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D卡安装（适用于 S210/S200/K100）
SD卡安装过程详解：

1.将 SD 卡插到电视中去，并打开电视卫士，在 SD卡中自动

生成【TV manage】文件夹。

2.取出 SD卡，将需要安装的 APK 文件移到【TV manage】中

【back up】文件夹中。

3.再次将 SD卡插到电视中去，再次打开【电视卫士】功能。

4.在电视卫士中

选择【软件管理】一项。

5.在软件管理项中，选择第三项：【软件恢复】。

6.在软件恢复中选择【恢复】即可。

7.在点击恢复之后系统会自动提醒安装正在进行当中，等待

即可。

8.安装完毕后，返回主界面，在主界面的第一或第二页即可

找到。

U盘安装（适用于 S320/S300/S500）
U 盘安装过程详解：

1.把软件放到 U盘，插到电视的 USB 接口。

2.打开电视，打开“主页”———“APK 安装器”（S300/500 是文

件管理器）。

3.确定，进入安装界面。

4.确认安装———

打开 USB存储。

5.显示有一个 sda1 文件夹，打开。

6.找到软件，确定安装。

当然，开放式的电视也可以直接打开电视机的浏览器，找到

想要下载的内容直接下载！

殷四川 王明程

故障现象

据部分用户反馈，E62 电视标配的智能遥控

器，别的操作都正常，但使用语音输入、语音控制

时，有时会出现无法识别语音、反应慢、提示网络异

常等现象，个别严重的甚至会出现其它按键也间次

失灵现象。

原因分析

此现象通常出现在电视使用环境有较多 2.4G设

备（例如路由器、手机、无线键鼠、其它电视等）或电视

摆放位置对 USB蓝牙模块有明显遮挡的情况下，例

如经销商店内，由于有多台智能电视，会因为信号干

扰导致蓝牙信号受干扰，又如用户处在墙上挖了一个

电视大小的洞，将电视用镶嵌的方式壁挂在墙洞内，

USB蓝牙模块完全被遮挡在电视背面，导致蓝牙信号

减弱。由于上述原因导致蓝牙信号减弱，在传输少量

数据（按键、空鼠）时正常，但语音输入需要传输较大

数据，就会因为信号减弱导致识别异常，最严重时甚

至会导致普通蓝牙按键也会间歇失灵。

解决方案

1.配备 USB 延长线。

2. 将延长线插到电视上，USB 蓝牙模块插到

USB 延长线上即可。

备注

注意事项：

蓝牙信号弱导致的主要现象是语音失灵，虽然

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按键不灵敏（表现是按了没反

应，但过几秒可能一下子出现按了好几下的状态），

但请一定区分这种不灵敏与正常的遥控器按键故

障的差异，后者通过寄送延长线是不可能解决的。

殷江西 岳彬

E62

系
列
智
能
电
视
遥
控
器

作
语
音
输
入
间
歇
识
别
异
常
的
解
决
方
案

每年的 1月份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都会

举办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它是由美国电子消

费品制造商协会（简称 CEA）主办，旨在促进尖

端电子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紧密结合。该展始于

1967 年，迄今已有 47年历史。

第 46 届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CES2015)
将于本周（2015 年 1 月 6 日—9 日），在拉斯维

加斯国际会展中心(LVCC)举办。来自全球的重

量级消费类电子领域厂商将汇集于此，展示其

最新产品与最领先技术。会上，国内智能家居领

导品牌物联传感也将携众多智能家居新品隆重

亮相该展。

往年的 CES 参展商主要以手机、游戏机、

电视等 IT 类产品为主，不过近几年随着智能家

居的兴起，更多的智能周边企业开始参展

CES，这也直接带动了中国的家电企业开始加

大力度研发智能家电领域。

那么在 2015 年 CES 上，各大家电企业又

会带来什么样的家电产品呢？根据本报探究，先

品鲜一下，下周将详细做些介绍！

LG 展示 HomeChat———会说话的高级智

能家电

LG 工作人员在 bestshop 现场通过当下

热门手机程序 LINE 与 LG 智能冰箱、洗衣机或

者微波炉进行了交流，凭借直观的界面，Home原
Chat 技术让用户与 LG 智能家电的沟通非常

直观，真正的实现了让智能家电“开口说话”。

LG 的这一新型服务还提供 40 多种独有 LINE
标签，让对话过程非常轻松诙谐，从而提升家电

使用趣味。

此外 HomeChat 还提供了“假期模式”“外

出模式”“返家模式”三种常见的应用场景供用

户选择。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告诉家电系统自

己要去度假的话，冰箱就会被调节至省电状态，

而且扫地机器人也会进入相应的清扫模式。

三星 Tizen系统智能冰箱

目前三星 Tizen 系统要进军智能冰箱了。

这也是继 2014 年 10 月在韩国发布的首款 Ti原
zen 设备———NX300M 智能数码相机之后的第

二款 Tizen设备。

此款智能冰箱配将内置 PAD 和大显示屏，

运行 Nexell 的 Application 处理器，内存为

512MB 或 256MB，支持 WiFi，能够连接到家庭

网络中使用手机等设备进行控制。

从三星内部获取的消息称运行 Tizen 系统

冰箱将亮相本届 CES 大展。

U+智慧生活操作系统

在去年年初，海尔也推出全球首个智慧生

活操作系统———U+智慧生活操作系统，建立全

开放的系统平台，通过开放接口，实现任何品类

的家电接入服务。基于这一平台，海尔构建了

“一云 N 端”的产业架构，将每一类产品都变成

互联网终端，并且这些终端具备智能感知、互联

互通和协调共享的功能，可以实现人与人、人与

家电、家电与家电之间的交流沟通，让用户无论

何时何地都能充分享受智能时代的最佳应用服

务。

海尔 Smart Center 控制中心也会有一个

升级，它可以将电视、空调、机顶盒、热水器、电

灯、洗衣机、酒柜、窗帘等等，通过红外与传统家

电连接，统一遥控器，省掉了需要寻找不同遥控

器的烦恼。

在产品方面，家电也是更加的智能，例如可

以智能嗅觉冰箱、集中众多功能为一身的空气

魔方、可以实时监控室内空气质量的空气盒子

二代等等。

自行车智能安全互联概念

自行车骑行者只要在常用的智能手机上安

装相关 APP，如 STRAVA，其位置就能够准确地

通过沃尔沃的云服务器传达给汽车驾驶员，反

之亦然。系统通过高速运算来判断碰撞发生的

可能性，在碰撞即将发生之际，向双方发出警

告。沃尔沃汽车将警报显示在挡风玻璃上，告知

附近骑行者的位置，即使骑行者出现在汽车的

盲点位置，例如，在弯道、在其他汽车后方以及

视线不佳的夜晚。同样，通过沃尔沃安全云互

联，骑行者头盔上也会显示警报灯告知危险，从

而使双方都采取必要的避让措施，避免潜在的

碰撞事故发生。

这项创新概念是沃尔沃汽车集团、自行车

防护装备领先制造商 POC、以及全球通讯服务

领导者爱立信共同合作的成果。通过结合沃尔

沃汽车集团在汽车安全技术方面的经验和能

力，POC 在自行车运动防护设备制造领域的创

新能力，以及爱立信在车联网云技术方面的专

业水平，这项概念技术有着令人期待的发展前

景，最终让道路弱势使用者从中受益。

扫地机器人迅速崛起

CES2015 上，代表全球机器人技术发展趋

势的机器人展区的参展商超过 18家，展示面积

达 8250 平方英尺，比 CES2014 上机器人产品

的展示面积扩大了 25%。

机器人改变了消费者学习、工作、健康检查

和家务劳作的方式，机器人能够代替消费者做

那些他们做不到或者不想做的事情。CES2015
机器人展区面积扩大，这意味着机器人行业的

增长，以及对消费者技术产业带来的影响和改

变。

除了各种家居清扫机器人，擦玻璃的，擦水

的，清理水管的，能用手机控制带轮子在家里散

步的家居监控机器人也很多。

殷北京 秦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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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CES 早知道 智能家居是重点

乐 华 智 能 电 视 不 同 操 作 系 统
安 装 软 件 的 方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