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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一、本报告研究范围为2018年针对家电类产品所发生的网络

购物（Internet Online Shopping）行为，尤为聚焦该行为所形成的

行业市场。对于该行为，本报告简称为“家电网购”，对于该市

场，本报告简称为“家电网购市场”。报告中可能提及的“网购市

场”、“在线市场”、“线上市场”、“电商市场”等，如没有特别说

明，均指“家电网购市场”。

二、本报告所指的“网络购物”是指在各类 B2C （包括

B2B2C） 网络平台发生的、经过物流配送的购物行为，不包括

B2B和C2C类网站，也不包括电视购物等其他非互联网在线购物

形式。

三、本报告所指“家电类”产品涉及平板电视等传统黑电产

品，冰洗空等传统白电产品，热水器、烟机灶具、微波炉、消毒

柜、洗碗机等厨房电器，空气净化器、净水设备、吸尘器、料理机

等生活类电器，以及手机、平板电脑等个人移动类产品。

四、本报告主要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商务部、中华全国

商业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中国电子商

务研究中心、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及各家电、移动

终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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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家电网购市场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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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电网购市场规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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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2018年我国家电网购市场规模和增幅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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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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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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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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这代表着家电零售业真正进入“电商时代”。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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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则创下三年来新高，达到39.47%。具体表现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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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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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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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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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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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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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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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戴森吹风机和戴森吸尘器分别占

2016年-2018年线上3000元以上产品零售额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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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上海TOP10榜单的第一、三、五名。消费水平较低的西藏自治区近两年网购零售

额增幅迅速，在2018年西藏家电网购市场零售额TOP10榜单上，有七款空调、两款彩

电和一款微波炉，空调均为奥克斯品牌。

六、网购全流程蝶变，渠道格局稳定

为满足不同层级市场的不同需求，顺应家电网购市场的变化，电商平台不断探索

创新，从产品到服务的各环节都进行着调整。

在产品方面，满足个性化、定制化、多元化需求的C2B大数据定制越来越多。家

电领域在2015年就推出了根据消费大数据C2B定制产品，2018年，C2B模式在汽车、

日百等领域开始流行时，家电领域已经规模化地实现C2B定制化。基于天猫新零售的

消费者洞察，九阳推出的免清洗、无噪音、无渣的高颜值豆浆机K系列被年轻消费者

赞为“重新发明了豆浆机”。京东家电则针对此类定制产品专门推出了一个产品门类

——“京品家电”，给予营销资源、价格上的专属优惠。

在营销方面，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饥饿营销、内容营销越来越多。家电品牌

和电商平台一起，使用基于精准数据的消费人群模型，锁定标签人群进行不同触点的

沟通，极大地提升了转化率，完成“种草”、“养草”到“拔草”的闭环。比如在11月

1日正式上市的戴森卷发棒，在京东平台仅用了15秒钟就售出了全网60%以上的产

品，也登上了天猫2018年100款最佳新品的美容仪器榜第一名。

在引流方面，力推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兴零售方式，强化用户体验。与前述四六级

市场相似，线上线下融合的无界零售、新零售也在各城市铺开。天猫在各大城市开设

新零售智慧门店，京东家电推行双门头实体店的形式，与五星电器、黑龙江双鸭山汇

丰电器等推出无界零售体验店，与TCL、长虹美菱、帅康、沁园等家电企业启动专属

“品牌体验店”，都是适应智能化、融合化、品牌化的消费趋势。

在服务方面，从传统的售后保障和电商平台一贯比拼的物流服务上升到售前、售

中、售后的全流程服务。2018年，一向以服务为旗帜的京东家电又进一步，提出要从

“买家电上京东”进化到“好服务上京东”，并发布包含平台服务、售前服务、售中服

务、售后服务、增值服务五大类别在内的36项服务承诺的“京伞计划”，开启了推动

家电行业服务升级之路。36项服务承诺保障了消费者的家电购物全流程体验，京东在

2018年将服务具象化、数据化、可视化，通过最直观的信息数据与品牌口碑排名，全

面推动家电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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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需求和供给的双向作用下，家电网购正在发生改变，以用户需求为出发

点、网民深度参与的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模式将越来越占主流，消费者所购买的家

电将不是单一的产品，将变为“商品+服务+数据+内容”的组合。

在必须付出更多努力的2018年，家电网购市场三大电商平台丝毫不曾懈怠，对内

对外都进行了自我颠覆，推动了家电网购市场的两位数增长和良性发展。2018年，京

东仍以60%的份额保持绝对优势，“猫宁”组合分享剩下四成市场。

七、线上强化家电回收，促进“高质量”循环

在从销售到服务的闭环的追求中，对家电产品回收的强化是2018年特别值得记录

的新现象。京东家电2017年发力家电回收业务，2018年6月，在行业内首创上线小家

电回收换新项目，10月在全国600多个城市启动公益回收项目，11月上线以旧换新在线

抵扣项目，成效卓著。2018年，京东家电回收全年单量环比2017年上涨200%，拓展城

市增加至600多个，县区2000多个。据了解，通过促销活动、品牌合作、购物流优化

等，家电回收的促售率近80%，联动海信、TCL、老板等家电品类龙头品牌， 在超级

品牌日、618、双11等大促节点开展以旧换新活动，累计促进品牌销售达千万元级。

2018年4月，苏宁易购旗下售后平台苏宁帮客与互联网回收企业嗨回收进行战

略合作，并在北京推出以旧换新服务。阿里旗下咸鱼信用速卖也接入了回收宝、估

吗、有得卖、有闲有品、爱回收等数十家专业回收机构，支持大家电等五类物品的

快速回收。

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合理处置是现代家庭的一个痛点，家电网购渠道利用自身的

平台优势、专业优势和物流便利从事家电回收，有助于规范家电回收市场，让回收更

2018年各大电商平台家电零售份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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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安全、绿色。同时，回收过程也是与家电需求者接触的绝佳机会，可带动销

售，是多赢的正向循环。

八、“九千岁”和“银发族”不容忽视 ，网购用户稳定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8中国互联网消费生态大数据报告》和腾讯发

布的《2019互联网趋势报告》都显示，90后和00后的互联网消费力正迎头赶上，成

为本轮消费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但也千万别忽视“银发族”的爆发力。在2018年的家

电网购市场，消费的中坚力量是80后，活跃度最高的是90后，最给人惊喜的却是60

后——中国家电网购市场55岁以上“银发族”比例从2017年的3%提升至6%。00后

尚未在纯家电市场“大显身手”，但是他们已经在手机、数码等领域小试拳脚。所

以，“九千岁”和“银发族”是网购市场不容忽视的两端，尤其是前者，是足以导致

家电网购市场变化的一个族群。相比价格，“九千岁”更注重张扬个性和体验，拥有

不一样的消费观。

此外，家电市场的网购用户忠诚度越来越高，50%以上用户是有3次以上网购家

电产品、同一网站多次网购的忠诚型用户。而在忠诚型用户中，高级白领和小白领居

多。这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解读为随着购买力的提升、消费升级理念的深入人心，网购

家电就像网购日用品一样，正成为日常行为。企鹅智库的用户抽样调查显示，40-49

岁的中年网民一半以上有过网购家电的经历。

同时，数据显示，随着用户网购行为的日常化、商家网络促销的常态化，用户对

促销活动的敏感度有所降低，网购家电行为爆发的集中度降低，曲线更为平缓。

男性是网购家电产品的主力用户，男女比例已连续两年稳定在3∶2。

2018年家电网购用户年龄构成

7



2018年家电网购分析报告

2018年家电网购分类产品市场分析

平板电视类

继2017年遭遇市场寒潮之后，2018年彩电整体市场依然需求不振。总体来看，线

上市场扭转了2017年“量减额增”的局面，实现零售量和零售额双增长，但并没有挽

回整体市场的低迷，彩电整体市场全年量额齐跌。2018年，彩电线上市场零售量为

2311万台，同比增长18.9%，零售额为586亿元，同比增长8.12%。

2018年，液晶面板价格不断走低，外加彩电市场整体需求虚弱，不少彩电厂商打

起了价格战，彩电价格应声下降。不过替换需求和消费升级需求带动了产业升级和产

品结构升级，消费者更加青睐大尺寸和更高性能的产品，整机价格的下探也助推了这

一趋势。分尺寸段来看，55-65英寸是线上彩电市场的主流尺寸，65英寸甚至更大尺

寸彩电的成长最为迅猛。在零售额占比上，55英寸彩电为34.3%，是整体市场零售额

份额最高的尺寸段，39-45英寸彩电位居次席，占比是16.7%，48-50英寸彩电和65英

寸彩电以微弱差距紧随其后。在零售额增速方面，78英寸及以上价格段彩电以196%

的增幅领跑，65英寸彩电的增长势头也很猛，达到73.2%，55英寸彩电增速平稳，同

比增长了15.4%。从零售量来看，在面板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32-55英寸段成为价

2016年-2018年平板电视线上零售额和增幅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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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战的主力军，因而销量出现普涨。55英寸彩电拿下零售量份额第一，占比达到

26.1%，不过零售量增速最快的是78英寸及以上尺寸段，同比增长了236.6%，65英寸

彩电以133.9%的增速位列第二。在消费需求提升的助力下，65英寸及以上超大尺寸电

视的快速放量和普及已经成为彩电市场的最大看点之一。

从价格段来看，2000-3999元和1999元及以下价格段是彩电市场的主力价格段，

零售额占比分别达到46.1%和37.1%。这两个价格段的零售量合计占比高达94%。从增

速看，总体呈现“两头加速”的趋势。其中1999元及以下价格段增长最快，零售额和

零售量增幅均为第一，分别达到82.2%和93.2%。万元及以上价格段电视也增势喜人，

零售额和零售量增幅分别为39.6%和26.8%。其他价格段彩电的零售额和零售量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下滑，4000-5999元彩电的下降趋势最为明显。

2018年电视高端化趋势进一步显现，4K电视、HDR电视和人工智能电视继续加

快普及的脚步。具体来看，4K电视的零售额份额达到73.14%，零售量份额也超过了

50%，已经达到普及阶段。即便如此，4K电视也没有放慢增长的速度，零售额和零售

量分别增长了18.99%和44.51%。人工智能电视在2018年高歌猛进，零售额增幅达到

77.95%，成为电视的新标配。2018年，人工智能电视的零售额份额已经达到65.69%，

零售量占比超过60%。HDR电视的增速相较2017年有所放缓，但是零售额份额突破

50%，达到54.08%。2018年全面屏电视格外抢眼，自2018年4月发力以来，全面屏电

视市场迅速成长，零售额全年同比增长397.78%。超薄电视凭借“超薄美观”“节省空

间”等优势，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3.65%。OLED电视和量子点电视继续角力，并都呈

现大幅增长，OLED电视以177.17%的增幅力压量子点电视的141.04%；而在零售额占

比上，量子点电视以0.59%领先于OLED电视的0.29%。

2018年不同类型平板电视线上零售额占比和同比增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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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品牌格局来看，2018年传统中国彩电品牌的表现冷热不均，海信、创维、TCL

捍卫了自己的地位，长虹、康佳出现掉队。国外品牌继续收缩，虽然零售额和零售量

占比的全年数据比上半年有所好转，但在三星、LG严重下滑的背景下，后续发展并不

乐观。上半年，互联网品牌借助上游面板价格下行，一再突破价格底线冲击销量，但

除了小米外，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已经远不如前。

小米能拿到2018年线上销量冠军，主要借助的是“不赚钱抢份额”的价格利

器，以及蚕食乐视电视等互联网品牌退出后的市场空白。相比传统彩电厂商，小米这

种打法几乎没有渠道溢价，低价策略也只能抢占低端市场，因此对海信、创维、TCL

等强势传统彩电品牌并未产生实质性冲击，2018年线上彩电零售额第一最终还是归

属海信。

2018年，作为中国彩电企业中各项能力最均衡的企业，海信电视通过技术方面的

深厚积累在大屏、4K和智能等高端市场上表现出色。数据显示，有多款海信电视进入

2018年线上平板电视零售额前十位，均是55英寸以上的大屏超高清4K产品。

索尼中高端产品在线上获得了显著增长，这也帮助其在线上平板电视零售额前十

位中谋得一席之地。甩开实体渠道包袱的飞利浦电视，在2018年的整体表现让人眼前

一亮，零售额和零售量双双进入线上平板电视的前十位。飞利浦电视的逐渐复苏得益

于其在OLED、超大尺寸、全面屏等高端市场上的大举发力，并将这些高端产品引入

电商渠道，进而为自身发展注入高端转型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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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类

2018年，线上空调市场虽然没有了2017年的狂飙突进，但依然是线上市场表现最

好的大家电品类。2018年，空调线上零售量和零售额分别达到2505万套、829亿元，

同比增幅为22.4%和27.9%。

从能效等级看，高能效空调的市场占比继续提升。一级能效空调的零售额和零售

量份额较2017年显著扩大，分别增加至22.3%和17.7%。其零售额和零售量增幅也是

各能效等级产品中最大的，分别达到145.3%和150.2%。与2017年相同，高能效空调

的快速增长成为线上空调市场稳健前行的助推器。2018年，二级能效空调的市场占比

进一步萎缩，零售量和零售额同比均出现下滑。在线上空调市场，三级能效空调的零

售额和零售量占比仍然最大，其中零售额份额接近65%，但同比增幅都大大低于一级

和二级能效产品。

2018年，变频空调在整个市场的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分别达到59.9%和52.3%。

同时，变频空调的零售额同比增幅接近40%，远高于定频空调，两者的量额占比差距

正不断拉大。

2018年线上空调的整体均价保持稳定。分价格段来看，一高一低“两头”的增幅

最为明显。10000元及以上空调、9000-9999元空调这两个价格段的零售额占比虽然不

大，但是表现出很强的增长潜力，其中10000元及以上空调的零售额上涨了35.9%，

9000-9999元空调的增幅更是高达277.7%。千元以下低价空调近年来在线上的市场占

2018年不同能效空调线上零售额占比情况

11



2018年家电网购分析报告

比不断下滑，2018年的零售额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线上空调市场的主流价格段依

然集中在2000-4999元，各细分价格段的合计零售额占比为73.7%。其中2000-2499元

细分价格段空调最受欢迎，零售额市场份额达到20.3%，也是整体市场各价格段中最

高的，紧随其后的是1500-1999元价格段和2500-2999元价格段，与2000-2499元价格

段的差距并不大。

从制冷匹数看，1.5匹空调最受线上消费者青睐，零售额和零售量的市场占比分别

达到44.1%和49.8%，较2017年有明显增加。1.5匹空调的零售额和零售量增幅也是不

同制冷匹数空调中最大的。3匹和5匹空调的增长情况也不错，特别是5匹空调，零售

额市场占比仅为0.2%，但同比增速高于整体市场。1匹空调的市场占比仅次于1.5匹空

调，为25.8%。市场表现最差的是2匹空调，成为零售额唯一出现负增长的空调品类。

线上家用中央空调的市场增速明显高于线上整体空调市场。2018年，家用中央空

调的零售额同比增长67.0%，零售量同比增长68.7%。家用中央空调在线上空调市场的

零售额占比也首次突破了1%。未来几年家用中央空调将进入发展的“黄金通道”。

2018年，线上空调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向头部企业集中，品牌集中度也因此继续提

升。格力、美的、奥克斯这三家品牌构成第一集团，零售额和零售量份额分别达到

75%和70%。

从线上和线下数据的对比来看，格力的线下零售量仍远大于线上，奥克斯则相

反，已经将线上作为销售的最重要战场。2018年，奥克斯定下了250亿元的电商销售

目标，仅在京东的全年营收规模就要突破150亿元，也就是说京东渠道会占到奥克斯

线上份额的60%，而京东等互联网平台也帮助奥克斯迅速扩展用户群和进入空白市

2018年不同制冷匹数空调线上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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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不过在线上零售额份额上，格力和美的依然力压奥克斯，相比格力通过高品质和

高品牌溢价获取市场份额，奥克斯突围主要还是依仗高性价比，目前奥克斯空调在线

上渠道的均价明显低于格力、美的和海尔。

TCL空调继续扮演黑马的角色，零售量和零售额都稳定在线上品牌前六位。海信

系空调喜忧参半，积极布局电商进行战略转型的科龙表现不错，海信空调的零售额和

零售量占比排名则有所下降。被挤出行业前八位的老牌厂商长虹，在下半年没能扭转

颓势，但也没有继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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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类

2018年，冰箱线下市场低迷，延续了2017年的量额齐跌，线上市场再次扮演了

“护盘者”的角色，为避免整体市场进一步下探提供了支撑。2018年，冰箱线上市场

的零售量和零售额分别为1737万台和360亿元，同比增长了12.5%和20.4%。

大容积冰箱正日益成为众多家庭选购的优先目标。大容积冰箱不仅可以满足保鲜

需求，也充分考虑了储藏食物的需求。2018年，大容积冰箱无论是零售额还是零售量

占比均稳步提升，其中401升以上冰箱的零售额占比达到45.8%。进一步细分来看，

401-500升冰箱在各容积段产品中最受欢迎，零售额份额达到20.54%。该容积段的零

售额增速在整体市场中最快，达到43.1%。501-600升冰箱的增长也很明显，零售额份

额快速增加，增速达到28.4%。251-300升容积段冰箱增长稳健，零售额同比增速与整

体线上市场持平。251升以下小容积冰箱的增长显现“疲态”，其中201-250升容积段

产品的零售额仅增长了0.9%，101-200升冰箱的零售额下降了5.4%，100升以下冰箱

的零售额出现大幅下滑。同时，小容积冰箱的零售额份额被大容积冰箱进一步蚕食。

十字对开门冰箱延续了2017年的增长势头，零售额增速在不同开门数产品中独占

鳌头，达到47.6%，零售额占比提升至12.10%。作为线上冰箱市场零售额份额最大的

产品，对开门冰箱市场在2018年受到多门（包括十字对开门）产品的挤压，不过市场

份额依然达到30.3%。其零售额增速超过20%，在各门体产品中紧随十字对开门冰

箱。三门冰箱、两门冰箱和单门冰箱表现欠佳，冰箱市场产品结构升级给它们带来的

冲击最大，其中两门冰箱和单门冰箱的零售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单门冰箱的降

2018年不同开门数冰箱线上零售额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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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更是达到27.9%，市场份额也跌落到1.13%。

2018年线上市场冰箱价格出现上涨，一部分原因是原材料成本上升，另一部分原

因是冰箱厂商纷纷走高端路线，消费者也更倾向于购买性能好、容量大的冰箱。2018

年线上万元以上超高端冰箱热卖，其中 10000-14999 元冰箱的零售额同比飚增了

156.5%。虽然该价格段产品在线上整体市场中的占比还比不大，但远远高于其他价格

段的增幅说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好产品付出更多溢价。从数据来看，目前线

上冰箱市场的主力价格段还是集中在2999元以内，其中2000-2999元冰箱最受市场青

睐，零售额增幅在各价格段中排第二，达到49.9%。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000元以

下产品，零售额同比大幅下滑，市场份额也被压缩至7.71%，是市场表现最差的价格

段。

从制冷方式看，风冷冰箱的零售额占比已经增至67.61%。直冷冰箱的零售额占比

遭到进一步压缩，其丢掉的市场份额被风冷和风直冷产品瓜分。不过从零售额增幅而

言，直冷冰箱相较2017年出现“反弹”，达到55.3%，高于风冷冰箱。风直冷冰箱的零

售额则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

2018年线上定频冰箱的零售额市场份额达到了72.98%，不过在增速上，变频冰箱

的表现要远远好于定频冰箱，前者的零售额增幅达到了45.7%。变频冰箱正在加速缩

小与定频冰箱的零售额占比差距。

2018年线上冰箱品牌格局基本保持稳定，国内品牌依然强势，三星、LG这两家韩

国品牌已经从前十位品牌中消失，西门子则跌出第一集团。

海尔继续领跑行业，不管零售量还是零售额占比都超过20%，大幅领先于排在身

后的美的和容声，线上零售额排名前十位的产品中有一半来自海尔。美的冰箱的零售

2018年不同制冷方式冰箱线上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情况

15



2018年家电网购分析报告

额和零售量占比都有所下滑，尽管保住了次席，但是对于排名第三的容声的优势并不

明显，如果加上海信冰箱的零售额份额，海信系冰箱的零售额占比与美的旗鼓相当。

国内品牌的最大失意者当属奥马，这个曾是冰箱行业最大黑马的品牌，一度牢牢占据

线上冰箱市场第一集团的位置，如今零售额份额跌落至第十，被晶弘紧紧追赶。

西门子出局第一集团，其市场份额被海尔、美的和容声远远甩下，销量也被

TCL、康佳超过。在线上零售额排前十位的产品中，西门子仅有一款产品入选。松下

勉强进入线上品牌前十，但零售量占比不到整体市场的1%。韩系家电代表三星和LG

已经彻底掉队，零售额和零售量前十排名上都没有了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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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机类

2018年，线上洗衣机市场继续稳定增长，与线下市场“量额齐跌”形成鲜明对比

的同时，也拉动了整体市场的成长。2018年洗衣机线上市场的零售量和零售额分别增

长了11.4%和20.6%，达到1725万台和310亿元。

2018年，线上不同容量段洗衣机的市场表现“冰火两重天”，线上洗衣机市场主

流容量段继续向大容量段迁移。受改善型需求和换新需求的推动，大容量洗衣机高速

增长；小容量洗衣机表现低迷。8公斤及以上各细分容量段的合计零售额占比已经达

到76.5%，并且呈现出容量越大增速越快的势头。数据显示，在线上零售额排名前10

位的产品中，有9款是8公斤及以上产品。8公斤容量洗衣机在整体洗衣机市场上的零

售额份额最大，达到44.85%。10公斤及以上容量段洗衣机表现抢眼，零售额和零售量

分别大幅增长了290.24%和334.00%，将其他容量段远远甩在身后，跃升为整体市场占

比第二的容量段。9.1-9.9公斤、9公斤两个容量段的洗衣机的零售额增幅也很可观，

分别达到196.18%和60.59%。小容量段洗衣机各细分市场则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

跌幅最大的是7.1-7.9公斤，零售额下滑了55.67%。

2018年线上洗衣机市场整体价格小幅增长，产品结构优化成为主要推手。2999元

以内是线上洗衣机市场的主流价格段，各细分价格段的合计零售额占比达到81.62%。

其中2000-2999元价格段洗衣机的零售额增长领跑其他价格段，增幅达到59.63%。紧

随其后的是7000元及以上价格段，零售额增幅达到32.94%。1500-1599元价格段和

699元及以下洗衣机零售额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

2018年不同价格段洗衣机线上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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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洗衣方式来看，滚筒洗衣机和波轮洗衣机依然是消费者的优先选择，两者的零

售额市场份额合计超过八成。滚筒洗衣机在零售量份额上距离波轮洗衣机还有一段距

离，但是在零售额份额上已经稍稍领先于波轮洗衣机，达到40.86%，波轮洗衣机的零

售额份额是40.20%。就零售额增速而言，波轮洗衣机的零售额增幅要高于滚筒洗衣

机。针对不同消费人群开发的洗衣机细分产品在2018年继续快速增长，其中迷你洗衣

机的零售额增速最快，达到60.70%。烘干机市场的扩张速度也不错，零售额增长超过

39%。迷你洗衣机和烘干机尚处在市场培育期，这两类产品的市场占比还不算很高。

洗烘一体机的零售额份额继续稳定增长，零售额增幅为29.20%。

与2017年一样，2018年线上洗衣机市场零售额排名前十位的品牌中，国外和国内

品牌平分秋色，前三位被海尔、小天鹅和美的这三家中国品牌包揽。在销量上，国外

品牌明显乏力，只有两个品牌进入零售量前十，前三名依然是海尔、小天鹅和美的。

海尔洗衣机的市场份额依旧强势领跑，零售额和零售量的份额都超过了25%，在

零售额和零售量排名前十的产品中，海尔分别有五款和四款产品入选，优势明显。

小天鹅洗衣机近年来在线上表现优异，也一直在苦苦追赶海尔，不过从2018年的

数据来看，差距并未缩小。在线上零售量和零售额排名前十位的产品中，小天鹅洗衣

机入围的产品数仅次于海尔。美的洗衣机的崛起让人眼前一亮，它将西门子挤出了线

上前三名。西门子洗衣机的量额均跌出前三位，而且与领先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

产品主打高端战略，其零售量不仅未能进入行业前三，甚至只有排在其前面的TCL的

一半。TCL洗衣机在线上显示出较强的潜力，零售量和零售额都取得显著增长，零售

量更是跃升至第四。

2018年不同洗衣方式洗衣机线上零售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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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净产品类

相比前几年的爆发式增长，2018年空气净化器市场更趋理性，增速也进一步放

缓。2018年线上空气净化器市场首次出现量额双降，零售量320万台，同比减少

14.5%，零售额56亿元，同比下降20.1%。

净水设备经历了几年的快速发展之后，2018年稳健前行。2018年，线上净水设备

的表现依旧远远强于整体市场，线上净水设备的零售量和零售额分别达到1029万台和

86亿元，同比增长12.6%和22.4%。

空气净化器市场增长放缓，一方面与空气质量改善有关，另一方面，行业趋于理

性，消费者从“恐慌性”购买转变为改变居住质量的理智购买。长期来看，空气净化

器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首先，我们的居住环境依然存在空气问题，因为甲醛、

毛屑、花粉、细菌并不会随着大气治理而彻底消失，仍需要专业的空气净化设备。其

次，国内空气净化器整体普及率还不高，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消费者

品质化、健康化需求以及空气健康管理意识的形成，空气净化器的消费潜力也将逐步

释放。

从线上空气净化器的价格区间来看，999元及以下、1000-1999元、2000-3499

元是主力价格段，三者的合计零售额占比达到 82.57%，零售量占比更是高达

96.47%。其中1000-1999元的零售额占比在各细分价格段中最高，为28.3%，999元

及以下和2000-3499元的零售额份额不相上下。零售量占比最高的价格段是999元

及以下，66.14%的零售量份额远高于其他价格段。在零售额和零售量增长方面，

999元及以下价格段表现最好，零售额增幅达到71.53%，其他细分价格段则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滑。2018年，高端空气净化器市场低迷，这也影响了空气净化器市场

的整体表现。其中5000元以上高端空气净化器的零售额份额还不足8%，且降幅明

显。细分来看，5000-6999 元和 7000 元及以上空气净化器的零售额分别下降了

37.87%和37.64%。

从不同净化方式来看，受整体市场增长乏力的拖累，各类空气净化器均表现欠

佳。除甲醛空气净化器、除颗粒物空气净化器、除菌空气净化器的零售额都有一定程

度的下滑，其中除菌空气净化器的下降幅度最大，零售额跌幅超过40%。就目前空气

净化器行业的整体情况来看，急需找到新的市场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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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产品的崛起成为空气净化市场的最大亮点。新风产品的零售额和零售量双双

爆发式增长，增幅分别达到136%和149%。目前新风产品的家庭普及率还很低，长远

来看，随着国内中产阶级的扩容，以及受行业升级需求和企业渠道布局多元化的推

动，新风行业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2018年，国外品牌的零售量不及国内品牌，但高定价依然帮助其零售额份额大幅

领先。在线上空气净化器品牌零售额前10位中，国外品牌占据7席，零售额合计占比

接近7成。在零售量前10位中，国外品牌与国内品牌各占一半，国内品牌零售量占比

接近6成。

主打性价比和互联网概念的米家，依靠在中低端市场攻城略地，成为零售量第

一。零售额上，飞利浦和松下等国外品牌的表现更抢眼，但此前一直位列行业前三的

布鲁雅尔跌出前五位。定位高端的戴森挤进零售额占比前十位。

2018年，净水设备市场高端化趋势明显。消费者对中高端产品需求旺盛，得益于

新技术、新功能的不断涌现，中高端净水设备在过去一年市场占比进一步增加。随着

三、四级市场用户消费需求的提升，净水设备在未来仍有不小的增长空间。

2018年，线上净水设备中纯水机的市场份额继续领跑其他品类，虽然零售额占比

较2017年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62.25%，零售额增幅也接近30%。零售额市场占比较

大的还有净水机和滤水壶，占比分别达到14.20%和6.19%。中央净水机和软水机的零

售额合计占比不足整体市场的一成，但增长显著，中央净水机零售额同比增幅为

120.30%，是净水设备中零售额增速最快的品类；软水机次之，同比增幅为78.04%。

零售量增长最为明显的是管线机，同比大幅增长了199.92%。

从不同价格段来看，1600-2599元的零售额市场占比为22%，是零售额占比最高

2018年不同类型空气净化器线上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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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段。399元及以下价格段占据了20%的零售额份额，900-1599元价格段的零售

额市场占比为19%，2600-3599元价格段的零售额市场占比为17%。零售额占比最大

的 1600-2599 元价格段也是零售额增长最快的价格段，同比增幅达到 47.56%，

900-1599元居次席。3600-4999元价格段虽然零售额份额和零售量份额只有9%和

2%，但是增速分别达到36.91%和43.48%，显示出不错的增长潜力。

2018年，在线上净水设备零售额占比前十位的品牌中，国产品牌占据五个，但是

合计份额依然不敌国外品牌。美的和A.O.史密斯占据前两位，2017年位列第二的沁园

被挤到第三名。在销量上碧然德遥遥领先，超过30%的零售量份额让其他品牌只能望

其项背。

2018年不同价格段净水设备线上零售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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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电器类

受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控等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一直高歌猛进的厨电市场在2018年

遭遇瓶颈。线上厨电市场受此拖累，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厨电整体市

场暂时遇挫更多是产业周期调整和变化的结果，长远来看，在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推动

下，还有很大发展空间。2018年线上厨电市场零售额为440亿元，同比增长25.7%。

从厨电细分市场看，2018年线上各个品类都实现了稳健增长。油烟机线上市场零

售额107亿元，同比增长10.8%；燃气灶线上市场零售额57亿元，同比增长2.9%；热

水器线上市场零售额160亿元，同比增长21.1%；其他细分市场，包括消毒柜、洗碗

机、微波炉、嵌入式厨电等品类的总体线上市场零售额为116亿元，同比增长75%，

其中洗碗机不改“黑马”本色，零售额增幅达到43%。

2018 年，油烟机线上市场的销售继续向中高端产品聚集。2000-2999 元超过

1000-1999元成为零售额占比最高的价格段，市场占比达到38.8%，1000-1999元价格

段零售额份额为32.7%，位居次席。这两个价格段也成为线上油烟机市场最受欢迎的

价格段。3000-3999元价格段的零售额和零售量双双高速增长，增幅分别是119%和

118%，其零售额市场占比也快速提升至13%。6000元及以上高端产品增幅最大，

585%的同比增速遥遥领先于其他价格段，零售额份额也首次突破1%。在消费升级和

产品结构升级的趋势下，低价格段产品的市场占比虽然较高，但增长动力不足。随着

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品质埋单，高端产品进入高速增长期，凭借领先的功能和过硬的

品质日益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2018年不同价格段油烟机零售额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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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油烟机类型来看，侧吸式、欧式和中式是当下线上油烟机市场最主流的三

个类型。其中侧吸式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统治力”，占据零售额半壁江山，也是各类

型油烟机中增速最快的。欧式和中式的零售额份额分别是35%和13%。

2018年，线上燃气灶的高端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分价格段来看，主流价格段的均

价继续提升，各价格段市场占比差距不大。900-1099元以20.4%成为各价格段中零售

额占比最高的价格段。500元以下价格段也颇受消费者青睐，零售额占比居第二位，

但是市场空间受到更高价格段产品的挤压，零售额份额缩小至19.4%。900-1099元、

1100-1299元价格段产品的零售额份额快速增长，合计市场占比达到35.4%。从增速

看，500元以下价格段零售额的增速只有900-1099元价格段的一半。就整体市场而

言，零售额增速最快的当属700-899元价格段，同比增幅达到88.4%。

从品牌格局看，国内品牌几乎包揽了油烟机和燃气灶市场的前十位。在油烟机市

场，领头羊之争主要在老板和方太之间展开，两者分别登顶零售额和零售量榜首。万

和、华帝稳字当头，追赶的脚步很快。帅康和西门子逐渐掉队。在燃气灶方面，老

板、方太、美的、华帝、海尔、万和位居第一集团。苏泊尔凭借较低的产品客单价在

零售量上表现不错。而昔日巨头帅康、西门子已经被逐渐边缘化。

2018年，热水器线上市场延续了2017年的高速增长，整体均价小幅上涨。电热水

器的市场零售额占比57%，领先燃气热水器14个百分点，增幅为27.7%，也高于燃气

热水器。零售量方面，电热水器占比达到72%，远超燃气热水器。分价格段来看，

4000元以上高端热水器增长迅猛，零售额和零售量的增幅都领先于其他价格段，其中

4000-5000元价格段的零售额增长了121.9%，5000元以上价格段的零售额增幅更是达

到261.3%，这也快速提升了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

2018年线上热水器市场零售额和零售量的前三名均是国内品牌，海尔在零售额上

夺冠，美的则称雄零售量。整体来看，热水器线上市场的马太效应逐渐显现，海尔、

美的、万和、A.O.史密斯及万家乐构成的行业第一阵营正拉开与追赶者的距离。

2018年万和在线上热水器市场的表现可圈可点，其零售额和零售量都排在第

三，对前两名形成了不小的压力。在线上，万和在三大电商平台都采取直营模式，

并通过整合网络、实体和社群空间，打通了线上线下融合之路。在“热水系统”和

“厨房电器”为驱动的双子星战略拉动下，万和“专业、时尚、轻奢”的新品牌形

象已经凸显。

相比2017年，线上洗碗机市场的增长势头有所减缓，但仍然是厨电市场的明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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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之一。从价格段上看，洗碗机市场高端化趋势非常明显，3000元以上价格段产品的

零售额占比已经超过六成。其中3000-4000元、4000-5000元细分价格段的零售额市场

占比提升到27.66%和18.08%，成为市场的主流价格段。5000元以上产品的零售额份

额突破14%，5000-6000元价格段和6000元以上价格段均实现翻番增长，增速分别达

到132.75%和346.63%。

从产品类型来看，嵌入式洗碗机仍然最受消费者喜爱，零售额市场份额超过

50%，这说明消费者在选购洗碗机时仍然首选可以更好融入厨房环境的产品。其次是

台式洗碗机和独立式洗碗机，零售额占比分别为22.54%和17.0%。水槽式产品在线上

渠道的份额依旧偏低，不过127.89%的增长率使其成为增长最快的洗碗机细分品类。

从品牌格局来看，美的、方太、海尔为代表的国内品牌的崛起，对西门子形成的

冲击越来越大。西门子虽然在零售额和零售量上依然领先，但美的与其差距逐渐缩

小，特别是在销量方面，西门子感受到的压力会更大。方太通过发力嵌入式洗碗机，

上升势头不错，但是零售额和零售量与领军企业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而对于九阳、华

帝、云米等行业新进入者，如何迅速站稳脚跟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洗碗机市场近年来爆发式增长，但作为一个新兴行业，首先要强化品质，守住产

品底线，才能持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线上退换率较高的产品中，西门子

的某款台式除菌洗碗机上榜，对这家洗碗机头部厂商以及整个行业都敲响了警钟。

2018年不同类型洗碗机线上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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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类

吸尘器是目前为数不多线上销售比重超过线下的家电品类，2018年吸尘器线上市

场继续对线下形成碾压，电商依然是消费者购买吸尘器的最主要渠道。线上渠道的飞

速发展加速了吸尘器的普及。2018年线上吸尘器零售量和零售额分别为1428万台和

102亿元，同比增长了20.2%、35.5%。受到年轻人追捧的扫地机器人2018年继续高光

表现，零售量达到516万台，同比增长了52.9%，零售额达到75亿元，同比增长了

67.2%。

2018 年，除螨仪出现爆发式增长，零售额和零售量增幅分别高达 839.14%和

214.70%。螨虫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过敏原之一，极易引发皮肤病和呼

吸疾病，除螨仪的热销得益于人们健康、环保意识的苏醒，深受追求品质生活的消费

族群，特别是女性消费者和过敏人群的欢迎。尽管目前除螨仪的零售额和零售量市场

份额只有1.63%和3.59%，但已经成为最具增长潜力的吸尘器细分品类。2018年，线

上吸尘器市场加速从有线向无线过渡。关键技术的突破、价格门槛的降低，以及各大

品牌竞相发力助推了手持吸尘器的普及，这也是吸尘器市场产品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结

果。手持吸尘器稳居吸尘器市场第一大品类，零售额和零售量份额继续提升，分别达

到71.65%和51.77%，零售额和零售量都实现了强劲增长，增速仅次于除螨仪。卧式吸

尘器和桶式吸尘器的零售额份额紧随手持吸尘器，排在第二和第三位，分别是12.07%

和9.45%，但市场空间逐渐被压缩。立式吸尘器的增速还不错，但市场份额已经降至

1%以下。

2018年不同类型吸尘器线上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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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线上吸尘器零售额前10位中，国内品牌占据7席，零售量份额超过

70%，零售额份额与国外品牌持平，国内品牌已经开始形成集团优势。戴森重夺零售

额第一的位置，零售量却没有进入行业前五位，其高定价产品的吸金能力可见一斑。

小狗电器和飞利浦在零售额上差距不大，前者稍稍领先。美的零售额占比较2017年有

所下滑，位列行业第四。昔日行业翘楚松下节节下滑，零售额份额仅有2%，对行业领

先者已经无法构成威胁。

从线上不同类型扫地机器人（以路径规划区分）的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比变化来

看，具有路径规划功能的扫地机器人在继续挤压传统随机式产品的市场空间，前者不

论是零售额还是零售量增幅都要高于传统产品。LDS激光规划产品的零售额增长最抢

眼，增幅高达1891.5%，其高达2031.8%的零售量增幅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品类。双目视

觉规划产品和单目视觉规划产品的增幅也很可观，零售额分别增长了 326.1%和

182.7%。不过这两类产品的零售额在整体市场中的占比还比较小。传统的随机式产品

是2018年唯一出现零售额下滑的扫地机器人品类，零售额下降了9.3%，其零售量增幅

相比具有路径规划功能的产品也要低得多。

2018年扫地机器人产品均价稳定上升的同时，产品结构亦呈现升级趋势。分价格

段来看，线上扫地机器人的主流价格段集中于1000元以上，其中2000元以上价格段

的零售额占比最高，达到35.04%，1500-1999元价格段次之，零售额份额为26.56%，

排在第三的是1000-1499元价格段，零售额占比为22.20%。这三个价格段中，除了

2000元以上价格段的零售额出现下滑，其他两个价格段的零售额增幅均超过30%。扫

地机器人各细分价格段的零售额最大增幅来自400-599元和600-799元，分别增长了

220.64%和206.16%。

2018年不同类型扫地机器人线上零售额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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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品牌格局来看，2018年，线上扫地机器人品牌零售额前十名中，国外品牌与国

内品牌各占据5席。前三名的科沃斯、石头和米家作为行业头部品牌占据了近七成的

市场份额，且阵营相对稳定。除去上述三家，其他品牌的零售额、零售量都在5%以

内，差距并不明显。这些品牌想要突出重围，还需要更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制定好

自身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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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类

2018年，手机市场整体大幅下滑，受此拖累，国内手机网购市场共销售手机1.2

亿部，同比下降4%，零售额2381亿元，同比上升3%。手机线上市场销量约占我国整

体手机市场销量的25%。

市场调研组织IDC分析指出，2018年手机市场下降的原因是受宏观经济增速下

行，消费者换机周期拉长，碎片化智能终端分流等因素协同影响。由此看出，线上手

机零售量下滑与手机整体市场走势基本一致，反映了整体手机市场低迷的大趋势。

分渠道来看，天猫、京东、苏宁等专业电子商务平台仍然是线上手机销售的主要

渠道。根据国际分析公司Counterpoint Market连续一年的数据，三者之间的竞争更加

激烈，但是整体格局相对稳定。京东占据国内手机电商渠道超过50%的市场份额，而

且同比增长超过两位数，稳坐中国手机电商渠道的头把交椅。天猫平台聚焦推广旗舰

机型，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约占据24%的市场份额，苏宁约占5%市场份额。此外，苹

果借助9月新机上市的机会，小米和华为借助官网预售等方式，并通过自身品牌影响

力占据了手机网购约10%的份额。

从智能手机品牌的分布情况来看，2018年排名前十的厂商合计市场份额达到

91.4%，较2017年同期提高6%。手机网购市场基本与整体市场一致，品牌集中度越来

越高，排名前5位的手机品牌分别华为（含荣耀）、OPPO、vivo、小米和苹果。它们占

据了手机网购90%以上的市场。从双十一的销售情况可以看到，京东、天猫和苏宁易

购手机销售的前五名均被华为、小米、vivo、OPPO和苹果五个品牌占据，只是位次有

所变化。联想手机品牌强势回归，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联想手机获得双十一期间销

售额增长率和出货量增长率双料第一；同时也有一些品牌因为种种原因濒临破产和倒

闭，例如金立手机、乐视手机等。

总体而言，2018年手机市场线上线下融合趋势明显，线上起家的手机品牌（如小

米）在加速布局线下渠道，之前注重线下渠道的品牌也在电商渠道发力（如vivo）。

2018年，小米之家数量超过500家，荣耀线下体验店超过1000家。线上线下的打通，

让纯线上手机品牌不复存在。手机网购市场在价格走势、品牌格局、功能特性等各方

面，都与整体手机市场保持同步。

从硬件上看，尽管各品牌手机同质化显著，但手机产品小创新不断。2018年，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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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三摄像头、大容量电池、屏下指纹识别、升降摄像头屡见不鲜。各品牌纷纷

发力小创新的同时，也开始在旗舰手机上应用一些创新技术，例如荣耀Magic2全面屏

滑盖手机、vivo双屏手机、柔宇折叠屏手机。

展望2019年，手机网购市场可能继续保持量跌额涨的趋势。2019年手机市场有诸

多利好因素，如5G商用和折叠屏手机发售等。5G商用将促进5G手机消费，但是受芯

片等上游零部件的制约，5G手机的爆发可能要推迟到2020年以后；折叠屏手机的屏

幕也受到上游面板厂商制约，无法实现大规模量产和普及。因此，2019年手机市场的

环境依然严峻，客观因素无法激发消费者的大规模换机行为，线上市场会趋于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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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019年，我国经济工作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同时家电网购也从高

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预计，2019年我国家电网购市场（含移动终端）将稳健

增长，增幅将与2018年持平。

●2019年，渠道商对年轻消费族群需求的挖掘和推动会进一步加强，家电消费

个性化特点将更加明显。

●十部委研究制定《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的实施方案（2019年）》，明确了“引导电商企业在乡镇和农村建设服务网点，开展

品牌消费、品质消费系列活动”。2019年，电商农村市场网点拓展速度将加快，进一

步推动农村市场家电销售电商化。受此影响，线下农村家电市场将发生更大的变革。

●2019年，各电商平台将力推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兴零售方式，无界零售、新

零售将在各城市加速铺开，家电网购市场京东将继续领跑，整体格局不会发生明

显变化。

●2019年，消费升级动力不减，新一轮刺激家电消费政策将主要从绿色、智能

家电销售和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两个层面推进，受益于此，线上高端产品比例和

线上产品整体均价将进一步提升。

●2018年，美的集团全线产品线上零售超过500亿元，仅京东一个平台便实现零

售收入300亿元，2019年将有更多企业在线上单一平台的销售额会突破百亿元、200

亿元。

●城市家电渠道线上线下融合程度进一步加大，不仅仅是线上线下互相引流，

而是以互联网的工具、平台、技术、手段，再次定义线下实体店的商业边界和平台

职能。家电卖场、百货商店、家居建材城都将纳入到这波融合大潮中来，与电子商

务紧密结合的品牌体验店将在家电领域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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