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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小家电落后海外30年 忽视产品研发不利发展

2007年06月06日08:07  来源：北京商报

“目前我国国内家电市场落后海外30年。”昨日，格兰仕销售总经理韩伟向记者感
叹，“虽然小家电市场正在以每年8%至14%的增长速度发展，但企业仅在降低成本方
面做文章，忽视了对产品的研发，这并不利于整个国内小家电市场的发展”。

　韩伟承认，能源、原材料和上游零配件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家电行业的成本，与大
家电相比，小家电行业的平均利润虽然还能维持在30%左右，成为家电市场利润新
的增长点。“但过分宣传小家电利润高，使得过多企业进入这个市场，造成这个市
场的恶性循环。”韩伟强调。

　根据家电研究机构赛迪的数据，2006年我国小家电整体市场规模达到了853.1亿
元，同比增长14.1%。并预计未来5年内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2007至2011年整体
市场规模将突破5000亿元。

　但由于小家电行业门槛低，一方面指投资规模较低，另一方面则是小家电技术含
量要求相对不高。我国小家电市场正在大打价格战，外资不堪忍受价格战，纷纷退
出中国。松下撤出中国燃气热水器市场，三星在华停止微波炉生产。价格战同时也
让产品本身受到限制。　　

从一则新闻说起（1）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目前国外已出现可以脱糖、发芽的电饭煲，而本土生产的
电饭煲仍然停留在简单的烹调上。国外这些新技术才是企业真正增值所在。反之，
我国部分小家电企业的核心产品在市场上卖8年，连型号都没有变，为减低成本，
改变的只是越来越薄的微波炉内胆。”韩伟介绍。

　以代工微波炉起家的格兰仕目前仍然被视为小家电的“代言人”，虽然该公司目前
也生产空调等家电，但小家电仍是公司主营业务。格兰仕曾因在市场上不断掀起低
价风潮而被称为“价格屠夫”。昨日，格兰仕则努力改变这个形象，“我们投资了上
亿元人民币研发新产品”。

　昨日，韩伟还谈到了家电销售商与制造商之间的关系：“销售商降低进场价的目
的是为了销售，但仅靠简单的降价来促销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还是要在服务方
面有更多的提高。”

责任编辑：毕磊

回答， 降低开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的唯一方法是掌握
和利用最新的现代开发技术CAD/CAE/CAM。

从一则新闻说起（2）



Digital Camera = Video Camera







各国的差距

CAD/CAE/CAM的普及率
大企业，美国，欧洲，日本，中国30～60%？
中小企业，日本，美国，欧洲，中国3～5%？

CAD和CAE的融合程度
日本，设计者搞计算 ←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美国，
设计者不搞计算，

CAD和CAE之间距离非常大
中国　←设计者不知道,或不会CAE

设计中得到的应用率

日本，美国，中国←还不太知道方法，只追求精度



计算机辅助工程的定义

计算机辅助工程的英语原文是CAE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可翻译为计算机辅助工程。
又可理解为虚拟，仿真或数值计算。计算机辅
助工程软件是由迅速发展起来的以有限元法(FE
M, Finite Element Method)为主的计算力学，
以解代数方程组为主的计算数学,相关的所有的
工程科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优化技术等等)，
及现代计算机基础硬,软件技术结晶而成的学科
综合型, 知识密集型高科技性产品。它是一门
应用科学。



中国的市场需要

目前，中国各行各业都要走自主产品的路， 对
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特别是国产计算机辅助
工程软件的需求是巨大的。

一般来说，CAE和每个工业行业都有关系，能对
每个工业行业的研究，开发，设计都起到决定
性的作用。

CAE将来可以对中国的各行各业有贡献，特别是
建筑，汽车，家电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国内，外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包括存在的问题）

美，欧独霸
美国，欧洲的CAE商用软件对中国的出口，往往有限制。

日本一枝独秀
对中国的出口没有限制，但是对使用单位有限制

印度，中国大量外包，
然而，CAE商用软件是零
印度的外包搞得早，有基础，印度的美籍印度侨民积极开
展二次开发，积极开展接口软件产品，都还没有成什么气
候。

中国的CAE商用软件在中国国内市场上也还是凤毛麟角。



国内，外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21世纪初期的发展特点
应用越来越广
浸透到各种新生的领域，生物，纳米，分子

深入于各种成熟的领域，固体力学，流体力学

现象越来越复杂，跨专业

规模越来越大
平行技术应用于计算，网格，结果处理

精度越来越高，丢不掉试验

计算越来越快，硬件变化 UNIX  -〉HPC
和生产结合越来越紧密，优化技术的应用

软件产品化，产品全球化，硬件价格大幅度降低



国内，外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的应用越来越广，其概念
含义也越变越广，

光导纤维的光路仿真，

电子回路的仿真，

还有生命科学的仿真

纳米技术的仿真

……
其广泛应用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医药方面的例子

歯科材料の応力解析



医药方面的例子

立体３D血管画像



纳米仿真

水素終端Si(001)表面上でのSi吸着過程
http://www.fsis.iis.u-tokyo.ac.jp/theme/nanoscal



纳米仿真

絶縁体／半導体界面のバンド整列



大规模计算的例子

Only 1 hour is required to 
generate 15 million 
elements including 
2 layers of prism mesh.

SC/Tetra V6 (64-bit)

Machine Spec.

Windows XP x64 edition / 4GB memory

Opteron 250 (2.4GHz)

nVIDIA Quadro FX3400



多领域耦合计算实例



多领域耦合计算实例



多领域耦合计算实例



多领域耦合计算实例



多领域耦合计算实例



多领域耦合计算实例



国内，外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50年代就是很多研究人员和技术工作人员的理想。
这表现在50年代，中国编出了一些在当时具有一
定水平的软件。

90年代又有郑州机械研究所的紫瑞等国产软件，
但是都没有普及开来。

总其原因有三，
第一是，当时，国，内外差距太大，软，硬件的基础都不好，

第二是，没有按照市场规律经营，而且，在当时全国计划经济
的大环境下，也不可能按照市场规律经营。

第三是，没有足够的国内CAE市场需求和对世界CAE市场的充分
认识



国内，外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然而，目前，中国的水平只限于使用外国软件，还
包括我国第一流大学，研究所。好景不长
企业的发展，进步

僧多粥少

水平无法提高

中国CAE软件在国际市场中所占比例是零。
使用外国软件，中国的科研就会受到外国软件的限
制，就不可能，或很难赶上和超过国际科研技术水
平。



发展中国CAE技术的重要性

是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技术力量的重要方面，

是使中国科技水平赶上和超过国际科研技术水平
的重要基础之一，

一定要先使中国的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发展起来，
创造出能提供给广大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使
用的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

开发CAE可以使企业生产设计水平提高, 成本降低, 
周期缩短。同时培养出中国的机辅助工程科研技
术队伍。



发展中国CAE的具体策略

　 　总的战略

　　 在适当时机,利用中国的计算机软件的
价格低廉,质量良好的开发资源, 将中国
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推广到世界市场上。
改变美国，欧洲软件独霸的状况,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计
算机辅助工程软件供应基地。



发展中国CAE的具体策略

具体形势分析
50年代就是很多研究人员和技术工作人员的理想。这表现在50年
代，中国编出了一些在当时具有一定水平的软件。

90年代又有郑州机械研究所的紫瑞等国产软件，但是都没有普及
开来。

总其原因有三，

第一是，当时，国，内外差距太大，软，硬件的基础都不
好，

第二是，没有按照市场规律经营，而且，在当时全国计划
经济的大环境下，也不可能按照市场规律经营。

第三是，没有足够的国内CAE市场需求和对世界CAE市场的
充分认识。



发展中国CAE的具体策略

具体形势分析

目前这三方面的条件已得到根本改变，

在中国制造的纤维纺织产品，家用电器产品占据了
相当的国际市场之际，

在中国制造的汽车产品正要冲向国际市场之际，

提出让中国CAE产品走向世界，不但正是时候，还
可以帮助中国自主产品巩固已占据的国际市场。达
到发展中国自主工业产品的同时，发展中国的计算
机辅助工程自主软件产品。



发展中国CAE的具体策略

国内优势
中国的开发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

开发软件产品比软件外包业务还要有更多附加价值。
这和生产汽车比生产汽车零件的附加价值高是一样
的。

硬件环境和国外没有差距。有同样的硬件开发环境。

中国已有丰富的软件外包业务经验可用于开发软件
产品上，包括管理，销售。

国外任何有名的软件，多有中国技术人员参加。而
且在其中多起关键作用。如果有一基地或平台可成
为他们的归属，会有招之即来，一呼百应的效果。



发展中国CAE的具体策略

国内优势

有很多中国人在海外CAE开发公司工作，有多年开
发，管理，支持，销售经验，他们和国外很多有名
的软件的公司有紧密的联系。

国内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有开发自主计算机
辅助工程产品的意识。

这需要一个平台去凝聚这些力量。

有参考的原程序。可以此为发展基础。



发展中国CAE的具体策略

海外资源

在留学人员中，有很多组织，有可以合作的关系。

例如，我任会长的计算机工程协会（日本大阪）。

在一开始以以上日本专家为中心，配合其他各国可
以联合的专家，会聚大家报效国家的热情，集广思
宜，群策群力。

不断扩大和世界上国内外的中国，印度，日本的专
家合作。短期内使中国软件打入，站稳国际市场。



具体做法

建设国内基地，吸收海外资源

提及的海外人员，都还年轻，不可能马上回
国，可以请来讲学。

到具体有了开发计划时，再调整为短期，比
如1周/3个月，请来指导，
最后，如果对方有回国要求，再议。

在国外工作的CAE技术人员都是抱有为国服
务的热情，可以重视和它们的交流。



具体做法

　科研定位，研究方向
研究 先进国家和中国计算机辅助工程发展的历史，

比较 先进国家和中国计算机辅助工程的现状，

讨论 如何发展中国自主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

提出 发展中国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的具体方向和步骤，

组织 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的开发和研讨，

结合 国内国外市场需要，特别是中，小企业需要，

带头
做开发中国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自主产品的带
头人。

在计算机辅助工程领域，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具体做法

思想原则

要建设成不光具有先进科技水平的技术平台，还要
建成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的研究室。

在中国全面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行列时，要能为发展
必不可少的中国独立自主的计算机辅助工程技术献
计献策，贡献力量。

建立基地，在全国起带头，在行业中起指导作用。



具体做法

具体课题
超音速压缩性流体的计算和开发

固体流体的耦合计算和开发，

喷雾燃烧的计算和开发

移动边界计算和开发

自然对流计算和试验的比较

汽车数值风洞的开发和研究

有限元固体非线性计算和开发

Mesh less method的研究
边界元声场计算的研究和开发

光纤导管的计算和研究

生物，医疗的仿真和研究



消灭割据，建立共和

目前的力量

上海1所大学，
江苏1所大学
北京两个公司，广州1个公司
日本2-3公司，中国人2-3学会，协会
美国1-2公司，中国人2-3学会，协会
……



具体做法

注意点

以上阶段要根据情况调整，掌握好时机。

尽快取得回报，尽量缩短投资周期。

充分利用世界上华人的丰富资源。

接受日本文部省大量投资，没法取得回报的
教训。详细见有关资料。

日本，产官学结合 + 中国，国内外结合



谢谢参加讨论！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有難うございました。有難うございまし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