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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厂家宣传的空调耗电量，与我在家里拿电表测出

来的耗电量不一样”。

日前，随着天气升温也引发空调市场销售步入高峰期，作

为家庭“电老虎”的空调节能性再度引发消费者的高度重视。一

些消费者在购买“一晚1度电”等产品后，对企业宣传的实验室

检测报告耗电量，与家庭用电表测量出来的耗电量不同后，提出

上述质疑。

普通家庭通过电表直接测量空调耗电量的方法不科学，会

受到家庭中其它家电产品的影响。国家认监委强制性产品认证

技术专家组成员、广州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吴志

东指出，“100个家庭，有100个环境条件，更有100个不同的测试

结果，产品测试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就空调器来说，产品性能受

环境的温度、湿度影响较大，为统一产品的测试方法和性能要

求，要专用的设备控制环境温湿度和测量产品性能，这必须是在

专业的检测机构实验室才能实现”。

只有采用国家认证认可的第三方实验室测试出来的结果，

才能反应出空调产品的性能状态，结果才具有可追溯性和可比

较性。吴志东指出，“在实验室进行测量是国际上认可的公正可

靠的方式，也是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方式”。

不只是在中国，《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包括欧盟、

美国、日本等全球各个国家，对于空调产品的节能性、稳定性等

质量性能判断，均是采信由“第三方认证认可实验室出具的检测

报告和相关数据”。

江苏益邦律师事务所王书赟指出，“我国现行的《产品质量

法》等法律法规，对产品质量检测、抽查等均给出明确规定。也就

是说，空调是否节能不是由企业或者消费者说了算，而是由国家

工商、质监等执法部门，依托国家认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

检测报告认定”。

一个例证便是，目前在中国市场上，无论是省级还是国家级

的产品质量例行抽查，国家质监部门均是将抽样产品直接送到

第三方检测中心检测，并通过其出具的相关检测报告判断产品

质量是否合格。

对于一些消费者提出的“一晚1度电空调为何会出现实验

室检测数据与家庭实测数据不符”的情况，以美的空调在相关宣

传资料中标明的“一晚1度电ECO节能技术是在晚间室外温度30

度的情况下测试”为例，根据国家空调器产品质量规定，室外温

度在30度及以下的发生时间占整个制冷发生时间的58.45%，这

个是全国的综合统计值。国家气象资料显示，即使是在中国典型

的火炉城市（如广州、武汉、南京等），夏季晚间平均气温低于30

度的天数也占绝大多数。

“客观地说，夏季晚间室外环境温度30度及以下，是符合中

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气候条件的。美的空调一晚1度电ECO功

能的使用范围设定充分考虑中国大多数区域气候条件，具有较

高的实用性和普遍性。”吴志东如是说。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自2000年以来，消费者就开始质疑

空调厂家在市场上宣传的“空调耗电量”与家庭实际使用后测量

的耗电量不相同。不过，随着空调厂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空调

耗电量大幅减少。2012年9月，美的空调“一晚1度电”ECO节能科技

已经通过国家专业机构检测验证，并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当年

12月，美的空调ECO节能技术被以中科院院士领衔的国家级科技

成果专家组鉴定为“国际领先”。日前，美的空调“一晚1度电”还跻

身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发布的2012年高新技术产品名单。

本报记者 文剑

整合多品类 美的激活水家电市场 一晚 1度电，
谁说了算？
本报记者 许意强

水家电，在成为继空调、冰箱等

大家电和电饭煲、电磁炉等小家电后

的中国家电业新的“利润奶酪”，开始

受到各方企业和资本的关注。不过，

面对这一领域长达 10 多年时间内
“推而不广、有标不依、竞争无序”现

状，到底谁能激活水家电市场？

日前，有消息传出，已经在净水

行业“浸淫”10多年的美的集团，在完
成集团整体上市整合同时，将加大对

水家电市场的布局和拓展力度。集团

旗下的美的生活电器事业部，开始将

水家电与电饭煲、电压力锅等产品整

合，打造纵向协同扩张的新产业链。

回归产品：
让消费者有的选

对于已布局水家电产业 10多年
的美的来说，也一直受到产业市场化

“波浪式”发展走势制约，未能走出一

轮“持续增长”的大阳线。“从 0到 10
的发展容易，但从 10到 100的跨越，
成为制约水家电产业和相关企业的

最大瓶颈”，一位水家电企业人士坦

言，这个产业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

而持续增长的商业体系。

对此，美的生活电器事业部总经

理甄少强表示，“过去 10 多年来，美
的经历了中国水家电产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在美的成为中

国水家电产业领军企业的过程中，我

们充分认识到，必须要通过产品、技

术、营销、服务的四维一体化整合，牢

牢把握并引领消费者需求，才能构建

水家电的商业化轨道”。

“以不变应万变，以自变带业

变”，这成为过去 10多年以来美的水
家电快速崛起的最大动力。面对市场

竞争的混乱与无序，特别是中小企业

以低质量、低价格产品冲击市场，美

的水家电始终以“持续提升的产品竞

争力”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

另一方面，作为行业领军企业，

美的也在不断完善产品线、提升产品

应用领域，建立包括饮水机、净饮机、

电热水瓶、净水桶四大产品链，推出

厨房净水机、直饮机、管道超滤中央

净水机、软水机、管线机和商用净水

设备等全方位的产品体系，以自身持

续变化的产品和技术，带动整个水家

电行业消费趋势和潮流的变化。

正是通过在产品品质上的稳步

提升，和在产品技术和种类的持续更

新，最终让消费者在水家电上的可选

择性空间增长，也实现了市场应用空

间的扩大。来自中怡康的市场监测数

据显示：美的水家电旗下的饮水机、

净水机两类产品，均以 50%以上的市
场占有率，牢牢稳居产业第一的位

置，显示出企业的竞争优势。

瞄准技术：
建立核心竞争力

发端于海外市场的水家电技术，

目前已经形成了美国、韩国以及以色

列等技术强国。中国在水家电技术上

属于典型的“引进来、再消化”。以美

的为例，通过与韩国技术实力最强的

净水企业清湖合作，在短的时间内便

补全在水家电上的“技术短板”。同

时，又立足自身长达 10多年来对于
中国水环境、水资源的研究，率先实

现在净水技术上的“先中外融合再自

主创新”道路。

净水行业资深专家顾久传则认

为，“国外的净水技术，并不能拿过来

就用。就中国来说，每个省的水质环

境千差万别，用一种技术和一款产品

很难实现全面覆盖。实际上，2011年
前后 3M、松下等几大净水产品被查
出产品质量不合格，正是受到地域环

境和水质差异等影响”。

基于对中国数千个家庭的厨房

空间的调查研究后，美的专门针对了

智能卧式设计的净水机，全封闭式的

设计隔离油烟、虫鼠二次污染，同时

还节省厨房空间，提供一整套的净水

解决方案。

面对长期以来一些消费者在净

水机使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机

永逸”认识误区。净水机使用长达半

年甚至一年都不更换过滤芯、从而造

成水的二次污染等情况。美的专门在

净水机上研发智能预警系统，多级滤

芯动态显示，智能记忆滤水设备实时

动态，通过图标闪烁以及蜂鸣，提前

15天自动发出换芯提醒。
正是基于在技术上的“推陈出

新”，推动美的在净水机产业的强势

崛起。目前，围绕水家电产业，美的已

经完成从自主核心技术、滤芯等关键

零部件，到整机和系统解决方案，产

品技术标准等全方位的布局，参与并

主导了《反渗透净水机》、《超滤膜净

水器》等国家标准的制定者。

日前，美的独创的第三代 ONE-
TOUCH一体式滤芯，配合高智能化
的滤芯寿命预警系统，实现入水、净

化、出水一键式完成，即滤即饮，无需

任何等待时间，打破原先的滤水、净

水、存水到饮水的消费体验，倡导更

加健康、时尚的净水生活新主张。

精于变革：
引进来和走出去

从卖产品、提供一体化净水解决

方案、到探索依靠增值服务盈利、倡

导一种全新的家庭健康饮水方式。这

正是近年来，作为水家电领头人的美

的，针对净水产业现状和发展，不断

探索的一条变革之路。

甄少强认为，“正是基于对于水

家电事业的前瞻性预判以及面向中

国家庭倡导并推动一种全新的健康

饮水生活新方式的企业愿景，美的在

完成核心技术引进来之后，还在积极

推动净水产品走出去，最终意在探索

一条真正满足不同中国家庭健康饮

水需求的商业化道路”。

在完成了对市场消费需求的把

握以及产品和技术的布局之后。自去

年开始，美的水家电又展开了新一轮

的“领跑、升级”战略。即全面立足市

场需求，实现在中高端水家电市场上

的升级转型，在拓展水家电产业的长

度同时，也在积极做强水家电产业的

宽度和厚度，谋求在市场整体规模、

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利润三项指标的

全面领跑。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黄金周

期间，美的饮水机销量同比增长

22%，其中高端沸腾胆系列同比增长
10%；净饮机销量同比增长 35%，其
中高端纳滤系列同比增长 351%，美
的水机类产品终端销售额同比增幅

达到 11%，高端沸腾胆系列同比增长
86%。

在寻找激活水家电市场的过程

中，美的已通过自身的探索与付出，

开辟了一条美的式领跑的新道路。早

在 2010年，美的水家电产业规模已
经达到 20亿元，预计到 2015年这一
数字将突破 100亿元。

方太全新一代风魔方劲吹互联网时代
本报记者 文剑

蜂拥而来的互联网浪潮，作为传

统的厨电企业应该怎么办？日前，随着

方太全新一代风魔方吸油烟机的问

世，一个被认为是互联网时代下的高

端吸油烟机标杆，随之“浮出水面”。

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胡左浩教授指出，“互联网时代

下，对于企业来说面临的最大挑战，整

个市场竞争步入消费者定义并驱动的

新轨道中。这就意味着，企业的技术创

新必须要与个性化消费需求无缝对

接，才能引领网络时代的产业发展方

向”。

面对近年来中国高端油烟机的功

能实用化、设计时尚化、操作智能化的

发展趋势，作为中国高端厨电专家和

领导者，方太集团正是立足于做“使命

驱动型”企业，坚持“让家的感觉更好”

的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住“消费需求”

主方向，最终在连续五次开创中国高

端厨电产业发展新时代的背景下，再

度于 2013年开启中国高端厨电的互
联网发展新浪潮。

与传统的吸油烟机相比，方太全

新一代风魔方完全从消费者的立场和

利益出发，直击吸油烟机的功能本质，

即带来“前所未见的吸油烟效果”。这

意味着，方太在这一产品研发过程中，

必须要打破传统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体

系，将消费者最关心、最在意的“产品

使用效果”为核心基因，倒逼企业内部

的创新体系，整合吸油烟机从外观设

计到功能、从体验到制造的一体化过

程中。

消费者不是技术专家，他们不知

道企业到底应用哪些创新技术，但他

们却决定着未来的发展和走势。相对

于一些技术概念炒作、产品功能包装

和市场买赠促销，消费者更愿意为能

够提供最佳使用体验和舒适效果的产

品买单。在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

洪江看来，“在这一背景下，方太全新

一代风魔方对市场上的传统吸油烟机

造成冲击，并不难理解”。

在厨电业内人士看来，方太全新

一代风魔方给高端厨电产业带来巨大

的变革，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是，基于

长期以来消费者在吸油烟机使用过程

中，普遍存在的“油烟吸不干净、噪音比

较大”等不舒适产品体验，提升吸油烟

机的产品体验已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则

是，近年来在油烟机技术创新和产品升

级过程中，市场出现的一些“技术概念

炒作、产品功能包装”等误导消费者行

为的现象，整个厨电市场特别是高端厨

电竞争必须要回归消费者本位。

与人们传统的认知不同的是，在

所有的家电产品中，油烟机对技术含

量和可靠性要求最高。因为吸油烟机

要长期在一个相对恶劣的工作环境

中，但却需要同时满足人们多方面的

需求：足够大的吸油烟量、工作时发出

的噪音要低、耐腐蚀、表面强度足以应

对用户的经常性擦洗、具有良好的电

气安全性能等诸多需求。

对此，方太集团副总裁孙利明坦

言，“互联网浪潮冲击不到方太，反而

让方太在过去近 20年的积累和沉淀
得到了释放的平台。作为中国第一家

拥有厨电行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手握 400多项国家专利，仅发明专
利就多达 58项之多的企业，我们可以
应对日益加速的高端厨电产业升级和

快速变化的消费需求”。

国家“节能惠民”政策的退出，

就像是推倒一张多米诺骨牌，迅速

在中国冰箱市场上引发新一轮的洗

牌浪潮。日前，新飞冰箱就因受国家

政策退出的影响，让生产线上的临

时工无限期放假，并表示如果库存

消化不畅，有可能裁员。

与此同时，以容声冰箱为代表

的行业领军企业，在国家政策退出后

再度掀起新一轮的节能冰箱普及风

暴，以企业让利新政接位国家政策，实

现面向市场和消费者的无缝隙对接。

对此，中怡康市场研究公司品

牌总监左延鹊指出，“国家节能政策

的退出，必然会引发市场深度调整，

同时这也会加速产业大企业与小企

业之间的两极分化。对于已经患上

政策依赖症的小企业来说，将被迫

出局。而市场份额会进一步向大企

业手中集中”。

中怡康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中

标国家节能惠民的节能冰箱市场零

售量份额从去年 6 月 9.91%增长至
68.78%，有力推动冰箱产品结构性
升级。其中，截止到 2013年 4 月，容
声冰箱市场零售量、零售额年度累

计占比分别达到 11.6%、9.8%，较去
年同期的 9.8%、7.6%继续保持快速
增长的势头。

借助国家政策东风以及企业提

前拉开中国冰箱产业在三门、多开

门等中高端产品上的转型升级大

幕，近年来，作为中国冰箱业拥有 30
年品牌发展史的行业巨头容声，在

中国冰箱市场上走出一根“持续上

扬”的大阳线，与老用户共同演绎一

场“中国好冰箱”的品质传奇。

左延鹊认为，“容声冰箱的增

长，表面上看是受到国家政策等外

部力量的推动，实际上是企业建立

了面向市场和政策的产品力，并通

过加快产品升级换代速度、强化中

高端市场份额抢夺，最终完成自身

的增长力建设”。

过去几年，政府通过补贴政策

这一“无形之手”在积极推动家电产

业的升级转型。如今，随着政府调控

之手退出，家电企业和家电市场竞

争再度回归到“自主发展、优胜劣

汰”的市场化竞争轨道之中。这无疑

开始赋予大企业更大的市场竞争力

和生命力。

对于已完成产品力的容声冰箱

来说，借助政策东风已完成由“产品

力”激活“增长力”，最终构建一条

“不依赖政策、完全自主”的企业增

长体系。目前，冰箱市场排名前十位

的品牌零售量份额达到 84.4%，其中
容声冰箱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二位。

正是基于对消费者在冰箱节

能、保鲜领域，对中高端冰箱刚性需

求的准确把握，容声冰箱提前推出

一系列大容量、高节能、新保鲜的产

品，提前锁定今年冰箱市场竞争的

胜局，并将继续驱动整个产业的中

高端升级。

本报记者 文剑

企业力接替政策力 容声冰箱再现加速度

日前，中国电子商会、国家广电产品质检中心与领军企业

TCL共同发布《4K超高清电视选购标准》，首次从屏、芯片、系
统、画质提升技术、智能云、外观等方面，对 4K电视进行明确规
范，为消费者选购 4K电视提供可以参考的标准。

国家广电产品质检中心还公布首批 4K 电视检测结果，其
中 TCL 4K智能云电视云清 V8500和云晰 E5690被授予“最佳
4K超高清电视”称号。此前，中国电子视像协会还全面推荐
TCL 4K智能云电视云清 V8500、云晰 E5690系列产品。至此，
TCL 4K智能云电视获得中国彩电业三大权威机构———国家广

电产品质检中心、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中国电子商会共同

推荐，一举站上中国 4K超高清电视的技术制高点。
专家介绍，此次检测是当前行业对 4K电视最权威的检测。

TCL 4K智能云电视在所有评测项目中表现出色，达到当前 4K
电视的最高技术水准，如其率先搭载四核处理器和 Android 4.2
系统，并拥有业内最高端的 4K处理芯片 MSTAR 901K，一举实
现最佳的 4K画质播放效果。同时，TCL 4K智能云电视还在业
内首次实现 2K转 4K关联补偿技术，图像真实度达到 90%以
上，远超同类产品 70%的提升幅度，解决 4K片源问题。

TCL多媒体副总裁杨斌表示，选购标准的发布将会提高 4K
电视行业准入门槛，有效阻止“伪 4K产品”入市，从而增强中国
彩电整体竞争力，为消费者带来良好的市场环境。

首个 4K超高清
电视选购标准发布

本报记者 安也致

TCL4K智能云电视斩获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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