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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卖家成功的要素之一就是了解消费者的需求，独具慧眼，精准产品。特别是从 2017 年开始，不断有卖家加入到

亚马逊全球开店的项目中，使得产品同质化加重，市场竞争变得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选品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本文中，Jungle Scout 的资深卖家将和大家分享他是如何用 4 种方法寻

找 Niche（译作：利基市场）机会，收集市场信息，并通过大数据分析来选品，在竞争中独辟蹊径，获得成功

的。在文章的最后我们也挑选出了 1,038 个利基市场机会，如果您没有时间通读全文，也可以跳到电子书的最

后，直接查看这些利基市场机会…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什么是利基市场，为什么我

应该关注它？ 

利基市场是由一个具有相似特征的市场消费人群组成的。 

无论是基于兴趣爱好、地理位置、风俗文化、人口特点还是特殊需

求，这个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点，因此他们被定义为一个独特的利基

市场。 

“一个利基市场是一个具有相似特征的细分市场” 

有很多方法来分割一个大的市场并找到具有潜力的利基市场。 如果你

能够对人们不同的行为和兴趣 

进行切分，分析潜在的利基 

市场，就很容易定位属于自己 

的消费群体，并设计出适合 

这个市场的产品，对该消费群 

进行精准营销。 

举例来说，Google AdWords 

平台根据人们的行为和 

兴趣爱好进行分类，并称之为 

“Affinity Audiences”，如图示： 

通过分割一个市场，创造利基

市场，电商们可以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找到机会。 

利基市场 & 亚马逊卖家 

为什么要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场？ 

“连线”杂志的执行总编凯文 · 凯利在他的文章 -“1,000 个真正的粉

丝”- 中曾简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只需要 1,000 个真正的粉丝就可

以成功的打造一款产品。 

在互联网上找到 1,000 个人并不难。当然为了找到高利润的利基市场，

我们要找到多于 1,000 位对特定主题感兴趣的人。 

然而，对于寻找一个有利可图的细分市场来说，需求大并不一定代表一

定好。卖家们需要在足够的需求与可掌控的竞争之间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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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评估利基市场，我的判定方法是： 

有足够的需求:  

有足够的消费者在亚马逊上

搜索一款产品，我们可以每

天至少卖出 5-10 件产品。

没有过度竞争:  

选择没有饱和的市场，最好

有发展和改进的空间，避免

商家之间的过度竞争。

可以销售实体产品: 

要在这个利基市场找到能够销

售实体商品的机会。一般情况

下，不建议在亚马逊上卖虚拟

商品，比如音乐和电子书等。 

有其他可以 

    获利的方式: 

稍后会做详细解释

Jungle Scout 的创始人 Greg 曾在一个 4 分钟的短视频中向大家介绍了寻找潜力商品

的 7 个步骤。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推荐你去看下另一个长视频（1 小时 17 分钟）。 

视频里记录了 Greg 一步步寻找产品点子并最终找到了“bamboo marshmallow sticks 

(棉花糖竹签)”这个利基市场并在第一年就卖出了 20 万美金的具体细节。 

*请注意：视频目前是在 YouTube 平台播放的，部分地区的用户需要使用 VPN 来观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kQ9dqe-nU&spfreload=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kQ9dqe-nU&spfreload=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zroJzik8s&t=134s


5 

寻找利基市场来源#1: 利基社区 

在美国，提到在线论坛和社区，首先要看

Reddit。Reddit 被称作互联网的首页， 对于那

些不经常使用 Reddit 的人来说，你会惊讶的发

现 Reddit 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论坛，里面有

一个个分论坛，专注于讨论特定的主题，被称之

为“subreddits“。 

这是一种寻找能赚钱的利基市场的好方法。假如

你找到的商品可以满足这个利基市场的需求，这

个分论坛的用户们就将成为你在亚马逊上的潜在

客户。 

Reddit 拥有海量的 subreddits。为了便于筛

选，你可以在这个 Snoopsnoo 网站按照关键词

查找相关主题的分论坛及其概述；或者你可以打

开一个大类，浏览该大类下面的所有相关的话题

和小组。此外，你还可以在 subreddits 这个页面

上看到所有新的或者热度较高的 subreddits。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Lifestyle 这个主题（来自

Snoopsnoo 的 subreddits 列表）： 

我发现 Survival 这个类别非常有趣： 

即使在查看次级目录的描述时，你

也可以找到一些好点子。 

只要看一下上面的截图，特别是 

/r/homestead 这个主题, 你就可

以找到以下的话题: 

Aquaculture 

Wildcrafting 

Woodstoves 

Welding 

Green woodworking

http://snoopsnoo.com/subreddits/
http://snoopsnoo.com/subreddits/
http://snoopsnoo.com/subred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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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straw bale homes (稻草房)？从
小成长在城市的我们，从来不会想到
稻草房这种东西，更别提它可能引发
的火灾隐患以及相关的产品需求！ 

下面我们来实战一下，一些研究
“welding(焊接)”这个话题。 首先打
开亚马逊的页面... 

亚马逊会自动填充并显示 
一些以“welding”打头的 
搜索较多的关键词。  

如果我们只输入一个词语 
“welding”，我们可以 
看到右图的搜索结果: 

正如你从页面左上角的类别中看到的，直接搜索“welding”这个

词，得到的产品搜索结果是属于“Tools & Home Improvement (工

具和家居装修)”这个类别中的。 浏览页面时，我们可以在焊接这个细

分下找到一些产品的关键词： 

• Welding apron

• Welding bib

• Welding sleeve

• Welding hammer

• Welding gloves

• Welding clamp

首先，打开 Jungle Scout 的插件，查看这个关键词下搜索结果的预估

每月平均销量、评论数量、评论分数、卖家类型、FBA 费用，以及竞

争卖家的数量，来整体评估这个利基市场是否具有潜力，新卖家是否

还有进入的机会。 

下面是 Jungle Scout 对“welding apron” 这个词的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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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elding Apron（焊接围裙）的分析数据，我的想法是：

• 从大部分产品的预估销量来看，需求良好。特别是插件预测

这个市场具有中等需要、低竞争的特点，机会分数是 8 分，

值得继续研究。

• 搜索排名 12 的 Bruella 应该是新品，目前有 165 条评论，

通过广告推广销量相当不错，每月预测销售 1,734 件。

• 对这个利基市场和主要品牌我一无所知，但会很好奇，想要

研究一下 Hudson Durables 和林肯电气，因为他们在搜索

结果中排名第 3 和第 9 的两款产品销量居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Jungle Scout 对于 “welding sleeves”的分

析结果： 

• 销售数量大大低于上述的 welding apron。

• 从畅销品和其评论数量来看起来，这不像是一个竞争激烈的

利基市场。

• 价格区间较大，从 8.5 美元一直到 53.99 美元的产品都有。

看起来整个焊接领域都有一些好的产品，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读一些买家对这些产
品的评价，并深入分析产品需求和市场机会。 

你可以不断重复这一过程，通过 Reddit 来找一些利基社区，研究其相关的话题
和亚马逊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并评估这些利基市场是否可以给你带来机会。 

需要留意的是，你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在 Reddit 花很多时间......不知道这是

好事还是坏事？🙂

寻找利基市场来源#2:从 Flippa 上找到利基网站 

寻找利基网站是挖掘亚马逊产品机会的另一种好方法。在互联网上随机地

找一些网站听起来不容易，尤其是有些时候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寻找些什

么！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通过一些像 Flippa 这样的网站交易市场来搜集

信息。 

Flippa 是一个可以购买和出售网站的地方。最酷的是，你可以看到一些

网站的关键信息，如网站的网址、流量、和销售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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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需要找的是能在亚马逊上销售产品的利基市场，因此要优先筛

选出一些通过亚马逊、电子商务平台和配送中心来获利的网站。 这样做

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找到具有商业价值的利基市场。 

你可以设置相关的筛选条件

以缩小范围: 

事实证明，市场

上有成千上万的

网站亟待出售: 

我们来看看几个筛选出来的网站: 

supportwear.org - 医疗支持产品（背部，脚踝，腕部支撑产品） 

formula113.com - 汽车护理产品 

thefriendlypaw.com – 宠物产品 

iceproud.com – 与制冰相关的产品 

Medicspro.info - 医疗设备，孕妇护理，保健产品 

观察这些网站时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1. 有没有具有潜力的产品或利基市场？

2. 在这些网站上，哪些产品销量最好？

例如，从 Supportwear.org 
网站上可以看出它主要出售 
磁性背部支撑相关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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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网站在其主页上列出了几款畅销品。 磁性背带是我以前没听说过的，

或许有一些市场潜力？我在亚马逊中搜索“magnetic back support

“后点击 Jungle Scout 插件，看到了以下的分析结果: 

基于上面的数据结果，我的观点是：  

• “magnetic back support”产品的销量并不是很大， 也许

我们应该尝试搜索一些更广义的词，如“back brace”，

“back support”或“lumbar support”。 搜索这些词会不

会看到更多的需求？ 

• 产品中有些价格较低，定价是否是市场竞争的关键？ 

• 搜索结果中有相当一部分评级较低的产品，有没有机会改进？ 

下面，让我们看看 Formula113 这个网站，是否有我们可以参考的

汽车或汽车相关的产品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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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是在亚马逊中搜索“detailing tools”时插件显示的分析结果: 

• 看起来有几个卖家已经主导了这个利基市场，产品销售主要分

布在少数几个卖家中。

• 某些产品属于房屋改善、天台、草坪和花园这个品类的，而非

汽车品类。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和搜索“detailing”

时一样，出现了与汽车完全不相关的结果？

• 整体看来这个市场的需求不是很大。

重复这个过程 

您可以不断重复这个过程，识别有价值的利基网站，挑选网站上畅销品，并查看其在亚马逊上是否有市场机会。正如你所看到的，有时你可能会发现关

键词分流或者其他的产品机会，比如“detailing”这个词出现在了两个不同的品类之中。 

目前我还不确定刚刚简要分析的两款产品 - 磁性背带和汽车护理工具 - 是否符合高需求和低竞争的条件，但是，我们可以多花一些时间来更深入地研究

这些利基市场，以找到一些好的产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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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利基市场来源#3: 利基博客主题 

通过浏览 Flippa 来找利基市场可能会花费大量的

时间，不够高效......那么我们是否能够直接找一些

热门的博客话题，并且从那里得到启发呢? 

答案是可以的! 如果说 Reddit 是一个按主题整合

论坛内容的平台，那么 Alltop 就是一个按主题组

织整合博客的平台。 

我从 Alltop 中收集信息，整合出了一份含 238 个

细分主题的列表，放到了最后一页的表格中。希望

这些信息会对你搜索利基市场有所帮助。以下是

Alltops 的一些主题: 

你应该怎么使用 Alltop 的这些信息呢? 

1. 使用亚马逊找到相关的产品创意

你可以从 Alltop 找到一些关键字，将其输入到

亚马逊，就像我们在上一个例子中做的那样，

来识别一些利基产品创意的好方法。 

2. 使用一些免费的关键字工具来找点子

有一些很棒的免费的关键词工具可以根据用户搜

索的关键词提供其他相关的关键词。这些工具有

ubersuggest，keywordtool.io 和 LSIGraph。 

3. 通过预估的销售额来识别产品机会

Jungle Scout 的 Web App (网页应用)和

Extension(插件)可以提供销售预测数据，快

速的评估一个利基市场产品。另外，Sales 

Estimator 是 Jungle Scout 提供的一款免费

的免费工具，大家可以通过输入品类名称和

ASIN 来查找数据信息。 

深入挖掘利基市场 

让我们深入研究一些利基市场，看看是否可以找到

一些好的想法。我想选择一些拥有忠实用户的市

场，因为这样可能还会挖掘到一些同类产品或产品

配件的需求。符合这个条件的利基市场有很多，让

我们先尝试对 Needlework 这个细分进行搜索。 

从刚刚提到的 Ubersuggest 这个网站开始，在

搜索栏中输入“needlework”这个词后，出现

了数百个包含“needlework”的搜索结果:

https://alltop.com/
https://www.junglescout.com/estimator/
https://www.junglescout.com/estim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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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结果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与利基市

场相关的关键词中出现了一些实物产品的名词，例如: 

Needlework bag 

Needlework supplies 

Needlework patterns 

Needlework canvas 

Needlework gloves 

让我们先记下这写关键词，以便稍后继续研究。 

接着看 Keywordtool.io 为我们提供了哪些与“needlework”

相关的关键词。 

Keywordtool.io 有一个很酷的功能：它提供了一个选项，用户

可以选择只在亚马逊的搜索引擎中搜索相关的关键词。 就是说

这些消费者们曾在亚马逊上搜索过这些词来寻找他们需要的产

品，这体现了用户的购买意图。 

把这些关键词记下来: 

Needlework storage  

Needlework pouch  

Needlework project bag 

Needlework magnifying glass 

目前，我们已经收集了一些产品的点子，渐渐地有了一

些想法，不再是一片茫然了！ 

接下来了解下 LSIGraph 

这个网站的功能。  

LSIGraph 很棒，因为它会 

自动生成与主要关键字 

相关的单词以及短语。  

因此我们可能会发现 

一些隐藏的利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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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IGraph 向大家展示了一大堆搜索词，除了之前提到的关键词，还有“

embroidery”，“needlepoint”，“tapestry”等等。 

我们可以不断通过 Ubersuggest, KeywordTool.io, 和其他的一些工具

(Keyword Tool Dominator 同时具有搜索亚马逊关键词的功能)来寻找

产品创意。 

Answer The Public 是另一款工具，它为你提供了某个关键词的常见问题

列表，以及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关键词列表: 

这款工具非常有用，可以帮助你了解人们对这个利基市场提出的所有问

题。另外，你可以分析这些问题是否频繁出现，你能否生产出更好的产品

来解决它，或者通过捆绑销售来满足这些需求，同时提高销售额? 

寻找利基市场来源#4: 通过 Jungle Scout 的 Niche Hunter 

随着我们不断的搜索话题和关键词，找到了一系列有潜力的利基市场，并

列出了一份表单。但是这些过程比较花费时间，通过 Jungle Scout 的

Web App 中 Niche Hunter 的这个功能，你可以更快的找到这些答案？

Niche Hunter 整理了数千万个数据点和销售趋势，并为卖家们找到了

300 万个利基市场机会。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我们按产品类别以及各种产品属性，如每月出单量、

价格、关键字等对这些利基市场进行排序。 另外通过独家的算法，您可以

直接查看一个利基市场的机会值、竞争程度以及产品 listing 的质量来评估

这个市场机会，进行快速筛选。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 Niche Hunter 中可使用的一些过滤器:

http://www.keywordtooldominator.com/k/amazon-keyword-tool
http://answerthepubl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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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 Niche Hunter 中随机抽出了 5 个利基市场来研究: 

Camelbak bottle brush 

Sinus relief spray  

Hair protein therapy  

Baby teething biscuits  

Plant desk 

作为一个刚刚长牙的婴儿的父亲，“婴儿磨牙饼干”看起来很有趣 … 

Niche Hunter 使我可以快速浏览与这个利基市场相关的数据，包括销售

量，市场竞争，Listing 质量和机会分数，以对其进行评估。 不同颜色的彩

条代表了这个利基市场/关键词在相应指标下的分析结果。 

通过点击一个利基市场，你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例如该关键字排名前

10 位的产品，其销售额在这些卖家中的分布状况、价格、和其他相关关

键字以及对该关键词的市场潜力分析等。 

下面是我在亚马逊中搜索“磨牙饼干”时看到的结果：

不确定我是否喜欢这一利基市场，因为它是食品产品（意味着要在亚马

逊上销售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并且在搜索结果的首页我看到了一些

知名的品牌。 

但也许还有其他与磨牙相关的物品是我可以开发的实体产品。 这就是

Niche Hunter 给卖家们带来的机会和便捷– 从一个泛泛的想法开始，

快速的挖掘出各种隐藏的利基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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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验证你的利基市场和产品

需求 

目前，你可能已经有超过一千个利基市场的点子了。 如何确定一个利基市
场（以及构成 niche 的产品）是否值得你推出产品呢？ 

答案很简单：分析现有的需求和人们对这个利基市场的兴趣。 

首先，我们来研究下人们是否真的在搜寻和这个利基市场相关的信息。 目
前，还没有可靠的工具可以直接查到亚马逊某个关键词的搜索量。 如果一
家公司声称他们有这样的数据，那绝对不真实，因为这些数据亚马逊还没
有公开。 

利用 Google 的工具 
我们可以使用 Google 提供的免费的 Keyword Planner。目前，这个工

具提供的数据有限，除非你在 AdWords 做广告并且广告费用超过特定金

额。 

你可以在 AdWords 帐户中访问它。 一旦输入一个或者两个关键词，

Google 就会提供该关键词和其他相关关键词的月搜索量。 不过，要注意

的是，谷歌从来不会完全公开某些数据，况且 Keyword Planner 的主要

目的是让广告客户在媒体上做更多的付费广告。 

即便如此，我们先来看看刚刚收集的关键词“welding aprons”在

Keyword Planner 的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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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刚刚看到的，在谷歌中“welding apron”这个词的月搜索量是

1300 次。 此外，你还可以查看这个词的相关关键词的预计月搜索量。 这

些数据对于我们评估总体市场需求非常有用。 

另一个有用的工具是 Google Trends，可以用来查看关键词的长期

搜索趋势。如下图所示，“welding apron”这个词的搜索量呈现了

增长的趋势，这个基于 

在谷歌浏览器中搜索 

这个关键词的人数 

来计算的。 

峰值显示它有点周期

性，并不代表趋势上

的大起大落。 当我们

在 Google Trends

中查看“welding”

一词时，便验证了这

个观点。 

预测亚马逊的销量值 

知道谷歌关键词的月搜索量固然好，但它终究只能间接展现特定利基市场

的需求。 所以，让我们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切入，直接找出亚马逊上某一

关键字下产品的销量。 

Jungle Scout 的插件和 Web App 可以即时的提供这些数据。 如果在亚

马逊上搜索“welding apron”，你可以从 Jungle Scout 上直接看到搜

索结果中每件产品的相关数据： 

当然，Jungle Scout 也提供了一款免费的工具，叫做 Sales Estimator，

你可以在选择几款产品，然后将它们在该品类中的最佳排名输入到 Free 

Jungle  Scout Estimator 中，累计计算这些产品的预估销售额。

https://www.junglescout.com/estimator/?utm_source=ebook&utm_campaign=1038_niches
https://www.junglescout.com/estimator/?utm_source=ebook&utm_campaign=1038_ni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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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马逊上，

你可以在产品

详细信息中找

到其最佳卖家

排名（注意是

主品类，而不

是子品类）。 

一旦你找到最佳卖家排名，可以将其输入到该品类的估算工具中，然后查

看每月的预估销量。这款产品完全免费！ 

最后: 如何通过一个赚钱的利基

市场获得更多的利益呢？ 

当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证明你已

经找到你的利基市场并且经营的很成功

了! 

一旦你找到适合的利基市场，应该如何利用它赚钱？ 

当然赚钱的方法有很多，每个方式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但请记住凯

文 · 凯利的话，你只需要 1,000 名真正的粉丝就可以打开你的生意

之路。 

未来，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些方法，但整体来说上，您可以通过

以下 10 种方式获利并发展自己的利基市场： 

1. 销售与利基市场有关的产品（通过亚马逊，独立站，或其他平台）

2. 创建一个利基博客：在你的博客上出售付费广告位（通过

AdSense）

3. 通过利基博客推荐产品来赚取亚马逊产品推广的佣金

4. 销售与你的利基相关的其他附属品

5. 在利基博客上出售软文广告位给赞助商

6. 写一本与你的利基相关的电子书

7. 销售与你的利基相关的课程

8. 成为你的利基领域的顾问

9. 创建与你的利基相关的付费论坛

10. 售卖你的利基网站 （通过前面提到的 Flippa）



利基市场机会表单 

恭喜你了解到寻找利基市场的 4 种方法！前文提到，我们通过Alltop 和 Jungle 

Scout 的 Niche Hunter 找到了 1,038 个有潜力的利基市场机会，并上传到了 

Google 表单上面。 

你可以点击下方的按钮直接获取，也可以尝试 Niche Hunter 寻找利基市场的产

品机会。购买 Web App 后的 14 天内可以取消购买，申请免费退款。 

祝您找到好的产品机会,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发邮件至客服 support@ 

junglescout.com。我们有中文客服，可以直接用中文提问。 

*注意：本文中涉及到的视频需要在 YouTube 中打开，同时利基市场表单需要在 Google 表单上

打开，建议您在打开这些链接时使用 VPN。 

立即查看 1038 个利基市场和产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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