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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后，消费者对家居清洁和卫生安全的需求不断提
升，家居清洁产品得以成为一大赢家品类。但是，该品类高
度关注功效，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较高，市场零售竞争激
烈。英敏特发现，家居清洁品类的不同销售渠道吸引了不同
类型的消费者。由此可见，与其采用统一的营销套路，品牌
需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差异化营销沟通策略。”
– 金乔颖，品类总监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

新冠疫情对家居清洁品类的影响
产品创新、营销沟通和零售体验
购买渠道、考虑因素和购买行为
对各种品牌营销行为的态度

家居清洁产品一直以来属于低额消费品类，但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消费者对家居卫生安全的要求提高，促使该品类成
为一大赢家品类。在中国市场，家居清洁产品以追求功效为重，消费者的价格敏感度较高，因此零售格局竞争十分激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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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敏特研究表明，虽然线上和线下都有主导渠道，但是品牌不可忽视长尾或新兴渠道。更重要的是，这些渠道的客群组
成和其购买需求都不同。由此可见，品牌要针对不同类型的渠道采取差异化营销沟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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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仍小，但增速预计将加快
智能/小家电的迅猛发展值得关注

市场规模
2020年的一大赢家品类
数据13: 中国家居清洁产品零售额（按细分区分），2019-2020年

市场因素
新兴渠道分流传统渠道的客群
消费者对天然产品的追求驱动产品创新
智能家居为家居清洁产品带来机遇和挑战

市场活动与创新
新冠疫情后抗菌和天然型产品迅猛增长
数据14: 家居清洁新产品的前几大宣称，中国，2017-2020年
2020年漂白剂/消毒剂的新品研发突飞猛进
数据15: 家居清洁上市新产品（按子品类区分），中国，2017-2020（滚动年度）
产品创新
突出杀菌+天然性目前是中国领先品牌的常见策略
数据16: 植澈多用途消毒湿巾，中国，2020年
数据17: 立白多用途除菌喷雾，中国，2020年
数据18: 立白多用途除菌喷雾，中国，2020年
创新产品形态以吸引消费者：更方便使用并提升成就感
数据19: 洁宜佳多效地板清洁片，中国，2020年
数据20: 妙力马桶清洁球，中国，2020年
市场创新
借助专业背书，提高功效和安全性的可信度
数据21: 威王家居除菌液，中国，2020年
零售创新
屈臣氏推出O2O云店，优化全天候购物体验
数据22: 屈臣氏云店“品质生活馆”，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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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和女性都表示承担很多购买责任
数据23: 购买责任（按性别区分），中国，2020年9月
年轻一代更倾向于共同分担责任
数据24: 购买责任（按性别和年龄区分），中国，2020年9月

购买渠道
时间紧张的消费者更有可能在网上购物
数据25: 购买方式（按人口统计特征区分），中国，2020年9月
线下渠道对30-49岁的男性消费者更重要
数据26: 购买方式（按年龄和性别区分），中国，2020年9月
线上线下都有领跑渠道，但长尾不可忽视
数据27: 购买渠道，中国，2020年9月
家庭成员较多的消费者使用更多购买渠道
数据28: 购买渠道（按家庭结构区分——已婚有2个或更多孩子），中国，2020年9月
某些渠道吸引价格敏感度较低的消费者
数据29: 购买渠道（按价格是否是购买因素区分），2020年9月

购买因素
该品类以功效为重
数据30: 购买因素，中国，2020年9月
消费者购买经验更丰富，期望值也在提高
数据31: 购买因素（按年龄区分），2020年9月
线上消费者看重品牌；超市消费者看重价格
数据32: 购买因素（按购买渠道区分），2020年9月
价格敏感度较低的消费者关注产品成分和质地
数据33: 购买因素（按价格是否是购买因素区分），2020年9月

购买行为
对多数人而言是流程性购买
数据34: 购买行为，中国，2020年9月
新产品是吸引小众渠道消费者的关键
数据35: 购买渠道（按购买行为区分），2020年9月
数据36: 购买因素（按购买行为区分），2020年9月

对品牌营销的态度
新冠疫情后，可持续发展将助力品牌赢得消费者青睐
数据37: 对品牌营销的态度，中国，2020年9月
相比品牌的网络热度，较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切实功效
数据38: 对品牌营销的态度（按年龄区分），中国，2020年9月

对购买家居清洁产品的态度
消费者希望品牌能积极倡导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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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9: 对购买家居清洁产品的态度，中国，2020年
营销噱头吸引不果断的消费者
数据40: 购买因素（按对购买家居清洁产品的态度区分），中国，2020年9月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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