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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生活方式追求与细分人群分析

“男士营销不再以传统的方式突出

• 个人产品使用情况与品牌国籍意识

男性力量，而是赋权男性，挑战

• 影响力来源与促进有效的推动式营销的方式
• 冲动消费中的理性与感性因素

现有的世俗观念，给自己接受新

• 男士专用品市场的机遇与进行专属性宣传时的注意点

角色、新行为的空间。当下，新

• 符合性别流动趋势的品牌宣传语

冠疫情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

男性购买力的增长和对性别边界模糊概念接受度的提升，让他们越发积极地追求在生

在这个充满变化与全新生活方式

活方式上的拓展，包括在时尚、兴趣、健身及其他形式的自我探索。与以往任何时候

的时代，性别定型论日益受到质

相比，男性消费者现在更渴望找到价值理念能够展现自己某种新身份、兴趣和经历的

疑与挑战。与以往任何时候相

品牌。

比，男性消费者现在更渴望通过

通常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理性消费，但他们对自己热爱的事物同样满怀热忱，

品牌的价值理念来展现自己多层

也会因感性诉求而冲动消费。正如英敏特趋势动因“科技”所述，这种行为与他们所承

次的新身份和新品味。”

担的家庭角色、在社会群体中的归属感、自律程度及消费动机有关，也正越来越多地

– ——王慧蓉，品类总监
王慧蓉，品类总监

受到新产品及具有启发性的科技进步的推动。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男性消费者对于豪华车、高端品牌数码产
品及奢侈品牌手表的拥有欲仍持高不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奢侈品的观念没有
变化。随着新兴高端品牌的崛起，可以预见男性消费者将愈发重视价值与健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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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性别流动与性别中立的态度愈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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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 对彩妆产品的态度，2021年
• 男性专属健康市场受关注，但发展仍需时间
数据3: 面向男性与面向女性的个人护理新品占比，中国，2010年9
月-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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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与洞察
• 在理性与感性层面展现诚意
数据13: 沃尔沃母亲节短片——探讨男性6个月带薪育儿假，2021年
• 权衡中性或无性别趋势与男士专用品市场的机遇
数据14: 梅西百货网页上的中性手表产品
• 了解与男性社会形象相关的品位与风格转变
数据15: 格兰仕黑金刚厨房小家电系列
人口因素
• 人口老龄化加速，老年关怀需求增加
数据16: 中国男性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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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比扩大，男性市场存在潜力
数据17: 性别比（按年龄区分），2019年
市场因素
• 对待性别流动与性别中立的态度愈发开放
数据18: 对化妆品的态度，2021年
• 男性专属健康议题与市场受关注，但发展仍需时间
数据19: 面向男性与面向女性的个人护理新品占比，中国，2010年9
月-2020年
• 平台为男性用户打造社区感、归属感与信任感
• 生活方式品牌重新定义男性生活趣味
• 对拥有身份象征性商品的渴望在男性显性消费中仍根深蒂固
数据20: 高端产品或服务拥有欲——部分产品（按性别区分），
2020-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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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女性产品为主的露露乐蒙调整社群策略向男性市场拓展
数据21: 露露乐蒙收购居家健身创业公司Mirror，2020年
• 梅赛德斯刷新其耐用品形象，进军香水与时尚领域
数据22: 梅赛德斯-奔驰新款男士香水，2021年
• 欧莱雅通过新代言人与新品发布会吸引“科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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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3: 欧莱雅的新宣传大使与产品发布会，2021年
新产品趋势
• 漫仕对标Hims，打造男士专属健康管理平台
数据24: 漫仕洗发水运用纳米传输专利技术，2020年
• 理然的多方位联名创新
数据25: 理然与安全套品牌和燕麦奶品牌的联名合作，2020年
• 飞利浦智能剃须刀与app引领男士理容革新
数据26: 飞利浦智能S9000电动剃须刀与GroomTribe app，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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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及追求
• 男人世界中隐藏着的兴趣市场与个人追求
数据27: 生活方式及追求，2021年
• 年龄与收入的影响反映在男性的追求细分中
数据28: 对男性生活方式细分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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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0: 生活方式细分（按年龄与个人收入水平区分），2021年
• 兴趣至上男聚居京沪，更多积极应变男在广州
数据31: 生活方式印象（按城市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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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国籍意识
• 品牌意识尚未跟上个人用品购买的增长
数据32: 品牌国籍意识（按品类区分），2021年
数据33: 品牌国籍意识（按产品品类用户基数区分），2021年
• 对国际品牌的偏好反映了各细分人群对身份显示的兴趣所在
数据34: 品牌国籍意识——部分品类（按生活方式细分区分），
2021年
• 经济水平并非分界因素，环保理念或更有机会？
数据35: 品牌国籍意识——部分品类（按个人收入区分），2021年
快速信息的影响
• 智能推荐在数字时代影响力愈盛
数据36: 快速信息的影响，2021年
• 兴趣越具体的男性消费者，越接受app推荐
数据37: 快速信息的影响（按生活方式细分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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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信息对年轻男性更有效
数据38: 快速信息的影响——部分选项（按年龄区分），2021年
冲动消费
• 价格因素与朋友推荐促使男性冲动消费
数据39: 冲动消费场景，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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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IP联名与限量产品的冲动消费是出于自我宠溺？
数据40: 冲动消费场景（按生活方式细分区分），2021年
• 年轻与年长消费者都会有情绪化和冲动表现，但面对压力与喜悦的
反应会有所差异
数据41: 冲动消费场景——部分选项（按城市线级区分），2021年
消费观念
• 期待自己的需求被回应，男性市场显现商业潜力
数据42: 消费观念，2021年
• 兴趣至上男与积极应变男更关注传达身份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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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3: 消费观念（按生活方式细分区分），2021年
• 高端市场存在男士专享机遇
数据44: 消费观念——部分选项（按个人收入水平区分），2021年
有吸引力的品牌宣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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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5: 有吸引力的品牌宣传语，2021年
• 语气平和语义巧妙的宣传语吸引追求平衡的男性
数据46: 有吸引力的品牌宣传语（按生活方式细分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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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位追求中所预示的知识与文化营销的机会
数据47: 有吸引力的品牌宣传语（按职业细分），2021年

互动式数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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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