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中国厨电产品市场以新

增需求为主，受房地产行业影响较

大。从去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出

台限购政策，今年上半年宏观调控

效果逐渐显现，交房量以及上游供

给量的不断减少，对较为依赖装修

的厨电品类，如微蒸烤、嵌入式厨

电、热水器等影响明显。包括洗碗

机、集成灶等在内的新兴厨电目前

市场普及率还较低，但潜力巨大，将

为整体厨电市场提供增长动力。

从细分领域看，各类产品规模同

比均有较大幅度增长。油烟机线上

市场零售额 40.6 亿元，同比增长

12.8%；燃气灶线上市场零售额20.9

亿元，同比增长10.2%；热水器线上市

场 零 售 额 66.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8.7%。其他细分市场，包括消毒柜、

洗碗机、微波炉、嵌入式电器的总体

市场规模与往年相比明显扩大，线上

零售额40.1亿元，同比增长40.7%。

油烟机产品结构趋于稳定

2018 年上半年，线上油烟机市

场产品均价同比增长 2.4%。这表

明在经历了近些年的高速发展后，

目前线上油烟机产品结构已趋于稳

定，高、中、低端产品占比较为平

均。2018年上半年，油烟机线上市

场欧式产品、塔式油烟机和侧吸式

产品市场占比超过九成，几乎占据

了油烟机全部市场份额，中式油烟

机总体占比较小，已逐渐退出主流

产品行列。

2018 年上半年，美的油烟机交

出亮眼答卷，以 21%的零售量占比

成为线上油烟机销量冠军。美的厨

电聚焦油烟机技术，通过对用户的

深入调查走访，将“自清洗”新功能

——美的智能蒸汽洗技术带到了油

烟机产品上，开启了烟机自清洗时

代。对细分市场充分聚焦与产品不

断升级优化，使得美的厨电正在构

建消费升级下的新跑道。

2018 年上半年，通过“法国队

夺冠，华帝退全款”，华帝赚足了行

业眼球，成为上半年的最佳营销案

例之一。除去营销层面，华帝在诸

多产品线上也交出了亮眼成绩，稳

居厨电领域第一集团。华帝聚焦于

油烟机产品，其魔镜V2油烟机采用

智能语音操控技术，给消费者带来

了更多便捷体验。它可以通过智能

吸功能自动感应油烟温差变化，锁

定风量、捕捉油烟。华帝一直以来

将提升用户体验作为产品设计初

衷，在如今AI等技术不断成熟的背

景下，华帝势必将深耕行业，推进厨

电产品智能化发展，给用户带来更

多解决实际痛点的好产品。

2018 年上半年，面对竞争对手

“突飞猛进”式的成长，方太在线上

的销售成绩不尽如人意。2018 年

上半年，方太线上油烟机市场零售

额、零售量分别为 20%、13%，相较

第一名的差距正在被拉大。在消毒

柜和嵌入式厨电领域，方太与第一

集团品牌都有明显差距，两者的零

售量占比只有4%和3%。在洗碗机

方面，方太主打水槽式洗碗机，但由

于水槽式洗碗机占整体市场盘子还

很小，加之受到美的、西门子等品牌

的强势挤压，方太洗碗机的零售量

市场份额仅为5%。

2018 年上半年，油烟机线上市

场销售继续向中高端产品聚集。

3001～4000元成为零售量占比最高

的价格段，市场占比达到 27.6%，其

增幅为58.3%，仅次于5000元以上价

格段。1001～1500 元、1501～2000

元、2001～3000 元这三个价格段产

品零售量合计占比超过五成，零售

额占比也接近七成，成为线上烟机

“市场担当”。0～500元、501～1000

元价格段产品，零售量占比分别为

0.4%、7.3%，可以看出，在当今消费

升级趋势下，功能较为单一、性能表

现一般的低端产品正在逐渐丧失主

动权。4000～5000元价格段的产品

零售量占比虽仅有 6.7%，但增幅为

22.1%，表现出较强的增长潜力。

燃气灶线上市场稳中有增

2018 年上半年，燃气灶线上市

场稳中有增。按不同灶具类型划

分，天然气产品零售额占比接近八

成，成为线上消费者首选。另外，液

化气产品零售额占比为21%，在城镇

化趋势下，液化气产品需求正在逐年

下降。从品牌结构来看，国内品牌几

乎瓜分了线上市场，在线上零售量、

额前10位品牌中，无一家国外品牌

上榜，且在国产品牌零售量占比排

名中，彼此之间差距也并不明显，这

源于烟灶品牌与渠道关系密切，各

品牌渠道侧重点不同，互有优劣势，

使得各自产品销量都较为接近。

热水器均价迎来小幅上扬

2018 年上半年，热水器线上市

场增速较高，热水器均价也迎来小

幅上扬。电热水器市场零售额与燃

气热水器市场零售额几乎持平，但

燃气热水器产品零售量占比不到四

成，这说明伴随着一系列新技术、新

功能的加入，原先价位偏低的燃气

热水器也在逐渐往中高端发展。从

品牌来看，国内品牌的市场份额占

到了近八成，美的、海尔、万和仍是

国产品牌中的佼佼者。

2018年上半年，美的热水器（包

含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荣获全网

销售冠军。其爆款产品F60-15WB5

（Y）电热水器主打“快速加热，舒享

好浴”，为都市快节奏生活定制。该

产品采用“下潜式”长加热管，增加

了加热管与水的接触面积，热效率

显著提升。在 2018 年上半年零售

量、零售额前10位电热水器产品中，

美的分别有3款、4款产品入围；在燃

气热水器产品中，美的也均有3款产

品入选。

2018 年上半年，海尔热水器通

过不断地洞察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产

品调整与新品布局，让产品品质更

加符合消费者需求，得到了市场的

良好反馈。2000 元以上价位的爆

款产品 jt3 系列已进入线上销售前

十位。该产品拥有双 3000W 大功

率，速热省时、提高热效率及多重安

防保障极大地满足了消费者对热水器

安全、速热、智能、恒温、节能的需求。

2018 年上半年，万和作为国内

专业热水器生产厂商，同样取得了优

异成绩，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销售

齐头并进。万和燃气热水器在保持

行业第一集团的同时，电热水器也取

得 很 大 增 长 。 其 爆 款 产 品

JSQ24-12ET11主打智能变频恒温，

采用4D恒温技术，无需额外操作，根

据需求自动调整热水输出量，并能保

持水温恒定，舒适节能。该机内置变

频节能风机，能通过调整电机的转速

改变空气含量，使燃烧释放的热量稳

定。万和有4款产品进入2017年线

上燃气热水器市场零售量前10位。

洗碗机竞争更激烈

2017 年，洗碗机线上市场增速

放缓，在经历了近几年的高速发展

以及众多新晋品牌加入后，洗碗机

市场将迎来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

从价格段看，售价在3500元以下的

洗碗机占据了最多的线上市场零售

量，占比接近五成；3500 元～4299

元的产品也较受消费者欢迎，市场

份额为33.16%；其次则是4300元～

5399 元 的 产 品 ，市 场 份 额 为

11.84%。总体来看，目前 5400元以

下价格段占据了洗碗机市场超九成

零售量份额。从产品类型看，嵌入

式洗碗机市场零售额持续走高，占

比接近五成；独立式、台式洗碗机零

售额占比分别为25.9%、18.34%。水

槽式产品零售额占比仅为 9.46%，

在经历了几年产品更迭以及用户教

育后，水槽式产品在线上渠道依旧

份额偏低。从零售量占比来看，独

立式与台式洗碗机占比近六成，源

于这两类洗碗机不需要厨房提前预

留装修位置，灵活性更强；嵌入式洗

碗机零售量占比为40.18%，增速为

全品类洗碗机最高，达到了194.38%，

这是因为嵌入式洗碗机能够完美融

入厨房环境，节省空间，且随着各大

厂商开始逐渐重视售后服务，提供

了更为人性化的上门安装，也间接

使得嵌入式洗碗机销量攀升。

以豆浆机等小厨电产品为主营

业务的九阳，近年来也开始布局洗

碗机产品线。但目前洗碗机品牌格

局较为稳定，头部企业市场份额占

比近八成，留给新晋品牌的市场空

间已然很小，这需要企业在贴近消

费者需求基础上打出差异化“组合

拳”才能逐渐拼得一席之地。目前，

九阳所推出X5、X6等洗碗机产品，

整体外观、功能、性能较为一般，在

智能、高端、设计等层面也并无亮

点，九阳洗碗机后市发展不容乐观。

微波炉正逐渐被边缘化

2018 年上半年，微波炉线上市

场产品均价有小幅上调，但整体规

模依旧有限，随着蒸烤一体机、嵌入

式烤箱、嵌入式蒸箱等细分品类的

出现，微波炉的市场定位正在逐渐

被边缘化。从品牌分布来看，美的、

格兰仕两大品牌的市场占比合计超

过九成，成为线上市场第一集团，另

外线上市场零售量、额排名前10的

产品也均被这两大品牌瓜分。虽然

同属第一集团，但格兰仕与美的的

市场份额差距正在被逐年拉大，

2018年上半年美的、格兰仕零售量占

比分别为59.74%、36.73%，零售额占比

分别为58.40%、36.45%，在成熟的微

波炉市场，这么大的差距很难追

赶。近些年，格兰仕以“价格屠夫”之

姿冲入空调、洗衣机等多条产品线，

希望用低价产品辅以互联网营销策

略争夺市场，但就目前发展情况来

看，在多条产品线冲击不利的情况

下，其主营的微波炉产品线也已显

现乏力态势，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IH电饭煲线上市场增速快

电饭煲作为国人必备家用电

器，近些年伴随消费升级正迎来技

术、功能革新。目前，在线上市场

“IH 电饭煲”保持着 70%以上的高

增长，正以迅猛之势挤压传统“加热

盘电饭煲”的市场空间。格力作为

家电行业“巨头”，旗下大松品牌布

局IH电饭煲产品线较早，董明珠也

曾亲自为大松IH电饭煲站台，推动

国产IH电饭煲发展。研发初期，格

力专门成立IH电饭煲研发团队，根

据不同种类、产地的大米针对温度、

压力、粘度、受热度等指标做了大量

实验，产品上市后，随即获得市场广

泛好评。大松 IH 电饭煲拥有全方

位立体加热技术，热量可以迅速穿

透米芯，快速升温沸腾，实现米饭全

面翻滚，其拥有的多种智控模式，也

给了消费者更多烹饪选择。

在经历了几年的稳定发展之

后，2018年上半年净水设备市场迎

来了一波“大爆发”，其“量额齐增”

之势与空气净化器市场表现形成了

鲜明对比。目前净水设备市场仍处

于消费上升期，一、二线市场产品结

构正逐渐转向高端，三、四线市场中

高端产品呈高速普及之势。2018

年上半年，线上净水设备零售量达

266 万台，同比增长 46.1%；零售额

达37.2亿元，同比增长69.1%。

空气净化器和净水设备

市场境遇大相径庭

同为健康家电产品，空气净化

器与净水设备在 2018 年上半年的

市场境遇为何大相径庭？究其缘

由，空气净化器市场近些年的高速

增长更多源于“雾霾天”数量激增所

引发的恐慌心理，且“地域化”特征

较为明显。伴随着国家层面出台相

关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自 2017

年下半年开始，雾霾“重灾区”——

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状况大为改

善，全国“雾霾天”数量锐减，这使得

众多以“除霾神器”为宣传口号的空

气净化器企业一度陷入了“英雄无

用武之地”的窘境，市场“断崖式”下

跌也就在所难免了。

《反渗透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

水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

使得净水设备迎来了新一轮产品结

构升级，2018年上半年净水设备市

场高端化发展趋势明显，产品新技

术、新功能不断涌现，消费者对于中

高端产品需求旺盛，线上中高端产

品零售量占比达五成。目前，大部

分净水企业也已开始对“全屋净水”

投入更多关注，且三、四线市场目前

仍拥有广泛市场空间，净水设备市

场后续仍将稳中有增。

空净将从“除霾”向

“室内空气环境改善”转型

2018年上半年，“清库存”成为

各大空气净化器企业的首要任务。

中低端产品顺势成为了2018年上半

年的“市场担当”，将高价产品大幅

度降价售卖也成为了各大空气净化

器企业的主要促销手段。从线上产

品价格区间来看，0～999元、1000～

1999元为主力价格段，合力占据了

近九成零售量，其中0～999元价格

段零售量占比为全价格段最高，为

70.35%；价格区间在 2000～3499 元

的产品零售量占比 9.28%，同比降

幅为 67.35%。3500～4999 元价格段

零售额占比为 2.18%，同比降幅为

12.99%。2018 年上半年，空气净化

器市场中高端产品受拖累最为严

重，其中，5000～6999 元价格段零

售额降幅达九成，7000元及以上价

格段同比降幅也超过五成，众多高

举“品质消费升级”大旗的中高端

空气净化器企业陷入尴尬境地。显

然，消费升级大潮并未充分“拥抱”

空气净化器市场，行业目前也并未

找到“后雾霾时代”能够充分拉动

市场需求的有力增长点。下半年，

各大企业努力“清库存”的情况仍

将持续，空气净化器市场也势必将

加速从“除霾”向“室内空气环境改

善”的战略转型。

2018 年上半年，线上空气净化

器品牌零售额前十位中，国外品牌

占据 6 席，零售额合计占比超过五

成，其中曾一度“风光无限”的日韩

系产品，只有松下一家挤进榜单，欧

美系品牌占据另外五席，入围前十

位榜单的四个国产品牌均为互联网

企业，分别是小米、352、畅呼吸、

airx。2018 年上半年，线上空气净

化器品牌零售量前十位，国内品牌

占据六席，零售量合计占比逾七

成。从量、额情况可以看出，国外品

牌的零售量虽然不及国内品牌，但

往往产品单价比国产品牌高，从而

在零售额份额上占据优势。

在众多空气净化器品牌中，A.

O.史密斯曾拥有不错的市场销量，

但在“后雾霾”时期，其销售业绩堪

称惨淡。2018年上半年，线上空气

净化器品牌零售量排名中，A.O.史

密斯已跌出前 10 位，仅依靠其产

品高额定价排在了线上空气净化

器品牌零售额第 10 位，零售额占

比仅为 1.75%。在 2018 年上半年，

A.O.史密斯曾转变市场策略，陆续

推出高效除甲醛机型以主打装修、

婴幼儿等细分市场，但产品提升有

限，市场反响较为一般。

全品类净水类设备

呈爆发式增长

2018 年上半年，线上净水设备

市场一片向好。其中，纯水机零售

额远超其他品类，占比为 46.08%；

净水机零售额居次席，零售额占

比 达 27.41%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46.37%。软水机和中央净水机零

售额占比总和不足一成，但在线上

增长趋势明显，其中软水机、中央净

水 机 同 比 增 幅 分 别 为 114.07% 、

289.77%。“全屋净水”概念的兴起

以及居民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促

进了全品类净水设备市场的爆发

式增长，随着各大企业加大对净化

技术、净化效率等的提升，净水设备

市场将持续稳中有增。

2018 年上半年，净水设备线上

市场的反渗透产品市场份额持续扩

大 ，零 售 额 市 场 占 比 已 经 达 到

46.08%。超滤膜产品的零售额市场

份额位居第二，零售额市场占比达

到 20.77%，同比增加 46.37%。通常

采用反渗透技术的净水机为纯水

机，反渗透净水机的过滤精度更高，

能够过滤掉重金属离子、细菌等杂

质，其净化后的水可以直接饮用。

所以，在当下“品质消费，健康生活”

的趋势下，可以看出消费者更愿意

选购反渗透净水设备。

2018年上半年，净水设备线上市

场中，价格段在700～2999元的产品

是主流消费价格段。其中 1500～

2999元价格段占据了近一半的市场零

售额，700～1499元价格段产品的零

售额市场占比为22%。此外，3000元

以上价格段产品占比虽然不高，但

整体增幅不低，显示出了较强的增

长潜力。在消费升级趋势下，具有

新功能、新技术的中高端产品将为

净水设备市场提供后续增长动力。

2018 年上半年，线上净水设备

市场国产品牌在零售额市场份额上

稍占优势，占比达到 57%。从零售

量占比来看，国内品牌逼近七成。

美的和沁园两个品牌的产品零售量

占据前两名，两个品牌的合计零售

量占比达到 45%。其中，美的以

24%的零售量占比荣膺2018年上半

年线上净水设备冠军。

厨电：新增需求带动
线上市场大幅增长

两净产品：

线上市场冰火两重天

2018年上半年线上油烟机不同类型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 2018年上半年线上净水设备不同类型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2018年上半年线上洗碗机不同类型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

2018年上半年，空气净化器市场延续了去年年末由于“雾
霾天”数量锐减所引发的销售瓶颈，“量额齐跌”成为上半年空
气净化器市场的关键词，整体市场呈“断崖式”下跌势头，后续
发展不容乐观。2018年上半年，线上空气净化器零售量同比减
少15.2%，为146.7万台；零售额为19.7亿元，同比减少45.3%。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
究院和中国电子报社日前
发布的《2018 上半年家电
网购分析报告》显示，2018
年上半年，厨电整体市场并
未延续过去几年的强劲势
头，多品类零售量、额同比
均有不同程度下跌，但下跌
多来自于线下渠道，在线上
市场，各品类厨电产品零售
量、额仍有大幅增长。2018
年上半年，厨电线上市场零
售额达到173.5亿元，同比
增长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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