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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发布公
告称， 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在厨电
行业对油烟机产品强制实施“能效等
级管理制度”。 而 2012 年初，修订后
的油烟机产品国家标准也正式颁布
实施，拉开了中国油烟机在全球化背
景下的新跨越。

有知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透露，“在这两项国标相继出台背
后，是受到中国高端厨电开创者和领
导者的方太的推动。 ”

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
曾多次指出，“作为一家以愿景、使命
驱动的企业，方太是为了让家的感觉
更好，让用户能享受到健康、低碳、品
位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过去 10 多年
以来，方太一直引领中国高端厨电市
场的原因。

从绿色环保到高效节能
短短一年时间，从国家产品标准

的修订实施， 到能效等级管理制度
的首次实施， 表明由方太全力推动
的“绿色环保”与“高效节能”两大趋
势， 已成为引领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的主流趋势。

如果说，绿色环保、高效节能成
为中国厨电产业未来发展的两大趋
势，那么方太全新一代“风魔方”产
品则提前完成了从国家标准制定、
企业科技创新到产品市场推广的无
缝对接，并通过将“绿色环保与高效
节能”两大趋势合二为一，向消费者
迅速传递出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国
家产品标准中， 首次将气味降低度
与油脂分离度、 工作效率等纳入油
烟机产品性能的考核标准中， 强化
了油烟机的绿色环保性， 迎合绿色
低碳社会的发展趋势。 后者突出了
油烟机的高效节能性， 通过首次在
油烟机产品上推动节能性的等级划
分并鼓励高能效产品的研发推广，
从而应对整个国家的节能减排政
策。

早在今年初方太面向市场发布
的“全新一代风魔方”油烟机，便创
造性地实现了全加速直排系统（真
正实现油烟直吸直排），敞篷宽流技
术（把油烟拦腰截断，彻底吸净）、全
自动隔烟屏（给油烟设置禁飞区）、
自动巡航增压模式（让公共油道畅
通无阻）四大创新科技融为一体，在
出色实现了“油脂分离度和气味降
低度”两大指标同时，还完成了节能
低碳，创造一个“绿色环保、节能低
碳”厨房环境。

从 1996 年的中国第一代完全
自主设计的深型吸油烟机、 中国欧
式吸油烟机、近吸式吸油烟机、嵌入
式成套化厨电、高效静吸吸油烟机，
到今年推出的“全新一代风魔方”油
烟机，方太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从
领先、 领跑、 领航的一系列升级转
型， 成为不断开创中国吸油烟机和

嵌入式厨电的行业霸主， 带动了油
烟机和厨电行业的持续升级。

对于消费者来说， 在不断推高
的厨电产业进入门槛背后， 是方太
为首的中国企业高端战略实施的
“炉火纯青”， 最终将产品技术发展
趋势与消费潮流进行融合后， 上升
到国家强制标准的政策层面。

为何全新一代风魔方油烟机，
能够实现对两大国家标准的领跑，
从而成为国家高性能标准的最快践
行者？ 为何在过去 10 多年来，总是
方太领头抢夺高端厨电市场头把交
椅， 并完成对中国高端市场品牌格
局的锁定？

从茅忠群的一番讲话中， 或许
能够找到答案。 他坦言，“相对于很
多企业的使命可能是利润、 也可以
是规模， 甚至还可能是将竞争对手
消灭掉。 这样就造成他们的关心点
很少放在顾客身上， 很难推出真正
开创性的产品。 方太的使命是让家
的感觉更好， 这就逼迫我们不断围
绕顾客需求进行产品创新”。

从自主创新科技
到行业通用标准
对于中国的厨电企业来说，方太

是一座永远不能绕过去的门槛。这不
只是因为方太创造了中国最好的高
端厨电产品，设定中国高端厨电的进
入门槛和商业规则。 更重要的是，方
太立足自身创新，完成对整个中国厨
电产品技术标准的修订和完善，构建
产业竞争新价值体系。

早在 2010 年美国西雅图召开的
第 74 届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年会
上，来自中国的方太集团便获得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成为代表
中国吸油烟机行业唯一参会代表，参
与国际电工委员会大会并提交对国
际标准的修订提案。

就在这一年，全国家用电器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正式发函，方太
成功当选全国“吸油烟机标准化工作
组组长单位”，担负起牵头修、制订吸
油烟机领域的相关国家标准的重任。
此前，得益于企业的技术领先、品质
可靠、产业链完善，并且在标准化方
面具有雄厚的实力，方太相继参与过
吸油烟机、消毒柜、燃气灶、燃气热水
器等主要国家标准的修、 制订工作，
担任多个家电分技术委员会的副组
长、委员工作。

如今，由方太参与并推动的吸油
烟机产品国家标准和产品能效标准
已相继颁布实施，拉开了中国油烟机
产品的绿色环保、 高效节能发展新
幕。 同时，由方太主导的吸油机国际
标准也有望于今年正式颁布，这将成
为中国创造走向全球的一个里程碑，
为全球厨电产业注入“中国基因”。

这在方太集团副总裁孙利明来
看，“并没有什么感觉特别意外的，从
企业成立之初， 就确立了使命和愿景
驱动的理念， 这就让我们要比竞争对
手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 用于满足

顾客的需求，用于产品和技术的创新”。
除了拥有雄厚的本土设计实力，

方太还掌握来自德、日、意等地的设
计团队和最先进的高端厨房生产设
备及国际工业制造先进技术，例如飞
机风机研究专家、 潜艇噪音专家、北
航军事可靠性专家、德国工业设计专
家等，完成了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的垂
直一体化产业链布局。坚持每年将不
少于销售收入的 5%投入研发， 且方
太财务上对技术研发投入从宽，不设
上限，而行业研发投入平均水平只是
2%—3%左右。

目前，方太还拥有 2 个国家级电
气实验室， 并拥有占地 6000 平方米
的世界上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厨
电实验室。 并已经取得包括“高效静
吸”、“自动巡航” 在内的 400 多国家
技术专利，其中发明技术专利数量达
到 58 项， 占到中国厨电行业发明专
利总数量的一半以上。

“都说三流企业拼价格、二流企
业拼产品、一流企业拼技术，超一流
企业才拼标准。 现在来看，方太不仅
拼产品、拼技术，还要拼标准，就是想
通过这种面向市场消费者、面向厨电
行业、面向国家宏观政策三个层面的
立体化布局， 构建全方位的竞争体
系，毫无疑问为中国在高端厨电产业
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石”。 浙江万里
学院客座教授冯洪江如是说。

从企业的自主创新科技，推动中
国、 国际产品技术标准的修订和完
善， 作为中国高端厨电产业领导者，
方太开始将自身的创新实力，升级为
影响行业及全球发展趋势和方向的
力量，并借助这一转变推动整个中国
厨电产业在全球高端市场竞争实力
的提升。

从高端厨电开创者
到行业绝对领导者
作为中国家电产业唯一一个由

本土企业完全掌控高端市场格局的
领域，高端战略不仅让中国厨电企业
拥有足够的利润回报和创新空间，进
行产品技术的创新，还让中国企业真
正掌握了对整个厨电产业发展趋势
的定义权。

从高端厨电产业格局开创者，到
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者，推动方太完

成这一“华丽蜕变”的力量，正是基于
面向中国市场和消费需求的深度创
新，打造了一条集“本土传统文化和
悠久历史，与现代科技创新”于一体
的现代厨房，实现了数千年来中国人
对于“绿色环保低碳节能”厨房梦。

“与一些欧洲的顶尖厨电品牌相
比，我们拥有不相上下的技术创新实
力。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比这些国际
企业更了解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烹
饪文化，提供可以在短时间内强劲吸
尽大油烟、高油烟的油烟机，并且还
能实现油烟机的安静洁净”。 孙利明
如是说。

就在方太此前承担的国家“十一
五”厨房卫生间污染控制与环境功能
改善专项课题中， 共有 17 项技术取
得全面突破。 方太还首次提出，在大
量用户使用体验调研的基础上发现，
在 15 立方米/分钟的最佳风量下，革
命性地将噪音降低到 48 分贝， 实现
最佳吸油烟效果与超低噪音的双冠
结合。

今年， 基于方太在高端油烟机
“高效静吸” 科技上的雄厚实力和技
术沉淀， 全新一代风魔方产品再度
“傲视”群雄，在上市短短半年时间内
便夺得中国高端油烟机市场销量的
“头把交椅”，并再度完成了方太在中
国高端厨电产业的蜕变：以一款革命
性产品成就一个“与众不同”的绿色
环保低碳节能厨房环境，实现了从一
个产品、一个市场、一个完整的产业
链的立体化崛起。

以打造顶级厨电品牌为长期目
标，方太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高
端厨电专家与领导者”: 连续四年蝉
联中国公司品牌调查第一名，连续两
年蝉联“中国第一理想品牌”， 方太
“抽油烟机”和“燃气灶”在 2012 年双
双荣获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第一品
牌”称号。 多年来方太几乎囊括了所
有第三方权威机构品牌调查的第一
名，足以证明了方太品牌的地位并不
是自封的，而是千万消费者一致的首
选品牌。

中怡康的市场监测数据显示：自
2004 年以来， 方太在高端吸油烟机
的市场占有率（零售量、零售额）双双
稳居第一，高端市场份额占比达到了
近 40%，开创了在行业发展寒冬中的
逆增长。

近年来，被誉为中国空调业冷冻年度市场竞争风向标的
美的空调新品发布会，再度如期揭开神秘的面纱。

8月2日，美的空调再度以领航者的姿态，提前揭开了备
受市场和消费者关注的2014冷年产业发展趋势的谜底。《中
国企业报》记者了看到，这一次美的空调继续沿着“产品主义
者”路线和“用户需求驱动”体系，发布三大系列16款新品阵
容，除了继续沿着节能化方向外，还首次确立了高频速冷速
热、全封闭室内机、物联网控制等产业发展新趋势，构建涵盖
豪华、高端、中端的精品空调组合。

市场观察家洪仕斌指出，“自2008年以来，美的空调每年
一次的新品发布会都会成为行业下个年度市场竞争和消费
趋势的风向标。这说明美的空调的经营转型已经走到了整个
中国空调产业的最前沿，这也反映出产业未来竞争一定是回
归用户需求”。

精品战略的再次领跑

根据美的空调每年一度的新品发布会，再做出企业下一
阶段市场产品推广方向的调整， 这已成为最近6年来众多中
外空调企业的一致行动。

这一切， 正是源自于美的空调于2008年9月突然发动的
那场“震惊全国”的变频空调普及风暴，这也拉开了美的空调
作为行业产品和技术创新领导者的地位确立。

面对已经拉开大幕的2014冷年空调市场竞争，又将会出
现哪些新走势和新产品， 又会释放出哪些新信号和新方向？
美的家用空调研发中心主任李强介绍，“除了对耗电量低至

‘一晚1度电’的ECO节能系列产品扩容外，美的还首次向市
场推出了高频速冷速热、 全封闭室内机、 物联网控制等新
品”。

作为2013冷年空调业当之无愧的“明星产品”，美的“一
晚1度电”空调经受住市场、消费者和中国四大权威检测机构
的多重检验。其中，中国家电检测所、广州威凯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四
家国家级权威检测机构，同时向美的空调面向2014冷年推出

“一晚1度电”系列新品，颁布了节能效果检测合格报告。
面对即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变频空调国家能效

新标准， 美的空调事业部总裁吴文新则宣布，“美的空调自
2008年以来通过变频空调普及、 全直流变频升级换代等实
施，储备了雄厚的变频技术优势，也让美的空调成为中国空
调业首家完成所有变频型号的APF新标准的研发切换和生产
准备工作”。

不只是抢占变频空调新国标APF标准的头把交椅，在“满
足用户需求”的创新道路上，美的空调同样将“潜在需求变成
了市场增量”。 中怡康市场研究公司总经理贾东升透露，“在
今年初中怡康一次针对空调消费者的调研中，制冷制热速度
慢、噪音大、耗量多被认为是消费者最头疼的三大问题”。

“开机20秒便可以吹冷风、开机40秒便有热风，美的空调
高频速冷速热让梦想变成现实。同样，对于近年来很多人都
特别关注的物联网技术，美的空调同样会在2014冷年推出具
有家庭和远程控制两种模式的物联网空调，让手机替代遥控
器随时随地控制空调。此外，美的独有的全封闭室内机，开创
性地将室内机的进出风口进行隐蔽式设计，既颠覆了传统的
空调工业设计机构，又提前想到了消费者对高端的追求”，李
强表示，美的空调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

从沿着节能坐标，将“一晚1度电”产品按照新国标APF标
准的升级扩容，到建立智能化新坐标，让物联网空调从梦想
规划变成现实触手可及的智能产品， 颠覆空调工业设计，开
启空调室内机全封闭结构，这被美的空调定义为“实现消费
者价值，从规模化扩张向内涵式扩张经营转型”的精品战略。

网罗用户的新阳谋

如果说一晚1度电，只是美的空调定位于“产品主义者”
新角色在行业的第一次试水，那么进入2014冷年，美的空调
在这一角色上的表现更加炉火纯青，并为正在谋求“从规模
到价值、从制造向创造、从产品到精品”转型的中国空调业注
入信心。

对此，吴文新深有感触。他指出，“对于当前的空调市场，
已不能靠单一的低价炒作和简单的技术概念包装来吸引消
费者，必须要实施精品战略，让企业推向市场的每一款产品
都是精品，每一款产品的每个细节都是精品。只有注重产品、
注重质量、注重用户需求，才能真正推动企业的逆势增长，构
建用户需求驱动的企业发展体系”。

在美的空调“精品战略”的背后，正是受到来自于市场和
消费者购买能力的强力推动。贾东升透露，“根据对过去一年
多国内空调市场的研究，特高端、中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都
是增长，反而是低端市场份额在下滑。其中，中怡康对全国
8000多家门店的监测显示，今年上半年美的空调价格体系同
比上涨4.4%。这一时期行业均价整体涨幅为1.3%”。

同样，美的空调在高能效产品上的份额，也取得了决定性
的领先优势。中怡康零售监测数据显示：在2013年1—6月份全
国高能效（一、二级）变频空调市场销售中，美的空调以27.7%
的市场占比位居全国首位。与此同时，美的ECO节能系列的尚
弧（35KB）、悦弧（35LG）两款产品分别以14.44%、4.19%市场
占比高居一级和二级变频空调畅销型号榜首位置。

“美的空调的精品战略，不只是推出几款在市场上‘叫得
响’的新技术、新产品这么简单，而是基于企业在此前的‘全
产业链’优势基础上，面向消费需求建立的一个全新的‘开放
式生态链’体系探索。特别是在物联网时代，美的空调的ECO
节能系列、物联网系列、全封闭系列会在用户需求的价值驱
动下，释放新的商业价值”，洪仕斌如是说。

本报记者 文剑

美的空调精品战略
揭晓 2014冷年风向标

本报记者 许意强

方太高端战略
推高中国厨电行业准入门槛

（上接第十三版）
从易酷客品牌系列产品首发锁定

的“京东商城”，到 Glory彩色系列电磁
炉首发选择“苏宁云商”，美的显然在
探索更适合自己和消费者的平台。 苏
宁易购副总裁李斌透露，“以电磁炉产
品为例， 苏宁云商全渠道单月销售数
量近 30万台，其中仅苏宁易购月度销
售数量就达 5万台”。

作为美的全系列产品在中国大陆
的最大渠道合作伙伴， 苏宁云商在年
初确立了“店商 +电商 +零售服务商”
的商业模式， 线上线下从同步发展走
向全面融合。“对于美的这款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彩色系列电磁炉， 我们将在
线下连锁平台给予最好的展示位置，
在线上平台也将提供最醒目的导流入

口， 让中国的消费者尽可能便利地接
触并体验这款商品， 同时在后台仓储
上我们也将确保货源充足”，李斌如是
说。

厚积薄发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市场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从红海竞争到开拓蓝海市场，需要
如此。 在互联网时代，面对消费需求的
千变万化，同样需要有实力、有底气的
家电企业，凭借“厚积薄发”系统资源，
实现对产业升级和消费趋势的引领。

美的 15 年来精耕中国电磁炉市
场，特别是最近 10 年来一直引领整个
电磁炉产业的发展方向。 在左延鹊看

来，“无论是之前创造的全球最薄电磁
炉，还是今年推出的彩色系列电磁炉，
都体现对美的基于自身对于这一产业
的深厚理解力和全面掌控力”。

更重要的是， 从电磁炉产业的第
一次升级， 到美的牵引的产业第三次
升级和第四次升级， 整个产业的技术
创新步伐越来越频繁， 产品换代也越
来越快， 整个市场的价格体系也呈现
出持续上扬的势头。

市场监测显示，今年 3月份以来，
中国市场销售的电磁炉较去年同期相
比上涨了 10%以上， 价格也同比取得
了近 20%的增长。 在美的，市场零售价
超过 600元的电磁炉产品增长速度超
过 200%， 增速是行业整体的 15 倍以
上。

李德俊则指出，“在电磁炉从黑色
向彩电升级的背后， 则是作为这一领
域绝对霸主的美的， 谋求的电磁炉从
中低端向高端转型的战略意图。最终，
让小家电产业摆脱价格竞争体系，回
归到产品品质、 科技、 价值的轨道上
来”。

目前我国电磁炉市场潜力达到
7000 万—8000 万台， 市场容量超过
百亿元。 更为重要的是，在外部市场
经济的持续推动下，我国普通居民家
庭对生活电器的消费能力也在显著
提升， 目前一二级城市的高品质、时
尚生活电器的普及率已经接近欧美
发达国家水平， 而在时尚、 智能、绿
色、环保趋势推动下的小家电产业也
呈现出一轮“持续上涨”转型趋势。

色彩创新掀起电磁炉第四次革命

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