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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垃圾分
类一度成为全国网友热议的话题，厨余垃圾处理器这种新型家
电也被推到了风口。
处理厨余垃圾是让百姓“烧脑”的烦心事，也是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的难点。作为在垃圾分类政策带“火”的新型家电，
厨余垃圾处理器的市场前景一度被寄予厚望。不过从市场调研
机构的数据来看，厨余垃圾处理器的市场规模增长虽快，但市场
渗透率尚不足 1%，
远未达到市场预期。

上海开始实施“史上最严垃圾
分类新规”以来，一直乏人问津的
厨余垃圾处理器开始走红。

市场井喷式增长

王伟

戴森无绳吸尘器的走红，点
燃了原本市场普及率较低的吸尘
器类市场，带动我国无线推杆式
（手持式）吸尘器市场份额连续多
年增长。奥维云网（AVC）全渠
道推总数据显示，2019 年，无线
推杆及立式吸尘器零售量规模同
比增长 24.5%。
无绳吸尘器无电线拖拽，具
有时尚、轻便、可随处携带的优
点，特别受年轻和高端消费者的
青睐。
“蜜月”使用期后，电池作为
无绳吸尘器的重要部件，却承包
了售后的众多“槽点”：电池续航
能力下降，电池寿命达不到宣称
长度，电池更换费用高昂、返修过
程复杂，甚至导致机器无法正常
运行……
为何小小锂电池降低了产品
使用体验，让手持吸尘器“闪了
腰”
呢？

成本 250 元售价逾千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在正式实施以后，一些厨余垃圾
定点处理厂反映，每天处理的厨余
垃圾量猛增，
但“垃圾分类前端做得
不细致”
，减缓了厨余垃圾处理速度
和效果。
这时，厨余垃圾处理器就派上
用场了。它可以快速将厨余垃圾磨
研，通过下水管道直接排入污水处

理系统，不仅解决了复杂的垃圾分类
问题，还可以从源头减少湿垃圾的收
集量，降低垃圾收运和终端处理压力。
数据显示，去年上海开始实施“史
上最严垃圾分类新规”以来，
一直乏人
问津的厨余垃圾处理器开始走红，成
为人们解决生活垃圾分类的“神器”。
去年 618 大促当日零点刚过，厨余垃
圾处理器在苏宁易购的 1 小时内销量

激增 1433%；在京东平台的半小时内
的销售额达到上一年的 3.5 倍。
对此，
美的厨电相关负责人曾公
开表示，
早前美的将厨余垃圾处理器
作为洗碗机的搭配产品进行推介。
“我们推出过跨界四合一的水槽洗碗
机，它的特点便是与垃圾处理器组
合，
形成了厨房清洁整体解决方案。”
令他没想到的是，垃圾处理器借“垃

圾分类新规”
率先走红。
市场井喷之际，
国内厨余垃圾处
理器的销售品牌数量迅速扩大，
目前
已超过百家。除了部分一直耕耘在
这个行业的老品牌如贝克巴斯、爱适
易、爱迪生、唯斯特姆、惠而浦、欧琳
等之外，
美的、欧派、巧妇帮、万帝、保
洁卫仕、登尚等一大批“潜伏者”
也迅
速露出水面。

目前，我国厨余垃圾处理器市
场渗透率不足 1%，相比欧美 70%以
上的渗透率，差距十分明显。

增速快渗透率低
事实上，意外走红的厨余垃圾处
理器在中国已有 20 多年的发展历
史。十几年前，国家相关部门就出台
了相关政策鼓励百姓安装使用厨余
垃圾处理器。
2001 年 10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将食物垃圾处理器列为住宅装修
的重点发展项目和推荐配套产品；
2013 年 3 月，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明确指出，提倡有条件的居住
区、家庭安装符合标准的厨余垃圾
处理装置；2017 年，深圳承担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科技计划项目“厨余垃
圾家庭粉碎处理成套设备研究与应
用示范”，并选取部分地区开展示范
工作。
但是以上政策的推动远没有垃
圾分类新规的促进作用大。从中怡
康监测数据看，今年前 4 个月，厨余
垃圾处理器销售保持了强劲的增长
势头，线上零售量和零售额分别增长

了 210%、234%，增长幅度双双达到 2
倍以上。对于厨余垃圾处理器是否
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不少业内人士持
谨慎态度。
中国家电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鲁
建国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 虽然厨余垃圾处理器的增
速很快，但其后劲却略显不足。”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厨余垃
圾处理器市场渗透率仍不足 1%，相
比欧洲、美国等地 70%以上的渗透
率，差距十分明显，整个行业仍处于
起步阶段。业内人士认为，
我国厨余
垃圾处理器市场基础薄弱，市场教
育、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尚未跟上是
主要原因。
“你是什么垃圾？”
成为很多市民
扔垃圾时要面对的灵魂拷问。有媒
体报道，很多困惑中的市民想出奇
招，比如，
点外卖烧烤不肯要签子、奶
茶只点 10 颗珍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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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吸尘器被电池“闪了腰”

市场份额不足1%
厨余垃圾处理器何时火？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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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博瑞咨询的一项研究数据显
示，2019 年 7-12 月厨余垃圾处理器
零售额份额中，
最早实施生活垃圾分
类的上海市贡献最大，
占全国总份额
的近 1/4，
其他省市相去甚远。
泛博瑞咨询资深分析师武依婷
分析称，
部分消费者对于厨余垃圾处
理器还存在误解和顾虑，
比如水电损
耗问题和管道堵塞问题等。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
表示：
“使用厨余垃圾破碎机，
不会对
下水道系统和水处理系统造成太大
的负荷和影响。
”以北京市为例，
每天
产 生 生 活 垃 圾 约 为 22000 吨 ，其 中
30%为厨余垃圾，这些垃圾进入市政
污水管道，对于北京市每日超过 400
万吨的污水处理能力来说，只是“九
牛一毛”
。
同时，作为安装型家电，厨余垃
圾处理器对家装环境有一定要求。
拥有多年室内装修经验的设计师表

示，我国水槽下的空间一般较小，而
安装厨余垃圾处理器需要一定空间，
如果厨房空间不大，
消费者很难将厨
余垃圾处理器作为必需品。
此外，
厨余垃圾处理器在行业标
准执行等方面也有提升空间。
“厨余垃圾处理器的国家标准执
行率较低。”鲁建国表示。部分企业
对国家标准了解甚少，
导致有些产品
在处理玉米芯、玉米皮、柚子皮等软
物质上达不到标准要求，
合格率保持
在 50%左右。
鲁建国认为，
关于废弃食物处理
器的其他相关标准也有待完善。目
前，已有《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
全废弃食处理器的持殊要求》和《废
弃食物处理器》两项国家标准实行，
对废弃食物处理器产品的电器安全
和使用性能提出了具体要求。不过，
对于废弃食物处理器的能效、水效，
以及健康功能的相关标准仍然空缺。

随着垃圾分类制度在全国各地
施行，厨余垃圾处理器将加速走进
寻常百姓家。

政策加持助力
有 业 内 人 士 算 过 一 笔 账 ，以
2018 年城镇家庭 2.91 亿户为基数，
在城市污水处理设备未升级的情况
下，以渗透率 20%为参考，中国厨余
垃圾处理器的潜在存量空间有望超
过 5800 万台，若单台零售价 2000 元，
潜在零售额空间将超过 1100 亿元。
厨余垃圾处理器的潜在市场空间之
大毋庸置疑。
中怡康厨卫事业部总经理施婷

表示，厨余垃圾处理器需要外界力量
的强刺激。在她看来，
消费意识和消
费习惯很难在短时年内培养起来，
但
一项国家政策、一条公共管理条例都
会直接点燃一个少人问津的行业。
“厨余垃圾处理器需要在政策加持上
恒久获力。
”
据悉，今年国家将继续大力整治
垃圾污染，垃圾分类政策将在 46 个
重点城市继续推行。对此，
美的厨电

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随着垃圾分类制度在全国
各地展开，
厨余垃圾处理器将加速走
进寻常百姓家。
业内人士认为，消费升级趋势
下，
人们对于健康绿色生活和品质居
住的关注，以及 90 后消费群体崛起
带来的“懒人经济”
，也将为厨余垃圾
处理器带来长期利好。
武依婷分析称，
随着我国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不断提升，
民众对于改善
型家电的消费意愿和购买能力会随
之提升，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家电
近两年的走红就是最好的例证。
鲁建国透露，
全国家用电器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正在制定和完善厨余
垃圾处理器能效、水效以及健康功能
的标准。随着上述行业标准的完善
和企业技术进步，
我国厨余垃圾处理
器的技术和功能将进一步提升。

（上接第 1 版）加上半导体元器件主
要集中在发电机、底盘、安全、车灯控
制等领域，对算力没有太高的要求，
车用半导体并未像消费电子一样成
为先进制程的驱动力。然而，汽车产
业的电气化、智能化需求，催生了英
伟达、高通等一批高性能计算玩家进
入车用市场，
推动汽车算力平台制程
向 7 纳米及以下延伸，恩智浦作为全
球最大的车用半导体供应商，也将目
光转向了 5 纳米制程。
据悉，恩智浦的 5 纳米研发基于
已构建的 S32 ADAS 架构，将运用 5
纳米技术的运算能力和功耗效率，满
足先进汽车架构对高度整合、电源管
理和运算能力的需求，同时运用 IP
组合应对严格的功能安全与信息安
全要求。台积电业务开发副总经理
张晓强表示，
台积电与恩智浦最新的
合作具体展现了车用半导体从简单
的微控制器演进为精密的处理器，这
已与要求最严格的高性能运算系统
中所使用的芯片不相上下。
恩智浦跨入 5 纳米，是综合了技
术能力与研发周期的考量。徐韶甫
指出，为升级车用芯片的整合性与安

全性，计算控制类芯片需要具备更好
的效能与功耗表现。但是，
车用芯片
认证成本高，且汽车作为耐用品使用
周期较长，如果像消费电子一样追逐
每一个先进制程节点并进行车规认
证，会影响芯片价格，导致获利效益
不高。此外，还需要确保制程技术的
稳定性与延续性，因此恩智浦选择 5
纳米制程作为新一代车用处理器的
开发，避免在相近的制程节点做重复
性的高成本车规芯片认证，
以兼顾技
术竞争优势与芯片效能。
据 Gartner 和北京半导体行业协
会统计，除了传统车用半导体大厂和
功率半导体巨头，英伟达、英特尔、高
通也已进入全球汽车半导体营收前
20 名行列。
今年 5 月，英伟达宣布将 Ampere GPU 架构用于自动驾驶平台
NVIDIA DRIVE，能够为 L5 级别无
人驾驶出租车提供高达 2000 TOPS
的性能。英特尔旗下自动驾驶方案
开发商 Mobileye 曾公布，将在 EyeQ5
采用 7nm FinFET 工艺。据英特尔
透 露 ，EyeQ 芯 片 能 够 动 态 满 足
L1-L5 的扩展计算平台加上采用先

进制程的处理器，
已经成为高性能计
算企业在车用半导体斩获市场份额
的利器。

动汽车半导体市场快速发展；二是
5G 技术的普及将加速智能驾驶的商
用化，
进一步推动底层汽车半导体产
品的需求；
三是汽车电动化趋势不可
逆，
推动汽车半导体市场快速增加。
“中国部分优质汽车半导体企业
具备技术能力强、人才储备丰富、市
场洞察能力强等特点。科创板块挂
牌的企业将主要以尚未进入成熟期
但具有成长潜力，
且满足有关规范性
及科技型、创新型特征的中小企业为
主。中国众多汽车半导体研发和制
造企业应把握这一机遇，
在汽车半导
体细分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滕冉说。
徐韶甫也指出，
汽车电子化与智
能化创造了许多新的机会，
让非传统
车用半导体的芯片设计也加入布局，
并凭借既有的芯片优势跨入车用芯
片市场，
带动技术与产品的提升。
“中国具有广阔的车用市场，车
联网与自驾车场域测试的经验丰富，
并即将进入实用性阶段测试，
但是在
高规格的车用运算芯片领域，
仍与外
国厂商有一定的差距，
仍需持续拓展
车用芯片与系统产品的开发。”徐韶
甫表示。

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
催生新玩家
汽车产业面临的新业态，
也在我
国催生了地平线、
黑芝麻等一批车用半
导体产业的新玩家。今年3月，
长安汽
车发布新品车型UNI-T，
内置中国首
款车规级 AI 芯片
“地平线征程二代”
。
地平线创始人兼CEO余凯表示，
2030
年 L3 级以上自动驾驶会成为标配，
几
乎每辆汽车都会搭载AI芯片。
“传统车用半导体利益格局相对
固定，网联汽车以及汽车电子化，特
别是智能化的趋势，
在汽车产业链各
个环节催生了新的玩家，
也为我国企
业创造了‘变中求机’的发展态势。”
王笑龙说。
滕冉表示，
汽车对半导体需求的
持续上升，
将为相关企业提供良好的
发展机遇。一是汽车半导体前景广
阔，政策驱动叠加消费者需求，将推

电池作为无绳吸尘器产品的
重要部件，却成为了用户吐槽的
焦点，电池更换价格太高就是槽
点之一。
消费领域专家、中国消费者
协会前秘书长武高汉在接受《中
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家用
电器的主要零配件应该与整体产
品的设计寿命相同，手持吸尘器
电池应该与其他部件拥有同样的
设计寿命。
显然，吸尘器厂商还无法做
到这一点。目前，莱克、戴森等主
流吸尘器品牌对无绳吸尘器产品
提供 2 年的保修服务，两年内产
品出现任何故障（包含电池故障）
可以享受免费保修或者更换服
务。超过两年的无绳吸尘器产品
发生故障后，若消费者更换零件
则需要额外付费。目前，吸尘器
维修一般通过邮寄，吸尘器虽然
属于小家电品类，但是从外形和
重量来说都不算太“小”，邮寄的
费用和消耗的时间对于消费者都
是负担。而 400-1100 元的吸尘
器电池更换价格更是让消费者苦
不堪言。其中，戴森 V11 电池换
新服务更是高达 1149 元，超过新
机官方定价的五分之一。
对此，赛迪智库电子信息研
究所副所长余雪松在接受《中国
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吸尘器
电池的更换价格偏高。
余雪松介绍说，电池模组的
价格相对透明，目前手持吸尘器
通常需要 6-10 块锂离子单体电
池 （ 每 块 电 池 容 量
2000-3000mAh，主 流 型 号 有
18650 电池和 20700 电池），
以每块
电池 2500mAh 容量计算，每块单
体电池能量为 9Wh，按照当前锂
离子单体电池价格 1-1.5 元/Wh
计算，每块单体电池的价格约为
9-13 元，
再考虑到电池模组价格，
大部分手持吸尘器电池成本应该
不超过 150 元。考虑到戴森、
莱克
等知名品牌会使用定制化的国际
品牌电池，其电池模组成本应该
不超过 250 元。与苹果、
华为等手
机更换电池价格相比，700-1100
元的原装电池模组定价远高于锂
离子电池市场价格。
对此，行业人士指出，品牌溢
价或许成为吸尘器电池远远高于
成本价的主要原因。他建议，产
品零部件更换应该以成本价出
售，不能让消费者为品牌溢价重
复买单，否则会给消费者的使用
体验大打折扣，也不利无绳吸尘
器的长期健康发展。
针对吸尘器电池的相关问
题，记者试图联系戴森中国相关
负责人，截至发稿前，对方并未回
复。莱克电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该品牌吸尘器的电池均为外采。
事实上，大部分吸尘器厂商并不
生产电池，而是采用三星、松下等
品牌电池作为电源。专业人士指
出，这些知名电池品牌具有较高
的影响力、掌握了自主定价权，品
牌溢价也可能来源于此环节。

相关标准亟待完善
目前，大多数无绳吸尘器采
用了锂离子动力型电池作为电
源，针对锂离子动力型电池，工信
部在 2015 年发布了《锂离子电池

行业规范条件》
（以下简称”规范
条件”
），明确对动力型电池的单
体电池能量密度、电池组能量密
度及循环寿命做出了具体规定，
规范条件明确了动力电池的循环
寿命应该大于等于 2000 次。
具体来说，对于吸尘器电池
的使用时长和寿命，目前我国
没有相关标准和规范可供参
考。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副总
工程师、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清洁器具分技术委
员会秘书长鲁建国在接受 《中
国 电 子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
吸尘器电池寿命和使用时长属
于产品功效范畴，无法纳入国
家强制标准。可喜的是，吸尘
器相关标准的修订工作将于下
月启动。鲁健国介绍说，届
时，吸尘器使用时长、充电次
数及寿命将有望得到明确的分
级，比如充电次数达到 500 次是
三 级 ， 500 次 到 1000 次 为 二
级 ， 1000 次 到 1500 次 为 一 级 ，
消费者可根据分级标准进行选
择和消费。
但是，我国电器标准修订工
作从立项到正式实施大概需要三
年的时间，这表示吸尘器的功效
分级标准大概要在 2023 年才能
正式实行。标准还未出台之前，
如果消费者遇到吸尘器电池故障
需要更换电池的情况，该如何合
法维权呢？
武高汉指出，目前在没有相
关执行标准参考的情况下，商家
在销售产品时需要提前告知消费
者电池的更换信息，如无绳手持
吸尘器的电池的具体寿命、超过
使用寿命后需要消费者自行承担
更换电池费用以及具体的更换费
用明细等信息，如果商家没有尽
到提前告知的义务，则涉嫌损害
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武
高汉建议，若消费者发现电池故
障，符合“三包”规定的可根据规
定进行维权，在保修期的产品也
可以享受相关免费更换服务。

电池长寿还需“养”
吸尘器电池出现的各种
“bug”虽然不可避免，但是专家指
出，良好的充电习惯和储存方式
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奥维云网环境电器事业部高
级研究经理黄悦在接受《中国电
子报》采访时表示，日常打扫 100
平米左右的房屋，地面吸尘时间
约为 20 分钟，如今无线手持吸尘
器续航时间可以做到 45 分钟或
者更久，完全可以满足使用，不过
产品待机和工作时间会因为电池
损耗而有所打折。
有用户发帖表示，电池储电
能力越来越差，要以倒计时冲刺
速度打扫房间，电池更换后有所
改善，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出现性
能衰退的迹象。
为何吸尘器电池如此不抗
“造”呢？专家指出，这和锂离子
电池的“娇气”属性有关。余雪松
介绍说，生产工艺技术、存放环
境、使用习惯、充电方式都会影响
锂离子电池的使用寿命。
对于吸尘器用锂离子电池
来说，使用习惯和充电方式对锂
离子电池寿命影响很大。以充
电方式为例，一般来说“浅充慢
放 ”有 利 于 延 长 电 池 寿 命 ，
“浅
充”是指经常充电，保持电量充
足；深度放电（是指电池电量使
用至低于 10%甚至更低）次数过
多会降低电池寿命。
“ 慢放”就是
均匀低速放电，不要经常大功率
快速放电。
对于无绳吸尘器来说，
用户习
惯每次用到快没电或者没电状态
才给电池充电；其次，消费者在使
用吸尘器过程中还会使用到高速
档位，需要电池快速大功率放电，
这些使用习惯都会降低锂离子电
池使用寿命，
导致无绳吸尘器电池
不耐用或者电池寿命短。
若想锂离子电池寿命更长，
专家建议无绳吸尘器应采取“浅
充慢放”方式充电，不要等电池电
量低于 10%再充电。此外，电池
还需要在 0-20 度之间存放环境
中满电状态存放。
黄悦表示，如今锂离子电池
已经在品类逐渐普及，未来无绳
吸尘器若想在待机时长、轻量化、
可塑性方面实现突破，可能还需
要借助聚合物锂电池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