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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从微波炉到电饭煲，一个个曾经的“舶来模仿品”，近年来在

中国家电企业手中变成“自主创造品”，最终依靠技术创新和需

求创新，让中国厨房小家电驶入产业升级快车道。日前，《中国企

业报》记者从中国家电研究院举办的“微波炉烹饪对食物安全和

营养的影响”研究成果发布会上获悉，从辐射、使用安全、烹饪营

养等方面，微波炉作为烹饪工具，可以放心、安全使用。

此前，美的生活电器事业部总经理甄少强在“2013年中国
家电博览会”上宣布，美的专门为香甜系列电饭煲自主开发的

“涡轮动力沸腾技术”，除在中国申请专利外，还在日本和韩国

申请专利。从最初的产品引进来到现在的技术走出去，美的将

立足自主创新推动中国企业在小家电领域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小小的一台智能电饭煲，体积不大，但要把米饭煮出“香甜美

味”，却是一门技术活儿。从 1994年由日本引进电饭煲生产线、为
日本品牌提供 OEM贴牌起步，到 2013年创造第一个具有国际独
创领先性的专利技术，掌握电饭煲技术创新和产品消费主流趋

势，在进入电饭煲领域近 20年来，美的一直致力于解决中国人
“做一口香甜可口好米饭”的追求。自主创新的涡轮动力沸腾技术

问世，正是让煮出的米饭更蓬松饱满，入口更香甜；煮稀饭的时间

缩短 35%，急速煮粥功能缩短 50%，充分适应当代人越来越快节
奏的生活。同时，产品设计更智能化、操作更“傻瓜化”。

中国家电检测所小家电事业部主任陆伟透露，对市场销售

的微波炉产品多次抽查，美的等大企业产品的微波泄漏值远低

于国家规定的每平方米 50瓦，仅为 10%，可以放心使用。中国
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范志红则认为，与传统蒸、煎、煮、炸

等烹饪方式相比，微波烹饪对食物营养并没有直接破坏，在部

分食品上微波烹饪对营养保存更好。

通过对消费者实际调查，发现九成人都相信微波炉是安全

的，但对微波炉烹饪过程中的水分流失、营养成分保留很关注。

作为中国蒸立方微波炉发明者，美的早在多年前便将蒸汽技术

引入微波炉之中，解决微波烹饪过程中的食物水分流失问题，构

建从产品安全、使用安全到烹饪营养的立体化创新保障体系。

甄少强则介绍：“一般来说，一款家电产品都会有 1—2项
的专利包含其中。美的香甜系列智能煲就有七项技术专利，实

现从单一技术创新的突破，到产品整体创新的升级。这也将成

为中国小家电产业升级未来方向”。

在整个中国家电业正处在“调整转型”周期轨道内，中国小

家电产业的发展也已经步入技术、需求、市场、企业多元驱动下

的创新快车道。中国家电协会副秘书长陈钢分析指出，“近年来

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非常明显，智能升级和消费需求升级已成

为家电市场发展的主线。消费者对家电产品的需求从‘能用’升

级向‘好用’转变，这将给企业提供更加广泛的创新舞台。”

中国小家电驶入
多元创新快车道

农村家电渠道变革在即 多方达借鸡下蛋藏风险
本报记者 许意强

“电视机不同于手机，做一款手

机可以全球热卖，电视机是与内容紧

密相关的，要想把体验做好，一定要

与内容结合，这就很复杂，需要很多

本地化工作要做。苹果推出电视机，

100%也不会像它推出手机那么风
光”。

面对当前快速普及的智能电视

普遍存在的操作复杂、使用体验不佳

等问题，让很多人开始期待苹果能再

次改写智能电视应用体验。日前，青

岛海信传媒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CEO、
海信电器产品总监简志敏博士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却做出

上述回应，并明确表示：“苹果的强项

不在电视机，海信从没将苹果当做威

胁。”

电视不是苹果的强项

虽然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已然仙

逝，但他留下的那句“终于破解电视

的秘密”仍然回荡在人们耳中，近年

来有关苹果电视上市的传言也一直

不绝于耳。

对此，简志敏指出，做好智能电

视体验的关键，一定是与内容的结

合。受到全球各国对于内容的监管政

策不同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与内容喜

爱不同，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有

很多本地化的工作去做，这显然“不

是苹果的强项”。

“在智能电视上，不要指望苹果，

在中国指望海信就可以了。”简志敏

很自信地表示。《中国企业报》记者则

注意到，作为中国智能电视龙头企

业，早在 2011 年 5月海信提出全面
智能化转型，2012年 9月，海信推出
首个智能电视专属操作系统“海安一

号”，宣称要重新定义智能电视，树立

智能电视新的里程碑。

简志敏表示，海信对智能研究很

多，比较有心得体会，也因此获得业

界尊敬。他坚信海信对智能电视的理

解在业界是比较领先的，怎么往前

做，想了很多。关于 OTT领域的纷争，
简志敏认为“最终拼的肯定是内容”。

他同时坦言，内容不是海信的强

项，海信会通过产业链联合、收购、招

收全球软件应用高手的方式来解决。

但海信拥有强大的终端优势，每年

3000万台智能终端，不仅有电视机，
还有手机，有 Pad 产品，是一个综合
优势，并且是在同一个平台运营并提

供服务。

同样，对于当前智能电视（一体

机）与智能盒子（机顶盒）在市场上的

竞争格局，简志敏认为，不是看两个

产品间会不会有冲突，最重要的是

“针对不同人群”。有的人只想买盒

子，通过盒子把自己的普通电视变智

能，有的人则是要买新的电视，所以

“两个东西都会做”。“海信集团有三

家公司在布局智能盒子，今年下半

年，在这方面会有大动作，目前尚在

筹划。”

智能就是简单易用

电视智能化的第一波浪潮最早

可追溯到 IPTV、互动电视，不再是一
开机就是直播节目，而是有了 EPG。
之后，就变成经过好几级页面才能找

到自己想看的内容。再往后，互联网

电视来了、智能电视来了、OTT来了，
技术更迭速度目不暇接。面对当前智

能电视高涨的市场份额和偏低的产

品激活率，率先在中国智能电视发展

浪潮中提出“智能就是简单”的海信，

如何把准智能电视发展的脉搏、如何

应对智能化挑战？

2012年，海信在最新安卓版本上
设计全新的用户界面 Hisense Vision
（中文名“远见”）。专属于海信智能电视

的 UI界面，操控逻辑清晰友好，统一简
易的交互控制方式，适合电视显示及操

作，带给用户一致而良好的体验。

“远见”界面交互系统，通过单一

悬浮式操作界面降低用户操作学习

曲线。对此，简志敏透露，“如果说，去

年的‘远见 1.2’是让用户学习曲线平
缓，那么海信不久将推出‘远见 1.5’，
它经过 138项技术改进，让用户操作
智能电视无需再学习”。

激活智能电视，除了提升使用体

验，简志敏认为更重要的还是“每天

的服务跟进”。“电视主要是看内容，

买电视回去不是为了下载应用，下载

应用也是为着其中的服务，所以还是

要在服务上下功夫”。

简志敏说：“让用户每天打开电

视都觉得不一样，给他们推送他们最

想要的东西，就能抓住他们的眼球，

有了信心，活跃度就会提升上来。”

不过，面对电视智能化之后，越

来越像智能手机，APP应用一大推却
始终无法激起人们使用智能电视的

热情。到底如何让智能电视能抓住用

户的眼球？

对此，简志敏透露，针对一段时

间，智能电视完全照搬智能手机发展

趋势，海信并未跟随这一潮流，而是

将游戏、内容等聚合起来，并且开发

“电视汇”功能，用符合用户收看习惯

的方式，通过直播聚合技术，打破频

道界限，将电视节目按照节目类型和

播出时间进行归类，形成直播导航页

面，最终让观看变得非常简单。

颠覆智能电视看海信

近年来，各种智能电视应用大赛

上仍未出现一款智能电视杀手级应

用，制约着智能电视的全面应用。就

在 2013 年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上
（简称 CES2013），众多家电企业又开
始展示 4K、OLED等电视新品，似乎
将竞争回归硬件。

对于，简志敏认为，在电视机发

展过程中，显示技术不断进步，智能

也不断进步，二者“并行不悖，还有很

多空间可以往前走”。他表示，智能一

直在继续前行，软件设计变化很大，

CES2013 上，三星、海信对智能电视
理念就比较一致。而“电视机本身是

个显示屏，显示技术不断改进也是很

重要的，对显示技术的追求是永无止

境的”。

随着当前可运营的智能电视用

户数量规模不断累积，应用开发者会

越来越关注电视应用开发领域。简志

敏从技术状态分析指出，“去年整个

业界产品不成熟，很多电视声称是智

能电视机，但只是把 Android弄上去，
弄个应用商城。不能像原来生产 PC
一样，把硬件搞出来，软件往上一放

就行了”。

看电视是消遣，看电视的状态是

懒惰的，不想做任何思考。所以，“一

定要根据电视机特征做设计。包括遥

控器、包括界面逻辑，逻辑一定要简

单”，简志敏相信，智能电视发展从

2013年开始会越来越成熟，会有新局
面出现。

“运营需要点时间，至少海信已

经将产品做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程

度，整个用户体验一定远超以前的

IPTV”，简志敏指出，必须将用户的期
待、运营商的期待有效结合起来，才

能做出用户体验好，又是运营商可运

营的界面系统。

这个系统，正是海信全新设计的

用户界面———“远见”。《中国企业报》

记者根据此前曝光在 YouTube 上一
段视频看到，印有“Hisense”LOGO 的
智能电视从一开机到用户界面、各种

应用的管理、直播电视以及信号源之

间的无缝切换等方面都做很多工作。

简志敏信心十足地表示，“2013 年智
能电视将在海信的推动下，产品激活

率和用户活跃度肯定会有很大提

高”。

智能电视，苹果不构成威胁

本报记者 文剑

农村家电市场新一轮的渠道变

革已经拉开。近年来，电商对家电渠

道产生的冲击波已经影响到三、四级

市场渠道格局。从去年开始，一家打

着“中国农村家电连锁第一品牌”旗

号的多方达连锁，频频高调亮相欲成

为农村市场上的苏宁、国美。

对此，有区域家电连锁企业人士

认为：“多方达的模式是典型的‘借鸡

下蛋’，通过整合公司原有的销售网

点拿去跟上游的家电企业谈判要资

源。其所谓的乡镇加盟店大多也是

‘挂羊头卖狗肉’，不可能拥有忠诚

度。最重要的是，多方达是典型以制

造商思维来做连锁商，总想一口气吃

成胖子，背后隐藏着巨大风险。”

农村渠道的未来

多年来，农村家电市场受到消费

小且分散、消费习惯及地区文化差异

等影响，一直是以乡镇个体店为主。

无论是苏宁、国美等全国连锁，还是

武汉工贸、扬州汇银等地区连锁，都

无法将触角直接伸向乡镇，多是以加

盟或批发形式与乡镇夫妻老婆店合

作。

家电渠道研究人士端木清言认

为，全国性、全市场、全区域覆盖的家

电连锁巨头未必会出现，未来三、四

级市场极有可能出现 1—2家甚至更
多的跨区域家电连锁企业。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原有的

农村家电渠道开始受到冲击。特别是

随着农村交通、居住环境、消费习惯

等改变，国美、苏宁以及地区型家电

连锁下乡的障碍开始被扫清。端木清

言认为：“没规模没效益，没连锁没效

率。传统农村市场上的夫妻老婆店生

存空间或将会越来越小。”

那么农村家电渠道未来将如何

变？“像一、二、三级市场上的那种全

国性直营家电连锁模式，不可能在四

级农村市场上直接复制。应该会出现

地区性的连锁加盟、合资、直营等混

合型连锁企业”，端木清言认为，像日

日顺、扬州汇银等自愿连锁加盟的跨

区域平台商，特别是苏宁，将通过自

身的县城旗舰店、富裕乡镇连锁店等

直营方式将乡镇市场作为战略重点。

多方达的风险

自 2012年下半年开始，飞龙家
电转身为多方达电器。据公司董事长

王焕江透露，已整合 8000多家乡镇
加盟店，基本覆盖全国各省市。

对于多方达“以加盟为主、意在

整合全国农村渠道”的商业模式，来

自江苏、江西、浙江等地家电连锁企

业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普遍“不看好，有炒作嫌疑”。

江西的一家电连锁人士指出，现

在发展农村家电连锁，加盟是最快捷

的方式，却面临着只能连不能锁的问

题。很多农村老板的眼光、格局有限，

只看眼前利益，经常会出现窜货等乱

象。如果只是挂个店招，却没法形成

长期商业合作，这就是一场概念炒

作。

当前，多方达急需以手上加盟网

点为筹码，与上游家电品牌谈判，争

取采购价格、促销等优惠资源。但对

于乡镇加盟店老板来说，只关心是不

是能一直赚钱。一旦不能保证加盟店

的持续盈利，这些渠道的流失率就会

很高，最终上游厂家的产品就会变成

库存包袱。

浙江一家电连锁人士指出：“发

展农村家电连锁的关键，不是建立一

张全国性的网络，关键在于如何将加

盟商的‘肚子搞大（产品压货）’，还能

将‘肚子搞小（产品促销）’，关键要提

供持续的促销服务体系，让他们看到

跟着你干有奔头。并不是放账赊销等

小恩小惠就能赢得信任。”

农村渠道未了局

多方达连锁的出现，无疑还将对

现有家电企业的三、四级市场渠道体

系产生冲突。在产经评论员洪仕斌看

来，当前，一、二线企业在农村市场的

商业布局相对完善，短期内不会因为

与多方达合作而放弃原有商业伙伴。

对于三、四线企业来说，在农村市场

的物流配送、售后服务与销售网络一

样完全空白，这些包袱都会转嫁到多

方达身上。

“以多方达自有的日普冰箱、冰

熊冰箱为例，其与商家的合作物流配

送仅局限于二、三级市场。以多方达

现有的企业实力、资金规模，如何满

足分布广、需求量小的 8000多家乡
镇门店的配送要求？面对随时存在的

产品售后服务，多方达又将如何实现

快速响应？如果空有销售网络，而缺

乏物流配送、售后服务两大网络，多

方达显然会陷入‘独木难支’的囧

境。”上述来自江苏的连锁企业人士

说。

四平家电企划部负责人严洪兵

透露，近年来，农村家电市场已呈现

品牌化高度集中的基本格局，空调就

是美的格力、冰箱则是海尔容声美

菱、彩电就是那五大品牌，洗衣机也

就是海尔小天鹅。这对于只能整合大

企业的弱势产品和中小企业产品的

多方达连锁来说，显然不是好消息。

多方达连锁到底是农村家电市场

的创新搅局者，还是借机农村家电市场

爆发的投机者？本报还将跟踪报道。

九阳电磁灶
质量不合格疑因贴牌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刚宣布成为中国首家实现 IH 技术应用系列化、谋求从豆
浆机向厨电扩张的九阳股份（002242），却在产品质量上摔了一
个跟头：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 2013年 13类产品质量国家监督
抽查结果显示，一款九阳电磁灶因结构问题被认定不合格。

资料显示，这款型号为 JYC-21ES10的九阳电磁灶，生产厂
并非九阳股份，而是东莞市前锋电子有限公司。《中国企业报》记

者还了解到，此次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 13类产品国抽结果显
示，九阳品牌的榨汁机、电饭煲产品也均非九阳公司直接生产。

一款型号为 JYF-30FE03的九阳智能电饭煲，生产厂为中
山伊莱特电器有限公司；一款型号为 JYZ-B550 的九阳榨汁
机，生产厂为宁波杰士达工程塑模有限公司。记者在查阅九阳

股份年报后发现，上述三家公司均非九阳控股、参股公司。

去年，九阳股份证代曾透露：“公司进入厨电领域，油烟

机、燃气灶、消毒柜前期均是在外贴牌生产，等到形成一定市

场规模后才会考虑自己投资。”

产经评论员于清教认为：“可以断定，九阳在从豆浆机向厨

电小家电的扩张过程中，采取业内通用的贴牌生产方式，这样

避免公司前期在生产厂房、技术人员等方面的大量投入。此次

九阳电磁灶的不合格，应该给企业的贴牌扩张模式敲响警钟。”

自登陆资本市场以来，九阳股份一直谋求从豆浆机向其

它小家电领域的扩张。不过，这一贴牌生产的模式在让九阳获

得“小投入大回报”同时，却给市场上的消费者带来“质量不稳

定”的担忧：2012年武汉市工商局在对市场销售的部分小家电
进行随机抽检后发现，九阳股份的多功能电蒸锅、电压力锅、

开水煲、电饭煲和 5款豆浆机等 9款小家电被检查出电源线
横截面积不合格，一款开水煲还存在输出功率不达标等问题。

贴牌生产给知名企业带来的质量隐患一直未能杜绝。

2012年在国家质检总局的一次市场抽查中，一款贴牌生产的
艾美特电压力锅就被查出“铬超标 56倍”的质量问题。

据小家电业内人士介绍，一直以来，很多家电企业进入小

家电领域初期，普遍会采用在外贴牌加工的方式，根本不需要

什么投入，直接贴牌生产后加价在原有渠道销售，就能赚大

钱。由于一些大企业产能自身都不能满足、且 OEM 报价偏高，
很多家电企业均是寻找一些中小企业 OEM，质量难保稳定。

截至本报发稿，九阳股份尚未回应“电磁灶”不合格一事。

不过，国家质检总局表示，已责成相关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

本次抽查中不合格的产品及其生产企业依法处理。根据相关

法律，类似情况可以责令企业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

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

的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等。

———访海信传媒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CEO简志敏

本报记者 文剑

美的：核心技术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简志敏称，海信对智能电视的定义就是简单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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