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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苹果等国际消费电子巨头的影响下袁 追求极致轻薄的
工业设计俨然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尚潮流袁 就连一向被
业界公认为野最不可能通过产品创新引发产业革命冶的空调业
也未能野避免冶遥

就在国内市场各大空调企业野瘦身战冶愈演愈烈之时袁一
向低调沉稳的海信却凭借一款轻薄至极的野苹果派 A8冶迅速
上位袁不但俘获无数消费者的芳心袁还一举成为中国空调界工
业设计的新标杆遥 究竟野苹果派 A8冶有多么轻薄强大袁也许只
有野数字冶才能对其进行最直观的解读遥

11.3厘米与 750立方米：简而不减
一直以来袁空调越薄袁带来的送风量就越小袁如何实现野又

薄又强劲冶钥 这一度被认为是空调企业不可能解决的难题袁却
被海信一举突破遥

11.3厘米与 750立方米袁这两个不同维度且差异巨大的数
据在海信野苹果派A8冶上却有着完美的融合遥前者是野苹果派A8冶
机体至薄处的厚度袁后者则是空调一个小时能带来的循环风量遥

通过对比袁可以直观看到海信野苹果派 A8冶发动的这场产
业革命有多么深刻院数据显示袁传统空调机身正常厚度约为 23
厘米袁而野苹果派 A8冶产品厚度从 15.3厘米到 14.8厘米袁最薄
处仅有 11.3厘米袁大幅刷新行业纪录袁比传统空调厚度的一半
还要薄遥 海信空调用实际行动向业界宣告院创新袁没有不可能遥

苹果的电子产品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大卖袁 是因为在轻薄
的产品背后是强大的内在性能袁海信野苹果派 A8冶也同样如
此袁 每小时产生 750立方米的循环风即是对其的强悍性能的
最好阐释袁真正做到野简而未减冶遥

750立方米是个怎样的概念呢钥 这相当于一个长为 25
米尧宽为 10米尧高为 3米的巨大空间遥 而海信野苹果派 A8冶却
可以通过四维立体进风等高技术手段袁 将空调的室内空气循
环速度提升 50%袁 在一个小时内即可将这巨大空间中的空气
全部循环一遍遥 这样的设计标准可以让空调的送风范围更广
更均匀袁快速制冷制热袁给消费者以零时差的完美体验遥

15米和 PM2.5：舒适健康
以往受压缩机性能和导风板宽度的限制袁 传统空调的送

风范围只有 5米左右遥而海信野苹果派 A8冶却凭借其业内最宽
的 89mm双层导风板袁不但将送风范围大幅提升至超远的 15
米袁同时更营造了 13种不同的送风角度袁上下吹风不吹人袁在
室内形成均匀流动的舒适气流袁有效提高控温精度遥

但随着全社会健康意识的提升袁 舒适早已不是消费者选
择空调的唯一标准遥 为了继续引领健康潮流袁海信在野苹果派
A8冶上搭载了业内领先的去 PM2.5的健康技术袁大幅提升室
内空气质量遥 而其独创的 FPA2.0技术袁则可以十分有效地清
除甲醛尧苯尧病菌遥 同时袁野苹果派 A8冶还搭载了室内空气质量
可视屏袁让消费者可以随时知晓家中的空气质量状况袁从而制
定个性化的处理方案遥

野耶苹果派 A8爷之所以可以做到小而强大尧简而不减袁这与
它强大的内核有着密切的关联冶袁海信苹果派 A8的研发人员
告诉记者袁野它采用的是海信全球首创的 Hi-Smart压缩机感
控技术袁可以智能调节压缩机的驱动参数袁减少压缩机的低频
振动尧高频噪音和极端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压缩机退磁现象袁延
长使用寿命的同时袁比一般变频空调省电 20%冶遥

当全球空调产业都陷入 野市场寒
冬冶时袁被誉为产业野最后一块利润蛋
糕冶 的中央空调市场也在今年迎来了
最激烈尧最胶着的时刻遥

今年以来袁 以美的为首的本土企
业袁与以开利尧约克为首的美资企业和
大金为首的日资企业袁 在中国中央空
调市场上展开从产品技术尧 市场拓展
到安装设计尧 服务保养等多角度的正
面较量袁 也提前实现了本土企业在中
央空调市场的立体化创新崛起袁 最终
以引领性技术完成对外资企业的超越

式发展袁 开始构建中国企业 野自主发
展尧持续领航冶的发展新路径遥

从产品层面科技创新的正面突

破袁全面掌握变频多联机尧离心机螺杆
机等水冷机组等产品的核心技术袁到
产业层面构建系统解决方案袁 提供涵
盖房地产轨道交通尧酒店房地产尧通讯
医疗等八大行业的综合解决方案袁叶中
国企业报曳记者了解到袁美的一举完成
在中央空调市场的科技创新力整体崛

起袁 这也被认为是给本土中央空调企
业在野正面抗衡尧强势突击尧持续领航冶
发展转型中树立新的标杆遥

美的集团国内市场部总监王金亮

表示袁野作为国内进军中央空调行业时
间最早尧产品线布局最全的企业袁美的
深刻地感觉到只有掌握自主话语权的

科技创新体系袁 才能真正在中央空调
行业占有一席之地遥 这也是最近10多
年来美的赢得中央空调市场竞争主动

权的战略基因冶遥

硬碰硬的技术创新

一直以来袁 中央空调领域的产品
技术创新被视为中国企业野最难啃冶的
一块硬骨头遥 这不仅是因为中央空调
产品自身的技术创新复杂性袁 更因为
这一产品还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系统安

装和长期使用等应用环境多变性遥
目前袁以开利尧约克为代表的美国

企业在螺杆机尧 离心机等冷水机组上
拥有极强的技术实力袁而大金尧日立则
在全球创造变频多联机这一全新的中

央空调技术遥野可以说袁 美日企业在中
央空调领域袁 都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并围绕这一技术形成了系统布局遥对
于美的来说袁 这意味着必须要确认技
术创新这一生命线袁 否则就根本无法
在中央空调市场立足袁 也永远不可能
掌握行业发展的话语权遥冶美的中央空
调事业部总经理田明力坦言袁 明知山
有虎偏向虎山行遥
在完成了对螺杆机尧 离心机等冷

水机组的核心技术掌握后袁 今年美的
再次将创新突破口瞄准了日本企业最

擅长的变频多联机上遥就在今年4月美
的再度推出刷新行业纪录的超大容

量尧超高节能的72HP变频模块多联机
组袁 这不仅颠覆了此前日本企业在这
一产品上的市场应用布局袁 还全面锁
定美的在中外巨头立体布局的变频多

联机这一产品上的领航地位遥
在主要产品和市场上展开的硬碰

硬技术创新袁 也让美的一举奠定在这
一市场上的领跑者地位遥 市场监测数
据显示袁自2010年以来袁在变频多联机
市场上袁 美的在取得本土企业领先地
位的同时袁 也完成了与日本大金这一
野全球一哥冶的正面竞争布局遥最终袁以
一系列的科技创新产品袁 美的完成了
对中国变频多联机产业的布局袁 也首
次展示出本土企业在中央空调市场的

创造能力遥
冰冻三尺袁非一日之寒遥在业内人

士看来袁 美的在变频多联机领域的布
局早在1999年便拉开大幕袁 并在短短
10多年间先后四次完成在这一领域的
产品技术升级袁完成了从模仿式创新尧
跟进式创新到独立自主的开创式联想

的三级跨越袁最终在这一中央空调野三
分天下有其一冶 的市场上开辟了美的
独立发展的新时代遥 据中央空调行业
两份权威报告显示袁 美的中央空调
2011年销量稳居民族品牌首位遥
就在今年袁 美的中央空调成为正

在实施的 野中国能效标识检测实验室
数据一致性核验冶 项目中多联机设备
的全国唯一供应商袁 显示出旗下的变
频多联机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实力遥

由点及面的模式革命

对于发展野起步晚尧底子薄冶的中
国空调企业来说袁在与拥有半个世纪甚
至更长时间发展积累的外资巨头较量

中袁显然从一开始就处在完全不对等的
竞争平台上遥这就必须要求中国企业在
更短的时间找到更快的扩张路径遥
如果说袁 在变频多联机这一产品

领域上的与外资企业野硬碰硬冶技术较
量袁 得益于美的在中央空调领域长达
10多年时间的持续积累袁那么袁在面对
来自开利尧麦克维尔尧特灵尧大金等美
日企业在长达30多年对中国市场的长

期布局袁美的则通
过野从一款产品的
技术创新博弈到

一整套综合解决

方案的取胜冶商业
模式革命袁开启了
中国企业在本土

市场的 野逆势突
围冶大幕遥

从完成在单

元机尧模块机尧变频多联机袁到螺杆机尧
离心机等冷水机组全系列中央空调产

品的布局后袁 美的发现袁野与家用空调
多直接面向终端受众不同袁 中央空调
主要市场就在商业工程领域袁 这同时
意味着这一领域的市场需求袁 受到建
筑设计尧工程安装施工尧服务保养等多
种因素影响袁 必须要建立一整套的系
统应对方案和不同的产品组合方案遥冶

田明力告诉叶中国企业报曳记者袁
野目前袁 我们已经完成面向轨道交通尧
教育产业尧大型场馆尧酒店行业尧工业
领域尧房地产行业尧通讯行业以及医疗
行业等八大行业的系统解决方案袁针
对不同应用领域的实际需求和产品特

殊性袁可以一次性提供从产品选型尧系
统设计与配置以及服务保养的整体解

决方案冶遥
从卖产品到卖系统解决方案袁这

一度被认为是在互联网经济浪潮冲击

之下袁我国家电产业升级转型的方向之
一遥在中央空调市场观察人士张彦斌看
来袁野卖产品到卖解决方案袁这是基于企
业的产品技术创新能力袁却又不满足于
此袁而是积极向商业模式等运营思维创
新的探索袁这也是中外企业在中央空调
市场博弈的差异化创新冶遥
这一商业变革袁给美的中央空调带

来的是商业伙伴的持续信任和市场拓

展的精耕细作遥 仅在房地产市场上袁自
2004年以来袁美的就先后与香港和记黄
埔地产集团尧万科尧恒大尧雅居乐尧碧桂
园尧中海地产尧龙湖地产尧招商局地产尧
奥园地产尧莱蒙国际等30多家行业巨头
达成合作遥同样袁在空气能热水机市场
上袁 美的已连续4年稳居国内空气能热
水机市场第一袁2011年成为业内首家尧
也是唯一一家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
企业袁在空气能热水机领域已牢牢确立
了行业领导地位和系统竞争优势遥

跨越性的内功夯实

时代的开创者袁 都将成为行业的
领袖遥在中央空调市场上袁美的立足
技术创新的生命线袁 不仅成功突破
外资企业设置层层的产品技术创新

壁垒袁 还成功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属
于中国企业的发展时代袁 由此也成
为行业的新领袖企业遥

在美的强势崛起于外资企业林

立的中央空调强市场背后袁 正是企
业在这一领域长达10多年时间内一
直没有停止对打造核心竞争力的追

求和探索遥 据美的中央空调研发中
心伍光辉博士介绍袁野博采众长袁双
赢互利的理念袁为美的中央空调技术
创新能力快速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遥
通过与美的集团国家级企业技术研

发中心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行技

术协作与联合攻关袁具备雄厚的产品
开发实力和基础冶遥同时袁以资本并购
借道重庆通用掌握了离心机的核心

技术袁 以战略合作让众多跨国巨头
成为美的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遥

都说野打铁尚需自身硬冶尧野内外
兼修冶才能笑到最后遥在美的中央空
调事业部袁 专业科技研发人员多达
400多人袁包含性能尧电控尧结构尧基
础技术研究尧工业设计等专业袁博士
硕士生以上人才66名尧 外籍专家5
人尧国内特聘专家20人袁每年技术研
发费用都高达数亿元袁 如今已取得
超过550多项授权专利遥

同时袁 热平衡实验室尧 焓差室尧
工况室尧综合实验室尧水系统实验室尧
噪音振动实验室尧EMC实验室等等一
系列国内最先进的并获CNAS国家认
证以及Intertek天祥集团 野卫星计划冶
最高级别实验室认可的实验室群袁为
美的中央空调的技术品质保驾护航袁
也实现美的中央空调每年以数百款

新产品的推出速度引领产业升级转

型的方向遥
目前袁以美的为首的本土企业袁

正在通过新一轮的全产业链创新和

商业模式革命袁 延续此前在家用空
调的领跑优势完成对外资企业的跨

越和领跑袁 谋求对中央空调行业格
局的全面颠覆和改写遥

以创新生命线塑造中央空调新格局

面对中央空调这块利润丰厚的蛋

糕，任何企业都想咬一口，但多数企业

还是沦为旁观者。

当前，只有美的等少数本土企业在

中央空调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并终结

外资企业长达 20多年来对中国中央空
调市场主要份额的垄断。不少进入中央

空调市场多年的本土企业至今还无法

跻身主流市场，沦为缝隙市场的填补

者。

这是因为，中央空调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产业领域，是真正考验本土企业的

技术创新、全产业链布局、设计安装服

务等一系列竞争实力。往往是没有“金

刚钻”的本土企业很难揽下中央空调这

个“瓷器活冶。
据悉，中央空调行业的复杂程度，

不只是体现在产业的技术创新门槛极

高，并非简单地依靠企业单一的资本力

量，或者大规模化制造就能迅速进行市

场洗牌和企业做大。还体现在中央空调

的销售市场和产业竞争格局的复杂性，

涉及第三方的建筑设计、安装施工、服

务保养。

在家用空调市场，中国本土企业在

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后，已完全掌握行
业发展的绝对话语权，并将这种优势从

中国向全球市场拉开大幕。在中央空调

市场上，中国企业至今还处在与来自美

国、日本企业的持续博弈中，分食着中

央空调市场的大蛋糕。

近年来，美的坚持以自主化的科技

创新，敢与外资品牌在核心技术上展开

“面对面、硬碰硬”的较量，先后在变频

多联机、离心机、螺杆机等外资品牌技

术称雄的产品领域内，打破“外资技术

坚冰冶展现出中国创造的智慧，最终也
成就了美的在中央空调行业本土企业

中的一哥地位。

业内人士坦言，经过持续 10多年
的创新投入和专注，在美的等企业持续

引领下，我国企业在中央空调产品的很

多核心技术上均实现了质的飞跃，完全

具备与外资企业同台竞技的技术实力。

甚至在一些产品的中国市场应用过程

中，美的等行业龙头企业已经完成了一

般性创新向引领性创新的跨越，开始领

跑于外资中央空调企业。

令人欣喜的是，当前我国中央空调

产业在“市场增长脚步放慢、企业竞争

白热化冶的背景下，并没有放慢对产品
技术的创新步伐，而是积极借助产业发

展调整周期的拐点，加快在外资企业的

拳头产品———变频多联机、螺杆机、离

心机等拳头产品上的技术布局。美的就

以一款 72HP的超大容量、高效节能变
频多联机开创行业容量发展的新纪录。

当前，国内众多中央空调企业也认

识到，企业的发展不能停留在一时的市

场份额多少的销售目标争夺上，而是应

该立足放眼整个中央空调产业未来的

产业格局和竞争走势，练好内功、夯实

基础，这样才能构建“长期、可持续”的

科技创新体系和市场话语权，这样才能

在与外资巨头的较量中脱颖而出，真正

称霸中央空调市场。

拒绝空调不可能：
海信苹果派 A8的数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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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不要被眼前的热闹和数据所迷惑袁这场由电商发起的人
为造节促销袁后遗症很快就会显现出来遥一天创造了一个月的
销售纪录袁也透支了未来几个月的需求袁还透支了大半年多的
促销资源冶遥

日前袁来自广东的一家企业市场总监在向叶中国企业报曳
记者谈及刚刚落幕的电商野双 11冶促销的热闹景象时袁也提出
上述担忧遥

在他看来袁单就 11月 11日这天的销售业绩看来袁以苏宁
易购尧京东商城尧淘宝天猫为代表的电商企业袁的确是创造了
市场销售的新纪录遥但在这一天之后的持续一个月内袁商家的
销售必然会出现大量的萎缩遥

透过淘宝天猫抛出的野300万件活动商品全场 5折冶促销尧
京东商城野沙漠风暴冶尧抛出野低至 5折冶口号袁苏宁易购与苏宁
电器线上线下同时启动野3天 3夜超级 0元购冶计划袁不难看出袁
电商渠道巨头们以超低价格为噱头完成对消费需求的集中性

爆发遥 这其中袁大部分消费需求属于野低价诱惑下提前释放冶遥
与今年几大电商巨头共同选择在野11月 11日冶这一天袁凭

空创造出一个集中消费节日相似的是袁叶中国企业报曳 记者在
梳理过去 10多年来苏宁电器尧国美电器等传统渠道巨头的成
长历程看到袁从最初的野五一冶尧野十一冶两大黄金周的重磅促
销袁到如今的国庆大黄金周和元旦尧中秋尧端午尧野五一冶等小黄
金周袁甚至是日常的周末双休日袁甚至于一些连锁商业巨头还
设计出野周年店庆冶尧野重装开业冶等名目繁多的促销遥

多位来自苏宁电器尧国美电器的导购员向叶中国企业报曳记
者承认袁野一到产品销售淡季袁 经常会碰到几天没销量的情况袁
就赶着周末两天有促销活动卖几台遥 现在袁厂家和商家也都开
始将资源集中在周末等节假日期间投放袁消费者更是形成了不
到周末不逛商场买东西的习惯性思维冶遥 （下转第十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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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引领本土中央空调集体蜕变

产业观察

美的中央空调专门为深圳大运会运动员村提供的系统解决方案

面对中国中央空调市场长期以
来由外资企业掌控的独特产业格

局，国内企业的发展不能只停留在

自身的市场份额扩张和产业规模提
升上，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创新驱

动体系，实现从核心技术、产品整

机、市场营销以及安装服务等各个

环节上的变革，建立中国创造在中
央空调行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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