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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轮轮降温，添置冬
衣提上不少宁波消费者的购物

计划。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新款羽
绒服价格较去年确实有明显上涨，

除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一些国
产品牌也走起了高端路线。

羽绒服同比去年
贵了20-30%

近日，市民胡女士在宁波二百某羽绒
服品牌柜台，准备为家人买两件羽绒服。“今
年新品上市的羽绒服，价格普遍比去年高。”
她说，去年曾经在该店购买一款当季短款羽绒
服，价格为899元；今年新品羽绒服，款式跟去
年差不多的，价格都在千元以上。

记者在多个服装品牌专柜采访时发现，羽绒
服涨价确实存在。“今年的羽绒服新品，确实比往年
价格贵一些，同比大概涨了20-30%。”宁波二百服
装楼层负责人王女士告诉记者，每年的12月中旬都
是羽绒服市场的销售高峰，不少新款产品也集中在这
段时间上市，目前还无法预测羽绒服价格的上涨是否
影响整体销量。

国产羽绒服试水高端市场
如果你的印象中羽绒服还是几百元一件，那么你就错

了，不少国产的高端羽绒服已经过万元。相比于以往，除了
羽绒服基本的御寒功能外，消费者开始越来越多关注到产品
设计、品质等方面的创新与发展。

记者在天猫旗舰店内看到，某国产品牌系列的羽绒服售
价高达11800元/件，也不乏买单者。从产品来看，其特点在
于采用北纬43度的鹅绒，可持久防水、防风、高度透气的科技
面料，自带recco生命探测仪等。
“今年羽绒服价格比去年高了不少。”宁波二百服装楼层负责

人王女士说，价格上涨，与物料成本和人力成本上涨都有关系，
特别是羽绒服填充材料羽绒的价格涨了不少。 记者 史娓超

冬天来到
取暖器热卖
产品更具颜值和场景化

伴随着冬天的到来，消费者对取暖器的需求也有了明显
的增长。记者在市区各大家电卖场走访中发现，取暖小家电
的年度销售大幕已然拉开。相对以往，今年选择购买中高端
取暖设备的消费者明显增加，传统的“小太阳”则被边缘化。

消费者更爱有颜值有品质的取暖产品
在苏宁易购天一店的二楼，各品牌的取暖设备都

被集中摆放在一个专门的区域。这些产品价格从近百
元到2000元不等，款式五花八门。除了传统的小太
阳，还有暖风式的、油汀式的。

记者看到一位工作人员正在向消费者展示一款暖
风机：按下工作按钮之后，机子上的两扇活动叶徐徐打
开，很快就有热风从里面吹了出来。与此同时，机子下
部的加湿口开始出现水雾帮助空间加湿。整个过程快
速流畅，再加上产品本身的“高颜值”，让人觉得与其说
这是台取暖器，倒不如说更像是一台小型空调。

该暖风机生产厂家的区域负责人罗女士告诉记者，

取暖产品开始热销也就是这段时间。从目前的销售情况
看，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选择有明显的分层。“一般家用的
都会选择油汀或者热风式的，特别是一些附加功能齐全
的产品，例如添加加湿功能的，可以烘衣服的、具有远程
开启功能的特别受欢迎。而传统的取暖神器‘小太阳’
的销量，下降严重。除了放在一些特定的场所使用，
比如门岗之类的地方，很少会有放在家里用的。”她
表示宁波的消费者对于小家电品质的要求越来越
高，特别看重产品的安全性能和使用的舒适性，哪
怕价格有些差异，也宁可多花一点钱。店里一两
千元的产品销量是最好的。

适应消费升级，产品更具场景化
作为季节性极强的小家电，近年来取暖设备的消

费一直在增长，根据行业统计，在家电销售量整体下滑
的2018年，取暖器仍以44.8%的年增长率在小家电领
域傲视群雄。

记者观察到，相比往年的“就产品卖产品”，今年在
取暖设备领域，更多出现了“单品向方案”的改变。业
内人士唐晓娟告诉记者，今年的取暖设备很多都是为
各种生活场景提供相对应的产品。“比如在卫生间使用

的，就有防水且可以为衣服加热功能的产
品，方便消费者在潮湿环境下和洗澡中
使用；在书房里有小巧的桌面式产品，可
以边加热边加湿；在卧室则有更能合理
利用空间的踢脚线式产品。”她认为，
这一改变其实是借鉴了其他大家电
近几年的消费趋势，抓住了消费者消
费升级的需求。

取暖器创新上尚有不足
不过业内人士也指出，尽管近几年的销售成绩尚

可，但从长远看来，取暖设备的发展并不算优秀。
“尽管有些变化，但相对于其他小家电而言，取

暖器行业的更新换代依旧很慢，特别是缺乏核心技
术的创新。大多是改改抄抄之类的小打小闹，很少
会有出彩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取暖器发展至
今，还是价格驱动型，而不是靠技术和产品驱动。即
便是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所谓的中高端产品，但是
在产品技术创新方面还是比较乏力。”家电圈分析师
许意强表示，取暖器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属于

典型的边缘性产品。“北方有供
暖，南方有空调，取暖器只是在
阶段性时间作为家庭的消费补
充。”他认为在未来，取暖产品
的发展依旧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如何在提升品质的基础
上，对产品做出一些实质性
的改变，才可能是让这一品
类走得长远的关键。

记者 黎莉 文/摄

家电卖场里的各种取暖器家电卖场里的各种取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