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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六一”儿童节将至。每到这个
节日，不少父母都会为孩子选购一份
礼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
费观念的转变，儿童家电也日益也吸
引了不少家长的目光。

连日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海口
市场发现，在儿童类家电中，个性化、
智能化的儿童空调、儿童电视和儿童
洗衣机开始走俏。

儿童空调“斗智斗萌”
让宝宝在睡中安心

良好的睡眠环境对儿童发育成
长特别重要。儿童睡眠不好，会影响
智力、认知方面的发育，而温度、光亮
度、湿度、空气清洁度对于儿童睡眠
质量的影响较大，而高品质的儿童空
调便可为儿童的睡眠营造出舒适、健
康的环境。

记者在新华南路几大家电卖场
均看到了美的儿童空调：星空蓝的外
观，上部点缀着闪闪的星星和弯弯的
月亮，在雪地里站着的卡通小熊在仰
望着这片甜梦星空，这样的空调挂在
儿童房里，自然“萌萌哒”。作为美的
集团今年着力推广的产品，这款儿童
空调专门为孩子们设计了具有智能
控温功能的“小天使”系统。据美的
集团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款空调采用
红外线感温装置，“小天使”用20-30
分钟了解房间环境，并随时根据孩子
的睡眠情况即时调节空调温度和风
向。当孩子在正常睡眠状态时，空调
正常送风；当孩子露出双手时，空调
立即调节空调运行方式；当孩子踢掉

被子后，空调立即调节至适当温度。
一家卖场的导购人员介绍称，美

的儿童空调采用高频速冷热技术和
三色健康滤网，前者可快速调节温
度，后者则可防螨虫和防尘，“更难得
的是，空调配有智能清洁装置，可自
动清洁10分钟，让空调随时保持干
净，让孩子呼吸更健康。”

而在国美、美都等家电卖场的多
个门店内，上周刚刚上市的奥克斯两
款新品儿童空调也颇受消费者关
注。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奥克斯儿童
空调的“舒睡宝”功能，不仅可以通过
红外探头随时监测儿童体温变化，同

步智能化进行风量、风力、风向、温度
的调节，还搭载了京东智能云。家长
可使用WIFI系统对空调进行远程控
制，随时了解儿童睡眠状态。“19.5的
超低分贝也让儿童在睡眠过程中可
以倍感安心。”销售人员如是说。

儿童电视“护眼护心”
让父母少些担心

电视节目是孩子课余时间的好
伙伴，然而电视看多了对视力有影
响，也让不少父母颇为担心。TCL集
团推出的迪士尼儿童电视较好地缓

解了家长们的这一担忧。
在苏宁电器龙昆南门店内，记者

看到了这款电视。它的迪士尼卡通
外型，对小朋友颇具吸引力，米奇、公
主、维尼熊三大迪士尼经典形象可以
随意更换，产品从外包装到电视的圆
滑边角以及遥控器都显得色彩缤纷，
充满童趣与梦幻。

“这款儿童电视并不只是外观童
趣，更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其中的‘爱
眼睛’功能，不仅采用了自然光、距离
感应等着六重护眼技术，还配备了视
训宝，可以对儿童视力起到保护作
用。”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儿童洗衣机“又洗又烫”
让妈妈们省力省心

近年来家电市场的细分不断深
化，在设计上越来越贴心。比如国产
儿童洗衣机，已经向婴幼儿方向迈出
创新性开发的步伐。海尔烫烫洗
XQBM30-R168波轮洗衣机就是其
中的一个代表作。

在国美电器新华南门店内，记者
注意到，海尔烫烫洗XQBM30-R168
波轮洗衣机专设30℃、40℃、60℃三
档洗涤水温调节。“在最后一次漂洗时
将水温加热至95℃除菌消毒，避免直
接加热洗涤破坏洗涤剂活性，同时不
会带入新的细菌，可杀灭附着在婴幼
儿衣物及内衣上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大肠埃希氏菌等，除菌率可达96%以
上。”一位销售人员介绍说。

据了解，这款儿童洗衣机还采用
了双重桶盖、安心童锁、自动门锁、双
重过热保护等10大安全保护设计，防
范了儿童误操作及水温烫伤等危险。
此外，它还有一键式桶自洁功能，有效
防止内外筒附着污垢，是个“会泡澡的
洗衣机”。“又洗又烫”，还能自洁，这样
的洗衣机让妈妈们省力又省心。

■ 萧清

有人说，当今手机泛滥，但因受制于便携，功
能上已接近极限、无法突破，可穿戴设备取而代之
的时代不远了。无独有偶，将于美国当地时间5
月28日至29日在旧金山举行的2015年谷歌I/O
开发者大会已吸引人们狂热关注，其中一大因素
就是对新的可穿戴设备的猜测和期待，是智能手
表，还是搭载Intel芯片的新版谷歌眼镜？

一提起可穿戴设备，人们的脑海里往往首先
会浮现Apple Watch、Google Fit等“高大上”的物
件，然后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口袋，几千到上万元
售价，性能不知道有多好，价格倒是不便宜！

说实话，东西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炫的。
酷，不等于价格“高高在上”，市场上有不少可穿戴
设备既实用又亲民，像多功能智能手环，国产的也
就几百上千块钱。

俗话说，除了健康是自己的，其它无非是身外
物。眼下，以健康和运动为主题的可穿戴设备，在
技术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之前，注定是IT市场的
宠儿。最近，一家知名调研机构发布报告称，到
2020年全球智能手环市场这块“蛋糕”将从2014
年的20亿美元增至41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65%。报告还提到，目前1/5的美国人拥有某种类
型的可穿戴设备，有82%的用户认为，可穿戴设备
一项重要益处是让医疗保健变得更方便。

在国内，健康类可穿戴设备眼下已近150款，
可选择余地不小。依笔者之见，选适合自己的好
过盲目“追星”。比如，老年朋友可以选择操作简
便、物美价廉的小米手环。中年朋友不妨看看不
久前上市的华为手环B2，它既有商务气息，又能显
示时间、追踪运动、监测睡眠等，还是分体式设计，
手环主体取下来就是一部带屏幕的蓝牙耳机。而
乐心的BonBon是目前第一款直接将服务嫁接在
微信公众平台的智能穿戴设备，更适合年轻人。

其实，可穿戴设备的技术研发至今仍在“拓
荒”阶段，Apple Watch 虽说不“青涩”，却算不上

“成熟”，消费者“赶潮”不一定非攀高枝。

选可穿戴设备
不一定攀高枝

里里外外一把“手”，“礼”财之道不轻松

“国礼”手机，“礼鱼”能否跳龙门

穿“童装”添“童趣”有“童心”

儿童家电与你“童”行

半球等家电抽检不合格
据《中国消费者报》报道，近日，湖北省武汉市

工商局公布了对武汉市沃尔玛、中百电器、武汉工
贸等部分大型专业卖场家用电器的抽检结果，半
球、先锋、万宝、宜万家等标称品牌共有25个批次
家用电器不合格。

抽检结果显示，存在问题的项目主要有标志
和说明、非正常工作、结构、机械强度、元件、电源、
软线与外部连接、接地措施、能效等级等。对这次
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商品，武汉市工商局已责令
受检单位停止销售、依法处理，并将不合格商品信
息通报商品标称生产者所在地质监部门。

防水手机进水
三星遭3倍索赔

据《北京晚报》报道，杨先生去年6月18日在
深圳市顺电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路家电分
店购买了一部广告宣传称具有防水功能的三星
Galaxy S5 4G（T）手机，但9天后，他发现手机显
示屏无法显示。在卖手机的店家建议下，杨先生
前往三星公司的一家售后机构对手机进行检测。
售后机构检测后称：手机进水，不能出具验机报
告，且不提供“三包”服务。无奈之下，杨先生只好
花723元自费维修。杨先生认为该手机存在虚假
宣传且产品质量存在问题，将生产商三星公司和
销售商深圳顺电及北辰分店告上法庭，要求退还
价款、维修费及3倍赔偿，共计3万余元。

杨先生的代理律师表示，这款手机的说明书
上写有：“请勿将设备暴露在具有水流动力，如水
龙头、海浪或瀑布的环境中。”但在三星的广告中，
全智贤却将手机置于水龙头下冲洗，而手机无恙。

被告三星公司的代理人称，检测表明手机是
人为损坏，而人为损坏不在“三包”范围内。此
外，三星公司认为“一赔三”的诉讼请求并不合
理。顺电公司的代理人则认为，此案是产品质量
纠纷，顺电公司只是销售商，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2015年第一季度，海信以
19.5%的市场品牌占有率排在
第一位；三星以14.3%的市场品
牌占有率排名第二，第三名是
LG，市场品牌占有率11.0%；国
内电视品牌列强TCL、康佳、创
维仅排第四、第六和第七名。电
视新晋品牌乐视TV以及小米
仅排第十和第十四名。

尽管，海信以ULED显示技
术以及最快智能系统双翼领先，
已捍卫市场第一的位置12年，
但三星、LG、夏普等海外品牌对
庞大的国内智能电视市场虎视
眈眈，造成巨大威胁。

数据显示，Android系统的
智能电视占比为82.5%，较2014
年的81%占比又有提升，相对电
视的智能功能而言，韩日品牌在
操作速度以及内容丰富程度上
缺乏本土优势。

随着技术的发展，曲面电视
出于更好的观看效果而出现，但
2015年第一季度曲面电视发展
速度并不理想，占比仅有11.2%，
但这一数据正在不断扩大。

2015年第一季度入榜十大
热门智能电视推荐榜榜单的品
牌有海信、三星、酷开、小米电
视、夏普、乐视TV、LG、索尼，其
中海信有高达三款电视入榜，其
余品牌各有一款产品入榜。

智能电视作为智能家居生
态系统布局的重要一环，是重要
的互联网接口之一，也是互联网
市场布局的重要一环。不少巨
头纷纷投资智能电视市场，意图
未来能够控制更多的入口，从而
尽可能地覆盖更多用户。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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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观察超

国产彩电品牌
喜忧参半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来自俄罗斯的YataPhone2在国内
上市，成为近日手机市场的一大热点。
去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期间，俄
罗斯总统普京向我国领导人赠送的这
款俄罗斯自主研发的智能手机，如今又
以“国礼”的身份登陆中国市场，吸引了
不少经销商和消费者的关注。

其实，对于国产手机而言，在过去
的两年内，也有华为mate7 、中兴天机
等被我国领导人在重要的外交场合当
作国礼赠与外国政要。今天我们就来
盘点一下近年来的“国礼”手机。

展望
中兴天机期待中兴之景

2014年度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
我国向塔吉克斯坦及其他成员国领导
人 赠 送 的 礼 品 中 ，中 兴 天 机 手 机
GrandSII闪亮登场。

这款手机于去年4月正式发布，被
誉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手机之一。它
搭载了高通骁龙801极速处理器，配置
了1300万像素的摄像头，并创新添加定
向录音、声纹解锁、语音拍照、语音助驾
功能，同时具备智能分屏、手机安全助
手等特色功能。作为中国最具有竞争
力 的 主 流 手 机 厂 商 ，中 兴 通 讯 乘
GrandSII上市的东风，去年第二季度，
在北美的手机销量同比增长88%，市场
份额达到 7.4%。

但在国内市场，特别是海南市场，中
兴天机GrandSII却很快被淹没在其他
国产4G手机狂飙突进的浪潮中。海南
米井通信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兴天
机GrandSII上市之时，正值国产4G手
机元年，国产品牌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
与革新，常常出现两个月便有升级换代
的情况，产品淘汰速度较快，而中兴天机
却未做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技术更新。

此外，销售渠道的单一也是该款手

机遭到市场冷遇的一个原因。据了解，
过去一年，在米井、王者天创等省内的
大型手机零售商门店内，均未有中兴天
机GrandSII的踪影。“这款手机的售价
在两千元左右，毛利润仅几十元，因此
主要借助线上渠道销售。”王者天创市
场部负责人艾建军说。对线下渠道的
舍弃，造成其销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
拉低了这一“国礼”在市民中的好评。

风靡
华为mate7席卷全球

2014年，一贯低调的华为随着智能
手机等一系列终端消费产品的火爆，从
后台走向前台，成为国产智能终端崛起
的“领衔主演”：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太
平洋岛国期间，“国礼”手机华为Mate7
一下走红。

华为mate7自上市之日起，就经常

处于脱销状态。据介绍，这款手机是华
为工艺技术要求最高的一款手机。“品
牌力量加产品定位，可以说是华为
Mate7手机成功的根本所在，而且因为
华为Mate7的影响力的增加，该机也是
成为了送礼的极佳选择，无疑中更是扩
大了该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迅速地帮
助华为Mate7手机成为了高端机的代
名词。”艾建军说，“华为手机的信号也
很强，对于商务人士而言，打电话非常
重要，信号好的手机容易获得他们的青
睐。”

另外，双卡双待、指纹识别、大电池
等设计，让该机更符合用户需求，加上

“高大上”的金属机身，使得华为Mate7
颇具“商务范儿”。在米井东湖门店内，
一名消费者在体验Mate7时表示“我个
人 比 较 看 重 续 航 能 力 ，相 比
iPhone6Plus来说，Mate7续航和省电
能力表现很不错，还有一秒快拍、亲情

关怀、熄屏呼叫等小功能也很便利。”其
实，这些小功能是基于安卓 4.4 的
EMUI3.0应用，也是华为Mate7能够脱
颖而出的重要砝码，其懒人模式、自在
桌面、亲情关怀等诸多人性化功能要比
IOS8还领先一步。

海南米井公司的负责人表示，“除
了过硬的技术基础之外，这款手机的

‘饥饿营销’模式也让其长期处于‘被抢
购模式’，火爆程度完全在意料之中。”

疑问
“俄式iPhone”能否掀风暴？

俄罗斯智能手机YotaPhone2的最
大的卖点就是双屏，正反面分别拥有一
块屏幕，手机正面是一块常规的5英寸
全高清amoled屏幕，而其背面则是一
块4.7英寸epd屏幕（电纸屏）。该块屏
幕不点亮时为未接电话等基本信息，点
亮时（通过其自带插件）可在背面操作，
耗电量低。分辨率为qhd级别。

据介绍，YotaPhone2在硬件方面
采用了主流的骁龙 801处理器，辅以
2GB运行内存；而在显示方面该机则配
置有 5 英寸 1080p 的 AMOLED 显示
屏，而后屏幕则采用4.7英寸qHD电子
纸墨水瓶，看上去非常的时尚炫酷。在
拍照方面该机则配置有后置800万像素
摄像头，而电池容量为2500mAh。该
机最终售价4888元，销售渠道包括联
通、天猫等等。

然而，省内的手机零售商却对这款
俄罗斯“iPhone”持谨慎态度，尚未出手
采购，并对其销售前景颇为担忧。“Yo-
TaPhone2的定价基本与iPhone6的定
价持平，虽然硬件配置看上去不错，但
缺乏品牌号召力和先前产品的沉淀。”
艾建军认为，就目前看来，该手机销售
渠道乏善，缺乏线上线下的协调配合，
且尚未看到任何广告宣传。“目前仅仅
依靠媒体来对产品进行宣传，恐怕这款
机难以在市场上掀起大浪。”

5月27日，两名顾客在海口海秀路苏宁
电器店挑选冰箱。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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