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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陶瓷指除艺术陶瓷、建筑陶瓷、工业陶瓷、卫
生陶瓷以外的供日常生活使用的各类陶瓷制品，中
国日用陶瓷主要应用于家用、商业住宿、餐饮等领
域，其中家用领域是最大的应用市场。虽然在出口
市场的表现有所波动，作为中国居民最常用的陶瓷
产品，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
高的支撑下，中国日用陶瓷产量在 2018 年达到
533.2 亿件，并有望在未来以 5.2%的年复合增长率
继续增加。 

热点一：上游供应稳定，生产成本可控 

热点二：产品结构落后，高端产品较少 

热点三：产品多元化、个性化发展 

尽管原材料及能源费用是中国日用陶瓷生产商经营最大
的成本项目（合计占比 67.1%），由于主要原材料的本土
矿产资源充足，相关能源交易市场成熟，中国日用陶瓷
生产商能以相对稳定的价格获取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及能
源，对生产成本拥有较高的控制权。 

中国是日用陶瓷生产及出口大国，但产品集中在炻瓷、
白瓷、强化瓷等中低端市场，在骨质瓷等高端市场上竞
争力不足，结构性产能过剩、产品结构落后的问题长期
存在。 

中国消费者对日用陶瓷产品的需求存在各种差异。在基
本的功能性产品需求得到满足后，未来中国日用陶瓷市
场上的产品将进一步朝多元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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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论 

1.1 研究方法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 10 大行业，54 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

累了近 50 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 10,000 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商业住宿、餐饮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覆盖整

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向上市及上

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企业的

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

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

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

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

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头豹研究院本次研究于 2019 年 7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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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词解释 

 玻化：陶瓷烧制时，陶瓷坯体中部分组成物质形成一种非晶态物质的现象。 

 硬质瓷：使用 1,300 摄氏度以上温度烧制的瓷器，陶瓷胎体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 

 炻器：也称炻瓷，是一种使用中低温（低于 1,300 摄氏度温度）烧制的陶瓷器。 

 骨质瓷：也称骨灰瓷，在普通硬质瓷制造原料中添加草食动物骨灰烧制的瓷器，是日用

陶瓷中的高端品种。 

 反补贴：货物进口国针对货物出口国对出口产品的相关补贴政策，通过对进口货物征收

反补贴税或采取其他措施以保护国内同类产品的一种政策。 

 反规避：货物进口国为防止货物出口商规避已经实行的反倾销政策而采取的措施。 

 瓷泥：瓷器制造的次级原料，由高岭土、石英、长石等一级原料和水混合制成。 

 釉料：覆盖在陶瓷制品表面的玻璃质薄层，按釉料本身是否带有颜色可分为有色釉与无

色釉。 

 抗折强度：指材料单位面积受到弯曲负荷破坏时的极限应力。 

 一五：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自 1953

年起，中国开始以五年为单位制订国家的中短期规划，第一个五年规划即简称为“一

五”，对应的年份为 1953 年至 1957 年。 

 十二五：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应

的年份为 2011 至 2015 年。 

 十三五：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应

的年份为 2016 至 2020 年。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即原始设备生产商，指企业负责按客户

提供的样品进行加工生产，而不拥有产品的知识产权。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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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即原始设计制造商，指企业自主研发并生产

产品，客户根据需要采购。 

 软装饰：居住或商业场所中所有可移动的家具和装饰品。 

 头：瓷器规格术语，指包装盒内所有能单独移动的瓷器件数，如包装盒内有一个瓷杯及

相应的杯盖，则计为 2 头。 

 反应釉：不单独制备釉料，而是在陶瓷制品煅烧时，向燃烧室内投放添加材料令陶瓷坯

体表面发生化学反应形成釉层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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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市场综述 

2.1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定义及分类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陶器由粘土或陶土经加工成形及干燥后烧制制成，瓷器则由

瓷石、高岭土等原料经粉碎、混炼、成形、煅烧等工序制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及国家标准《GB/T4754-2002 陶瓷制品制造行业分类》的定义，日用陶瓷常

指除艺术陶瓷、建筑陶瓷、工业陶瓷、卫生陶瓷等类型以外的供日常生活使用的各类陶瓷制

品。 

根据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3 月联合发布

的中国国家标准《GB/T 5001-2018 日用陶瓷分类》，日用陶瓷可分为日用陶器及日用瓷

器（见图 2-1）：（1）日用陶器应满足吸水率大于 5%，胎体未玻化或玻化程度差、结构

不致密、断面呈土状的特征；（2）日用瓷器应满足吸水率小于或等于 5%，胎体玻化程度

高、结构致密、断面呈石状或贝壳状的特征。 

图 2-1 日用陶瓷分类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2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发展历程 

中国陶瓷制作历史悠久，传统陶瓷业的现代化转型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日用陶

瓷行业发展至今共经历了探索期、起步期和快速发展期三个阶段（见图 2-2）：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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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发展历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1）探索期（20 世纪 30 年代至 20 世纪 60 年代）：1934 年，中国民族实业家杜重

远在江西景德镇对当地陶瓷业发展近况进行实地考察并将考察成果向江西省政府作出报告

及建议。同年 12 月，江西省陶业管理局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开始了向以现

代化方式进行生产、管理的转型探索。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中国日用陶瓷行业仍以

手工作坊式的传统生产方式为主，采取人工练泥、拉坯成形等工艺，行业整体机械化水平较

低。 

（2）起步期（20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80 年代）：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通过向

日本、欧洲等先进国家及地区引进大量技术设备进行消化、吸收和国产化改造后，中国日用

陶瓷行业的机械化生产水平大幅提高，现代化进程得到了有力推进。同时，随着产品品种的

丰富化，日用陶瓷市场规模有所增长，具备现代化生产、管理特征的新型陶瓷企业逐步成型。 

（3）快速发展期（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推进、国家经济水平迅

速提高，在中国逐渐成为全球陶瓷生产大国的背景下，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在企业所有制、产

品开发、生产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较深的改革，正式进入现代化生产阶段。90 年代初期，景

德镇为民瓷厂引进的德国全套硬质瓷生产线、景德镇光明瓷厂引进的日本全套炻器生产线、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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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第一瓷厂引进的英国全套骨质瓷生产线等全国重点产区的新建生产线陆续投产，为中国

日用陶瓷生产的现代化、自动化生产树立了先进的样板。目前，中国在日用陶瓷产品生产中

已基本淘汰旧式手工生产工艺，领先的大型企业装配了与国际水平接轨的生产设备。 

2.3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市场现状 

中国是全球日用陶瓷制造中心和出口大国，年产量及出口量均居全球首位，2017 年中

国日用陶瓷产量在全球总产量中的占比为 70.4%，其中大部分产品流入国内家用市场。 

海外市场方面，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贸易

增速下滑，欧盟、巴西、印度、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对中国出口的陶瓷餐具

等日用陶瓷制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调查，其中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于 2014 年 1

月发布公告对中国产陶瓷餐具作出反倾销终裁，并宣布自同月 17 日起对中国产陶瓷餐具征

收为期 5 年的反倾销税。2016 年，中国日用陶瓷出口量与出口金额出现明显下跌。2017

年中国日用陶瓷出口 158.8 亿件，数量相对 2016 年已有回升，但仍低于 2015 年 168.2 亿

件的高位。由此可见，虽然在以美国、欧盟为首的主要出口市场仍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

由于国际市场的陶瓷进口需求多呈现萎缩态势，中国日用陶瓷在出口方面面临的整体形势仍

较为严峻。 

应用端方面，中国日用陶瓷主要应用于家用、商业住宿（酒店、旅馆、公寓）、餐饮等

领域，其中家用领域是 大的应用市场。2018 年中国日用陶瓷总产量达到 533.2 亿件，其

中 65.8%为家用市场消费，24.6%为商业住宿市场消费，其他商用市场消费占 9.6%。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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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产业链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产业链上游环节参与主体为原材料、能源供应商，中游环节的市场参

与者为日用陶瓷生产商，下游环节涉及经销商及酒店、餐饮等应用行业（见图 2-3）： 

图 2-3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产业链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4.1 上游分析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产业链上游厂商负责提供生产日用陶瓷所需的原材料及能源： 

（1）原材料主要为制作瓷泥及釉料所需使用的高岭土、石英、长石等天然材料及硅酸

锆等化工原料：①中国的高岭土资源矿产丰富，可满足国内相关应用行业的需求，实现自给

自足，目前在全国有湖南、福建、广东等主要产区；②中国石英资源较为丰富、分布广泛，

市场上主要品种供大于求，高端产品方面国际企业的垄断程度在逐渐下降；③中国长石资源

丰富，已探明的矿床数量在 20 个以上，产量满足市场需求；硅酸锆的生产原料主要为锆石，

中国的锆矿资源相对贫乏，进口依存度较高，硅酸锆产品定价主要受其上游主导。 

（2）能源主要为烧制陶瓷制品所需消耗的天然气与液化石油气。中国天然气与液化石

油气供应稳定，日用陶瓷生产商通常向就近的能源供应商进行采购，获取难度低。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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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用陶瓷生产商的主要经营成本项目包括原材料及能源费用、销售相关费用、人工

费用、财务费用等，所占比例分别为 67.1%、22.4%、7.5%、2.9%（见图 2-4）。尽管原

材料及能源费用是日用陶瓷生产商经营 大的成本项目，由于主要原材料的本土矿产资源充

足（硅酸锆除外，但由于其采购成本占比较低，在 10%以下，因此对行业影响不大），能

源交易市场成熟，上游环节整体的议价地位不高。 

图 2-4 中国日用陶瓷生产商经营成本结构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4.2 中游分析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产业链中游环节负责生产并提供日用陶瓷产品，包括炻瓷、白瓷、强

化瓷、骨质瓷等主要产品。 

（1）炻瓷：炻瓷是一种使用中低温（低于 1,300 摄氏度温度）烧制的陶瓷制品，也是

中低温陶瓷中的主要产品。炻瓷的生产成本较低，属于低端日用陶瓷器，多用于家用市场，

如作为茶具使用的紫砂炻瓷。 

http://ipoipo.cn/


 

12                                                                       报告编号[19RI0442] 

（2）白瓷：白瓷是一种使用高温（高于 1,300 摄氏度温度）烧制的瓷器，通常指瓷胎

为白色并使用透明釉料的瓷器。白瓷多用于家用及餐饮市场，是高温瓷中产量 高的品种。 

（3）强化瓷：制作时在瓷泥中添加铝、镁等矿物成分并使用高温烧制的瓷器，具有耐

撞击、抗折强度高的特点。由于具有不易破损、适合机器洗涤及厨房作业等优点，强化瓷在

餐厅、酒店等商用市场广受欢迎。 

（4）骨质瓷：也称骨瓷、骨灰瓷， 早在英国发明，自发明以来长期作为英国皇室及

贵族的专用瓷种，是日用陶瓷器中的高端品种。由于制作工艺复杂，质检标准严格，目前在

全球只有英国、中国、日本等数个国家生产骨质瓷，其中中国主要的骨质瓷产地为河北唐山。 

中国是日用陶瓷生产及出口大国，但由于长期缺乏品牌塑造，中国日用陶瓷在国内及国

际市场上缺乏知名的自主品牌，在品牌影响力方面落后于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

的精品品牌，难以通过品牌输出形成产品溢价。此外，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市场化程度高，行

业集中度较低，在炻瓷、白瓷、强化瓷等中低端市场中主要通过价格竞争来获取市场份额。 

近年来，在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规模较大的日用陶瓷厂商开始在智能生产、品牌经

营方面进行尝试，缺乏技术、品牌优势的落后产能将被兼并或淘汰。随着日用陶瓷行业的进

一步整合、行业集中度提高，中游环节在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将有所提升。 

2.4.3 下游分析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产业链下游为日用陶瓷经销商及作为直销客户的应用行业，包括酒店、

餐饮等商业服务业。 

（1） 经销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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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连锁商超等经销商是家庭用瓷等传统日用陶瓷产品的常用销售渠道。近年来，随着

收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国民消费结构中高端消费、个性化消费有所增加。受此影响，

中国日用陶瓷市场中呈现出需求多样化、艺术化、个性化的特点，礼品及定制类的精品日用

陶瓷产品逐渐兴起。精品日用陶瓷的销售渠道主要集中在自营专卖店、定制渠道、礼品渠道

等，对于经销渠道的依赖度不高。 

此外，在经营经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部分规模较大的日用陶瓷厂商开始进行销售结构

扁平化的尝试，通过在商场、机场购物区设立专卖店、销售专柜、产品展示中心等销售网点

建立直销网络，降低在局部市场的经销比例。 

综合上述分析，下游经销商群体的议价能力在未来将被弱化。 

（2）应用行业 

①酒店行业：中国酒店行业集中度较高，行业中规模 大的锦江国际酒店集团、首旅

如家酒店集团、华住酒店集团在 2018 年的市场占有率合计达到 47.6%（见图 2-5）。对

于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大型连锁酒店，日用陶瓷厂商的议价地位相对弱势。 

图 2-5 中国酒店行业市场占有率，2018 年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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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餐饮行业：中国餐饮行业是一个高度分散的行业，2018 年营业收入 高的一百家企

业在行业总营收中的占比仅为 9.2%（见图 2-6）。但由于餐饮用瓷多为中低端品种，产品

可替代性高，日用陶瓷厂商在相关产品的议价地位上并不占据优势。 

图 2-6 中国餐饮行业营业收入，2018 年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5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市场规模 

虽然在出口市场方面表现有所波动，日用陶瓷作为中国居民 常用的陶瓷产品，在中国

经济持续增长、国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的支撑下，行业产量规模在近 5 年仍保持着稳定增

长，年产量由 2014 年的 408.6 亿件上升至 2018 年的 533.2 亿件，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6.8%。 

未来五年，随着国产自主品牌知名度的逐渐提高，行业整合进程加快并向优势产能集中，中

国日用陶瓷市场有望保持 5.2%的年复合增长率，在 2023 年达到 687.0 亿件规模（见图 2-7）。 

图 2-7 中国日用陶瓷产量，2014-2023 年预测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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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驱动与制约因素 

3.1 驱动因素 

3.1.1 生产方式现代化 

中国是陶瓷生产古国，在日用陶瓷领域具有悠久的生产历史。20 世纪 70 年代前，中

国日用陶瓷采取手工为主的作坊式生产，使用石碾制备原料、人工拉制陶瓷坯、自然干燥等

工序，并以煤炭作为主要燃料。在这种传统生产方式下，产能扩张性差，在扩大生产规模的

同时往往容易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 

为缩小与国际日用陶瓷生产工艺的技术差距，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中国日用陶瓷行业

以设备及技术引进的形式开始了对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改革。20 世纪 70 年代，在原中国轻

工业部的支持下，河北唐山第三瓷厂及湖南醴陵永胜瓷厂分别通过全套引进设备的方式建成

了年产能 500 万件的样板工厂，迈出了中国日用陶瓷机械化生产的第一步。此后，中国在

全国日用陶瓷重点产区进一步扩大了设备及技术的引进规模，建立了以唐山第一瓷厂全套引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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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骨质瓷生产线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生产线，现代化生产方式在全国迅速普及，推动中国日用

陶瓷行业以现代工业的形式快速发展。 

3.1.2 旅游业与商务服务业发展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消费理念的转变，中国的酒店、餐饮等商务服务业在旅

游业的带动下迅速发展，促进了日用陶瓷消费量的增加。 

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14 至 2018 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由 36.1 亿人次

上升至 55.4 亿人次(见图 3-1)，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1.3%。 

图 3-1 中国国内旅游人数，2014-2018 年 

 

来源：文化和旅游部，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在国内旅游业的带动下，酒店、餐饮等下游相关行业同步快速发展。 

（1）中国酒店行业营业收入规模由 2014 年的 4,940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6,254 亿

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6.1%（见图 3-2）。 

（2）中国餐饮行业营业收入规模由 2014 年的 27.860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42,716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1.3%。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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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中国酒店行业、餐饮行业营业收入，2014-2018 年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与家用市场不同，服务业商用市场对于日用陶瓷的需求偏向于中高端产品，且更新速度

更快，对于产品质量稳定性要求更高。由此可见，中国日用陶瓷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与商用

市场的迅速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3.1.3 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 

自“一五”建设时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中国日用陶瓷行业逐步建立了由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职业学校三大系列组成的人才培养体系，为行业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 

（1）科研院所：目前中国在日用陶瓷领域拥有数十所陶瓷研究院所，其中国家级机构

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

所等，省级机构包括广东省陶瓷研究所、江西省陶瓷研究所等。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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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等院校：中国在江西省设有以陶瓷为特色的本科高等学校景德镇陶瓷大学，此

外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知名综合性大学中设有无机非金属材

料与工程院系或专业，对日用陶瓷相关领域展开研究，培养陶瓷业高端人才。 

（3）职业学校：中国主要产瓷区已建成了一批与日用陶瓷教育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如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等，形成了全国各省市联通的陶

瓷职业教育网络。 

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职业学校组成的人才培养体系为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培养了一支

规模可观的人才队伍，为行业的持续发展保障了人才资源的供应。 

3.2 制约因素 

3.2.1 产品结构落后 

中国是日用陶瓷生产及出口大国，但产品集中在炻瓷、白瓷、强化瓷等中低端市场，在

骨质瓷等高端市场上竞争力不足，结构性产能过剩、产品结构落后的问题长期存在。 

2013 年至 2017 年，中国日用陶瓷产品出口平均单价由每件 2.7 元人民币下降至每件

2.5 元人民币，整体波动不大但没有上升的趋势。同期，中国日用陶瓷产品进口平均单价由

每件 9.8 元降至每件 5.2 元，保持在出口平均单价的 1.9 至 3.6 倍水平，进出口平均单价剪

刀差明显（见图 3-3）。 

图 3-3 中国日用陶瓷进出口平均单价 

http://ipoipo.cn/


 

19                                                                       报告编号[19RI0442]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由于高端产品竞争力不足，在国际高端日用陶瓷市场上难以看到中国厂商的身影，这对

中国日用陶瓷整体出口规模形成了压制。同时，随着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高端日

用陶瓷产品向中国国内市场的不断渗透，本土日用陶瓷厂商在相关市场的份额受到挤压，对

高端产品的研发及推广积极性受到打击，形成恶性循环。 

3.2.2 知名品牌稀少 

在国际日用陶瓷市场上，发达国家的领先日用陶瓷企业均采取精品化战略，通过品牌形

象营销创造品牌溢价，代表性品牌有德国的梅森（Meissen）、英国的韦基伍德（Wedgwood）

和皇家道尔顿（Royal Doulton）、法国的塞夫勒（Sevres）、日本的鸣海（Narumi）等。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的品牌树立意识弱，在出口市场上难以看到使用自主品牌的产品。以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上市公司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发陶瓷”）为例，松

发陶瓷在出口业务方面使用 OEM 或 ODM 模式，为 Sainsbury's、Maxwell & Williams、

Renberg、Casa 等国际品牌进行代工并返销海外市场，并未采用松发陶瓷的自主品牌。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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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国际知名日用陶瓷品牌的经验，品牌形象的形成通常需要时间的积累。在中国，现

阶段能在消费者心中形成突出品牌认知的日用陶瓷品牌数目稀少，对中国日用陶瓷行业由产

品输出向品牌输出转型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制约。 

3.2.3 出口市场受限 

海外市场是中国日用陶瓷产品的重要销售市场，包括欧盟在内的出口地针对中国日用陶

瓷产品设置的贸易壁垒影响了行业整体的营业收入规模。 

2001 年 12 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借助劳动力等成本优势逐渐发展成为全

球日用陶瓷制造中心。随着中国日用陶瓷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提高，为保护本地企业，各

国通过反倾销税等贸易救济措施设置了一系列贸易壁垒： 

（1）2003 年 2 月，埃及决定对产自中国的日用陶瓷制品征收反倾销税，征税幅度

高达到 268%; 

（2）2009 年 9 月，阿根廷对中国日用陶瓷制品采取反倾销措施，以 4.7 美元每千克

的标准，对低于相关规定单价的所有产品征收差价税; 

（3）2013 年 5 月，欧盟对中国产陶瓷餐厨具作出反倾销 终裁决，宣布自同月 16 日

起对在欧盟清关的相关产品征收至少为期 5 年的反倾销税，抽样企业中 低税率为 13.0%，

407 家合作企业获得 17.9%的税率，其他不合作企业税率为 36.1%。 

针对中国日用陶瓷产品的外部税负增加了中国日用陶瓷行业的经营成本，限制了中国日

用陶瓷出口市场及整体市场规模的发展。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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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政策及监管分析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市场化程度高，发展相对成熟。近年来，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主要通过

出台与日用品生产、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与行业指南，为日用陶瓷行业的持续发展与转型营

造规范的政策环境（见图 4-1）。 

图 4-1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相关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009 年 4 月，中国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提高轻纺电子信息等商品出口退

税率的通知》，在 2008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的基础上

将日用陶瓷出口退税率由 11%上调至 13%，通过财政手段减轻了中国日用陶瓷产品在海外

市场的销售成本，体现了国家对日用陶瓷制品出口的支持。 

2014 年 4 月，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提出对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被责令改正但拒不改正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

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新环保法》对企业违法排污行为采取按日计罚，有利于督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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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中国日用陶瓷行业提高生产清洁化水平。 

2015 年 5 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即

《中国制造 2025》。《中国制造 2025》以绿色发展为五大基本方针之一，提出加快制造

业绿色改造升级，全面推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轻工、印染等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

推广轻量化、低功耗、易回收等技术工艺，将加速推动中国日用陶瓷生产绿色化改造升级。 

2016 年 6 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以下简称“《工业绿色规划》” ），提出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清洁生产技术改

造、推广绿色基础制造工艺等方式，大力推进中国工业生产能效提升，大幅减少工业污染排

放。《工业绿色规划》要求进一步提高环保及能耗标准，将加快中国日用陶瓷行业中高排放、

高能耗的低端产能淘汰。 

2016 年 8 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轻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以

下简称“《轻工业“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中国轻工业要以市场为导向，

大力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构建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和国际化

的新型轻工业制造体系。《轻工业“十三五”规划》是“十三五”时期指导轻工业的专项规

划，将指导中国日用陶瓷业在“十三五”时期创新发展，促进精品产品供给能力提升。 

2017 年 2 月，中国商务部发布了 新版的《出口日用陶瓷技术指南》，通过“出口日

用陶瓷生产企业要求”、“出口日用陶瓷生产检验”、“出口日用陶瓷包装材料检验”、“日

用陶瓷出口申报程序”等章节帮助中国日用陶瓷生产企业了解国际市场 新的技术标准与法

规，更好地应对各国不断增多且各有差异的贸易壁垒。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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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市场趋势 

5.1 行业整合加快 

随着国际市场对进口日用陶瓷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及中国日用陶瓷生产成本的上涨，过

去采取粗放式发展、依靠低成本参与市场竞争的日用陶瓷厂家将被领先产能吸收或挤出，中

国日用陶瓷行业的整合进程将加速推进。 

英国是全球日用陶瓷行业的知名参与者，在行业发展进程上领先于中国，英国日用陶瓷

行业在近 10 年已展现出明显的整合趋势。2009 年 3 月，创立时间超过二百年的英国日用

陶瓷业代表性品牌皇家道尔顿（Royal Doulton）与韦基伍德（Wedgwood）在美国私募

基金 KPS 资本（KPS Capital Partners）的操作下顺利重组，而此前皇家道尔顿已经与同为

百年老店的皇家阿尔伯特（Royal Albert）、明顿（Mintons）等品牌合并。 

参考英国的经验，随着人工等经营成本的不断上涨，除了落后产能被逐步淘汰以外，已

经具备一定市场地位的行业参与者也可能通过联合重组谋求新的发展机会，中国日用陶瓷行

业的集中度将逐渐提高。 

5.2 产品多元化、个性化 

由于在生活水平、审美标准、文化背景等方面有所差别，中国消费者对日用陶瓷产品的

需求存在各种差异，在基本的功能性产品需求得到满足后，未来市场上的产品将进一步朝多

元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中国是陶瓷古国，消费者接触日用陶瓷产品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对造型单调、缺乏创

新的传统型产品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审美疲劳，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对日用陶瓷的造型、配色、

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以白瓷餐具市场为例，如今市场上除了传统的大众化风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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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产品，还出现了造型新颖的异形白瓷制品（见图 5-1），在满足用餐功能性需求的同时还

可彰显消费者的个性审美。 

图 5-1 传统白瓷产品与新型白瓷产品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未来，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将通过对外学习、自主创新等方式开发出更多具有个性化设计

的创意型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选择。 

5.3 色釉炻瓷有望流行 

色釉炻瓷是一种表面使用有色釉料的炻瓷制品，具有绿色环保、装饰性强等特点，正日

益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关注。 

（1）绿色环保：随着中国消费者对节能、环保等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具有低

能耗、低排放等绿色元素的产品往往更受到消费者欢迎，色釉炻瓷使用 1,100 至 1,300 摄

氏度的温度烧制，比白瓷等瓷种的烧制温度低，因而对燃料的消耗也更少； 

（2）装饰性强：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办公室、商场商店、厂房等场

所的室内装饰逐渐受到关注。色釉炻瓷比传统的白瓷颜色丰富、装饰感强，可以果盘、花瓶、

饰品、烟灰缸等产品形式出现，在软装饰市场受到欢迎。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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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国与国际日用陶瓷消费趋势，中国日用陶瓷市场在未来将呈现出绿色消费、时尚

消费的趋势，色釉炻瓷有望在未来成为中国日用陶瓷市场的重要细分产品。 

6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6.1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竞争格局概述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参与者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低。当前中国日用陶瓷制造企业已超过

6,900 家，规模以上企业超过 1,500 家，在江西景德镇、广东潮州、河北唐山、福建德化、

湖南醴陵等主要产区形成了生产基地与产业集群，行业主要参与者有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

业、小型民营企业等（见图 6-1）。 

图 6-1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主要参与者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1）国有企业 

国有日用陶瓷企业通常成立时间较长，有较深厚的历史背景与工艺积累。中国国有日用

陶瓷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曾取得了优秀的经营效益，产品一度供不应求。20 世纪 90 年代

后，受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等原因影响，国有日用陶瓷企业数量有所减少，代表性企业有景德

镇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建国瓷厂、唐山红玫瑰陶瓷制品有限公司等。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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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型民营企业 

大型民营日用陶瓷企业生产规模通常在每年千万件以上，多装配有先进的进口设备或生

产线，拥有自主品牌及设计能力。凭借在技术、设计、品牌等方面的积累，该类企业在业内

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代表性企业有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 

（3）小型民营企业 

小型民营日用陶瓷企业的生产及资金规模较小，数量众多，多以作坊形式运营。该类企

业主要参与中低端产品市场，部分可提供产品定制服务，尚未形成代表性企业或品牌。 

6.2 中国日用陶瓷行业典型企业分析 

6.2.1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6.2.1.1 企业概况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发陶瓷”）于 2002 年 7 月成立于中国日用

陶瓷重点产区广东潮州，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大型日用陶瓷供

应商，产品销往中国国内及海外市场。松发陶瓷总部及工厂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并于北京、

汕头、揭阳等地设有分公司，旗下设有潮州市松发陶瓷有限公司、潮州市联骏陶瓷有限公司、

潮州市雅森陶瓷实业有限公司等从事日用陶瓷相关业务的子公司。 

2015 年 3 月，松发陶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顺利上市，成为中国日用陶瓷行业第二

家上市公司。以 2019 年 7 月 11 日收盘价计算，松发陶瓷的流通市值达到 19.9 亿元人民

币。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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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主营业务 

松发陶瓷的主营业务为家庭用瓷、酒店用瓷、精品瓷、陶瓷酒瓶等日用陶瓷产品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按销售区域的不同可分为出口与内销两大业务板块（见图 6-2）。 

图 6-2 松发陶瓷主营业务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出口业务是松发陶瓷主营业务中占比 大的板块，根据公司公告，2018 年松发陶瓷的

境外营业收入额达到 3.2 亿元人民币，占总营业收入的 63.4%。松发陶瓷的海外客户分布

广泛，产品外销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东南亚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主

要客户包括乐购公司（Tesco plc）、奥托集团（Otto Group）等国际知名企业。松发陶瓷

的日用陶瓷出口业务主要采用 OEM 或 ODM 模式，主要面向贸易公司、家居用品销售商等

企业客户，不参与零售环节，销售费用较低。 

松发陶瓷的日用陶瓷内销业务 2018 年境内销售收入为 1.9 亿元，主要面向酒店、餐饮

业及家庭客户。松发陶瓷在潮汕机场设有专卖店，并在北京、郑州等地设有商场销售专柜。

在直营渠道之外，松发陶瓷还通过华润万家、家乐福、大润发、卜蜂莲花等大型连锁超市进

行产品的全国布局，通过“直营+经销”的组合在国内市场建立了多元化的营销网络。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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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竞争优势 

（1）技术优势 

松发陶瓷具备“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资质，获有关部门批准设立有“广东省日用陶瓷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广东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两大技术研发平台”。松发陶瓷作为

广东省日用工艺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员单位，曾先后承担国家火炬计划—硅锆硬质日

用瓷、广东省火炬计划—高档日用无铅骨质瓷系列产品的研究开发、广东省产业技术创新

项目—高强度超薄高档陶瓷、技术改造项目—高级日用陶瓷智能化自动生产线的引进、吸

收再创新技术改造项目等国家级及省级科研项目。截至 2018 年底，上述四个项目均已通过

验收。 

（2） 设计优势 

松发陶瓷在产品的创意设计过程中，注重从不同的文化题材中寻找灵感，通过引进服装

设计、广告、工业设计等行业的设计人才，将其它行业的设计理念创新地融合到陶瓷产品的

设计中，实现了较强的产品创意设计能力。 

松发陶瓷曾先后与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德国 Dorfel 设

计工作室、荷兰 Spizes 设计工作室、上海木马工业设计有限公司、北京洛可可设计公司等

高等院校及设计单位合作，进行产品的设计开发。2015 年 2 月，由松发设计的“海鸥”系

列餐瓷及双层杯获得了 2015 年红点产品设计大奖的优胜奖奖项。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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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深圳市国瓷永丰源股份有限公司 

6.2.2.1 企业概况 

深圳市国瓷永丰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丰源股份”）成立于 1997 年 10 月，

创始人为刘氏制瓷家族第五代传承人刘权辉。永丰源股份总部位于深圳，旗下子公司众多，

设有深圳市国瓷永丰源瓷业有限公司、国瓷瑞琼实业（深汕特别合作区）有限公司、宜宾永

丰源瓷业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国瓷永丰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瑞琼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等从事日用陶瓷相关业务的子公司，注册资本均在 100 万元以上。 

永丰源股份在深圳市、江西省宜春市、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经济开发区三地设有生产

基地，占地面积分别达到 11 万、39 万、19 万平方米。 

6.2.2.2 主营业务 

永丰源股份围绕日用陶瓷这一核心领域开展公司的业务经营，旗下形成了经典系列、国

瓷系列、主题系列三大系列产品线（见图 6-3）。 

图 6-3 永丰源股份主营业务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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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源股份经典系列产品源自永丰源股份负责用瓷供应的数次国际活动及国家级赠礼，

是永丰源股份 高端的精品产品线，主要面向高端家用市场。经典系列产品在设计和命名中

融入了性别元素，以设计风格的不同划分为“先生瓷”与“夫人瓷”系列。 

永丰源股份国瓷系列产品是永丰源股份的高端产品线，主要面向高端餐饮、酒店及家用

市场。国瓷系列按使用功能分为国瓷餐具、国瓷茶具、国瓷酒具、国瓷杯碟等四个子系列，

系列产品均由永丰源股份设计总监、中央美术学院陶瓷设计工作室主任黄春茂先生设计。 

永丰源股份主题系列产品以中国传统文化、用户使用场景、陶瓷制作工艺等主题作为设

计出发点，面向普通的家用、餐饮等市场。主题系列产品中包括以下三个子系列：（1）以

中国传统文化为设计主题的“满堂红”、“帝王黄”、“翡翠绿”；（2）以用户使用场景

为设计主题的“浪漫婚礼”、“烛光西餐”；（3）以陶瓷制作工艺为设计主题的“水晶玲

珑”、“釉下雕花”。 

6.2.2.3 竞争优势 

（1）品牌优势 

永丰源股份中国日用陶瓷行业中少数拥有“国瓷”品牌的企业之一。 

自创立以来，永丰源股份多次承接国家任务：①2015 年西藏藏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

中央政府赠藏礼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中央政府赠新礼品定制任务；②2016

年二十国集团第十一次领导人峰会夫人午宴用瓷；③2017 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餐具用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国宴餐具用瓷等；④2018 年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宴会用瓷等。在一系列国家任务中参与瓷品供应，为永丰源树立高端的民族日用陶瓷品

牌形象发挥了显著的宣传作用。 

此外，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日用陶瓷消费者的语言文化背景，永丰源股份注册有 Au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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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品牌，有利于永丰源股份的产品克服语言障碍走向国际市场。 

（2）技术优势 

永丰源股份设立有研发部、技术部及品质管理部，拥有一支人数达数百名的技术研发及

品质控制人员队伍，其中包括全球知名陶瓷专家、中国高级工程师、大量中级工程师及来自

景德镇陶瓷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专业人才，为永丰源股份日用陶瓷产品的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技术积累方面，永丰源股份先后获得超过 30 项发明专利、15 项实用新型专利、196

项外观专利、680 项产品版权专利，掌握有色釉分离、釉中彩、釉上彩、釉下彩、釉下雕花

等数十项先进工艺技术，并擅长将新型技术与中国传统陶瓷工艺结合创新。 

6.2.3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6.2.3.1 企业概况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淳陶瓷”）的前身是创办于 1958 年的江苏

省高淳县陶瓷厂（以下简称“高淳陶瓷厂”），一个以手工方式制作日用陶瓷的国营陶瓷工

厂。1994 年 6 月，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高淳陶瓷厂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高淳陶瓷

正式成立。 

高淳陶瓷总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高淳经济开发区，在南京玄武区及南京固城镇设有分公

司，旗下设有南京玉泉陶瓷有限公司、南京昭和陶瓷有限公司、南京柴田陶瓷有限公司、山

西高陶瓷业有限公司、景德镇高陶瓷业有限公司等从事日用陶瓷相关业务的子公司，各厂区

占地面积合计达 85 万平方米，员工共计 1,800 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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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 主营业务 

高淳陶瓷主要从事日用陶瓷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自营出口，产品销往国内市场及美国、

欧盟、日本等地，现有国宴系列、餐具系列、茶具系列、礼品系列等四条产品线（见图 6-4）。 

图 6-4 高淳陶瓷主营业务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高淳陶瓷国宴系列产品源自高淳陶瓷此前承担用瓷供应任务的国际活动，是高淳陶瓷的

高端产品线，主要面向高端家用与餐饮市场。国宴系列产品以餐具套装形式售卖，包含“盛

世如意”及“一带一路”两个子系列瓷器套装，套装规格庞大，均在 50 头以上，材质为骨

质瓷。 

高淳陶瓷餐具系列、茶具系列、礼品系列以陶瓷产品的功能性划分，分别针对消费者的

用餐、饮茶、办公需求，系列内产品众多。餐具、茶具、礼品系列产品以中式传统设计风格

为主，套装规格较小，主要面向中低端家用、餐饮、酒店及礼品市场。 

6.2.3.3 竞争优势 

（1）战略优势 

高淳陶瓷长期坚持产品的区别化战略，在公司发展的早期就认识到了中国日用陶瓷出口

市场存在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缺乏具有特色的高档产品、中低端市场集中度过高等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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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摆脱低价竞争怪圈，高淳陶瓷在管理团队的带领下，开发出一系列符合美国《1986 年饮

用水安全与毒性物质强制执行法》对陶瓷制品铅、镉溶出量相关规定标准的反应釉餐具产品。

该系列产品在出口后获得了市场的欢迎，在美国百货店单周销量排名中连续取得第一的位置，

高淳陶瓷也因此成为美国反应釉餐具的主要海外供应商之一。 

（2）品牌优势 

高淳陶瓷自成立以来曾多次为在中国主办的大型国际活动提供活动用瓷供应服务：①

2014 年，高淳陶瓷独家承制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招待晚宴用

瓷、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宴会用瓷、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宴会用瓷

等；②2015 年，高淳陶瓷承制了第一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接风晚宴用瓷等；③2017 年，

高淳陶瓷承制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雁栖湖领导人午餐宴会用瓷、内蒙古

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庆典餐会用瓷等；④2018 年，高淳陶瓷承制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庆典餐会用瓷等。通过在一系列具有高关注度的国际活动中展示企业的产品，高淳陶瓷

有力地提高了高淳品牌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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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豹研究院简介 

 头豹研究院是中国大陆地区首家 B2B 模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互联网商业咨询平台，已

形成集行业研究、政企咨询、产业规划、会展会议行业服务等业务为一体的一站式

行业服务体系，整合多方资源，致力于为用户提供 专业、 完整、 省时的行业

和企业数据库服务，帮助用户实现知识共建，产权共享 

 公司致力于以优质商业资源共享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围绕产业焦点、热点问题，基于丰富案例和海量数据，通过开放合作的研究平台，

汇集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四大核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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