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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风量正在将中国高端吸

油烟机产业发展带入一个新的误区：

大风量就等于好的吸油烟效果。不过，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大风量与好的吸油烟效果之间，并不

能直接画等号。

日前，国内高端厨电领导者方太推

出新一代风魔方吸油烟机，明确将高端

油烟机产业发展面向消费需求本位回

归，即：不停留在大风量等单一技术的

创新，而是围绕消费需求所期待的“更

好的吸油烟效果”进行系统性的创新。

这意味着，在方太的持续驱动下，

我国高端吸油烟机市场已经从“单一

技术手段”较量，向“产品实际使用效

果”的综合博弈。产经分析师张彦斌认

为，“随着消费需求的快速变化以及产

业竞争升级，‘不看手段看疗效’这已

经不只是高端油烟机产业的发展趋

势，也是整个中国家电产业未来的发

展方向。”

技术专家也指出，油烟机的设计

是个系统工程，任何环节的设计不到

位都会影响最终的吸油烟效果，如何

寻求最佳的系统解决方案是关键；在

风机性能上也需要综合考虑有效排

量、风压、噪音等诸多因素。同时产品

安装与外部环境也很重要，公共烟道

问题、烟管安装问题等都会影响吸油

烟效果。

“实际上，消费者购买的并不是你

的吸油烟机，而是干净、没有烹饪油烟

的厨房环境。所以，现在能满足消费者

需求的吸油烟机，未必就是明天能继

续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厨电企业

必须要主动进化，追求技术的创新和

升级”。中国家电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张

亚晨肯定了方太引领下的高端油烟机

发展方向。

在 2010 年推出完全自主创新的
“高效静吸”科技，开启中国家庭厨房

绿色低碳发展新时代，首次实现消费

者在吸油烟机的“高效”与“低噪音”舒

适兼得享受之后，在新一代风魔方吸

油烟机中，方太再次推出独创的高效

静吸 II代自动巡航增压模式，可智能
检测到油烟机外排时候阻力大小，随

着阻力大小调节风量。

方太集团董事长茅忠群表示，“作

为一家使命型驱动企业，一直以来支

撑方太持续引领中国高端厨电发展方

向和消费趋势的愿景就是‘让家的感

觉更好’。”

与近年来中国高端厨电产业频繁

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相比，以方太

为首的中国高端产业品牌格局并未发

生大的变化。来自中怡康的市场监测

数据显示：自 2004年到 2012年期间，
方太牢牢占据中国高端吸油烟机市场

第一的位置。

目前，我国厨电市场以每年 30%
的速度在发展，2012 年产值已突破
1500亿元，高端厨电成为新增长点。中
国五金制品协会理事长张东立认为，高

端厨电市场潜力大，全新一代风魔方的

问世，将引领行业进一步转型升级。

2013年高端油烟机决战“疗效”
本报记者 文剑

随着“垂直一体化布局”与“产业跨

界协同”融合步入深水区，长虹家电业

务的发展拐点也随之出现。日前，长虹

家电业务 2013年一季度市场业绩同时
发布：上游压缩机业务平台华意压缩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49.4%、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586.94%；中游
家电制造业务平台美菱电器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 3.9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增长 18.12%，双双实现市
场销售业绩的“开门红”。

就在中国家电产业整体身陷“寒

冬”的 2012年，华意压缩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4.35%、236.43%，
美菱电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同比

增长 3.36%、80.27%，创造出“逆势增
长”格局后，又开启“量增利倍涨”新格

局。

纵观当前中国家电产业发展格

局，既能在黑电领域占据一席之地、长

达 30多年引领彩电产业发展趋势，又
能在白电领域稳居领导地位、打造中

国家电装备制造领域首个世界冠军，

只有长虹一家。这不仅意味着长虹已

经具备在未来打造中国的“世界级”企

业潜质，也为中国家电企业未来跻身

全球市场提供升级转型路径。

垂直一体化的新领军

相对于很多黑电企业在白电产业

上“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2009
年通过资本并购切入中国白电市场的

长虹，却在这一领域实现“起步晚、增

长快”的跨越式发展。

作为长虹打造强势家电板块的主

要平台，2009年至 2012 年美菱电器
在中国冰箱市场上不断释放增长新动

力：主营业务冰箱销售收入分别达到

46亿、59亿、61亿、62亿元，复合增长
率高于行业同期增速。

2010年，美菱电器募集 11.8亿元
投入雅典娜冰箱、节能环保冰箱、冰柜

产能扩建。到 2012年底，雅典娜高端
冰箱一期项目基本完成，产能逐步释

放，成功推动企业在高端冰箱市场的

结构性升级：2013年一季度，三门及
多门等中高端冰箱产品的市场销售比

重达到 50%以上，而高端冰箱雅典娜
产品的市场销售比重在 2013年 3月
达到 10%以上，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
多。

长虹公司冰箱业务首席科学家王

应民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冰箱市

场产品结构的升级转型是受到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驱动。在长虹入主美菱

的这几年间，不仅带来了企业文化和

价值观的融合创新，还通过‘垂直一体

化产业链’布局，确定了美菱冰箱在市

场上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正是通过华意与美菱的“核心部

件+整机”垂直一体化布局，推动了长
虹家电业务市场领先地位。美菱冰箱

技术中心总监白连社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由于美菱和华意都在共享

长虹同一个技术研发平台，这就让我

们在冰箱新品的研发上，比如智能化、

变频化拥有更多的技术领先优势，通

过最低的成本、最短的时间实现最高

的新品研发效率”。

在刚刚起步的冰箱变频化趋势

中，长虹家电业务就通过“华意压缩与

美菱冰箱”一体化设计和研发，将原本

分散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变频压缩机

研发、变频冰箱研发和变频控制模块

研发打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王应民指出，“一体化的技术研发

平台既可以让美菱在变频冰箱上获得

性能更好、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同

样，这种模块化、一体化的变频冰箱技

术解决方案同样也可以让华意压缩获

得丰厚的技术积累，夯实在全球变频

压缩机上的领先优势”。

产业协同的腾飞后劲

面对已经开启的 2013年家电市
场竞争大幕，长虹家电业务从开年之

初就释放“集团化、规模化、价值化”扩

张新信号：美菱电器提出要在 2013年
实现国内冰箱(柜)增幅高于行业增幅
5%，出口冰箱(柜)同比增幅 25%，国内
空调同比增幅 20%，出口空调同比增
幅 30%，最终争取实现总体 100亿元
销售收入、净利润增长不低于 15%。

华意压缩明确提出要在 2013年
实现从“中国第一”向“全球第一”的增

长目标，在全球冰箱压缩机销量将达

3200万台，其中自有品牌出口比重要
达到 50%以上。至 2015年，长虹冰箱
压缩机业务要占据全球市场 20%以
上份额、中国市场 30%以上份额，产品
结构覆盖冰箱、轻型商用（含饮水机）、

车载移动等多个领域，形成 R600a、
R134a、R290、R1234yf、CO2 等多工质
的产品布局。

第三方市场监测机构中怡康的数

据显示：一二级城市市场迎来了冰箱

的更新换代，三门及以上高端冰箱需

求大幅度增长，三四级农村市场随着

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迎来新的

增长机会。

长虹公司美菱冰箱经营管理部部

长王国智指出，“随着整个冰箱产业已

经步入成熟期，企业发展与产品发展

也呈现出‘两极化’趋势：大企业越来

越强、小企业越来越弱；大容量多开门

产品比重越来越大、小容量双开门冰

箱份额直线下滑，这无疑给美菱这样

的行业领军企业带来新的增长机会”。

同样，这种发展机会对于长虹压

缩机业务来说，同样存在。在长虹公司

制冷压缩机业务负责人朱金松看来，

“至少在未来十年内，冰箱压缩机业务

不会面临发展的天花板。一方面是家

电消费的中高端化升级推动的产品结

构升级调整，带来更大增长空间；另一

方面则是企业自身的持续创新，通过

新产品、新材料出现推动产品升级换

代”。

与众多家电同行相比，垂直一体

化布局在推动长虹家电业务释放出

“一步领先”优势同时，长虹多媒体业

务与家电业务的跨界产业协同，也在

互联网、云计算浪潮冲击之下，将多媒

体产业“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快”的特

点，与家电产业“深度影响家庭生活方

式”的特点进行融合。

王应民透露，“基于整个泛长虹系

的创新平台，我们的家电产品创新不

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技术创新升级，更

加关注消费、关注人，通过为用户提供

更多更好的产品体验，谋求在智能化

竞争下的核心竞争力的确立”。

近年来，在变频空调、智能冰箱、

变频压缩机等一系列家电产品上，长

虹“黑白产业跨界协同”平台已经开始

释放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将长虹在黑

电领域强大的技术创新优势与白电领

域雄厚的产品制造能力对接。

长虹家电的战略新动力

原本分散在不同家庭、不同市场，

具备不同竞争力的长虹家电业务，在

智能化浪潮冲击下，依托公司已建立

的智能终端云服务平台，实现全盘激

活并获得全局化、协同性扩张。

近年来，智能化浪潮在云计算技

术的推动下，快速从电视等黑电领域，

向冰箱、空调、洗衣机等领域实现快速

扩张。以长虹家电业务为例，处在产业

链最上游的冰箱压缩机业务，中游的

长虹空调、冰箱、洗衣机、厨电业务以

及下游的长虹美菱专卖店业务，最终

基于智能化、云计算、云端融合、人机

交互等创新技术和融合平台，从一个

个原本分散的个体变成一张张连接各

种消费需求的巨大网络体。

白连社指出，“如果说，电视机是

客厅娱乐的智能化终端，那么冰箱则

是厨房健康食品管理的智能化终端。

在智能化推动下，我们将沿着食品最

佳保存方式的曲线进行产品研发，最

终让冰箱成为家庭健康饮食管理终

端，将气味检测技术、食品除臭技术、

远程解冻技术、智慧食物保鲜技术等，

都通过智能化云服务平台得到实现”。

从冰箱制冷向冰箱智能的转变，

这对于众多家电企业的技术研发提出

“前所未有”的挑战，却成为长虹家电

业务抢夺智能化发展头筹的战略契

机。王应民透露，“围绕用户在智能化

时代下的不同需求，家电业务板块一

方面要做强各种智能化产品终端、回

归消费者对产品本能需求；另一方面

则可以借助长虹已经建立的智能家庭

网络云端服务平台，实现从互联网、移

动互联网、物联网的相互融合，最终实

现大数据时代下的商业模式变革”。

围绕用户需求的创新协同平台，

已经在泛长虹系旗下的各个产品事业

平台搭建完成。《中国企业报》记者了

解到，长虹公司创新中心已经走出四

川，前往安徽、浙江、广东、深圳、北京

等全国各个控股子公司设立创新中心

分部，开始借助智能化契机完成各个

智能终端的标准统一和协同创新，从

而在云计算平台下实现对传统家电产

业的激活，并释放出持续做大做强的

动力源。

长虹家电版图迎来崛起拐点
本报记者 许意强

VIDAA TV首现北京卖场
用户赞海信电视体验佳
本报记者 文剑

“简直是太神奇了，换台时根本看不到黑屏，开机就直接

看电视，遥控器只有普通的 1/3大小，一眨眼的工夫就从电视
节目直播转到视频点播，没想到智能电视竟然是这样的”。

“以前都听别人说智能电视好，但我就觉得操作很不方

便。直到今天，我才感觉到这个高科技的方便，操作起来实在

是太快、太轻松了。让从不玩电脑的我都觉得方便”。

4月 21日，在北京国美电器马甸新活馆，不少消费者围绕
在海信 VIDAA TV前边操作体验边发表使用感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获悉，这正是海信于日前发布的全球最快、操作最简

单易用的智能电视新品。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称是其 30年
来见过“最洞察人性、最揣摩使用习惯”的电视。

智能电视颠覆者

近年来，全球彩电业的智能化发展，也带来了电视越智

能、操作越复杂：开机之后出现的各种选项以及复杂的遥控器

成为消费者抱怨的“核心”。模仿智能手机的设计导致智能电

视的接通率不足三成，语音手势识别成为摆设，连 IT人士都
玩不转智能电视。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国美电器马甸新活馆现场看到，海

信 VIDAA TV采用的无主页设计，开机之后就可以直接看电
视，满足老人小孩的简单操作。同时，其重新定义的智能电视

遥控器，仅为普通遥控器 1/3大小，四个按键分别对应直播电
视、点播视频、媒体中心、智能应用，四大功能均实现一键直

达。此外，首创的瀑布式极速选台，通过上下滚屏实现了换台

不黑屏的“零等待”响应速度。

正是一系列“由内而外”的技术创新，让海信 VIDAA TV
在 2013年以智能电视颠覆者的形象，出现在市场和消费者面
前，也开始在全球市场重新定义“智能电视”新标准。

前所未见的智能体验

虽然 VIDAA TV以人性化的使用体验为最大卖点，但其
外观设计却同样极具现代。它摆脱了“黑电”的传统框架，大胆

采用白色边框设计，辅以透明钢化玻璃底座，时尚靓丽的外观

彰显着这是一款颠覆性的电视产品。

电视机发展至今，屏幕虽然越变越大、画面质量也越来越

高清，内容也在由 2D向 3D发展，但在进行换台这个最常见
操作时，情况却是一模一样的：忽然间的黑屏，近一秒钟的等

待，才能看到新的画面。而如果你对新切换的节目不感兴趣，

还需要继续重复同样的动作。这样的操作体验让消费者虽有

一种郁闷不快之感，却无可奈何。

但 VIDAA TV却完全将这一流程推翻，在现场一名消费
者在使用一只仅有 28个按键的全新遥控器对节目进行切换
时，画面完全没有破坏性的延时黑屏现象，切换画面如瀑布般

流体的上下滚动，无需丝毫等待。

再配以“嗖嗖”的效果声，以往让人厌烦的“转圈式”换台，

也变得美妙痛快。以至于遥控器都没有设置常规的“0—9”数
字按键，而以上下的频道切换键来代替。更让人惊叹的是，

VIDAA TV的切换台时间仅为 0.1秒，让在现场的消费者感
叹，“换台速度快过眨眼睛的速度，有点穿越了”。

除了极速的频道切换，《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还卖场体验

了 VIDAA TV最常用的在线点播功能。只需通过遥控器上的
一个键，便可以在电视直播、视频点播、个人媒体内容中心和

应用程序之间自由切换。多任务处理的系统还可以让这四者

同时运行，非常人性化。

让体验者守住客厅阵地

就在记者体验 VIDAA TV的同时，一位年纪 50岁上下的
女性消费者也拿着遥控器在另一台 VIDAA TV点播着自己喜
爱的节目。

当记者询问家里是否有智能电视时，她给出了肯定的答

复。“家里那台电视也能上网看《甄嬛传》，但只有儿子会摆弄

找到。碰上着急看的好电视，还得用电脑看，一坐一天，脖子都

累坏了”，这位阿姨笑着告诉记者，“这台电视不太一样，遥控

按键标的也清楚，我刚一琢磨就会了，一按就直接进来了（在

线点播），坐在大沙发上看，舒服”。

“确实要好用很多，不少消费者一走到展台前就主动拿出

遥控器体验”，对于 VIDAA TV，国美卖场销售人员也给出了
这样的评价，“之前也有许多智能电视，的确也都能上网看视

频、对着电视玩玩体感游戏，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进行什么操

作，都给人感觉不顺畅，总是卡卡的，让人不痛快。海信展示的

这款电视不一样，遥控器按键很少，界面也很清爽，进行什么

操作都感觉很快捷顺畅，很有点‘苹果 TV’的味道”。
周末两天时间，已经有不少用户迫不及待地向国美电器

销售人员提出“预订”要求，并希望“五一”期间就能在家里体

验到这款“前所未见智能电视”。

随着各式电脑、手机的普及，电视这款家中最大的屏幕正

在被一大部分年轻的消费者逐渐冷落，如何守住电视这块屏

已成为了当前彩电企业最大的课题。零点调查显示：“简单易

用、运行流畅”，以 85.2%的得票率成为消费者对智能电视最
大的期望，谁能解决这一问题谁就能颠覆整个市场的游戏规

则，现在的海信电视无疑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吸油烟机效果比大风量更重要

行业领先的美菱冰箱生产线

一体化协同步入深水区

海信 VIDAA TV率先登陆北京大中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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