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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低，且育龄期女性数量持续下降。不过，由于父母
为孩子寻求更高质、更安全的产品，人均消费增多，母婴产
品市场持续增长。发展放缓导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更多零
售商在这一分散的市场争夺份额。想获得成功，零售商不仅
须让家长相信他们有种类多样、质美价优的产品，还要为父
母提供更高质的服务。
- 郭马修，亚太趋势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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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渠道
专卖店与线上综合性零售商持平
数据 21: 过去6个月内消费者购买婴幼儿产品的渠道，2018年1月
非私人化产品以线上购买为主
数据 22: 过去6个月内消费者购买婴幼儿产品（玩具、耐用品和服装平均值）的渠道（按主要消费群体区分），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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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价格和种类
数据 24: 购买婴幼儿产品时主要消费者决定零售商的选择因素，2018年1月
不同的选择因素（按性别区分）
数据 25: 购买婴幼儿产品时主要消费者决定零售商的选择因素（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8年1月
不同的选择因素（按主要消费群体区分）
数据 26: 购买婴幼儿产品时消费者决定零售商的选择因素（按主要消费群体区分），2018年1月
不同的选择因素（按教育水平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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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7: 购买婴幼儿产品时主要消费者决定零售商的选择因素（按教育水平区分），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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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产品研究渠道（按主要人口特征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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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全家外出活动的研究渠道（按主要人口特征区分）
数据 31: 安排全家外出活动时消费者信赖的信息渠道（按主要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1月
早教研究渠道（按主要人口特征区分）
数据 32: 选择早教或培训机构时消费者信赖的信息渠道（按主要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1月

育儿关注
哺育身心
数据 33: 育儿时消费者最为关注的方面，2018年1月
育儿关注（按父母出生年代区分）
数据 34: 育儿过程中消费者最为关注的方面（按父母出生年代区分），2018年1月
育儿关注（按孩子数量区分）
数据 35: 育儿过程中消费者最为关注的方面（按家庭结构区分），2018年1月
育儿关注（按教育程度区分）
数据 36: 育儿过程中消费者最为关注的方面（按教育程度区分），2018年1月
育儿关注（按主要消费群体划分）
数据 37: 育儿过程中消费者最为关注的方面（按主要消费群体区分），2018年1月

寻求的服务
为什么零售商需要成为专家
数据 38: 消费者希望母婴实体店提供的服务，2018年1月
寻求的服务（按主要人口特征区分）
数据 39: 消费者希望母婴实体店提供的服务（按主要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1月
主要消费群体寻求的服务
数据 40: 消费者希望母婴实体店提供的服务（按主要消费群体区分），2018年1月
寻求的服务（按主要城市区分）
数据 41: 消费者希望母婴实体店提供的服务（按主要城市区分），2018年1月

消费者态度
对待服务的态度
数据 42: 消费者对母婴产品零售商服务的态度，2018年1月
对待品质的态度
数据 43: 消费者对母婴产品零售商质量的态度，2018年1月
对待信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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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44: 消费者对母婴产品零售商信任的态度，2018年1月
对待选择的态度
数据 45: 消费者对母婴产品零售商选择的态度，2018年1月
主要消费群体的态度
数据 46: 消费者对婴幼儿护理需求的态度（按主要消费群体区分）, 2018年1月

附录
附录——市场规模与预测
市场规模与预测
数据47: 中国——母婴产品市场总销售额，2012-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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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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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