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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爸和奶妈们的育儿习惯和顾虑相似。他们都乐于尝试创
新产品，因此以往属于小众品类的产品现在大有发展机遇。
品牌发展的关键是让消费者相信产品的功效和安全性。知名
品牌不再像过去一样值得信赖，因此消费者需要结合专家建
议和其他奶爸奶妈的育儿经验来选择产品。”
– 李玉梅，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回答了以下问题:
•
•
•

婴幼儿防晒产品如何可以更好地吸引中国消费者？
爸爸们同样关爱宝宝
将专业知识与实际经验相结合

“二胎政策”全面推行，中国父母的购买力增强，对高端婴幼儿产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2017年中
国婴幼儿护理用品市场预计增长17.5%。鉴于市场表现强劲、前景乐观；加之新品牌加入，抢食领先品牌的份额，该市
场的竞争将持续激化。
在主流产品趋于高端化的同时，品牌需要加大产品创新，刺激小众细分品类的发展，借力新兴渠道扩大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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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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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市场——您所需要了解的
您所需要了解的
市场继续以两位数增长率增长
未来增长仍依赖高端化
婴幼儿沐浴产品领先品类增长

市场规模与预测
销售额的增长强劲有力
数据12: 婴幼儿护理用品市场的销售额（按细分区分），中国，2013-2017年（估计）
数据13: 中国婴幼儿护理用品市场销售额预测（最好和最差情形），2012-2022年

市场增长动力
新生儿数量增加（尤其多来自较富裕家庭）
数据14: 要二胎的意愿（按家庭月收入区分），2016年对比2017年
从低端到中端/中高端的产品高端化趋势
数据15: 婴幼儿护理用品上市新品（按价位区分），中国，2015-2017年（截止8月）
电子商务不断发展，推动市场增长
父母育儿知识增加，小众产品获发展机遇
数据16: 妙思乐夏季空调房宝宝专属面霜实例，中国，2017年

市场细分
婴幼儿护肤用品占最大销售份额
数据17: 婴幼儿护理用品市场的销售额和年增长率（按细分区分），中国，2015-2017年（估计）
数据18: 中国婴幼儿护肤用品市场销售额预测（最好和最差情形），2012-2022年
婴幼儿洗浴和香皂产品的增速超过其他细分
数据19: 中国婴幼儿洗浴和香皂市场销售额预测（最好和最差情形），2012-2022年
婴幼儿洗发护发细分增长相对乏力
数据20: 中国婴幼儿洗发护发用品市场销售额预测（最好和最差情形），2012-2022年

重点企业
重点企业——您所需了解的
您所需了解的
旗下有高端品牌的企业2016年市场表现更佳
母婴用品专卖店将成为下一个战场
小众子品类具有发展潜力

市场份额
新晋品牌抢食领先品牌的市场份额
数据21: 婴幼儿护理用品市场领先企业的市场份额，中国，2015和2016年
拥有高端品牌的企业将带动市场增长

竞争策略
市场营销中一定要提供科学依据
数据22: 哈罗闪官网的产品信息，中国，2017年
数据23: 强生婴儿展示的科学研究成果，中国，2017年
再次加大对线下渠道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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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创新？
中国市场对比成熟市场
数据24: 新生儿个人护理用品上市新品采用的前几大宣称——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和英国，2016年
小众子品类呈上升趋势
数据25: 婴幼儿护理用品上市新品（按子品类区分），中国，2014-2016年
值得关注的产品创新
无纳米粒婴儿用气垫防晒品
数据26: Jerry's无纳米粒婴儿用气垫防晒品，韩国，2017年
有机宣称
数据27: 有机的婴幼儿护理用品实例，澳大利亚和日本，2016年
“不含滑石粉”的宣称
数据28: 不含滑石粉的婴幼儿爽身粉实例，中国和菲律宾，2016-2017年
适合敏感肌肤使用的持久保湿产品
数据29: 理肤泉的Lipikar48小时全效修护系列产品，德国，2017年
宝宝面膜
数据30: Goongsecret易贴式补水面膜（Goongsecret Sticker Soothing Pack），韩国，2016年

消费者
消费者——您所需要了解的
您所需要了解的
最常见的皮肤问题：皮肤敏感且容易产生各类斑疹
避免太阳下暴晒是首选防晒方法
父母对防晒产品既有顾虑，也有兴趣
专业人士的建议最有影响力
五分之一的父母关注“宝宝树”
消费者积极搜集育儿经验

照顾宝宝时遇到的问题
品牌需致力为宝宝提供更愉悦的沐浴体验
数据31: 过去6个月内照顾宝宝时遇到的问题，2017年6月
皮肤敏感且容易产生各类斑疹是最常见的两种皮肤问题
7-12个月的宝宝更多地受到皮肤问题的困扰
数据32: 过去6个月内照顾宝宝时遇到的问题（按宝宝年龄区分），2017年6月
头发问题对不同年龄段宝宝的影响相似

防晒方法
避免太阳下暴晒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防晒方法
数据33: 在过去6个月采取的宝宝防晒方法（按重要性区分），2017年6月
消费对防晒产品的态度略有两极分化的倾向
25-29岁的父母持不同观点
数据34: 过去6个月采用的宝宝防晒方法（按年龄区分），2017年6月

对婴幼儿防晒产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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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和兴趣共存
数据35: 对婴幼儿防晒产品的看法
只在必要时使用
宝宝皮肤干燥，父母更喜欢防晒产品
数据36: 对婴幼儿防晒产品的看法（根据宝宝的皮肤问题区分），2017年6月
整体而言，爸爸们和妈妈们对宝宝防晒产品的态度一致
数据37: 对婴幼儿防晒产品的看法（按性别区分），2017年6月

影响购买的因素
非常看重专家建议
数据38: 购买婴幼儿护理产品时的影响因素，2017年6月
长辈依然有影响力
数据39: 长辈作为购买婴幼儿护理产品时的影响因素（按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17年6月
成都的父母倾向于信赖品牌
数据40: 购买婴幼儿护理产品时的影响因素（按一线城市区分），2017年6月
爸爸们喜欢听周围人的建议，而妈妈们关注关键意见领袖
数据41: 购买婴幼儿护理产品时的影响因素——女性对比男性（区分标准），2017年6月

微信公众号
微信育儿公众号的选择呈多样化
数据42: 微信育儿公众号，2017年6月
“宝宝树”占主导地位
数据43: “宝宝树”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实例，中国，2017年
成熟父母是“宝宝树”的主要关注者
数据44: “宝宝树”的关注者（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7年6月

从微信公众号获取的信息
消费者更积极地搜集育儿经验，而非产品信息
数据45: 微信育儿公众号，2017年6月
爸爸们对亲子活动信息更感兴趣
年轻父母不太关注产品推荐和优惠活动
数据46: 从微信公众号获取的信息（按年龄区分），2017年6月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更开放也更谨慎
数据47: 对婴儿防晒霜的看法（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7年6月
更看重专业人士的建议
数据48: 购买婴幼儿护理产品时的影响因素（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7年6月
积极地从微信公众号获取信息
数据49: 从微信公众号获取的信息（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7年6月

附录
附录——市场规模与预测
市场规模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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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50: 婴幼儿护理用品市场的销售额，中国，2012-2022年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
扇形图预测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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