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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热点

乘智能化之翼
消费电子打造生活新场景
■ 本报记者 刘旭颖
从扫地机器人到可穿戴设备，从虚拟现
实技术到服务型机器人，从沉浸式会议到智
能化教育……疫情之下，消费电子领域正在
重构生活场景。
近日，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电子信
息研究所基于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CES）与 世 界 移 动 通 信 大 会（MWC）这 两
大全球展会今年展出的新技术、新产品、新
应用，对未来几年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
进行了研究。
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
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展示的新技术、新产品
可以看到，智能电视、智能手机、虚拟现实、可
穿戴设备、服务型机器人、计算机和汽车电子
这七大消费电子领域各有不同的发展趋势。
其中一些领域受到疫情影响较小，例如智能
电视领域延续了此前的发展趋势，向广色域、
大屏化、超薄化发展。
在智能手机领域，折叠屏与快速充电技
术成为亮点，多设备协同生态更加完善。华
为、荣耀、OPPO 等企业均展示了折叠屏手机
和快速充电解决方案。此外，华为推动手机
与 PC、平板电脑、智慧屏、音箱、打印机等互联

互助，
打造出多设备协同的智慧办公体验。
在虚拟现实领域，头戴设备性能迭代升
级，体感交互设备频出。比如在终端设备方
面 ，索 尼 、松 下 、TCL、ThirdEye、InWith、
Vuzix 除了对以往 VR/AR 头戴式设备进行
功能配置提升和轻量化改造外，还陆续发布
了 VR 体感手套、无线腕部追踪器、穿戴式冷
热体感装置、可穿戴 VR 背心、VR 骑行设备等
多形态体感交互设备。例如西班牙 OWO 公
司发布的可穿戴 VR 背心可在虚拟世界中实
时感受淋雨、蚊虫叮咬、刀伤等 30 多种触觉。
在基础软硬件方面，高通与微软合作开发定
制化 AR 芯片，并合力打造 AR 软件生态。英
伟达发布 Omniverse 虚拟协作平台免费版，
并推出云端创作、3D 动画制作、虚拟助手服务
等新功能。
还有一些消费电子产品在疫情之下反而
拓展了消费场景。在可穿戴设备领域，新趋
势表现为产品结合特殊群体的需求，其性能
得到不断丰富优化。企业围绕慢性病监测、
运动监测、血糖监测等推出了多款产品。
在计算机领域，后疫情时代分散灵活的
办公需求催生了硬件性能升级和个性化设
计。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模式，
灵活办公、分散式办公、无工位办公推动商

屏联万物 绿色环保 全场景智联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Z 世代消费者渐成
中坚力量，沉浸式体验的消费全场景新概
念不断涌现，消费电子行业也呈现出新的
趋势。

三大发展趋势
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电子信息研
究相关负责人表示，从目前国际知名企业
产品和技术研发来看，消费电子领域主要
有三大发展趋势。
首先，
“屏联万物”
成为未来消费电子市
场的重要增长引擎。除手机、计算机、电视
等以显示为主要功能的消费电子产品外，
冰
箱、橱柜、空调、油烟机、穿衣镜、音箱、钢琴
等生活居家场景下的设备均可升级成带显
示屏设备。显示屏已从信息呈现的端口升
级为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物联网（AIoT）的
控制中枢。未来，显示屏将集成更多功能、
出现更多形态、融入更多场景，提供服务创
造价值，
拉动消费电子市场增长。
其次，绿色环保成为消费电子企业转
型发展的新方向。上述负责人介绍道，
比如
三星、LG、索尼、海信等企业均聚焦于可持
续发展，
正向更加环保的消费电子生产商转
型。其中，三星的手机、电视和显示器中可
回收材料的使用率是之前的 30 倍，索尼发
布了纯氢燃料电池，海信激光电视的制作
材料可回收率高达 87%，华为发布的 GT2
智能手表也使用了
“生物基”
可再生原料。
“目前，全球尚未建立完善的消费电子
产品回收管理制度，大量废弃的电子产品
以电子垃圾形式进入自然界，污染全球
的生态环境。未来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将成为消费
电子企业解决电子垃

孟

■ 本报记者
妮

6 月 11 日是“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已有
42 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国家级代表
性项目 3610 项。
6 月 10 日，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云游非遗·影像展”
“ 非遗购物节”启动仪式
在京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

圾回收问题的有效途径。
”
上述负责人说。
最后，消费电子产品从“万物互联”走
向“全场景智联”。近年来，随着 AIoT 平台
智能交互服务的成熟，消费电子产品边界
逐步被打破，设备间连接开始向系统间互
联转变，简单的数据传输向信息的感知交
互与分析反馈转变，单一场景应用向多场
景融合转变。
上述负责人认为，随着数字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消费者日常生活场景会不断被
数字产品包围，例如地图导航、智能手表、
智能家电等，在运动健康、智能家居、智慧
出行、智慧办公和影音娱乐等越来越多场
景下需要多个智能产品的互联融合，全场
景互联融合成为大势所趋。家用电子产品
之间、产品和应用之间的互联互通成为发
展共识。

中国企业应提前布局、积极应对
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电子信息研
究相关负责人认为，面对这一趋势，中国企
业应提前布局，
积极应对。
首先，企业应密切跟踪全球消费电子
最新发展态势，及时研究和制修订相关政
策措施，优化市场环境。其次，企业应及时
跟踪 CES、MWC 展现出的消费电子
产品最新发展趋势，面向消费电
子领域技术融合化、产品
智联化、体验化等特
征，积极开展前

沿性布局，推动视音频、虚拟现实和智能家
居等产业发展，拓宽拓深主营业务领域“护
城河”。同时，企业应联合产学研力量研发
解决核心芯片、传感器、系统软件等共性技
术难点和瓶颈问题，推进重大科技成果和
核心技术产业化，提升新型产品服务供给
能力。
上述负责人还表示，在行业层面，国家
也应积极推出相应的举措。首先，应推进
标准建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
加快制定在视音频、VR/AR 设备、智能家
居系统和 5G 接口协议等消费电子领域方
面的行业标准，加强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
着力做好基础性、公益性、关键性技术和产
品 的 消 费 电 子 国 家/行 业 标 准 制 修 订 工
作。另一方面，发挥标准对产业的引导支
撑作用，建立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健全标准
和评价体系，
加快中国国际标准化进程。
其次，加快构建生态，提升国产
品牌影响力。一方面，积极构
建从研发、制造到消费的
生 态 系 统 ，打 造 硬
件商、消费者
和开发

和平指
出 ，保 护 好 、
传承好、利用好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对 坚 守
民族之魂、赓续历史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具有重要意义。
据胡和平介绍，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以迎接党的二十大为
主线，紧扣“连接现代生活，绽放迷人光彩”主
题，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展示展销结合、多方
协作联动，集中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非
遗保护传承丰硕成果，致力于推动非遗融入
现代生活、促进人民共享，特别是努力贴近年
轻群体、以年轻人乐于参与的方式进行传播
推广，重点打造“云游非遗·影像展”
“ 非遗购
物节”两大品牌活动。各地将举办 6200 多项
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旨在促进非遗资源数字
化转化利用和全民共享，满足公众认识非遗、
学习非遗、研习技艺的需求，为稳经济保民生

一杯奶见证
五年间乳制品消费变迁

务笔记本和办公笔记本性能不断优化。比
如联想和三星均增强了产品协同性，笔记本
可与手机进行连接互通，以提供更好的办公
体验。还有一些企业优化了局部性能，比如
联想就降低了产品重量，提高了屏幕占比，
针对远程会议需求在扬声器、音效、摄像头
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此外，一些消费电子领域正呈现出跨越
式的发展。在服务型机器人领域，不少车企
入局，打造了互联互通平台。据赛迪研究院
电子信息研究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亚
马逊发布的 Astro 机器人打响了该领域初期
发展的第一枪。2022 年，三星、LG 等企业也
相继发布机器人产品，其中，三星聚焦于家用
领域，LG 的防疫机器人和导航机器人已在韩
国实现应用。此外，现代汽车也加入机器人
阵营，推出了模块化平台 PnD（集成移动解决
方案），并展示了物流、机动车等面向行业应
用的概念化机器人设计。如今，机器人时代
已现端倪，随着机器人的成熟化应用以及不
同领域企业的相继布局，机器人产业有望实
现快速发展。
在 汽 车 电 子 领 域 ，不
少消费电子企业跨
界布局电动汽

消费电子新趋势：
■ 本报记者 刘旭颖

2022 中国奶商指数发布

车 ，
■ 本报记者 曲晓丽
智能座
舱 亮 点
6 月 13 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
纷呈，加速
进会联合荷兰皇家菲仕兰共同发布了
《2022 年中国奶商指数报
向生活空间
告》
。报告显示，
2022
年中国奶商指数得分为
63.2 分，过去五
迈进。上述负
年公众每日乳制品摄入量和达标率均有提升，
但仍在及格线
责 人 表 示 ，继 苹
徘徊，
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果 、小 米 、华 为 纷
2018 年，为了科学衡量国人认识和食用乳制品的表
纷入局汽车 领 域 之
现水平和结构特征，
菲仕兰率先提出了“中国奶商指
后 ，索 尼 也 发 布 了 第
数”
概念，
并以调查报告形式将喝奶意识、
喝奶知识
二款概念汽车产品并宣
和喝奶行为具象化呈现。此次报告调查于今年
3
布成立移动出行公司，致
月开启，
在全国
28
个城市共回收了
4000
多个有
力于推动电动汽车商业
效样本。
化。还有不少企业在智能座
“意识水平高，知识和行为水平低”是中
舱方向上发力，打造影院级系
国奶商指数的主要特点。五年来，
公众的
统。例如，奔驰、索尼和凯迪拉克
喝奶意识得分均保持在
80
分以上，
但喝
以屏幕为核心，在娱乐方面进行了
奶知识和喝奶行为的得分一直未达到
强化。此外，Imuzack 的 3D 方向显
及格水平，不过总体趋势向好。报告
示器、大陆集团的 ShyTech 自适应隐
显示，与 2021 年相比，公众在摄入
形屏幕技术和宝马的电子墨水技术亦
频次的得分提升最多（14.3%），
大放异彩。
产品选择认知（7.4%）的改善也
较为明显。
今年 4 月发布的《中国
营养膳食指南 2022》将居民
每日饮奶推荐量提升至 300~500
克或相当量的乳制品。报告显示，2022
年公众平均每日乳制品摄入量为 255 毫升，
公众每日乳制品摄入量达标率为 24.2%，五年间，
公众每日乳制品摄入量和达标率均有所提升。
早餐是中国公众食用乳制品最重要的场景，
“ 早餐一杯
奶”已深深印刻在公众饮奶意识中，并付诸行动，撑起了中国人
均乳品消费的基本面。但相比其他乳品消费大国的酸奶、奶
酪、黄油等多元乳品，中国公众早餐多见常温奶，品类较为单
一，
这也为乳制品企业抢占乳品细分赛道提供了崭新机遇。
公众的乳制品消费不再局限于一日三餐，更承载了
者三方共赢的“平台+应用”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报告显示，公众在追剧、逛街时
闭环生态圈。另一方面，加强
都有乳制品作伴，乳制品已成为休闲、社交、工作等
消费电子品牌影响力评估，指导
场景下必不可少的选择，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行业组织、研究机构研究和发布
纽带，反映出公众消费方式更加个性化、现代化
虚拟现实、视音频重点领域品牌研
和情感化。
究报告，
引导行业提高质量品牌意识。
此外，乳制品消费也更加多元化，西餐、
此外，协助国内企业积极参加国际
烘焙、新式奶茶等饮奶新“食”尚大放异彩。
性展会以扩大国际影响力，加强在印度、
新式奶茶近年来异军突起，广受年轻人的
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品牌宣传。与此同
青睐。报告显示，约七成公众每周至少
时，办好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展、中国
会购买一次奶茶。在选购奶茶时，
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等国内展
82.2%的公众会关注牛奶/奶盖，其中
会，打造自主宣传阵地，
有超过半数将其列为第一关注要素。伴随
提高中国企业的品
着消费升级的浪潮，乳制品消费也呈现出高端化
牌影响力。
趋势，半数以上公众倾向于购买价格更高、功能性更强
的乳制品，
“品质保障”
则是高端乳制品最大的吸引点。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原理事长、国际乳制品联合会中国国
家委员会荣誉主席宋昆冈认为：
“‘一杯奶’已融入公众生活的
方方面面。中国奶商指数见证了消费观念的变迁，也给
乳制品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注重产品品
质、加强创新研发、提高便利性。这需要全产业链齐心
协力，
共同促进中国乳制品工业高质量发展。
”

跨圈联动
非遗好物美景吸引更多年轻人

促发展、助力行业纾困解难发挥积极作用。
非遗老字号线上市集，展示销售北京非遗产
在北京，一股非遗购物潮已然掀起。近
品。其中包括“百年传承 食在当下”
“百年传
日，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北京文化艺
承 品在当下”
“ 百年传承 购在当下”三大板
术传承发展中心承办、北京烹饪协会支持的
块，百年老字号携众多产品惊艳亮相，涵盖
第三届“北京非遗购物节”正式开启，活动以 “吃、穿、用、藏”四大维度，力求为消费者构建
“享传统文化，购非遗好物”为口号，联合京
生活场景化的购物体验，真正让非遗“飞入寻
东、抖音、北京时间互联网平台创新玩法，齐
常百姓家”。同时，还将开展“直播间+直播
聚全聚德、同仁堂、内联升、六必居等 18 家非
间”的非遗跨圈联动和“直播间+非遗展览展
遗老字号，将非遗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当下流
示馆、博物馆”的双场景文化联动，让消费者
行的线上消费方式结合起来，广泛触达文化
在多元与灵活的直播玩法中，沉浸式赏非遗
消费群体，营造“沉浸式”非遗线上购物体验，
精品、观非遗技艺、购非遗好物。
推动北京非遗
“破圈”
。
此外，京东平台还于 6 月 11 日首次开展
当非遗老字号六必居酱菜遇上热门网游
了直播线下探店活动，走进前门 5 家非遗老
《新倩女幽魂》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从吴裕泰
字号店铺，带领网友零距离、全方位地触摸、
颜值爆表的花语茶言系列中，你能品出几分
感受非遗魅力。
茶的韵味与悠远？一路向“尚”，内联升布鞋
“北京非遗中心”官方抖音账号发布老字
变潮鞋，与《国家宝藏》、BAPE 等知名 IP 和潮
号探店、匠人匠心、非遗种草、好物测评短视
牌合作，又留下了哪些新足迹……为期 8 天
频，聚焦京城文化、传统手艺和非遗消费趋
的购物节，将为消费者带来一场非遗文化消
势、非遗消费体验。制造“北京非遗抖起来”
费盛宴。
抖音流量话题，分享非遗随手拍，与广大网友
据介绍，购物节期间，京东平台将设置
进行线上互动。
“京城非遗好物市集”专题页面，构建起百年
北京时间平台推出“北京非遗购物节”专

题页面，包含“聚焦·北京非遗”
“‘云’赏·北京
非遗”
“上新·北京非遗”
“匠心·北京非遗”
“馆
藏·北京非遗”五大板块，同时发布“匠艺传
承，与北京非遗相遇的故事”征集令，打造北
京非遗专属社交阵地。
旅游企业也积极为 2022 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造势。近日，穷游网及最世界旅行携
手济南、西安、洛阳、景德镇、成都、丽江、泉
州、福州、广州、佛山等十余个国内目的地，特
别策划非遗主题榜单，详细盘点了各城市及
周边的非遗体验。
记者了解到，最世界榜单是最世界旅行
于 2015 年创立的独立精选旅行内容榜单，旨
在打造中国权威的旅行榜单，为旅行者提供
更多目的地玩法的灵感启发，引领旅游业潮
流。截至目前，
已推出 1000 余个榜单，
涵盖国
内外百余个城市，
内容包含目的地、
美食、
人文、
特色住宿、红色旅游、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极限运动等多个主题。此次特别策划榜单
深入挖掘各城市及周边容易被游客忽略的非遗
体验，
将非遗与旅游结合，
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同时为非遗文化的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