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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创造？

近年来，随着科技创新成为家电巨头

之间的竞争热点，围绕创新驱动与中

国创造之间的竞赛也全面打响。如何

在全球打响“中国创造”的新名片，这

对于全球化程度不高的中国家电业

来说，是一道新命题。

日前，由方太集团牵头并主导的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吸油烟机和其它油烟吸除器具的特

殊要求》国际标准修订案，已经正式

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IEC/TC61）专
家审查，进入最后的公示征求意见

期（即 CDV 阶段），将在完成规定周
期的国际公示后颁布并实施。

这是中国厨电企业首次参与并

主导国际标准的修订工作，标志着中

国企业在厨电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

和技术创新体系已经获得国际社会

的认可。方太集团建立的“中国创造”

新标准正迅速推动企业走向全球舞

台的中央，擦亮中国品牌。

国际电工委员会中国首席代表

马德军认为，“方太在吸烟机国际标

准修订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锲而不

舍、寸土必争的精神，不仅会进一步

夯实并扩大企业在高端厨电市场的

领先地位，也为整个中国厨电产业在

全球赢得更多的市场话语权和更宽

松的技术标准法规环境”。

作为中国高端厨电产业的领导

者，方太集团不仅开创中国企业称霸

高端市场的产业先河。还通过创新理

念、创新体系、创新平台等方面的系

统布局，实现在前瞻性技术、应用性

技术、本土化技术等方面的创新驱动

体系建立，先一步大幅度提升了中国

厨电产业的科技创新门槛。

与其它家电产品不同的是，由于

中国独特的“油煎火烤”饮食结构和

烹饪习惯，中国家庭厨房的油烟量

大，与国外烹饪习惯形成反差。此外，

近年来随着吸油烟机行业技术的不

断发展，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的应

用也让吸油烟机类型和安全性都有

较大提升空间。

“这些差异和变化让方太认识

到，如果一直由欧美企业按照本国饮

食习惯和烹饪需求来制定吸油烟机

国际标准，定义新产品、新技术的发

展趋势，那么对于谋求全球化扩张的

中国企业来说，又将面临外资企业凭

借国际标准设置新的技术壁垒和门

槛。”方太集团副总裁孙利明告诉记

者，最终方太通过 3年多近 500多次
的试验，主动对吸油烟机现有的产品

材质、结构、安全防护等级提出修改

方案，实现对中国国家标准、国际标

准修订工作。

通过在高端市场上建立“从核心

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垂直产业链体

系，方太已完成将企业创新的技术优

势迅速传递到市场竞争的领先优势。

对此，孙利明则表示，“方太就是要在

全球市场的舞台上，为中国创造争得

一席之地。同时，还要让全球都知道，

中国企业不仅有实力定义自己国家

的消费需求和产品技术标准，还有能

力定义全球市场的用户需求和技术

标准”。

作为中国厨电行业唯一一家主

持“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企

业，方太不仅凭借“高效静吸”科技获

得行业最高科技创新奖“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还主

动承担起中国吸油烟机标准化工作

组组长单位的职责，积极参与国际标

准制定，一举锁定从技术标准、产品

性能、市场营销、用户服务的全程领

先优势。

“我们完成了追赶到引领的超

越，通过参与国际标准竞争占领全

球厨电行业的话语权，最终将这些

技术标准的专利化以及专利的产

品化、市场化过程，充分发挥专利

技术对厨电产业及全球市场的带

动发展作用，也展示出中国创造的

力量和智慧。”孙利明如此总结方

太主导国际标准制定和修改工作的

实际意义。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遥远

吗？已落幕的 2012年，对于中国空调
产业来说，是自 2006年以来“市场最
为惨淡、业绩最为低迷”的一年。不

过，面对大幕已经开启的 2013年，众
多中外空调企业还是满怀着激情与

希望，谋求市场业绩和消费需求在新

年度的触底反弹。

日前，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科技

馆发布《2012—2013年中国空调市场
运行态势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报

告指出满足用户需求的变频、节能、

智能、健康等创新科技技术应用产

品，将成为主导 2013 年中国空调业
技术发展的重要内容。

当天，作为中国空调业 28 年技
术升级和消费潮流引领者的海尔空

调，还首次向社会公众披露包括 0.1
赫兹—160 赫兹超宽带无氟变频技
术、磁悬浮中央空调技术、WIFI智能
物联网技术、语音控制技术、除 PM2.5
除甲醛技术等五大新技术产品解决

方案，率先为空调产业未来创新发展

指明方向。

面对已经开启的 2013 年空调市
场竞争，中国空调产业在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需求定义、消费趋势、商业

模式等方面将出现哪些新的趋势？以

海尔为首的中国空调领军企业，又将

如何立足自身的系统创新实现对中

国及全球市场的定义？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展开了一番采访。

技术趋势：
用户主导研发方向

近年来，随着中国空调产业整体

实力增强，特别是在海尔等大企业的

持续带动下，空调产品技术创新速度

全面加快，产品技术研发周期从以前

18个月缩短至 12个月。在海尔，新产
品新技术的换代周期甚至被缩短至 6
个月。

不过，面对越来越快的产品技术

升级，不少消费者却没有感受这种改

变给空调产品和用户使用带来的深

刻变化。不少消费者抱怨道，“企业的

技术创新产品，要么不是我想要的、

要么根本解决不了我的要求”。

对于已进入科技创新驱动时代

的中国空调业来说，显然还没有准备

好与用户需求的精准对接，最终让这

种创新开始沦落成为少数企业手中

的“炒作概念”和“营销手段”。

如何破局当前空调业的技术创

新驱动无法与用户需求对接的困境？

在经历了过去 28年多的持续科技创
新驱动后，海尔空调率先在 2012年
底再度给出答案———让创新驱动迈

入用户主导时代。

“通过内部组织架构的变革和实

网虚网的互动共融，打破原本横在企

业内部技术创新体系与用户实际需求

调研体系之间的那堵墙，提前就让用

户通过各种手段参与到企业的最前端

技术创新体系之中。”海尔空调相关负

责人透露，很多用户的一条意见、一个

声音都会开启我们创新的思路。

被认为是海尔在全球首创的除

PM2.5空调，正是受到北京等地消费
者面对越来越糟糕的空气环境质量，

通过新浪微博、海尔商城等虚拟网络

平台，向海尔空调提出“能否推出一款

可以去除 PM2.5空气污染物的产品”
要求。很快，基于海尔空调 28年来建
立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全球化的技术创

新团队，便成功向消费者推出了这一

产品。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面对近年来

居高不下的“家庭装修甲醛超标”室内

污染，消费者抱怨传统空调根本无法

除甲醛、净化空气时，海尔空调与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率先构建

“产学研”一体化对接平台，成功推出

中国首款甲醛去除率高达 99%的除甲
醛空调。

无疑，拥有用户需求主导的科技

创新驱动，从新产品问世之初就口含

着破解市场增长乏力的“金钥匙”，因

为牢牢切准消费者实际需求这一产品

研发本位，从而能够在市场整体下滑

的低迷环境下为企业找到增长的新动

力。这也将在 2013年成为越来越多空
调企业的发展目标。

产品趋势：
颠覆消费体验制胜

当变频于 2012年全面取代定频，
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时，在领军企业

的技术创新驱动体系之下，新一轮的

空调产品革命已经全面打响。

与定频空调相比，变频空调特有

的“节能、舒适、静音”性能在短短 3年
间迅速成为市场消费的主流。在海尔

空调相关负责人看来，“在变频空调普

及的背后，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空调消

费需求快速提升，传统空调改良已无

法满足，必须要通过一系列颠覆性技

术创新产品，为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

使用体验”。

今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持续大

幅降温，再加上长江以南地区缺乏统

一供暖，普通空调“启动难、制热更难”

弊病也让众多家庭遭遇严寒拷问。但

不少来自海尔宽带无氟变频空调的用

户，却获得“3分钟暖房、1分钟凉爽”
颠覆性使用体验。即使是在-30益超低
温度之下，海尔宽带无氟变频空调也

能带来“3 分钟暖房”效果，空调室内
机出风口温度在短短 3 分钟内从
20益一路攀升至 60.5益，让众多消费
者见识到海尔空调的“制热神功”。

正是通过“0.1赫兹—160赫兹”
超宽带无氟变频技术成果，海尔空调

成功挑战全球变频技术极限，也给用

户带来颠覆性使用体验：-30益也能正
常启动、3分钟内就可以实现暖房效
果。

除了“3分钟暖房”这一寒冬中的
舒适体验，海尔空调于 2012年推出的
“语音控制技术”语音宝空调，彻底解

放人们用手控制遥控器的束缚，动动

嘴就实现对空调的随心智能控制。这

让一大批 80后 90后消费者，在智能
化、物联网时代率先体验到空调的智

能化控制。

作为中国最早将磁悬浮技术应用

到中央空调领域的企业，海尔磁悬浮

中央空调不仅开创空调技术创新的新

时代，还因为“高效节能 48%、悬浮无
油省去庞大的售后服务成本、使用寿

命长一倍”等卓越性能，在轨道交通、

酒店商场等商业场所广受好评。

“28年来，海尔空调数千万老用户
正是我们持续创新，满足用户需求、引

领消费趋势的最大财富。”海尔空调相

关负责人坦言，企业引领市场的最大

筹码就是产品和用户，正是那些满足

需求并带来最佳使用体验的产品以及

由此形成的庞大而稳定的用户群。

这也让众多中国空调企业认识

到，决胜市场称霸全球的前提，正是

要建立一大批颠覆消费使用体验的

新产品和新技术，也这将决定今后十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产业发展方向。

转型趋势：
行业巨头立足全球

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中国各个产

业领域不可逆转的主流趋势。在众多

经济专家和社会学者看来，“以中国

家电业为代表的制造产业，如果不转

型就没有未来”。对于中国空调行业

来说，转型升级的大幕早在多年前便

已经在海尔等龙头企业推动下悄然

拉开。

2012年，在空调业整体下滑高达
两位数的背景下，海尔空调逆势上

涨。来自第三方权威机构中怡康的市

场监测数据显示：以 2012 年 10月为
例，尽管有“十一”黄金周等促销刺

激，中国空调零售市场同比下滑 10%
以上，海尔空调成为唯一取得正增长

的企业，市场零售量同比增长是行业

平均增幅的 6倍多。
业内人士指出，透过海尔近年来

全球空调业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空

调业未来转型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

是产业发展的巨头化，空调业市场资

源、产品研发、消费定义等将掌握在

少数几家企业手中。另一个是产业格

局的全球化，背靠中国这个大市场，

通过全球品牌化战略形成的品牌、技

术、营销等网络整合实力，从而实现

全球市场一盘棋。

目前，海尔通过已经建立、分

布在中、日、韩、欧、美的全球五大

技术研发中心，建立了辐射全球主

要家电消费市场、整合全球技术创

新资源的全球性平台。这不仅会加

速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持续领跑，上

演新一轮的“马太效应”，还将会给

全球市场带来新的冲击，释放来自

中国从制造称王到创新称霸的力

量。

2013年中国空调业三大猜想
从微波炉产业到泛微波产业，到底能为中国企业带来什么？

日前，在中国首家微波食品研究院士工作站———孙大文

院士工作站落成揭牌仪式上，美的厨房电器事业部总经理朱

凤涛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不只是造就一个从百亿元到

千亿元的大市场，还通过创新驱动激活此前被低估的微波炉

产业，重构微波价值链，为整个中国家电业转型树立标杆”。

据悉，孙大文院士工作站由广东省领军人才、国际食品科

学院院士孙大文及其团队与美的厨房电器科研人员共同展开

科研。美的方面透露，首期将投入 1000万元的科研经费，展开
六大核心课题研究，跳出微波炉打造微波食品的新链条。

这被外界解读为，美的在从微波炉向泛微波产业的转型

过程中，迈出的坚实而沉重的一步。

“对于美的来说，要成为泛微波产业的领导者，一方面要

摆脱对微波炉的制造定位，构建微波价值链布局，积极拓展微

波器血、微波食品等增值点。另一方面，还要摆脱产品售卖者

的定位，积极变身微波饮食文化的推动者。”产经评论员洪仕

斌如是说。

冲破天花板：美的开启千亿元产业新路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已做到全球第一的中国微波炉产业，

正面临着“需求放慢、增长乏力”等诸多压力，新一轮的增长天

花板正在快速逼近。

市场研究机构中怡康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12年底，在
中国微波炉市场上美的、格兰仕两家市场份额总量接近 90%。

面对微波炉产业的增长乏力，却是整个中国市场在泛微

波炉产业的空白。

上游的微波食品、微波专用工具普遍缺乏，下游的人们烹

饪习惯缺少对微波食品的正确认识。

在朱凤涛看来，“微波炉进入中国市场不过短短几十年时

间，在美的等企业推动下微波炉产业链被不断完善，但围绕大

微波产业的链条还不完善，从而造成让微波炉沦为厨房中加

热饭菜的一个工具，没有形成微波美食和微波烹饪的文化”。

以微波炉产业链为基点，可以形成连接上下游的食品链、

加工链、配套服务链，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泛微波炉价值链，

推动包括微波食材、食品及器皿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谋求从百

亿微波炉向千亿泛微波，甚至万亿级的新产业持续升级。

作为全球微波食品最发达的美国，每年仅微波食品的产

值就超过 200多亿美元。按人均消费推算，中国仅微波食品一
项的市场蕴藏价值就达 5000亿元。保守估计，泛微波产业短
期内可以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市场价值将达千亿元。

学做减法：从微波炉到微波的跨越

从微波炉到微波，看似只有一字只差，带来的却是百亿向

千亿级的增量市场。对此，美的集团国内市场部总监王金亮指

出，“一道减法带来的是一个千亿的增量市场，这正是美的在

过去 18个月来一直在实施的经营转型成果之一，也是基于美
的在微波产业长达 10多年持续创新驱动带来的成就”。

在传统微波炉市场，美的在实现以价格驱动布局中低端

市场后，迅速以品牌技术驱动转战高端及海外市场。2012年
以来，以蒸立方为主导的中高端产品占据美的微波炉市场比

重达到 60%以上。
在泛微波炉产业链上，一方面美的创造性地将微波炉加

热技术和中国健康蒸食文化融合，先后推出食神蒸霸系列产

品、蒸立方系列产品和独立蒸立方品牌、微波炉蒸标准。

同时，又推出包括“微波蒸三宝（蒸宝、蒸鱼宝、蒸饭宝）”

等器皿，谋求从家用微波炉，到工业微波炉、商用微波炉、嵌入

式微波炉、微波炊具、微波食品的立体化布局，最终构建以“技

术标准、成熟产品到配套产品”的一体化竞争力。

不过，安徽工业大学李德俊教授指出，“跳出微波炉产业

链打造泛微波价值链，这将是一个全新产业布局，不仅考验着

美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还考验着企业在产品升级、人

力资源、市场营销、用户推广方面的能力”。

当年，中国企业将微波炉这款小家电，成功做成一个称霸

全球市场的数百亿大产业。当前，由美的提出并实施的将百亿

微波炉做成一个千亿的泛微波炉产业，不仅会开启传统微波炉

产业的新空间，还将引发整个中国家电品牌价值的持续裂变。

巧算乘法：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价值

如果说，从微波炉到泛微波是作为家电领军企业美的在

国家“十二五”发展期间谋求实施的一项主动出击经营战略。

那么，当前消费市场和需求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一“微波烹

饪”时代的到来？

“很多人不知道微波炉其实是可以烹饪美食，成为家庭厨

房的主角。但现在消费者只知道这是一个加热工具，症结就在

于，缺乏企业在微波烹饪上的消费理念推广，更缺乏上游的微

波食品、下游的微波器皿配合”，洪仕斌认为，在泛微波产业打

造过程中一定要在传统的加减法基础上学会做乘法，以技术

创新与消费需求的对接创造全新的价值空间。

“在微波炉向微波的升级过程中，不只是要基于微波炉产

品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实现从磁控管向半导体的技术换代，还

要立足中国传统的烹饪文化，从消费需求出发，以健康美食文

化层面来推动。”朱凤涛坦言，院士工作站的建立就是要为消

费者提供科学健康的微波食品解决方案，以乘法思维立于技

术驱动构建文化驱动，让他们正确认识微波的价值。

接下来，孙大文院士工作站将微波食品的研究成果直接

应用于美的微波炉及美的蒸立方微波炉的菜谱开发，以便设

定更合理的烹饪温度与烹饪时间，使食物的营养可以更充分

地保存。同时，还将消费者在烹饪过程中的实际需求，进行智

能化烹饪的资源储备。

一个市场容量在 1000多亿元的泛微波产业，正在美的持
续推动下，初具雏形。一旦目标实现，美的将打造中国小家电

领域首个“千亿规模”的企业。

泛微波产业现千亿元价值链

方太站上全球舞台：打造真正“中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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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空调推出的帝樽系列新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mailto:kangyuan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