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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商入局5G，会被互联网收割吗？
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倪雨晴

互联网公司的强大
“威胁”在于，最终可能通
过一两个高频APP来连接
外界设备。

2019年，5G的概念风
头正劲，似乎5G就在身边。
然而，5G商用来临就像是
谁都知道天要亮了，太阳
将升起，但具体是哪一时
刻，还不知晓。

5G将以怎么样的形式
改变生活，大家都在预测。
但这并不妨碍产业链上的
公司们提前布局，从设备
商、运营商到终端商，各方
均粮草先行，开始蓄力。

终端的家电厂商们，
面对5G的节点机遇，也摩
拳擦掌。5G+8K带来的B端
业务，5G为家庭带来智能
的IoT世界，比如，回到家
后，空调已预调至合适温
度，冰箱已为你识别食材
甚至替你下单点菜，每次
运动后跑步机为你累计数
据提供建议。

虽然现实是5G的网
络、基础设施还在建设中，
要体验这样的生活还要好
多年,但是，对于传统的厂
商来说，畅想和准备都值得
鼓励。同时，互联网公司们
也早已布局，而且跨界到硬
件领域，探索入口，最终终
端厂商是否会归入到互联
网的生态平台，犹未可知。

黑白家电齐上阵

虽然现在家电公司都
在拓展自己的品类、产品
线，但是据记者了解，主营
黑电和白电的企业之间逻
辑有所不同。

从黑电企业来看，还

是从看家产品“屏幕”入
手，其中，公布了5G相关计
划较多的要属TCL和夏
普。就TCL来说，首先它旗
下的5G手机计划明年发
布，其次，在商用大屏上，
5G能够带来更高的速率、
支撑更多连接和应用。

3月20日，一位家电企
业高管告诉《21世纪经济
报道》记者，看好5G在屏幕
商用显示方面的运用，例
如在餐厅的场景中，可能
今后的桌面就是一张屏
幕，可以在上面直接下单、
支付、娱乐游戏等等。今后
外界的屏幕会越来越多，
用户和屏的互动增加，需
要底层5G技术的支持。

另一方面，随着8K高
清显示大屏的增多，也需要
5G来加快传输，富士康近
两年投资的液晶屏生产线
就是围绕8K+5G的主题。记
者从富士康获悉，位于广州
增城的超视堺第10.5代显
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第一
台核心设备8K高精度曝光
机已按照计划在2月14日进
驻广州增城工厂，并将按照
原计划在10月份实现量产。
产线将配合富士康旗下的
夏普品牌进行输出。

此前，富士康集团总
裁郭台铭接受《21世纪经
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曾说
过，“8K超高精细影像液晶
显示屏幕将会给工业互联
网、车联网、娱乐、医疗、社
交、教育、安全等领域带来
一场影像数据革命。”而8K
影像背后的数据传输、分
析也需要5G网络来辅助。

整体来看，这些商用
显示的屏幕目前用于B端

的场景较多，而5G和垂直
领域产业的结合会有更多
看点。

再来看白电，格力、美
的、海尔等在智能家居上
都已布局，但是在5G方面，
海尔率先推出5G智慧家庭
实验室，格力和美的还未
有明确规划。虽然格力手
机的声量大，也在和家电
之间做互联，但5G带来的
远远不止于连接，还会有

新的商业模式产生。
记者从海尔了解到，

5G智慧家庭实验室目前正
处于测试之中，年内将推
出全球首个5G智慧家庭方
案，海尔5G智慧家庭实验
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实验
室将聚焦5G的家庭服务领
域应用，在家电、家居产品
的互联互通之外，还将为
用户提供安心食材、衣物
护理等全方位的服务。

除了传统厂商，对智
能家居有野心的另一派代
表是小米，通过自建生态，
投资产业链的形式进行。
小米在非5G时代就已经布
局，可能在5G时代其物联
网概念会更猛烈一些。

小米产业链生态中的

云米就宣布成立5G应用实
验室，探索5G与家庭物联
网的应用并展示了5G冰
箱、用户通过这台冰箱，可
以快速控制全屋家电、流
畅微信视频聊天、播放电
视剧和抖音视频、获取海
量菜谱等等。

可以看到，白电企业
聚焦于产品本身的智能
化，以及整体的智能化解
决方案上。

互联网公司的“威胁”

按照工信部的部署，
我国将于2020年实现5G商
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发布的《5G经济社会影响
白皮书》预测，到2030年，
5G有望带动我国直接经济
产出6.3万亿元、经济增加
值2.9万亿元、就业机会800
万个。而据德勤会计师事
务所发布的《5G重塑行业
应用》报告显示，智能家居
将成为5G应用的第一批行
业。

但是，在智能家居的领
域玩家不少，除了家电公司
外，互联网企业也是一大势
力。3月21日，一位软件行业
资深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

报道》记者：“互联网公司可
以通过手机终端进行控制，
后台数据端进行分析，然后
进行全打通的模式。如果家
电公司只想着自己生产硬
件设备，而不是一开始就考
虑云、数据、账号打通，有可
能被互联网公司OTT，最
终被收割。”

在他看来，不论白电黑
电企业，自己建立生态系统
也好，专注生产也好，都需
要转变思路。“家电公司既
想当运动员，也想当裁判
员，但是又不能将两种角色
进行很好的归纳。对比小
米，小米确实有两个角色，
但是裁判员是通过投资的
形式做，输出设计和数据，
进行云管理来赋能，小米自
己只做手机和一些小的设
备，并没有自己下场去做所
有的电器。”其实，美的、格
力等企业，都有能力去打造
生态系统。

5G的到来，一方面可
以在生产的设备里提升智
能化的部分，另一方面，可
以对数据进行采集，对用
户习惯进行采集。虽然具
体数据会有哪些用处还不
知道，但是空调、冰箱、洗
衣机等的数据是为5G的到
来做好数据基础。

比如以前公交车什么
时候到站的数据收集，很
多年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营
收，最后是通过高德等地
图公司来收取数据进行应
用，而不是直接用于站牌。
类似于微信支付等应用是
在4G时代的很后期才出
现，5G时代的杀手级应用
现在同样也无法预估。

互联网公司的强大

“威胁”在于，一方面5G时
代类似微信这样的超级
APP很可能出现。现在，各
家电公司、小米的自有APP
并不是高频应用，割裂得
比较厉害，品牌之间很多
时候也不能互通。最终可
能通过一两个高频APP来
连接外界设备。

另一方面，5G技术在
产品接入方式、数据采集方
式方面也会有更多想象，即
入口的争夺上，互联网公司
有其优势。现在我们在家中
主要使用蓝牙、WiFi接入，
未来可能会出现5G的接
口，来告别遥控器。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家电、互联网公司们大多
通过APP来控制设备，例如
小米净化器，其实它的连
接步骤非常繁琐。而新的
5G连接方式，可能是接触
式的。甚至微信也可以做
连接，扫码也是一种方式，
直接在产品上扫描出现小
程序来获取信息。

二维码是连接虚拟世
界和物理世界的一个入
口，硬件设备是不是通过
这种形式还不知道，但不
排除继续沿用扫码模式，
甚至可能是VR形式，对冰
箱3D扫描，通过扫内部隐
藏的码。扫一扫就离不开
微信类别的软件，而淘宝
也可以和家电打通，由电
商渠道来提供二维码等。
只是，当前我们还无法得
知5G时代的硬件设备如何
进行连接，以何种方式进
行控制，未来，围绕智能家
居，不光是家电和互联网
公司，互联网公司之间也
会有新的战争。

日前，安卓版QQ更新
7.9.9版本，正式推出注销
功能。

记者了解到，目前只有
手机端QQ7.9.9及以上版本
提供注销功能。用户可通过
点击头像-设置-账号-设
备安全进入“注销QQ账号”
页面，满足页面所描述的注
销条件，即可申请注销。

这些注销条件包括：
账号处于安全状态、QQ支
付财产结清、卡券清空及
QQ平台权限解除、其他网
站及App的账号解绑等。上
述条件只要有一项未满

足，都无法进行注销。
有用户关心“注销QQ

号后里面的Q点Q币、财付
通余额会如何处理？”对此
腾讯客服表示，注销账户
前必须先注销QQ支付账
户，也就是说需要先确认
该账户中没有余额，否则
无法成功注销。

还有用户表示，如果
QQ号被盗后被别人注销
了怎么办？腾讯客服表示，
QQ团队将对注销申请进
行验证，账号处于安全状
态，方可申请注销。

另外，注销QQ账号需

要通过绑定的手机验证才
能完成。

QQ还强调，注销QQ
号是不可恢复的操作。在
开始操作前，请自行备份
将注销QQ账号相关的信
息和数据。

去年3月，QQ曾短暂
上线注销功能，对其进行灰
度测试，收集到了参与用户
对该功能的许多反馈，QQ
表示将在进一步优化体验
后，再次上线。上周，QQ确
认将在本周发布的最新版
QQ中增加注销功能。

此前QQ仅支持“回

收”。账号一经回收，账号
里面的所有资料都会被清
空，包括但不限于Q点Q
币、财付通余额、理财产品
和其他虚拟财产等，同时
也将终止QQ账号相关的
服务协议。前提是需要经
过用户同意与确认。

■相关新闻

工信部要求所有软件
都可注销账号

很多用户注册了APP
账号后，却发现不是自己

所需，想把账户注销，清除
某些注册信息，却发现不
能操作。

对此，工信部回复表
示，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
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严
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在用户终止使用服务后，为
用户提供注销账号的服务。
对此，国家有相关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个人发
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
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
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

除其个人信息；发现网络运
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
息有错误的，有权要求网络
运营者予以更正。网络运营
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
或者更正。”

《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
人信息保护规定》第九条明
确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在
用户终止使用电信服务或
者互联网信息服务后，应
当停止对用户个人信息的
收集和使用，并为用户提
供注销号码或者账号的服
务。 （据《北京青年报》）

安卓版已结清资产QQ号可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