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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空调
明明白白地节能

A23
湖南最强音，
五一看海信
“五一”小长假一天天逼近，
各大家电品牌纷纷支招，各种优
惠信息纷至沓来，家电业界希望
以 前 所 未 有 的 促 销 力 度 ，打 响
2013 首场促销大战。湖南海信电
器负责人称本次五一，海信电器
率先发出了五一“最强音”，将以
空前的优惠力度来备战五一。
美的微波炉。

美的发布
16类厨电产品

美的空调创新地推出了 ECO 节能运行模式，
一台空调使用一晚（8 小时）只需要 1 度电成为现实。组图/资料图片

天热入睡前，先开几个小时的空调，等
夜晚温度降下来再把空调关掉……“相信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夏天的空调开
起来实在太耗电。”作为美的家用空调事业
部研发中心主任，李强对空调的耗电特性
深有感触，
“ 身边许多朋友，到了夏天几乎
都会因为空调的耗电问题而郁闷。
”
日前，美的空调发布了 2013 冷年全直
流变频新品“新节能”系列空调，创新地推
出了 ECO 节能运行模式，在该模式下，一
台空调使用一晚（8 小时）只需要 1 度电成
为现实。

轻按ECO键，
节能一整晚
所谓“ECO 节能模式”是指用户只需
要按下遥控器上面的 ECO 键，空调即刻进

入 ECO 节能模式，使用时不需要通过繁琐
的设定和操作，只需临睡前轻轻按下按键，
空调自动进入智能模式，就能把一个夜晚 8
小时睡眠周期内所需的制冷耗电量以最经
济模式运行，
最低控制在 1 度电以内。
据负责研发“新节能”系列变频空调的
研发工程师介绍，为了实现“一晚 1 度电”的
节能目标，仅是“将空调控制精度提高到
0.1HZ”一项技术，美的空调研发团队就攻
坚了数月时间。
“我们就是要让消费者使用空调时更
舒适更简便，当然也要更节能，而且是明明
白白地节能。
”
该工程师介绍道。

市场、
技术双重认可
据权威市场调研机构中怡康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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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美的“一晚 1 度电”全直流变频空调新品
自正式上市销售后，第一个月就高居 2 级以
上能效变频空调畅销榜的前三名。
除了市场的认可，2012 年 12 月 6 日，美
的 ECO 节能关键技术被鉴定为国际领先
水平。来自西安交大、清华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等 7 位国内权威
专家教授均认为，该技术攻克空调领域的
多项世界难题，
具有重大推广应用价值。
有业内人士评价，这场经过 20 多年的
酝酿，基于 4 年前打响的变频空调普及战和
1 年前实施的全直流升级战略，不但给中国
空调产业带来了全产业链的升级，还将行
业带入重视“变频技术创新”和“消费者实
际使用需求”
的复合式竞争阶段。
文/胡颖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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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的以“大厨电、新价值”
为主题发布了厨电新品，集中展示了
包括微波炉、烟机、烤箱、消毒柜、吸
尘器等 16 个品类的厨电产品。
与此同时，美的厨电事业部发布
未来三年的战略规划：打造微波炉、
烟灶烤、吸尘器三大产品群的竞争优
势，2015 年，实现主要品类达到行业
领先地位。
美的厨电总经理朱凤涛指出，厨
电行业未来发展的消费趋势，呈现出
“整体化、智能化、人性化、时尚化”的
“四化趋势”。当前，国内厨电还没有
出现真正的市场领导品牌，产业的集
中度还非常弱。中国家电，唯有厨电
没有参与全球化竞争。
“ 未来 3 年，随
着美的厨电整合完成，将出现以美的
为代表的超过 200 亿销售额的厨电领
导品牌，出现多个销售额 50 亿元左右
的品牌。
”朱凤涛说。
中国家电协会理事长姜风指出，
当前，我国厨电行业在国际上的整体
竞争力较弱，以美的厨电为代表的企
业将加快厨电行业的集中化进程，这
有利于提高我国厨电行业的国际化
竞争力。
同时，品牌之间的竞争必将更加
激烈，消费者将成为最大受益者，不
仅能够获得更好的产品，也能够得到
更好的服务。
文/胡颖异

新闻、广告、发行三线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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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保鲜”
为果蔬补水
近期，海信冰箱就面向市场
推出了三大系列新品，涵盖多门、
对开、三门的近 10 款高、中端新
品阵容。
此次全新亮相的新品中，博
纳 系 列 BCD-642WVBP/T 对 开
门冰箱表现尤为抢眼，其技术与
时尚结合的设计理念，一经面世
即吸引了消费者的眼球，令人叹
为观止。被时尚设计所包裹的是
领先技术。特别是海信独有的
360 度矢量变频科技，不受环温波
动、开关门次数的影响，保持冰箱
内温度恒定，维持食物最鲜活的
律动状态。同时搭载“活水保鲜”
系统提供果蔬补水保障，关注食
材储存的源头，吃得更健康。这
款冰箱已在全国各地同步上市。

调也具备了
“自我判断”
的思想。
在雾霭天气持续笼罩的都
市，空气净化功能同样成为高端
空调的标准配置。消费者通过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向
家中的空调提前发送健康指令，
只需点击智能设备上的“净化”
键 ，即 可 提 前 去 除 空 气 中 的
PM2.5，
去除效率高达 99.9%。

电视劲爆特价，
力度空前
4 月 17 日，
全球最简智能电视
——海信 VIDAA TV 上市，即将
到货湖南。湖南海信分公司特开
展了
“我是VIDAA 一名万金”
的征
名活动，
即日起至 5 月 5 日中午 12：
00，
可通过关注海信电视长沙分公
司新浪微博来参与征名活动，
5月6
日将揭晓结果，
参与即有机会获得
价值万元大礼VIDAA TV一台。
湖南海信电视在五一将主推
50 寸以上大平板。2 款智能 50 寸
和 55 寸大板优惠在 500-2000 元
不等。4 月 27 日 16:00-24:00，通
程电器海信团购夜宴，劲爆特价
50 寸 3D LED 仅 3880 元，海信空
调 1.25P 补贴后 2099 元，活动整
点升级。
文/胡颖异

空调具备
“自我判断”
功能
以 89 系列奢华紫晶柜、挂式
空调为代表，
海信向用户传递了超
越产品的格调品位。
“产品的设计
灵感，源自欧洲的音乐之都，精湛
的钢琴烤漆工艺、
优雅的竖琴纹理
和纺锤形外形设计，
使我们的产品
也如音乐一样能打动人心”，海信
空调研发中心的工程师透露。
通过 PLC 设备使海信空调与
互联网联接之后，
可随时随地通过
手机或 Pad 等智能设备进行空调
远程控制、故障检修；当使用“城
市”绑定后，空调室内机会根据每
天接收到的天气情况，
智能推荐最
适宜的温度等空调设置模式，
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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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纳系列 BCD-642WVBP/
T 对开门冰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