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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生活”带火小家电

近年来，小家电市场一直呈上升趋
势。即使在绝大多数家电品类因疫情不振
之时，小家电却成为家电市场中唯一没有
下降的品类。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
《2020 上半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显示，上
半年我国家电市场零售额规模为 3690 亿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4.13%。生活小家电
市场与去年同比微增 1.45%，规模扩大到
911 亿元。尤其是以厨房小电和个护品类
为主的新兴小家电市场表现更加亮眼。

京东数据显示，“6·18”期间，破壁机、
多用途锅、空气炸锅、果蔬消毒机等新兴家
电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 200％；电烤
箱、面包机、打蛋器等烘焙类家电成交额同
比增长超过185％；个护家电也获得大幅增
长，如按摩器成交额同比增长240％。

各类小家电的增长幅度虽不尽相同，
但增长逻辑却有规律可循。

泛博瑞资深家电分析师王思腾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其一，
疫情防控带来的健康需求升级以及以及

“宅”生活带动了清洁护理需求和家庭烹
饪需求成为市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
二，“必需性”消费向“品质性”消费发展的

趋势非常明显，情怀化、定制化产品属性
日益显著。

对于小家电系列未来的发展方向，乐
扣乐扣中国区总裁金龙成在发布会上坦
言：“注重个人健康生活，居家生活安全，
提升生活品质是乐扣乐扣小家电未来发展
的方向。发力小家电市场将是乐扣乐扣全
新征程的起点。”

“小家电市场的发展空间不容小觑，
其市场保有量比较低，尤其是以提升生活
品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具有健康
绿色特点的新型小家电市场更是一片蓝
海，发展空间很大。”奥维云网小家电负责
人李婷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小家电行业的增长潜力以及创新活力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企业的目光。加码布局
小家电领域已经成为企业创新破局的重要
举措之一。

“在经历15年发展之后，乐扣乐扣需要
新的动力向前推进，处在消费升级转型阶
段的中国市场带给小家电的发展良机将会
助推整个集团获得发展。”金龙成表示。

除了跨界抢滩企业——乐扣乐扣，家电
圈内的企业更不乏加码布局者。

今年4月，传统厨电企业方太就高调发
布了米博新品牌，在大厨电主业之外，布局
烹饪小厨电，开辟全新业务航道；日前，小

家电企业小熊电器宣布，规划5亿元投资创
意小家电；7 月 17 日，新宝股份也发布公告
称，拟募资 9.66 亿元用于创意小家电在内
的项目建设。

有数据统计显示，2020年上半年，小家
电企业注册量出现短期井喷，在疫情稍有
好转的3 月份，注册量就增长了4874 家，较
2月份环比上升了546%。

“小家电行业是一个对新锐品牌十分
友好的行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竞争充分
时更容易颠覆固有品牌格局。”家电行业资
深观察人士刘步尘表示，即使是市场占有
率近90%的美的、九阳和苏泊尔的地位也并
非无可替代，乐扣乐扣等新入企业后来者
居上的可能性很大。

事实也证明，正在急速扩张的小家电市
场，也确实给予了新品牌充足的成长空间。
今年的天猫6·18数据显示，洗地机创新品牌
添可、三明治机创新品牌Bruno、按摩枪创新
品牌jastoo等新锐品牌，在入驻天猫不到3年
时间，便成为各细分行业的TOP1。

“小而美”抓准用户喜好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进入者抢食，如何
保证自己不在市场轮番洗牌中掉队，也已
成为各小家电玩家要考虑的关键。

无论是传统家电企业加码，还是品牌

企业跨界、新品牌入局，都离不开细分这个
关键词。这也就意味着，在个性化、品质化
属性日益显著的小家电市场，产品细分已
然成为行业发展的主旋律。

“针对不同消费能力、收入结构的消费
者，会出现不同的细分市场。对于小家电
企业来说，要挑选一个符合自己的赛道，服
务一个特定的细分市场，成为小众中的大
众。”李婷介绍说，如今各家电企业都在寻
找新的方向，包括以“美苏九”在内的主流
品牌都在创新产品和营销理念。比如，产
品向“一人食”方向拓展。

“当更多新兴小家电产品融入人们的
生活之中，消费者的生活品味将不断提
升。所以，进入小家电领域的企业，不能将
自己定位于产品加工者角色，应该向新产
品研发及造型设计两个重点方向转型，这
是竞争的核心。”刘步尘表示。

以小熊电器为例，小熊电器自上市以来
的营收增速一直大幅超过行业的平均表现。
据企业公开数据，小熊电器2019年整体营收
额26.9亿元，同比增长32%，而小家电行业整
体增速为13%。即使是疫情期间，小熊电器
上半年的零售额仍同比增长约45%，净利润
同比增长80%～110%。

市 场 快 速 增 长 的 背 后 是 “ 爆 款 品
类”的抓取，其竞争的核心关键首先在
于外观设计。

小家电刚需属性相对较弱，且制造技
术相对简单，不同品牌的同类产品在性能
等“硬指标”上很难拉开差距。因此，对小
家电来说，其外观设计能否从“第一眼”吸
引消费者就显得非常重要。小熊选择“小
而美”而非过往大多“欧美风”那样的外形
硬朗的小家电，成功抓住了用户的喜好。

“创新驱动也是重中之重。”李婷认为，
除了保持传统大品类如水壶、饭煲、火锅、豆
浆机、破壁机等领域的布局，小家电玩家还
需要开发新兴品类小家电，新产品在功能上
要注意与竞品的差异化，通过产品区隔让新
兴小家电成为抢占市场的一大利器。

此外，直播、电商等新渠道不仅为小家
电产品带来流量红利，扩大覆盖新品类、新
人群，而且相对较高的利润空间还可以保
证企业后续的产品开发能力。

王思腾表示，对于如小熊、摩飞在内
的长尾小家电厂商来说，做线下销售的投
入太高，效果不一定理想。而直播、电商
的兴起，能让这些小众品牌的用户聚集，
实现规模化销售，这是渠道带来的优势。
尤其是新兴小家电产品，虽然单品类市场
规模不大，但只要存储和渠道足够多、足
够大，产品聚集的共同市场份额则足以与
大规模品类相抗衡。而流量带货就是解决
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新兴小家电的机遇
也在于此。

今年8月14日-16日，在深圳
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八届中国电子
信息博览会同期，2020中国国际显
示产业大会将以“迎接显示行业的
机遇与挑战”为主题，通过峰会、论
坛、洽谈交流会等多种形式，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力邀
中、日、韩及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显
示产业链的领军企业与企业家，就
全球显示产业发展的全新格局，从
行业、技术、设备、材料、应用端以
及资本市场各个角度，探讨显示产
业发展的最新趋势。

业界精英云集

面对疫情对全球显示产业的
冲击，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需要显
示产业界同仁的团结合作，共同应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寻找产业发展
的新路径。2020中国国际显示产
业大会由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
会和广东省Micro-LED微显示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联合主办，也得到
了国际信息显示学会（SID）、韩国
显示行业协会（KDIA）、中国电子视
像行业协会（CVIA）、中国电子材料
行业协会（CEMIA）、中国光学光电
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CODA）、中
国 OLED 产业联盟（COIA）、台湾
显示器产业联合总会（TDUA）、深
圳市电子信息产业联合会（SZIE）、
南京平板显示行业协会（NDIA）、
广东省半导体行业协会（GDSIA）、
成都新型显示行业协会（CDNDA）
等显示行业学协会的大力支持。
中科院院士、南昌大学副校长江风
益教授，瑞典皇家学院院士、瑞典伦
德大学Lar Samuelson教授，广东省

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龚政教授，
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首席顾
问孙政民，华南理工大学彭俊彪教
授，台湾交通大学郭浩中教授，南方
科技大学孙小卫教授，南方科技大
学刘召军博士，GfK科技事业部总
经理孙开等知名大学及研究机构
的院士、教授、学科带头人和咨询机
构负责人，还有来自LG Display、京
东方、TCL华星、维信诺、天马、和
辉、龙腾、惠科等面板企业，康宁、
AGC、三利谱、联得装备、盛波光电
等材料、设备与配套厂商，以及
TCL、创维、海信、长虹、康佳、华为
等终端应用厂商的负责人云集深
圳，共同分享显示产业市场新挑战
和新机遇。

共享精彩观点

疫情阻隔的是距离，但阻隔不
了业界对行业交流的渴望。作为
行业内高度认可的产业交流平台，
2020中国国际显示产业大会今年
由三大主论坛和四场同期分论坛
活动组成。其中，主论坛包括：2020
中国国际显示产业领袖峰会、2020
中国国际显示产业大会主旨论坛、
2020Micro-LED 产业技术峰会。
同期还在深圳会展中心二号馆新
型显示馆的论坛区举办以下分论
坛：2020显示产业本土化替代企业
交流会暨一对一洽谈会、达索系统
工业新体验——新型显示行业数
字化转型交流会、CITE2020显示新
产品推介交流会。

目前，大会已邀请TCL华星、
京东方、维信诺、柔宇、天马、龙腾
光电、国显科技、达索系统等显示

行业的领军企业出席2020中国国
际显示产业大会主旨论坛。大会
还邀请了南昌大学、瑞典伦德大
学、广东省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
院、华南理工大学、台湾交通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GfK等知名院校和
咨询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雷曼光
电、瑞丰光电等 Micro-LED 领军
企 业 的 相 关 负 责 人 ，共 同 出 席
2020 Micro-LED 产业技术峰会
并发表主题演讲和报告。

每届大会期间备受瞩目的
2020中国国际显示产业领袖峰会
目前也在积极邀约业界大咖，将再
次创造一个高端交流的平台。

在做好细致防疫工作的同
时，本次大会邀请了韩国、我国台
湾显示行业协会领导以及海外专
家进行视频致辞和演讲。同时，
此次论坛全程采用线下和线上相
结合的方式，面向全球直播，进一
步加大了海内外显示同行的参与
度，同时也将进一步扩大本次大
会的影响力。

展望 2020 下半年，显示产业
界在产能和规模增长的同时，产品
结 构 也 将 迎 来 持 续 优 化 。
TFT-LCD将继续向大尺寸、超高
清 方 向 发 展 。 在 技 术 端 ，Mini
LED 背光和叠屏等技术有望进入
实际商业化应用阶段。在产品端，
8K电视在中高端市场的占比也将
迅速提升。大尺寸、8K、高刷新率
和Mini LED背光等高附加值的产
品量产将推动厂商整体竞争力的
提升。虽然疫情的冲击仍在持续，
但是中国显示产业创新发展的趋
势不可阻挡，2020中国国际显示产
业大会，“圳”等你来！ （雅 文）

八月，2020中国国际显示产业盛会等你来

本报记者 谷月

韩国保鲜盒厂商乐扣乐扣近日正式宣布进军中国小家电领域，推出了四大系列数十款产品，其中大
部分为市场火热的新兴小家电，包括空气炸锅升级换代产品、魔法蒸汽炸锅产品、杀菌系列产品、便携系
列小家电产品等。

之所以现在进入，乐扣乐扣方面表示，正是看准正处在消费升级转型阶段的中国市场带给小家电的
发展良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20上半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在
传统家电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小家电是唯一正增长的品类。尤其以提升生活品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
求、具有健康绿色特点的新兴小家电，更是成为市场新动力源。

当前，全球显示产业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虽然显示行业面临全新的挑战，但受到液晶面板价格回
暖、5G终端换机潮来临、中国大陆产能在全球占比提升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有望继续
增长。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AMOLED强劲的发展势头，AR、VR和电竞行业细分领域的逆势增长。而
被誉为OLED强有力挑战者的Micro-LED技术商用也迸发出强大生命力。随着5G和AI时代的到来，在从
移动互联网到物联网时代的变革当中，“显示无所不在”的梦想将更迅速地照进现实，为全球显示产业发
展注入新动能。

空气炸锅、果蔬消毒机、破壁机、打蛋器……

新兴小家电成市场增长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