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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莉）

3 月 13

日，万家乐在上海以“乐·见”为主题，发

布了 2019 战略新品“天工”系列。 万家

乐相关负责人士表示，新品搭载众多万

家乐原创科技，如东方恒热芯、无电洗、

分子智净技术、双高火等，并在此基础

上再次进行升级，希望新品能改变目前

厨卫产品的固有认知，促进行业进步。

核心科技推动行业进入“零冷

水”时代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次万家乐发

布的“天工”系列新品，在工业设计、结

构升级、材质选择和工艺等方面都有创

新性突破。 据介绍，以家用中央热水搭

载的东方恒热芯为例，该技术是万家乐

历时 7 年，凝聚两代万家乐人不懈努力

推出的原创核心科技。 研发前后共有百

余位工程师参与，整机的耐用性测试达

20 万次， 超过 150 个家庭 1 年实测使

用，解决了传统燃气热水器使用中热水

出水慢、水温波动大等行业难题，独家

并率先在中国厨卫行业内推出第一台

“零冷水”燃气热水器。 国内的同行纷纷

效仿，一些企业随后也推出各种形态的

“零冷水”热水器，中国燃气热水器行业

从此进入了“零冷水”时代。

万家乐负责人表示，为了打破行业

同质化现象， 做出自己的原创技术产

品，近年来，公司以满足用户全流程最

佳体验为中心， 建立了以用户为导向、

致力于解决用户痛点的产品开发流程，

推出了 X7 家用中央热水、S6“无电洗”、

MATE7 自动烹饪系统等一系列智能科

技新品，创新性地解决了用户在热水出

水慢、水温波动大、沐浴安全、烹饪技能

缺失等多方面的“痛点”问题，为中国厨

卫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天工”系列新品刷新行业空白

从本次发布的“天工”系列新品来

看，万家乐新品以自然为灵感，融入东

西方元素，简约美观。 为了减少传统热

水器管道对空间视觉感受的破坏，做到

了真正的全隐藏设计。 有专家评论说，

万家乐彻底改变传统厨卫产品作为半

工业品冰冷的形象， 让产品更有交互

性， 与生活空间的关系更紧密更协调。

据介绍，在新材质的应用上，万家乐新

品挣脱传统厨卫产品钢铁外表，采用全

新材质，以圆润温暖的艺术形态突破了

厨房、卫浴冰冷、刚硬的环境印象。 比如

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纯水机亚克力

材质的使用，让产品更柔和、有温度；燃

气灶使用特氟龙材质，不沾油污更易清

洁，还能保持特殊的光泽感，兼顾美观

与实用。 同时，万家乐新品在结构创新

和工艺上均实现了突破：比如烟机新品

突破传统中岛式烟机方正的形状，实现

双面操作，给产品更多人性关怀，并通

过烟机形状突破达到风道结构优化，实

现风量及吸净效果升级。 燃气及电热水

器采用了行业内最极限的亚克力注塑

技术。 专家称，这些创新和工艺都是当

前厨卫行业的空白，可在短期内形成技

术壁垒。

柳冠中评价天工新品“耳目一新”

当天，“中国工业设计之父”、 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柳冠中教授亲临发布会

现场，畅谈工业设计未来，点评万家乐

新品。 对于“天工系列”，他评价为“耳目

一新”， 称新品 400 多天的设计研发过

程是企业对工业设计专业化的迈进。 据

悉，柳冠中一贯主张设计是“创造更合

理的生存方式”。 柳老的“现代社会的设

计需要颠覆性的创新”、“工业设计不是

设计一个物品，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解决

一个问题” 等观点与万家乐突破创新、

发布新品的探索不谋而合。

据了解，早在 2002 年，万家乐便与

柳冠中合作推出厨卫产品，成为引领当

时潮流的创新厨卫先锋。 万家乐有关人

士表示， 公司设计团队经过一系列洞

察，发现的不是简单的产品痛点，而是

消费者精神的空位，进而通过设计这些

新品把用户从现在厨房、 卫浴中冰冷、

刚硬、杂乱的环境中解放出来，还给消

费者真正家的感觉。

家电业资深人士指出，本次发布的

万家乐系列新品，改变了中国家电行业

长久以来墨守成规的工业设计思维和

探索路径，通过独立设计提升中国工业

设计实力， 做出自主设计成功示范，为

厨电产品和行业升级带来新的方向。

打破厨卫同质化 树行业新标杆

万家乐发布战略新品“天工”系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莉）

3 月 14

日， 帅康在上海 AWE 家电展召开以

“AI 尚·油烟不上脸” 为主题的 2019

新品发布会。 据了解，本次新品发布

会帅康除了带来潜吸式油烟机和隔

烟灶的升级产品，还重磅发布了该公

司掌握核心技术的四项“黑科技”。

据帅康电气总裁孙命扬介绍，这

四项“黑科技”之一的投影触控技术，

是通过灯光投影形成操作面板，在其

上面触控就能直接操作所有厨电产

品，无任何按钮，更智能，更简单；面

板发声技术，没有喇叭，只要用烟机

的一块面板就能享受殿堂级音效，易

清洁，更娱乐；涡轮变频技术，能使油

烟机风量高达 27m3/min，最大风压达

到 850Pa，吸烟效果更好；无绳充电技

术，通过特定装置，能对所有厨房内

小家电进行充电， 告别各种电器线

多、插座少的烦恼，让厨房更简单。

此外，在新品发布会上，帅康宣

布成立“F&H 研究院”，即 Fashion

（时

尚）

&Health

（健康 ）

研究院，通过与时

尚、健康行业品牌的跨界联合，全方

位打造专为中国女性健康美丽问题

提供解决方案的平台。

帅康市场部总监侯卫东表示，“保

护女性的健康与美丽是帅康成就亿

万最美家庭的其中一环，我们将通过

成立 F&H 研究院这个平台， 呼吁更

多品牌来关注和关爱女性健康。 ”而

帅康展厅内，也搭建了“F&H 研究院”

主题展，知名化妆品专柜、油烟危害

科普展示、专业美容师护肤指导等多

项内容，让更多女性关注厨房烹饪健

康。

关注女性健康

帅康跨界成立“F&H研究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莉）

近日，美

的宣布发起线下千店“冰水同框 逆天挑

战”活动，邀请全民共同加入挑战，以见

证美的微晶冰箱的智能保鲜表现。

这场活动的背后，是美的今年升级

了其自主研发的V-Tech智能保鲜芯。据

美的冰箱中国区市场总监陈亚飞介绍，

这个被称为2.0版本的芯片，基于食材数

据库研究及4万名真实用户肉类、 海鲜

类使用体验和习惯调研，建立了品类更

为丰富的食材数据库，不仅对牛肉和三

文鱼精心研究，更对于肉类、禽类、海鲜

类的研究进行了大数据扩散研究。 同时

优化了智能雷达感应的灵敏度，能够做

到针对不同食材的冰点进行精准的“逆

冻结”，确保原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莉）

记者在

日前举行的 TCL 春季新品发布会上

发现，TCL 首次推出了 K 系列 K1、

K1S-W、K2-W、K3 四款物联网智能

门锁，这些具有超强防盗锁芯、生物

指纹识别功能、金融级加密算法的智

能门锁，能够防撬、防劫持、防破解。 K

系列门锁可通过小 T 智联 App 实现

家中更多智能设备场景联动———当

您开锁后， 玄关灯自动打开， 方便换

鞋；客厅窗帘、灯光、空调、电视等设备

同时开启，轻松享受便捷、健康的智能

生活。

TCL 同时发布的智能安防套装

和智能体验套装也颇受业内关注。

TCL 家庭安全 7 件套由智能门铃、智

能网关、门磁、燃气探测报警、烟雾报

警、水浸报警和红外传感器构成，能在

厨房或存在燃气、火灾、漫水隐患的场

合，时刻监测危险，保障家居安全。 智

能体验套装由 TCL 智控精灵、空调伴

侣和 WIFI 智能插座等组成， 可以让

家中传统家电“秒变智能”，轻松用手

机 App 远程开关。

除了消费产品外，TCL 还发布了

针对旅宿和园区管理的智慧解决方案

T-LODGE 和 T-PARK。 从智能家居

产品、个人智能生态产品，到智慧旅宿

和智慧园区解决方案，这表明 TCL 已

然在智能科技领域全面发力。

TCL首次发布物联网智能门锁

图为陈亚飞。

美的冰箱

升级智能保鲜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