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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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互联网+婴童用品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介绍了互联网+婴童用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互联网+婴童用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互

联网+婴童用品行业的现状、中国互联网+婴童用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互联网+婴童用品

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互联网+婴童用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

互联网+婴童用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婴童用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

    从2016年二孩政 策实施，2016年出生人口数量17.9百万人，到2019年1月份统计局2018年数据

，2018年我国全年出生1523万人口出生率为10.94&permil;。

     2013-2018年我国母婴家庭群体规模2.62亿人，到2018年增至至2.86亿人，2012年-2018年母婴

家庭规模相比增长11.28%。

     同时便随85后及90后对母婴用品需求不断升级，对于目前年轻人对母婴消费成为主消费群

体，对于产品更在乎品质，便利及潮流时尚，以及新潮的育儿观念及消费能力增长，加大购

买力，但他们把目光倾向于更高品质，时尚国外品牌，这些让母婴用品市场成为消费热点，

更喜欢在个人护理品渠道购买母婴产品。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互联网+婴童用品市场深度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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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童用品种类繁多，一般包括婴儿洗衣液、护臀膏、婴儿洗发露、浴盆、玩具、益智玩具

、颜色图画、识字书，婴儿床、婴儿手推车、宝宝餐椅、奶粉、衣物、尿片、奶瓶等等。婴

童用品在选购时应详细了解产品的原产地，制造公司或经销公司的资质，详细看产品的质检

报告，选择可信赖的品牌。

 2019年母婴产品十大品牌排名                           1             贝亲pigeon母婴用品                               2             



爱得利母婴用品                               3             爱婴坊母婴用品                               4             贝因美母婴用品  

                            5             新安怡母婴用品                               6             乐友母婴用品                               7          

  童泰母婴用品                               8             好孩子母婴用品                               9             丽婴房母婴用品     

                         10             日康母婴用品               

    母婴用品，线下母婴消费渠道，市场份额占了整体母婴渠道市场份额的近50%，销售额增

速15%，在过去一年，母婴用品整体大品类销售额增长23%，线上线下基本推动了整体母婴快

消品市场增长。

     55.0%的受访消费者计划2020年增加购买婴童用品的支出，17.1%的受访消费者计划2020年减

少购买婴童用品的支出。

 2020年受访消费者购买婴童用品预计支出

  

     2019年，受访消费者通过短视频了解婴童用品信息的占比41.6%，比上年提高19.5个百分点

；直播占比34.3%，比上年提高19.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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