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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节能意识的逐步提高，消费者购买家电不再

仅仅关注产品价格、功能，还对家电的节电、节水能力尤为

关注，节能环保已成为消费者购买家电重要的考量因素。绿

色节能的理念已渗透到消费者脑海，这就要求家电企业生

产出绿色节能环保家电，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近日 , 中山卫丰电器有限公司顺应市场需求，将经过多
年研究发明的新一代高效节能、减排产品———热能回收热

水器隆重上市。秉承专业技术与生产优势，专注于环保节能

热水器的研发与生产，已推出高效的多规格家用及商用系

列热能回收热水器，为市场提供了全球首创的新一代绿色

环保热水器产品，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并获产品 3C 认证。
卫丰电器研制生产的“热能回收热水器”，特点是高效

节能、环保、健康；其工作原理是用少量的电能将用过的废

热水中的热能回收循环再用，可将洗澡及生活用过的废热

水从约 37益吸热至 9益，回收了 28益温差的热能，废水还可
用于冲马桶。

热能回收热水器能效比高达 5.42，如果每次相隔几分
钟不断使用 (如美发店 ) 能效比能达到 6.5以上。是目前能效
比（COP）最高的制热产品之一。其废水还可以自动冲马桶。

与电热水器相比，热能回收热水器大大节约了能源和

费用；以每个家庭四口人来计算，每天热水用量 200L 来测
算 ,一天可节电 6.036 度，节水 100 升；每年可节电 2203 度，
节水 36.5吨。如果家庭用电以 0.8 元 /度电、水费以 2.8 元 /吨
计算，每个家庭每年可节省电费 1762元 ,节省水费 102元。

行业专家表示，卫丰热能回收热水器节电、节水效果明

显，符合国家倡导的节能家电要求。卫丰电器研发的热能回

收热水器产品设有家用系列及商用和工业用系列。可广泛

适用于家庭、酒店、美发店、洗浴中心、温泉、宿舍以及工业

等。

王珊

卫丰发布
绿色环保热水器

云空调打开白电转型路
本报记者 许意强

中国油烟机市场正面临新一轮

“升级换代”消费浪潮的冲击。3月 25
日，在主题为“主动进化”方太全新一

代风魔方驭风而来的新品发布会上，

中国高端厨电专家与领导者方太，以

两款“前所未见的吸油烟效果”的风

魔方烟油机新品，直接将中国家庭带

入厨电生活最佳体验的新轨道。

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

在会上表示，“方太是一家使命型企

业，与那些一味追求销量和利润、以

竞争为目的的企业不同，方太是以使

命、愿景、核心价值观驱动，以‘让家

的感觉更好’为我们的最高使命。从

1996 年开创中国第一代自主设计的
深型油烟机、2001年开创中国欧式吸
油烟机、2005年开创嵌入式成套化厨
电，到今年以新一代风魔方开创前所

未有的吸油烟效果，正是受到这一使

命推动完成自我进化”。

风魔方
开启高端油烟机未来

一个全新时代开启，标志着一个

旧时代的结束。方太“自动进化”基因

推动下持续开创并引领中国厨电产

业一个又一个消费潮流。

随着方太新一代风魔方油烟机

的问世，标志着以“大风量”为卖点的

传统油烟机市场，将迎来新一轮的升

级换代：新的消费浪潮将正在“风魔

方”推动下快速形成，从一味追求大

功率、大风量向追求全面的吸油烟效

果转变。

“前所未见的吸油烟效果”，成为

方太“风魔方”给消费者带来的最大惊

喜。近年来，随着技术创新步伐的加

快，消费者对于厨房生活的体验要求

也越来越高。就在“2012方太厨电科技
创新暨绿色厨房（北京）论坛”上，来自

众多行业专家和新闻媒体的人士就纷

纷指出，“油烟机体验的最好时刻还没

有出现，就怕家里炒辣椒，油烟一下子

排不出去，脸上还油腻腻”。

在 2010年以“高效静吸”吸油烟
机，实现了中国厨房对高效排烟与超

低噪音的兼得之梦之后，2013年方太
再度立足自身的科技创新实力，通过

敝篷宽流进风、全加速直排系统、全

自动隔烟屏、自动巡航增压四大核心

技术，实现了油烟机的“大风量、低噪

音”基础性功能与“时尚设计、智能控

制”创新性功能的完美融合，开创了

中国油烟机“从内到外”系统升级的

全能时代。

方太“风魔方”系列产品所开创

的“前所未见的吸油烟效果”，不只是

体现在大风量、低噪音等单一产品性

能上的升级。发布会现场，记者看到，

科技感十足的全自动隔烟屏、橙色全

触摸感应控制以及面板 45度倾角设
计，让这款产品从技术到性能、从细

节到整体、从外观到内容的全面升

级。

中国家电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

亚晨指出，“消费者需要的不是吸油

烟机，而是健康洁净、无油烟的厨房

烹饪环境。方太今天发布的新一代风

魔方油烟机，就是把握并满足这一消

费趋势，通过企业自身的技术进化和

持续投入，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最优秀

厨电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智慧”。

可以预见，以方太新一代风魔方

油烟机的问世为代表，中国高端油烟

机市场正在从单一技术手段和产品

功能的较量，转向以综合创新能力和

舒适消费体验的博弈，这将会进一步

提升整个中国厨电产业的竞争实力。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理事长张东

立则认为，“作为目前中国唯一在高

端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油烟产业，方

太今天推出的风魔方产品代表产业

发展的趋势，能更好地引领行业创

新、满足消费者需求。多年来，方太一

直在不遗余力倡导并推动行业公平

竞争、健康发展，引领行业向前、向上

发展”。

方太
领航高端市场转型升级

企业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消费

者需求的竞争。方太通过“聚焦用户

需求、满足用户需求”的理念，摆脱企

业间的超低价格、概念炒作等恶性竞

争，最终成功抓住消费需求，成为产

业真正的领导者。

在 2013年方太继续以“新一代
风魔方”开创的中国油烟机消费新时

代的背后，正是得益于企业对于消费

趋势准确把握和消费需求精准满足

的综合实力。这也成为今后中国高端

厨电市场竞争的新门槛。

中怡康市场研究公司总裁连四

清透露，自 2004年以来，方太在高端
吸油烟机高端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

高端市场份额占有率近 40%。
来自第三方市场研究公司中怡

康的一份对全国 429座城市、销售价
位 4000元以上的高端抽油烟机市场
调查显示：2008年到 2012年，方太连
续五年成为中国高端油烟机市场的

绝对领导者，市场份额是排名第二企

业的一倍多。

这意味着，方太不只是在当年开

创中国高端厨电市场，更是在最近几

年来遥遥领跑中国高端厨电市场，完

成从开拓者到领导者的核心竞争力

建设，从而实现了对中国油烟机发展

趋势的持续引领。

过去几年间，方太相继完成从自

主设计深型吸油烟机的开创者、中国

欧式吸油烟机的开创者、近吸式吸油

烟机的开创者，到“高效静吸”油烟机

的开创者、嵌入式成套化厨电的开创

者的一系列领跑。如今，随着新一代

风魔方产品的推出，又将进一步夯实

方太在中国高端油烟机市场的领导

者地位。

对此，方太集团副总裁孙利明表

示，“在方太全面领跑高端市场、引领

高端油烟机消费趋势的背后，是我们

在中国厨电市场上一直坚守关注消

费需求的发展理念，持续不断地提供

能够真正满足消费需求，并创造前所

未有的厨房生活新体验的产品”。

连四清则表示。“最近几年来，我国

家电产业竞争重心正在发生转移，从关

注竞争对手到关注市场用户。这意味着

企业技术创新体系面临着从竞争导向

到消费需求导向的跨越，这将给厨电企

业的创新体系带来新的考验，如何面向

消费需求进行动态创新”。

在坚持每年将不少于收入的 5%
投入研发，已经拥有 200余人的研发
人才团队，2个国家级实验室，厨电行
业唯一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一

系列创新资源的硬件保障之外，方太

近年来在“技术创新”驱动体系之外，

又引进了“消费需求”驱动体系，并通

过将消费实际需求与企业创新能力

的精准对接完成一系列引领时代潮

流、颠覆消费习惯的新产品、新技术

的层出不穷。

张东立认为，“在竞争激烈的中

国家电市场上，厨电企业的高端竞争

力应该是领先其它产业。特别是方太

等本土企业已完成从核心技术创新、

产品升级换代到消费需求满足的可持

续循环发展体系，实现从技术、产品到

市场份额、消费趋势的全面引领”。

厨电步入消费驱动时代
方太风魔方领航高端油烟机未来

本报记者 许意强

“云计算是传统家电未来发展的

方向，就云空调来说，除了给消费者带

来更好的产品体验和服务外，如果还能

解决传统空调的高能耗问题，在国家节

能减排中发挥作用，可以预见这对整个

家电产业，都是一件好事”。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

参加“大数据时代的空调云应用———

2013云空调高峰论坛”时作上述表态。
志高空调董事长郑祖义则指出，

“云电视、云打印只是打开一扇云计算

在传统制造业发展应用的窗口，对于云

产业布局来说，云计算应用仍集中在信

息通讯领域。随着今年云空调进入市场

推广普及通道，一个高达万亿元的智能

家电新市场正在浮出水面，白色家电转

型方向趋于明朗”。

作为用于制冷制热的空调，如何

与云技术进行融合才能引领产业未来

发展方向？在郑祖义看来，在传统产业

中嫁接现代技术，是传统产业升级的必

经之路。在空调自身功能的基础之上，

通过引入云技术后构建一个云服务中

心，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和使用，建成一

个厂家、空调、消费者三方互动的智能

化平台。

自 2012年 2月推出的全球首台云
空调后，目前志高已实现云空调的云控

制、云诊断、云定制、云适应、云升级等

五大功能应用。志高云计算研究中心主

任万忠民介绍，通过云空调五大功能的

设置，让一台台空调在与云服务中心平

台连接后，变得具有思想和判断力，可

以自动感知用户的需求并做出回应，同

时还能主动根据用户的生活习惯和环

境变化提供舒适的空气解决方案，完成

了空调功能的升级。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宁家骏指出，“云计算并不神秘，可以提

供云存储、云安全、云应用等诸多功能，

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云空调基

于云技术支撑，建立云服务平台后完成

人、机器、服务的三者互动，使空调的管

理更加人性化，改善我们的生活”。

“云空调对市场带来的最大冲击

还在于，它一旦得到规模化推广普及

之后，在改变消费者对空调的使用习

惯后，会带来空调厂家在商业模式上

的变革，从最简单的空调研发制造，向

空调的远程控制操作、智能管理软件

开发、智能服务平台等增值服务转型，

奥维咨询研究院院长张彦斌如是说。

对于消费者来说，云空调不只是创

新技术，应该是前所未见的消费体验。

倪光南特别强调，“将当前很热的

云计算技术与传统空调进行结合后，

带来的是服务模式和内容的变化。对

于消费者来说，不关心你的技术到底

是什么，而是具体的服务内容和模式，

采用云技术之后让传统家电的服务提

升，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更好

的产品，这应该是给予支持和鼓励

的”。

在推出全球首款变频云空调 i原
Congo后，过去一年间，志高空调并没
有急于推动云空调的市场推广普及，

而是在北京、广州、重庆、佛山、深圳五

大城市开设云体验馆，推动市场消费层

面的产品体验。

知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

露，“目前，志高不仅完成云空调的产

品技术标准制定，建立涵盖国内专利

81项、发明专利 33项、国际 PCT专利
3项、著作权保护 15项、软件保护 4项
的云空调知识产权保护池，还向工商

部门注册云空调商标，抢先完成在云

空调上的立体布局，未来让很多竞争

眼看着云空调成为趋势却只能避开”。

对于空调产业来说，云计算无疑

是实现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对于志高

来说，云空调却是实现与竞争对手的

差异化竞争。张彦斌则认为，“志高空

调非常清楚，相对于传统空调业，云空

调对于消费者来说，不能只是停留在

技术概念层面，而是使用体验的变革，

他们的这一系列布局，无疑正是朝着

培育消费需求、锁定主流人群方向展

开”。

云计算在家电业的应用，就是在

传统“制造销售”市场之外，构建一个

基于智能化服务、交互式体验的全新

商业模式，让传统家电制造商在云计

算、智能化、互联网浪潮推动下，向系

统解决方案服务提供商转身。

智能云家电抢占
微笑曲线最高点
本报记者 许意强

一套售价高达 15万的海尔智能云家电解决方案，出现
在 2013年中国家电博览会上，并在整个展会期间引发参观
者的蜂拥而至、亲身体验。这似乎在向全球市场传递中国领

军企业的创新能力。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涵盖了智能电视、手机、

电脑、空调、冰箱、洗衣机以及酒柜、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等

众多产品的首套智能云家电解决方案，让手机变身“遥控

器”、让电视变身“家庭控制终端”，让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

电可以互联互通，还实现人机的智能交互。

海尔工作人员介绍，“只要拥有这套智能云家电，可以一

边在家看电视，一边查看并调节冰箱、洗衣机、空调的运行状

况；甚至还可以让冰箱直接连接绿色食品配送中心，购买放

心的安全食品；孩子放学后手机自动接收安全到家的信息，

并通过视频监控看到孩子学习的身影；晚饭后启动睡眠模

式、空调自动调节、安防系统启动”。

基于全新的云计算、大数据收集和分析、在线服务等创

新技术，海尔已经将智能时代云家电技术创新的种种生活远

景，变成现实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服务产品，让我们在提前享

受到未来的智能时代生活方式同时，也推动了企业经营方式

和商业模式的变革。

与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智能电视、智能冰箱、云空调等产

品相比，业内人士指出，海尔推出的全套智能云家电不只颠

覆此前家电只能单向接收命令的局面，实现人与家电的双向

互动沟通，还一举解决了智能时代下各类家电产品之间的互

联互通，最终让整个家庭变成了一个智能大空间。

据悉，海尔正是基于自身的全系列家电产品布局，实现

白电、黑电等各种用电设备的跨界融合，通过手机或 Pad 将
所有智能家电系统连接成一个互联互通的双向网络，使系统

从原来的单一网络控制改变为人机双向智慧互动，从人为被

动的操作系统转变为系统主动感应环境为人服务的智慧生

活，创造一个“安全、便捷、绿色、健康”的全新生活方式。

业内人士指出，“从单套智能家电的研发销售，到全套智

能家电的推广普及，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带来的不只是经营利

润、用户黏性的大幅度提升，还打破传统的家电企业商业模

式，变‘大规模制造、低成本分销’的盈利模式为‘卖产品到卖

服务’的全新盈利模式，将传统家电企业以产业链为竞争力，

变为智能化时代下的价值链为核心资源”。

已经连续四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市场自有品牌第一的

海尔，近年来一直在以管理创新推动商业模式变革，特别提

出在网络化战略阶段提出“虚实网整合”、“人单合一双赢”模

式”，探索面向互联网时代的开放式平台型企业建设。

当前，互联网浪潮正带领全球产业从商品经济过渡到服

务经济，新一轮的“体验经济”浪潮席卷市场。尤其是随着高

科技越来越“民生化”，一场以数字技术与体验经济相结合的

智能化生活体验正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流趋势，用户对家电

家居产品的需求也从传统简单、实用的功能，逐渐转向更加

智能、便捷、舒适的体验需求。在大数据时代，对于海尔这样

的综合性家电集团来说，显然可以整合更多的社会化资源、

更多的产品平台，为用户带来全新的服务体验。

智能云家电全套产品解决方案的出现，不只是意味着中

国企业开始从单一产品制造商向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的转

型，还意味着中国企业已经完成将云计算与家电的技术创新

融合，并借助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抢夺传统家电业“微笑曲

线”的最高点。

方太风魔方开启高端油烟机新未来

从大风量、低噪

音，没油烟、不再油

腻，直到今天“前所未

见的吸油烟效果”，升
级的是企业产品技

术，带来的是用户前

所未见吸油烟效果，

改变的是中国油烟机
从大风量、低噪音的

单一发展时代向消费

需求为导向的全能发

展时代进化。

“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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