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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整体厨房将传统的分散的家电、橱柜和建筑进行了一次变革，让厨房的设计开发紧密结

合建筑特点，在三者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在注重整体搭配的时代，整体厨房凭借其整体化

、健康化、安全化、舒适化、美观化、个性化6大优势成为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竞争来看，国内橱柜企业率先迈进整体厨房行业，20世纪90年代初欧派将欧洲&ldquo;整

体厨房&rdquo;概念引入中国，开创了中国工业化生产现代厨柜的先河，被誉为中国&ldquo;厨

房革命&rdquo;的倡导者、整体厨柜的领潮人。随后多家本土化家电巨头先后涉足橱柜行业，

其中一些更是将橱柜作为未来的发展重点。以往专著于燃气灶、脱排油烟机、消毒柜、热水

器等小家电制造企业，如今纷纷改变产品单一状况，围绕厨房进行多元化扩展。产品销售也

已从单品竞争变为套装竞争，众多厂家围绕厨房燃气灶、脱排油烟机、消毒柜、微波炉等产

品，开展&ldquo;厨房三件套&rdquo;优惠大酬宾、&ldquo;五星级套装&rdquo;促销。

       未来，中国整体厨房行业的整体制造水平不断提升，企业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也日益精准

，再加上中国内需市场的不断成长，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重视和追求，加速了整体厨房产品

的普及，中国整体厨房行业已经具备了创造和创新的实力，汇聚一批影响力品牌，向更广阔

的市场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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