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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宠物经济的概念及发展沿革
宠物经济，是指围绕着宠物产生的一系列生产、消费和服务等商业行为，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上
世纪的美国。

早在百年前，美国的宠物经济就已开始萌芽，当时以罐头、干粮、湿粮、营养粮等为代表的宠物食品相继出现在市场上。此后，
受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人口结构变化、产业模式升级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人饲养宠物数量快速增加，
宠物逐渐成为家庭的情感寄托，宠物主支出意愿日益增强，由此带动了宠物医疗、宠物服务等一系列产业的兴起，催生了宠物
经济的繁荣。

萌芽期
（百年前-1980年）

以罐头、干粮、湿粮、营养粮
为代表的宠物食品相继出现

孕育期
（1980-21世纪初）

宠物数量增长，刺激食品、药品
等消费，专业宠物产品商店兴起

快速发展期
（21世纪初-2010年）

宠物逐渐成为情感寄托，情感消费
黏着力形成，行业增速超过零售业

成熟稳定期
（2010年至今）

行业加速整合，大型连锁
成为趋势；线上经济兴起

在我国，宠物经济大体始于20世纪90年代。

萌芽期
（20世纪90年代）

中国保护小动物协会的成立，“宠物”的概
念被重新定义；海外留学生也带来了新的宠
物观念，国内宠物产业开始萌芽。随后，国
际著名宠物食品品牌玛氏、皇家等巨头进入
中国市场，拉开了我国宠物行业发展的序幕。

孕育期
（21世纪以来）

国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宠物观念日益成
熟，中国宠物数量开始快速增长，宠物角
色发生转变，成为情感寄托。国内涌现出
一批以宠物产品生产制造的规模化工厂，
一些本土知名企业开始崭露头角。

快速发展期
（2010年以后）

宠物数量继续增长的同时，宠物主也越来越愿
意给宠物花销，各种宠物医院、美容店接连问
世，宠物经济成为了消费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互联网浪潮的席卷之下，线上经济的蓬勃
发展为宠物经济的壮大提供了巨大便利。

宠物美容是一项借助工具及辅助设备，通过对各类宠物（可家养的动物）进行毛发、羽毛、指爪等清洗、修剪、造型、染色，达到为
宠物遮掩体型缺失、增添美感的效果，让宠物和主人身心愉悦的活动，发展到现在宠物美容的工具主要有梳刷工具、染毛工具、宠物
洗毛水等三大类。



02 宠物美容市场产业链

随着近几年宠物经济
在国内的爆炸式增长，宠
物美容各环节已基本完善

纵向深耕基本完成，
横向竞争逐渐激烈：国内
已有多家自主研发生产，
但市场渗透率不高，主要
研发方向还是在食品上，
美容护理市场进口产品依
然是主流

下游市场连锁品牌竞
争优势明显，另外，越来
越多的宠物医院把美容纳
入服务范围，加剧了赛道
竞争

国内宠物美容产业链基本完善，上游为宠物繁育和交易；中游为宠物美容产品；下游为线上、线下
购买渠道和宠物美容服务机构

上游 中游 下游

宠物繁育

交易渠道

猫舍犬舍

家庭繁育

救助中心



03  中国宠物消费市场概况
中国宠物市场规模快速增长，预计2027年中国宠物经济市场规模达6387亿元。宠物种类以猫、狗为
核心，多元化发展。

2021年中国市场宠物猫5806万只，宠物犬5429万只，分别占中国市场宠物数量的44.60%和38.76%。2017至2021年，中国宠物猫犬
数量整体上升，年复合增长率6.5%；宠物消费市场规模高速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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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宠物美容市场现状及预测

中国宠物美容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好，2021年市场规模约为177亿元。

洗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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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宠物美容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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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养宠消费结构占比

2021年数据显示养宠主要消费类型为食品消费，占比超过了37%，其次是宠物日用品与宠物保健品，分别占20%和14%。宠物医疗占
比9%左右。其中，美容洗澡在宠物消费中占比不高，仅为6%。一是中国家庭对宠物染毛的积极性不高，大多数宠物主出于对产品质
量和宠物健康的考虑，一般不改变其毛发颜色。二是洗澡美容不是刚需，宠物洗澡美容的频率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三是
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养猫，宠物猫一般在室内活动，且自身会清理毛发，对洗澡和剪毛的需求更低。

中国宠物美容产品中市场份额
占比最高的是洗毛水和梳剪工
具，分别占比59.98%和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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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宠物美容市场驱动因素（1/3）
经济增长带动居民收入攀升，消费升级浪潮席卷而至，宠物消费的发展随之进入快车道，带动宠物
美容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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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人均单只宠物消费金额（元）

当前，随着宠物市场的发展，围绕宠物的消费产品与服务门类五花八门，基本涵盖宠物一生所有需求，包括 生存（食品）、清
洁（洗护美容）、医疗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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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中国GDP增长统计

GDP（万亿元） GDP增速

根据IMF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增速测算，未来五年
我国经济稳步增长，2027年我国GDP将达到
157.99万亿元。

《2021年宠物行业白皮书》 显示，
我国人均单只宠物消费金额不断增加，
由2017年的4348元增至2021年的7860
元。

y = 117.4x - 5567

R² = 0.9314

GDP与人均单只宠物消费金额

线性关系

通过回归分析测算未来中国市场人均单
只宠物消费金额稳步上升，预计2027年
该值将达到12981元。



05  宠物美容市场驱动因素（2/3）

老龄化趋势推动了宠物经济的发展；单身人群的扩大及其消费特性为宠物经济的繁荣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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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日本老龄人口占比和宠
物数量的关系发现，老龄化
水平与养宠率呈正相关，究
其原因是宠物的陪伴和互动
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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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龄化和宠物数量

猫犬数 老龄人口占比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
深，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
口规模多达2.54亿，占总人
口比重18.1%。与此同时，我
国人口整体平均预期寿命在
延长，而我国人口出生率却
明显走低，由此推断，未来
我国老年人口还将继续增加。

我国单身社会的形态正初现端倪。民政
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单身成
年人口高达2.77亿。单身人群的消费结
构与传统家庭不同：由于没有家庭的负
担，单身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高于
非单身人群；单身人士主要集中于白领
和中产人群，这部分人除了精神上的消
费顾虑较弱外，物质上还具备较强的消
费能力，更愿意倾注财力与精力来饲养
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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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宠物美容市场驱动因素（3/3）

线上经济如火如荼，扮演宠物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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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宠人群年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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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80后、90后逐渐成为养宠主要人群，宠物主年轻化趋势明显，购买力逐渐提高。同时，绝大部分宠物主都会通过网络渠道
获取宠物相关信息，包括养宠知识、宠物娱乐、打折商品推荐等，并且更愿意在线上购买宠物食品，他们彼此还会借助网络平台分
享经验、交流心得，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线上宠物消费的增长。2010年中国通过线上渠道购买宠物美容产品的比例仅2.75%，到
2020年线上渠道占比高达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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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消费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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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宠物美容市场典型企业（1/2）-宠物家

宠物家Pet’em是一家综合性宠物服务与商品零售品牌，成立于2015年，主要提供宠物洗美、特色服务、
商品零售与寄养等服务与商品。宠物家核心成员主要来自百度、ofo小黄车、CUSHMAN & WAKEFIELD 和
酷迪。

时间 轮次 金额 投资方

2016年8月 天使轮 未透露 深圳协同创新基金

2017年6月 A轮 数千万人民币 深圳协同创新基金、高瓴资本、合江资本

2019年9月 B轮 1亿人民币 熊猫资本、上海领头

• 宠物家Pet’em在北京、深圳等地拥有近40家直营店铺，200余宠物
美容师服 务团队。线下门店主要为宠物提供洗澡、美容、洁白牙齿、
毛发护理、清洁护 理等服务。主打“服务标准化”和“数据系统支撑
的运营体系”，利用宠物家 历史服务数据做标准化建模。

• 2019年宠物家门店开始售卖商品，同期上线线上商城。以高频刚需
的服务切入 市场后深挖上游产业链切入商品售卖。



06  宠物美容市场典型企业（2/2）-萌它宠物

萌它宠物是一个直管体系宠物连锁品牌，成立于2017年，主要为用户提供宠物洗澡美容、宠物寄养、宠物食品、宠物医疗等
服务项目。此外，它与宠物行业B2B平台“宠知道”合作，提供宠物商品零售服务。2018年开设第一家“Mentapets萌它”连
锁宠物店，至今已经在北京开设20多家门店。

萌它以“直管”模式为主，
即合伙人提供店铺房租资金
和 店员薪资，其他部分由
萌它品牌总部负责。

萌它强调标准化服务，围绕
宠物服务中制定了多项标准。

当前，萌它门店已经入驻美
团、饿么了、京东到家等平
台， 为周边3公里内的用户
提供1 小时达的配送到家服
务。

萌它自主开发了一套管理系
统，实现门店管理信息化。
在选品上，一方面萌它依托
门店消费数据，实现产品反
向定制和 自有品牌的积累；
另一方面萌它与多个宠物品
牌一级代理合作。

服务特色

2021年1月12日，知名宠物连锁品牌「萌它」及「萌
小它」的母公司「宠知道科技」宣布于近期完成新一
轮千万级人民币战略投资，投资方为元昆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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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研精毕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我们的定位 致力于推动行业发展，成为更具价值的企业；

我们的业务
专注为国内外客户提供细分市场调研，行业研究，专项调研等服务；
2020年我们完成各类报告1300+；

我们的客户
海外客户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等地区，海外合作经销商100+；国内外客户涉及世界500强
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政府机构、投资公司、律所、券商、大中小型企业等；

服务的行业
主要关注的行业：电子信息、能源、化工材料、医疗保健、设备机械、半导体、物流、服务产
业、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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