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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家电产业已日趋完善，成为国内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之一，

整体处于行业成熟期，竞争充分。然而，不同细分行业的行业特点、产

业链价值分布和决定企业竞争力的要素有所不同，中债资信按照白电、

黑电和小家电的子行业分类，总结出各子行业目前的发展现状及产业链

的价值分布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1、在白电产业链中，原材料供应商由于集中度很低，议价能力和盈

利空间相对较低；零部件厂商中，虽然压缩机是最核心的部件，但由于

白电巨头多自建产线，而压缩机行业存在结构产能过剩，除了部分寡头

垄断的阀件零部件市场，其他管件、板件等零部件厂商盈利能力及话语

权仍弱于整机制造企业；销售渠道商受零售行业景气度下降等影响，近

年盈利表现有所下滑，但获现能力相较于家电企业处于较好水平。

2、黑电产业链中，各部分价值呈现不对称的微笑曲线，液晶面板生

产价值增加最快，IC 组件和电视代工、组装最低，终端品牌渠道价值介

于两者之间。整体看，液晶面板产业链上游的核心材料——玻璃基板享

有最高的价值增加，但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少数国外厂商手中，我国的黑

电企业多为整机制造厂商，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一般。

3、小家电行业产品种类繁多，市场比较分散，其产业链中各企业的

价值分布和话语权难以一概而论。整体而言，上游原材料厂家较为分

散，话语权较弱；中游生产环节中，在细分领域具有一定品牌知名度和

较广的销售渠道的企业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下游的销售环节中，不同渠

道的市场掌控能力有所差异，具有一定规模优势的电商渠道（如天猫、

京东等）相对传统的超市连锁等线下渠道更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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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器行业一般可细分为三个子行业：白色家电、黑色家电和小家电。白色家电一般指洗衣

机、电冰箱、空调等（表 1），最初以其白色外观得名；黑色家电一般指彩电，起源最早来源于采

用珑管显示屏的电视机；小家电一般是指除了大功率输出的电器以外的家电，一般这些小家电都占

用比较小的电力资源，或者机身体积也比较小，一般可分为厨房小家电、家居小家电和个人生活小

家电三大类（表 2）。 

表 1：白色家电分类及主要产品 

空调 冰箱 洗衣机 

家用空调： 

按工作原理分：定频空调、变频空调； 

按性能分：单冷空调、冷暖式空调； 

按款式分：窗机、挂机、柜机等 

按用途分类：冷柜、酒柜、冷藏箱、冷

藏冷冻箱等 

中央空调：多联机、大型机（螺杆机、离心机） 按门体结构分类：双门、三门、对开门

等 

波轮式、滚筒

式、单/双缸式 

资料来源：中债资信整理 

表 2：小家电细分类别及主要产品 

小家电类别 小家电产品 

厨房小家电 

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洗碗机、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等相对大电； 

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电压力锅、电烤箱；豆浆机、榨汁机、酸奶机、热水

壶、煮蛋器、电饼档等相对小电； 

家居小家电 
电风扇、加湿器、电暖气；吸尘器、空气净化器、净水器、扫地机器人；挂烫

机、除湿机、干衣机等； 

个人护理小家电 剃须刀、电吹风、电动牙刷、按摩器、足疗机、洁面仪、美容器等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家电生产企业属于中游行业，其上游为中间部件制造企业，包括压缩机、电机、面板、集成电

路和芯片等，最上游的原材料则包括铜、铝、钢材等；下游为经销商，包括苏宁和国美等家电连锁

企业、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大卖场以及其他三四级市场经销商，最终到达终端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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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电产业链 

图 1：白电产业链 

原材料

钢铁、铜材、铝
材、塑料、硅等

零部件制造

压缩机、电机等

整机制造

空调、冰箱、洗衣
机等

下游销售

家电连锁、家电专
卖店、电商渠道等

 

行业内主要企业： 

大宗原材料供应商较
为分散

压缩机配套厂商：美
的、格力、格兰仕、
华意压缩等

压缩机非配套厂商：
上海日立、大连三
洋、恩布拉科等

制冷配件：三花控
股、盾安控股、康盛
股份等

格力、美的、海尔、
奥克斯、志高、奥马

等

线下：苏宁、国美等
家电连锁，沃尔玛、家乐

福等大型超市

线上：自有线上电商销售平台
如“格力商城”、京东商城、
天猫商城、国美电器、苏宁易

购等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1. 上游原材料 

白电大宗原材料主要为钢板、铜管、铝箔和塑胶原料等，以及模式化装配的零部件包括压缩

机、电机、电控组件和注塑件等。整体来看，原材料成本在白电产品中占比约 85%（具体分析详见

后续的中债资信《家电行业运行情况专题报告》），因此白电企业对原材料价格波动较为敏感。目前

我国白电生产企业的原材料基本可从国内采购，部分电子元器件或根据客户指定从国外采购（以日

韩为主）。 

2. 零部件制造 

冰箱和空调最核心的部件是压缩机（将低压气体提升为高压气体的一种从动的流体机械，为整

个系统提供动力），占其生产成本分别约为 25%和 33%，洗衣机的零部件相对繁多，较核心的有电

机、电控组件和离合器等。压缩机行业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业，虽然进入门槛较高，但仍存在产能结

构性过剩，中低端压缩机产品竞争激烈的问题，高效化、变频化、小型化仍将是整机厂实施竞争差

异化的重点。近年，旋转压缩机借助规模化成本优势和自配套体系供应，在商业空调领域占比大幅

增长；磁悬浮离心压缩机也将成为替代传统螺杆机和离心机的首选。 

目前国内家电配件生产企业相对分散，可以分为配套企业市场和非配套企业市场，配套企业市

场是指家电整机制造企业旗下拥有自建的压缩机产线，非配套企业市场中，生产零配件的企业其下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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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户为自身的非关联方。在压缩机生产领域，配套企业市场中的主要厂商包括美的、格力、格兰

仕、华意压缩 1等；非配套企业市场中的主要厂商包括国内的上海日立 2、大连三洋 3和国外品牌如

瑞典阿特拉斯（Atlas）、德国比泽尔（Bitzer）、英格索兰（ IngersollRand）、巴西恩布拉科

（Embraco）、美国寿力（SULLAIR）等；在制冷配件（如四通阀、截止阀等）领域，主要的厂商

包括三花控股、盾安控股和康盛股份等。国内企业在零部件领域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但面临“大而

不强”、“量增利不增”的困扰，以压缩机为例，无论从技术、品牌、定价权方面，离全球最强的压

缩机生产商仍存在一定差距。 

3. 整机制造 

我国市场规模较大的白电相关企业多为整机厂商，以空调为例，中国为全球空调最大的生产基

地，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70%以上，但产业垂直一体化发展程度最低。大部分整机生产企业的上游

零部件主要采用外购方式，目前仅有白电龙头格力、美的及格兰仕等公司和四川长虹拥有自建压缩

机生产线，整体而言，白电企业对产业链掌控能力相对较好，对上游零部件厂商具备一定的议价优

势。对下游，家电企业一般先预收部分货款，同时给予家电连锁 14 天~1 个月不等的账期，80%货

款采用票据结算。 

4. 下游销售 

从目前渠道格局来看，当前家电零售渠道 4可细分为全国性家电连锁、大型商超、区域家电连

锁、百货商店、乡镇家电专卖店、企业直营店和新兴的线上电商渠道。近年来，我国家电行业线上

线下呈现了“冰火两重天”的景象，一方面传统线下渠道依旧惨淡，另一方面线上市场增长飞速，

根据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发布的《2016 中国家电网购报告》，2016 年家电网购市场经过多年的高速增

长后，增幅趋缓，但仍高于整体实物商品网络零售交易额，传统四大家电网购零售额达 1,161 亿

元，同比增幅 34.9%。从具体品类看，电视机网购渗透率较高，线上电视机零售额占电视机整体零

售额的 32%；空调经过 2016 年的热销，线上零售额渗透率已经接近 25%；冰洗产品较低，线上零

售额占整体零售额比例在 19%左右。 

从市场集中度来看，大家电的线下市场品牌集中度远高于线上市场，2016 年空调、冰箱和洗

衣机 CR3 占分别为 68.84%、55.66%和 64.26%；线上市场大家电整体 CR3 为 23.5%，其中海尔和

美的份额占比领先，2016 年销售份额分别为 10%和 8.7%，其余品牌占比均低于 5%。从市场集中

度可以看出，一线品牌在传统的线下渠道优势十分明显，而二三线品牌则在线上具有一定先发优

势，但随着一线品牌纷纷加大电商渠道的布局，未来线上市场集中度有逐步提高的趋势。从线上渠

道的份额看，2016 年，国美在线在家电网购市场的占比已经降到 0.5%以下，家电网购市场只剩下

京东、天猫、苏宁易购三巨头。其中，京东以 62%的份额稳占六成江山，天猫以 26%的份额位居第

二，苏宁易购位列第三，占 10.5%，其他份额则被小米、乐视等垂直电商和国美在线、亚马逊等平

台瓜分。 

 
1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企业，其冰箱压缩机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 
2 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由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75%，日立空调·家用电器株式会社投资 25%合

资组建而成。 
3 大连三洋制冷有限公司，股东三方是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大连冷冻机股份有限公司和日本双日株式会社。 
4 由于家电产品的渠道不因细分行业不同而产生很大差异，因此对于渠道的分析不以黑电、白电和小家电为区分。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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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白电产业链上各企业盈利及垫资情况（单位：%、倍） 

白电 
整机制造 毛利率 总资产 

报酬率 
EBIT 
利润率 

应收账款/ 
营业收入 

白电 
零部件 毛利率 总资产 

报酬率 
EBIT 
利润率 

应收账款/ 
营业收入 

格力电器 32.70 10.09 17.11 0.03 三花控股(阀件) 26.59 6.18 10.82 0.15 

青岛海尔 31.02 8.35 7.54 0.10 康盛股份(管件) 20.88 5.86 11.94 0.38 

奥克斯 29.72 7.22 10.17 0.14 盾安环境(阀件) 18.58 2.82 5.76 0.26 

美的集团 27.31 12.21 12.07 0.08 上海海立(压缩机) 16.13 3.10 4.80 0.26 

星星集团 24.20 3.33 7.56 0.23 华意压缩(压缩机) 13.72 6.05 7.11 0.17 

澳柯玛 23.60 1.63 1.71 0.08 渠道商 毛利率 总资产 
报酬率 

EBIT 
利润率 

应收账款/ 
营业收入 

海信科龙 23.36 7.59 4.78 0.10 国美电器 16.23 2.78 2.40 0.03 

志高空调 18.94 2.68 2.97 0.34 苏宁电器 15.33 2.23 3.32 0.01 

万宝集团 10.13 4.91 3.24 0.12      

资料来源： wind 及其他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注：1、阀件零部件是空调的核心零部件之一，包括四通阀、截止阀等；管件零部件主要指制冷铜管、铝管、铁管等。 
    2、表中均为 2016 年数据，加粗数据为中位数。 

在白电产业链中，原材料供应商由于集中度很低，议价能力和盈利空间相对较低；零部件厂商

中，虽然压缩机是最核心的部件，但由于白电巨头多自建产线，而压缩机行业存在结构产能过剩，

除了由三花控股和盾安环境 5寡头垄断的阀件零部件市场，其他管件、板件等零部件厂商盈利能力

仍弱于整机制造企业。我们选取了白电整机制造和零部件制造的部分代表企业进行分析，从表中可

以看出，整机制造企业毛利率可高达 32.70%，中位数为 24.20%；零部件企业仅有三花控股达到

26.59%，行业中位数则为 18.58%；不同渠道商的盈利能力有所差异，以国美电器和苏宁电器为代

表来看，其毛利率约为 16%，略低于零部件企业。考虑到零部件制造、整机制造和渠道商的商业模

式有所差异，我们用总资产报酬率和 EBIT 利润率再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渠道商的资产运营效率是

显著低于整机制造和零部件制造企业的，而对于后两者而言，整机制造企业行业龙头的总资产报酬

率和 EBIT 利润率均可高于 10%，中位数分别为 7.22%和 7.54%，而零部件制造企业行业龙头的总

资产报酬率和 EBIT 利润率约为 6%左右，中位数则分别为 5.86%和 7.11%。由此可以看出，整机制

造环节的盈利能力整体是优于零部件制造环节的。 

对于产业链各环节企业的话语权，我们采用应收账款/营业收入这一指标进行分析，从表中可

以看出，零部件企业的话语权相对较弱，代表企业应收账款/营业收入均高于 0.15 倍，中位数达到

0.26 倍，而整机制造企业和渠道商对账款的管控均较为强势，除星星集团和志高空调外，其他企业

的应收账款/营业收入均低于 0.15 倍。 

 
5 虽然从市场份额来看盾安环境行业地位较强，但其运营效率不及三花股份，整体盈利能力和获现能力较弱。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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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零部件企业的盈利及获现表现均较为弱势，大部分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整机制造企

业盈利能力较好，占用上下游资金能力较强，在产业链中有较强话语权；销售渠道商受零售行业景

气度下降等影响，近年盈利表现有所下滑，但获现能力相较于家电企业处于较好水平。 

 

二、 黑电产业链 

图 2：彩电产业链 

基础材料、零
部件

模组制造、面
板制造

整机制造 销售渠道

 
主要产品： 

玻璃基板、液晶
材料、偏光片、
彩色滤光片等

背光模组、液晶
面板等

彩电
家电连锁、大型
超市、电商等  

主要厂商和渠道： 

主要厂家有康宁(美)、旭硝
子(日)、电气硝子(日)、东旭
光电(中)、彩虹股份(中)；
Merck、Chisso；LG化学、
日东电工、住友化学；
LEC、LGD、TOPPAN、
三星SDI等

主要厂商有LGD、
三星、京东方、群
创、TCL、友达、
夏普等

品牌厂商：海信、创
维、TCL、长虹、康
佳、海尔、三星、夏
普、索尼、三洋

代工厂商：富士康、
wistron、HKC、
BOE、KTC 

电商与经销商的博弈日
渐透明，电商份额逐步
增长。主要渠道有国
美、苏宁、沃尔玛、家
乐福及其他三四线市场
经销商等

 

资料来源：中债资信整理 

1. 上游基础材料 

彩电产业链较长，涉及子行业众多，主要有玻璃基板、液晶材料、偏光片、彩色滤光片、背光

源等。其中，玻璃基板是生产液晶面板最核心的部件，虽然相对于背光模组而言，玻璃基板的成本

并不是最高的（玻璃基板约占整个面板成本的 15%~20%，背光模组则占 30%左右），但是却是生产

难度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部分，目前主要被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垄断，也是我国整个面板产业链中

发展相对滞后的环节。 

玻璃基板的技术壁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艺壁垒，即玻璃表面平整度和杂质含量要求

都达到了电子级，使用一般的浮法工艺无法满足；二是配方壁垒，也是核心壁垒，即生产过程中需

要正确的玻璃液配方才能使玻璃稳定成型（关系到产品良率），并满足玻璃的光学和化学特性要

求；三是装备壁垒，生产设备基本都是现有厂商自主研发，新进入者很难在市场上买到相关设备。

目前玻璃基板的供应商主要为美国康宁、日本旭硝子和电气硝子，本土的彩虹集团、东旭集团等企

业正在推进基板玻璃国产化。对于其他基础材料，目前除背光源外，其余原材料仍主要被欧美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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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垄断，比如液晶材料供应商主要为德国默克（Merck，TFT 液晶市场份额超过 50%）和日本

智索（Chisso/JNC）；偏光片供应商主要是日东电工、住友化学、三立化学、LG 等企业。 

 

 

 

图 3：液晶屏构造图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债资信整理 

2. 中游面板及模组制造 

液晶面板是彩电的核心部件，占彩电成本 70%左右。液晶面板行业是个典型的高技术壁垒（生

产线代数 6不断提升）、高资金投入（一条产线投资需上百亿元）的行业，一般情况下进入行业后随

着资金投入的加大，将要面对的是产能过剩、降价、亏损、新技术新市场被开发出来、产能不足、

市场提价，再投入增加产能等一个循环过程。整个面板行业基本上很难有比较好的退出模式，通常

都是采用直接关停的方式去产能。 

从液晶面板的发展历史格局来看，在 21 世纪以前，液晶面板由日本企业垄断，1990 年日本

TFT 液晶面板占据了全球市场 90%的份额，后来随着日本经济的下滑，企业投资热度大减，在

1995~1996 年液晶产业的第二次衰退周期里，韩国企业大规模进入液晶面板行业，比如三星便在日

本设立了一个研发机构，利用产业衰退期，雇佣失业的日本工程师来积累研发能力，韩国企业用不

到 10 年时间便将日本企业挤下了世界第一的宝座。1997 年底亚洲金融危机后，液晶面板市场急剧

收缩，日本企业的投资基本处于搁浅状态，这一轮衰退又引来了新的入场者——台湾企业（比如奇

 
6 生产线代数是根据玻璃基板的大小尺寸决定的，不同的代数适合切割不同尺寸大小的面板，代数越高能够切割的面板尺寸越

大，但其中也涉及到一个切割经济性的问题，因此要考虑到市场对某个尺寸面板的需求情况才能决定某代线是否适合切割多少尺

寸的面板较为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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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然而，台湾地区的液晶面板产业尽管规模很大（仅次于韩国），但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

却暴露了其致命弱点——台湾不像日本和韩国那样，拥有大量来自本土下游产业的庞大需求作为支

撑，在全球需求不振的情况下，日韩企业均取消了订单改为自供，台湾面板企业开工率骤降，几乎

濒临死亡线。2009 年以来，中国的彩电行业正处于扩张期，但日、韩、台企业对中国面板行业均

采取禁止投资、哄抬价格等封锁战略，因此 2011 年以前京东方、中国电子等主要厂商所建的产线

均为 G6 及以下世代线，而液晶面板是国家重点战略扶持产业，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当中国企业

通过跨国并购和自主研发等方式逐步掌握生产技术后，国外厂商也开始放弃封锁战略，大规模在中

国建厂。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我国在建/新建/规划的面板投资项目总投资额逾 4,000 多亿元，全

球液晶面板产业正加快向中国转移。按照目前的产能规划来看，未来几年内中国液晶面板出货量将

超过韩国成为全球第一。 

从产品类别来看，黑电产品所用的面板主要是大尺寸面板 7，目前我国大尺寸面板厂商主要包

括京东方、华星光电（TCL 旗下）和中电熊猫，外资厂商主要有韩国的 LGD 和三星、台湾的群创

和友达，以及日本的夏普等。截至 2015 年底，中国大陆总计将有 8 条 8.5 代线建成投产，占全球

8.5 代线产能的 45%。 

图 4：2016 年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和模组出货情况（百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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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INNO Research，中债资信整理 

3. 整机制造 

我国彩电制造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有自主品牌的厂商，主要有海信、创维、TCL、长虹、

康佳、海尔、三星、夏普、索尼、三洋等；二是没有自主品牌的厂商 8，包括富士康、兆驰股份、

毅昌科技、wistron、HKC、BOE、KTC 等。 

由于液晶电视是典型的模块化生产，而且产业分工具有明显全球化的特点，因此符合价值链驱

动产业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为液晶电视价值的增值在生产环节向流通环节转变过程中先减少后增

 
7 中小尺寸面板主要用于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产品，我国中小尺寸面板厂商主要包括天马微电子和宇顺电子等。 
8 没有自主品牌的厂商可分为两种，即 ODM 和 OEM。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指由采购方委托制造

方，由制造方从设计到生产一手包办，而由采购方负责销售的生产方式，采购方通常会授权其品牌，允许制造方生

产贴有该品牌的产品。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是受托厂商按来样厂商之需求与授权，按照厂家特

定的条件而生产，所有的设计图等都完全依照来样厂商的设计来进行制造加工。ODM 和 OEM 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

通常由受托制造方进行设计，后者则由委托方进行设计。 

http://wiki.mbalib.com/wiki/%E5%93%81%E7%89%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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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另一方面，液晶电视产业链各部分价值呈现不对称的微笑曲线（面板生产价值增加最快，IC

组件和电视代工、组装最低，终端品牌渠道价值介于两者之间）。因此在液晶面板产业链上游的核

心材料玻璃基板具有享有最高的价值增加。 

 

 

 

 

图 5：彩电产业链价值分布情况 

液晶面板 电子组件 代工组装 品牌渠道

附

加

值

高

低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表 4：黑电产业链上各企业盈利及垫资情况（单位：%、倍） 
黑电 

整机制造 毛利率 总资产 
报酬率 

EBIT 
利润率 

应收账款/ 
营业收入 

黑电 
面板制造 毛利率 总资产 

报酬率 
EBIT 
利润率 

应收账款/ 
营业收入 

创维数码 20.00 3.08 5.47 0.06 京东方 26.59 2.24 7.06 0.15 

TCL 集团 16.91 3.01 3.95 0.13 中电熊猫 13.08 2.07 6.78  0.12 

海信电器 16.58 9.50 6.51 0.07 宇顺电子 7.40 4.12 7.44  0.17 

兆驰股份 15.52 4.65 7.56 0.35 天马微电子 20.18 3.32 7.05  0.18 

长虹电器 14.28 2.69 2.76 0.12 渠道商 毛利率 总资产 
报酬率 

EBIT 
利润率 

应收账款/ 
营业收入 

康佳集团 13.70 1.09 1.11 0.11 国美电器 16.23 2.78 2.40 0.03 

毅昌科技 7.81 1.12 1.00 0.22 苏宁电器 15.33 2.23 3.32 0.01 

资料来源： wind 及其他公开资料，中债资信整理 

注：1、表中均为 2016 年数据，加粗数据为中位数， 
  2、京东方和中电熊猫主营大尺寸面板，主要用于电视机等屏幕较大的产品，宇顺电子和天马微电子主营中小尺寸面板，主要用于

手机、平板电脑等屏幕较小的产品。 

整体来看，黑电的技术革新速度快于白电行业，由于国内液晶面板制造企业数量较少，具有一

定市场地位的仅华星光电、京东方和中电熊猫等几家，从毛利率和 EBIT 利润率表现即可看出，我

国整机制造企业对中游面板及模组生产企业的议价能力偏弱（国内目前仅 TCL 集团实现了面板+整

机产业链）；不过，由于液晶面板产线投资规模远大于整机制造企业，面板制造企业的总资产报酬

率相对弱于整机制造企业。从更上游来看，液晶面板的核心原材料——玻璃基板的生产技术仍掌握

http://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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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企业手中，国内面板及模组生产企业对上游玻璃基板等原材料制造商的议价能力也偏弱。相

比白电而言，黑电行业技术革新速度较快，且国内整机制造厂商未掌握上游核心技术，因此黑电企

业整体抗风险能力弱于白电企业。 

 

 

 

三、小家电产业链 

图 6：小家电产业链 

上游原材料 中游生产 下游渠道
 

主要产品： 

五金材料

塑料材料

微电机

包装材料

等

厨房电器

家居电器

个人护理电器

等

豆浆机、电磁炉、电饭
煲、抽油烟机、燃气灶；

电咖啡机、吸尘器；

电动剃须刀、电吹风等

 

主要厂商和渠道： 

原材料厂家比较分散

主要厂商有美的、九
阳、苏泊尔、老板电
器、华帝股份、日出
东方；新宝股份、莱
克电气；飞科电器等

专卖店、超市连锁、电
商、电视购物等  

资料来源：中债资信整理 

小家电行业产品种类繁多，市场比较分散，其产业链中各企业的价值分布和话语权难以一概而

论。整体而言，上游原材料厂家较为分散，因此话语权较弱；中游生产环节中，在细分领域具有一

定品牌知名度和较广的销售渠道的企业具有一定竞争优势，比如以厨房小家电为主的美的、九阳和

苏泊尔，以燃气灶、抽油烟机等厨房电器为主的老板电器等等；下游的销售环节中，不同渠道的市

场掌控能力有所差异，具有一定规模优势的电商渠道（如天猫、京东等）相对传统的超市连锁等线

下渠道更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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