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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形势复杂 地产市场传利好 现房销售领先于期房对于家电市场来说，
会缩短房地产带动家电消费的滞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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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白电产业“三国鼎立”的格

局不会发生变化，但产品的竞争格局各

不一样。2017 年冰箱市场“一超多强”

的竞争格局将持续，海尔继续一马当

先，容声、美的、美菱等品牌将展开激

烈的拉锯战，竞争将由现在的焦灼转入

白热化。空调、洗衣机市场均呈现出双

寡头状态，格力、美的将攫取空调市场

大部分利润，海尔、海信、奥克斯等品

牌2016年在不同的细分市场都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差异化将是其他品牌最重要

的突破方向。洗衣机市场海尔与美的系

合计份额超过市场半壁江山，2017年这

两大寡头的竞争不会停息，惠而浦、西

门子、松下等品牌在双寡头竞争格局之

下需借鉴一些空调市场差异化竞争的做

法，寻求细分市场的突围；另外，洗衣

机市场新军海信、美菱等将进一步发

力。冰柜市场2017年“冰冷一体化”的

趋势将更加明显，传统冰箱企业在冰箱

市场低迷的环境下，将纷纷发力冷柜市

场，寻求新的增长点。

在此背景下，白电产品将呈现六大

发展趋势。

第一，由单品智能化迈向系统智能

化。智能化将是未来家电产业最为重要

的发展方向之一。智能家电产品将经历

三个发展阶段，单品智能化、家电系统

智能化和融入智能家居系统。2017年将

是单品智能化的重要发展年份，智能白

电的零售额同比预计增长 60.1%，零售

额规模达到 709 亿元，预计智能白电的

零售额渗透率将达到 23.9%。随着智能

化水平的提升，智能家电产品将呈现出

分系统的趋势，家庭中的电器产品将不

再是孤立的，而是成系统地联系在一

起。家庭中的智能电器产品将逐步分为

娱乐系统、空气系统、水系统、美食系

统，这些系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提升，

最终将纳入到智能家居系统。

第二，健康概念产品受青睐。近年

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稳

步提升，当前我国白电市场是以替换购

买为主的消费市场，大多数消费者在二

次购买白电产品时不仅仅满足于有产品

用，而是期望使用体验更好，消费者更

深层次的需求将被逐个释放出来。目前

在白电市场上，健康概念是消费者最为

关注、也是厂商推广力度最大的产品。

预计在2017年，冰箱的除菌概念、分类

存贮，洗衣机的双桶分类洗、高温杀

菌，空调的自清洁等与健康高度相关的

产品将受到消费者更多的青睐。

第三，结构升级稳步推进。2017年

白电市场将中高端市场持续增长、各产

品内部结构升级稳步推进。冰箱以多门

为代表的中高端市场将迅速增长，随着

新能效的实施，冰箱市场将拉开新一轮

的能效升级大战，变频冰箱将得益于新

能效的实施得到快速发展。洗衣机市场

滚筒洗衣机的份额将进一步提升，8 公

斤以上的大容量洗衣机将成为最核心的

市场，变频功能在滚筒市场将逐步普

及。空调市场以 APF一级为代表的高能

效变频空调零售额份额将超过 30%，随

着变频功能价格的下探，2017年变频空

调的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

第四，儿童家电等针对细分市场的

产品将不断出现。白电市场已经高度成

熟，主流产品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近年

来不乏在细分市场取得成绩的厂商，随

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2017年我国将

迎来一个婴儿出生潮，针对儿童的家电

产品在2017年将成为市场的一个热点。

第五，颜色成为差异化的竞争利

器。市场发展到现在，白电市场的颜色

早已不再局限于当初单调的白色系了，

已变得缤纷多彩。近年来发展最迅猛的

颜色当属“金色”，而金色在家电及消费

电子市场流行起来的重要因素来自于苹

果产品的推动。可以说这几年消费电

子、家电产品的流行色就是在跟着苹果

的颜色走，照此推断，2017年家电市场

将掀起一股“黑色风暴”。

第六，嵌入式家电将成为重要发展

方向。嵌入式家电产品在我国发展非常

迅速，中怡康线下监测数据显示，2016

年 1 月～10 月，嵌入式消毒柜零售额渗

透率为 79.1%，嵌入式电烤箱零售额渗

透率为 75.6%，嵌入式洗碗机零售额渗

透率为 83.0%，嵌入式蒸汽炉零售额渗

透率为 97.1%，嵌入式厨电整体零售额

渗 透 率 为 47.9% ，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42.3%。随着一体化家装概念的普及和成

熟，更多的白电产品也将融入到嵌入式

家电的大潮中，在白电产品中，冰箱与

一体式厨房是高度相关的产品，因此白

电产品中冰箱将首先推进嵌入式改造。

未来嵌入式产品将成为下一阶段白电产

品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本报讯 12月17日，第二届中国智慧家庭大

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大会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与智享乐居共同举办，苏宁云商与新浪家居作为

战略合作方和战略媒体提供了全程的支持。

本次大会围绕“人工智能”这个话题展开，来

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行业的顶尖专家和大咖齐聚

到这场关乎每个人“未来生活”的大会上，智能硬

件和智能家电的行业代表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

各自领域产生的影响。大会现场，中怡康时代市

场研究有限公司与智享乐居、新浪家居、苏宁云商

联合发布了 2016 年中国智慧家庭大会——智慧

家庭白皮书。大会上还设立展览区，展示了国内

领先的家用智能科技产品。

在智慧家庭大会上，智享乐居发布了首款帮

助消费者决策的 APP“知电”。“知电”APP是智享

乐居历时 18 个月研发，将提供选购家电或数码

产品过程中的可行建议。“知电”要做的就是通过

评测工程师真实、公正的评测数据，为消费者呈

现出各个品类中足够优秀的产品，简化消费者的

选购行为。

此外，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智慧家庭研究中

心发布了 2016 年金选奖榜单。金选奖评选的理

念是“独立、权威、严谨”，旨在成为消费者选购家

电和数码产品的可靠依据。此次2016年度“金选

奖”的入选的品牌包括：美的、海尔、松下、戴森、漫

步者、创维、小天鹅、TCL、莱克、洗之朗、金羚、三

个爸爸等众多品牌，涉及厨卫、健康、影音等多个

品类。其中海尔、松下以及美的智慧家居科技有

限公司分别获得了推荐品牌奖的殊荣。（闵 文）

2016智慧家庭“金选奖”

在北京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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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外部经济环境。欧洲目前是多事

之秋，英国脱欧以及欧盟成员国的庞大债

务，给未来一年欧洲经济增长蒙上了阴

影。美国经济多少会受到欧洲局势变化的

影响，另外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将

于明年入主白宫，新旧经济政策过渡，经

济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2016 年 12 月 15

日美联储宣布加息，同时宣布 2017 年将

有可能再加息3次，受此影响全球主要经

济体有可能步入新一轮的加息周期。此前

汇丰根据其最新预测，再度将美国 2017

年增长预测从 2.2%下调至 1.9%，亦将欧

元区 2017 年 GDP 增速展望从 1.5%下调

至 1%。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使 2017年家

电出口面临严峻的形势。

再看国内经济环境。国内经济环境

在 2017 年预计仍将低迷，全年 GDP 增

长率预计在 6.6%左右，CPI 预计明年会

有小幅上涨，但是总体将控制在 2%～

2.5%左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明年的

货币政策相较于今年将适度从紧，并且

会更加侧重货币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国

家对经济的刺激政策将更偏向于财政政

策，同时在基础建设上会更多地推进

PPP 模式，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

2017年的房地产市场将随着各限购

政策及货币投放的减少，逐步降温，但

是本轮房地产市场上涨与以往还是有很

大不同，在本轮房地产牛市中，现房的

销售要远远领先于期房。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16 年 1 月～10 月，商品房

累计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26.8%，其中现

房累计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28.9%，期房

累计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26.2%，现房销

售面积累计领先期房2.7个百分点。而现

房领先于期房对家电市场来说，就会大

大缩短房地产带动家电消费的滞后周

期，这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短期的家

电市场销售构成一定的利好因素。

四大因素影响市场 白电整体仍将低迷 2017年白电市场规模走势将上半年好于下
半年，但整体依旧低迷。

竞争格局各不相同 产品呈现六大趋势 2017年白电产业“三国鼎立”的格局不会
发生变化，但产品的竞争格局各不一样。

关于 2017 年白电市场规模走势的

预判如下：上半年好于下半年，但整

体依旧低迷，全年压力大。预计白电

市 场 整 体 零 售 额 规 模 同 比 负 增 长

0.6%，达到 2962 亿元。白电各品类规

模走势情况为，冰箱零售量同比负增

长 1.3%，达到 3148 万台，零售额同比

负增长 1.2%，达到 810 亿元；空调零售

量预计负增长 2.3%，达到 4349 万台，

零售额同比负增长 1.3%，达到 1437 亿

元；洗衣机零售量预计增长 3.4%，达

到 3536 万 台 ， 零 售 额 同 比 仅 增 长

1.7%，达到 610 亿元；冰柜零售量同比

3.4%，达到 703 万台，零售额同比增长

1.2%，达到 96 亿元，整体市场低迷。

上述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影响家电

市场消费的关键因素。

一是今年房地产市场的良好销售，

对明年家电市场的消费带来一定的利

好。但是，今年房地产市场更多的消费

者是投资型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多数是

将房屋出租，而这些出租需求给家电市

场带来的更多是低端产品的消费。明年

二胎出生潮的来临将带来更多的改善型

需求，但是这些改善型住宅用户的购买

需求能不能有效释放，更多取决于房价

会不会有大幅度的下降。从目前形势来

看，短期内房价大幅下降的可能性比较

小。所以，改善型住宅用户的需求不能

有效释放，在一定程度上对家电消费是

一个利空。

二是从我国人口出生图来看，2017

年新婚人群处于下降通道。这是对 2017

年家电市场新增购买需求的又一个利空

因素。

三是家电下乡时期购买家电的用户

进行二次购买的替换高峰2017年不会来

临。家电市场的上一波大牛市启动于

2008年，爆量于2009年～2011年，以一

般家庭使用大家电的年限 10 年来计算，

家电市场在2017年更新替换的消费者基

数依然偏小。

四 是 明 年 的 宏 观 经 济 仍 将 低 迷 ，

GDP增长率较今年出现小幅下降，这对

2017年家电市场的消费也起到一定的抑

制作用。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判断2017年中

国白电市场仍将低迷。

本报讯 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日前发布

我国首个空气净化器中国环境标志标准，该标准

建立在《空气净化器》（GB/T18801-2015）国家质

量标准的基础上，但规定更加严格。根据该标准，

空气净化器去除细颗粒物（PM2.5）的净化能效不

小于 5 立方米每瓦特小时，去除甲醛或甲苯的净

化能效不小于1立方米每瓦特小时。该标准将于

明年1月1日起实施。

记者从 13 日举行的中国环境标志空气净化

器标准发布及推广试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室内

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大量人工复合

材料用于家装材料、家具和室内物品，会释放甲

醛、甲苯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危害人体健康。目

前，市场上很多空气净化器的实际效果与宣传不

符，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空气净化器产品的信心。

此次发布的标准从产品设计、生产、使用到废

弃和回收全生命周期进行控制。在生产过程中，

标准要求企业在原材料选择上必须符合电子电气

产品污染控制要求。

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标准对产品去除细颗粒

物、去除甲醛或甲苯的最低净化能效进行了规

定。根据不同房间的适用面积来确定对 PM2.5、

甲醛或甲苯等室内空气中主要污染物的洁净空气

量（CADR）提出指标要求。

标准实施后，消费者可以根据净化器产品

上是否贴有中国环境标志作为购买净化器产品

的重要依据之一，选择适合自己的空气净化器

产品。 （文 编）

中国首个空气净化器

环境国标明年起实施

本报讯 今年随着国内河北、北京以及河南

等地区煤改气工作的进一步落实，壁挂炉行业迎

来了爆发式增长。产业在线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16 年壁挂炉 10 月份单月内销量实现了同比

55.2%的增长；1 月～10 月壁挂炉销量累计完成

131.8万台，实现同比20.1%的增长，其中内销量达

到 119 万台，同比增长 22%，出口量完成 12.8 万

台，同比摆脱了上个月大幅下滑的局面，取得了

4.6%的增长。

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国家节能政策的

不断深入，“煤改气”促使壁挂炉行业迎来了新的发

展契机。随着南方消费者采暖需求的迅速增长，

以及北方“煤改气”政策的大力支持，方方面面都推

动了壁挂炉采暖市场的增长。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尽管2016年以来壁挂炉行业一直呈现可喜态

势，高速发展，但2015年壁挂炉行业陡然下滑的经

历，也是给整个行业带来不小的冲击和阴影。壁

挂炉行业与房地产市场唇齿相依。2015年壁挂炉

行业呈下滑趋势，很大程度上是受房地产行业告

别高速增长，景气指数持续下滑等因素影响。

据了解，壁挂炉进入中国市场已经十多个年

头，最早接受壁挂炉采暖的用户未来会有相当一

部分进入壁挂炉的维修期，以及二次置换期。业

内人士认为，在房地产市场大环境不稳定的情况

下，壁挂炉企业应该加强研发投入，争取用更适合

的产品赢得更广阔的市场。壁挂炉行业要针对房

地产商的不同需求进行产品研发和生产，根据不

同情况设计最佳家庭供暖系统解决方案。现阶

段，壁挂炉仍占据着独立采暖80%以上的份额，在

众多壁挂炉企业中，谁家的售后服务更好谁就能

赢得更多客户。 （文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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