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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家对于人们来说承载了更多意义，并成为多功能
空间。随着新兴生活方式需求的出现，消费者更关注能提供
健康、身份认同和优质体验的家居产品。家居零售品牌可借
此契机，利用先进科技帮助消费者应对日新月异的品类环
境，并成为消费者重要灵感来源，甚至是深受信赖的顾问。
若品牌能成功做到这一点，那么未来家居零售市场将迎来进
一步增长。”
– 吴梦莹，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健康在价值金字塔中的重要性上升
虚拟体验引领家居零售创新
人与家相互定义

家居零售市场总体上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彰显出韧性，其中家居配饰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住房和人才引进政
策为该市场的乐观前景保驾护航。与此同时，消费升级势头不减，消费者对品质和设计的渴望将继续带动家居零售市场
增长。
封锁结束后，消费者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家。家已成为身心健康的港湾。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定时，更倾向于选择高性
价比产品，即品质上乘、设计精良且价格实惠的产品。他们考虑范围也不局限于产品本身，并愈发将家视为构成自我认
同的基本元素。未来，消费者将更愿意为包括数字和实体体验在内的品牌体验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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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与潜力并存
数据11: 家居零售市场销售额，中国，2014-2020年（预估）

市场增长动力
地方性房产和人才政策将支撑家居零售市场活力
消费升级仍是流行趋势
数据12: 人均可支配收入，2014-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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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6: “无印良品家装”和“宝龙公寓Designed by MUJI”，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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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7: 自如优品电商平台，2021年2月
宜家利用新兴的电竞趋势，打造专属空间与产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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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选择即为最优选择
购买家居零售产品时，消费者进行全渠道消费
灯具的作用日渐显著
对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需求皆有所提升

购买过的产品品类
厨具与餐具更受追捧
数据20: 购买过的家居产品，2020年11月
数据21: 购买过的家居产品，2020年11月
年轻消费者成为家居消费的支柱
数据22: 购买的家居产品品类分组（按年龄区分），2020年11月
全渠道体验对吸收和留住消费者至关重要
数据23: 家居产品的购买渠道，2020年11月

家居零售中的品牌选择
大众专业家居品牌仍具有普遍吸引力
数据24: 消费者光顾过的家居零售品牌，2020年11月
从不同品牌寻求高性价比
数据25: 购买的品牌（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0年11月
生活方式和时尚品牌正突破边界
数据26: 品牌选择——决策树分析，2020年11月

购买驱动力
高阶需求兴起
数据27: 家居产品的购买驱动力，2020年11月
数据28: Maison Margiela Replica香水营销，2020年11月
数据29: 家居产品的购买驱动力（按性别区分），2020年11月
家居装饰品和灯具蕴含增长机会
数据30: 家居产品的购买驱动力（按购买的产品区分），2020年11月
数据31: 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关于家庭光源和氛围的帖子，2020年11月
高线城市的旧房改造大有潜力
数据32: 家居产品的购买驱动力（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1月

家居风格的吸引力
通过家居风格表达自我
数据33: 选择家居产品时风格标签的吸引力，2020年11月
“简约”仍然是关键
数据34: 选择家居产品时风格标签的吸引力，2019年6月&2020年11月
数据35: 选择家居产品时风格标签的吸引力，2020年11月
拭目以待：年轻人可能对“家”有不同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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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6: 选择家居产品时工业风的吸引力（按年龄区分），2020年11月

信息渠道
综合全面的研究和复杂的购物旅程
数据37: 选择家居产品时的信息/灵感来源，2020年11月
全渠道战略前景可期
建立信任，打造社区
数据38: 好好住上的消费者社区和活动，2021年3月
评估社交媒体
数据39: 选择家居产品时的信息/灵感来源，2020年11月
数据40: 态度——在社交媒体上很火的家居产品是值得购买的（按年龄区分），2020年11月

对家居零售的态度
消费者的积极态度带来新机遇
数据41: 对家居零售的态度，2020年11月
数据42: 对“购买家居产品时，线上虚拟体验（AR/VR）能取代去线下体验的需求”的态度，2020年11月
健康是首要关注
数据43: MIRROR——镜像式家庭健身系统，2021年2月
家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数据44: 对“家居产品是个人品味的体现”的态度（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1月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购买更多地由情感需求推动
数据45: 家居产品的购买驱动力（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11月
对所有风格的态度都更积极，但尤其青睐乡村田园风
数据46: 家居风格的吸引力（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11月
社区可扮演关键角色
数据47: 选择家居产品时的信息/灵感来源（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11月

附录
附录——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
数据48: 家居零售市场重要细分的零售销售额，2014-2020年（预估）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
CHAID分析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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