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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维咨询（AVC）数据显示，2014

年 1~8 月份电商渠道共销售 279.4 万台家

用空调，同比增长 114.2%，线上渠道占空

调整体市场销量份额的比重达到7.7%；线

上销售额 75.4 亿元，同比增长 106.1%，占

整体市场的比重为 6.0%。从数据可以看

出，在空调线下市场增长略显乏力的情况

下，线上市场依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产品结构趋同线下

线上变频空调销量占比增长，三
级产品能效回归主销，挂机产品销售
价格段下移，中端柜机比重增加。

在产品结构方面，2014 年 1~8 月份家

用空调电商市场呈现以下3大特征。

第一，变频比重增长，结构靠拢线下。

由于激烈的价格竞争，目前线上销售的空

调仍以定速空调为主。但2014年前8个月，

线上变频空调销量占比同比上升 4.7个百

分点，达到了 36.2%，销售结构向线下靠拢

的趋势明显。

第二，三级能效回归主销。节能惠民

补贴政策结束后，厂家在利润导向下重新

加大三级能效产品的布局，2014年1~8月

份同比去年同期，各品类空调三级能效产

品比重全面增加，在变频空调中体现尤为

明显。其中，变频挂机产品中三级能效产

品占比同比上升了 65.1 个百分点，达到

95.3%；变频柜机中三级能效产品比重同

比上升了 44.3个百分点，达到 76.8%。节

能惠民补贴政策退出后，三级能效产品强

势回归。

第三，电商渠道挂机产品销售价格段

下移，中端柜机比重增加。根据奥维咨询

（AVC） 数据显示，2014 年 1~8 月份，变

频挂机市场 3000 元以下产品为主销，销

量占比为 58.1%。其中 2300~2900 元中低

端变频挂机销量份额增长明显，同比增长

14.8个百分点；定速挂机市场，2300元以

下价位段产品是绝对的销售主力，其

中 2000 元以下低价位定速挂机销量份

额 同 比 增 长 10.1 个 百 分 点 ， 达 到

57.7%，涨幅较大；从整体挂机市场来

看，主销价格段下移，以价换量的产

品销售趋势明显。变频柜机市场5500~

7000 元中端产品销售比重同比增长 9.6

个百分点，增幅明显。定速柜机市场

5500 元以下产品是绝对的销售主力，

销量占比达到 90.5%，其中 4500~5500

元价位段中端产品销售比重同比上涨

4.0个百分点达到29.4%，增幅较大。总

览整体柜机市场，中端产品销售发

力，增长趋势明显。

型号差异化成共识

线上产品均价低于线下，线上、
线下采用差异化型号成共识，线上
APF标准产品渗透率快速提升。

在 1~8 月份家用空调市场，线上渠

道和线下渠道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类型产品线上均价全面低

于 线 下 。 根 据 奥 维 咨 询 （AVC） 数

据，2014年1~8月份线上各品类空调产

品均价全面低于线下，且线上零售均价

同比均出现下降。其中变频挂机线上零

售均价为 2971 元，同比下降 4.2%，和

线下的价差为510元；变频柜机线上零

售均价是 7239 元，同比下降 5.9%，与

线下相比低了 1092 元；定速挂机线上

均价为 2208 元，同比下降 6.3%，线上

线下价差为189元；线上定速柜机零售

均价是 4404 元，同比下降 2.0%，相比

线下价格低了840元。

虽然坚持以质取胜，通过技术和创

新而非价格战的形式来提高自己的产品

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已成为目前空调行

业的共识，但由于电商渠道存在价格透

明化、缺少体验环节等特征，“价格

战”也成为各品牌争夺线上份额、吸引

顾客的普遍做法。

第二，线上和线下产品采用差异化

型号成厂家共识。奥维咨询 （AVC）

通过对电商渠道前十大品牌线上线下销

售的 TOP20 机型进行对比发现，主要

品牌在2014年1~8月份线上线下投放产

品的机型重合度同比大幅下降，目前大

多数空调主流厂商的线上线下产品重合

度维持在10%左右的低水平。可见针对线

上和线下采用差异化型号操作策略，已

经成为主要厂家的共识，以避免电商渠

道对传统渠道造成冲击；另外，主要品

牌在不同的电商平台的产品布局重合度

也普遍下降，不同平台产品布局差异化

也成为趋势。

第三，线上市场 APF 标准产品渗透

率快速提升。变频空调新能效标准 （APF

标准） 于2013年10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

根据国家规定，到 2014年 9月底变频空调

要完成 APF 标准的转换。2014 年初，线上

渠道变频产品 APF 标准的切换相比线下

还滞后许多：据奥维咨询（AVC）数据，

2014年1月时线下APF标准产品渗透率为

40.9%，而线上这一数值仅为 22.7%。随着

最后期限的临近，各品牌也加快了线上

APF 标准产品的切换，到 2014 年 8 月份

APF 标准产品线上渗透率已达到 84.4%，

基本追平线下88.6%的渗透率。

在刚刚结束的 2014 冷年，电商市场

119.1%的销量同比增幅虽然强劲，但我们

也要看到家用空调在电商渠道规模基数

仍较低，2014 冷年空调在电商渠道零售

量仅占整体市场的 6.8%。伴随着有线和

无线宽带网络在中国各层级市场快速普

及，中国网民人数呈几何数字上升，同

时网购用户也随之大幅增长，消费者的

购物习惯正在被改变，网购正在成为越

来越多中国消费者购物的首选，家用空

调在电商渠道销售潜在实力不容小觑。

预计 2015 冷年，家用空调电商渠道仍将

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在整体市场的销

量占比将达到10%左右。

奥维咨询（AVC） 刘虎成

本报讯 10 月 29 日，工信部网站公示了《节

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目录（第五批）》和《“能效

之星”产品目录（2014）》，公示期为 10 月 29 日至

11月11日，海信、海尔、TCL、万和、博西等家电企

业共97款产品入选。

记者在《“能效之星”产品目录（2014）》中看

到，《目录》共涵盖了10大类128个型号产品，其中

电动洗衣机9个型号产品，热水器18个型号产品，

液晶电视16个型号，房间空气调节器40个型号产

品，家用电冰箱 14个型号的产品，变压器 13个型

号产品，电动机4个型号产品，工业锅炉6个型号

产品，风机5个型号产品，压缩机3个型号的产品，

同时《节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目录（第五

批）》涵盖了 9 大类 344 个型号产品，其中有变压

器 96个型号产品、电动机 59个型号产品、工业锅

炉 21 个型号产品、电焊机 77 个型号产品、制冷

43 个型号产品、压缩机 27 个型号的产品、塑机 5

个型号产品、风机 13 个型号产品、热处理 3 个型

号产品。 （文 编）

工信部公示2014年

“能效之星”产品目录

本报讯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近日发布公告

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认

监委近日联合制定了《吸油烟机能源效率标识实

施规则》、《热泵热水机（器）能源效率标识实施

规则》、《家用电磁灶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

（修订），新实施规则将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

实施。

公告称，《吸油烟机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

和《热泵热水机（器）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自

2015年1月1日起实施，2015年1月1日前出厂或

进口的产品，可延迟至 2016 年 1 月 1 日前加施能

效标识。《家用电磁灶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修

订）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2015 年 1 月 1 日前

出厂或进口的产品，可延迟至 2016 年 1 月 1 日前

按修订后产品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加施能效标

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能效标

识的信息化水平，提高能效标识的可读性和符合

性，未来鼓励企业在能效标识上附加二维码，能效

标识二维码将采用国际通用的 QR 码，由生产企

业在中国能效标识网上申请，并填写产品相关信

息后，能效标识信息系统形成与产品型号唯一对

应的二维码。 （小 文）

吸油烟机热泵热水器

电磁灶新能效规则发布

三级能效产品受宠 APF切换提速

2014年1~8月电商空调市场

销量占比情况

产品类型

变频挂机

变频柜机

定速挂机

定速柜机

线上零售量占比

33.8%

2.4%

54.2%

9.6%

同比增长率

5.0%

-0.3%

-4.7%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