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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家用电器工业是我国

国民经济中重要的支柱性

消费品产业，在过去的 40

年中，家电业对扩大内需、

促进就业、保障民生、出口

创汇等方面获得了巨大成

功，是我国具有较强国际竞

争力的产业之一。家电行业

提出了“十三五”末向全球

家电强国跨跃的目标。过去

五年，在中央供给侧结构改

革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家电

业开始了“由大向强”的

转型。我国家电工业抓住消

费升级的契机，向创新要动

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

消费升级要潜力，转型升级

成效显著。中国家电企业积

极进行转型升级，坚持自主

创新，改变增长方式，取得

了积极成果。中国家电产品

质量全面提升，中高端产品

的比例增加，产业集中度不

断提高，产业结构得到有效

调整，还通过大众创新、个

性化订制等创造了新的消

费需求。尤其是最近两年，

家电行业通过努力进行供

给侧改革，实施增品种、提

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

在品种、品质和品牌方面进

步显著。 

因此，工业和信息化部

消费品司指导中国家用电

器协会组织相关研究力量，

在前一阶段己经完成对重

点家电企业案例分析的基

础上，进一步研究行业内的

普遍情况和总结优秀企业

经验，编写《家用电器行业

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三品”战略蓝皮书》

（2017）。《家用电器行业实

施“三品”战略蓝皮书》从

推动家用电器产业进一步

升级发展的角度出发，系统

剖析了中国家用电器行业

“三品”现状、特点和问题，

通过大量详实的调研、数据

分析，并结合优秀企业典型

案例，体现家电企业实施

“三品”战略的变化和成

效。 

本文为《家用电器行业

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三品”战略蓝皮书》

（2017）全报告的精华版本，

重点介绍品种、品质、品牌

变化三章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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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电行业品种现状 

产品创新能力 

 

 

 

 

增品种，是增加满足消

费需求的产品品种，真正考

验的是企业的产品创新能

力及对用户需求的洞察和

挖掘能力。 

过去五年，中国家电行

业高度重视产业转型升级

和科技创新工作，技术创新

能力显著提高。在智能制造、

创新技术和家电智能化的

某些领域，中国甚至已经走

在了前面。对优秀家电企业

来说，产品创新不仅是开发

一两款新产品，而是与企业

发展战略直接相关，创新投

入已作为企业战略投入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家电企

业与世界一流家电企业的

研发实力差距已经在逐步

缩小，部分优秀企业开始赶

超全球先进水平。不止大企

业，民营、中小家电企业在

创新投入、创新效率上也有

突出表现，研发投入快速提

升，给行业发展增添了新的

动力。 

主要家电企业开始导

入精益设计、TRIZ 等先进创

新理念和工具，采用信息化

手段引入集成式研发管理

模式，将用户体验设计融入

研发体系，与供应链协作共

赢，找到契合用户需求的产

品创新方向，工业设计能力

显著提高，不仅大大提高研

发效率，而且不断改善用户

体验。 

最近五年，随着制冷压

缩机、电机、磁控管、热交

换器、保护器等多领域攻关

项目完成，家电核心技术取

得全方位突破，进一步巩固

了中国家电产业链在全球

市场的竞争优势，成为家电

产业链全面升级不可或缺

的支撑力量。龙头企业开始

构建全球研发体系，在海外

设立研发中心，并通过互联

网，采用开放式创新方式，

聚集全球优秀人才。家电企

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越来

越重视技术人才的引进、培

养及创新成果的激励。海尔、

美的等企业纷纷建立开放

式创新平台，吸引全球创新

人才与企业合作，同时为员

工制定培养计划和上升通

道，通过灵活的激励机制鼓

励员工创新、创业。 

海尔基于互联网的开

放式创新体系、美的集团产

品创新 CDOC 方法论、方太

水槽洗碗机和三花欧米伽

集成加热泵，是体现家电企

业在增品种方面的努力与

成果的优秀企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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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产品品种变化 

 

 

 

随着企业产品创新能

力不断提高，家电市场上新

品迭出，产品结构升级显著，

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中高

端产品及新兴产品成为市

场增长新动力。 

变频技术应用越来越

广泛。根据中怡康市场监测

数据，2017 年，变频产品零

售量比重，空调达 67.93%，

洗衣机达 56.14%，冰箱为

44.28%。不仅大家电变频产

品呈现普及态势，厨房电器

和小家电领域的变频新品

也越来越多。微波炉、洗碗

机、吸油烟机、电风扇等领

域，变频正成为产品升级的

着力点。 

消费升级及家电产业

结构调整双重动力，促使近

年来家电产品整体出现大

容量、高端化发展趋势。多

门、对开门冰箱以及滚筒洗

衣机、8kg 以上洗衣机作为

冰洗市场的主力替换产品，

零 售 额 占 比 均 过 半 ，

17m3/min 及以上大吸力吸

油烟机零售量比重接近 50%，

嵌入式厨房电器成为家电

细分品类中的增长新引擎。

家电产品结构升级使近年

来大多数家电品类的高端

产品份额显著增长。 

伴随消费升级，人们对

家电的需求呈现个性化、细

分化特征。家电企业进一步

针对中国消费者需求进行

有针对性的优化设计，让原

本以出口为主的西式小家

电成长为新的蓝海。电烤箱、

洗碗机、嵌入式一体机、破

壁料理机、手持式吸尘器等

多类西式小家电呈现快速

增长或爆发增长态势。此外，

企业针对各类细分需求开

发了丰富的家电新品受到

市场欢迎，如针对健康需求

的具备“自动清洁”或抑菌

功能的空调、洗衣机、热水

器以及分类洗洗衣机等，针

对母婴需求的母婴空调、洗

护、冰箱、冷柜、净水器、

空气净化器及各类母婴专

用小家电等，都得到积极的

市场反馈。 

智能家电市场正在探

索中升级发展。单纯搭载

wifi 功能的家电市场上屡见

不鲜，但早已不能满足市场

需要。智能家电开始从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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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向多设备互联互通以

及全场景模式升级，品种日

益丰富。家电企业正努力从

人们的智慧生活场景出发，

开发出各类可以提供主动

服务的智能新品。智能体感

送风空调，不仅可体感、语

音控制，还可智能感知室内

用户的状态、位置，从温度、

湿度、净度、安静度四个维

度提供全方面智能空气解

决方案；主流冰箱企业将冰

箱作为智慧美食生态圈的

“流量入口”产品在布局，

也吸引了阿里等互联网企

业进入；洗衣机可自动感知

衣物重量、污渍程度、分辨

水质进而实现智能投放洗

涤剂、智能选择程序，还可

远程智能识别、定位、监控

和管理。 

图 1 2015-2017 年主要家电品类智能产品零售量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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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电产品品质现状 

企业质量管理水平 

 

 

 

 

提品质，并非狭隘的产

品质量控制，它涉及企业质

量管理体系、研发体系、标

准体系、生产自动化及信息

化以及产品全生命周期质

量控制。 

尽管家电行业整体质

量管理水平并不均衡，但通

过实施“三品”战略，随着

行业转型升级，企业质量管

理水平普遍提高。多数家电

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早已

不满足于 ISO9001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有的企业还导入

汽车行业 ISO/TS16949 质量

体系。随着家电行业转型升

级和企业不断发展，6S、全

面质量管理（TQM）、卓越

绩效模式、六西格玛、精益

制造、可靠性工程等等各种

管理手段的组合应用在企

业中越来越普遍，优秀家电

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和管

理手段正在向世界先进水

平看齐。许多企业还建立了

符合自身特点的质量管理

模式。 

家电企业的质量管理

水平的不断提高，质量管理

早已从最初的产品检验到

后来的质量预防，还有部分

大企业进入到产品全生命

周期的质量预防阶段，开始

强化研发质量管理，注重产

品的设计质量。海尔、美的、

海信、美菱、长虹、方太等

优秀企业从产品策划、开发

设计阶段就开始了产品质

量控制和管理，建立了集成

式产品开发流程，规范了从

用户描绘、产品策划、设计

开发、输出、评审、验证、

确定、发布、生命周期全过

程。家电企业的质量控制，

不仅重视产品的性能指标，

而且从设计初期，就重视产

品的好用性、可靠性、可制

造性，优秀企业导入可靠性

工程，借助 QFD（质量功能

展开）、DFMEA（设计故障

模式分析）等质量工具，学

习先进创新方法，不断提高

产品设计质量和可靠性。优

秀家电企业对优质产品的

定义和质量的追求正在发

生变化，已由追求合规、满

足标准，到追求用户满意；

优质产品也早已不是不出

质量问题的产品而是满足

用户需求、给用户提供优质

体验的产品。近年来，随着

生产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

提高，一些企业采用信息化

手段进行质量管理，方便质

量问题追溯，大大提高管理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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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企业普遍深知，建

立供应商质量管理制度是

确保外购部件和材料质量

的关键。优秀企业现在已经

在建立开放、合作、协同模

式的新型企业间质量关系，

以整体的、系统的、集成的

观点来看待并组织产品全

生命周期与全过程的管理，

从而整体提升供应链及其

相关企业的质量水平。 

海尔、美的、格力、海

信、老板、九阳等企业陆续

建成智能工厂，不仅自动化

水平提高，还构建了数字化

体系，实现制造大数据质量

追溯，保证最佳产品品质。

更多家电企业加大装备和

技改投入，努力在关键工序

或部分产品线提高生产自

动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人为质量问题的发生，

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家电产品品质变化 

 

 

 

研究表明，通过实施

“三品”战略，中国家电产

品品质呈现可喜的变化，整

体上用户满意度和产品质

量水平明显提升。 

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

我国已经建成了基本完善

的家电标准体系。我国主要

家电产品标准已经与国际

接轨。尤其是已经普及的传

统家电品类，如冰箱、空调、

洗衣机等，安全标准、性能

标准早已等同采用最新版

IEC 标准，主要品类能效标

准指标甚至优于国际标准，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让家电产品更好地

满足消费升级需要，不断提

高产品品质，弥补现有标准

的不足，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积极开展家电团体标准制

定 工 作 。 如 发 布

T/CHEAA001-2017《智能家

电云云互联互通标准》，以

云云互联互通的轻量级方

案，解决了跨品牌智能家电

互联互通的难题。 

为不断提升质量，满足

消费升级需求，越来越多的

家电企业在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合规性评价的基础上，

逐渐向以满足用户体验为

核心的质量体系转变。不少

家电企业提出更长的“三包”

期和“保修期”，一些优秀

家电企业将国际一流企业

的产品品质作为标杆，在关

键性指标上制定更为严格

的企业标准，或增加新的品

质指标。 

家电企业通过提升质

量管理水平，升级产品质量，

不断改善服务，顾客满意度

持续提升。根据中国质量协

会全国用户委员会的家电

行业用户满意度测评结果，

2016 年冰箱、空调、洗衣机

的用户满意度均高于 80分，

较 2010年均大幅提升；2016

年产品故障率均下降至 10%

以下，比 2015 年分别下降

了1.5、3.4和6.6个百分点；

产品故障解决率均有所提

升，除冰箱外，空调和洗衣

机都升至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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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2016 年部分家电产品用户满意度、产品故障率、产品故障解决率 

用户投诉情况变化也

明显反映出家电行业转型

升级及实施“三品”战略的

成效。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

的全国用户投诉统计显示，

近年来家电及电子产品投

诉量及所占比重均呈现明

显下降态势，2017 年降幅尤

为明显。其中，关于产品质

量及安全的投诉量下降更

为明显。 

海尔 360°用户交互体

验模式质量管理模式、莱克

电气 QCG 过程质量控制模

式及九阳基于整机安全的

产品可靠性全面质量管理

方法，是家电企业提品质的

优秀案例，体现了优秀家电

企业追求质量提升的努力。 

图 3 2013~2017 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受理家电及电子产品投诉数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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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用电器品牌现状 

品牌竞争力显著增强 

 

 

经过 40 年的发展，中

国家电行业在品牌建设方

面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最

近三年来，经过行业转型升

级，不断进行供给侧改革和

实施“三品”战略，国内品

牌实力明显得到提升。国内

品牌不仅在国内市场份额

不断提高，在高端产品领域

与外资品牌的差距明显缩

小，而且开始拥有了品牌自

信，布局全球市场，为在更

大的市场竞争做好准备。 

图 4 2016 年全球主要家电品牌营业额增长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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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家电行业转型升

级进程加快，家电行业品牌

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呈现强

者恒强态势。2017 年海尔集

团、美的集团、格力电器主

营业务收入增幅大大高于

行业平均水平，合计份额预

计将突破 40%。主要家电产

品生产，无论生产能力还是

产量，也正在向主流品牌集

中。多方市场数据表示，从

国内市场销售也体现出这

种品牌集中度越来越高的

趋势。 

不仅在国内市场中国

家电品牌在多数细分品类

市场保持优势，而且在全球

市场，中国家电品牌的地位

正在发生变化。通过不断转

型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实施“三品”战略，中国家

电品牌正以内生能力建设

和外延并购拓展的方式，进

一步增强了全球竞争实力

和行业地位，产业规模、创

新水平、产品质量迅速提升，

已经从追赶到并驾齐驱发

展阶段，中国正在向全球家

电大国迈进。 

近几年，国际家电产业

格局正在进行深度调整。中

国家电企业转型升级收到

积极成效，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扩大国内市场销售、

产销业绩节节升高。中国家

电品牌的营业收入，尤其是

利润增长率和毛利率增长

大大好于国际同行老牌家

电企业。与此同时，我国家

电企业抓住国际产业调整

的机遇，掀起一轮轮海外并

购热潮。优秀中国家电企业

正成为产业国际化的开拓

者，不仅出口产品、海外建

厂，还开始在全球市场进行

品牌和技术布局。 

图 5 2016 年全球主要家电品牌家电业务营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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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彼长后，2016 年以

来，全球家电产业格局已经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家

电业务规模来看，海尔、美

的等中国综合家电品牌，已

经或正在进入全球性家电

品牌“第一阵营”。中国家

电品牌已经具备与国外一

流品牌在全球家电市场竞

争的实力。尤其在全球大家

电市场，海尔、美的零售量

份额已居前列。根据国际市

场 调 查 机 构 欧 睿 国 际

（Euromonitor）全球大型

家电市场数据，海尔连续 9

年居全球第一位，2017 年零

售量占有率达 10.5%。近几

年来，通过自身持续良好的

经营业绩，大手笔的全球并

购，同时强化自主品牌建设，

中国家电品牌在全球家电

市场上开始拥有更大的话

语权。海尔将老牌家电品牌

GE、斐雪派克收入囊中，美

的把东芝家电、Euraka 吸尘

器归于旗下同时又与 AEG、

酷晨进行品牌合作，海信收

购东芝电视，将有助于中国

家电品牌进入国外家电主

流市场和渠道。 

 

中国已成为全球家电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 

 

 

过去五年，中国家电行

业高度重视产业转型升级

和科技创新工作，技术创新

能力显著提高。中国家电企

业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

活力，培育新兴业态，不仅

满足的人们日益提高的消

费需求，也为家电行业转型

升级注入了新的能量。中国

家电行业正从跟随、学习模

仿为主，转向并跑、领跑并

存的新阶段，正处于从量的

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

破向创新能力全面提升转

变的重要时期。创新，正在

改变中国制造的形象。中国

家电企业正在以一种全新

的方式走向全球，成为全球

家电领域创新的重要力量。

据科睿唯安（原汤森路透）

《2017 全球创新报告》，

2016 年家电领域全球创新

机构前十企业中，5 家中国

企业的专利数量合计比上

年增长 19.02%，大大高于日

本（-37.57%）、韩国（-8.13%）

和德国（9.04%）。这说明，

全球家电领域的创新活动

中心在中国，近年来中国家

电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家电

专利总量快速增长。2016

年，在家电领域，中国专利

数量居全球第一；家电领域

全球前十位创新机构中，中

国企业占有 5席，包括美的、

格力、海尔、九阳和海信，

其中，美的、格力、海尔居

前三名；家电领域全球专利

数量前十名中，中国企业合

计专利数量连续两年居首

位，2016 年在前十名企业发

明专利总数中的份额达

73.13%。在 2012 年至 2016

年厨房电器子领域发明专

利亚洲前十位创新机构中，

中国有 5个企业上榜，其中，

美的集团以 10526件发明专

利居首位，比第二名国际某

企业发明专利数量多 7859

件，海尔集团居第三位，九

阳、格力分列第五、第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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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5~2016 年全球家电 TOP10 创新企业发明专利数量及国别分布变化 

图 7 最近五年厨房电器子领域亚洲 TOP10 创新企业发明专利数量及国别分布变化 

中国家电品牌已经具

备一定的竞争实力，呈现出

群体性崛起的势头。特别是

海尔、美的、海信等家电品

牌巨头，依托庞大的本国市

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

整合和市场拓展，在全球市

场的活力、实力和地位越来

越突出。当前，家电行业发

展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

根本性变化。中国家电在全

球家电行业中的地位进一

步提升，中国已经成为在全

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家电

大国。全球家电产业调整和

老牌外资家电品牌的退出，

给中国家电行业全球拓展

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随着

中国家电消费不断升级，中

国家电品牌不断提升自身

实力，中国将成为全球家电

的领导者。 

海尔“三位一体化”全

球化战略、小天鹅“T+3”

运营模式、方太——打造中

国人自己的高端品牌及格

兰仕建立粉丝社群，让 5 亿

“西红柿”为品牌代言 4 个

优秀企业案例，反映中国家

电品牌建设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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