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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居住成员情况与财务状况

“在多元化和数字化环境中长大的

• 对工作的期待和未来规划

Z世代消费者，已经成长为一个

• 对颜值的重视程度
• 改善心情的活动

颇具自信心的消费群体。他们不

• 喜好的变化

遵循传统标准的成功路径，而倾

• 线上活动和app（应用程序）使用习惯

向于以包容的心态，选择更灵活

• 消费习惯

的人生道路。同时，他们愿意通

Z世代消费者对新趋势的接纳度高，且其购买力提升速度快，他们俨然成为从生活必需

过坚持自定义的“消费哲学”来展

品到奢侈品等各品类品牌的主要目标受众。然而，年轻消费者往往会给人留下一种喜

现其坚定的信念，其“消费哲学”

好多变的印象，这给品牌方带来了不少压力。不过，本报告会提及一项令人感到欣慰

包括强调功能性产品的颜值和支

的发现——该群体喜好变化的倾向程度并没有预期中高。要想进一步解决该问题，就
需要探寻年轻人的消费哲学，对品牌而言，帮助该群体应对其关注的问题，并支持其
自我认同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品牌契合年轻人的价值观并激发其兴趣。

持有益社会的事业。”
– 邵愉茜，研究分析师

本报告首先介绍了Z世代消费者的背景情况，包括其居住成员情况、对工作的期待以及
消费习惯。有了这些基本了解，就更容易理解该群体对颜值的重视（不论对产品还是
对人的颜值）、其喜好的变化倾向及其对改善心情的活动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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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世代消费者中仅有两成会制定消费预算
居住成员情况与财务状况
• Z世代消费者做生意或参与投资的比例较高
数据15: 收入来源（按工作情况区分），2020年12月
• 教育背景和兼职生意为Z世代消费者增加了收入
数据16: 个人月收入（按工作情况区分），2020年12月
• 三成Z世代的工作人群养宠物
数据17: 居住成员（按工作情况区分），2020年12月
对工作的期待和未来规划
• 工资和职业发展虽重要，但仅有40%的Z世代消费者提及其为最重
要的要素
数据18: 理想的工作，2020年12月
• 高收入者更注重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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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9: 理想的工作——任意排序选择（按个人月收入区分），
2020年12月
• 二线城市的Z世代消费者更看重职场人际关系，而不是相互竞争
数据20: 理想的工作——任意排序选择（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
年12月
对颜值的重视程度
• 对Z世代消费者而言，产品颜值颇具美学与象征性价值
数据21: 对颜值的追求，2020年12月
• 在数码产品和汽车方面，男性更注重设计
数据22: 对颜值的追求（按性别区分），2020年12月
• 较高线级城市的消费者更重视环境方面的吸引点
数据23: 对颜值的追求（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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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心情的活动
• 除运动健身以外，网购被视作改善心情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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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4: 舒缓情绪的方式，2020年12月
数据25: 舒缓情绪的方式，2020年12月
• 繁忙的Z世代工作人群更青睐高效的网购
数据26: 舒缓情绪的方式——做过（按工作情况区分），2020年12
月
• “佛系”的工作和生活态度与日俱增
数据27: 舒缓情绪的方式——做过（按理想的工作区分），2020年
12月
喜好的变化
• Z世代消费者对变化有着灵活的心态，同时有意识养成固定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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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数据28: 喜好的变化，2020年12月
• 处于哪个人生阶段对品牌选择影响较大，但对风格偏好影响较小
数据29: 喜好的变化——会经常变化（按工作情况区分），2020年
12月
• 职场高收入者更积极尝试不同风格和品牌
数据30: 喜好的变化——会经常变化（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0
年12月
线上活动与APP使用习惯
• 除了活跃于线上活动，半数的被访Z世代消费者也有意识地控制上
网的时长
数据31: app使用习惯，2020年12月
• 对Z世代工作人群而言，信息及时更新更为重要
数据32: app使用习惯（按工作情况区分），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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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收入者对数字生活习惯的自律意识有所提高
数据33: app使用习惯（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0年12月
消费习惯
• Z世代消费者中仅两成制定消费预算
数据34: 消费习惯，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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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城市的Z世代男性消费者有着相对有条理的财务计划
数据35: 消费习惯（按部分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20年12月
• 高收入Z世代消费者是线上付费服务的率先使用者
数据36: 消费习惯（按个人月收入区分），2020年12月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 研究方法
•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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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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