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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奢侈品配饰的流行特点和风格

“近年来，奢侈品配饰一直是消费

• 奢侈品品牌和非奢侈品品牌的配饰消费情况对比

者送礼和犒劳自己的首选。不

• 奢侈品配饰购买渠道
• 消费者购买奢侈品配饰的目的和动因
• 消费者对购买奢侈品配饰的态度
奢侈品配饰是消费者展现自身品位和大方的送礼首选。奢侈品品牌投入大量资源，极
力宣传拥有奢侈品配饰的精致生活。过去，消费者可能因一时冲动而购买奢侈品配
饰，如今这类购买决策变得更为慎重。
在奢侈品配饰领域，中性偏好和国潮趋势日益流行。比起欧洲风，消费者越来越青睐
融合中国元素的产品。此外，消费者对于分性别服饰的传统审美也在发生变化：消费
者希望体现身份认同感和自由感，因此无性别配饰如今更受欢迎。
此外，消费者还对二手奢侈品配饰感兴趣。人们对二手商品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和包
容，特别是一线城市消费者和高收入者。

过，消费者的态度和购物习惯在
不断变化：购买决策变得越来越
理性，在选购品牌时也会进行更
全面的考虑。消费者会欣然接受
能带给他们身份认同和独特性的
产品，即使购买二手奢侈品也会
如此，因为他们希望在自身与品
牌和产品之间建立更深刻的连
结。”
– 董文慧，研究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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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增长动力
• 消费能力的增长促进奢侈品市场发展
• 电子商务欣欣向荣
• 国内免税店不断增长
• 二手奢侈品市场推动消费
• 跨界活动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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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1: Ownever的修理服务，2021年
• 扩大品类，涉足普通商品
数据12: 香奈儿和葆蝶家的AirPods保护套，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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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更精致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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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4: 罗意威的现场演出，2021年
• 跨界运动领域
数据15: 位于成都的HermèsFit，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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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6: 从不同品牌购买的配饰，2021年
• 宣传奢侈品珠宝首饰的传承特性
数据17: 从不同品牌购买的配饰（按婚姻状况区分），2021年
数据18: 周大福传承系列，2021年
• 对于奢侈品服装配饰而言，联名款和提供搭配建议是行之有效的手
段
数据19: 购买奢侈品帽子和围巾的原因，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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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目的
• 为取悦自我买单
数据20: 购买奢侈品配饰的原因，2021年
• 男性为送礼而购买，女性越来越理性
数据21: 购买奢侈品配饰的部分原因（按性别区分），2021年
• 年轻消费者仍愿意为明星买单
数据22: 购买奢侈品配饰的部分原因（按性别、年龄和个人月收入
区分），2021年
• 博主的潜力日益凸显
数据23: 购买奢侈品配饰的部分原因（按性别和个人月收入区
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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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购买的因素
• 吸引消费者购买的因素多种多样，但独特性是关键
数据24: 购买奢侈品配饰的动因，2021年
• 搭配建议和联名款可能会吸引女性购买
数据25: 购买奢侈品配饰的动因（按性别区分），2021年
• 在高线级城市培养品牌忠诚度，在低线级城市扩大目标受众
数据26: 购买奢侈品配饰的动因（按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
• 通过定制服务吸引高收入者
数据27: 购买奢侈品配饰的动因（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1年
消费者青睐的奢侈品配饰风格
• 国潮正当时
数据28: 奢侈品配饰的风格偏好，2021年
数据29: 奢侈品配饰的风格偏好——国潮和中国民族风（按年龄区
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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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0: 藏羌刺绣，2020年
• 利用科技元素开展男士营销
数据31: 奢侈品配饰的部分风格偏好（按性别区分），2021年
数据32: Snapchat X Gucci——Spectacles 3，2020年
• 利用中性风开展年轻人营销
数据33: 奢侈品配饰的部分风格偏好（按代际区分），2021年
购买渠道
• 免税店和二手店呈增长趋势
数据34: 奢侈品配饰购买渠道，2021年
• 高收入者对二手商品的接受度更高
数据35: 奢侈品配饰的购买偏好（按个人月收入和城市线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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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021年
• 利用中古和社交媒体开展Z世代营销
数据36: 奢侈品配饰购买渠道（按代际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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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奢侈品配饰的态度
• 既要精致，也要颜值
数据37: 对奢侈品配饰的部分态度，2021年
• 一线城市为二手奢侈品提供了机会
数据38: 对奢侈品配饰的部分态度（按城市线级和代际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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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青睐盲盒和运动休闲风
数据39: 对奢侈品配饰的部分态度（按性别区分），2021年
• 提升较年长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数据40: 对奢侈品配饰的部分态度（按代际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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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敏特
英敏特是洞悉消费者需求、熟谙背后原因的专
家。作为世界领先的市场情报公司，我们对消费
者、市场、产品创新和竞争形势进行分析，提供
关于全球和各国经济的独特视角。自1972年起，
英敏特通过预测分析和专家推荐，让客户更快 做
出更优的商业决策。

我们的目标是助力企业与人的成长。要了解我 们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请点击minte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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