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五目标&类目重点

目标：翻倍增长
关键词：用户出发、性价比、分类目聚焦

童装类目

玩具类目

童鞋类目

用品类目

性价比

丰富性：看得懂/质感

踩价位段

选爆品



高性价比引流款很重要！！

爆款&长尾款 销售额占比

爆款-引流 其他-长尾

爆款引流 + 长尾款带销售额
= 黑五销售UP UP UP ！

在去年，站内童装爆款带起了20%的销售额，
长尾款带起了80%销售额。商品详情页的推荐列表
流量产出占比近60%。所以建议可以每个店铺有几
个高性价比的爆款引流带动整体店铺其他商品的
销售。

站内童装商品数30w+，沉底商品70%-80%没
有流量→有持续流量的引流款+商品详情推荐的商
品+店铺复购=持续的销售

备注：爆品=好的商品+好的价格+流量机会（含运气成分）→前期：多测试爆品、快速反应精细化运营



爆品&新品曝
光靠前

潜力新品要抓住新
品流量期机会提高
转化率：折扣/商
品描述/图片优化

活动选品：
有销量基础
的爆款为主

商品流量来源



购物车可以跳转到店铺首页商品详情页推荐是店铺商品

引流款很重要！



需要商家配合：

活动前：识别自己店内引流款（提前上新测款累积销量基础)
✓ 价格复盘&折扣→活动or新品流量曝光

✓ 尺码/龄段/性别优化→方便搜索曝光

✓ 图文优化→提高转化

活动开始：选优质的商品招商后台打折

•评分≥1，近30天异常率2%以内
•用户体验好
•商品描述准确

•性价比高的商品
•同等款式、同等质量前提下，成本价格更低优选（普通款：7折以下/采购价40以内）
•有销售基础，7天销量50以上为优
•同款只选1件，符合用户需求的差异化款有被选中机会

• 转化率高的商品
•优质店铺，能承接活动流量：店铺评分>1 异常率
<2% 款数100以上
•图文并茂、描述清晰的商品：尺码/尺寸/功能等

活动选品
关注



⑴童装类目——负责人：子夏

⑵玩具类目——负责人：老陈

⑶童鞋类目——负责人：跳跳



●童装用户群特征
●热销类目结构
●热销商品特征



童装整体概况

黑五是中东地区最大的购物狂欢节。此时，也正值换季，商家朋友们可以开始多上一些商品，
测试出爆款，热销款，为黑五冲量做好准备。

• 妈妈们会在购物节给孩子们买衣服囤
货

• 一个大家庭孩子比较多，妈妈们购买
的件数会比较多

• 因为女人们很多没有工作，日常聚会
多，所以童装除了日常穿着的需求还
有小部分送礼的需求

• 黑五 属于中东的秋冬季节，所以主销
售的为秋冬款的服装

• 中东南部国家（如沙特首都利雅得），
总体气温比较高。偏北部一点的地区，
如（约旦 – 安曼）
会稍微偏冷一点，也会下雪。

（截图来自www.tianqi.com）



童装黑五类目概况

以下为黑五期间童装的重点类目：
建议：商家可根据自己的强项，调整商品结构。

冲量的类目需要：品多，具备性价比。
热门 的类目：有，精。



热销款式类型分享

• 以下为去年黑五的热销商品及近期热销商品，大家可以通过这些热销
的商品去理解Fordeal平台的用户喜好，希望给大家选品提供一些方
向参考。

• 请勿盲目跟随上架截图中的商品。截图的商品都是去年的热销或是已
经在站内热销的商品，再上一次未必能就能很好的出单，希望大家能
够拓展更多热销类型的新品，打造自己的爆品。



热销款式类型分享

以下列举部分去年活动中单量超1000以上的商品：采购价格15-40RMB



热销类型 – 套装



热销类型 – 套装



热销类型 – 裙子



热销类型 – 裙子



热销类型 – 居家保暖类



热销类型 – 亲子装



热销类型 – 外套



热销类型 –裤子



热销类型 –哈衣爬服



缺品类型



⚫ 热销类目
⚫ 机会类目
⚫ 潮流点
⑴动漫连续剧&电影
⑵抖音/YOUTUBE等媒介
⑶要求-主图优化



类目维度 本商品快报，会把近期热销的商品点，给到各位商家。商家可以通过这
些热销的商品去理解Fordeal平台的用户喜好（对产品功能的爱好，价格的
接受度等），进而指导商品的选款或开发。

以下热销类目类目选品宣导，以龄段、性别分成人、女孩、男孩对应类目；
成人：聚会/魔术/cosplay用具
女孩：彩泥/过家家玩具、毛绒玩具
男孩：电子/发光/充气/整蛊玩具、模型、电动/遥控/惯性/发条玩具
共通：儿童包包

机会类目共3个大方向，分别是娃娃/盲盒、早教音乐类、运动互动系列
盲盒：“停不下来”的销售增长，复购率高
早教音乐类：我司童装爬服类商品销售增速明显，目标人群体量逐渐增大
运动互动系列：中东party聚会多，互动竞技类商品的需求有持续增长

其中，热销类目销售贡献占比79%，机会类目销售占比20%，其他占比9%；

我们坚信玩具类目在10月11日开始保持增长，在黑五达到巅峰！ 使命必达！

热销类目

机会类目

其他类目

类目销售贡献占比-近一季度



类目维度-热销类目-成人-聚会/魔术/cosplay用具

聚会装饰道具
热销供货价位：10元以内
PS：请放在此子类目：其他聚会装饰

演唱会相关商品
PS：国庆节前此类商品禁售

魔术表演道具
热销供货价位：10元以内
PS：动图做主图，以展示商品功能性

人偶服，充气服饰
热销供货价位：100-200元
PS：尺码备注清晰



类目维度-热销类目-女孩-彩泥/过家家玩具

大众引流款：彩泥
热销供货价位：10元以内
PS：1、挖掘更多款式（主图展示要丰富性）

2、拓系列，如太空沙、魔术沙、磁性泥等

热销系列：化妆系列、厨房系列、医生扮演系列
热销元素：迪士尼系列最受欢迎，商品偏粉色系
热销供货价位：20-50元，部分高价位套装商品亦有一定的市场
PS：商品详情图展示商品所有配件，以其功能丰富说明



类目维度-热销类目-女孩-毛绒玩具

热销IP：鲨鱼宝宝、独角兽、BTS、皮卡丘、迪士尼系列、漫威系列等
热销功能：发光、带音乐、实用性（坐垫、取暖）
热销供货价位：10-30元
PS：不建议上大体积商品，物流成本过高



类目维度-热销类目-男孩-电子/发光/充气/整蛊玩具

背景：中东地区日常聚会互动多，人们喜欢聚在一起互动，此类商品受众多

热销款式：各式各样的创意、互动、恶搞类小玩具

热销供货价位：10元以内，复购率高，购买件数多

PS：主图最好带商品卖点展示，及操作步骤。



类目维度-热销类目-男孩-模型

交通工具模型
热卖系列：汽车、单车、摩托车、飞机、工程车等
热销供货价位：集中20-50元
PS：1、主图要展示商品的核心功能，如回力效果、车灯发光等

2、拓系列，如仿真停车场，产生联动销售

仿真动物模型
热卖系列：恐龙
热销供货价位：集中15-30元
PS：以仿真为主，部分带有发光功能



类目维度-热销类目-男孩-电动/遥控/惯性/发条玩具

电动/遥控系列
热卖系列：遥控车、遥控船、机器人
热销供货价位：集中100-200元
热卖功能：手势感应控制、两栖、爬墙、漂移、早教（机器人）
PS：1、商家发货须不能发干电池

2、常规造型、功能商品市场需求不大，挖掘新款商品

回力玩具
热卖系列：带卡通/IP造型的惯性系列小玩具
热销供货价位：集中在10元以内
PS：主图带回力效果



类目维度-热销类目-儿童包/背包/箱包

热销款式：双肩包、斜挎包、腰包，分两类
热销元素：亮片、印花、蝴蝶结、绣花、字母
热销风格：卡通（LOL、堡垒之夜、蜘蛛侠、独角兽、迪士尼、汽车总动员）、明星效应（BTS）、三件套
热销供货价位：30-50元
PS：多件套书包需求旺盛，可结合IP



类目维度-机会类目-娃娃/配件

娃娃系列
热卖系列：仿真婴儿娃娃、公仔小娃娃
热销供货价位：前者集中150-200元，后者10元以内
热卖功能：换衣功能、情景模拟
PS：可上新冬装类娃娃

盲盒系列
热卖系列：惊喜娃娃系列、彩虹独角兽系列
热销供货价位：10-30元
PS：盲盒粉丝忠诚度高，复购率高。
目前彩虹独角兽系列销售增长快速



类目维度-机会类目-早教/音乐/智能玩具

热销款式：早教教具（种类较多）、儿童音乐器材
热卖功能：发光、发声系列
热卖供货价位：早教教具集中在10-30元，儿童音乐器材集中100-150元

PS：母婴童装爬服销售增长迅速，此类目商品有一定的需求用户
故积木、串珠、拼图、配对、响铃、布书、爬行垫等婴儿玩具接下来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类目维度-机会类目-户外运动/休闲/传统

运动竞技系列

热销系列：跳跃类、球类（篮球、足球）、战斗陀螺、悠悠球拳击、飞镖等
热销供货价位：10-30元
PS：主图以小朋友互动场景图为主，可刺激客户购买多件

儿童帐篷

热销系列：六角帐篷、隧道球池
热销供货价位：100-150元
PS：配上灯光的主图，点击转化
率相对较高



类目维度-小结

每个商家，应根据自身类目优势、供应链资源等客观条件

聚焦1-3个热销类目

关注1-2个机会类目

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专注和聚焦的力量



补充-3个维度

1、动漫连续剧&电影：
⑴今年是动漫电影元年，接下来陆续有知名IP电影上映

⑵从近期用户主动搜索量数据，可了解用户从动漫连续剧获取购买方向的需求逐渐增大

2、抖音/YOUTUBE等媒介：
⑴我司75%的推广素材来源抖音

3、要求-主图优化：
⑴同款商品，优秀主图的点击率高于主图未优化商品1%-2%（平均点击率为1.5%）



补充-动漫连续剧&电影

动漫影视，对IP类玩具产品有很强的带动性。按有关统计，动漫影视IP衍生玩具已占市场30%份额；

《冰雪奇缘2》、《玩具总动员4》、《皮卡丘大侦探》等多个深受消费者喜爱的动漫IP新片即将上映 ；

多关注国内外动漫连续剧或者电影，近期爆点：纸钞屋、玛莎与熊、小白猪Booba Buba 等等



补充-抖音/YOUTUBE等媒介

背景：我司推广部门，有75%的素材来源于抖音，且商品订单爆发性高！

中东顾客对此类新奇商品需求高，且价格敏感度低，但爆品生命周期一般只有2-4周；

PS：快速挖掘新款，并以合理的价格为基础，可迅速抢夺空白市场



补充-主图优化

如何在线上，向一无所知的中东朋友，介绍某个玩具强大的功能性？
主图优化，责无旁贷！

优秀的主图：有使用场景、展示核心功能卖点、操作步骤说明

1、主图换成gif动图，商品点击转化率有明显提升，各位可参考并操作；
2、主图及详情图优化方向，可在我司论坛查阅“主图优化”文件



补充-小结

努力挖掘爆款线

更认真优化主图

因为，我们不想与爆款擦肩而过



◆ 1  类目介绍
◆ 2  热销商品特征
◆ 3  竞品热销款
◆ 4  中东市场介绍



• 目前热销类目是运动鞋&凉鞋，随着气温的变化，在10月份靴子会开始持续增长；
• 中东由于地形和气候的特点，比较偏好运动鞋，尤其在夏季，比较喜欢透气网格运动鞋；
• 学步鞋近几个月持续增长，用户需求增长，整个平台婴幼商品增长，目前学步鞋较为缺失；

童鞋各子类目销售占比

类目情况



热卖产品的采购价集中在20-30元，其次是30-50元，而卖家在这两个价格带产品依然不够丰富；

热销品特征



去年黑五流行趋势



去年黑五流行款式

常规款

大牌同款

亮灯鞋——蝴蝶结、卡通图案、粉红色



类目热销-运动鞋-飞织网格

元素：飞织透气网格

热销供货价位：20-30元以内

款式：一脚蹬



类目热销-运动鞋-飞织网格

元素：飞织透气网格、亮灯、IP卡通、字母

热销供货价位：20-30元以内

款式：一脚蹬、系带



类目热销-运动鞋-大牌同款

Adidas、gucci、巴宝莉、华伦天伦，重点可拓adidas的各个系列

热销供货价位：20-30元以内



类目热销-运动鞋-基础款老爹鞋

元素：网格、魔术贴、亮片、字母

热销供货价位：20-30元以内

款式：厚底老爹鞋



类目热销-运动鞋-亮灯鞋

元素：轮滑、亮灯、魔术贴、翅膀

热销供货价位：80-100以内

元素：魔术贴、迪士尼&蜘蛛侠

热销采购价：20-40元



热销类目-靴子-雪地棉

Ugg同款

款式：中帮&低帮

元素：亮片、侧边扣子、系带毛球、毛边

热销采购价：30-40元



热销类目-靴子-短筒马丁靴

款式：短筒靴

元素：羊羔毛外翻、系带、

热销采购价：30-50元



热销类目-靴子-时尚靴子

款式：短筒靴

元素：流苏、花边、毛线边、英伦风

热销采购价：20-40元



机会类目-学步鞋

元素：魔术贴、花朵、蝴蝶结、印花、大牌同款

热销采购价：10-20元



基本款：魔术贴、网格、字母、刺绣

其他平台热销品-缺失



热销款：魔术贴、亮灯、亮片、网格、老爹鞋、大牌同款



➢ 中东市场Fordeal



怎么了解市场

• 社交渠道 Snpchat TikTok Face book Google Instagram Pinterest  YouTube…

• 中东或同类母婴电商平台 Jollychic SHEIN  Patpat mumzworld babyshop Noon 

Souq … 

• 游戏 堡垒之夜 侠盗猎车手 进击的巨人 。。。

• 影视&漫画&IP 进击的巨人 惊喜娃娃 蜘蛛侠 。。。

• 全球性大品牌 古驰 LV  莫斯奇诺 斐乐。。。

• 动画 鲨鱼宝宝 小马宝莉 玛丽和熊。。。

• 站外第三方信息&数据 谷歌趋势 海鹰数据 CaptainBI 。。。

中东市场信息渠道



不上班，平时
基本没有娱乐
活动，唯一的
娱乐活动就是

聚会

家庭观念重，
聚会会互相送

礼物

线上喜欢使用
netfilx看剧

主要使用
snapchat，

whatapps则属
于比较正式的
聊天工具，

无任何收入，
全靠丈夫每月
给少许零花钱

消费人群

主妇



季节性-童鞋

问题：什么时候热卖什么品类?

根据以往的销售数据结合气温的转变，这里把带有季节属性的品类，整理了热销时间节奏。
可以跟进热销的时间点，提前上新做好准备。



避开禁售品

带有猪
的图案

带有 酒
瓶图案

带有 大
麻叶图

案

带有 六
芒星图

案

图片和服装
图案带有大

牌LOGO

带有正人
头像的图

案

带有 十
字架图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