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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数空气净化器仅有净化

固体颗粒物的单一功能，没有根本

解决室内空气质量的问题，从而使

得产品销售淡旺季明显。随着人

们对室内污染的认知逐渐加强，消

费者开始意识到雾霾仅是影响室内

空气质量的一种因素，而新房装修

后产生的甲醛、苯等气态污染物，病

毒、细菌等微生物，花粉、宠物毛屑

等过敏原，都是室内空气污染的重

要因素。保证消费者健康水平的提

高，去除雾霾以外的其他多种污染

源是提高室内空气质量的首要问

题，也是摆在空净行业面前的一个

重要课题。空气净化器制造企业

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从以下几个方

面做起：

一是按照企业发展方向、品牌

形象，重新确定产品定位，从观望转

向实际操作，确定产品可持续发展

战略；二是加强研发投入以及核心

技术的研究，从以贴牌生产为主，转

向以自我研发和生产为主；三是产

品多样化发展，空气净化器以有效

解决室内空气污染源为主要开发方

向。新风机是今后改善室内空气质

量的主要手段，也是增加产品类别

的主要途径；四是摈弃智能概念炒

作，增加去除甲醛和苯等气态污染

物、微生物，以及花粉和动物毛屑等

过敏原的功能。针对消费者实际室

内质量情况，提供多种具体解决方

案；五是空气净化器属于长期运转

器具，开发低噪声（静音）运行模式，

还应考虑产品实际运行时的净化功

能，同时考虑该模式下的 CADR 等

参数，从而使得产品在低噪声模式

下能够发挥最好效益；六是加强产

品质量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净化效

率、可靠性和耐久性等方面质量水

平的提升；七是加强设计、质量管理

人员的标准化培训，提升标准化管

理水平，实现企业的健康化可持续

发展。

空净行业“转弯”：
从除雾霾到解决室内空气污染

由于雾霾的影响，2012年开
始我国家用空气净化器行业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基本形成了以空
气净化器、家用新风机、净化滤
芯、净化治理服务、室内环境检测
仪器，以及检验测试机构一体的
产业链和质量评估体系。基本建
立了电器安全、健康安全、节能环
保、使用性能等全方位评价产品
质量水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等质量评价体系。就行业而言已
从发展初期进入成长期，而现阶
段是成长期的调整阶段。2016
年GB/T18801-2018国标实施
后，据中怡康数据，品牌数量由
2015年的峰值688个降到2017
年9月末的508个。整体来看，新
国标的出台，使行业标准进一步
完善，筑高了市场的准入门槛，整
个空净行业趋向良性发展，品牌
集中化趋势明显。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测试计量技术
研究所所长 鲁建国

本报讯 9月30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目录和简化审批程序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取消 14类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将4类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下放给省级

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24类产品继续实施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而这 24 类

继续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的产品目录中已无大冰箱的身影。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冰箱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采取两套并行制度，

对于额定有效容积 500 升以下的冰

箱执行国家 CCC 强制性产品认证

制度，而额定有效容积大于500升的

冰箱（业内称为“大冰箱”）则执行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

在上世纪 90 年代及本世纪初，

两套制度并行尚且符合行业发展需

要。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

展，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500 升

以上的大容积冰箱大量进入居民家

庭，因此，大冰箱许可证制度对行业

的束缚已经越来越严重，大冰箱许

可证逐渐受到冰箱行业诟病。近几

年，冰箱企业已经将大冰箱生产许

可证视为“明摆着不合理的事”。

有冰箱企业负责人表示，对不

同容积冰箱实行两种监管制度，就

意味着一条生产线生产出来的冰箱

要实行两套管理模式，不仅增加了

企业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也影响了

企业大冰箱产品上市的速度，甚至

有的企业为了避免申请大冰箱生产

许可证，不敢开发大冰箱。为此，冰

箱行业普遍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尽快

取消大冰箱生产许可证，将所有的

冰箱产品都纳入CCC认证管理。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国务院取消大冰箱生产许可

证，彻底解决了电冰箱一个产品实

施两种准入制度的问题，即 500 升

以下采用强制认证，500 升以上采

用生产许可证。今后企业不用实施

两套不同的市场准入制度、两套不

同的产品标准，这有助于减轻企业

负担。 （文 编）

本报讯 9月28日晚，青岛海

尔发布公告称，拟通过境外全资子

公 司 Haier Europe Appliance

Holding B.V.（海尔欧洲）支付4.75

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8.05亿元）

收 购 Beppe Fumagalli、Aldo Fu-

magalli 及 Albe Finanziaria S.r.l 合

计持有的意大利公司Candy S.p.A

（“Candy公司”）100%股份。

海尔方面表示，此次收购的

目的是提升品牌布局，加大境外

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的拓展力

度，完善产品品类，增强对不同

客户群的覆盖。

资料显示，成立于 1945年的

Candy 公司是一家以洗衣机为主

要收入来源的家电企业，约占该

公司整体收入的 49%，旗下五大

业务板块包括洗衣机、独立式嵌

入式厨房电器、小家电、冰箱和

售后服务与其他业务。截至去年

底，Candy 公司资产总额 8.94 亿

欧元，负债总额为 7.94 亿欧元，

净负债为 1.54 亿欧元。青岛海尔

称，此次定价考虑的因素包括标

的公司在欧洲的业务盈利水平、

成本控制、分销网络、工厂及研

发中心以及被公司收购后业务整

合带来的潜在协同互补价值。

交易完成后，海尔欧洲总部

将设立在意大利布鲁吉里奥。海

尔将持续投资，提升 Candy 品牌

在欧洲及全球的竞争力，并携手

Candy 公司现有管理团队，深化

其在物联网时代的智慧家庭领导

地位，为欧洲及全球用户提供优

质的产品及客户服务。该公司认

为，青岛海尔和 Candy 公司在品

牌、产品组合和供应链等领域互

补性强。此次合并将进一步提升

双方在欧洲乃至全球市场的竞争

力，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日益增强

的多层次、个性化需求。此次交

易尚需向有关境内外政府主管部

门履行备案、审批程序，并满足

其他惯常条件，预计将于2019年

初完成。

（晓 江）

本报讯 产业在线最新监测

数据显示，1—8 月涡旋压缩机行

业累计产量为269.85万台，同比增

长 3.38% ；累 计 销 量 为 269.12 万

台，同比增长 3.04%。其中 8 月涡

旋压缩机行业总产量为 29.00 万

台，同比下滑 17.38%，环比上月下

滑 22.46%；总销量为 29.50 万台，

同比下滑 16.67%，环比上月下滑

20.82%。

数据显示，8月涡旋压缩机行

业再度回到下行轨道，降幅较之前

的 5—6 月进一步扩大，产销同环

比均出现15%以上大幅下滑。

当月内外销市场表现均不理

想，其中出口市场下滑幅度较大，

内销市场受下游需求减弱影响，同

样出现 10%以上降幅。从下游应

用来看，家用空调 8 月开盘遇冷，

持续调整态势明显，产销同比均出

现15%以上下滑，内销市场叠加终

端消费疲软和库存高企双重影响，

下滑幅度接近20%，这也对本月涡

旋压缩机产品的采购带来一些影

响，导致部分涡旋企业 7HP 以下

机型下滑严重。

商用空调方面，8月行业整体

增长放缓。其中，单元机产品表现

一般，较去年同期微幅增长；多联

机增幅放缓至个位数，仅模块机和

离心机等产品保持较快增长，同比

增幅超过10%。

8月涡旋压缩机出口量为4.02

万台，同比下滑 30.72%；出口额

为 1313.28 万 美 元 ， 同 比 下 滑

10.44%；出口单价为326.95美元/

台，同比增长 29.26%。当月主流

涡旋压缩机企业出口表现均不太

理想，较去年同期基本都有较大

幅度的下滑。

出口地区方面，巴西、印度、泰

国、法国是本月出口量较多的地

区，其中，仅印度和去年同期相比

出现较大幅增长；而去年表现较好

的巴西、沙特阿拉伯、泰国等地区，

本月同比均有所下滑。（文 编）

本报讯 继苏宁极物在苏宁

智能产品的秋季发布会上再次亮

相后，今年国庆节，苏宁极物南京

新街口店又迎来新业态的入驻

——天猫精灵智能生活体验馆，数

十款天猫精灵智能产品均可在极

物店进行体验。

天猫精灵智能生活馆首次入

驻苏宁极物，包含生活、家电、健

康、音箱等多个品类商品，同时还

搭配了智能生活物联网。在首家

合作体验馆中，用户可以看到智能

硬件控制、感官技术、自动化购物

场景等智慧零售“黑科技”。在体

验空间，多个品牌在天猫智能家居

实现了真正的物联网智能场景化，

比如扫地机器人、智能魔盒、加湿

器、洗碗机这一系列不同场景中的

智慧家电可以通过多个操作端口

与用户进行交互，实现人、机、物实

时互联，以云端一体化的方式，让

用户能够体验到智能物联网全场

景的智能。

据官方数据统计，70%以上消

费者在进入苏宁极物店时会产生

使用智能科技及互动类产品的兴

趣。交互性的购物体验成为苏宁

极物店的标志，而这次天猫精灵生

活体验馆的入驻将这一特点变得

更加鲜明。

天猫精灵智能生活馆在苏宁

极物的落地，也标志着苏宁阿里两

大电商在双线物联网及智慧零售

线下领域的首度尝试。从国庆节

开始，消费者在进入“网红店”苏宁

极物消费的同时，可以近距离体验

天猫精灵智能家居的物联网场景

应用。据了解，在接下来的双 11

大促中，天猫苏宁也将进一步深度

合作，通过相互赋能互动、售后服

务协同等合作方式给消费者带来

全新的智慧零售体验。（晓 文）

本报讯 近日，“不畏强醛、健

康呼吸”家用除醛技术、测醛方法

及相关产品性能研讨会，暨科技家

Club创新论坛在北京举行。

甲醛污染问题已经是老生常

谈，只是由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属

性导致公众对其关注度一直不高。

事实上不仅是雾霾污染室内空气，

装修产生的甲醛等气态污染物的

有害程度更为严重。装修产生的甲

醛主要来自地板、家具等木质品，

其释放周期至少 5~10 年，因此选

择简单可行的治理方法，并长期坚

持，是普通消费者的明智之选。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测试技

术研究所所长鲁建国指出，目前市

面上五花八门的除甲醛产品非常

多，比如绿植、喷雾、活性炭包、净

化器、新风机等，但是从成本和效

果上考虑，净化器和新风机是目前

性价比最高的除甲醛产品。中国

家用电器研究院健康家电检测中

心主任工程师张维超介绍了其所

在试验室对 6 种除甲醛产品进行

的试验效果比较。试验结果显示，

性能较好的净化器和新风机能在

10分钟左右将甲醛浓度降低到国

标安全限值。张维超指出，净化器

依靠活性炭滤网除甲醛，会涉及更

换成本；新风机主要依赖空气置换

除甲醛，基本没有更换成本。

（文 编）

空气净化器行业的发展，大致

分为两个阶段。

2016 年 3 月之前，行业鱼龙混

杂、品牌良莠不齐，市场规则不健

全，行业呈现爆发式增长，但并未

向着健康有序方向发展；面对市场

上种类繁多的空气净化器产品，消

费者选购较为盲目，也只是从净化

效率、静音、智能化等概念炒作中

认知空气净化器。

随着国家环境治理力度的加

大，严重雾霾天数迅速减少，室内

除雾霾外的其他污染物显现，加之

消费者对空气净化器认知度提高等

综合因素的影响，从2017年开始空

气净化器销量增速减缓，2018年依

然维持较低速度的增长，这和我国

家用空气净化器低于 10%的家庭保

有量极不相称。另一方面，销量增

速趋缓使得概念炒作失去市场，制

造企业重新思考产品定位，更加适

合我国家庭室内环境的空气净化器

亟待出现。

市场增速放缓，促使行业进入

调整阶段在所难免，而品牌数量大

幅度减少、行业重新洗牌也势在必

行。产品在不断迭代和更新，各种

各样的空气净化器让人眼花缭乱，

然而其实际功能不再以单一的参数

标准来评判。消费者在付出合理成

本的基础上，购买到最符合自身居

住室内空气质量水平的产品是当务

之急。

消费者的理性选购，以及制造

企业的理性设计和制造是行业进入

调整阶段的主要特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智能

家电已成为时下热门话题，智能化

同样成为家电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

方向之一。为了提高产品竞争力，

处于发展初期的空气净化器制造企

业，同样热衷于产品智能化水平的

提升。由于家电智能化尚处于初级

阶段，对于空气净化器而言，也没有

准确的定义，相应的传感器等部件

尚不配套，整机企业又多以贴牌为

主，加之一些不规范企业的智能概

念炒作，使得加上 WiFi功能即为智

能的产品充斥市场，也令智能化水

平仅仅停留在产品与手机互联阶

段，对实际净化功能和使用效率的

提高没有实质性效果。空气净化器

智能化要建立在产品功能的多样

化，以及传感器控制精度和可靠性

提高的基础之上，其智能控制发展

任重道远。

同时，由于产品功能本身的限

制，即使再好的智能设计方案，也不

能使产品的使用价值提高，不过就

是概念炒作罢了。提高智能化水

平，必须从产品的功能研究做起，智

能化解决方案也必须从提高实际使

用价值做起，否则智能化就是一句

空话。

市场增速减缓使得制造企业有

时间思考产品的适用性、可靠性、

耐久性，以及功能拓展的问题。就

我国实际室内空气质量而言，固体

颗粒物、气态污染物，以及生物污

染是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目前，

空气净化器多以除雾霾为主，没有

完全解决室内空气净化的问题。就

产品而言首先要解决室内主要污染

源的净化，即应从目前主攻雾霾等

固体颗粒物一项功能，转向除固体

污染、气态污染和生物污染等多种

功能方向发展，在产品多功能的基

础上提高产品的可靠性、耐久性，

以及智能化水平，从而提高产品使

用效率。

行业成长进入调整阶段
消费者的理性选购，以及制造

企业的理性设计和制造是行业进入
调整阶段的主要特征。

产品功能发展应先于智能化
空气净化器智能化要建立在产

品功能的多样化，以及传感器控制
精度和可靠性提高的基础之上。

解决室内空气污染源成主要方向
随着人们对室内污染的认知逐

渐加强，消费者开始意识到雾霾仅
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一种因素。

取消大冰箱生产许可证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

海尔拟38亿元收购

意大利企业Candy

空调市场遇冷

拖累涡旋压缩机销量

天猫精灵

首次入驻苏宁极物

6类除醛产品

测试结果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