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许蕾

1 月 15 日，第十届中国（广州）定制家居

展主题发布会在广州博骏传媒总部举行。广东

省定制家居协会秘书长、博骏传媒总经理曾勇

代表组委会，正式发布 2021 年定制家居行业

主题———定制“升”年。

回望 2020 年，疫情既是变量，也是催化

剂，一方面加大了定制家居行业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行业的迭代升级。瞬息万变

的市场环境，让行业生态在挑战和机遇中萌发

“升”机，定制家居企业在延伸和升级中找寻突

破口，开拓发展新路径。

五大“升”级，
推动定制家居行业变革

消费野升冶级：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消费

需求个性化、消费群体年轻化、消费品质高端

化趋势愈发明显，催生了“高定”的热潮。品质、

服务、心情、体验成为年轻一代消费者“买单”

的关键，他们的消费能力持续增长，消费支出

从产品转向服务，消费过程要求悦目、悦耳、悦

体验，他们愿意为个性化或高品质产品，以及

服务支付溢价。

设计野升冶级：消费升级，进一步激发了设

计升级。设计以用户的实际需求为驱动，充分

融合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审美观念及日常生活

习惯，从功能性表达逐渐转向为个性化表达，

如定制家居行业盛行的极简、轻奢风，正是契

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偏好。

此外，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正在重新定义

家的设计，家居设计逐渐从“颜值”层面延展至

“精神体验”层面，一方面他们注重整体空间的

设计风格，包括硬装和软装的搭配；另一方面

强调不同空间的功能划分，卧室、客厅、厨房等

空间的设计更极致化、人性化。

产品“升”级：消费升级、设计升级，

也引发了新一轮的产品升级。在材料升级上，

2020 年“无醛争夺战”、“岩板”爆火，

“无醛添加”倒逼企业进一步升级板材等材

料，为消费者提供环保、健康、绿色的产品；

而“岩板”和陶瓷薄板、陶瓷砖大板相比，

具备大规格的共性，但性能上更卓越，这类

新型饰面材料成为家居行业的“新宠”，在产

品应用上也更加出色和广泛。

在技术升级上，随着 AI、5G、大数据、物联

网的日益成熟和普及，智能家居热潮再度来

袭，家居企业将融合智能化技术，为消费者提

供人性化、便利性的全屋智能家居一体化系

统。

服务野升冶级：定制家居行业的本质属性是

制造业+服务业，其服务的链条长、环节多，面

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各企业间最终比拼的

是服务能力，设计服务、流程服务、安装服务、

技术服务等都将成为破局的关键。重服务、重

体验的本质，驱动家居产业从传统的“被动服

务”转向“主动服务”，从“贴身”服务转向“贴

心”服务，从 F2B2C 转向 F2C 一体化服务，服

务将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

数字化 野升冶 级：面对疫情的突击考验，

家居企业积极推进数字化升级。在生产端加

速智能制造转型，在零售端重构“人、货、

场”新场景，将人流、物流、钱流数字化，

构建场景化体验的智慧门店，实现线上、线

下业务无缝衔接，从而提升管理效能、降低

运营成本，为企业增长注入“数字动力”。数

字化升级必将赋能家居产业，推动传统制造

业的深度变革。

四大延“升”，
构建多元化布局生态

品牌延野升冶院市场进一步细分，催生定制

家居企业创建新品牌，欧派推出高端大家居品

牌铂尼思，索菲亚推出互联网轻时尚品牌米兰

纳定制家居，诗尼曼推出轻时尚快定制品牌

AI 家居，风鸟推出全屋定制品牌比佐迪，以及

木里木外将推出里外品牌，无论是升维布局，

还是降维布局，其目的在于塑造不同的品牌个

性和利益点，通过多品牌战略，借助不同的产

品特性，满足不同目标群体的个性化消费需

求，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

另外，索菲亚回归“柜类定制专家”，尚品

宅配推出“专业柜类定制品牌”孖酷 MRKOQ，
百得胜以“环保定制柜”作为 2020 新品牌战

略，都是全新的品牌战略布局，旨在通过细分

市场的聚焦，开辟新一轮的增长曲线。

品类延野升冶：定制家居行业从单一品类，

到全屋定制，再到整装大家居，一站式解决方

案省时省事省心，拎包入住、一条龙服务深受

年轻消费者青睐。整装大家居热潮不减，好莱

客新增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金

牌厨柜新增家用电器研发、制造、销售、安装服

务等，皮阿诺新增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

造，志邦家居新增小家电、净水设备及净水器、

卫浴用品等，出现更多的定制家居企业扩张品

类，从全屋定制延伸至家用电器、卫浴、小家电

领域，完善品类的布局，构建多元化生态链，提

供一站式全流程服务。

营销延野升冶：疫情倒逼家居企业转战布局

线上，开启线上自救之路，从直播带货、短视频

营销，到 KOL、MCN 机构打造，再到企业 IP 营

销，头部品牌集中力量构建私域流量池，打响

线上流量抢夺大战。同时，另一场营销大

战———“无醛争夺战”愈演愈烈，从板材入手，

将“无醛添加”作为产品核心卖点，加速定制家

居产业链的“绿色洗牌”进程。

渠道延野升冶：随着定制家居企业产能的不

断扩张，面对精装房、全装修交付的趋势，定制

家居企业逐渐挖掘上游 B 端市场大宗业务，大

宗业务以势如破竹的态势，成为定制家居企业

的核心增长点；另外，借助设计师、装修公司等

多元化渠道挖掘市场，从前端精准、低成本、高

效获取流量，有效融合产业链上下游，实现资

源共享，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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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扬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消费端对

“健康”产品的需求提升，无糖饮料成为 2020
年的消费热词。

作为带动无糖饮料发展的品牌，元气森林

不断拓展产品矩阵，推出了奶茶、茶饮料、果汁

饮品、维生素能量饮料等多种产品。而元气森

林的动作也是饮料行业的缩影，在 2020 年，不

少饮料品牌推出新品，涉足新品类，打造自身

的品牌护城河。

无糖饮料盛行

据新京报报道，纵观 2020 年饮料市场，无

糖饮料可谓是主流。在代表品牌元气森林走红

后，越来越多的品牌推出了无糖产品。如健力

宝先后推出了“0 糖 0 脂”的“微泡”无糖气泡

水和“健力宝纤维+运动饮料”；雀巢也推出了

主打“0 糖、0 脂、0 能量”且特别添加维生素

B6、叶酸等成分的优活气泡水。除了常规的饮

料企业，茶饮企业也想分一杯羹，如新式茶饮

品牌喜茶就推出了主打“0 糖”的“喜小茶”气

泡水。

而在业绩方面，无糖饮料也为企业带去了

较大助力。农夫山泉在 2020 年半年报中表示，

在无糖黑咖、低糖奶咖以及低糖椰咖等无糖主

义新产物的推动下，新产品的收益增幅较

2019 年同期同比上升 210.3%。

实际上，无糖饮料并不新鲜。早在 1982
年，可口可乐就推出了无糖健怡可乐（Diet
Coke），2005 年又推出了无糖但更接近原味的

零度可乐，后来还出现了主打绿色健康概念的

绿罐可口可乐生活（Life）。而可口可乐的老对

手百事可乐在 1964 年就推出了轻怡百事，主

打无糖概念。1993 年，百事极度可乐在英国推

出，并于 2009 年进入中国市场。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从代糖原料来看，可

口可乐旗下的可口可乐纤维+、雪碧纤维+，百
事可乐旗下的百事可乐无糖产品，以及一款名

为“afri 无糖可乐汽水”的产品，主要采用阿斯

巴甜作为代糖。而元气森林旗下的无糖产品、

健力宝纤维+橙蜜味运动饮料、怪兽 Monster
无糖能量饮料等采用的代糖是赤藓糖醇。此

外，维他奶在 2019 年 4 月推出的豆奶产品“青

亲地球”，则采用了甜叶菊糖苷。

资料显示，赤藓糖醇的口感与白糖最接

近，但不参与人体糖代谢，能量系数为 0 kJ/g，

而甜叶菊糖苷则提取自天然甜叶菊叶，具有低

热量、高甜度的特点。

经济学家宋清辉告诉记者，在人们日益注

重健康、天然饮品的大环境下，无糖已经成为

一种主流趋势。在此背景下，饮料行业纷纷发

力无糖饮料，迎合消费潮流。饮料行业在去年

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共同点，注重安全、注重

健康以及无糖、低糖是其最大的共性。

消费品行业投资人辛伟东对记者表示，在

供给端方面，饮料行业天然具有休闲属性，满

足即饮需求，产品迭代速度本身相较于其他计

划性、基础性品类更快。通过品类创新、包装创

新、内容物创新、渠道创新等，企业能够向消费

者准确输出品牌内涵，形成牢固的品牌心智。

企业产品线不断拓展

2020 年，不少品牌开始不再依赖单一产

品，尝试拓展自身产品线，打造品牌矩阵。

以元气森林为例，经过多年发展，除了消

费者最熟知的气泡水，元气森林还覆盖奶茶、

茶饮料、果汁饮品、维生素能量饮料等多个品

类。2020 年下半年，元气森林推出了迪士尼乳

茶好运盲盒、迪士尼限定版乳茶、外星人电解

质水、满分果汁微气泡、mini 款小乳茶、夏黑葡

萄味气泡水、满分夏黑葡萄果汁、0 蔗糖北海

牧场酸奶等多款产品。

而这些并非元气森林的全部产品，2020
年 12 月，元气森林创始人唐彬森向媒体透露,
元气森林还有 95%的产品没有推出，并称

2021 年的研发费用和研发人员都将是 2020
年的 3 倍。

与此同时，老牌汽水品牌北冰洋也在

2020 年推出了不少新品。2020 年 11 月底，北

冰洋在品牌 85 周年新品发布会上，一口气推

出了 13 款新品。包括 5 款纪念版新包装产品，

“杞橙、天生桂杞、敲核、打麦”4 款热饮产品，

“萄气儿、熊劲儿、莓招儿”三款新口味果汁汽

水以及一款低糖汽水。产品涉及果汁饮料、谷

类饮料、茶饮料等品类。

据北冰洋负责人当时透露：“果汁饮料、

谷类饮料、茶饮料等健康品类将逐渐成为饮

料业的主力军。北冰洋也在不断适应当下消

费业态中迭代升级，推陈出新。”

辛伟东将 2020年饮料行业的特点总结为：

“渠道丰富、场景拓展、年轻化创新。”其中，渠道

丰富，更多体现在线上线下、到家到店全渠道，

产业渠道一体化。在场景拓展方面，企业将常温

饮品拓宽到冰饮和暖饮，场景更多元，渗透率提

升。此外，饮料行业也开始重新定义和细分新人

群，侧重年轻人，人货场匹配和重构。

辛伟东表示，2020 年的饮料消费市场，需

求端更加多元，基于主流消费人群对于健康、

功能、颜值、个性、潮流、细节的追求，通过创新

赋予产品新价值，购买者会觉得物有所值。此

外，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

影响，比如倡导健康生活、重构社交方式、渠道

网络迭代、消费回归家庭等，也在一定程度上

推进了行业创新的步伐。

4.1 轻销售

轻销售是指一些企业有意剥离销售环节，

将研发、生产与销售工作分开，以达到专心从

事研发或生产的目的，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必

须需要销售。一些公司如研发类、市场开发类

和联盟类企业，从一开始会有意地剥离销售环

节，这些企业在战略设计上专注于核心技术和

产品的研发、要素品牌的建设等，或者以联合

市场开发、战略联盟合作经营等方式经营，大

幅减少销售职能，使企业将力量完全集中于研

发和服务等高技术环节。有些企业则采用第三

方销售，将销售从企业的经营中剥离，企业集

中于研发和生产，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销售职

能。

例如管理讲师这个职业，以前经常出现讲

师既要讲课，又要销售，导致讲师力量有限，不

能专心从事课程的研发和教学，而且销售并不

一定是讲师的专长，一些第三方销售平台或机

构出现以后，鼓励讲师专心从事课程研究和教

学工作，将销售剥离出来，销售交由第三方来

完成。

这种情况还发生在研发类公司、生产型企

业，如研发公司专注于产品的研发，以 OEM 方

式、技术许可证、技术销售或技术转让方式运

营，彻底剥离销售环节；如房地产企业就进行

了合理的分工，将建筑建设、售楼、物业管理等

划分为不同的专业公司，进行有效的市场组

合。

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合理分工在 18—19
世纪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国富论》中论述了

鞋匠存在的问题：一个鞋匠一年可制造 猿园园 多

双鞋，但其家属一年也许不会穿坏 远 双，他至

少要有 缘园 家像他那样的家属来光顾他，不然，

他自身劳动的全部产物就无法售罄，以此来解

释生产与销售进行分工的重要性。随着社会分

工的继续加快，轻销售的情况将作为一种重要

的趋势，只有当轻销售的企业获得空前发展，

我们认为，社会分工、技术成熟、市场专业化的

程度才会取得空前成就，并释放出空前的创造

力。

4.2 无人销售

无人销售是指通过合理的自适应和自动

化管理来实现没有销售人员的“自销售”时代，

在无人销售中，所有的销售工作都可能由自动

化购买设备、自动化仓库、自动化服务来实现，

人员不直接参与销售过程，典型的无人销售是

无人售票机、无人售货机、无人电子商务订货

终端等技术的发展。

随着现代系统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未来

无人销售的环节和形态将飞速发展，例如以互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方式运营的企业，最有可

能削减销售部门，通过网上购买充值卡、第三

方电子支付等方式，来减少销售职能，转而将

力量集中在市场开发与合作上。

无人销售是一种重要的趋势，会有越来越

多的企业完成合理的商业模式设计，减少或剥

离销售在业务流程中的比例，各种新技术的应

用和产业成熟也将进一步加快“无人销售”趋

势的发展。

最理想的销售是达到无人销售，即不设立

销售部门，或没有一名销售人员，每当品牌吸

引力达到一定程度，销售的作用就会减弱，自

适应自动的销售环境就会诞生。我们强调品牌

一种组织形态，而品牌组织本身会产生极强的

组织化，把企业内部人员的工作与企业外部的

品牌用户吸引放在一体化来考虑，从触发识别

到解答疑难、完成交付都可以按自适应的销售

流来设计。

此外，客户中心还最有可能承担自动销售

中的重要一环，使客户的问询转变为销售机

会，并促进重复销售的产生，通过使用销售心

理学、系统学等学科原理，建立高可信的客户

转化机制。

4.3 智能销售

智能销售是现代企业所探索的一种重点

方式，通过科技智能手段来取代销售职能。智

能销售会合理地设计一系列的订单处理、人机

对话、智能响应、敏捷制造、批量发货等全过

程，人不参与销售和客户服务过程，从订单处

理到完成订单全过程智能化、自动化。

未来销售，是智能销售技术大量发展的时

代。智能销售能够自动辨识用户的显性和隐性

需求，并向客户主动、自动匹配销售选择，高

效、安全地完成需求响应。

智能销售包括了智能分析层、信息传送

层、交互处理层等层次。智能层负责根据各种

销售需求的分析形成消费者属性、状态、行为

等数据，识别用户特征，挖掘消费需求，匹配销

售结果。智能销售还可能进一步将用户纳入销

售机会管理过程，通过自适应的促销、销售机

会挖掘、客户追踪、销售信息链接完成销售订

单的争取、响应。传送层负责传递各种信息路

径，分派指令，交互层负责交互接口，对用户、

用户间与企业间的三方实施交互体验。

4.4 销售设计

在以人员销售为主的销售型企业中，销售

设计是销售管理的第一步，销售编组是销售设

计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无论小型企业的销

售队伍，还是大型公司数百人、数千人的销售

呼叫座席，都应进行合理的编组分工。一个典

型的销售工作组工作流见下图。

一个典型的销售工作组以 10耀15 人为宜，

销售工作组由项目经理(销售经理)、销售顾问、

销售助理、销售秘书(销售管理员)组成。其中，

项目经理是承担某一领域定向销售业务的项

目管理人员；销售顾问是具有较高水平、较强

理解能力、较强应对答复能力，可以与客户直

接商洽的高级销售人员；销售助理是负责对销

售线索进行发掘、电话呼出、发送传真及邮寄

的初级销售人员；销售秘书(销售管理员)负责

电话应接、名单搜集、分配，数据统计、分析，销

售记录等。

这一结构的设计主要基于合理分工销售

完成订单能力，销售助理只负责呼出，传真或

发寄邮件完毕，不对订单是否成交负责。该结

构的特点是：有效匹配人员结构，减少因销售

经验不足所造成的人员使用困难；有效降低成

本，增强销售产出；为销售人员提供了晋升通

道，还可进一步划分销售级别，促使销售人员

有晋升激励机制。

销售设计还包括薪酬设计的内容，薪酬包

括两方面，：一是销售人员的薪酬机制，要做到

合理激励，按销售计件更为合理，尽可能使用

数字而非分成比例来测算，要注重任务完成率

和超过部分的奖励机制，以重点鼓励超额完成

为激励目标。销售成单结果还应与其他相关部

门人员及全员挂钩，合理测算并结算，从而使

全员支持销售，如果其他部门员工，特别是与

业务服务关联度很高的员工未与销售挂钩，将

使公司的经营酝酿一场严重危机，相互不配合

的情况和矛盾就会大量出现，公司不久将陷入

内外交困的境地。

渊待续冤

九大路径开辟定制家居行业“升”级新方向

饮料行业的 2020 年：无糖化成风口，品牌不断拓展产品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