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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复盘美国床垫发展，产品的研发创新是床垫行业发展的清晰主线。 

 产品研发创新创造企业品牌力。由于床垫的消费属性不同于食品、服装等产品可以直接给出消费反馈，床垫的使用体验往往

需要时间的积累，短至一个月，长则一年，消费者才会对产品的特性有着充分的体会。因此在购买之前，大量的资料查询和产

品口碑非常关键，体现的是产品的品牌力。从美国床垫行业的发展情况来看，无论是营销宣传还是渠道的铺设，都是以产品研

发创新为卖点展；市场竞争格局的改变、行业排名的调整，也大多是由于产品研发上的突破导致。营销对于品牌力固然重要，

但是长期的品牌力创造，靠的是产品的不断研发创新。龙头企业凭借着高效的产品研发创新能力，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

睡眠体感需求。通过不断的对弹簧系统、填充物、面料、涂层等床垫组成部分的研发创新、产品升级。 

 短期来看，渠道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互联网未普及的时代，床垫的购买方式就是通过线下门店，因此美国催生了大批

的床垫零售公司。龙头企业凭借资金优势，进行全国/全球的渠道铺设策略，建立起另外一条行业护城河。但近年来，线下渠

道受到来自线上渠道的冲击。但我们认为线上渠道对竞争格局冲击有限，一方面，电商渠道壁垒较低，当前大量的床垫电商涌

入改变了细分市场的竞争格局，并倒逼龙头企业渠道升级，加强线上渠道布局。另一方面，对于床垫电商，突破天花板的途径

无疑是铺设线下渠道，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但美国床垫市场经过百年的发展，龙头企业在线下已经建立了较深的渠道

壁垒。而未来龙头且之间的竞争，渠道的差异化将越来越弱，竞争仍将集中在产品研发。    

 收购加强龙头间合作，头部集团优势互补。在各大企业实施全品类覆盖策略的背景下，龙头企业间技术的合作，可以让头部

集团在渠道和技术层面上，优势互补。而这种优势更明显的体现在了产品技术方面，推动产品的创新。 

 

对比国内市场我们认为，渠道下沉将助力企业抢占市场份额，产品研发是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消费观点的改变，国内床垫市场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床垫的需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渠道下沉的大众需求，另一方

面是来自消费升级的更新需求。当前国内的床垫市场并不成熟。 

 从人口基数来看，国内的床垫市场规模仍处于较低水平，城镇化率将带动床垫渗透率提升。 

 床垫仍然处在市场教育阶段，对于床垫的更换时间、喜爱硬床等消费观念仍然有待改变，消费升级将拉动床垫市场新的需求。 

渠道下沉助力企业抢占市场份额。当前国内床垫市场的集中度远低于美国水平。领先企业积极布局线下渠道抢占市场份额；同时，

积极布局线上&酒店&海外等渠道，实施多元化渠道策略。从 2018 年线下门店数量来看，慕思、喜临门优势明显；从线上渠道来

看，慕思、喜临门同样处于领先地位；酒店渠道方面，梦百合的零压房合作超过 2800 家酒店。全屋定制企业顾家家居线上线下

渠道优势突出。市场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长期来看，产品研发创新将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床垫企业发展初期，大多是 OEM 代工起价，在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

转型为 ODM贴牌模式；等到研发技术进一步能够支撑独立品牌推广，再转型为 OBM。其中，推动转型的核心因素就是产品研发

技术的积累。研发用费将是床垫企业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当前各个企业的研发费用占比都维持在较高水平。同时，在消费升级

的背景下，科技含量较高的专业床垫有望获得高速增长。梦百合凭借记忆棉 0 压系列产品，对标海外品牌泰普尔，有望在床垫市

场中脱颖而出。 

投资建议：渠道下沉优势明显+寻求行业整合优势，我们推荐关注：喜临门、顾家家居； 

产品研发+海外市场热度&反倾销税率优势，我们推荐关注：梦百合。 

风险提示：国内市场规模扩张不及预期，经济持续下行，贸易摩擦再升级，汇率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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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床垫市场集中度高，龙头企业高筑护城河  

床垫是实现睡眠消费升级的重要产品之一。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随着人均收入

的不断提升，对于睡眠品质的追求和改善，必将是消费升级的必要组成部分。美国作为床垫的起源地，

床垫行业处于成熟期，对国内的床垫行业发展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1.1 竞争格局稳定，龙头企业集中度高 

成熟期美国床垫市场规模增速稳定。从 1876 年席梦思创造出第一张由 14 个弹簧组成的弹簧床垫至今，

床垫在美国已有了 140 多年的历史。美国床垫行业从初期的发展阶段，到今日的成熟期，行业走出了舒

达、丝涟、席梦思、泰普尔等国际知名床垫品牌。根据统计，美国床垫市场规模，由 2002 年的 33.24

亿美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87.71 亿美元，CAGR 接近 7%。 

图 1：美国床垫市场规模及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网络整理、东兴证券研究所  

行业竞争格局稳定。从 2018 年的床垫制造商出货情况来看，整体排名情况较 17 年的排名相比，基本保

持了稳定。舒达自 2011 年起，连续 8 年维持了榜首的位置；席梦思与丝涟较为接近，出货量仅相差 9000

万美元，分列二、三。专业床垫品牌泰普尔和 Sleep Number 同样维持了第四、第五的排名。2018Top20

排名中，仅一家企业为 2017 年未进榜单公司，Classic Brands。其中，前四名的出货量遥遥领先榜单

上的其他品牌，占 TOP20 总出货量的三分之二。 

专业床垫增长稳定，全屋定制品牌高增速。在 2018年整体床垫市场出现 1.7%的下滑的背景下，前三名

企业（3S）下滑程度更加明显，分别下滑了 9.4%、16.7%和 6%。而以泰普尔和 Sleep Number 为代表的

专业床垫则体现了较强的韧性，出货量依然维持上涨趋势，同比增速分别为 5.9%和 4.1%。增速最快的

公司是全屋家具品牌爱室丽 Ashley，同比增长 50.3%，较 2017年 24.4%的增速再次提升 26 个百分点。 

床垫市场头部集中，龙头 3S 占比过半。头部集中是成熟市场的普遍特征，美国的床垫市场同样呈现头

部集中。从 2018 年全美床垫出货量情况来看，CR5 占比接近 70%，3S 合计占比超过 50%。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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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8 年美国床垫制造商 TOP20（单位：亿美元） 

2018 年排名 2017 年排名 公司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长率 

1 1 舒达 Serta 15.06  16.62  -9.4% 

2 2 席梦思 Simmons 13.66  16.40  -16.7% 

3 3 丝涟 Sealy 12.76  13.57  -6.0% 

4 4 泰普尔 Tempur-Pedic 9.12  8.61  5.9% 

5 5 Sleep Number 6.16  5.92  4.1% 

6 6 科丝娜 Corsicana 3.62  3.57  1.4% 

7 8 爱室丽 Ashley Furniture Inds. 2.36  1.57  50.3% 

8 10 Sherwood 1.89  1.55  21.9% 

9 7 斯丽比迪 Therapedic 1.60  1.54  3.9% 

10 11 蕾丝 Restonic 1.38  1.16  19.0% 

11 12 Symbol 1.18  1.11  6.3% 

12 9 Englander 1.16  1.21  -4.1% 

13 13 E.S.Kluft 1.12  1.02  9.8% 

14 14 金斯当 Kingsdown 1.02  1.00  2.0% 

15 15 金可儿 King Koil 0.96  0.93  3.2% 

16 16 Spring Air 0.78  0.72  8.3% 

17 NR Classic Brands 0.63  NR N/A 

18 17 Southerland 0.55  0.50  10.0% 

19 18 Boyd 0.45  0.44  2.3% 

20 19 伊丽丝 Eclipse 0.45  0.40  12.5% 

资料来源：今日家具、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2：2018 年美国床垫制造商头部集中情况 

 

资料来源：今日家具、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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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龙头企业秘籍：营销、产品、渠道+收购整合 

美国床垫龙头企业市占率不断提升，主要靠的是营销策略的精准投放、床垫产品的研发创新、渠道的多

元化，以及行业的并购整合。 

1.2.1 营销助力企业树立品牌护城河 

品牌是床垫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好的营销可以帮助企业迅速建立品牌护城河。席梦思、舒达等传统

品牌，正是靠着出色的营销，在床垫市场的发展初期迅速抢占市场，入住千家万户。 

 席梦思 

名人效应+广告创意，“床垫=席梦思”风靡全球。成立于 1870 年，作为弹簧床垫的鼻祖，由于其出色的

营销，席梦思一度在消费者心里成功打造出“床垫=席梦思”的印象。在 1927 年-1929 年期间，包括美

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女士、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音乐家乔治萧伯纳等众多社

会名流为席梦思代言。1933 年在中国建立工厂，享誉中国，成为精致弹簧床的代名词。 席梦思多次展

示了他强大的广告营销策略，1950 年的经典马戏团系列和 1995 年的保龄球系列是席梦思营销广告的代

表作。 

图 3：美国社会名流代言席梦思  图 4：1930 年申报刊登席梦思广告 

 

 

 

资料来源：官网整理，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官网整理，东兴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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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50 年马戏团系列广告  图 6：1995 年保龄球系列广告 

 

 

 

资料来源：官网整理，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官网整理，东兴证券研究 

 舒达 

动画短片+脍炙人口广告语，娱乐影视带动宣传。同样是美国老牌床垫企业，舒达则凭借着出色的广告

语和广告创意同样打造了极高的影响力。“We make the world’s best mattress.” “You sleep ON it, not in it.”

等广告语深入人心。同时，围绕着“数羊”入睡的观念，舒达数绵羊被作为品牌形象代言人引入市场，

制作出各种动画形式的广告，深受消费者欢迎。 

图 7：舒达失眠羊系列广告 I  图 8：舒达失眠羊系列广告 II 

 

 

 

资料来源：网络整理，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网络整理，东兴证券研究 

1.2.2 产品的推陈出新推动床垫行业发展 

床垫产品的推陈出新带动了美国床垫行业的发展。目前市场主流的床垫产品可以分为弹簧床垫、乳胶床

垫、记忆棉床垫、空气床垫、棕榈床垫(更多是亚洲市场，适合亚洲人的需求)和混合床垫。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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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床垫产品分类情况 

品类 说明 代表品牌 优点 缺点 图片 

弹簧床垫 
弹簧床垫属现代常用的、性能较

优的床垫，其垫芯由弹簧组成。 
席梦思、舒达 

弹性好，承托性较佳、透气性

较强、耐用 

连锁弹簧排列的弹

簧床可能会导致颈

椎和腰椎肌肉处在

紧张状态。独立弹

簧排列的床垫为了

固定内部垫材夹层

需使用大量的强力

胶。 

 

乳胶床垫 

从橡胶树上采集来的橡胶树汁，

通过起模、发泡、凝胶、硫化、

水洗、干燥、成型和包装等工艺

来生产出具有多种优良性能的适

合人体优质健康睡眠的现代化绿

色寝室用品。 

邓禄普 

弹性佳：天然乳胶制成，与人

体贴合度高，拥有很好的回弹

性。 

透气好：由蒸发模塑成型，因

本身有无数的气孔，所以具有

良好的透气性 

防蚊虫：独特的乳胶液气味对

驱散蚊虫有一定作用。 

过敏：很多人群会

对其乳胶原液有过

敏反应。 

性价比低：假货多，

不透明的暴利行

业，小白消费者基

本被宰。 

易氧化：时间长容

易发黄，氧化起屑。 

 

记忆棉床垫 

采用记忆棉为材料的床垫，又叫

慢回弹海绵、惰性海绵、零压绵、

太空绵等。 

泰普尔 

感温性：能够根据人体的不同

部位的温度提供适合的软硬

程度。 

慢回弹：将人体与床垫接触点

的压力均衡分散。 

解压性：能够吸收并且分解人

体的压力。 

安全环保：特有的材质可以很

好的抑制细菌和螨虫的生长。 

记忆棉床垫具有透

气性不佳，而且适

用人群不广，再者

就是随着温度下

降，记忆棉床垫会

变硬等缺点。  

空气床垫 
具有很强柔韧性和弹性，经过充

气后膨胀体积变大的一种床垫。 
Sleep Number 

可调节软硬，充气床不容易变

形 
寿命短；支撑差 

 

棕榈床垫 

棕垫的主要原料有山棕丝和椰

丝，山棕丝是棕树的棕衣（棕片）

纤维（颜色为深褐色）；椰丝是

椰子的果皮里的纤维（颜色为浅

黄色）。 

 

睡感偏硬，均匀承托，适合发

育中的青少年； 

其天然材料，比较安全； 

价格相对比较实惠低廉。 

保养不好或潮湿地

区容易出现虫蛀或

发霉的情况。 

棕榈的组装工艺需

要用到胶水粘合，

有甲醛超标情况。 
 

资料来源：网络整理、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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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梦思 

在床垫领域的长期高投入，使得席梦思始终位于床垫行业龙头之列。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床垫企业，席

梦思始终高度重视产品的研发。1925 年席梦思资助首个睡眠科学研究起，席梦思在床垫领域的创新与研

究都对整个行业的产品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行业发展初期，席梦思所推出的独立袋弹簧床垫

以及单免翻床垫都受到同业竞争对手的模仿。目前，独立袋装索道弹簧系统和负离子床垫科技是目前席

梦思公司的主打技术。 

 三环钢弦弹簧是美国席梦思 2004 年研发的革命性专利技术，研发的灵感来自於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的

悬索。金门大桥是举世知名的悬索桥，其最大的力是悬索中的张力，提供承重与稳定的效果，许多

吊车与建築工地，也惯於使用这样的技术。Simmons 席梦思将这种先进技术导入床垫业使用。 

 席梦思是首创革命性负离子纤维科技的床垫公司，由十四种矿物石浓缩压制成长条后，再编织成负

离子纤维。负离子纤维可于每立方公分的空气中，产生高达 300 个负离子。即使在空气静止不动的

状况下，只要床垫于使用期限内，都可以持续产生负离子。 

图 9：席梦思研发里程碑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泰普尔 

起源于 NASA解压材料研发，紧抓睡眠升级核心主题。泰普尔是记忆棉床垫的代表公司，记忆棉床垫和

枕头是公司的主打产品，目前泰普尔床垫产品根据不同的特性，分为感温系列、云雾系列和舒适系列，

紧紧抓住睡眠升级的核心主题——解压。公司的起源即由于研发而起。1970 年代初，美国宇航局 NASA

为减轻宇航员所承受压力，专门研发出了一种压力吸收材质。1980 年代，NASA 向公众公开这一材质。

瑞典的 Fagerdala 公司和丹麦的 Dan-Foam 公司在美国宇航局的发明上继续研发。用了将近十年时间，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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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最终将太空技术完善成 TEMPUR 材料，并运用于床垫产品。 

注重产品研发是泰普尔的成功之匙。泰普尔在 2001年扩展到了北美，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杜菲尔德市建

立了一个研发和工程技术中心，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建立了制造工厂。同时，在丹麦的研发

中心和工厂连续好几年扩建，以满足全世界对 TEMPUR 泰普尔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当前公司拥有四个

研发中心，三个在美国，一个在丹麦；同时公司拥有产品测试部门，每年负责跟踪上百名消费者的产品

测试。 

图 10：美国宇航局对泰普尔的认证证书   图 11：泰普尔材质美国专利号信息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网络整理，东兴证券研究 

1.2.3 门店渠道仍为主力市场，线上冲击有限 

床垫市场的渠道发展主要围绕这三方面：线下门店渠道铺设量、线上渠道兴起、床垫的售后配送。 

床垫消费场景固定，线下门店渠道为主力市场。由于床垫的使用功能特性，消费者偏向于实地、实物、

实操的对比考察。床垫企业的线下门店起到了让消费者可以近距离感受床垫产品，甚至是躺在上面小憩

的机会，对于消费者的消费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随着床垫行业的发展，催生了美国大批床

垫零售公司。四大龙头公司凭借资金优势，从全国布局，发展到全球布局；从铺设门店，发展到设立工

厂。在行业发展初期，面对区域划分的市场，渠道成为了企业的护城河。而随着头部企业以及海外企业

的渠道全球化，叠加互联网的冲击，弱化了这种渠道壁垒。长期来看，我们认为无论是线上冲击，还是

渠道配送创新，对渠道以线下门店为主的床垫行业冲击有限。 

表 3：龙头企业门店情况 

品牌 工厂、零售商及门店情况 

舒达 在全球 59 个国家拥有 62 家工厂，在 150 多个国家销售 

丝涟 在全球拥有 58 家工厂，覆盖 80 多个国家，近万家零售门店 

席梦思 在北美拥有 3300 个零售经销商，超过 1500 个网点 

泰普尔 覆盖 80 多个国家，16000 多家门店 

资料来源：网络整理、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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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垫电商存在天花板，龙头企业加强线上渠道布局。与所有的消费品一样，床垫行业也有来自线上渠道

的冲击。床垫的线上销售量近年来显著增加，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网络渠道购买床垫类产品。福布斯

的数据显示，2016 年床垫线上销售额占到总销售额的 5%，2017 年直接翻倍达到了 12%以上。我们认为，

这种高速的增长并不可持续。由于电商渠道壁垒较低，大量的床垫电商涌入改变了细分市场的竞争格局。

同时，美国床垫行业龙头公司积极扩张网络销售渠道。因此，电商渠道的快速增长或将难以持续。同样

对于床垫电商来说，突破天花板的途径无疑是铺设线下渠道，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但美国床垫

市场经过百年的发展，龙头企业已经建立了较深的渠道壁垒。  

配送创新，盒装床垫或倒逼产品升级。床垫的配送问题，也是对企业渠道的又一重考验。龙头企业选择

了全球范围内建设工厂，广铺销售和加工渠道。同样也是针对床垫的配送问题，近年来盒装床垫品牌

Casper 和 Classic Brands 市场规模迅速扩张，其中，Casper 吸引了众多好莱坞明星的投资；Classic 

Brands 2018 年实现出货量 6300 万美元，跻身床垫企业出货 TOP20 名单。其实配送的创新也是倒逼行业

对于产品进行升级。我们认为盒装品牌对市场的冲击有限，一方面盒装品牌较难做到龙头企业现有的技

术，另一方面这种配送形式的壁垒较低容易突破。 

图 12：盒装床垫 Casper 广告    图 13：Classic Brands 广告视频 

 

 

 

资料来源：网络整理，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MAZON，东兴证券研究 

1.2.4 收购加强龙头间优势互补 

收购加强龙头企业优势互补，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进入二十一世纪，床垫行业的两次龙头间收

购，强化了头部集团的领先地位。“老牌劲旅”席梦思和丝涟由于各自的经营问题，分别在 2008 年和 2013

年，被“后起之秀”舒达和泰普尔收购。但四大龙头依然独立运营，龙头间的合作加强了品牌间的技术

共享和渠道协同，进而加深了头部集团的护城河，尤其是在各大企业实施全品类覆盖策略的背景下，龙

头企业间技术的交流，可以让头部集团优势互补，推动产品的创新。 

 在泰普尔收购丝涟后，除了解决了丝涟的债务问题，两家企业在 2013 年进行了国内销售功能重组，

建立了联合核算部门，最大程度的发挥两大品牌的渠道和销售能力；2014 年，泰普尔丝涟联手率先

为高端系列产品体统长达 10年的包换服务（舒达席梦思半年后也跟进推出 5年&10年双重质保计划）；

2014 年泰普尔丝涟也同时对弹簧供货商进行了整合，由礼恩派公司承接剥离弹簧生产业务，统一供

货。 

 舒达席梦思合资后，进行渠道整合。在多伦多北边共同建造新工厂，关闭舒达旧工厂。而对于生产

渠道的整合其实也是对于技术的共享，确保两个品牌的产品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客户需求。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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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泰普尔收购丝涟前后营收情况   图 15：泰普尔收购丝涟前后毛利率净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 

图 16：泰普尔收购丝涟前后研发费用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东兴证券研究所  

2. 美国市场启发：产品研发是床垫行业核心驱动力 

复盘美国床垫发展，产品的研发创新是行业发展的清晰主线。从美国床垫的发展史来看，经历过工业化

拉动经济和房地产刺激下，行业快速发展的阶段，也经历过大萧条、金融危机时期企业大量出清的时期，

经历过互联网时代渠道多元化的冲击，同样也经历过大量企业的并购整合、以及龙头企业间的强强联手。

我们认为，产品的研发创新是美国床垫行业不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http://ipoipo.cn/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美国床垫行业启示：渠道助力企业抢占市场份额，产品研发为核心竞争力——床垫行业深度报告 P13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图 17：美国床垫行业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网络整理、东兴证券研究所  

2.1 门店渠道仍为主力市场，线上渠道冲击有限 

床垫消费场景固定，线下门店渠道仍为主力市场。由于床垫的使用功能特性，消费者偏向于实地、实物、

实操的对比考察。床垫企业的线下门店起到了让消费者可以近距离感受床垫产品，甚至是躺在上面小憩

的机会，对于消费者的消费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四大龙头公司凭借资金优势，从全国布局，发展

到全球布局；从铺设门店，发展到设立工厂。在行业发展初期，面对区域划分的市场，渠道成为了企业

的护城河。而随着头部企业以及海外企业的渠道全球化，叠加互联网的冲击，弱化了这种渠道壁垒。长

期来看，我们认为无论是线上冲击，还是渠道配送创新，对渠道以线下门店为主的床垫行业冲击有限。 

图 18：美国床垫行业销售渠道占比情况   图 19：2018 年美国电商渠道床上用品销量及增速排名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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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垫电商存在天花板，龙头企业加强线上渠道布局。与所有的消费品一样，床垫行业也有来自线上渠道

的冲击。美国市场，床垫的线上销售量近年来显著增加，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网络渠道购买床垫类产

品。福布斯的数据显示，2016 年床垫线上销售额占到总销售额的 5%，2017 年直接翻倍达到了 12%以上。

我们认为，这种高速的增长并不可持续。 

 电商渠道壁垒较低，当前大量的床垫电商涌入改变了细分市场的竞争格局；同时，美国床垫行业龙

头公司积极扩张网络销售渠道，电商渠道竞争加剧。 

 对于床垫电商，突破天花板的途径无疑是铺设线下渠道，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但美国床垫

市场经过百年的发展，龙头企业在线下已经建立了较深的渠道壁垒。  

配送渠道创新，盒装床垫或推动产品升级。床垫的尺寸大小，造成了床垫在购买和更新时候处理问题。

针对旧床垫的处理，美国企业早有负责回收等解决办法。而床垫的配送问题，始终是对企业渠道的又一

重考验。龙头企业选择了全球范围内建设工厂，下线大量铺设销售门店和仓库。同样也是针对床垫的配

送问题，近年来盒装床垫品牌 Casper和 Classic Brands 市场规模迅速扩张，其中，Casper 吸引了众多

好莱坞明星的投资；Classic Brands 2018 年实现出货量 6300 万美元，跻身床垫企业出货 TOP20 名单。

其实配送的创新也是倒逼行业对于产品进行升级。我们认为盒装品牌对市场的冲击同样有限。一方面，

产品上盒装品牌较难做到龙头企业现有的技术，另一方面这种配送形式、产品包装的技术壁垒较低，容

易突破。 

2.2 产品研发创新能力是床垫企业的护城河 

龙头企业之间，渠道的铺设情况逐步趋同，差距越来越小，竞争也集中在了产品研发上。短期来看，渠

道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互联网未普及的时代，床垫的购买方式就是通过线下门店，因此美国催生

了大批的床垫零售公司。龙头企业凭借资金优势，进行全国/全球的渠道铺设策略，建立起另外一条行

业护城河。但近年来，线下渠道受到来自线上渠道的冲击，削弱渠道壁垒。倒逼龙头企业渠道升级，加

强线上渠道布局，巩固行业地位，且电商企业存在较难突破的天花板，因此线上渠道对行业格局冲击有

限。而龙头且之间的竞争，渠道的差异化越来越弱，长期来看，竞争仍将集中在产品研发。 

产品研发创新创造企业品牌力。由于床垫的消费属性不同于食品、服装等产品可以直接给出消费反馈，

床垫的使用体验往往需要时间的积累，短至一个月，长则一年，消费者才会对产品的特性有着充分的体

会。因此在购买之前，大量的资料查询和产品口碑非常关键，体现的是产品的品牌力。从美国床垫行业

的发展情况来看，无论是营销宣传还是渠道的铺设，都是以产品研发创新为卖点展；市场竞争格局的改

变、行业排名的调整，也大多是由于产品研发上的突破导致。营销对于品牌力固然重要，但是长期的品

牌力创造，靠的是产品的不断研发创新。 

当前大部分品牌都实现了多品类覆盖，并在各个品类的产品的基础上，不断研发创新。龙头企业凭借着

高效的产品研发创新能力，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睡眠体感需求。通过不断的对弹簧系统、填充物、

面料、图层等床垫组成部分的研发创新、产品升级。因此，研发能力将是床垫企业的核心考验指标，需

要稳定增长的研发费用来支撑。 

收购加强龙头间合作，头部集团竞争优势明显。在各大企业实施全品类覆盖策略的背景下，龙头企业间

技术的合作，可以让头部集团在渠道和技术层面上，优势互补。而这种优势更明显的体现在了产品技术

方面，推动产品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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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普尔丝涟对弹簧供货商进行了整合，由礼恩派公司承接剥离弹簧生产业务，统一供货 

 舒达席梦思共同建造新工厂，确保两个品牌的产品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客户需求 

3. 国内床垫市场空间较大，渠道下沉+产品研发助力企业脱颖而出 

3.1 大众需求+更新需求，国内床垫市场上升空间较大 

当前国内的床垫市场并不成熟。根据国际睡眠产品协会 ISPA 统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床垫消费市场，

床垫消费总额从 2002 年的 6.8 亿美元增长至 2017 年为 93.1 亿美元，CAGR 高达 18%，超过美国 87.7 亿

美元的市场规模。但是从人口基数来看，国内的床垫市场规模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床垫仍然处在市场教

育阶段，对于床垫的更换时间、喜爱硬床等消费观念仍然有待改变。 

图 20：中国床垫市场规模情况  图 21：中国美国人口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网络整理，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网络整理，东兴证券研究 

我们认为，随着消费观点的改变，国内床垫市场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床垫的需求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渠道下沉的大众需求，另一方面是来自消费升级的更新需求。 

 城镇化率带动床垫渗透率提升。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较低， 2018 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9.58%，远低于发达国家 8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

（2016—2030 年）》，我国预计在 2030 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70%，依据城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未来十年我国仍处于 30%-70%的快速城镇化阶段。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床垫的渗透率有望进一步

提升。 

 市场教育普及，产品使用周期和消费升级合力拉动需求。对于床垫的更新需求，一方面，来自于床

垫本身的使用周期在 10 年左右（乳胶床垫的周期更短，在 5 年左右）。美国市场较为成熟，床垫的

更新周期在 8-10 年左右；床垫属于舶来品，目前国内市场仍处于教育阶段；另一方面，床垫的消费

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在下一次购买中，往往会选择更高档次的产品，来提升生活品质。也对床垫

的研发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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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中国城镇化率情况  图 23：中国美国人均 GDP 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网络整理，东兴证券研究 

图 24：2015 年国内床垫更换周期调查情况 

 

资料来源：观研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3.2 国内格局：渠道下沉提升企业市场份额，发力产品研发补短板 

3.2.1 全渠道布局，床垫企业抢占市场份额 

短期来看，渠道将助力市占率集中度提升。国内床垫市场的集中度远低于美国水平。据统计，2017 年我

国床垫行业集中度 CR4 为 14.5%，对比美国 2017 年床垫行业 CR4 高达 75%，领先企业慕思的市场占有率

仅为 8%。我们认为短期来看，在国内床垫行业的发展初期阶段，渠道的下沉将帮助企业抢占更多的市场

份额。 

企业积极布局线下渠道抢占市场。从 2018 年线下门店数量来看，慕思优势明显，对比 2014 年开店增速

来看，慕思、喜临门、舒达增量明显。企业加速下线渠道布局，有望提升市场份额，竞争优势明显。全

屋定制品牌顾家家居同样凭借着自身门店数量的优势，开展床垫业务，收购了出口床垫品牌 Delandis，

迅速提升市场占有率。 

渠道多元化，电商+酒店渠道同样竞争激烈。与美国市场类似，渠道的竞争同样体现在线上及酒店等的

多元化渠道之中。各大企业都已建立线上渠道，从 2019 年双十一的数据来看，在销售额上，慕思、雅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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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喜临门优势明显；在销售量上，喜临门遥遥领先。酒店渠道方面，国际品牌金可儿优势明显，在全

球使用金可儿床垫产品的 6000 多家高端酒店中，中国市场占据了 900 多家。国产品牌方面，梦百合的

零压房合作酒店 2800 多家，全国零压房数量超过 30 万间。 

图 25：中国床垫市场集中度情况  图 26：美国床垫市场集中度情况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兴证券研究 

图 27：中国市场各品牌门店情况  图 28：2019 双十一线上渠道销售额及销量情况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观研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淘数据，东兴证券研究 

3.2.2 研发推动企业转型，产品是核心竞争力 

长期来看，产品研发创新将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床垫企业发展初期，大多是 OEM 代工起价，在

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转型为ODM贴牌模式；等到研发技术进一步能够支撑独立品牌推广，再转型为OBM。

其中，推动转型的核心因素就是产品研发技术的积累。当前我国的床垫企业技术水平与国外品牌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各大企业加大力度进行产品研发补短板。因此，稳定增长的研发费用将是床垫企业考核

的重要指标。 

消费升级，专业床垫空间较大。从美国当前的床垫市场情况来看，传统的弹簧床垫增速放缓，各大龙头

企业甚至出现了回落。而以泰普尔和 Sleep Number 为代表的专业床垫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在消费升级

的过程中，专业床垫的市场空间较大。国内品牌中，梦百合对标泰普尔，主要以记忆棉为核心产品技术，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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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研发创新推出零压系列产品。从财务数据来看，梦百合研发费用占比在 3%左右，在行业内属于较

高水平。 

图 29：梦百合研发增速情况  图 30：梦百合和喜临门研发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 

4.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国内床垫行业，短期渠道的快速扩张有望提高企业市场份额；长期产品研发将是企业核心竞争

力。 

从渠道的角度，当前喜临门、顾家家居优势明显。 

 目前市场还在初期阶段，渠道是企业的竞争重点。喜临门和顾家家居线下门店较多且扩张速度快，

在渠道下沉中占得先机。线上渠道方面，喜临门在中低端市场优势明显，以量取胜；顾家家居作为

全屋定制公司，同样在线上销售额排名中遥遥领先，并再度独家冠名了 2019 年天猫双十一狂欢夜，

双十一期间，线上线下零售录单总额达到 23.6 亿元，同比增长率超 60%，创下了顾家历年双 11 零

售录单金额新高。 

 与美国床垫行业类似，龙头企业也在寻求强强联手的方式，顾家家居与喜临门一度传出收购交易，

随着顾家家居退出喜临门可交债交易，双方的收购合作意向告一段落，但仍可以看出龙头企业也在

尝试通过强强联手的方式进行行业整合。此前在 2018 年顾家家居收购了出口床垫品牌 Delandis玺

堡。我们认为，顾家家居和喜临门线下渠道优势，以及全渠道的布局策略，或将为企业带来业绩增

长。 

从产品研发创新的角度，梦百合空间较大。 

 梦百合床垫产品的更新换代逐步加快，研发投入维持较高占比。结合记忆棉产品，打造了 0 压系列

产品。长期来看，睡眠的消费升级一定是以健康为主线，0 压睡眠的产品概念符合睡眠消费升级的

核心逻辑。对标海外品牌泰普尔，梦百合有望在国内床垫市场中凭借产品优势脱颖而出。 

 公司同样寻求强强联手和收购整合，与全屋定制品牌索菲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收购了西班牙 Max

并且拟收购美国家具零售商 Mor,助力品牌海外布局；且海外市场专业床垫增长趋势明显，梦百合具

有产品端优势。 

http://ipoipo.cn/


 

东兴证券深度报告 
美国床垫行业启示：渠道助力企业抢占市场份额，产品研发为核心竞争力——床垫行业深度报告 P19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叠加政策层面上，反倾销裁定落地，仅有梦百合被裁定反倾销税率为 57%，其他获得单独税率的 36

家企业税率为 162.76%。反倾销政策的落地将重塑国内企业的海外竞争格局，梦百合有望凭借政策

优势确立海外市场优势。 

根据以上逻辑，我们推荐关注喜临门、顾家家居、梦百合。 

5. 风险提示 

国内市场规模扩张不及预期，经济持续下行，贸易摩擦再升级，汇率波动。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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