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捷孚凯（中国）分析师 谭湘湘

2017金秋家电消费流行趋势 特刊 7编辑：邱江勇 电话：010-88558837 E-mail：qiujy@cena.com.cn 2017年9月29日

时隔一年，海尔在中国国际消

费电子博览会（以下简称电博会）

上的偌大展区再次成为“厨电专

场”，显示出海尔对这个“最优先发

展”业务的高度重视。

电博会开幕之前，海尔集团董事

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对海尔物

联网范式商业模式做出了诠释。当互

联网更多承担基础设施的功用，物联

网将成为下一个最重大的经济活动，

海尔人要抓住的机遇就是以物联网

为驱动的社群经济。9月22日电博会

期间，海尔对外发布了物联大厨电战

略，推动物联大厨电在全球的落地。

此前一周，海尔全球首个智慧厨房互

联工厂建成。对于海尔厨电，这就犹

如助力起飞成就全球最大最强厨电

品牌目标的两翼。

海尔厨电将“物联网”元素深

深嵌入长远战略和具体实施中，一

方面是全力配合集团从传统工业

时代追赶者到物联网时代引领者

的愿景。无疑，厨电板块将所有产

品互联互通构建物联大厨房场景，

已经成为海尔物联网变革的排头

兵。另一方面，海尔厨电戮力成为

全球厨电引领者，不仅基于规模，

更希望开辟出一条从电器到网器

再到社群经济的用户流程最佳体

验的有效路径，先一步完成物联网

时代用户体验的全面引爆。

大厨电战略全面落地

去年，海尔厨电携斐雪派克、

GE、卡萨帝、统帅组成“海尔系厨

电”亮相电博会，“大厨电”架构首

次跃入人们视野。今年电博会上，

海尔所有产业再次让位于厨电，后

者展示了物联成套大厨房场景。上

述变化折射出海尔在保持冰空洗

等主营产业优势继续扩大的基础

上，深度整合全球优势资源全面发

力大厨电的发展思路。

无论是从中国厨电业发展方

向，还是从欧美发达国家厨电现状

来看，“大厨电”才是行业未来的趋

势。传统“烟灶消”三大件已经无法满

足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厨电产品边界

不断被打破重构，延伸至蒸烤箱、洗

碗机等百余个新兴品类。在海尔的规

划中，这种扩张更是颠覆固有认知成

为跨界融合的典范，比如海尔物联大

厨电场景中的控制终端是馨厨冰箱。

在美国市场，连灶烤箱占比高达到

89%，剩余 11%是“多头灶+嵌入烤

箱”；油烟机在成套厨电中的金额占

比仅为10.3%。西欧市场上，多头灶具

和嵌入式烤箱更受青睐。今年前 8个

月中国市场增长最快的是洗碗机和

蒸汽炉，增速远高于烟机灶具。

同时，企业竞争的要素更趋多元

化，虽然产品力和品牌依然是竞争力

核心，但综合实力及各种竞争因子的

均衡往往成为决定性力量。长期来看，

产品单一、市场相对集中的专业类厨

电品牌，很难与拥有全厨电品类、依托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能够调动全球资

源的综合性“大厨电”巨头角力。

海尔大厨电战略之所以能在全

球落地，根本原因在于其背后的全球

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布局。目前，

海尔在全球拥有十大研发中心，分别

发挥差异化优势精准覆盖五大洲用

户群体，通过本土化策略实现全球

资源与全球用户需求协同，满足用

户差异化需求。特别是GE和斐雪派

克两大世界顶级厨电品牌的加入，

使海尔大厨电的产品和技术布局更

加完善并形成高效互补，五大品牌

差异化定位满足不同层次消费族群

的需求，协同和叠加效应得以充分

发挥，为海尔迅速做大做强厨电产

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换道物联网实现新引领

大厨电战略孵化了全球规模第

一的“海尔系厨电”，其资源协同与整

合产生的合力为海尔大厨电带来了

指数级增长，实现了高增长、高份额、

高价值下的“套圈引领”。根据中怡康

的数据，今年前 8 个月，在厨电市场

前十位品牌中，海尔油烟机、燃气灶、

嵌入式电烤箱、嵌入式电蒸箱的零售

额增速均位列第一。海尔厨电以57%

的增幅成为行业增速最快的品牌，其

中卡萨帝的零售额增速高达169%。

在今年的电博会上，海尔发布

了物联大厨电战略以推动物联大厨

电在全球的落地。一年前，张瑞敏在

解读新海尔精神时有过“我们的目标

是物联网”的论述。事实上，物联网从

提出到现在已经发展了18年，但迟迟

没有在用户体验方面实现引爆，海尔

厨电希望通过“换道”物联网在全球

家电领域率先引爆这一概念。

有别于互联网，物联网的最大特

征是体验经济。体验经济是站在用户

角度进行量身定制，根据用户需求及

时提供产品和服务。每一个厨电网器

成为与用户交互的数据节点，通过这

些网器，不仅能建立用户个性化的小

数据，还能为用户提供安全的食品解

决方案，在提升烹饪体验的同时，彻

底解决饮食健康问题。从互联网模式

切换到物联网模式，海尔厨电更容易

实现换道超车。在上一个周期，柯达、

摩托罗拉、诺基亚因未能及时从传统

制造业向互联网换道而倾覆，而海尔

厨电率先向物联网换道，不仅出于未

雨绸缪，也将在“套圈引领”基础上先

行引爆物联网，树立海尔乃至全球企

业物联网转型的新标杆。

海尔在今年的电博会上展出了由

海尔智慧厨房、GEA专业美式厨房、卡

萨帝艺术厨房等多系列产品构建的世

界唯一物联大厨电智慧场景，烟机、

灶具等终端与海尔馨厨互联网冰

箱一起为用户提供互联互通的服

务内容。比如在冰箱上点击智慧菜

谱启动烤箱、烟机、灶具等智能设

备；感应到人体靠近，油烟机就会通

过搭载的大屏，指挥消毒柜、烤箱进

入工作模式等。

在海尔描绘的蓝图中，全厨电

品类在产品层面都将实现有效连

接，除了烹饪美食，还要成为集生活

服务、购物和娱乐为一体的物联枢

纽。服务内容和用户个性化数据的

贯通使每件厨电产品都升级为物

联网上的网器，即时洞悉并满足用

户需求，迅速且持续地助力海尔从

单一产品引领到解决方案的引领。

社群经济下的用户体验引爆

物联网时代是“从n到1”，n就

是社群交互平台，在上面海尔捕捉

“1”即用户的个性化小数据，可以

准确获得用户需求，从大规模制造

转向个性化定制，继而引爆用户体

验。正因为如此，海尔厨电将本届

电博会的参展主题定为“物联大厨

电，社群赢天下”。

以体验经济为核心的物联网根

据用户体验提供即时服务，海尔厨

电从电器到网器再到社群经济的用

户流程最佳体验的实践是通往这一

目标的最有效路径。该过程中，海尔

厨电强调的不是效率和速度，而是实

现专属个性化定制的精度，对物联网

时代下传统制造业逻辑和厨电产品

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义。

9 月 16 日，世界上首个智慧厨

房互联工厂在青岛建成，首批高端

定制的云厨吸油烟机在工厂下线，

发往定制用户家中。今后海尔厨电

将依托全球研发、设计等资源，同时

生产 5大厨电品牌、300余种型号产

品，满足用户的专属个性化定制需

求。智慧厨房互联工厂借助海尔顺

逛平台各小微团队与全球用户零距

离对接，随时跟踪用户的个性需求

信息，并在大规模定制平台 COS-

MOPlat上获取解决方案。

与过去物理概念的工厂不同，海

尔厨电通过以工业4.0为核心的互联

工厂将用户和供应商都连接在一起，

打造按需设计、按需制造、按需配送

的体系，变成了一个满足用户个性化

需求的生态圈，首开厨电业从大规模

制造向个性化定制转型的先河。

有时候家电企业以及科技公司

不能理解，为什么用户对看似“完美”

的产品无动于衷，他们得到的教训就

是不知道如何将产品融入实际生活。

在物联网时代，海尔厨电探索以满足

个性化定制体验为标准，一切用户说

了算，构筑通向用户最佳体验的路径。

“颠覆现状打造未来厨房”作为海尔

物联大厨电的发展目标，其实践将重

塑全球厨电产业的进程和市场格局。

从“套圈”到引爆用户体验 海尔大厨电破题物联网困局

2017 年下半年一开场，白电市

场明显呈现复苏的趋势。白电市场

的回暖主要来自于线上市场的高速

增长。线上市场的蓬勃发展促使厂

商和零售商把国庆传统促销季的战

场从线下转向线上。捷孚凯（GfK中

国）全国零售监测数据显示，2017

年7月至8月，冰箱线上市场零售量

占比达到 41%，洗衣机线上市场零

售量占比达到43% ，空调线上市场

零售量占比达到43%。白电线上市

场在基数较大的状态下，仍保持着

较快的增长，带动冰箱、洗衣机、空

调市场零售量同比分别上涨了4%、

8%、30%。在电商造节、促销不断的

热潮下，第三季度白电整体市场零

售规模预计会保持增长的趋势。

与前两年相比，白电市场的趋

势虽有好转，但在以促销战驱动的

增长下，厂商推出产品时需要更多

考虑用户的需求、改善用户的体验，

只有产品迎合消费趋势才能更好地

在频繁的促销竞争中守住阵地。

超薄冰箱

获益整体家居

近年来，风冷、变频、智能等一

直是冰箱市场的热门话题，然而随

着消费不断升级，消费者对冰箱产

品除了品质与功能上的追求外，也

开始注重家电与家居环境的融合，

整体厨房逐渐成为流行趋势。2016

年整体橱柜市场规模超 900 亿元，

整体橱柜市场的增长带动了嵌入式

家电与类嵌入式家电（超薄冰箱）发

展。整体橱柜设计的厚度一般在 60

厘米至65厘米，超薄冰箱则把宽度

设定在 67.5 厘米以下，这样超薄多

门对开机身基本可以与橱柜平齐，

仅多出冰箱门的厚度，与厨房装修

融为一体，使厨房整体更加和谐美

观。2017年 1月至 6月，超薄冰箱零

售量同比上涨了 90%，其中超薄对

开 门 冰 箱 零 售 量 同 比 上 涨 超 过

160%。从产品结构来看，超薄产品

在多门与对开门冰箱中的占比分别

接近25%和30%，成长迅速。

超薄冰箱不仅外型美观，还具

有轻松入户、位置灵活的优势。厂商

加大对超薄冰箱的投入，除了是迎

合消费潮流的尝试外，也是各厂商

在原有的制冷保鲜技术上的不断突

破。超薄冰箱的发展符合当前的流

行趋势，随着“金九银十”家装旺季

的到来，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洗干一体机

迎来爆发期

今年洗衣机行业在技术创新上

取得较好的成绩，各主流厂商加大

对免清洗、分类洗涤、洗干一体机、

直流无刷电机和变频电机、智能化

等技术的研发，力求赋予洗衣机产

品更高效除菌、便捷智能、节能环保

的功能，满足消费者更高的需求。在

干净、健康等消费需求逐渐得到满

足后，烘干成为消费者的又一需求

热点。南方阴冷潮湿，北方空气质量

欠佳，地域气候的限制因素加大了

消费者对洗干一体机的需求。2017

年1月至6月，烘干滚筒洗衣机的零

售量同比上涨超过90%，同时，均价

的下降也带动了其市场爆发式增

长。2017年第二季度烘干滚筒洗衣

机均价比 2015 年第一季度下降了

近2000元。

烘干滚筒洗衣机的迅速增长更

多来自于线上市场。2017年1月至6

月，其线上市场零售量份额超过

35%，零售量同比增长超过200%。在

马上到来的国庆促销季中，烘干滚

筒洗衣机将是厂商与零售商促销的

热点产品之一。随着洗干一体技术

的不断成熟，以及烘干洗衣机与非

烘干洗衣机价格差距逐渐缩小，未

来洗干一体机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消费升级

驱动变频空调增长

家用空调市场在 2017 年呈现

出明显的产品结构升级趋势。2017

年1月至6月，变频空调的零售额占

比达到 68%。变频空调的增长主要

来自于一级能效产品的增长，变频

一级能效零售额占比超过 18%，零

售额同比上涨100%。

变频一级能效产品之所以具有

如此强大的竞争力，一是得益于压

缩机成本降低了自身制造成本；二

是由于国内厂商的竞争推动了一级

能效产品发展。节能环保是家电市

场永恒不变的潮流与追求，变频一

级能效空调市场未来必定是厂商竞

争最为激烈的战场。

促销频密

是挑战也是机遇

促销竞争所带来的结果是，厂商

和零售商在应对频繁的促销战时长

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稍有不慎很

可能被复杂多变的市场淘汰；消费者

则形成审美疲劳，不能激活更多的消

费需求。在未来的竞争中，如何立于

不败之地，刺激更多的消费需求是厂

商和零售商需要面临的较大挑战。

促销竞争对行业进行洗牌的同

时也加快了消费升级进程。随着人

们消费水平以及对品质生活的追求

不断提高，消费者产品需求多样化

促使厂商需投放更加符合市场趋势

的产品，例如消费者对冰箱的分区

储存有更高的要求，于是大容量的

十字多门迅速成长；消费者希望实

现分类洗涤的功能，厂商便纷纷推

出多筒洗衣机。厂商只有抓住市场

潮流，对产品加大技术投入，在产品

性能上更胜一筹，才能在市场上众

多产品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本报记者 江勇

金秋促销季白电市场加速回暖

多门冰箱与对开门冰箱不同厚度零售量份额变化 均价下降带动干洗一体机爆发

近两年，随着全民消费不断升

级，小家电行业同步升级，以电饭煲

为代表，通过新技术革命，得到了消

费市场的认可，IH电饭煲比重快速

攀升，从而也推动了饭煲产业的再

发展，并给传统品类的二次发展打

开了新的一页。

主流企业不断尝试开拓新兴品

类，2016年以破壁机为代表的料理

机成为全行业发展的亮点，全年增

速高达104%，为小家电行业注入了

一股新鲜动力。

新技术激活传统小家电

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物

质生活方面得到了大幅提高，对

小家电产品的需求不再停留在满

足基本生活需求，更倾向于改善

生活品质。

比如，要求电饭煲把饭做好、

做香、做得更有营养成为了现如今

的真实需求，因此最具有代表性的

IH 电饭煲较为火爆，奥维云网数

据显示，IH 电饭煲占电饭煲的比

重达到 50%以上。在互联网思潮

下，智能作为家电转型升级的另一

个重要方向，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

使用体验，电饭煲紧跟时代发展潮

流，纷纷连接上了智能 WiFi。目前

WiFi 智能电饭煲多与电商平台合

作，实现手机 APP 便捷控制，同时

助力电商发展。

再比如，豆浆机行业处于困局

中，一些厂商引入破壁技术，破壁豆

浆机一时受热捧，增速较快。奥维云

网数据显示，破壁豆浆机销售份额

增长至20%以上。同时，豆浆机市场

出现不同的“声音”——无刀设计豆

浆机，该产品上市迅速引爆市场。破

壁技术和无刀设计打破传统豆浆机

设计理念，为豆浆机市场带来新的

遐想空间。

新兴小家电品类依靠创新

面对快速发展的行业，新兴品

类并不是盲目加入，而是从不同的

角度升级创新，牵引小家电行业持

续前行。

一方面，厂商继续深入探索，

2015 年第三季度首次尝试玻璃可

加热破壁机，该款产品一上市，立即

火爆市场。奥维云网数据显示，从

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破壁机份额

飞速增长，2015年年底达到 49.2%。

2016 年，双杯（塑料杯体、玻璃杯

体）可加热破壁机上市，为破壁机带

来第二次高增长，奥维云网数据显

示，2016年4月，破壁机销额份额首

次超过搅拌机。而“玻璃”和“加热”

成为料理机市场新的竞争话题。

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者更加注

重健康饮食生活，便携料理机产品

逐渐走入大众视线。在小家电众多

产品中，便携料理机体积相对较小，

方便路途中使用。

由此看来，小家电行业整体已

经进入二次升级创新阶段。小家电

产品不再局限于能够满足消费者

基本生活需求，更多的是持续改善

和提升生活品质。同时，对于厂商

而言，技术创新和产品品质是核

心，消费者需求是原动力。对于消

费者而言，价格便宜的产品不再是

首选，技术创新和品质过硬的产品

才能最终赢得消费者青睐。

品质、需求成关键

对于每个小家电产品，消费者

不仅重视产品质量、价格，同时也重

视加工的食物是否可口，使用是否

便捷。为制造出更好的产品，厂商也

越来越注重消费者需求。在结构升

级、技术创新的大潮中，唯有品质优

良产品、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才

能受到消费者青睐，才能给小家电

市场带来持续的增长。

小家电：传统品类靠技术

新兴品类靠创新

奥维云网（AVC）厨小电事业部
分析师 翟丽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