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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情况分析

从哪里开始了解您的客户和他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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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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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家装建材行业以门窗，卫浴，管件这几大类
产品为主，近五年来得益于整体建筑行业的增长，
以 的年增长率增长到了 亿美元的市场体
量。中国在 年有 家家装建材企业，而
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

行业整体集中度较低，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企业。
但是行业的区域集中度高，企业基本成片集中分
布。

预测到 年，行业体量将以 的年增长率
增长至 亿美元。



行业产品具体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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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中主要是两大类，一是金属的装饰建
材，另一个是水暖类材料。

其中金属建材装饰占比超过一半，金属的
装饰建材主要包括各种金属门窗，天花板
，装饰材料，卫浴材料。

水暖类材料主要包括各类暖气片，淋浴设
施，管件弯头等



行业企业分布情况

行业企业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北部和南部，占比超过 。基本上分布在河北，浙江，广东三省，三省的总产值
占整个行业的 。

得益于上游的河北钢铁集团，河北的企业贡献了整体行业的 产值，但是一般的企业产值不大，中小企业分布众
多。浙江则是有很多的水暖企业，贡献了行业整体 的产值。广东省的总产值占全国 ，但是受益于沿海城市
交通经济发达，广东省的产品大多出口海外，占了行业总出口的

6



家装建材行业关键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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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

进程加速

全球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

消费者对于房屋家装需求

提升，同时国家基础建设

投入也增大。机会点在发

掘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新兴

市场

价格成本

国内的钢铁产能高价格

稳定，决定了家装建材

成本较稳定，因此产品

价格上有优势

原材料

技术创新

家装建材行业的技术水

平决定了产品的附加

值。很多国外大品牌的

产品质量高，国内出口

产品需要与之竞争

竞争



全球陶瓷类建材出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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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出口580.8亿美元，其中中国为第
一大出口国，出口22.4亿美元。



全球陶瓷类建材进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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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需求最大的是美，英，德，法。

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沙特
以及墨西哥的需求也较多

非洲作为新兴市场需求整体偏少



中国陶瓷类建材出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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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出口量除了美国，主要集中在 y
亚洲如印度，韩国和东南亚国家

针对全球进口需求，中国对于英国，德
国，俄罗斯等地的出口仍有上升空间



全球钢铁类建材出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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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出口489.8亿美元，其中中国为第
一大出口国，出口11.5亿美元。



全球钢铁类建材进口一览

进口需求上看最大的是美国，德国和英
国。

欧美其他国家整体进口需求大。

东南亚，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需求量也
较高。



中国钢铁类建材出口一览

13

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出口的最大两个国
家，此外东南亚市场，巴基斯坦和澳大
利亚也是主要出口地。

基本上出口覆盖了全球大部分区域，北
非有些国家出口也较多。

南美整体偏少。



全球卫浴设备出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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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出口41.3亿美元，中国为最大出口
国，出口9.5亿美元。德国第二大，出口
7.8亿美元。



全球卫浴设备进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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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德，法，美的进口需求高，次之
是欧洲，加拿大，俄罗斯。

拉美和非洲大陆整体需求较小



中国卫浴设备出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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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传统欧美市场，中国对于印度，日
本，泰国以及墨西哥的出口量也偏大

东欧北非和拉美出口还有很多上升空
间



关税影响

， ， 基本都在美国 加征关税清单中，
出口美国税率变高导致出口成本增加。

解决方案：

新兴市场机会点可以供参考。



陶瓷类建材市场机会点-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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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欧的需求量整体都处
于上升，东欧国家暂时体
量都不大，但是增长率很
高

英法德，芬兰和瑞典五国
的增量基本很少



陶瓷类建材市场机会点-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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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国家中大部分体量都
不高，并且增速接近，处于
10%左右

但是马来，菲律宾和印尼
的增速明显



陶瓷类建材市场机会点-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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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中除了南非，埃
及，阿尔及利亚以及摩纳
哥，其他体量都较小。

大部分国家进口保持平稳
不增长

利比亚，刚果的增速很高，
需求上升明显



钢铁类建材市场机会点-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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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国家的进口需求平稳
，大部分国家已经开始呈
现负增长。

但是匈牙利，爱尔兰，克罗
地亚，斯洛文尼亚，芬兰等
国家都的增速还可以

英国虽然体量很大，但是
去年的增速十分明显，超
过100%。



钢铁类建材市场机会点-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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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国家中大部分过去5
年平均增速都很低。

但是印尼，泰国，日本去年
的增速明显。印尼甚至达
到了130%的增速

文莱整体体量很小，但是
增速非常高。



钢铁类建材市场机会点-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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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对于钢铁类建材
的需求量处于快速上升
期。

埃及，赞比亚，刚果的年增
速都超过了50%

科特迪瓦和喀麦隆的增速
都接近200%



卫浴市场机会点-欧盟

老牌休国家整体增长已经
平缓，上升空间不大。

东欧很多国家的增量都从
10%提高到了20%，需求量
处于上升范畴

丹麦近几年的增长非常高
，去年的增长率超过了
40%



卫浴设备市场机会点-APEC

APEC区域整体需求都在增
长。可以看出智利，新加坡
，印尼，泰国等国虽然暂时
体量不大，但是进口量逐
年递增，有很大市场空间。



卫浴设备市场机会点-非洲

非洲大部分的国家属于进
口上升期，增速为个位数
或者甚至是负增长

利比亚，赞比亚，塞内加尔
，安哥拉四国的增速比较
明显，超过了20%



常用在线出口分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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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 - 分析行业出口国家的潜在机会点：http://exportpotential.intracen.org/#/home

Macro Market - 关于国家和产品的宏观介绍：
https://macro.market/country/aschn?source=oec

Comtrade - 全球出口数据：
https://comtrade.un.org/

国家进出口可视化：
https://atlas.media.mit.edu/en/profile/country/chn/

谷歌商机洞察：
https://marketfinder.thinkwithgoogle.com/intl/en/
也可关注“谷歌营销商学院”公众号，快捷菜单查询

谷歌趋势：
https://trends.google.com/

http://exportpotential.intracen.org/#/home
https://macro.market/country/aschn?source=oec
https://comtrade.un.org/
https://atlas.media.mit.edu/en/profile/country/chn/
https://marketfinder.thinkwithgoogle.com/intl/en/
https://trends.google.com/


Google X 家装建材

行业的营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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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国家搜索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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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搜索量来看美、德、法、英四国波 动比较一致，通常在12月下降，新年的时候会上升。

其他国家的搜索基本平稳



TOP国家点击成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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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上欧美国家的总体确实很高，期中澳大利亚的成本甚至超过了美国。

亚太国家点击成本较便宜



建材主要参数对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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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2019 的年比年增长 - Q1'19 vs Q1'18

Queries Imp Clicks Ad CTR CPC Ad Depth

YoY YoY YoY YoY Q1'19 YoY Q1'19 YoY Q1'19

Mobile 24% ▲ 64% ▲ 28% ▲ -22% ▼ 1.7% -6% ▼ $1.01 33% ▲ 16.9

Tablet -5% ▼ 23% ▲ -0% ▼ -19% ▼ 1.9% -7% ▼ $1.14 32% ▲ 17.8

Computer 1% ▲ 19% ▲ -5% ▼ -21% ▼ 1.7% 7% ▲ $1.61 24% ▲ 12.9

Overall 13% ▲ 46% ▲ 15% ▲ -21% ▼ 1.7% -4% ▼ $1.17 31% ▲ 15.7



建材点击和CPC的季节性变化-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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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月度变化趋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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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过去四年中，CPCs 价值在$1.26-$1.35，峰值一般出现在6月

搜索量通常在3月到达顶峰

Jan Feb Mar Apr Sep Oct Nov DecMay Jun Jul Aug

Queries

CPC

71 84

$1.26 $1.35

⤒ ⤓

⤓ ⤒

⤓

⤓

⤒

⤒



水暖设备主要参数对比-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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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2019 的年比年增长 - Q1'19 vs Q1'18

Queries Imp Clicks Ad CTR CPC Ad Depth

YoY YoY YoY YoY Q1'19 YoY Q1'19 YoY Q1'19

Mobile 18% ▲ 63% ▲ 27% ▲ -22% ▼ 1.5% -5% ▼ $1.26 32% ▲ 16.8

Tablet -7% ▼ 22% ▲ -1% ▼ -19% ▼ 1.7% -1% ▼ $1.14 31% ▲ 19.6

Computer -0% ▼ 17% ▲ -7% ▼ -21% ▼ 1.4% 8% ▲ $1.65 21% ▲ 14.4

Overall 9% ▲ 42% ▲ 12% ▲ -21% ▼ 1.5% -1% ▼ $1.36 29% ▲ 16.2



水暖设备点击和CPC的季节性变化-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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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暖设备月度变化趋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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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四年中, CPCs 价值在 $1.4-$1.5 之间并且在11月到达峰值。
搜索量通常在1月到达顶峰。

⤒

Jan Feb Mar Apr Sep Oct Nov DecMay Jun Jul Aug

Queries

CPC

73 82

$1.40 $1.50

⤒ ⤓

⤓ ⤒

⤓

⤓

⤒

⤒



行业网站案例

什么是好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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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要素一览图

家装类别可以按照图示的导航栏分类。服务电话，搜索框要醒目

登录，报价，心愿单和可能的折扣都是有可能获取询盘的点击，放在醒目位置合适

客户的评价能增加询盘有效性

设置在线客服也很重要



品牌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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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的导航明确，
按照家装的功能区
划分

图片选择尺寸和质
感合适，符合品牌
定位

搜索框明显

自己的品牌 应该
位置显著



网站测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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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peed/p
agespeed/insights

即使是品牌类网站，由于大量图片展示，整
体表现依然不好

移动端速度更需要优化

在给客户做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图片优化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peed/pagespeed/insights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speed/pagespeed/insights


利用Google工具优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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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Tag Manager

無需技術，簡單部署網站的各項
追踪需求

Google Analytics

從流量效果到用戶行為，了解網
站各項優劣勢

Google Optimize
 

方便有效的A/B網頁測試，不斷
提高您的網頁表現效果



行业关键字

家装建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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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装建材行业关键字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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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中的热门关键字有很多是其他分类的
热门词，例如 也可以是知名软件的
搜索词

所以行业关键字一定要结合产品，并且尽
量多加屏蔽词

各区域在该行业的搜索习惯不同，例如北
美很多会结合线下商城和服务，要注意区
分，根据区域定制不同关键字



北美家装建材主要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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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多为各类家装区域中的关键部件，例
如马桶，门窗，地毯等。

人名中含有woods的关键词需要注意屏蔽，
比如热搜的明星名字

北美有很多搜索是寻找本地的水管工之类
服务，也需要注意屏蔽



东南亚家装建材主要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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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搜索关注最多是卫浴，并且结
合了品牌的搜索

电影名字中有一些门窗等词语的也要
注意屏蔽



西北欧家具主要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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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影响力高

需要注意屏蔽的关键字也多，例如门窗注意
屏蔽注明软件相关搜索



东南欧家装建材主要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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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欧的搜索更加本地化，海外拓展的时候
关键字要尽量用本地语言。

品牌的建筑公司和方案提供商有很多搜索
量

物品搜索集中在花洒，地毯和一些建材辅料
例如铺路石

需要注意屏蔽一些不相干的网站例如
onlinepont



拉美洲家具主要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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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关注比较多的是地板瓷砖类物品

同时对于卫浴设备如花洒也比较关心

搜索词通常搭配常用材质



非洲家具主要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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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搜索关注更多的是材质。

需要注意屏蔽的混淆关键字较多，包括本地
商场含有house和明星名字含有woods等



“拓展新行业只是开始，做好以
上以后您需要的是持续的行
业经验累积，才能更好的服务
该行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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