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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专注变频20年

始终引领技术变革

1996年，海信空调在青岛建立了国内第

一个变频空调生产基地，引进了当时国际一

流的变频生产线。1997年，中国第一台变频

空调在此诞生，就此开启了中国空调的变频

时代。如今，在中国变频空调的发源地青岛，

拥有行业最先进的升级版VVI喷射变频技术

的第4000万台海信变频空调顺利下线，标志

着海信空调已经引领了中国空调变频技术

20年。

“1997 年家里买了海信第一代变频空

调，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洋气。这么多年过去

了，一直用到现在也没有坏。家里人都不舍

得换。”在当天的活动现场，一名老用户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如此感慨。

的确，海信空调的“变频专家”不是靠广

告做出来的，而是广大用户和业内专家给出

的准确、客观的评价。在中国空调发展史上，

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变频空调器国家标准的

出台。2008年，海信牵头组织了变频控制器

国家标准制定，定义了变频空调的概念。

近几年，海信空调更是瞄准用户的差异

化痛点，凭借关键性技术突破，向市场推出

了具有颠覆性意义的6大系列精品：智炫系

列、智润系列、智劲系列、智净系列、智静

系列和智薄系列，满足了用户对空气温度、

舒适度、湿度、净化度、运行静音、产品外

观等不同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海信今年

新推出的苹果云360度炫转空调，彻底颠覆

了传统空调的设计理念，引领了第三代空调

柜机的问世；苹果云全封闭超静音空调，更

是以业内最低的16.5分贝创造了空调运行静

音的新记录。

“从 1997 年至今，海信不断自主创新，

已成功推出了七代变频技术，包括家喻户晓

的360度全直流变频、双模变频以及最新的

VVI喷射变频技术等，真正掌握了变频空调

的核心技术，改变了空调核心技术长期依靠

国外进口的局面。”被中国家电协会副会长

王雷称为“我国变频空调技术带头人”的海

信空调首席科学家王志刚告诉记者，“加快

淘汰定速空调已成为行业内大多数企业的共

识，期待行业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加快转型升

级。海信愿意将 20 年来积累的技术成果与

业内分享，为中国变频空调市场的发展继续

做出贡献。”

同时，王志刚还透露，在技术储备方面，

海信自主研发的第八代、第九代变频技术已

经取得突破，这些全球独创的核心技术将会

把空调产品的能效进一步提高到99%以上。

率先提出淘汰定速

推动产业全面升级

当天，海信空调发布了《变频空调产业白

皮书》，提出“淘汰定速，全面进入变频时

代”。“2016冷年海信将联合苏宁、国美、五星

及全国千余家家电综合型商家，在城市家用

市场彻底淘汰定速，全面普及变频。”青岛海

信空调公司总经理田野表示，“海信空调将

坚定不移地推进‘三专’战略，专注变频、专

注精品、专注用户体验。两年内海信变频

空调销量将跻身行业前三。”

正如海信的预料，变频空调毫无疑问

将是未来市场的绝对主流。“未来空调的四

大发展趋势是节能、健康、时尚、智能，而节

能将是四大趋势中的重中之重。”北京中怡

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东升认

为：“淘汰定速有两个必然的原因，一是相

比定速空调，在同能效标准情况下，变频空调

已完全具备了成本优势，生产制造成本已经

低于定速空调；二是在国家节能减排大方针

的指引下，以及定速空调能效等级入门门槛

提高的大趋势下，高效节能的变频空调将成

为未来空调市场中的绝对主流。”

实际上，消费者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空调市场竞争加剧、需求下降的大背景下，

今年上半年定速空调销量同比下降超过10%，

而变频空调销量却在逆势增长，变频淘汰定速

已成定局。“很多发达国家早已迈进了全面变

频时代，如日本变频空调市场占比已超过90%，

与此相比，中国变频空调市场前景仍很广阔。”

中国家电协会副会长王雷表示，“希望海信能

凭借自身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引领产业加速

转型升级，推动空调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000 年，海信推出“工薪变频”，就此引

发了全国变频空调的普及风暴。到目前，变

频空调销量在全国占比已达 65%，这离不开

海信对变频空调事业不懈的探索和追求。而

正如王雷所说，我国变频空调市场前景还很

广阔，海信变频空调的舞台还很大。

从目前我国家用空调的存量来看，近 2

亿台空调绝大部分是能效比为 2.6的普通定

速空调，而海信目前销售的变频空调，其能效

比最低为 3.9（国标 3 级），如果将全国现有 2

亿台定速空调全部换成变频空调，每年将节

电超过1000亿千瓦时，比三峡水电站全年的

发电量还要多。

全面践行《中国制造2025》

助力国家战略实施

除了节能、舒适，空调产品的使用寿命也

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王志刚坦言，

随着空调产品的设计日趋精细，为了让消费

者用得好更用得久，海信空调不断提高对产

品制造过程中可靠性和一致性的要求，用智

能制造为变频空调的生产制造保驾护航。

记者发现，在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不久后，海信智能工厂赫然出现在工信

部公示的国家首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中。显然，不仅仅是产品本身，海信在生产方

面也已经实现了自身的智能蜕变。

对此，海信集团副总裁汤业国告诉记者，

实际上，海信集团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

智能制造，从而加快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加

深变频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融合，走增质增效

的发展道路。2014 年 2 月，总投资约 11.5 亿

元、占地约 420 亩的海信集团新研发中心详

情项目规划问世，该项目瞄准世界最先进研

发中心，建成后将成为海信未来10年发展所

需的新产业孵化基地。2014年12月，海信在

广东江门投资了 8 亿元建成了亚洲最大、国

内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空调生产基地。

汤业国表示，通过在技术研发领域多项

实质性的举措，海信已经全面深入地部署国

务院近期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

同时，记者还了解到，海信空调已经完成

了智能制造的生产自动化和信息化系统改造

环节，下一步，海信空调将致力于完善从智能

工厂到网上商城的接入，为用户提供以物联

网互动为基础的个性化订制服务。

6月16日，乐视举行新闻发布会，针
对小米提出乐视电视的三点质疑，分别
做出了回应。

针对“播控平台涉嫌违规，电视有可能
随时被叫停”的质疑，乐视回应称：“目前正
在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互联网电视集成
播控平台七大牌照方之一）合作，对互联网
电视终端进行整改。目前，联合整改方案已
上报监管部门并已满足政策要求，只待最
后通过。乐视将努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整
改，满足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针对“友商内容比乐视内容多一倍，
免费内容高达 82%”的质疑，乐视回应

称：“‘零内容’的友商，居然用别人的公
网内容，号称自有内容生态全行业第一。
所有厂商都可以通过与播控平台及内容
方合作做到。这种草台联盟式的‘第一’，
传统厂商很多年前就已经是了。”

针对“价格骗局”的质疑，乐视回应
称：“超级电视和超级手机不仅是按量产
成本定价，力度更大的是用全屏影视会
员年服务费补贴硬件成本，让用户成为
最大受益者。服务到期后，用户可自主选
择是否续费。不续费用户，依然可以享受
和友商一样多的内容和服务，不应算作
骗局。” （轶 群）

乐视公开回应小米提三点质疑

海信空调：
自主创新领导变频技术
淘汰定速引航产业升级

今天是乐视手机上市后的“满月”之日，

其行业内最大敌人之一的小米，用一场声势

浩大的口水战为其送上了一份厚重的满月

礼。自乐视手机高调入驻智能手机市场一个

月内，本就多事的手机市场又迎来了新的变

革。曾经的王者小米在地位被步步吞噬后，终

于也露出了坐不住的姿态。那么，乐视手机的

出现究竟为这块市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未

来这块市场还将迎来怎样的血雨腥风？市场

相关从业者拭目以待。

改变1

品牌格局渐变群雄争霸

一月前，20万台乐视超级手机正式开售。

据乐视方面数据显示，1万台乐视超级手机1

Pro 1秒售罄，19万台乐视超级手机 13分 46

秒售罄。回顾此前2012年的小米战绩，20万台

手机4分钟内售罄，是其第四轮开放销售才达

成的，当时成绩为3分15秒。或许也是乐视这

样的成绩，小米不可能做到置之不理。

所以，一场被业界看做是小米近几年主动

挑起的空前骂战盛大启幕。对此，乐视方面认

为骂战掀起的原因，正是因为“乐 1”和“乐

1Pro”的发售让小米感到“颤抖和惧怕”。虽然有

些言过其实，但小米曾经霸主的地位目前来看

确实有些岌岌可危。有消息称，目前中国智能

手机市场在1500~2500元的产品线上，华为荣

耀1000万台的月销量已超越小米；360掌门人

周鸿祎携其刚刚接手的大神手机将市场700元

左右配置的手机降至399元，让小米被迫跟进

降价后有些焦头烂额；500~1000元的价格档小

米则一直处于产品空白。

所以，乐视手机开始的大规模量产，或许

会让小米最后一道1000~1500元的产品线彻

底失守，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手

机市场将正式迎来新一轮的群雄争霸。

改变2

价格战全面升级

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对于价格战并不陌

生，而严格来说，小米正是这一行业价格

战的发起者。2013 年，红米手机以 799 元

的价格，颠覆了千元智能机的概念。但这

次却反而几度被价格战弄得有些哑口无

言，其原由或许是这次价格战又上升到了

另一层面。

乐视手机在正式销售之后，便曝光了其

详细的成本价格，其中售价1499元的乐1手

机硬件成本在 1800 元左右，售价 2499 元的

乐 1Pro 手机硬件成本则接近 2900 元。这此

成本空开，也让业界感到了小米手机性价比

不容乐视的现状。乐视手机的这次行为，也

被看做是一次价格战中的成功“补刀”。

而这次挑起新形式比价方式的人，正是

一直致力于手机市场的周鸿祎。6月初，小

米官方宣布红米 Note 降价至 699 元促销，

周鸿祎立即宣布大神F2调价699元。并将两

机硬件进行详尽对比，大神 F2 移动版采用

“8 核 CPU、2G 内存、16G 存储”的配置，

让红米 Note“4 核 CPU、1G 内存、8G 储

存”的配置陷入难堪境地。而这种尴尬在

“ 大 神 F1 Plus 及 大 神 F1 2G” VS“ 红 米

2A”的对比中刚刚出现。

改变3

手机利润将越来越薄

已发展了四年的小米，目前在其官

网上除小米Note顶配版外，已有四款型

号可以实现免预约现货购买，产能基本

达到稳定，这也是目前小米在这一市场

具备的最大优势。对此，乐视方面也表

示，乐视超级手机今年8月后产能稳定，

预计第四季度后，超级手机单月产能将

达到百万台。

乐视释放出的这一信号，在业界看

来，随着乐视手机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其

量产成本可能会有一定幅度的下调，但

空间肯定还是有限的。但乐视方面不断

宣布其欲将价格降到量产的“极限成

本”，也充分展现了未来乐视手机“硬件

零利润”的决心。

而乐视的这一做法，又与周鸿祎对

未来手机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在周鸿

祎接管大神后，有了自己的王牌手机，似

乎也离他推动“免费手机”的计划越来越

近。在目前看来，小米正在竭力躲避着利

润、比价方面的正面 PK，在乐视明确表

明自己的立场后，智能手机已经开始朝

“零利润”方向挺进，这对于以手机业务

为核心利润点的小米来说，无疑存在着

巨大挑战。

乐视入驻手机市场后，智能手机市

场的变革已经开始加速进行。

本报讯 6月17日，360公司董事长兼

CEO周鸿祎宣布将联合中信证券、金砖资

本、华兴资本和红杉基金，向 360 公司股

东发出不具有约束力的私有化要约，拟以

每ADS 77.00美元 （对应每股A类或B类

普通股51.33美元） 的价格收购其他股东持

有的360公司股份。

“今天将是 360 历史中又一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时刻。”周鸿祎在发给 360 全体

员工的内部信中表示，“为了 360 未来更

好地发展，老齐 （齐向东，360 公司总

裁） 和我经过审慎思考，决定启动 360 私

有化战略计划。这是在反复考虑当前全球

及中国资本市场环境后做出的主动战略

选择。”

目前，360 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智能硬

件领域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之一。360 公司

不仅宣布与酷派成立战略联盟，成立奇酷

科技进军手机业，向市场推出奇酷和大神

两个手机品牌，还推出了儿童智能手表、

路由器、智能摄像机、行车记录仪等一系

列创新智能硬件产品。

周鸿祎说：“凭借360现有的出色表现

和能力，我们有充分的自主权做出选择。”

他认为，360的私有化不仅是资本操作，更

是360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助力，同时

为充满激情的360员工提供更多的机遇和更

大的舞台。 （轶 群）

360宣布收到私有化要约

本报讯 中国智能手机开始进入群雄

割据时代，HTC 不得不面临着需要维持生

存的尴尬现状。虽然华硕有意收购的消息

开始广泛传播，但 HTC 方面却在近日公开

表示，并没有与华硕就此事有任何接触，也

不会考虑与华硕合并。

有消息称，在华硕近日的股东大会上，

董事长施崇棠表示不排除收购 HTC 的可

能。随后更有消息称施崇棠曾在内部讨论

过收购HTC的事宜。不过华硕对此也很快

进行了澄清，称目前并没有针对 HTC 的投

资计划。

虽然 HTC 方面表示不会被收购，但目

前 HTC 的日子并不好过。市值一度高达

330亿美元的HTC，如今仅剩20多亿美元，

这甚至让在不久前召开的股东会上，HTC

董事长王雪红为近期股价惨淡的表现向股

东鞠躬致歉，并说今年 HTC 将通过四个方

面的努力来扭转市场被动。

与此同时，有消息称王雪红给员工们发

出一封信。信中表示HTC的问题在营销而

非产品，并给员工打气说，有很多重新扭转

运营的策略，很快就会推出。“为迎接市场环

境的新挑战，HTC需要做出调整，我们要改

变过去的做事方法和减少花费，而且必须立

即改变。” （欧 阳）

HTC拒绝华硕收购

本报讯 6月17日，由TCL集团旗下多

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与 IMAX 公司共同

出资成立的 TCL-IMAX 娱乐有限公司，正

式发布合资公司成立后首款新品——IMAX

臻享影院。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将这一

世界顶级的一站式家庭娱乐解决方案和全

新的高端私家娱乐方式引入中国市场。

据TCL集团董事长、CEO李东生介绍，

“IMAX 臻享影院”结合了 TCL 在硬件、软

件、服务和内容方面的优势，同时又融合运

用 IMAX 的影像和音效技术，为用户提供

“互联网+”电影的观影体验。用户将体验

到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家庭影院内容和最好

的设备保养服务。

与全球播“同步院线”瞄准大众化用户

不同的是，此次 TCL-IMAX 公司发布的

IMAX臻享影院目标受众定位为高端人群，

针对中国和新兴市场日益富裕的用户群，精

心打造新增业务平台，同时和快速增长的商

业影院业务互为补充，将IMAX体验带到尚

未触及的细分市场。

另据悉，今年TCL集团在“双+”转型战

略和国际化双轮驱动下，不断在视听显示领

域进行创新尝试，全球播“同步院线”和

IMAX臻享影院的先后发布，标志着TCL在

家庭影院领域将全面覆盖普通大众用户和

高端用户，这也表明 TCL 集团在智能家庭

影院市场的布局正日益完善。 （欧 阳）

TCL携手IMAX推出私人影院系统

乐视手机迎满月大考
创新乏味下的“补刀”与“助推”

66月月1616日日，，在一批老用户在一批老用户、、老工程师和老专家等的见证下老工程师和老专家等的见证下，，第第40004000万台海信变频空调在青岛隆重下线万台海信变频空调在青岛隆重下线。。在在
海信空调专注变频技术创新的第海信空调专注变频技术创新的第2020个年头个年头，，以以““技术立企技术立企、、稳健经营稳健经营””著称著称、、享有享有““变频专家变频专家””美誉的海信空调美誉的海信空调，，凭凭
借借2020年坚持不懈的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的七代变频核心技术年坚持不懈的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的七代变频核心技术，，获得了上千项国家专利获得了上千项国家专利，，赢得了赢得了40004000万全球用户万全球用户
的信赖的信赖，，引领着中国变频空调发展的技术革新和市场潮流引领着中国变频空调发展的技术革新和市场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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