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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护理用品 - 中国 -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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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5: 具有有机宣称的婴幼儿护理新品，英国和保加利亚，2017-2018年
氨基酸成分，温和不刺激
数据 26: 含有氨基酸的婴幼儿护理新品，中国，2018年
防晒品类中的创新形式
数据 27: 采用创新形式的婴幼儿防晒新品，韩国和美国，2017-2018年
消费者——您所需要了解的
防晒产品还未被广泛接受
强生领跑产品使用
父母面对众多选择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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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8: 过去1年产品使用频率的变化，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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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婴幼儿防晒用品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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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决定使用习惯
数据 31: 过去1年产品使用频率的变化——频率更高（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品牌使用情况
强生是最普及的品牌
数据 32: 过去1年婴幼儿护理品牌使用情况，2018年6月
妈妈偏爱启初
数据 33: 过去1年婴幼儿护理品牌使用情况（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青蛙王子和郁美净在低线城市比贝亲更受欢迎
数据 34: 过去1年婴幼儿护理品牌使用情况（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数据 35: 过去1年婴幼儿护理品牌使用情况（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选购产品时遇到的问题
宝宝的使用感受是最重要的因素
数据 36: 选购产品时遇到的问题，2018年6月
缺乏品牌差异是有经验的父母尝鲜路上的绊脚石
数据 37: 选购产品时遇到的问题（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对待婴幼儿护理用品的态度
爸爸更有耐心
数据 38: 对二合一洗发沐浴产品的喜好（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数据 39: 过去1年产品使用频率的变化——频率更高（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数据 40: Milk & Co婴儿洗发护发液
进口品牌更受青睐
数据 41: 对待品牌来源的态度，2018年6月
爸爸更喜欢有香味的产品，而妈妈偏爱无香型
数据 42: 对待香味的态度（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年轻父母更喜欢自己搜寻信息
数据 43: 对待信息渠道的态度（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大多数家长对市面上现有的产品感到满意
数据 44: 对市场上现有产品的态度，2018年6月
年轻父母信任成分表清楚详细的产品多过高科技含量产品……
数据 45: 对待信任的产品的态度（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但是富裕的家长更相信科技含量高的产品
数据 46: 对待信任的产品的态度（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数据 47: 本护活性生物酶技术
婴幼儿护理流程
大多数消费者注重清洁
数据 48: 婴儿护理通常流程，2018年6月
一线城市家长更关心浴后护理流程
数据 49: 婴儿护理通常流程（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爸爸比妈妈更贴心
数据 50: 婴儿护理通常流程（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产品溢价因素
皮肤问题最重要
数据 51: 婴幼儿护理产品溢价因素，2018年6月
数据 52: Le Comptoir du Bain Monsieur Madame香梨趣味香皂（Pear Scented Madame Bavarde Soap）
富裕家庭更愿意为专业机构认证支付溢价
数据 53: 维蕾德资格认证
数据 54: 婴幼儿护理用品溢价因素——感兴趣并愿意付更多的钱（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一线城市消费者更谨慎
数据 55: 婴幼儿护理用品溢价因素——感兴趣并愿意支付更多（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缺乏经验的家长更相信专业母婴品牌
数据 56: 婴幼儿护理用品溢价因素——感兴趣并愿意付更多的钱（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国际品牌吸引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数据 57: 过去1年婴幼儿护理品牌使用情况（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对婴幼儿护理流程更细心
数据 58: 婴儿护理通常流程（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成分介绍最吸引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数据 59: 婴幼儿护理用品溢价因素——感兴趣并愿意付更多的钱（按所选人口特征区分），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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