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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ldquo;沙发&rdquo;是个外来词，根据英语单词sofa音译而来。为一种装有软垫的多座位

椅子。装有弹簧或厚泡沫塑料等的靠背椅，两边有扶手，是软装家具的一种。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沙发市场发展态势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共

九章。首先介绍了中国沙发行业市场发展环境、沙发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沙发

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沙发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沙发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沙发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沙发产业有个系统的了

解或者想投资中国沙发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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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沙发行业现有渠道模式

（1）自营店销售模式

（2）经销商销售模式

（3）互联网销售模式

9.3.2 沙发行业传统渠道困境

（1）卖场布局多、乱、杂

（2）租金逐年走高，挤压利润空间

（3）沙发销售的被动性

（4）常年促销，难有作为

9.3.3 沙发行业渠道创新方向

（1）与装修设计公司合作

（2）网上营销模式

（3）独立店营销模式

9.3.4 沙发行业电商渠道策略 

9.4 沙发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9.4.1 沙发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研发设计能力壁垒

（2）品牌壁垒

（3）销售渠道壁垒

（4）管理水平和人力资源壁垒

9.4.2 沙发行业生产模式和制造模式分析

（1）行业制造模式

（2）行业制造模式

9.4.3 沙发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1）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的利润下滑风险

（2）房地产市场调控导致的业绩下滑风险



（3）销售渠道的控制风险

（4）销售费用波动导致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5）管理风险

（6）产品质量风险

（7）品牌风险

（8）经营业绩季节性波动风险

9.5 沙发行业投资潜力与建议

9.5.1 沙发行业投资机会剖析

（1）政策环境良好支持沙发市场

（2）居民的消费结构转变刺激家居消费

（3）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及&ldquo;新型城镇化&rdquo;战略的提出

（4）成熟沙发产业链保障行业发展

（5）房地产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 

9.5.2 沙发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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