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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中国洗衣机企业的一个新

时代，已经拉开大幕。

与以往不同的是，科技创新开始

替代大规模低价战，成为这个洗衣机

新时代的驱动力。

今年以来，在我国洗衣机市场整

体下滑背景下，以滚筒洗衣机为代表

的中高端产品不降反增，走出一轮

“逆势领涨”新行情。与此同时，于

2010 年由国内洗衣机龙头企业小天
鹅开启的“自动投放”洗衣机新时代，

在经过持续两年多的市场推广和技

术升级后，步入快速发展的新通道。

也为国内洗衣机行业在双桶机、波轮

机、滚筒机之外，开启洗衣机第四个

发展时代———全智能洗衣机时代。

经过 30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洗
衣机行业整体取得长足发展，不过最

近几年间受到持续价格竞争、规模盲

目扩张等因素限制，企业技术创新陷

入滞涨期。作为国内洗衣机唯一历经

34年持续发展的领军企业，小天鹅率
先打破技术创新的僵局，选择发力高

端洗衣机，以自动投放拉开全智能洗

衣机对传统洗衣机的升级大幕。这也

是由中国企业全面主导并定义的洗

衣机发展新时代。

对此，安徽工业大学市场营销系

主任李德俊指出，“在这个技术创新

日新月异的时代，领军企业保持领先

的唯一筹码，就是牢牢处在技术创新

的最前沿，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引领产

业发展方向，引导消费趋势的发展”。

消费者的牵引力

与其它家电相比，洗衣机是一个

很容易让消费者挑刺的产品。

耗电量、耗水量、噪音值、洗净

比、环保性等等，一旦哪个环节出现

问题，就会影响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这也决定了中国企业在洗衣机产品

上的创新“任务重、道路远、压力大”。

近年来，随着中外家电企业开始

纷纷从规模制胜向技术牵引转型，我

国洗衣机市场也加速从波轮机向滚

筒机展开全面升级。这被认为是，企

业首次开始基于用户需求进行产品

功能和技术的创新升级。

在解决了节水、节电、洁净、噪音

等洗衣机自身的性能问题之后，一些

洗衣机企业发现，在产品之外的环保

性问题却被很多消费者忽视，甚至很

多消费者根本就不知道，“洗衣机使

用过程中，洗涤剂投放量多少不仅影

响衣服，还会产生对环境的二次污

染”。

据了解，长期以来消费者在使用

洗衣机过程中，只关注洗衣机本身的

性能品质却忽视自身在洗涤剂投放

过程中，完全凭个人手感和经验的投

入，带来的结果则是“不仅损伤衣物，

还因贴身引发皮肤病症，并涉及整个

社会的绿色环保问题”。

如何让困扰消费者的“洗涤剂正

确投放量”问题得到解决？小天鹅给

出的答案是———立足科技创新推出

基于智能化浪潮下的自动投放技术。

这不仅提前帮助消费者解决了产品

使用过程中的难题，还拉开了中国洗

衣机产业的全智能化发展新时代，并

为国内企业改变传统洗衣机市场格

局和游戏规则找到突破口。

据悉，小天鹅 iAdd自动投放技
术，集成新一代高科技智能系统，自

动感应衣物重量、水量及环境温度，

计算洗涤剂量完美配比方案。消费者

只需要添加一次洗涤剂，就可以实现

多次精准的自动投放，并达到最佳的

洗涤效果。从根本上避免手工误投带

来的洗涤剂和水电资源的多重浪费。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柴新建指出：“小天鹅全系列自动

投放洗衣机继双桶、波轮、滚筒之后，

开启第四代洗衣机消费革命，步入洁

净、健康、环保、简便的全智能洗衣新

时代。”

在小天鹅自动投放技术开启新

时代的背后，业内人士指出，“这实际

上也完成了国内家电企业从满足消

费需求到引领消费需求的创新转变。

对于小天鹅这样的行业巨头来说，通

过自身的科技创新实力提前帮助消

费者定义新的洗衣机功能和标准，最

终持续锁定在洗衣机行业的领军地

位，这已经超越了传统企业的科技创

新能力范畴，建立从创新思维向创新

能力的立体化覆盖”。

洗衣机的转型路

今年前 8个月，国内洗衣机市场

零售量和零售额分别下滑 9.7%、
7.2%。在行业下行通道中，滚筒机等
中高端产品市场零售额占比则从

44.1%提升至 45.1%，开始占据国内洗
衣机行业的半壁江山。

在波轮机价格下滑的背景下，滚

筒洗衣机销售价格还较去年同期上

涨 2.7%，开始成为企业构建“规模利
润双增长”轨道的重要筹码。这还意味

着，在整个洗衣机产业持续下滑背景

下，以小天鹅为首的领军企业开始在

“产业竞争升级、产品结构调整”过程

中构建核心竞争力。

以自动投放技术为驱动的全智能

洗衣机，则成为小天鹅完成核心竞争

力打造后，面向全球市场推出的首个

战略性产品群：基于波轮机、滚筒机两

大市场占比最大领域，搭载自动投放

技术，实现智能化升级。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当前

惠而浦、西门子等欧美企业只是在少

数滚筒机上搭载自动投放技术。就在

今年 3月，小天鹅洗衣机却一口气推
出覆盖滚筒、波轮 4大系列 12款全智
能洗衣机，成为国内首家实现自动投

放技术全线产品升级的企业，也为身

陷“市场寒冬”中的全球洗衣机市场注

入新的发展动力。

中怡康市场研究公司品牌总监左

延鹊认为，“在小天鹅等行业领军企业

的科技创新推动产品结构升级下，自

动投放全智能洗衣机、滚筒洗干一体

机等中高端新品将会在 2013年迎来
新的更大规模增长，这也将推动我国

洗衣机市场的强劲触底反弹”。

从滚筒机到波轮机，小天鹅在历

时 45个月、聚集 200多名技术人员的
共同研发投入，完成了“自动投放”技

术的全面覆盖，也为市场和消费者带

来新的使用体验。市场销售数据显

示：小天鹅在自动投放智能技术上的

持续投入，今年上市半年来小天鹅自

动投放洗衣机在高端洗衣机市场表

现抢眼，已跻身全国十大畅销高端洗

衣机行列。

小天鹅的爆发力

无论是小天鹅主导下的第四代

洗衣机消费时代的到来，还是当前整

个洗衣机行业正在进行的“产品结构

升级”，都是受到全球第三次工业革

命浪潮来袭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钦指出，第

三次工业革命不只是在技术基础、生

产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方面，应

该是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是社会

资源配置机制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

消费者资源就应该内化为企业的战略

性资源，企业与企业之间应该寻找有

效的“资源互补”共同为消费者创造价

值。

作为一家在 34年间专注洗衣机
技术创新和专业制造的领军企业，小

天鹅率先在中国洗衣机行业构建一条

最为严苛的“全品质链”：从全球范围

内选择最优秀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

通过全球最顶尖的国际化认证，经过

全球最严苛的产品检测工序，在每个

环节的品质标准都做到最精最优，为

全球消费者打造品质最优、性能最

好、寿命最长的洗衣机精品。

柴新建表示，中国家电业已经拥

有全球一流的技术和制造实力，以小

天鹅为代表的领导型企业，将会充分

发挥企业领头羊的作用，通过深入挖

掘和引领消费者潜在需求，以技术升

级提升产品的“含金量”，不断推出高

技术附加值的创新产品提升消费者

生活品质，推动中国洗衣机产业从

“制造大国”向“创新强国”的持续跨

越。

许意强

“全心全意小天鹅”，这句传承了 34年的广告语，正是小
天鹅人在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全球洗衣机产业“始终保持领

先地位不动摇”的原动力。可以说，作为中国洗衣机市场发展

最早，也是当前唯一还处在市场领军行列的企业，小天鹅的发

展成长史，就是一部中国洗衣机产业的创新做强史。

作为一家与中国洗衣机产业同时起步的企业，小天鹅经

历了国产洗衣机企业“从模仿起家、谋求自主创新”的艰辛历

程，深知从“加工制造”向“科技创造”过程中的创新不易。这也

最终决定了小天鹅在完成了自身发展的原始积累之后，毫不

犹豫地全身心投入“企业和产品”的系统科技创新体系之中。

从建立一系列符合国际最高标准的产品检测和性能认证

实验室，几乎拿到通向全球洗衣机市场的所有“通行证”，到回

归品质创新，于去年在全国广泛开展寻找企业发展 33年来的
品质见证大使，到最终完成打造“全品质链条”，整合全球技术

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体系，构建小天鹅洗衣机的国际化高品

质，并始终坚持“中国、海外”两条腿走路策略，谋求“全球市场

一体化”商业布局，显示出小天鹅作为中国最大牌洗衣机企业

的聪明智慧。

近年来，在全球智能化浪潮崛起，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催

生下的新消费革命大幕迅速拉开，原本技术升级陷入停滞期

的洗衣机行业也迎来新的挑战。中国企业如何应对智能化对

传统洗衣机发展轨道的冲击？如何借助国家政策力挺产业升

级转型背景下率先实现洗衣机产业从“制造称霸”向“创造称

王”的跨越？

早在 1978年就推出中国首台全自动洗衣机、2010年推出
全球首台物联网洗衣机、2012年推出国内首创、达国际先进
水平的热泵干衣机，小天鹅给出了新的答案：以 iAdd自动投
放全面完成对波轮和滚筒全系列新品洗衣机的覆盖，从而开

启全智能洗衣机新时代。

自动投放全智能洗衣机，作为继双桶、波轮、滚筒之后的

全球第四代洗衣机，体现的不只是小天鹅雄厚的技术创新实

力和创新思维，实现贴近消费需求又高于消费、引领需求。

这还被认为是，小天鹅开始在原本已经形成的稳固品牌

格局、创新手段、升级路径的基础之外，以全球洗衣机产业新

游戏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建立由中国企业定义的洗衣机产业

发展“新坐标”。

毫无疑问，以自动投放全智能洗衣机新时代为标志，全球

洗衣机产业将步入中国企业小天鹅主导的新时代。这也将成

为中国家电企业从制造向创造升级转型过程中的价值标杆。

技术洗牌开启洗衣机产业新时代
小天鹅的大智慧

本报记者 许意强

记者观察

作为上海浩泽净水创始人袁萧述最近有点烦遥
大张旗鼓冠名赞助的野浩泽杯冶净水行业十大品牌评选袁

在遭遇众多行业人士对评选活动公正性质疑后袁 浩泽自家后
院突然野失火冶遥有净水行业资深经销商公开质疑浩泽净水野拉
大旗作虎皮冶院 明明没有通过 NSF 渊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冤认
证袁却对外公开宣称已经获得遥

在浩泽净水的官网上袁叶中国企业报曳记者看到袁浩泽净水
产品获得 NSF机构认证的宣传画面出现在网站首页遥 在企业
介绍中袁浩泽也宣称袁野浩泽 A系列净水产品日前通过 NSF159
项水质检测标准袁 这表示其产品经独有安全净水技术处理后
的水质已完全达到国际直饮水标准袁消费者可安心饮用冶遥

那么袁浩泽净水到底有没有通过 NSF认证钥叶中国企业报曳
记者联系到 NSF工作人员袁其透露袁野可以确定的是袁由浩泽客
户在 NSF上海实验室通过饮用水安全的测试渊EPA冤袁只针对
水样进行测试袁不是净水设备遥 而且袁单个检测不能称之为通
过 NSF认证遥 NSF的认证应该包括产品及配方评估尧检测尧工
厂审核等一系列内容冶遥

随后袁记者又联系浩泽净水服务人员袁咨询获得 NSF 认
证的相关情况 袁该服务人员称野这一问题已经超出其能解答
范围袁留下邮箱后详细回复冶遥截至本报发稿前袁浩泽方面并未
给予任何回复遥

作为浩泽净水品牌的运营方袁 上海浩润环保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袁注册资本 500万元遥 其对外宣称的浩
泽集团袁叶中国企业报曳 记者却未能在上海工商局找到这家集
团公司的注册信息遥

在一位广东净水企业人士看来袁野浩泽的造假并不意外袁
现在整个净水行业就处在洗牌重组前夜的竞争乱局之中遥 很
多企业没有卫生部涉水产品卫生批件袁 就敢于将产品上市销
售遥 不少企业正是看到行业发展无序中的商机袁浑水摸鱼遥 最
终带来的结果是净水行业一直做不大尧做不强冶遥

在长达 10多年的市场推广过程中袁 由于一直存在着行业
进入门槛低尧企业规模参差不齐尧市场竞争无序袁我国净水行业
市场整体规模一直在百亿元上下遥业内人士坦言袁野都知道净水
行业未来将会成为一个千亿袁甚至万亿元的大市场袁但这些年
来市场总体规模一直做不上去袁很多企业都没有将净水当做事
业来发展袁只是停留在一笔赚钱小生意上遥显然袁我国净水机行
业需要来一场洗牌重组风暴袁才能找到做大做强的轨道冶遥

连日来，在“蝴蝶效应”的推动下，

中国厨电产业正在上演一场高端领军

品牌主导下的销售逆市井喷、品牌集

中度持续提升。这背后的领军力量到

底是谁？又以何种方式聚集变革的力

量？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

展开了采访。

厨电业上演蝴蝶效应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热带雨林中

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

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

卷风，这就是混沌学理论中著名的“蝴

蝶效应”。它指的是初始条件下微小的

变化就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的、巨大

的连锁反应。而如今，在中国厨电市

场，蝴蝶正在扇动它的翅膀。

近一年来中国厨电业市场发展，

整体情况并不乐观，甚至用“萎靡”一

词形容也不为过。据第三方市场机构

中怡康的监测数据显示：自 2011年下
半年以来，受房地产调控、市场需求萎

缩等因素影响，厨电行业增速已开始

大幅放缓，进入 2012年后更为明显，

2012年 1月至 9月，油烟机零售量及
零售额分别同比下降 9.21%和 4.71%，
燃气灶零售量及零售额分别同比下降

7.38%和 4.53%。
在整个厨电行业情况不容乐观背

景下，仍可看到明显的亮点和行业未

来发展趋势，那就是中国厨电高端市

场的迅速崛起，并持续实现“又大又

强”的战略目标。这一情况在中国高端

厨电第一品牌方太身上，表现最为明

显。

数据显示，在 2012年 10月第一
周，方太厨电产品在国美、苏宁、五星

等各大卖场成交量排名均为第一，其

中方太高效静吸系列油烟机、高效直

喷燃气灶、高效净 U消毒柜等高端明
星产品同比增长幅度超过 30%，创下
中国厨电产业“利润规模”双增长的新

纪录。

当前，高端厨电市场的井喷对整

个行业走势起到了明显的拉升作用，

厨电市场开始回暖，并在 8月份结束
下滑趋势，实现整体的小幅增长，分析

人士也对行业未来较长时间的市场情

况抱有乐观态度。

这意味着，近年来，高端领军企业

方太正在通过“蝴蝶效应”完成对中国

厨电产业品牌格局的持续、深度改写，

并完成对自身高端品牌领导品牌地位

的夯实。

方太高端战略定乾坤

为何在行业整体走势疲软的大背

景下，门槛极高的高端厨电市场反而

会出现如此强势的井喷？隐藏在井喷

背后的推动力究竟又是什么，它会持

续多久？对此，家电资深观察家张彦斌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高端厨电市

场的井喷绝非偶然，而是整个高端市

场的刚性需求是长期存在，并随着经

济环境和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商业空

间还将成倍释放，这对中国厨电未来

发展方向是一次最好的指引”。

“从中秋国庆双节方太高端厨具

的热卖可以看出，中国厨电市场并不

缺乏购买力，真正缺乏的是对产品细

节的专注和烹饪文化的传递以及相应

消费需求的精准挖掘和把控”。张彦斌

如是说。

当中国厨电市场的比拼如同高手

对决，一次呼吸、一个眼神这样的细节

就能决定双方的胜败。当中低端品牌

还在一味比拼吸油烟机“风量”大小

时，方太已经通过“高效静吸”科技 II
代自动巡航增压模式，实现从单一家

庭到整幢楼的油烟监控和运行调节。

当中低端品牌还在片面追求理论热效

率而导致大火不猛、小火不稳、能耗飙

升时，方太的“高效直喷”技术已让灶

具热效率真正超过 60%，达到高效燃
烧。正是这些不断在产品功能和环境

全效之间寻求均衡细节，让高端之所

以高端，真正左右消费者的选择，引领

消费方向。

除此之外，充满内涵的烹饪文化

传递，也是高端厨电吸引消费者的重

要方面。今年年初，中国首个集产品展

示、科技体验及烹饪文化传播为一体

的“FOTILE STYLE方太顶级厨电馆”
在上海揭幕，并迅速成为方太烹饪文

化的中心。其倡导的古朴久远的“蒸文

化”、健康简约的绿色厨房文化等在整

个中国高端厨电行业刮起了一阵文化

清风。

“希望方太高端引领的这只蝴蝶

的翅膀可以扇动得更猛烈一些”，张彦

斌认为，方太不仅要完成对高端趋势

的全面引领，还要通过持续的创新给

中国厨电产业注入更多的活力和激

情，实现全面领跑。

相关报道

本报记者 许意强

浩泽公开造假
折射净水行业乱象

本报记者 文剑

厨电业显现蝴蝶效应：高端品牌逆市井喷

小天鹅自动投放洗衣机引发新一轮的消费革命

浩泽的造假并不意外，现在整个净水

行业就处在洗牌重组前夜的竞争乱局之

中。不少企业正是看到行业发展无序中的
商机，浑水摸鱼。最终带来的结果是净水行

业一直做不大、做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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