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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意强

本报记者 文剑

行业观察

磁悬浮到底给中央空调市场带

来了什么？

当前，一场因为“磁悬浮技术”

给中央空调产业和市场的发展带来

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开始从中国快

速向全球迅速蔓延开来，有望在中

央空调产业拉开新的淘汰赛。不少

使用了磁悬浮中央空调的客户坦

言，“以前总是觉得磁悬浮是一项尖

端科技，没想到用了这项科技产品

后才感觉到，这种颠覆性科技带来

的高效节能、便捷耐用，没有后顾之

忧等截然不同的使用体验，这绝对

会成为今后中央空调市场上的主导

产品”。

作为磁悬浮空调的鼻祖，海尔

成为这场中央空调产业应用新革命

浪潮的主导者。《中国企业报》记者

注意到，这也是中央空调诞生 100多
年来，进入中国 30多年来，首次由
中国企业以革命性技术创新开始定

义这一产业领域的发展新时代。这

也将是未来 10—20 年间全球中央空
调产业发展的主方向。

作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国，

如今中国又多了一个“全球最大家

电消费国”新身份，这无疑将给海尔

这样的龙头企业以“新技术、新产

品”谋求在全球市场上建立新的商

业模式和增长体系，提供强大而坚

实的后盾。

又爱又恨的磁悬浮

随着磁悬浮中央空调的问世，

并迅速在市场上获得成熟而广泛的

应用，对于传统市场的冲击已经开

始显现。

2006 年，当中国第一台磁悬浮
中央空调在海尔问世，到今年的短

短 6 年间，海尔磁悬浮 3 大系列产
品已经赢得在酒店、商业办公、城市

综合体、工业生产、政府公建、轨道

交通等 6 大行业的众多工程项目，
并获得用户的一致认可。由此也完

成从一项科技创新产品到一个新兴

产业的全产业链覆盖，为中央空调

产业的众多企业在这一尖端科技创

新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和参考。

不过，在磁悬浮中央空调诞生

到推广至今的 6 年间，很多人对于
这项全新科技产品却是“又爱又

恨”。爱的是，这项尖端科技的成功

应用，让中央空调产业迅速步入高

能效、高舒适性的新时代，将会大大

降低建筑能耗、提升节能减排指标，

符合全球特别是中国对于节能减排

政策的引导方向。另外，这款产品可

以成为很多政府公建、城市综合体

等降低节能减排指标的首选产品。

恨的是，这一产品一旦得到全面

推广，将会全面打破传统中央空调

企业的既有利益格局和不少企业通

过“维修保养等售后服务赚大钱”获

利的潜规则。特别是磁悬浮拥有的

超长使用寿命、高达 25 年以及无油
路设计完全不需要第三方的维修保

养和零部件的定期更换，直接斩断

了不少企业通过维修保养赚钱的后

路。

一些工程建设商坦言，“当初选

择海尔磁悬浮中央空调，就是冲着

磁悬浮这项尖端科技去的。进入安

装阶段后才发现，这项技术打破了

我们以前对中央空调的认知。其采

用的 380V 通用电源和 2 安培柔性
无压差启动，直接省去传统中央空

调需要单独申请 10KV 电源和软启
动器，既省去了一大笔的配套设备

建设，更省去了很多的申请审批建

设等时间，让我们整个项目的进程

时间大大缩短”。

更令很多项目投资商没有想到

的是，磁悬浮带来的无机械摩擦、无

油路系统无需维护等领先性能，让中

央空调的使用寿命提升 1 倍多、可达
到 25年，同时还省去普通中央空调
应用 100 多年以来一直需要第三方
的产品维修保养支出。“仅维修保养

这一块，需要配置专人，更需要定期

更换零部件，仅这一项节省的费用就

达到 40万元，这对于项目投资方来
说，无疑是一桩高性价比的买卖”。

磁悬浮给中央空调用户带来的

体验，远不止运营成本的降低，其特

有的高能效比、高舒适性精确控温

等优势，也让中央空调开始在国家

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下主动转型，构

建了节能、低碳、环保的发展新轨

道。

又强又大的新海尔

目前，在美国市场上，磁悬浮中

央空调的市场占比已经达到 10%，
在中国市场上，这一产品的市场份

额尚不足 1%。这意味着，摆在磁悬
浮中央空调创造者海尔面前的任务

并不轻松，如何实现从产品科技创

新到市场推广普及，将是一道与颠

覆性创新同等分量的新考题。

亦有业内人士指出，换个角度

看，作为中央空调未来发展的主要

方向，磁悬浮技术必将取代传统的

活塞式、涡旋式、螺杆式、离心式等

产品，将在今后几年获得来自用户

需求倒逼下的产业升级产品换代加

速。这也将为海尔在中央空调市场

的全面领跑提供强劲的动力和平

台。

作为中国最早从家用空调进军

中央空调市场的领军企业，海尔已

经在中央空调行业进行了长达 10
多年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成为

中国中央空调领域的技术引领者。

特别是最近 5 年以来，海尔充分立
足磁悬浮创新技术带来的产业升级

转型契机，踏上了国家节能减排政

策推动下的中央空调节能环保发展

主通道，快速构建从技术领航到市

场领跑的传递机制，成功在麦克维

尔为代表的美国企业群、大金为代

表的日本企业群双雄称霸的中央空

调市场格局下，建立海尔为代表的

中国企业群第三极，成为市场的新

领军者。

海尔磁悬浮中央空调已经成功

在河南南阳龙鑫国际大酒店、洛阳

凯芙建国酒店、深圳招商地产总部

办公大楼、世茂集团北京世茂工三

期项目、香港北大屿山医院、北京地

铁房山线等多个建筑和工程项目上

得到了长期稳定的运行考验。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海尔、麦克

维尔等少数企业掌握了全套的磁悬

浮中央空调产品研发创新和工程设

计安装应用的全套技术。而在中国

市场上，当前只有海尔一家推出磁

悬浮中央空调，并完成了在 6 大行
业领域项目上的成熟应用。这意味

着，一旦磁悬浮中央空调在我国的

市场份额从 1%提升至 10%，那么，
给海尔中央空调业务带来的市场增

长空间将是巨大的。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全球范围

内对于家电产业节能环保、绿色低

碳的发展方向已经达到共识。特别

是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到 2020
年要在 2005 年基础上减少 40%—
4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目标。同时，
还在今年的“节能减排”政策中首次

将高能效单元式中央空调，纳入国

家财政补贴范围，这将会率先在国

家公共建筑等项目上，率先拉开对

节能中央空调的推广普及大幕。

海尔中央空调相关负责人坦言，

“来自市场需求端对于磁悬浮中央

空调带来的革命性使用体系的认知

和认可，会加速整个产业，特别是企

业在磁悬浮技术上的创新和市场上

的推广普及，可以预见，未来 10年中
央空调产业将属于磁悬浮时代”。

磁悬浮技术打响中央空调淘汰赛

换个新跑道，企业创新发动机的力量就可以更大、速度更

快。

已经走过 30多年持续扩张的中国洗衣机产业，最近 1年多
来正面临着传统“价格驱动下的规模化扩张”后劲乏力的困局。

要打造洗衣机新的发展动力，此前的“低价格刺激消费需求”套

路已经行不通，必须要构建智能物联网平台下的全新技术创新

驱动体系。

洗衣机产业发展至今，我们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规

模化扩张、价格普及，或者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竞争最终还是要

回归到用户需求的原点，只要牢牢把握消费趋势才能实现对产

业的引领。

12月 13日，在小天鹅“第 100万台 iAdd自动投放洗衣机
下线”现场，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新建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随着自动投放洗衣机产量突破百万大关，宣告以

“智能、低碳”为内涵的第四代洗衣机消费浪潮将全面到来，这也

是首次由消费需求参与并主导的洗衣机新革命，标志着洗衣机

产业在经过 30多年发展之后，再度回归消费导向的产业原点。
作为中国家电业唯一拥有 34年发展史，至今还处在国内洗

衣机市场竞争和产业升级最前沿的企业，小天鹅透过自身的发

展经验传递出企业领航的筹码：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牢牢抓住

消费者的心，引领一代又一代的用户选择。

做消费者的菜

近年来，满足消费需求甚至创造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众多

家电企业谋求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首要目标。不过，《中国企

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消费者抱怨，“企业技术创新的

产品，却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很多技术概念产品的出现，反而

让消费者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之中。

在洗衣机市场，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一直简单地从

洗衣机的产品角度出发，围绕“节水、节电”展开。不过，小天鹅的

技术研发人员在对市场和消费者走访后发现，很多消费者对于

洗衣机产品在节能、节水性能的提升上并不敏感，却经常反映

“每次洗衣服都不知道应该投放多少洗涤剂。投少了衣服上的脏

洗不干净，投多了衣服上会有洗涤剂残留”。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自强介绍，“用户每

次洗衣服的重量不同，洗涤剂投放的数量也会不同，如果只是凭

借每个人的经验感觉投放，实际上很容易造成洗涤剂残留或洗

涤剂不够洗不干净衣物，甚至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这与当前整

个社会倡导的绿色、低碳理念不相符合”。

如果继续仅仅沿着洗衣机产品在省电、省水技术这一个层

面的创新轨道，显然消费者的最直接需求不会得到解决。生产企

业必须要构建新的技术创新平台和通道。

经过 200人组建的技术研发团队在近 4年时间的持续技
术攻关，2010年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天鹅 iAdd自动投放
洗衣机正式通过国家科技成果鉴定，被认定为“国内首创、国际

领先水平”。这一产品的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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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解决了长期以来用户洗衣

过程中“洗涤剂投放”的难题。

柴新建介绍，“基于洗衣机一贯的节能节水技术升级道路，

小天鹅作为全球首台物联网洗衣机的创造者，决定借助智能化

技术开辟洗衣机产业新的升级道路，开创更智能、更节能、更省

心的自动投放洗衣时代”。

自 2011年初小天鹅率先在中国市场推出覆盖波轮、滚筒
的自动投放洗衣机，到今年 12月，第 100万台小天鹅 iAdd自动
投放洗衣机的下线，短短两年时间在消费需求的强势推动之下，

自动投放洗衣机已经从小天鹅一家的技术创新成果，变成全社

会主流消费趋势，由此还将成就一个庞大的智能洗衣机新产业。

探洗衣机的路

近两年来，当整个家电产业都陷入外部经济疲软导致的需

求低迷、内部传统增长方式后劲乏力价格刺激衰退，如何在满足

需求并刺激新增需求通道下获得稳定增长，并非是要让技术创

新绑架消费需求，而是让消费需求与技术创新无缝对接，这已经

成为摆在产业领军企业面前的一道坎。

面对这些问题，小天鹅率先给出了答案，全新推出自主研

发的行业首款物联网自动投放洗衣机，将自动投放技术搭载到

物联网平台，对未来洗衣体验的革命性颠覆和智能化升级提供

技术基础，提前开启全智能洗衣时代。

在第 100万台 iAdd自动投放洗衣机下线仪式现场，国际
权威机构英国 intertek还为小天鹅 iAdd自动投放洗衣机颁发
“碳足迹”绿叶标签认证。这也是行业首家通过 intertek绿叶标
签认证的洗衣机生产企业，为洗衣机产业的低碳、高效可持续发

展树立了标杆。

对此，中怡康市场研究公司品牌总监左延鹊指出，“我们看

到未来的趋势是，消费者希望获得更智能、更低碳的产品体验，

自动投放洗衣机颠覆了传统洗衣体验，引领消费方式的智能升

级，不但代表了高端洗衣机的智能化发展趋势，还符合家电业绿

色低碳的发展方向，正逢其时”。

立足自身的强大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对于消费需求的精准

把握，在洗衣机智能化升级浪潮中建立的一套全新的产品坐标

和发展体系，成功将智能化与物联网技术进行无缝对接之后，让

中国消费者现在进入未来。这不只是小天鹅为自己在未来的持

续引领构建的增长新引擎，也为整个洗衣机产业的持续升级探

索出新的发展路径。

技术创新与消费需求无缝对接下的洗衣机全智能化发展

大幕已经拉开，以小天鹅为首的中国洗衣机巨头开始在新的发

展通道上，谋求在全球市场的腾飞。

智能时代来临
洗衣机巨头换道起飞

作为磁悬浮中央空调产品的创造者和市场推广的普及者，海尔无疑将在这一

轮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双重革命中，依托中国创造的坚实后盾实现自身的跨越

式发展和战略蜕变，成就全球中央空调市场“三足鼎立”新格局，也拉开了一场波及
全球的产业淘汰赛。

日前，一则“林内、华帝”等知名

品牌企业生产的电热水器，因产品能

效等级不达标被判定质量不合格事

件，给已经遭遇一整年市场寒流考验

的家电产业，带来新的冲击。

一家是来自日本的老牌热水器

企业，一家是来自中国的知名厨电企

业，双双跌倒在“产品质量不合格”这

一企业生命线面前，令人诧异。

近年来，在中国家电市场上，华

帝、林内等知名企业产品质量不合格

事件并非孤例。就在今年 6月份，小
家电企业艾美特的一款电压力锅在

国家质量抽查中被查出“铬超标 56
倍”。之后，艾美特方面对于不合格产

品所采取的“拒不承认、推卸责任、拒

不道歉”态度，引发社会舆论指责，最

终企业在沉默 1 个月后宣布对问题
产品公开召回。

当前，中国家电产业在国家政策

引导下积极谋求从制造向创造转型升

级，谋求从价格驱动品牌、技术创新驱

动的产业背景下，保证产品质量的持

续稳定、可靠已经不再是中国家电企

业发展的主要挑战。但华帝、林内却跌

倒在这个“经常会被忽视、却又事关企

业生存大计”的事件上，折射出整个产

业在快速升级转型中少数企业身上所

存在的“短视”与“投机”。

透过华帝股份（002035）2012年半
年报可以看出，热水器业务占到公司主

营业务的比重为 21%左右。这意味着，

热水器销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上市公

司的业绩表现，而产品质量则是直接决

定华帝能否继续在国内热水器市场谋

求继续发展的关键。面对“产品质量不

合格”这一问题，华帝接下来将如何消

除消费者心目中的阴影，显然对企业和

品牌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同时，这对于今年以来处在“反

日情绪”市场冲击下的林内热水器来

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其当年从日

本起家后进行国际化扩张进入中国

市场，并取得一席之地，显然也是基

于日本企业对“产品质量”管控一贯

的高标准、严要求理念。为何在进入

中国市场多年后却出现“产品质量不

合格”事件，令人不解。

当“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生命线”这

一理念在中国家电业贯彻执行 30多
年后，林内、华帝却仍然无法保证产品

质量的持续稳定、合格，竟然还公然虚

标产品能效，反映出对于家电企业违

法违规处罚力度过轻。显然，建立产品

质量不合格企业的黑名单已经迫在眉

睫。特别是要对于屡次出现不合格事

件的企业加大、加重处罚力度。

目前，距离质监部门抽查林内、

华帝产品质量不合格事件已经过去

两周时间，两家公司至今尚未向消费

者道歉，也没有就质量不合格产品给

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过，我们相信，

随着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理性化，一家

连产品质量都无法保证合格的企业，

显然无法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市场也

会给出相应的处罚。

忽视产品质量的企业难以长久
沈闻涧

海尔以磁悬浮中央空调系统解决方案迅速抢占市场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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