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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报告摘要
枕头作为居民必备的睡眠工具之一，市场需求空间巨大。2015-2019年，中国枕头销量由23.2亿个增长至28.2亿个，行业市场规模（按销售额计）
由1,161.9亿元攀升至1,412.3亿元。作为枕头行业的细分领域，记忆枕头是采用记忆棉材料制成的枕头，拥有缓慢回弹的特性，可根据消费者睡眠
习惯，形成独有形状。近年来，伴随中国居民对睡眠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拥有颈椎保健功能的记忆枕头受到消费者青睐，市场需求持续上升，
2015-2019年，中国记忆枕头行业市场规模由66.8亿元增长至116.8亿元，在枕头行业市场占有率由5.7%逐步增长至8.3%。
 记忆枕头行业拥有明显产业集群，热销产品价格区间约为99-299元
截至2019年，市场中热销的记忆枕头具有以下特征：（1）记忆枕头市场价格区间多为50-850元，而热销记忆枕头市场价格多在99299元之间，由此可见价格仍为消费者重要购买因素；（2）产品面料多采用聚酯纤维与粘胶纤维，具有良好的耐磨性、抗皱性等特征，
产品内芯多采用聚氨酯，具有良好的弹性、韧性等特征；（3）记忆枕头产业集群以广东、浙江、江苏三个地区为主，以上地区经济较
发达，居民对于生活质量要求高，可用于养生保健的记忆枕头市场需求大。
 中国记忆枕头行业技术门槛低，企业数量众多
由于行业技术准入门槛较低，生产记忆枕头的企业数量众多，可划分为上市企业与未上市企业两类：（1）已上市的记忆枕头企业包括
南极电商、梦百合、睡眠博士等，此类企业主要业务领域多为床上用品，拥有高市场知名度及雄厚的资金实力，总市值为数千万元至
数百亿元不等，企业毛利率约为40%左右；（2）未上市的记忆枕头企业包括慕思、佳奥、自然醒等，此类企业与上市企业相比，成立
时间较晚，忠实消费者数量较少。现阶段，中国记忆枕头行业集中度较低，伴随行业不断走向成熟，市场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企业推荐：
慕思、佳奥、自然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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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聚氨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可用于制成聚氨酯纤维、聚氨酯塑料等，广泛应用于家居、日用品等领域。
 聚酯纤维：又称涤纶，属于高分子化合物，抗皱性与弹性恢复能力强。
 天丝：一种纤维素纤维，具有较高吸湿性且手感柔软。
 排骨架：床的结构，起到承重作用，用于承托床垫。
 聚醚型聚氨酯：用于制备聚氨酯多元醇，具有优良的加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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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忆枕头行业市场综述——定义及特征
与普通枕头相比，尽管记忆枕头价格较高，但其设计更加紧密地贴合人体颈椎曲线，
可满足多种睡眠需求，拥有调节肩颈疲劳、缓解脊椎酸痛等作用
 记忆枕头定义
• 记忆枕头是采用记忆棉材料制成的枕头，拥有缓慢回弹的特性，可根据消费者睡眠习惯，形成独有形状。记忆枕头睡眠区域分为仰睡区、侧睡区与颈椎支撑区，仰睡区为
凹陷设计，侧睡区左右两侧为贴合两肩设计，颈椎支撑区为舒缓脖颈曲线设计。与普通枕头相比，记忆枕头设计更加紧密地贴合人体颈椎曲线，可同时满足消费者仰睡与
侧睡需求，促使人体颈椎在睡眠状态中保持自然曲线、无压迫感，拥有调节肩颈疲劳、缓解脊椎酸痛等作用。
• 从受众群体来看，普通枕头受众群体范围更广，涵盖儿童、青年、中年、老年等群体，而记忆枕头受众群体则多为注重养生、保健的消费者群体。
普通枕头与记忆枕头的特征对比
仰睡区
普通枕头
正面

B

承托肩颈

无功能分区

记忆枕头
正面

A

B
侧睡区

C

凹陷设计
B

承托肩颈

侧睡区

托扶颈部

颈椎支撑区
柔软层

金属拉链
普通枕头
侧面

主要原材料
• 包括棉花、
乳胶、羽绒、
桑蚕丝等

填充物

市场价格

作用

• 价格区间多
为20-250元

• 睡眠工具，
沉睡状态保
护人体颈椎

受众群体
• 涵盖儿童、
青年、中年、
老年等群体

记忆枕头
侧面

主要原材料
• 记忆棉材料，
具有缓慢回
弹的特性

支撑层

市场价格

作用

受众群体

• 价格区间多
为50-850元

• 可调节肩颈
疲劳、缓解
脊椎酸痛

• 注重养生、
保健的消费
者群体

来源：phealth碧荷淘宝旗舰店，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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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忆枕头行业市场综述——记忆枕头产品参数对比
现阶段，中国市场记忆枕头热销品牌包括诺伊曼、京东京造、睡眠博士、梦百合等，
产品市场价格区间约为99-299元，产业集群分布于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区
 记忆枕头产品参数对比
• 截至2019年，市场中热销的记忆枕头具有以下特征：（1）记忆枕头场价格区间约为50-850元，而热销记忆枕头市场价格多在99-299元之间，由此可见价格仍为消费者重
要购买因素；（2）产品面料多采用聚酯纤维与粘胶纤维，产品内芯多采用聚氨酯；（3）记忆枕头产业集群以广东、浙江、江苏三个地区为主。
中国热销品牌记忆枕头参数对比

诺伊曼
记忆枕

京东京造
记忆枕

掌心御医
记忆枕

慕思
蝴蝶记忆枕

睡眠博士
记忆枕

梦百合
乐尚记忆枕

市场价格（元）

99

109

198

259

259

299

形状

波浪形

长方形

长方形

长方形

蝶形

波浪形

尺寸（长*宽*高，cm）

50*39*10/7

50*30*6/4

60*34*10

50*30*6/11

60*35*7.5/9/11

60*30*10/9

商品毛重（kg）

0.79

0.72

1.8

2.0

1.89

2.5

填充重量（kg）

/

/

/

0.65

/

/

产品面料

25%聚酯纤维
75%棉

35%天丝
65%聚酯纤维

/

25%涤
75%棉

32.4%粘胶纤维
67.6%聚酯纤维

40%粘胶纤维
60%聚酯纤维

产品内芯

聚酯纤维

聚氨酯

聚氨酯

聚醚型聚氨酯

聚氨酯

聚氨酯

分区设计

√

√

√

√

√

√

产地

江苏

/

广东

广东

浙江

江苏

京东电商平台好评率

97%

98%

99%

98%

96%

99%

来源：慕思京东官方旗舰店，Mlily梦百合京东旗舰店等，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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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忆枕头行业市场综述——市场规模
伴随中国居民消费能力不断上升，消费者对睡眠要求提高，促使拥有颈椎保健功能的
记忆枕头市场需求持续增长，近5年来，市场规模由66.8亿元迅速增长至116.8亿元


中国枕头行业细分领域市场规模分析

• 枕头作为居民必备的睡眠工具之一，市场需求空间巨大。2015-2019年，中国枕头销量由23.2亿个增长至28.2亿个，行业市场规模（按销售额计）由1,161.9亿元增长至
1,412.3亿元。作为枕头行业的细分领域，近年来，伴随中国居民对睡眠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拥有颈椎保健功能的记忆枕头受到消费者青睐，市场需求持续上升，中国记忆
枕头行业市场规模由66.8亿元增长至116.8亿元，在枕头行业市场占有率由5.7%逐步增长至8.3%。
 头豹洞见及分析
中国枕头行业细分领域市场规模（按销售额计），2015-2024年预测
亿元
预计2019-2024年中国记忆枕头行业
2,500
市场规模将持续保持增长态势，未来
中国枕头行业细分领域市场规模
年复合增长率
呈增长趋势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
2015-2019年
5.0%
2,000
2019-2024年预测
4.4%
消费者逐渐形成养生
1,750.9
1,667.6
保健理念，拥有保健
1,588.1
1,512.5
功能的记忆枕头市场
1,440.5
1,412.3
1,500
1,345.0
渗透率将不断上升
1,280.9
1,220.0
1,161.9
1,000

记忆枕头行业不断走
向成熟，产品回弹性
能及品质将不断提高，
潜在增量市场巨大

500

0https://www.leadleo.com/pdfcore/show?id=5fe9714220410ede5c952cc0
2020预测 2021预测 2022预测 2023预测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4预测

记忆枕头

66.8

76.8

88.3

101.6

116.8

128.5

147.7

169.9

195.4

224.7

普通枕头

1,095.1

1,143.2

1,192.6

1,243.4

1,295.5

1,312.0

1,364.8

1,418.2

1,472.2

1,526.2

受以上因素的影响，中国记忆
枕头行业市场规模将有望于
2024年增长至224.7亿元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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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忆枕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中国记忆枕头行业企业数量众多，产业集群分布于华东、华南地区，现阶段，已上市
的知名记忆枕头企业代表为南极电商、梦百合、睡眠博士等
 中国记忆枕头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 由于行业技术准入门槛较低，生产记忆枕头的企业数量众多 ，且多分布于华东、华南地区（如上海、南通、杭州、深圳等城市），以上地区经济较发达，形成产业集群。
记忆枕头企业可分为上市企业与未上市企业：（1）已上市的记忆枕头企业包括南极电商、梦百合、睡眠博士等，此类企业主要业务领域多为床上用品，拥有高市场知名度
及雄厚的资金实力，总市值为数千万元至数百亿元不等，企业毛利率约为40%左右；（2）未上市的记忆枕头企业包括慕思、佳奥、自然醒等，此类企业与上市企业相比，
成立时间较晚，忠实消费者数量较少。现阶段，中国记忆枕头行业集中度较低，伴随行业不断走向成熟，市场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中国记忆枕头行业竞争格局
2019年记忆
枕头业务营收

企业毛利率

554.8亿元

/

38.5%

南通

83.8亿元

4.9亿元

36.5%

是
（603313.OC）

杭州

4,464.0万元

否

东莞

成立时间

是否上市

企业总部

南极电商

1999

是
（002127.SZ）

上海

梦百合

2003

是
（603313.SH）

睡眠博士

2007

慕思

2007

总市值

上市企业
记
忆
枕
头
行
业
参
与
者

• 该类企业主要从事床
上用品领域，旗下产
品涵盖枕头、床垫等，
企业市场知名度高，
且资金实力雄厚、毛
利率为40%左右

/

4,163.1万元

/

44.9%

/

未上市企业
自然醒

2008

否

深圳

/

/

/

佳奥

2010

否

上海

/

/

/

• 与上市企业相比，该
类企业成立时间较晚

核心优势
深耕电商领域，
2019 年 公 司 授 权 线
上店铺超过5,000个
自 主 品 牌 国际 化 优
势 ， 旗 下 品牌 产 品
已销往73个国家
品 牌 实 验 室与 军 方
医 疗 机 构 、高 校 实
验室形成战略合作
不断创新睡眠产品
专 注 于 睡 眠研 究 ，
全球近5千家专卖店
线 下 直 营 门店 已 超
过200家，采用线上
线 下 一 体 化模 式 发
展，品牌知名度高
拥 有 现 代 化仓 储 系
统 及 销 售 渠道 ， 分
销商约3,000余家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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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忆枕头行业投资企业推荐——慕思（1/2）
慕思成立于2007年，公司总部位于东莞，是一家专注于睡眠领域的企业，其全球专卖
店已近5,000家，遍布20余个国家，企业市场知名度不断提升
成立时间：2007年

公司名称：东莞市慕思寝室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中国东莞

企业概况

东莞市慕思寝室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慕思”）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人体健康睡眠系统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可为客户提供高品质智能健康睡眠解决方案。
慕思通过全球化扩张战略，其全球专卖店已近5,000家，遍布20余个国家地区（涵盖澳大利亚、美国、意大利等），市场知名度不断提高。经过10余年的发展，慕思先后获
得一系列奖项，如“2019年中国品牌价值500强”、“中国睡眠研究会优秀企业会员单位”、“2018年度中国家居十大领军品牌”等。
 业务领域与主营产品
慕思主营业务为睡眠领域，产品覆盖家纺、床垫、沙发、个人护理等系列。
家纺

产品介绍：分为记忆枕头、床上用
品四件套、腰靠枕、U型护颈枕等
系列。以慕思记忆枕为例，该产品
分为高枕、低枕、薄枕三个系列，
分别适用于男士、女生与儿童。该
产品采用天然乳胶进行填充，设计
符合人体力学结构，具有回弹性强、
透气性佳等特征，可舒缓颈椎压力

床垫

产品介绍：分为乳胶床垫、弹簧床垫、
薄垫、椰棕床垫、儿童床垫等系列。
以乳胶床垫为例，该产品天然乳胶含
量高达90%，具备高弹抗压、防螨抑
菌等特征。该产品拥有按摩颗粒设计，
床垫各区域（如头、肩、背、腰、臀、
大腿、小腿等部位）按摩颗粒均匀分
布，可释放身体压力、提高睡眠质量

沙发

产品介绍：分为布艺沙发、皮艺沙发
与科技布沙发等系列。以三人位皮艺
沙发为例，该产品配备墨绿色、橘橙
色、灰蓝色三个颜色，采用头层牛皮，
具备光泽佳、质地细腻、耐撕拉、不
易变形及掉色等特征。此外，该产品
采用俄罗斯进口松木框架，木材硬度
高、具有强大支撑力，牢固实用

个人护理

产品介绍： 分为电动按摩椅、按摩
眼罩等系列。以慕思电动按摩椅为例，
该产品采用智能3D按摩机芯，贴合
人体曲线设计，可覆盖按摩面积更大
（涵盖颈部、肩部、腰部、背部等），
触达深层酸痛肌肉。该产品拥有三种
按摩模式，可实现肩颈揉捏、左右歪
头等动作，预防颈椎病

来源：慕思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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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忆枕头行业投资企业推荐——慕思（2/2）
慕思专注于睡眠领域，旗下睡眠系统已逐步从从第一代睡眠系统发展至第六代睡眠系
统。此外，慕思拥有战略优势与供应链优势，为企业在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智能睡眠系统
慕思专注于睡眠系统研发，发展至今，旗下睡眠系统已逐步从第一代睡眠系统发展至第六代睡眠系统。
慕思智能睡眠系统发展历程
• 此阶段，消费者逐步告别硬
板床，弹簧床垫时代来临

• 进入智能化调节时代，拥有全自动电动
智能排骨架、自动调节气压床垫等

第一代睡眠系统

第三代睡眠系统

1

2
第二代睡眠系统
• 慕思通过“排骨架与床垫”相结合
的方式，有效提升床垫承托性

3

• 采用Kinect传感器与称重器收集身体数据，
系统根据大数据结果定制不同睡感床垫
第五代睡眠系统

4
第四代睡眠系统
• 可量身定制个人专属睡眠系统，
内置音箱，释放身心疲惫

5

6
第六代睡眠系统
• 通过睡眠APP与智能床垫互联，
可自动调节床垫、贴合身体曲线

 投资亮点
• 战略优势：慕思拥有四维战略：（1）第一维是打造极致产品体验，慕思不断完善家纺类产品定制化系统，通过产品差异化特性，有效提升旗下产品在市场
的竞争力；（2）第二维是打造极致服务体验，慕思为各年龄层群体提供场景体验，增强消费者粘性；（3）第三维是推广睡眠文化，慕思不断举办全球睡
眠文化之旅等IP活动，将健康睡眠文化推广至全球各地；（4）第四维是与消费者产生价值共鸣，慕思通过营销引起消费者共鸣，不断扩大客户群体。
•

供应链优势：慕思与多家国际知名寝具生产商保持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如美国Bedgear、德国Agro、意大利Technogel、马来西亚MAUS、澳大
利亚Sleepeezee等），可不断引入世界各地优质原材料及先进技术。丰富的供应链资源助力慕思快速进行寝具产品的更新迭代，并有效保障旗
下产品质量过关。因此，供应链优势为慕思核心优势，有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

来源：慕思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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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忆枕头行业投资企业推荐——佳奥（1/2）
佳奥成立于2010年，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是一家专注于枕头产品领域的企业，其线上
分销商已超过3,000家，覆盖10余个知名电商平台，如天猫、京东、唯品会等
成立时间：2010年

公司名称：上海佳奥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中国上海

企业概况

上海佳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奥”）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销售枕头的企业，旗下枕头产品涵盖记忆枕、乳胶枕、午睡枕、儿童枕、U型枕、周边
坐垫枕等。成立至今，佳奥已拥有超过3,000家线上分销商，覆盖10余个知名电商平台，如天猫、京东、唯品会等。凭借研发、营销、销售渠道等优势，佳奥发展迅速，现
已成为中国知名枕头用品品牌，并获得多项奖项，如“淘宝网枕头类热销品牌”、“最受网购欢迎健康睡眠用品品牌”、“城市社区最受关注记忆枕十大品牌”等。
 业务领域与主营产品
佳奥主营业务为枕头用品领域，产品覆盖成人、办公休闲、母婴、居家配件等系列。
成人

产品介绍：分为大颗粒乳胶枕、泰
国原装乳胶枕、太空记忆棉蝶形枕
等产品。以太空记忆棉蝶形枕为例，
该产品不同尺寸及功能的产品价格
不同，价格区间为119-249元。该
产品设计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紧密
贴合头颈弧度，可引导消费者使用
正确睡姿、保护消费者颈椎

办公休闲

产品介绍：分为人体工学护腰靠枕、
小魔头午睡枕、四叶草坐垫、U型护
颈枕等产品。以小魔头午睡枕为例，
该产品由拥有10年研发经验的留德设
计师研发，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外观
专利认证，适用于学生、办公白领等
用户群体。该产品内芯为太空记忆棉，
枕套为鱼鳞布与网眼布的结合

母婴

产品介绍：分为3-16岁儿童乳胶枕、
玉米棉儿童枕、运费侧睡护腰托腹枕、
0-1岁婴儿吐奶枕、0-1岁定型哺乳枕
等产品。以3-16岁儿童乳胶枕为例，
该产品由泰国天然乳胶制成，分为乳
胶小号、中号与大号，不同尺寸枕头
可满足不同年龄段枕高需求，具备抑
菌防螨、曲线护颈等特征

居家配件

产品介绍： 分为床头靠垫、3D护腰
垫、两用抱枕被等产品。以床头靠垫
为例，该产品价格区间为299-359元，
其颈椎支撑小枕为圆弧型曲线设计，
可自由调节高度、托扶支撑颈部。此
外，该产品采用双层内芯设计，内芯
填充物为慢回弹记忆棉，支撑力更佳，
使用群体包括上班族、老年群体等

来源：佳奥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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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忆枕头行业投资企业推荐——佳奥（2/2）
成立至今，佳奥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已先后获得多个奖项与称号。佳奥拥有产品品
质、研发及仓储优势，旗下产品品质受到众多用户认可
 发展大事件
佳奥自2010年成立至今，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其发展大事件如下图所示：
佳奥发展大事件
• 企业成立并入驻淘宝网，同年
成立佳奥健康睡眠研发中心

• 拥有超过300家优质发展商，
入驻苏宁易购网上商城

• 走向海外市场，旗下产品出口
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

2010年

2012-2013年

2016-2017年

2011年
• 入驻当当网、亚马逊等知名电商平台，
获得“互联网创富家居纺新锐品牌”、
“电子商务家居家纺十佳品牌”等称号

2014-2015年
• 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先后获得“最
受网购欢迎健康睡眠用品品牌”、“淘
宝网枕头类热销品牌前三名”等称号

2018-2019年
• 进驻线下体验店，采用新
零售模式，签约女演员黄
圣依为品牌形象代言人

 投资亮点
• 产品品质优势：佳奥注重产品品质，旗下产品出厂前需经过多道工序与检测。以乳胶枕头为例，佳奥原材料为泰国100%天然乳胶，经过14道工序
（涵盖割胶、高温加热成型、多余毛边修减、成品清洗、成品烘干等）与4道检测（涉及原理、外观、内芯、透气孔等）方可出厂。在佳奥严格的
生产标准下，旗下产品外观细节佳，且内芯环保安全，品质有保障，受到用户认可。
•

研发及仓储优势：佳奥研发实力强大，成立至今，已获得超过30项国家专利，如午睡枕、豌豆型孕妇抱枕、儿童乳胶垫、婴儿枕、蝶形颈椎、
护臀痔疮坐垫、芭蕉叶靠垫等专利。此外，佳奥采用现代化仓储模式管理库存成品，其仓储库房面积超过2.3万平方米，且通过智能发货系统对
商品进行科学分类管理，有效保障了仓储货品品质及配送货品销量。

来源：佳奥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020 LeadLeo

www.leadleo.com

15

中国记忆枕头行业投资企业推荐——自然醒（1/2）
自然醒成立于2008年，公司总部位于深圳，是一家专注于生活家居零售领域的企业，
旗下售卖生活商品涉及家纺、寝具、厨具、餐具、小家电等品类
成立时间：2008年

公司名称：深圳自然醒智慧家居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中国深圳

企业概况

深圳自然醒智慧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然醒”）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注于生活家居零售领域的企业，可为客户提供大量优质家居生活商品，如家纺、寝具、厨具、
餐具、小家电、收纳用品、家居服饰、卫浴用品等。自然醒采用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模式，除了积极拓展线上渠道外，企业在全国也在持续扩张门店，目前线下门店数量已
突破200家，其市场知名度与影响力不断上升，现已获得“2017年度中国新消费最佳案例TOP10”、“2017年度中国西部最具成长性连锁商业品牌”等。
 业务领域与主营产品
自然醒主营业务为生活家居零售领域，产品覆盖卧房、客厅、出行、健康美容等系列。
卧房

产品介绍：分为枕头、四件套、被
子、毛毯、蚊帐、凉席、床垫等系
列。以康复颈椎记忆棉枕为例，该
产品采用柔性记忆内芯，可感知温
度、慢慢下沉与回弹，有助于使用
者稳固颈部睡眠位置与形态。此外，
该产品为流畅波浪设计，紧密贴合
人体颈部曲线，合理承托头部重量

客厅

出行

产品介绍：分为公仔抱枕、保温热水
袋、无线手持扫地机等系列。以无线
手持扫地机为例，该产品价格为699
元，采用独家专利设计，其擦地频率
可达到1,000次每分钟，且工作噪音
较低（为68分布左右）。此外，该产
品采用方形简约设计，手柄可实现多
方位90°转动，便于用户使用

产品介绍：分为箱包、U型枕、水瓶、
晴雨伞等系列。以拉丝铝框拉杆箱为
例，该产品价格为399元，其材质为
PC材质，具有抗压、防撞、耐摔等特
质，可承重60kg以上。该产品尺寸分
为20寸与24寸，采用全新铝框设计，
美观且防水，拥有闪光银与典雅灰两
个颜色，受到众多用户喜爱

健康美容

产品介绍： 分为洗漱用品、化妆品
收纳盒、多功能带镜化妆盒等。以多
功能带镜化妆盒为例，该产品价格为
99-149元，拥有白色与粉色两色可选。
该 产 品 自 带 一 面 LED 镜 面 ， 可 进 行
360°选择，产品内部容量空间巨大，
高度超过20cm，可收纳多瓶大容量
化妆品，具有美观、实用等特质

来源：自然醒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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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忆枕头行业投资企业推荐——自然醒（2/2）
自然醒将整合全球工厂、原材料等资源，深入洞察行业最新动向及用户需求，有望成
为国民代表品牌，品牌效应与战略为自然醒核心竞争优势
 品牌战略
自然醒品牌涉及战略目标、经营模式、品牌定位、用户定位等，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1

•

战略目标

2

战略目标：在中国智慧家居行业高速
发展的背景下，自然醒发展迅速，将
通过不断整合全球工厂、原材料、设
计师等资源，成为国民代表品牌

•

3

经营模式

经营模式：采用O2O模式，实现
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开设多家
大型直营门店，进驻大型购物中
心，并不断拓展线上销售渠道

•

品牌定位

品牌定位：持续把握生活家居行
业最新动向，深入洞察用户需求，
自然醒通过提供高品质、亲民价
格的战略，定位于中高端市场

4

•

用户定位

用户定位：目标用户群体为中高端家
庭消费者，伴随中国经济水平不断提
高，中高端阶层队伍逐渐壮大，此类
用户对于高品质生活家居用品需求大

 投资亮点
• 品牌效应优势：自然醒通过在全国各地不断开设直营门店（现已超过200家，多入驻于核心商业圈、高端社区、大型购物中心等），持续提升品
牌市场知名度。此外，自然醒积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在多个知名电商平台拥有官方旗舰店，有效提升消费者营销覆盖面。品牌效应为自然醒
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作为无形资产可有效树立企业形象、带来巨大经济效益。
•

战略优势：伴随人均消费水平不断升级，消费者对品牌重视度逐渐提高，生活家居行业逐渐朝品牌化方向发展。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吸引更多
消费者，自然醒将线下门店产品、服务、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升级，逐渐由最初的“平民化”定位转型至“轻奢化”定位。此外，自然醒实行线上、
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销售渠道覆盖多家知名电商平台且拥有数百家线下门店，自然醒品牌认知度逐步提高。

来源：自然醒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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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0大行业，54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了近50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10,000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
项目。
 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智慧家居、床上用品等领域着手，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
张，到企业走向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
解读行业的沿革。
 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数据，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
内容背后的观点，客观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
与优化。
 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面阅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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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的部分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头豹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文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头豹于发布
本报告当日的判断，过往报告中的描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不同时期，头豹可发出与本文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和文章。
头豹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头豹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读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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