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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本报记者 许意强

海尔技术创新
引领全球空调竞争转型 首个智能家电智商结果发布

本报记者 康源

随着手机全面智能之后，智能化风暴迅速向整个家电行
业袭来。今年以来，国内市场上销售的电视、洗衣机、冰箱甚至
电饭煲、微波炉、吸尘器等大小产品，均被贴上“智能”标签。

面对市场上林林总总的智能家电，到底什么样的家电产
品才是智能？日前，据中国电子商会消费电子产品调查办公室
发布《2012年智能家电产品市场需求调研报告》显示，市场上
家电产品的智能水平不尽相同，有的智能产品可以随意下载
安装应用程序，有的却只能浏览网页、观看在线视频。有的能
根据衣物的重量调节洗涤时间和用水量，有的却只能人工设
定洗涤程序。有的可以判断冰箱储备量，有的却只具备液晶显
示功能。

根据《2012年智能彩电产品智商评测报告》和《2012年智
能洗衣机产品智商评测报告》显示，中外主流彩电企业经过两
年的技术积累，智能电视产品整体水平均取得明显提升，创
维、TCL、海尔、长虹、康佳等品牌均有产品达到七星级标准，成
为当今国内最高的彩电产品智商水平。相对彩电，洗衣机智能
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5个品牌的产品获得了六星级标准。
这也是国内首次对智能洗衣机产品发布的智商水平报告。

中国电子商会电子学会秘书长盖志芳表示，2012年是智
能家电迅猛发展的一年，智能家电产品智商评测结果的发布，
将为消费者选购产品提供规范依据和有利导向。

以海尔空调“探底全球变频技术极限”为标志，不仅拉开中国空调产业技术创新井

喷期的大幕，也完成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在中国空调业的率先落地，由此将加速中国家电

产业在全球从“规模制胜”向“创新称霸”的竞争转型。

三国霸主之一的孙权曾言：能用
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
无畏于圣人矣。在现代商战中，企业
的合力依旧无比强大，在任何伟大的
企业身边都永远不会缺乏同样伟大
的商业伙伴。

作为中国空调领军企业的奥克
斯，在它的身边也环绕着这样一群同
进同退的黄金搭档，通过他们的口，
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领略奥
克斯 18年发展、10年蓄势、3 年冲刺
的蜕变之路。

不做情人做夫妻

从 1996年即开始代理奥克斯的
石家庄天王电器可谓是“元老级”商
家，谈及与奥克斯空调 16年的合作，
天王电器常务副总经理文运普言语
里已没有任何的商业味道，似乎是在
谈一个天天生活在身边的老友。
“以往大家都喜欢把企业和代理

商之间的关系比喻作情人，但这个比
喻在我们和奥克斯之间已经不适用，
我们已超越了情人，更像是夫妻”，文

运普微笑着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最初的激情已沉淀成深深地信任，
为它着想已成为一种由来已久的习
惯，所以我们现在每天的工作真的都
是在‘感情用事’。”
“近三四年，奥克斯在产品力上

有着一日千里的提升，特别是最近的
热霸系列、镜界系列，把功能性和工
业设计完美的结合，真正提升了产品
的附加价值，能吸引消费者购买，这
个大方向是十分正确的”。文运普为
记者分析道。

在交谈中，文运普说得最多的一
个词就是：良性循环。为了协助奥克
斯摒弃过去通过政策、利益等诱惑向
经销商压货的传统方式，找到一条打
开销售良性循环的新路，天王电器甚
至不惜花费重金专门为奥克斯打造
一支促销小分队，专门帮助所代理区
域的奥克斯经销商进行销售，足见这
份情谊的分量。
“这支小分队有 15—20人左右，

由业务助理带队，主要负责企业活动
执行和节假日促销，哪里有需要会派
到哪里。奥克斯主要负责安排专业人
员对其进行培训，而我们则主要负责
这个团队的日常管理和人员调配。这

支队伍已日渐成熟，在未来的奥克斯
蜕变之路上它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运普说道。

相约合作一辈子

“眼下的中国空调行业可谓是一
场寒冬，企业间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
是‘抱团取暖’，而奥克斯正是我们最
值得拥抱的企业”。这是厦门三峡国
际贸易总经理叶剑峰给奥克斯空调
的定位。

与动辄十几年交情的老搭档相
比，三峡国际贸易与奥克斯空调 7年
的牵手时间并不算长，但这丝毫不影
响二者之间深厚的情谊。
“7年间，我们深深感受到奥克斯

空调在品质和营销上的不断蜕变，这
过程中虽然也有阵痛和问题，但奥克
斯人一直持之以恒的在改进，在进
步”，叶剑锋对《中国企业报》记者感
慨道，“在整个空调行业陷入概念营
销的怪圈而忽视产品最初的品质时，
奥克斯能率先站出来，推出热霸系
列、镜界系列空调；当经济大环境不
好、整个行业出货不甚理想时，奥克
斯开始把促销活动放在工作的第一

位，以促带销，改变了空调单靠压货
的销售模式，这些做法都得到了我们
广大经销商的认同。所以今天我对奥
克斯空调的评价，远远超过其他品
牌，是因为它真正实现了产品品质和
营销理念的蜕变。因为我也在代理许
多其他空调品牌，所以对此感触颇
深。”

奥克斯管理团队的务实更让叶
剑锋感觉奥克斯是个值得合作一辈
子的企业。
“前一段时间，整个行业形势都很

低迷，但奥克斯的员工和三峡的员工却
奋战在销售一线，正是依靠这样的执
着、积极的营销策略，在其他品牌出货
不理想的情况下，奥克斯销量稳中有
升，这正是奥克斯人独有的魅力”。

谈及奥克斯与三峡员工齐心协
力、共渡难关，叶剑锋给予高度赞扬，
“今年 7月份，奥克斯空调事业部总
经理王玉龙和国内营销总经理金杰
曾两次来福建，与我们在毛利水平、
库存水平、周转率等问题上进行深层
次多角度的沟通，并帮助我们一一解
决问题。像奥克斯这样有实力、有品
质、有品牌成长性、有责任心的企业，
怎会不值得我们去拥抱？”

与全球巨头的同台较量，中国空
调必须要依托“自主知识创新”构建
核心竞争力，具备“硬碰硬”的真功
夫，才能实现全球化崛起。

就在刚刚结束的中秋国庆双节
黄金周促销中，融入海尔颠覆性变频
技术成果的一系列海尔空调新品甫
一亮相，便给中国市场带去了令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也给黄金周市场在价
格促销之外注入“高端、高科技”的新
内涵。

这正式宣告中国空调巨头海尔
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中国率先完成
对全球技术创新标杆的确立：“最低
0.1赫兹、最高 150 赫兹”的变频空调
控制技术已全面通过中国家电检测
所的检测，这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可以
查到的变频空调最宽运行频率，实现
对全球变频技术极限的突破和探底。

基于海尔自主知识创新打造的
“全球第三代宽带无氟变频技术”科
研成果，除了最宽的运行频率运行
外，20 瓦最低运行功率、18 分贝超静
音、省电 60.5%、1分钟速冷、3分钟速
热等领先效果，也创下全球空调业之
最，成为海尔在 2013冷年给全球空
调业带来的颠覆性成果，也完成对全
球空调巨头科技创新成果的刷新。

分析人士指出，在海尔一系列颠
覆性科技成果推出的背后，是全球空
调业在经历百余年的发展后全面步入
中国企业主导下的“创新驱动”新时
代。在完成生产规模和产能的全球最
大积累后，中国企业正在以“自主创
新”重新定义空调业未来发展新走势。

国家创新战略
在空调业落地

在整个国家层面都在力推“科技
兴国”战略之际，今年的全国科技创
新大会上再次明确“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的中心任务，是解决科技与经济结
合问题，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
体，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并首次提出
到 2020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
的行列。

继 1998年就凭借空调变频技术
一举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并将这
一纪录在中国空调业尘封 14 年，一
直无人打破。直到 2012年，海尔再次
以“开放式创新体系”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实现在这一国家科技创新领
域最高荣誉上的持续领跑。这也正式
宣告海尔空调完成从“单一技术创新
能力”打造向“整体技术创新队伍”建
设的质的跨越。

海尔空调企划研发总监王友宁
指出，“从 14 年前的变频技术夺魁，
到今年的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斩获
殊荣，反映了海尔在空调行业深厚的
技术积累和强大的创新能力。这让我
们有实力率先在空调行业实现国家
科技创新战略，推动中国空调业从规
模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快速转型升
级。”

面对已经开启的 2013冷年空调
市场竞争大幕，海尔空调再度聚焦变
频技术并推出一系列颠覆性创新成
果：打破传统空调方正造型设计的
“酒杯形状”帝樽空调，装备了全球最
宽频“宽带无氟变频技术”的超 V 薄

空调等新品。
在家电业资深观察家洪仕斌看

来，“在海尔一系列颠覆性变频技术
和新品推出的背后，正是得益于海尔
整合全球资源构建的开放式创新体
系驱动。而这一开放式创新体系斩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事实再度证明，海
尔成为中国空调业率先完成将国家
科技创新战略变为推动企业发展战
略升级的企业。这将进一步加快海尔
在全球空调市场的布局和扩张”。

当一家企业将自身的发展战略
与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融为一体时，
这也意味着企业的发展将步入“政策
力挺、市场认可、消费趋同”的发展快
车道。经过 20多年的沉淀与发展，海
尔空调在完成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后，
迅速开始全球化竞争的新步伐，谋求
从“一招制胜”到“招招领跑”的跨越
式发展。

自主创新建立核心竞争力

一直以来，“技术创新”都是中国
空调产业发展的最大短板。特别是在
最近 10年来，中国空调企业凭借“全
产业链下的大规模化制造”实力，在
全球市场实现了快速崛起后，缺失的
“创新短板”让中国空调产业“大而不
强”形象陷入新一轮的尴尬之中。

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早在
1998 年海尔以变频技术摘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直到 2012年格力空调又
凭借变频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这意味着在经历了 14年的持续升级
转型后，不少国内空调企业的技术创
新水平还停留在跟随、模仿式创新阶
段。

对于已经实现全球一体化竞争
的中国空调行业来说，当前正面临着
规模化扩张遭遇“经济下行、需求下
滑”的严峻挑战，大规模制造的发展
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洪仕斌指出，在
这种形势之下，中国空调业显然需要
更多的海尔出现，以自主创新驱动，
抛开对规模化制造竞争力的依赖和
迷恋，瞄准全球市场和跨国巨头建立
“创新引领未来”的商业竞争新秩序。

如何让中国空调业从“制造”走

向“创造”，在海尔空调看来，唯一“创
新”一条路，必须要完成从核心技术
到核心竞争力的新驱动体系建设。回
顾海尔空调 20多年的发展史，就是
一部“自力更生与整合全球”融合驱
动下的创新史。

以变频技术自主创新切入空调
业的海尔，早在 1993年就研发并生
产出中国第一台变频空调。20年间，
海尔持续引领了中国变频技术的三
次革命性升级。《中国企业报》记者看
到，与其它企业不同的是，在海尔空
调每一次技术升级的背后，都是基于
用户需求最终开创新的用户需求的
创新成果。

今年，海尔空调创造的变频空调
“最低 0.1赫兹、最高 150 赫兹”运行
纪录，正是基于长期以来用户对于
空调存在的“温度波动大、耗电量
大、制冷制热速度慢”等使用弊端的
革命性创新，最终实现空调的“省电
60.5%、1 分钟冷、3 分钟热”等领先
成果。

在空调业内人士看来，海尔当年
选择从创新难度最大的变频技术入
手，正式拉开进军空调业的序幕，正
是基于企业“海纳百川”理念下的敢
为人先、敢于直面短板、善于自我革
新等创新精神的驱动，最终才能在中
国空调业完成规模化制胜基础上，开
辟“创新领航”的新体系。

海尔空调在“自主创新”上的率
先突围，在全球建立空调变频技术的
新标杆，这不仅一举奠定海尔在空调
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打出了令中国企
业“扬眉吐气”的战略一拳。

从今年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
心发布的两份空调市场监测报告中
不难发现：节能变频产品市场份额占
比高达 44%的海尔空调，目前已经完
成将变频核心技术研发实力快速转
变为行业的领跑性优势，牢牢坐稳中
国空调业节能变频和无氟变频两项
冠军宝座。

开放式创新构建
中国新高度

日前，随着海尔发布的一系列颠

覆性宽带无氟变频技术开始在全线
产品上得到深度应用，海尔空调从外
观到内涵、从工业设计和核心技术创
新、从节能变频到无氟变频、从规模
领先到创新引领等各项性能都将得
到显著提升，最终为 2013冷年全球
空调业注入一股全新的发展活力，在
推动海尔空调市场份额和行业话语
权显著提升的同时，领导全球空调产
业新的发展趋势。

海尔在完成空调业的规模化制
胜后，再度引领中国企业的创新崛
起，绝非偶然。《中国企业报》记者了
解到，在海尔创新战略的背后，不仅
拥有海尔独家建立的中韩欧美等“全
球五大技术研发中心”的开放式创新
体系支持，还拥有基于互联网经济时
代下的“人单合一”双赢商业模式变
革的战略指引。

今年年初，海尔空调率先在变频
技术的发源地日本东京，建立首个专
业化的变频技术全球研发中心，成功
实现从制造全球化、产品全球化、营
销全球化到创新全球化的步步领跑。

在海尔空调相关负责人看来，
“科技创新不仅仅是技术人员的创
新，更是公司全员的共同创新。在海
尔 20多年的创新历程中，我们始终
以海纳百川的理念，实现对用户、商
业伙伴等各方面创新资源的整合，实
现从中国到全球最尖端创新技术和
创新人才的整合，最终建立起从核心
技术、产品、营销、品牌、渠道等多元
创新体系”。

显然，海尔在全球空调业建立的
中国创新新高度，也成为全球市场竞
争的新方向和新标杆。今年 9月，海
尔空调率先宣布停产三四五级低能
效变频空调，全面转向一二级高能效
变频空调的研发生产，从而带领中国
空调产业更好地推动国家“节能减
排”战略的实施。

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王雷指
出，当前海尔空调所进行的一系列创
新，与国家科技创新大会所提出来的
自主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
营销模式、自主品牌创新等方向和理
念不谋而合，这折射出海尔独特的商
业智慧。

互联网时代智能电视迅速普及，海量的信息和内容给
消费者带来了新电视生活的可能。面对互联网信息量大难
搜索、电视功能太多不会用、遥控器输入不方便也成为消费
者的新困扰。

9月 25 日，海尔电视在北京推出全球首款云搜索电视，
这是海尔专注于用户需求而推出的新一代智能电视升级产
品，在产品的交互性和搜索便利性方面较第一代智能电视
具有很大改进，是目前市场上最具创新性的真正的智能电
视。

据悉，海尔云搜索电视采用业界领先的高识别率的语
音识别引擎，真正实现人与电视间的自由、智能交互，语音
下达操作指令；采用超强声音识别纠错技术，极大提高了声
音辨识度，同时还可以在后台进行数据库和功能的自动升
级和学习优化，不断提升语音识别效果和智能交互水平；海
尔整合资深搜索专家专注研究用户使用习惯，利用云端强
大的运算能力，对搜索结果智能排序更加精准。

通过专注用户体验对搜索进行不断提升和优化，海尔
云搜索电视还为用户搜索提供速度更快、内容更全、方式更
便捷、结果更精准的四大优势体验。其中，海尔云搜索电视
将电视应用从复杂的筛选转化为便捷的搜索，并且支持搜
索的方式多样性，用户可以通过文字输入、语音搜索、手势
搜索、眼球搜索以及意念搜索等多种方式对无论是本地内
容还是云端资源，进行便捷精准搜索，不需要拿着遥控器一
页一页翻菜单。

本报记者 安也致

全球首台云搜索电视问世

日前，记者从中国家电协会获悉，被誉为中国家电产品风
向标的“艾普兰奖”正式启动奖牌徽标征集活动，最终获奖者
可获得一万元现金及获奖证书，并于 2013年 3月在上海举办
的中国家电博览会上揭晓正式奖牌和徽标。

作为当前中国家电业对黑色家电、传统白电、小家电、厨
卫家电、家电零部件等家电全产业链新产品的最高水准检阅，
“艾普兰奖”涵盖面广，针对性强，专业化水平高，享有“中国家
电产品风向标”的美誉，代表着我国家电产品的最佳设计和最
高水平。

中国家电协会副秘书长朱军说，活动对参赛者的年龄、职
业和性别没有限制，所有具有设计和创意能力的社会公民通
过登录猪八戒网的相关活动页面即可参与此次活动，与最优
秀、最新颖的家电产品来一次亲密接触。

本报记者 安也致

家电“艾普兰奖”开征奖牌徽标

奥克斯蜕变秘密：众智众力铸就商业长城
本报记者 康源

三星电子发力空气净化市场

随着国务院在今年 2月将 PM2.5监测指标纳入新修订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后，公众对于空气质量的关注度空前提
升。这种态势让不少家电企业看到其中的巨大商机，继而纷纷
切入这一市场，三星电子即是这其中的急先锋。

9月 24日，三星电子历时三年打造的等离子空气净化器
正式进军中国市场，并将 PM2.5推进到了 PM0.3的超高层次。
据悉，此次三星推出的等离子净化器名为 Paper系列，原因在
于它可以像翻书一样一层一层的净化空气。

其核心的三重高效过滤网不但拥有杀菌（99%去除
H1N1、SARS等）、除尘（可 99.97%去除 PM0.3微尘）、除甲醛等
功能，更是拥有了大规模纳米加湿器———自然加湿（释放肉眼
几乎看不到 0.1nm 水分子，兼顾每个角落，达到全屋均匀加
湿）。

发布会现场，三星技术专家还上演了一场“魔术秀”。专家
将点燃的发烟物质投掷到装有 Paper等离子净化器的密封透
明玻璃箱内，直至浓雾完全将净化器淹没至不见。此时，这位
专家启动净化器，在不到 2秒钟的时间内，箱内的浓烟被净化
器一扫而光，如同从未出现过，这让在场的经销商大开眼界。

丛健

海尔空调在十一黄金周期间推出的一系列节能变频产品十分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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