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0年8月7日
编辑：卢梦琪 电话：010-88558848 E-mail：lumengqi@cena.com.cn

社长：张立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66号赛迪大厦18层 邮编：100048 每周二、五出版 周二8版 周五8版 零售4.50元 全年定价420元 广告部：010-88558848/8808 发行部：010-88558777 广告许可证：京石工商广登字20170003号 发行单位：中国电子报社 印刷单位及地址：经济日报印刷厂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2020上半年，厨房电器整体市
场零售额为 568 亿元，同比下降
20.4%，零售量为3815万台，同比下
降15.7%。线上市场零售额为182
亿元，线上渗透率为32.04%。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大众居家场景需
求加强，健康意识大幅提升，带有
清洁、消毒、杀菌属性的健康厨电
产品得到空前关注。厨房电器的
明星品类包括零冷水燃气热水器、
嵌入式洗碗机等。

从渠道来看，厨电市场整体目
前仍是“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格
局。由于疫情影响以及直播带货形
式的兴起，线上市场正呈现扩张趋
势。按细分品类看，洗碗机的表现
依旧抢眼，零售额同比增长17.4%。
传统三件套中，油烟机、燃气灶的零
售额同比下降13.4%、11.1%，消毒柜
零售额同比上升15%。

从整体来看，价格普遍小幅下
降。从产品结构来看，厨电各品类
产品在容量、体积、通量上向“更
大、更全、更智能”趋势发展。例如
燃气热水器中16L、电储水式热水
器80L、大风量油烟机以及大火力
燃气灶颇受消费者青睐。

从品牌来看，综合型品牌应对风
险能力相对更强，其中多品牌策略奏
效。海尔与其旗下高端品牌卡萨帝、
美的与旗下高端AI科技家电品牌
COLMO、方太集团全新品牌miboi
米博双轮驱动，取得不错的业绩表现。

从油烟机品类来看，近吸式油
烟机占据的市场份额都超过了
50%，仅618期间线上份额达7.9亿
元，同比增长60%。线上、线下市场
均价 1261 元、1607 元，同比下降
18%与0.6%。品牌格局来看，方太、
老板、美的依旧领跑，海尔、华帝、西
门子等与领先者有较大差距。

上半年，线上市场洗碗机均价
约为3250元，线下市场均价为6201
元，同比分别下降7%与0.8%。从产

品类型来看，嵌入式洗碗机表现突
出，市场零售额占比将近50%，并且
增速明显高于独立式和台式洗碗
机。仅618期间线上市场嵌入式洗
碗机零售额达 4 亿元，同比增长
180%。集成式洗碗机普及加快，仅
线上市场零售量取得了 600%的增
速。从品牌来看，西门子依旧牢牢占
据线上线下洗碗机市场首位，方太、
美的正在奋力追赶。整体上，洗碗机
市场保持向好的增长态势，未来仍从
清洁力度、能耗等方面进行改善，同
时品牌应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总体而言，厨电市场正在朝着
场景化、集成化、套系化发展。厨电
企业与家具企业加强合作，渠道和
产品设计深入合作成为主流。例如
博世家电与欧派橱柜战略合作为消
费者提供一站式厨房购物体验，惠
而浦与 Pablo 合作打造联合品牌厨
电体验店等。老板电器提出了“中
国新厨房，老板四件套”品牌战略，
推出套系化产品，致力于为消费者
打造健康智能的中国新厨房。

未来，厨电产品外观、橱柜配套
以及产品技术革新是加强方向，在
产品功能多元化、结构模块化、安装
与维修便利化上不断改进升级，品

牌建设与服务并重。
从品类来看，洗碗机处在一个相

对平稳的快速增长阶段，但市场体量
还比较小，未来还有更大增长契机。
针对目前消费者关注的除菌消毒功
能，行业将关注到餐具本身的消毒，
对于如何处理洗碗机腔体内的冷凝
水，保持储存环境干燥，也正在成为
技术探索的新方向。“洗消存一体化”
正在成为国内洗碗机行进的方向。
随着参与品牌增多，价格明显下行，
对消费者来讲会更加友好。其次，产
品技术的迭代成熟，解决使用中存在
的痛点问题，也更易被接受。

油烟机品类中，欧式及近吸式
市场增幅较大。在存量竞争阶段，
油烟机市场竞争未来更趋激烈。燃
气热水器市场继续在16L、零冷水两
个方向耕耘，电储水热水器60L产品
扩容明显，未来仍需以节能、加热速
度为产品研发方向并平衡，兼顾内
胆、热水产出效率。消毒柜嵌入式
产品获得了市场极大的欢迎，市场
份额大幅领先于立式、大柜式产品，
91~100升的大容量产品最受欢迎。
随着消费者认知的不断提升，消毒
柜品牌只有打造出与集成产品的差
异化卖点，才能更好地激活市场。

5G 时代的游戏行业会是何种
形态？高通公司在近日开幕的Chi-
naJoy 上交出了一份亮点纷呈的答
卷。作为今年ChinaJoy上唯一的品
牌主题馆，高通公司携手三大运营
商，黑鲨、iQOO、联想、魅族、努比
亚、一加手机、OPPO、realme、小米
等 9 大终端厂牌，以及腾讯游戏等
50多家产业链合作伙伴，带来超过
60 项技术演示。让手机变成强悍

“游戏机”的 Elite Gaming 技术，为
5G PC、XR打造的专属计算平台，
联手三大运营商带来的5G云游戏
体验，令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作为全
球领先的无线科技创新企业，高通
公司正通过移动技术创新及广泛的
生态系统合作，推动游戏体验的全
面升级。

让旗舰手机实现端游体验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
的游戏市场。作为游戏市场占比最
大的细分领域，移动游戏为整个游
戏市场贡献了超过一半的营收。截
至今年 3 月，国内手游用户规模已
接近5.3亿人次。

更细腻的画质、更敏捷的触控
响应以及更流畅的音视频体验，是
玩家对于游戏的永恒追求。对于手
机等紧凑型设备来说，如何在方寸
之间实现顶级游戏体验，成了移动
游戏发展的关键课题。为了满足移
动用户对游戏体验的期待，骁龙移
动平台将各种游戏增强特性整合为
Elite Gaming，让旗舰手机实现端游
级别的游戏体验。

传统手机游戏受限于硬件性能，
往往只能运行帧率40或60的游戏，
对于特效场景尤其是烟雾、火焰等粒
子特效的渲染能力不足；屏幕也多为
8-bit，难以满足顶尖游戏精细的显
示需求。骁龙865基于从底层硬件、
游戏引擎到软件算法的一系列深度
优化，为玩家带来90帧、120帧甚至
更高帧率的超流畅游戏体验，超过十
亿种色彩的高品质HDR画面体验，
以及64倍于8-bit屏幕的细腻色彩。

值得一提的是，骁龙865将以往
只能在PC端实现的多项能力，赋予

智能手机。手机玩家可以像PC玩家一
样，独立升级GPU图形驱动，即刻享受
最新游戏特性。目前，骁龙865的Ad-
reno GPU驱动更新已率先在小米10、
小米 10 Pro 和 Redmi K30 Pro 上实
现，未来将有更多骁龙平台手机支持。
骁龙865还将正向渲染、多动态光照、
动态模糊等PC级先进渲染技术呈现
在手机上，带来极致游戏画面体验。

基于从硬件到内容的移动游戏
生态，高通积极助力移动电竞的全民
化发展。在硬件方面，腾讯黑鲨、努比
亚红魔、华硕ROG等厂牌的5G游戏
手机都搭载了骁龙865处理器。于近
日开幕的明星王牌对抗型电竞赛事
2020QQ名人赛-虎牙直播全明星联
赛，也将全程使用搭载骁龙865的5G
旗舰手机作为比赛用机。在内容方
面，高通与游戏工作室和开发者合
作，对游戏进行针对性适配和优化。
高通与腾讯游戏的强强联合，让玩家
可以在魅族 17 Pro、一加 8 Pro 等手
机畅玩 120 帧率的《QQ 飞车》《穿越
火线》和《王牌战士》等手游，体验基
于Adreno HDR快速混合技术的《和
平精英》和应用True 10-bit HDR十
亿色彩的《天涯明月刀》，感受端游级
别的硬核性能和视效体验。

将5G能力赋予更多终端

在5G元年的2019 ChinaJoy上，
高通骁龙主题馆实现了全场馆的5G
现网覆盖。在此基础上，今年的高通
骁龙主题馆又一次实现了5G体验升
级，场馆内实现了 5G SA/NSA 双模
网络覆盖。除了手机，高通还将5G连

接技术赋予 PC、VR/AR、IoT、机器
人等更多设备，让海量用户以更丰
富的渠道享受5G红利。

随时连网、始终在线、持久续航
……在5G时代，看似手机专属的便利
性将在PC上实现。在高通骁龙主题
馆，联想Yoga 5G、微软Surface ProX、
三星Galaxy Book S等5G PC的多任
务处理、千兆连接、低延时以及长达数
天的续航能力吸引了大批玩家的目
光。而这些 5G PC 的连接与算力核
心，是高通专为5G打造的全球首个
7nm PC平台骁龙8cx。截至今年2月，
全球已经有17家移动运营商宣布支
持搭载高通骁龙平台的5G PC。

XR（VR/AR/MR）是 5G 时代
的颠覆性应用之一。高通已经推出
全球首个支持 5G 的 XR 平台骁龙
XR2，支持 90 帧 3K×3K 单眼分辨
率、集合强大 AI 处理性能、支持
6DoF和七个摄像头并发。同样在高
通骁龙馆，影创、Pico、爱奇艺等多家
OEM 厂商展示了搭载高通骁龙芯
片 的 VR/AR 设 备 ，为 观 众 带 来
6DoF、高帧率的沉浸娱乐体验。

同时，在5G高速率、低延迟等优
势的加持下，云游戏将进一步普及。配
合骁龙移动终端强劲的应用处理性
能，玩家在移动终端也可以轻松实现
超高画质大型网络游戏的实时加载，
将移动游戏体验提升至全新水平。

未来，高通会将5G技术扩展至
更多终端类型，不断探索5G为游戏
行业带来的巨大潜能和创新，为用
户打造更丰富、更具创意和沉浸感
的移动娱乐体验。

手机也能实现端游级体验？5G时代游戏产业新势能

本报记者 张心怡

2020上半年不同类型油烟机均价情况 （单位：元）
2020上半年不同类型吸尘器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情况

厨房电器：向更大、更全、更智能化发展

2020上半年，在整体家电市场
低迷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生
活家电各品类涨跌不一。上半年，生
活家电市场零售额为911亿元，同比
增长1.4%。线上市场零售额为710亿
元，线上渗透率为77.9%。线下市场
零售额为201亿元，同比下降42.2%。

环境家电作为生活家电中零售
规模最大的类别，下滑趋势明显。而
小家电（厨房+料榨）品类和个人护
理品类则表现出较强的“抗压”能
力。原因在于，一是两者的产品种类
不断增多，营销方式多样化，变通性
较强；二是两者在电商渠道以及直
播平台展现出了较高的适应性。

2020上半年，环境家电整体市
场零售额为 308.5 亿元，同比下降
18.8%。线上市场逆市增长，零售额
同比增长 6.8%，线下市场下滑严
重，同比下降45.1%。

由于宅家时间增长以及家庭清
洁需求的增加，吸尘器（含扫地机器
人）品类销量不降反升，零售额同比
增长14.7%，零售量同比增长15.7%，
增速领跑于其他环境家电品类。

手持推杆式产品和机器人成为
吸尘器市场两大主流产品，零售额
市 场 份 额 占 比 分 别 为 36.6% 和
42.4% 。机 器 人 零 售 量 占 比 达
21.3%，与手持推杆式产品占比几乎
持平。卧式产品的市场占比急速下
滑，零售额与零售量较去年降幅均
达 40%。除螨仪产品的零售量明显
增长，但由于市场规模较小，并未形
成对整体市场的拉动力。

高端产品成为吸尘器市场的主
力。3000元以上价格段的产品零售
额占比达 44.7%，较去年同期增长
10.9%。零售量增长最快的是 150~
200 元价格段的产品，增幅约为
40%，这主要得益于微型吸尘产品
销量的整体提升。

上半年，国内吸尘器（含扫地机
器人）品牌占据主导地位，零售额占

比为 65.9%，零售量占比更是达到
84.9%。不过，国内品牌产品的零售均
价仍然较低。

净水器市场增速继续放缓，零售
额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3.8%。随着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饮水安全
和健康，净水器市场未来还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从产品结构来看，厨下纯
水机的零售额占比最大，已超过整体
市场份额的 60%；其次是厨下净水
机，零售额占比已达17.2%。

近年来，小家电品类和个人护理
品类逐渐受到热捧。健康小家电依托
线上消费的趋势明显，逐渐成为整体
家电市场的新活力源。尤其是多个新
兴厨房小家电品类加速渗透，线上销
售额增速进一步提高。其中，煎烤机的
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70%，销售量同
比增长超过80%，增速领先其他品类。

新兴厨房电器品类的需求增长，
助推摩飞和小熊等国产品牌快速增
长。2020上半年，摩飞和小熊累计销
售额分别同比增长174%和53%。

料理机、电饭煲、豆浆机、电蒸烤
锅等传统大单品也同样增长迅速，并
带动了整体市场向上发展。其中，料理
机的销售额及销售量正在赶超电饭

煲。与此同时，折叠电水壶/电饭盒、便
携式搅拌机等便携式小家电及消毒
类、健康类小家电也迎来增长期。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个
护类家电线上销售额始终保持10%
~30%的增长，吸引了大批国内家电
生产企业，如飞科、奔腾、小米等进
驻，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从供给端看，生活家电品类远
多于大家电，一方面是由于生活家
电产品承担了用户更多、更细化的
使用需求；另一方面，其技术、功能、
外观等的设计创新也丰富了生活家
电品类和形态。随着产品新功能和
新应用的不断推出，消费者对生活
家电的购买需求，将越来越重视外
观、功能设计等。生活家电的行业竞
争也将从价格逐步转向对设计等高
技术含量的能力的竞争。

面对复杂市场环境，品牌商和
渠道商将更加主动拥抱新变化。除
了研发新品，也需要创新销售渠道。
目前，线上渠道已成为主战场，尤其
是直播电商的火热，更是点燃了新
赛道的“战火”。单价低、体积小、配
送和安装方便的生活家电将借助新
渠道实现高速增长。

生活家电：竞争焦点由价格转向功能创新

上半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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