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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急速扩容 企业标准各异
本报记者 孙聪颖 北京报道

忽如一夜春风来，随着基础设

3C·家电

电动平衡车事故频仍
锂电安全成行业发展难题
文 / 特约撰稿 李静

施的不断完善和网络环境的逐步
提升，高高在上的智能家居渐有飞
入寻常百姓家之势。 各大企业的切

C7

问题和电池保险措施缺失确是事

者采访时说。

故的主要原因。然而问题的出现，

在深圳地区， 不仅有几百家

近年来，一股电动平衡车的

平衡车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

平衡车生产制造工厂， 还有很多

入口不同， 有的选择从产品入手，

热潮在坊间逐渐兴起，平衡车产
业在近几年快速发展并获得广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利益则是
所有问题的源头。

生产平衡车电池的小作坊。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

有的则将智能系统作为突破口，随
之而来的标准之争加剧，安全问题

泛 关 注 ，2015 年 世 界 机 器 人 大
会上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亲自体

也凸显。

验平衡车，对产品和骑行体验都

众人拾柴

给予肯定。
然而近期在美国、 英国、中

智慧家庭实现了语音控制、异
地家人互联互控等，家庭中的
电视、冰箱、空调等设备都可
以作为网关，通过任意设备实
现对其他智能终端的控制与
协同。

国香港接连发生了平衡车自燃
爆炸事故，英国和澳大利亚先后

三星 Family Hub 冰箱拥有许多智能的数字化新功能，
外部的 21.5 英寸全高清液晶显示屏，可用于家庭成员上
传图片和留言。

封杀电动平衡车，2015 年 12 月
初， 英国没收 1.5 万辆从中国进
口的“不安全”的电动平衡车，这
些事情的发生不免给我国蓬勃

之机。

“不 安 全 ” 的 平 衡 车 ， 背 后
牵扯出平衡车行业鱼龙混杂的

家这样的平衡车生产制造工厂，
生产了大量的廉价、 山寨产品，

会信息部透露， 由于国内电池行
业基本没有监管， 电池厂家购进

通过各种渠道销往国内外市场。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廉价、

电芯完全凭良心。 在平衡车使用
的电芯方面， 质量好的电芯和质

平衡车充斥市场。记者查看在淘
宝网销售的平衡车，产品价格覆

量差的电芯在价格上差了一倍不
止，有些次品的价格会卖得更低。

盖几百元至上万元。搜索关键词
“平衡车”， 所有分类显示共有

而平衡车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
本、及时供货，对电池的质量要求

6.69 万 件 宝 贝 ， 其 中 价 格 在
1000 元 及 以 下 的 宝 贝 数 量 为

会放宽许多。
根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

4.45 万件，占在售平衡车数量的
67%； 价格在 2000 元及以下的
宝贝数量为 5.58 万件， 占在售
平衡车数量的 83%。
在最近中国香港和英国

业协会信息部提供的信息， 一辆
平衡车电池使用质量好的电芯，
价格在 350 元左右； 而使用质量
差的电芯价格在 175 元左右，甚
至更低。 淘宝网上的平衡车卖家

发生的平衡车充电爆炸事故
中，根据消费者陈述，发生事
故 的 平 衡 车 价 格 都 在 2000 元

在介绍产品时， 有的标榜使用三
星原装电池、LG 电池等， 也有的
仅表示产品使用的是进口高级锂

人民币以内。
锂电池是目前主流平衡车使

电池， 但对具体使用的是什么电
池则讳莫如深。

用的动力源，“大多数廉价、 山寨
平衡车产品为节约成本会使用一
些来路不明的电池， 这是造成安
全隐患的重要原因。”中研普华研
究员李湖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

但电池作为平衡车的核心
部件， 一般包裹在机身内部，无
论商家如何标榜，即使消费者在
购买后，也无法自行判别电池质
量好坏。

则通过构建服务整体的服务系统来
提升智能化水平。 在 1 月初的 CES
展上， 长虹向外界展示了在智能市

乱象， 及其使用的锂电池安全
问题， 也牵扯出电池行业存在
的一些乱象。

三星电子推出 Family Hub 智能冰
箱让畅想成为现实。 三星 Family

场取得的突破。
在长虹的智慧家庭体验区，通

根据多起平衡车爆炸事故调
查结果显示， 事故时间大多在晚

Hub 冰箱拥有许多智能的数字化
新功能，外部的 21.5 英寸全高清液

过完全开放的 IPP 控制器，可快速
将家庭中的不同智能终端和合作

晶显示屏，可用于家庭成员上传图
片和留言等，使冰箱成为家庭的连
接中枢，而内置的三个高清相机方
便用户通过智能手机监控冰箱内
部，从而实现食材的有效管理。 此

伙伴设备接入到网络中， 从而实
现家庭各个智能终端的互联互通
互控和交互协同。 通过智能灯控
系统和智能门禁系统， 体验者可
一键式设置“起床模式”“离家模

上充电期间， 事故原因与电池有
密切关系。
南京快轮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平衡车在充电中爆

外，该款产品还能直接在线订购食
物、播放音乐、查看日历，甚至是观
看电视节目，为用户的日常生活带
来更多丰富体验。

式”“进门模式”“回家模式”“夜间
模式”等。
此外， 智慧家庭还实现了语音
控制、异地家人互联互控等，家庭中

对此，北京高盛吉狮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马俊颖指

居系统之争愈演愈烈，智能家居系
统各自为政。
据了解，目前三星的智能产品
采用的是三星独有的 Tizen 系统。
而 从 2015 年 6 月 开 始 ， 美 的
M-Smart 系统将向全行业、其他品
牌开放， 并将推出单价仅为 10 块
钱的模块，其他品牌的智能家电也
能通过加装模块进入美的系统阵

除了制造企业，京东商城在智
能家居上的野心也不容小觑。 据了
解，京东在智能家居生态上的布局
自 2014 年开始全面展开。 2015 年
10 月末，京东宣布将以开放的生态
为企业提供一个可长期发展的智
能硬件平台。 在京东 JD+ 开放孵化
器的负责人刘向峰看来，京东的智
能平台与海尔、小米不同，京东是

出，各大企业表面上波澜不惊，实
际上是在努力争夺智能家电系统
的掌控权。 目前，智能家电标准不
统一，企业生产各自为战，不仅会
造成行业发展混乱的局面， 未来
也可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生产经
营风险。
家电分析师刘步尘表示， 企业
的非强制性标准一般会最大程度地

营。 美的集团智慧家居研究院院长
毛宏建指出， 开放智能家居系统，
是希望通过群体力量的协作，完成

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平台，它更为开
放，能够接触并容纳进多元化的智
能硬件产品。 之前对于业内质疑的

覆盖自己拥有的核心技术和专利，
一方面规范了自己企业的生产销
售，另一方面能借此营销，例如向尚

全新的生态圈及商业圈模式。 海尔
也宣布将面对全生态圈开放，向各

渠道商要在智能家居市场分一杯
羹的说法，京东集团副总裁闫小兵

未拥有此标准生产技术的企业收取
专利费用；另外，企业标准也有参考

大合作厂商敞开大门，实现在智慧
生活时代的共赢。 海尔方面强调

也曾予以否认，称主要目的是为了
“解决现在所有的厂家在智能市场

意义， 会先入为主影响国家强制性
标准的制定。 企业定制的标准越多

称：“海尔的目的并非打造片面的
智能家居产品，而是已全面整合了

各自为战局面，以实现各品牌产品
的互联互通”。

地被吸纳进国标中， 企业可能从中
获得的利益也越多。

炸， 关键问题是电池品质问题，
以及电池和充电器没有保护。 准
确的解释就是， 电池电芯不合
格，电池保护板不合格，充电器
不合格。 ”
英 国 没 收 1.5 万 辆 平 衡 车
后， 英国国家贸易标准局给出的
解释就是：“很多被扣留送检的商
品都被发现采用了不符合规定的
插头，没有在其中加入保险丝，这
会加大设备过热、 爆炸和着火的
风险。 ”
平衡车事故发生， 电池质量

为女性度身打造的玫琳凯
事业平台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年
轻一代！
2016 年 1 月 22 日至 25 日，
全球知名美容美妆品直销企业
玫琳凯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演
艺 中 心 举 办 “榜 样 引 领 我 更
—2016 年度领袖会议” ，来
绽——
自全国各地近 3 万名授权经销商
代表齐聚一堂。 据悉，每一年，玫
琳凯都致力于通过领袖会议的
舞台认可其女性销售队伍中的
佼 佼 者——
—授 权 经 销 商 代 表 们

智能家居的安全性提升也将成为新的赢利点，除了传统的科技企业，互联网公司也会加入其中，
整体智能家居市场将急速扩容。

所取得的成就，提供各类个人发
展的相关培训及业务资讯，使其
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领导力。
在领袖会议的舞台上，出现
了许多年轻一代的身影， 据悉，
在玫琳凯 2015 年度新任授权经
销商代表中，有六成以上是 80 后
的年轻女性。 可见，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下，当年轻
一代渐渐成为“创业潮”的主力
军时，玫琳凯为女性打造的直销
事业平台凭借着弹性的工作时
间、清晰的业务规划和获得个人

智能家居市场在快速成长中安
全问题是最大的隐患， 主要有几个

设备和技术。 目前， 为保障“万物
互联”的信息安全，长虹提出了基

办的 HackPWN 决赛上， 就上演了
比亚迪汽车、洗衣机、穿戴式设备、
智能家居等智能设备遭到参赛黑客
破解的一幕。 喜来登等七大酒店被
曝泄露消费者千万条开房信息、海
康威视安全事件中监控设备漏洞或
引发敏感信息泄露、数千万社保用

方面的原因：一是智能家居、物联网
处于发展初期，技术不成熟。二是企
业都急于抢占市场， 将精力主要放
在产品和市场宣传上， 还没有将安
全问题放到重要日程上。 三是不排
除有企业故意而为之， 通过后台收
集客户信息。

于时间与空间碎片化的安全解决
方案。
对于未来智能市场的发展方
向，马俊颖指出，产品智能化比拼
和系统之争在未来一年仍将加
剧， 而智能家居的安全性提升也
将成为新的赢利点， 除了传统的

户信息疑遭泄露等信息安全事件无
不证明，智能硬件将成为黑客攻击
的重点。

长虹董事长赵勇指出，企业在
研发产品时就应强化对安全性的
关注，不断引入先进的技术，保护

科技企业， 互联网公司也会加入
其中， 整体智能家居市场将急速
扩容。

海淀工商分局开展电子市场针对性治理
2015 年下半年， 分局对辖区

度， 公示信息务必位于明显位置，

四是加大两提示：在卖场进出

电子市场进行了重点监测，并开展

方便消费者阅读。 要求全体商户亮

口、上下楼通道等处张贴谨慎交易

针对性治理：
一是建立双台账：根据工商网
格监管系统， 建立经营主体台账，

照经营，杜绝场内商户无照经营行

示警，提示消费者注意预防转型销

为，督促异地经营商户尽快办理变

售的发生。 定期在辖区电子市场举

更手续。

办消费维权知识及技巧普及讲座，

联合公安执法部门做好抽查、排

三是进行两推广：改变电子市

查、整治工作。 根据 12315 系统、消

场先付款再提货的交易模式，试点

协、工商等投诉举报数据，建立消

并逐步推行先验货再付款制度，使

费纠纷重点监测商户台账，定期约

转型销售无机可乘。 尝试推广合同

谈，驻场监控。
二是实行双公示：落实进场经
营商户从业人员信息店面公示制

示范文本，防范合同侵权，加强对

加强消保维权知识的宣传，提高消
费者的维权意识。

红盾之窗

不规范合同和格式合同条款的排
查和纠正。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专栏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

领袖会议开启玫琳凯 2016 新篇章

安全隐患

万物互联下的智能生活安全问
题也不容忽视。在 2015 年 8 月份举

行业人士表示，在平衡车的
产业链上，无论是电池行业还是

者，平衡车行业大多数品牌都选
择代工生产，在深圳地区有几百

联网技术诞生，当时业内畅想了无
数物联网之下的生活画面。 日前，

智慧生态圈上下游产业链，将硬件
与软件结合。 ”

降低生产制造价格，而由于平衡
车行业标准的缺失，不少“黑心”

发展的平衡车行业蒙上了一层
阴影。

能家居的雏形和技术基础——
—物

殊途同归，尽管切入点有差异，
但企业角逐的焦点却趋同，智能家

池的热销， 给生产平衡车电池的
小作坊带来了生机。

缺失，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的
问题，这些给了投机分子以可乘

智能家居的体验， 而国内企业长虹

智能家电标准不统一，企业生产各自为战，不仅会造成行业发展混乱的局面，未来也可能给企业
带来更大的生产经营风险。

费者这一心理， 利益心作祟下，
不断要求平衡车厂家、代工工厂

平衡车行业，都存在行业准则的

探索脚步加快。 上个世纪中期，智

标准暗战

者，平衡车市场比较小众，使用的
电池量太小， 大型电池厂商不愿
意介入； 平衡车的热销带动了电

生产厂家便选择在最耗钱的电

三星注重通过产品的研发提升

智能终端的控制与协同。

会信息部告诉 《中国经营报》记

池上做文章。杭州骑客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包贤程告诉记

科技公司在智能家居市场的

的电视、冰箱、空调等设备都可以作
为网关， 通过任意设备实现对其他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市场，
大部分消费者都希望以最低的
价格，买到质量最好的产品。 一
些平衡车商家、外贸商家抓住消

会议表演现场

玫琳凯大中国区总裁麦予甫发言

成长与经济成功的无限机会也正
在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个人成长
的年轻女性。
在此趋势的推动下， 玫琳凯
不断推出符合潮流的产品， 同时
致力于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社交平
台及领先的技术应用， 使其女性
销售队伍仅需一台手机就可以随
时完成订购、顾客服务、客户管理
等多项事业需求。在领袖会议上，
玫琳凯大中国区总裁麦予甫表

示，“未来玫琳凯将更好地借助互
联网平台和工具来帮助女性开展
业务。 ”
秉承着“
丰富女性人生”的企
业使命， 玫琳凯致力于帮助女性
在身、 心、 灵上实现“
全人的成
长”，每年玫琳凯都投入过亿元用
于销售队伍培训。 在今年领袖会
议期间， 知名心理学家张怡筠博
士为参会者带来“情商管理”培
训，推动女性领导力培养。
G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