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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母婴产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母婴产

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母婴产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母婴产品行业的现状、中国母婴

产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母婴产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母婴产品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母婴产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母婴产品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90/95后更加关注口碑，更加喜欢社交电商。与85后妈妈更加看重品牌相比，95后妈妈对品

牌的要求逐渐降低，对口碑的要求逐渐看重。95后对于品牌的关注比例为38%，而对口碑的

关注达到47%，而且对口碑的关注主要通过亲友和医生的推荐。孕妈们主要通过母婴APP、购

物APP、母婴公众号等渠道获取母婴信息，而90/95后妈妈对种草类APP的偏好度显著高于前

代。虽然90/95后观看直播购物的比例更高，但是对于直播内容，也比较理性。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母婴产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近年

来，线上渠道增速放缓，销售占比趋于稳定。得益于2010-2016年新出生人口的持续走高，移

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跨境电商等政策的放开，线上母婴销售迎来爆发式增长。但由于近年

出生率不断下滑，母婴产品趋于高端化，线上母婴销售增速已经放缓，2018年我国母婴电商

市场增长率已经低于母婴行业整体增长率，预计2020年母婴行业整体增长率为13.9%，而线上

母婴市场增长率仅为7.5%。占比将下降为21%。现阶段，电商渠道对线下母婴渠道的冲击已

经结束，线下实体店仍然是目前及未来母婴市场最主要的销售渠道。母婴线上渠道规模及增

速         时间   市场规模(亿元)   增速（%）       2013年   859.6   　       2014年   1817.5   111.44       2015

年   3607   98.46       2016年   5008.7   38.86       2017年   6376.4   27.31       2018年   7473.2   17.20       2019

年   8115.4   8.59   数据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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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奶粉、辅食）、纸尿裤、服装、玩具是母婴行业主要产品。超过半数的父母把育儿

支出集中在奶粉、纸尿裤和童装上。由于母婴产品需求具有刚性，而且具有短期高频的特点

，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性往往较低，而且随着90/95后成为生育主力，消费能力和意愿的增强使

得他们更加愿意为下一代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财力。同时，90/95后更加注重孩子的个性化和精

细化需求，母婴产品的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总体呈现高端化和差异化的趋势。此外，新生代

妈妈们对母婴护理、亲子摄影、医疗保健、儿童早教等内容和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母婴产品支出金额排序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母婴产品需求更加差异化                           母婴产品需求更加差异化                               专业细分品类  

          高端品类奶粉幼儿液态奶、羊奶粉、有机奶粉等                               有机辅食助力眼部发育婴

幼儿奶粉，健康果泥，磨牙饼干等                               防腹泻/抗敏的特殊配方奶粉以及复函营养

元素奶粉                               高端进口、轻薄紙尿裤;夏季、夜用、游泳、大童专用等多场景纸尿

裤                               便捷性需求             便捷性需求覆盖洗护、喂养、免拼和出行场景                          

    宝宝洗浴:纯天然、有机概念、全方位洗护受青睐                               婴童出行:婴童防蚊防晒需

求加剧，轻便推车、登机车、多胎车                               婴童棉品:恒温、感温睡袋                               

时尚需求             亲子风、IP联名款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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