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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智能家居爆发元年

□ 本报记者 傅嘉

家电领域下一个进化方向是什

么，现在答案已基本明朗，那就是智

能家居。 近年来，随着海外巨头以高

溢价持续并购该类型公司，带来的示

范性作用不容小觑。而在国内家电领

域，自LCD液晶代替CRT显像管和智

能电视出现后，下一个技术上看点是

智能家居已成为业内共识。

2014年年末， 美的宣布和小米

联手打造智能家居， 与之前技术进

化相比， 此次智能家居整合难度较

大，但从其物联网属性来看，确实是

符合技术发展趋势， 因此业内也普

遍认为2015年将是中国智能家居爆

发元年。

老概念新理念

和二维码一样，智能家居并不是

什么特别先进的理念。早在上世纪80

年代，这一概念已在美国出现。 1984

年，美国联合科技公司将建筑设备信

息化、整合化概念应用于美国康乃迪

克州哈特佛市的“都市大厦” ，出现

首栋“智能型建筑” ，其中要素主要

有采用计算机系统对大楼空调、电

梯、智能照明等设备进行监控；提供

语音通信、电子邮件和情报资料等方

面信息服务。这些功能其实在今天早

已经实现。

而在上世纪90年代，思科和微软

这样的巨头，再次使得智能家居概念

开始渐渐清晰，主做信息行业交互设

备的思科提出“万物互联” 概念，这

即是目前大行其道的物联网理念。微

软作为一家喜欢制定行业标准的公

司，更是在领域砸下过“血本” ，1999

年推出的“维纳斯计划” 耗费巨资而

最后败北。 不过，近年来微软一直没

有放弃对智能家居的整合，目前推出

的三代XBOX游戏机，都是微软意图

占据客厅入口的核心硬件。

近年来，正如谷歌和苹果替代传

统科技巨头一样，也成为智能家居先

行者，谷歌之前斥巨资收购智能家居

厂商NEST， 曾引发A股市场强烈反

应。而苹果拥有更加出色的软硬件平

台，目前的ios8已捆绑多个智能家居

模块，显示出苹果进军智能家居的野

心，这也使得业内对智能家居未来更

加期待。

从智能家居发展历程不难看出，

以技术为先导整合产品是智能家居

的发展趋势。 在这样模式下，同样在

家电领域积累颇深的日韩企业反而

没有太多作为。 从日韩大企业来看，

其更多是以产品为导向，缺乏整合软

件平台，且从目前形势来看，日韩企

业家电在国内影响力已与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

分析人士认为，正因为当前如此

形势，才使得中国家电企业在发展智

能家居时遭遇比以前较小的压力，因

为美国重软件轻产品，日韩重产品轻

软件，双方都没有绝对实力，而且国

内家电市场早已被国内企业占据，可

以说中国家电企业发展智能家居形

势比较宽松。

国内企业密集布局

智能电视高速增长正在一点点

消退， 这次较小的技术迭代使得互联

网要素开始进入到电视屏幕。 进入到

2014年以来，各大厂商已开始密集布

局智能家居，尽管从产业来看，业内还

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显现， 这预示着

行业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 但越来越

多的厂商开始介入和参与已使得外界

意识到，智能家居未来已不可逆转。

近年来，无论是家电产业的传统

厂商还是新进入到家电行业的互联

网厂商， 均已就智能家居展开探索，

传统企业中海尔智能家居U-home

系统，已在青岛东城国际建成。 四川

长虹则是让置业与四川长虹一起打

造智慧社区。 互联网企业中，乐视将

与北京华贸、 当代MOMA共推智慧

社区； 阿里2013年推出智能操作系

统，已与酷开电视、美的智能空调合

作；京东2014年6月底亦公布智能家

居战略；小米则是联合华润置业等地

产商探索智能家居。

而关于智能家居另外两个最新

案例， 业内完全可以用震惊来形容。

首先是小米投资超过10亿元入股美

的电器， 双方共同打造智能家居平

台。另外一则是海尔和恒大地产展开

合作，共同推广智能家居。 这些原来

并非同一行业的企业走到一起，完全

是因为智能家居需要从产业链上下

游的共同协作， 而面对这一新事物，

传统思维面临瓶颈， 更加需要融合。

这从小米和美的合作中便能看到轮

廓， 美的本身更加偏重传统制造业，

小米则是一家披着硬件公司外壳的

互联网企业，但美的没有小米的销售

模式， 小米也没有美的的制造资源，

因此两者结合变得顺理成章。 实际

上，也只有在国内的大环境下，这样

的合作才有可能。

目前来看，智能家居经过一年多

产业磨合，已正处爆发前夜。 业内人

士认为，2015年随着合作企业已普遍

进入到出成果时刻，智能家居新品将

会层出不穷，业内涌现的新案例也会

越来越多。

助力家电产业转型

分析人士认为， 智能家居是家

电公司突破原有行业天花板， 获得

新成长空间的最关键方向。 在2015

年，“互联网+制造” 强强联合模式

将成为“新常态” ，这将对整个家电

行业未来转型和持续成长构成实质

性利好。

另外，市场一直以来对家电企业

做智能家居的最核心怀疑是家电厂

商不具备互联网思维，没有能力主导

智能家居发展，而这一领域最核心要

素和能力都掌握在互联网巨头手中。

而本次小米与美的集团合作则表明，

要在智能家居领域建立强大优势，仅

有“互联网思维” 不够，完善的制造

基础和强大的品牌力也是构建智能

家居堡垒的重要因素。

奥维咨询相关报告更是指出，

至2020年， 智能家居产值将破万亿

元，这首先主要依赖于政府引导、技

术成熟、 互联网时代到来和互联网

快速发展。另外，4G开始应用让高速

无线应用成为可能，加上目前6.18亿

智能终端存量也将给智能家居提供

良好土壤。 最后，随着各层面品牌高

度参与, 消费者也将会对这一概念

越来越认可。

该报告同时指出，目前智能家居

也有三大痼疾亟待解决，首先智能家

居市场尚未打开，作为一个已提出十

几年的概念，与十几年前提出时并无

太大差别；第二是需求不匹配背后是

没有成功样板，产品设计不是出于用

户需求考虑， 而是对现有产品的拼

凑； 最后是封闭发展影响产业合作，

家电厂商单兵作战向智能化转型，系

统封闭，数据不互通。

电商付款还能更“任性”

□ 丁宁

说起网购付款，总会想到银行卡、信用卡、

支付宝之类的传统付款方式。 而实际上，电商

付款还能更任性，甚至还可以赊账。

京东商城：打白条

所谓京东“白条” ，其实是京东商城推出

的一种“先消费、后付款” 的全新支付方式。在

京东网站使用白条进行付款， 可以享受最长

30天延后付款期或3至24个月分期付款方式。

如果选择前者， 用户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只

需按时还款即可。 而如果选择后者，则需按照

每月0.5%利率来计算。 这一利率与银行类似

业务相比，普遍只有银行收费的一半而已。 如

果到期未还款，京东则会通过短信、电话等方

式多次提醒 ， 违约金则是总金额每日的

0.03%。 此外，京东白条可以支持京东网站的

所有实物商品，但不含机票、礼品礼券、团购、

食用油、虚拟商品（170手机号充值除外）、投

资性贵金属等，并可与东券、礼品卡、京豆组合

支付购买商品。

至于京东白条的申请， 用户可以在京东首

页点击“京东白条”专区，填写姓名、身份证号

码、银行卡信息等申请材料之后，京东就会对用

户在京东上的消费记录、配送信息、退货信息、

购物评价等数据进行风险评级， 每个用户将获

得相应信用额度，最高1.5万元。 除此之外，为了

推广京东白条， 京东商城还在近期推出促销活

动。 通过扫描二维码并激活京东白条，即可获得

满200减50元全品类东券（限APP端使用）。 相

当于京东商城200元以内商品全场七点五折，性

价比相当不错。

天猫商城：“花呗”

针对京东商城风生水起的“打白条” ，天

猫商城则在2014年年末推出与支付宝相挂钩

的“花呗” 服务。 所谓“花呗” ，其实是由阿里

旗下的蚂蚁微贷提供给消费者的一种信用支

付服务。 消费者可以使用“花呗” 的授信额度

在淘宝、天猫上购物，在确认收货后的次月10

日前还款即可 （此期间为免息期）。 还款之

后，消费额度还会恢复。 由于“花呗” 不同于

“白条” ，是固定日期还款即可，所以“花呗”

的最长免息期可以长达41天。 至于开通“花

呗” 的方式， 则需要首先登录www.alipay.

com找到花呗服务，填写相关信息，即可免费

开通“花呗” 服务。 开通成功后，便立即获得

花呗消费额度。

现阶段，“花呗” 的授信额度一般在几千

元到三万元不等，后期还有可能调整。 目前，天

猫和淘宝的大部分商户或商品都支持花呗服

务。 在付款时若能看到花呗服务，就表示该商

品支持。 不支持花呗支付的类目主要有：腾讯

QQ专区；网店/网络服务/软件；网络游戏点卡；

网游装备/游戏币/账号/代练；成人用品/避孕/

计生用品（杜蕾斯品牌除外）；手机号码/套餐/

增值业务；本地化生活服务；网游垂直市场根

类目；珠宝/钻石/翡翠/黄金。 具体是否支持则

以收银台显示为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花呗” 服务目前仍

处于测试阶段，所以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 首

先，“花呗”服务虽然一直宣传可以分期，但在

官网信息中却并没有看到。 根据已有的信息，

如果超过还款期，就会直接进入“罚息”流程。

违约金要比京东还高 ， 达到令人恐惧的

0.05%。 其次，“花呗” 的本质并不是信用卡。

信用卡可以取现，但“花呗” 不可以。 再次，

“花呗”授信额度并不单纯依靠以往的消费记

录，更多的是与“余额宝” 挂钩。如果是没有开

通“余额宝” 的用户，授信额度就会很低，即便

是殿堂级的网购达人也无法突破这一限制。最

后，“花呗” 服务可以与银行的快捷支付挂钩

并自动还款。 表面上很方便，但实际上却有一

定安全问题。最重要的是，已有网友反馈，测试

阶段的“花呗”服务暂时还无法关闭。 对于那

些个人信息已泄露得满天下的用户来说，一旦

误开通“花呗” 服务，就只能提心吊胆地期待

测试阶段赶紧结束才行。

国美在线：以旧换新

京东商城和天猫商城主打赊账，国美在线

则力推以旧换新。 就目前来看，国美在线的可

回收品类主要包含彩电（液晶、老式CRT）、电

脑（主机、笔记本、一体机、显示器）、空调（窗

机、挂机、柜机）、冰箱（单门、双门、对门）、洗

衣机（全自动/单缸、滚筒、双缸、迷你）、冰柜这

六大类。 至于以旧换新的价格，本文则以北京

市为主要参考。 其中，老式CRT分为四个档次，

21寸30元/台，25寸30-50元/台，29寸40-70元

/台，29寸以上50-100元/台。 液晶电视分为两

个档次，19寸以上32寸以下50-300元/台，32

寸及以上100-500元/台。 洗衣机分为四个档

次，全自动/单缸30-100元/台、滚筒50-200元

/台、双缸30-80元/台、迷你5-15元/台。冰箱分

为四个档次，单门40-80元/台、双门50-200元

/台、对门100-300元/台、冰柜30-150元/台。

空调分为三个档次， 窗机50-100元/台、 挂机

100-500元/台、柜机200-500元/台。电脑分为

五个档次，CRT显示器20元/台、 液晶显示器

20-100元/台、 主机30-80元/台、 一体机

20-50元/台、笔记本50-300元/台。

目前来看， 以旧换新的回收区域主要包括

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济南、沈阳（市内五区）、

吉林（市内四区）、天津、乌鲁木齐市区、唐山、

西安、咸阳、常州、长沙市区、苏州市区、福州、青

岛、潍坊、郑州。 即将上线的区域还包括宁波市、

淄博市、烟台市。上门时效则在24小时至1周。以

北京为例，城六区及近郊区24小时内上门，远郊

区则是一周内上门。

互联网金融

千团大战到生活电商之争 资本已不是制胜关键

□ 本报记者 王荣

“眼前没有具体融资计划，还是

会坚持独立发展。 ”窝窝商城董事长

兼CEO徐茂栋近日面对众多记者追

问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

2011年，5058家团购网站混战

一团， 团购网站广告覆盖户外地铁、

公交广告牌。 经过五年洗礼，如今排

名靠前的团购网站大多各有归宿，美

团投入阿里怀抱， 糯米已归百度门

下，大众点评联姻腾讯，拉手网则卖

身三胞，唯独窝窝团仍维持独立。

团购只是电商标配

近日，团购鼻祖Groupon因抵不

住持续加大的亏损，另谋出路开始转

型为电商网站，希望成为一个消费者

驱动的电子商务平台。

尽管中国团购模式来自海外，但

转型之路显然走得稍快一些。 2012

年，窝窝团开始转型商城模式，成为

生活服务电商平台。如今窝窝团已成

为窝窝商城， 用徐茂栋的话说：“团

购不是完整的商业模式，注定将成为

电商的标配” 。

在资本簇拥下， 团购在2011年达

到顶峰，但由于互联网行业快速更新迭

代、 消费者更为健忘和喜新厌旧特点，

团购这种单一模式注定并不能长久。

根据专业团购导航网站团800今

年6月发布的市场统计报告显示，

2014年上半年团购网站数量已锐减

至176家， 相比于2011年8月最高峰

时段的5058家，从业者超过10万人，

现在团购存活率仅为3.5%。

成功转型生活服务电商的团购

网站则是另外一方天地。 徐茂栋介

绍，如今团购业务只是窝窝商城众多

业务中的一个，公司目前主要是帮助

商户进行移动电子商务，为商家提供

自主销售、灵活动销、用户管理的一

站式平台。

此举为公司聚集了大量人气。目

前， 窝窝商城在140多个城市设有线

下团队，拥有近4000万注册用户，并

与30万家商户合作。其收入方式也不

再像团购那样单一。 据悉，窝窝商城

目前收入就分为平台使用费、交易分

账、增值服务，而且增值服务费目前

还不包括关键字排名。

今年7月，窝窝推出“网店通” ，

即为商户开设移动店铺客户端，并与

微信、 百度直达号等第三方平台打

通。 目前，窝窝商城正在开发本地商

家基于智能手机开店和维护的在线

直销系统，实现让商户在手机上管理

自己的网上店铺。 徐茂栋憧憬：“未

来让本地中小商家可以像大型航空

公司一样，通过动态调整机票折扣来

出售剩余舱位，灵活、实时促销” 。

资本已不是关键

作为生活服务平台，丰富的商家

数量和产品品类是必备因素。

目前全国有大约5000万中小商

家， 窝窝商城下一个目标是300万个

商家。要将一个个商家搬到窝窝商城，

同样需要窝窝商城与商家逐个去谈，

这与团购谈商家似乎没有太大区别。

不过，徐茂栋表示，商户成本长期

并不像团购那么高，团购本质是广告，本

质是项目，需要去做逐个项目，而商户通

常拥有多个产品，同时窝窝商城与商户

合同时间为2年， 相比之前团购几十天

的期限会降低成本。 他说：“窝窝3000

人的团队从2012年至今没有变过。 ”

换句话说，窝窝商城在转型过程

中并不像团购时期那般对资金的过

度依赖。正因此，徐茂栋也表示，目前

窝窝商城没有融资计划，将保持独立

发展。 不久前， 公司获得原始股东

5000万美元追加投资，不排除未来公

司会独立上市可能。

事实上，目前也是生活服务电商

快速发展阶段，先期排名靠前的团购

网站均已向生活服务电商转型，并得

到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垂

青。目前，美团投入阿里怀抱，糯米已

归百度门下， 大众点评联姻腾讯，唯

有窝窝商城仍保持独立。

目前窝窝模式升级，移动端业务

与各大家电巨头都有合作。 徐茂栋指

出，生活服务电商是一个巨量市场，目

前处于共同做大阶段，欢迎更多探索。

互联新视界

智慧交通想象空间远未见顶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对上海私家车主郭小姐来说，

路口摄像头背后的交通监测系统、

高速公路收费系统、车载系统、手机

上路况APP等都已是智慧交通在生

活中实实在在的运用。 “对我这个

‘路痴’ 来说， 周末开车去吃饭购

物， 车上导航仪和手机路况APP很

重要， 此外还要靠APP去查询哪里

能停车， 要是有自动泊车功能那就

更完美了。” 郭小姐这样描述智慧交

通对她的影响。

事实上，智慧交通能做的事情远

超过郭小姐的描述。智慧交通融入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高

新IT技术，既是对实时交通态势的准

确把握，如监测路况、公交车调度等，

又可以衍生出很多相关技术，综合性

智慧交通体系离不开车联网、手机端

应用等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嗅觉灵敏” 的资本

已在可见与可能间寻求机会。在上海

举办的一次行业论坛上， 人头攒动，

人们兜售着自己对智慧交通的想象，

而资本则不缺“尝鲜的胆量” ，对很

多项目跃跃欲试。行业或将在不断想

象和不断追逐想象过程中获得快速

发展。

行业的想象

“这个行业想象空间太大，说

到智慧交通你能想到哪些东西？ ”

一家车联网手机应用开发公司负责

人这样提问坐在台下听自己介绍产

品的观众。 随后他用4页密密麻麻

写满文字的PPT介绍智慧交通相关

领域，并强调“这些只是产业链中

的一部分” 。 此次他带着自己团队

开发的产品来到论坛， 希望获得投

资。当然台下也有不看好的声音，认

为智慧交通核心不在于一个手机应

用， 智慧交通现在仍是想象多于实

际等。

但想象的打开或许就是行业发

展加速的“苗头” ，不论这种想象来

自于智慧交通的哪个领域，包括车联

网技术、手机应用、智能驾驶、智能交

通监测等，智慧交通很多技术和应用

已“触手可及” ，更多则留待我们去

“伸手摘星” ， 产业想象空间远未见

顶。

2014年12月26日， 交通运输部

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宣布全国14个

省市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

（ETC）联网正式开通，并提出推进

2015年基本实现全国ETC联网总目

标。 智慧交通一个实际应用落地。 在

2014年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工

业博览会上，上汽集团展示了前瞻科

技 “智能驾驶” ：只需要一个APP软

件，加上一套集GPS、车身传感器等

于一体的设备， 就能实现 “智能驾

驶” 功能。 这满足了郭小姐自动泊车

的期许。

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李耀新在一

次公开讲话中重点介绍的智能路灯

系统，显示上海在智慧交通领域的大

胆想象。李耀新称，上海100万盏城市

路灯将更换为智慧终端， 把微机站、

视频探头、多媒体发布屏，信息交互

屏及充电桩等职能放在一起做市场

化替换。 路灯变成一个载体和资源，

形成一个电视屏、电脑屏、手机屏之

外的第四个屏，就是道路屏。 道路屏

产生以后，将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成

为城市信息化的物理载体，在这一载

体上还可以集成商圈信息、支付功能

等。 在上海，智慧交通有望成为实现

智慧社区、智慧园区、智慧村庄等的

一个绝佳途径。

资本的追逐

行业的想象打开，资本已在行业

可见的发展和可能的未来之间 “追

逐” 。 北生药业全资子公司南宁市智

诚合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2014年

11月-12月间密集签署了《江苏沛县

智慧开发区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芜湖智慧城市项目合作协议》、

《关于韶山智慧城市项目战略合作

协议》、《关于新洲区智慧城市项目

战略框架合作协议》、《鹤壁智慧城

市项目合作协议》、《湖南省智慧城

市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等合作协议，

将智慧交通、智能管网、智慧社区等

时髦概念尽收囊中。

千方科技则在2014年9月发布

公告称， 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北京

分行达成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自2014年至2019年期间，双方在各

类金融产品上的合作融资总量为30

亿元。 双方有意针对综合智能交通

投融资、 建设及运营， 车联网投融

资、建设及运营，智能交通云信息服

务平台投融资、建设及运营，境外相

关投融资业务等领域开展合作。 易

华录在2014年2月中标 “长春市两

横三纵快速路智能交通系统设计施

工一体化项目 ” 。 项目总投资额

4.05亿元， 招标范围涵盖车辆监测

记录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集成平台

软件及系统等。 银江股份则明确提

出，随着智慧交通行业日趋成熟，将

不断把新技术融入到主营核心业务

领域之中， 构建先进智慧的交通支

撑体系。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上市公司在

智慧交通领域的投资布局还只是资

本流入的一小部分，“还有以风投、

创投等形式进入的资金，其他形式的

实业资本对这个行业的投资也很可

观，这反映市场对这一行业发展抱有

较高预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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