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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儿童牙刷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

告》介绍了儿童牙刷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儿童牙刷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儿童牙刷行业

的现状、中国儿童牙刷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儿童牙刷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儿童牙刷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儿童牙刷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儿

童牙刷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牙刷是一种清洁用品，为手柄式刷子，用于在刷子上添加牙膏，然后反复刷洗牙齿各个部

位，以保持口腔卫生。

    随着科技和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预防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

，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口腔的自我保健。牙刷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品，在人们生活中也起着不可

小视的作用。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儿童牙刷行业市场发展现状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

报告》表明：我国牙刷产量逐年递增。根据数据显示，我国牙刷产量由2014年73亿支增长

至2020年的96.3亿支。

          时间   中国牙刷市场规模及增速(亿支)   增速（%）       2014年   73   　       2015年   74   1.37     

 2016年   75.1   1.49       2017年   82.7   10.12       2018年   89   7.62       2019年   92   3.37       2020年   96.3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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