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上半年，线上市场前三

强品牌的集中度继续提升，对排名

靠后的企业形成倒逼，这些企业保

住自己市场份额的压力越来越大，

后期市场竞争也会更趋激烈。格

力、奥克斯、美的牢牢占据第一集

团，零售额占比已经超过75%。

格力将电商业务作为渠道变革

的重要环节，自从加速与互联网的

对接后，格力在京东、天猫等电商

平台都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很快进

入空调线上市场的第一集团，并逐

渐确立优势。2018 年，格力将在

京东挑战200亿元营销目标，并与

天猫制定了100亿元销售目标，双

方还将成立联合实验室。格力利用

电商平台的大数据结合自身的核心

科 技 ， 针 对 消 费 者 进 行 C2B 定

制。与此同时，在空调配送、安装

等方面，格力借助于线下物流、配

送、安装体系，与线上需求更好地

结合。格力在线上所发新品也不再

是消费者简单需求的满足，而是侧

重于消费升级需求的挖掘。比如，

格力京致一级变频空调，是真正意

义上的深度自清洁空调，55℃高温

10 分 钟 烘 干 ， 可 以 杀 死 更 多 细

菌。它还可以根据环境光照自动调

节屏幕亮度和蜂鸣器声音，最低功

率仅相当于 15 瓦的小灯泡，省电

表现非常突出。

奥克斯延续了高速增长的势

头，在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家电销

售大促“6·18”期间，奥克斯开卖 10

分钟销售额就突破1亿元。奥克斯

2010年在京东销售4000万元，2016

年突破25亿元，2018年奥克斯空调

在京东的销售目标是150亿元。

美的空调依然占据了第一集

团的一个席位，但是无论零售额

还是零售量都已经被格力和奥克

斯超过。

黑马TCL显示出十足的后劲，

已经超越海信系、长虹，零售量和零

售额份额都冲到了第二集团的前

列。除了继续推进线上与京东、天

猫、苏宁的关系，TCL 空调依托精

品策略，正在深化布局，着力打造第

二增长曲线，用数字零售的方式创

造客户价值。

近年来在高端化、智能化、全球

化三大战略的推进下，“让中国制造

再次伟大”已成为志高的鲜明标

签。借助“5·1”旺季大促、“6·18”年

中大促、世界杯钜惠等一系列品牌

促销动作，志高依托明星实现了线

上渠道引爆。例如，智能王 200 款

空调，除了具备快速制冷制热、除霜

除湿、变频恒温等特点，还增加了以

往空调所不具备的智能送风、安防

示警等功能。再比如，智能王91款

空调，搭载了智能手势控制黑科技，

使用空调全程无需遥控器，即可实

现空调的各种智能体验。

长虹空调受制于产品竞争力，

虽然历经了换帅、主攻智能化、与小

米合作等一系列动作，但市场表现

并没有起色，加之未能抓住消费升

级的良机，向第一集团冲击的目标

也彻底沦为口号。

空调：线上增长迅猛 高能效产品受捧
2017年上半年，得益于各种利好因素的集中显现，特别是高温天气的推波助澜，空调市场销售旺季提前而至，整体市

场取得远超预期的增长。2018年上半年，空调市场业绩虽不及去年同期那般火爆，但是在电商稳定增长和三、四线市场
普及需求上涨的合力拉动下，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线上市场，空调依然是大家电中表现最好的品类，零售额和零
售量分别达到413亿元和1489万套，同比增幅为44.3%和41.1%。空调均价比去年同期小幅上涨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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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变频空调的零

售额市场份额进一步上探至60.5%，

市场占比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1.1 个

百分点。定频空调的零售额市场份

额继续下降，与变频空调市场占比

的差距已经扩大到21个百分点。与

此同时，变频空调的零售量占比也

要明显高于定频空调，两者的零售

量同比增幅分别为48.8%和35%。

从能效等级来看，高能效空调

的市场占比进一步提升。2018年上

半年，一级能效空调的零售额占比

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了11.5个百分

点，零售额更是呈现井喷式增长，增

幅高达 207.2%。二级能效空调的市

场占比有所下滑，从去年同期的

17.7%降至 13.4%。三级及以上能效

空调的零售额份额持续下降，相比

去年同期减少7.1个百分点。一级能

效空调的零售量同样实现暴增，同

比增幅为 211.7%。二级能效空调和

三级能效空调的零售量增长比较温

和，同比分别达到16.2%和23.1%。

2018 年上半年，空调市场产品

结构加速升级和调整，消费者对于

高品质、高端化产品的需求愈发强

烈，这也拉动了线上空调产品价格

的整体上扬。分价格段来看，4000

元以上高价格段空调零售额的占比

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

快速增长。其中，5000~6999 元成为

空调线上市场增长最快的细分价格

段，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5.2%，占比为

11.8%。该价格段也是零售量增长最

快的，同比上升了 58.8%。2000~2999

元依旧是最受消费者青睐的价格段，

零售额保持了较快增长，占比达到

39.3%，零售额和零售量增幅都仅次

于 5000~6999 元价格段，同比增长分

别为49.6%和48.7%。

从不同制冷匹数看，2018年上半

年 1匹和 1.5匹空调的零售额份额合

计超过70%，是线上市场最畅销的产

品，零售量份额合计占比达到84.5%，

比去年同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1.5匹

空调是上半年市场占比最大的空调，

零售额占比达到 45.4%，零售量占比

突 破 50% ，增 幅 分 别 达 到 58.3% 和

58.8%。零售额占比居次席的是1匹空

调，占比达到25.6%，零售量同比增速

为 12.4%，在各匹数空调中并不算突

出。大制冷匹数空调的表现颇为抢眼，

其中 3 匹空调的零售额市场占比上

升至16.7%，同比增幅达到53.5%。市

场占比非常小的 5 匹以上空调成为

零售量增长最快的产品，零售量同比

增幅高达 550%，零售额增速却呈现

明显下滑，同比下降了15.3%。

中央空调在线上市场增长迅

猛，2018 年上半年零售额和零售量

的增幅分别达到 111.2%、104.2%。高

增长说明近两年中央空调在终端用

户家庭中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都有了

明显提高。但是较低的零售额市场

占有率也表明，该市场还在起步阶

段。值得注意的是，电商为中央空调

开辟出了新的渠道，相较传统专卖

店成本低且更符合互联网发展趋

势。海尔作为最早开拓中央空调电

商渠道的品牌，通过打造京东旗舰

店和天猫旗舰店等方式，与线下体

验店相结合，销量在线上名列前茅。

2018年上半年线上空调不同价格段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情况 2018年上半年线上变频空调、定频空调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

产品结构加速调整 变频占据市场60.5% 前三品牌集中度继续提升 倒逼排名靠后企业

（上接第1版）空调、冰箱、洗衣机、小

家电等大多数家电产品线上增长超

过 30%，高于全国零售平均增幅。家

电网购在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

出现增长拐点，平均增幅从上年同期

的16.9%回升到22%，同比增长5.1个

百分点，向新的销售高峰冲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

月—6 月我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类商品零售额为 4283 亿元，同比增

10.6%。而根据《家电网购报告》，不

含移动终端，我国 B2C 家电网购市

场纯家电产品的网购规模为1481亿

元，因此，2018 年上半年，我国家电

市场（不含移动终端）的网购零售额

平均渗透率已达34%。

网购市场增长引擎作用凸显
黑电新兴家电市场最为明显

2018 年上半年，家电产品在线

上市场仍处于上升通道，与线下市

场进一步拉开差距。《家电网购报

告》显示，空调线上市场零售额和零

售量同比增幅为 44.3%和 41.1%，与

线下增幅 7.4%和 3.2%拉开差距。冰

箱线上市场零售额和零售量分别同

比增长34.3%、13.5%，洗衣机线上市

场零售额和零售量分别同比增长

32.3%、19.9%，均远高于整体市场。

彩电市场的增长甚至完全依赖

线上。2018年上半年，线上彩电市场

零售量同比上升 17.79%，线上零售

额同比上升4.6%；同时，线上市场正

加速蚕食线下市场份额，线上市场

零售量和零售额在整体彩电市场的

占比已经提高到44.13%和35.16%。

一些新兴家电产品线上市场的

优势更加明显。《家电网购报告》显

示，2018年上半年，吸尘器线上零售

额已经是线下的两倍；扫地机器人

线上是线下的8倍。

2018 年上半年，在线下市场不

景气的情况下，线上市场的增长引

擎作用进一步凸显。

线上线下融合驱动零售变革
电商三强格局难以撼动

2018 年上半年，零售业态变革

显现，线上线下融合、场景化消费成

为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并在“6·18”

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预演。

在做好技术、商业的铺垫后，京

东、天猫、苏宁均于年初调整了内部

组织架构，以适应零售变革的到来。

同时，各电商平台更加大力度推动

渠道下沉、强化服务。

2018 年上半年，渠道下沉和平

台化运营给京东带来了较大的增

量，使其在激烈竞争中保持一马当

先。天猫变原有以消费者为核心的

“单核驱动”策略为“双核驱动”战

略，强调“从商家和用户双角度出

发”。但这一策略改变从2018上半年

开始，效应可能在下半年显现。

根据《家电网购报告》，2018上半

年，京东、天猫、苏宁三大电商龙头的

家电网购零售额均大幅增长，但市场

格局未有改变。京东仍以60.5%的份

额在家电网购市场遥遥领先，“猫宁

组合”几乎瓜分了剩下的四成江山。

2018年上半年，拼购电商、精选电商、

内容电商等概念火爆，但家电产品的

特性决定了渠道商的门槛，现阶段其

它商家很难觅得机会。

消费升级驱动高价产品热销
3000元以上产品占近四成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有力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

电网购市场消费升级明显，家电产

品均价显著提升。

《家电网购报告》显示，2018 上

半年，大多数品类家电零售额增幅

大于零售量增幅，线上家电产品单

价提升明显。其中，冰箱线上均价增

长近20%，洗衣机线上均价增长12%

以上，增幅均超过线下。

高客单价、高端产品日益受到

消费者青睐。5000元~6999元是空调

线上市场增长最快的价格段，零售

量 增 长 58.8%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55.2%。4500 元~6499 元成为洗衣机

线上市场零售额增长最快的价格

段，同比增长 129.54%，零售量同比

增长89.97%。容积为281升以上的大

容 积 冰 箱 在 线 上 的 零 售 量 占 比

31.57%，但对线上零售额的贡献率

却达到52.52%。

线上市场往往引领新兴产品的

销售，《家电网购报告》显示，线上净

水设备、新型微波炉等高客单价产

品销量提升明显，小家电中高客单

价的无线吸尘器、负离子吹风机、美

容仪等引发热销。

统计显示，2018上半年，客单价

在3000元以上的家电产品销售额占

比提升 7%至 37%。随着人们消费水

平的提高，对产品品质提出更高的

要求，中国家电行业进入结构优化、

产品升级、品质提升的全新阶段。

中国品牌积累优势领跑
外资品牌内忧外患“掉队”

随着市场的成熟，线上品牌集

中度越来越高，中国品牌成为家电

网购市场的赢家。《家电网购报告》

显示，格力、奥克斯、美的牢牢占据

线上空调市场第一集团，零售额占

比已超过75%；线上冰箱市场前十品

牌中，中国品牌占了9席；彩电市场，

中国品牌份额接近80%，而洗衣机市

场中国品牌则已经超过80%；美的牢

牢占据小家电市场“霸主”位置……

外资品牌表现出明显的“慢节

奏”，2018 年上半年，外资品牌继续

疲软，与优势中国品牌的距离拉大。

《家电网购报告》显示，2018 上

半年，西门子冰箱以零售量排名第

七、零售额排名第四的成绩被挤出

前三名，传统大家电前三强中，外资

品牌不占据任何席位。在 2018 年上

半年零售量位居前十的冰箱产品

中，西门子没有一款产品入选。同样

惨淡的还有韩系大牌三星和 LG。

2018 上半年，三星彩电在线上出现

了“量额齐跌”的情况，线上市场的

零售额排名已跌至第九位。三星白

电在线上市场也没有任何起色，冰

箱零售额还不足海尔的 1/17。LG在

家电榜单上则几乎消失。

《家电网购报告》分析指出，传

统外资品牌出现颓势，有其品牌老

化的原因，西门子和三星、LG 在中

国新一代消费族群心目中已不再代

表高端品牌和品质；同时更有其内部

运营的原因，在中国线上市场快速发

展的时候不能及时作出正确判断，令

他们在中国家电市场严重“掉队”。

为鼓励先进促进消费升级，在

《家电网购报告》发布会上，主办方

以全国家电网购统计数据为基础，

依据政府权威部门、著名研究机构

分析数据，综合网络消费者对家电

品牌、产品的全方位评价，隆重评选

出“2018 年度中国家电网购受欢迎

品牌/产品奖”；为鼓励家电产品向

高端转型，颁发了“2018年度中国家

电网购高端产品至尊奖”。海尔、美

的、格力、海信、TCL 空调、华帝、万

和、志高、奥克斯、晶弘、大松等领先

品牌荣获大奖。

（上接第1版）
工业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副主任纪丰伟也认为，Predix

盈利和预期有很大出入并不是因为

行业决定的，和GE本身的管理及商

业模式有很大关系。据介绍，GE

Digital 的主要客户还是来自 GE 内

部，外部样板客户的缺失使得很多

客户还处于观望阶段，用户规模效应

不足导致盈利能力不强。

对国内产业有何启示？

目前，GE售卖Predix的消息让圈

内部分人士产生了疑虑甚至迷茫。其

实，不论是基于哪种因素考虑，如果

GE 真的卖掉了 Predix，对于国内工

业互联网产业而言是有启发的。当

然，工业互联网发展大势所趋，其大方

向并不会因为此售卖而改变。

“GE出售其数字资产是一个企

业的商业选择而不是技术选择。”工

业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副主任纪丰伟表示，“第三次 IT 浪

潮引起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浪潮仍然在进行并在不断深化中，

并不会由于 GE基于其自身的业务

发展需要做出的调整而变化。就

像大海中一艘船的航向改变并不

会引起洋流的变化一样。在互联

网发展的早期，网景等最早一批的

互联网公司的发展或兴亡并不会引

起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变化，其经验

教训反而可能会成为后续公司成功

的基石。”

秦成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

为，Predix 的诞生带给了制造业最

重要的理论输入之一，就是互联

网+先进制造业。这使得传统的制

造业信息化不再是以拼图的方式来

构建一个一个重型的以流程为驱动

的IT系统，而是走向以关注终端用

户体验、以数据为驱动的平台型应

用模式转变，将围绕以产品全价值

链数据为核心获得创新发展作为最

重要的发展思路。有了这样的思想

和理论基础，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

的发展才进入了井喷期。中国工业

互联网的发展不会因 GE一个企业

的发展战略变化而改变。

业界专家认为，Predix 举步维

艰体现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构建

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构建起

功能先进、技术领先、资源富集的工

业操作系统需要10~15年甚至更长

的时间，仅仅依靠任何一家企业都

难以构建起这样一个开放复杂的系

统，这需要企业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和坚定的战略定力，需要将其当作

系统工程来对待。

李伯虎表示，Predix 的研发投

入很大，若想赚钱则需要很高的收

入，因此需要庞大的用户买单。尽

管Predix平台上有一些应用和工业

App，但还是不够多，导致用户数不

够多，难以盈利。面对工业互联网，

只抓平台是不对的，还要抓应用，抓

生态系统，把它当作系统工程来抓，

这样才能让平台产生更多的应用，

形成用户规模效应，平台才能够可

持续发展。

“Predix 如今所面临的局面说

明工业互联网平台是一项庞大的系

统工程，需要政产学研协同，也验证

了我国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工业互

联网平台建设和应用推广的路径是

正确的、可行的，我们需要毫不动摇

地抓住这一战略窗口期，加强工业互

联网平台培育。”赛迪智库信息化中

心工业互联网研究室主任袁晓庆向

《中国电子报》记者强调。

当然，Predix 的发展也在提醒

企业在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时，不能

盲目发展，只有真正带来商业价值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才能存活下来。

“平台需要尽快形成可盈利、可

复制、可推广的盈利模式，而不是陷

入具体项目，只有这样平台经济的

效应才能发挥作用。工业互联网平

台如果无法形成马太效应或黑洞效

应，则最终会被其他规模化的平台

吞噬。”纪丰伟表示。

谁会来买？

当前，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

设的主要有四类主体，一是具备数

据采集优势的装备和自动化企业，

二是掌握丰富工业机理模型的制造

企业，三是拥有工业大数据建模分

析优势的云计算和大数据企业，四

是累积了大量工业软件的软件企

业，这几类企业都和 Predix 有较强

的资源互补能力。

那么，Predix若真会被卖，买家

有可能会是谁呢？

“根据前期生态合作情况，微

软、PTC等企业有可能会收购Pre-

dix，加强生态建设，巩固领军地

位。”袁晓庆认为。

据秦成介绍，Predix 的潜在购

买者有很多，如专注于自动化领域

的企业，专注于研发或仿真领域的

软件企业等；但是无论是谁，都不会

否认行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同时企业一定要认识到自己不可能

一家独大，要更多地发展自己的生

态合作伙伴，才能和合作伙伴一起

越走越远，在巨大的工业互联网市

场中分得自己的一杯羹。

纪丰伟则认为中国企业可以尝

试并购。他表示，Predix的买家现在

还很难讲，相信一定会引起很多资

方、产业界和类似企业的兴趣。但

Predix的出售对于中国其实也是一

个比较好的并购机会。在工业软件

领域，中国主流市场基本被国外软

件占据，自主软件已经错失了最佳

的发展机会。而工业互联网产业才

刚刚开始竞逐，虽然GE公司本身的

运营遇到了一些问题，但Predix平台

的技术及其内在的分析引擎等是值得

借鉴和学习的，是中国在新赛道上实

现加速的一次机遇。

GE出售Predix引发三大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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