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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打铁尚需自身硬。对于在 2012年
再度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

量占有率第一的海尔来说，在过去 5
年间迅速完成从“冰箱全球第一”的单

打冠军向“大型家用电器全球第一”全

能王的持续蜕变，依靠的正是“科技创

新战略驱动下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

全球化品牌崛起，成功摆脱对“大规模

低成本 OEM贴牌制造”这一中国传统
家电国际化模式的依赖。

日前，第三方市场调查机构欧睿

国际 (Euromonitor)发布最新的全球家
电市场调查结果显示：海尔大型家用

电器 2012年全球品牌零售量占比达
到 8.6%，第四次蝉联全球第一，继续
保持稳步增长势头。同时，海尔冰箱、

洗衣机、酒柜、冰柜四类产品的全球市

场占有率继续蝉联第一，其中海尔冰

箱当年的全球品牌零售量市场份额高

达 14.8%，第五次蝉联全球第一。
在全球家电市场整体身陷“发展

寒冬”，全球排名前十的家电品牌平均

增速呈现下跌之际，海尔在全球化家

电市场的发展却保持着稳步增长态

势，继续引领全球家电产业。在中国家

用电器商业协会负责人看来，“海尔在

全球家电市场的发展并不意外，显示

出中国家电业在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型

过程中，不断释放新的增长动力和商

业智慧。这也意味着，整个中国家电产

业正在全球市场实现从制造向创造的

持续崛起”。

以创造引领全球

如今，海尔在全球家电市场的“四

冠王”，连续四年称霸全球家电业，成

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家电“全能王”。曾

经，海尔还是全球家电业最年轻的世

界冠军，经过短短 20多年的发展积累
便迅速成为全球冰箱老大。

2008年，海尔登上全球冰箱市场
品牌零售量第一的位置，并在此后长

达 5年时间内一直领航全球冰箱产业
技术升级和产品趋势的发展方向，在

全球市场上演了一出“中国创造实现

后来者居上”逆境突围大戏，成功突破

欧、美、日、韩等跨国巨头设置的重重

门槛。

“近年来，海尔集团创新推出的意

式三门、法式对开门系列冰箱产品，

开创的下开门推拉式变抽屉式，将对

开门冰箱变为自由式组合设计等一

系列创新变革，一举打破了欧美企业

以自我为中心的创新模式，成功确立

海尔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驱动模

式”。中怡康市场研究公司品牌总监

左延鹊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由中

国第一到全球第一，创新驱动实现在

市场、产品和消费者层面的创造性变

革，才是推动海尔持续领航、逆市领

涨的核心力量。

在全球冰箱市场的成功崛起，也

一举奠定海尔在全球家电市场通过持

续创造实现全面称王。目前，海尔洗衣

机以 11.8%的品牌零售量占比第四次
蝉联世界第一，并以领先第二名 4.8
个百分点，成为全球前五强洗衣机品

牌中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名。数据显示，

海尔洗衣机还是 TOP5中唯一实现品
牌与制造商零售量同时增长的品牌。

至此，海尔已经拥有“全球大型家

用电器第一品牌、全球冰箱第一品牌

与第一制造商、全球洗衣机第一品牌

与第一制造商、全球酒柜第一品牌与

第一制造商、全球冷柜第一品牌与第

一制造商”等九项第一，成为全球家电

的“全能王”。

“不再是走过去大规模 OEM 贴
牌制造的老路，通过探索一条适合中

国家电业的自主品牌创造新路径，才

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这也标志着作为

国家创新驱动主体的企业，海尔已经

率先在全球化舞台上实施创新战略并

获得成功”。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

长、《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教授

指出，在今年创新驱动被写入十八大

报告，并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

的背景下，海尔以创新驱动连续四年

获得全球家电市场第一的成绩，具有

现实指导和趋势引领的双重意义。

让用户主导创新

曾经，全球家电业处在“供小于

求”状态中，企业直接决定消费趋势和

技术升级。如今，在互联网经济持续冲

击之下，消费需求成为主导企业研发

和市场发展的核心力量，用户则成为

企业创新驱动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

环。

就在欧睿数据发布 2012年全球
家电市场调研数据的当天，从全球范

围内发起的“随手拍·海尔之最”活动

选出的 5名幸运网友，在位于中国青
岛的海尔总部与海尔人一起见证并分

享了海尔连续四次成为全球家电第一

的好消息。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这正

是近年来海尔在互联网时代探索的

“人单合一双赢商业模式”、“虚实网融

合创新模式”等管理革命的一部分，用

户将成为海尔决胜互联网时代的最大

战略资源。

当创新驱动战略成为全球家电巨

头相互较量的“准入门槛”时，如何对

“创新驱动”进行再次创新，避免企业

陷入对创新驱动的疲劳和漠视，已经

成为当前摆在所有中外家电巨头面前

的最大挑战。

就在日前由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

《2012—2013年中国空调市场运行态
势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中明确指出，

“2013年家电创新驱动已经步入用户
主导时代”。这正是当前海尔正在积极

探索并推动的“用户主导企业创新驱

动”战略内容之一，通过虚实网的融合

互动打破原先挡在企业技术创新与用

户需求之间的那堵无形的墙，让用户

主导企业的创新，最终让这种创新引

领未来消费趋势。

从全球首个“云家庭”解决方案、

全球首台无边框云电视、行业首款脑

力波电视、冲击行业降噪极限的海尔

水晶系列洗衣机，到第一台语言遥控

空调、全球首发无尾厨电、主导无霜潮

流的海尔无霜冰箱等等，海尔整合全

球研发资源在中国、亚洲、欧洲、澳洲

和美洲建立了五大研发中心，成为全

球平台型企业的标杆。

由海尔定义未来

过去五年多来，全球家电产业中

的欧美日等国企业已经陷入创新的

“囚徒困境”之中：不创新缺乏增长动

力和未来发展，主动创新又面临丢失

传统领先市场的风险。这却为海尔在

全球家电市场实现品牌化崛起，提供

了绝佳的创新空间和动力。

就在今年的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

（简称 CES展）上，海尔与苹果、英特

尔、IBM等国际一流知名企业同台竞
技，首次发布融合黑电与白电的“智能

生活”家庭系统解决方案，围绕智能操

控体验、UHD超高清、云搜索体验三
组关键词展示全系列电视，并以更加

完善的视觉控制体验融合无边框、裸

眼 3D等技术带来的智能服务和娱乐
体验，实现在智能、融合、体验、人机互

动等方面的创造。

作为全球电子电器领域最高水平

的展会，CES展代表着全球消费潮流
和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海尔再度以

创新成为本届展会上最耀眼的明星企

业，提前锁定未来五年全球家电业智

能化、节能化等发展趋势和消费潮流。

当所有中外企业都开始将重心置

于 CES展上新技术、新产品解决方案
的展示与推广时，海尔已经提前通过

主动性创新，将技术领先优势迅速转

变为市场竞争优势。

在 2012年美国制造业 PMI终值
跌至 37个月低点之际，海尔在美国市
场整体同比增长 22.2%，成为全球经
济寒冬中最引人瞩目的亮点。

同样，在欧债危机蔓延的欧洲市

场，截止到 2012年 10月，海尔冰箱在
法国实现同比增长 51%，远超行业平
均水平。同期，监测机构 GFK公布 9
月冰箱市场统计数据，海尔对开门冰

箱位居法国市场前两强。

在尼日利亚、印度等市场，海尔同

样保持着稳定的增长。在中国，海尔则

成为 2012年增长速度最快、增长规模
最大的家电品牌。这都将成为海尔在

未来继续引领全球消费趋势，锁定市

场领先的筹码。

海尔连续四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

电器品牌零售量占有率第一，这将进

一步夯实企业从全球家电“单打冠军”

向“全能王”的持续领航地位，并带动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参与到全球化品牌

战略实施，在完成中国家电从制造向

创造的升级转型中，还践行“科技创新

驱动”国家战略。

从单打冠军到全能王
海尔坐稳全球家电第一

国家标准即将实施

智能家电市场有望井喷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已在中国市场推广预热两年多

的智能家电，在 2013年初便获得来自国家标准层面的力挺，
有望在今年推动各大家电企业智能产品实现互联互通基础

上，引发市场的首轮爆发式增长。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共同批准并颁

布以“智能家电”为主体的 6项国家标准，并将于 2013年 7月
1日起正式实施。作为其中两项白色家电协同互联国家标准
的主导制定单位，美的集团相关负责人邓奕威指出，“在家电

产品智能化、网络化成为主导趋势的今天，国家标准的颁布实

施将使得国内所有家电厂商智能产品达成统一的接口和互联

网标准，有助于在实现产品的标准统一基础上推动各个企业

的自主创新能力”。

自 2011年以来，智能电视、智能冰箱、智能空调、智能洗
衣机、智能电饭煲等一系列大小家电被推向市场，并迅速在节

能化浪潮下创造家电业的智能化新浪潮。

标准先行

近年来，产品技术标准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新兴产业快

速发展和崛起的重要“瓶颈”。在智能家电的发展过程中，产品

技术标准的起草制定工作几乎与企业的产品技术研发同时起

步。

记者从闪联信息产业协会获悉，从 2003年成立智能家电
标准工作组，到 2005年发布第一批行业标准，2006年开始启
动国际标准，到 2012年全部七项标准体系成为 ISO/IEC国际
标准，并将于 2013年正式实施。通过智能家居、电力线通信接
口、下一代互联网、服务质量及媒体交互设备等 5大领域的核
心技术标准统一，推动国内家电与信息设备的协同互联，让消

费者可以感受到智能化带来的快捷、便利等优势。

目前，智能标准已经涵盖 84.3%的彩电市场、50%的白色
家电市场、43%和 41%的电脑及手机市场，对整个产业将起到
绝对的主导作用。对此，美的集团国内市场部总监王金亮分析

指出，“产品技术标准处在产业链的最前端，带来的是最末端

的用户操作使用体验的统一习惯，这不仅对于美的，对于整个

白色家电的智能化市场进程，都将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近两年来，基于技术标准的持续推动，在美的、海信、长虹

等大企业的持续推动下，从智能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大

家电，到智能微波炉、电饭煲、油烟机等小家电，成为推动中国

企业抢占高端市场的重要力量。

企业主导

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同样也是新技术标准的制定

者和主导者，今年，由美的集团主导的两项白色家电智能国家

标准的正式实施，被认为是作为白电巨头在产品技术标准上

的又一次成功领跑。这也一举突破了多年来中国家电产品技

术标准受制于外资企业的局面，开始通过自主创新驱动和核

心竞争力的打造，实现对中国家电及全球家电产品技术和消

费趋势的定义。

早在 2009年，中国第一台物联网洗衣机在小天鹅问世并
顺利出口美国市场，目前小天鹅物联网洗衣机已经出口美国

市场数万台，并于 2012年开始大规模远销美国市场。无锡小
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柴新建介绍，“通过物联网洗衣机出

口美国市场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让小天鹅在中国智能物联网

时代拥有更多的技术标准和产品创新的话语权”。

同样，在已经于 2012年批量上市的物联网空调上，美的
空调同样在技术标准、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上实现“捷足先

登”。目前，美的物联网空调已经实现批量上市销售，并通过由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专家组成的国家科技

成果鉴定委员会的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物联网空调让空调不再是简单的家电末端，而是整合性

的家庭平台，为家居环境提供智能的、可远程操控的、集成性

的综合解决方案。”美的家用空调事业部总裁吴文新介绍，美

的以家用空调为核心的物联网家电智慧协同与泛在链接技

术，通过对无线异构网络下家电物联网技术的研究，实现了物

联网家电自动组网、自动识别、以电子码为核心的自我标识与

申报、家电功能与电子码关联等功能，建立了一种全新物联网

家电的组网应用模式。

体验为王

经过 30多年的发展，我国家电业从“竞争主导”迅速转向
“用户主导”，特别是在产能过剩背景下，通过强化“用户体验”

抓住用户需求，自去年以来成为企业的竞争重点。家电的智能

化趋势，正是中国企业满足“用户体验”的最佳解决方案。

基于“全产业链”垂直一体化的核心竞争力，目前美的不

仅在空调、洗衣机等白色家电上率先实现从智能技术、产品到

用户体验的一体化布局，还在微波炉、电饭煲等小家电上完成

智能化覆盖。

2012年，美的通过在单体智能微波炉基础上，应用云计
算、云存储技术，通过云服务平台，推出全球首台云技术微波

炉，在拓宽了整个产业价值链同时，也给用户带来完美的交互

体验。

“可以通过微波炉上的智能显示终端，直接登陆云平台后

选择微波美食菜单，就可以在家里通过微波炉完成各种美食

的烹饪。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人的微波炉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

体，在云计算平台上实现互联互通，创造交互式使用体验，并

让微波炉从热菜热饭的工具变成家庭烹饪的主角”。美的厨房

电器事业部副总经理欧军辉介绍，美的通过在微波炉产业建

立起的动态技术创新体系，完成从基础性技术、应用性技术、

前瞻性技术的一系列布局。

王金亮表示，“通过以市场为导向、以标准为纽带、以技术

为核心、以产品为基础、以用户体验为舞台，白色家电智能化

普及大幕将会全面拉开”。

互联网经济催生家电新趋势

“你可以想象一下，拿到新房后就

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机将客厅、厨房、卫

生间的现实格局拍下来，打开日日顺

智能家居平台应用，输入各个房间的

参数便可以迅速建立一个虚拟的 3D
家居装修模式，自由搭配并选择家居、

家电的各类产品，确定之后前往海尔

美乐乐广场实地体验各种产品搭配效

果，并由我们送货上门，提供涵盖设

计、安装、调试、服务的整体化服务”。

日前，在全国首家一站式家居购物

广场———海尔美乐乐家居体验店青岛

店开业现场，海尔美乐乐项目负责人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描绘了一个全新的

家居生活新方式，打破传统的家电、家

居、家装“各自行事，各为一体”的碎片

式格局，有望开启全新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

长管益忻看来，“虚实网融合作为海尔

面向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战

略，以一站式购物广场的形式提供了

一体化的系统解决方案，不仅解决了

当前的消费需求，还将成为未来市场

消费主流趋势，在日日顺智能家居平

台上得到应用”。

一直以来，家装市场的不透明以

及装修过程繁杂冗复，很多消费者面

临买家具建材东奔西走，询问价格时

模棱两可以及环保的毫无保障，售后

服务环节的缺失以及家具与家电不配

套等一系列难题。

作为家电巨头的海尔，看到了来

自家电、家居市场的碎片化发展，给消

费者带来的困惑。《中国企业报》记者

了解到，通过整合海尔旗下日日顺的

物流网、服务网、营销网和信息网等优

势，与美乐乐家居广场的平台优势对

接，通过虚实网全面融合后，一种集合

家居家电家装于一体的系统解决方

案，已经从远景规划变成现实方案，紧

贴互联网时代消费需求。

新开业的海尔美乐乐家居生活广

场将家装设计、家具、建材、家电、家居

饰品集合于一个平台，经营范围涵盖

了消费者装修过程的方方面面。通过

这样的综合性广场，对多个渠道的资

源进行了整合，使消费者在一个平台

上便可以将装修所需材料购齐。

业内人士指出，“已经成为全球家

电第一品牌的海尔，通过商业模式的

创新，开始整合全球化的资源和创新

理念，率先为中国消费者需求进行创

造，这体现出企业的前瞻性布局和快

速执行力”。

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市场正由“以

企业为中心卖产品”转变为“以用户为

中心卖服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使

得个性化的服务变得可能。

“尽管网购有便利的优势，家具作

为非标准化大件商品，对于体验、售后

等方面都有一定要求，消费者必然希

望在这些方面得到保障。”美乐乐 CEO
高扬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家居产品的特点决定必须采取

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

在海尔美乐乐家居广场青岛店，

一共有 3个样板间，分别是韩式风格、
现代风格和美式风格，消费者可以在

这里身临其境感受到家具放置在家里

的效果。同时，体验店还可以作为产品

的仓库、物流中转站和售后服务站。

日日顺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者可

在线上或到现场与设计师咨询互动，根

据个人喜好提出差异化的家装需求。专

业的设计师团队再根据用户居住环境

及需求为其提供一步到位的设计方案，

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配套产品与服务。

继首家海尔美乐乐家居体验店 1
月 12日于青岛开业后，随后在北京、
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这种家居广

场形式将陆续展开，2014年有望达到
2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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