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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也有磁悬浮的？没错！

从已经问世的磁悬浮航空母舰

到浮悬浮轨道交通，这一直掌握在

少数国家、少数企业手中的尖端科

技，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未来 10—20
年产业发展和升级的主要方向。如

今，在全球家电巨头海尔的持续推

动下开始从军工、商业领域进入民

用领域，成为改变人们日常生活方

式的颠覆性科技。

日前，随着海尔凭借磁悬浮技术

成功引领中央空调产业进入中国称

雄的发展新时代，标志着磁悬浮中

央空调在市场上将迎来稳步增长

期。《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早在

2006年就率先在中国首创磁悬浮中
央空调，并经过 6 年多的持续技术
创新、产品研发、市场推广和工程应

用，完成磁悬浮技术在空调领域从

科技成果、庞大新兴产业的整体覆

盖后，海尔开始对经历一个多世纪

持续发展、最近 20多年身陷技术升
级止步困局中的全球中央空调产业

发力，与开利、大金等外资企业展开

正面的技术博弈战，最终成功突破

外资在这一产业领域 100 多年技术
和市场的绝对垄断局面。

业内人士指出，作为中国磁悬浮

空调的鼻祖，在外资巨头和商业资

本云集的中央空调市场上，海尔开

始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对产业发展速

度和商业规则的重新改写，即以一

系列的颠覆性技术和成果，构建产

业发展的新通道，掌握一个时代的

发展主导权和趋势定义权。

中央空调的技术革命

当年，阿基米德曾发出“给我一

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的豪言。

在中国的中央空调市场上，磁

悬浮已经成为海尔撬动这个拥有百

年历史的中央空调产业技术升级的

支点。磁悬浮中央空调的推出，意味

着海尔成为中国空调产业首个实现

在全球中央空调领域依靠创新开创

产业发展新时代的龙头企业。

作为中国最早从家用空调进军

中央空调的龙头企业，海尔在中央空

调产业已浸淫 10多年时间，完成从
技术、产品到产业链的一体化布局，

特别是在科技创新能力上，从一开始

就确定“科技创新”的发展基因。

“2006年，当海尔在中国首创磁
悬浮中央空调时，我就没感到奇怪。

根据我对海尔空调的了解，他一定会

成为我国中央空调产业的技术领航

者。同样，也一定会通过一系列的颠

覆性科技成果来改变当前中央空调

市场的格局”，一位长期关注中央空

调的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表示，磁悬浮技术被海尔成功在中国

市场推出之后，实际上就在外资企业

称雄的中央空调市场上迅速撕开了

一个大口子，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开始

在自主创新上注入起强大的信心流。

提及中国的中央空调市场，就不

得不提开利、麦克维尔、约克、特灵

这四大美国企业，牢牢占据着中央

空调水冷机组市场份额，以大金为

代表的日本企业，则拥有变频多联

机市场领先份额。在本土中央空调

市场上，从模仿跟随策略起家的中

国企业，沦为市场的配角，在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无法成为

产业主导者。

面对这种产业困局，以海尔为首

的本土空调巨头并未放弃对创新的

追求。海尔中央空调相关负责人坦

言，“在与外资巨头的中央空调产业

博弈中，海尔从开始就认清了必须要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跟随式创新向

自主创新、颠覆性创新的跨越式发

展，否则中国企业在这一行业不会有

未来，更不会成为市场的主导者”。

从中国第一台磁悬浮中央空调

在海尔诞生，到 2009年海尔推出第
二代磁悬浮机组通过国际一级能效

认证、2010 年推出中国第一台风冷
磁悬浮产品、2011 年推出全球第一
台磁悬浮水源热泵机组产品以及今

年海尔 3大系列磁悬浮中央空调在
6 大行业众多工程实例获得市场全
面认可，宣告海尔在中央空调领域

从模仿式创新、自主性创新到颠覆

性创新的六年三级跳，成功奠定在

磁悬浮空调上的绝对领先优势。

业内人士指出，“作为全球中央

空调新时代的开创者和领导者，海

尔以磁悬浮系列产品奠定了中国企

业在未来 10年甚至更长时间，对全
球中央空调产业发展趋势和方向的

话语权体系建立，最终在全球中央

空调市场形成中美日三国鼎立的全

新产业格局”。

正是基于科技的创新，不仅让拥

有百年历史的中央空调产业在中国

企业的驱动下，步入新的发展时代。

同时，也让海尔这一来自中国的产

业龙头开始站在全球市场发展的最

前沿，成为一个时代的主导者。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

长管益忻教授指出，“海尔磁悬浮中

央空调的问世，反映出海尔近年来

正在推动并全面实施的全球化品牌

战略开始在各个家电产业领域落

地。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要通

过整合全球资源进行一系列颠覆性

的科技创新，从而实现对产业未来

发展方向和消费需求的准确把握”。

磁悬浮的产业前景

作为当前全球公认的尖端科技，

磁悬浮技术此前在航空航天、轨道交

通等领域的应用，已经带来“划时代、

开创性”的产业革命和产品体验。

同样，在中央空调领域，磁悬浮

技术的应用也成功实现对有油污

染、摩擦损耗、专人维护保养、高能

耗低寿命时代的全面终结，开启一

个属于磁悬浮技术的无油无摩擦、

无需保护服务，寿命提升一倍多的

产品应用新时代，实现了“国家减排

政策、产业节能趋势与用户使用利

益”的三位一体化融合。

海尔中央空调相关负责人指

出，“磁悬浮技术的应用融合，拉开

的不只是中国企业在中央空调市场

上的主动出击、全面引跑大幕，也将

给整个中央空调产业未来的可持续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商业空间，让

技术创新的驱动力突破产业发展传

统周期，建立新的增长体系”。

在磁悬浮中央空调上，海尔的

创新实现了“立体化、全方位”的升

级，将磁悬浮无油运转技术、航天材

料及航天科技、直流变频技术与高

效换热技术、二次强化冷却技术以

及先进的智能集控技术等六大领先

科技实现一步融合，实现了高效节

能、高使用寿命、高舒适精确控温，

低启动电源、低安装费用，一举打破

了中央空调长达一个世纪以来存在

的“低售价高服务费”潜规则，大大

减少第三方的中央空调维护保养费

用支出。

海尔中央空调技术研发人员透

露，“与此前从活塞式、涡旋式到螺

杆式、离心式的四次技术创新驱动

的中央空调产业升级相比，磁悬浮

技术给中央空调产业，特别是客户

体验带来的是革命性变化，让中央

空调行业不再是一件复杂、涉及方

方面面的系统性工程，变成一套高

效便捷的空气解决方案”。

特有的 380V通用电源、2A低压
启动，免去传统中央空调需要单独申

请 10KV 电源和安装软启动器的繁
琐。同时特有的磁悬浮轴承运转消除

机械摩擦，带来的是中央空调产品使

用寿命提升 1倍多、最高可达 25年
时间。由于没有油路系统，也省去中

央空调定期需要第三方维护保养、更

换零配件等大额费用支出。

面对当前我国对全球承诺的节

能减排目标，占据大型建筑 60%以上
能耗的中央空调系统节能化改造更

是迫在眉睫。海尔磁悬浮中央空调特

有的全直流变频技术，与高效换热管

技术的应用，带来节能性大幅度提

升，一旦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将会

加快国家节能减排目标的提前实现。

正是因为磁悬浮技术的引领性

和创新的立体化布局，在海尔磁悬

浮中央空调问世 6年多来，全球市
场上掌握并拥有全套磁悬浮技术的

企业不超过 3 家，目前在推动这一
产品市场化普及的企业，在美国只

有麦克维尔，在中国只有海尔。

随着中央空调产业发展快速步

入升级转型的拐点，代表产业未来

发展方向的磁悬浮技术应用，无疑

将成为产业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这也将进一步彰显海尔在中央空调

产业的绝对话语权和领先优势。

磁悬浮空调：
以海尔的创新方式撼动全球
本报记者 许意强

“今年国内洗衣机市场实在是太冷清，要是没有我们这件

事情，可能 2012年就这么过去了”。
格兰仕集团新闻发言人陆骥烈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对他们刚刚在华东地区几个城市发起的“滚筒洗衣机

999元普及风暴”，给出上述理由。
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外部经济疲软、内部需求萎缩等问题，

也让原本一直平静的洗衣机市场迎来全面下滑。《中国企业

报》记者获得的一份中怡康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前 10个
月洗衣机市场零售量、零售额同比下滑 14.46%、10.97%。同
期，国内洗衣机市场的品牌数量从去年的 197个降至 178个，
新品推出数量从去年的 1006款降至 827款。

这一轮下行周期已经对洗衣机企业市场营销、产品研发，

甚至生存发展都开始产生冲击。此时，作为国内洗衣机市场的

新军，格兰仕为何继续选择以价格战突围？为什么又会选择在

“产品技术门槛高”的滚筒机上发力？

“滚筒洗衣机的市场均价在 3000多元，但随着技术不断
进步，很多企业在这个产品上的毛利润都在 50%左右”，陆骥
烈坦言，格兰仕能将一级滚筒洗衣机的价格拉到 999元还能
赚钱，很多企业赚那么多的利润也不肯降价格，说明这个产品

领域有空间，“我就是要革整个行业的命”。

市场监测数据显示：我国滚筒机的市场均价在 2010年至
2012年三年间分别为 3696元、3604元、3700元。在今年原材料
下降的背景下，滚筒机不降反涨。目前，滚筒机的市场零售量和

零售额分别为 25.92%、46.55%，与波轮机的差异在不断缩小。
这意味着，滚筒机已经处在替代轮机获得全面普及的临

界点上。不过，对于洗衣机市场上的一名新军，格兰仕能否将

微波炉上应用的这一制胜筹码成功复制？答案尚未揭晓，不过

却引发了同行质疑。合肥三洋（600683）董事长金友华此前向
媒体表示，“如果都卖到这样一个价格的话，我想不是我先死，

很有可能是先卖这个产品的企业死掉”。

“这款产品不是库存机，是 2013年的主打产品，已经出口
欧美市场多年，拥有成熟的洗衣机产业链。同时，这个价格也

不是促销价，是长期的市场价，目前已经从华东向全国市场铺

开”，陆骥烈坦言，“有质疑很正常。我想说的是，消费者最终的

选择会证明我们不仅不会死掉，还会在这个市场上活得很好，

挤压一大批企业的生存空间”。

作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竞争领域，2011年时美的就曾发
动滚筒机 1499元普及风暴并成功占据市场优势地位，今年格
兰仕再度将价格拉低至 999元谋求在洗衣机领域的出位，在
资深家电观察家张彦斌看来，“今年以来家电市场的整体下滑

并不代表消费者就没有购买力，而是缺乏一个理由。应该说，

当价格促销变成企业的经营战略时，谁能抢占并牢牢把握消

费需求谁就能笑到最后”。

千元滚筒机
搅局洗衣机市场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容声逆袭冰箱业

只有潮退时才知道谁在裸泳。

对于中国家电业来说，只有行业

陷入增长乏力的危机中才知道谁是真

正的大企业。

今年以来，当全球冰箱业的规模

化扩张、价格战促销等繁华落尽、洗尽

铅华时，冰箱市场竞争也开始回归产

品品质、技术性能、品牌实力的较量。

来自中国的老牌冰箱巨头容声，再一

次让中国家电同行看到“危中寻机、逆

势领涨”并非纸上谈兵、空穴来风。

就在今年的中国冰箱市场上，容

声成功实现“市场逆袭”：来自中怡康

市场统计数据显示，在今年冰箱市场

零售量和零售额双双出现 8.3%的下跌
通道中，容声冰箱市场零售量和零售

额分别从 9%、7.2%增长至 10.5%、
8.7%，双双录得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业
绩，充分显示出其作为冰箱老牌龙头

企业的综合实力。

容声冰箱市场总监宋红燕，对于

这一增长业绩，并未感到意外。在她看

来，“在整个冰箱产业节能环保化发展

趋势推动下, 尽管受到了外部经济疲
软、内部消费需求萎缩等冲击，但整个

产业升级产品换代推动下的刚性需求

仍然存在。容声冰箱通过节能环保技

术持续创新构建的自主增长体系，业

绩保持增长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业内人士看来，容声冰箱增长

非常难得，给处在下跌、悲观中的冰箱

行业注入了一股暖流和信心。中怡康

市场研究公司品牌总监左延鹊就认

为，“在今年的市场背景下，容声冰箱

的增长，体现了企业在产品、技术和品

牌的综合竞争力，成功摆脱了对产业

外部发展环境的依赖和约束，走出了

一条独立上扬的新行情”。

基于产业节能环保化的发展趋势

构建的节能战略，被认为是容声在进

入中国冰箱行业 30多年以来，还能持
续领跑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早在 1993
年中国首台全无氟环保节能冰箱就由

容声率先研发推出，2002年容声又率
先开启了冰箱温度分区控制并推动全

产品线节能，2006年容声攻克冰箱技
术领域 HCFC-141b 发泡剂替代研究
的难题，2009年容声发布全天候保鲜
专利技术，2010 年容声冰箱 209BS/V
再次以 0.22度耗电量刷新节能记录。

不难看出，在容声冰箱 30多年的
技术创新历程中，对于节能环保技术

的研发和创新实现了“年年布局、步步

为营、节节加速”立体化覆盖。这也一

举奠定了容声在冰箱节能环保技术上

的领军优势。

在中国冰箱行业草莽初创的故事

里，节能与环保一直都是产业发展的主

旋律，质优价廉一度成为国内冰箱业的

起家之本。但其后长久的冰箱业牛市

中，对于很多企业而言，是个“坐着都赚

钱”的年代，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企业恋

上以噱头战、广告战赚快钱的方式。

当 2004年，容声冰箱一举摘得联
合国 GEF节能明星冰箱唯一的金奖
时，很多外界人士还无法完全理解容

声为何一直要主打节能环保的战略意

图，因为这种战略无疑将是一场长期

投入战。但经历了突然来袭的 2012年
市场，人们方才意识到这种战略隐含

的力量———容声冰箱不仅实现了逆市

增长，还一举擒获国际节能环保协会

认证的“节能冰箱唯一推荐产品”。

今年以来，在冰箱行业整体下滑

的背景下，以三门、多门、对开门为代

表的中高端冰箱，市场零售量和零售

额均出现小幅度增长的走势。在借助

节能战略实现对国内冰箱产业的逆

袭，牢牢稳居国内冰箱业领军地位后，

容声冰箱通过旗下的艾弗尔系列高端

产品持续布局，开始实现对行业中高

端发展趋势的再度引领。

本报记者 文剑

“都说不换思路就换人，换人之后我们都很关心，接下来

美菱电器（000521）的市场营销道路怎么走？”
日前，在美菱“雅典娜”豪华线投产暨智能二代冰箱新品

发布会上，一位来自河北的家电经销商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一直都看好美菱的发展，特别是其 30多年来对产品品质
的坚守以及拥有 50多年发展历史的长虹入主以来通过价值
观融合产生的发展后劲。

“但冰箱不是彩电，美菱不是长虹，在完成与长虹的技术

研发、供应采购、内部管理等协同之外，美菱还需要建立差异

化营销体系和品牌个性”。上述商家坦言，当前正是考验美菱

电器新任运营团队智慧的关键时刻，全国的千余家区域代理

商都看着。

此次，美菱冰箱高端子品牌雅典娜生产线和智能二代新

品的发布，是公司在前任总裁王勇时期就定下的战略方向。实

际上，随着今年以来国内家电产业整体步入下滑通道，特别是

冰箱市场增速首次出现高达两位数的负增长，高端化、智能化

成为所有行业主流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看到，今年包括海尔、美的、容声在内的国内主流冰箱企业，均

在中高端战略转型的道路上开始布局智能化，未来 2—3年内
智能化将会成为新的竞争热点。

上述经销商透露，“与其它冰箱品牌比，美菱的高端智能化

道路应该是走得比较早的，此前的雅典娜智能一代就已经上市

销售。原来主管长虹空调的李伟接任王勇担任公司总裁，应该还

会坚持原来的品质理论和智能化方向。这一点我们并不担心”。

自四川长虹（600839）2007年入主美菱电器以来，从 2005
年的 20亿增长到 2011年 90.04亿，6年增长了 4.5倍，利润从
2005年的 700余万增长到 2011年的 1.07亿，增长 15倍多。
家电业内人士指出，“与其它企业不同的是，美菱电器今年的

换帅并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换来换去都是长虹的人，背

后传承的都是长虹价值观融合”。

就在此次会议上，四川长虹总经理兼美菱电器董事长刘

体斌、长虹家电集团董事长兼美菱电器副董事长李进亮相为

美菱电器新一轮的发展助威。今年前三季度，美菱电器总营收

和归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 1.45%、15.29%。这显示
出美菱构建的高端升级增长体系开始发力。

不过，与美菱在冰箱产业的“坐三望二”稳步增长相比，旗

下的空调、洗衣机等业务一直未能跻身行业第一品牌阵营，这

或许是接下来美菱电器实现长虹集团做大做强白色航母梦想

的新考验，这也成为新任总裁李伟、主管营销副总裁邓孝辉在

接棒之后，如何走出“大冰箱”业务自留地开辟“大白电”产业

新空间的新课题。

美菱电器
高端战略开始发力
本报记者 许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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