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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研究各品类中的流行趋势对家长购物决策的影响力

“2021年下半年，‘双减’政策和

• 不同信息来源影响力的变化

《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出台，

• 家长对孩子相关各品类不满意的经历及其带来的未来机遇
• 给孩子的奖励上育儿方式的转变

旨在减轻过重的作业和课后辅导

• 育儿态度的不变与变化之处，及其在沟通上的应用

负担，教育学习目标随之出现重

• 解读“双减”政策对家庭行为产生的影响

大转变，从以学业成绩为中心转

当今家长拥有多种渠道收集育儿相关的信息，因此他们更了解最新趋势。紧跟流行趋

变为重视道德品质、丰富的知识

势以及在常识上与其他家长保持同一步调对家长而言也来越重要。除了口碑效应，品

与技能。家长给出了积极的反

牌在各大线上平台上的官方账号为消费者提供建议和指导，从而也成为了越来越重要

馈，尤其表示其孩子的休闲时间

的信息来源。

与户外活动增多。

半数被访年轻家长感觉自己在育儿方面的焦虑越来越多。大多数被访家长在购买孩子

同时，新育儿方式给一些年轻家

用的产品时，除质量问题之外，还遇到过其他不满意经历，如产品设计问题和广告夸

长带来诸多挑战，他们比以往任

大宣传。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品牌阻碍品牌与目标家庭消费者群体之间建立紧密的信任

何时候都更希望寻求能支持自己

关系的新障碍。
此外，新出台的“双减”政策和《家庭教育促进法》影响深远。研究发现，孩子的休闲

的解决方案和思路。”
– 甘倩，研究分析师

时间与户外活动显著增长，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参与度也明显提升。这可启发以年轻
家庭为目标群体的品牌重新思考营销场景及传达的信息，以提升家长和孩子对品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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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数量持续下滑，同时二孩增多正在改变家庭构成
数据1: 新生儿数量及出生率，2011-2021年（预估）
• 不同代际的育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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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 育儿状态（按代际区分），2021年
• 政府的政策和家长的希冀带来更多自我探索，而非单纯的文化课学
习
数据3: 理想中的和实际的春节活动，2022年
• 在多元的数字化世界中，与家长的沟通方式快速变化
数据4: 多种多样的儿童相关app示例
• 公司与品牌
• 致力于启发儿童创造力与自我探索的营销沟通
数据5: 乐高创造营，2021年
• 运动和食品品牌打造专业和健康品牌形象
数据6: 安踏儿童在微博和知乎上提供专业课程及指导，2021和
2022年
• 采用道德相关主题，以提升家庭对品牌的认知
数据7: 沃尔沃小红马安全教育公益行动，2021年
• 全球品牌正积极就性别包容性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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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8: Bosie，2022年
• 教育设备不再拘泥于传统学习，走向数字化和专业化
数据9: 宝视德及其专为儿童设计的仪器，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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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5: “双减”政策的影响，2021年
• 我们的观点
议题与洞察
• 推动孩子自我探索的多种可能
• 现状
• 启示
数据16: 湖池屋薯仔料理营销活动，2021年
• 为推动多元化和包容性发声
• 现状
• 启示
数据17: 乐高“为女孩准备”营销活动，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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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儿童用品专家
• 现状
• 启示
数据18: 奶酪博士天猫店的推广信息，2021年
市场因素
• 新生儿数量不断下滑，同时二孩增多正在改变家庭构成
数据19: 新生儿数量及出生率，2011-2021年（预估）
• 不同代际的育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数据20: 育儿状态（按代际区分），2021年
• 政府的政策和家长的希冀带来更多自我探索，而非单纯的文化课学
习
数据21: 理想中的和实际的春节活动，2022年
• 在多元的数字化世界中，与家长的沟通方式快速变化
数据22: 多种多样的儿童相关app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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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活动
• 乐高推出的活动：“以提问替代讲述”
数据23: 乐高创造营，2021年
• 时尚品牌Bambini通过百无禁忌营地扩大吸引力
数据24: Bambini露营节，2021年
• 安踏成为运动专家，做家长的后盾
数据25: 安踏儿童在微博和知乎上提供专业课程及指导，2021和
2022年
• 满分牛牛打造全新健康零食品牌形象
数据26: 满分牛牛在微博上进行口腔专利益生菌无糖棒棒糖的推
广，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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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沃在课堂外推出安全教育活动
数据27: 沃尔沃小红马安全教育公益行动，2021年
• 肯德基的环保主题儿童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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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8: 沈阳肯德基环保主题儿童走秀，2020年
新产品趋势
• 童装设计师融入更成熟的想法，避免设计过于孩子气的服装
数据29: 361度儿童 x 《三体》，2021年
数据30: 安踏儿童 x 《千里江山图》，2021年
• 全球品牌正积极就性别包容性采取行动
数据31: Bosie，2022年
数据32: PacSun，2022年
• 教育设备不再拘泥于传统学习，走向数字化和专业化
数据33: 宝视德及其专为儿童设计的仪器，2022年
数据34: 科学罐头便携式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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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品牌推出专为儿童设计的车辆，以构建早期品牌识别度
数据35: 特斯拉儿童版Cyberquad，2021年
数据36: 小鹏机器马，2021年
潮流话题驱动购买
• 益智玩具和体育用品最受关注
数据37: 周边人或流行对购物的影响，2021年
• 更多20多岁的年轻家长会使用数码和童款模拟产品
数据38: 家长自己受到周边人或流行的影响购买的产品（按年龄区
分），2021年
• 低线城市中儿童对购买食品饮料和文具的购买决策更具影响力
数据39: 根据孩子提出的需求购买的产品（按城市线级区分），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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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类亲子内容和专业平台日渐流行
数据40: 信息渠道，2021年
数据41: TURF分析——重要的信息来源，2021年
• 20多岁的年轻家长出现从熟人到专业人士的明显转变
数据42: 重要的信息来源（按年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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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意的经历
• 广告夸大宣传成为关键问题，尤其在食品和个人护理产品方面
数据43: 遇到的产品问题，2021年
• 20多岁的家长重视非时尚类产品的设计之重要
数据44: 遇到的产品问题——设计/包装不合理（按年龄区分），
2021年
• 有经验的家长更强调儿童个人护理产品中广告夸大宣传的问题
数据45: 遇到的产品问题——个人护理产品（按孩子的数量区
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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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奖励
• 给孩子非物质性的奖励逐渐流行
数据46: 给孩子的奖励，2021年
• 年轻家长流行将新鲜体验作为“特别的”礼物
数据47: 给孩子的奖励——体验（按年龄区分），2021年
• 将书籍和仪器作为奖励与家长的教育程度相关性高
数据48: 给孩子的奖励——产品（按教育程度区分），2021年
养育孩子的态度
• 传统育儿理念与变化的态度共存
数据49: 养育孩子的态度，2021年
• 20多岁的年轻家长的育儿心态更开放，同时还需要独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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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50: 养育孩子的部分态度（按年龄区分），2021年
• 一线城市压力更大、焦虑更多
数据51: 养育孩子的部分态度（按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
“双减”政策对教育行业的影响
• 政府新政策带来的副作用：家长责任增多
数据52: “双减”政策的影响，2021年
• 得益于新政策，低线城市家长更加放松
数据53: “双减”政策的部分影响（按最小孩子的年龄和城市线级区
分），2021年
• 互动在线学习课程更受30多岁的家长欢迎
数据54: “双减”政策的部分影响（按年龄区分），2021年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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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F分析
• 缩写
• 专有词汇
• “双减”政策
• 《家庭教育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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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助力企业与人的成长。要了解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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