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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软体家具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软体家

具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软体家具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软体家具行业的现状、中国软体

家具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软体家具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软体家具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软体家具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软体家具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家具是指人类维持正常生活、从事生产实践和开展社会活动必不可少的器具设施大类。家

具也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发展创新，到如今门类繁多，用料各异，品种齐全，用途不一。

 

           家具是由材料、结构、外观形式和功能四种因素组成，其中功能是先导，是推动家具发

展的动力；结构是主干，是实现功能的基础。这四种因素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由于家具

是为了满足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和使用目的而设计与制作的，因此家具还具有材料和外观形

式方面的因素。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软体家具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8

年上半年我国家具零售达1053.2亿元，累计增长10.1%。       指标   2018年6月   2018年5月   2018

年4月   2018年3月   2018年2月       家具类商品零售类值_当期值(亿元)   213.4   183.9   174.1   178   

　       家具类商品零售类值_累计值(亿元)   1053.2   838.2   655.3   480.9   314.3       家具类商品零售

类值_同比增长(%)   15   8.6   8.1   10.9   　       家具类商品零售类值_累计增长(%)   10.1   8.9   9   9.3 

 8.5

    软体家具主要指的是以海绵、织物为主体的家具。软体家私的制造工艺主要依靠手工工艺

，主工序包括钉内架、打底布、粘海绵、裁、车外套到最后的扪工工序。

 例如沙发、床等家具。软体家私属于家私中的一种，包含了休闲布艺、真皮、仿皮、皮加布

类的沙发、软床。现代家私分类更为明细的一种家私类型。 目前软体家私行业在整个中国以

北京，香河家具之都，四川成都，广东等地已经形成了较大的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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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2014-2017年中国软体家具领先品牌企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佛山市志豪家具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运时通东莞家具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浙江顾家工艺沙发制造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六节敏华控股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七节深圳梦甜甜家具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六部分中国软体家具所在家具行业总体发展现状与运行情况分析

 第十三章中国家具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家具行业定义与分类

 一、行业概念及定义

 二、家具工业的工艺流程

 三、家具子行业划分

 四、家具行业的特征

 1、行业周期性

 2、行业季节性

 五、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行业工业总产值占GDP比重变化

 2、行业投资额占全国投资总额比重变化

 第二节家具行业统计标准

 一、家具行业统计部门和统计口径

 二、家具行业统计方法

 三、家具行业数据种类

 第三节家具行业上下游产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家具行业上下游产业供应链简介

 二、家具行业下游产业链分析

 三、家具行业上游产业发展状况

  

 第十四章2014-2017年中国家具行业运营分析

 第一节中国家具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中国家具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二、中国家具行业发展主要特点

 三、2014-2017年家具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1、2014-2017年家具行业经营效益分析

 2、2014-2017年家具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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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4-2017年家具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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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2014-2017年不同地区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第三节2014-2017年家具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一、2014-2017年全国家具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1、2014-2017年全国家具行业总产值分析

 2、2014-2017年全国家具行业产成品分析

 二、2014-2017年各地区家具行业供给情况分析

 1、2014-2017年总产值排名居前的10个地区分析

 2、2014-2017年产成品排名居前的10个地区分析

 三、2014-2017年全国家具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1、2014-2017年全国家具行业销售产值分析

 2、2014-2017年全国家具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四、2014-2017年各地区家具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1、2014-2017年销售产值排名居前的10个地区分析

 2、2014-2017年销售收入排名居前的10个地区分析

 五、2014-2017年全国家具行业产销率分析

  

 第七部分中国软体家具行业趋势预测展望与行业预测

 软体家具市场需求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新房的首次装修及旧房的二次装修都需购买软体

家具，此外随着消费升级，软体家具的更换频次与渗透率都逐步提升，这些因素共同支撑家



居的稳定增长。

 旧房的二次装修往往需要更换沙发、软床、餐椅、床垫等软体家具，更新周期大约为8至10年

，老旧房屋普遍进入更换家具周期，此外二手住宅的交易也提振了家具的市场需求。2020年

有望达到2200亿元市场规模。

 我国软体家具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             2016             2017E             2018E             2019E  

          2020E             基本假设：（1）住宅销售面积17年0%增长，18年-5%增长，此后每年5%增

长；（2）沙发一户一套，软床1.5套，床垫两件；（3）沙发/软床/床垫渗透率每年增加1个点  

                            全国住宅销售面积（亿平米）             13.8             13.8             13.1             13.8             14.5 

                             单套房平均面积（平方米）             100             100             100             100             100          

                    一手房销售套数（万套）             1380.0             1380.0             1311.0             1376.6            

1445.4                               存量房套数（万套）             61970.7             63350.7             64730.7            

66041.7             67418.3                               沙发             渗透率             80%             81%             82%             83%

            84%                               翻新率             3%             3%             3%             3%             3%                               

单价（元/套）             3000             3150.0             3307.5             3472.9             3646.5                               市场

容量(亿元)             777.4             837.0             882.2             967.9             1062.3                               软床             

渗透率             30%             31%             32%             33%             34%                               翻新率             2%          

  2%             2%             2%             2%                               单价（元/套）             2500             2625.0            

2756.3             2894.1             3038.8                               市场容量(亿元)             294.7             323.1             344.7

            386.4             433.0                               床垫             渗透率             60%             61%             62%            

63%             64%                               翻新率             3%             3%             3%             3%             3%                         

     单价（元/套）             1000             1050.0             1102.5             1157.6             1215.5                               市

场容量(亿元)             537.4             575.9             607.4             659.5             716.5                               软体家具

总规模             1609.5             1736.01             1834.38             2013.79             2211.78                               YOY     

       17.2%             7.9%             5.7%             9.8%             9.8%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第十五章2018-2024年中国软体家具产业前景展望与趋势预测

 第一节2018-2024年中国软体家具市场趋势调查分析

 一、我国软体家具企业的趋势预测分析

 二、我国软体家具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三、我国软体家具利润发展趋势分析

 四、我国软体家具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第二节2018-2024年中国软体家具行业新趋势探析



 一、未来中国软体家具工业发展的新趋势

 二、我国软体家具工业技术进步展望

 第三节2018-2024年中国软体家具行业市场预测分析

 一、中国软体家具产量预测分析

 二、中国软体家具市场需求与消费

 三、中国软体家具进出口贸易预测分析

 第四节2018-2024年中国软体家具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六章2018-2024年中国软体家具行业行业前景调研分析

 第一节2014-2017年中国软体家具投资概况

 一、中国部分软体家具产品投资情况

 二、中国软体家具生产设备投资分析

 三、中国软体家具行业投资面临的问题

 四、软体家具工业利用外资状况

 第二节2018-2024年中国软体家具行业投资机会分析382

 一、国内软体家具市场需求巨大

 二、新产品市场投资空间大

 第三节2018-2024年中国软体家具行业投资前景预警

 一、宏观调控政策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三、技术风险

 四、市场运营机制风险

 第四节专家投资建议

 一、重点投资产品

 二、重点投资领域

 三、渠道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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