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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疫情后消费者居家时间的变化

“为保持与时俱进，空气清新产品

• 消费者最担忧的室内空气污染物

需要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生活

• 空气清新产品的使用趋势
• 香薰蜡烛的使用场合及购买因素
• 消费者对用不同方法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偏好
随着疫情后人们居家时间增多，2020年中国空气清新产品市场估计继续增长，销售额
达到29.72亿元人民币。该品类最重要的机遇是将空气清新产品定位为让居家更舒适的

方式并创造新的使用场景。虽然
除异味空气清新剂几乎是“过去
式”，但品牌有机会针对厨房油烟
和宠物异味。同时，品牌需要向

有效方式。这要求空气清新产品适应消费者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并创造新的使用场

消费者科普异味是室内空气污染

景，比如针对厨房油烟和烹饪异味，或是适合在家工作、运动或沐浴/泡澡时使用。

源之一，并强调其对健康的影
响，从而与其他带有香味的家庭
护理产品相抗衡。此外空气清新
产品应进一步融入日常活动，以
支持消费者的情绪健康，比如在
工作、锻炼或沐浴/泡澡时。”
– 李玉梅，研究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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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已成为运动、学习和休闲娱乐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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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关键要点
• 该市场在疫情期间实现稳步增长
• 各品类的表现仍然参差不齐
市场规模与预测
• 对室内空气质量和家居氛围的重视驱动市场增长
数据14: 空气清新产品总销售额，中国，2015-2020年
数据15: 空气清新产品市场销售额预测（最好和最差情形），中
国，2015-2025年
市场细分
• 缓释型产品和车内空气清新产品是拉动市场增长的主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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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6: 空气清新产品细分市场销售额份额，中国，2015-2020年
市场因素
• 疫情让人们与家的关系更密切
• 消费者正升级购买更天然的产品
• 宠物为异味控制产品创造了新需求
• 跨品类竞争或将削弱空气清新产品的重要性
公司与品牌——关键要点
• 传统产品销售疲软，削弱了领军企业的份额
• 香薰蜡烛和扩香器迎来更多新品和创新
市场份额
• 传统产品销售乏力，导致大型企业份额流失
数据17: 空气清新产品领先制造商的销售额份额，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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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策略
• 国际公司推动进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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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品牌注重添加额外功能以增强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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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8: 抗菌和防蚊虫空气清新产品示例，中国，2020年
• 香水品牌和生活方式品牌仍然引领香薰蜡烛市场
市场活动与创新
• 新晋品牌提升了香薰烛和扩香器的设计美感
数据19: Cosmic Speculation香薰蜡烛和扩香器示例，中国，
2020年
数据20: 和玺香薰蜡烛示例，中国，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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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沐浴和泡澡产品共同推出
数据21: 力士沉醉星河藤条香薰，中国，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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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2: Rituals樱花系列赋活礼盒套装，中国，2020年
• 流行成分进入空气清新产品品类
数据23: 含有益生菌的空气清新产品示例，美国，2020年
• 探索新颖香氛以激发兴趣
数据24: 带有创新香味的空气清新产品示例，全球，2019-2020年
• 用创新灵感拓展消费者体验
数据25: 有创意理念的香薰蜡烛示例，波兰，2019年
• 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数据26: Anecdote Candles年度蜡烛（Anecdote Candles
candle of the year），美国，2020-2021年
消费者——关键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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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最担心厨房油烟
• 香薰蜡烛的渗透率稳步提升
• 香薰蜡烛更多用于工作和沐浴时，而非就餐场合
• 香味仍然是核心，但香薰蜡烛的装饰性也很重要
居家活动的改变
• 家承担了新角色
数据27: 疫情后消费者居家活动时间的变化，2020年12月
• 瞄准居家时间更多的30-39岁群体
数据28: 疫情后消费者居家活动时间的变化——比疫情前更多（按
年龄区分），2020年12月
最担忧的室内空气污染物
• 厨房油烟对室内空气质量影响更大
数据29: 最担忧的室内空气污染物，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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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味控制对18-24岁的人群更重要
数据30: 最担忧的室内空气污染物（按年龄区分），2020年12月
• 居家工作者更担心来自日常用品的有毒挥发物
数据31: 最担忧的室内空气污染物（按照在家办公时间的变化来区
分），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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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3: 过去12个月使用过的空气清新产品——干花香薰和香薰蜡
烛（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0年12月
• 喷雾产品在年轻消费者中重获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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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5: 过去12个月使用过的空气清新产品——衣物香氛袋（按部
分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20年12月
• 低线城市开始引领车内空气清新产品的使用
数据36: 过去12个月使用过的空气清新产品——车内空气清新产品
（按城市线级区分），2016、2019和2020年
香薰蜡烛的使用场合
• 香薰蜡烛用于营造舒缓放松的氛围
数据37: 香薰蜡烛的使用场合，2020年12月
• 男性更可能使用香薰蜡烛打动他人
数据38: 香薰蜡烛的使用场合（按性别区分），2020年12月
• 高收入者更重视装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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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9: 香薰蜡烛的使用场合（按家庭月收入区分），2020年12月
香薰蜡烛的购买因素
• 香味最关键，但消费者也考虑更多因素
数据40: 香薰蜡烛最重要的购买因素，2020年12月
数据41: 观夏木质烛芯香薰蜡烛，中国
• 18-24岁的群体更可能考虑蜡烛杯的外观以及品牌和价格
数据42: 香薰蜡烛最重要的购买因素（按年龄区分），2020年12月
对改进室内空气质量的偏好
• 无香味产品仍有需求
数据43: 对家中香味的偏好（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0年12月
• 消费者看重“天然”方式
数据44: 对祛除室内异味的偏好，2020年12月
数据45: 对祛除室内异味的偏好（按照对室外空气污染物的担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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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020年12月
• 空气清新产品有可能成为空气净化器的竞争对手
数据46: 对净化室内空气的偏好（按年龄和家庭月收入区分），
2020年12月
数据47: 对家中香味的偏好（按照对净化室内空气的偏好区分），
2020年12月
• 有孩子的家庭更需要空气清新产品
数据48: 对祛除室内异味和净化室内空气的偏好（按家庭构成区
分），2020年12月
附录——市场规模与预测
数据49: 空气清新产品市场总销售额，中国，2015-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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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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