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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线上市场
“量额双升”
彩电品牌表现为何大相径庭？
连晓东

小米：

8 月 2 日，
《2018 年上半
年家电网购分析报告》在北
京发布。
报告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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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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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市场蒸蒸日上，但也
不是任何品牌都表现良好。报
告指出：2018 年上半年，线上
市场传统中国彩电品牌地位
相对稳固，但一些品牌如长
虹、康佳、海尔出现了份额的
小幅下跌；外资品牌进一步萎
缩，零售额和零售量份额分别
下降 3%和 5%，其主要原因
是韩系品牌三星、LG 的下滑，
日系品牌索尼反而增长明显；
互联网品牌一半海水一半火
焰甘苦自知，由于上半年上
游面板价格持续下滑，给彩
电厂商一定的发挥空间，互
联网品牌一再打破价格底
线。整体而言，彩电领域的互
联网品牌概念已经不再具有
吸引力。

成为
“销量冠军”

本报记者

力下降渠道上过度依赖线下连锁
产品策略改变更聚焦大尺寸高端市场
而缩减中小尺寸产品内部管理不稳
定等原因2018 年更加不重视线上市
场
因此，2018 年上半年三星在线上
的零售量占有率已经跌到第 14 位，零
售额占有率也仅在第 10 位，市场份额
几乎是以腰斩的幅度缩小。
今天的三星的市场位次与两年前
的 LG 相仿，现在，LG 在中国线上彩
电视市场零售额份额中只占据了
0.5%，再不作为，三星恐怕也是这个
下场。

通过高举价格大棒，小米获得
了 2018 年上半年线上彩电市场的
“ 销 量 冠 军 ”，份 额 由 去 年 同 期 的
5.5%猛增到 17.4%。
但是，小米的进攻仅仅是抢占
低端品牌份额，其不到 2000 元的均
价决定了它无法成为销售额冠军，
也未对海信、创维、TCL 等强势品
牌造成太大冲击。
小米这种不赚钱抢占市场份额
的策略符合其智能家居的整体战略
需要，但是从长远看，无论对其彩电
业务本身还是对产业，都不是好事。

海信：
销售额保住第一
海信上半年发挥稳定，在销售
额上稳住了市场第一的地位。
海信的特点在于内部经营管理
科学，团队经验丰富，跟随市场脉搏
调整策略及时，没有用力过猛或踏
空的情况。
海信是中国彩电企业中各项能
力最均衡最健全的一家。

索尼：
图为 2018 上半年（第十一届
第十一届）
）家电网购分析报告发布会颁奖现场
2018 年上半年，创维在“6·18”也打了
不错的战役，但份额没有太多变化。
“不进则退”，被加大线上投入的 TCL
拉近了差距。
曾经是冠军的有力角逐者，却差
点难保探花的位置，创维需要在下半
年奋力出击了。

创维：
被 TCL 拉近差距
由于集团内部调整、OLED 电
视主力销售渠道在线下等原因，

夏普：
增幅大不如前
夏普依然保持了前年以来的市
场 策 略 ，以 价 格 优 势 猛 切 大 尺 寸 市
场，但是今年其营销力度明显减小，
所以夏普今年增幅不如去年，份额略
有提升。
下一步，如果夏普再不辅以创新

2018 年度中国家电网购获奖榜单

手段，以往的策略又有中国其它 10.5
代线的阻击，其今日的市场地位恐
怕难保。

飞利浦：
额量大幅下滑
勉强可以归到“外资品牌”的飞
利浦电视，前几年依赖线上市场重
新崛起，曾经因为线上一次次漂亮
的营销而跻身前五名。
不过，2016 年下半年以来，欲开
辟“王者归来”局面的飞利浦电视更
为注重线下，将更多资源投入到苏
宁等连锁渠道的合作上。
2018 年 上 半 年 ，飞 利 浦 电 视 在
线上的零售量和零售额份额大幅度

下降，零售额份额位次从上年同期
的第七名跌出了前十名。
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上半年
飞利浦在线下虽有增长但增幅不
大，总体份额更是不到 1%，而且其
电视产品在线上线下的均价差别
不大（远低于平均均价差距），分析
看来，飞利浦电视将重心转移到线
下并不是明智的策略。
如果再算上线上加大投入后可
在年轻消费者心目中扩大品牌影响
力这一笔账，
更可谓得不偿失了。

三星：
市场份额遭腰斩
三星由于在年轻人中的品牌

线上额量双升
索尼主张“围绕粉丝经营”，近几
年潜心研究中国城市用户的需求，清
晰地看到了线上消费升级的趋势并于
去年开始重视线上市场。
索尼对此的解释是“线上线下，并
无明显偏好，只围绕消费者，目标用户
在哪里，索尼就去哪里”。
为尊重消费者，自信的索尼采取
线上线下同价的策略发力线上，2018
年上半年，索尼中高端产品在线上获
得了显著的增长，索尼在线上的零售
量、零售额份额均获得提升的同时，线
上 均 价 接 近 7000 元 ，比 上 年 提 升 了
27%。
优质的产品、良好的口碑、顺畅的
总部-区域分权模式，包括三星下滑让
出了一部分市场，这些都让索尼这两
年顺风顺水，但最大原因还是围绕目
标用户制定了清晰的销售策略。

2018 年度家电网购奖项揭晓
美的吸尘器独揽四项大奖

2018 年度中国家电网购受欢迎品牌
平板电视类
海信、小米、创维
冰箱类
海尔、美的、晶弘
洗衣机类
海尔、卡萨帝、惠而浦
空调类
格力、奥克斯、海尔、TCL、志高
热水器类
美的、万和、海尔

烟灶类
老板、华帝、海尔
吸尘器类
戴森、美的、莱克
净水器类
美的、沁园、飞利浦
电饭煲类
大松、松下、美的

2018 年度中国家电网购受欢迎产品
平板电视类
海信 H55E9A ULED 电视
创维 S9A OLED 平板电视
夏普 LCD-60SU470A 平板电视
冰箱类
统帅 L.ONE BCD-415WLDCT 冰箱
容声 BCD-529WD11HP 对开门冰箱
冷柜类
卡萨帝 LC-172WAU1 冷柜
洗衣机类
海尔 EG8012B39SU1 变频滚筒洗衣机
TCL XQB55-36SP 波轮洗衣机
烟灶类
华帝“天镜系列”i11091+i10046B 油烟机灶具套装
美的 CXW-260-DJ588R 油烟机灶具套装
卡萨帝 CXW-219-CK17BGU1 油烟机

空调类
统帅 L.one 套系空调
TCL KFRd35GW D-XQ21Bp（A1）空调
奥克斯 KFR-72LW BpNHA2+1 空调
志高智能王 91 款空调柜机
中央空调类
海尔海尔智悦 S125 外机 型号 RFC125MXSCVC（G）
净界 36 内机 型号 RFTSD36MXS-V（净界）套机
热水器类
卡萨帝 CEH-50LPLS5（U1）热水器
万和 520J13 智能恒温强排式燃气热水器
吸尘器类
美的 V1 手持充电家用无线吸尘器
小狗 D-807 吸尘器
德尔玛 DX700 吸尘器
净水器类
美的 MRC1686A-400G 大通量净水器
小米 RO 反渗透大流量直饮低废水净水器
海尔 HRO5023-3 净水器直饮机

2018 年度中国家电网购高端智能产品至尊奖

2018 年度中国家电网购极佳品质产品奖

大松智能电饭锅 GDCF-30X80C
志高智能王 200 空调挂机

美的 V2 手持家用除螨仪
万和 JSQ30-16L6 智能恒温强排式燃气热水器
创维 65H9D 平板电视
美的 F6030-A10 电热水器
TCL KFRd-51LW A-ME11Bp（A1）空调

2018 年度中国家电网购高端畅销产品至尊奖
格 力 京 致 冷 暖 空 调 挂 机 KFR-35GW（355931）FNhAbD-A1
美的 V1 手持充电家用无线吸尘器
索尼 A1 系列电视

2018 年度中国家电网购高端技术产品至尊奖
晶弘变频无霜多门冰箱 BCD-325WPQC

2018 年度中国家电网购尖端科技产品奖
华帝 i23003 蒸烤一体机
美的 WQP8-W3908J-CN 洗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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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家电网购报告）。在发布会上，美的吸尘器凭借在线上市场的优异
表现，一举拿下品牌及产品四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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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家电网购报告）。在
发布会上，美的吸尘器凭借在线上
市场的优异表现，一举拿下品牌及
产品四项大奖。
家电网购报告显示，中国零售行
业已经进入结构优化、产品升级、品
质提升的全新阶段。作为家电零售领
域的新引擎，线上市场也体现出产品
升级的大趋势。在新兴产品上，线上
市场引领了产品的销售，以无线吸尘
器等为代表的高客单价产品销量提升
明显。
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吸尘器和
扫地机器人作为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
产品，近年来深受消费者追捧，其在
2018 年上半年格外抢眼的市场表现
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根据家电网购
报告，2018 年上半年，吸尘器线上
市场的零售量、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了 30.6% 、 45.5% 。 扫 地 机 器 人 线 上
市场零售量和零售额更是达到了惊人
的 58.83% 和 74.77% 。 从 报 告 可 以 看
出，在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传统吸尘
器和扫地机器人的线上占比继续稳步
提升，已经远远高于线下。例如，
2018 年上半年，传统吸尘器线上零
售额是线下的两倍，扫地机器人线上
是线下的 8 倍。
美的近年来通过整合全球品牌的
实力，构建了丰富的产品矩阵，在
2018 年上半年的线上市场，美的吸
尘器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销量位
居线上市场前列。在本次活动中，美
的吸尘器摘得“2018 年度中国家电
网购受欢迎品牌”“2018 年度中国家
电网购受欢迎产品奖”“2018 年度中
国家电网购极佳品质产品奖”和
“2018 年度中国家电网购高端畅销产
品至尊奖”等四项大奖，成为吸尘器

领域最大赢家。
在美的三大转型主轴中，产品
领先是基础和最重要的驱动力。在
不确定性成为经营常态的当下家电
市场，美的坚信“回归产品基本面，
构筑竞争力”是唯一有效的方式。
基于此，美的吸尘器坚持以领先的
产品来满足用户的价值。例如此次
获奖的美的 V1 手持充电家用无线
吸尘器，搭配多款刷头，能够全面清
洁全屋灰尘与螨虫，二合一毛刷还
可以清洁桌面、柜子等表面光滑的
地方。轻便的无线设计符合吸尘器
发展趋势，带来更灵活的操控体验，
可以很轻松地打扫平时难以顾及的
每个角落，这款产品对年轻消费族
群产生了很大吸引力。
另一款获奖产品美的 V2 手持
家用除螨仪，则是敏锐抓住了消费
者去除螨虫、提升家居环境的痛点
需求，其特有的独驱螺纹滚刷拍打
设计，可以深入床垫内部边扫边
吸，彻底清洁夹裹螨虫的尘污、脱
落皮屑；螺旋式毛刷在破坏螨虫寄
生环境的同时，长纤维刷毛不损伤
织物表面。UV-C—紫外线+自动

感应技术，能在短时间内杀死螨
虫、细菌，并保护人体免受紫外线
意外伤害。
美的吸尘吸能够在线上市场稳
居头部行列，无论是零售量还是零
售额均位居行业前茅的出色市场表
现，家电网购报告分析认为，一方面
在于美的时刻保持创新意识，及时
制定相应的市场策略并推出更符合
市场消费主力即年轻族群需求的高
端化智能化产品；另一方面，牢牢把
握消费升级和吸尘器高端化转型的
趋势，以产品和技术“双轮驱动”，实
现了品牌的进一步升级。
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快速增
长，以及消费者对于环境保护和健
康生活意识的逐渐增强，我国吸尘
器市场这几年呈现井喷式增长，成
为家庭必不可少的小家电之一。
同时，较低的家庭普及率也意味着
吸尘器市场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正是看到了这一契机，美的于去年
6 月正式成立了美的清洁电器事业
部，开始以事业部的形式运作清洁
市场。
目前，美的清洁电器事业部目
前已经拥有 1500 余项专利，且所有
专利技术全部应用于产品研发和生
产 ，多 次 获 得 国 内 外 设 计 专 利 奖
项。其中，美的 POWER 系列无线
手持吸尘器更是获得了美国 IDEA
设计奖。在整合了全球知名家电品
牌东芝和美国百年吸尘器品牌
EUREKA 之后，美的在充电产品、
智能扫地机器人等方面获得了大量
的技术积累，为新一轮发力奠定了
基础。通过与国际品牌的强强联
合，美的吸尘器业务无论从品牌、产
品还是核心技术都将形成合力，产
生“1+1>2”的内生力，进而推动美
的吸尘器迅速完成品牌、产品的结
构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