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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豪华车主的购车方案

“随着全球电动化转型的进一步推

• 豪华车主对本土品牌高端车型的购买意愿以及对豪华品牌的判别标准

进，豪华车市场的格局正在被重

• 豪华车主对各豪华品牌的好感度变化及原因
• 豪华车主的生活态度及消费观
新能源品牌首次进入豪华车销量榜单，传统豪华品牌加速电动化转型，消费者对本土
高端新能源车的接受意愿高涨，豪华车主的可持续环保理念进一步提升。32%的被访
豪华车主表示，愿意接受同价位下的本土高端品牌汽车。同时，现有被访豪华车主中
超七成为首购用户，中国豪华车市场潜力巨大。
豪华车市场受新冠疫情影响小。一方面，高收入群体的财务状况受疫情影响较小，另
一方面，豪华车品牌以价换量策略卓见成效。
豪华品牌愈加重视女性和年轻消费者市场，并通过品牌形象的塑造，将品牌理念植入
消费者心中。同时，下沉市场也将为豪华品牌带来一部分增量。

塑。豪华车主在对新能源车的了
解以及利好政策加持的前提下，
对于本土高端品牌新能源车也有
较高的接受度。大部分被访豪华
车主表示愿意购买回收再利用材
料制作的产品，环保理念进一步
增强。豪华车品牌正逐渐意识到
品牌创新的重要性，着力于打造
差异化的品牌形象，以寻求在竞
争激烈的豪华车市场立于不败之

近年本土品牌纷纷展开高端化之路探索，接连推出高端车型对标传统豪华品牌，其不

地。”

断增长的产品力和品牌力也对传统豪华品牌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 袁淼，研究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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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2: 上海车展欧拉展台，2021年
市场
• 市场规模与预测
• 豪华车逆势上涨，升级换购成主要推动因素
数据13: 豪华车和乘用车新车销量及增速，2016-2020年
数据14: 豪华车与乘用车新车销量占比，2016-2020年
• 未来五年将稳步增长
数据15: 豪华车销量预测，2015-2025年
• 市场因素
• 限行以及牌照指标等政策刺激新能源车销量增长
• 豪华车纷纷发力安全健康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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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车品牌加速电动化转型
• 豪华车新品牌注重提升用户体验
• 豪华车“以价换量”策略效果显著
• 市场细分
• 传统豪华品牌电动化转型加速
数据16: 中国豪华品牌新能源车销量，2019-2020年
• 造车新势力和紧凑型车带动豪华SUV大幅上涨
数据17: 中国豪华SUV销量排名前十，2019-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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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企业
• 市场份额
• 一线豪华品牌竞争焦灼，二线豪华品牌格局生变
数据18: 豪华品牌的市场份额，2020年
• 新势力冲击二线豪华阵营
数据19: 2020年豪华车销量排名（不包括BBA），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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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销案例
• 梅赛德斯EQ之夜，进一步推进电动化战略
数据20: 奔驰EQ之夜，2021年
• 奥迪可再生设计策略
数据21: “设计上海”奥迪展台，2021年
• 凯迪拉克热点营销
数据22: 凯迪拉克官方海报，2020年
• 产品创新
• “虚拟侧视镜”可将图像投射到汽车侧窗
数据23: 宝马“虚拟侧视镜”
• 采用可持续材料制作轮胎
数据24: 宝马X5 xDrive4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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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6: 奥迪快充中心
消费者豪华车的消费者画像
• 高价位段豪华车市场仍然存在
数据27: 豪华车的消费者画像（按购车价格区分），2021年
• 仍有超7成豪华车主为首购用户
数据28: 豪华车的消费者画像（按购车情况和拥车时间区分），
2021年
• 豪华车插混车型高低端价位两级分化
数据29: 豪华车的消费者画像（按购车价格区分），2021年
• 女性豪华车主或因满足双重需求选择插混车型
数据30: 豪华车的消费者画像（按性别和能源类型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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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豪华车主或因面子感购买更高价位的豪华车
数据31: 豪华车的消费者画像（按车价和年龄区分），2021年
购车首付贷款比例
• 六成豪华车主或因高额利息选择全款购车
数据32: 购车首付贷款比例，2021年
• 利好政策或成刺激贷款购新能源车的主要因素
数据33: 购车首付贷款比例（按能源类型区分），2021年
• 年轻车主全款购车比例与年长车主相似，受到家庭资助可能性大
数据34: 购车首付贷款比例（按年龄区分），2021年
对豪华车具备特点的认识
• 安全性、动力、智能化是消费者认为豪华车需具备的首要特点
数据35: 豪华汽车品牌标准，2021年
• 新能源车主对新能源豪华车的质量方面有所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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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6: 豪华汽车品牌标准（按能源类型区分），2021年
• 二线豪华车主更看重动力系统，三线豪华车主更看重智能化配置
数据37: 豪华汽车品牌标准（按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
• 年长豪华车主更看重品牌历史、尊贵服务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数据38: 豪华汽车品牌标准（按年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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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好感度提升的原因
• 产品保障是好感度提升的主要原因
数据39: 豪华车品牌好感度提升原因，2021年
• 女性豪华车主更认可在汽车质量和售后服务上的进步
数据40: 豪华车品牌好感度提升原因（按性别区分），2021年
• 年长消费者因营销因素提升好感度更多
数据41: 豪华车品牌好感度提升原因（按年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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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品牌好感度的变化
• 奥迪进一步扩大好感度优势，红旗潜力初现
数据42: 品牌好感度，2021年
• 品牌加码女性市场带动女性豪华车主好感度提升
数据43: 品牌好感度（按性别区分）—— 好感度增加，2021年
• 国产豪华品牌在年长豪华车主中的好感度增高
数据44: 品牌好感度（按年龄区分），2021年
本土高端化品牌的购买
• 本土高端汽车品牌接受度提高
数据45: 本土高端化品牌的购买，2021年
• 新能源豪华车主接受本土高端品牌汽车意愿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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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6: 本土高端化品牌的购买（按能源类型区分），2021年
• 年长豪华车主或因面子因素对国外的家电数码类产品接受度更高
数据47: 本土高端化品牌的购买（按年龄区分），2021年
豪华车主生活态度
• 环保意识更强，且相比疫情前更渴望消费升级
数据48: 豪华车主生活态度，2021年
• 三线城市豪华车主更接受可持续环保理念，并愿意为稀有性买单
数据49: 豪华车主生活态度（按家庭收入区分），2021年
• 男性豪华车主更偏好购买成套商品并且更渴望消费升级
数据50: 豪华车主生活态度（按性别区分），2021年
• 年轻豪华车主更注重事业
数据51: 豪华车主生活态度（按年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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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规模与预测
数据52: 豪华车总销量，2015-2025年
• 研究方法
•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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