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上半年，彩电市场继续遇

冷，但是线上彩电市场独好，出现“量

额双升”，线上零售量达1000万台，同

比上升17.79%；线上零售额250亿元，

同比增长4.6%；考虑到2017年上半年

下单但后来并未交付的情况，2018年

上半年彩电线上零售量实际增幅为

25%，零售额实际增幅 13%。2018 年

1—6月，线上彩电零售量占整体彩电

市场的比例提升至 44.13%，零售额占

比则提高到35.16%。

我国彩电线上市场规模创下新

高，进一步蚕食线下市场，但发展态势

从高歌猛进换挡到缓速前行。渡过面

板价格上涨周期，彩电厂商迎来了面

板价格持续下滑的机遇。

随着上游面板价格持续下降，整体

市场各个尺寸段的均价随之下跌，线上

市场均价也在下滑，但是线下市场均价

却微幅上升。2018年上半年，面板价格

波动对整机的影响在线上市场体现得

尤为明显。面对价格战，暴风 TV、

PPTV等互联网品牌采取激进的降价策

略，打破价格底线，其均价接近1500元。

55英寸是线上主流尺寸

从尺寸段来看，55英寸仍是线上

彩电市场的主流尺寸，55英寸彩电零

售量占比 25%，零售额占比 33.1%，双

双位居第一。32～52 英寸尺寸段彩

电零售量占比超过 60%，达到 64.8%。

在面板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电视

厂商价格战不断，32英寸～52英寸尺

寸段产品成为价格战的主力军，因此，

销量出现普涨。58 英寸以上尺寸段

零售量占比仅 10.2%，但是呈现较快

的增长态势，其中65英寸零售量增幅

145%，78英寸及以上尺寸段零售量增

幅389%。65英寸面板价格保持低价，

给电视厂商足够的降价空间推动 65

英寸电视的普及。在“6·18”大促中有

的厂商已经将 65 英寸电视降到 2999

元，其他厂商65英寸电视也已经降到

3000元～4000元价格区间，在价格持

续走低的情况下，主流尺寸将从55英

寸向65英寸迁移，65英寸有望进一步

普及。与此同时，电视厂商开始陆续

推出75英寸电视，有的品牌甚至出现

供不应求的现象。

2000元以下占半壁江山

从价格段看，线上1999元以下价格

段电视零售量占比 56%，是份额最高的

价格段产品，而且零售量增幅达76%，因

为该价格段产品涵盖了 55 英寸以下尺

寸的所有产品，是价格战的主力军之

一。2000 元～3999 元电视零售量占比

37.3%，该价格段涵盖 55 英寸～65 英寸

尺寸段，其中 55 英寸是主流尺寸段，市

场占比较大，2000元～3999元价格段份

额仅次于 1999 元以下价格段。上述两

个价格段电视零售量占比超过 90%，达

93.3%。电视市场高度集中于两个价格

段主要是由于低价竞争造成的，“5·1”

“6·18”期间电视价格一路走低，主流产

品价格都在4000元以内。与此同时，高

价产品也在保持高速增长。伴随着大尺

寸、高端产品价格下滑，带动了一部分换

机市场，促进了高价产品的增长。其中

10000~19999 元和 20000 元以上价格段

的产品虽然占比很小，但是增幅最高，前

者零售额增幅达140%，后者零售额增幅

达100%。

高端化趋势十分明显

2018 年上半年，线上市场 4K 电视、

HDR 电视和人工智能电视份额占比最

高，量子点电视、人工智能电视、OLED

电视增幅最大。具体来看，4K 电视零

售额份额高达 71.5%，零售量份额也超

过 50%，已经非常普及。HDR 电视

零售额份额达 49.6%，接近 50%，零售

量份额 35.6%，而且继续保持较快的

增长速度。2018年，彩电厂商世界杯

营销对HDR的强调，加速了HDR电

视进入普及阶段。人工智能电视零

售额占比 37.6%，零售量占比 32%，其

增速最为迅猛，零售额增长 417.3%，

零售量增长 509.1%。在人工智能热

潮的驱动下，人工智能很快就会成

为电视的标配。OLED 电视和量子

点电视同处于高端电视市场，零售

额和零售量占比都很小，但是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前者零售量增

长 441%，后者零售量增长 532.2%。

在消费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量子点电视开始转向线上市场，带

动了量子点电视的进一步增长，但

是由于三星电视 2018 年上半年销量

的萎缩，量子点电视在其主力渠道线

下市场的销售是下滑的，抵消了线上

市场的增长，所以量子点电视整体出

现下滑。

2018年上半年，国内网购市场共

销 售 手 机 约 5000 万 部 ，同 比 下 降

16.7%，零售额约 1100亿元，同比上升

11.1%。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

布的国内手机市场运行报告，2017年

中 国 智 能 手 机 出 货 量 同 比 下 降

17.8%，约为 1.96 亿部。也就是说，我

国手机线上市场销量约占整体手机市

场销量的 25.5%。线上手机市场趋于

成熟和稳定，与整体市场类似，销量开

始下滑，但是随着国产手机品牌产品

的高端化，销售额反而上升。

渠道竞争更加激烈

从分渠道来看，天猫、京东、苏宁

等专业电子商务平台仍然是线上手机

零售量的主要渠道，彼此之间的竞争

更加激烈，但是整体格局相对稳定。

京东依然领跑线上手机市场，但是面

对手机市场下滑也充满危机感，频繁

与手机品牌开展超级品牌日；苏宁易

购通过线上和线下融合策略积极拉

拢小米、华为等知名品牌，联合发布

新品；天猫“5·17”通信狂欢节更偏向

服务，对手机销售的带动作用不是十

分明显。此外，以苹果、小米、荣耀为

代表的品牌厂商直营官方商城也有

不错的表现，2018 年上半年，小米官

方商城的占比继续上升。

市场调研组织 Counterpoint发布

的2018年4月中国手机电子商务市场

报告指出，排名前三的京东、天猫和苏

宁获得了线上手机市场 78%的份额，

这三家平台之间的排名和份额将会在未

来保持稳定，其中京东占据了线上手机

渠道50%以上的份额。苹果、小米和华为

的官方商城，三家的总份额超过了10%。

4G手机网购首次出现下滑

从制式上看，根据相关研究机构近

期发布的国内手机市场运行报告，2G手

机出货量 1024.8 万部，同比下降 13.4%；

3G 手 机 出 货 量 3.4 万 部 ，同 比 下 降

93.2%；4G手机出货量1.86亿部，同比下

降 17.9%。手机网购市场与整体市场基

本一致，4G 手机虽然首次出现下滑，但

是全网通手机在线上手机零售量中的占

比进一步扩大。

4000元以上手机销量提升

从分价格段来看，0～600元价位段

手机销量占比约为19%，600～1000元价

位段手机销量占比约为 20%，1000～

1500 元价位段手机销量占比约为 17%，

1500～2500 元价位段手机销量占比约

为 16%，2500～4000 元价位段手机销量

占比约为 13%，4000 元以上价位段手机

销量占比约为14%。手机市场从增量市

场进入存量市场后，更多的是换机需

求。一些低端机下滑最为明显，0 元～

600 元价格段手机销量下滑速度最快，

但是随着 1000 元以下价格段手机用户

向1000元以上价格段市场迁移，1500元

～3000元成为手机市场的主流，但是这

部分市场占比却出现了微幅下滑，因为

国产旗舰机正从 1500 元～2500 元向

2500元～3000元价格段升级，但是速

度没有想象得那么快。3000元～4000

元价格段手机市场也出现下滑。但是

4000元以上价格段手机市场受苹果手

机的带动，出现了明显的提升。

品牌日渐集中

从品牌上看，手机网购市场的品

牌集中度越来越高，排名前十的品牌

已经占据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其中

排名前5位的荣耀、小米、苹果、华为和

魅族已经占到了整体市场90%以上的

份额。留给其他品牌的市场空间越来

越小。与 2017年相比，网购市场手机

品牌格局没有明显变化。排名前五位

的品牌地位稳固，荣耀和小米抢夺第一

位置，第一季度荣耀线上销量超越苹

果、小米等手机品牌，位居中国线上手

机市场第一，但是4月份和“6·18”期间，

小米全面发力，线上销量超越荣耀。

OPPO 和 vivo 重心仍在线下市

场，OPPO 线上市场只是简单运营，

vivo虽然针对线上市场推出高性价比

手机 Z1，但是没有进行专门的营销。

上半年一些已经淡出市场的品牌选择

回归，例如联想，也有一些品牌正在消

亡，例如金立、乐视等。

创新乏力同质化明显

从硬件上看，手机产品创新乏力，

同质化显著。Type-C 接口、双摄像

头、三摄像头、大容量电池、指纹识别、屏

下指纹识别、多种颜色等是线上销售手

机的几大特色。由于全面屏让屏幕的边

框进一步缩小，18∶9的屏幕比例已经成

为旗舰机型的标配，屏幕尺寸进一步扩

大，6 英寸以上机型数量快速增长。拍

照功能仍然是消费者的主要诉求，后置

双摄像头、前置双摄像头已经很平常了，

三摄像头也开始出现。

此外，手机作为配饰，消费者对手机

外观要求越来越高，手机颜色越来越丰

富，不仅有传统的黑色、香槟金，还有蓝

色、粉金、极光色等。同时，一些创新型技

术也开始在旗舰手机上获得应用，例如

vivo X21搭载屏下指纹识别、vivo NEX

采用升降摄像头、iPhone X使用3D人脸

识别技术等。

展望2018年下半年，手机网购市场可

能继续保持量跌额涨。虽然下半年有“8·
18”“双11”等大的促销节点，但是手机产品

的更新和迭代只是小升级，不可能出现革

命性产品，无法激起大量的换机行为，线上

市场趋于平稳。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在消

费升级的带动下，一些中高端手机会受到

热捧，3000元以上手机仍有增长潜力。

总体而言，2018年手机市场新零售

趋势十分显著，原本线上起家的手机品

牌在加速布局线下渠道，线上线下融合

趋势将更加明显。5 月前三周，小米的

开店数量超过 100 家；7 月份，荣耀线下

体验店已经达到了720家。纯线上手机

品牌将不再存在。手机网购市场在价格

走势、品牌格局、功能特性等各方面，都

将与整体手机市场趋于同步。

2018年上半年线上平板电视不同尺寸段零售量占比

2018年上半年线上平板电视不同类型零售量增幅情况

平板电视：线上量额双升 高端化趋势明显

手机：线上趋于稳定 品牌集中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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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中国电子报社在北京发布了《2018年上半年家电网购分析报
告》。报告称，2018年上半年，我国B2C家电网购市场（含移动终端）规模达2641亿元，同比增长22%，是
2013年上半年的5倍。家电网购市场规模5年增长了4倍。报告对平板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两净产品、
吸尘器及扫地机器人、手机等产品分别进行了具体分析。本期报纸4～7版选登《2018年上半年家电网购分
析报告》内容，以期让读者更加了解我国家电网购市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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