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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80、90后为主的低线城市家长的育儿观已经有了明显的
变化，他们意识到原生家庭对孩子成长的重大影响，很多家
长选择母婴社区作为首席‘育儿帮手’，从中获取‘经验之谈’来
更科学地养育孩子；孩子也逐渐成为现代家庭的核心，从现
阶段的产品选择到他们未来的人生规划，孩子的独立意志愈
发被尊重。”
– 邵愉茜，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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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象（0-3岁孩子的消费）
岁孩子的消费）
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4-12岁孩子的消费）
岁孩子的消费）
亲子休闲活动的选择
对孩子未来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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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低线城市家长的育儿观和育儿方法和他们父母辈有明显的不同。比起只靠学校老师教，80、90后父母更多参与
到孩子的教育中；比起借鉴长辈的老方法，他们更信赖母婴社区上的 “经验之谈”；比起凡事替孩子做主，孩子的意见和
独立性在消费、决策中更受关注。母婴品牌需要做的是给予低线城市家长更多实用的指导，少一点销售套路，多一点真
诚沟通。
本报告通过定量（基于2019-2020年多份英敏特报告的定量数据）和定性分析（基于2020年对10个三线或以下城市的
10位被访者的深入访谈），分析不同线级城市消费者的异同。本报告主要探讨了低线城市家长的育儿观和育儿方法，以
及在选择孩子产品和亲子休闲活动时的考量，同时结合一系列商业案例阐释了母婴品牌和零售商在低线城市增强竞争力
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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