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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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口

腔护理用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口腔护理用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

的现状、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口腔护理用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口腔护理用品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口腔护理用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口腔护理(oral cavity)是对口腔器官里的牙、舌、腭、颊等部位的清洁和保护。消化管的起始

部分。前借口裂与外界相通，后经咽峡与咽相续。口腔的前壁为唇、侧壁为颊、顶为腭、口

腔底为黏膜和肌等结构。口腔借上、下牙弓分为前外侧部的口腔前庭(oral vestibule)和后内侧

部的固有口腔(oral cavity proper)；当上、下颌牙咬合时，口腔前庭与固有口腔之间可借第三磨

牙后方的间隙相通。临床上当病人牙关紧闭时，可借此通道置开口器或插管，注入药物或营

养物质，同时防止舌的咬伤。    

 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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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口腔护理相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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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口腔护理的方法

 第二节 口腔护理用品相关概述

 一、口腔护理用品的定义

 二、口腔护理用品的分类

 三、口腔护理用品的使用

 四、口腔护理用品的历程

 第三节 口腔护理用品业推进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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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全球口腔护理用品发展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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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2019年国外口腔护理用品部分企业发展分析

 一、高露洁

 二、宝洁

 三、联合利华

 四、好来化

 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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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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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六、进出口总额及增长率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牙膏监管纳入化妆品监管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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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牙膏&ldquo;治病&rdquo;标签将予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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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中草药牙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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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一、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需求市场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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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华东地区&ldquo;品牌&rdquo;销售分析

 三、2015-2019年华东地区&ldquo;品牌&rdquo;销售规模分析

 第六节 口腔护理用品&ldquo;西北地区&rdquo;销售分析

 一、2015-2019年西北地区销售规模

 二、西北地区&ldquo;品牌&rdquo;销售分析

  

 第十章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的主要营销策略

 二、我国口腔护理用品企业营销的关键点分析

 三、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网络营销战略分析

 四、口腔护理用品企业的淡旺季营销思路探索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品牌营销思路分析

 一、中国口腔护理用品品牌快速成长的策略探讨

 三、口腔护理用品品牌有效营销需建立创新营销模式

 四、口腔护理用品品牌有效营销要注重产品的性能

 五、口腔护理用品新品牌的市场培育路径分析

  

 第十一章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品牌需求与消费者偏好调查

 第一节 中国口腔护理用品目标客户群体调查

 一、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偏好调查

 二、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偏好调查

 三、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偏好调查

 第二节 口腔护理用品品牌市场运营状况分析

 一、消费者对口腔护理用品品牌认知度宏观调查

 二、消费者对口腔护理用品产品的品牌偏好调查

 三、消费者对口腔护理用品品牌的首要认知渠道

 四、消费者经常购买的品牌调查

 五、口腔护理用品品牌忠诚度调查

 六、口腔护理用品品牌市场占有率调查



 七、消费者的消费理念调研

 第三节 不同客户购买相关的态度及影响分析

 一、价格敏感程度

 二、品牌的影响

 三、购买方便的影响

 四、广告的影响程度

 五、包装的影响程度 

  

 第十二章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生产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线生产总量分析

 一、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生产总量及增速

 二、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产能及增速

 三、国内外经济形势对口腔护理用品行业生产的影响

 四、2021-2027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生产总量及增速预测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子行业生产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细分区域生产分析

 第四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一、口腔护理用品行业供需平衡现状

 二、国内外经济形势对口腔护理用品行业供需平衡的影响

 三、口腔护理用品行业供需平衡趋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所属行业进出口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出口分析

 一、我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出口总量及增长情况

 二、口腔护理用品海外市场分布情况

 三、口腔护理用品行业经营海外市场的主要品牌

 四、口腔护理用品行业出口态势展望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进口分析

 一、我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进口总量及增长情况

 二、我国口腔护理用品进口主要国家及地区

 三、进口品牌对口腔护理用品行业的促进与影响

 四、口腔护理用品行业进口态势展望



  

 第十四章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市场竞争力分析

 一、我国口腔护理用品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二、口腔护理用品市场竞争力分析

 三、国产品牌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二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产业集中度分析

 一、口腔护理用品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口腔护理用品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企业竞争力策略分析

  

 第十五章中国口腔护理用品部分企业现状分析

 第一节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节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节 好来化工（中山）有限公司 

 第五节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节 狮王日用化工（青岛）有限公司

 第七节 广州立白（番禺）有限公司

 第八节 广东康王日化有限公司

 第九节 强生（中国）有限公司

 第十节 广州薇美姿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第十六章 2021-2027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市场前景分析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市场规模预测

 一、2021-2027年护理口腔用品市场规模预测

 二、2021-2027年中国牙膏市场规模预测

 三、2021-2027年中国牙刷市场规模预测

 四、2021-2027年中国牙线市场规模预测

 五、2021-2027年中国漱口水市场规模预测

 六、2021-2027年中国牙齿增白剂市场规模预测

 第二节 2021-2027年中国牙膏趋势预测及应对策略



 一、2021-2027年中国牙膏总体产量预测

 二、中国牙膏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三、中国牙膏市场发展应对策略 

 第三节 中国口腔护理产品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一、口腔护理产品市场发展潜力大

 二、功效性产品发展成主打

  

 第十七章 2021-2027年中国牙刷产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21-2027年中国牙刷产业投产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21-2027年中国牙刷产业投资热点分析

 一、重点省市投资机会分析

 二、投资吸引了分析

 第三节 2021-2027年中国牙刷产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

 二、原材料风险

 三、政策风险

 四、进入退出风险

 第四节建议

  

 图表目录：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速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重点企业市场份额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需求总量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需求集中度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需求增长速度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市场饱和度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供给总量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供给增长速度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供给集中度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销售量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库存量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企业区域分布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销售渠道分布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主要代理商分布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产品价格走势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利润及增长速度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口腔护理用品行业销售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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