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传统行业安防市场整体增

长速度从之前的 36%下降至 28%，

而民用安防尤其是家庭安防 (也叫消

费类安防)开始觉醒，同时借力智慧家

庭万亿级别的市场规模，2015 年~
2016 年家庭智能化安防将迎来大规

模发展。

自 2013 年开始，无论是互联网

厂商(百度 I 耳目)、消费类电子厂商

(联想看家宝)，还是传统安防设备制

造商(海康萤石），都纷纷进军民用安

防市场；2014 年 9~11 月间，各种

IPC 新品涌现，包括海康威视推出的

售价为 389 元的微信互联版智能视

频摄像机萤石 C2S、小米发布的 149
元的小蚁摄像头、360 推出的 99 元

和 149 元的两款网络摄像机，大华的

定价为 1,500 元人民币的主打智能

家居的乐橙系列产品 (X1 家庭乐盒、

RC1 智能插座、TC1 家庭摄像头、

WP1 人体感应器)，以及采用 8 位

MCU 方案的价格低至 80 元人民币

的 IPC 等等，单品利润一路降至最低

30~50 元范围内。由此可见，各路诸

侯都在发力家庭安防智能化市场，但

与此同时，激烈的价格战也正在提前

消耗着这个市场的发展潜力。消费类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欢迎扫描二维

码分享给好友。

IPC 市场尚未兴起、价格战已经

如此激烈，IPC设备厂商该怎么发展？

未来将会有哪些商业模式？

民用安防中，智能视频分析算法

和云平台必不可少安防视频监控从

军队、政府、社会进入到家庭、个人，

经历了行业应用时代的“不看不行”

(24 小时不间断录制、存储，机械式工

作，工作人员需要 2 4 小时守在大屏

幕 LCD拼接屏前监看)，到民用安防

时期，实现了“想看就看”(手机和云端

设备的加入，让随时随地访问视频成

为可能，当你在上班的时候，突然间

想看下家里老人或者宝宝的情况的

时候，就可以随时随地掏出手机/平板

观看)。伴随着智慧家庭产业的兴起，

当前消费类 IPC 从智能硬件单品进

入到了智慧家庭安全整体解决方案

的发展阶段，IPC 产品内嵌了智能算

法、并集成了与家庭其他设备联动的

功能，提升了监控的精度和准确度，

将带来“该看才看”的用户体验，即当

有报警信息、根据用户习惯分析出现

异常的情况或者是娱乐社交信息推

送到交互终端的情况下的时候，用户

才去观看，解决用户因为担心、担忧

时不时去观看的这种心理负担的窘

境。

从这种应用场景、用户体验、使

用方式的改变中可以看出，民用 IPC
的产业链不同于行业安防(2014 年安

防工程和服务市场占整体市场的比

重高达 55%)，民用安防“IPC 智能硬

件+软件/算法+云平台”的产业链中，

智能视频分析算法和云端服务能力

占的比重较大。准确率是安防系统最

基本的要求，当前智能安防系统误报

率较高也是颇受用户诟病。当前提高

监控精度、解决误报率的方法主要

有：

第一，视频采集+传感器(烟感、

门磁等)，例如远程卫士(摄像头+防盗

报警系统)，通过视频采集和传感器感

应二者结合分析，确认是小偷入侵后

方推送报警信息；第二，视频采集+视

频智能分析技术，例如智芯原动开发

的智能视频分析算法，准确率达到 9
0 % 以上；第三，视频采集+计算机

视觉、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进行实时

双眼监控，视频不再只是作为事故后

取证的依据，例如格灵深瞳公司开发

的计算机视觉技术，已开始在安防产

品中应用。

当采集来的视频数据，经过精准

分析和处理，被连接上传存储到云

端，构建了一个足够完善且大的视频

数据库后，内容服务开发商可以借助

大数据分析技术等，对数据进一步分

析并建模，根据建立的模型挖掘出用

户的隐性需求，开发各种各样的应

用，同时有针对性地导入其他第三方

的服务和应用，此时一个可持续发展

的闭环的生态系统就可以被成功构

建了。

这种产业链模式在使得生活更

加智能化的同时，也将促使从芯片-
通讯传输-存储-云端服务-应用等

产业上各环节的技术和市场格局发

生改变，同时会催生构建一些新的商

业模式。(硬件技术层面，包括视频监

控芯片、CMOS Sensor、传输通讯等

的市场和相关厂商的情况，以及视频

存储的方式和云服务厂商、家庭联动

系统的介绍，请详见文章《消费类 IPC
市场爆发在即，此时不动更待何时！》

《弱化监控角色，消费类安防的三步

走战略》)视频数据和内容服务是价值

链核心纵观家庭安防整条产业链，当

前的盈利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卖硬

件设备赚钱，例如传统的安防设备厂

商；二是按流量收费，如电信运营商

以流量套餐的方式推 IPC 产品收取

流量费；三是云端存储收费，分按年

度收费和按存储空间大小收费两种

形式，例如 DropCam，除销售摄像头

外，云存储服务是其最大的收入来

源，每月支付 9.99 美元或每年支付

99 美元，DropCam 将为用户保存最

近 7 天的视频，每月支付 29.95 美元

或者每年支付 295 美元，则能够保存

最近 1 个月的视频；四是按照服务收

费，如美国 ADT 运营服务商。

随着上游芯片、Sensor 等成本的

降低、产线实现从人工到机械化的升

级(人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以及行

业内价格战的拼杀，靠卖硬件设备挣

钱的利润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国内单

个 I PC 整机设备的售价从高 达

2,000 元人民币降至最低 80 元人民

币(8 位 MCU 方案)，利润也从之前的

几百上千元下降至 30~50 元左右。另

外，单个 IPC 智能硬件设备的体验根

本无法吸引大批量用户为其买单，因

此从长远来看，这种盈利模式太单

一，同时也无法保证一个公司的持续

健康发展。而对于第四种像美国 ADT
运营服务商收服务费盈利的模式，目

前来看不太适合中国，因为国内没有

像美国 ADT 这样的运营服务商，这

方面的主导权还在于政府。为此，不

论是感知设备层的厂商如海康威视、

大华，网络层的企业如三大运营商，

交互层厂商如小米、联想、酷派，平台

层的厂商如风向标、大拿科技，应用

层的厂商如百度、360 等都在结合其

自身积累的优势，针对后续的视频数

据和内容服务的价值制定相应的策

略和创新商业模式，欲在产业价值链

中占据更重要地位。

展开来讲，第一种可持续的商业

模式，就是当云端服务器接入设备的

量达到一定程度，云服务器上收集到

的数据足够全、大的时候，云平台厂

商能够将这部分数据卖给第三方应

用开发商，第三方通过对这些数据进

行分析、建模后，开发出能够很好满

足用户需求的 APP，这些 APP 接入

到这些云平台上后，云平台厂商不仅

能够收数据存储服务的费用，还可以

与接入方进行服务利润分成。

第二种是从智能硬件 I P C 单

品，进入到智慧家庭安全整体解决

方案后，各种生活场景驱动开发了

各种设备间联动的 APP，这些 APP
最终或许会集中一个平台上，一些

通用的应用场景可以免费开发给用

户使用，但一些特别的场景应用需

要收费，如类似海尔的智能婴儿房

的使用场景，当摄像头检测到婴儿

的动作、表情后，经智能的分析算

法分析后，给到控制中心和云端服

务，从而决定播放什么音乐或者是

与婴儿进行怎样的互动的这么一个

功能的应用，用户需要花钱购买；

再比如海康威视的萤石云视频 APP
中的视频广场功能，接入了很多景

区的摄像头，用户可以实时查看接

入景区的状况并进行评论和互动，

同时当心血来潮欲来趟说走就走的

旅行时，也可以根据实时视频反映

的景区的情况决定是否到那游玩，

未来以区域为单位接入的景点足够

完善的时候，各种商业机构可以接

入进来， 推送他们的服务， 如此又

构成一个可以循环运作的商业模式。

我们都相信，未来各种各样的智

能生活一定会被实现，关于现在我们

考虑的安全、用户体验问题将会从芯

片低端 IP 技术、芯片设计和制造、传

输通讯协议、上层服务器等各个环节

完善，当产品更多地从用户本身需求

出发的时候，产品就一定会有市场，

用户参与产品设计、开发等利润分成

的商业模式也是可以大胆尝试的，因

为这不单单仅是一个安防安全监控

的应用，更多讲求的是联动、协作以

及共赢的时代。

殷深圳 张瑞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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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安防重在联动场景和服务模式的构建

乐 见 云 电 视 答 读 者 问
第 2 期本版刊登了乐见云电视后，《电子报》读者服务部的电话已

被打爆。现就读者咨询的普遍问题在此作统一答复，如还有不清楚之处，

再行咨询！

1.乐见云电视的型号和屏幕尺寸钥
乐见云电视的屏幕尺寸为 7 英寸，16：9 宽屏，屏幕分辨率为 800伊

480。
2.乐见云电视是否有耳机输出孔钥
老款电视所具备的接口有：TF存储卡接口（接插 TF 卡即 micro SD 卡，

扩展外置存储,最大 32GB）、USB 接口（扩展外置存储寄数据传输，可接

U盘/移动硬盘）、Line 接口(音频输入,椎3.5mm 标准接口）、键盘和鼠标接

口（USB 扩展，支持有线/无线），以及 DC 接口（接入电源，以直接看电视

或给内置锂离子电池充电）。第一代产品没有外接耳机输出和视频输出功

能！但经过使用者的建议,目前的产品均已具备音频输出功能。

3.乐见云电视与市面上的听戏机有何区别钥
在第 2期本版文章已经介绍，本电视是基于网络连接视频源的电视机，

只要有网络，就可以连接致独有的服务器，享受 2万 G 的视频大餐！如果

没有网络，则和普通听戏机功能类同！可通过外置存储卡来播放内容，如

TF卡、优盘等！

另外，本机内置有 4G 内存，但主要主要用于存放系统，不建议存放视

频！本机还具备 4：3和 16：9信号源调节功能，以符合目前视频源多种格

式的需求！

4.对第 2期文章中野50%开机率冶的疑问钥
此处的开机率，实为开机使用率！一台电视购买回去后的使用状况如

何，只要电视机开机，就将会数据回馈给云端，包括每台电视开机后收视

的节目类别，都会被有效记录，以便有针对性的为使用者推荐、推送更优

质和新颖的节目！

5.关于产品的售后钥
根据国家对电子产品的售后服务标准，本产品同样具备三包服务！让读

者们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殷 叶电子报曳读者服务部

深圳智慧家庭协会协办

货讯院电子报读者服务部可代购此产品袁全国统一零售价 399 元/台袁
邮购价 410 元/台袁款汇院610041 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天

府新谷 7 号楼 2 单元 1505 室叶电子报曳读者服务部 收遥
咨询电话院 028-65113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