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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购车契机：考虑职业发展需求的心理高居购车契机首位

“随着中国国内宏观经济的持续回

• 购车关注因素：智能座舱概念不能忽视空间实用性的考量

升利好，汽车消费市场的增换购

• 购车考虑因素：配置要求成为前三位优先锁定的因素
• 购车信息渠道：专业渠道仍是影响被访车主购车决策的主要入口

需求进一步得到释放，新车销量

• 品牌形象：高端新能源品牌性价比仍受质疑

同比增长明显。相比过去，消费

• 好感度提升活动：辅助出行的专属服务或帮助车企实现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型

者在购车初期，对智能化配置、

消费者对拥有自己的专属汽车实现出行自由的意愿强烈，并且认为汽车是可以帮助自

动力性能和颜值等实用性方面的

己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预示了中国汽车消费市场的潜力犹在，并将迎来进

要求变得更加明确。因此，对于

一步的增长。同时，在汽车智能化浪潮下，车主对智能化系统及配置的要求越来越明

品牌而言，洞察消费者对于产品

确。相比之下，品牌国籍导向意识正在弱化。

不断变化的需求，通过在产品设

在信息获取方面，专业渠道仍是影响被访车主购车决策的主要入口。随着数字化营销

计和平台互动上更直接和直观的

的深入，如何通过私域流量与用户深度互动是品牌发力的关键点，同时也是一个品牌

交流，来提高品牌认知和好感度

客户运营能力的核心体现。品牌可以通过“公私域营销一体化”和用户更多地互动，达

也变得越发重要。”

到反复触达的效果，最终影响购车决策。

– 袁淼，研究分析师

造车新势力及跨界玩家的入局为汽车市场的竞争格局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新势力品
牌急需优化自身安全性及性价比的品牌形象，而传统汽车品牌也需要着力于强化在用
户心中的智能化标签，并提升车主的实际驾乘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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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升级的需求仍维持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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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和营销双发力，国产品牌销量占比扩大
数据23: 销量占比——按国别，2018-2021年
• 凭借空间和动力优势，SUV销量占比进一步提升
数据24: 中国车市各车型销量占比，2018-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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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科技形象强化智能化标签
数据25: 捷达智能汽车人Jettaman，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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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7: 晴隆二十四道拐秘境挑战，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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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力“体验官”打造国潮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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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迪变色涂料技术提供多种颜值选择
数据29: 奥迪自适应颜色
• 捷尼赛思推出人脸识别优化交互体验
数据30: Face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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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1: 斯柯达生态材料内饰
• 小鹏汇天飞行汽车计划2022年上半年在欧洲试飞
数据32: 小鹏汇天飞行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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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职业发展需求的心理高居购车契机首位
数据33: 购车契机，2021年
• 汽车正成为年轻人职业发展的必需品
数据34: 购车契机（按年龄区分），2021年
• 女性被访车主希望拥有自己专属座驾的渴望强烈
数据35: 购车契机（按性别区分），2021年
购车关注因素
• 智能座舱概念不能忽视空间实用性的考量
数据36: 购车关注因素，2021年
• 外观内饰的颜值要求在年轻人车主中居高
数据37: 购车关注因素（按年龄区分），2021年
• 高价位段车主尤为注重智能化配置及可选配置丰富性
数据38: 购车关注因素（按车价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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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车考虑因素
• 配置要求成为前三位优先锁定的因素
数据39: 购车考虑因素，2021年
• 对配置、动力、颜值的差异化需求的增高弱化了品牌导向意识
数据40: 购车考虑因素（按拥车时长区分），2021年
• 6成SUV车主购车时锁定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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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1: 购车关注因素（按车型区分），2021年
• 大多数汽油车车主亦没有锁定只考虑汽油车
数据42: 购车考虑因素（按能源类型区分），2021年
购车信息渠道
• 专业渠道仍是影响被访车主购车决策的主要入口
数据43: 购车信息渠道，2021年
• 垂直平台在20-29岁车主中影响力减弱
数据44: 购车信息渠道（按年龄区分），2021年
• 高价位车主受官方及舆论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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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5: 购车信息渠道（按车价区分），2021年
品牌形象
• 高端新能源品牌性价比仍受质疑
数据46: 品牌形象，2021年
• BBA年轻化策略见成效，车型颜值成最大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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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7: 品牌形象——时尚感强（按年龄区分），2021年
• 智能化赛道为传统车企品牌带来新的增长机会
数据48: 品牌形象——智能化程度高（按拥车时长区分），2021年
好感度提升活动

PDF格式完整报告
演示文稿
互动式数据手册

• 辅助出行的专属服务或帮助车企实现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型
数据49: 好感度提升活动，2021年
• 品牌组织的自驾游活动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减弱
数据50: 好感度提升活动（按年龄区分），2021年
• 高价位段车主更希望获得专属服务
数据51: 好感度提升活动（按车价区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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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