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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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母婴连锁店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母婴

连锁店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母婴连锁店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母婴连锁店行业的现状、

中国母婴连锁店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母婴连锁店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母

婴连锁店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母婴连锁店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母

婴连锁店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线下母婴连锁店市场集中度低，呈区域分布特征。目前，国内大型母婴连锁企业都分布在

主要的经济发达城市，并通过在多个区域建立分公司和连锁经营的方式逐步拓展地理覆盖范

围。但由于跨区经营的物流成本高，管理难度大，相比当地母婴企业，跨区经营具有相对劣

势，使母婴连锁品牌的影响力有一定的区域局限性，这也导致目前我国线下母婴连锁店的市

场集中度较低，呈现区域分布特征。2019年我国线下母婴连锁店中，拥有51~100家以及100家

以上门店的占比仅有5.29%和4.12%。门店数量小于5的占比达到49.41%。尤其是在三四线及以

下城市，均存在着当地的小型连锁品牌。 

    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几家母婴连锁企业中，乐友孕婴童以及丽家宝贝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

，孩子王主要分布在华中华东地区，爱婴室主要布局华东地区，贝贝熊主要布局湘赣地区，

爱婴岛主要分布在华南和华中地区。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母婴连锁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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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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婴店正取代传统商超成为线下主流渠道。在母婴行业发展早期，产品主要集中在超市、

百货商店等大卖场中销售，随着母婴产品种类的日益丰富，母婴人群需求的日益专业化，母

婴产品销售逐渐从大卖场中单独细分出来成为&ldquo;母婴连锁专卖店&rdquo;这一种新型连锁

业态。2018年我国母婴连锁市场规模达到1843亿元，增速达到20%，显著高于母婴市场整体增

速。母婴店在线下渠道的销售占比也达到73%，远高于超市等大卖场渠道，成为消费者线下

消费的最主要渠道。 

母婴连锁店已经成为线下母婴最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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