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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厨房小家电市场产品拥有及使用情况

“厨房小家电通过生活品质和健康

• 消费者购买厨房小家电的动因

理念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尽管人

• 消费者购买厨房小家电的渠道
• 消费者购买厨房小家电前获取信息的方式

们仍面临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

• 购买厨房小家电的关键因素

但这一趋势将延续下去。市场不

• 消费者对厨房小家电的态度

断细分，新产品也持续涌现。激

智能家居时代中，厨房小家电智能功能的发展速度并未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但消费者

烈的品牌竞争令消费者受益，并

仍有较高的预期。虽然多功能及易于清洗和维护仍是消费者选购厨房小家电时主要考

推动产品渗透率逐步增长。不论

虑的因素，但逾60%的消费者仍将智能功能视为优先考虑的购买因素。

是在电商还是实体零售店，消费

新冠疫情推动的“宅经济”带动了小家电品类快速反弹。疫情爆发期间，促进生活质量

者都更注重购物之旅中的产品体

并让消费者享受美食的众多产品销量骤增。空气炸锅和台式烤箱品类表现尤其出众，

验。这将推动品牌进行零售和营

为消费者提供了居家烹饪更健康食物的全新解决方案。

销的差异化竞争，以求获得消费

产品同质化是厂商面临的一大挑战。进行产品定位时，品牌可以关注单身消费者和女
性消费者，并通过健康话题与消费者建立联系。与此同时，利用私域平台进行有针对

者忠诚度的优势。”
– 益振嵘，品类总监

性的营销可以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
厨房小家电的未来商机还蕴藏在市场细分中。品牌需要推出有针对性的产品，为消费
者解决烹饪时的痛点。尤其是对本土新兴品牌而言，这类市场细分将成为其与传统厨
房小家电品牌竞争的重要武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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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0: 中国厨房小家电零售销售额预测，2016-2026年（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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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1年（估计）
数据12: 中国厨房小家电零售销售额份额（按细分区分），
2016-2021年（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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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9: 悠伴蒸汽炸锅，2021年
拥有情况和购买意向
• 中国厨房小家电拥有率高且购买西式品类的意愿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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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2: 拥有厨房小家电，且过去6个月每周至少用1次（按教育程
度区分），2021年
• 吸引年轻人更常在家下厨
数据23: 拥有厨房小家电，且过去6个月每周至少用1次（按年龄区
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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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5: 购买厨房小家电的原因（按性别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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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6: 购买厨房小家电的原因（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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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渠道零售有助于厨房小家电加速增长
数据28: 购买厨房小家电的渠道，2021年
• 瞄准线下渠道的高端用户
数据29: 厨房小家电的购买渠道（按家庭月收入和家庭构成区
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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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私域电商构建品牌营销
数据30: 购买厨房小家电的信息渠道，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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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2: 购买厨房小家电时将短视频平台作为信息来源（按性别和
年龄区分），2021年
• 有孩子的家庭拉动产品渗透率
数据33: 购买厨房小家电时的信息来源（按家庭月收入和家庭构成
区分），2021年
购买因素
• 品类发展需要先进功能
数据34: 购买厨房小家电的决策因子，2021年
• 产品创新专注便利性以迎合年轻人和单身消费者的需求
数据35: 选择“易于清洗和维护”作为厨房小家电购买因素（按年龄
和家庭构成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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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至上，健康其次
数据36: 部分厨房小家电购买因素（按代际和家庭月收入区分），
2021年
对厨房小家电的态度
• 厨房小家电反映生活方式
数据37: 对厨房小家电的态度，2021年
• 减少繁琐步骤，令用小家电烹饪变得更快乐
数据38: 赞同关于厨房小家电态度“烹饪充满了乐趣”（按性别、年
龄、个人月收入和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
数据39: 赞同关于厨房小家电态度“烹饪能够帮人放松/解压”（按个
人月收入和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
• 女性及有孩子的家庭对厨房小家电的要求更高
数据40: 部分对厨房小家电的态度（按性别和家庭构成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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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市场规模与预测
数据41: 厨房小家电市场销售额预测（最好和最差情形），中国，
2016-2026年（预测）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 研究方法
•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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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为世界领先的市场情报公司，我们对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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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敏特通过预测分析和专家推荐，让客户更快 做
出更优的商业决策。

我们的目标是助力企业与人的成长。要了解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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