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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随着消费升级趋势凸显，国内对解放双手、提升效率的洗碗机

关注度明显提升，16H1 洗碗机销量增长超过 100%，同时产业

界也积极布局，其中老板、九阳、方太先后进军洗碗机，海尔、

美的等巨头也加大洗碗机投入，一时间洗碗机成为家电行业新

的热点，在此我们发布洗碗机深度报告，详细比较欧美日韩等

海外市场普及进程，其对国内洗碗机未来趋势极具参考意义： 

1、海外市场现状：欧美基本普及，日韩普及率低且产品小型化 

目前欧美洗碗机普及程度较高，美加德渗透率在 60%-70%，英

法西意在 40%-50%，竞争格局以惠而浦、GE、伊莱克斯以及

博西等欧美家电巨头为主，产品以中大型洗碗机为主；而亚洲

市场日本渗透率约 30%，其低于欧美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居民

住房空间有限以及东亚饮食文化下的餐具类型、油污程度与欧

美有所差异，此外普及率低、市场体量小也导致其售价较高，

产品主要以适应本土需求的小型化嵌入式与台式为主，目前其

市场主要为日本本土的松下、林内所垄断，欧美巨头基本没有

生存空间，此外，其他亚洲市场如韩国洗碗机普及率仅有 12%； 

2、国内市场展望：产业界纷纷加码，洗碗机将迎加速普及 

目前国内洗碗机尚处起步阶段，今年销量约 40-50 万台，随着

生活节奏加快、消费升级加速，消费者对诸如洗碗机这类解放

双手、提升效率的产品需求日益增加，考虑到产业界纷纷加码，

产业规模化发展将带动洗碗机售价下行、消费门槛降低，叠加

针对国内消费者安装痛点进行诸如台式、水槽式的产品本土化

改良，市场教育带动消费者在洗净节水节能等层面的观念改善，

未来洗碗机将迎来加速普及；基于国内市场在住房空间、饮食

文化方面与日韩相似度较高，我们预计未来国内洗碗机普及率

在 30%-40%，饱和年均销量约 1200 万台、销售额约 500 亿； 

3、标的：整机老板、九阳、海尔及美的，上游地尔汉宇、三花 

整机方面，近期老板、方太等厨电企业均涉足洗碗机，考虑到

洗碗机与烟灶同样具备较强装修属性，其将给厨电厂商带来较

强协同效应，此外借助高端消费市场渠道优势厨电龙头有望在

洗碗机占有一席之地，洗碗机需求爆发将给老板电器（002508）

带来较大弹性，而小家电龙头九阳股份（002242）洗碗机业务

进展也值得关注；传统龙头青岛海尔（600690）、美的集团

（000333）深耕市场多年，在产品品质、技术研发以及成本控

制方面具备先发优势，未来同样值得关注；零部件方面，建议

关注拥有洗碗机排水泵、洗涤循环泵业务的地尔汉宇（300403）

以及拥有德国洗碗机零部件龙头亚威科的三花股份（002050）。 

风险提示：行业竞争大幅加剧、市场推广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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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概述：市场体量较小，规模化发展可期 

1.1 发展历程：已有 20 余年，但仍属小众产品 

我国洗碗机行业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万家乐为代表的部分厂

商通过引进欧美技术涉足洗碗机市场，但由于产品不符合国情、价格

高、品质低、投入小，很快便退出市场；90 年代末小天鹅、海尔、美

的等企业通过合资等形式再次涉足洗碗机行业，尽管消费能力等因素

导致内销市场规模依旧偏小，但依靠出口代工初步实现立足；近年来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提速，西门子等外资品牌与方太、老板等内资品牌

纷纷进入，国内洗碗机市场逐步呈现规模化发展势头。 

图 1：80 年代末万家乐等企业率先进入洗碗机行业  图 2：近年西门子等外资品牌发力国内洗碗机市场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西门子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表 1：国内洗碗机发展概述 

发展阶段 时间 代表事件 

第一阶段-尝试 上世纪 90 年代 

1988 年万家乐斥资 6000 万元从欧洲引入成套洗碗机生产线，并于 1991 年生产

出第一台国产洗碗机 

随后澳柯玛、水仙等几家企业也相继通过引进海外设备和技术进军洗碗机行业 

第二阶段-立足 
90 年代末到

2010 年前后 

1998 年小天鹅与意大利梅洛尼（意黛喜母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并于当年推出第

一台国产柜式洗碗机 

1999 年海尔斥资 2.6 亿元成立青岛海尔洗碗机有限公司 

2000 年美的与香港西达合资成立洗碗机公司（现美的洗涤电器事业部），引进欧

洲技术，以代工为主、内销为辅，目前年产能达 300 万台，位居全球第三 

第三阶段-兴起 2010 年以后 
西门子等海外龙头开始进军中国 

随后方太、老板、格兰仕、好太太等国内家电企业开始纷纷进军洗碗机领域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尽管国内洗碗机市场发展已有 20 余年，但由于种种原因需求始终未

能有效释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目前我国各省洗碗机普及率均未

达到 3%，综合预计整体普及率仅有 1%左右，相较欧美发达市场普遍

50%甚至 70%以上普及率差距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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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我国洗碗机市场普及率远低于海外发达市场  图 4：2013 年部分沿海发达省份洗碗机百户保有量 

 

 

 

资料来源：Bloomberg，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方正证券研究所 

归纳起来，制约国内洗碗机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消费水平制约，国内传统消费重心一直是以大家电为代表的必

需型消费，即便大家电也是直到 07 年以后在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

普惠制政策带动下才开始全面普及，而洗碗机这类享受型消费品此前

一直未能进入主流消费市场之列。 

图 5：21 世纪前十年大家电进入大规模普及阶段  图 6：大家电市场规模要远高于厨电/小家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其次价格昂贵也是制约需求释放的重要原因，据中怡康数据统计，今

年上半年国内洗碗机零售均价高达 5689 元，明显高于绝大多数家电

品类；而根据知乎一份 1 万多人关注、274 万次浏览量的话题统计，

价格昂贵更是用户不接受洗碗机的首要原因，占比 25%。 

图 7：洗碗机价格明显高于其它主要家电品类   图 8：价格昂贵是用户不接受洗碗机的首要原因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知乎，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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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洗碗机产品与国内需求一直不太契合也压制市场需求：理论上

洗碗机与洗衣机类似，都属于典型的解放双手类产品，市场潜在需求

应该较大，但国内产品线与技术大多成套引自于欧美，造成产品过于

西化，与国内实际需求严重背离，与欧美厨房普遍面积较大、烹饪油

渍较少且以洗盘碟为主不同，我国一般厨房面积小、油渍重、碗口深，

使用场景有很大区别，导致洗碗机经常出现“洗不净”、“装不下”等

问题，使用效能与用户口碑偏低，严重削弱消费者认可度。 

图 9：欧美洗碗机主要是洗涤盘碟刀叉等   图 10：国内烹饪一般油烟大、油渍重 

 

 

 

资料来源：Yahoo，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方正证券研究所 

这其中尤其是安装问题，由于国内厨房面积小，传统的欧美式洗碗机

占地太大，一般标准纵深 60cm、高度 86cm，国内普通家庭厨房无法

安装，因此常常出现“装不下”的难题；另外，嵌入式洗碗机虽有节

约空间、外观设计美观优点，但由于洗碗机尚属小众、用户认知不足，

因此用户在装修时往往没有为洗碗机预留位置，而后续改装橱柜较为

麻烦，安装问题成为限制洗碗机大规模普及的核心因素之一。 

图 11：欧美的开放式厨房面积往往较大   图 12：嵌入式洗碗机需装修时预留水电、散热空间 

 

 

 

资料来源：Yahoo，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此外，市场教育不足也导致用户产生认知误区，例如很多消费者对洗

碗机存在耗水耗电耗时以及洗不干净等固有负面印象；不论是消费力

不够、价格偏高还是需求不契合、市场教育不足，本质上反映的都是

产业规模化缺失，随着近年洗碗机逐步走向规模化，上述问题都有望

迎来加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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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近年变化：增速大幅提升，开始呈兴起之势 

如前所述，随着消费升级提速，近年进军洗碗机市场的厂商明显增加，

产业逐步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根据中怡康推总数据，2015 年我国

洗碗机市场零售量 21 万台，零售额 10 亿元，相较主流家电产品依旧

存在巨大差距，不过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70.3%、74.0%，凸显出消费

结构升级、产业投入加大新形势下，市场需求逐步兴起之势。 

图 13：今年上半年主要家电品类销售规模（亿元）  图 14：2014 年之后洗碗机网络关注度大幅提升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百度指数，方正证券研究所 

今年以来，洗碗机市场继续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中怡康数据显示，1-6

月国内洗碗机零售量达 19.5 万台、零售额 8.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4.6%、104.4%；其中在西门子、海尔等厂商大力推动下嵌入式洗

碗机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零售额占比升至 81.1%。 

图 15：2010-2015 年我国洗碗机 CAGR 达 25%  图 16：嵌入式洗碗机牢据市场主导性地位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表 2：近年水槽式、嵌入式等受市场欢迎的新品相继涌现 

分类 工作原理及产品特点 

洗涤方式 

叶轮式 电机带动叶轮进行高速旋转，将水槽内的水朝上随叶轮飞溅，以此清洗餐具 

喷淋式 利用压力喷嘴将水喷射到不同方向，充分洗涤餐具器皿 

超声波式 
采用超声波产生的水分子震动来洗碗，结构简单、清洗全面、噪音小、功耗低、

速度快、寿命长，且具备一定杀菌消毒功能 

安装位置 

独立式 容量大、洗涤数量多，摆放不受橱柜限制，适用于人数多的家庭 

水槽式 既是洗碗机也是水槽还兼果蔬净化功能，适用于中小家庭 

嵌入式 洗碗机洗涤量大，嵌入橱柜可以节省更多空间、且更具美感  

台式 占地小容易摆放，价格较低，但容量也小，适用于 2-3 人家庭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http://www.meilele.com/category-chupenshui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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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厂商加快产品创新，明星产品开始涌现 

随着众多厂商开始涌入、产业发展快速走向规模化，近年洗碗机产品

创新明显增加，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例如产品层次方面中低端型号

不断增多，产品线向下拓宽大大降低了洗碗机消费门槛，目前淘宝销

量居前的洗碗机产品大多都是 2000-3000 元中低端档位。 

图 17：部分二三线厨电企业也开始布局洗碗机  图 18：淘宝销量前 8 有 6 款是 2000-3000 价格段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淘宝，方正证券研究所 

在产品设计方面也有更节约空间的抽屉式、水槽式洗碗机相继上市，

尤其是方太的水槽式洗碗机上市之后广受好评，中怡康监测显示，其

上市之后仅 3 个月便跃居市场畅销榜第二；我们在此也选取市场关注

度较高的方太水槽式洗碗机以及今年新上市的海尔小贝洗碗机两款

明星产品，旨在通过分析其产品特点来透视当前市场创新方向。 

图 19：15 年方太水槽式洗碗机上市后广受好评   图 20：今年 3 月海尔发布的小贝洗碗机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表 3：去年以来龙头企业纷纷发力洗碗机并推出重磅新品 

厂商 时间 事件 

方太 2015 年 3 月 推出极具创新性的水槽式洗碗机 

老板 2016 年 3 月 从法国原装进口的首款柜式洗碗机—鲸喷旋洗 W700 正式亮相 

海尔 2016 年 3 月 推出针对中国家庭的“小贝”台式洗碗机 

美的 2016 年 3 月 推出旗下中式洗碗机全新升级—国内首款全智能洗碗机 

西门子 2016 年 4 月 推出 Home Connect 家居互联全自动洗碗机 

九阳 2016 年 6 月 九阳推出免安装的 X5 小型台式洗碗机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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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方太水槽式洗碗机 

该产品发布于 2015 年 3 月，其创新性地将洗碗机与水槽、果蔬机合

三为一，颠覆了此前洗碗机的产品形态；与传统洗碗机相比，其最大

优势体现在安装简便、节省空间，因为与水槽的一体式设计不需要考

虑预留位置和排水问题，无需改水改电，清洗时间也大幅缩减，单次

洗涤仅需半小时。 

图 21：方太水槽式洗碗机近景实图   图 22：节省空间是方太水槽式洗碗机主打卖点 

 

 

 

资料来源：理想生活实验室，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表 4：方太水槽式洗碗机主要优点一览 

主要优点 说明 

一体式水槽 不用再单独购买水槽 

果蔬机功能 通过超声波技术加漩涡水流有效清洗食材 

微压按键 防止湿手时触摸失灵 

安装方便 无需装修时单独预留位置、无需改水改电 

节省空间 与水槽合二为一，不再占用其它空间 

干净卫生 采用旋风接力水流喷射技术，以 70℃水温高温消毒，洗净后还能以余热烘干 

省时省电省水 洗一次只需 28 分钟，同等标准下全球耗时最短；只需 6L 水、几毛钱电费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同时洗净能力也是该产品重要卖点之一，其采用方太专利—旋风接力

水流喷射技术，能以 70℃水温高温消毒，并在洗净后以余热物理烘干；

此外在能耗方面，该产品标准洗涤模式单次耗水 5.7L，加上洗涤时间

优势，省时省电省水也成为重要卖点。 

图 23：干净卫生是方太水槽式洗碗机重要卖点  图 24：省时省电省水也是重要卖点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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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基于方太一贯高端定位，其做工、外观同样位居一流，加上集成

了果蔬机和水槽多个功能，该产品上市之后大受好评，目前电商零售

价超 7000 元，在京东、天猫销量均位居前列。 

图 25： 方太水槽式洗碗机节省空间、安装简便  图 26：该产品在天猫销量前 10 中占据第 9、第 10 

 

 

 

资料来源：方太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天猫，方正证券研究所 

1.3.2 海尔小贝洗碗机 

该产品在今年 3 月发布，由海尔洗碗机团队历时 5 年、走访 30 余座

大中城市、调研近万用户、为中国家庭专门打造的一款小型台式洗碗

机，其最大特色就是“娇小”：该产品对传统洗碗机 71%的模块进行

了改造，通过采用海尔旗下斐雪派克超薄变频直驱电机将独立电机与

水泵系统合为一体，并减薄了 62%的软水系统、压缩了 68%的平面

加热系统，最终使其容积仅有普通洗碗机一半，极大解决了传统产品

占用空间、安装繁琐的消费痛点。 

图 27：海尔小贝洗碗机体积仅有传统洗碗机一半  图 28：海尔小贝洗碗机前后宽度仅有 37cm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同时在洗涤能力上，该产品也并未缩水，不仅通过三层喷淋技术凸出

中式深碗清洁能力，容量上也能基本满足 2-4 口家庭日常需求，并且

具备 72℃高温热水持续杀菌消毒能力，单次机洗耗水量 8L，也明显

低于手洗；在 3 月上线京东众筹后的 45 天众筹期内，小贝洗碗机共

获得 7302 名支持者 80 万元众筹资金，达到众筹额度 398%，创下家

电行业众筹速度最快、支持人数最多两项纪录，该产品在 5 月 5 日于

京东开启预售，售价 29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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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小贝洗碗机在容量上仍能满足 2-4 口之家  图 30：小贝洗碗机成功在京东众筹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对比两款洗碗机特点，可以发现两者核心卖点都聚焦节省空间层面，

其次针对国情也重点突出了“洗得净”以及“省水省电”，总体上都是紧密

聚焦国内消费者需求痛点，同时也通过宣传旨在改善用户对洗碗机耗

水耗电认识误区，总体而言通过产品创新提升需求契合度已成为当前

厂商共识，而在价格层面方太依然坚持高端，海尔小贝则主打 3000

以下大众市场，随着产业走向规模化，未来整体价格有望进一步降低。 

2、海外经验：欧美普及程度高，日韩更具参考意义 

2.1 欧美市场：产业悠久成熟，普及水平较高 

现代意义上的洗碗机起源于 1920 年代，并由德国 Miele 在 1929 年制

造出第一台电动家用洗碗机，不过直到战后 50 年代洗碗机才在富裕

阶层普及（1958 年美国普及率约 6%），走向大众则是在 70 年代左右；

洗碗机英文名 dishwasher 直译过来应是洗碟机，因为欧美主要是以

洗盘碟为主，这也是与国内需求不相契合的一大缘由。 

图 31：20 世纪初期的手摇式洗碗机  图 32：70 年代洗碗机开始面向大众市场普及 

 

 

 

资料来源：Yahoo，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Yahoo，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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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洗碗机产业发展初期历史 

时间 产品/技术创新 

1850 年 JoelHoughton 发明了木制手动洗碗机，并取得了首台洗碗机专利 

1886 年 Josephine Cochrane 发明了第一台较为可靠的洗碗机，  

1893 年 Josephine Cochrane 的洗碗机亮相芝加哥世博会引发轰动，其后她创立了 KitchenAid 公司 

1924 年 英国 Livens 发明首个适用于家庭的洗碗机（非电动），奠定了现代洗碗机的结构基础 

1929 年 德国美诺（Miele）公司制造出了第一台电动家用洗碗机，并投入量产 

1954 年 美国 GE 公司生产了第一台便携式洗碗机 

1960 年 美诺（Miele）公司推出第一台自动化洗碗机 

1967 年 GE 对洗碗机的电机和水循环泵进行了简化设计，成为现在美国 EPA 标准认证的先驱 

1978 年 美诺（Miele）制造出了首台微电脑控制洗碗机，进一步推动洗碗机全面普及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经过数十年发展，目前洗碗机在欧美发达市场实现高度普及，以美国

为例，Bloomberg 数据显示，2011 年美国洗碗机普及率为 78%，EIA

（能源信息署）数据则显示，2011 年美国洗碗机普及率高达 95%，

而据欧睿统计，2015 年美国家庭洗碗机普及率为 63.1%，尽管统计

口径的不同导致数据有所差异，但洗碗机在美国高度普及毋庸置疑；

此外，德国、法国、英国等主要欧美市场普及程度也较高。 

图 33：欧美主要发达市场洗碗机普及率对比  图 34：70 年代之后洗碗机在美国开始大规模普及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华尔街日报，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市场规模来看，根据欧睿报告显示，2015 年美国以 725 万台销量、

40 亿美元规模高居全球第一，德国以 226 万台销量、16 亿美元规模

位居其次；其余市场大多受人口基数、产业基础等因素限制，较美、

德市场差距较大。 

图 35：欧美主要市场洗碗机销量规模对比（万台）  图 36：欧美主要市场洗碗机销售额对比（亿美元）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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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研究欧美市场发展历程，总结其普及动力源自两个方面： 

首先，欧美产业基础雄厚，与多数家电类似，洗碗机同样起源于欧美，

而当时欧美汇聚了几乎全球所有的家电企业，且家电作为新兴的家庭

消费品，市场需求与产业活力都极为旺盛，因此洗碗机的出现一方面

培育、吸引了 KitchenAid（现属惠而浦）、Miele、博西、GE、Kenmore

（现属西尔斯）、伊莱克斯等大批龙头企业，另一方面厂商在设计、

创新时也会更加贴合当地需求，使得市场推广更加顺畅。 

表 6：欧洲市场积累沉淀了大量知名家电企业 

企业 类别 品牌 说明 

伊莱克斯 
核心品牌 

Electrolux 始于 1910 年瑞典的著名全球性白电品牌 

Grand Cuisine 伊莱克斯旗下顶级厨房烹饪系统品牌 

AEG 德国著名家电制造商，1994 年被伊莱克斯收购 

Zanussi 意大利传统家电龙头，1984 年被伊莱克斯收购 

Molteni 始于 1871 年的瑞士奢华炉具品牌，1978 年被伊莱克斯收购 

eureka 创立于 1909 年的北美吸尘器龙头，1974 年被伊莱克斯收购 

Westinghouse 1975 年西屋将电器业务出售给 WCI，1986 年并入伊莱克斯 

frigidaire 北美传统家电制造商，1986 年母公司 WCI 被伊莱克斯收购 

其它 Simpson（澳洲）、Kelvinator（北美）、Parkinson Cowan（英国）等 30 多个品牌 

博西 

核心品牌 

Bosch 1930 年由传统汽车业务进军家电业务 

Siemens 
1906 年西门子以吸尘器为切入点进军家电业务，1967 年与

博世合资设立博西家电（BSH） 

Gaggenau 德国著名高端家电品牌，1995 年加入 BSH 

Neff 始于 1877 年的德国高端厨电品牌，1982 年加入 BSH 

Constructa 德国洗衣机市场的传统龙头品牌 

Thermador 始自 1916 年的美国高端厨电品牌，1998 年被 BSH 收购 

其它 
Viva、Junker 等细分领域品牌以及 Pitsos（希腊）、Coldex（秘鲁）、Balay（西班牙）、Profilo

（土耳其）等区域子品牌 

惠而浦 
核心品牌 

Whirlpool 始于 1911 年美国的著名全球性白电品牌 

Indesit 成立于 1975 年的欧洲第三大白电企业 

Ariston 与 Indesit 构成两大核心子品牌，专注家用供暖与热水产品 

Hotpoint 
创立于 1911年的美国家电品牌，60年代成为英国市场龙头，

2001 年被意黛喜收购 

KitchenAid 始于 1919 年的北美著名高端厨电品牌 

Maytag 美国第三代家电企业，06 年被惠而浦收购 

Jenn-Air 始于 1947 年的北美传统白电企业，1982 年被美泰克收购 

Amana 始于 1934 年的北美白电企业，2002 年出售给美泰克 

Consul/Brastemp 巴西家电龙头 multibrá旗下品牌，2000 年被惠而浦收购 

三洋/帝度/荣事达 合肥三洋旗下品牌，2013 年被惠而浦收购 

其它 Bauknecht、Inglis 等 

GE 
核心品牌 GE 

1906 年 GE 开始以烤箱为切入点涉足消费品业务，目前是

北美第二大白电企业和第一大厨电企业 

其它 Hotpoint（北美）、定制化奢侈品牌 Monogram 等 

Arcelik 
核心品牌 

Arcelik 土耳其最大综合性白电品牌，主要面向本土销售 

Beko 面向全球市场，在英国、东欧等市场表现强势 

其它 Blomberg、Arctic、Grundig、Altus、Flavel、elektrabregenz、leisure、defy 

Fargor 西班牙最大/欧洲第五的综合性家电制造商 Fagor、Brandt、De Dietrich、OCEAN、VEDETT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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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 全球最大的小家电专业制造商 Tefal、Rowenta、Krups、Lagostina、All-Clad、Supor 等 

Candy 始自 1945 年的意大利传统白电制造龙头 Candy、HOOVER、Iberna、Jinling、Vyatka、Zerowatt 等 

Liebherr 德国著名的建筑机械和高端制冷设备制造商，2014 财年家电业务销售额 9.15 亿欧元 

Miele 德国著名的高端家电制造商，2014 财年销售收入 34.9 亿欧元，其中非本土业务占比 70.49% 

飞利浦 旗下小家电业务在欧洲仅次于 SEB，2015 年生活消费事业部营收 53.47 亿欧元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产业端的作用从欧美市场之间普及率的对比也可以看出：瑞典、德国、

美国高居普及率前三（加拿大具有与美国一体化的市场），在消费力

和生活习惯较为接近背景下，这一差异来源主要就是产业基础不同，

瑞典有伊莱克斯，德国有博世、西门子、美诺等大量高端家电品牌，

美国更是拥有 GE、惠而浦两大综合性家电龙头。 

图 37：美国洗碗机市场被欧美品牌高度垄断  图 38：博西在德国洗碗机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其次就是产业技术进步，其实技术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但对洗碗机

发展影响而言，主要有控制技术、水泵技术、产品形态、尺寸标准化

以及能耗等几个方面，其中控制技术发展路径是手动（1850s）-电动

（1920s）-全自动（1970s）-智能传感器（1990s）；水泵技术有水路

系统优化、电机和水循环泵简化、永磁排水泵发明等；产品形态演变

则是独立式-便携式-嵌入式；其中便携式、全自动技术在 50-70 年代

相继出现，对洗碗机的全面普及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图 39：1971 年英特尔推出全球首个微处理器 4004  图 40：1978 年 Miele 推出首台微电脑控制洗碗机 

 

 

 

资料来源：automatice，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Yahoo，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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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标准化则是随着室内给排水管道普及以及橱柜的标准化而逐步

定型，例如目前美国标准的 12 碟洗碗机尺寸为宽/深 24 英寸（60cm）、

高 34 英寸（86cm），这一尺寸超过大多国内（亚洲）家庭橱柜尺寸，

这也解释了为何国内市场发展初期会出现“装不下”的现象。 

图 41：美国标准的 12 碟洗碗机三维尺寸  图 42：美国便携式洗碗机宽/深尺寸 18-24 英寸 

 

 

 

资料来源：Yahoo，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Yahoo，方正证券研究所 

另外能耗技术的进步对需求也有很大影响，受两次能源危机影响，70

年代之后节能环保思潮迅速兴起，美国从 70 年代开始陆续颁布多部

针对消费品节能的重要法案，对家电节能化趋势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1992 年美国环保署推出能源之星计划，对洗碗机用水量、用电量和

噪音等指标进一步优化，而美国节能经济委员会规定，2013 年以后

推出的洗碗机单次用水量更是不得超过 5 加仑(约 20 升)，远低于手洗

最多可达 20 加仑的耗水量。 

图 43：70 年代以来洗碗机能效提升巨大  图 44：目前能源之星洗碗机耗水量门槛为 3.75L 

 

 

 

资料来源：IER，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PA，方正证券研究所 

表 7：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美国节能政策对洗碗机能耗降低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时间 政策 

1975 年 修订版的能源政策和节约法案规定了各类消费品能源节约标准 

1987 年 美国家电最低能效节能法案确立，该法案授权于能源部（DOE）管理 

1992 年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推出能源之星（ES）计划 

2005 年 通过能源政策法案推出国家节能家电折扣计划（SEEARP）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此外，洗碗机普及与美国市场较高的消费水平也密切相关，欧洲各国

虽然与美国不尽相同，但基于类似的生活文化、消费水平以及一体化

的市场，普及逻辑也大体一致，即强大的产业基础、持续的技术创新

与较高的消费能力共同推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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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亚太市场：受制于住房空间，日韩普及率较低 

基于类似的居住环境、饮食文化和消费习惯，相对欧美而言亚洲市场

对我国市场更具借鉴意义；目前亚洲日本洗碗机产业最为发达，根据

日本统计局数据，2014 年日本洗碗机普及率为 32.6%，而根据日本

经济产业协会 NEDD 统计，2015 年日本洗碗机市场销量约为 70 万

台，销售额达 621 亿日元。 

图 45：2014 年日本洗碗机普及率达到 32.60%  图 46： 近年日本洗碗机市场销量保持小幅增长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NEDD，方正证券研究所 

 

 

总体来看，目前日本洗碗机市场保持小幅增长，普及率仍在稳步提升，

不过相较欧美市场还有不小差距，考虑到消费水平相近而且家电产业

同样发达，我们分析其洗碗机普及率不如欧美原因主要如下： 

首先，洗碗机与日本市场需求不契合，60 年代松下率先从欧美引入

洗碗机，但与我国市场初期一样，其同样是采用成套的欧美生产线，

因此造成了同样的两个问题：“装不下”、“洗不干净”：一方面，初期

独立式的洗碗机都是直接放在地面，体积跟洗衣机类似，而日本住宅

面积普遍较小，加上东方封闭式厨房，因此难以安放体积较大的欧美

式洗碗机。 

图 47：日本人均居住面积要明显小于欧美  图 48：日本居民不愿购买洗碗机的前四大理由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三菱调研，方正证券研究所 

 

 

另一方面，与欧美以洗碟子为主不同，日本饮食习惯是以米食为主，

且要经常使用各种深浅凹凸不同的餐具，所以附着的残渣和油污很难

用洗碗机洗净，这也直接影响了洗碗机的口碑和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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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日本餐具的多样化也造成洗碗机难以清洗  图 50：整个东亚/东南亚都是以米饭为主食 

 

 

 

资料来源：日本雅虎，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搜狐，方正证券研究所 

 

 

其次，洗碗机价格相对偏高，尤其是引入初期，作为小众型的消费品，

日本洗碗机零售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即便到现在，根据欧睿数据显示，

2015 年日本洗碗机平均零售价格也高达 861 美元，仍明显高于欧美

等其它市场售价。 

图 51：日本洗碗机零售均价高于其他市场  图 52：日本大家电市场由几大本土企业共同主导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矢野经济，方正证券研究所 

 

 

这一方面或与日本国内市场规模有限，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有关，另一

方面日本白电市场一直由松下、东芝等几大传统龙头主导，市场相对

封闭、竞争不够充分，尤其是洗碗机市场，松下、林内两大龙头几乎

完全垄断，根据矢野经济研究所统计，2015 年两家厂商洗碗机合计

份额高达 92%。 

图 53：松下独自领跑日本小家电市场  图 54：松下、林内两家厂商垄断日本洗碗机市场 

 

 

 

资料来源：矢野经济，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矢野经济，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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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洗碗机进入日本初期确实存在耗水耗电问题，在日本市场高度

重视节能环保背景下，洗碗机自然难受青睐；另外 80 年代之前日本

妇女很少参加工作，家庭主妇众多也削弱了洗碗机需求；正由于上述

几个问题存在，洗碗机进入日本市场初期一度被斥为“愚蠢的产品”，

需求一直未能有效释放，市场销售规模长期保持在 1-2 万台左右。 

不过进入 90 年代之后，得益于以下几方面因素，日本洗碗机市场开

始迎来明显增长： 

首先是产品创新和技术进步，针对与日本市场不契合的欧美洗碗机，

以松下为主的日本企业进行了大量技术改进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产品

小型化以及提升清洁力两方面。 

图 55：日本嵌入式洗碗机销量占比明显低于美国  图 56：松下主打的小型化台式洗碗机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松下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其中在产品小型化方面，针对日本厨房面积较小的国情，松下在 1988

年推出了 45cm 薄型洗碗机，1996 年又推出改良的中小型台式（桌

上型）洗碗机，结果大受市场欢迎，并引发了其它主流厂商的跟风，

直到 2003 年前后随着整体式厨房概念兴起，嵌入式洗碗机才又逐步

回归市场主流并取得主导地位。 

图 57：颇受日本家庭欢迎的中小型台式洗碗机  图 58：松下主打的 45cm 薄型嵌入式洗碗机 

 

 

 

资料来源：日本雅虎，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雅虎，方正证券研究所 

 

 

提升清洁力方面，松下等日本厂商也先后开发出高浓度洗涤剂、回旋

镖喷嘴技术等技术产品，大大提升了洗碗机的去污、杀菌能力；此外，

70 年代后家电节能化趋势持续凸显，洗碗机能耗水平得到大幅改善，

加上松下等推出的低温消毒、ECONAVI 节能导航等技术，日本传统

洗碗机的费水费电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洗碗机刚进入日本市场时单次

洗碗耗水量甚至达到 100L，而在 90 年代后期平均耗水量已经大幅下

降至 9L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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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松下洗碗机采用自家 ECONAVI 节能技术  图 60：松下宣传一款热卖机型单次耗水仅 7.5L 

 

 

 

资料来源：松下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松下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表 8：松下洗碗机产品创新简史 

时间 事件 

1960 年 推出日本第一台国产电动洗碗机 

1988 年 发明 45cm 深的内装型（嵌入式）洗碗机，有效改善传统 60cm 机型装不下的问题 

1996 年 推出适用日本厨房面积的中小型台式洗碗机，大受市场欢迎 

1999 年 发明回旋镖喷嘴技术，清洗能力和耗水量都得到极大改善 

1999 年 推出搭载全自动烤架的全内装型洗碗机 

2001 年 推出大容量“广超深”式洗碗机，锅碗瓢盆都能清洗 

2004 年 高浓度洗涤剂（约 30 倍）发明，进一步提高去污能力 

2006 年 发明低温消毒技术，更节约能耗 

2010 年 引入”ECONAVI”技术，通过传感器检测污染程度和餐具数量，及时切断水电避免浪费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其次，疾病疫情等外部条件也对需求形成一定刺激，从 1990 年开始

日本屡次遭受 O-157 型大肠杆菌侵袭，1996 年 O-157 型大肠杆菌在

日本引发大规模出血性肠炎，导致 8 人死亡、9000 多人感染，在此

背景下具备高温热水杀菌能力的洗碗机市场关注度大幅提升，加上这

段时期各大厂商密集推出符合日本国情的薄型洗碗机，因此洗碗机需

求在 90 年代末得到快速释放。 

图 61：1996 年 O-157 型大肠杆菌肆虐日本列岛  图 62：洗碗机 70℃以上热水能有效杀灭大肠杆菌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省，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洗碗机协会，方正证券研究所 

最后，从社会环境来看，随着 70 年代之后女权运动高涨，尤其是 1986

年《日本男女雇佣均等法》颁布之后，日本女性参加工作劳动的比例

得到快速提升，家庭劳务时间的减少客观上也带动了洗碗机这类消费

品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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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70 年代之后日本女性劳动比例持续提升  图 64：日韩女性工作比例仍低于欧美国家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洗碗机协会，方正证券研究所 

综上，在一系列产品、技术创新以及外部因素刺激之下，90 年代之后

日本洗碗机市场步入发展正轨，尽管目前普及率仍要低于欧美，不过

考虑到与我国市场较强的相似度，其超过 30%的普及率同时依旧稳步

增长仍为我国产业加速走向规模化提供了信心；考虑到国内家电需求

潜力远高于日本，更易形成规模经济，且市场竞争更为充分，同时产

品创新还在持续，我国洗碗机产业成长性更加值得期待。 

图 65：我国家电市场规模绝对值远超日本市场  图66：产业基础方面我国家电总产量占据全球85%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日本富士经济，方正证券研究所 

此外，除日本之外，目前东亚、东南亚市场洗碗机普及率大多不高，

总结起来原因就是两方面：一是与中日市场相同的因素，“装不下”、

“洗不干净”、“价格高”；二是不相同的因素，例如产业基础薄弱、

消费能力较低等。 

以韩国为例，根据欧睿统计，2015 年韩国洗碗机普及率仅有 12%，

一方面是因为上述所讲的三大共性因素，导致韩国消费者尤其中老年

群体对洗碗机接受度不高；另一方面，尽管韩国拥有三星、LG 两大

家电巨头，但两家公司对洗碗机业务并没太大投入，也延缓了洗碗机

本土化进程；不过随着年轻消费群体成长、住宅精装修占比提升以及

三星、LG 逐渐加大嵌入式厨电投入，未来韩国洗碗机市场前景仍可

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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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其它东亚/东南亚市场洗碗机普及率都不高  图 68：三家本土企业垄断韩国洗碗机市场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总结起来，尽管东亚、东南亚市场普遍面临厨房面积小、餐具难清洗、

价格偏高等诸多问题，但也可以看到：一方面，洗碗机在该区域普遍

属于新兴品类，产品本地化改良和技术进步均有很大空间；另一方面，

规模经济和产业基础的强弱对洗碗机推广也至为重要，而这正是未来

国内市场发展所拥有的一大潜在优势；因此综合欧美、日韩发展经验，

一方面佐证了国内目前面临的几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比也发现

了国内所具有的一些优势，让我们更加看好国内洗碗机市场发展。 

3、需求+产业共振，看好洗碗机需求爆发 

3.1 消费升级提速，改善型、享受型需求释放 

如前所述，消费力不足一直是此前制约洗碗机需求释放的重要原因；

不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大家电购置需求趋近饱和，近年以

改善型、享受型需求崛起为代表的消费升级趋势正成为家电行业新的

亮点，洗碗机市场消费力不足这一问题有望迎来加速改善。 

图 69：普及率大幅提升之后大家电需求逐步放缓  图 70： 14 年以来大家电终端需求呈持续下行态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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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未来改善型、享受型需求将主导家电行业消费升级趋势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实际上洗碗机作为家电产品中解放双手和“懒人经济”的代表性品类，

其理论上本来就更接近家电的原始需求，在当前生活节奏加快、追求

生活品质背景下，其在消费升级趋势中理应更易优先受益，随着消费

升级趋势演进，未来其市场接受度和需求潜力都有望持续提升。 

图 72：2015 年多种厨电/小家电产品增速抢眼  图 73：消费者的关注点正从性价比转向产品品质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吴晓波自媒体，方正证券研究所 

尤其是随着中产阶级以及 80、90 后消费群体崛起，主流消费群体观

念的变化将更有利于推动洗碗机这类享受型消费品需求释放；根据瑞

信 2015 年《全球财富报告》，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人群约 1.09 亿人，

且占比仍在提升，中产阶级的崛起将为消费升级提供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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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我国成年人口中产阶级大约占比 20%  图 75：80/90 后群体消费意愿更强 

 

 

 

资料来源：CHFS，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8090 代际洞察蓝皮书，方正证券研究所 

3.2 产业端加大投入，三大制约因素加速破除 

3.2.1 抓住用户痛点，提升需求契合度 

如前所述，随着国内消费升级加快，近年西门子等外资品牌以及方太、

老板等内资品牌相继进入市场，同时海尔、美的等传统厂商也纷纷加

大投入，国内洗碗机市场逐步呈现规模化发展趋势。 

图 76：老板洗碗机主打大洗力、大容量  图 77：美的主打“中式洗碗机”概念 

 

 

 

资料来源：天猫，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表 9：近年各大厂商纷纷宣布进军/加码国内洗碗机市场 

厂商 时间 事件 

格兰仕 2012 年 3 月 宣布旗下洗碗机业务正式进军国内市场 

方太 2015 年 3 月 正式进军洗碗机市场，并推出创新性的水槽式洗碗机 

海尔 2015 年 3 月 旗下卡萨帝品牌通过整合斐雪派克产品线，正式推出高端抽屉式洗碗机 

老板 2015 年 8 月 宣布将以贴牌代工形式从法国引入原装进口洗碗机 

美的 2015 年 10 月 宣布洗碗机业务重心正式由出口转向内销，并启动合伙人商业模式吸引经销商 

博西 2015 年 11 月 宣布在滁州投建中国区首个洗碗机工厂，预计 2018 年初投产，年产量初步规划 60 万台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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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制约洗碗机需求释放的需求契合度差、用户认知度弱、

整体价格偏高三大问题有望得到加速解决： 

首先需求契合度方面，通过分析方太水槽式洗碗机和海尔小贝洗碗

机，包括美的主打的“中式”洗碗机、海尔改良的“抽屉”式洗碗机，

可以发现厂商都已将难以安装、洗不干净这些传统的欧美洗碗机存在

的问题作为解决用户需求痛点的主要创新和改善方向。 

图 78：传统的独立式洗碗机体积都非常大   图 79：台式洗碗机洗涤容量都普遍较小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相对台式洗碗机而言，目前嵌入式洗碗机占据了国内主要市场份额，

根据中怡康统计，16H1 嵌入式洗碗机零售额占比从 2015 年 71.4%

进一步升至 81.1%，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洗碗机主导厂商西门子、海

尔均以西式嵌入式产品为主，而随着方太、九阳、海尔以及美的等厂

商推出台式及水槽式洗碗机，未来更加符合国人厨房空间需求的中式

（台式、水槽式）洗碗机或迎来快速增长，从居住空间比较相似的日

本市场来看，经过改良的中小型嵌入式以及台式洗碗机大受欢迎。 

图 80：嵌入式产品已成为厨电主流  图 81：嵌入式洗碗机兼具美感、空间和容量优势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此外，嵌入式产品方面，目前国内厂商针对嵌入式洗碗机“装不下”、

“洗不净”两大难题已做出大量改良，例如针对厨房面积小主打 6-8

套中小容量产品；针对洗不干净除了不断升级喷射技术，还逐步引入

更先进的超声波技术；而随着洗碗机产业走向规模化，未来针对国内

需求的技术创新也必然会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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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目前电商渠道以 6-8 套中小容量产品为主  图 83：方太水槽式洗碗机引入超声波技术清洗果蔬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3.2.2 加强市场教育，改善用户认知 

其次用户认知方面，由于传统产品造成的较差印象以及厂商宣传力度

不够，此前用户对洗碗机存有很多认知误区和偏见，主要表现在洗不

干净和费水费电两个方面： 

洗不干净问题：早年由于国内洗碗机过于西化，产品都是照搬欧美的

喷淋技术，对国内碗口深、油渍重等问题认识不足，因此确实存在过

洗不干净问题，并对用户口碑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但是近年厂商已经

针对国情作出了大量优化，例如引入日韩超声波技术、改良高温高压

水流等，实际清洁能力已经足以应对大多数国内需求。 

图 84：方太水槽式洗碗机将洗得干净作为重要卖点  图 85：美的洗碗机“旋喷劲洗”技术效果图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网易家居，方正证券研究所 

目前国内市场主流洗碗机都是通过高温(70℃以上)、高压水流对餐具

360°机械冲刷，同时配合专用洗碗粉/洗碗块、软化盐、漂洗剂等对表

面油污、残渣进行分解，加之热水对食物残渣的浸泡澎化，共同促使

油污、残渣迅速分解脱落，例如国内餐具上常见的猪油，其熔点一般

为 28-48℃，洗碗机以 70℃高温热水很容易洗净，但手洗一般只能承

受 40℃左右水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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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常见油脂熔点比较  图 87：网友实测洗碗机对油壶的清洁能力 

 

 

 

资料来源：长城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知乎，方正证券研究所 

此外洗碗机的高温水还能有效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

细菌，实现较好的杀菌消毒效果，这也是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消毒柜这

一中国特色产品仅是过渡性产品，未来终将被洗碗机取代的原因。 

图 88：1988 年广东康宝发明电动消毒柜产品  图 89：目前大厨电多以烟灶或烟灶消套装销售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老板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耗水耗电问题：这是消费者对洗碗机另一主要认知误区，实际上除非

只洗几个碗盘，洗碗机耗水量一般都要远低于手洗，因为洗碗机都是

利用循环水反复冲刷，耗能主要用在水加热；根据 2014 年中华环保

联合会报告，按 12 套国际标准餐具，手洗约需 45.9L 水，洗碗机则

仅需 11.5L，我们对电商进行统计，发现大多数家用洗碗机标准程序

耗水量也都在 6-15L 之间。 

图 90：很多消费者误认为洗碗机费水费电  图 91：洗碗机大多是利用循环水反复冲刷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研究源于数据 30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家用电器-行业深度报告 

 
在耗电方面，洗碗机功耗也并不高，例如京东销量第一的一款西门子

6 套台式洗碗机，其 50℃标准洗涤程序下单次仅耗 7.5L 水、0.62°电；

如果考虑到冬天用手洗碗还要常常开热水器加热水，洗碗机耗电问题

比较起来就更微乎其微。 

图 92：洗碗机相较手洗节水效果非常明显  图 93：网友实测强力清洗 150 分钟仅耗水 13.8L 

 

 

 

资料来源：天猫，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知乎，方正证券研究所 

根据美家一位网友实测，其所使用的一款美的 8 套嵌入式洗碗机，在

ECO 模式下单次耗电 0.72°、耗水 8L，折算成本为 0.45、0.022 元；

强力洗模式下单次耗电 1.25°、耗水 13L，折算成本 0.77、0.035 元；

再考虑到较脏情况下洗碗块成本 1 元，每次洗碗总成本大约 0.47-1.8

元，如果每天三餐只洗一次，平均洗碗总成本 1 元左右，这对大多数

城镇家庭来讲应该都能接受。 

图 94：洗碗机总耗能相比手洗更具优势  图 95：省水省电也是方太水槽式洗碗机宣传重点 

 

 

 

资料来源：中华环保联合会，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表 10：洗碗机实际功耗并不高（单位：kW·h） 

 
强力模式 标准模式 90 分钟模式 

网友实测 1.027  0.837  0.945  

说明书理论数值 1.25  1.05  1.15  

倍数 0.822  0.797  0.822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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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我国洗碗机行业新标准正式实施，对耗水、耗电、噪音、

洗净性能、干燥性能、能耗等级等都提出明确技术要求、测试方法和

分级指标，市场竞争被进一步规范，消费者选购产品以及厂商宣传都

更有据可依；实际上近年厂商在做宣传时已经更具针对性，“洗得净”、

“装得下”、“大容量”、“省时省水省电”等普遍成为各大厂商宣传重点，

例如今年 6 月天猫电器城、阿里公益联合美的、方太、西门子、老板、

海尔五大品牌举办“洗碗革命”—洗碗机频道发布活动，针对“机洗能否

洗干净”、“洗碗机耗水耗电”等认知误区，通过人机现场对比全面展示

了洗碗机在节水、除菌、省时等方面的优势。 

图 96：天猫联合 5 大品牌推出“洗碗革命”活动  图 97：海尔洗碗机登陆湖南卫视《谁与争锋》 

 

 

 

资料来源：网易，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网易，方正证券研究所 

3.2.3 价格加速亲民化，推动大众市场普及 

最后价格方面，由于市场竞争尚不充分以及规模经济仍有缺失，目前

洗碗机确实存在售价过高问题，我们对天猫、京东在售产品统计发现，

目前两大平台在售洗碗机（有销量的）加权平均价格分别高达 3521、

3844 元。 

图 98：天猫在售各品牌洗碗机加权平均价格  图 99：京东在售各品牌洗碗机加权平均价格 

 

 

 

资料来源：天猫，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线下方面，中怡康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洗碗机零售均价高达 5689 元，

同比上涨 3.1%；不过其均价上涨主要是由于嵌入式占比提升所致，

实际上分品类来看，台式、独立式、嵌入式价格分别下跌 6.3%、7.9%、

1.7%，这从电商渠道多款 3000 元档中低端产品热销也可得到佐证；

我们预计随着洗碗机产业快速走向规模化，产品线的拓宽、市场竞争

的充分以及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下降还将推动价格不断下探，未来大

众需求的释放将加速推动洗碗机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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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0：今年各种类洗碗机零售价格均有所下跌  图 101：目前电商渠道 3000-4000 元档销量最高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天猫/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3.3 市场潜力巨大，看好国内龙头表现 

3.3.1 参照日韩普及程度，国内规模或超 1200 万台 

目前洗碗机市场尚处导入期，综合海外经验与国内市场前景，我们对

未来洗碗机市场规模进行了简单测算：短期即便保守假设 2020 年洗

碗机在城镇市场普及率达到 5%、零售均价随规模经济跌至 4800 元，

则终端规模仍可达 289.70 亿元，5 年 CAGR 为 92.36%；与之对比， 

2015 年油烟机市场规模 342 亿元，在传统烟灶需求明显放缓背景下，

未来洗碗机有望异军突起成为厨电市场重要增长点，而以厂商出厂价

折算，洗碗机市场体量有望超过 100 亿元，其有望给龙头厂商尤其是

营收规模较小的厨电厂商带来较大弹性。 

表 11：预计 2020 年洗碗机终端市场规模或接近 300 亿元 

  2015A 2016E 2017E 2018E 2019E 2020E 

总人口增速 0.48% 0.48% 0.47% 0.47% 0.46% 0.46% 

总人口（亿人） 13.75  13.81  13.88  13.94  14.01  14.07  

城镇化率 56.47% 57.37% 58.17% 58.87% 59.47% 60.07% 

城镇户均人口 3 3 3 3 3 3 

城镇家庭户数（亿户） 2.59  2.64  2.69  2.74  2.78  2.82  

城镇洗碗机普及率 0.39% 0.55% 0.90% 1.60% 2.90% 5.00% 

洗碗机保有量（万台） 100  145  242  438  805  1409  

每年市场销量（万台） 20  45  97  196  367  604  

同比增速  126.37% 114.02% 101.85% 87.87% 64.25% 

零售均价（元） 5500 5600 5400 5200 5000 4800 

市场规模（亿元） 11.00  25.35  52.32  101.70  183.72  289.70  

同比增速 
 

130.49% 106.37% 94.37% 80.65% 57.68%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测算 

长期来看，考虑到主流家电市场洗碗机普及率都远高于国内，我国作

为全球最大的家电产地和消费地，理论上洗碗机普及率也有很大提升

空间；参照市场已经高度成熟的美国以及住房结构和生活习惯相近的

日本，我们假设未来我国洗碗机最终普及率达到 35%，则按目前发达

市场更新换代频率来看，我国饱和年均内销量将达 1200 万台左右，

如果零售均价稳定在 4000 元/台，则市场规模大约为 500 亿元，完全

有望成为厨电市场新的领军性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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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国内洗碗机长期市场规模或达到 500 亿元左右 

 
美国 中国 

家庭户数（亿） 1.25 4.5 

市场普及率 70% 35% 

市场保有量（万台） 8750 15750  

每年更新率 8.29% 8.00% 

市场销量（万台/年） 725.12  1260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测算 

3.3.2 同属大厨电逻辑，传统龙头更具优势 

由于市场刚刚起步，目前国内洗碗机一线品牌主要是西门子、海尔、

美的、方太、老板等，二三线也仅有好太太、格兰仕、CAL 等少数几

个品牌，市场竞争总体而言尚不充分；其中海尔、美的作为传统龙头

已布局多年，且凭借多年外销代工经历已积累下许多经验，目前美的

洗碗机年出口量 300 万台左右，销量位居全球前列，海尔在整合了斐

雪派克整机与电机等零部件资源之后，产品创新也不断加快。 

图 102：15 年国内洗碗机市场竞争格局（按厂商）  图 103：目前京东/天猫仅有 13/9 个洗碗机品牌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天猫/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而方太、老板作为新切入洗碗机市场的传统厨电龙头，尽管制造经验

不如美的、海尔，但考虑到洗碗机与烟灶属性高度一致以及方太、老

板高端厨电市场的领导地位，借助于现有的渠道、品牌等优势，其也

有望在市场兴起之际迅速取得竞争优势；而对于二三线以及外资品牌

而言，我们相对比较保守，理由如下： 

首先是渠道卡位优势：与烟灶一样，洗碗机同样具备强装修属性、同

属大厨电品类，且基于目前消费水平，国内洗碗机需求或在较长时间

内集中于城镇尤其一二线市场，缺乏规模优势的中小品牌很难立足，

而外资品牌一方面缺乏国内渠道优势，另一方面产品线本土化改造或

也存在困难，这从整个厨电市场由内资品牌高度垄断以及日韩洗碗机

市场由本土品牌主导便可得到印证，相反内资厨电龙头一二级市场渠

道覆盖程度较高，甚至能与其它品类形成协同，渠道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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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KA 仍占老板收入近 30%（线下零售 45%）  图 105：商场覆盖率超 10%的油烟机品牌仅 11 家 

 

 

 

资料来源：公司披露，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其次是售后服务优势：同样与烟灶一样，洗碗机也需要上门安装，对

产品售后服务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很多中小品牌售后不全甚至

全部外包，用户体验极差，龙头企业则大多拥有健全、专业的售后团

队，且随着近年消费升级凸显以及用户思维流行，企业对售后体验也

愈加重视，例如老板电器对经销商售后满意度、有效投诉等方面都提

出了明确的量化考核和奖惩制度。 

图 106：方太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  图 107：去年美的成立洗悦家提供专业售后保养服务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最后是品牌认知优势：与中小品牌或者新兴企业相比，传统龙头都已

普遍具有较好的用户基础和品牌认知度，潜在用户更多，尤其是当前

互联网普及时代，信息高度透明化，中小品牌很难再像过去依靠信息

不对称进行夸张甚至虚假宣传骗取用户，在成熟的家电市场试图弯道

超车愈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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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近年传统的电视广告投放规模持续下行  图 109：现在广告宣传监管也较以前更加严格 

 

 

 

资料来源：中国广告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央政府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因此基于上述渠道、售后、品牌以及产品研发制造、规模经济等全方

位优势，我们认为未来传统内资龙头更可能在洗碗机市场取得成功；

而具体到龙头企业之间的竞争，则还有待市场进一步发展。 

4、相关标的：整机厂商+上游零配件 

4.1 整机厂商：老板电器、青岛海尔、美的集团、九阳股份 

4.1.1 老板电器：多元化布局提速，有望形成品类协同 

公司是国内大厨电领域的龙头企业，与方太共同垄断高端厨电市场，

上市以来主营、业绩保持持续高速增长，2015 年实现营收 45.43 亿

元，同比增长 26.58%，归属净利润 8.30 亿元，同比增长 44.58%；

中怡康统计，16H1 老板油烟机、燃气灶终端市场零售额份额分别为

25.03%、22.67%，均高居市场第一。 

图 110：公司经营业绩始终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图 111：老板烟灶消零售额份额分列市场 1/1/2 位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提速、房地产市场放缓以及公司竞争优势确立，近

年公司逐步启动品类多元化布局，相继推出微蒸烤、洗碗机、净水器

等相关品类，今年上半年微蒸烤实现收入 0.95 亿元，虽然规模尚未

放量，但公司已正式将其提升至与烟灶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此外由

法国白朗（母公司西班牙法格）代工的首款老板洗碗机也于近期上市，

加上同样开始铺货的净水器，公司多元化布局开始明显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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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公司微蒸烤等新品类收入规模逐步上量  图 113：由法国代工的首款老板洗碗机已经上市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Bing，方正证券研究所 

如前所述，基于上述新品与公司烟灶在渠道、售后方面的高度一致性

以及公司在大厨电市场的领导地位，我们看好新品与烟灶形成良好的

品类协同效应，公司作为规模适中、业务纯粹的厨电整机企业，洗碗

机等新品给公司带来的业绩弹性值得期待。 

总体而言，考虑到前期一二线地产持续回暖、公司渠道变革稳步推进，

我们看好公司今年业绩表现；而随着嵌入式厨电、洗碗机、净水器等

新品类加速布局以及传统厨电市场集中度提升空间较大，公司长期增

长动力也依旧充分；综上预计公司 16、17 年 EPS 分别为 1.59、2.08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为 24.26、18.55 倍，维持“推荐”评级。 

4.1.2 青岛海尔：整合 GE 资源在即，厨电业务有望发力 

公司作为国内三大白电龙头之一，主营业务始终以白电为主，2015

年公司营收 897.48 亿元，同比下滑 7.41%，归属净利润 43.01 亿元，

同比下滑 19.42%；其中厨电业务收入仅有 66.21 亿元，占比 7.38%

（其中热水器收入 46.07 亿元）；据中怡康统计，2015 年海尔热水器、

油烟机、燃气灶零售额份额分别为 14.97%、2.61%、3.11%。 

图 114：2015 年公司厨电业务收入占比仅为 7%  图 115：公司厨电业务主要是热水器优势较为明显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尽管公司厨电收入占比较小，但我们看好公司洗碗机业务发展： 

首先，作为综合性家电龙头，公司具备强大的渠道资源和品牌影响力，

且公司已在洗碗机市场布局多年，目前在国内洗碗机市场份额第二，

产品、渠道、品牌均具备较强的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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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公司拥有国内最大的家电分销渠道-日日顺  图 117：公司官方商城有多款洗碗机产品在售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尔商城，方正证券研究所 

其次，更重要的是，继集团 2012 年收购斐雪派克之后，今年公司又

以 55.8 亿美元收购 GE 家电，其中斐雪派克是新西兰 80 多年历史的

高端厨电企业，整机研发制造以及上游的微电脑控制和直流电机技术

依然优秀，目前斐雪派克电机已经陆续接入海尔和卡萨帝的洗衣机、

洗碗机产品，且其青岛电机工厂已经投产，整合效应逐步显现。 

图 118：卡萨帝已引入斐雪派克发明的抽屉式洗碗机  图 119：海尔小贝洗碗机也采用了斐雪派克电机 

 

 

 

资料来源：卡萨帝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而 GE 作为北美家电巨头，更是高居北美厨电市场第一、白电第二，

其中按 2015 年 387.51 亿元收入计算，GE 洗碗机收入大约 36 亿元，

根据欧睿统计，其在北美洗碗机市场以 15.5%份额居惠而浦之后位列

第二；随着公司与 GE 整合稳步推进，未来公司洗碗机乃至整个厨电

业务都将极具看点。 

图 120：GE 在北美家电市场中份额仅次于惠而浦  图 121：GE 家电业务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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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基于国内白电需求放缓判断，未来公司主营难有大幅增长，

不过随着国内空调行业基本面见底、产品结构持续升级以及海外市场

加速开拓，公司维持稳健增长依然可期，尤其是收购 GE 之后，双方

整合带来的协同效应值得期待；此外公司还积极布局智能家居、智能

制造，未来进展也值得持续关注；预计公司 16、17 年 EPS 为 0.85、

1.01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为 12.07、10.16 倍，维持“推荐”评级。 

4.1.3 美的集团：制造具备先发优势，代工龙头转向内销 

公司同样是三大传统白电龙头之一，2015 年实现营收 1384.41 亿元，

同比下滑 2.28%，归属净利润 127.07 亿元，同比增长 20.99%；与此

同时，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小家电制造企业之一，去年小家电业务收

入 354.46 亿元，电饭煲、电磁炉、电风扇、饮水机等多个品类高居

国内内销、出口双第一。   

图 122：小家电业务收入占公司整体营收 26%  图 123：2015 年公司主要产品国内市场零售额份额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其中公司的洗碗机业务（单独的洗涤电器事业部）起步于 2000 年，

目前以出口代工为主，年产能 300 万台，2012 年实现销量 234 万台，

收入 25.81 亿元，根据欧睿统计，2015 年公司洗碗机销量 263 万台，

全球市场份额 11.10%，高居第四，仅次于博西、惠而浦、伊莱克斯

三大龙头；2015 年公司正式宣布洗碗机业务将向内销转型，并启动

合伙人商业模式吸引经销商，全力拓展国内市场；我们认为凭借公司

制造方面的先发优势、天然的规模经济、强大的平台资源与营销能力

以及威灵电机在零配件方面优势，公司洗碗机内销前景值得看好。 

图 124：公司小家电业务收入结构（2012 年）  图 125：美的洗碗机出货量位居全球前列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欧睿，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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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受空调渠道库存去化影响，公司今年主营仍有一定压力，

不过随着空调库存去化即将完成，预计下半年空调业务将见底回升，

叠加冰洗与小家电业务稳健增长以及国际化战略加速开拓，未来公司

基本面有望持续改善；此外公司积极推进“双智战略”，未来机器人

与智慧家居业务进展也值得关注；预计公司 16、17 年 EPS 为 2.32、

2.65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为 11.91、10.43 倍，维持“推荐”评级。 

4.1.4 九阳股份：持续推进品类多元化，逐步发力大厨电 

公司是国内厨房小家电行业龙头之一，核心产品豆浆机长期居于国内

市场主导地位，2015 年公司实现营收 70.60 亿元，同比增长 18.79%，

归属净利润 6.20 亿元，同比增长 16.62%，经营业绩仍保持稳健增长。 

图 126：上市之后公司经营业绩保持稳健增长  图 127：公司豆浆机收入占比已经降至 40%左右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随着豆浆机需求趋缓，近年公司围绕厨房领域大力推进品类多元化，

陆续推出料理机、榨汁机、饭煲、电压力锅等产品，并取得良好表现，

尤其是受益于 IH 电饭煲崛起，电饭煲已成为驱动业绩增长重要动力；

目前公司豆浆机收入占比降至 40%左右，随着新品持续增长和培育，

公司品类多元化战略已经步入持续收获期。 

图 128：美苏九三家高度垄断厨房小家电市场  图 129：2015 年公司 IH 电饭煲收入达到 2 亿元 

 

 

 

资料来源：中怡康，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方正证券研究所 

今年公司在厨房小家电主业基础上，进一步布局烟灶、净水、炒锅等

大厨电和炊具业务，产品线进一步扩充；近期公司又相继发布九阳

X5 洗碗机器人（台上洗碗机）和 IH 智能炒菜机器人，再次吸引市场

关注；其中 X5 洗碗机依然聚焦“难安装”的用户痛点，主打免安装、

体积小（4 套）卖点，售价仅为 2999 元（预售 2599 元），凭借现有

渠道、品牌优势，未来公司洗碗机等新品类拓展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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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0：公司推出 X5 台式洗碗机  图 131：2015 年公司 IH 电饭煲收入达到 2 亿元 

 

 

 

资料来源：京东，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腾讯，方正证券研究所 

总体而言，随着小家电消费升级趋势确立、IH 电饭煲等品类加速升

级以及西电、大厨电、炊具等新品持续开拓、豆浆机收入占比持续降

低，预计未来公司主营仍可保持稳健增长；同时公司创新基因浓厚、

管理层积极进取，未来品研发和业务拓展值得积极关注；我们预计公

司 16、17 年 EPS 为 0.93、1.10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为 22.80、

19.27 倍，维持“推荐”评级。 

4.2 上游零部件：地尔汉宇、三花股份 

4.2.1 地尔汉宇：布局洗碗机泵业务，业绩具备较强弹性 

公司是全球第二大的家电排水泵制造商，核心产品排水泵是洗衣机和

洗碗机核心零部件之一，客户覆盖惠而浦、三星、倍科、美的、海尔

等多家整机制造龙头，2015 年实现营收 6.96 亿元，同比增长 7.27%，

归属净利润 1.48亿元，同比增长 12.65%；其中出口收入占比68.48%。 

图 132：2015 年公司排水泵收入占比 70.30%  图 133：2015 年公司出口收入占比 68.48%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3 年以来，基于原有客户资源以及较强的产品关联性，公司逐步

切入洗碗机用洗涤循环泵领域，去年实现销售收入 0.87 亿元，收入

占比达到 12.54%；随着今年年底洗碗机用洗涤循环泵和洗碗机底部

总成等募投项目陆续投产，叠加原有部分用于洗碗机的排水泵业务，

公司在洗碗机上游零配件领域的配套能力将有大幅提升；考虑到公司

体量较小，看好洗碗机等新业务拓展为公司带来的业绩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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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2010 年全球主要家电排水泵厂商份额  图 135：公司正在打造的家庭水务系统 

 

 

 

资料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整体而言，考虑到公司龙头优势、国内滚筒化与新品开拓因素，未来

公司排水泵主业有望维持稳健增长，而随着洗涤循环泵、水疗马桶、

工业机器人等新业务渐次放量，公司长期成长性也值得持续期待；综

上预计公司 16、17 年 EPS 分别为 1.54、1.86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为 38.08、31.53 倍，维持“推荐”评级。。 

4.2.2 三花股份：亚威科客户资源丰富，看好市场竞争力 

公司是以空调制冷元器件为主的全球领先的技术型龙头企业，受下游

空调整机厂商限产去库存影响，2015 年公司营收 61.61 亿元，同比

下滑 6.09%，归属净利润 6.05 亿元，同比增长 8.00%。 

图 136：2015 年公司主营收入结构  图 137：2015 年公司出口收入占比 51.59%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除了持续拓展传统的制冷自控元器件业务之外，2012 年公司还收购

了德国著名的家电系统零部件企业亚威科，后者主营洗碗机、洗衣机、

咖啡机等家电系统零部件，客户覆盖博西、Miele、惠而浦、飞利浦、

伊莱克斯等主要欧美龙头，其 Omega 热泵、水软化系统、分配器等

洗碗机核心配件优势突出，2015 年亚威科实现收入 8.60 亿元，其中

70%以上来自洗碗机配件业务；经过近年重组整合，目前亚威科已经

重回良性经营轨道，16H1 实现收入 5.33 亿元（+37.88%），净利润

1943 万元（同比改善 2559 万元），表现超出预期，随着国内洗碗机

市场兴起，其未来经营表现值得持续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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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2015 年亚威科成功扭亏为盈  图 139：亚威科是多种洗碗机核心零部件供应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weco 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整体而言，随着下游空调渠道去库存临近尾声，公司传统业务基本面

正逐步迎来拐点；而商用制冷、微通道、亚威科洗碗机和变频控制器

等新业务渐次放量，更进一步支撑公司未来增长；综上我们预计公司

16、17 年 EPS 分别为 0.41、0.49 元，对应当前股价 PE 分别为 23.90、

20.00 倍，维持“推荐”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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