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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able_Summary] 成品家具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收入增速趋稳的背后是品类和渠道的推

动，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品牌公司迎来发展机会。成品家具公司成立时

间较早，在全国各地均有布局。近年来随着定制家具高速成长带来的冲

击，成品家具行业在收入和利润端的增速均逊于定制家具，但由于定制家

具对成品家具不构成完全替代，因此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  

从品类看，实木家具板块仍然保持高增长和高毛利。上市公司中亚振家

居和美克家居产品重叠度高，宜华生活主打产业链一体化，曲美家居的收

入增长则主要来自其定制板块。对比各细分业务的毛利率情况，则中高端

实木家具产品的毛利率达到甚至超过 60%，居各板块之首。并且成本拆

分中人工成本占比相对大，体现出实木家具高附加值的特征。 

从渠道看，美克和曲美门店扩张速度较快，驱动收入增长。直营和加盟是

成品家具商采取的主要渠道模式。除美克家居外，其他公司加盟收入占比

更大。美克家居凭借直营渠道 70%左右的高毛利，占据一定的渠道优势。

美克家居和曲美家居的门店数在 5 年内增加 2 倍，单店提货额也在业内

居前。 

从品牌、产品和渠道三方面对成品家具公司进行对比，各公司具备不同

竞争优势。品牌上，亚振家居和美克家居主打多品牌战略定位不同细分人

群，宜华生活和曲美家居则致力于拓展品类，向软体和定制进军；产品上，

曲美家居研发人员占比高，其成品设计能力为延伸至定制领域打下了基

础；渠道上，美克家居在大店的自营领域有多年经验，自有物业门店全部

为大店，因此具备出色的独立大店运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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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观点 

成品家具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收入增速趋稳的背后是品类和渠道的推

动，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品牌公司迎来发展机会。成品家具公司成立

时间较早，在全国各地均有布局。近年来随着定制家具高速成长带来的

冲击，成品家具行业在收入和利润端的增速均逊于定制家具，但由于定

制家具对成品家具不构成完全替代，因此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  

 

从品类看，实木家具板块仍然保持高增长和高毛利。上市公司中亚振家

居和美克家居产品重叠度高，宜华生活主打产业链一体化，曲美家居的

收入增长则主要来自其定制板块。对比各细分业务的毛利率情况，则中

高端实木家具产品的毛利率达到甚至超过 60%，居各板块之首。并且成

本拆分中人工成本占比相对大，体现出实木家具高附加值的特征。 

 

从渠道看，美克和曲美门店扩张速度较快，驱动收入增长。直营和加盟

是成品家具商采取的主要渠道模式。除美克家居外，其他公司加盟收入

占比更大。美克家居凭借直营渠道 70%左右的高毛利，占据一定的渠道

优势。美克家居和曲美家居的门店数在 5 年内增加 2 倍，单店提货额也

在业内居前。 

 

从品牌、产品和渠道三方面对成品家具公司进行对比，各公司具备不同

竞争优势。品牌上，亚振家居和美克家居主打多品牌战略定位不同细分

人群，宜华生活和曲美家居则致力于拓展品类，向软体和定制进军；产

品上，曲美家居研发人员占比高，其成品设计能力为延伸至定制领域打

下了基础；渠道上，美克家居在大店的自营领域有多年经验，自有物业

门店全部为大店，因此具备出色的独立大店运营能力。 

 

2. 成品家具发展成熟，集中度正逐步提升 

2.1. 收入端稳步增长，品牌厂商受益于集中度提升 

成品家具收入利润增速相对平稳。选取 A 股上市公司为代表分别计算成

品家具和定制家具厂商的收入利润增速，发现成品和定制家具公司的收

入增速上升，定制家具收入增速略显优势；成品家具的利润端增长则相

对稳定。 

 

图 1：成品家具公司收入利润增速相对平稳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注：定制家具选取欧派、索菲亚、金牌、尚品、皮阿诺、我乐家居、志邦、好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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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家具和成品家具各有优劣。近几年定制家具高速发展，充分满足消

费者的个性化设计以及提升空间使用率的需求；成品家具在装饰风格、

产品设计等方面也具备自己的优势，部分品牌通过品类扩张、渠道下沉

等方式也实现加速增长，并有望实现集中度的不断提升。 

 

表 1: 成品家具和定制家具各具特点 

 成品家具 定制家具 

优点 
家具风格多样， 

产品设计能力较强 

满足消费者定制化需求； 

提高空间利用率； 

减少厂商库存积压 

缺点 
渠道环节多导致终端加价高 

与室内空间尺寸可能不匹配 

制作周期较长 

实际成交价与终端定价区别明显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2. 多重因素下各公司收入稳中有增，定位不同费用分化 

分公司看，成品家具公司收入总体自 2016 年起实现加速增长。自 2016

年起，成品家具公司收入增速均在 20%左右，曲美家居更是超过 30%，

其主要原因为渠道扩张、价格带下沉以及从部分企业从成品到定制的延

伸。从净利润的角度分析，由于单位成本的上升，成品家具公司净利润

增速略微下降，其中，美克家居由于成本和费用控制实现平稳增长，同

时曲美家居也由于费用率的降低，其 2017 年净利润增速超过收入增速。 

 

图 2：成品家具公司 2016 年起收入增长较快（亿元） 图 3：成品家具公司净利润增速略微下降（亿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从费用端比较来看，上市公司销售费用率出现分化。销售费用方面，成

品家具公司的主要投入包括职工薪酬、租赁费和广告宣传。对比发现，

直营渠道占比大的公司租赁费率高，美克家居以每年 30%左右的销售费

用率处行业内最高水平，原因在于其职工薪酬占比高，且人均薪酬水平

远超行业均值。管理费用方面，各公司平均保持在 6%-10%管理费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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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成品家具公司销售费用率出现分化  图 5：成品家具公司管理费用率相对稳定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3. 品类定位略有区分，实木业务高增长高毛利 

3.1. 主营既有区分又有重叠，公司竞争仍存 

各公司的主营业务各具特色，亚振家居和美克家居的产品类型接近。从

主营业务来看，宜华生活相比于其他成品家具公司，在销售家具的同时

也涉足地板和原木业务，具有产业链型一体化的经营模式。而从业务延

伸的角度出发，曲美家居的人造板类家具增量主要来自于定制系列产品。

从产品类型来看，定位于中高档欧式家具市场的亚振家居和美克家居更

为接近。 

 

图 6：曲美家居主营人造板类和综合类家居  图 7：宜华生活家具为主，兼具地板和原木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8：美克家居主营实木家具和沙发 图 9：亚振家居以沙发、橱柜和床组为主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2017 年数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2017 年数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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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木业务发展良好，收入毛利均呈亮点 

分板块比较，人造板、实木和饰品家具增长更为迅速。从美克家居和曲

美家居的细分业务增长情况来看，实木家具、家具饰品近三年始终保持

增长势头，2017 年增速分别为 20%和 30%左右。而曲美家居的人造板主

要针对其定制产品，近三年收入复合增速达 33%，体现出家具公司定制

板块的高速增长。 

 

图 10：亚振家居各业务收入增速略有放缓  图 11：宜华生活家具业务 2015 年起加速增长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12：美克家居实木产品在 2017 年实现加速增长 图 13：曲美家居人造板和饰品家具增长最快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实木家具毛利率较高，中高端实木家具产品毛利率达 60%。在各家成品

家具上市公司的细分业务中，亚振家居以实木和综合家具为主，各产品

毛利率接近，均为60%左右。同样美克家居的实木家具毛利率也达到63%。

相比于实木家具，人造板和综合家具的毛利率较低为 40%。其中一方面

原因在于实木的毛利率较高，另一方面也由于各家公司直营收入占比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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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亚振家居各业务毛利率为 60%左右  图 15：宜华生活家具业务毛利率在 35%左右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16：美克家居实木家具毛利率超出 60%  图 17：曲美家居实木产品的毛利率最高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3.3. 原材料是主要成本，产品定位决定人工成本占比 

成品家具成本构成中原料为主，美克和亚振人力成本占比相对较高。在

成品家具公司中，原材料是主要成本，亚振家居和美克家居的人工成本

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 30%和 38%。宜华生活和曲美家居以直接材料成

本为主。原因在于亚振和曲美致力于高端欧式家居，产品工序复杂，因

此带来较高的人工制造成本。 

 

图 18：成品家具公司原材料是主要的成本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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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注：亚振为 2016Q3 数据，曲美为 2014 数据，其余为 2017 年数据，美克为出口数据 

 

原材料中木材、板材、皮革和五金占比较大，成本波动对毛利率影响有

限。成品家具公司的原材料主要由木材构成，其次分别为板材、皮革、

五金等。2016 年至 2017 年除原木价格有小幅上涨，其余原材料价格相

对平稳。 

 

图 19：亚振家居中木材在原材料成本占比最大  图 20：曲美家居原材料主要为木材和五金 

 
 

数据来源：亚振家居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曲美家居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21：中国木材指数 CTI-原木在 2016 年初至 2017

年底上涨 19%  

图 22：中国木材指数 CTI-人造板 2016 年初至 2017

年底上涨 5%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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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皮革价格指数 2016 年初至 2017 年底下降 5% 图 24：五金价格指数 2016 年初至 2017 年底上涨 1%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4. 直营加盟各有涉及，渠道扩张仍在进行中 

4.1. 加盟是渠道扩张的主要方式，直营毛利更胜一筹 

三家公司以加盟为主，美克家居直营占比较高。美克家居作为成品家具

中典型的以直营渠道销售的公司，其直营模式收入占比达 75%，亚振家

居次之，占比 47%；宜华生活和曲美家居则主要通过经销商进行销售。

美克家居由于发展旗下 A.R.T.品牌，因此在加盟渠道实现较快增长。 

 

图 25：亚振家居加盟和直营模式平分秋色  图 26：美克家居渠道中直营占比 75%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27：美克家居直营单店提货额相对较高 图 28：由于美克直营占比较高，各类门店平均提货额

高于同行业水平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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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营渠道毛利率 70%，加盟渠道毛利率 41%~46%。在直营模式中，厂

商自行投资经营专卖店或者商场店，直接将产品销售给终端消费者，因

此毛利率较高。综合亚振家居和美克家居，分析得出直营和加盟的渠道

毛利率分别在 70%~72%及 41%~46%的区间内。  

 

图 29：亚振家居直营、加盟毛利率为 72%和 46%  图 30：美克家居直营、加盟毛利率为 70%和 41%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宜华生活主要销售渠道为国外，内销外销毛利率差别不大。宜华生活外

销渠道占比最高，达到 75%；美克家居其次，为 18%。从毛利率角度，

除美克家居和亚振家居因直营渠道占比相对高导致毛利较高外，内外销

毛利率在各公司相差不大，均在 30%-38%之间。 

 

图 31：宜华生活外销占比达 75%  图 32：内外销毛利率在 30%-38%之间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宜华生活和曲美家居在大宗业务开发方面有所进展。宜华生活表示 2018

年将重点关注 B 端市场，涵盖办公场所、高端星级酒店、长短租人才公

寓、养老及医疗家居五大领域；曲美家居则已与万科、恒大、业之峰、

金螳螂装饰、百安居等公司展开业务合作，并与恒大合作推出品牌家具

券兑换。 

 

表 2: 宜华生活和曲美家居分别于保利地产和恒大集团展开合作 

公司名称 和大宗客户的合作 

宜华生活 和保利地产就家居软装配套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约定在为期 5 年的合作期内,宜华生活为保利地产开发的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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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公寓项目提供多达 30 万套公寓(或住宅)的软装配套、5000 间酒店客房的家具配套和 1000 万平方米地

板。 

曲美家居 

与河南恒大家居产业园签订了《家居企业合资合同》，拟在河南省兰考县共同设立河南恒大曲美家居公司，总投

资 2.3 亿元，曲美方将累计出资 1.38 亿元； 

恒大集团与包括曲美家居在内的 15 名品牌企业联盟，通过该家居联盟，业主在购买恒大楼盘后，就可以免费获

得最高 20 万的“品牌家居券”。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4.2. 美克曲美开店节奏稳步推进，单店销售额稳居前列 

曲美家居门店最多，近五年多数成品家具商开店节奏加快。横向对比四

家成品家具公司，曲美家居于 2017 年以 861 家的门店数遥遥领先于成

品家具行业的其他公司。纵向来看各公司的开店节奏，则除亚振家居

2016 年关店调整结构外，其他成品家具公司的门店数目都有所增加，尤

其是美克家居和曲美家居，五年内门店数量明显增加。 

 

图 33：亚振家居门店略有减少 图 34：宜华生活经销为主，门店数量略增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35：美克家居直营为主，门店数量增长较快  图 36：曲美家居经销为主，门店数量明显增加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美克家居单店提货额相对较高。通过计算单店销售额分析发现，美克家

居的单店提货额较高，2017 年为 744 万元，而亚振家居和曲美家居的单

店提货额在 240 万元-300 万元之间，并且美克单店提货额 2017 年略微

下降，主要由于其近年来开店速度加快所导致。与此同时，考虑直营店

2 倍的折算系数后，加盟店的单店提货额远小于直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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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生活和亚振家居销售更加依赖大商。从公布的 2017 年成品家具前

五大客户收入占比的情况看，宜华生活前五大客户占比达到 25%，亚振

家居次之，美克家居则仅有 4%，说明宜华生活和亚振家居对于大商的依

赖性更强。 

 

图 37：加盟店单店提货额小于直营店（2017） 图 38：宜华生活和亚振家居对大商依赖性较强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5. 从核心竞争优势来看，各公司各具特点 

5.1. 亚振美克多品牌，宜华曲美拓品类 

亚振家居和美克家居主打多品牌战略，各品牌定位不同消费群体。作为

竞争关系最直接的两家公司，亚振家居和美克家居都实施了多品牌战略。

其中亚振家居历经品牌整合后，形成“亚振”和“亚振·利维亚”两大品牌，

分别定位高端和中高端，后者消费人群主要为年轻白领。美克家居旗下

则有 8 个渠道品牌，将多品牌细分领域做到极致。 

 

美克家居品牌发展较为成熟，亚振家居尚处调整期。美克家居多品牌战

略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从 2010 年收购 A.R.T.家具公司并对其实

施中国化，到 2015 年发展 YvvY 年轻化品牌，再到 2017 年 Zest 在线定

制品牌问世，加之国外家具商的经销权，目前多品牌的体系较为成熟。

亚振家居由于品牌整合近年来门店数有所减少，仍处在调整期。 

 

表 3: 亚振家居品牌定位于中高端市场 

类别 亚振 亚振·利维亚 亚振·乔治亚 Chelini 

创立时间 1992 年创立 2007 年创立 2013 年创立 
百年历史 2011 年引入中

国 

产品风格 西式风格家居 西式风格家居 西式风格家居 意大利进口 奢侈品家具 

主要消费人

群 

有较强审美能力、注重

生活品位的高收入人群 

注重品质、讲求时尚的

白领阶层、精英人士 

追求精致生活、注重性价

比、中高收入阶层 

有海外生活经历、追求进口

家具品质的高收入人群 

产品特点 

经典纯正、华美厚重、雕

刻繁复、适合大中户型

和别墅 

优雅简约，形体精巧，

雕刻清新明朗，适合各

式户型 

雅致休闲，精致生活月传

统手工艺相结合，适合大

中户型 

纯进口家具、百年历史、手

工工艺 

销售渠道 直营+经销 直营+经销 直营+经销 直营（授权经销）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注：亚振·乔治亚品牌目前已合并至亚振主品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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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美克家居旗下八大渠道品牌定位不同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宜华生活和曲美家居主打多品类战略。宜华生活旨在打造“泛家居”一体

化服务商，其主推的 Y+生态系统涵盖软体家具（华达利）、O2O 电商（美

乐乐）、工装（海尔家居）、定制家具（沃棣家居）等，2016 年其收入增

长部分来源于华达利的并表。曲美家居则是“全品类定制家具+多品类成

品家具+全系列软装”的多品类、多层级产品矩阵。 

 

图 40：宜华生活主打 Y+生态系统  图 41：曲美家居主推三大品类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5.2. 成品设计能力奠定基础，曲美延伸定制领域 

宜华生活研发相对较少，美克家居强于外观设计。以研发投入和专利数

量为指标，可发现宜华生活在研发支出和研发人员培养方面略逊，曲美

家居的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15%，在业内处于较高水平。此外，美克家居

以 2025 项专利水平远超其他成品家具公司，主要归功于其强大的外观

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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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宜华生活研发支出占比最低  图 43：美克家居外观设计专利数量最高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注：曲美为 2015 年数据 

 

各大成品家具公司设计风格各具特色，投入持续加大。亚振家居在海派

艺术家具设计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由于欧式家具设计复杂，因此在设计

过程中还加入了大量手工雕刻；美克家居则建成了国家级工业中心，美

国的 MAC 设计研发中心建设也在进行不断的投入；曲美家居引进国内

外优秀团队和设计师，注重产品设计的原创性，其定制业务也对设计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表 4: 亚振、美克和曲美各具设计优势 

公司名称 设计优势 

亚振家居 
拥有一支本土设计团队，还与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等知名设计师长期合作；曾荣获行业最高设

计奖项“金斧杯”金奖 

美克家居 
创立的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通过绿色制造工业园区的认证；美国 MAC 研发设计中心计划总投资 3791 万

美元，以吸引国内外设计师 

曲美家居 
与丹麦设计公司合作开发曲美 Living 系列产品；与国内知名设计师如吴其华、刘轶楠、吴桐等合作推出

设计产品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成品家具开始涉足定制领域，曲美家居领先。成品家具公司中具有较强

设计能力的企业开始顺应消费趋势，布局定制家居领域。目前亚振家居

和美克家居类似，均属于大部分产品标准化生产，少部分产品定制。而

相比之下曲美家居于 2012 年便成立了以定制为主的 B8 家居，目前已拥

有可提供 B8 定制服务的专卖店 460 多家，在成品家具厂商中处于领先

水平。 

 

表 5: 曲美家居在拓展定制业务方面领先 

公司名称 设计优势 

美克家居 

1.主打互联网定制，以 C2M 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专属的定制化产品和线上体验，目前采取线上运营+线下体验

店的经营模式 

2.2018 年并表的 Rowe 公司旗下拥有美国定制沙发高端品牌 Robin Bruce，增强公司在中高端定制沙发业务的

竞争力 

曲美家居 1.全品类产品开放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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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 B8 定制产能，新开店中店 87 家，独立店 13 家 

亚振家居 
1.成立了亚振定制事业部，负责全屋定制项目 

2.新建生产线预计将于 2018 年第四季度预生产，该条生产线主要设备由德国、意大利引进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5.3. 直营大店经验丰富，美克渠道运营占优 

渠道多点布局，模式各有不同。亚振家居目前直营店 34 家，经销店 111

家，并将在未来增加“合作店”的经营模式；宜华生活同时布局传统和互

联网渠道，并将重点关注 B 端市场；美克家居主品牌以直营零售为主，

同样在线上线下发力布局；曲美家居则采取经销商专卖店、直营专卖店、

电商平台直营店以及大宗业务相结合的复合渠道模式。 

 

曲美家居大店更多，美克家居自营大店运营存优势。以经营面积超过

1000㎡作为大店的衡量标准，曲美家居的大店共 212 家，占店面总数的

24.23%。但其直营专卖店仅 14 家，因此相当一部分大店为经销商运营。

相比之下，美克家居 129 家直营店的平均占地面积为 1847 m2，且自有

物业门店全部为大店，加上租赁门店数则至少有 30 家。同时亚振家居也

建立了 30 余家独立店，但其单店销售额和坪效相比美克仍有差距。 

 

表 6: 美克自营大店占优势 

公司名称 门店分类 门店数 总面积/m2 单个门店面积 

亚振家居 - 34 31804 935 

美克家居 
自有物业 11 27600 2509 

租赁物业 118 210700 1786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招股说明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图 44：美克家居单店销售额较高 图 45：美克家居直营店坪效较高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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