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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鼓陕 鼓 ：：源 于 制 造源 于 制 造 超 越 制 造超 越 制 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开新杨开新 张张 毅毅

西安骊山脚下，“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举世闻

名。但鲜为人知的是，距兵马俑一两公里处还有座“岛”，近

4 年来累计有超过 3 万人到访。

此“岛”并非风光旖旎的水中陆地，而是座“人工岛”——

能源互联岛。人们纷至沓来并不是为了赏景休闲，而是探究

借鉴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这家老国企的转型秘诀。

实现能源高效利用

进入陕鼓临潼工业园区，顺小坡缓步而上就来到了陕鼓

能源互联岛全球运营中心。透过脚下的一块玻璃，可以看到各

种管道分布有序、高效运转，这是地源热泵系统的一角。据工

作人员介绍，地源热泵系统共打井 243 口，竖直地埋管换热器

深度为 120米，主要利用地表与地下的温度差来制冷、供热。园

区还引入“海绵城市”理念，建成了雨水收集和回用系统。

陕鼓能源互联岛全球运营中心运营经理李雪锋介绍，基

于区域能源资源供需开发出的能源互联岛，是一个化繁为简

的系统工程。地源热泵系统、雨水收集和回用系统只是其中

一部分，还有燃气热水锅炉、地埋式污水处理站、空压站系

统、区域微电网系统、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工频交流电、新风

系统、消防和安防系统等，各系统间互联互补。

“园区现在确实如同一个岛屿，既相对自成一体，又可

以基本自给自足。”李雪锋说，“目前能源资源种类多且各

成体系，所以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好几种卡：水卡、电卡、燃

气卡⋯⋯我们这座‘岛’就是要将这些‘卡’高效整合，变成清

清爽爽的‘一卡通’。”

不只是简单的物理整合和化学反应，更是一种能量转

换。陕鼓能源互联岛从全流程全区域供能、用能、能量转换的

角度出发，通过多能互补、梯级利用，实现高效利用和耦合集

成。为说明这个原理，李雪锋举了个例子，北方一些农村冬天

取暖必须烧炕，如果直接在居住空间燃煤、烧柴，不但耗费能

源而且不安全、不卫生。人们通过科学设计，让厨房的高温烟

道绕经炕下，炒菜做饭的同时就能让屋子暖和起来，起到了

一举多得的效果。“一些化工厂的烟囱排出的也不仅是滚滚

黑烟，更有大量看不见的热量；有时我们还能看见烟囱上面

有熊熊‘火炬’，其实这都是可燃气体。”李雪锋说。

黑烟乱排，“火炬”白燃，既加重了空气污染，又是能源资

源的巨大浪费。特别是在冶金、能源化工、油气化工等领域，

整个工艺流程的生产离不开大量能源供给。陕鼓人在思考：

能否以智能化管控、专业化运营的模式，打造从供给侧到排

放端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的分布式能源系统解决方案，实现吃

干榨尽、循环发展？

想到就干，干就干成。2017 年 6 月，这一能源互联岛全球

运营中心示范项目通过专家评审并投入运营，根据陕鼓临潼

工业园资源禀赋满足综合能源需求，打造了全球行业内能耗

最低、排放最少的智能制造基地，万元产值能耗仅为 5000 克

标准煤。

陕鼓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贾亚妮表示，这一能源互

联 岛 技 术 和 系 统 解 决 方 案 可 节 约 土 地 49%、节 约 天 然 气

34%、节约自来水 67%，中水回用利用率和清洁能源使用率达

100%，可再生能源在系统内贡献率为 34%，实现了土地集约、

运营集约、功能集约、设备集约。

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你们陕鼓是造钟、鼓的吗？”

10 多年前，陕鼓的工作人员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尴尬的

问题，这背后折射出老国企转型前的无奈。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陕鼓如果没有改革转型，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陕鼓集团的前身是 1968 年成立的陕西鼓风机厂，直到

上世纪末都还只是一家主要生产压缩机、鼓风机的设备制造

商。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只会产啥卖啥的老路子越走

越窄。面对困境，陕鼓认识到必须闯出一条新路。

陕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宏安表示，2016 年以来陕

鼓战略聚焦分布式能源，深化服务型制造转型，为客户提供

以分布式能源系统解决方案为圆心，设备、EPC、服务、运营、

供应链、智能化、金融等“1+7”模式的系统解决方案，为客户

创造更大的增值服务。

而在此之前的 2001 年到 2015 年，陕鼓通过第一轮从生

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已实现了以设备为圆心的“同

心圆放大”。在专注自身产品的同时也关注用户的显性需求

及隐形需求，业务边界不断延伸。

从这个角度来看，能源互联岛示范项目既是为了自身使

用，又是一个方便推广的“样板间”。贾亚妮说，从卖产品到卖

系统解决方案，不断突破了自身发展的天花板，通俗地说，就

是从卖“奶牛”到卖“牛奶”，进而牵着“奶牛”卖“牛奶”。

“基于 50 多年的能源基因，我们成功实现了源于制造、

超越制造。”这是记者采访听到的一句话。陕鼓并非传统能源

生产企业，他们有什么样的能源基因呢？这得从企业的“初

心”说起。据介绍，在冶金领域的鼓风技术是将一定压力的气

流鼓入大型高炉内，使燃料充分燃烧，通过提高炉温来加大

冶炼效率。以前农村常见的拉风箱，就是运用了这一原理。

鼓风机企业虽然不生产能源，但孜孜以求让能源高效利

用，能源互联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陕鼓能源动

力与自动化工程研究院研发中心工程师尚敏青说，通过项目

经理、产品经理、研发经理等各环节共同努力，不断推进创新

性技术、产业化和商业模式的研发与优化，可以按时、按需、

按质向用户端提供分布式清洁能源综合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贾亚妮说，企业转型初期的目标就是从只卖设备的“单

打一”成为“三三制”，即力争能量转换设备制造、工业服务、

能源基础设施运营这三大业务板块各占营收的三分之一。思

路一变天地宽，传统制造领域以外的收益不断增加，截至

2020 年 12 月，陕鼓工业服务和运营板块合同额占总销售合

同额比例达 86.45%。经过努力，陕鼓实现了从单一产品制造

商向分布式能源领域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转变，实

现了从产品经营向客户经营、品牌经营和资本运营的转变。

统一全球项目管理

依托自有的首个能源互联岛项目，陕鼓已将覆盖全球的

20 余个运营类项目和 400 多家用户的 1300 多台套动力装备

等，统一进行远程集中式的管理，实现能源大数据的积累和

分析，打造全球能源互联岛运营中心。

在智慧管控运营中心内，操作人员正通过智能管控系统

实时监控、微调。大屏幕显示，当前的空调冷冻水供水总管的

流量为每小时 200.69 立方米，温度为 13.26 摄氏度，压力为

0.26 兆帕。“‘三伏天’高温时，供水总管温度要低一些，大约

9 摄氏度。现在气温逐渐降下来了，我们便根据用户侧生产

需求及环境情况进行动态智慧调节，在节约能源的同时提供

更舒适的生产工作环境。”李雪锋说。

能源互联岛应用范围广阔，适合流程工业、智慧城市等

各场景，同时面对的挑战也同样不小。如今每个项目都需要

根据用户实际情形科学测算，进行分布式能源工艺集成，前

期投入较大。

目前，陕鼓通过长期的科研投入，在为用户提供个性化

服务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公司现已经对面向不同产业的场

景需求，创新性提出基础型、专业基础型、专业型 3 个层次的

能源互联岛系统解决方案。陕鼓正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让

能源互联岛从“孤岛”发展为“群岛”，为全球用户带来实实在

在的价值。“陕鼓 2020 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 11.16%。”李

宏安表示，陕鼓将聚焦所服务的细分市场用户需求及需求变

化，紧跟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不断在模式创新、业态创

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上“聚能”，以智慧绿色的发展成效持

续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康师傅和统一分别发布了

2021 年半年报，方便面业务数据均出

现下滑。康师傅方便面业务实现收入

127.22 亿元，同比下滑 14.67%，净利润

8.9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近 五 成 ，几 乎 腰

斩。统一方便面业务营收为 43.98 亿

元，同比减少了 6 亿多元。

“泡面双雄”的日子折射出方便面

市场的现状。尼尔森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方便面行业整体销量同比

衰退 7.7%，销售额同比下降 7.3%。而

2011 年前，中国方便面连续十几年保

持两位数增长，2013 年达到销量高峰

后 就 开 始 走 下 坡 路 ，2013 年 至 2017

年，中国市场的方便面需求从 462.2 亿

份下滑至 389.6 亿份。这两年市场有

所回暖，尤其是去年因新冠肺炎疫情

原因带动了方便面热销，但仍挡不住

整体走向萎缩。

方便面怎么就不好卖了？

从短期来看，有两方面原因。康

师傅表示，今年方便面业务净利润下

滑，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及组合变

化所致，尤其是棕榈油价格涨幅过大，

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统一也在财报

中表示，收入下降是由于疫情缓和、消

费需求恢复常态。

从长期来看，消费需求的转变是

方便面“失意”的重要原因。如今，消

费者的消费偏好从越便宜越好逐步

转向个性化，这种变化反映在饮食方

面，是人们对吃越来越讲究，消费者

有了更多替代方便面的新选择。比

如，外卖行业的快速兴起，速食类产

品增多，方便面不再是人们外出时的

必选项。同时，行业内缺乏对创新的

有效保护，一些跟风行为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也导致增长

乏力。此外，高铁餐饮的普及使得方便面的消费场景不断

减少。

当越来越多的替代品出现，这碗方便面该如何安放？

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消费者的需求将日益多元化，诸如

方便面等传统产品想要保持生命力，需要具有可持续的适应

需求甚至引领需求的能力。方便食品企业要根据市场变化，

以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来化解供需结构的失衡，以差异化的创

新和结构化的升级，努力使供给结构适应消费结构。比如，针

对不同目标群体，生产不同的对应产品，针对女性推出低卡、

高纤产品，针对老年人推出粗粮面，针对年轻人推出动漫包装

等。以邻国为例，日韩两国方便面人均消费量都远高于中国

市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方便面品牌通过创新满足了消

费升级。

近年来，方便面企业已经在顺应时代潮流，实现转型升

级。康师傅在财报中称，上半年方便面事业坚持多价格带策

略，逐步强化高端产品布局，并以多口味、多规格满足消费者

多元化需求。一碗方便面，大有学问。方便面能不能“逆袭”，

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做好准备，根据需求调整定位。虽说供给

与需求错位造成的缺口并不那么好补，但机会与挑战并存，创

新不停、发展不止，无论是研发新口味，还是继续高端化发展，

方便面的“逆袭”之举都值得期待。

“泡面双雄”的遭遇在很多传统产品企业中都存在，如果

不能跟随市场需求改变就可能成为“明日黄花”。不管是一碗

方便面，还是一件家居产品，只有瞄准市场推进供给侧改革，

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企业才能在不断满足消费者

需求的过程中焕发生机，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
泡面双雄

﹄
如何雄起

王

琳

抢占智能电表行业新风口抢占智能电表行业新风口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郁进东郁进东

走进宁波市全盛壳体有限公司实验室，林林总总摆满了

各种检测设备，记者看到研发人员正对用于电力计量箱的紧

固件原材料进行分析检测。最近，全盛壳体有限公司先后与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大学建立了博士后工作站和产学研

合作基地，三方以全盛壳体建立的实验室为平台，就电力设备

的新材料、工艺创新等内容组建了新的研发课题，共同推进应

用于电力计量箱改性塑料、金属合金等新材料创新研发。

全盛壳体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力低压成套设备及

各类电力仪器仪表设备结构组件等电力产品研发、制造的民

营企业。自 2009 年国家电网公司制定第一代智能电表等系

列标准以来，全盛壳体对智能电表、电力计量箱的参与开发及

标准贯彻，始终走在行业前列。目前，全盛壳体生产的智能电

表结构组件已占到国内电力行业市场份额 70%左右。

全盛壳体董事长袁郭竣说，2020 年，国家电网公司制定

实施了智能物联网电表新标准，对多种功能集成的电力计量

箱提出了新的考验与挑战，研发与应用新材料势在必行。

“电表结构组件尺寸不变而功能增加，这要求电表结构更

加复杂精密，要同时满足各个模组生产商的功能要求，电表上

的功能接插端口也将由 2 个增加到 4 个至 5 个，而且还要相应

提升电表整体的使用寿命。为此，全盛壳体对电表结构组件创

新突破，这将引发电力计量器具行业新一轮技术革命。”袁郭

竣拿着一个智能物联网电表结构组件说。

为了集聚智能物联网电表新功能，从 2018 年起，全盛壳

体积极开展市场调研，确定未来产品的功能、管理方向，并与

多个电表厂及模组制造企业进行对接交流，不断创新改进设

计，解决厂商在模组集聚后遇到的结构性难题，最终在技术线

路上与模组厂商保持一致，确保更加精密、小型化的电表结构

设计能够在集聚当前所有功能的情况下，留置未来新功能添

加的空间。凭借多年来深耕电表行业积累的技术经验，全盛

壳体采用功能仿真设计，借助全面升级的工业设计软件，在

2020 年研发了通过仿真环境实验的新一代智能电表结构组

件。这种新型电表结构组件更加精密，材料耐温范围达到很

高标准，可以满足各方功能需求。

全盛壳体还注重科研创新的力量，抢占行业发展风口。

记者走进全盛壳体生产车间，数十台整齐划一的注塑机在机

械臂的操控下，有节奏地加工电表结构组件的配件，几名员工

在各个智能装备之间紧张有序地工作。据了解，今年以来，全

盛壳体坚定创新步伐，全力打造新一代智能物联网电表结构

组件智能化生产车间，通过引进、改进高端设备，为下一波智

能电表普及做好准备。

目前，全盛壳体已经组建了一个近 50 人的科研团队，占

全体员工人数 10%，每年科技研发经费占到总销售额的 7%至

8%。“未来 10 年，全盛壳体将再次集聚企业竞争优势做好技术

储备，引领电力电表行业智能方向。”袁郭竣认为，智能电表未

来将更加精密，抢占智能电表行业发展新风口，依靠的依旧是

科技创新。正是坚持不懈的创新突破，让企业积累了丰富的

生产经验，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由此跟上电表行业升

级换代的步伐，企业也进入了全面增长阶段，在电表领域的市

场占有率也不断提升。

左图左图 陕西鼓风机陕西鼓风机（（集团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临临

潼工业园区一角潼工业园区一角。。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下图下图 能源互联岛为陕鼓大型设备生能源互联岛为陕鼓大型设备生

产提供绿色能源产提供绿色能源。。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全盛壳体精雕全盛壳体精雕 CNCCNC 设备正在加工模具设备正在加工模具。。张金科张金科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