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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 产业观察

靠“情怀”圈粉，传统家庭音响产业“变天”，智能影音时代到来

智能音箱2018：大爆发还是毛毛雨
前景：
用户需求改变，
传统产业生机渺茫

“

“花1万元买一套音响，可
以KK歌，看看电影，在上世纪
90年代， 这似乎是最时髦的事
情。” 回忆起那些年的青葱岁
月， 家住长沙伍家岭的朱女士
颇为感慨。作为观影神器，传统
家庭音响曾名噪一时， 不过在
现在人们的家中却较难觅踪
影。业内人士认为，进入音响行
业的门槛偏低，小、散、乱的产
业布局严重影响了行业发展。
同时，创新能力薄弱，跟不上市
场节奏， 也让传统家庭音响产
业走上了“下坡路”。
■记者 卜岚

1月10日上午，在三湘大市场专业音响广场，记者看到前来购买传统音响的顾客寥寥可数。

现象：
热度不再,传统音响难觅踪影
“我是电影发烧友，已经50多
岁，不方便老跑电影院，就花2万
元购置了一套CAV丽声音响。”
2009年，王女士在湘府东路托斯
卡纳的小洋房里， 为自己整了一
套专业的传统家庭音响设备。不
过仅用了1年，就因连接线被儿子
扯断而宣告“离世”。
王女 士告 诉 三 湘 都 市 报 记
者，2016年年底， 她们全家搬到
了第六都的大平层里， 但昔日她
的心头爱——
—传统家庭音响并没
有跟随她入驻“新家”。“利用率不
高， 占空间， 到后期几乎成了摆
设，家里人都不同意再购置了。”
据中国电子音响工业协会的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在我国已拥
有传统音响的家庭中，80%以上
的家庭平均每月使用次数仅为2
次左右。较低的使用率，也为传统
家庭音响的“变天”埋下了伏笔。
1月10日， 记者走访了三湘
大市场专业音响广场， 还走访了
晓园电器城，发现传统家庭音响门
店已难觅踪影。
“
我们五一大道的分
店已经关闭了，位置不好，生意也较
为冷清。”大地音响的相关负责人周
先生介绍，前两年门店关闭后，他们
现在专注做家庭影院了，如顾客需
要传统音响他们只能调货，
“
传统音
响价格高，一般在1-2万元以上，音
效差，用两年就基本报废了，售后
维修特别麻烦。”
据中 商 产 业 研 究 院 发 布 的
《2017-2022年中国电子音响行
业市场前景与投融资战略研究报
告》，自1999年开始，我国主要电
子音响产品产值以平均每年超过
30%的速度增长，至2006年，产值
已达2069亿元。但受到用工成本
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汇
率波动等因素综合影响， 我国主
要电子音响产品产值增速从
2006年开始放缓，行业总体处于
低速调整期。

记者 卜岚 摄

变化：
华丽转身，迈入智能影音时代
从众星捧月到市场罕见，
传统家庭音响经历了人生的
“大起大伏”。 而华隆音响负责
人龙小平可以说是这个历史变
迁的见证者。
“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在三湘大市场专业音响
广场， 龙小平摆动着他的音响
产品感慨道。 他一直念念不忘
的那个年代， 便是90年代末。
“1998年我在晓园那边开了一
家传统音响店，2000年才搬到
三湘大市场。1998年到2005年
时，生意特别火热，一个月至少
可以卖出去70-80套， 便宜的
仅3000多元，月利润可达七八
万元。”
在龙小平看来， 那段时间
简直是“黄金时代”。“忙得连上
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不用刻意
营销，也不担心顾客砍价，买不
买都随意。”

不过2006年后， 市场就开
始显现出了颓势。“老式传统音
响已经卖不动了，2006年后，我
们转型做智能音响。” 龙小平
说，现在他们店的“网红”是小
音箱，高约10厘米，宽也就6厘
米，一左一右，不占空间，效果
特别好。
“一对音响加一台功放、一
个效果器也就4980元， 可以接
网线、连蓝牙，类似于电脑的功
能。一个月可卖出40多台。如果
是做专业的家庭影院， 则需购
置一套价值3-4万元的5.1家庭
影院系统， 一个月也可卖出
2-3台。”龙小平说。
不可否认， 传统家庭音响
的逐渐淡出， 取而代之的是全
新智能影音系统的崛起。 在当
下最时兴的， 便是家庭影院系
统和背景音乐系统。
“不像以前功放、播放器等

各一个遥控器， 智能系统的核
心在于将所有终端设备控制在
一个按钮，一键启动。”美孚智
能科技工程师符先生从事背景
音乐已有3年，他表示现在背景
音乐系统人气颇高， 他们一个
月可售出30套。“比如一个面积
为140㎡的房子，客厅主机一般
为 4000 元 左 右 ， 主 卧 主 机 为
3000元，喇叭价格从200-1100
元不等，一套下来大约在1万元
左右， 特别适合热爱音乐的
人。”
数据更具说服力， 据全球
五大市场调研公司之一GFK集
团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智
能音箱零售量只有1万台，2016
年增至6万台。2017年1-8月累
计销售超10万台。预计2018年
市场会迅速扩张，整体可达120
万台。

龚先生认为， 需求端总量
的萎缩，经销商无利可图，人们
更多地转向网络市场， 或许是
导致传统音响道路越走越窄的
原因，“音响产品本身属于非生
活必需品， 而且中高档音响产
品价格不菲，市场在不断扩大，
但需求在萎缩， 自然供需矛盾
突出。”
“消费能力、文化背景、家
庭成员等都会影响到音响的
行业细分，但是目前无论高端
还是低端音响改来改去的，只
有外观。” 湖南商学院副教授
尹元元认为，传统音响缺乏技
术创新，整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底、投入资金少，进入门槛低，

整个行业发展相对无序。但传
统音响在市场仍旧有其粉丝，
深受有怀旧情绪的发烧友的
喜爱。
“未来或是智能影音的时
代。”在尹元元看来，平板电视、
家用投影仪等影像设备不断升
级， 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品
质需求， 价格也会更亲民。“此
外，现在的新产品，能把颇为专
业的多路输入调音台、 调频无
线麦克风、 大功率分体音箱以
及类似于KTV的智能点歌系统
都囊括进来， 同时实现网络互
通， 可让消费者在家就能实现
更专业、更震撼、更智能的影音
体验。”

分析：
创新能力薄弱，跟不上市场节奏
我国电子音响产业曾有
过20年左右的辉煌。先是收录
机、组合音响，随后是影碟机、
传统 家庭 影 院 。 不 过 ， 时 至 今
日，传统音响业的辉煌已逐渐
淡去。
“很可惜！这类产品已经越
来越小众了！”作为古典音乐的
发烧友， 龚先生2001年就花1
万元购置了一台高保真的传统
音响， 并使用至今，“传统音响
市场份额的减少， 是市场需求
锐减导致的， 也是社会心态的
反应。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开启、
现代节奏加快， 人们的心态越
发功利， 能沉下心来听音乐的
也越来越少。”

传统音响产业会逐渐萎
缩， 主要是因为用户的需求
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 在音
乐行业中， 目前以在线音乐
服务最为盛行， 而且也最为
广大用户所推崇。
在移动设备高度普及、
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 用户
听音乐的方式早就已经与以
往大不相同， 用户不单纯只
是为了听一首歌。 无线智能
音响由于对在线音乐服务的
重视， 所以才有了颠覆传统
家庭音响的实力。
传统家庭音响与无线智
能音响虽说都是属于音响这
一范畴， 但是其本质上还是
存在明显区别。 传统家庭音
响就好像是工匠， 而无线智
能音响则像是艺术家。 工匠
永远都以工艺为生， 它们的
生产思想观念比较固执且仍
然停留在通过提升工艺来博
取用户眼球的阶段， 这里的
提升制作工艺指的就是传统
家庭音响只是太过单一地集
中于改进音响的声学部分。
在过去， 这样的生产思想观
念或许能奏效， 但是随着用
户需求的变革， 这种观念终
究会被淘汰。

记者手记

单靠“情怀”
并不能促进消费
有温度，有情怀。和上世
纪60年代的收音机、 黑胶唱
片、磁带一样，传统音响是一
代人过往岁月的记忆承载
者。曾在某些焦灼的片刻，为
人们送去清凉的旋律。
但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
发展，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
这些人们曾经的“时尚宠儿”
已在不经意间被淘汰。 即使
这样，仍有一批音乐发烧友，
在为情怀而坚持着， 或许这
也是传统音响在历经岁月
后，不至于被彻底“出局”的
原因。
不过，抛却铁杆粉丝，有
多少人愿意为这种“情怀”买
单？在真金白银的较量中，单
靠“情怀”，并不能促成更多
消费者形成购买行为， 用户
是否认可还要落到产品性
能、服务、性价比上。在群雄
并起、跑马割地的市场游戏，
或许持续不断地创新， 才是
产品屹立百年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