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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要点: 

1.与市场预期不一致之处——行业存在三大市场预期完全空白

点（1）消费升级，以大烟雾为代表的 Vape 文化是推动电子烟

行业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之一，该需求具有非常明显的消费升级

属性；（2）由于行业自身发展趋势、美国为代表的政策监管等

因素，行业龙头地位将不断提升，优势进一步明显，未来整个

行业可能只剩下约 10 家左右制造业企业分割市场空间；（3）

电子烟行业品牌化趋势加重，产品研发及设计色彩不断提升，

电子烟行业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制造业行业。 

2.四大因素拉动电子烟需求增长。（1）消费升级引领需求变迁，

以大烟为代表的 Vape 文化渐成潮流。大烟是满足 Vape 玩家追

求时尚、新潮、炫酷的生活方式性需求；（2）卷烟控制日趋严

格，健康意识增强，戒烟市场稳定发展。小烟产品，以其仿真

的外形、模拟卷烟的抽吸方式以及方便携带等优点能满足市场

上消费者的戒烟性需求；（3）电子烟相比烟草危害小、口味丰

富、性价比高，可作为烟草的替代品；（4）行业监管逐步到位，

推动行业从野蛮性增长向有序增长转变。 

3.行业发展趋势：（1）行业整合加剧，全国 3900 多家企业面

临洗牌，经过市场淘汰，电子烟企业集中度高，电子烟龙头企

业竞争优势有望提升。电子烟监管政策导致的行业及产品更新

门槛提高或将改变产品竞争模式，产品品类减少，生命周期延

长；（2）随着行业发展，品牌化趋势加重，产品研发、设计色

彩不断提升；（3）品牌企业愈发注重渠道建设，以线上网店与

线下品牌体验店为抓手，强化线上电商+线下实体店布局，更介

入跨境电商渠道。 

4.政策逐步规范。针对电子烟的多样性以及不断进化的产品种

类，各国采取不同措施进行监管。主要分为分类监管与统一监

管两类。随着欧盟 TPD 监管政策和美国 FDA 新规的出台，电

子烟行业监管政策逐步规范。美国 FDA 政策总体中性，做出系

统性改变的可能性比较小。 

5.看好强品牌、注重渠道建设及产品研发设计的电子烟制造企

业。 

风险提示： 

电子烟监管政策变化、市场接受度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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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烟行业概况 

1.1 什么是电子烟 

电子烟是一种低压的微电子雾化设备，不需燃烧，大部分通

过可充电锂聚合物电池供电，电流通过雾化器将雾化器中的烟油

雾化，模拟吸烟时产生的烟雾，可添加食用香料来增添香味,由

北京中医师韩力于 2004 年取得电子烟发明专利。 

图表1： 韩力取得电子烟发明专利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1.1.1 电子烟结构 

电子烟主要由雾化器和动力舱、电池三部分组成。雾化器中

又包含导油棉、发热丝、雾化芯等配件；动力舱又有机械舱和电

力舱之分，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保护电路，电力舱相对于机械

舱有保护电路，安全性更高。 

图表2： 电子烟结构 

 资料来源：《大蒸汽家》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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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电子烟各组成部分 

雾化器 

分类 介绍 示例 

一次性烟弹 搭配仿真烟使用 
 

成品雾化器 需要定期更换适配的成品雾化芯 

 

滴油式雾化器（RDA） 没有储油仓，需要自行制作发热丝、装载导油棉 

 

储油雾化器（RTA） 储油仓的雾化器 

 

滴油储油一体雾化器

（RDTA） 

兼具 RDA 和 RTA 两种体验的雾化器，储油仓位于发热丝

的下层，既有 RDA 多样的口感也可以方便长时间使用  

电子烟动力舱 

分类 介绍 示例 

调压设备 
拥有电子芯片，玩家可以根据需求调节输出功率，一般包含

功率模式和温控模式 
 

机械设备 
没有调压功能的设备，绝大部分为杆子形状，材质与工艺是

玩家衡量机械设备品质的两个重要因素 
 

动力电池 

有软包和硬包之分，最常用的是硬包“18650”电池、“26650”等型号锂离子电池 

 

烟油 

分类 具体味型 示例 

烟草口味 中华，玉溪，万宝路等传统香烟 

 

水果口味 苹果，芒果，橘子，柠檬，草莓，西瓜等水果口味 
 

草本口味 薄荷，香草，甘草等 
 

饮料口味 可乐等 
 

混合型口味 混合各种香气、味道 
 

 

资料来源：《大蒸汽家》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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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电子烟进化史 

2004 年至今，电子烟从第一代已经发展至第三代，在质量

和口感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具有丰富的口味选择和个性化

的外观设计。从第一、第二代产品需手工调整电压到第三代产品

可芯片控制功率、温度。性能更加先进、体验更加完美的产品不

断地出现在市场。 

图表4： 电子烟产品进化史 

 性能特征 示例 

第

一

代 

以“如烟”为代表，电子烟的最初产品，设计完全模仿普通真烟，烟弹是黄色，烟体

是白色，一代电子烟有一个与电池分离的电子控制器，控制 3.7v 的可充电锂电池放出

电流，采用的是电池、雾化器、烟弹三段式结构。电池控制器通过微型电路板将电压

限定在 4.2v，并且输出 3.3v 的电压。 
 

第

二

代 

比一代电子烟稍长，直径一般为 9.25 毫米，雾化器外面带有保护罩，烟弹是插入到雾

化器里面，而一代电子烟是雾化器插到烟弹里，将烟弹与雾化器进行合并，使用者每

次进行烟弹更换时，不需要把雾化器一并遗弃；改进了第一代电池电压小续航时间短

的缺点。早期的产品都是机械式的，没有电子控制线路，通常在烟杆底部有一个弹簧

片控制开关。电压相对较高，需要人力调节电压，控制不当会产生雾化器电压过载。

也可以把中等尺寸电子烟算作第二代电子烟，典型的产品像 EGO 电子烟。 

 

第

三

代 

第三代电子烟是真正的电子调节式设备，逐渐转变成盒子样式，加装了电子电子芯片，

使用锂电池，可充电，可重复添加烟油的雾化器。具有调节输出功率，自动识别电阻，

温度控制等功能。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1.1.3 电子烟分类 

电子烟主要可以按以下几个方法分类:1.使用烟油还是烟

弹;2.按电子烟动力舱类型分类;3.按用户抽吸方式分类;4.按电子

烟外型分类。 

（1） 按使用电子烟是使用烟油还是烟弹分类 

可以分为使用一次性烟弹的电子烟和使用烟油、雾化器的电

子烟。 

图表5： 电子烟按烟油烟弹分类 

名称 描述 示例 优缺点 

使用烟弹

的电子烟 

多为仿真烟，烟油与雾

化器组合成一体烟弹。 
 

优点：操作简单、方便携带 

缺点：造价高、同品牌只支持同品牌的烟弹，用

户体验不好 

使用烟油

的电子烟 

雾化器可重复使用，可

选用不同烟油，现为市

场上主要产品类型 
 

优点：各品牌各部件兼容性好、可替换烟油使用

寿命长 

缺点：整机相对较大，烟油携带不便，需要一定

的动手能力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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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按按电子烟动力舱类型分类 

可以分为机械型和电子型。 

图表6： 电子烟按烟杆分类 

名称 描述 示例 优缺点 

机械型 

烟杆中没

有控制芯

片 

 

优点：使用寿命

长、电池最大功率

输出 

缺点：有一定危险

性、不易控制 

电子型 

 

烟杆中有

控制芯片 

 

 

 

优点：能控制功

率、电压、温度等，

简单方便 

缺点：烟杆盒子芯

片寿命有限、更新

换代快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3） 按用户抽吸方式分类——大小烟雾的分类  

按用户抽吸方式分类可将电子烟分为嘴吸式（Straight to 

mouth）、肺吸式（Straight to lung）、以及口肺双吸式。电子烟

抽吸方式的不同是由于其功率不同导致产生烟雾量的不同。 

图表7： 按用户抽吸方式分类 

名称 描述 示例 

嘴吸式(小烟

雾) 

针对小烟雾的电子烟的抽

吸方式，把烟雾吸到嘴里，

可以直接吐出烟雾，也可

以再吸入肺里，这样可以

品味烟雾的味道。  

肺吸式（大烟

雾） 

直接就吸入肺，不在口中

停留。肺吸一般都是大烟

雾，所以电热丝一般采用

钛丝，阻值在 0.25Ω 左右。 

 

双吸式 

结合了嘴吸和肺吸两种方

式，用户的操作性更强一

些。 

 

 

资料来源：《大蒸汽家》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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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按电子烟功率分类 

若按电子烟的功率大小可分为小烟、中烟、大烟。小烟即为

以如烟、蓝白电子烟为代表的产品。中烟最常见的为 EGO 系列

的电子烟。大烟一般包括，雾化器，动力舱，可以重复注油，功

率相对较大。 

图表8： 按电子烟功率分类 

分类  示例 

小烟 

就是模仿普通香烟大小的电子烟，这种烟一般有两个特性：采用气动开关

和烟杆尾部有 LED 灯。通过烟嘴吸，里面的雾化器和电池就会接通开始工

作，不需要按钮来操作。这种电子烟一般没有烟液仓，雾化器部分一次性

的，最具便携性，是烟民的入门首选。 
 

中烟 

模仿雪茄烟大小的电子烟，雾化器种类不多，常见的雾化器如 CE4\CE5\CE6

等，烟杆为 ego 烟杆。这类电子烟也常称为 CE 系列、ego 系列。中烟的雾

化器有烟液仓，可以重复加烟液，比较经济实惠。 
 

大烟 
烟杆的特征是使用 18650 型号的锂电池，即直径 18mm，长度 650mm。大

烟的雾化器和烟杆特性明显，分不同的厂家生产和销售。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1.1.4 电子烟是一种新型烟草制品 

新型烟草制品分为以下几个大类：电子烟、加热不燃烧烟草

制品、无烟气烟草制品。其中，电子烟、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是

目前主要产品。 

图表9： 新型烟草制品 

名称 详细 代表品牌 

电子烟 
将含尼古丁的液体雾化形成气状

物吸入口腔 

Blu、

VUSE 等 

加热不燃烧

烟草制品 

主要分炭加热和电加热两种，利用

外部热源加热烟草而不点燃 
iQOS 

无烟

气烟

草制

品 

口

含

烟 

将烟草磨成粉末再加盐和水混合

而成，有时也会加上香料。经由高

温灭菌制成（未经过发酵），借由

口含将尼古丁吸收至体内。 

瑞士口含

烟 

鼻

烟 

鼻烟是发酵烟叶粉末调香而成，以

鼻吸用的无烟烟草制品。 

印度圣象

鼻烟 

嚼

烟 

用于咀嚼的烟，主要有扁塞烟、水

兵烟、烟草卷、细切烟、屑烟 5 种。 

Skoal 口

嚼烟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无烟气制品通过口嚼和吸入的方式使用，此过程中无高温，

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不会挥发，因此危害相对而言更小，口味可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9F%E8%8D%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9%85%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8F%A4%E4%B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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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添加香精实现多样性，但不及电子烟丰富。加热不燃烧烟草制

品是通过加热配套烟支，避免燃烧，以 IQOS 为例，将配套烟支

（由烟草混合薄片制成）插入 iQOS 设备后，利用电子系统对烟

草加热过程进行温度控制，不会引燃烟支。 

图表10： 新型烟草制品 

 
资料来源：EHP  方正证券研究所 

在电子烟和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最值得关注的特点，就是对

身体的危害小，实验证明，新型烟草制品对人体的危害的远远低

于传统卷烟。就释放物而言，电子烟释放量是传统卷烟的 8%，

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为 5%。从细胞毒性角度看，电子烟只有传

统卷烟的 9%，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是传统卷烟的 14%。 

图表11： 电子烟与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烟草市场  方正证券研究所 
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目前产品种类较少。主要有英美烟草的

iFuse 和 glo,菲莫国际的 IQOS，日本烟草的普鲁姆（Ploom）、

雷诺的 Revo。其中最成功的是菲莫国际的 IQOS。 

iQOS 是菲莫国际于 2014 年推出的一款烟草加热系统，通过

电子芯片直接加热 IQOS 烟弹，经过特殊处理的烟草，使之不需

要燃烧就可以释放烟草气雾以供吸入。IQOS 烟弹是普通烟草添

加甘油降低燃烧温度，添加香精调制香味，实现在 200 度燃烧。

iQOS 具有三个主要部件：烟草棒（称为 HEETS 或 HeatSticks），

iQOS 支架和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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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 IQOS 

 

资料来源：菲莫国际  方正证券研究所 

与上面有重复用户使用时，将烟草棒插入支架，打开开关，

通过电子控制的加热刀片加热烟草棒中的烟草，加热温度低于

350℃，释放烟雾供用户吸食。每个烟草棒使用后，支架中的小

电池需要充电。充电器可以将支架充电约 20 次，并可从家用电

源插座充电。 

图表13： 芯片加热烟草棒 

 

资料来源：菲莫国际  方正证券研究所 

菲莫国际研究显示，iQOS 气雾较烟气减害 90%以上，却能

够提供基本等同于卷烟的尼古丁水平，达到很好的戒烟效果。临

床研究发现 iQOS 用户血液和尿液中的毒素水平低于香烟用户。 

2016 年菲莫国际减害产品（RRP）总销量 14.8 万箱，较 2015

年的 0.8 万箱大幅增加，不含税销售收入 7.33 亿美元，其中 90%

来自日本市场。根据 MarketWatch 的报道，2016 年菲莫国际来

自亚洲的收入攀升了 21%，尤其是菲莫国际在日本市场推出的

“降低风险”产品——电子烟设备 iQOS 带来的销售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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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 菲莫国际减害产品销售情况  图表15： 菲莫国际 iQOS 销售市场 

 

 

 

资料来源：菲莫国际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菲莫国际  方正证券研究所 

iQOS 是目前销售范围最广的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IQOS

产品率先在意大利和日本推出，目前已扩大至加拿大、丹麦、德

国、荷兰、英国、乌克兰等 20 多个国家，超过 140 万的消费者

已经使用 IQOS 电子烟，2017 年计划在 30 个国家以上有售。菲

莫国际于 2016 年年底向美国 FDA 递交了 IQOS 减害产品申报，

如申报通过，iQOS 将在美国上市。 

随着菲莫国际不断的拓展市场，IQOS 上市国家增多，其销

量有望进一步增长。但 IQOS 与电子烟相比有三点劣势： 

1.口味口感不如电子烟丰富； 

2.充电频率太高，体验不好； 

3.烟弹仍然使用的是烟草，戒烟效果不如电子烟。 

在中国电子烟厂商复制这一产品模式相对困难，原因在于： 

1.加热不燃烧产品含有烟草。在该产品的发展中，仍然面临

被视作卷烟产品，涉及税收问题。中国中烟公司对禁止进口

IQOS。 

2.技术壁垒。菲莫国际已经围绕 IQOS 设立众多专利，形成

壁垒。 

在监管方面，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大多等同传统烟草进行监

管，控烟政策同样适用。 

图表16： 主要国家对 IQOS 的监管 

国家或地区 监管措施 

中国 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属于依法监管的范围，

该制品区别于一般电子烟产品和其他新型

烟草制品。销售此类产品是一种违法行为 

日本 等同传统烟草 

澳大利亚 由于控烟法案，不能上市销售 

新西兰的奥克兰 非法产品 

美国 美国 FDA将对该产品进行风险方面的审查。 
 

资料来源：FDA  方正证券研究所 

 
1.2 电子烟全产业链梳理 

电子烟全产业链为上游原材料企业、电子烟设计制造企业、

以及下游的销售企业。上游原材料包括动力电池、芯片、五金塑

料等其他原材料。电子烟设计制造企业主要为烟油、电子烟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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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成品套装生产企业。下游销售包括贸易代理商、线上线下品

牌店、零售商店等。行业内一款电子烟产品的设计生产周期平均

为 3 至 5 个月。 

图表17： 电子烟产业链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1）烟油生产 

烟油属于电子烟的消耗品，既不属于电子烟设备的零部件，

也不属于原材料。烟油行业发展出相对独立的完整的产业链，包

括上游香精香料、丙二醇等化工原料供应商，生产制造企业，下

游贸易公司或经销商。烟油品牌众多，国外知名的有 V2、Halo

等品牌烟油，国内行业排名居前的生产企业为德康生物科技、恒

信科技、梵活生物科学等。 

（2）芯片方案商 

芯片是电子型主机盒子中的核心控制原件，实现电子烟的功

率调节、模式切换、温度控制、电源管理等功能。芯片的好坏直

接影响到电子烟产品体验的爆发性、稳定性、耐用性，甚至影响

到雾化器口感。 

图表18： 电子烟芯片示意图 

 

资料来源：EVOLV  方正证券研究所 

行业中有专门的电子烟芯片厂商，提供芯片设计的全套解决

方案。中小电子烟企业，多使用专业芯片厂商的芯片及相关解决

方案。主要的电子烟芯片厂商有 EVOLV DNA、亿海电子、VO 

CHIP、讯和通、瑞美义、高健实业、力合创新、信驰达、思拓

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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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 是美国知名电子烟芯片公司，也是全球顶尖控制方

案商之一。其研发生产的 DNA 芯片享誉全球，一直走在创新的

最前端。目前诸多高品质盒子都是采用此方案如 Vaporshark、

Hcigar、Vapecige、Hotcig、Lostvape 等。 

东莞亿海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研发的电子烟控制芯片

的科技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专利。亿海旗下

主要有 SX120、SX130、SX330 和 SX350 系列控制芯片产品，

其中 SX350J 是目前最高端的芯片，也是众多国内外高端电子烟

品牌采用的芯片。其电子烟主机芯片以稳定、高效和前沿的技术

和创新功能为广大电子烟爱好者追捧。 

（3）电池、棉、丝等配件生产企业 

电子烟中使用的电池主要为 18650 电池，市场上比较受消费

者信赖的主要为 Sony、LG、SAMSUNG、松下（三洋）等传统

品牌企业。国内主打电子烟电池的企业有亚威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费思特科技等。整个电池行业毛利率不到 30%。 

在电子烟 DIY 组件中还有像导油棉、发热丝等。这些配件

生产企业一般非专门为电子烟生产。主要有 ADVKEN、

flashwicks、Mad Rabbit、Vaporwire、VGOD、CKS、Cotton Candy、

VCC、无印良品等品牌的相关产品。 

（4）塑料、五金等其他原材料 

塑料、五金等是电子烟生产企业生产电子烟产品的原材料，

行业具有很强的大宗商品属性（材料只要初步加工）。行业较为

知名的企业有：深圳市龙鑫五金、东莞市嘉明金属、惠州亿纬锂

能、深圳兴中一精密五金、深圳海派特光伏科技等。 

（5）电子烟制造商 

制造电子烟的的厂商主要有以下两类：国际烟草巨头、专业

的电子烟制造企业。 

图表19： 主要电子烟制造企业 

 

分类 企业 

国外 

传统烟草巨头 
IQOS:菲莫国际 

帝国烟草、英美烟草、日本烟草等 

专业电子烟制造

企业 

ECIG、Vapor Hub、Vapor Corp、

Mainstream Cannabis 等 

国内 
卓尔悦、艾维普思、麦克韦尔、康

尔、易佳特等 

资料来源：蒸气巴士，电子烟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6）贸易公司 

贸易公司通常有代理业务也有经销业务。贸易公司拥有销售

渠道，与电子烟生产厂家及销售商合作，作为一个中介机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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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了生产与零售两个层面。由于电子烟贸易公司一方面可以为采

购商挑选每个工厂最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来进行采购，从而为采购

商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本土电子烟贸易公司较海外

采购商在质量控制、价格控制、交货期控制等方面更具有优势，

因此贸易公司更在跨国贸易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国际知名

品牌进入国内市场的主要渠道，为电子烟工厂开展产品市场营

销，新产品上市策划等服务。 

Heaven Gifts 成立于 2007 年，是电子烟领域最大的批发商和

供应商，与世界范围内的中间商和分销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由于与世界知名的电子烟制造商保持紧密的的联系，能在第

一时间提供最热门和最受欢迎的产品，拥有自己的仓库以及各种

知名的电子烟品牌等，在电子烟行业内拥有非常高的地位和影响

力。 

深圳市华典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经销批发电子烟设备、烟油、

配件一系列畅销产品，在消费者当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公司与多

家零售商和代理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主要代理品牌

有：ATOM、VGOD、SIGELEI 等。 

深圳市福莱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综合性

跨国性贸易公司，是全球多个一线品牌电子烟设备及烟油代理商

在行业内拥有非常高的口碑和影响力，而于 2016 年成立的旗下

国内事业部“狼烟天下”则是肯尼迪雾化器、vaporshark、陨石机

械杆以及疯狗机械杆等一系列著名且经典设备与烟油的中国区

总代理商，其产品采购则是从全球各地范围精挑细选，经过成百

上千次的测试，才引进中国，从而为产品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7）零售商 

零售商可以分为两大类，线上零售商与线下零售商，线上销

售渠道主要包括电子烟企业自有平台、线上电商平台和相关的电

子烟论坛、线上俱乐部等；线下销售渠道以体验馆、线下俱乐部、

专业电子烟门店、便利店、烟草产品店为主。例如，vape 俱乐

部兼具线上零售和线下零售两种模式，主要是为电子烟爱好者提

供交流咨询服务的平台和场所。 

1.3 以烟油行业为例 

（1）烟油成份 

烟油的成份包括：PG(丙二醇)、VG（丙三醇也称蔬菜甘油）、

香精、尼古丁、其他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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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0： 电子烟油成分及介绍 

成分 介绍 

PG(丙

二醇) 

常见的药物与食品添加剂。具有吸湿性吸湿，略带

甜味，无色无臭透明液体，具有很好的流动性。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对PG的定义是“普遍对

人体安全”。 

丙三醇

（VG

蔬菜甘

油） 

丙三醇是无色味甜澄明黏稠液体。无臭。有暖甜味。

国家标准称为甘油，可用作溶剂，润滑剂，药剂和

甜味剂。食用对人体无毒。 对眼睛、皮肤没刺激

作用。 

香精 

不同口味香精的搭配，比例的多少都决定了一款烟

油的风味。风味独特的烟油，其香精配方也是非常

复杂的。有一些特殊的香精，比如“薄荷”，同样会

具有击喉感。 

尼古丁 

烟油中的尼古丁主要作用是缓解烟瘾，产生击喉

感。并有一定的提升烟油口感的作用。含量弄度可

选，非烟油必要成分。 

其他添

加剂 

包括甜味剂，酸味剂，润喉剂，去离子水(蒸馏水)

等。主要作用是改善烟油的口感，弥补香精的不足。 
 

资料来源：蒸气巴士，电子烟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2）烟油产业链 

烟油产业链包括上游原材料供应商，设计制造企业，下游销

售三大部分。上游原材料供应商提供制造烟油所需的丙三醇，甘

油，香精等化工原料。烟油制造企业主要负责烟油的口味设计、

调配等，大型烟油制造企业也参与原材料的制造。下游销售渠道

与电子烟类似，通过电子烟代理商、贸易公司等到达电子烟零售

企业。 

图表21： 烟油产业链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3）商业模式 

国内烟油企业以 OEM/ODM 模式为主，为国外知名品牌进

行代工生产。国产自有品牌市场占比小，市场上受消费者追捧的

烟油多为国外品牌。Quit Smoking Community 网站 201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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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评选出的 Best E-Liquids and Vape Juices 榜单，其中多为美

国品牌。 

图表22： Best E-Liquids and Vape Juices 前十品牌 

排名 国家 品牌 

1 美国 V2 

2 美国 Halo 

3 意大利 Black Note 

4 德国 XEO 

5 美国 Cosmic Fog 

6 美国 Mig Vapor 

7 美国 Vista Vapor 

8 美国 Mt. Baker Vapor 

9 美国 ZampleBox 

10 美国 Henley Vape 
 

资料来源：Quit Smoking Community  方正证券研究所 

（4）行业核心竞争力 

烟油行业本质上是一个精细化工行业。各种产品均需要经过

实验室开发、小试、中试再到规模化生产，根据下游客户的需求

变化不断以及反馈进行更新或改进，对产品质量稳定性要求较

高，需要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不断改进工艺，积累经验。对各原

料的搭配调制以及生产工艺是烟油行业核心竞争力。 

（5）代表企业 

目前，全球烟油行业内大约有 5000 多家厂商，30000 多个

品种，可选性非常大。其中恒信科技集团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电子

烟油生产出口商，成为全球最早实现电子烟系列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集团；并于 2005 年成功发明了全

球第一支以天然植物为原料的电子烟油，成为国内首家通过电子

烟油无毒实验报告的企业。目前拥有五大类合计超过 1000 种不

同的烟油口味，其供销渠道遍布全球 80 个国家和地区，在许多

国家，恒信烟油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80%，是当地烟民的首选产品。 

约翰逊溪谷公司是美国的第一家烟油生产商，也是世界第二

大烟油公司，于 2008 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约翰逊溪谷成立了

工厂，其生产的烟油行销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曾被《时代》

杂志、《华尔街日报》、《彭博》等多家知名媒体采访报道过，

拥有 ISO 9001:2008 认证实验室，仅使用美国产的原材料调制香

味，是最值得信赖的美国电子烟油公司。 

Nicopure Labs 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总部位于坦帕，是一家

领先的电子烟油和蒸发器生产商，在美国和欧洲均拥有业务，旗

下拥有 Halo、eVo、Triton 和 G6 等知名品牌，其中 Halo 是目前

已知的所有境内外品牌中极少数采用浸泡工艺生产的烟油品牌

之一，国内目前尚没有这种工艺生产的烟油产品，这一工艺水准

使得Halo连续两年蝉联美国专业杂志VAPEMZ的烟油评测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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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其产品销往全球 110 个国家，又进一步在荷兰增设欧洲

总部，拓展其业务版图。 

深圳梵活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自 2009 年成立以来一直专

注于从事电子烟烟油的研发与生产，是全球最大的烟油代工厂，

为世界多个知名烟油品牌提供优质的烟油产品，为客户提供从

OEM 设计源头到生产、检测、物流的全方位服务。烟油主要使

用人工合成尼古丁，并在美国办厂。 

2 电子烟市场有望持续增长 

2.1 市场规模高速增长，受众不断增加 

电子烟发明于中国，兴起于海外，从 2010 年的 7 亿英镑到

2016 年的 61 亿英镑，6 年间增长近 800%。电子烟主要市场在海

外，并且市场有淡季旺季之分，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正值节假日

集中时需求量猛增。 

图表23： 全球电子烟销售额 

 

资料来源：Euromonitor  方正证券研究所 

根据 2016 年 Research and Market 发布的《2016-2025 年全球

电子烟和雾化器，装置和售后市场分析预测》预计，2025 年将

超过 470 亿美元。 

整个预测期内，北美尤其美国将主导市场，但亚太地区将以

最高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到 2025 年占全球电子烟市场价

值的 27％以上。显著的收入流将出现在中国和印度。 

图表24： 2025 年全球电子烟市场规模将超过 470 亿美金 

 

资料来源：Research and Market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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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国外是电子烟主要市场，将持续稳定增长 

从消费市场来看，电子烟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意大

利、马来西亚、法国、德国等海外国家，2015 年全球电子烟销

售额达 70 亿美元，以上国家占据 90%以上，其中美国销售额为

34.5 亿美元，占据近 50%的市场份额，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烟市

场。根据EY发布的《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 (ENDS): 

an update on a rapidly evolving vapour market》报告估计，2016 德

国、法国、意大利、波兰、俄罗斯、韩国、英国这七个国家电子

烟使用人数已达 610 万人。 

图表25： 2015 年全球电子烟销售占比  图表26： 全球前几大电子烟消费市场 

 

 

 

资料来源：欧睿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CigIntelligence  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消费者人数方面来看，18 周岁以上的电子烟民也主要分

布在欧美国家，其中电子烟消费人数最多的国家分别为美国、英

国、法国，人数超过 100 万。 

图表27： 2011-2015 年美国电子烟使用情况  图表28： 英国和法国电子烟使用情况 

 

 

 

资料来源：NYTS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Y  方正证券研究所 

在增速方面，前 3 大市场中的美国和英国近两年增速放缓，

而法国仍保持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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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9： 2014-2016 电子烟高增速市场分布 

 

资料来源：ECigIntelligence  方正证券研究所 

2.1.2 国内潜力巨大，面临诸多现实困难，非戒烟性需求有望

相对高速发展 

国内电子烟市场有望最大实现百亿左右规模。近年来市场关

注度上升，但仍面临现实困难。综合国内市场情况，非戒烟性需

求有望相对高速发展。 

（1）国内电子烟市场潜力待开发 

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5 年全球吸

烟人数为 9.33 亿人，中国烟民数量全球第一，约占全球烟民数

量的三分之一，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紧随其后。尽管中国烟

民数量约为美国烟民数量的 7 倍左右，但目前电子烟在中国的普

及率还远低于欧美等国，仅占全球电子烟市场的 5%左右。 

图表30： 2015 年前五国家烟民数量对比 

 

资料来源：柳叶刀  方正证券研究所 

近年来，控烟政策加强落实，2016 年我国卷烟首次出现销

量下滑，2016 年全国卷烟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1.3 万亿元，较去年

（1.41 万亿元）降低 3.64%。若保守按 1%的替代测算，将对应

100 亿左右的电子烟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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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1： 2011-2016 中国卷烟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烟草专卖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烟出口国，全球 95%以上的电子烟

产品或其配件产自中国，其中 90%出口海外，主要包括美国、英

国、波兰、日本、荷兰、德国等国家，国内市场仅消耗 5%。 

图表32： 2011-2016 中国电子烟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国内电子烟市场规模的急剧增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海

外市场监管加强，出口变难，很多国内厂商开始开拓国内市场。

另一方面，中国自 2006 年成为《公约》的缔约国后便开始制定

相关控烟措施。近年来，国内控烟力度加强、民众对控烟支持度

高涨、烟草税赋加重，卷烟销量降低，烟民开始选择电子烟作为

尼古丁输送工具。 

图表33： 2016 中国主要城市控烟效果 

 

资料来源：界面新闻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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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市场的蓬勃发展，增加了电子烟的曝光度，国内消费者

对电子烟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从百度搜索指数来看，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20 日，消费者在百度中搜索“电子烟”这一

关键词的次数是一个上升的趋势，特别是 2014 年这 3 年以来，

相比以前有了一个量级的增长。这一搜索指数说明消费者主动了

解电子烟的意愿不断的上升。 

图表34： 2011-2017“电子烟”百度搜索指数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百度指数  方正证券研究所 

（2）国内面临诸多现实困难 

电子烟发端于国内确兴盛于国外，这是由中国的国情，独特

的文化综合导致的。可以概括为四大因素：缺乏政策支持监管滞

后、国内媒体的负面报道、烟草是中国税收的重要来源、独特文

化导致的对电子烟接受度有限。 

国内市场缺乏政策支持，监管滞后，行业标准亟待出台。在

国内电子烟既不属于药品，也非保健品、医疗器械，更不是烟草。

电子烟的监管也是一片空白，既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行业标

准。可以说电子烟处于“三无”状态，“无产品标准”、“无质量监

管”、“无安全评价”。相对于国内 2016 年达 32 亿的市场规模，

法律法规严重滞后于电子烟的发展速度。 

国内负面舆论使消费者产生误解。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支

持，没有相应的行业标准，造成了电子烟宣传推广的困难，更由

此造成了社会上的不少误解。国内市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速度相

对较慢，再加上国内媒体片面的报道，更不利于产品的宣传、市

场的推广。国内媒体对电子烟负面报道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

是关于“戒烟”的虚假宣传，二是关于电子烟安全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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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5： 媒体的负面报道 

时间 媒体 内容 

2015年05

月 19 日 

京华时

报 

“警惕电子烟侵害青少年。” 

2015 年 7

月 27 日 

新华社 专题视频《真相》-“戒烟神器”OR“饮

鸠止渴”揭秘电子烟背后乱象。 

2015 年 5

月 8 日 

央视网 第一时间”节目电子烟调查：“电子

烟多含尼古丁甚至有致癌物。” 

2016年01

月 11 日 

贵州卫

视 

“午间道”节目报道：“电子烟真的安

全吗？” 

2017 年 央视 315：“电子烟甚至比真烟危害还

大。” 
 

资料来源： 央视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烟草是中国税收的重要来源，对国家财政贡献大。中国自

1994 年新税制实施后，开始对烟草征收消费税，1998 年、2001

年、2009 年、2015 年分别进行过调整。2015 年的调整将卷烟商

业批发环节的消费税率从 5%上调至 11%，并对每支烟加征 0.005

元从量税。全国烟草工商税利与上缴国家财政额从 2011 年连续

五年上涨，2016 年才出现下降现象。烟草工商税利在 2014 年首

次突破 1 万亿后，连续三年保持在 1 万亿元以上，2015 年更达

到历史高点 1.1 万亿元。 

图表36： 2011-2016 烟草工商税利及上缴财政总额（亿元） 

 

资料来源：央广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烟草税收占全国税收比重连年上升，2015 年更达到 8.77%。

烟草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电子烟是烟草的替代品，电子烟发

展必然侵蚀烟草的市场。 

图表37： 2011-2015 烟草税收占全国税收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研究源于数据 26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新三板-行业专题报告 

 
国内中烟集团对新型烟草制品尚处于布局阶段，2016 年国

家烟草专卖局印发的《烟草行业“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明确

提出了培育新型烟草制品国际竞争新优势。 

图表38： 中烟集团布局电子烟 

时

间 
事件 

2014 年 04 月 15 日 上海绿新控股子公司上海绿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吉林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延

吉长白山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签订了四方技术合作

协议。以低温雾化烟技术为基础，合作研究和开发长白山香烟伴侣 

2014 年 7 月 云南中烟首次公开招标的“新型烟草制品样品制作及委托加工项目”对中标单位发出

通告，深圳合元集团中标。 

2014 年 10 月 29 日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发明专利：一种评价电子烟烟雾量的方法，对烟雾

量的具体评判标准具有一定意义 

2014 年 11 月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发明专利：一种鼻烟壶式电子烟，可以根据个人喜

好通过改变拨盘式调压组件所处的档位以达到改变烟雾量的目的，能有效防止灰尘、

杂质等进入电子烟具内部。 

2014 年 12 月 17 日 川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发明专利：太阳能增氧负离子雾化型电子烟的抽吸

装置，能够产生负离子和足量氧气，有效降低了烟气对人体的危害。 

2015 年 1 月 7 日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发明专利：一种热敏性电子烟液及其制备，该发明

电子烟烟液能够长期保存，在保存期内电子烟液的质量及味道等均保持不变。 

2015 年 1 月 21 日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发明专利：一种电子烟液。该电子烟液的香味接近

传统卷烟且香味纯净。 

2015 年 2 月 18 日 云南中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发明专利：一种低温不燃烧卷烟用抽吸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2015 年 3 月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发明专利：1.一种适用于配制果香型电子烟烟液的溶

剂及其配制的烟液和电子烟，该发明提供的电子烟烟液溶剂的组分均是食品级溶剂，

对吸食者健康无害；2.用于电子烟的固态烟弹及其制备方法，该发明改善了口感，提

高了产品的稳定性，并进一步避免了液体电子烟液泄漏所造成的安全等隐患。 

2015 年 6 月 6 日 上海新型烟草制品研究院正式成立。 

2015 年 12 月 11 日 烟草行业新型烟草制品装备工程研究中心在山东青岛成立。 

2017 年 3 月 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新型烟草制品研究所一行到云南中烟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就电加热新型卷烟烟支的生产加工、细支电子烟及烟油国内开发等相

关事项进行工作探讨。 
 

资料来源：东方烟草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在国内现有的消费习惯下实现消费者对电子烟需求特别是

替烟性需求的高度认可度仍需努力。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差异、

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差异，导致中西方消费者对电子烟的接受度有

所不同。中国主要有以下两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香烟的社交文化：在中国烟草作为待客之物古已有之，历史

悠久，更有文人墨客歌颂。在中国，香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社

交货币”，同时也是一种迅速拉近人们距离的手段。在全世界范

围来看，香烟所承载的社交文化几乎为中国所独有。无论是欧洲

还是美国，都没有分烟、敬烟的习惯。 

中国文化含蓄内敛：中国人整体展现出温文尔雅、含蓄内敛、

不事张扬的民族个性。这同西方人激情奔放、开放张扬的个性形



 
 

研究源于数据 27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新三板-行业专题报告 

 
成了鲜明对比。在西方，英美等国，大烟雾电子烟较小烟雾更受

欢迎，电子烟玩家习惯于在人群中制造大烟雾，觉得很酷。而中

国人恐对制造大烟雾这一行为较难接受，小烟雾或更适合中国人

含蓄内敛的性格。 

文化差异性的存在将会导致国内外消费者电子烟消费结构

的变化。 

（3）非戒烟性需求有望相对高速发展 

尽管国内电子烟市场存在诸多困难，但未来非戒烟性需求有

望相对高速发展。非戒烟性需求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替烟需求，

二是 Vape 玩家需求。 

随着中国禁烟政策趋严以及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高，电子烟

作为一种替烟产品的需求有望高速发展。电子烟较传统烟草有三

个优势： 

1.危害更小。电子烟不燃烧，不含焦油，不含普通烟燃烧时

产生的会导致呼吸系统与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 460 多种化学物

质等特点，从而除去了普通烟中的致癌物质，对人身体危害更小； 

2.口感接近，口味更加丰富。消费者只需挑选可调节电压电

量及可调气流的电子烟搭配合适的烟油，就能保持其口感与卷烟

相差无几；此外，电子烟样式、烟油口味丰富且具个性化，是很

多消费者选择的理由； 

3.电子烟相对卷烟性价比高。英国公共组织研究表明，传统

烟民年均花费是一次性电子烟花费的 2 倍，可注油电子烟花费的

4 倍，从经济角度来看，电子烟较传统烟草性价比更高。 

凭借这三个优势电子烟可替代卷烟成为一种新型抽烟方式。 

此外，国内 Vape 文化已经形成，杂志影视、论坛、俱乐部

及花式蒸汽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文化现象也相继涌现，已经逐渐发

展成为一种潮流，将极大推动电子烟市场的繁荣。Vape 玩家群

体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数量基数，在相关论坛中注册的玩家已超

过 78 万人。随着 Vape 群体的发展壮大，电子烟的影响力将与

日俱增。 

2.2 四大因素拉动电子烟需求增长 

2.2.1 生活方式性需求——消费升级引领需求变迁，以大烟为

代表的 Vape 文化渐成潮流 

以大烟为代表的电子烟产品因其大功率，大烟雾，花样多等

产品特性满足了 vape 玩家追求时尚、新潮的生活方式需求，逐

渐发展成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时尚文化。 

（1）消费升级引领需求变迁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对商品的需求仅限于能满足基本的

生活需要，制造工艺简单、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即能泛滥市场，但

其缺乏商品保鲜度个生存能力的特性使得在如今物质丰盈、多样

化选择的时代渐渐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新一代的消费者对新

颖、个性化生活的产品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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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品质提升为标志的消费升级正逐渐充斥各国的消费市场，

品质消费取代功能性消费已成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传统品牌将

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新颖”、“时尚”、“酷炫”将成为未

来消费市场的代名词，时尚创意、休闲度假、娱乐消费等将成为

未来消费的主宰，健康生活、品质生活、创意生活的理念正逐步

引领大众消费需求的变迁，主流消费者也随之转变，崇尚新型且

极具科技感产品，追求科技性生活方式的年轻消费者成为消费升

级大趋势下的主力军。 

（2）vape 文化——时尚新潮炫酷的生活方式渐成潮流 

“Vape”一词最早出现在 1980 年代，中文名叫电子烟、蒸

汽烟，既可以形容抽电子烟时的吞云吐雾，又可以指“电子水烟”

这一器具。早在很多年前，很多欧美国家倡导戒烟或明令戒烟，

健康、绿色、无明火、没有烟头、没有烟灰的 vape 迎合了广大

烟民群体的需求，随着 vape 的出现，vape 以自身的大烟雾和可

玩性的潮酷特点迎合了喜欢街头文化的群体。 

图表39： 水烟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  方正证券研究所 

在美国，vape 文化成长于已经非常成熟的街头文化，街头

文化即 Hip-hop 文化，源于 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黑人的一种街头

说唱文化，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Hip-hop 文化由一开始的打

碟、说唱乐、街舞、涂鸦四个基本元素发展到包括滑板、街头篮

球等表演性质的体育运动，以更自由、更自信地表达自我、证明

自我为特征的街头文化逐渐成为型酷和时尚的象征，涵盖音乐、

涂鸦、滑板、街舞、街头篮球、服饰等。 

在欧美，vape 已经是超越了功能需求的情感需求，是情感

需求带动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现象，成为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时尚

文化，也逐渐作为一种健康、环保、时尚的生活方式被大众所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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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0： 美国街头文化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  方正证券研究所 

目前，vape 玩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在 vape 不断与时尚

结合的过程中，年轻时尚的潮流氛围给 vape 文化带来了勃勃生

机，随着 vape 文化的传播流行，vape 玩家规模将持续增长。据

行业数据，单纯为了追求新潮 Vape 文化的消费者贡献了电子烟

市场销售额的 20%至 30%，在美国甚至达到了 40%至 50%。在

美国高中生这一特定群体里，Vape 占比远远高于烟草使用者。 

Vape 文化最初是以论坛和网站的形式出现，后来逐渐发展

成线下模式，如体验店、休息室、俱乐部、展会等。Vape 爱好

者通过各种渠道同聚一堂，分享吞云吐雾的技巧和心得，将 vape

文化与时尚潮流相结合，不断发展壮大，电子烟的影响力也与日

俱增，更出现了自己的书籍、杂志等，活跃在影视作品中，也赢

得了众多明星、网红的喜爱。 

电子烟潮流文化兴起于国外，国外消费者对电子烟的高度认

可及使用习惯发展成熟，电子烟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电子烟发

展过程中也承载了不同的意义，欧美上流社会人士把电子烟作为

显示权威的权杖；电子烟玩家把电子烟作为追求品质生活和彰显

个性的道具；很多烟民则把电子烟作为减少吸烟危害的宝贝；同

时也逐渐发展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追求卓越、自我超越、崇尚

自然的媒介，逐渐演变成一种时尚潮流与文化。而主流的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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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象则主要是用于交流电子烟使用经验、选购建议、烟雾技

巧、产品测评，还包括电子烟时事、相关行业政策等多种话题。 

图表41： 电子烟文化现象 

电子烟论坛、APP 应用 

电子烟论坛 

国外电子烟网站数量很多，e-cigarette-forum（ECF）、new-smoke、nu-vapor、

tobacco-news、vapersforum 等网站流量都很高，其中 e-cigarette-forum

（ECF）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烟网站，主要覆盖电子烟基础知识、电子烟

新闻活动、电子烟法律情况、电子烟技术指导、产品测评及推荐等版块，

同时也有电子烟销售渠道。而 VapersForum（VF）则是专门供 vape 爱好

者互动以及信息共享的平台，主要囊括 vaper 新手、vape 交流、vaper 聚

会以及电子烟相关新闻、产品、团体等板块。 

 

APP 应用 

在移动端，Vape 爱好者传播 Vape 文化、交流经验心得、购买电子烟产

品的主要渠道为 APP 应用。APP 中更出现有网红直播的栏目。下载量达

一定规模的有 27 个 APP，其中规模较大的为 Vapeam，吹吧，电子烟等。 
 

Vape 体验店、休息室及俱乐部 

Vape 体验

店 

vape 体验店也是琳琅满目，据行业相关估计，美国电子烟体验店数量

已经达十多万家。由于每个州对 vape 的规定不同，很多实体店并不设

置座位，店内客人只能站着体验，而在有的州则可以在店内设置座位，

就是我们熟知的“vape bar”。  

休息室 

Vape 休息室是一个具有体验、零售、教育等功能的地方，实体的 vape

休息室的运作与实体书店类似。虽然在网上购买 Vape 耗材的成本很低，

但这对新手而言有一定难度，甚至可能是危险的。  

俱乐部 

Vape 俱乐部也兼具零售功能，与休息室不同的是，Vape 俱乐部有线上

和线下两种模式，另外 Vape 俱乐部主要是为电子烟爱好者提供一个现

场交流的平台和场所，同时注重电子烟文化的培养及传播，通常会举办

电子烟沙龙，有专业人员及玩家提供如何改丝绕丝、产品认识、花式吐

烟圈等咨询服务。 
 

杂志 

《VPR》 

2013 年在美国创立，创刊至今，不仅在美国极具影响力，还在全球超

过 40 个国家发行。VPR 杂志的流行和畅销带动了全世界电子烟民接触、 

认识电子烟、烟油及周边产品，这使其进而成为了广大民众了解电子烟

行业的重要窗口。  

《VAPE 

Magazine》 

国际权威的专注于电子烟产业&文化的双月刊杂志。北美、欧洲、亚洲

-中国三个版本，全球年发行量超过 1,200,000 册 

 

其他 
英国专注于电子烟行业的《Vapouround》、俄罗斯的《Vape》、中国

的《电子烟世界》、《大蒸汽家 Dr.VAPE》 

 

电子烟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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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美国国际烟草展、美国纽约首届电子烟展会、美国迈阿密电子烟展、

美国芝加哥电子烟展。 

美国芝加哥电子烟展Vapor Expo International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

B2B 电子烟贸易展览会，由 RES 公司 2014 年主办，是整个美洲地区第

一个电子烟博览会，汇聚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 200 多个电子烟制造商，

经销商，批发商及零售商。2017 年该展会已并入美国国际烟草展,简称

TPE 
 

其他地区 

波兰电子烟展会、德国法兰克福电子烟展、英国伯明翰电子烟展、

荷兰电子烟展会、德国 Inter-Tabac 烟草展、俄罗斯莫斯科电子烟展、

中国（成都）国际电子烟展、上海国际电子烟展览会、电子烟产业博览

会、北京国际电子烟展。 

由 IECIE 在深圳举办的电子烟产业博览会共有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个电子烟品牌参展，吸引了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54295 海内外观

众来参观交流，共有 223 位媒体接着前来采访报道。 

 

电子烟明星、电影、网红 

明星 

电子烟与明星的结合，成为电子烟快速传播的渠道。在抽电子烟的国际

明星中，莱昂纳多由于钟爱电子烟，多次公开在重大场合抽电子烟，使

得电子烟的知名度和形象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国内明星中，Angelababy、

唐朝乐队主唱丁武、歌坛领军人物韩红等都是电子烟的使用者。 

 

电影 

电子烟与时尚接轨，也经常亮相经典的影视作品中，包括好莱坞电影《焦

点》、2015 年电视喜剧《破产姐妹》、2016 年香港电影《恶人报喜》

等 

 

网红 

电子烟网红是指通过直播方式进行电子烟表演、产品介绍、测评等多种

活动的电子烟玩家。蒸汽界网红 Rip Trippers（又称 Big Phil ——大胡

子）是全球最多粉丝的蒸汽烟测评师。电子烟媒体 vaping360 公布了一

项统计，截止 2017 年 3 月 2 日 Rip Trippers 在 You Tube 上共有 809232

名订阅用户。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cigarette-forum（ECF）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烟网站，成立于

2007 年，拥有 25 万人次的注册会员，汇集各国电子烟经销商。

并且注册用户数还在不断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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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2： e-cigarette-forum 数据及流量趋势 

 

资料来源：Alexa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国内 vape 相关论坛等也处于蓬勃发展期。在酷传监控中分

别搜索：“vape”“电子烟”“吹吧”，选取下载量达一定规模

的 27 个 APP。统计这 27 个 APP 的总下载量，2016 年 12 月 11

日其下载总量为 54664 次，到 2017 年 6 月 11 日总下载量增长到

294810 次。这半年时间下载量增长了 5.39 倍。这一增速从侧面

反映了 Vape(蒸汽)爱好者数量飞速增长。 

图表43： Vapeam 电子烟下载总量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酷传监控  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国内几家主流电子烟论坛网站会员或粉丝数来看，Vape

一族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数量基数。截止到 2017 年 6 月 12 日

12 时，总人数已达 78558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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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4： 中国主要 Vape 论坛会员数 

 

资料来源：酷传监控  方正证券研究所 

（3）大烟雾成为时尚、新潮、炫酷的象征，大烟类产品牵

动市场神经 

目前全世界追求大烟雾的电子烟玩家队伍正在迅速扩张，他

们对电子眼的使用不仅仅是为了尼古丁而戒烟，更是为了追求更

大的烟雾，各种烟雾大赛的举办也助长了这一势头。 

在欧美、东南亚等电子烟盛行的国家，各种烟雾竞技大赛等

表演活动琳琅满目，许多电子烟爱好者相约齐聚一堂，劲炫吞云

吐雾的绝活。2014 年首场国际电子烟喷雾大赛在美国举行，使

用健康电子烟，喷雾最大的即为获胜者，除了奖金、奖杯、纪念

品之外，此次比赛的目的实际上是为电子烟爱好者举办的一次聚

会和盛会。2017 年 4 月，世界烟雾巡回赛（World Series of Cloud 

Chasing Cloud Competition）中国站在深圳举办，该比赛设置了

价值 5000 美元的一等奖，获胜者将可以前往美国参加总决赛。 

图表45： 世界烟雾巡回赛中国站  图表46： IVC 国际电子蒸汽烟雾大赛 

 

 

 

资料来源：IECIE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ECIE 查询  方正证券研究所 

电子烟从最开始的仿真烟到现在的大烟雾玩具，各种不同的

电子烟设备越来越多的被大众所接受，大烟雾是现在电子烟玩家

青睐的选择，各种烟雾技巧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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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一位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资深电子烟玩家，华

裔小伙 Michael Lee（迈克尔-李）登上了法国大型人气综艺节目 - 

France Got Talent（法国达人秀）。在三分钟的表演时间里，Michel

利用电子烟产生的烟雾，表演了各种花式烟圈绝技，最后获得评

委的一致通过。这次 Michael 的顺利过关，不单单是评委及大众

对其个人能力技巧的认可，更是主流媒体对电子烟的一次敞开接

纳。 

图表47： 多种烟雾技巧  图表48： Michael Lee 在法国达人秀上的表演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腾讯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在电子烟玩家队伍中，对更时尚更新颖生活方式的追求使得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更青睐于拥有更新颖的外观、更多样的功能、

更完美的用户体验的大烟类产品，也使得这类大烟产品经常成为

爆款。爆款产品的出现，使得其产品销量剧增，例如艾维普思的

爆款产品“Alien Kit”系列产品销售 50 多万个，销售收入占全

年收入 13.63%，“TFV8”系列产品销售 110 多万个，销售收入

占全年收入 14.85%；但市场上大烟产品琳琅满目，更新换代快，

产品的销售周期普遍为半年，爆款的生命周期能达到一年以上，

随着爆款的兴起与没落，对公司业绩影响大，导致公司业绩的波

动。 

2.2.2 戒烟需求——卷烟控制日趋严格，戒烟市场稳定发展 

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全球每年

因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 600 万，超过因艾滋病、结核、疟

疾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2012 年发布

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中估计，如对吸烟流行状况不加以

控制，至 2050 年每年死亡人数将突破 300 万，成为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堪承受之重。 

基于此，对卷烟进行控制成为各国的共识。而卷烟控制的日

益严格、卷烟价格的不断提高、健康意识以及戒烟意图的增强都

为电子烟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以如烟、蓝白等为代表的小烟产品，

以其仿真的外形、模拟卷烟的抽吸方式以及方便携带等优点能满

足市场上消费者的戒烟性需求。 

戒烟需求是电子烟市场增长的重要驱动力。ernst&young 在

2016 年 5 月发表的《E-cigarettes:an emerging category》中估计英

国、法国、意大利、波兰、德国、俄罗斯、韩国这七个国家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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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使用者在 2013 年、2015 年分别为 280 万、510 万，其中以戒

烟为目的的消费者占比从 31%上升到 37%。从这组数据可得戒

烟需求的消费者贡献了电子烟市场规模总增长的 44.3%。 

图表49： 2013-2015 戒烟需求对电子烟市场增长贡献 

 

资料来源：ernst&young  方正证券研究所 

（1）《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结与履行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简称 FCTC，于 2003 年 5 月在第 56 届世界卫生大会

上获得通过，2005 年 2 月正式生效。它是针对烟草的第一个世

界范围多边协议，也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第一个具有国际

法约束力的全球性公约。该公约规定主要包括：广泛禁止烟草广

告、提高价格和税收、在烟草制品上印制健康警告标签以及除了

其他烟草控制战略以外的避免人们接受被动烟草的措施。该公约

的各缔约国将受到条约具体规定的制约。 

图表50： 《公约》主要措施 

 

资料来源：WHO  方正证券研究所 

《公约》缔结情况：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9F%E8%8D%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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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卫组织 194 个成员中的 180 个已经批准《公约》，

覆盖全球 90％以上的人口，成为联合国有史以来得到最大支持

和最快响应的国际公约之一。《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

（以下简称《议定书》）是继《公约》之后烟草控制领域的第二

份国际法律文书，旨在落实《公约》第 15 条关于消除烟草制品

非法贸易的规定。《议定书》于 2012 年 11 月在第五届缔约方大

会通过，2013 年 1 月 10 日开放供签署。中国、法国、南非等 12

个国家于 1 月 10 日当天签署。 

图表51： 公约缔结情况  图表52： 各年度批准/加入《议定书》的缔约方

数量 

 

 

 

资料来源：WHO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HO  方正证券研究所 

《公约》履行情况： 

根据世卫组织 2016 年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2016 年，《公约》

履行情况良好，多数缔约方都在控烟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图表53： 缔约方控烟措施  图表54： 《公约》履行情况数量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HO  方正证券研究所 

《公约》第 14 条要求为降低烟草依赖和戒烟提供支持服务。

统计数据显示，92 个缔约方已经将对烟草依赖的诊断和治疗以

及戒烟咨询服务纳入国家烟草控制战略、卫生战略以及保健系统

中。约 80 个缔约方制定了综合性配套戒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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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5： 特定卫生保健系统及资助程度的缔

约方比例图 

 图表56： 各国戒烟措施 

 

 

 

资料来源：东方烟草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东方烟草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2）国内控烟政策日趋严格 

中国自 2006 年成为《公约》的缔约国后便开始制定相关控

烟措施。近年来，国内控烟力度加强、民众对控烟支持度高涨、

烟草税赋加重，卷烟销量降低，烟民开始选择电子烟作为尼古丁

输送工具（英语）。 

图表57： 中国近年控烟措施 

 

资料来源：国务院办公厅  方正证券研究所 

（3）戒烟药物及效果 

在戒烟药物方面，有 74 个缔约方可提供尼古丁替代疗法，

目前主流的戒烟方式有尼古丁贴片/口香糖、处方药，口含烟，

电子烟以其低危害、口感到位、外观时尚的综合优势，成为多数

烟民戒烟的选择。 

图表58： 主流戒烟产品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相比较 NPC（含尼古丁的戒烟产品）及其他戒烟方式，电

子烟辅助戒烟的成功率更高，高达 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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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9： 电子烟辅助戒烟成功率最高 

 

资料来源：蒸汽鳄鱼  方正证券研究所 

（4）戒烟市场庞大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人吸烟人数的百分比从 21％下降到

17％。半个世纪前，美国的吸烟者比例在 40％以上。根据美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调查显示，有 70%的吸烟者有戒烟意愿，而

随着控烟措施的进一步加强，这个比例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图表60： 美国烟民减少、戒烟意愿强 

 

资料来源：The Motley Fool  方正证券研究所 

作为世界烟草消费第一大国，中国烟民数量近 3.5 亿，是全

世界烟民总数近 1/3，烟民数量全球第一。根据“事实说调查”的

随机对 6 万多吸烟人士的调查数据显示，近 74%的烟民有过戒烟

意愿，这其中包括戒烟成功、正在戒烟、戒烟失败的人数。 

图表61： 中国烟民戒烟情况 

 

资料来源：事实说调查  方正证券研究所 

2.2.3 替烟需求——电子烟相比烟草危害小、口味丰富、性价

比高，可作为烟草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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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子烟市场上，以 Ego 为代表的中烟以其危害小、

口味丰富、性价比高等优点迎合了市场上大批消费者的替烟需

求。 

（1）电子烟较传统烟草危害更小 

烟草烟雾中含有 7000 余种化学成分，其中数百种为有害物

质,至少 69 种为致癌物。对人体产生伤害最大的为焦油、一氧

化碳、放射性物质等有害物。长期抽烟将导致患恶性肿瘤、呼吸

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生殖和发育异常、糖尿病等相关病症

的几率上升。 

由于电子烟烟油中剔除了卷烟中主要的有害物质焦油、一氧

化碳、反射性物质等，因而避免了抽卷烟而对身体造成的危害。 

图表62： 卷烟与电子烟油成分及介绍 

卷烟 电子烟油 

成分 危害 成分 介绍 

尼古

丁 

尼古丁可以作用于吸烟者的大脑，使人们对

烟草产生依赖性。尼古丁对人大脑的直接作

用是使吸烟者感觉灵敏、兴奋和/或放松。

尼古丁还可以引起血管收缩，使血压升高；

使血管内膜受损，引起冠状动脉痉挛，诱发

心绞痛和心肌梗死；引起心跳加快。但是，

尼古丁的这些作用只有在吸烟时才会出现，

而在以其他形式使用尼古丁（如尼古丁替代

疗法）时不会出现，这是因为吸烟时尼古丁

能够非常迅速地进入人体并发生作用。 

PG(丙二

醇) 

常见的药物与食品添加剂。具有吸

湿性吸湿，略带甜味，无色无臭透

明液体，具有很好的流动性。美国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对 PG 的

定义是“普遍对人体安全”。 

焦油 

焦油是烟草燃烧后产生的黑色物质，它在烟

雾中以细小颗粒的形式存在。焦油是引起肺

癌和喉癌的主要原因，也会加重哮喘及其他

肺部疾病的症状。而且，焦油还是使吸烟者

手指和牙齿发黄的原因。 

丙三醇

（VG 蔬菜

甘油） 

丙三醇是无色味甜澄明黏稠液体。

无臭。有暖甜味。国家标准称为甘

油，可用作溶剂，润滑剂，药剂和

甜味剂。食用对人体无毒。 对眼

睛、皮肤没刺激作用。 

一氧

化碳 

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每支卷烟

可以产生约 20～30ml 一氧化碳。它与血红

蛋白的亲和力比氧气高 260 倍。吸烟者在冬

季封闭的房间中吸一支烟，全家人血液中的

碳合血红蛋白会升高 6 倍。一氧化碳还会使

胆固醇贮量增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 

香精 

不同口味香精的搭配，比例的多少

都决定了一款烟油的风味。风味独

特的烟油，其香精配方也是非常复

杂的。有一些特殊的香精，比如“薄

荷”，同样会具有击喉感。 

放射

性物

质 

吸烟分解、放出的射线，是重要的致癌因素。 尼古丁 

烟油中的尼古丁主要作用是缓解

烟瘾，产生击喉感。并有一定的提

升烟油口感的作用。含量弄度可

选，非烟油必要成分。 

其他

有害

物质 

烟草中还含有氰化钾、甲醛、丙烯醛、砷、

汞、镉、镍、氨、砒霜、杀虫剂等致命成分。 

其他添加

剂 

包括甜味剂，酸味剂，润喉剂，去

离子水(蒸馏水)等。主要作用是改

善烟油的口感，弥补香精的不足。 
 

资料来源：蒸气巴士电子烟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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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初，Ernst & Young 发布的《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 (ENDS): an update on a rapidly evolving vapour market》调

查结果显示，驱动消费者使用电子烟五大原因中，排名第一的即

是消费者认为电子相对于传统卷烟更健康。 

图表63： 消费者使用电子烟五大原因 

 

资料来源：Ernst & Young  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7 年 2 月，一项由英国癌症研究会资助、伦敦大学学院

研究人员领衔开展的研究表明：曾经抽传统香烟的人，在换成使

用电子烟半年及以上后，烟草中某些严重致癌物质的体内含量水

平相当低，以 NNAL（某种致肺癌物）为例，烟民的体内含量较

平均水平低 97.5%。另外，包括丙烯腈、丁二烯、丙烯醛等的大

量致癌物，在使用电子烟的烟民的体内含量非常少。 

图表64： 烟草与电子烟挥发物毒性比较 

有毒化合

物 

烟草烟气 

（微克，主流

气体中） 

电子烟 

（微克） 

平均比例 

（传统烟草

VS 电子烟） 

甲醛 1.6–52 0.20–5.61 9 

乙醛 52–140 0.11–1.36 450 

丙烯醛 2.4–62 0.07–4.19 15 

甲苯 8.3–70 0.02–0.63 120 

NNN** 0.005–0.19 0.00008–0.00043 380 

NNK** 0.012–0.11 0.00011–0.00283 40 
 

资料来源：EHP  方正证券研究所 

（2）口感接近、口味更加丰富 

烟草与烟油存在诸多不同，导致抽卷烟与抽电子烟的口感体

验不同： 

图表65： 烟草与烟油的差异 

差异 介绍 

材料 
烟草为天然烟叶加工成的烟丝，烟油则

为工业提炼的人工混合物 

性状 烟丝为固体，烟油为液体 

吸入体内的手段 
香烟通过点燃燃烧，而电子烟中的烟油

则为加热蒸发 

吸入体内的物质 烟草为燃烧后的烟，烟油则为蒸发的雾 
 

资料来源：EHP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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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电子烟技术不断发展，已经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烟草以及一般卷烟的口感都有以下几个特点：辛辣、刺喉、苦涩、

烟草香等，烟油同样可以具备。此外，电子烟样式、烟油口味丰

富且具个性化，是很多消费者选择的理由。Ernst & Young 在 2017

初发布的《Electronic Nicotine Delivery Systems (ENDS): an update 

on a rapidly evolving vapour market》中表示：在全球主要的电子

烟市场，烟草味、花草味、水果味、甜味（如焦糖）、饮料味。 

图表66： 多口味电子烟油  图表67： 最受欢迎电子烟油口味 

 

 

 

资料来源：CDC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Ernst & Young  方正证券研究所 

影响电子烟口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烟油原料、雾化仓

的大小、气流、电压和电量。挑选可调节电压电量及可调气流的

电子烟搭配合适的烟油，电子烟的口感能与卷烟相差无几。 

图表68： 影响电子烟口感的因素 

因素 介绍 

烟油原料 

香精的属性决定了烟油 70%的口感。如果

烟油中甘油高，烟油会偏甜，但同时烟雾

也会增大。如果是丙二醇多，则会有击喉

感。 

雾化仓的大小 

雾化器各试各样，大的仓因为雾化空间大，

所以烟会清淡很软，但是仓小的雾化不足，

刺喉感相对强烈。 

气流 

由雾化仓的进气口大小影响。气流小，雾

化仓流动差，雾化充分，口感更加浓烈。

气流大，雾化不充分，香精味道浓。 

电压和电量 

对于阻值小的雾化器，要使用低电压，如

果使用高电压，则可能会有糊味，严重时

可能烧断发热丝。当电量过低时，雾化效

果下降，此时烟雾减少，口感变差。 

 

资料来源：EHP  方正证券研究所 

（3）电子烟性价比高可替代卷烟成为一种新型抽烟方式 

在价格方面，全球范围内仅有几个国家的卷烟价格低于中

国，欧美发达国家对烟草征收重税，其烟草价格远高于电子烟，

例如在挪威一包普通万宝路香烟价格高达 93 元人民币，是电子

烟价格的 3 倍以上。据英格兰公共卫生组织统计，烟民每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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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 2569 美元，一次性电子烟每年平均花费 1387 美元，可注油

电子烟平均花费 600 美元，从经济角度出发，电子烟性价比高。

这些优势使其对香烟有替代作用，甚至能够创造新的需求，这是

其迅速扩张的关键。 

图表69： 电子烟比传统烟草性价比更高 

 

资料来源：英格兰公共卫生组织  方正证券研究所 

以国内两大电商平台淘宝、京东在售不同款产品价格计算相

关均价，各平台均取销量排行前十产品，总共 20 款同类产品。

由于雾化器中其他零部件（如雾化丝、棉花等）产品较少，故以

销量最高商品的价格代替均价。在 2017 年 6 月 9 号的价格均值

如下表。 

图表70： 国内电子烟各组件及套装市场均价 

电子烟产品 分类 分类均价（元） 均价（元） 

套装 

盒子型电子烟 269.80 

163.91 EGO 电子烟套装 95.83 

仿真烟套装（盒） 126.09 

DIY 配件 

烟嘴 22.05  

雾化器 

滴油雾化器 172.80 
209.57 

储油雾化器 246.34 

雾化芯 18.56  

 其他零部件 康泰尔发热丝 19.00 

电子烟杆 
机械烟杆 703.38 

698.14 
主机盒子 692.90 

烟油烟弹 
烟弹（盒） 54.75  

烟油（瓶） 49.73  
 

资料来源：京东  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电子烟统计均价可以看出，不同品类电子烟价格差异大。

套装一般属于入门级产品，消费者对价格敏感，总体上电子烟套

装比 DIY 配件价格低。 

电子烟产品更新换代快，一款产品的设计生产周期普遍只有

3-5 个月，销售周期大约为半年左右。 

入门级消费者月均费用估计：据《电子烟之家》论坛统计，

一般一天消耗的烟油为 2-4 毫升，即一瓶 30Ml 的烟油大概能用

10 天左右，考虑烟油每瓶均价 49.73，则每月需花费约 150 元。

雾化芯一月换 4 颗，则需 74.24 元。新手入门套装均价 163.91，

产品生命周期保守估计为 2 个月，假设预计净残值为 0，则估计

得每月费用约为 306.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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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玩家消费者月均费用：使用电子烟组件 DIY 组装的一

般为资深玩家。假设 DIY 部件组合为：“烟嘴+储油雾化器+其他

零部件+机械烟杆或电子主机盒子+烟油（瓶）”。烟嘴、雾化器、

电子烟杆按 2 月的生命周期估计，每月需花费 464.88 元。烟油、

雾化芯同入门级分别约 150 元、74.24 元。估算得每月资深玩家

需要月均费用 689.12 元。 

假设消费者每天需要一包烟，每包以 15 元为例，则每月需

花费 450 元。入门级套装性价比相对香烟高，作为香烟的替代品

有优势。 

图表71： 电子烟与卷烟月消费额估计（元）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2.2.4 政策因素——行业监管逐步到位，推动行业从野蛮性增

长向有序增长转变 

（1）电子烟行业监管逐步到位 

电子烟是个新生事物，自出现以来，既长期没有相关的法律

法规对其进行规范，也无相关行业及产品标准。随着电子烟行业

规模越来越大，电子烟越来越普及，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法规，

对电子烟行业进行监管。 

从 2008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南非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召

开时首次关注电子烟产品以来，截止 2016 年底，68 个国家已经

制定了规范电子烟的有关法律法规。 

根据《2016 年世界控烟履约进展报告》的数据，180 个缔约

方中，64%的缔约方国内市场中存在电子烟，59%的缔约方拥有

监管电子烟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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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2： 缔约方对电子烟的监管情况 

 

资料来源：东方烟草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监管内容逐步到位。2016年欧盟及美国 FDA 最新监管规定，

对电子烟的监管主要可归为四个类别：1.制造；2.包装；3.广告

及销售；4.进口。涉及制造原材料的成份、浓度质量，产品容器

大小、外包装，广告促销手段及进口产品监管等方方面面。 

图表73： 欧盟及美国监管政策范围概览 

类

别 

监管

地区 
监管范围 

制

造 

欧盟 尼古丁强度不得超过 20mg、成分必须高纯度 

美国 制造、修改、混合制造、组装、加工 

包

装 

欧盟 
补充瓶容量、须包含健康警告、列明产品所有

成分 

美国 必须附有警告声明，列明产品成份 

广

告

及

销

售 

欧盟 

宣传广告不得出现在仅供 18岁以下人群收看的

媒体、不得鼓励不吸烟者尝试、限制声称任何

产品健康益处或优点 

美国 

禁止向未成年人（18 岁以下）销售电子烟产品；

禁止通过免费样品进行宣传；禁止自动贩卖机

销售电子烟；进口电子香烟在美销售或分销人

员均被视为烟草制品制造商 

进

口 

欧盟 不符合 TPD 产品将禁止销售 

美国 不符合 TPD 产品将禁止销售 
 

资料来源：FDA  方正证券研究所 

（2）各国对电子烟行业监管的态度各异 

从世界主要国家已出台的政策来看，各国的监管方向不同。

主要的监管态度可分为三类：1.禁止；2.中性；3.鼓励。对电子

烟完全禁止的国家有巴拿马、以色列、巴西、新加坡、阿根廷、

希腊等国家，加拿大则是禁止销售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美国、

欧盟则出台了电子烟的监管细则，监管态度属于中性；对电子烟

监管中对电子烟发展持鼓励态度的国家主要有英国，英国卫生部

在已结束的已咨询的声明里称，在欧盟《烟草产品指令》规定的

2017 年 5 月 20 日的最后期限前，政府更青睐于对电子烟采取宽

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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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4： 主要国家及组织对电子烟行业监管政策汇总 

时间 地区或组织 
监管

态度 
监管措施及重大事件 

2009.03 加拿大 禁止 禁止出售含有烟碱的电子烟制品 

2009.06 巴拿马 禁止 禁止进口电子烟制品 

2009.07 以色列 禁止 卫生部禁止电子烟的进口销售 

2009.11 巴西 禁止 出台规定禁止销售、进口电子烟，并限制电子烟广告 

2010.01 马耳他 禁止 禁止在公共场所消费电子烟，并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 

2010.03 新泽西州 中性 出台的全美第一个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电子烟的禁令正式生效。 

2010.11 世界卫生组织 中性 

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召开的《公约》第四届缔约方会议发布了《控制

和预防无烟烟草制品》和《建立电子烟及其他尼古丁替代品的监管体

系》两份报告 

2011.01 新加坡 禁止 出台规定禁止进口、销售电子烟 

2011.05 阿根廷 禁止 出台规定禁止进口、销售电子烟，并禁止对其进行广告宣传。 

2011.12 希腊 禁止 对电子烟的销售和消费发出禁令 

2012.02 夏威夷州 中性 通过了一个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法案 

2012.02 犹他州 中性 犹他州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电子烟 

2012.04 马里兰州 中性 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 

2012.07 
爱达荷州和堪

萨斯州 
中性 

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制品 

2012.07 世界卫生组织 中性 
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公约》第五届缔约方会议研究了控制和预防无烟

烟草制品，包括电子烟的相关问题 

2013.01 纽约州 中性 禁止向未满 18 岁的人销售电子烟 

2014.11 
澳大利亚首都

领地 
中性 

考虑要规范电子烟的使用，并计划实施一系列新规定：未成年人被禁

止购买电子烟；对电子烟的广告实施新限制；禁止在无烟公共区域和

儿童周围使用电子烟等 

2014.12 昆士兰州 中性 昆士兰州政府修改了法律，电子烟和卷烟被同等对待。 

2015.01 意大利 中性 政府开始对电子烟征税 

2015.03 
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 
中性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规定，从今年年底开始，该省将全面禁

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并且全省范围内禁止在办公楼内使用电子

烟。 

2016.05 英国 鼓励 
2016 年 5 月 20 日，英国电子烟新法生效，主要变化在于电子烟包装

要求使用标准化全烟害警示包装，而且尼古丁含量也要减少 

2016.05 FDA 中性 
首次电子香烟和其他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ENDS）分类为烟草制品进

行管制。2016 年 8 月 8 日起实行新规 

2016.05 法国 中性 
作为消费品监管的电子烟根据 2016 年 5 月 19 日关于含有尼古丁的蒸

气产品的法令进行管理。 

2016.05 欧盟 中性 

全面实施新修订的《烟草产品指令》（TPD）对电子烟和其他相关的

电子尼古丁/非尼古丁输送系统进行覆盖和监管，包括规定电子烟的尼

古丁强度、包装和标签、补充容器尺寸、油罐容量、促销条例等。 

2016.11 美国加州 禁止 

11 月 8 日美国加州投票通过电子烟加税法案。从 2017 年 4 月份开始，

在加州销售的电子烟产品要加收 70%的税。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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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监管政策总体中性 

美国 FDA（食品药物管理局）首次将电子烟和雪茄纳入传

统烟草范畴的管控范畴。该管控条款于 2016 年 5 月发布，已在

2016 年 8 月 8 日生效。具体在以下三方面要求严格，1.PMTA

（Pre-Market Tobacco Application），烟草预上市申请。该规定

要求所有的电子烟设备和烟油制造商必须为其每个产品提交一

项负担性的，花费高昂的烟草预上市申请。FDA 将 2007 年 2 月

15 日定为新规定豁免日期（Grandfather Date），在这之后必须

对该项产品提交 PMTA 申请；2.风险更改请求。在 2016 年 8 月

该规定生效之后，制造商将不再被允许对风险更改做出请求；3.

列明潜在有害气体成分。在规定生效后的三年时间内，每家公司

必须对其产品提交雾化产生的所有潜在的有害物质成分。 

电子烟行业部分从业者认为 FDA 的该监管方式过于严格，

担忧该政策对电子烟行业发展带来一定的阻碍。若 FDA 监管政

策不放松，则 2018 年 8 月 8 日截止日后，电子烟市场将发生剧

烈变化。从产品来看：电子烟的种类将减少，产品更新速度变慢、

单个产品生命周期变长。从企业来看：中小企业由于每款产品预

申请费用高昂，经营愈加困难，破产倒闭企业增多，利好龙头企

业及美国本土企业。从行业来看：电子烟行业门槛越来越高，集

中度也越来越高。 

图表75： FDA 监管政策是否放松的影响 

   放松 不放松 

产品 

品类  品种多样 产品品种减少 

更新速度  快 慢 

生命周期  短 长 

     

企业 

中小企业  经营容易 经营困难、倒闭企业增多 

龙头企业  基本无影响 实力突显，业绩增长 

美国本土企业  基本无影响 产地优势显现 

     

行业 
门槛  低 高 

集中度  低 高 

 竞争  野蛮 有序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美国社会对这一监管新规产生质疑，各界针对 FDA 这一管

控政策发起的诉讼已经有多达 5 起以上。FDA 将面临各方面的

法律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曾承诺重新审视奥巴马

时期的管理措施，削减其中一些规定，特别是那些被认为影响就

业岗位的规定。考虑到 FDA 申明，其监管政策的各部分内容相

对独立，其中任何条款若被法院或政府当局宣布为无效不影响其

他部分的执行，因此做出系统性改变的可能性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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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6： 美国社会各界对 FDA 监管新规发起的诉讼及其他重要事件 

组织或个人 诉讼及其他事件 

无烟权利联

盟 

无烟权利联盟（Right to be Smoke-Free Coalition）和其他 9 个组织于 6 月底对 FDA，FDA

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 Robert Califf 以及 FDA 人类健康秘书长 Sylvia Burwell 提出申诉。 

Altria Group 

Inc 

Altria Group Inc 起诉 FDA 禁止电子烟和雪茄产品的标签出现如“低”、“轻”或“轻微”这样

的用辞。 

Lost Art 

Liquids LLC 

Lost Art Liquids LLC 在美国地区法院加利福尼亚中心区针对 FDA 提起诉讼。起诉 FDA

没有考虑到该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违反了监管灵活性（RFA）法案。 

西弗吉尼亚

众议院 Larry 

Faircloth 

对 FDA 关于电子烟的法案提出诉讼。6 月初向西弗吉尼亚南部地区的联邦地方法院提

交的文件中指出：他已经使用电子烟和其他蒸汽烟设备成功戒烟，FDA 的此项法案“很

可能将人们再次引入使用烟草制品的不健康的习惯中去”。 

美国蒸汽烟

协会、电子烟

联盟 

一致表示，美国 FDA 的规定违反了美国第一修正案，因为该管制禁止公司通过免费的

样品，并表示电子烟应该被保护而不是被误导。该组织还提出，美国 FDA 的行政程序

是“非法的和不合理的”，包括把电子烟之类产品定义为应该受管制的“烟草产品”并试图

抑制扼杀此类产品。 

加州共和党

议员邓肯·亨

特 

加州共和党议员邓肯·亨特向国会提交了《电子烟监管法案》，要求 FDA 支持电子烟产

品、取消部分约束性规定，推翻将电子烟推定为烟草制品的“推定规则”，使电子烟制品

摆脱 FDA 烟草制品管制的上市束缚，并制定一个新的认证标准。 

议员汤姆·科

尔与桑福

德·比舍普 

共同提出的另一个修正案即将进行投票，该提案虽有助于更改电子烟入市审批的上限日

期，但仍然以 FDA 制定的生产标准和审批许可为准。美国电子烟协会会长格雷戈里·康

利则认为，科尔—比舍普修正案的惠及面更广。 

Scott Gottlieb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新局长上任，他在电子烟商店特许经营店 Kure 中占有

金融股权 

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 

FDA 规定对未来所有合规需求提供 3 个月的延长期限，FDA 和卫生部门的新领导层有

更多的时间来更充分地考虑最终裁决 Vape 行业制造商所提出的问题 
 

资料来源：FDA  方正证券研究所 

3 电子烟行业发展趋势 

从电子烟发明问世以来，电子烟市场历经十几年的发展，行

业内大公司、小公司、老牌公司、新晋公司林林总总，全球已拥

有上千个电子烟品牌，电子烟品类也是推陈出新，市场竞争不断

加强，市场竞争格局也日趋明朗，呈现出从中小厂商向烟草巨头、

大型电子烟品牌看齐的趋势，行业龙头企业的竞争优势将进一步

凸显。国内电子烟产品逐渐从 OEM/ODM 模式向开发自有品牌，

注重产品设计转变，市场中出现不少品牌的爆款产品。随着自有

品牌的发展壮大，其销售渠道建设的重要性也不断被强化，龙头

企业竞相加大线上线下渠道布局，以期抢占市场份额。 

3.1 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龙头企业竞争优势将不断提升 

3.1.1 电子烟企业两极分化，行业整合加剧 

电子烟生产企业主要分为三类：烟草巨头、专业电子烟制造

企业以及独立设计团队。其中独立设计团队以设计作为自己的核



 
 

研究源于数据 48 研究创造价值 

[Table_Page] 新三板-行业专题报告 

 
心驱动力，生产、销售环节均外包出去，目前不是电子烟行业的

主流。 

（1） 专业电子烟制造企业是主力供应主体 

专业电子烟公司通常只进行电子烟研发、销售，主要产品即

为电子烟和电子烟配件。专业电子烟公司相对烟草巨头，只专注

电子烟市场，专心生产、研发、设计环节，其销售渠道较弱，多

通过贸易公司来布局。 

图表77： 国外专业电子烟公司 

 名称 描述 主要产品名称 
厂商 

归属 

独

立

上

市

公

司 

ECIG 

 成立于 2004 年，初始名称为 Teckmine 

 2013 年收购 Victory 电子烟公司，2014 年 7 月 2

日，重新改名为“电子香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ECIG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期间迅速扩张，在美国

和欧洲进行了四次重大收购（FIN，VIP，Vapestick

和 Hardwire） 

 现在主要市场在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 

FIN、VIP、

VAPESTICK 

、Victory、El Rey、

Victoria 

品牌商 

生产商 

Vapor Hub 

 美国在线电子烟行业的早期先驱之一 

 它销售电子液体和改装电子香烟 

 该公司已经开设了两个主要用于市场研究目的的

零售店。 

Vapor Hub、

Smokeless Delite、

Flavors Vapor 

E-Liquid、 

TacMods USA 

生产商 

渠道商 

Vapor 

Corp. 

 2009 年，收购美国公司 Smoke Anywhere 

 2010 年改名为 Vapor Corp， 2013 年在内华达州

注册成立。 

 2014 年 5 月，公司股票在纳斯达克上市。 

 2015 年 3 月，收购 Vaporin 公司 

 公司还设计开发私人品牌，分发给客户。 

 自身不生产，在中国有 13 个不同的制造商。 

Fifty-One 、Krave、

VaporX、EZ 

Smoker、

Alternacig、 Green 

Puffer. 

品牌商 

非

上

市

公

司 

Vape 控股

公司 

 2014 年 3 月，收购 HIVE 陶瓷有限公司的电子烟

产品及其相关知识产权 

 HIVE 产品通过各种批发渠道分销。 

HIVE 陶瓷、HIVE

玻璃 
渠道商 

NHALE 
 于 2012 年 3 月 8 日在内华达州注册成立。 

 2014 年 6 月开始开发 Nhale 品牌。 
Nhale 

品牌商 

生产商 
 

资料来源：PHS  方正证券研究所 

品牌制造商 Vapor Corp 2016 年营业收入 1056.52 万美元，

较上期同比减少 41.21%，实现净利润 1068.45 万美元，同比增长

493.33%，毛利逐年提升，2016 年毛利率水平达到 49.53%；而

兼生产和渠道一体的 Vapor Hub 2016 年营业收入为 649.76 万美

元，实现净利润 63.46 万美元，纵观三年的毛利水平基本保持在

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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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8： Vapor Corp 经营情况  图表79： Vapor Hub 经营情况 

 

 

 

资料来源：wind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EC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国内的电子烟企业众多，多为国际烟草巨头或电子烟品牌做

代工，品牌自主化进行中。在“启信宝”企业信息查询平台上截

止到 2017 年 6 月 20 日，总共收录了全国 3934 家经营范围包括

电子烟的企业。比较著名包括：卓尔悦、艾维普思、麦克韦尔、

康尔科技、易佳特、新宜康、蓝白、立场科技 SPV 等。 

① 卓尔悦（Joyetech） 

深圳卓尔悦（Joyetech）成立于 20017 年 12 月，专注于电子

烟的研发和生产，在多年电子保健品的生产、制造、技术等经验

的基础上，开始电子香烟的技术研发。 

图表80： 卓尔悦历史发展 

 

资料来源：卓尔悦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卓尔悦主营电子烟，旗下拥有 PENGUIN、CUBOID、eVic 

Series、eGo AIO 等 17 个系列的电子产品，同时也生产销售雾化

器、烟油、电子烟配件（包括电池、电子烟盒）。 

图表81： 卓尔悦热销电子烟  图表82： 卓尔悦电子烟相关产品 

 

 

 

资料来源：卓尔悦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卓尔悦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卓尔悦在欧洲，亚洲，北美洲，非洲等区域都有 oem 合作

伙伴。产品出口美国、英国、西班牙、俄罗斯等 30 个国家，其

中 8 个国家建设有授权销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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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3： 卓尔悦网上销售授权国家 

 

资料来源：卓尔悦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② 艾维普思 

深圳市艾维普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有 SMOK 和

KOOPOR 两款电子烟品牌，其中 SMOK 是额国际电子烟一线品

牌，拥有电子烟全品类产品，覆盖入门级到发烧级产品。品牌主

打中高端市场，致力于为全球电子烟玩家打造性能稳定、造型时

尚、品质感佳的优秀产品。 

图表84： SMOK 套装电子烟  图表85： 艾维普思在全国的网点 

 

 

 

资料来源：艾维普思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维普思  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6 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9.15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增

长了 199.89%，净利润为 1.86 亿元，较去年同期的增长了 

272% ，收入和净利润实现同步大幅增长。 

图表86： 艾维普思营收（万元）及增长情况  图表87： 艾维普思净利润（万元）及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艾维普思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维普思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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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电子烟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市场，海外市场主要集中在

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海外销售收入增长较

快，2016 年达到 6.27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 69.27%。 

图表88： 2016 年艾维普思营收市场分布 

 

资料来源：艾维普思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③ 麦克韦尔 

麦克韦尔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子烟和开放式电子雾化设备 

APV（Advanced Personal Vaporizer）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科技创

新型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烟研发、生产企业之

一，公司目前的业务包括 ODM 和自有品牌 APV 两大板块。公

司 80%的产品出口美国、日本和欧洲等海外国家，为大型烟草公

司奥驰亚、日烟国际（即日本烟草）等提供应用公司专利技术的

电子烟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有一次性电子烟、可充电式电子烟、便携充电

电子烟盒（PCC）、雾化烟弹等。 

图表89： 麦克韦尔电子烟相关产品 

 

资料来源：麦克韦尔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26亿元，同比增长 146.59%；

净利润 1.24 亿元，同比增长 227.33%，其中 APV 业务占整体营

业收入的 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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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0： 麦克韦尔营收（万元）及增长情况  图表91： 2016 麦克韦尔营收构成 

 

 

 

资料来源：麦克韦尔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麦克韦尔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④ 康尔科技 

深圳康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电

子烟产品硬体开发、加工制造、市场销售等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汇聚了研发、制造、营销等领域的高素质精英人才，拥有多

年从事电子烟产品开发的技术研发团队。 

康尔公司拥有三千多名员工，旗下子公司五家，全球十个分

公司，年产值数亿元，总产值几十亿元人民币。康尔公司按 GMP

标准设计的现代化大型电子烟生产基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濠成

和平工业园，投资数千万元建成生产基地，生产车间达六万多平

方米，2013 年一次性通过国家 GMP 认证。 

康尔电子烟有一百多个型号；一百多条专业现代化生产线；

一百三十多项发明专利、实新专利、外观专利；储备品牌商标几

十个；先后研发出方形电子烟、一次性电子烟、透明雾化器、电

子水烟、干燥雾化器、便携式 PCC、常规电子烟、电子雪茄、

迷你式电子烟、智能电子烟电池等。已研发出数百种完全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 KangerTech 品牌产品，取得 100 多项国内外专利;

产品更是远销美洲、俄罗斯、欧洲、中东、日本、韩国、马来西

亚等 70 多个国家，年累计销售 1 千万支电子烟，累计销售额高

达 20 亿人民币。 

图表92： 康尔科技有限公司  图表93： 康尔电子烟产品 

 

 

 

资料来源：康尔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康尔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⑤ 易佳特（Aspire） 

Aspire 是深圳易佳特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著名电子烟品牌，

是原 Eigate 公司的部分工作人员自己创造的品牌。 

2015 年初，Aspire 研发了 Atlantis 亚特兰蒂斯一代雾化器，

开启了成品雾化器的大烟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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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4： Aspire 电子烟  图表95： Atlantis 雾化器 

 

 

 

资料来源：Aspire 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spire 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⑥ 新宜康（Innokin）科技 

深圳市新宜康（Innokin）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开发研

究电子烟产品的知名厂家。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打造独具特色的

电子烟品牌，并创造性地开发了诸多电子烟技术，如电子烟笔夹

盖、无极调控、功率调整、磁铁连接技术；同时也是最早探索安

全电池、封闭式烟油系统等技术的电子烟公司之一，这些技术已

成为行业标准。 

其电子烟可分为三个系列：CoolFire、ITaste、Lily 系列，其

中 Lily 是新宜康最新研发的专为女性设计的产品。除不含焦油、

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有害物质，还因兼具轻巧易携带、外形

优雅、口味多选等特点而深受年轻女性喜爱。 

图表96： Innokin 电子烟  图表97： Innokin 烟油瓶和雾化器 

 

 

 

资料来源：Innokin 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nnokin 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⑦ 蓝白科技 

蓝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中国上海，是一家专注烟民

健康的企业，由百亿市值上市公司投资打造。蓝（Blue）代表先

进的科学与技术；白（White）代表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服务。蓝

白产品已经成功上市，并深受消费者喜欢和信赖。烟草口味由中

国创新能力先进的综合性烟草技术公司研发，该公司采用烟草增

香技术，为蓝白量身定制了一支醇正烤烟口味的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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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8： 蓝白 LOGO  图表99： 蓝白电子烟产品 

 

 

 
资料来源：蓝白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蓝白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⑧ 立场科技 SPV 

立场科技电子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华宝国际集团旗下全

资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总部设在上海，旗下有自有品

牌 SPV。 

SPV 立场提神筒是国内乃至国际电子烟行业的知名品牌。在

2014 年之前，SPV 立场提神筒就已经面向全球推出了 VER1.0

系列产品，包括立场可乐红 V3、立场户外提神筒、立场炭烧咖

啡色 V8 等等。在立场 SPV 小小的烟管中，容纳了聚合物锂电池、

气流传感器、控制电路、雾化器、雾化剂等精巧高科技零部件，

并且采用智能电路，吸气时自动打开，极致智能。提神筒提神，

即刻开启。在 2015 年，立场科技对 SPVVER1.0 进行了升级，推

出立场 SPVVER2.0 系列产品。立场 SPV 第二代产品在保持了第

一代产品主观体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产品和品牌所容纳的文化

和精神符号，累计售出 12000000 套。 

图表100： SPV 产品 

 

资料来源：SPV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2）电子烟企业经营状况两极分化严重 

随着国际电子烟的监管趋严等原因，研发、生产、销售成本

上升，行业面临洗牌。在电子烟行业众多的企业之中，出现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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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分化的现象。深圳有 500 多家电子烟企业，八成以上是小型企

业，员工多在 50 人以下，没有规模，不具备抵抗政策变动风险

的能力。从新三板上市的五家企业营收及利润来看，并不是每个

企业都能将公司业绩增长保持在与电子烟市场发展速度相当的

水平上。2015 年开始，艾维普思与麦克韦尔营业收入与净利润

都高速增长，但高健实业与施美乐却出现了亏损。 

图表101： 新三板电子烟企业 2016 年营收情况  图表102： 新三板电子烟企业 2016 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wind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两家亏损的企业可以归纳出它们的共同点：1.依靠“代

工”、“贴牌”的生产模式，受代工委托企业影响较大;2.生产成

本上升;3.自有品牌投入较少，知名度不高，产品利润率低;4.国内

电子烟市场监管体系尚未建立，目前还处于低价竞争阶段。 

（3）电子烟行业整合加剧，出现并购潮 

电子烟市场巨大，各行业巨头都开始布局电子烟，包括烟草

巨头、锂电池公司、医疗设备公司纷纷通过并购、控股来进入这

一行业。从 14 年开始，伴随着电子烟行业规模的发展，各国监

管政策相继出台，电子烟行业迎来了一轮并购潮，行业整合加剧，

未来可能只剩下 10 家左右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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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3： 电子烟行业并购事件 

时间 并购事件 

2014年 
独立电子烟公司的Victory电子烟公司以5000多万

美元（合 3600 万欧元）购买了英国的 VIP 公司 

2014年 
亿纬锂能宣布以 4.39 亿元购买麦克韦尔 50.1%的

股权 

2014年 

劲嘉股份与深圳合元科技签署了关于成立深圳合

元劲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协议，主要从事电

子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2014年 
帝国烟草通过并购，将长期雄踞欧美电子烟市场占

有率第一位的电子烟品牌 Blu 纳入旗下 

2014年

11 月 
奥驰亚 11 亿美元收购 Green Smoke 电子烟公司 

2015年 
日本烟草收购 Logic 电子烟公司，收购 Ploom 电子

烟公司的知识产权 

2015年 
英美烟草间接收购波兰电子烟生产商 CHIC 集团

60%的股权 

2015年

12 月 9

日 

华宝国际斥资 2295 万美元（约 1.788 亿港元）收

购全球销售量最大的独立电子烟企业美国 VMR 

PRODUCTS(以下简称“VMR”)51%的股份 

2016年 

中国香精香料公司公布，向独立第三方收购电子烟

公司集团——吉瑞公司（Kimree）全部股权，现金

代价 7.5 亿人民币（约 9 亿港元） 

2017年

3 月 

专业从事医疗设备的 VooPoo 公司以 2 千万美金收

购 WoodyVapes 中国分公司 
 

资料来源：新浪财经  方正证券研究所 

我们预计电子烟行业并购整合将朝 3 个方向发展：1.传统烟

草巨头收购电子烟公司，抢占电子烟市场;2.电子烟产业链中企业

通过横向并购扩大规模及纵向并购打通产业链上下游;3.其他行

业巨头公司涉足电子烟。 

3.1.2 行业监管政策导致门槛提高，产品竞争模式或将发生变

化 

美国 FDA 及欧盟 TPD 对电子烟监管的新政策对大厂商的

影响有别于小厂商。美国电子烟市场份额占全球的 50%，是最

大的电子烟市场。FDA 对电子烟的监管政策较为严格，2007 年

2 月 15 日之后上市的电子烟产品，每一型号都需要单独进行上

市预申请（PMTA）。进行 PMTA 申请需要提交一系列负担性的，

花费高昂的报告文件。提供符合 FDA 要求的上市预申请文件是

一项既耗时间又耗财力的工作，据业内估计产品通过 FDA 认证

需要花费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上市预申请费用将达到数十万美

元，中小企业恐难负担。随着 FDA 政策的执行，电子烟行业的

门槛已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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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4： 电子烟产品 FDA 上市预申请信息 

A 总说明 （1）公司的名称和地址；（2）授权的美国代理商或代表的姓名、头衔、地址、电话号

码、电子邮件地址和传真号码（3）识别新产品的基本信息，包括独特的标识（4）确定

关于新产品的先前提交的信息（5）与 FDA 有关新烟草产品的任何会议的日期和目的（6）

关于如何满足部分 PMTA 内容要求一个简短的声明（7）需要递交的所有外观和标签列

表 

B 目录  

C 描述性信

息 

（1）新产品的独特标识（2）对新烟草产品简明而完整的描述（3）能证明新产品符合烟

草制品标准的足够的信息（4）概述产品的配方和设计（5）产品包含的任何特征风味的

名称和描述（6）尼古丁含量（7）产品使用说明及使用条件 

（8）表明产品的销售有利于保护公共卫生 

D 产品样本 提供新产品样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自行测试和分析新烟草产品及其组件，并

可要求合理数量的额外样品进行测试和分析。 

E 标签 新产品符合 FDA 规定的标签 

F 环境评估 申请人必须根据相关的环境准则准备环境评估报告 

G 所有研究

结果摘要 

（1）与新产品相关的临床和非临床的研究结论，还应包括与其他烟草产品对比是否更健

康危害更小的说明（2）新产品对使用者及非使用者的危害风险情况说明（3）气溶胶的

化学和物理特性和定量水平（4）新使用者及重复使用者的危害（5）新产品使用者转向

其他产品的危害风险（6）与其他产品一起使用的风险（7）消费者转向新产品而不是戒

烟的可能性（8）产品滥用责任评估（9）用户使用习惯评估（包括次数、强度、持续时

间等）（10）说明产品如何维护公众健康 

H 科学研究

与分析 

（1）产品分析与制造 

（2）非临床人体研究 
 

资料来源：FDA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05： TPD 电子烟产品上市申报信息 

1 制造商/进口商的信息 

2 全成分表述 

3 有毒物质的分析 

4 尼古丁的剂量和不同情况下的摄取量 

5 描述产品的运用原理和构造 

6 制造商和进口商对产品全权负责的声明 
 

资料来源：TPD  方正证券研究所 

电子烟产品 FDA 上市预申请与TPD上市申请相比所需提交

的材料更多、更细、更专业。电子烟产品要通过 FDA 审核难度

更大，门槛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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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6： FDA 与 TPD 上市申请主要材料对比 

需提交的材料 TPD FDA 

制造商、进口商、销售商信息 √ √ 

产品成分描述 √ √ 

产品配方 √ √ 

产品原理 √ √ 

尼古丁含量 √ √ 

负责申明 √ √ 

产品样本 × √ 

符合相关规定的证明 × √ 

标签设计 × √ 

符合相关准则的环境评估报告 × √ 

临床和非临床研究结论 × √ 

消费者潜在使用习惯评估 × √ 

潜在危害分析 × √ 

不危害公众健康证明 × √ 

产品理化性质等科学研究及相关实验报告 × √ 
 

资料来源：FDA  方正证券研究所 

随着行业门槛的提高，产品竞争模式也将发生变化，FDA

监管政策规定每款电子烟产品都需要进行产品预申请，导致产品

的上市成本提高，产品的更新速度变慢，现如今市场上若干爆款

产品与众多品类型号产品竞争发展的模式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在 2018 年 11 月 8 日上市申请到期后，电子烟产品数量将急剧减

少，每个产品周期拉长，将呈现出各个产品销量相对均衡的结构。 

3.1.3 烟草巨头布局电子烟 

烟草巨头公司不仅拥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更拥有完善的销

售渠道。传统的烟草巨头主要有：菲利普·莫里斯、英美烟草、

日本烟草、帝国烟草等。这四个烟草巨头在国际烟草市场中占有

巨大份额。烟草公司以其完善的渠道，良好的口碑进军电子烟市

场，具有其他公司不可比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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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7： 2016 主要烟草公司区域市场占有率 

 

资料来源：欧睿，各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国际烟草巨头早已布局电子烟行业。雷诺是美国第二大烟草

制造商，也是电子烟行业的早期玩家。在几大烟草公司中最早且

数次推出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的，它在 2012 年以 1.35 亿美元收

购了 blu 电子烟。帝国烟草公司以 7500 万美元收购叁龙国际公

司的电子烟业务，正式进军电子烟市场，叁龙国际公司创始人为

韩力，他也是电子烟的发明者，该公司主要开发流行的尼古丁雾

化器，经销如烟品牌的电子烟。收购后以收取专利费为主。 

图表108： 烟草巨头布局电子烟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烟草公司凭借渠道品牌优势，抢占大量市场份额。相比帝国

烟草、菲莫国际、英美烟草等烟草巨头，日本烟草后来居上，2014

年通过收购方式向电子烟行业进军，2016 年已经发展成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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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第三大电子烟企业。日本烟草分别占据美国、英国

12.4%和 12.3%的市场份额，并稳坐爱尔兰电子烟市场的头把交

椅。而在美国以外的市场中，英美烟草在电子烟市场中一枝独秀，

分别在英国、波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占近 40％、50％、7%、

4%、2%的市场份额。 

图表109： 日本烟草电子烟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日本烟草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与帝国烟草、英美烟草、日本烟草等传统烟草巨头相比，菲

莫国际作为新型烟草巨头的代表，2008 年从奥驰亚集团独立出

来，经营奥驰亚集团美国以外的全部烟草业务，该公司业务遍及

全球 180 余个国家和地区，旗下拥有全球最受欢迎的 iQOS 电

子烟产品。 

2016 年，菲莫国际高调宣称向新型无烟减害制品转型，过

去 10 年，公司已经在新型烟草方面投入约 20 亿美元。目前有 4

个系列的新型制品正在同步研发，其中 iQOS 率先上市并取得了

超预期的经营业绩，直接推动了菲莫国际的战略转移。在这之前，

菲莫国际就已经在减害产品和电子烟方面动作频繁。 

图表110： 菲莫国际向新型无烟减害制品转型 

 

资料来源：菲莫国际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6 年，菲莫国际烟草业务实现营收 266.85 亿美元，净利

润 69.67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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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1： 菲莫国际营收（万美元）及增长率  图表112： 菲莫国际净利润（万美元）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wind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方正证券研究所 

其中传统烟草（以万宝路为主）253 亿美元、减害产品（RRP）

7.33 亿美元，其他烟草产品（other tobacco product，OTP）6.44

亿，减害产品中加热不燃烧烟草制品 iQOS 占 22%，剩下的部分

主要为电子烟产品。 

图表113： 2016 年菲莫国际产品营收分布  图表114： 2106 年菲莫国际减害产品分布 

 

 

 

资料来源：菲莫国际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菲莫国际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截止 2017 年 3 月底，iQOS 已经占据了日本烟草市场 

7.1% 的市场份额，产能大约为 150 亿根，成年烟民用户达 140

万，iQOS 的表现远超预期，他们计划在 2017 年底之前，将这

款产品推广到全球 30-35 个国家市场。 

图表115： 菲莫国际 iQOS 产品概况 

 

资料来源：菲莫国际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3.2 品牌趋势加重，产品研发、设计色彩不断提升 

3.2.1 品牌优势突显，爆款频出 

电子烟产品与身体的健康息息相关，所以消费者在选择电子

烟时往往倾向于值得信赖的品牌。而创立一个知名品牌需要企业

长期大量的投入和丰富经验的积累，并形成优良的口碑，新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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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打造一个有竞争力的品牌需要较多的时间和资金投入，这对市

场后来者形成一定的品牌壁垒。 

国内电子烟厂商，包括烟草巨头、专业电子烟制造企业以及

独立设计团队，为了平缓市场增长率波动的影响，摆脱对客户依

赖，获得更高的产品毛利率，从 ODM/OEM 模式，主动像 ODM+

自由品牌双驱动模式转变。创建拥有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企

业。 

图表116： 四家代表性公司自有品牌上市时间 

企业 自有品牌 上市时间 

麦克韦尔 Vaporesso 2015 下半年 

艾维普思 SMOK 2010 年成立 

五轮电子 AMIGO 2014 

施美乐 AURO 2016 年底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自有品牌销售占比逐年提高，以麦克韦尔为例，2015 年下

半年布局自有品牌，至 2016 年底自由品牌销售占比已达到

27.92%。 

图表117： 麦克韦尔自有品牌销售占比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麦克韦尔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18： 2016 年麦克韦尔、艾维普思产品毛利率 

 

资料来源： wind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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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优质品牌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 Vaping.com

网站对最受消费者青睐品牌及销量最高品牌的统计中大部分都

是中国电子烟品牌。在国内市场，据中国电子烟实体店联盟统计

其联盟会员店销售排行榜前几名品牌一直是榜单的常客。 

国内电子烟企业越来越重视自有品牌的建设，陆续推出拥有

优秀设计、功能多样、质量可靠的爆款产品。如易佳特的鹦鹉螺

雾化器、SMOK 的外星人等，这些爆款产品的畅销，自有品牌

销售占比的上升，是企业营业收入迅速增长的动力。 

图表119： Vaping.com 最受欢迎品牌及其爆款统计 

套装 

顶级品牌 公司及归属地 畅销产品 

Smok 艾维普思（中国） SMOK Alien Baby AL85 

Kangertech 康尔（中国） 
Kangertech Subvod 

Kangertech Topbox Mini 

Joyetech 卓尔悦（中国） JoyeTech eGO AIO 

Wismec 威丝曼克（意大利）中国代工  

Eleaf 依丽芙（中国）  

Vaporesso 麦克韦尔（中国） Vaporesso Target Mini 

电子型烟

杆主机 

Smok 艾维普思（中国） 
SMOK Alien 220W 

SMOK Alien 220W 

Wismec 威丝曼克（意大利）中国代工 
WismecReuleaux RX300 

Wismec RX 2/3 

Vaporesso 麦克韦尔（中国） Vaporesso Tarot Pro 

Vapor Shark   

Eleaf 依丽芙（中国）  

雾化器 

Aspire 易佳特（中国） Aspire Triton 

Smok 艾维普思（中国） 
SMOK TFV12 Cloud Beast King 

SMOK TFV8 

Kangertech 康尔（中国） Kangertech SUBTANK Nano 

UWell 中国  

Vaporesso 麦克韦尔（中国） SMOK TFV8BigBaby Beast 
 

资料来源：Vaping.com  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s://vaping.com/triton
https://vaping.com/smok-tfv12
https://vaping.com/tfv8
https://vaping.com/subtank-nano-3910
https://vaping.com/tfv8-big-baby-b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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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0： 中国电子烟实体店联盟榜单 

 

资料来源：《电子烟世界》  方正证券研究所 

以艾维普思为例，2016 年专利产品 TFV8 及 Alien Kit 上市。

两个系列产品均采用行业最新技术，产品外形时尚、品质过硬、

功能强大，在国外市场获得广泛追捧，迅速成为爆款产品，业绩

随之增长迅速。TFV8 系列产品销售 110 多万个，销售收入占全

年收入 14.85%；Alien Kit 系列产品销售 50 多万个，销售收入占

全年收入 13.63%。 

图表121： 艾维普思爆款产品销量  图表122： 艾维普思两爆款占年总收入的比值 

 

 

 

资料来源：艾维普思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维普思年报  方正证券研究所 

3.2.2 电子烟创意、流行属性不断提升 

电子烟作为电子产品，不仅外观很容易设计出很多花样，功

能上也可以做得差异化十足，在外观及功能上有极大的创意空

间。电子烟的个性化创意乃至品味、档次也是吸引消费者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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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创意设计层出不穷，电子烟流行性创意商品的属性不断提

升，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制造业的商品。 

（1）产品设计渐趋多样化 

电子烟产品属于快速消费品，市场更新速度快。行业内普遍

的产品研发生产周期为 3-5 个月。电子烟企业为了巩固行业地

位、获得市场认可，持续投入大量的资源研发新产品。产品研发

流程主要包括前期市场研究及用户需求分析、产品设计与制造，

收集消费者反馈改进下一代产品。 

图表123： 电子烟产品设计流程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电子烟产品设计从专利申请情况看，主要集中在实用新型专

利及外观设计专利上。电子烟动力舱的设计具体又可以分为外

观、材质、功能、用户体验及周边产品几方面。 

①外观 

电子烟的造型可以分为仿真烟（仿卷烟、仿烟斗）、非仿真

烟。电子烟基本造型变化不大，设计师多在电子烟外表进行彩绘，

雕刻，颜色的搭配等以达到美观或者夸张的效果。 

图表124： 不同外观的电子烟产品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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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材质 

从最开始的 304 不锈钢，再到 316 不锈钢，再到红铜、黄铜、

钛合金、塑胶等。电子烟企业不断的更新电子烟的制造材料，甚

至出现了陶瓷、碳纤维以及银、镀金的电子烟。金属材质车件成

本较低，塑胶磨具开模成本一、二十万。 

图表125： 不同材质的电子烟产品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③功能 

电子烟企业不断的设计新产品，推出新功能。从温度控制、

加热效率、充电形式等功能创新到集成蓝牙、通讯功能、全高清

屏的电子烟具。众多高端产品集成了 Android 系统，在 PC 端能

进行各项参数设置、个性化界面，还拥有实时监控、分析众多数

据及记忆等功能。这些功能上的创新不断的丰富电子烟的可玩

性。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图表126： 多功能的电子烟 

 

资料来源：亿海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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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7： DNA 及亿海芯片的 PC 控制端 

 

资料来源：DNA，亿海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④用户体验 

电子烟的用户体验主要注重电子烟口感、安全、人性化等方

面的设计。口感的提升主要在于雾化器结构包括进气方式、仓径

大小以及烟油的调配。安全性在于主机芯片的设计及电池。人性

化方面，SMOK 更推出了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独立测评师对

电子烟烟油、套装、雾化器等部件进行用户体验评测，各个部分

都有各自的评测内容及侧重点。 

图表128： 电子烟用户体验评测 

部件 测评内容 

烟油 
1.击喉感 2.甜度 3.香味 4.耐抽度 5.还原度

6.层次感 7.顺滑度 

套装 

1.体积 2.重量 3.手感 4.功率输出（烟雾大

小）5.点火延时情况 6.温控效果 7.操控性

8.充电及电池续航 

雾化器 1.密封性 2.口感 3.容量 4.结构 5.烟雾量 
 

资料来源：蒸汽巴士  方正证券研究所 

⑤周边产品 

随着电子烟行业的发展，催生了电子烟周边产品的发展。像

电池皮、绕丝器、陶瓷镊子、专用包及背包、金属注油瓶等。首

要目的是方便消费者使用电子烟。 

图表129： 电子烟周边产品 

 

资料来源：蒸汽多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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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雾化器产品已相对成熟，市场上在售的雾化器组成部

件及雾化原理基本定型。但提升雾化器口感及用户体验一直是厂

商不懈的追求。主流的设计方向可以概括为：1.材质；2.进气方

式；3.雾化芯;4.规格;5.结构。 

图表130： 雾化器设计 

材质 不锈钢、钛合金、镀银、陶瓷、玻璃等 

进气方式 顶部进气、底部进气 

雾化芯 带棉花雾化芯、陶瓷雾化芯 

规格 体积、容量、形状 

结构 
防漏液、冷凝液回流处理、油流控制、

散热等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麦克韦尔旗下品牌 vaporesso 发布一款真正的陶瓷雾化芯，

具有革命性的加热元素和独一无二的结构。采用一种特殊的有气

孔的陶瓷材料制成，这种材料里由发热丝环绕而成。陶瓷雾化芯

具有如下优点：1.柔和；2.绝缘；3.导热快；4.升温快；5.二次加

温的效果；6.更好的保存油的味道和挥发性；7.口感细腻。 

图表131： 陶瓷雾化芯 

 

资料来源：电子烟之家  方正证券研究所 

（2）电子烟相关专利申请量不断上升 

从 2004 年 4 月 14 日韩力申请第一个电子烟专利以来，截止

至 2017 年 6 月 26 日，国家专利局电子烟相关国内专利总数为

7542 件。其中实用新型专利最多达 2934，占比 38.80%，其次是

外观设计专利 2887 件，占比 38.18%，发明专利 1721 件，占比

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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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2： 电子烟相关专利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近十年来看，电子烟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呈上涨趋势，在

2014 年达到最高点 2194 件。2015、2016 两年专利申请量略有下

降，分别为 1859 件、1828 件。专利申请量前十的个人或单位分

别是：合元科技、吉瑞科技、刘秋明、卓尔悦、新宜康、卓尔悦

欧洲、湖南中烟、吉瑞高新、林光榕、云南中烟。其中专利申请

数最多的为合元科技，达 352 件。 

图表133： 电子烟相关专利申请量变化  图表134： 电子烟专利申请量前十企业或个人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方正证券研究所 

3.3 注重渠道建设，强化线上电商+线下实体店布局 

自有品牌品牌厂商与传统烟草巨头相比，优势在于设计，而

渠道相对劣势。电子烟企业往往需要经过贸易公司来推广自己的

产品。该销售模式不利于自有品牌的宣传，不利于企业的产品售

后，产品利润率相对不高。随着自有品牌的发展壮大，电子烟企

业开始注重渠道建设，强化线上电商+线下实体店的销售布局。

在对外贸易中，开拓跨境电商新模式。 

3.3.1 国外电子烟销售渠道 

电子烟销售渠道主要分为线上和线下两大类，线上渠道主要

包括电子烟企业自有平台、线上电商平台和相关的电子烟论坛、

线上俱乐部等。线下渠道以专业电子烟门店、便利店、烟草产品

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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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35： 电子烟销售渠道分类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从国外相对成熟市场来看，主要销售渠道为线下。据行业相

关估计，美国 2015 年电子烟销售额近 35 亿美元，从销售渠道看，

线上销售 8 亿美元、线下销售 27 亿美元，电子烟实体店数量至

少已经达 15 万。 

图表136： 2015 年美国电子烟销售渠道分布 

 

资料来源：欧睿  方正证券研究所 

Ernst & Young 对英国、日本、德国、法国、韩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每个国家近 2000 成年烟民进行调查

发现，对于一次性电子烟，消费者多喜欢从便利店、超市等便利

零售渠道购买。随着电子烟的价格升高以及专业程度加强，其购

买渠道也会从便利店逐步转换为专业的电子烟商店，从而获得更

好的购买指导和购买体验。总体来看，专业的电子烟实体店是消

费者重要的购烟渠道，近 75%的烟民会从这种渠道购买电子烟。 

图表137： 电子烟销售渠道 

 

资料来源：EY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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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注重线上电商渠道建设 

国内销售主要通过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进行推广销售。至

2016 年，中国电子烟市场规模达到 32 亿人民币左右。这其中 18

亿是线上销售总量（来自阿里系和京东两绝对主力 B2C 平台合

共），12 亿是线下电子烟实体店销售额，最后还有其它零售渠

道贡献约 2 亿左右的销售额：包括 SUNING 等第二梯队的电商

平台；商超，部分烟草零售渠道；展会及线下活动零售；药店；

企业礼品订购等等的总和。 

图表138： 中国电子烟销售渠道分布 

 

资料来源：多巴哥  方正证券研究所 

（1）旗舰店 

线上网店众多，商品良莠不齐，更充斥着大量的假货，仿造

品。旗舰店多自产自销，工厂直销，能达到几个效果：1.扩大品

牌知名度;2.降低销售成本;3.减少盗版山寨对品牌的损害;4.避免

电商恶性的低价竞争，提高利润率;5.减少对代理商，贸易公司的

销售渠道依赖;6.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国内知名品牌纷纷在京东、天猫上开设品牌旗舰店。截止到

2017 年 6 月 28 日，天猫的电子烟品牌相关旗舰店达 151 家，包

括 Aspire、SMOK、卓尔悦、欧凡尔等知名品牌。 

品牌自营的官方商城也成为品牌宣传的窗口，更贡献了一定

的销售量。典型的如欧凡尔、aspire，除了天猫、京东的旗舰店

外，有自己的官方商城。 

图表139： Aspire 天猫旗舰店与官方网店 

 
资料来源：天猫，aspire 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https://www.baidu.com/s?wd=%E8%87%AA%E4%BA%A7%E8%87%AA%E9%94%8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rjndm1K-n1RsnhPWrHb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0YrjDkn1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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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境电商 

中国电子烟厂商众多，产品更是琳琅满目。以往出售到国外

的产品主要通过两个渠道：1.代工生产，品牌商负责渠道;2.通过

贸易公司。代工生产不利于自有品牌的发展，通过贸易公司成本

相对较高。将自己的商品销往全球，对于许多中小企业来说是一

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跨境电商订单的特点是小批量、高频次，直接化。而这些特

点正好迎合了我国国内海量的电子烟生产企业的碎片化优势，跨

境电子商务成为了他们开辟海外市场的有力武器。电子烟企业通

过跨境电商渠道有利于：1.降低进入全球市场的门槛，提高品牌

知名度;2.直面境外消费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利润空间。 

国内已经有不少电子烟产品上线跨境电商。在亚马逊和

eBay 上都有卖家经营电子烟产品。在阿里的速卖通则有大量的

跨境电商专营电子烟产品。具有代表性的如 Heaven Gifts，其店

铺专卖电子烟，销售包括卓尔悦、Eleaf、Wismec、康尔、aspire、

SMOK 等十几个品牌。 

图表140： 电子烟代表性跨境电商 

 

资料来源：AliExpress  方正证券研究所 

3.3.3 线下实体店布局 

由《电子烟世界》杂志与国内部分电子烟店联合发起成立的

“中国电子烟店联盟”会员店已经达到 460 多家。 

据业内人士估计全国线下实体店达两千家左右，北京就有实

体店两三百家，每年新增与倒闭的店铺数基本持平，为五六十家

左右，总数保持在一动态均衡的状态。 

在百度地图全国范围搜索“电子烟”关键词，截止到 2017

年 6 月 20 日 0 时，全国范围总共有 1626 家实体店铺，体验馆等。

电子烟线下体验馆最多的城市为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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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1： 百度地图显示电子烟实体店数量前五城市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  方正证券研究所 

（1）品牌专卖店 

国外成熟的电子烟市场，主要通过线下实体店销售产品。国

内知名电子烟厂商在自有品牌发展的同时，已逐渐注重线下实体

店的建设，加强线下实体店、品牌旗舰店，蒸汽俱乐部，体验店，

加盟店的布局。线下实体店与线上商城相比有独特的优势：1.

增加品牌曝光度，有利于宣传公司品牌，提升品牌知名度;2.扩大

受众群体，最大限度的挖掘消费者群体;3.提供更加优质的售后服

务;4.容易培养信任感，消费者粘性更高;5.真实的现场体验 6.更高

商品毛利率更高。也存在实体店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如库存问

题，产品品类较少等。但品牌店，专卖店仍是制造企业独立掌握

销售渠道的一个选择。 

欧凡尔已经在全球范围布局了 1500 多家线下实体专卖店，

遍布全球 50 多个国家，在国内开设 200 多家专卖店。 

图表142： 欧凡尔实体专卖店数量  图表143： 欧凡尔专卖店全球布局 

 

 

 

资料来源：欧凡尔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欧凡尔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易佳特公司现已在全国各地成立了 30家 aspire品牌专卖店。

艾维普思在全国加盟店达 20 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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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4： 艾维普思线下合作模式 

 

资料来源：SMOK 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45： Aspire 加盟店 

 

资料来源：aspire 官网  方正证券研究所 

（2）贸易公司连锁店 

随着电子烟行业的发展，制造企业品牌知名度的提升，以及

实体店规模的增大，贸易商在整个产业链中重要性逐渐降低。贸

易公司寻求转型，主动介入产业链的上下游寻求更好的发展。由

于贸易公司掌握有渠道优势，以及消费者、实体店第一手资料，

所以贸易商开设连锁店也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趋势。 

北京传祺伟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国内较早接触电子烟行

业的贸易公司，公司业务主要包括，电子烟设备进出口贸易，国

内贸易。该公司扶持实体店，主动介入零售业，创办了自己的连

锁加盟品牌，“LEE-VAPE”。“LEE-VAPE”在全国已经拥有

6 家加盟店，且在不断扩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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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6： LEE-VAPE 加盟店 

 

资料来源：传祺伟业  方正证券研究所 

4 电子烟监管政策日益规范 

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已出台电子烟行业相关监管政策。2016

年美国 FDA 新规和欧盟 TPD 相继实施，监管政策逐步规范。目

前，从全球范围来看，总体监管思路可以归为两类：1.分类监管;2.

统一监管。 

4.1 全球监管政策现状 

目前，全球大部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的国内市场

都存在无烟烟草制品、水烟、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电子烟）和

电子非尼古丁传送系统。 

4.1.1 电子烟的产品归属 

针对电子烟的多样性以及不断进化的产品种类，各国家采取

不同措施进行监管，如对其进行全面禁止，或视同烟草制品、食

品、药品或一般消费品进行监管。 

图表147： 电子烟产品归属情况 

 

资料来源： Global Tobacco Control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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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政策领域 

对电子烟的政策按领域划分可分为：（1）购买的最低年龄；

（2）广告促销和赞助；（3）包装（儿童安全包装、健康警告标

签和商标）；（4）产品监管（尼古丁含量/浓度、安全/卫生、成

分/口味）；（5）报告/通知；（6）税收和分类等。 

图表148： 电子烟政策领域 

 

 
资料来源：Global Tobacco Control  方正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4.2 两种不同的监管思路 

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大多数国家根据电

子烟是否含尼古丁或电子烟的使用用途将其分类监管。希腊、柬

埔寨、巴西等国家则全面禁止电子烟产品及其工具的进口、销售

和生产。 

4.2.1 分类监管 

按电子烟是否含尼古丁或其使用用途分类监管为烟草制品

和消费品或药物。 

图表149： 分类监管 

按是否含尼古丁 按使用用途 

德国 

含烟碱的电子烟被归类为烟草相关产品，并受联邦政

府关于实施烟草制品指令及相关产品 2016 法律和

“烟草制品指令及相关产品 2016”执行条例的规定。

尼古丁电子香烟被视为消费品。 

奥

地

利 

电子烟可以被列为药物，如果它们作

为药用销售，根据“奥地利药品法”或

作为烟草相关产品进行监管。 

爱尔

兰 

非尼古丁电子香烟被视为消费品，而含尼古丁的电子

香烟和补充容器由欧盟管理。 

丹

麦 

如果电子烟产品用于预防或治疗疾病

（如戒烟），则列为医药产品。 

瑞士 

在联邦公共卫生署的声明中，非尼古丁电子香烟在食

品作为商品的范围内受到管制。但是，禁止出售含有

尼古丁的电子香烟。 

法

国 

电子烟可能作为药物或作为消费品投

入市场。 

日本 
非尼古丁电子香烟目前尚未受到管制。然而含尼古丁

的电子香烟被列为医药产品，受日本制药法规管理。 

挪

威 

电子烟可以分为药用产品或烟草代用

品。 

冰岛 含尼古丁电子烟作为医药产品进行管理。 
英

国 

电子烟可以作为药物或作为消费品投

放市场。寻求药品批准的人员经过标

准许可证制度。 
 

资料来源： Global Tobacco Control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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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统一分类为烟草制品或电子烟 

图表150： 统一监管 

柬埔寨 将其分类为电子香烟，禁止其销售，进口和使用 

巴西 

分类为烟草制品，禁止电子烟的出售，广告，分

销和进口。作为烟草制品，其在公共场所和公共

交通工具的使用被禁令。 

爱沙尼亚 

电子烟被列为烟草相关产品，并受“2016 年烟草

法”的管制。未成年人（未满 18 岁）出售电子烟

被禁止，未成年人拥有和使用电子烟。 

斐济 

烟草控制（修正）法令适用于含尼古丁和非尼古

丁电子香烟。电子香烟不能卖给未成年人（18 岁

以下），在公共交通工具和某些封闭的公共场所

广告或使用。 

希腊 
禁止电子烟的销售、展示、制造和商业化。禁止

在封闭的公共场所使用各类电子烟。 

意大利 电子烟被归类为烟草相关产品，并受立法规定。 
 

资料来源： Global Tobacco Control  方正证券研究所 

4.3 代表地区 

4.3.1 美国 FDA 新规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于 2016 年 5 月首次电子

香烟和其他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ENDS）分类为烟草制品进行

管制，但不包括那些作为药物、药物装置或组合产品销售（例如

作为治疗产品来帮助人们戒烟）的电子烟产品。2016 年 8 月 8

日起实行新规，对所有烟草制品实施监管，具体包括电子烟、烟

油、烟斗、水烟、雪茄及其他新型烟草制品。 

2017 年 5 月，FDA 将各规定的截止期限推迟了 3 个月。在

2018 年 11 月 8 日后市场上未进行上市预申请的产品将禁止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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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1： FDA 各项规定最新的截止日期 

履约期限 规定内容 适用范围 备注 

2017.9.30 企业登记、提交产品清单 

在美国从事烟草制品

的制造、配制或加工的

企业 

 

2017.11.8 

提供配料清单和烟草健康文件 
2016年8月8日制造企

业在市场上市的产品 

2016 年 8 月 8 日之后进入市场的

产品销售前 90 天提供配料清单和

烟草健康文件 

提交实质性等同申请 
截至 2016 年 8 月 8 日，

市场上的烟草制品 

即提交产品等同于 2007 年 2 月 15

日前的商品的报告，审核通过可继

续上市 

2018.5.8 提供配料清单和烟草健康文件 

2016年8月8日小型烟

草制品制造商在市场

上市的产品 

FDA 认为员工人数小于等于 150

人，年收入小于等于 500 万美元的

企业为“小规模烟草产品制造商” 

2018.8.10 

产品的包装广告、标签必须包

含以下内容，否则不能制造、

销售、分销、进口该产品 

产品包装和广告必须包含令人

上瘾的警告声明。 

标签必须包含以下信息： 

（1）、名称和营业地点（2）、

含量（3）、国内外烟草比例（4）、

声明：“只允许在美国销售” 

制造商，进口商，经销

商和零售商 
 

2018.9.11 

无论生产日期如何，制造商都

不能销售产品包装和广告未包

含令人上瘾的警告声明产品。 

制造商  

2018.11.8 提交上市前预申请（PMTA） 

截至 2016 年 8 月 8 日，

市场上存在的烟草制

品 

在最后这天（2018 年 11 月 8 日）

提交申请的产品以 FDA 答复为

准，最多允许在市场上存在 1 年 

2019.11.8 提交有害或潜在有害成分 全部制造企业 

对于 2019年 11 月 8日以后进入市

场的产品销售前 90 天提交相关材

料 
 

资料来源：FDA  方正证券研究所 

FDA 根据《烟草控制法》和《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案》

中规定的法律，对电子烟的销售、广告、促销、分销、制造、进

口、包装和标签等制定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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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2： FDA 电子烟监管 

生产和

制造 

任何涉及制造、修改、混合制造、组装、加工、贴

标签、重新包装、进口电子香烟在美销售或分销人

员，均被视为烟草制品制造商，并须遵守一系列的

规定，包括提交烟草制品营销申请、报告、注册、

配料清单，并包括对包装和广告的必要警告。 

进口 
进口到美国的电子香烟必须符合《联邦食品，药物

和化妆品法案》规定的要求。 

包装和

广告 

电子香烟的必须附有以下警告声明：“警告：本产品

含有尼古丁。尼古丁是一种令人上瘾的化学物质。” 

对于由烟草制成或衍生而不含尼古丁的电子烟，替

代声明“本产品由烟草制成”应放在包装和广告上。 

销售 

禁止向未成年人（18 岁以下）销售电子烟产品。零

售商必须在销售之前验证客户年龄在 27 岁以下（通

过照片身份证明）。通过自动贩卖机销售仅限成人

购买。 

其他 

禁止通过免费样品进行宣传 

《儿童尼古丁中毒预防法》要求对含尼古丁的电子

液体容器进行耐儿童包装 
 

资料来源： FDA  方正证券研究所 

然而，对于有治疗目的销售的产品（例如作为帮助人戒烟的

产品销售）由 FDA 通过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CDER）进行监

管。 FDA 于 2017 年 1 月发布了“烟草制品或者衍生品作为药品、

器械或组合产品的说明，有关‘预定用途’的修订”，描述制造或

衍生自用于人类消费的烟草的产品将作为烟草制品，药物，装置

或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案（FD＆C 法案）的组合产品。

此举旨在向受监管行业提供指导，并帮助避免消费者的混淆。 

根据“药物”和“装置”的法定定义（FD＆C 法案的第 201（g）

和（h）条），最终规定，在两种情况下，由烟草制成或衍生并

用于人类消费的产品被视为药物、器械或其组合产品。 

图表153： 归属为药物、器械或组合产品的情况 

 

资料来源： FDA  方正证券研究所 

FDA 还对尚未上市的烟草产品进行审查，以防烟草商发表

误导性的声明。同时，还对烟草制品的成分进行评估、对生产过

程进行审查并对烟草制品的潜在风险进行咨询并发出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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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欧盟 TPD 监管政策 

欧盟从 2016 年 5 月 20 日起全面实施新修订的《烟草产品指

令》（TPD，Tobacco Products Directive）对电子烟和其他相关的

电子尼古丁/非尼古丁输送系统进行覆盖和监管，包括规定电子

的尼古丁强度、包装和标签、补充容器尺寸、油罐容量、促销条

例等。TPD 指令旨在提高欧盟市场上烟草和相关产品的功能，

同时提高欧洲公民健康的保护水平。该协议甚至超越了欧盟的边

界，挪威和瑞士也采用欧盟 TPD 对电子烟进行监管。 

欧盟所有国家必须以与烟草相同的方式对电子烟相关的产

品进行管制，类似于美国的认定法。每个欧盟成员国可以进一步

限制，但都必须遵守欧盟 TPD 的规则，如销售的电子烟液瓶容

量不得超过 10ml，烟油中尼古丁含量不得超过 20mg / ml。 

图表154： TPD 电子烟监管 

尼古丁

强度 

销售的电子烟液中所含的尼古丁含量不得超过 20mg 

电子烟的成分必须是高纯度，且在用同样的强度和持

续时间抽吸时提供相同数量的尼古丁 

容量 

补充瓶容量不得超过 10ml，必须具有防儿童防蛀帽，

符合一定规格的喷嘴，以便易于使用，无泄漏的装置 

罐容量不得超过 2ml，当与 TPD 兼容喷嘴类型一起使

用时，必须防止泄漏。 

包装 

包装必须携带警告：“本产品含有高度上瘾物质的尼

古丁”，警告应醒目和清楚。 

明确告知消费者电子烟含尼古丁且非吸烟者不得使

用 

包装必须包含列明产品所有成分的清单、尼古丁含

量，使用说明及不良反应、风险人群，致瘾性和毒性，

禁止包装上的促销元素和跨国广告与促销 

广告宣

传 

宣传广告不应该出现在仅供 18 岁以下人群收看的媒

体 

电子烟生产商与贸易商的宣传广告中，不应该以各种

形式来鼓励不吸烟者尝试使用电子烟产品 

广告宣传中需要明确产品就是电子烟，不可含糊介绍 

销售、

促销 

限制零售或网站上的电子烟产品的广告，信息应纯粹 

口味名称和描述尽可能中立和翔实 

限制声称任何产品健康益处或优点。 
 

资料来源：Vaporized  方正证券研究所 

在欧洲，东欧和北欧国家有着最严厉的监管制度，将电子烟

等同于直接吸入的可燃产品，电子烟被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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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5： 欧洲电子烟监管情况 

 

资料来源： ECigIntelligence  方正证券研究所 

4.3.3 其他国家 

除去以上代表性国家，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也出台部分电子烟

的监管措施。包括欧盟部分成员国，在 TPD 监管基础之上制订

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电子烟监管政策。 

图表156： 其他地区电子烟监管 

地区 措施 

芬兰 

将征税范围扩大至电子烟来限制电子烟的使用。填充式电子烟烟油每毫升征税 30 欧分（约合

人民币 2.3 元）;到目前为止，芬兰只允许销售不含尼古丁的电子烟油，2017 年有望允许出售

含尼古丁的电子烟烟油。 

香港 含尼古丁的电子烟是被完全禁止的；不含尼古丁的电子烟则被视为合法。 

丹麦 消费者需凭处方才能购买含尼古丁的电子烟 

韩国 

禁止向 19 岁以下人群销售电子烟； 

在公共场所禁止使用，特殊吸烟区域除外； 

含尼古丁的电子香烟每个杂志每年最多出现 10 次； 

含有非尼古丁的电子香烟被考虑在消费品内； 

征税 1.799 韩元每毫升。 

新加坡 
从 2016年 8月 1日起禁止销售和进口电子烟之后，进一步禁止进口鼻烟及其他新型烟草制品。 

所有可用来模仿抽烟行为的产品及其零件都列为禁品 

英国 

英国标准化协会（BSI）制定了《电子烟、电子烟液、电子水烟及直接相关产品等气化产品

的生产、进口、测试和标识一一指南》;对 TPD 政策分阶段执行，TPD 生效前的产品继续生

产到 2016 年 11 月，继续销售到 2017 年 5 月。 

法国 

《电子烟和电子烟液实验标准》规定（1）当电子烟和电子烟液用于戒烟目的时，无论烟碱含

量，均按照医疗产品进行管制；当不用于戒烟目的时，烟弹或续液瓶中烟碱的量≥10mg 或烟

碱含量≥20mg／mL 时，按照医疗产品进行管制；（2）电子烟及电子烟液不被视为医疗产品

时，按照一般消费品进行管制，受“一般消费品安全法令”监管。 

爱尔兰 

《电子烟广告和营销新法规》规定电子烟生产商与销售商不得对其产品进行广告宣传活动，

不得对其产品发表相关的健康或医疗声明，不能通过任何方式美化电子烟的作用，也不得鼓

励非吸烟者使用蒸汽烟产品或者让非吸烟者将蒸汽烟产品与烟草制品品牌联系在一起。 

德国 
TPD 指令经 2016 年 4 月 4 日烟草产品法案和根据该法案颁布的 2016 年 4 月 27 日烟草产品

法令转换为德国法律。 
 

资料来源： Global Tobacco Control  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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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建议 

综合上文内容，我们始终看好目前处于行业龙头地位并根据

众多因素分析有望保持行业龙头的电子烟厂商，包括麦克韦尔

（834742.OC）和拟港股上市的艾维普思（834285.OC）。 

 

风险提示： 

电子烟监管政策变化、市场接受度不达预期。 

 

特别感谢：实习生黄前前、王洁、叶静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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