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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智能家电指的是将微处理器、传感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引入家电设备后形成的家电产品，

具有自动感知住宅空间状态、家电自身状态和家电服务状态，能够自动控制及接收住宅用户

在住宅内或远程的控制指令；同时，智能家电作为智能家居的组成部分，能够与住宅内其它

家电和家居、设施互联组成系统，实现智能家居功能。

   目前国内智能家电由于高 端化定位和高成本，其价格也远远高于普通家电产品，造成智能

家电&ldquo;雷声大雨点小&rdquo;，整体市场需求并不给力。阻碍智能家电普及的最大绊脚石

是产品价值与消费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

   2019年1－6月家用电冰箱累计生产3979.3万台，同比增长3.1%；房间空气调节器累计生

产11022.6万台，同比增长14.4%；家用洗衣机累计生产3397.2万台，同比增长0.3%。2013-2018

年6月我国家电制造业生产情况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智能家电行业发展态势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共十五

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智能家电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智能家电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

国智能家电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智能家电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智能家

电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智能家电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

对智能家电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智能家电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

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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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区域结构总体特征

二、行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市场区域分布特点分析

四、行业规模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五、行业效益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六、行业企业数的区域分布分析

第五节华东地区智能家电行业分析

一、区域情况分析

二、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三、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五、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六节华南地区智能家电行业分析

一、区域情况分析

二、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三、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五、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七节华中地区智能家电行业分析

一、区域情况分析

二、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三、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五、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八节华北地区智能家电行业分析

一、区域情况分析

二、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三、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五、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九节东北地区智能家电行业分析

一、区域情况分析

二、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三、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五、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十节西南地区智能家电行业分析

一、区域情况分析

二、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三、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五、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十一节西北地区智能家电行业分析

一、区域情况分析

二、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三、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四、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五、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第十一章智能家电行业相关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简况简介

二、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二节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简况简介

二、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三节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简况简介

二、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四节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简况简介

二、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五节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简况简介

二、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六节TCL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简况简介

二、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七节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简况简介

二、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八节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简况简介

二、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九节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简况简介



二、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十节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发展简况简介

二、企业主营业务与产品

三、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hellip;&hellip;

 

第五部分发展前景展望

第十二章2021-2027年智能家电行业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2021-2027年智能家电市场发展前景

一、2021-2027年智能家电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二、2021-2027年智能家电细分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第二节2021-2027年智能家电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21-2027年智能家电行业发展趋势

1、智能大家电成为市场新宠

2、智能生活小家电异军突起

3、智能家电趋于平台化

二、2021-2027年智能家电售市场规模预测

1、智能家电行业市场容量预测

2、智能家电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三、2021-2027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2021-2027年中国智能家电行业供需预测

一、2021-2027年供给预测

二、2021-2027年需求预测

三、2021-2027年整体供需格局预测

四、2021-2027年中国智能家电投资规模预测

 

第十三章2021-2027年智能家电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中国智能家电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智能家电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二、智能家电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三、智能家电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第二节中国智能家电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一、智能家电行业投资规模分析

二、智能家电行业投资资金来源构成

三、智能家电行业投资项目建设分析

四、智能家电行业投资资金用途分析

第三节中国智能家电行业投资风险

一、智能家电行业政策风险

二、智能家电行业市场竞争风险

三、智能家电行业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1、宏观经济风险的特征

2、宏观经济风险的因素分析

四、智能家电行业投资流动性风险

五、智能家电行业投资市场风险

六、智能家电行业技术风险

七、行业其他风险

第四节智能家电行业投资机会

一、产业链投资机会

二、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三、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四、智能家电行业投资机遇

 

第六部分发展战略研究

第十四章智能家电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节智能家电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对我国智能家电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智能家电品牌的重要性

二、智能家电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智能家电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智能家电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智能家电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六、国内外智能家电品牌对比及策略建议

1、国外家电品牌发展分析

2、国外家电品牌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第三节智能家电经营策略分析

一、智能家电市场细分策略

二、智能家电市场创新策略

三、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智能家电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第四节智能家电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一、2021-2027年智能家电行业投资战略

二、2021-2027年细分行业投资战略

 

第十五章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第.一节智能家电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智能家电子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白色家电

二、黑色家电

第三节智能家电行业发展建议

一、行业发展策略建议

二、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三、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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