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上半年，洗衣机线下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而线上市场则稳定高速增长，
继续扮演行业“发动机”的角色。线上洗衣机市场的零售额和零售量分别达到133亿
元和794万台，同比增长了32.3%、19.9%。洗衣机线上均价同比提升了12%。

2018年上半年，冰箱线上产品结构升级

进一步加速，对开门冰箱、多门冰箱（含十字

对开门）成为零售额和零售量增长最快的品

类，两者的零售额市场份额合计已经接近半

壁江山，达到49.62%，较去年同期上升了5个

百分点。多门冰箱（含十字对开门）的零售额

增长最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92.36%，零售

量同比增幅也达到 58.40%。对开门冰箱的

零售额占比高于多门冰箱（含十字对开门），

也有很不错的增长表现，零售额和零售量的

增幅分别达到 50.46%、39.34%。上述两个门

体冰箱的增长幅度远高于其他门体。三门冰

箱的零售额占比小幅下滑，同比微降约 1 个

百分点至 31.19%，零售量增幅则回落显著。

双门冰箱和单门冰箱市场占比持续萎缩，双

门冰箱的零售额份额为 17.72%，比去年同期

减 少 了 5 个 百 分 点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速 为

13.28%，在各门体冰箱中仅高于单门冰箱。

单门冰箱的零售额占比已经滑落至 1.23%，

零售额增幅好于去年同期，但也仅为5.14%，

是增速最慢的品类。

冰箱线上市场延续了大容积化的趋势。

2018年上半年，281升以上冰箱的零售额市

场 份 额 ，超 过 整 体 市 场 的 一 半 ，达 到

52.52%，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个百分点。值

得注意的是，这个零售额份额是在其零售

量占比仅为 31.57%的情况下取得的。281

升以上冰箱的零售额和零售量增幅在各门

体冰箱中都是最高的，分别达到64.28%和

48.79%。191 升~230 升冰箱的零售额占比

仅次于281升以上冰箱，达到22.5%，比去

年同期略有增长，但是增速相比其他门体

冰箱较低，为9.78%。在大容积冰箱的挤压

下，150升以下小容积冰箱增长乏力。其中

101 升~150 升冰箱的零售额占比下滑至

4.12%，同比增幅也只有 13.29%。100 升以

下冰箱零售额占比下降最为明显，2018 年

上 半 年 仅 有 1% ，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了

5.07%，零售额市场占比和增幅都是整体市

场中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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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线上市场成
稳定高速增长发动机

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扬，在消费升级、结

构优化、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多重因素交织影

响下，冰箱线上市场的品牌竞争加剧，特别是

在第二集团，各品牌间的市场份额差距逐渐

缩小。整体来看，2018 年上半年，冰箱线上

市场的品牌格局保持稳定，延续了以往“一马

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海尔一枝独秀，保持

对其他品牌的领先优势。中小品牌面临的生

存压力持续加大，随着借助电商“爆冷”的概

率逐渐变小，新一轮的市场洗牌不可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在线上品牌前十名中，除

了西门子，外资品牌几乎全军覆没。西门子

成为唯一可以保留在前十的外资品牌。但

是，西门子昔日的高端品牌形象面对互联网

的变革，能否顺利转型成功还需要更长时间

的考验。

韩系家电代表三星和LG已经掉队，无论

是零售额还是零售量前十排行榜上都没有

了身影。近年来，三星和LG对中国白电市场

的开拓力度和积极性都有所下降，特别是在

蓬勃发展的电商渠道，三星和LG表现得有

些“不思进取”，更遑论取得傲人的成绩，这

与中国品牌积极拥抱电商，通过线上市场弥

补线下的战略大相径庭。三星、LG在线上市

场的失意，一方面是企业战略出现了偏差，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品牌的崛起以及自

身产品竞争力出现了下滑。比如，在最能直

观反映消费者对于产品喜爱程度的零售额

和零售量排行榜上，三星和LG没有一款冰

箱上榜。线上的“失落”也折射出三星和LG

在中国市场上的整体大幅退步。

相较第一集团的格局稳固，冰箱线上

市场的第二集团争夺异常激烈。奥马这个

电商时代的黑马逐渐褪色，零售量和零售

额均跌至第八位。格力旗下的晶弘则表现

抢眼，零售量和零售额双双闯入线上市场前

十位。依靠在质量、能效和产品可靠性方面

的出色表现，以及格力制造、核心科技方面

的加持，晶弘冰箱近两年迅速崛起。比如，

在市场上受到消费者追捧的变频无霜-5℃

不结冰魔术冰箱，采用了晶弘独有的瞬间冷

冻技术，可以实现水在-5℃下保持液态不结

冰，这种技术能够瞬间微粒子冻结，因此在

晶弘冰箱的瞬冷冻室内，食物可以不结霜不

变色，维持原来的鲜嫩质感。在科技的支撑

下，晶弘不仅实现了业绩的翻倍增长，也惠

及了广大消费者。

昔日冰箱业“四朵金花”美菱冰箱线上

的表现一直不佳，但是2018年5月开始线上

份额有所提升，能否扭转线上颓势，还要看

2018年下半年的表现。

从价格来看，各价格段冰箱的增长延续

了去年同期的趋势。略有不同的是，2000

元~3999 元价格段冰箱取代 4000 元~5999 元

价格段冰箱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价格段，两

者以 51.3%和 45.3%的增幅位居整体市场前

两位，这两个价格段与1000元~1999元价格

段的冰箱共同成为冰箱线上市场快速增长的

主要推动力。2000元~3999元价格段冰箱零

售额占比最大，46.65%的市场占比远高于其

他价格段。4000元~5999元价格段冰箱的零

售额市场占比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从

11%出头提升至 17.62%，零售量占比也略

有提升，达到 5.97%。6000 元~9999 元价格

段冰箱以及 10000 元以上价格段冰箱的零

售额市场占比较低，较去年同期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回落，但零售额同比增速依然可

观，分别为28.4%和31.56%。999元以下价格

段冰箱的零售额增幅扭转了去年同期负增

长的趋势。

从不同制冷方式看，风冷冰箱继续拉

大与直冷冰箱的零售额占比差距，前者的

零售额占比达到 59.73%，增速也远远高于

后者。不过在零售量占比上，风冷冰箱与

直冷冰箱还有差距，直冷冰箱的零售量市

场占比高出风冷冰箱14个百分点。

2018年上半年，变频冰箱普及进一步提

速，零售额和零售量的同比增幅均大幅领先

于定频冰箱。变频冰箱的零售量份额虽然

仅为22.15%，但零售额份额高达40.2%，零售

额增幅达到66.95%。

2018年上半年，冰箱整体市场表现几乎复制了去年上半年的情形，线下市场依然不振，线上市场继续高歌猛进，
对行业的支撑作用越发明显。2018年上半年，冰箱线上零售额和零售量分别达到165亿元和842万台，同比增长
34.3%、13.5%。在原材料上涨和消费升级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线上市场冰箱均价增长明显，增幅接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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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带动的品质需求和改善型需

求成为驱动洗衣机行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力

量，2018 年上半年，迷你洗衣机、干衣

机成为线上市场的明星产品，零售额和零

售量的增速都要显著高于传统洗衣机产

品。迷你洗衣机成为零售额和零售量增长

最快的洗衣机品类，同比分别增长了

85.59% 和 61.58% 。 紧 随 其 后 的 是 干 衣

机，零售额和零售量分别同比增长了

78.56%和 50.68%。迷你洗衣机、干衣机

的异军突起，反映出洗衣机换新需求正

从满足基本功能向追求高品质转变，同

时也表明，家庭衣物洗护观念的变革将

为洗衣机市场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从市

场规模看，这两类洗衣机的市场占比都

还非常低，这也意味着未来成长空间巨

大。波轮和滚筒洗衣机仍然是市场的主

流，其中波轮洗衣机的零售额市场份额

同比进一步下降至 37.13%，滚筒洗衣机

的零售额占比则在去年同期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至 56.59%。无论是零售额增幅还

是零售量增幅，滚筒洗衣机均大幅领先于

波轮洗衣机。双缸洗衣机和脱水机的市场

份额同比继续减少，零售量和零售额的增

幅也远低于行业整体水平。

2018 年上半年，各大洗衣机品牌商

顺应新的市场形势，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为消费者提供新产品、新机型，以及最新

的洗护方案。与去年同期相比，线上洗衣

机市场品牌格局没有大的变动，龙头企业

的表现依然强势，前三名品牌的零售额和

零 售 量 市 场 占 比 已 经 分 别 达 到 57%和

54%，其中海尔与小天鹅牢牢占据前两

位。多年来，海尔一直在洗衣机线上市场

处于领跑。2018 年上半年，小天鹅的零

售额和零售量份额逐渐被海尔拉开。在线

上零售额前十位产品中，海尔独自拥有五

席，小天鹅两款产品入围。在零售量位居

前五的产品中，海尔的产品多达三款，小

天鹅有一款产品入选。总体来看，在大白

电中，洗衣机仍是外资品牌表现最好的领

域，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如此，在线上零

售量和零售额前十位的产品中，很少看到

外资品牌的身影。

从市场份额看，相比去年上半年，外

资品牌与中国品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四

个进入零售额市场前十的外资品牌仅占据

了不到20%的份额。在零售量市场份额进

入前十的品牌中，只有两家外资企业，市

场占比不到 8%。在与中国品牌的竞争

中，外资品牌已经完全被压制。值得注意

的是，之前在洗衣机市场有着不俗表现的

韩系品牌全军覆没，三星和 LG已经从零

售量和零售额前十名榜单中消失。这两个

定位中高端的品牌，曾经以技术、工艺、

外观设计引以为傲，也拥有过不少拥趸，

但目前来看，无论品牌还是产品都在严重

倒退。在 2018 年上半年线上销售前十位

洗衣机产品中，亦没有一款三星或 LG的

产品入围。

从容积段来看，7公斤以上容积段的

市场占比继续快速攀升，零售额市场份额

和零售量市场份额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并

且优势还在逐渐扩大。2018 年上半年，

7.1 公斤~8.0 公斤容积段的零售额市场份

额为 52.84%，遥遥领先于其他容积段。

8.1 公斤及以上容积段的零售量市场份额

虽然只有 17.03%，但零售额市场份额增

长最为明显，一举跃升至 26.14%。从整

体市场而言，7.1 公斤~8.0 公斤容积段和

8.1 公斤及以上容积段的零售额、零售量

同比增幅分居前两位，8.1 公斤及以上容

积段的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56.95%，7.1 公

斤~8.0 公斤容积段的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42.02%。相比之下，小容积段洗衣机的市

场占比继续缩小，2018 年上半年，4.5 公

斤及以下容积段、4.6 公斤~5.5 公斤容积

段的零售额同比增幅都跌至10%以内，分

别为 5.76%、9.86%。在大公斤容积段的

冲击下，5.6公斤~6.0公斤容积段和6.1公

斤~7.0公斤容积段的零售额增长均低于线

上整体增长水平。

2018 年上半年，各价格段洗衣机的

增长表现差距很大。4500 元~6499 元价

格段成为零售额增长最快的价格段，同

比增长达到 129.54%，零售量也同比增长

了 89.97%。不过其市场规模还比较小，

零售额市场占比和零售量市场占比分别

为 4.20%、1.01%。6500 元以上各细分价

格段的增长也相当可观，其中 11000 元

以上超高价格段的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54.25%，令人眼前一亮。1000元~1999元

和 2000 元~2999 元价格段的零售额份额

合计超过 55%，与上半年一样，这两个

价格段仍然是市场的主流。两者相比，

2000 元~2999 元的增长更为强劲，零售

额同比增幅远高于 1000 元~1999 元价格

段。999 元以下价格段市场占比保持稳

定，零售额市场份额为 22.14%，说明该

价格段产品还有较大市场需求，但其零

售额增长在各价格段中是最低的，仅为

5.76%。

7公斤以上容积段市场占比继续快速攀升

各价格段洗衣机增长表现差距很大

品质需求和改善型需求驱动行业结构升级

外资品牌与中国品牌差距进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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