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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聚焦焦十十大大新新兴兴产产业业③③

家家电电产产业业，，按按下下迭迭代代““快快进进键键””
■ 本报记者 史力 彭园园

市场经济，潮起潮落，唯创新奋进者胜。
以合肥、滁州、芜湖为中心，安徽形成了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家电制造基地。“十三五”期间，安徽冰箱、空调、洗衣机、

彩电等“四大件”总产量 49870.3 万台，居全国第二。
着眼智能家居时代的新需求，安徽正在加快产业迭代，推进物联网体系和工业互联网体系创新，打造家居智慧生态

场景，加速形成“多链协同”的融链发展生态，推动家电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转型升级。

“未来安徽家电产业的产品结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多’”———

丰富产品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

站在合肥海尔冰箱厂一期办公楼
的大厅， 眼前墙壁上张贴着海尔在全
球的布局图。

这里是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始信路为起始点连接海尔 4 个工业
园，总占地面积 1948 亩，是海尔集团
除青岛总部以外最大的生产制造基
地，一期工厂就是其一，每年生产上万
台冰箱。

“1997 年， 海尔接手黄山电视机
厂，成为最早进入合肥的省外家电企
业。 如今海尔在安徽的生产线涉及空
调、洗衣机、冰箱等，产值超过 280 亿
元。 ”近日，记者来到海尔工业园一期
冰箱厂，与合肥海尔工业园园区长管
毓贤一同走在高大宽敞的厂房内，身
边智能化的生产线正在生产最新款
冰箱。

美菱、海尔是造冰箱的？ 格力、美
的是空调制造商？今天，我们已很难如
此定义一家企业。 竞争和全球化战略
的需要， 让越来越多的家电企业不断
延长产品线， 实施多品牌战略， 成为
“家电航母”。

美菱， 合肥本土孕育壮大的冰箱
企业，如今已与长虹联手，成为产品线
涵盖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小家
电等数十类产品的巨型企业。

“虽然公司产品架构主要以智能
电视产品为主，但也拓展了显示器、绿
色照明、安防监控、商业显示等。 智能

电视产品未来主要向轻薄化、智能化、
高清化、无框化、大屏化和生态化方向
发展。”安徽康佳电子有限公司产业政
策研究室主任吴飞介绍。

“十三五”期间，合肥市冰箱、洗衣
机、空调、彩电等家电“四大件”产品单
项产量均突破 1000 万台，规上企业合
计 90 余户。“比量更重要的是质。产业
链完整性持续提升， 产品线不断延长
并升级 ， 构成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
力。”合肥市经信局消费品工业处处长
张华表示， 目前合肥已形成集家电研
发、生产、销售、物流及相关配套服务
的完整产业链。“龙头企业—大项目—
产业链—产业集群” 的发展模式日益
成熟， 白色家电本地平均配套率约为
70%，核心配套率约为 75%。 全市 195
款产品（系统）通过国家智能家电联合
评价认证，总数全国第一。

拥有美的、格力、江森日立等龙头
家电企业的芜湖市家电产业本地配套
超过 80%，涵盖钣金、注塑、喷涂、橡胶
件等诸多家电生产所需， 全产业链配
套供应半径不超过 150 公里， 形成了
大中小企业共生体系。

着眼未来，《安徽省智能家电（居）
产业“双招双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
到 2025 年，形成世界级智能家电（居）
产业集群， 总产值突破 6000 亿元，百
亿企业 10 个以上，要进一步丰富产品
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

“未来安徽家电产业的产品结构，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多’。”省经信委消
费品工业处相关负责人吴合金表示。
根据《实施方案》，未来安徽家电产品
结构将包括多用途冰箱、多功能空调、
多品类洗护、 多维度屏显、 多集成厨
电、多系列家居。 “以电视为例，包含
OLED电视、 激光电视、8K 电视、Mini
LED 电视等智能化、超高清电视产品，
还将增加 AR、VR、3D 显示产品等。 ”
吴合金说。

“基地+集聚 ”，打造产业新集群
是实现这一产品布局的基础。 我省将
加快建设以合肥为主体、芜湖和滁州
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家电制造基地。
大力引导智能家电 （居 ）及零部件企
业向基地集聚，全面推进合肥、芜湖、
滁州开展多中心及总部基地建设。 支
持蚌埠 、马鞍山 、阜阳 、六安 、宣城等
地为多节点的智能家电 （居 ）产业基
地建设。

让更多优质企业落户安徽。 我省
将大力实施“双招双引”行动计划，进
一步摸清智能家电 （居） 产业发展情
况，找准产业补链、强链、延链需求，细
分智能家电（居）产业“双招双引”主攻
方向和主要任务。 围绕产业链、 创新
链，进一步摸清情况，全方位延伸产品
链、技术链、供应链、服务链，以高质量
的增量激活存量。

“智能家电（居）的发展，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第一牵动力”———

加强核心技术研发，突破关键零部件

滁州博西华家用电器公司是西门
子在海外的 6 个智能化洗碗机工厂之
一。 生产线上，一把小小的螺丝枪，每
每令参观者震惊。

近日记者在这里看到， 当一台正
在拼装的洗碗机沿流水线抵达工位，
工人熟练地拿起悬挂在一旁的螺丝
枪，“哧哧”声中，4 个螺丝被拧紧。 几
乎同时，身旁的一块显示屏上，这 4 个
螺丝位显示绿色标志， 这表明螺丝的
位置、深度、力度均符合要求。

“它不仅可以检测有没有漏掉螺
丝，还能评估是不是拧紧了。如果螺丝
角度有问题，也会在屏幕上显示。 ”公
司洗碗机工厂厂长赵标介绍。

多达近百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支
撑， 滁州这个工厂才得以制造出全球
一流的洗碗机。

今年 3 月，2021 年中国家电及消
费电子博览会艾普兰奖揭晓， 滁州经
开区扬子空调“零风感双系统”旋转柜
机获创新奖。 艾普兰奖是目前我国规
格最高的家电产品类表彰奖项， 代表
着年度行业新品的最高水准和最新技
术走向。 如今这款空调在市场上供不
应求。“从兴盛于上世纪 80 年代，到因
产品老化跟不上市场而掉队， 再到近
年来以创新塑造新的核心优势， 从传

统家电生产向智能制造提升， 技术革
新始终是企业壮大的法宝。”公司董事
会秘书方钊深有感触地说。

去年，长虹美菱在合肥面向全球
首发 “十分薄 ”滚筒洗衣机 ，刷新了
10kg 洗衣机世界纪录 ，获得 《世界上
最薄的 10kg 滚筒洗衣机》认证 ，占据
超薄洗衣机领域制高点。 “这背后是
内桶锥形胀圆技术、 斜角稳定技术、
云 盘 冷 凝 技 术 3 项 尖 端 技 术 的 支
撑。 ”美菱洗衣机事业部总经理助理
谢文才透露。

在合肥，家电产业研发机构数、研
发投入额、研发人员数、授权专利量名
列全市工业前列， 研发经费年均增长
17.1%。 全市家电企业共拥有省级以
上企业技术中心 26 家，省级以上工业
设计中心 9 家， 品牌家电企业实现企
业技术中心全覆盖。

从我国第一台窗式空调到世界第
一台 VCD，从全球第一台仿生搓洗式
洗衣机到第一台变容式冰箱， 创新是
安徽家电之都崛起的秘诀。 智能化的
时代， 依旧如此。 放眼世界智能家电
（居）产业的发展，技术进步越来越成
为第一牵动力。没有技术储备的企业，
注定无法点亮未来家电产业道路。

安徽已经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
省要拥有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 6 家以
上 ， 国家级
工 业 设 计

中心 5

家左右。 其中“加强核心技术研发，突
破关键零部件”成为关键词。重点研发
高效节能技术、智能健康技术、舒适性
技术、信息通讯技术、智能交互技术和
设计仿真技术等关键共性技术。 突破
芯片组件、智能传感器、压缩机、电路
板、 高效电机和新型显示器件等关键
零部件。实现先进碳材料、保温绝热材
料、制冷剂替代材料、精密金属材料和
绿色可循环非金属材料升级。 应用高
端制造、 新型高效换热器加工和专用
检测等关键装备。

“外引+内强” 是重要的创新路
径。 安徽将着力做好“引进来”，瞄准
国际知名主机企业及核心技术的配
套企业， 引进到我省设立区域总部、
研发中心 、制造基地 ；有针对性引进
小家电生产及配套企业，推进高端智
能家电 （居 ）和功能型生活电器快速
发展。 与此同时推动“走出去”，适应
“双循环”发展格局，发挥“一带一路”
平台作用 ，大力推进产品外销 、商业
和资本输出。

人才是创新的主体。 我省将实施
“人才+引智”，完善育才新机制。引进
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带动产
业发展的创新团队，打造一批核心零
部件、 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杰出人才、
领军人才 、 青年拔尖人才等高端人
才，谋划实施高端人才激励计划。 通
过“技能大师工作室”名师带高徒，培
养 、 培育高技能人才和高级蓝领人
才、工匠人才。 推动人才深度融合、跨
界协调创新，促进高层次人才共享共
用。 构建引才、育才、用才、留才一体
推进的良好机制。

“智能工厂提升了产品品质，提高了企业市场竞争力”———

强化数字赋能，实施智能制造

纤尘不染的生产车间里， 一块
液晶面板进入流水线， 机器臂接连
挥舞协作，只有几个工人辅助作业。
在安徽康佳电子新建的绿色智能
工厂， 一台台电视机从这里被制造
出来，发往全国。

“液晶面板相当于是一块薄玻
璃，厚度不到 1 毫米，如果人工搬运
很容易磕碰， 机器操作更加精准高
效。 ”在吴飞看来，“自动化”是这个
工厂最鲜明的特点，自动上线、自动
点胶、自动锁螺丝……自动包装、自
动堆码下线。从原材料配送进车间，
到成品打包发送， 基本实现了全流
程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

智能制造带来了家电产业的提
质增效。 安徽康佳电子工厂用工由
原来的 145 人下降到 80 人左右，生
产效率提升 50%以上；订单的交货
周期由原先的 45 天缩短到 30 天 ，
提高了 33%。 吴飞表示，这样的智
能化改造一方面有效避免了人员

作业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降低废品
率，提高产品品质；另一方面能更好
满足目前无边框 、 全面屏 、OLED、
Mini LED 等高端产品的生产，提高
企业市场竞争力。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减少，人力成
本已经成为传统制造业的最大软肋。
通过 5G 技术、AI 技术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家电产业深度融合，“机器换
人”，提升生产水平，无疑是家电产业
转型方向之一。滁州市经信局原材料
与消费品科科长王岐说：“将持续推
动企业生产设备智能化改造，引入柔
性化、智能化生产线等，提升产品智
能化水平，鼓励发展数字化转型共性
支撑平台和行业‘数据大脑’，推动家
电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

生产的智能化发展不仅体现在
产品制造上，数字化管理、数据流通
共享在支撑决策、驱动运营、优化创
新等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

合肥海尔工厂的信息智能化交

互平台实现了用户、 工厂以及供应
商之间的信息互联。 管毓贤说：“信
息的及时共享， 不仅使工厂可以快
速地了解市场变化， 供应商也能无
障碍地参与到产品与方案的前端设
计，双方更高效地交互出解决方案，
实现产品迭代。 ”

但记者在调研中发现， 类似海
尔工厂的交互协作在我省家电企业
中的应用还较少， 工业互联网应用
还不够全面， 多停留在产品的生产
制造上， 家电产业亟待提升数据开
发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强化数据流、
物流、资金流的协同水平。对此，《实
施方案》也指出，强化数字赋能，实
施智能制造， 要提升数字化管理水
平 ，打造覆盖设计 、生产 、质量 、订
单 、物流 、市场 、客户 、维修的行业
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鼓励新
模式应用，推动家电企业“上云用数
赋智”， 打造一批具有推广意义的
5G 应用场景试点示范。

“解决技术上的难题、打破品牌间的互联壁垒”———

打造家居智慧生态场景，向智能家居产业转型

回家之前，在手机 App 上简单
操作一下， 卧室的空调就能提前开
启；空调安上了“眼睛”，如果“看”到
孩子没有盖被子， 就会自动调高温
度……在芜湖美智空调设备有限公
司的空调样机陈列大厅里， 六成以
上产品带有智能互联功能。

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大德智能科
技公司体验馆里， 一幕幕智能化家
居生活场景徐徐展开。

推开房门，灯光自动点亮；一句
口令，操纵全屋电器；刮风下雨天，
阳台的窗户会乖乖关上； 如果不慎
发生燃气泄漏， 燃气阀自动关闭的
同时开窗换气， 手机还会收到提醒
短信……大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务平介绍：“智能家居控制系
统相当于智能家居的‘大脑’，与传
统家电企业不同， 大德专注于控制
系统的研发应用。 从消费者居住的
空间环境出发， 针对生活需求和痛
点，推出智能照明、智能家电控制、

监控安防、睡眠监测、环境监测等智
能家居系列产品。 ”

让万物互联， 人们通过智能设
备甚至语音、面部等来控制家电，享
受更舒适的居家生活。 智能家电向
智能家居、智慧家庭方向升级，是新
阶段家电行业的必然趋势。

走访中记者发现，美菱、海尔、
美的、 康佳等众多品牌纷纷推出智
能家居体系，提供“智能家居解决方
案”，促进单一品类家电企业智能化
转型。 但是，家电企业在布局时，往
往局限于自有品牌的智能控制和互
联技术， 旗下产品大多只支持单一
平台，兼容性差。 从消费端看，目前
用户消费的产品主要还是一些小型
的智能单品，全屋智能化应用较少。

如何真正实现智慧家庭？“必须
要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打破品牌间
的互联壁垒。 ”张华说，合肥市通过
建立智能家电产业链链长调度机
制， 由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担任产业

链链长，建立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开
展常态化服务机制， 推动产业链同
城采购， 帮助企业推广新产品新技
术，衔接贯通产业链、创新链、政策
链、人才链，打造“智能家电—智能
家居—智慧家庭”生态。

继往开来，再续华章。 安徽作为
全国家电重要生产基地和品牌汇聚
地，在发展智能家居产业上有先天优
势。 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围绕打造
“绿色、健康、时尚、简约”家居智慧生
态场景，推进智能家电（居）产业物联
网体系创新、 工业互联网体系创新，
接下来将有针对性地引进智能家居
头部企业和方案解决商，研发智能家
居平台系统、推进标准编制，实现众
多品牌、 不同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
空间上以智慧客厅、智慧厨房、智慧
卧室、智慧浴室等为应用场景，产品
链上以衣联网、食联网、娱联网、水联
网等为组成单元，推动家电产业向智
能家居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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