行业首套
轻时尚家电整体风格简约统
一，而且科技感十足，满足了成
套购买的需求。

纵观当下以80、90为主导
的家电市场，用户的个性化消费
趋势明显，成套购买成为新的消
费需求。但是，不少品牌由于缺
乏经验，仅推出年轻化单品抢夺
市场，无法真正实现全品类年轻
化。作为海尔战略布局的年轻
化品牌，统帅电器始终立足于年
轻用户的需求进行创新，针对他
们的成套购买需求，率先实现了

全品类产品的年轻化，并推出行
业首套轻时尚家电，填补了市场
的空白，为用户构筑了全新时尚
生活方式。

据介绍，这套轻时尚家电
主要有三大特点：轻视觉、轻操
作、轻智能。首先，从视觉上来
看，整体白色的外观，搭配流畅
的线条，为家电赋予了扁平化的
特征。而在产品表面，衬托特有
的年轻人符号，使产品极易识
别，同时为用户提供引导和指示
功能。再次，从操作上，该套系
产品操作更加简约、便捷。像空
调的HOME一键舒适技术，只需
一键开启，就能自主完成对制冷
制热模式的智能调节，极大减轻
了频繁改变温度设定的负担；洗
衣机的触屏操控，也极大迎合了
年轻人“懒”的特征。最后，统帅
电器的设计团队开发出可以快
速连接的智慧模式，实现产品的
智能操控，全面接轨年轻人的生

活习惯。

多渠道交互年轻社群
据悉，转型后的统帅电器

实现了从外观到功能的颠覆性
创新，并充分了解年轻用户需
求。近几年，统帅电器通过跨
界薛之谦 2017 全国巡回演唱
会、开展校园活动、参演网剧
《逆袭之星途璀璨》等丰富多样
的形式，不断拉近品牌和用户
之间的距离。

除了通过线下各种交互活
动以外，统帅电器行业首套轻
时尚家电在天猫渠道的发售，
也抓住了移动终端的年轻社群
消费特征。统帅电器方面称，
2018年，统帅电器电商渠道累
计整体增幅超310%，天猫统帅
官方旗舰店增幅超570%。统帅
电器首次在线上销售成套轻时
尚家电，通过打通线上线下渠
道，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的消

费体验。用户在线下体验过
后，可以直接在天猫等线上平
台购买，依托日日顺大物流平
台，用户可以享受产品送货、安
装等服务。在这种社群交互模
式下，统帅电器更容易获取用
户的需求，为品牌创造出更为
贴近用户，更前沿的新产品，不
断完善和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

业内认为，现在正处于托
夫勒所谓的“产消者”时代，工
业时代的角色划分被打破，生
产者和消费者不再是不同的阵
营，企业必须进一步开放，让用
户参与到产品研发、生产、制造
的全流程中。在这种背景下，
统帅电器为年轻社群量身定制
产品，将进一步巩固其在年轻
细分市场的领先位置，同时也
将有力推动整个行业领域的科
技创新升级，让更多用户过上
年轻时尚的生活。

3月27日，统帅电器在上海发布行业内首套“轻时尚”家电L.ONE系列，并正式于天猫上市。于
2016年底确立“轻时尚家电开创者”定位的统帅电器，此次推出了品牌转型后的首套产品。据介绍，L
表示Leader统帅电器，ONE表示第一代套系。统帅方面表示，这不仅为用户带来了成套定制的时尚家
电使用体验，更填补了行业全品类年轻家电的空白。 青年报 姜卓

青年报 姜卓

3月31日，海信2018世界
杯官方指定电视 U7 在上海开
售，中超明星球员武磊亲临现
场和球迷共同体验这款被FIFA
钦点的世界杯定制新品。

2018年世界杯已进入百天
倒计时。今年世界杯，国际足
联首次尝试以UHD超高清和HDR
高动态技术信号进行赛事转
播，这让海信U7新品的超高分
区动态背光控制技术找到了最
好的用武之地。同时，海信U7
系列电视首创Auto Sport自动
体育模式，可智能感知用户观
看体育赛事场景，并自动切换
至体育模式。Auto Sport体育
模式通过对球场红、绿、蓝等高
频色彩进行智能识别和增强，
真实再现球场色彩细节，对足

球的运动轨迹精准提取和优
化，保证每一个球运动的路线
清晰可见。

“这是一台非常适合看球的
电视，播放比赛时，画面很清晰，
色彩也很好，很逼真。即使是足
球在高速运动的时候，画面也不
会模糊抖动。声音让人听了感
觉就像在球场里一样，观众的呐
喊声都是从四面八方传过来的，
非常真实。”U7世界杯定制电视
的表现获得了武磊认可。

据介绍，作为一款世界杯
定制电视，U7还深度开发了人
工智能应用，用户将可以通过
全场景语音和全场景图搜交互
看一届“人工智能”世界杯。海
信全场景语音交互能实现六轮
连续人机对话，能记忆、懂语
境，并支持点外卖、订机票等上
百种智能场景服务。全场景图

像搜索功能是一种比语音更快
的人机交互设计，仅用0.1秒就
能准确“捕捉”赛场上的球星，
其信息搜索大数据库包括了本
届世界杯球星在内的20000+明

星。在观看比赛时，可以一键
截图，搜索出明星相关资讯，购
买明星同款装备，还可以将精
彩进球瞬间分享到朋友圈，让
朋友圈变成高清“直播间”。

明星球员助阵 海信世界杯定制版电视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