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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上
半年彩电行业雪上加霜，整体市场
零 售 额 为 502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0.44%，零售量为 2007 万台，同比
下降 9.3%。彩电市场线下消费受
阻，彩电消费需求进一步向线上转
移，加之电商直播带货模式走红拉
动线上消费，彩电市场线上表现优
于线下。线上市场零售额 232 亿
元，线上渗透率46.2%，零售量占比
在去年突破50%后，优势继续扩大，
达到61%。

上半年，彩电市场的销售低开
高走，在2月触摸到“地板”后，3月
增幅开始转正，此后一路向上，在6
月达到增长的峰值。

均价方面，上半年彩电市场仍
然跳脱不出“跌跌不休”的主旋律，
线上跌幅大于线下。根据中怡康推
总数据，2020 上半年线上均价为
1897元，同比下降11%，而线下同比
均价 3765 元，同比仅下降 2%。同
时呈现出“尺寸越大降幅越大”的趋
势，75英寸线上均价缩水41.7%，线
下均价缩水 29.4%。究其原因，失
去第一季度销量的企业，在五一和
618两个促销节点期间，通过直播、
补贴等模式参与电商大促，以更低
的价格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需求。

分尺寸方面，上半年彩电市场
大尺寸产品增长势头明显。以 45
英寸、55英寸、65英寸和75英寸四
个标志性尺寸零售量占比来看，45
英寸零售量占比仅为 0.15%，同比
下降26%；而55英寸占比为29%，同
比增长27%；65英寸占比为13.63%，
同比增长30%；75英寸占比20%，同
比增长240%。

分价格段看，1000至2200元销
售量占比最高，为 53.89%，2200 至
5000 元紧随其后，零售量占比为
25.63%，700 至 1000 元价格段占比
为14.43%，5000元及以上价格段零
售量占比为6.05%。高价格段电视
占比稳中有升，9000元以上高端电
视产品表现亮眼。以京东为例，

9000—10000 元电视的零售额同比
增长达到60.0%，10000元及以上电
视的零售额同比增长49.4%。

分品类来看，液晶电视的地位
无可动摇，零售额和零售量分别达
到94.74%和99.10%；由于上半年激
光电视保持高速增长，而OLED电
视线上市场表现欠佳，两者体量进
一步拉近，零售额分别占总销售额
的3.06%和2.19%。

随着居家时间的增长，用户对
于电视的需求趋于多元，从“能看即
可”向超高清、社交、教育、办公、运
动等具体应用场景延伸，向追求品
质享受的阶段过渡。上半年4K电
视零售量增长27%，持续挤压非4K
电视的市场份额。此外，彩电品牌
抓住消费者的细分需求，发售了旋
转屏电视、社交电视、游戏电视、教
育电视等细分产品，为行业注入创
新活力。

上半年，彩电线上渠道零售量
优势持续扩大离不开直播带货的功
劳。值得注意的是，以更有竞争力
价格为核心的直播带货营销模式对
于彩电产品来说，一方面在短期内
对彩电销量有一定提升，另一方面
也会加剧彩电行业的价格战。长远
来看，直播带货更像是一种宣传手
段，很难成为彩电企业长期销售的
驱动力。

市场份额方面，彩电品牌马太
效应愈加明显。海信、小米、创维、
TCL 和索尼牢牢占据头部前五位
置，头部品牌实力持续增长，瓜分了
70%的市场份额。从产品均价看，
以销量冲击市场的小米，价格明显
低于其他主导品牌；索尼的价格在
市场中则独占鳌头。在线上市场，
荣耀智慧屏表现不俗，冲入市场前
六名。主打高端的华为智慧屏成绩
平平，线上未能进入前十。

展望下半场，彩电行业将在复
杂的环境下承压前行。需求方面，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逐渐散去，
818、中秋十一双节、双11等线上线
下大促节点与城市消费券的叠加、
直播带货营销方式引流等有利因
素，有望进一步刺激需求释放。产
业链方面，全球液晶面板价格出现
上涨趋势，将直接导致整机生产成
本增加，不利于彩电品牌方控制成
本，但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彩电企业
价格战的加剧。彩电企业正在积极
深耕细分场景，升级彩电产品的外
观设计、强交互性、人工智能等工艺
及功能，这些积极的改变将加速彩
电市场回暖。但是，疫情反复的风
险、东京2020年奥运会和2020年欧
洲杯等体育赛事的延期、上半年以
价换量的消费透支，下半年彩电市
场仍不容乐观。

2020上半年线上市场不同能效空调零售额与零售量占比情况

近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了《2020上半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综合分析了我国上半年家电市场的市场容量、变化趋势
和产品特点。本期特摘选2020上半年中国家电市场产品品类分析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编者按：

2020 上半年，洗衣机整体市
场零售额为 313 亿元，同比下降
11.3%；零售量为1524万台，同比
下降 11.7%；线上市场零售额 158
亿元，同比增长 5.3%，线上渗透
率达到50.48%。

洗衣机市场前三个月的零售
额增幅均为负值，在 2 月滑至谷
底后逐渐回升，4月开始实现正增
长，且增幅逐渐扩大。受五一小
长假和 618 促销的拉动，洗衣机
在5月和6月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达
到上半年最高点。中怡康的推总
数据显示，618期间，洗衣机零售
量同比增长58.5%，零售额同比增
长 77.2% ， 产 品 均 价 同 比 增 长
11.9%。

滚筒洗衣机的市场份额继续平
稳增加，零售量占比为55.6%，零
售额占比为77.3%，较去年同比分
别提升了 5 个百分点和 4 个百分
点。受到滚筒洗衣机的挤压，波轮
洗衣机的市场比重连续多年下降，
零售量和零售额在 2020 上半年又
同比减少了4.6个百分点和3.8个百
分点。单缸和双缸洗衣机的零售额
占比均在 1%以下，已经被市场边
缘化。

消费升级和疫情因素叠加，助
推今年上半年洗衣机市场加速消费
品质化、健康高端化，注重杀菌、
除螨、祛味、自清洁等精细化功能
的健康洗护产品成为刚性需求。
618期间，即干即穿、高效除菌的
干衣机销售出现井喷，零售额同比
增 长 364.6% ， 零 售 量 同 比 增 长
267.5% ， 产 品 均 价 同 比 增 长
22.0%。在线上市场，零售额增幅
位居前三的是烘干机、洗烘一体
机、壁挂洗衣机，分别同比增长了
90.27%，43.71%和29.12%。从容量
段来看，随着新品的不断推出，洗
衣机市场的容量迭代速度明显加
快。

上半年 10 公斤容量段洗衣机
的零售量和零售额占比双双位居榜

首，分别达到 42.84%和 58.07%，
较去年同期增长显著。9公斤容量
段也完成了对 8 公斤容量段的超
越，零售量占比为 21.17%，零售
额占比为17.75%。8公斤容量段的
零售量和零售额市场占比都出现较
明显下滑，其中零售额占比下降了
9个百分点，跌至11.14%。

迫于市场压力和密集的促销活
动，产品降价成为不可避免的竞争
手段，尽管产品结构继续升级，整
体市场的均价还是出现了小幅回
落 。 在 各 价 格 段 的 洗 衣 机 中 ，
7000—10000 元零售额占比增长最
快，零售额份额达到 13.08%，较
去年增加了5.42个百分点。万元以
上产品在线上增长惊人，零售量和
零售额增幅同比分别达到228.18%
和199.18%。市场占比下滑速度最
快的是1500元以内产品。

滚筒洗衣机一级能效产品的零
售量和零售额比重分别上升至
54.10%和75.29%，在各级能效产品
中也是市场份额增幅最为明显的。
在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的波轮洗衣机
市场，一级能效产品和二级能效产
品的零售量份额旗鼓相当，三级能
效产品也仍拥有一席之地。

洗衣机品牌市场格局保持了相

对稳定。国内品牌的表现明显好于
国外品牌，国内品牌上半年的零售
量份额增幅是国外品牌的两倍，零
售量和零售额市场占比分别为83%
和80%。在产品价格上，国内品牌
也逐渐缩小了与国外品牌的差距。
洗衣机市场头部品牌的集中度有所
增加，TOP5品牌的零售额份额超
过 85%。海尔以 43%的零售额份
额，牢牢占据市场首位。小天鹅和
美的组成的美的系，市场占比也达
到了30%。西门子和松下凭借较高
的产品定价，零售额占比成功跻身
市场前五位。昔日有着出色表现的
三星洗衣机定价不低，但市场占比
一降再降，已经跌至 15 名开外，
零售额份额仅为0.6%。

线上销售优势进一步凸显，除
了传统综合电商，直播、社交电商
等更加多元化的营销模式渗透到洗
衣机行业，进行市场引爆。健康杀
菌产品继续维持高增长，企业将根
据疫情期间消费需求变化，在围绕
健康主题的产品技术、功能外观、
智能健康等方面发力，除菌是洗衣
机未来长期的核心卖点。洗烘一体
机和洗干组合产品将展开竞争，洗
烘一体机的市场占比有望延续增长
态势。

2020上半年，冰箱品类在大家
电市场中的表现最为亮眼，在疫情
期间也表现出更强的抗跌性。整体
市场零售额为 475 亿元，同比下降
7.9%；零售量为 1489 万台，同比下
降 5.2%；线上市场零售额为 214 亿
元，线上渗透率为45.05%。

随着疫情防控趋稳，冰箱整体
市场从 4 月份开始明显反弹，需求
出现集中释放。总体来看，线下市
场受疫情冲击更为显著。线上市场
2 月的零售额到达底部，然后随着
疫情防控的向好逐步恢复，从 4 月
开始进入正向增长，5 月达到增长
的峰值。线下市场的下滑幅度也从
4月开始逐渐收窄，并在第19周迎
来正增长。中怡康的推总数据显
示，今年五一期间冰箱市场全渠道
零售额和零售量分别同比增长了
4.8%和 6.1%。618 期间，冰箱市场
积蓄的能量得以充分释放，零售额
和零售量分别同比增长 69.8%和
61.9%，产品均价小幅上扬4.4%。

大容量冰箱占比获得明显提
升，其重要原因是疫情期间全民性
集中采购及囤货的诉求大大增加。
今年五一期间京东线上冰箱的销售
中，501—600L 以及 600L 以上冰箱
的销售量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
个百分点。上半年，501—600L 冰
箱的零售量和零售额占比都是各容
积段中最高的，分别达到了22.75%
和33.13%，份额同比增长也是最快
的。在线上，501—600L 冰箱的同
比增幅达到46.25%，远高于其他容
积段。401—500L冰箱的零售量和
零售额占比均居次席，分别为19.05
和25.08%。

多门和十字对开门等精细化存
储类冰箱的市场份额进一步稳定提
升。上半年，三门、多门和对开门冰
箱的零售量合计比重达到 79%，零
售额比重更是超过了90%。其中多
门冰箱（四门及以上）的市场份额最
大，增速也最快，零售量占比达到
38%，零售额占比为 55%。双门冰

箱的市场占比继续下滑，零售量和
零售额占比分别同期下滑了4个百
分点和2个百分点。

风冷冰箱和电脑温控冰箱的市
场占比继续提升，分别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 2 个百分点和 1.5 个百分
点。机械温控冰箱的市场份额只剩
下不到4%，还在逐步下降。直冷冰
箱的情况类似，市场占比已经被压
缩到3.4%，其降幅在各种制冷方式
冰箱中是最高的。变频冰箱与非变
频冰箱的比例保持相对稳定，变频
冰箱的零售额份额略有下降，约为
75%。

受疫情和厂商促销的影响，冰
箱产品的均价较去年同期小幅下
降，其中 2 月和 3 月的降幅最大，6
月实现转正。分价格段看，万元以
上高端冰箱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扩
大，零售量和零售额占比分别达到
14.81%和35.46%。这一趋势在线上
市场体现得尤为明显，8000—9000
元冰箱的零售量和零售额增幅分别
为 187%和 190%，万元及以上冰箱
的量额增幅也都超过了50%。3000
元以下冰箱的市场占比继续下滑，
零售额份额降至16.5%。

疫情的冲击和影响使得冰箱行
业的马太效应进一步显现，市场份

额继续向头部品牌集中，头部品牌
聚集效应愈发显著。上半年，冰箱
市场TOP5品牌的零售额份额已经
达到 67.6%，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增
加。海尔强势领跑，零售额和零售
量份额分别达到 34%和 37%，与竞
争对手的差距继续拉大。美的位居
第二，零售额份额接近12%，容声、
美菱分列第三和第四，市场份额均
未突破10%。西门子成为TOP5品
牌 中 唯 一 的 国 外 品 牌 ，依 靠 在
TOP5 品牌中最高的产品均价，西
门子以 5%的零售量占比收获了近
10%的零售额份额。在TOP10品牌
中共有 4 家国外品牌，但是合计市
场份额进一步被中国品牌蚕食，零
售量占比仅为13.2%。

下半年整体需求将逐步回暖，
开启市场反弹。尽管5月份之后随
着疫情防控向好，市场需求有望堆
积性释放，但总体的增长将较为温
和。行业和企业都会积极寻找发展
的突破口，根据疫情期间市场变化，
将在产品研发、产业链合作和渠道
创新变革三方面进行发力。冰箱产
品消费结构会逐渐变化，高端冰箱
市场强心剂的作用继续增大。购物
习惯继续向线上转变，线上市场渗
透率有望再创新高。

2020上半年，空调整体市场零
售量和零售额同比均出现大幅回
落。整体市场零售额为921亿元，同
比下降22.5%，零售量为2773万台，
同比下降 11.8%。线上市场零售额
为417亿元，线上渗透率为45.3%。

新冠肺炎疫情让用户的健康意
识大幅提升，健康消费趋势明显。
2020上半年，具备健康、净化、高温杀
菌、清洁、节能、除尘、加湿、高含氧量
等功能以及母婴、儿童细分用户类的
空调产品热度逐渐上升。主力品牌纷
纷在消费者的升级需求中寻找新契
机，全行业产品升级加速。新风空调、
机芯可拆洗空调、柔风空调、57℃高
温杀菌空调逐渐成为焦点。

纵观 2020 上半年空调市场零
售表现，受疫情影响，1—4 月下滑
明显，市场竞争激烈，价格下探，价
格战再起；随着复工复产、经济社会
生活的有序恢复，以及全国20多个
省区市启动新一轮消费券投放，叠
加五一假期，5月市场回暖明显，尤
其体现在线下市场；春夏季节到来
以及“618大促”带动空调市场进一
步复苏，尤其是线上市场量额上升。

综合各方数据来看，空调市场
的零售额前四个月均同比大幅下
滑，2月和3月尤为明显。随着疫情
控制逐渐向好，空调市场在 5 月出
现V型反转，零售额出现2020年首
个正增长。其中线上市场，5 月和 6
月增幅均高于20%。618期间线上市
场的大涨，带动了整个空调市场进
一步复苏。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直播带货
成为重要引流方式，不论是明星直
播还是品牌老板亲自带货，对于空
调市场的回暖具有显著助力作用。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5月15日来
到京东直播为格力开播带货，以
7.03亿的成交额创下家电行业直播
带货史上最高成交纪录。当直播电
商成为重要渠道之一，未来品牌仍
需打造专业化直播团队，并提升内
容生产能力，实现品质化发展。

从能效等级看，新版的空调能
效标准（GB21455《房间空气调节
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于今
年7月1日正式实施，所有低能效、
高耗电的定频和三级能效变频产
品都面临淘汰。今年上半年，一级
能效产品的普及以及低能效产品
的出清加速趋势非常明显。以线上
市场为例，2020 上半年，空调市场
变频、定频一级能效产品的零售额
份额占比达到 47.4%，零售量份额
占比达 39.6%，均比去年同期有所
上升，这与新能效标准产品普及力
度加大有关；而变频、定频三级能
效 产 品 的 零 售 额 份 额 占 比 达
49.8%，零售量份额占比达 58.2%，
仍然占比最大，这与行业加快对低
能效产品的出清有关。

空调的零售均价在2月份探底
后，降幅逐渐收窄。数据显示，2020
上半年，1700到2700元价格段的产
品零售量占比最大，这与疫情影响
下大众消费水平下降，以及厂商降
价促销有很大关联。中怡康线上监
测数据显示，618 期间线上空调市
场 均 价 为 2535 元 ，同 比 下 降 了
1.0%。

2020上半年，空调市场品牌竞
争更加激烈，美的、格力、海尔行业
领头羊地位进一步稳固，继续压缩
二线品牌的市场空间。惠而浦、

TCL、奥克斯的市场占比都出现下
滑，尤以奥克斯降幅最为明显。

美的超越去年同期市场占比第
一的格力，占据市场榜首。美的、格
力、海尔在线上线下市场均位居市
场份额前三位，市场份额进一步向
这三家头部品牌聚集。线上市场前
三位零售量占比总共达到 72.7%，
较比去年同期的 52%有很大提升，
线下市场前三位零售量占比总额也
达到了80%。其中美的增幅最显著，
618期间美的空调售出254万台，位
居京东和天猫平台第一。

展望下半年，随着消费者健康意
识进一步增强，对新鲜空气的关注度
将进一步提升。具有净化PM2.5、除
菌、除尘、加湿、提高含氧量等功能的
健康空调产品的热度将提高，健康除
菌空调、舒适类空调，以及儿童、母婴
空调加速拓展。未来，“健康”会成为
空调换新的刚需，对于空调企业而
言，普及和促进全民居室空气质量的
提升，是长期需要执行的课题。

未来，在新能效标准实施的推
动下，节能产品的销售比重将继续
提升。不仅拉高空调产品能效比门
槛，对空调制造的工艺和技术形成
更大考验，也将带动市场一波换新
需求。这势必会带来新一轮的激烈
竞争，从空调企业到电商平台，都要
积极谋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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