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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被终止租金仍在交$他赶
!"

公里路借本报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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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很多用户都在饱受电
视功能更新太快" 功能展现需要太多
外接设备以及外观颜色单调等苦恼 !

既浪费更换电视与购买外接设备的钱!

又使得家中凌乱不堪! 同时电视不能
为家居增色# 海尔模卡电视的推出 !

将快速改变这一切! 并创导一种 $随
需定制% 与时俱进& 的全新生活方式#

首先! 它具备一个 $开放式流媒
体模卡& 接口! 不是通过外接设备 !

而是通过按需购买或定制各种流媒体
模卡! 实现相应的流媒体功能! 甩掉
了电视的各种 $包袱&! 比如购买了
$数字一体模卡& 的海尔模卡电视用
户! 无需通过外接机顶盒或数字电视
一体机! 就可以收看高清电视节目信
号 ' 购买了 $高清可录模卡 & 的用
户! 无需通过外接移动硬盘! 就可以
开机或是待机节能录制忙碌时无暇顾
及的电视节目! 同时在收看精彩的节
目突遇电话响起! 还可以通过内置的
闪存

!"#$%

自动存储 ! 等到接完电
话 ! 通过 $追时 & 功能 ! $追回时

间! 重看精彩&' 而购买了 $学习娱乐
模卡& 的用户! 无需外接学习机与游
戏机! 便可以享受图文并茂的诗歌与
英文句子! 还带真人朗读! 学习之余!

还可以通过遥控器或游戏手柄! 玩会
魂斗罗% 超级玛莉等多款经典游戏 #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需求的日益增长 !

用户还可以随需定制各种模卡! 而无
需花大钱去更换电视! 节省了更新电
视与外接设备的费用! 避免了家庭复
杂的连线! 节约了大量能源! 是 $一
台顶

&

台的省钱电视&! 同时让生活质
量与时俱进! 永不落伍#

其次! 现代家居风格各异! 要求
电视外观随之增加# 海尔模卡电视作
为 $一款多靓彩的时尚电视&! 采用时
尚靓丽的

'

笑脸型
'

流线设计! 高光
一次成型制作工艺! 无苯钢琴漆喷涂!

时尚环保# 其滟红% 雅银% 郡蓝% 润
绿等多种双色搭配外观! 满足了新古
典主义% 简约主义% 新东方主义% 东
南亚风情等现代主流家居装饰风格的
需求! 并随着家居风格潮流的变化随

需增加# 同时! 为了响应国家 $节能
减排& 的科学发展观要求! 海尔模卡
电视的系统节能解决方案与三重防眩
光系统! 节能

()*

! 并可有效地保护用
户的眼睛# 海尔的三重防眩光技术! 改
善了电视在开关机% 换台% 收看过程中
对用户眼睛造成的眩光污染! 获得多项
专利! 并问鼎山东省专利一等奖#

彩电业正快速向数字方向前进 !

+,

界限被快速打破! 在尺寸% 画质%

音质% 外观等方面的差异化越来越难!

融合成为竞争新方向!

+,

融合的关键
是内容的共享! 内容的载体是流媒体#

业内专家认为 ! 模卡电视作为一种
$模卡化% 标准化% 易用化% 多样化&

的开放式流媒体电视! 通过给电视做
$减法& 来给消费者的生活做 $加法&!

必将成为数字时代电视的一种新的技
术与标准! 给世界彩电业带来一种全
新的模式! 开创了彩电业的开放式流
媒体时代#

海尔的这种创新备受业内专家与
行业好评# 某家电资深评论专家认为!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众多外资品牌都
将更多的期待放到了 $修炼内功& 的
中国市场! 加速了新品的推广# 但是
这些更多还是在画质方面的 $精益求
精 &! 但彩电业进入数字时代以来 !

-).)/

等已经成为高清彩电的标准配
置! 影响目前收看更多的还是上游信
号提供的质量! 很多消费者都在为画
质技术不断 $升级& 的电视与越来越
多的外接设备埋单! 给电视做了 $加
法&! 却为用户的生活质量做了 $减
法&! 同时与彩电业向融合方向发展的
趋势渐行渐远#

在前不久结束的 $

0)).

创新盛
典& (((中国工业设计奖评选活动中!

获得十多项专利技术的海尔模卡电视
凭借其创新的模式% 高清的画质% 多
靓彩的外观以及在环保节能方面的贡
献! 一举问鼎最大奖

11

最佳自主创新
设计大奖! 成为中国彩电业自主创新
的标杆#

作为一种不过时的高清电视% 一
台顶

2

台的省钱电视% 一款多靓彩的

时尚电视! 海尔模卡电视创导了一种
$随需定制% 与时俱进& 的生活方式!

极大地提高了用户的生活质量与水平#

0=>?@A!B>CDEBFGHC

%图片说明# 自从购买了模卡电视$

李先生一家生活更快乐和谐$ 连吃
饭地点都快要改到电视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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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读者专程制作锦旗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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