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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空调份额遥遥领先
近10年来，格力美的在国内市场的出

货量和销量都排在第一与第二的位置，霸
主地位难以撼动。

本报记者 高阳

但是，尽管掌握了压缩机的核

心技术，中国企业仍然会为自己旗

下的中高端机型采购来自日本品牌

的压缩机。目前松下、三菱电机、

大金配套的压缩机厂规模也不小。

“在中国市场，日本压缩机依然是

高端品牌的象征。在卖场，国产品

牌的销售员经常会向消费者介绍其

压缩机进口自日本，以此标榜空调

的高品质。”刘龙表示。

由此看出，中国空调若想摆脱

中低端的品牌形象，还有一段路要

走，所以主流的空调企业一直在努

力调整产品结构，升级产品。鲁建

国表示，格力、美的、海尔掌握的

空调技术总体上是世界领先的，特

别是在空调的多功能化方面。

空调行业资深人士沈建告诉

《中国电子报》 记者，空调技术大

致有三个发展方向：节能技术，代

表性的有美的的全直流变频空调

ECO 节能关键技术；智能化的人

机交互技术，以海尔的舒适性智能

控制技术为代表；风道优化技术，

例如格力的人性化导风系统，奥克

斯极客空调的风道系统。

其实空调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空

气，调节空气则包括调节温度、洁

净度、湿度、流通速度这些功能

点。刘龙告诉 《中国电子报》 记

者，最早空调单纯是调节温度，现

在则是要将调节洁净度、湿度、流

通速度这些功能点作为重点去开

发。例如洁净度，要除PM2.5、甲

醛；湿度，海尔的卡萨帝、海信和

松下的空调都有控制空气湿度的技

术。“未来空调的产品趋势首先是

空气调节功能的补全，其次是解决

消费者的痛点，比如空调的节能

化、健康化、艺术化、智能化等这

些点。”他说。

咨询公司 GFK 分析师魏嘉则

补充，个性化空调是空调市场的一

大亮点。继格力、海尔等品牌推出

艺术型空调后，美的、海信、志

高、科龙、格兰仕等更多品牌纷纷

加入艺术型空调的队伍中。除外观

的改变，还进一步改进了送风功

能。在薄机概念上，奥克斯携手小

米发布“极客系列”。该系列首次

在技术上采用薄型化的电击设计，

厚度上比普通电机缩短25%的壳体

厚 度 ， 实 现 挂 机 130mm 超 薄 机

身。科龙发布 Air系列，至薄处仅

120mm。还有美的联合小米科技

发布“i 青春”系列空调。此款空

调 以 青 春 之 名 ， 为 “80 后 、 90

后”专属定制，采用彩色注塑工

艺，色彩丰富。去年，格力推出

“油画空调”，打破了传统空调的外

观设计，该空调造型与普通相框相

似，画的内容也可根据消费者需求

订制。除外形巨大变化外，空调的

出风口也有别于传统设计。

迎“四化”

线上线下齐布局

来自京东集团开普勒项目战

略负责人张智俊针对互联网影响

下零售行业环境的现状提出了

“四化”的观点，即“碎片化、

个性化、去中心化以及场景化”。

“所谓碎片化就是用户决策

时间非常短，选择的商品十分地

随机和随意。”张智俊介绍道，

“ 个 性 化 就 是 我 们 用 户 是 独 立

的，甚至有时候是孤立的；去中

心化，就是除了入口型产品，中

心化产品的流量红利非常有限；

场景化，则是用户在场景下衍生

购物可能。”

这四大特点中，又以场景化

最为特殊，它建立在前三大特性

之上，是移动互联网产业最独特

的特征。“而针对‘场景化’又

分为应用的场景化和生活的场景

化，人们使用各式手机应用在行

走、旅行、工作、甚至睡觉的时

候所产生的需求，正是电商在未

来所要面对的机遇或是挑战。”

张智俊表示。据了解，京东开普

勒项目本质上就是通过开放京东

生态和电商能力，并与基于场景

的移动互联网合作伙伴互相“链

接”，让消费者“不由自主”地

完成商品购买，让客户在生活服

务、母婴、汽车、体育等多元化

场景下可以无痕化购物。

同时，实体店行业也开始发

力，纷纷针对“场景化”展开布局。

依靠线下零售起家的苏宁，

自2009年便顺应行业发展开始了

自我革新的互联网转型。比如，

将实体门店的 POS系统运用互联

网的思维和技术进行了改造，做

成了像线上的购物车一样的“云

POS”，顾客在体验实体店的过程

中随时可以对自己的选择进行修

改，而最后付款的环节可以在店

内任何一个电脑终端上完成，不

需要再特地前往收银台。正如其

集 团 副 总 裁 田 睿 形 容 的 那 样 ：

“有了云 POS 以后顾客再逛实体

店就像在逛网店一样了。”

而原本以生产照明、家用电

器方面产品为主业的飞利浦在

2013年年初便将消费电子业务全

部剥离，进而聚焦于为客户提供

更优质生活体验。如今，如何与

当下最热的O2O更好地结合，似

乎正成为其战略发展的下一步。

“我认为未来的零售业应该

是全渠道的，应该是线上跟线下

完全打通的。”飞利浦专业战略

客户事业部总经理富莉莉说道，

“作为消费者来讲，实体店已经

从过去的一个交易的发生地点，

变成了消费者体验的场所。作为

实体店来说，如何去引爆或者提

升给客户的身临其境的体验是非

常重要的。”

在针对实体店改变自身发展的

建议中，富莉莉给出了一个例子：

通过对 LED 数字化技术的应

用，飞利浦的产品在提供照明的

同时更可以作为顾客身份的信息

识别以及与顾客进行定位通信，

如在大型零售超市家乐福内的照

明设备可以与顾客手机摄像头直

接联系，当作为会员的顾客走进

家乐福的时候，通过打开其手机

终端，顾客头顶上方的光便能够识

别并定位其会员身份。并且通过分

析该名会员的购物信息，为其推荐

具有潜在购物倾向的产品。而当该

名顾客选定产品后，双向通信光便

会开始引导其通往货架，同时相应

的 APP 还会推送关于该产品的产

地、成分等信息。

通过与顾客的互动中获知顾客

对商品的准确需求的技术，似乎成

为零售商在未来将要面对的挑战之

一，场景化正是应对这一问题。

接挑战

线上线下共融合

线上线下渠道似乎正在争先布

局场景化消费革命，而事实上，面

对新一轮的挑战，不论是传统零售

业巨头，还是新晋电商贵族在面对

“线上线下”的问题时，口径出奇的

一致——“我觉得今天应该是线上

跟线下的融合，通过科技的发展为

大家营造出来更多的消费场景，为

以往不能够去解决的消费场景提供

一个解决方案，这也就是零售商要

做的事情。”来自1号店的高级副总

裁严海芸如是说。

作为已有17年线下零售从业经

验的严海芸来说，从事线上零售的

8 年时间里，企业已经将“线上

选、线下买、线上送”的店中店模

式覆盖到了诸如沃尔玛、城市写字

楼以及各大小区，为线上线下的无

缝连接，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而两家来自国外的互联网公

司，却在“线上与线下融合”这一

点上给出了自己的发展规划——

来自印度一家做视觉搜索引擎

的 公 司 Blippar 的 CEO Ambarish

Mitra 介绍道：“我们每天都可以在

现实中发现很多产品，你拿上照相

机拍一个照，这是一个简单的搜索

引擎，拿手机可以用拍照搜索的方

式完成购买。相信下一代互联网的

使命是帮助你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产

品，在网上给予你信息，把线上线

下进行无缝的链接。”

而另外一家靠“短消息平台”

起家的网络公司Twitter大中华区总

监 Alan Lan 则对线上与线下的关系

有着自己的一番解读：“Twitter 在

海外有超过 3 个亿的活跃用户，每

天有超过 5 亿条推文，我们可以对

用户的消费习惯行为做分析。”

对于一条最多只有 140 个字符

的推文来说，里面会包含着用户的

各种兴趣、习惯、行为。通过大数

据的分析，企业甚至可以判断出一

周中最适合卖跑鞋的那一天——

“大数据看出来是礼拜一，因为周末

喝酒吃很胖，在礼拜一要去跑步，

到礼拜五就变懒了不跑了。”Twit-

ter的大中华区总监如是说道。凭借

对网络中传播的各种实时讯息进行

分析，会使得电商在营销过程中及

时把握住战机。因此，线上对线下

的充分支持也为线上线下的融合提

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而作为消费者来说，在新技术

和各零售企业的引领下，不论是实

体店还是线上购物都能获得最佳的

体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

不再会因为价格问题而绞尽脑汁货

比三家，更不会因质量问题而提心

吊胆犹豫不决，兴许那个时候，多

元化场景下的无痕消费就在等着

我们。

空调：中国企业话语权最大

解析中国电子整机行业发展脉络之二

本报记者 闵杰

“好空调，格力造”、“创新科技，美的空调”……一两句广告词，道尽中国空调行业境况。从上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中
国空调行业，在国内市场占据了绝对领先的位置，诞生出格力、美的、海尔、奥克斯、志高等一批世界强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掌握了空调核心技术。空调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制造的优势和中国创新的特点。

“中国空调企业打败日韩欧美

企业，站在世界领先的位置，靠的

是中国制造的优势。”因为在中国

电子商务副秘书长陆刃波看来，

“空调这样的白电产品对技术要求

不是非常高”。

目前全球空调企业分成三个阵

营：一个是以伊莱克斯、惠而浦为

代表的欧美企业，这些企业自身没

有生产线，由中国的一些厂家为其

做代工，他们掌握着当地的渠道，

扮演大经销商角色，这些企业的优

势在于品牌。另一个阵营是松下、

LG 等日韩企业，这些企业拥有一

定数量的空调产能，同时掌握着最

先进的空调技术，他们的优势在于

技术。第三个阵营是以格力、美的

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空调基础技

术上略逊于日本企业，但拥有世界

最大的产能，具有规模制造优势，

成本控制能力强，这些企业的优势

在于制造。

“过去几十年，凭借廉价的劳

动力、土地、资本等资源，中国企

业以低价策略、中低端产品在空调

市场取得了成功。”中国家用电器

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鲁建国告诉《中

国电子报》记者。

中国空调产能强大，空调产量

已占到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销

售量的50%以上，成为全球空调生

产基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

年 中 国 空 调 累 计 生 产 15649.8 万

台。奥维云网高级顾问张彦斌指

出，中国空调行业的年产能高达

1.5 亿台~2 亿台。而中国空调需求

市场的规模，几乎与除中国以外的

全球其他市场的总和相当。

在中国市场，如果将国内品牌

的份额都加起来，国产品牌是遥遥

领先。中怡康分析师刘龙告诉《中

国电子报》 记者，2015 年国内本

土品牌的销量占比 89.0%，国外品

牌占比11.0%，相比2014年，国外

品牌下降了1.95个点，国内品牌继

续蚕食国外品牌份额。

强大的需求也是催生中国诞生

空调巨头的原因。格力和美的是中

国空调行业的“双寡头”，近10年

来，这两家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出货

量和销量都排在第一与第二的位

置，霸主地位难以撼动。据市场调

查 公 司 中 怡 康 监 测 ， 2015 年 格

力、美的、海尔各占国内空调市场

份额的28%、24.5%和11.6%。

在 30 年前，中国空调市场日

本品牌比比皆是，日企也是最早

进入中国空调市场的外资企业。

而现在在国内市场，格力美的的

年销量都在两三千万台，松下、

三菱电机、大金等主流日本品牌

的销量却在百万台左右徘徊，其

他韩国欧美等品牌的销量就更小

了。可以说，日本品牌早就将市

场份额让给了中国本土企业，仅

以少而精的产品策略，固守着其

高端市场的位置。

不过，在中国市场以外，国

外品牌依然有其强大的地位。业

内 人 士 透 露 ， 在 全 球 市 场 ， 三

星、LG、松下都有各自领域的领

先，例如松下在东南亚地区是领

先品牌，三星在欧洲很受欢迎，

LG 在南美占据优势，中国品牌在

国外的影响力远不如在国内的那

么大。

已经掌握空调核心技术
时隔七八年，中国空调企业并未在变

频技术上原地踏步、跟随日本技术，而是
超越日本，甚至走在了前面。

几十年前，日本企业最先掌握

了空调核心主流技术并使之产业

化，中国企业处于技术和市场的跟

随状态。几十年过去，中国企业已

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刘龙向《中

国电子报》记者表示，空调是白电

产品中中国企业话语权最大的一个

品类。如此高的话语权，中国企业

是如何实现的？

“中国空调企业走了一条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谈及中

国空调业的发展史，鲁建国这样总

结道。

变频空调是空调品类中较为高

端的一类，加上国家节能政策的

推广，变频空调取代定频空调的

步伐加快。变频技术在上世纪 80

年代即被日本企业成熟化，但是

一直掌握在日本企业手中。2009

年，格力和大金合资并控股了一

个生产变频压缩机的工厂，引进

大金的变频技术，从而打破了变

频技术瓶颈。2011 年，美的与东

芝开利合作成立变频技术研发中

心 ， 合 作 内 容 涉 及 变 频 空 调 芯

片、模块、控制算法等最为核心

技术的共享，从而掌握了变频空

调技术的话语权。除了格力和美

的，海信是最早引进日本变频技

术和变频生产线的厂商，并生产

出中国第一台直流变频空调。

时隔七八年，中国空调企业

并未在变频技术上原地踏步、跟

随日本技术，而是超越日本，甚

至走在了前面。据了解，格力的

一款上一代变频技术现在反过来

授权给大金使用。海信因为在变

频技术上的优势，曾被邀请参与

中国有关变频空调方面标准的制

定。而前不久，美的收购了东芝

白电，获得东芝超过 5000 项与白

色家电相关的专利。

不仅如此，中国空调企业将掌

握的核心技术转化为产能，在空调

的核心部件压缩机上游进行延伸。

刘龙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中

国的主流空调品牌都有自己的压缩

厂，只有一些小的空调品牌采用外

包的形式获得压缩机部件。业内人

士向记者透露，目前压缩机产量最

高的是美的拥有的美芝，其次是格

力投资的凌达，份额排第三的是上

海日立，TCL 旗下的瑞智产量也

不少。这些压缩机厂不仅给自己品

牌的空调供应压缩机，而且还对其

他空调厂商供应压缩机。

现在，“空调的核心——蒸发

器、冷凝器、压缩机的技术都掌

握了。”鲁建国这样评价中国空调

企业。

空调多功能化将继续领先
格力、美的、海尔掌握的空调技术总

体上是世界领先的，特别是在空调的多功
能化方面。

未来购物去哪里？

线上线下抢滩场景化消费

刚搬了新家，需要购置一台洗衣机？看一看存量，似乎卫生
用纸不多了？上班一个不注意，水杯打碎了？当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遇到诸如此类需要“购买”的场景时，我们是用一个周末跑几
家店来购置？还是在等个红绿灯的时间里轻点手指分分钟办妥？

相信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而这一选
择也使得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商消费市场。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人民在消费品零售中每
花10块钱，就有1.3元是在网上花掉的。在可以预期的未来，这
一比例还将继续扩大。但是，即便这样，电商依旧担心在不久的
将来“被革命”，在4月29日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未来零售峰
会”现场上，京东正式公布了其针对未来零售发展模式规划的开
普勒项目，包括京东在内的多位行业人士提出了互联网影响下
的场景化消费革命。这些，正悄然改变着零售的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