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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正在成为一场关乎中央空调产业未来存亡的攻坚战。

日前，在国家节能战略关注重心开始以个人消费为主体的家庭

市场，转向以楼堂馆所为主体的商用市场背景下，刚刚落幕的中

国制冷展上，以美的为首的中国企业、以开利为首的美国企业以

及以大金为首的日本企业，均推出自主创新的节能中央空调新

品，并将整个产业竞争重点从绿色环保推向节能高效的转型方

向。

对于中央空调来说，节能创新已经从产业发展方向，通过科

技创新成果产品化，逐步变成市场上可以大规模推广普及的产

品。就在 2013年 4月初，美的实现节能技术自主创新的超高效
双级压缩降膜式离心机组，通过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

家技术创新最高水平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鉴定。鉴定专家组

认为这一中央空调产品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产品高

达 7.11的能效值超出国家一级标准 17%，创下全球中央空调产
品市场应用的巅峰。

一次绝无仅有的科技成果鉴定

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周远、陶文铨、郑平三位院士以及中国工

程院院士王浚组成的“两院院士专家团”，与中国勘察设计师协

会罗继杰理事长、中国建筑学会暖通空调分会徐伟理事长、中国

制冷工业协会张朝晖秘书长、中国制冷学会荆华乾秘书长、中国

通用机械研究院合肥通用机械产品检测院李江院长，同时出现

在美的中央空调“超高效双级压缩降膜式离心机组”的科技成果

鉴定会上。

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如此高规格的产

品科技成果专家鉴定会，在中央空调领域还是第一次，这从一个

侧面折射出美的自主创造的这项科技成果，代表了中国中央空

调产业的最高水平，与外资巨头同台竞技”。

多年来，我国在中央空调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比较薄弱，曾一

度令外资企业垄断中央空调市场。近年来，在美的等企业持续推

动下，本土企业率先在节能技术上找到突破美国和日本所形成

的技术垄断的出口。

此次，两院院士和相关行业协会领导都愿意参加这一科技

成果鉴定，也正是看到我国企业在中央空调节能技术上的研发

水平，已经取得领先突破。特别是在相关节能技术的产品化应用

和市场化普及上，获得认定。

与一些企业的节能中央空调产品尚停留在技术研发和市场

概念阶段相比，此次通过“两院院士”专家团鉴定的美的超高效

双级压缩降膜式离心机组，已成功应用于各类大型商用建筑，成

为节能中央空调普及“急先锋”。

一场关乎产业生存的转型战

这次由“两院院士”专家领衔组成的科技成果鉴定，一致认

定：美的超高效双级压缩降膜式离心机组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将

大大改善当前的行业节能技术水平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这

一结论背后，是这款产品的能效值最高可达到 7.11（国标工况），
超出现行国家一级标准的 17%多，大面积推广应用后将对推动
建筑能耗降低起到积极作用。

公开资料显示：在当前国内总能耗中，建筑能耗的占比高达

25%，中央空调所占建筑能耗的比重高达 40%左右。这意味着，
与目前市场上已经展开多年的家用空调节能升级换代相比，能

耗大户的中央空调节能步伐已经迟缓多年。

在“十二五”期间，中央空调的节能降耗任务将变得异常艰

巨。来自中国制冷工业协会的专家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作

为占据建筑能耗的最大元凶，中央空调的节能化浪潮已势在必

行。对于企业来说，唯一手段就是顺应并引领这一趋势”。

作为民族中央空调产业的领导者，在最近 10多年来，美的
一边在通过自主创新持续突破日美等外资企业在产品技术创新

上所形成的壁垒，一边又在积极借助国家产业升级政策谋求从

“追随到领跑”的转型突破口。

美的中央空调技术人员介绍，未来十年国内离心机需求量

约为 8万台，如全部采用美的超高效离心机，全社会暖通空调用
电量将会节约 212.86亿度，相当于减少投资 6个 240万 kW/h
装机容量的火力发电站，节能发电标准煤 834万吨，减少 CO2排
放量 2044万吨。
以节能技术升级为突破口，近年来美的已经建立起从全变

频模块式直流多联机、北美燃气炉、风冷热泵模块机、超高能效

空气能热泵热水器、高温直热循环热泵热水机等一系列中央空

调产品上的全系列节能军团。

一次弯道超车的美的式超越

中央空调产业的节能升级战，表面上考验的是企业在节能

产品上的技术创造力、市场推广力，实际上这是一场涉及企业综

合实力的全面较量。与绿色环保、智能控制不同，节能指标的降

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战，要求企业必须建立从技术、标

准、产品整机、建筑应用的一整套资源整合能力。

就在今年初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多个部委公布的第 19批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名单中，美的中央空调更是以拥有广东、重

庆两大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成为整个家电产业技术研发领域

的领导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远认为，“以高能效降膜式离心机组推出

为标志，美的在技术创新上成功突破美国企业的技术封锁，建立

中国企业的话语权。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在中央空调市场上的技

术领跑时代已经到来，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沿着美的模式

进行技术创新”。

“对于已经具备技术创新实力、市场号召力和产品推广力等

诸多优势的美的来说，开始借助新一轮的国家产业升级政策以

及节能减排的重大社会目标，以这一轮的产品节能升级谋求对

外资企业的弯道超车”，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江指出，节

能一战将会给本土企业赢得更多的市场空间和产业话语权。

从 2012年的逆势领涨，成就中国
冰箱业的“双寡头”格局，到 2013 年
的继续领涨，开启冰箱业的“高端加

速度转型”大幕。

容声冰箱，这家在中国冰箱行

业唯一拥有 30 年品牌发展史，并
创下连续 10 多年行业称霸辉煌业
绩的老牌巨头，如何经历 30 年大
浪淘沙仍坐稳冰箱行业领导者地

位，并牢牢引领市场趋势和消费潮

流？

在不少同行看来，容声冰箱 30
年“永葆市场竞争力”的答案并不复

杂。那就是立足做中国最专业的冰箱

品牌、提供最全面的产品解决方案。

通过面向消费需求建立快速反应的

产品技术创新能力，提供引领消费潮

流的食品节能保鲜解决方案；面向冰

箱制冷技术建立跨学科、跨产业的专

业化技术创新体系。

一枝独秀催生行业反弹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来

到。对于近年来一直略显冷清的中国

冰箱市场来说，容声冰箱的表现可称

得上行业最大“亮点”：这不仅在于容

声在 2012年整个冰箱市场大幅下滑
通道中，以“增速第一”实现逆势增

长。还悄然实现在三门、多门以及 300
升以上大容量等高端冰箱上的产品

结构升级，并在国家财政补贴驱动下

的节能冰箱市场上勇夺头筹。

最终，容声冰箱实现在市场零售

量、零售额，节能、大容量、多开门等

中高端产品上的全面爆发，成功跻身

行业“双寡头”之列，还加速整个市场

消费在节能、保鲜、高端等方向上的

持续升级。

进入 2013年，容声冰箱再度将
这一领先优势实现延续。市场监测机

构中怡康监测显示：今年 3 月，容声

冰箱市场零售量占比、零售额占比分

别从去年同期的 9.4%增长至 11.2%、
7.4%增长至 9.6%。特别是在三门冰箱
销售比重中，容声冰箱更是以 38.6%
市场占比稳居“双寡头”首位。

奥维咨询研究院院长张彦斌看

来，“如果说，国家节能补贴政策是点

燃容声冰箱在 2012年市场爆发性增
长的导火索，那么，在节能、保鲜、三

门及多门、大容量等高端产品上的差

异化布局，则是容声冰箱在 2013年
市场上继续领涨的核心驱动力”。

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

市场上，容声冰箱借助“节能惠民”政

策的翘尾效应和“消费高端升级”产

业浪潮，实现市场零售量和零售额占

比、中高端产品市场占比等多项核心

指标的持续领涨。

30年沉淀的产品力

近年来，在整个家电产业从竞争

导向到消费导向的转型过程中，产品

力开始逐步取代价格战、促销战、技

术概念战，成为企业间博弈的突破

口。这也正是近年来推动容声冰箱在

历经 30年产业重组洗牌后，至今还
能释放出强大市场竞争力的“奥秘”

所在。

在“风冷化、变频化、大容积化、产

品高端化、工业设计高端化”，这些代

表冰箱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方向上，

容声冰箱率先瞄准“产品和工业设计

的高端化、大容积化”，突出表现为“在

产品应用上抢先发力三门、多门等大

容量高端产品，在产品设计上全面提

升外观设计的时尚化、全球化”。

以 2013年 3月为例，三门冰箱的

平均市场零售量占比为 34%，而容声

冰箱市场销售中，三门冰箱的占比已

经达到 38.6%，远高于行业水平。同

时，在市场所有三门冰箱的销售中，

容声冰箱以 12.6%的市场份额稳居前

列。 （下转第十四版）

产品力助推容声冰箱 2013年再领跑
本报记者 文剑

从 1999年，中国空调业首次出现
“海尔、美的、格力”三强领跑的品牌格

局，到 2012年底，空调业“三足鼎立”,
品牌格局一直未发生变化。

进入 2013年后，随着家电下乡、
以旧换新、节能惠民等国家补贴政策

相继退出，中国家电产业迎来“零补

贴”时代，占据空调市场主导地位的变

频空调能效新标准即将于年中颁布并

实施，以及互联网时代下的渠道电商

化浪潮持续冲击，“牢不可摧”的空调

三强格局面临变数，三大品牌座次调

整将无法避免。

“在已步入成熟期多年的空调行

业，海尔等三大企业凭借寡头领跑的

优势，对行业二三线品牌形成较高的

竞争门槛。这意味着，只要三大巨头不

犯错误，其它企业就很难出现突破机

会。但在三大品牌之间的较量和竞争

则不可避免，这会是市场的焦点”。安

徽工业大学市场营销系李德俊教授如

是说。

三强格局 15年未变

1996 年，随着春兰、华宝等中国
空调业第一代领军企业的相继衰落，

以海尔为代表的空调业新势力纷纷崛

起，进入 1998年，海尔、美的、格力三
大品牌领跑的空调业新格局“浮出水

面”。

中怡康市场监测数据显示：2012
年，海尔等前三大品牌的市场零售量

占比为 59.06%。2013年一季度，前三
大品牌的市场零售量总额占比达到

65.1%，市场份额再度提升 3.04个百
分点。同时，《中国企业报》记者还看

到，海尔空调的零售量占比，在 2012
年全年，2013年一季度分别同比增长
3.14个百分点、2.82个百分点。

奥维咨询研究院院长张彦斌指

出，“从 1998年到 2013年，整整 15年
来，中国空调业三强领跑的格局一直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在海尔、

美的、格力三强之间座次调整。这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三强领跑的空调格局

是相当牢固和稳定的，已经形成一个

自循环体”。

在海尔等三大巨头领跑的这 15
年间，正是我国空调产业在全球市场

上的行业地位、技术创新和产品话

语权显著提升的“黄金时期”：从

1985 年推出中国第一台分体式空
调、1993 年创造中国第一台变频空
调、1995 年推出中国第一台变频一
拖多空调，到 1998 年凭借“变频一
拖多技术”成为空调业首个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奖的企业，海尔空调不

仅开创产业在变频化、健康化、低碳

环保化的发展先河，还推出包括变

频一拖多空调、健康氧吧空调、宽带

无氟变频空调、健康换新风空调、除

甲醛、除 PM2.5 等革命性产品，打破
外资企业的“技术壁垒”，完成对消

费趋势的自主定义。

“三大巨头领跑的这一格局，之

所以长期存在，关键是他们已经成为

中国空调产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的成

长加速器和创新引擎。一方面，三大企

业之间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较量，可

以通过强强竞争推高行业的技术创新

门槛和整体实力。另一方面，市场新进

者和挑战者往往会不断寻找创新和差

异化的突破口，这实际上会对三大巨

头形成一个正面的压力，反向推动他

们不断创新和提升，最终会在整个产

业竞争中催生一个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循环。”李德俊认为，这一格局在事实

上已经完成了中国空调产业在全球的

升级转型。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这种现象不只是出现在空调业，在

我国彩电业，以海尔、长虹、创维等 6
大品牌领跑的格局已经历十多年发展

后，更加趋于稳定和成熟。

外压内挤下的新变局

2013 年空调市场竞争大幕已经
拉开，面对国家政策相继推出、产品能

效标准再度升级、产业竞争步入消费者

主导以及互联网浪潮冲击，中国及全球

空调产业都迎来新一轮变局的拐点。

目前，已占据国内空调市场七成

以上份额的变频空调，正面临着新一

轮的能效升级。《中国企业报》记者了

解到，2013年 5月下旬新修订的变频
空调能效新标准即将颁布，并将于今

年下半年正式实施。与老标准相比，变

频空调新标准不仅进一步抬高产品能

效准入门槛，还首次突破跨越 EER
（制冷能效比）、SEER（动态能效比），
首次采用 APF（全年能效比），更加全
面准确地反映变频空调的节能指标。

中怡康品牌总监左延鹊认为，“变

频空调新能效标准的实施，将会成为

进一步推动国内空调市场品牌集中度

提升的加速器。在当前的市场格局和

品牌格局下，手握技术、产品、市场等

诸多优势的海尔等三强企业，市场占

比会扩大”。

市场人士注意到，在 2013冷年空
调市场甫一拉开大幕之际，海尔空调

便陆续发布“最低 0.1赫兹、最高 150
赫兹、最低功率仅 20瓦、省电 60.5%、

18分贝超静音”等一系列颠覆性变频
技术，并推出了“1分钟制冷、3分钟速
热”的颠覆性变频空调新品。

正是基于“颠覆性变频技术”的掌

握，海尔空调于 2012年 9月就宣布全
面停产三四五级低能效变频空调，转

向节能变频的研发生产和普及。这被

外界认为是，作为行业领军企业的海

尔，利用自身的竞争优势提前备战国

家政策调整，并为空调产业探索出一

条转型升级的路径。

一方面是作为市场主导的变频空

调能效升级，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专门

面向“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

惠民”三大刺激政策已相继退出，整个

空调产业再度回到“政策零补贴”的企

业完全市场化发展竞争时代。

在李德俊眼中，“中国的空调产业

从一开始，就是在领军企业完全市场

化竞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最近几年

来，国家三大家电政策的出台不过是

优化企业外部竞争环境，但就整个产

业未来发展来看，关键还需要企业做

强自身、练好内功。就今年的市场竞争

环境来看，政策退出会冲击到中小企

业的经营业绩，但对于海尔等大企业

来说，已经建立内生性增长体系，可以

摆脱对政策的依赖症”。

日前，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信息

服务中心发布的 2013年第一季度《中
国空调行业消费者行为研究报告》显

示：受季节和天气因素影响，今年一季

度超过 1/4 网民对空调功能最为关
注，特别是健康和舒适功能。在空调功

能关注指数 TOP10品牌中，海尔空调
功能关注指数以 1745夺冠，并且与第
二名品牌相比优势明显，而在空调功

能网民关注比例上，海尔空调同样以

16.1%的比例遥遥领先。

互联网浪潮下的新动力

淘宝、京东、苏宁易购等家电零售

的电商新平台全面崛起，消费者购买

行为也呈现出“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

的新走势。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全球

互联网浪潮，正在将变革的力量和触

角伸向中国传统的空调产业。

对于中国空调企业来说，互联网

浪潮已经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研

发以及市场营销等多个环节产生冲击

和影响。《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近

年来消费者购买空调的渠道，已经由

线下的苏宁、五星等全国及区域连锁

卖场，向线上的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

快速转移。目前，电商已经成为空调企

业不可或缺的销售渠道之一。

互联网的冲击，还在深度改变着

空调企业的技术研发体系和创新理

念。“从 2010年 9月开始的两年多时
间，每天有近 200多条用户抱怨空调
外观太呆板的信息，并表达出对空调

外观改变的渴望”，一位海尔空调技术

研发人员透露，直到去年 9月，一款打
破“方方正正”空调外观的圆形海尔

“帝樽空调”问世。

《中国企业报》记者还获悉，在这

款空调具体研发过程中，海尔空调设

计团队还首次打破阻挡在企业与消费

者之间的无形大墙，采取与用户的互

动中形成 30多个设计草案：三角形、
棱形、圆形，最终再从 30多个方案缩
减到 8个，到 4个后最终选定 3个圆
形设计方案，前后经历 9轮设计、互
动，再设计、再互动。最终，中国诞生了

首款在互联网时代下、企业与消费者

共同设计的“帝樽空调”。

中怡康监测数据显示，在 2013年
一季度，帝樽空调在所有中高端价位

段持续保持单品销量第一的销售业

绩。这意味着，作为行业巨头之一的海

尔，在互联网时代竞争下，找到了以消

费者需求定义消费群的新路径，这也

将成为整个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李德俊认为，“无论是国家政策退

出引领行业竞争回归市场，还是变频

空调能效标准提升加速市场份额进一

步向大企业集中，或是互联网浪潮冲

击下带来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和

消费定义的全面变革，这些都标志着

2013年空调业三强格局面临变化的
拐点。谁能率先完成战略布局，谁就能

拔得产业变革的头筹，继续引领产业

发展方向”。

这对于已稳居 14年空调三强格
局，并抢夺变频市场头筹、创新互联网

商业模式的海尔空调来说，将会成为

这一轮产业变局的执牛耳者。

2013年空调业三强座次或生变
本报记者 许意强

美的自主创新
打响中央空调节能战
本报记者 文剑

海尔、美的、格力领跑市场 14年

消费者正在饶有

兴趣地体验海尔

帝樽等创新空调

带来的舒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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