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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电脑：众厂商角逐，强者愈强 

笔记本电脑整体市场 

一、年度品牌格局 

联想蝉联榜首，华硕超越戴尔跻身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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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C 统计数据显示，在 2009 年 受用户关注的笔记本电脑品牌排行榜中，联想(含

Thinkpad，以下同)以 30.6%的关注比例领先其他品牌，一举夺魁，并连续两年蝉联榜首之

位。惠普以近 10 个百分点的差距落后联想名列排行榜的第二位，关注比例为 21.1%。华硕

排在第三位，占据 11.2%的关注比例。 

除上述三大品牌以外，其他厂商的关注比例均在 10 个百分点以下。戴尔、神舟、宏碁

分别位居第四至第六位，关注比例在 5%-10%之间；索尼、东芝、三星、方正分别位居第七

至第十位，关注比例在 2%-4%之间。清华同方、海尔、苹果、Gateway 和明基排在后五位，

关注比例在 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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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08-2009 年度中国 受用户关注的 15 大笔记本电脑品牌对比 

排名 
2008 年 2009 年 

品牌 关注比例 品牌 关注比例 

1 联想 26.3% 联想 30.6% 

2 惠普 18.8% 惠普 21.1% 

3 戴尔 11.9% 华硕 11.2% 

4 华硕 11.7% 戴尔 8.7% 

5 神舟 7.9% 神舟 6.3% 

6 宏碁 5.8% 宏碁 5.4% 

7 索尼 3.9% 索尼 3.4% 

8 东芝 2.6% 东芝 3.2% 

9 三星 2.5% 三星 2.1% 

10 海尔 2.1% 方正 2.0% 

11 富士通 1.7% 清华同方 1.4% 

12 清华同方 1.0% 海尔 1.1% 

13 明基 0.8% 苹果 0.7% 

14 方正 0.7% Gateway 0.6% 

15 苹果 0.6% 明基 0.5% 

 

与 2008 年相比，2009 年度 受用户关注的笔记本品牌变化不大，有所不同的是联想

和惠普夺得了更高的关注比例，戴尔的关注比例有了较大的下滑，从而把第三的位置拱手让

给了华硕。在前十名中，去年占据第十名的海尔跌出前十，被方正后来居上取而代之。 

纵观 2009 年笔记本电脑市场，联想、惠普和华硕名列三甲无甚悬念。 

联想笔记本电脑之所以能够夺得第一的宝座并且关注比例较去年上涨 4.3%，ZDC 认为

与联想推行的灵活准确的产品策略不无关系。2009 年，联想推出了面向消费市场的高性价

比产品，其中以联想 Y450 系列为代表的机型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成功，市场销量一直位居

前茅，该系列产品更是成为 2009 年度关注度 高的笔记本产品系列；另外，联想产品线丰

富，产品数量超过 250 款，产品几乎覆盖了低中高端笔记本市场。 

惠普关注比例较去年上升了 2.3%，仍位居品牌排行榜的第二位。2009 年，惠普笔记本

电脑价格保持了稳步下降，而且，惠普在商用市场明显发力，推出 Probook 商用系列产品

以其良好的工作性能提升不少口碑。 

戴尔关注度的下跌成就了华硕进入三甲。2009 年，戴尔品牌关注比例比 2008 年下降

3.2%。从市场表现看，戴尔笔记本表现乏力，不仅产品价格变动小，而且也无亮点新品推

出。戴尔平淡的表现也使得其在全球市场的销售下滑，据有关机构统计显示，戴尔在全球的

PC 销量排名相比 2008 年下降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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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硕关注比例比 2008 年略降了 0.5%，但因为戴尔降幅较大，因此华硕超越戴尔位居

第三名。在 2009 年上半年华硕表现不温不火，但从下半年开始，华硕发力消费市场，连接

推出了 N51、N61 和 N81 三个系列的游戏影音本，吸引了对游戏有较高要求的消费者的关

注，而连续不断的新品推出使华硕在下半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总的来说，2009 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品牌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态势，前十大品牌占

据着市场九成以上的关注份额。联想与惠普之间的争霸之战愈演愈烈，累计占据了市场超过

50%的关注比例。但是要注意到的是，虽然几大品牌的优势明显，但是随着各品牌不断推出

新品以及营销手段的不断变化，市场格局随时有可能发生很大的转变。 

二、季度品牌格局 

四强地位稳固，其他品牌竞争激烈 

 

表 2009 年 Q1-Q4 中国 受用户关注的 15 大笔记本电脑品牌对比 

排名 Q1 Q2 Q3 Q4 

1 联想 联想 联想 联想 

2 惠普 惠普 惠普 惠普 

3 华硕 华硕 华硕 华硕 

4 戴尔 戴尔 戴尔 戴尔 

5 神舟 神舟 宏碁 神舟 

6 宏碁 宏碁 神舟 宏碁 

7 索尼 东芝 索尼 索尼 

8 东芝 索尼 东芝 东芝 

9 三星 苹果 三星 三星 

10 海尔 三星 方正 方正 

11 苹果 方正 清华同方 清华同方 

12 方正 Gateway 海尔 海尔 

13 明基 海尔 Gateway Gateway 

14 清华同方 清华同方 苹果 明基 

15 Gateway 富士通 七喜 苹果 

 

ZDC 调查数据显示，在 2009 年第一至第四季度，联想、惠普、华硕、戴尔四大品牌固

守品牌关注排行榜前四位。联想领先其他品牌，在四个季度中均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惠普、

华硕、戴尔在四个季度中依次位居第二至第四名。 

除四大品牌外，其他品牌排名波动较为频繁，竞争更为激烈。神舟与宏碁、索尼与东芝

各出现一次易位。神舟在 Q3 被宏碁超越，夺去第五的位置；索尼在 Q2 被东芝超越，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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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的位置。三星除了在第二季度被苹果赶上，其他三个季度都稳定在第九名。而方正排名

一路提升，并在 Q3 成功入围前十。 

对比年初和年末，Q4 排名提升的品牌有方正、清华同方、Gateway，Q4 排名下滑的

品牌有海尔、明基、苹果。 

ZDC 认为，2009 年的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品牌之间竞争激烈，位居前几位的大品牌排

名稳定，其他品牌的排名随着市场行情不断变化。 

三、年度产品格局 

两极分化严重，联想独霸半壁江山 

 

 

 

ZDC 调查数据显示，在 2009 年 受用户关注的笔记本产品系列中，联想以五条产品系

列领先其他品牌，成为受关注产品系列 多的品牌，惠普以三条产品系列稍逊于联想，华硕

和 Acer 分别有一条产品系列入围。 

联想入围的五条产品系列共获得了 24.2%的关注比例，接近整体市场的 1/4。其中，联

想 Y450 系列在 2009 年受到了用户 高关注，其以 11.8%的关注比例遥遥领先其他笔记本

产品系列。Y450 系列自 2009 年 4 月初发布以来就凭借较高的性价比吸引了不少用户，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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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学生用户的关注，其关注度快速飙升， 终成为整个笔记本电脑市场中关注比例唯一超

过 10 个百分点的产品系列，并领先排名第二的产品系列近 7 个百分点。除 Y450 外，联想

入围的其他四条产品系列为 G450、Thinkpad SL400、V450、G430，分别在产品系列排行

榜中位居第三、第四、第六和第九位。 

惠普针对学生市场推出的 CQ40 和 CQ35 系列笔记本电脑，在价格持续走低、性价比

持续提升的作用下，也赢得了较高的关注度， 终 CQ40 排名位居第二，CQ35 名列第十。

惠普针对商用市场推出的 Probook 4411s 系列以良好的散热性能得到了商务用户的肯定，

终排名名列第六，仅低于联想定位中低端商用市场的 Thinkpad SL400 系列 0.02%。 

华硕入围的产品系列为 X85 系列，排名第七，其以较低的价格提供了独立显卡，满足

了部分用户对游戏娱乐的要求。Acer 入围的 4736 系列是一款低价笔记本产品，但其 大的

特点是拥有着时尚的宝石外观，这在低价位的笔记本中是不常见，凭借着时尚的外观和低廉

的价格，Acer 4736 排名第八位。 

通过调查，ZDC 认为，2009 年度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 受用户关注的产品系列多为学

生本和商务本。这说明学生消费者已逐渐成为笔记本市场的消费主力，各大厂商针对这一用

户群体不断推出新品，而这一部分产品的配置同时也满足了了大多数普通消费用户的需求，

从而获得了市场的肯定。同时，商务用户仍然是市场中不可忽视的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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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流品牌走势 

联想小幅下滑，惠普、华硕曲折前进 

 

 

 

对比联想、惠普、华硕三家品牌在 2009 年四个季度的关注走势，从总体上来说，只有

联想有较为明显的下滑，惠普、华硕的关注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联想的关注度呈持续下降的态势，第一季度凭借 IdeaPad Y430、ThinkPad SL 等系列

获得了 31.6%的关注比例，但在第二季度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到了第三季度，随着

Y450 配置升级，联想止住了下跌趋势，并小幅回升，然而回升趋势未能持续到年末，随着

第四季度诸多品牌齐发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联想关注度的流失，联想在 Q4 收官于

29.1%的关注比例。 

惠普的关注度在第一季度表现欠佳，关注比例仅为 18.6%，与联想有 3 个百分点的差

距。到了第二季度，惠普关注度有了大幅回升，第三季度延续第二季度的走势，并且关注度

有轻微上涨，第四季度则有所下降，关注比例降至 21.5%。 

华硕在上半年的关注度表现平稳，第一季度的关注比例接近 10%，为 9.9%，第二季度

有轻微上涨，第三季度在 N51、N61 系列游戏本的帮助下，关注比例上扬，第四季度的关

注比例则小幅回调至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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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宏碁曲折下滑，神舟上演过山车 

 

 

 

对比戴尔、神舟、宏碁三家品牌在 2009 年四个季度的关注走势，三者整体走势均呈下

降。 

戴尔关注走势呈波浪式，Q2、Q4 呈下滑态势，仅有 Q2 出现提示，年末比年初下降了

1.8%。神舟关注度在全年降幅较大，Q3 下跌至全年 低点。宏碁关注走势与戴尔相似，但

波动幅度较小，Q4 仅比 Q1 下降了 0.9%。 

五、主流品牌竞争状况 

注：品牌关注度流失状况指搜索某品牌的网民中，再次搜索了其他品牌，这些其他品牌

中各品牌所占的比例。在二次搜索(不包括搜索本品牌)中所占比例 大的品牌即为某品牌的

大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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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惠普成为联想 主要的竞争对手 

 

 

 

在搜索联想笔记本电脑的网民的二次搜索中，惠普所占比例 大，达 30.9%，即表示

联想流失的用户中，有接近 1/3 的用户会转向惠普，由此可见惠普为联想的 大竞争对手。 

在二次搜索中，华硕、戴尔、神舟、宏碁四家所占比例超过或接近 10%，因此，除惠

普外，这四家品牌也会对联想造成一定压力。 

另外，三星、索尼、东芝、苹果和方正也各占有了不到 5%的比例，因相比上述四家品

牌而言，这五家品牌所占比例较小，因此对联想尚未形成明显威胁。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联想的用户流向惠普的可能性 高。ZDC 认为，惠普是联想

大的竞争对手，其产品对联想将形成较大的威胁。华硕、戴尔、神舟和宏碁对联想也将形成

一定的威胁，而其他品牌对联想的竞争威胁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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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联想对惠普的压力超过惠普对联想的压力 

 

 

 

在搜索惠普笔记本电脑的网民的二次搜索中，联想所占比例超过了 1/3，达 33.5%，这

也超过了惠普在联想二次搜索中所占的比例，由此可见惠普的很大部分压力都将来自于联想。 

在惠普二次搜索所占比例 高的十家品牌中，除神舟外，其他品牌全部为国际品牌，其

中三家国际品牌华硕、戴尔和宏碁所占比例分别达到 14.7%、14.0%和 9.5%，而国产品牌

神舟所占比例为 8.7%，由此反映出关注惠普的用户的备用选择仍会集中在国际品牌，转而

选择国产品牌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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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硕——联想与惠普对华硕造成的压力相当 

 

 

 

在搜索华硕笔记本电脑的网民的二次搜索中，联想和惠普所占比例接近，分别为 26.9%

和 25.6%，二者比例超过了 50%，可见联想和惠普对华硕造成的威胁 大，同时威胁力度

也相当。除联想和惠普外，戴尔和宏碁所占比例也超过了 10%，分别为 11.7%和 10.0%。

至此，联想、惠普、戴尔和宏碁四家品牌所占比例达到了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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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联想引起其他品牌关注的能力 强 

 

 

 

对比联想、惠普和华硕的搜索重合度可见，联想引起其他品牌关注的能力 强，其从惠

普和华硕的二次搜索中获得的比例 多，累计超过 60%。惠普吸引其他品牌关注的能力次

之，其从联想和华硕的二次搜索中获得的比例累计为 56.5%；三者相比，华硕吸引其他品

牌关注的能力 弱，联想和惠普的二次搜索中转移到华硕的比例均只有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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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笔记本电脑市场 

一、年度品牌格局 

联想领跑，华硕紧追惠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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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C 统计数据显示，在 2009 年度家用笔记本电脑品牌关注排行榜中，联想以 25.0%

的关注比例夺魁，并领先排名第二的惠普近 10 个百分点。惠普以 15.6%的关注比例夺得亚

军，华硕仅以 0.7%之差屈居第三。 

在家用笔记本市场中，神舟表现突出，获得了 9.1%的关注比例，排名第四位。戴尔、

宏碁分别为 7.6%和 6.7%的关注比例分列第五和第六位。索尼、东芝、三星和方正依次排

名第六至第十位，四家品牌关注比例略低，均不到 5%。 

总的来看，在家用笔记本市场中，品牌的关注度集中度低于整体市场，名列三甲的品牌

累计关注比例为 55.5%，而在整体市场中，这一数据高达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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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08-2009 年度中国 受用户关注的 10 大家用笔记本电脑品牌对比 

排名 
2008 年 2009 年 

品牌 关注比例 品牌 关注比例 

1 惠普 19.0% 联想 25.0% 

2 华硕 15.4% 惠普 15.6% 

3 联想 13.7% 华硕 14.9% 

4 戴尔 11.2% 神舟 9.1% 

5 神舟 10.9% 戴尔 7.6% 

6 宏碁 7.5% 宏碁 6.7% 

7 索尼 5.5% 索尼 4.8% 

8 三星 3.6% 东芝 4.4% 

9 东芝 3.3% 三星 2.9% 

10 海尔 2.5% 方正 1.1% 

 

对比2008年和2009年入围的十大家用笔记本电脑，联想较2008年大幅上涨了11.3%，

排名从第三跃居第一。究其原因，ZDC 认为联想学生本 Y450 的推出功不可没。在联想关

注度大幅提升的影响下，惠普、华硕、神舟、戴尔、宏碁、索尼、三星的关注比例均比 2008

年下滑，其中，戴尔降幅 大，为 3.6%，其次为惠普，降幅为 3.4%，其他品牌则下滑 1

个百分点左右。 

通过对比两年数据可见，在家用笔记本电脑市场中，品牌关注格局逐步分化，由原品牌

混战的局面逐步分化出行业中具有垄断优势的品牌。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厂商对家用笔记

本电脑和商用笔记本电脑定位的逐步模糊，家用笔记本电脑的品牌格局变化将更趋向整体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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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产品格局 

联想 Y450 系列遥遥领先 

 

 

 

ZDC 调查数据显示，在 2009 年 受用户关注的家用笔记本产品系列中，联想有四条笔

记本产品系列上榜，分别是 Y450 系列、G450 系列、G430 系列和 Y550 系列，其中 Y450

系列在下半年的家用笔记本市场中颇受瞩目，受到用户的追捧，关注度远远领先其他产品，

以超出其他产品数倍的关注比例稳坐第一，G450 系列也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联想 Y450 系列之所以能以较高的关注度获得第一，ZDC 认为主要是由于该系列产品

准确的把握住了消费者的心理期望值，在相同价位的产品中配置高于其他产品，并且没有明

显的配置短板，为其赢得了较高的关注度。 

惠普有 CQ40 系列和 CQ35 系列两条产品系列上榜，其中 CQ40 系列以较高的性价比

受到消费者关注，排在第二名。华硕同样也有两条产品系列上榜，X85 系列凭借强悍的游戏

性能名列第五，K40 系列排在第十。神舟和 Acer 各有一条产品系列上榜，神舟优雅系列保

持其一贯的高配低价策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表现突出，获得第四名；Acer 4736 系列凭

借时尚的外观和低廉的价格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排名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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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笔记本电脑市场 

一、年度品牌格局 

三强鼎立，联想、惠普与戴尔垄断 9 成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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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C 统计数据显示，商用笔记本电脑市场呈三强鼎立之势，联想、惠普、戴尔三家品

牌的关注比例超过 90%。其中，联想以 44.6%的关注比例独占鳌头，惠普不甘示弱，关注

比例达到 36.4%，三强 弱的为戴尔，其关注比例为 10.6%。 

在其他品牌中，虽然也有涉猎商用笔记本领域，但只有华硕、宏碁和富士通的关注比例

超过 1%。 

ZDC 认为，2009 年商用笔记本电脑市场按品牌关注度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联

想、惠普和戴尔为第一阵营，垄断超过九成的关注比例。第二阵营由华硕、宏碁、富士通、

索尼、苹果、东芝和海尔七大品牌所占据，这几大品牌关注度均在 3%以下，对第一阵营几

乎无法构成威胁。 

联想之所以在商用笔记本市场垄断四成以上的关注份额，主要是由于 ThinkPad 稳定的

性能以及在商用市场中具有多年累积的品牌效应。此外，2009 年 ThinkPad 改走平民路线，

多款产品均有大幅降价，SL 系列的亲民价格更是拉近了和普通商务用户的距离，赢得了不

少商务用户的关注。 

2009 年惠普在商用笔记本市场上有很大的突破，不断推出新品，尤其是下半年发布的

4411s 系列更是获得了很大成功，凭借均衡的配置和合理的价格，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用户的

强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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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08-2009 年度中国 受用户关注的 10 大商用笔记本电脑品牌对比 

排名 
2008 年 2009 年 

品牌 关注比例 品牌 关注比例 

1 联想 48.7% 联想 44.6% 

2 惠普 21.0% 惠普 36.4% 

3 戴尔 14.6% 戴尔 10.6% 

4 富士通 4.0% 华硕 2.2% 

5 华硕 3.4% 宏碁 2.1% 

6 苹果 2.8% 富士通 1.0% 

7 宏碁 2.0% 索尼 0.9% 

8 索尼 0.9% 苹果 0.7% 

9 东芝 0.8% 东芝 0.6% 

10 海尔 0.3% 海尔 0.4% 

 

对比 2008 年和 2009 年商用笔记本电脑品牌排行榜，表现 为突出的当属惠普，凭借

Probook 商用系列产品的上佳表现，惠普关注比例较 2008 年大幅上扬 15.4%，不仅将与联

系的差距缩小到 10 个百分点以内，而且也拉低了几乎所有品牌的关注度。 

联想关注比例较 2008 年下降了 4.1%，尽管如此，联想仍保持了 40%以上的高关注度；

戴尔关注比例降幅仅次于联想，下降了 4.0%。 

除联想、惠普和戴尔外，其他品牌在 2009 年的排名波动较大，而排名的提升或下降主

要取决于降幅的少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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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产品格局 

联想、惠普各占五个份额 

 

 

 

调查显示，在 2009 年度 受用户关注的 10 大商用笔记本产品系列排名中，联想和惠

普各自以五条产品系列上榜瓜分榜单，将其他品牌远远抛在身后。 

联想 ThinkPad SL400 系列成为了 2009 年度 受用户关注的商用笔记本产品系列，其

继承了 ThinkPad 的优良血统，以亲民的价格在商用笔记本市场中掀起了一股热潮。联想

V450 也以较高的关注比例夺得了第三的位置，其以扎实的做工，良好的操作手感和较高的

性价比，得到了不少商务用户的关注。ThinkPad R400、ThinkPad X400、ThinkPad T400

也以各自的特点获得了用户较高的关注。 

惠普 4411s 系列在商用市场上颇受好评，为惠普开拓商用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2009

年度仅以微弱差距落后于联想 ThinkPad SL400 系列，屈居第二。另外，惠普 511 系列、510

系列、4416s 和 4311s 系列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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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品牌笔记本电脑市场 

一、年度品牌格局 

联想与惠普垄断市场超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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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C 数据显示，在 2009 年国际笔记本电脑品牌中，联想关注度稳居第一，关注比例达

到 31.1%，惠普和华硕各以 25.6%和 12.8%的关注比例位居第二和第三名。除三者外，其

他入围品牌关注比例均在 10%以下。 

戴尔表现不佳，关注比例仅为 9.8%，名列第四，宏碁以 6.0%的关注比例位居第五。

索尼、东芝、三星三家日韩品牌排名相对靠后，分别位居第六至第八位。第九和第十的两家

品牌分别为苹果和 Gateway。 

入围品牌的表现各有千秋。位居榜首的联想自从推出 IdeaPad 品牌后，在消费市场展

开强烈的攻势，尤其是在 2009 年发布的 Y450 系列在消费市场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另一

方面大力推广 ThinkPad 品牌占领商用市场，发布了高性价比的 ThinkPad SL 系列，获得了

商务市场的肯定。 

排名第二的惠普一直保持着不错的成绩。2009 年惠普发布了一系列新品，特别是商用

系列 Probook 获得了较大成功。 

排名第三的华硕在 2009 年上半年没有什么突出表现，但在下半年推出的游戏笔记本在

市场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排名第四的戴尔在 2009 年表现不佳，鲜有新品推出，同时也没有大力降价促销活动，

产品性价比大打折扣，在销售市场上颇受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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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五的宏碁以领先业界半年的时间推出了 T 系列超薄笔记本电脑，抢占了市场先

机。在消费市场上，宏碁加大了宣传力度，并且推出了几款性价比较高的产品，获得了良好

的口碑，吸引了许多用户的关注。 

索尼、东芝、三星三家日韩品牌过于注重高端市场，产品价格较高，缺乏中低端产品，

目标用户少。其次，销售渠道有限，大多集中在国内一线城市，对于二、三线城市的销售渠

道拓展略显不足。 

 

表 2008-2009 年度中国 受用户关注的 10 大国际笔记本电脑品牌对比 

排名 
2008 年 2009 年 

品牌 关注比例 品牌 关注比例 

1 联想 30.1% 联想 31.1% 

2 惠普 21.5% 惠普 25.6% 

3 戴尔 13.6% 华硕 12.8% 

4 华硕 13.4% 戴尔 9.8% 

5 宏碁 6.6% 宏碁 6.0% 

6 索尼 4.5% 索尼 4.0% 

7 东芝 3.0% 东芝 3.6% 

8 三星 2.9% 三星 2.5% 

9 富士通 1.9% 苹果 2.4% 

10 明基 0.9% Gateway 0.7% 

 

对比 2008 年和 2009 年十大 受用户关注的国际笔记本电脑品牌，联想、惠普、东芝

的关注比例均比 2008 年有所提升，惠普增幅 大，超过 4 个百分点，联想和东芝关注比例

增幅在 1 个百分点左右。苹果和 Gateway 挤掉富士通和明基，入围 2009 年品牌榜。 

戴尔是入围品牌中降幅 大的一家，近 4 个百分点的下滑导致戴尔排名下降一位，从

而使得华硕进入国际笔记本品牌前三强。 

ZDC 调查显示，联想位居第一，关注比例较去年提升了 1 个百分点，以 31.1%的关注

比例成为 受用户关注的国际笔记本电脑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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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产品格局 

十大国际笔记本品牌 热门产品系列共获近 30%关注比例 

 

 

注：此图表示的是十大国际笔记本电脑品牌中各自 受关注的一条产品系列。 

 

调查显示，在 2009 年度十大国际笔记本电脑品牌 受关注的一条产品系列共占据了

27.0%的关注比例，而联想 Y450 关注比例就达到了 12.5%，相比其他产品系列，具有明显

优势。 

惠普 受关注的产品系列为 CQ40，华硕 受关注产品系列为 X85，戴尔 受关注产品

系列不敌 Acer，三星 受关注产品系列不敌苹果。 

  



2009-2010 中国 IT·家电市场研究年度报告(行业品牌篇)之电脑整机行业 

 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                                                             26 

国内品牌笔记本电脑市场 

一、年度品牌格局 

神舟一枝独秀，独揽 6 成市场份额 

 

 

 



2009-2010 中国 IT·家电市场研究年度报告(行业品牌篇)之电脑整机行业 

 互联网消费调研中心                                                             27 

 

 

ZDC 数据显示，主力国内笔记本电脑品牌数量较少，神舟一枝独秀，2009 年的关注比

例高达 64.7%，远远领先其他国内笔记本电脑品牌。神舟在国内笔记本电脑品牌的傲人成

绩离不开其产品的高性价比以及丰富的产品线。神舟笔记本几乎渗透所有价格区间，而特别

是在低价位市场更是拥有众多产品，随着用户关注焦点逐步往低价位转移时，神舟无疑赢取

了先机。 

方正、清华同方、海尔和七喜是另外四家主力国内笔记本电脑品牌，相比神舟，四者的

关注度偏低，关注比例分别为 10.5%、8.9%、7.6%和 5.1%。 

ZDC 认为，目前国内笔记本电脑品牌的几大格局已基本确立，主要通过提供高性价比

的产品抢占市场，提高消费者的认知。但是国内笔记本电脑品牌要想进一步打开市场，就必

须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在联想和惠普等国际品牌的市场垄断中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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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08-2009 年度中国 受用户关注的 5 大国内笔记本电脑品牌对比 

排名 
2008 年 2009 年 

品牌 关注比例 品牌 关注比例 

1 神舟 63.2% 神舟 64.7% 

2 海尔 16.8% 方正 10.5% 

3 清华同方 8.0% 清华同方 8.9% 

4 方正 5.6% 海尔 7.6% 

5 七喜 3.2% 七喜 5.1% 

 

对比近两年来国内笔记本电脑品牌的关注走势，表现 突出的为方正，其关注比例上涨

近 5 个百分点，并一举成为第二大 受用户关注的国内笔记本电脑品牌。与方正表现相反，

海尔关注度出现较大下滑，排名也跌至第四位。而神舟、清华同方和七喜的关注走势均出现

轻微上扬。 

二、年度产品格局 

神舟优雅为关注度 高的国内笔记本产品系列 

 

 

注：此图表示的是五大国内笔记本电脑品牌中各自 受关注的一条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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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五大国内笔记本电脑品牌中关注 高的产品系列发现，神舟优雅在国内笔记本电脑

产品系列中所获得的关注比例超过 1/3，达 36.1%。神舟优雅系列涵盖产品型号丰富，横跨

了多个价位，是其他产品系列难以企及的。 

方正 受关注的产品系列为 R410SU，其关注度不敌清华同方的锋锐 K 系列和七喜的 V

系列。海尔 受关注的产品系列为 T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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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本：同质化严重致品牌波动频繁 
一、年度品牌格局 

各品牌关注度差距不大，联想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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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9 年上网本的品牌关注格局上看，联想后来者居上，在上网本市场保持了较高的

关注度，以 26.6%的关注比例名列第一。联想 IdeaPad S10 系列在市场上表现突出，在今

年发布多款新品，颇受消费者关注。华硕虽然 早进入上网本市场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在 2009 年度被联想超越，以 17.6%的关注比例屈居第二。神舟凭借 1999 元甚至更低价

位的上网本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以 14.2%的关注比例获得第三。惠普位居第四，获得

了 11.2%的关注比例。宏碁和三星分别以 6.2%和 5.3%的关注比例获得了第五位和第六位。

其他品牌的关注比例均不足 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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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品牌格局 

联想稳居第一，华硕夺回第二 

 

表 2009 年 Q1-Q4 中国 受用户关注的 15 大上网本品牌对比 

排名 Q1 Q2 Q3 Q4 

1 联想 联想 联想 联想 

2 神舟 华硕 华硕 华硕 

3 惠普 神舟 神舟 神舟 

4 华硕 惠普 惠普 惠普 

5 三星 宏碁 宏碁 宏碁 

6 宏碁 三星 三星 三星 

7 戴尔 戴尔 戴尔 戴尔 

8 新蓝 新蓝 TDE 新蓝 

9 清华同方 清华同方 新蓝 清华同方 

10 明基 明基 清华同方 TDE 

11 磐正 Q-Mi 海尔 七喜 明基 

12 微星 TDE 东芝 索尼 

13 方正 微星 海尔 七喜 

14 海尔 七喜 明基 微星 

15 七喜 长城 方正 海尔 

 

ZDC 调查显示，联想上网本在 2009 年四个季度的用户关注度排名均 高，联想凭借在

笔记本电脑市场的巨大影响力和知名度很快就在上网本市场站稳脚跟，并且不断推出新品，

在每个季度均获得了很高的关注。 

2009 年第一季度，由于上网本新品较少，各品牌处于混战状态，随着第二季度各大品

牌新品陆续发布，整个市场格局也渐渐明朗起来。华硕凭借 EeePC 新品的发布和对产品的

大幅降价坐稳了第二的位置，神舟的上网本不断突破低价，1799 元的产品在市场上备受关

注，也为神舟赢得了第三的位置。惠普、宏碁、三星和戴尔都在第二季度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其他品牌排名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化。 

整体来看，在上网本市场，产品配置同质化比较严重，用户更关注一些知名品牌和外观

时尚的产品，联想超越华硕夺冠也说明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各大厂商都将面对更加强大的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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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电脑：市场毫无悬念，一家独大 

台式电脑整体市场 

一、年度品牌格局 

联想独占四成，惠普、戴尔平分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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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08-2009 年度中国 受用户关注的 15 大台式电脑品牌对比 

排名 
2008 年 2009 年 

品牌 关注比例 品牌 关注比例 

1 联想 37.8% 联想 42.3% 

2 戴尔 18.4% 惠普 15.3% 

3 惠普 12.5% 戴尔 14.8% 

4 神舟 8.5% 神舟 6.9% 

5 清华同方 5.0% 方正 5.9% 

6 方正 4.1% 清华同方 4.4% 

7 苹果 3.4% 海尔 2.6% 

8 海尔 2.7% 宏碁 1.6% 

9 宏碁 1.9% 苹果 1.5% 

10 TCL 1.2% 华硕 1.2% 

11 恒翔 1.1% 长城 0.8% 

12 长城 0.8% 明基 0.7% 

13 明基 0.7% 新蓝 0.6% 

14 七喜 0.6% 七喜 0.5% 

15 新蓝 0.5% TCL 0.4% 

 

ZDC 数据显示，在 2009 年的台式电脑市场中，联想获得了 42.3%的关注比例，一举

夺得 2009 年度 受关注的台式电脑品牌称号，较去年上升了 4.5%。在台式电脑市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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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作为从本土走向国际的品牌有着忠实的用户群体，相对其他国际品牌来说，联想对国内市

场的把握较为准确，能根据市场的需求灵活的调整策略。 

惠普以 15.3%的关注比例名列第二，排名较去年上升一位，并有 2.8%的增幅。戴尔获

得了第三名，14.8%的关注比例较去年下降了 3.6%。戴尔在 2009 年发布新品较少，产品

和销售策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凭借其在商用市场一贯的口碑，仍然受到不少用户的关

注。 

神舟名列第四位，获得了 6.9%的关注比例，较去年下降 1.6%。方正、清华同方和海

尔分别以 5.9%、4.4%和 2.6%的关注比例排在第五、第六和第七位。宏碁、苹果和华硕等

品牌表现不佳，关注比例均在 2 个百分点以下。 

整体来看，台式电脑市场以联想一家独大的格局难以改变，而除联想外，其他品牌的关

注度相差不大，格局易发生变动。另外，国内品牌深耕台式电脑市场，在关注度 高的十家

品牌中，排名第四至第七的品牌全部为国内品牌。 

二、季度品牌格局 

强力角逐，稳中有变 

 

表 2009 年 Q1-Q4 中国 受用户关注的 15 大台式电脑品牌对比 

排名 Q1 Q2 Q3 Q4 

1 联想 联想 联想 联想 

2 戴尔 戴尔 惠普 惠普 

3 惠普 惠普 戴尔 戴尔 

4 神舟 神舟 方正 神舟 

5 方正 方正 神舟 方正 

6 清华同方 清华同方 清华同方 清华同方 

7 海尔 海尔 海尔 海尔 

8 苹果 苹果 宏碁 宏碁 

9 宏碁 华硕 华硕 苹果 

10 新蓝 宏碁 苹果 华硕 

11 七喜 长城 明基 明基 

12 长城 明基 长城 长城 

13 华硕 新蓝 新蓝 新蓝 

14 TCL TCL 七喜 七喜 

15 明基 七喜 金翔云 TCL 

在 2009 年四个季度中，联想稳稳地排在第一名，其优势的市场地位令其他品牌难以企

及。戴尔由于新品的缺乏在下半年被惠普超越，惠普在下半年表现突出，多款新品的上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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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增加了不少关注度。 

方正在第三季度超越了神舟，其他季度都排在神舟之后。清华同方和海尔在四个季度里

排名都比较稳定，其他品牌的排名则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动。 

三、年度产品格局 

联想家悦领跑台式电脑市场 

 

 

 

在 2009 年度 受用户关注的产品系列排名中，联想有六条产品系列上榜，其中联想家

悦系列高居榜首，在整个台式电脑市场中占据 12.5%的关注比例。联想 Kx 系列位居第三，

其他联想产品系列也均有较好的成绩，联想在台式电脑市场的地位可见一斑。 

惠普和戴尔各有两条产品系列上榜，其中惠普 CQ 系列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戴尔 220s

排在第六，分别是各自品牌受关注度 高的产品系列。 

通过调查，ZDC 认为，联想在台式电脑市场具有垄断优势，丰富的产品系列和强大的

品牌影响力使其他一线厂商很难撼动其地位，二、三线厂商更是对其无法构成威胁，市场出

现了联想一家独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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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流品牌走势 

惠普上升，联想、戴尔小降 

 

 

 

ZDC 调查数据显示，在 2009 年第一至第四季度，联想均是中国台式电脑市场关注度

高的品牌，关注比例大多在 40%以上，在市场上的品牌影响力可见一斑。从关注走势来看，

联想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态势，但总体趋势向下。第一季度关注比例为 45.0%，第二季度

有较大下降，为全年 低点，第三季度有所回升，第四季度微降至 42.3%，年末比年初下

降了 2.7%。 

惠普的关注比例走势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从第一季度的 11.3%稳步上升，至第三季度

到达峰值，第四季度回落至 16.5%，年末比年初增幅超过 5 个百分点。戴尔的走势比较平

稳，整体趋势稍微向下，第一季度关注比例为 15.7%，第二季度开始下降，第三季度达到

低点，第四季度回升至 14.7%。 

五、主流品牌竞争状况 

注：品牌关注度流失状况指搜索某品牌的网民中，再次搜索了其他品牌，这些其他品牌

中各品牌所占的比例。在二次搜索(不包括搜索本品牌)中所占比例 大的品牌即为某品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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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竞争对手。 

 

联想——戴尔、惠普威胁 大 

 

 

 

在搜索联想台式电脑的网民再次搜索中，戴尔占据了近 1/3 的比例，可见戴尔对联想的

品牌转换度 高。惠普占据了 21.3%，同样会对联想产生较大压力。 

神舟、方正、清华同方三家国内台式电脑品牌所占比例相近，均在 10%左右。其他品

牌对联想的压力较小，在二次搜索中所占比例均在 6%以下。 

总的来看，联想台式电脑用户的替代选择品牌主要为戴尔和惠普两家品牌，戴尔和惠普

也是联想台式电脑两大竞争对手，而其他品牌对联想造成的威胁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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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近一半用户可能会流向联想 

 

 

 

在搜索惠普台式电脑的网民再次搜索中，联想占据了高达 46.2%的比例，联想对惠普

用户的吸引度较强。戴尔所占比例为 22.1%，对惠普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视。 

除联想和戴尔外，其他品牌在二次搜索中所占比例较小，均不到 10%，这些品牌对惠

普造成的影响力同样较小。 

总的来看，惠普流失的用户群中将有近一半的用户可能会流向联想，联想对惠普造成的

威胁非常大，而戴尔虽然影响力不如联想，但仍不可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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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 大的威胁来自联想 

 

 

 

在搜索戴尔台式电脑的网民再次搜索中，64%的比例来自于联想和惠普，其中联想所占

比例达到 46.3%，惠普所占比例为 17.7%，二者尤其是联想成为戴尔 主要的压力来源。 

其他品牌所占比例较小，除神舟接近 10%以外，其他品牌都在 6%开外，对戴尔的威胁

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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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联想的用户忠诚度 高 

 

 

 

从三大台式电脑品牌的重合度看，惠普和戴尔二次搜索网民中转向联想的比例非常高，

均在 46%以上。由此可见，联想吸引其他品牌的能力 强，同时也是惠普和戴尔的 强竞

争对手。 

戴尔引起其他品牌关注的能力次于联想，联想和惠普二次搜索网民中转向戴尔的累计比

例超过 50%，为 52.2%。惠普引起其他品牌关注的能力在三者中 弱，联想和戴尔二次搜

索网民中转向惠普的累计比例尚不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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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台式电脑市场 

联想独占近三分之一市场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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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C 调查数据显示，在家用台式电脑中，联想以 32.8%的关注比例成为 2009 年度关

注度 高的品牌。2009 年，联想不断开拓四、五线城市销售渠道，家电下乡产品的中标，

将联想在中小城镇中的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惠普以 17.7%的关注比例排在第二位。戴尔获得 14.3%的关注比例，排名第三。2009

年，戴尔在台式机市场上没有明显的动作，依旧主推中低端机型，国际品牌加上较低的价格，

在中低端市场依然聚集着不少人气。 

神舟位居第四，关注比例为 9.5%。随着国际品牌产品的不断降价，神舟所依赖的高性

价比优势逐步降低。方正在 2009 年加大的新品和广告的投入，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以

7.9%的关注比例位居第五。清华同方以 6.6%的关注比例排在第六。苹果和宏碁分别以 2.9%

和 2.3%的关注比例排在第七、第八位，海尔和新蓝的关注比例均不足 2%，排在第九和第

十位。 

通过调查，ZDC 认为，2009 年的家用台式机愈发呈现出两级分化的趋势，随着国际品

牌纷纷降价，国内品牌受其影响，发展阻力较大，市场份额被不断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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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台式电脑市场 

国际一线品牌全面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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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C 数据显示，在 2009 年商用台式电脑中，联想、戴尔和惠普位居品牌关注排行榜前

三甲，三者关注比例共计 85.2%，而其中单联想一家就占据了高达 43.7%的关注比例。 

方正、海尔、清华同方、长城和七喜五家国内台式电脑品牌虽然也拥有商用台式产品，

但关注比例较低，在商用台式电脑市场难以拥有竞争优势。 

总的来看，在商用台式电脑中，联想、戴尔和惠普三足鼎立，而联想台式电脑在商用领

域的优势强于家用领域。强势品牌集中了大量的用户关注度，其他品牌欲在商用领域有所突

围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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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电脑：众品牌并起，后来者居上 
一、年度品牌格局 

群雄并起，联想夺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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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联想以 35.0%的关注比例成为了 2009 年度 受用户关注的一体电脑品牌。

联想在 2009 年 3月才进入一体电脑市场，虽然入市较晚，但联想本身具有的强大品牌效应，

再加上联想推出丰富的一体电脑产品，使得联想在短期内关注度快速提升， 终在全年以超

过 1/3 的关注比例夺魁。 

苹果以其时尚的外观和独特的产品功能在市场中颇受关注，以 19.8%的关注比例位列

第二名。神舟以 18.5%的关注比例位于排行榜的第三位，在市场上仍以高性价比吸引着不

少的用户关注。惠普位列第四，获得了 11.2%的关注比例。戴尔、方正、明基、海尔、索尼

和万利达的人气欠佳，关注比例均在 4 个百分点以下。 

ZDC 认为，联想、苹果、神舟、惠普是 受用户关注的四大品牌，共占据 84.5%的关

注比例，一体电脑市场的品牌集中度日益强化，领先品牌的优势越发明显，之后的品牌想要

想赶超领先品牌，道路还比较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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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品牌格局 

联想强势上扬 

 

表 2009 年 Q1-Q4 中国 受用户关注的前 10 大一体电脑品牌对比 

排名 Q1 Q2 Q3 Q4 

1 苹果 联想 联想 联想 

2 神舟 神舟 苹果 苹果 

3 惠普 苹果 神舟 神舟 

4 联想 惠普 惠普 惠普 

5 海尔 明基 戴尔 戴尔 

6 方正 方正 方正 方正 

7 戴尔 戴尔 万利达 明基 

8 索尼 华硕 明基 索尼 

9 TCL 得丽珑 索尼 得丽珑 

10 奥立 索尼 得丽珑 海尔 

 

ZDC 监测数据显示，在 2009 年第一季度，由于联想在 3 月份才推出一体电脑产品，因

此关注度较低，仅排在第四位，苹果、神舟和惠普成为 Q1 一体电脑前三甲。随着联想一体

电脑在 Q2 发力，其关注度不断飙升，并在接下来的三个季度里牢牢占据着第一的位置。而

苹果等品牌排名被挤压，苹果甚至在 Q2 不敌神舟让出亚军位置，幸而在下半年将第二名夺

回。惠普在一体电脑市场动作不大，从第二季度开始稳定在第四名的位置。 

总的来看，一体电脑品牌格局较为混乱，从四个季度的榜单来看，新入围和退出的品牌

较多，只有方正连续四个季度保持了原有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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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产品格局 

入围产品系列共涉及六家品牌 

 

 

 

ZDC 调查数据显示， 2009 年度 受用户关注的一体电脑产品系列中共涉及了六家品

牌，联想、神舟、惠普和戴尔四家品牌各占据两个席位，苹果和方正各占据一个席位。 

联想 C 系列和 A 系列占据了前两名位置。这两条产品系列以新颖的外观和合理的配置

吸引了许多用户的关注，其中，联想 C 系列更是以超过 25%的关注比例成为了 2009 年度

受用户关注的一体电脑产品系列。 

苹果 iMac 系列以独特的时尚外观加载苹果的品牌效应在一体电脑市场上很受关注，仅

以 0.7%的微弱差距不敌联想 A 系列屈居第三。神舟唐朝系列和奔驰系列也有不错的表现，

分别排在排行榜的第四位和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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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流品牌走势 

联想快速发力，苹果、神舟、惠普随即下降 

 

 

 

对比 2009 年联想、苹果、神舟和惠普的关注走势看，联想呈现曲线上升的态势，而苹

果、神舟和惠普则出现了曲线下降的趋势。 

在第一季度联想仅获得 8.5%的关注比例，远远落后于其他三个品牌，但在第二季度联

想快速发力，并连续两个季度保持大幅增长， 终在第四季度回落到 40.9%的关注比例。 

苹果、神舟和惠普在第一季度均有较高的关注比例，但随着联想关注比例的大幅提升，

三个品牌的关注比例也随之降低，仅在第四季度有所回升。 

通过调查，ZDC 认为，整个一体电脑市场主要由联想、苹果、神舟和惠普四大品牌占

据，而联想对苹果、神舟和惠普的关注比例的影响呈反比例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