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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电助力“中华小当家”

——京东平台电火锅成交
额增长 140%；苏宁 2月份空气炸
锅销售增长831%

把白菜、萝卜、金针菇洗好，拿出从电
商平台上买好的肥牛卷和鱼豆腐，往万能锅
里倒入真空包装的火锅底料，加满水，等水
煮开依次放入食材，一顿美味的自制火锅就
完成了。

李斯莹是一名火锅爱好者，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后，火锅店去不成，只能自己在家
做。为此，她特地在网上买了一台网红万能
锅，既能煮火锅，又能烧烤、蒸鸡蛋羹。

像李斯莹一样，很多人宅在家，纷纷变
身“中华小当家”，顺便带火了一波新潮厨房
小家电。

“从来没在厨房待过这么长时间，以前顶
多煮碗面、煮个水饺，现在我学会了做鸡蛋
灌饼、葱油拌面、虎皮尖椒、水煮肉片……
不是我水平有多高，现在各种小家电真的很
智能，操作简单又好用，中式西式的都能
做，我也有像样的作品发朋友圈了。”“北
漂”了7年的王烨表示。

记者调查发现，淘宝平台上，一款空气
炸锅月销3.3万件；一款破壁机月销超2万件；
一款多功能料理锅月销超1万件。京东家电数
据显示，2 月至今，电火锅成交额同比增长
140%；苏宁数据显示，2月份，空气炸锅和电烤
箱销售分别增长 831%和 199%；奥维云网数据
显示，1月份，破壁机在线上渠道实现20.01亿
元销售额，同比增长26.11%。

火了的不仅是厨房家电。卫生消毒类家
电也成为防疫期间销量增长最快的品类之
一。苏宁数据显示，消毒柜销量同比增长
205%，洗碗机搜索量同比增长283%，壁挂新
风及新风系统同比销售增长304%。

1 月，家住北京的甄昀赶忙购置了一台
最新款空气消毒机。“原先家里有一台空气净
化器，主要是冬天用来除雾霾的。疫情爆发
之后，我看到这个空气消毒机既可以加湿、
除霾，还可以去除空气中的多种病菌，就立
刻下了单。最近每天24小时开着，心里踏实
不少。”在她看来，等疫情过去了，这款机器
也会继续用，“感觉室内空气更清新了，对健
康有好处。”

家用健身类的电器也受到消费者欢迎。
“以前觉得家里放台跑步机太占地方又太吵，
上个月网上一看才发现，早就有可折叠又静
音的家用跑步机了，价格不算太贵，刚下单

了一台。”上海居民孙女士说。
“这台智能划船机早就关注了，防疫期间

在家待着，想着锻炼锻炼身体呗，就下单
了，店家还送了电动净水器和 iPad支架。用
得很顺手，希望能坚持下去，锻炼出一个好
身体、好身材，也让自己在这个期间有所收
获。”北京姑娘李萌每天都在家做运动。

保健类家电同样热销。多家电商平台的
信息显示，近期眼部按摩仪、头颈按摩仪等
商品销量快速增长。

新消费场景催生新需求

——新型家电线上卖，让
消费者把餐馆、健身房、KTV
统统“搬”回家

防疫期间，各类小型家电为何旺起来？

专家分析，“宅”家期间，人们的生活需
求并没有减少，而是把餐馆、健身房、电影
院、KTV等统统搬进家里，新的消费场景产
生了新的消费需求。

“近期消费最大的特点就是‘宅经济’相
关的消费增长比较明显。”中国贸促会研究院
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对本报记者表示。
而家电行业自身特点与防疫期间的消费需求
刚好吻合。赵萍分析，家电是居家生活的重
要载体。无论是传统的大家电还是新兴的小
家电，都可以提供人们居家生活的文化娱乐
相关活动，因此成为防疫期间“宅”生活的
必备工具。

“受疫情影响，消费者较长时间留在家
中，大大增加了消费者与家电产品的互动频
率，会由此增加产品换新的需求，并刺激对
协助烹饪的新兴厨房小家电和解放家务类产
品的需求，如蒸烤箱、洗碗机、蒸汽拖把
等。此外，消费者健康观念提升明显，具有

‘健康、清洁’等特点的家电产品在近期受更

多关注，例如消毒柜、洗碗机、净化器、净
水器、具有健康洗或干衣功能的洗衣机等。”
中国家电协会相关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线上销售渠道的通畅，为家电消费提
供了便利。一方面，不论大家电还是小家
电 ， 大 量 在 电 商 平 台 销 售 。 数 据 显 示 ，
2019 年中国家电零售渠道线上线下融合之
势明显，全年线上家电产品零售额 3668 亿
元，同比增长 11.6%，线上占整体家电市
场零售额规模的比重达 41.17%。特别是一
些 新 型 、 细 分 的 小 家 电 ， 主要在线上推
广，防疫期间还通过网红直播带货，使消费
者足不出户也能精心挑选。另一方面，各大
城市的快递一直没有完全停摆，并且在 2 月
中旬起全面复工，把商品较快地送到消费
者手中。

从供给角度看，近年来，在产业消费
双升级的趋势下，家电企业开发了一批新
型小家电，破壁机、咖啡机、养生壶、多

功能料理机……小家电市场空间大、品类
丰富、单价低、免安装，本身处于市场扩
展阶段。而最近大量居民“宅”在家中，
正好发现了这些新商品，实现了供给与需
求的对接。

品质生活将成为消费方向

——抗疫使消费者更关注
健康、更追求品质，这将带动品
质消费的扩大，促进消费升级

新款家电的热卖，体现出人们对品质生
活的追求。

2月 18日零点，甄昀抢购了一台 5399元
的独立式洗碗机。“之前预约的时候就发现竟
然有 5 万人预约了这款洗碗机。18 号平台有
活动，可以便宜 200 块钱，我怕抢不到还特
地定了闹钟。”除了洗碗机，他还买了一台
3000元的小冰箱放在客厅，专门为了放置水
果和饮料。

如今，像洗碗机这种能够提升生活品质
且价格不算便宜的家电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
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日前发布

《2019 年中国家电市场报告》 指出，消费升
级是 2019 年中国家电行业市场的一大特点，
4K电视占电视零售额的85%，一级能效空调
产品占空调零售额的 59.2%，1.1 万元以上高
端冰箱零售额增速达 17.4%；4000 至 9000 元
是消费者对洗碗机接受程度最高的价格段，
4000 元以内产品的零售额占比不足 15%；一
级能效产品占据洗衣机市场绝对主流，零售
额份额达到87.4%。

赵萍表示，当前消费升级体现为品质
化、品牌化和品位消费三大特点。小家电刚
好是品质生活的重要代表和重要载体。“品质
是由细节决定的，各式各样的小家电能够满
足人们在日常生活不同场景中对于家电的需
求，而且由于小家电品类千差万别、品牌也
多，通过对小家电的消费能够体现出个人的
品位。小家电不是因疫情产生的新风口，而
是消费升级的结果，与消费升级相关的产品
都增长迅猛。”

赵萍分析，疫情会加快消费结构升级
的步伐，抗疫使人们更加关注健康问题，
更加珍爱生活。为了改善生活品质，无论
是品质商品、品质服务都会比之前更受欢
迎，未来品质消费将会成为消费升级的重
要方向。

消 费 行 业 的 这 些 新 变 化 是 否 “ 昙 花
一现”？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理念，人们更加
愿意购买符合新消费理念的产品，例如能够
促进健康的商品和口罩、消毒液、洗手液等
公共卫生用品需求在疫情过后依然会高于疫
情发生前。其次，线上购物习惯已经养成，
依托电商平台所形成的新型消费将会迎来新
的增长空间。因此，我认为这些新变化在疫
情结束后还将持续下去。”

“家电是刚需类产品，家电产业具有很
强的韧性。长期来看，中国家电企业近 10
年 积 累 和 形 成 的 全 球 化 优 势 已 经 非 常 明
显。特别是一些具有全球化战略意识的企
业，他们提前的布局将为企业应对危机和可
持续发展带来保障。此外，家电产业也是高
度市场化的产业，始终以消费者、以市场
为导向，研发满足消费需求的产品。在销
售模式、渠道发展中，也一直探究消费需
求。家电产业不论是在技术创新还是模式
创新、渠道创新等上，一直保持前进动力。
这种创新动力持续存在，不会因为疫情影
响带来本质上的改变。”中国家电协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

新家电，点亮你我居家生活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宅经济宅经济””激活新消费①激活新消费①

一场疫情，悄悄改变着人们的消费——
复工复产重回岗位，许多女性研究起

了“口罩妆”；传统销路受阻，更多农民将
田间地头“搬”进了直播镜头；居家时间
长了，从不做饭的年轻人开始采购生鲜下
起厨房……这些都是人们未曾料想的景
象，却伴随疫情下的消费成为现实。

当疫情突袭，餐饮、旅游、交通、酒
店、娱乐等诸多行业被踩下“急刹车”，消
费似乎骤然变冷了。作为连续6年稳当第一
拉动力的经济“马车”，消费的变动，既影
响万千你我，又牵动着经济大局，让人很
难不为之忧虑。不过，市场还是这个市
场，过去支撑它的购买力和需求不会瞬间
消失。当一些消费的窗口暂时关闭，市场
也展示了自己的韧性——人们居家抗疫的
同时，一批新型消费、升级消费被催生出
来，大家不约而同的消费选择背后，活跃
着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新亮点……
这又何尝不是启示？

我们看到，消费习惯正在重塑。到线

下商超走一圈，推着购物车、关心蔬果粮
食的“90 后”甚至“00 后”多起来；到线
上平台逛一逛，从盒马、京东到苏宁、美
团，生鲜销量增长不一般。人们外出减
少，“无接触配送”火了；新消费场景崛
起，加油站开始买菜了……消费需求与前
端服务、后端供应互相激发，让我们没有
理由不相信未来生活或将因此改变。除了食

物，大家还在买什么？是运动健身器材、医护
用品、烹饪工具、品质家电，围绕健康生活、
品质生活，更多的消费荡漾开去。

我们看到，传统渠道正在更新。防疫
期间，有多少消费者成为“吃货助农”中
的一员？乡村大地上，新鲜的果蔬和特产
借助互联网直播开辟了新的生路，一个个
助农平台搭建起来，越来越多朴素的农民

走进了直播镜头。这让我们思索，乡村致
富会不会就此迎来新一轮机缘？当然，“云
蹦迪”“云音乐”也进一步突破了我们的想
象，一些文艺演出、展览场馆、旅游景区
前所未有地将内容搬到线上，线上线下加
速联结，打通不同渠道之间的那堵“墙”。

我们看到，产业转型正在加快。疫情
防控中，5G在远程会诊、远程指挥、视频

会议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更多行业感
受到加快 5G 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眼下，
5G 基建正迅速铺开，商用领域正快速拓
展，未来，它在工业互联网、在线教育、
医疗等行业的角色令人期待。近来，各行
各业的人们或多或少都体会了一把“云办
公”“云生活”“云游戏”，这背后，何尝不
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支撑？

当然，疫情影响犹在，新动能一时间还难
以全部弥补行业损失。但是，复工复产正日趋
向好，那些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终将逐渐释
放出来。而这些疫情下催生的消费与变革，也
将持续引领新的风向，带来新的增长。

就在几天前，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19 条新招，力度
大，措施实。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
持久动力；今后一段时期，在做好疫情防控
同时，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意义重大。

瞧，南京、宁波等地，亿元消费券先预热了
市场。春天来了，消费正大踏步地回暖复苏！

健身房关门没处健身？智能划船机、家用
椭圆仪买回家，健身打卡动起来。

不擅长做饭怎么办？空气炸锅、万能锅、
华夫饼机，智能家电帮忙，朋友圈的“厨神”
多起来。

近期，“宅”成了不少人的生活状态，间接推
动了“宅经济”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家电行业
就是其中之一。空气消毒机、洗碗机、万能料理
锅等一批家电销量出现明显增长。专家分析，家
电商品的走俏体现出消费者对品质生活的追
求。在消费升级大背景下，品质消费将成为未来
消费的重要方向。

消费回暖中新意萌动
李 婕

▲疫情影响下，许多人“宅在家”，带
火了一批“宅经济”业态。迷你电饭煲、
一人食养生壶、小型洗衣机……智能小家
电成为人们品质生活的新选择，也是消费
升级的新风口。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中国市场正展现出自己的强大韧性——人们居家抗疫的同时，
一批新型消费、升级消费被催生出来，消费习惯在重塑，传统渠道在
更新，产业转型在加快。这将持续引领新的风向，带来新的增长

◀◀山东省青岛市海尔山东省青岛市海尔
世界家电博物馆展示传统世界家电博物馆展示传统
家电的演变家电的演变、、当今家电的当今家电的
智慧应用以及未来家电发智慧应用以及未来家电发
展趋势等内容展趋势等内容，，通过沉浸通过沉浸
式交互体验让观众了解百式交互体验让观众了解百
年家电的发展历程年家电的发展历程。。图为图为22
名小观众在博物馆内参与名小观众在博物馆内参与
互动游戏互动游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李紫恒摄摄

▲空气净化器、加湿器、即热饮水机、
养生壶……许多智能小家电丰富了家庭生
活。图为一名北京市民在家使用空气净化器。

本报记者 徐佩玉摄

▶福建省厦门市一名“90
后”使用家里的迷你即热饮水
机。 本报记者 孔德晨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