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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沃斯过会后，小熊电器、小狗电器相继申报 IPO 

9 月 28 日，小熊电器在证监会披露招股说明书，宣布冲刺 A 股。小熊电器

的主营产品为煮蛋器、酸奶机、豆浆机、煎蛋机等物美价廉的西式小厨电，

公司的营销模式以线上销售为主。此外，2017 年 12月 29 日，新三板公司

小狗电器（870077.OC）申报 IPO，目前状态为预先披露更新。小狗电器 IPO

在招股书中表示，拟在 A 股创业板上市，首发募资用于吸尘器及除螨仪产

品升级、智能扫地机器人产品开发、营销体系优化及企业信息化等项目建设。 

 国内小家电市场近年来增势强劲，未来发展主要面临四大趋势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预测，从 2014 年到 2017 年，中国小家电行业市场

规模（无热水器）从 1438 亿元升至 2179 亿元，CAGR 为 14.86%，预计

2018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2389 亿元。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国内小

家电市场近年来增势强劲，其中 2016 年全国小家电总产量为 7.6 亿台，预

计到 2020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10.86亿台。 

小家电行业的发展具有如下四大趋势：小家电的销售主要以线上销售模式为

主；丰富性有待提高；国内三四线市场潜力无穷；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

企业需不断研发提升用户体验。 

 西式小厨电增长势头超中式厨电，增长空间较大 

近五年来烤面包机、咖啡机、电烤炉等西式小厨电的增长速率明显高于电饭

煲等中式小厨电。根据 Euromonitor 的数据，2011-2016 年期间，油炸锅、

面包机、榨汁机、食品处理机等多种西式厨房小家电新品类在国内销售额 

CAGR 分别达到了 145.2%、26.1%、21.7%和 18.6%，而电磁炉、豆浆机

等下滑趋势明显，近五年 CAGR 分别为-1.7%和-2.8%。各种西式小厨电平

均复合增长为 35.3%，而各类中式小厨电平均复合增长率仅为 5.9%。 

 个护养生类小家电需求有望进一步扩大 

伴随着年轻消费者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市场对于个护小家电消费的需求将进

一步扩大。此外，由于个护电器更新周期较短，中国剃须刀和电吹风的使用

寿命一般 5 年左右，低于大型家电超过 10 年的更换周期。另外，消费者对

个人护理电器品质的愈发重视进一步缩短行业更新周期，从而有利于更新需

求的释放。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预测，2020 年个护小家电市场规模将增

至 326 亿元，2017-2020 年复合年均增速达到 17%。 

 风险提示 

汇率大幅波动、行业需求趋弱、市场竞争环境恶化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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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年来，小家电企业迎来了 IPO 的春天。自科沃斯成功在 A 股上市后，新兴小家

电企业相继投奔资本市场。9 月 28 日，小熊电器在证监会披露招股说明书，宣布冲刺 A

股。小熊电器的主营产品为煮蛋器、酸奶机、豆浆机、煎蛋机等物美价廉的西式小厨电，

公司的营销模式以线上销售为主。 

此外，2017 年 12 月 29 日，新三板公司小狗电器（870077.OC）申报 IPO，目前

状态为预先披露更新，预计近期将可能上会。小狗电器 IPO 在招股书中表示，拟在 A 股

创业板上市，首发募资用于吸尘器及除螨仪产品升级、智能扫地机器人产品开发、营销

体系优化及企业信息化等项目建设。 

一、国内小家电市场近年来增势强劲 

小家电，顾名思义就是指一般指功率和体积都较小的家电，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

家电产品。小家电产品主要可分为三类：厨电产品、家庭环境产品和个人护理产品。不

同于大家电为了满足现代生活的基本需求而存在，小家电大多是为了简化家务劳动复杂

程度、缩短家务劳动时间、提升生活品质、迎合各类非必须需求而存在。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于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我国的小家电行业迈入了茁壮成长

期，行业迅速扩张。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预测，从 2014 年到 2017 年，中国小家电行

业市场规模（无热水器）从 1438 亿元升至 2179 亿元，CAGR 为 14.86%，预计 2018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2389 亿元。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小家电行业产销需求

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指出，国内小家电市场近年来增势强劲，其中 2016 年全国小家

电总产量为 7.6 亿台，预计到 2020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10.86 亿台。未来，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更新，机电一体化技术、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家电技术的普遍应用，

小家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迎来发展的新契机。 

图表1： 2014—2017 年小家电市场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联讯证券 

小家电行业的发展具有如下几大趋势： 

小家电的销售主要以线上销售模式为主。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 年中

国小家电行业产销需求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显示，2017 年小家电产品有 56%的零售

额销售来自线上渠道，网上零售额达 760 亿元。从销售额占比来看，厨电产品线上占比

销售占 39%，而家庭环境产品和个人护理产品线上销售占比均高达到 70%。小家电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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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智能手机和电商网站的兴起使得消费者养成了网购的消

费习惯；二是小家电特有的精巧性和使用的独行性在电商平台上可以得以全方位、细致

的展示；三是小家电产品单价低于白电和厨电产品，且产品无需安装，线上渠道成为了

小家电产品要零售渠道；四是更偏爱网购的 80 后、90 后消费者逐渐成为消费主力。 

小家电的丰富性有待提高。目前，中国市场上小家电无论是消费者可选择的品类还

是消费者实际拥有情况，都和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中国家庭小家电保有量每户 10 种

以下，远不及欧美等发达国家每户 30 种的保有量水平，中国小家电市场有较大的增长空

间。此外，一批迎合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小家电如煮茶壶等也不断涌现和丰富中。 

国内三四线市场潜力无穷。目前，小家电在三四线城市尚有较大市场空间，随着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伴随着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三四线城市

居民对厨房小家电的需求将继续增加。 

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企业需不断研发提升用户体验。高端、智能和个性化的小

家电产品市场占有率提升，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小家电特有的使用周期

较短，更新换代较快的特点，消费者对于小家电的外观、功能设计的人性化、产品的智

能化程度、个性化需求的满足都有较大的需求，这也将迫使企业不断研发，淘汰落后的

设计理念和生产方式，将产品从单一实用主义逐渐向个性化、可定制化发展。未来，随

着物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小家电行业的新一轮革命也即将来临。 

二、三大小家电：厨电、个护、服务机器人 

小家电主要可以分为厨房小家电、个护养生小家电以及服务机器人三大类。目前厨

房小家电的市场占有率最高，个护养生类小家电目前正在发展的上升期。 

（一）西式厨房小家电需求量大，未来普及空间较大 

厨房小家电是小家电中普及度最高的子行业， 厨房小家电市场规模占整体小家电的

比例近 80%。 

目前来看，国内小家电渗透率很低。与海外市场，如日本、韩国、欧美相比，除电

饭锅、电磁炉、电压力锅、电水壶、豆浆机等发展时间较长、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小家

电外，其他类别小家电渗透率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  

一般来讲，厨房小家电可以分为传统中式小家电和西式厨房小家电两类。 

1、中式小厨电增速有所放缓，市场集中度较高 

传统中式小家电主要指中国厨房常用的、普及率较高的几大传统品类小家电，如电

饭煲、电磁炉、电热水壶、豆浆机、电饭煲等。这类产品发展时间较长，在国内渗透率

高。这些传统品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稳定的竞争格局。近年来，传统厨电的增长

速度有所放缓甚至出现下滑，新兴西式厨房小家电开始兴起，成为消费者追逐的潮流。 

图表2： 2017 年厨房小家电销售增长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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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联讯证券 

传统中式厨电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高，呈现出美的、苏泊尔、九阳三足鼎立的态势。

三巨头美的集团（000333.SZ）、苏泊尔（002032.SZ）和九阳股份（002242.SZ）的集

中度都在 80%以上，并且近年来 CR3 仍在不断提升。对于其他品类的中式厨房类小家

电来说，三巨头品牌延展力充足，可以凭借其在传统品类中积累的品牌形象以及丰富的

渠道资源迅速占领市场，大部分新进者难以挑战三巨头在中式厨房类小家电市场的地位。 

图表3： 2015—2017 年各月豆浆机销售额及增速（亿

元，%） 

 图表4： 2015—2017 年各月电磁炉销售额及增速（亿

元，%）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 中国产业信息网、联讯证券 

图表5： 2015—2017 年各月电饭煲销售额及增速（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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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中国产业信息网、联讯证券 

2、西式小厨电“飞入寻常百姓家” 

目前国内厨房小家电消费仍以中式小家电为主，但近几年来，随着西餐在全球的流

行，西式厨房电器也开始走进全球家庭中。新兴西式厨电主要指多士炉、咖啡机、电烤

炉、破壁机等。由于饮食习惯的差异，如咖啡机、多士炉等西式厨房类小家电在我国的

保有量和渗透率均远低于西方国家。但近几年来，随着 90 后一代开始成为消费主流，其

西方化、时尚的饮食习惯和对“懒人经济”的需求使得西式厨房小家电销量突飞猛进。

此类西式厨房小家电满足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成为小家电企业的新竞争领域。 

图表6： 我国西式小厨电保有量相较其他发达国家低 

 

资料来源: 中国产业信息网、联讯证券 

近五年来烤面包机、咖啡机、电烤炉等西式小厨电的增长速率明显高于电饭煲等中

式小厨电。根据 Euromonitor 的数据，2011-2016 年期间，油炸锅、面包机、榨汁机、

食品处理机等多种西式厨房小家电新品类在国内销售额 CAGR 分别达到了 145.2%、

26.1%、21.7%和 18.6%，而电磁炉、豆浆机等下滑趋势明显，近五年 CAGR 分别为

-1.7%和-2.8%。各种西式小厨电平均复合增长为 35.3%，而各类中式小厨电平均复合增

长率仅为 5.9%。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内西式厨房类小家电需求正在崛起，烤箱、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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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咖啡机等品类有望成为下一个蓝海。 

图表7： 西式小厨电五年复合增长率及均值  图表8： 中式小厨电五年负荷增长率及均值 

 

 

 
资料来源： Euromonitor、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 Euromonitor、联讯证券 

此外，创新功能类的小家电层出不穷，如破壁机、厨师机、电炖盅、电热饭盒等，

西式小厨电市场中，消费者购买意愿逐渐向高价格、高品质倾斜，因此企业应该满足时

下消费者养生、健康和消费升级的需求。 

目前国内西式厨房类小家电的制造龙头为上市公司新宝股份（002705.SZ），新宝股

份是国内最大的小家电产品 ODM/OBM制造商之一，主营业务为设计研发、生产、销售

电热水壶、电热咖啡机等小家电产品。公司主要以出口外销业务为主，公司主要客户包

括 JARDEN、APPLICA、HAMILTON BEACH、WALMART 和 CARREFOUR 等国际知

名企业。目前，公司已与超过 1,000 家客户建立了业务关系。内销方面，公司品牌“Donlim”

近两年销量也颇令人满意。 

目前除了新宝股份在西式厨房类小家电市场进行布局以外，新三板公司北鼎晶辉

（430532.OC）的多士炉业务、SKG 的料理机业务都在国内市场有着不俗表现。北鼎晶

辉产品畅销于欧洲、美洲、澳洲、中东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市场覆盖率高达 60%。 

北鼎晶辉在国内通过子公司北鼎科技以自主品牌“北鼎”进行销售,目前已成功进驻顺电

家电连锁系统、华润万家 OLE 高端连锁商超和苏宁电器系统,进驻终端覆盖全国 30 多个

重点城市和十余个知名电商平台。 

图表9： 厨房小家电上市公司一览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总市值（亿元） 2017年净利润（亿元） 主要产品  

1 002032.SZ 苏泊尔 427.62 13.08 厨电设备，以电锅为主 

2 002508.SZ 老板电器 209.83 14.61 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蒸汽炉、电烤箱等 

3 002242.SZ 九阳股份 118.73 7.10 营养煲、豆浆机、西式小厨电等 

4 002543.SZ 万和电气 64.69 4.20 厨卫电器等 

5 002705.SZ 新宝股份 59.30 4.10 西式厨房小家电 

6 002403.SZ 爱仕达 28.87 1.62 炊具、厨房小家电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 Choice、联讯证券 

 

图表10： 新三板小厨电企业一览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2017年净利润（万元） 主要产品  

1 838989.OC 华津时代 5066.04 家用净水设备及其他家庭终端健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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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2017年净利润（万元） 主要产品  

2 430532.OC 北鼎晶辉 4169.08 多士炉、开水煲、蒸锅、电炉、水机、烤箱等 

3 835842.OC 纳仕达 4147.37 智能电子感应垃圾桶 

4 838907.OC 利仁科技 2423.16 电饼铛、电火锅及电压力锅等 

5 871740.OC 健仕股份 1922.13 破壁料理机、洁身器等 

6 870726.OC 鸿智科技 1452.91 电饭煲、压力锅、慢炖锅等 

7 833146.OC 双喜电器 1412.00 压力锅、电饭锅等 

8 837427.OC 厨壹堂 505.77 集成灶、 集成水槽、饮水宝、蒸烤组合 

9 838800.OC 龙的电器 206.75 电热水壶、煮蛋器、多士炉和咖啡机 

10 430132.OC 国铁科林 142.48 热式净化开水器系列产品、家商两用一体式纯水机、家用厨下式纯水机等 

11 871283.OC 康宏科技 29.00 咖啡机、电热水瓶、电水壶 

12 870515.OC 强力科技 -374.87 电饭锅、电压力锅、电磁炉、电水壶等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 Choice、联讯证券 

（二）个护和养生类小家电目前普及率较低，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对自身的投入，在健康、形象等方面的消费

增长很快，对于个人生活品质的追求催生了个人护理小家电品类的繁荣，刚需程度较高

的剃须刀、电吹风已经逐步完成普及，而个护电器品类未来将极大丰富。个护小家电主

要包括电吹风、电动剃须刀、电熨斗、挂烫机、女士剃毛器、电动牙刷等。 

就外部环境而言，城镇化率的提升和消费者网购习惯的形成是个护小家电行业发展

的基础条件。2017 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 58.5%，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85%的平均水平。

预计 2020 年城镇化率将达到 63%左右，2030 年左右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70%。城镇

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即意味着 1000 多万人进入城镇居住和生活。2017 年中国网络购

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6.3 万亿元，预计 2020 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11.2 万

亿元。城镇化率的提高和消费者网购规模的扩张从而为个人护理电器行业的发展提供良

好的社会基础。 

图表11： 2011—203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图表12： 2015—2020 年中国网购交易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联讯证券 

从个护小家电的普及率来看，我国目前仍较欧美市场有较大差距。从小家电行业整

体保有量来看，欧美发达市场小家电品类约为 200 种，而我国仅有不到 100 种； 2016 

年国内每百户家庭拥有 30 台个护小家电，相较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等成熟市场上

升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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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 2016 年各国个护小家电渗透情况（单位：台/百户）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联讯证券 

就消费者消费习惯而言，90 后消费者更加注重个人护理和外在形象，因此，伴随着

年轻消费者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市场对于个护小家电消费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此外，

由于个护电器更新周期较短，中国剃须刀和电吹风的使用寿命一般 5 年左右，低于大型

家电超过 10 年的更换周期。另外，消费者对个人护理电器品质的愈发重视进一步缩短行

业更新周期，从而有利于更新需求的释放。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的预测，2020 年个护小家电市场规模将增至 326 亿元，

2017-2020 年复合年均增速达到 17%。因此，我国个护小家电市场规模增长空间较大。 

图表14： 2012—2020 年个人护理小家电市场规模及预测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联讯证券 

（三）家庭服务机器人中扫地机器人销售规模最大 

按照国际机器人联盟（IFR）的分类，机器人一般分为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工

业机器人一般用于制造业生产环境，而服务机器人一般用于生活等非制造业环境。服务

机器人是指除从事工业生产以外的，为人类健康或设备良好状态提供有帮助服务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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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又可分为专业和家用/个人两大类。 

图表15： 机器人分类、定义及应用 

类别  应用  

工业机器人 典型应用包括焊接、刷漆、组装、采集和放置（例如包装、码垛和 SMT）、产品检测和测试等 

服务机器人 专业服务机器人 国防、农业、物流、医疗、救援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最终用户以企业客户为主 

家庭服务机器人 家务、娱乐、陪护、住宅监控等生活类应用场景，最终用户以个人客户为主 

商用服务机器人 银行、餐厅、卖场、大型企业等商业应用场景，最终用户以企业客户为主 

资料来源：IFR、联讯证券 

家庭服务机器人是服务机器人中最活跃的品种，根据 IFR 的数据，2010 年全球家

庭服务机器人的销售金额仅为 6 亿美元，2016 年增长到 26 亿美元，复合增长率高达

27.3%，这一速度高于服务机器人整体增速。据 IFR 预计，2017-2020 年全球家庭服务

机器人销售总额预计将达到 219 亿美元。而从渗透率的角度来看，根据德国 GFK 统计

数据，我国家庭服务机器人在沿海城市的产品渗透率仅为 5%，内地城市仅为 0.4%，而

美国的渗透率为 16%。因此，从市场渗透率来看，家务服务机器人行业仍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 

图表16： 全球家庭服务机器人销售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 IFR、联讯证券 

家务机器人中，扫地机器人（又称“机器人吸尘器”或“地板清洁类机器人”）是目

前的主导品类，根据 IFR 的数据，2013 年家务机器人销量中约 96%以上为扫地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成功选取了地面清洁的应用场景，主要有吸尘、扫地、擦地等功能，满足了

地面清洁智能化的用户需求，实现了较好的功能体验。与其他类型家庭服务机器人相比，

扫地机器人具有生产技术相对成熟、技术可实现性强、需求量大等特点，目前在全球范

围内已进入大规模量产阶段，极大地推动了家庭服务机器人总销售额的迅速增长。2017

年机器人吸尘器年销售额已经近 56.7 亿元，销售量 396.9万台。 

图表17： 我国机器人吸尘器销量快速增加  图表18： 我国机器人吸尘器销售额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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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联讯证券  资料来源: 中国产业信息网、联讯证券 

上市公司科沃斯（603486.SH）则是家庭服务机器人行业的龙头制造商。经过多年

的发展，公司已形成了包括扫地机器人、擦窗机器人、空气净化机器人、管家机器人在

内的较为完整的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线以及品类丰富的清洁类小家电产品线。 

新三板企业小狗电器（870077.OC）也是一家专注于家用清洁电器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研发及销售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及除螨仪等家用清洁电器。小狗电器

目前已经实现全网覆盖，先后入驻淘宝及天猫商城、京东商城、唯品会、苏宁易购等国

内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以及阿里巴巴集团跨境电商平台、京东商城跨境电商平台等，与

核心销售渠道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彼此在运营、营销等节奏上形成深度互动。第三方

权威市场调研机构中怡康发布的 2017 年国内吸尘器市场报告显示，小狗电器以全年

203.7 万台的成绩勇夺全年销量第一。目前，小狗电器的 IPO 最新审核状态已经到预披

露更新阶段，预计短期内即将上会。小狗电器也于日前发布了拟终止挂牌公告。 

新三板市场中，从事家庭服务机器人业务的企业有格兰博、福玛特和缔奇智能三家，

其中格兰博的企业规模最大。 

图表19： 新三板市场家庭服务机器人企业一览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2017 年营业

收入（万元） 

2016 年净利

润（万元） 

2017年净利润

（万元） 
产品  

1 837322.OC 格兰博 27,683.33 1,333.65 1,435.27 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机器人、人形服务机器人等 

2 834236.OC 伊塔科技 18,331.99 855.27 754.24 吸尘器、除螨机、蒸汽清洁机等 

3 837916.OC 福玛特 8,270.44 529.56 -2,745.83 
超声波清洗机、除螨机、扫地机器人、全自动扫地机

等 

4 833003.OC 缔奇智能 1,363.57 -71.68 -50.35 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机器人等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 Choice、联讯证券 

五、风险提示 

汇率大幅波动、行业需求趋弱、市场竞争环境恶化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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