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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零售进入电商时代 2018年网购规模达5765亿元

2018年，我国国民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根据
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8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望首次
突破90万亿元。

2018年，我国消费形势总
体平稳，有所波动，但消费升
级趋势强劲，消费市场提质扩
容，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
作用进一步巩固。2018年，我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3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
消费贡献率进一步增强，最终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76.2% ，比 2017 年 提 高
18.6个百分点。消费结构不
断优化，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
由 2013 年的 31.2%下降到
2018年的28.4%。

集数字化、信息化于一体
的网购市场是消费升级的重
要助力。2018年，全国网上零
售额超过9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23.9%，其中，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18.4%，比2017
年提升3.4个百分点。

家电是网购市场率先发
展的领域，2018年，网上家电
消费增长平稳，走向成熟期的
家电网购市场由高速增长向
高质量发展转变，高质量的家
电产品和服务频出，成为促进
消费升级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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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网购规模5765亿元

整体增幅放缓

2018 年，我国 B2C 家电网购市场（含移

动 终 端）规 模 达 到 576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51%。其中，四大传统大家电2018年零售

规模为 2085 亿元（平板电视 586 亿元、空调

829 亿元、冰箱 360 亿元、洗衣机 310 亿元），

同比增长 19.42%；传统小家电（包括空气净

化器、厨房电器、热/净水器和生活小家电等）

1060亿元，同比增长39.47%；手机、平板电脑

等移动终端产品为2620亿元，增幅9.17%。

横向比较，2018 年，我国家电网购市场

整体增幅小于全国网购平均水平（23.9%），这

是因为移动终端增幅不足 10%，较大幅度拉

低了整体水平。从纯家庭用电子电器产品角

度看，上述大小家电线上零售额之和为3145

亿元，比上年增长25.5%，与2018年全国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 25.4%的增幅一致，远高于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8 年我国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类产品8.9%的零售总额同比增幅。

纵向比较，2018 年，我国家电网购市场

增长趋缓，增幅首次回落到 20%以内。其

中，移动终端增幅滑落到 10%以内；受彩

电 影 响 ，四 大 大 家 电 整 体 增 幅 未 能 越 过

20%；而小家电则不降反升，增幅逼近 40%。

上述变化特征相结合，充分体现出家电

网购市场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家电零售进入“电商时代”

“三分天下”线上有其一

根据本报告数据合作伙伴北京中怡康时

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提供的家电各品类线上

市场零售额占该品类总体市场比例数据，除了

净水设备、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等与家装紧

密相关的家电产品线上零售额占总体比例为

20%多外，其他品类占比均超过1/3。

从单个企业看，2018年美的集团全线产

品线上销售超过 500亿元，增幅在 30%以上，

仅京东一个平台销售收入就超过 300 亿元。

这是继 2017 年美的在京东平台上实现销售

额 215 亿元、成为我国家电零售史上第一个

单一渠道销售额突破200亿元大关企业之后

创下的又一新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数据，2018 年，我国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类产品零售总额为 8863 亿元。以此数据

作为我国家电业 2018 年零售规模的参考，

3145 亿元的线上纯家电零售规模已经占到

整体家电市场的 35.48%，网购市场妥妥地占

据全国家电市场的 1/3，这代表着家电零售

业真正进入“电商时代”。

小家电跨越千亿元大关

网购刺激新需求

近几年，家电网购市场小家电产品人气

高、销量好，2018 年更是突破性地迈过了

千亿元大关，达到1060亿元，增幅则创下3

年来新高，达到 39.47%。具体表现在：除

空气净化器外，热水器、净水器、饮水机、

洗碗机等市场规模较大的“小家电”在线上

增长稳定，增幅保持在20%以上或更高；破

壁机、蒸箱、咖啡机、电饼铛等传统生活小

家电在线上的销量增长依然保持在 30%以

上；网红产品、网红品牌带动手持式吸尘

器、高端吹风机、扫地机器人等产品的零售

额增幅达 50%以上；按摩椅、眼部按摩仪、

美容仪、洁面仪、电动牙刷、冲牙器等更精

细的提升生活品质类生活家电线上销量激增

至80%以上。

我国家电消费已经从“四大件”时代的

基础功能满足阶段进入到多元化、精细化、

品质化 （下一步将强化个性化） 的细分功能

满足阶段，这是小家电市场发展的大背景。

同时，网购又为小家电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

间，包括广泛但更易集聚的需求源、迅速且

公平的信息传播、扁平却纵深的销售网络、

更低的试错成本及更快的市场反馈和资金流

转等，促进了小家电市场的不断繁荣。

可以说，没有网购，就没有今天家电市场

如此丰富的产品和多样化的消费。空气净化

器、养生壶、手持吸尘器、扫地机器人，这些

产品无一不是先在线上热销，然后再拓展、延

伸到线下。这说明，网购市场有足够的爆发力

和牵引力，通过推陈出新的产品供给催生、创

造新的市场需求，但更庞大和长尾的需求还是

在线下，先线上再线下，可能是今后很长一段

时间家电产品的“正确流向”。

大家电提质升级

线上线下融合提升农村消费

线上“小家电”市场规模的扩大、产品

的丰富和增速的提升，折射出家电网购市场

正在发生从大家电向小 （泛） 家电转移的结

构性变化。但事实上，近5年来，家电网购

市场大、小家电零售规模比例一直保持稳

定。这是因为线上大家电市场也发生着产品

和地域的“结构性调整”。

中国零售业正经历结构优化、产品升

级、品质提升的消费升级历史时期。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提升、高质量产品的供给使得高

价位段的高性能产品销售旺盛。2018 年，

除彩电产品均价下跌 （由于上游面板降价引

发了价格战） 外，冰空洗的线上均价均有增

长。2018 年，线上客单价在 3000 元以上的

家电产品在整体零售额中的比例已经达

48.1% （绝大部分贡献来自大家电），比

2017年提升了10个百分点。

在前期布局的基础上，2018年以来，电商

平台及家电连锁加速对四六级农村市场的网

点铺设，主要以加盟合作的方式在线下开设

实体店。截至2018年年底，120万家天猫小店

接入零售通，淘宝在农村覆盖3万个网点；京

东在四六级市场拥有近2000家京东帮、1万多

家京东家电专卖店；苏宁针对四六级市场的

加盟店零售云全国门店超过4600家，覆盖全

国4600多个县镇。得益于这些电商农村网点

（尤其是家电专营商铺）的贡献，大兴安岭、神

农架、那曲、迪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日

喀则等边远地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成为销售

额在千万元级以上的“家电网购新市场”，增

速更是达到2~3倍。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方

式快捷有效地将网购方式和海量家电产品带

到农村，是农村家电消费提质升级的重要手

段。目前，在四六级市场，家电网购主要体现

在大家电产品上。

市场分层消费明显

结构性调整依次实现

地域不同意味着销售的家电产品也非

常不同，2018 年，各地家电线上零售情况

表明，中国家电市场的结构性调整以地域

为单位分步进行，具体表现在：以北上广

深为代表的头部城市正经历多样化、精细

化、品质化的小家电主导家电增量市场时

代，2018 年，拉动销售额的是无线吸尘

器、扫地机器人、新式吹风机、电动牙刷

等客单价较高的新兴家电；二、三线城市

仍以大家电为主，正经历着大家电高端化

的更新升级；四六级县乡家电市场也以大

家电销售为主，但多为价格驱动型消费，

产品的升级换代不明显。

广东、北京、上海、四川、江苏、重

庆、天津是家电网购消费最旺盛的省市，

2018 年家电网购市场销售额 TOP20 的城市

大多数来自这些省市。以同样位列 2018 家

电网购销售额 TOP10 的上海和重庆为例，

全年销售额 TOP10 的产品中，重庆有九款

空调一款冰箱，其中空调为四款美的、一款

格力，冰箱则是西门子的；上海则有四款空

调 （三款格力、一款美的），一款戴森吹风

机、两款戴森吸尘器、一款米家扫地机器

人、一款林内油烟机、一款西门子空调。

（下转第7版）

编者按：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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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网购分析报告》（以下简称《家电网购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家电网购市场增长平稳，B2C
家电网购市场（含移动端）规模达到5765亿元，同比增长17.5%，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本报今日4~7版特编发《家电网购报告》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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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1月，一直狂飙突
进的激光电视又创下了销售量同比
增长488.09%的惊人增速。其中，海
信激光电视销售量同比增长了
436.73%，几乎占据80英寸及以上大
屏电视市场的近五成。可以说，激光
电视的火爆开局为稍显暗淡的彩电
市场点亮了一盏明灯。

2月21日，海信、长虹、PPTV携
手苏宁易购，在南京启动“2019激光
电视客厅焕新行动”，面向全国开展
以旧换新活动，制定了全年销售10
万台激光电视的目标。在行业高速发
展的关键节点，以海信为首的三家厂
商将手紧紧握在一起，2019年激光
电视的普及之役也就此拉开序幕。

激光电视普及再提速 海信牵头激活市场

对于激光电视发展前景的一致看好，成

为此次三大品牌合作的基础。

2018 年，在整体彩电市场持续低迷的

情况下，激光电视却一路高歌，逆势增长，

零售量同比增长再创新高，达到 483.23%。

激 光 电 视 在 2017 年 的 零 售 量 增 幅 为

162.17%。奥维云网数据显示，激光电视从

2015 年的仅有千台发展到 2017 年的 7.1 万

台，预计到 2022 年，激光电视在中国市场

将突破百万台量级。

事实上，激光电视产业一直是国家关注

和扶持的重点产业。“十三五”规划等国家

重大文件，都将激光显示确定为未来 10 年

我国重点发展的新型显示技术；激光显示

（包含激光电视） 整机、模组、器件和材料

的关键技术研发更是连续 3 年 （2016 年至

2018年） 获科技部国家重点专项的支持。

2019 年，国家新一轮家电补贴政策发

布，激光电视作为健康、智能的新品类和高能

效、高品质的升级家电产品，将成为当前存量

电视市场升级换代中率先受益的品类。

内行人看门道。范志军表示：“在当前

中国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家庭对 70 英寸

以上超大平板电视的需求快速增长。但我们

也注意到，大尺寸液晶、OLED电视价格居

高不下，普通消费者只能望而却步。如何在

高增长的市场需求与尺寸价格比之间寻求一

种平衡？激光电视产品给出了经济而完美的

解决方案。”

英雄所见略同，彭剑锋也认为，随着

5G 传输和超高清节目的逐步普及，再加上

国家新一轮家电消费刺激政策的不断落地，

以激光电视为代表的大屏、超高清、高色域

产品将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

显然，消费升级、政策红利将成为

2019 年激光电视撬动更大市场的两大支

点。也正因为如此，三大品牌和苏宁联手为

激光电视量身定制了此次“2019 激光电视

客厅焕新行动”，信心十足地喊出了全年销

售10万台激光电视的小目标。

此次焕新活动，究其本质就是海信、长

虹和 PPTV 三家激光电视厂商变成合作伙

伴拧成一股绳，与渠道商苏宁易购一起加速

扩容激光电视市场。此举打通了激光电视产

业上下游，实现了制造商和渠道商的协同创

新合作，成为这次焕新行动的最大看点。

谈到此次三品牌的合作，海信激光显示

公司副总经理王伟认为：“强势品牌联合推

广方式更有利于高端产品的普及，众人拾柴

火焰高，大家齐心协力更容易把激光电视市

场做起来。”

此次海信、长虹和 PPTV 的合作，将是

三大品牌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的过

程。海信是行业带头大哥，一个品牌就撑起

了大屏激光电视的半壁江山。中怡康数据显

示，2018 年海信激光电视在 80 英寸及以上

市场销售量、销售额占有率双双高居第一，

销售量占有率高达 53.76%。产品覆盖 80、88

和100英寸三个主流大屏尺寸，既有贴近百

姓的高性价比产品，也有高端产品。

好产品要通过好的体验让用户感知，才

能充分激发用户的消费需求。2018年，海信80

英寸激光电视一上市就引爆了市场，“3米客

厅80英寸起步”，让更多普通用户体验到激光

电视的大屏、真实、舒适护眼等全新感受。

2018 年，视像协会推动多站彩电“汰旧

换优”行动，海信推出了激光电视免费试用

活动，让用户喜爱上了激光电视。

今年 1 月，海信激光电视率先走进校

园，兴建“青少年护眼示范基地”，用激光电

视改善青少年用眼环境，这个活动受到了学

校和家长们的一致欢迎。

针对激光电视品类的推广，此次焕新活

动只是苏宁易购的一个开始。苏宁零售集团副

总裁范志军表示：“苏宁将在接下来一个月，围

绕激光电视开展一系列推广活动，包括大额换

新补贴、免费试用、分期购机等。”未来，预计京

东、天猫、国美等零售商也将加入进来。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彭健

锋十分看好这次焕新活动的合作前景。他坦

言：“彩电业要迎接激光电视的春天，因为推

广普及激光电视的意义重大。首先，在激光

电视市场中国品牌有望引领全球；其次，激

光电视有望引领消费者重回客厅；最后，激

光电视将带动一个全新的产业体系发展。”

不难预想，助力激光电视市场快速扩容

和普及将是此次合作结出的最大硕果。在今

年的 CES 上，LG 推出了自己的激光电视产

品，正式加入激光电视阵营。随着海信、长虹、

PPTV在这一领域的携手发力，相信会有更

多品牌跟进，加入到这一前景广阔的市场。

多重利好撬动更大市场

上下游联手扩容激光电视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