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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洗衣液市场分析报告
现在市场上常见的洗衣液一般可以分为三种：普通洗衣液、高档无磷洗衣液
和概念型洗衣液。

洗衣液因售价较高，所占市场份额还很低，但洗衣液市场近几年来却一直保
持着高速的增长。从长远来看，洗衣液市场巨大的潜力空间必将会对行业的发展
趋势产生重要影响。2008 年我国洗涤用品产量 672.64 万吨，与 2007 年比，增
长了 4.5%，其中液体洗涤剂产量 262.59 万吨，同比增长了 18.77%。即使受经
济危机影响，2008 年全国合成洗涤剂的销量仍旧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势头。并且，
在蓝月亮、威露士、开米等企业的推动下，目前我国的洗衣液市场发展迅猛。未
来几年，我国洗涤市场还将呈稳步上升态势，洗衣液也会以持续高速增长的市场
前景被看好。随着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更加快捷、更为便利、洗
涤效果更好的洗衣产品的需求将会越来越高。洗衣液以其自身的优点，将会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欢迎。最近 5 年来，洗衣液市场的发展速度均保持在 100-200%。
相比较而言，洗衣粉市场近几年的增长率仅为 5-8%，可见洗衣液市场有着巨大
的潜力。然而，尽管中国洗衣液销量增长速度很快，但跟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洗
衣液占洗衣剂的份额仍然比较低。在美国，洗衣液在整个洗衣剂市场的占比已经
超过了 80%，在法国，洗衣液的占比也在 61%以上，而在我国，洗衣液有 5%左右
的份额。此外，在洗衣液与洗衣粉的较量中，国内品牌与国内品牌、国内品牌与
外资品牌竞争激烈。中国洗涤产业只有发展高端环保产品，提升品牌，提高质量
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住脚。
2009 年以来，在全球经济环境表现疲弱、我国宏观环境趋暖回升的综合博
弈作用下，我国洗涤行业经历了外需市场低迷、内需市场稳步回升的两大市场支
撑引擎的升降考验。在国内市场持续增长为行业运行提供稳定市场保障的前提
下，积极发挥产业升级政策的作用，下半年洗涤行业继续呈现稳步上升之势。
《轻
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把表面活性剂的技改列为重点支持专项，这是对洗涤行
业极大的支持；占有洗涤用品产量近半壁江山的广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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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洗涤用品行业近期推出的“浓缩洗衣粉标志”及相应的技术标准和管理
办法将对提高洗衣粉性价比，降低生产消耗、运输成本，促进产业升级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由于内需市场的稳定和洗涤用品的刚性消费需求的双重作用， 2009
年洗涤用品工业总产值突破 1000 亿元，在相关扶持政策到位的前提下，洗涤用
品工业总产值将实现 12%的增长目标。

图表 1

2009 年 1-12 月份肥皂、合成洗涤剂等产品产量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9 年 1-12 月份肥皂、合成洗涤剂等产品的产量如下：
产品名称

单位

累计完成产量

累计同期增长（％）

肥皂

万吨

88.33

14.48

合成洗涤剂

万吨

692.87

9.31

其中：合成洗衣粉

万吨

380.23

7.46

香精及其他香料混合物

万吨

26.46

15.87

牙膏（折 65 克标准支）

亿支

74.12

2.86

家用洗衣机

万台

4935.82

12.9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表 2

地区

2009 年 1-12 月份肥皂、合成洗涤剂等行业分地区产品产量
肥（香）皂（吨）

合成洗涤剂（吨）

合成洗衣粉（吨）

香精（吨） 牙膏（万支）

全

国

883254

6928728

3802339

264638

741234

北

京

847

85236

3503

4556

8717

天

津

111

68577

86

2417

18011

河

北

166551

151759

116342

829

山

西

127657

106130

317

内蒙古
辽

宁

吉

林

91

8627

96392

46007

328

133192

82561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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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4492

上

海

18574

219336

56804

35098

27950

江

苏

91258

178086

44336

20878

94333

浙

江

369040

555539

294132

25020

20124

安

徽

33206

636648

381498

7558

67741

福

建

14823

23497

2646

347

江

西

1394

24123

770

19781

山

东

5155

379025

258330

5657

2056

河

南

14360

439808

239467

72934

湖

北

3911

219424

15010

1988

302

湖

南

4726

375733

335120

1077

1298

广

东

126707

2196731

1042714

54011

385763

广

西

12411

131117

78839

3528

37144

海

南

重

庆

593

41240

22624

256

四

川

8978

618356

525422

11141

贵

州

33859

28442

697

云

南

11204

8997

11763

西

藏

陕

西

107574

49790

27

甘

肃

27080

26564

青

海

宁

夏

新

疆

43043

39620

397

1827

156

35962

981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对于目前还不是很成熟的洗衣液市场，市场集中度相对比较高，全国性的品
牌有卫新、蓝月亮，其他就还有一些区域性品牌。
200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0 月，蓝月亮大举进军前的行业数据，从销售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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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来看，至 2007 年 10 月的前五名为绿伞、扇牌、开米、洛娃和蓝月亮，而到
了 2008 年 10 月则变更为卫新、绿伞、蓝月亮、洛娃和扇牌。在新贵强势冲击下，
老牌强者显得动力不足，多极市场初露端倪。

二、整个市场区域划分
图表 3

洗衣液区域集中度分析
洗衣液区域集中度分析
9%

23%

13%

10%
27%

17%

华北

华东

华南

东北

华中

西部

注：市场规模集中度
数据来源：中经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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