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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位母婴渠道商
参与本次调研，其中40.8%为一二线城市母婴
渠道商，59.2%为三至五线城市母婴渠道商

520位母婴品牌商
覆盖纸尿裤、配方奶粉、奶瓶、吸奶器、婴儿
推车、安全座椅6大品类品牌商

特别致谢：尼尔森零售研究与CBME、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联合开展此次调研

50位90后/95后妈妈1V1访谈
分享对未来产品的使用场景及畅想

6240位年轻妈妈参与了调研，

孩子的年龄在6岁以下。
孕期及0-3岁5990人，占总受访者96%

谁参与了调研？

年轻一代母婴消费者已成主力军
90后/95后占比76%

5成受访者家庭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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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母婴消费生活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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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整体“刚需”的母婴消费依然乐观

•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上半年，全
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718元，扣除价格因素比去年同期实际下降9.3%

• 整体“刚需”的母婴消费者对未来依然乐观，90%的消费者预期在未来6个月内外部的环境不会影响到家庭孕婴童产品
/服务的购买，6成的消费者预期会增加孕婴童产品的支出，信心指数较去年不减反增。

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未来6个月消费信心预期及预计购买孕婴童产品比例

很有信心，会增加不超过30%的预算 15%

很有信心，会增加30%-50%的预算 22%

很有信心，会增加>50%以上的预算 23%

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家庭消费没有影响 12%

有一些影响，但不会影响到孕婴童产品和服务的预算 18%

有一些影响，会减少<30%的预算 5%

有非常大的影响，会减少30%-50%的孕婴童产品/服务购买 3%

有极大影响，会考虑减少购买50%以上孕婴童产品/服务 2%

增加
60%

持平
30%

减少
10%

食品烟酒, 
3097, 32%

衣着, 611, 6%

居住, 2464, 
25%

生活用品及
服务, 582, 6%

交通通信, 
1238, 13%

教育文化娱
乐, 664, 7%

医疗保健, 
848, 9%

其他用品及
服务, 215, 2%

2020年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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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4%

22%

7%1%

过去6个月，母婴消费者线上渠道购物花费情况

A.大幅度增加 B.有些增加
C.基本没变 D.有些减少
E.大幅度减少

2020年上半年:母婴消费者在线购物增长明显

51%
消费者希望线上购物可
以获得更多的促销和性
价比

消费者对未来在线购物的3大诉求

42%
消费者希望在线购
物店铺和产品更严
格筛选、管理

• 7成母婴消费者线上购物消费金额比以前增加，疫情倒逼消费者投入更多在线购物场景中。

• 未来消费者希望线上购物性价比更高、产品严格筛选、体验更便捷，无论品牌商的自有线上渠道还是渠道商的全渠道

融合转型，都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效率与极致体验的比拼。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41%
消费者希望在线
购物更便捷的服
务（物流、搜索、
退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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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6个月内，母婴店不同品类消费金额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年轻一代母婴消费者：从未离开实体购物渠道
• 7成以上的90后母婴消费者在过去的6个月里曾于母婴店/母婴百货购物

• 消费金额最多的3大品类：纸尿裤、婴儿奶粉、孕妇食品/营养保健品

• 孕期妈妈更愿意在实体店购买孕妇食品/营养保健品，提前为宝宝囤纸尿裤，三分之一的孕妈妈在实体店购买过孕妇服装，

高收入家庭更愿意在母婴店购买辅食/营养保健品

6


Sheet1

		11.（单选）过去6个月，你在线上渠道（综合/垂直电商平台、内容/社群电商类、跨境购/微商）购买孕婴童产品的花费占你总消费比例为		计数项:11.（单选）过去6个月，你在线上渠道（综合/垂直电商平台、内容/社群电商类、跨境购/微商）购买孕婴童产品的花费占你总消费比例为

		A.大幅度增加		1364		37%

		B.有些增加		1254		34%

		C.基本没变		814		22%

		D.有些减少		259		7%

		E.大幅度减少		40		1%

		总计		3731









&1#&"Rockwell"&9&K0078D7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General		






汇总	A.大幅度增加	B.有些增加	C.基本没变	D.有些减少	E.大幅度减少	1364	1254	814	259	40	









Sheet2

				总体		孕期		0-6个月		7-12个月		1-2岁		2-3岁		3-6岁

		孕妇食品/营养保健品		29%		43%		32%		23%		23%		27%		27%

		孕妇服装		22%		35%		23%		20%		20%		18%		18%

		孕妇护肤		18%		20%		19%		19%		18%		16%		18%

		孕妇培训、服务		14%		11%		13%		13%		16%		13%		14%

		产后护肤/产后瘦身塑形		14%		12%		14%		16%		14%		15%		13%

		婴儿奶粉		32%		24%		31%		36%		35%		33%		22%

		辅食、营养保健品		24%		11%		17%		39%		26%		24%		23%

		纸尿裤		34%		41%		38%		42%		29%		22%		9%

		哺育用品		9%		16%		10%		7%		8%		5%		5%

		洗护用品		12%		18%		12%		7%		8%		13%		27%

		婴童服装/童鞋		19%		22%		16%		20%		18%		21%		37%

		玩具/图书		10%		6%		5%		9%		12%		20%		33%

		推车/汽座/家具		3%		4%		2%		2%		3%		2%		3%

				总体		孕期		0-6个月		7-12个月		1-2岁		2-3岁		3-6岁

		纸尿裤		34%		41%		38%		42%		29%		22%		9%

		婴儿奶粉		32%		24%		31%		36%		35%		33%		22%

		孕妇食品/营养保健品		29%		43%		32%		23%		23%		27%		27%

		辅食、营养保健品		24%		11%		17%		39%		26%		24%		23%

		孕妇服装		22%		35%		23%		20%		20%		18%		18%

		婴童服装/童鞋		19%		22%		16%		20%		18%		21%		37%

		孕妇护肤		18%		20%		19%		19%		18%		16%		18%

		产后护肤/产后瘦身塑形		14%		12%		14%		16%		14%		15%		13%

		孕妇培训、服务		14%		11%		13%		13%		16%		13%		14%

		洗护用品		12%		18%		12%		7%		8%		13%		27%

		玩具/图书		10%		6%		5%		9%		12%		20%		33%

		哺育用品		9%		16%		10%		7%		8%		5%		5%

		推车/汽座/家具		3%		4%		2%		2%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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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渠道消费者：把握未来的消费一代

• 6成以上的90后母婴消费者认为网购和实体店都必不可少，会根据需求进行选择
• 品质、专业、直观是消费者选择线下渠道最主要的三个因素
• 未来一代的消费者偏好及消费行为变化推动母婴零售革新，通过科技手段洞察用户个性化需求提高用户体验，包括线上

线下全渠道融合服务，线下极致体验差异化物流配送等，有望重塑母婴新零售模式

线上线下促销力度一致

便捷退换货

店内体验，线上购买配送到家

店内个性化实时促销信息

扫描二维码，获取评测、实时销量、
用户评论等信息

90后消费者对未来线下母婴店的TOP5需求

 正品，质量有保障

 能直观对比各个品牌

 导购专业全面、

 所见即所得，货能对板

 能摸到看到，有直观的感受

90后消费者选择线下母婴店购物原因TOP5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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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6大孕婴童核心品类

发展现状与消费者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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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配方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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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15-1988年
特点：基础营养元素阶
段
以蛋白质、脂肪、碳水
化合物，以及维生素、
矿物质等等基础营养元
素为主要成分，解放了
妈妈的乳房。

时间： 2006-2013年
特点：进一步模拟母
乳阶段
人们对母乳成分和功
能分析进一步提升，
并开发出更多有特殊
价值的配料，包括结
构油脂OPO、益生菌、
乳铁蛋白、叶黄素，
也就是现在市场上通
行的婴儿奶粉。

时 间 ： 公元 前12000-
1915年
特点：从液态奶发展为
固态奶粉阶段
最早的奶牛饲养可追溯
到公元前12000年的中
东地区，之后人们逐渐
学会将液态奶变成固态
奶粉，1805年奶粉工
厂出现正式生产奶粉，
解决了大批无法进行母
乳喂养的宝宝的生存问
题。

前配方奶粉时代 第一代配方奶粉时代 第二代配方奶粉时代 第三代配方奶粉时代

Start 01 02 03 04

“配方奶粉”的发展图谱

时间： 2014 –至今
特点：精准模拟阶段
第4 代奶粉的研发和生
产的核心是针对母乳的
氨基酸结构、分子蛋白、
脂肪、渗透压值、活性
营养成分等五个方面进
行精准模拟，更符合宝
宝成长所需。

第四代配方奶粉时代

05

• 自1915 年配方奶粉的研制获得成功，至今，现代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已经发展了100 多年。在这100 多年间又经历了
四代演变，如今，针对牛奶和母乳的差异化研究仍然在不断深入，溶菌酶、脂肪酶、表皮生长因子等都是比较前沿的
研究方向，对于不能进行母乳喂养的宝宝来说，无疑是成长的有力保障。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时间：1989 -2005 年
特点：强化益智营养元
素阶段
强 化 了 DHA 、 ARA 、
胆碱和益生元等，在提
供宝宝基础营养所需之
上，开始转向了对智力
发育的重视，配方奶粉
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
步提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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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来源：2020 CBME孕婴童品牌发展调查；尼尔森零售研究

38.2%

23.5%

38.3%

增长 持平 下滑

奶粉品牌2020上半年销售表现

原料
配方

奶源

价格

营销
方式

奶粉市场竞争关键词

 60%左右的奶粉品牌商上半年业绩持平或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通过注册的166家奶粉企业中，TOP10品牌市场占比较高，且其中的本土厂商渠道份额有所增加

31.8 28.4
59.8 58.8

32.6 39.6
17.6 22.4

0.0

10. 0

20. 0

30. 0

40. 0

50. 0

60. 0

70. 0

80. 0

90. 0

本土厂商

外资厂商

61.4 57.0
29.9 27.7

19.5 24.4

31.4 38.6

0.0

10. 0

20. 0

30. 0

40. 0

50. 0

60. 0

70. 0

80. 0

90. 0

本土厂商

外资厂商

YTD1907 YTD2007 YTD1907 YTD2007

80.9 81.3 61.4 66.3

YTD1907 YTD2007 YTD1907 YTD2007

64.4 68.0 77.4 81.2TOP10厂商份额%

全国母婴店 电商渠道

TOP10厂商份额%

上线母婴店 下线母婴店

婴儿奶粉各渠道TOP10厂商销售表现

奶粉品类整体表现：品牌增长表现不一，TOP10品牌市场占比较高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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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品类渠道表现：电商渠道增长明显，母婴渠道增长较缓

3.3%

5.2%

18.2%

36.4%

37.0%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100-200元

400元以上

300-400元

250-300元

200-250元

母婴店销量最好的奶粉价格区间

数据来源：尼尔森零售研究，2020 CBME孕婴童零售发展调查

25.4%

1.4%

-16%

电商渠道 母婴渠道 线下其他渠道

婴儿奶粉渠道销售额增幅丨2020年1-7月

 1-7月，电商渠道有25.4%的增长，母婴渠道增长比例为1.4%，其他线下渠道下滑明显

 母婴渠道的奶粉数量多在5-15个，其中价格在200-300元的产品销量较好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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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3

“配方奶粉”机会洞察：极致品质+方便携带

有助于智力发育
55% VS 68%

促进肠道健康
50% VS 57%

有机奶源
30% VS 58%

增强宝宝免疫力
56% VS 67%

原罐原装进口
25% VS 33%

1次1袋的独
立小包装

56% VS 75%

固体便携奶块
31% VS 44%

400g小罐装混合
喂养不浪费
29% VS 44%

液态配方奶
开盖即饮

37% VS 37%

胶囊奶粉
高效冲泡

47% VS 59%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消费者数据 母婴渠道数据

22%
300-399元

18%
150-199元

200-299元

 200-299元，成为90后消费者心目中一罐婴儿配方奶粉的理想心理价位区间，与渠道畅销价格带一致。
 独立小包装方便卫生，胶囊奶粉冲泡简单防止营养流失，液态配方奶可连瓶温热开盖即饮……奶粉便携成

为重要的产品诉求点。
 智力发育、免疫力、肠道健康是消费者最关注的三大功能。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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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装奶粉打开时间长了就容易结坨，宝宝一个月下来
喝不完就不敢继续给她喝了，丢掉又浪费，只能泡给
老公喝掉，希望奶粉罐的密封能做到更好。
奶粉的价格可以更透明一些，街尾的那家比我在街头
买的还要便宜些，而且一次买得多还有礼品送。像我
这种普通家庭的妈妈，希望奶粉价格可以公道透明，
质量安全有保证，让每个宝宝都可以健康成长。

奶粉罐密封更好，
价格更透明

妈妈:陈莎 27岁 江西省
宝宝：4个月 女

在选择奶粉上各种做功课，但网上眼花缭乱的数据
和推荐令我无所适从。好不容易选择完奶粉后发现
冲泡奶粉也很费力，尤其是晚上最痛苦，边安抚宝
宝边冲奶折腾完睡意也没有了。很希望能有一款奶
粉随时能给宝宝喝，像母乳一样，一哭就能递到嘴
边，让我睡一个整觉。

像母乳一样，
一哭就能递到嘴边

妈妈：张春月28周岁 北京
宝宝： 8个月 女

为不同月龄研发
不同奶粉

区块链全程追溯

直播奶粉生产环境，
一目了然

口感也要接近母乳，
方便转奶

“配方奶粉”机会洞察：全程追溯和安全性是消费者最关注的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配方奶粉需求热点| 1V1访谈

63%

52%

33%

2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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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奶粉”机会洞察：4段获消费者普遍欢迎、有机快速增长

孕期 0-6个月 7-12个月 1-2岁 2-3岁 3-6岁

不会考虑 14% 9% 9% 8% 3% 8%

还在考虑 45% 46% 46% 43% 24% 13%

听说过打算买 36% 41% 40% 39% 45% 22%

已经购买过 5% 4% 4% 10% 27% 57%

5% 4% 4% 10%
27%

57%
36% 41% 40%

39%

45%

22%
45%

46% 46% 43%

24% 13%
14% 9% 9% 8% 3% 8%

是否计划购买4段儿童配方粉
已经购买过 听说过打算买 还在考虑 不会考虑

50%
消费者已经
购买或者打
算购买4段儿
童配方奶粉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尼尔森零售研究

20.6% 21.5%

0

5

10

15

20

25

销售额增幅 销售量增幅

有机奶粉增幅%
2020年1-7月丨全国母婴店

Vs. 婴儿奶粉整体+1.0

 50%消费者已购买或打算购买4段儿童配方奶粉，其中近8成3-6岁家庭、7成2-3岁宝宝家庭

已购或打算购买4段儿童配方粉

 有机奶粉在母婴店上半年增幅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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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尿裤”的演变图谱

1961 年，纸尿裤被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100 项发明之一”。进入1980年后，纸尿

裤功能爆炸式增长，柔软度、轻薄度、吸水性、防漏性、透气性越来越好，已有企业研发出再生纸尿裤，解

决纸尿裤不易降解带来的环境问题

尿布时代
时间：1820年左右-二次世界大战
特点：二战前的漫长岁月，世界
各地的父母用尿布兜住宝宝的小
屁屁。二战期间，德国人发明了
一种利用木浆制作而成的纤维绵
纸，可以折叠包装在纱布或网状
针织物中，再放在内裤中使用

一次性纸尿裤面世
时间：1946年-1956年
特点：美国人米勒彻底改变了纸尿
裤的历史。为寻找一种更简单的方
式来给孙子换纸尿裤，发明了吸水
性能良好、穿戴舒适的一次性纸尿
裤 。 这 个 发 明 在 1961 年 被 美 国
《时代》周刊杂志评为“20世纪最
伟大的100 项发明之一”

尿不湿时代
时间：1980年左右
特点：世纪“太空服之父”华
人唐鑫源在宇航服里加入高分
子吸收体，发明了一种能吸水
1400mL 的纸尿片，完美解决
太空排尿难题。至此，才有了
我们熟知的“尿不湿”。

纸尿裤多元时代
时间：1980年-至今
特点：纸尿裤功能与设计越来越
好。但不易降解所带来的环境问
题也日益显着，被掩埋的纸尿裤
中的塑胶成分有30% 是难以降解，
已有纸尿裤生产企业在研发使用
再生纸浆和聚合物制成再生纸尿
裤来解决这一问题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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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尿裤市场竞争关键词

583 562

217

29

10-100万 100-1000万 1000万-1亿 1亿+

纸尿裤品类整体表现：品牌众多，市场高度分散，国产纸尿裤占比提升

价格 材料 营销
方式

外观
设计

 全国线下母婴渠道的纸尿布品牌超过1,400个

 国产纸尿裤母婴店增长表现优秀，电商渠道的外资品牌占据优势

数据来源：尼尔森零售研究；高线母婴店包括重点&A类城市，低线母
婴店包括BCD类城市及全国乡村； 2020 CBME孕婴童品牌发展调查

77.8
80.1

国产 进口

全国母婴店

63.3
68.6

国产 进口

上线母婴店

进口/国产婴儿尿布销售额占比及销售额增幅%
内圈：YTD1907；外圈：YTD2007

80.9
82.4

国产 进口

低线母婴店

+5.3 +5.0 +5.4

电商渠道

7.5
8.4

其他 TOP5本土品牌

全国母婴店纸尿裤品牌数量 | 按2019年销售额规模划分

55.3

54.7

其他 TOP5外资品牌

母婴渠道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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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尿裤品类渠道表现：线上渠道份额继续扩大，母婴渠道增长维稳

11% 8%

39% 39%

50% 53%

去年1-7月 今年1-7月

电商渠道

母婴渠道

现代&传统

渠道

纸尿裤渠道销售额份额

2.3%

7.4%

2.4%

-21.9%

全渠道

电商渠道

母婴渠道

现代&传统渠道

纸尿裤渠道销售额增幅
2020年1-7月

34.9% 33.9%

17.5%

8.5%
2.7% 2.7%

1-1.5元/片 1.5-2元/片 2-3元/片 3-4元/片 1元/片以下 4元以上/片

母婴店销量最好的纸尿裤价格区间

 1-7月，纸尿裤全渠道增幅2.3%，其中电商渠道增幅7.4%，母婴渠道增幅2.4%，现代&传统渠道下滑21.9%

 母婴店销售的纸尿裤数量大多在1-10个，单价在1-2元的纸尿裤在门店销量表现更好

数据来源：尼尔森零售研究，2020 CBME孕婴童零售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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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消费者对纸尿裤
售价区间的心理预期

“纸尿裤”细分场景创新：年轻消费者与母婴渠道商共同看好

60%
1.2-2.4元

14%
2.4-3.6元

25%
1.2元以下

50%
消费者已经购
买或者打算购
买4段儿童配
方奶粉

60% VS 77%
适合夜间使用的

大吸收量的纸尿裤

38% VS 42%
婴儿游泳时使用的

防水纸尿裤、男女宝宝
专属纸尿裤

58% VS 78%
适合适合夏季穿戴

的超薄纸尿裤

上线母婴店 +11%
下线母婴店 +34%

YTD2007
销售额增幅

每片均价：3.05元
1.6X 婴儿尿布品类均价

90后消费者VS母婴零售商 纸尿裤场景创新需求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尼尔森零售研究

• 6成90后消费者购买纸尿裤的心理预期：单片1.2-2.4元，与渠道商畅销价格带吻合。
• 60%消费者（77%零售店）会选择日/夜场景纸尿裤，每片均价3.05元，1.6X 婴儿尿布品类均价，消费者

愿意为更精细的产品支付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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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尿裤”机会洞察：表层柔软、快渗设计、滋润护肤成为新热点

纸尿裤消费者热点排行榜

生物芯片检测功能

透气孔快速释放湿气

蜂巢结构吸收芯体

高伸缩性腰围材料

再生材质

温和弱酸性表面

尿液快渗技术

表面使用有机自然棉

含有保护肌肤成分

能不能有一种新型材料能够干燥大
便，万一大人疏于照顾，也能保证在一
定时间内不会捂烂宝宝小屁屁。这样的
尿不湿就完美啦！

我期待纸尿裤能自动干燥大便，万一疏于
照顾也不会捂烂小屁屁

妈妈：霍晓玲 29周岁 西宁
宝宝：23个月 男 /  4岁半 男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TOP1 表面使用有机棉
TOP2 尿液快渗技术
TOP3 温和弱酸性表面
TOP4 含有保护肌肤成分
TOP5 再生材质

纸尿裤母婴渠道商热点排行榜

95后：50%

2
3
4
1
5

 50%的95后妈妈对纸尿裤的护肤功能更加重视（VS.90后妈妈 ：40%），与渠道商热点有所差异

 有1V1访谈中，胖宝宝专属的纸尿裤、解决好动宝宝侧漏问题的纸尿裤、自动提醒更换功能的纸尿裤也成为90后妈妈的关

注热点T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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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1

		TOP1		表面使用有机棉

		TOP2		尿液快渗技术

		TOP3		温和弱酸性表面

		TOP4		含有保护肌肤成分

		TOP5		再生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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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瓶”的发展图谱
人们在7000年前的欧洲史前考古遗址中就发现了小型带嘴的容器——可能用于给婴幼儿喂动物奶。这意味着奶瓶
的雏形竟然在几千年前就出现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奶瓶的形状、质感更仿真、材质更加安全、更人性化

小黏土陶罐
目前已知最早的、可能用于喂养婴儿
的小黏土陶罐出现在欧洲的史前考古
遗址中。这些陶罐通常很小，形状像
想象中的动物，可以放在婴儿的手中，
并且有一个可以吮吸液体的喷嘴。

玻璃瓶身+橡胶管奶嘴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玻璃成为最受青
睐的原材料。法国人爱德华·罗伯特发
明了现代奶瓶的前身：玻璃瓶身，一根
长长的橡胶管连接橡胶奶嘴。但吸管清
洗起来相当麻烦，容易滋生细菌。

标口奶瓶+奶嘴成主流
20 世纪下半叶，塑料的出现给人
们带来很多方便。原玻璃奶瓶对于
比较小的宝宝来说比较重，而且很
容易碎，轻便不易破的塑料奶瓶很
快就风靡世界。

形状、质感更仿真、更人性化
新一代的奶瓶除了材质相对安全，它们的
形状开始慢慢变得更为容易抓握以及便于
奶液流动，考虑到一些特殊宝宝哺喂难题，
出现了适合唇腭裂儿、早产儿的奶瓶，并
不断改进功能，让每个宝宝都能畅快吮吸。

20 世纪50-70 年代 2011 年-至今新石器时代 18~19 世纪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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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瓶市场整体表现：品牌数量众多，集中度提升，电商渠道销售增幅明显

数据来源：尼尔森零售研究， 2020 CBME孕婴童品牌发展调查

337

211

73

6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奶瓶品牌个数丨全国母婴店
按2019年销售额规模划分

35.5
37.2

其他 TOP5品牌

TOP奶瓶品牌销售额占比及销售额增幅%
内圈：YTD1907；外圈：YTD2007

50.5

57.9

全国母婴店

电商渠道

 线下母婴店的近4成销售都落在TOP5品牌；线上品牌集中度提升更为明显

 50%左右的奶瓶品牌上半年业绩有所提升，其中线上渠道的销售增幅达18.1%
51.1%

25.6%

16.3%

增长 持平 下滑

上半年奶瓶品牌全渠道销售情况

18.1

-15.8

-33.3-40

-30

-20

-10

0

10

20

30

电商渠道 母婴渠道 线下其他渠道

奶瓶渠道销售额增幅丨2020年1-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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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40.0%

12.9% 2.9%
1.8%

门店销售的奶瓶数量

20.0%

49.4%

17.1%
8.8%

2.9% 1.8%

门店销量最好的产品价格区间

奶粉渠道销售表现：中等价位奶瓶销量较好，但对网红品牌需求旺盛
 母婴店品牌数量多在1-10个，其中价格在100-150元的奶瓶销量最好

 近80%的母婴店希望增加网红奶瓶品牌，60%以上的门店希望增加高毛利品牌

79.4%
62.4%

37.7%

14.1%
6.5%

门店对于奶瓶的品类规划

数据来源： 2020 CBME孕婴童零售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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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0%

2.8%

16.1%

36.8%

29.9%

1.1%

1.4%

2.6%

13.0%

33.6%

40.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不锈钢

PP

其他

硅胶

玻璃

PPSU

奶瓶分材质销售额增幅丨电商渠道丨2020年1-7月

今年份额 去年份额

奶瓶的细分增长：PPSU，小容量或大容量奶瓶在电商渠道的增长较好

0.10%

6.60%

20.20%

24.30%

37.70%

0%

7.40%

22.30%

26.40%

36.3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126-140ML

≤125ML  

≥240ML 

141-170ML

171-240ML

奶瓶分大小销售额增幅丨电商渠道丨2020年1-7月

2020年份额 2019年份额

数据来源：尼尔森零售研究

 PPSU材质的奶瓶今年在电商渠道的份额增加了10%，达到40%，PPSU和玻璃还是最畅销的两种材质

 上半年，容量小于125ML、141-170ML、大于240ML的奶瓶在电商渠道份额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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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90后消费者希望一款奶瓶的售价

在80-159元区间

“奶瓶”创新趋势：消费者愿意为高效便捷、自动化喂养买单

57%
80-159元

10%
40元以下

20%
40-79元

奶瓶创新消费者期待TOP5

希望以后的奶瓶可以往黑科技方向发展。比如
自带冲泡摇晃功能，不用妈妈自己动手，可以
用科学的智能手法冲摇奶粉，防止胀气。还有
冬天喂奶容易凉，总去暖奶也不方便，如果奶
瓶有智能恒温功能就太完美了！

自带冲泡摇晃功能、智能恒温

妈妈：张巧菊 28周岁 上海
宝宝：13个月 女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母婴店最期待的创新点

 57%的 90后消费者奶瓶的心理预期是80-159元，与渠道商畅销价格带吻合
 最受欢迎的5大奶瓶创新：抗菌材质、长效保温、防胀气、高硬度玻璃材质、感温指示
 在1V1访谈中，年轻一代消费者更愿意为让自己轻松省时的产品和服务买单。抗菌材质的呼声最高，省去了“奶瓶消毒”步骤

安全方便；86%的消费者愿意为“自动化”付费：自动冲奶、自动搅拌、自动清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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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1

		未来产品需求调研结果统计表

						1号牟晓		2号杜烨		3号王镜夷		4号孙杰		5号赵容萱		6号霍佳		7号胡千慧		8号张春月		9号杨甜甜		10号刘丛珊

		基本情况		妈妈年龄		26		28		25		29		29		25		27		28		29		29

				宝宝年龄（A 0~6个月 B7~12个月  C 1岁~2岁  D2岁~3岁  E3岁以上）		C		D		A		E		E		D		D		A		E		C

				宝宝性别		A		A		B		B		A		A		A		B		B		A

				学历		C		C		C		D		D		C		C		C		C		C

				所在城市等级		A		B		A		A		A		A		D		A		A		A

				家庭月收入		C		C		C		D		F		D		B		C		C		D

				每个月宝宝花销		E		F		F		D		D		F		D		C		E		F

				每个月宝宝花销占比		C		D		D		D		B		E		E		C		E		E

		以下根据妈妈的回答，判断有无兴趣。填写“有”“无”“一般”

		纸尿裤		植入芯片检测健康		一般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一般		有		有

				弱酸性亲肤层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伸缩膜腰围		一般		有		有		有		有		一般		一般		有		有		一般

				再生纸尿裤		无		无		无		有		有		一般		有		无		无		无

				精美的纪念礼盒		无		无		无		有		一般		无		有		一般		有		无

				其他诉求		 无		透气、舒适 		超薄和透气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安全座椅		智能操控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一般		有		有

				车规级材质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360°旋转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0+1+2组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安全主题巡展		有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其他诉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奶瓶		自带测温功能		有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抗菌材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可单手操作的仿真奶瓶口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一瓶多用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打造高端感		有		无		有		有                                                                                                                                                                                                                                                                                                                                                                                                                                                                                                                                                                                                                                                                                                                                                                                                                                                                                                                                                                                                                                                                                                                                                                                                                                                                                                                                                                                                                                                  vc6		有                                                                                                                                                                                                                                                                                                                                                                                                                                                                                                                                                                                                                                                                                                                                                                                                                                                                                                                                                                                                                                                                                                                                                                                                                                                                                                                                                                                                                                                  vc6		有                                                                                                                                                                                                                                                                                                                                                                                                                                                                                                                                                                                                                                                                                                                                                                                                                                                                                                                                                                                                                                                                                                                                                                                                                                                                                                                                                                                                                                                  vc6		有                                                                                                                                                                                                                                                                                                                                                                                                                                                                                                                                                                                                                                                                                                                                                                                                                                                                                                                                                                                                                                                                                                                                                                                                                                                                                                                                                                                                                                                  vc6		有		有		有

				其他诉求		测温，防胀气设计，搅拌功能		无		无		无		无		防胀气		无		无		无		防胀气



		吸奶器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一般

				PPSU材质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可穿戴吸奶器		无		有		有		有		无		一般		有		有		无		无

				可持续性		无		无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支持泌乳科学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一般		一般		有

				其他诉求		 测温，防胀气设计，搅拌功能。		小巧、便携		加快时间		无		无		无		便携性		无		无		无



		推车		智能支持系统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UV防紫外线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口袋车		有		有		有		有		有		一般		有		有		有		一般

				多功能合一		无		无		没有		有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个性定制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其他诉求		小巧		无		轻、稳定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配方奶粉		功能更加细分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机奶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奶粉区块链追溯系统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机牧场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素人推广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无

				其他诉求		追溯奶源，还是安全方面		全程溯源可跟踪就挺好 		更接近母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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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2

		胶囊奶粉独粒密封包装可防止奶粉因氧化导致营养流失，搭配胶囊奶粉机使用，一分钟就可以冲泡好		液态婴儿配方奶，连瓶温热，开盖即饮		独立小包装奶粉，一包即宝宝一顿的奶量，干净卫生		固体便携奶块，即通过特殊技术压缩的奶粉，遇热水容易化开		400g一罐的小罐装奶粉，适合混合喂养的宝宝，不易造成浪费

		1778		1412		2102		1161		1107

		独立小包装奶粉，一包即宝宝一顿的奶量，干净卫生		2102		56%

		胶囊奶粉独粒密封包装可防止奶粉因氧化导致营养流失，搭配胶囊奶粉机使用，一分钟就可以冲泡好		1778		47%

		液态婴儿配方奶，连瓶温热，开盖即饮		1412		37%

		固体便携奶块，即通过特殊技术压缩的奶粉，遇热水容易化开		1161		31%

		400g一罐的小罐装奶粉，适合混合喂养的宝宝，不易造成浪费		1107		29%

		添加磷脂、DHA、ARA、胆碱、叶黄素、牛磺酸等，帮助宝宝眼脑发育		添加母乳低聚糖、乳清蛋白等，激发宝宝自身免疫力		添加益生菌、益生元，促进便便舒畅、肠道健康		奶源来自黄金奶源带，100%原罐原装进口		有机奶源，牧场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激素等化学成分，奶牛均采用天然放牧，在生长全过程中不使用抗生素

		2068		2095		1900		930		1137

		添加磷脂、DHA、ARA、胆碱、叶黄素、牛磺酸等，帮助宝宝眼脑发育		2068		55%

		添加母乳低聚糖、乳清蛋白等，激发宝宝自身免疫力		2095		56%

		添加益生菌、益生元，促进便便舒畅、肠道健康		1900		50%

		奶源来自黄金奶源带，100%原罐原装进口		930		25%

		有机奶源，牧场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激素等化学成分，奶牛均采用天然放牧，在生长全过程中不使用抗生素		1137		30%

		0.4940711462		0.3907799518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安全座椅		3000元~3999元		500元以下		1000元~1999元		6000元~6999元		500元~999元		2000元~2999元		5000元~5999元		4000元~4999元		7000元以上

				247		648		976		37		1021		568		78		122		34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安全座椅

		2000元~3999元		247		7%		22%

		500元以下		648		17%

		1000元~1999元		976		26%

		6000元~6999元		37		1%

		500元~999元		1021		27%				53%

		2000元~2999元		568		15%

		5000元~5999元		78		2%

		4000元~4999元		122		3%

		7000元以上		34		1%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安全座椅		1990-1995				1995后														90		2719

		3000元~3999元		185		7%		62		6%												95		1012

		500元以下		409		15%		239		24%

		1000元~1999元		755		28%		221		22%

		6000元~6999元		18		1%		19		2%

		500元~999元		732		27%		289		29%

		2000元~2999元		452		17%		116		11%

		5000元~5999元		54		2%		24		2%

		4000元~4999元		86		3%		36		4%

		7000元以上		28		1%		6		1%

		通过安全座椅上的智能面板一键操控，如随意调整椅背倾斜角度		座椅装有通风系统，可以保证宝宝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冬天使用可以让宝宝感觉温暖舒适		可以关联APP，手机随时反应座椅状态，如、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如座椅本身、安全卡扣、支撑腿等安装不到位时，会发出提醒

		1666		1726		1251		1028		1053

		装有通风系统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TOP1		纳米抗菌材质干净安全												装有通风系统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智能面板一键操控		TOP2		保温材质长效保温												智能面板一键操控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温暖舒适		TOP3		防胀气设计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温暖舒适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安全警报提醒		TOP4		高硬度玻璃材质不怕高温消毒和跌落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安全警报提醒

		关联APP随时反应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TOP5		瓶身感温指示帮助妈妈掌握合适的温度												关联APP随时反应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个奶瓶		160元~199元		120元~159元		200元以上		80元~119元		40元~79元		40元以下

				301		865		194		1252		733		386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个奶瓶

		160元~199元		301		8%

		120元~159元		865		23%

		200元以上		194		5%

		80元~159元		2117		57%

		40元~79元		733		20%

		40元以下		386		10%

				采用纳米抗菌材质，不需要人工干预，能自动抵抗细菌，保持干净安全		采用保温材质，长效保温，避免宝宝喝入凉奶		防胀气设计，避免宝宝吸入更多空气而引起胀气		采用高硬度玻璃材质，不怕高温消毒和跌落		通过瓶身感温指示帮助妈妈掌握合适的温度

				1818		1597		1577		1316		682

		纳米抗菌材质干净安全		1818

		保温材质长效保温		1597

		防胀气设计		1577

		高硬度玻璃材质不怕高温消毒和跌落		1316

		瓶身感温指示帮助妈妈掌握合适的温度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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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奶器”的发展图谱
作为时尚妈妈哺乳工具的吸奶器，并非现代产物，它的历史比我们想象得久远得多。吸奶器的发展史，不仅是
科技进步的历史，也是女性逐步从育儿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参与社会的历史。

出现雏形
出土于古希腊时期的吸乳器看
上去有点像酒壶，外表平平无
奇，内部结构还挺复杂。

手动吸奶器诞生
这时的吸奶器通过按压手柄使吸
乳护罩产生吸力，吸出的乳汁汇
入奶瓶中，装上奶嘴就可以直接
喂给宝宝，非常方便。

电动吸奶器诞生
手动吸奶器最大的缺点就是累人，
20世纪90年代电动吸奶器应运而
生。电动吸奶器全自动操作，省
时省力省心，解放妈妈双手。

双侧电动吸奶器
电动双侧吸奶器大大节省了吸乳时
间，特别适合背奶族妈妈。

公元前5世纪 20 世纪80 年代 2012年至今20 世纪90 年代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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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54.9

其他 TOP10品牌

3030

吸奶器的整体市场表现：头部品牌线上集中度有所降低

TOP吸奶器品牌销售额占比及销售额增幅%
内圈：YTD1907；外圈：YTD2007

电商渠道

 头部吸奶器品牌的销售额占比在母婴渠道较为平稳，在线上渠道有所下滑

 80%的母婴店店内销售的吸奶器数量在1-5个，母婴店吸奶器销售最好的价格区间是200-300元

3030数据来源：尼尔森零售研究、 2020 CBME孕婴童零售发展调查

40.8

40.2

其他 TOP5品牌

61.2

51.2

其他 TOP5品牌

72.2

61.2

其他 TOP10品牌

8.0%

26.8%
34.1%

13.8% 11.6%
3.6%

门店销量最好的吸奶器价格区间

79.7%

20.3%

门店销售的吸奶器数量

1-5个

5个以上

全国母婴店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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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

0%

6.30%

30.10%

54.30%

0%

5.20%

36.60%

48.50%

0% 10% 20% 30% 40% 50% 60%

双侧手动

单边手动

双边电动

单边电动

吸奶器分类型销售额增幅丨电商渠道丨2020年1-7月

2020年份额 2019年份额

30.10%

54.30%

36.60%

48.50%

0.00% 20.00% 40.00% 60.00%

手动

电动

吸奶器分类型销售额增幅丨母婴渠道丨

2020年1-7月

2020年份额 2019年份额

数据来源：尼尔森零售研究

 双边电动吸奶器在电商渠道的销售额增幅从去年的30%增长到了36%

 在母婴门店手动吸奶器的增幅与去年相比，有所上升；电动吸奶器的增幅有所下降

吸奶器的市场增长点：最方便的双边电动吸奶器增长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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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90后消费者希望一款吸奶器的售价

在500元以下

“吸奶器”创新机会点：更柔性、更高效

40%
500元以下

16%
1000-1499元

25%
500-999元

吸奶器热门科技创新TOP5

我是背奶妈妈，每天要在公司挤2次奶。一
只手控制吸奶罩，一只手控制吸奶泵，时
间长了脖子会很累。在家里吸奶的时候孩
子哭闹的时候不能及时去安抚，做其他事
情也不行。
我希望吸奶器可以做到解放双手，可以提
醒吸奶量，体积小，易收纳，如果可以做
到静音就更好了，因为在外吸奶声音大真
的很尴尬。

解放双手，提醒吸奶量，
体积小，易收纳，静音

妈妈：团子妈妈 28周岁 杭州
宝宝：15个月 男

TOP1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
TOP2 多档吸力和频率模式
TOP3 双边单边自如切换
TOP4 智能芯片记录专属模式
TOP5 关联APP记录、学习

37%
孕妈妈更期待吸乳按
摩同步进行的吸奶器，
按摩疏通乳腺，提高

吸奶效率

孕妈妈更看好吸奶器同步按摩功能
（VS. 整体 17%）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同样也是母婴店最期待的创新点

• 41%的 90后消费者奶瓶的心理预期可以接受500元以上，和母婴店最畅销的200-300元，有较大差异
• “模拟宝宝的吸吮模式”是最受欢迎的吸奶器创新科技，但实际妈妈们反应当下的吸奶器还不够完美，特别是对乳腺

管细的妈妈不够友好。另外，配件太多清洗麻烦，机体较大携带不方便、工作声音太大也是妈妈们的集体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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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1

		未来产品需求调研结果统计表

						1号牟晓		2号杜烨		3号王镜夷		4号孙杰		5号赵容萱		6号霍佳		7号胡千慧		8号张春月		9号杨甜甜		10号刘丛珊

		基本情况		妈妈年龄		26		28		25		29		29		25		27		28		29		29

				宝宝年龄（A 0~6个月 B7~12个月  C 1岁~2岁  D2岁~3岁  E3岁以上）		C		D		A		E		E		D		D		A		E		C

				宝宝性别		A		A		B		B		A		A		A		B		B		A

				学历		C		C		C		D		D		C		C		C		C		C

				所在城市等级		A		B		A		A		A		A		D		A		A		A

				家庭月收入		C		C		C		D		F		D		B		C		C		D

				每个月宝宝花销		E		F		F		D		D		F		D		C		E		F

				每个月宝宝花销占比		C		D		D		D		B		E		E		C		E		E

		以下根据妈妈的回答，判断有无兴趣。填写“有”“无”“一般”

		纸尿裤		植入芯片检测健康		一般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一般		有		有

				弱酸性亲肤层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伸缩膜腰围		一般		有		有		有		有		一般		一般		有		有		一般

				再生纸尿裤		无		无		无		有		有		一般		有		无		无		无

				精美的纪念礼盒		无		无		无		有		一般		无		有		一般		有		无

				其他诉求		 无		透气、舒适 		超薄和透气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安全座椅		智能操控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一般		有		有

				车规级材质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360°旋转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0+1+2组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安全主题巡展		有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其他诉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奶瓶		自带测温功能		有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抗菌材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可单手操作的仿真奶瓶口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一瓶多用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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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诉求		测温，防胀气设计，搅拌功能		无		无		无		无		防胀气		无		无		无		防胀气



		吸奶器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一般

				PPSU材质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可穿戴吸奶器		无		有		有		有		无		一般		有		有		无		无

				可持续性		无		无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支持泌乳科学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一般		一般		有

				其他诉求		 测温，防胀气设计，搅拌功能。		小巧、便携		加快时间		无		无		无		便携性		无		无		无



		推车		智能支持系统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UV防紫外线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口袋车		有		有		有		有		有		一般		有		有		有		一般

				多功能合一		无		无		没有		有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个性定制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其他诉求		小巧		无		轻、稳定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配方奶粉		功能更加细分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机奶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奶粉区块链追溯系统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机牧场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素人推广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无

				其他诉求		追溯奶源，还是安全方面		全程溯源可跟踪就挺好 		更接近母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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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2

		胶囊奶粉独粒密封包装可防止奶粉因氧化导致营养流失，搭配胶囊奶粉机使用，一分钟就可以冲泡好		液态婴儿配方奶，连瓶温热，开盖即饮		独立小包装奶粉，一包即宝宝一顿的奶量，干净卫生		固体便携奶块，即通过特殊技术压缩的奶粉，遇热水容易化开		400g一罐的小罐装奶粉，适合混合喂养的宝宝，不易造成浪费

		1778		1412		2102		1161		1107

		独立小包装奶粉，一包即宝宝一顿的奶量，干净卫生		2102		56%

		胶囊奶粉独粒密封包装可防止奶粉因氧化导致营养流失，搭配胶囊奶粉机使用，一分钟就可以冲泡好		1778		47%

		液态婴儿配方奶，连瓶温热，开盖即饮		1412		37%

		固体便携奶块，即通过特殊技术压缩的奶粉，遇热水容易化开		1161		31%

		400g一罐的小罐装奶粉，适合混合喂养的宝宝，不易造成浪费		1107		29%

		添加磷脂、DHA、ARA、胆碱、叶黄素、牛磺酸等，帮助宝宝眼脑发育		添加母乳低聚糖、乳清蛋白等，激发宝宝自身免疫力		添加益生菌、益生元，促进便便舒畅、肠道健康		奶源来自黄金奶源带，100%原罐原装进口		有机奶源，牧场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激素等化学成分，奶牛均采用天然放牧，在生长全过程中不使用抗生素

		2068		2095		1900		930		1137

		添加磷脂、DHA、ARA、胆碱、叶黄素、牛磺酸等，帮助宝宝眼脑发育		2068		55%

		添加母乳低聚糖、乳清蛋白等，激发宝宝自身免疫力		2095		56%

		添加益生菌、益生元，促进便便舒畅、肠道健康		1900		50%

		奶源来自黄金奶源带，100%原罐原装进口		930		25%

		有机奶源，牧场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激素等化学成分，奶牛均采用天然放牧，在生长全过程中不使用抗生素		1137		30%

		0.4940711462		0.3907799518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安全座椅		3000元~3999元		500元以下		1000元~1999元		6000元~6999元		500元~999元		2000元~2999元		5000元~5999元		4000元~4999元		7000元以上

				247		648		976		37		1021		568		78		122		34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安全座椅

		2000元~3999元		247		7%		22%

		500元以下		648		17%

		1000元~1999元		976		26%

		6000元~6999元		37		1%

		500元~999元		1021		27%				53%

		2000元~2999元		568		15%

		5000元~5999元		78		2%

		4000元~4999元		122		3%

		7000元以上		34		1%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安全座椅		1990-1995				1995后														90		2719

		3000元~3999元		185		7%		62		6%												95		1012

		500元以下		409		15%		239		24%

		1000元~1999元		755		28%		221		22%

		6000元~6999元		18		1%		19		2%

		500元~999元		732		27%		289		29%

		2000元~2999元		452		17%		116		11%

		5000元~5999元		54		2%		24		2%

		4000元~4999元		86		3%		36		4%

		7000元以上		28		1%		6		1%

		通过安全座椅上的智能面板一键操控，如随意调整椅背倾斜角度		座椅装有通风系统，可以保证宝宝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冬天使用可以让宝宝感觉温暖舒适		可以关联APP，手机随时反应座椅状态，如、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如座椅本身、安全卡扣、支撑腿等安装不到位时，会发出提醒

		1666		1726		1251		1028		1053

		装有通风系统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TOP1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												装有通风系统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智能面板一键操控		TOP2		多档吸力和频率模式												智能面板一键操控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温暖舒适		TOP3		双边单边自如切换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温暖舒适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安全警报提醒		TOP4		智能芯片记录专属模式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安全警报提醒

		关联APP随时反应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TOP5		关联APP记录、学习												关联APP随时反应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个奶瓶		160元~199元		120元~159元		200元以上		80元~119元		40元~79元		40元以下

				301		865		194		1252		733		386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个奶瓶

		160元~199元		301		8%

		120元~159元		865		23%

		200元以上		194		5%

		80元~159元		2117		57%

		40元~79元		733		20%

		40元以下		386		10%

				采用纳米抗菌材质，不需要人工干预，能自动抵抗细菌，保持干净安全		采用保温材质，长效保温，避免宝宝喝入凉奶		防胀气设计，避免宝宝吸入更多空气而引起胀气		采用高硬度玻璃材质，不怕高温消毒和跌落		通过瓶身感温指示帮助妈妈掌握合适的温度

				1818		1597		1577		1316		682

		纳米抗菌材质干净安全		1818

		保温材质长效保温		1597

		防胀气设计		1577

		高硬度玻璃材质不怕高温消毒和跌落		1316

		瓶身感温指示帮助妈妈掌握合适的温度		682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吸奶器？		1000元~1499元		500元以下		2000元~2499元		1500元~1999元		3500元以上		500~999元		3000元~3499元		2500元~2999元

				583		1449		245		353		32		916		45		108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吸奶器？

		1000元~1499元		583		16%

		500元以下		1449		39%

		2000元~2499元		245

		1500元~1999元		353

		3500元以上		32

		500~999元		916		25%

		3000元~3499元		45

		2500元~2999元		108

		（最小的）宝宝年龄		1-2岁		0-6个月		孕期		7-12个月		2-3岁		3-6岁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以实现更有效率地吸奶		340		476		219		278		156		72

		多档吸力和频率，让妈妈根据自身感受自由选择		390		475		191		274		154		72

		既可双边吸奶，当需要边喂奶边吸乳时也可切换成单边使用		381		428		150		307		156		64

		智能芯片，帮助妈妈记录专属模式和档位，开机无需重新设置		264		253		106		188		120		49

		关联APP，可记录吸奶、哺乳情况，提供吸乳教程等		191		217		106		156		74		49

		吸奶器可通过文胸固定在胸部，不用手持		134		137		59		93		42		20

		马达超轻、小巧，方便携带		93		124		73		61		37		14

		工作时几乎静音，不会打扰宝宝和家人		100		132		141		71		39		13

		吸乳按摩同步进行，按摩疏通乳腺，提高吸奶效率		108		194		178		95		43		27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以实现更有效率地吸奶		多档吸力和频率，让妈妈根据自身感受自由选择		既可双边吸奶，当需要边喂奶边吸乳时也可切换成单边使用		智能芯片，帮助妈妈记录专属模式和档位，开机无需重新设置		关联APP，可记录吸奶、哺乳情况，提供吸乳教程等		吸奶器可通过文胸固定在胸部，不用手持		马达超轻、小巧，方便携带		工作时几乎静音，不会打扰宝宝和家人		吸乳按摩同步进行，按摩疏通乳腺，提高吸奶效率

		1541		1556		1486		980		793		485		402		496		645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以实现更有效率地吸奶		多档吸力和频率，让妈妈根据自身感受自由选择		既可双边吸奶，当需要边喂奶边吸乳时也可切换成单边使用		智能芯片，帮助妈妈记录专属模式和档位，开机无需重新设置		关联APP，可记录吸奶、哺乳情况，提供吸乳教程等		吸奶器可通过文胸固定在胸部，不用手持		马达超轻、小巧，方便携带		工作时几乎静音，不会打扰宝宝和家人		吸乳按摩同步进行，按摩疏通乳腺，提高吸奶效率

		1541		1556		1486		980		793		485		402		496		645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		1541		41%

		多档吸力和频率模式		1556		42%

		双边单边自如切换		1486		40%

		智能芯片记录专属模式		980		26%

		关联APP记录、学习		793		21%

		吸奶器可通过文胸固定在胸部，不用手持		485		13%

		马达超轻、小巧，方便携带		402		11%

		工作时几乎静音，不会打扰宝宝和家人		496		13%

		吸乳按摩同步进行，按摩疏通乳腺，提高吸奶效率		64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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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婴儿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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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推车”的发展图谱
人们很早就开始使用工具带婴儿出行，通过不断的在安全、人性、轻便等方面孜孜以求，婴儿推车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推车了，

三轮慢跑车、高景观车、适合双胞胎家庭的双座舱推车、几步切换成摇篮……可组合、可变形，可满足更多需求。

莫高窟出现栏车
壁画

在我国，莫高窟第156窟中发现
了栏车（婴儿车）的壁画，时间
大约是晚唐（公元875 年至907 
年）， 这说明很早人们就开始使
用工具带婴儿出行了。

轻型、可折叠推车
成为市场新宠

航空机械师Owen  Maclaren 运用丰
富的航空学知识，造了世界上第一辆
轻型推车，用铝做车架，可以像伞一
样折叠。很快，这种婴儿推车就受到
了当时人们的青睐。

2017年
至今

1965年1733年中国
古代

第一辆有文献记载
婴儿推车诞生

英格兰皇室委托William Kent 为
他的孩子设计一种交通工具，Kent
设计了一种带有轮子、篮子形状的
推车，孩子可以坐在篮子里面，车
子则有一匹小马或者山羊拉着，这
是又文献记载的第一辆婴儿推车。

不仅仅是一辆推车

几步切换成摇椅模式，缓解宝宝焦
躁哭闹的情绪；座舱设计成婴儿提
篮，拆下来后可以安装在汽车上作
为安全座椅；安全稳固地与自行车
后座结合……更多黑科技产品问世，
让出行更轻松。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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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推车整体表现：购买率显著提升，四成品牌销量有不同程度增长

15.2%

6.1%

18.2%

33.3%

21.2%

6.1%

上半年婴儿推车的销量情况

 33%的婴儿推车品牌上半年业绩去2019年持平，近40%的品牌业绩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婴儿手推车购买率显著提升，从2016年78%提升至2020年90%

 在品牌商看来，当前市场的最大竞争焦点是价格

婴儿推车市场竞争关键词

价格

外观

材料6

7

7

11

14

36

78

5

6

7

11

14

28

90

儿童自行车

电动车

幼儿三轮车

扭扭车

幼儿伞车

学步车

婴儿手推车

2020年童车的品类购买率 %

2016年 2020年

功能

数据来源：2020 CBME孕婴童零售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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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推车渠道表现：价格在500-1000元的产品销量最佳

 与汽车安全座椅一样，婴儿推车在门店的品牌数量多在1-5个

 500-1000元是母婴店婴儿推车销量最好的价格区间，其次是500元以下的推车产品

73.7%

24.8%

1.5%

1-5个 5-10个 10个以上

门店销售的婴儿推车数量

29.2%

51.1%

11.0%

1.5%
7.3%

500元以下 500-1000元 1000-2000元 2000-3000元 3000元以上

门店销量最好的婴儿推车价格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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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推车”创新机会点：一车多用、手机定位、折叠轻便

55%的90后消费者希望一款婴儿推车
的售价在1000元以下，其中27%希望

在500元以下

55%
1000元以下

11%
2000-2999元

22%
1000-1999元

• 55%的 90后消费者婴儿推车的心理预期是1000元以下，与渠道商畅销价格带吻合

• 既轻便又避震，手机互联，多功能组装，是最受欢迎的婴儿推车功能与设计创新点

未来婴儿推车功能消费意愿热度排行

最喜爱“多功能合一“的设计

我现在用的推车也是号称比较轻便的款式，但我

个人觉得还是有点重，希望有更轻便的出现。另

外，我觉得推车的折叠也没有介绍得那么容易，

自己带孩子还是会觉得有点不好操作，甚至折叠

的时候把我的脚踝都碰得青紫了。虽然很多推车

都说自己可以上高铁和飞机，在实际折叠和放置

的时候存在很多问题，特别希望有解决这些问题

的一款推车出现。

“轻便、容易折叠、方便放置”

妈妈：牟晓 Echo  29周岁 北京
宝宝：2岁 男孩

TOP1 手机定位功能，随时查看婴儿车具体位置
TOP2 内置手机报警系统，距离超出设定即报警
TOP3 智能系统判断路表情况给予相应的动力或制动
TOP4 AI传感器能够自动感知刹车
TOP5 收到指令可自动行驶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母婴店最期待的创新点

52%
的妈妈愿意为多功能设计
买单：通过搭配不同附件，
变成婴儿床、汽车安全座

椅、儿童推车等


Sheet1

		未来产品需求调研结果统计表

						1号牟晓		2号杜烨		3号王镜夷		4号孙杰		5号赵容萱		6号霍佳		7号胡千慧		8号张春月		9号杨甜甜		10号刘丛珊

		基本情况		妈妈年龄		26		28		25		29		29		25		27		28		29		29

				宝宝年龄（A 0~6个月 B7~12个月  C 1岁~2岁  D2岁~3岁  E3岁以上）		C		D		A		E		E		D		D		A		E		C

				宝宝性别		A		A		B		B		A		A		A		B		B		A

				学历		C		C		C		D		D		C		C		C		C		C

				所在城市等级		A		B		A		A		A		A		D		A		A		A

				家庭月收入		C		C		C		D		F		D		B		C		C		D

				每个月宝宝花销		E		F		F		D		D		F		D		C		E		F

				每个月宝宝花销占比		C		D		D		D		B		E		E		C		E		E

		以下根据妈妈的回答，判断有无兴趣。填写“有”“无”“一般”

		纸尿裤		植入芯片检测健康		一般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一般		有		有

				弱酸性亲肤层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伸缩膜腰围		一般		有		有		有		有		一般		一般		有		有		一般

				再生纸尿裤		无		无		无		有		有		一般		有		无		无		无

				精美的纪念礼盒		无		无		无		有		一般		无		有		一般		有		无

				其他诉求		 无		透气、舒适 		超薄和透气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安全座椅		智能操控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一般		有		有

				车规级材质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360°旋转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0+1+2组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安全主题巡展		有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其他诉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奶瓶		自带测温功能		有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抗菌材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可单手操作的仿真奶瓶口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一瓶多用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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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诉求		测温，防胀气设计，搅拌功能		无		无		无		无		防胀气		无		无		无		防胀气



		吸奶器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一般

				PPSU材质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可穿戴吸奶器		无		有		有		有		无		一般		有		有		无		无

				可持续性		无		无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支持泌乳科学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一般		一般		有

				其他诉求		 测温，防胀气设计，搅拌功能。		小巧、便携		加快时间		无		无		无		便携性		无		无		无



		推车		智能支持系统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UV防紫外线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口袋车		有		有		有		有		有		一般		有		有		有		一般

				多功能合一		无		无		没有		有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个性定制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其他诉求		小巧		无		轻、稳定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配方奶粉		功能更加细分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机奶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奶粉区块链追溯系统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机牧场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素人推广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无

				其他诉求		追溯奶源，还是安全方面		全程溯源可跟踪就挺好 		更接近母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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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2

		胶囊奶粉独粒密封包装可防止奶粉因氧化导致营养流失，搭配胶囊奶粉机使用，一分钟就可以冲泡好		液态婴儿配方奶，连瓶温热，开盖即饮		独立小包装奶粉，一包即宝宝一顿的奶量，干净卫生		固体便携奶块，即通过特殊技术压缩的奶粉，遇热水容易化开		400g一罐的小罐装奶粉，适合混合喂养的宝宝，不易造成浪费

		1778		1412		2102		1161		1107

		独立小包装奶粉，一包即宝宝一顿的奶量，干净卫生		2102		56%

		胶囊奶粉独粒密封包装可防止奶粉因氧化导致营养流失，搭配胶囊奶粉机使用，一分钟就可以冲泡好		1778		47%

		液态婴儿配方奶，连瓶温热，开盖即饮		1412		37%

		固体便携奶块，即通过特殊技术压缩的奶粉，遇热水容易化开		1161		31%

		400g一罐的小罐装奶粉，适合混合喂养的宝宝，不易造成浪费		1107		29%

		添加磷脂、DHA、ARA、胆碱、叶黄素、牛磺酸等，帮助宝宝眼脑发育		添加母乳低聚糖、乳清蛋白等，激发宝宝自身免疫力		添加益生菌、益生元，促进便便舒畅、肠道健康		奶源来自黄金奶源带，100%原罐原装进口		有机奶源，牧场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激素等化学成分，奶牛均采用天然放牧，在生长全过程中不使用抗生素

		2068		2095		1900		930		1137

		添加磷脂、DHA、ARA、胆碱、叶黄素、牛磺酸等，帮助宝宝眼脑发育		2068		55%

		添加母乳低聚糖、乳清蛋白等，激发宝宝自身免疫力		2095		56%

		添加益生菌、益生元，促进便便舒畅、肠道健康		1900		50%

		奶源来自黄金奶源带，100%原罐原装进口		930		25%

		有机奶源，牧场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激素等化学成分，奶牛均采用天然放牧，在生长全过程中不使用抗生素		1137		30%

		0.4940711462		0.3907799518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安全座椅		3000元~3999元		500元以下		1000元~1999元		6000元~6999元		500元~999元		2000元~2999元		5000元~5999元		4000元~4999元		7000元以上

				247		648		976		37		1021		568		78		122		34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安全座椅

		2000元~3999元		247		7%		22%

		500元以下		648		17%

		1000元~1999元		976		26%

		6000元~6999元		37		1%

		500元~999元		1021		27%				53%

		2000元~2999元		568		15%

		5000元~5999元		78		2%

		4000元~4999元		122		3%

		7000元以上		34		1%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安全座椅		1990-1995				1995后														90		2719

		3000元~3999元		185		7%		62		6%												95		1012

		500元以下		409		15%		239		24%

		1000元~1999元		755		28%		221		22%

		6000元~6999元		18		1%		19		2%

		500元~999元		732		27%		289		29%

		2000元~2999元		452		17%		116		11%

		5000元~5999元		54		2%		24		2%

		4000元~4999元		86		3%		36		4%

		7000元以上		28		1%		6		1%

		通过安全座椅上的智能面板一键操控，如随意调整椅背倾斜角度		座椅装有通风系统，可以保证宝宝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冬天使用可以让宝宝感觉温暖舒适		可以关联APP，手机随时反应座椅状态，如、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如座椅本身、安全卡扣、支撑腿等安装不到位时，会发出提醒

		1666		1726		1251		1028		1053

		装有通风系统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TOP1		手机定位功能，随时查看婴儿车具体位置												装有通风系统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智能面板一键操控		TOP2		内置手机报警系统，距离超出设定即报警												智能面板一键操控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温暖舒适		TOP3		智能系统判断路表情况给予相应的动力或制动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温暖舒适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安全警报提醒		TOP4		AI传感器能够自动感知刹车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安全警报提醒

		关联APP随时反应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TOP5		收到指令可自动行驶												关联APP随时反应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个奶瓶		160元~199元		120元~159元		200元以上		80元~119元		40元~79元		40元以下

				301		865		194		1252		733		386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个奶瓶

		160元~199元		301		8%

		120元~159元		865		23%

		200元以上		194		5%

		80元~159元		2117		57%

		40元~79元		733		20%

		40元以下		386		10%

				采用纳米抗菌材质，不需要人工干预，能自动抵抗细菌，保持干净安全		采用保温材质，长效保温，避免宝宝喝入凉奶		防胀气设计，避免宝宝吸入更多空气而引起胀气		采用高硬度玻璃材质，不怕高温消毒和跌落		通过瓶身感温指示帮助妈妈掌握合适的温度

				1818		1597		1577		1316		682

		纳米抗菌材质干净安全		1818

		保温材质长效保温		1597

		防胀气设计		1577

		高硬度玻璃材质不怕高温消毒和跌落		1316

		瓶身感温指示帮助妈妈掌握合适的温度		682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吸奶器？		1000元~1499元		500元以下		2000元~2499元		1500元~1999元		3500元以上		500~999元		3000元~3499元		2500元~2999元

				583		1449		245		353		32		916		45		108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吸奶器？

		1000元~1499元		583		16%

		500元以下		1449		39%

		2000元~2499元		245

		1500元~1999元		353

		3500元以上		32

		500~999元		916		25%

		3000元~3499元		45

		2500元~2999元		108

		（最小的）宝宝年龄		1-2岁		0-6个月		孕期		7-12个月		2-3岁		3-6岁				8.（最小的）宝宝年龄		计数项:8.（最小的）宝宝年龄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以实现更有效率地吸奶		0.3628601921		476		219		278		156		72				D.1-2岁		937

		多档吸力和频率，让妈妈根据自身感受自由选择		390		475		191		274		154		72				B.0-6个月		1118

		既可双边吸奶，当需要边喂奶边吸乳时也可切换成单边使用		381		428		150		307		156		64				A.孕期		475

		智能芯片，帮助妈妈记录专属模式和档位，开机无需重新设置		264		253		106		188		120		49				C.7-12个月		656

		关联APP，可记录吸奶、哺乳情况，提供吸乳教程等		191		217		106		156		74		49				E.2-3岁		384

		吸奶器可通过文胸固定在胸部，不用手持		134		137		59		93		42		20				F.3-6岁		161

		马达超轻、小巧，方便携带		93		124		73		61		37		14				总计		3731

		工作时几乎静音，不会打扰宝宝和家人		100		132		141		71		39		13

		吸乳按摩同步进行，按摩疏通乳腺，提高吸奶效率		108		194		178		95		43		27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以实现更有效率地吸奶		多档吸力和频率，让妈妈根据自身感受自由选择		既可双边吸奶，当需要边喂奶边吸乳时也可切换成单边使用		智能芯片，帮助妈妈记录专属模式和档位，开机无需重新设置		关联APP，可记录吸奶、哺乳情况，提供吸乳教程等		吸奶器可通过文胸固定在胸部，不用手持		马达超轻、小巧，方便携带		工作时几乎静音，不会打扰宝宝和家人		吸乳按摩同步进行，按摩疏通乳腺，提高吸奶效率

		1541		1556		1486		980		793		485		402		496		645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以实现更有效率地吸奶		多档吸力和频率，让妈妈根据自身感受自由选择		既可双边吸奶，当需要边喂奶边吸乳时也可切换成单边使用		智能芯片，帮助妈妈记录专属模式和档位，开机无需重新设置		关联APP，可记录吸奶、哺乳情况，提供吸乳教程等		吸奶器可通过文胸固定在胸部，不用手持		马达超轻、小巧，方便携带		工作时几乎静音，不会打扰宝宝和家人		吸乳按摩同步进行，按摩疏通乳腺，提高吸奶效率

		1541		1556		1486		980		793		485		402		496		645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		1541		41%

		多档吸力和频率模式		1556		42%

		双边单边自如切换		1486		40%

		智能芯片记录专属模式		980		26%

		关联APP记录、学习		793		21%

		吸奶器可通过文胸固定在胸部，不用手持		485		13%

		马达超轻、小巧，方便携带		402		11%

		工作时几乎静音，不会打扰宝宝和家人		496		13%

		吸乳按摩同步进行，按摩疏通乳腺，提高吸奶效率		645		17%





Sheet3

		（最小的）宝宝年龄		1-2岁		0-6个月		孕期		7-12个月		2-3岁		3-6岁				8.（最小的）宝宝年龄		计数项:8.（最小的）宝宝年龄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以实现更有效率地吸奶		340		476		219		278		156		72				D.1-2岁		937

		多档吸力和频率，让妈妈根据自身感受自由选择		390		475		191		274		154		72				B.0-6个月		1118

		既可双边吸奶，当需要边喂奶边吸乳时也可切换成单边使用		381		428		150		307		156		64				A.孕期		475

		智能芯片，帮助妈妈记录专属模式和档位，开机无需重新设置		264		253		106		188		120		49				C.7-12个月		656

		关联APP，可记录吸奶、哺乳情况，提供吸乳教程等		191		217		106		156		74		49				E.2-3岁		384

		吸奶器可通过文胸固定在胸部，不用手持		134		137		59		93		42		20				F.3-6岁		161

		马达超轻、小巧，方便携带		93		124		73		61		37		14				总计		3731

		工作时几乎静音，不会打扰宝宝和家人		100		132		141		71		39		13

		吸乳按摩同步进行，按摩疏通乳腺，提高吸奶效率		108		194		178		95		43		27

		（最小的）宝宝年龄		1-2岁		0-6个月		孕期		7-12个月		2-3岁		3-6岁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以实现更有效率地吸奶		36%		43%		46%		42%		45%		45%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		1541		41%

		多档吸力和频率，让妈妈根据自身感受自由选择		42%		42%		40%		42%		45%		45%				多档吸力和频率模式		1556		42%

		既可双边吸奶，当需要边喂奶边吸乳时也可切换成单边使用		41%		38%		32%		47%		45%		40%				双边单边自如切换		1486		40%

		智能芯片，帮助妈妈记录专属模式和档位，开机无需重新设置		28%		23%		22%		29%		35%		30%				智能芯片记录专属模式		980		26%

		关联APP，可记录吸奶、哺乳情况，提供吸乳教程等		20%		19%		22%		24%		22%		30%				关联APP记录、学习		793		21%

		吸奶器可通过文胸固定在胸部，不用手持		14%		12%		12%		14%		12%		12%				吸奶器可通过文胸固定在胸部，不用手持		485		13%

		马达超轻、小巧，方便携带		10%		11%		15%		9%		11%		9%				马达超轻、小巧，方便携带		402		11%

		工作时几乎静音，不会打扰宝宝和家人		11%		12%		30%		11%		11%		8%				工作时几乎静音，不会打扰宝宝和家人		496		13%

		吸乳按摩同步进行，按摩疏通乳腺，提高吸奶效率		12%		17%		37%		14%		13%		17%				吸乳按摩同步进行，按摩疏通乳腺，提高吸奶效率		645		17%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婴儿推车？		3000元~3999元		500元以下		1000元~1999元		500元~999元		5000元~5999元		2000元~2999元		7000元以上		6000元~6999元		4000元~4999元

				213		994		839		1054		60		416		25		31		99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婴儿推车？

		3000元~3999元		213		6%

		500元以下		994		27%

		1000元~1999元		839		22%

		500元~999元		1054		28%

		5000元~5999元		60		2%

		2000元~2999元		416		11%

		7000元以上		25		1%

		6000元~6999元		31		1%

		4000元~4999元		99		3%

		你的出生年份		1990-1995				1995后

		折后体积相当于一个日常通勤的手提袋大小，便于存放		1417		52%		465		46%				90		2719

		通过使用和搭配不同的附件，可变成推车、婴儿床、汽车安全座椅、儿童推车		1411		52%		519		51%				95		1012

		可通过选择不同的色彩、图案、配件定制个性化婴儿车外观		1102		41%		344		34%

		内置空气过滤系统，让宝宝坐在婴儿车里就能够享受干净、安全的空气		1126		41%		316		31%

		车架采用质轻韧盈的碳纤维，整车只是一个空旅行箱的重量		823		30%		211		21%

		折后体积相当于一个日常通勤的手提袋大小，便于存放		通过使用和搭配不同的附件，可变成推车、婴儿床、汽车安全座椅、儿童推车		可通过选择不同的色彩、图案、配件定制个性化婴儿车外观		内置空气过滤系统，让宝宝坐在婴儿车里就能够享受干净、安全的空气		车架采用质轻韧盈的碳纤维，整车只是一个空旅行箱的重量

		1882		1930		1446		1442		1034

		折后体积相当于一个日常通勤的手提袋大小，便于存放		1882		50%

		通过使用和搭配不同的附件，可变成推车、婴儿床、汽车安全座椅、儿童推车		1930		52%

		可通过选择不同的色彩、图案、配件定制个性化婴儿车外观		1446		39%

		内置空气过滤系统，让宝宝坐在婴儿车里就能够享受干净、安全的空气		1442		39%

		车架采用质轻韧盈的碳纤维，整车只是一个空旅行箱的重量		1034		28%



		（最小的）宝宝年龄		1-2岁		0-6个月		孕期		7-12个月		2-3岁		3-6岁						8.（最小的）宝宝年龄		计数项:8.（最小的）宝宝年龄

		可实时评估婴儿车移动时的路表情况，并给予相应的动力或制动		428		544		240		311		179		91						D.1-2岁		937

		婴儿车上设置定位功能，通过手机app，可以查看婴儿车具体位置		462		535		286		339		194		88						B.0-6个月		1118

		内置报警系统，一旦父母与孩子距离超过限额，匹配的智能手机就会收到警告		483		551		202		383		199		85						A.孕期		475

		内置马达，给出相应指令之后婴儿车会自动“跑”在前面		209		294		174		177		96		44						C.7-12个月		656

		AI传感器能够自动感知刹车，当手离开推车把手后，就会自动刹车，手放在把手上就自动解刹		256		402		278		249		98		66						E.2-3岁		384

																				F.3-6岁		161

																				总计		3731

		手机定位功能，随时查看婴儿车具体位置

		内置手机报警系统，距离超出设定即报警

		智能系统判断路表情况给予相应的动力或制动

		AI传感器能够自动感知刹车

		收到指令可自动行驶

		可实时评估婴儿车移动时的路表情况，并给予相应的动力或制动		婴儿车上设置定位功能，通过手机app，可以查看婴儿车具体位置		内置报警系统，一旦父母与孩子距离超过限额，匹配的智能手机就会收到警告		内置马达，给出相应指令之后婴儿车会自动“跑”在前面		AI传感器能够自动感知刹车，当手离开推车把手后，就会自动刹车，手放在把手上就自动解刹

		1793		1904		1903		994		1349

		婴儿车上设置定位功能，通过手机app，可以查看婴儿车具体位置		1904

		内置报警系统，一旦父母与孩子距离超过限额，匹配的智能手机就会收到警告		1903

		可实时评估婴儿车移动时的路表情况，并给予相应的动力或制动		1793

		AI传感器能够自动感知刹车，当手离开推车把手后，就会自动刹车，手放在把手上就自动解刹		1349

		内置马达，给出相应指令之后婴儿车会自动“跑”在前面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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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安全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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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General

Presentation title 3939

“汽车安全座椅”的发展图谱
• 20世纪60年代，儿童安全座椅为保障孩子乘车安全而出现，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死亡率，日益普及。随着科技的发展，安全座椅在安装

方式、安全性、方便性、舒适度等方面进行持续改进，越来越受到年轻父母的认可。

1898 年
最原始的儿
童安全座椅

诞生
灵感来自宇航
员座椅，将座
椅反方向放置，
靠背部来承受
紧急制动向前
碰撞时产生的
冲击力，从一
定程度上保护
孩子安全。

20 世纪90 
年代

Isofix 系统
开始普及

2010 年至今
精工和安全不

断提升

1963 年
第一台儿童安
全座椅面世

人们那时候更
在意司机的安
全，婴儿的安
全反倒在其次。
儿童座椅上安
全带是为了防
止婴儿到处爬
避免司机分心。

安全带安装的儿
童安全座椅存在
安全隐患。90年
代初，如今大家
熟知的标准化的
Isofix安装方式
研发面世，制造
商们纷纷推出自
己的I 组Isofix
接口产品。

可伸缩的气泵式
Isofix 接口、蛋形
包裹椅身、F1 赛
车级别五点式安
全带、空气循环
系统、防误操作
的红绿指示窗口
等等。安全座椅
的精工、舒适和
安全持续精进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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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座市场整体表现：超过半数汽座品牌销量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50.1%

28.1%

18.7%

上半年品牌端汽座销售情况

增长 持平 下滑

90.6%

53.1%

28.1% 28.1% 28.1%

6.3%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汽车安全座椅的销售渠道

 50.1%的汽车安全座椅品牌上半年业绩有所增长，28.1%的品牌业绩持平，18.7%的品牌业绩下滑

 电商是汽座品牌销售的最主要渠道，其次为母婴渠道

数据来源：2020 CBME孕婴童品牌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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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1

86.0%

11.2%
2.8%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5个 5-10个 10个以上

母婴店销售的汽座品牌数量

汽座品类母婴渠道表现：品牌少，中低价位最畅销

4.7%

43.0%
36.5%

12.2%

1.9% 1.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门店销量最好的汽座价格区间

7.5%

21.5%

24.3%

58.9%

81.3%

87.9%

0.0% 20.0%40.0%60.0%80.0%100.0%

国别或产地

毛利

品牌提供的支持力度

价位

品牌知名度

产品质量

门店选择汽座的考量因素

 在母婴渠道中，汽座的品牌数量多为1-5个；产品质量和品牌知名度是门店选择汽座的主要因素

 500-2000元是母婴店汽座销售的主流价格区间

数据来源：2020 CBME孕婴童零售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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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座椅”功能趋势：智能化、数字化最具消费热度

• 安全座椅热门功能TOP5

TOP1 装有通风系统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TOP2 智能面板一键操控
TOP3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温暖舒适
TOP4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安全警报提醒
TOP5 关联APP随时反应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最好提篮和安全座椅二合一，像“变形金刚”一
样，花一台安全座椅的钱，就能享受两台的
功能。安装也可以更智能一些，比如现在都
需要手动安装，像我这样的手残党就会很费
力，最好能通过手机App、蓝牙之类的自动对
准、自动安装。

。

“提篮和安全座椅二合一，安装也要
更智能。”

妈妈：何燕萍 26周岁 上海
宝宝：2岁 男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53% 90后消费者希望一款安全座椅
的售价在500-1999元区间

53%
500-1999元

17%
500元以下 22%

2000-3999元

• 53%的 90后消费者汽座的心理预期是500-1999元，与渠道商畅销价格带吻合
• 消费者与母婴店最期待的5大功能：通风系统、智能面板、加热系统、安全报警、智能监测，均与智能化相关
• 在1V1访谈中，6成消费者希望安全座椅可以开发出适合独自带宝宝乘车时的场景功能，例如智能安抚程序、倾

斜角度、卡通配件等

母婴店最期待的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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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1

		未来产品需求调研结果统计表

						1号牟晓		2号杜烨		3号王镜夷		4号孙杰		5号赵容萱		6号霍佳		7号胡千慧		8号张春月		9号杨甜甜		10号刘丛珊

		基本情况		妈妈年龄		26		28		25		29		29		25		27		28		29		29

				宝宝年龄（A 0~6个月 B7~12个月  C 1岁~2岁  D2岁~3岁  E3岁以上）		C		D		A		E		E		D		D		A		E		C

				宝宝性别		A		A		B		B		A		A		A		B		B		A

				学历		C		C		C		D		D		C		C		C		C		C

				所在城市等级		A		B		A		A		A		A		D		A		A		A

				家庭月收入		C		C		C		D		F		D		B		C		C		D

				每个月宝宝花销		E		F		F		D		D		F		D		C		E		F

				每个月宝宝花销占比		C		D		D		D		B		E		E		C		E		E

		以下根据妈妈的回答，判断有无兴趣。填写“有”“无”“一般”

		纸尿裤		植入芯片检测健康		一般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一般		有		有

				弱酸性亲肤层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伸缩膜腰围		一般		有		有		有		有		一般		一般		有		有		一般

				再生纸尿裤		无		无		无		有		有		一般		有		无		无		无

				精美的纪念礼盒		无		无		无		有		一般		无		有		一般		有		无

				其他诉求		 无		透气、舒适 		超薄和透气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安全座椅		智能操控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一般		有		有

				车规级材质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360°旋转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0+1+2组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安全主题巡展		有		有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其他诉求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奶瓶		自带测温功能		有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抗菌材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可单手操作的仿真奶瓶口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一瓶多用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打造高端感		有		无		有		有                                                                                                                                                                                                                                                                                                                                                                                                                                                                                                                                                                                                                                                                                                                                                                                                                                                                                                                                                                                                                                                                                                                                                                                                                                                                                                                                                                                                                                                  vc6		有                                                                                                                                                                                                                                                                                                                                                                                                                                                                                                                                                                                                                                                                                                                                                                                                                                                                                                                                                                                                                                                                                                                                                                                                                                                                                                                                                                                                                                                  vc6		有                                                                                                                                                                                                                                                                                                                                                                                                                                                                                                                                                                                                                                                                                                                                                                                                                                                                                                                                                                                                                                                                                                                                                                                                                                                                                                                                                                                                                                                  vc6		有                                                                                                                                                                                                                                                                                                                                                                                                                                                                                                                                                                                                                                                                                                                                                                                                                                                                                                                                                                                                                                                                                                                                                                                                                                                                                                                                                                                                                                                  vc6		有		有		有

				其他诉求		测温，防胀气设计，搅拌功能		无		无		无		无		防胀气		无		无		无		防胀气



		吸奶器		模拟宝宝吸吮模式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一般

				PPSU材质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可穿戴吸奶器		无		有		有		有		无		一般		有		有		无		无

				可持续性		无		无		无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

				支持泌乳科学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一般		一般		有

				其他诉求		 测温，防胀气设计，搅拌功能。		小巧、便携		加快时间		无		无		无		便携性		无		无		无



		推车		智能支持系统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UV防紫外线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口袋车		有		有		有		有		有		一般		有		有		有		一般

				多功能合一		无		无		没有		有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个性定制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其他诉求		小巧		无		轻、稳定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配方奶粉		功能更加细分		无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无

				有机奶源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奶粉区块链追溯系统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机牧场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素人推广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无

				其他诉求		追溯奶源，还是安全方面		全程溯源可跟踪就挺好 		更接近母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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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t2

		胶囊奶粉独粒密封包装可防止奶粉因氧化导致营养流失，搭配胶囊奶粉机使用，一分钟就可以冲泡好		液态婴儿配方奶，连瓶温热，开盖即饮		独立小包装奶粉，一包即宝宝一顿的奶量，干净卫生		固体便携奶块，即通过特殊技术压缩的奶粉，遇热水容易化开		400g一罐的小罐装奶粉，适合混合喂养的宝宝，不易造成浪费

		1778		1412		2102		1161		1107

		独立小包装奶粉，一包即宝宝一顿的奶量，干净卫生		2102		56%

		胶囊奶粉独粒密封包装可防止奶粉因氧化导致营养流失，搭配胶囊奶粉机使用，一分钟就可以冲泡好		1778		47%

		液态婴儿配方奶，连瓶温热，开盖即饮		1412		37%

		固体便携奶块，即通过特殊技术压缩的奶粉，遇热水容易化开		1161		31%

		400g一罐的小罐装奶粉，适合混合喂养的宝宝，不易造成浪费		1107		29%

		添加磷脂、DHA、ARA、胆碱、叶黄素、牛磺酸等，帮助宝宝眼脑发育		添加母乳低聚糖、乳清蛋白等，激发宝宝自身免疫力		添加益生菌、益生元，促进便便舒畅、肠道健康		奶源来自黄金奶源带，100%原罐原装进口		有机奶源，牧场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激素等化学成分，奶牛均采用天然放牧，在生长全过程中不使用抗生素

		2068		2095		1900		930		1137

		添加磷脂、DHA、ARA、胆碱、叶黄素、牛磺酸等，帮助宝宝眼脑发育		2068		55%

		添加母乳低聚糖、乳清蛋白等，激发宝宝自身免疫力		2095		56%

		添加益生菌、益生元，促进便便舒畅、肠道健康		1900		50%

		奶源来自黄金奶源带，100%原罐原装进口		930		25%

		有机奶源，牧场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激素等化学成分，奶牛均采用天然放牧，在生长全过程中不使用抗生素		1137		30%

		0.4940711462		0.3907799518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安全座椅		3000元~3999元		500元以下		1000元~1999元		6000元~6999元		500元~999元		2000元~2999元		5000元~5999元		4000元~4999元		7000元以上

				247		648		976		37		1021		568		78		122		34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安全座椅

		2000元~3999元		247		7%		22%

		500元以下		648		17%

		1000元~1999元		976		26%

		6000元~6999元		37		1%

		500元~999元		1021		27%				53%

		2000元~2999元		568		15%

		5000元~5999元		78		2%

		4000元~4999元		122		3%

		7000元以上		34		1%

		您愿意以多少价格购买一台安全座椅		1990-1995				1995后														90		2719

		3000元~3999元		185		7%		62		6%												95		1012

		500元以下		409		15%		239		24%

		1000元~1999元		755		28%		221		22%

		6000元~6999元		18		1%		19		2%

		500元~999元		732		27%		289		29%

		2000元~2999元		452		17%		116		11%

		5000元~5999元		54		2%		24		2%

		4000元~4999元		86		3%		36		4%

		7000元以上		28		1%		6		1%

		通过安全座椅上的智能面板一键操控，如随意调整椅背倾斜角度		座椅装有通风系统，可以保证宝宝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冬天使用可以让宝宝感觉温暖舒适		可以关联APP，手机随时反应座椅状态，如、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如座椅本身、安全卡扣、支撑腿等安装不到位时，会发出提醒

		1666		1726		1251		1028		1053

		装有通风系统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TOP1		装有通风系统长时间乘坐不闷热

		智能面板一键操控		TOP2		智能面板一键操控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温暖舒适		TOP3		座椅装有加热系统温暖舒适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安全警报提醒		TOP4		装有安全监测系统，安全警报提醒

		关联APP随时反应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TOP5		关联APP随时反应座椅温度、环境湿度以及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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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场景+出行场景+季节场景

有夜间照
明功能的
婴儿推车

32%

可大幅度倾斜的
安全座椅，让宝
宝在车上睡得更

好 50%

白天适合活动，
夜间大吸收量
的纸尿裤54%

工作时超静音、
不会打扰家人睡
眠的吸奶器30%

日夜场景

轻便可折叠
婴儿推车

58%

一包一顿小包
装奶粉43%

推车+座椅
多功能组合二

合一38%

一次性奶
瓶46%

出行场景

• 季节场景

婴儿推车通过遮阳棚和特殊材质实
现夏日防晒、冬日防冻防风53%

可以保持内部液体恒温的奶瓶，确
保宝宝能喝到温度合适的奶50%

适当夏季的超薄纸尿裤，让屁屁不
闷热 48%

安全座椅通过通风和加热系统，让宝
宝乘坐时夏日不闷热、冬日不寒冷
35%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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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场景+年龄场景+人群场景

经久耐用的安
全座椅，实现
大小宝接替使

用52%

吸奶器主机可长
时间使用，厂家
提供配件免费换

新 37%

推车、安全座椅
厂家提供以旧换
新服务，二次购
买可抵消一部分

售价56%

可以同时乘坐两名
婴儿的婴儿推车

35%

二胎场景

纸尿裤根据宝宝
年龄分低龄款、
爬爬裤（爬行
期）、拉拉裤

（学步期）45%

按月设计不同营养配
方的配方奶粉35%

同一个奶瓶，通过
不同的配件，可以
变身奶嘴款、鸭嘴
款、吸管款35%

婴儿配方奶粉品牌
推出适合全家的系
列产品，如女性、
男性、老人38%

年龄场景

• 人群场景

根据男女宝宝的性别特点而进行不
同设计的纸尿裤54%

根据男女宝宝的性别特点而推出不同
色彩、图案、装饰的安全座椅50%

根据男女宝宝的性别特点而推出不同
色彩、图案、装饰的婴儿推车49%

专门提供给早产儿的配方奶粉25%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45

http://ipoipo.cn/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General

PART 3
未来5大机会品类

发展现状与消费者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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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36.9%

门店是否有销售喂养小家电产品

是，有经营 否，没有经营

47

母婴店销售最多喂养小家电TOP5

消费者购买最多的喂养小家电TOP5

母婴门店喂养小家电的潜力产品：辅食料理机

• 63%的母婴店在销售喂养小家电产品，但消费者最多购买的辅食料理机并未在母婴店广泛销售
• 相比单一功能，85%的消费者对多功能化的产品更具选购热情

家庭平均月收入
（包括家庭成员所有收入)

高于1万元

85%
消费者选择

多功能产品，
省地方省时间

选择单一功能还是多功能化产品

喂养
小家电

温奶器

奶瓶消毒器

恒温调奶器

榨汁机

61%

13%

29%

42%

54%

辅食料理机

温奶器

奶瓶消毒器

辅食料理机

恒温调奶器

64%

49%

38%

30%

27%

榨汁机

67%的门店
未来规划销售
该品类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2020 CBME孕婴童零售发展调查

http://ipoipo.cn/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General

48

孕期护肤品强势品类：妊娠纹身体乳、孕妇水乳套装、孕妇洗面奶

• 50%的母婴店在销售孕期化妆品，未销售该品类的门店中，有67%未来有销售规划
• 妊娠纹身体乳、孕妇水乳套装、孕妇洗面奶无论在渠道端还是消费端都拥有较高的销售和购买需求
• 7成消费者认为，产品成分是购买孕产期专用洗护用品的关键因素

消费者购买最多的孕期护肤品TOP5

母婴店在售的孕期护肤品TOP5

72%
消费者认为，产品成
分是选购关键因素50.5%

49.5%

门店是否在销售孕期化妆品

是，有经营 否，没有经营

67%的门
店未来规划
销售该品类

孕期
化妆品

77%

39%

58%

68%

75%

妊娠纹身体乳

孕妇洗面奶

孕妇水乳套装

产后防脱洗发水

孕妇面膜

63%

61%

43%

20%

14%

孕妇洗面奶

孕妇水乳套装

妊娠纹身体乳

产后防脱洗发水

孕妇面膜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2020 CBME孕婴童零售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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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店的销售品类在往孕期彩妆产品延申
• 门店有售的孕期化妆品最多的是孕妇粉底液与口红
• 53%的消费者认为，孕期彩妆产品中最重要的是底妆
• 消费者最想尝试的孕妇美容产品是“无酒精防嗮喷雾”产品,其次是“安全纯天然染发剂”

53%

37%

23%
28% 29%

50%

孕妇粉底液 孕妇粉饼 孕妇散粉 孕妇遮瑕膏 眼妆 口红

各类孕妇彩妆产品在门店是否有售

51%

30%

11%
8%

无酒精防晒喷雾 安全纯天然染发
剂

母婴级美甲产品 安胎香体膏

90后消费者最想尝试的母婴级孕妇美容产品

3%

19%

22%

53%

孕妇散粉

孕妇遮瑕膏

孕妇粉饼

孕妇粉底液

孕妇底妆消费者选购热度

孕期
化妆品

49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2020 CBME孕婴童零售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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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儿童调味品强势品类：辅食拌饭料、婴幼儿食用油、儿童酱油

• 66%的母婴店在销售儿童调味品，未销售该品类的门店中，有近75%未来有销售规划
• 辅食拌饭料、婴幼儿食用油、儿童酱油无论在渠道端还是消费端都拥有较高的销售和购买需求
• 消费者在母婴门店购买儿童调味品的购买习惯已经逐步养成

66.2%

33.8%

母婴店销售儿童调味品的占比

是，有经营

否，没有经营

母婴店在售的儿童调味品TOP5

消费者最多购买的儿童调味品TOP5

75%的门
店未来规划
销售该品类

73%的门店计划增加儿童调味品的展示面积

儿童酱酒

辅食拌饭料

婴幼儿食用油

儿童咖嘲

85%

20%

65%

69%

73%

儿童芝麻油

儿童酱油

婴幼儿食用油

辅食拌饭料

儿童芝麻酱

59%

51%

20%

18%

16%

儿童番茄酱

儿童
调味品

74%
63%

45%

29%

4% 3% 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购买渠道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2020 CBME孕婴童零售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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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成孕妈妈选择孕期营养品，是来自医生推介

• 57%的消费者从孕初期开始关注孕期营养品，其中医生推介是消费者购买营养品的最重要原因（48%）
• 7成母婴店都在进行营养品的销售，但门店销售营养品的产品布局与消费者选购营养品的需求存在一定差异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

48%
妈妈因为医生建议
而选择服用孕妇营

养品

母婴店销售最多的孕期营养品TOP5

消费者选购最多孕期营养品TOP5

52%
二胎妈妈比一胎时
更关注孕期营养品

钙片&复合维生素

孕妇奶粉

鱼油（DHA）

蛋白粉

54%

15%

35%

43%

54%

叶酸

钙片

复合维生素

叶酸

孕妇奶粉

83%

56%

55%

30%

29%

鱼油

57%
妈妈在孕初期就关

注孕妇营养品

妈妈
营养品

72%

28%

母婴店销售孕期营养品的占比

是，有经营

否，没有经营

71%的门
店未来规划
销售该品类

19%的门店在销售燕窝
并有11%的门店表示燕窝是销售最佳的孕妇营养品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2020 CBME孕婴童零售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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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母婴店销售最多的口腔护理产品TOP5

消费者选购最多的口腔护理产品TOP5

儿童牙膏、儿童手动牙刷在母婴渠道和消费端有较高认知
• 71%的母婴店目前正在销售儿童口腔护理产品
• 要给孩子从小购买含氟牙膏在消费者端有较高的认知（83%）

82%

12%
6%

给宝宝买牙膏时，对含氟量的要求

儿童电动牙刷

牙胶

儿童手动牙刷

儿童牙膏

安抚奶嘴

83%

49%

40%

39%

29%

牙胶

儿童手动牙刷

安抚奶嘴

儿童牙膏

儿童电动牙恻

69%

28%

39%

51%

56%

儿童口腔
护理用品

71%

39%

母婴店销售儿童调味品的占比

是，有经营

否，没有经营

67%的门
店未来规划
销售该品类

来源：时尚育儿消费者研究组、2020 CBME孕婴童零售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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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未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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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未来的增长机会

场景化创新

• 洞察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场景，针对不

同需求场景进行个性化改变，是创新

最有价值的助推器

全渠道模式

• 打破线上与实体渠道壁垒，有效服

务年轻一代的“全渠道“消费者

离消费者更近

• 新一代消费人群崛起，未来将诞生更

多新的消费场景与营销需求

• 更加紧密、全面的”链接“消费者，

用”慢变量“思维布局未来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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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各品类详细版报告，
请关注孕婴童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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