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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冷媒R290为制冷剂的环保空调已拿到上市销售的
“通行证”，这是否意味着由中国企业定义的新冷媒空调商业化

大战将全面打响。

12月17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全球首条由联合国多边基
金资助的R290新冷媒空调示范线专家组验收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由美的空调开发的采用R290替代R22、R410的环保空调拿到
中国首张3C证书，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上市销售。

美的家用空调事业部总裁吴文新透露，“早在多年前美的就

开始布局R290新冷媒，已经完成在压缩机等核心部件以及产品
研发、新冷媒生产线上的一系列布局，这正是美的空调实现‘精

品战略’的重要一环，最终目的是为消费者提供持续不断的好产

品。”

R290空调商业化起步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空调，大多数采用R22制冷剂。近年来，
不少企业推出了采用R410A新冷媒的空调。
不过，在中国家电协会理事长姜风看来，“R22、R410A都不

是空调新冷媒体的发展方向，R22对臭氧层存在破坏，而R410A
会产生温室气体效应，只有R290这种天然环保工质，才是未来发
展方向。”

当天，总投资超过1500万元，历经48个月改造的全球首条
R290新冷媒空调示范线正式在美的空调通过专家组的验收，符
合欧洲ATEX标准，并通过TUV国际安全认证，预计未来产能将
达到25万台。
当前，美的R290新冷媒空调已收到来自欧洲、非洲、中东、东

南亚等地抛来的意向订单。同时，随着国内第一张R290空调3C
证书的获得，这还将加速美的新冷媒空调在国际、国内市场的上

市进程。今年以来，美的空调相继研发完成的数款环保制冷剂空

调机型，都分别获得中国3C认证，欧洲CB、CE认证，澳洲SAA认
证等认证，打开了美的环保制冷剂空调进入海内外市场的大门。

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制冷部门主管Ole'Nielsen指出，
“美的R290空调示范生产线通过验收，标志着美的将打开全球及
中国的R290空调市场。相对于生产线示范项目来说，摆在美的面
前的将是如何在市场上快速推动这一产品销售，这一成就将更

为显著。”

对于美的空调来说，获得R290空调首张3C证书不只是意味
着企业成功抢夺环保新冷媒升级的产品技术先机，还打破了多

年来中国空调企业在R410A制冷剂上受制于国外企业技术专利
制约的壁垒。

美的空调战略性抢跑

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中国的R22使用量到2015年要在
2009年、2010年消费量基础上削减10%，最终到2030年要削减
97%以上，基本上将全面淘汰R22制冷剂。
尽管当前距中国全面禁止R22还有10多年时间，不过摆在中

国空调企业面前的制冷剂环保化替代任务并不轻松。对此，姜风

指出，“加快推动R290对R22的制冷剂替代步伐，不只是为了这
一代，而是功在下一代。”

据悉，美的研发的R290空调具备全新的室内防泄漏专利技
术、通过最严苛泄漏测试的室外及安全控制技术，已取得34项专
利技术，其中发明专利达7项，获得TUV安全认证、国家防爆证
书。

TUV莱茵大中华区工业服务总监Thomas Fuhrmann透露，
“在过去几个月时间，莱茵和美的空调经过持续的合作，最终让

全球首条R290生产线改造技术方案成熟可靠，并能以严谨、专业
和负责任的态度，保证了R290空调的安全可靠。”
知情人士指出，“近年来，美的空调在‘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

做好产品’的精品战略驱动下，一直在面向消费者、面向未来进

行新产品、新技术的布局。同样，在R290空调上美的也属于战略
性抢跑，意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保持在产品趋势和消费潮
流上的领跑优势，这符合大企业竞争法则。”

早在2011年初，全球首创的太阳能空调在美的问世后迅速
推向市场，2012年美的空调又推出全球首创的“一晚1度电”空
调，树立了中国空调节能新标准。进入2014冷年，全新升级的“一
晚1度电”系列新品、全封闭式挂式空调、双贯流柜式空调、物联
网空调等一系列新品，再度让美的站上了空调产品和技术发展

趋势的最前沿。

以美的这条示范线为起点，《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接下

来联合国多边基金还将在中国推动18条R290空调生产线的改造
和建设，助推新冷媒空调的市场化进程。

空调业将迎升级拐点

目前，新冷媒R290空调的批量化上市销售和推广普及，还没
有明确的时间表，美的空调也未透露明确的产品上市时间、种类

及价格。似乎，行业离R290新媒体空调的商业化尚待时日。
不过，在多位空调业内人士看来，“随着空调巨头美的在

R290新冷媒上已经完成从压缩机、整机和生产线的系统化布局，
这意味着只待国家政策和行业环境一旦落地，这家企业便可以

迅速向市场推出相关产品，从而提前锁定在这一技术趋势上的

优势。”

对此，环保部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肖学智认为，“中国空调

业在R290新冷媒上的替代进程，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履约承诺，还
影响到全球制冷空调行业的绿色环保技术发展方向。美的空调

率先迈出中国空调业在HCFCs替代上的第一步，也将会带动越
来越多企业的升级步伐。”

无论是当前空调业正在进行的节能技术升级，还是已经露

出端倪的新冷媒替代，都已成为中国空调产业发展的重要拐点。

吴文新坦言，“无论是高效节能，还是绿色环保，或是智能化技

术、新能源太阳能技术，美的空调已经完成了技术和产品的布

局，建立了一整套的产品解决方案，在主动承担全球责任的同

时，也将持续践行精品战略打造好产品。”

2013年对于中国厨电产业来说，
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高端依

旧红火。

梳理 2013年中国厨电产业的发
展历程，整体市场规模、盈利能力继

续保持着稳步增长势头，成为中国家

电产业最耀眼的领域。以方太为首的

高端厨电品牌市场份额继续扩大，并

推动了整个行业向上高端化的发展

进程。同时，伴随着高端化发展势头

趋强，隐藏在方太高端背后的品牌内

涵也呈现了全新升华，跨越单一手段

比拼，彻底回归到用户产品使用体验

后的全新生活方式引导和培养。更为

重要的是，整个厨电产业品牌竞争格

局也悄然生变，大品牌领导的“马太

效应”继续上演，行业份额迅速向高

端品牌靠拢。

战略论：
高端化仍大势所趋

中国五金协会吸油烟机分会理

事长、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

指出，“随着行业发展步入成熟期、产

品技术创新步伐加快、产业转型浪潮

到来，中国厨电产业已经于 2013年
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也让

方太坚定地在追求‘让家的感觉更

好’道路上，建立了一个全球化的高

效节能绿色环保厨房新标准。”

提及高端，就无法回避高端厨电

的开创者和领导者方太。正是在以

方太为首的中国本土企业持续推动

下，经过 10 多年时间的高端化战略
推动和实施，最终让中国厨电产业

于 2013 年迎来了全面高端化的发
展新浪潮。

以油烟机为例，来自第三方市场

监测机构中怡康的市场报告显示：自

2009年以来，高端油烟机市场占比从
26.8%一路上涨，2011 年、2012 年、
2013年前三季度，高端市场占比分别
为 35.9%、39.9%、46.5%。

进入 2013 年以来，《中国企业
报》记者看到，方太推动的厨电高端

化浪潮相继获得了来自西门子、美

的、海尔、华帝等众多企业的追捧，一

段时间内整个行业都呈现出“向上

走”的高端化竞争新趋势。高端市场

的销售增长率在过去三年均保持在

20%—30%基础上，今年则取得同比
超 45%的增速。

高端成为拉动厨电业快速发展

的新引擎，并进一步提升整个行业的

品牌集中度。就在 2013年第三季度，
方太吸油烟机在高端市场以 45.3%的
零售量和 45.2%的零售额双双位居首
位，领先第二名 1.5倍多。去年同期，
方太在高端油烟机市场的占有率为

36.53%。这也意味着，作为高端领导
者的方太在这一领域的领先优势呈

现继续扩大态势。

方太集团副总裁孙利明表示，

“方太非常高兴看到整个厨电产业在

2013年的高端化发展，这不仅不会挤

压方太在高端市场的份额，反而会通

过做大高端市场的蛋糕，推动方太在

这一领域市场份额占比的扩大。更为

重要的是，整个产业聚集高端化正是

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重

要体现。”

让方太等高端品牌感到高兴的

是，今年以来的城镇化转型和消费需

求升级，让越来越多的家庭对于高品

质生活和洁净空气环境的需求全面

释放。与此同时，消费群体的年轻化

和居室审美的国际化，以 80、90后为
主的新生代对中式敞开式厨房、健康

厨房、低碳厨房表现出更强的喜爱。

这些正是高端厨电品牌所期待和推

动的。

中怡康测算，2012年至 2016年，
中国厨电市场将保持 10%的年均复
合增长率，较整体家电市场增速要高

出 4—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3年
开启的厨电业全面高端化浪潮还将

继续保持着稳步发展。

品牌论：
赋予生活文化内涵

品牌正成为高端厨电企业在中

国给消费者建立的一个全新“图腾”。

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高端厨电

首选品牌并不是西门子等洋品牌，而

是方太这样的中国本土企业。这是因

为，中国企业迅速通过跨越单一的产

品技术、工业设计、使用性能、安装服

务等手段竞争，直击用户产品使用体

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开

始赋予高端品牌全新的内涵。

2013年 11月底，在中国国际五
金展上，高端厨电领导者方太以一场

“品味高端设计、体验艺术生活”产品

品鉴、美食艺术暨设计师沙龙主题活

动，展示一种前所未有的厨电艺术与

艺术食物交融的高端生活方式，吸引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通过将充满设计感的全新一代

风魔方吸油烟机及嵌入式恒温电蒸

箱、电烤箱这些亮眼的厨电明星，与

西兰花做成的手拎包、带着大葱领带

的模特、蔬菜制作的插花进行混搭，

让各种艺术食物打开人们的想象空

间。

在业内人士看来，“方太的聪明

之处就在于，对于高端品牌的定义和

标准，没有停留在技术先进、产品设

计、服务贴心等标准能力上，而是走

出了一条厨电艺术与美食艺术、厨房

烹饪与美食文化的融合之路，通过给

现代家庭的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生

活方式和体验内涵，从而赋予高端品

牌以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新内涵。”

这正是方太领跑高端市场的差

异化能力。正如孙利明所说的，“尽管

方太并不生产美食，但我们为生产美

食提供最好的厨电产品和烹饪环境，

使厨房环境变得洁净、健康、绿色，使

烹饪过程变得轻松、愉悦和有趣。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不只是提

供好产品，我们还传承并激活传统烹

饪、美食文化，倡导一种健康有品位

的生活方式。”

2013年 4月上市的方太全新一
代风魔方油烟机，通过给消费者带来

的“油烟不上脸、不怕炒辣椒”等吸油

烟效果，成为当年市场销售的“机

王”，多次在市场上遭遇被抢购一空

的情况。这款产品正是抛开了单一的

产品技术、大风量参数等比拼，回归

用户对于健康绿色厨房环境需求的

满足，从而上演“高端逆袭”。

正是通过不断给品牌在技术之

外，注入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新内涵，

这也让方太赢得了来自市场和消费

者的认同。日前，工信部主导的“2013
中国品牌领袖峰会”上，方太吸油烟

机、燃气灶双双摘取工信部 C-BPI（品
牌力指数）调查“行业第一品牌”称

号，以遥遥领先的品牌力指数连续两

年蝉联品牌综合实力厨电行业第一

名。

竞争论：
跨越过程直击效果

竞争已成为厨电行业大企业淘

汰小企业优化市场竞争秩序的常态

化手段。

面对 2013年众多企业围绕高端
市场展开的较量，《中国企业报》记者

看到，整个市场呈现出“参差不齐”格

局：有的企业在比拼风量大小、噪音

高低、免拆洗等单一技术参数；有的

企业则比拼综合技术实力和产品定

义能力，从多个维度定义全新的产品

标准；有的企业则跳出技术、服务和

营销，开始直击家庭对厨房环境的需

求和心声，从而定义全新的厨房环境

标准。

在中国家电商业协会副秘书长

吴咸建看来，“不同企业的不同竞争

手段反映出整个产业还处在一个从

发展向成熟的更迭阶段，这也正是大

企业利用新的发展坐标淘汰中小企

业的最佳时机。对于中国厨电产业未

来发展和竞争来说，当前所有围绕技

术参数、产品性能的竞争都属于摸索

过程，最终所有企业都将面临厨电吸

油烟好效果的结果博弈。”

“技术创新步伐加快、消费需求

持续升级，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绿色

环保驱动，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厨电

产业的较量和发展，最终将聚焦于好

效果的博弈。”孙利明认为，任何的单

一技术指标和性能参数的较量，最终

都要面临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好效

果这一体验式竞争，这将会成为今后

几年产业发展的主导。

近年来，方太已经在高效静吸、

共用烟道、近吸排烟等产品技术方面

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高效静吸科

技，这项荣膺国家大奖“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技术，正是

方太联手国内数十位承担“十一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的顶尖

专家历时 3年的心血结晶，成功催生
了油烟机行业的两代“机王”（登顶全

国十大畅销油烟机榜首的产品）———

方太高效静吸 II代 EQ01T，方太全新
一代风魔方 JQ01T。
“厨房事关千家万户，厨房环境

的洁净环保程度直接决定着人们生

活品质的高低。作为高端厨电领导

者，方太将继续行使第一品牌的领导

力，引领整个行业回到消费本位的轨

道上，让绿色健康的高品质厨房梦早

日实现。”茅忠群如是说。

中国五金协会理事长张立东指

出，“高端品牌已经成为中国厨电业

在整个经济领域的代名词，不仅推动

了整个厨电产业的良性竞争和转型

升级，还让一大批本土企业在技术创

新、产品升级等方面获得了丰富的回

报。目前在中国的众多市场化产业领

域，只有厨电行业的高端市场份额掌

握在方太等本土企业手中。”

环保新冷媒空调
商业化胎动
本报记者文剑2013年中国厨电业呈现三大亮点

本报记者许意强

经销商访谈

奥克斯好产品“挺直”空调商家腰杆

尽管近期冷空气的降临给东莞

带来了少有的寒意，但东莞时尚电器

“暖的家电”冬季特惠专场活动却呈

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场面：

奥克斯 2P 冷暖变频柜机特价
4999元，购买奥克斯空调指定机型即
有沙滩椅、豆浆机等精美礼品赠送。

此外，购买博客境界系列等新品更有

价值 1688元 4 天 3 夜港澳游活动相
送，给这种“暖的家电”冬季特惠活动

“添上一把旺火”。

成立于 1985年的时尚电器，是东
莞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家电零售企

业，通过国际先进的专业连锁零售经

营理念，已在东莞和深圳拥有 16 家

超大型的豪华电器卖场，总营业面积

超过 10万平方米，员工达 2500多名。
“我们从 2007年底开始与奥克斯

合作，至今已有近 6 年时间。自今年
11 月份以来已完成 100 多万元的奥
克斯销售额，连续在空调冷年圆满完

成并超出销售目标。这正是得益于奥

克斯的好产品策略，让商家在市场上

找到了竞争的底气。”东莞市时尚电

器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经理陈权威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对已经启动

的 2014年双方合作信心十足。
陈权威的信心，正是来源于奥克

斯内部持续进行的一轮变革。当奥克

斯以 2013 年同比 45%增长的业绩跨
入 2014冷年后，于 2014冷年投入 2.8
亿元，用于产品品质、市场研发、生产

自动化、产能扩张等方面进行改造，

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以及

完善的服务体验。

在奥克斯的这一轮升级改造工程

中，最让陈权威吃惊的是产品更新换

代的力度，并让奥克斯好产品的形象

在市场上快速建立起来。“奥克斯在多

年的发展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产品矩

阵，很多经典款式都拥有稳定的、庞大

的消费者群体，推出新产品显示了奥

克斯自我突破、自我革命的勇气。”

继此前“热霸空调”、“镜界空调”

等一系列消费者耳熟能详的明星产

品后，奥克斯又推出主打“好变频 1
度到天明”理念的博客产品以及静

悦、博悦等分别主打健康空气和高能

效节能的两大系列时尚精品。

“奥克斯刚刚推出的上述系列新

产品有自己独特的核心技术，例如博

悦、静悦等产品一举开启了变频空调

舒适新标准，所展现出的智能化、高

端化、节能化、时尚化也被业内人士

看做是空调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陈权威坚持认为，只有能做出好产品

的企业才能立于市场不败之地。

“在百花齐放的空调市场，产品更

需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们的

市场竞争优势在哪里，相信再过一段

时间就会有答案了。”陈权威说，“虽然

时尚电器刚刚感受到奥克斯的转型升

级带来的变化，但是奥克斯正谋划的

这一场‘大变革’是显而易见的，相信

不久将会得出结果，2014年空调市场
我们期待奥克斯的上佳表现。”

本报记者文剑

高端当道 品牌升华 竞争激烈

年终盘点

回归用户使

用体验，使方

太在高端厨

电领域的份

额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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