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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新冠疫情下Z世代生活与经济状况的变化

“针对Z世代的营销关键在于理解

• 生活情况与习惯观察及分析

他们的多元化与包容性。他们对

• 对虚拟体验的兴趣及细分分析
• 服饰品牌偏好与场合的关联

新思想、文化、潮流和生活方式

• 不同群体思维、心态与心理状况的自我评估

保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同时也有

• 生活态度以及对不同产品的基本与高端化需求的关联

意识学习上一辈传授的知识。这

• 对不同品牌个性的喜好

也是Z世代表现得如此复杂的部

Z世代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包容性。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和新冠疫情不可预测的影响，Z世

分原因。对品牌而言，关键在于

代正在努力适应变化，探索自身可能性，同时充分利用时间，追求一切喜欢的东西，

尊重各种选择，用年轻一代的思

体验从日常必需品到新科技产品等一切感兴趣的事物。

维方式来思考问题——平等交

但这并非意味着Z世代是单纯追求享乐或物质主义的群体。他们非常重视自我提升和自

流，敢于表达，不遗余力地去爱

我探索。他们努力健身，保持健康，同时为改善经济状况而努力工作，即使全日制学

自己所爱。”

生也不例外。不过，Z世代也愿意花钱奖励自己，尤其是购买符合个人兴趣和价值观的

– 甘倩，生活方式分析师

品牌产品，而不是随大流。这表明如果新品牌和新产品能迎合Z世代的身心需求，就能
迅速赢得他们的青睐。
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愿意为香水和个人护理小家电等日常个人用品支付溢价，用来在
日常生活中取悦自己。据观察，购买高档产品的意愿与情绪稳定之间存在关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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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 重新思考教育和职业规划
营销活动
• 耐克鼓励Z世代尝试新事物，以此触达Z世代
数据25: 耐克Play New广告，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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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趋势
• 无印良品新款设计让Z世代拥有舒适、无关性别、平静和环保的个
人生活
数据28: MUJI Labo，2022年
• 中国本土香水品牌气味图书馆推出新款香水凉白开，展示不被定义
的香气
数据29: 气味图书馆凉白开香水，2021年
• 大疆Action 2摄像机，为消费者提供记录生活点滴和探索生活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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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0: 大疆Action 2摄像机，2022年
• 小佩通过精心设计的智能宠物设备瞄准年轻宠物主人
数据31: 小佩Pura Max自清洁猫砂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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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正在重塑Z世代的收支结构
数据32: 收入来源（按工作情况区分），2021vs2022年
• 七成Z世代每个月刚好收支相抵或需要借钱
数据33: 可支配收入（按工作情况区分），2021vs2022年
数据34: 财务状况（按工作情况区分），2022年
• 不与家人同住的年轻人倾向于养宠物

购买此报告
网址

store.mintel.com

欧洲

+44 (0) 20 7606 4533

巴西

0800 095 9094

美洲

+1 (312) 943 5250

中国

+86 (21) 6032 7300

亚洲

+61 (0) 2 8284 8100

数据35: 居住成员（按工作情况区分），2022年
数据36: 与宠物同住占比（按是否与家人同住区分），2022年
生活情况
• Z世代虽然生活方式纵享，但追求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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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世代的矛盾生活方式趋势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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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城市年轻职场人士为健康花钱的意愿较高
数据39: 部分生活情况（按城市线级区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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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虚拟体验的兴趣
• Z世代对虚拟活动表现出强烈兴趣，表明虚拟行业前景光明
数据40: 对虚拟体验的兴趣，2022年
• 愿意提前消费的Z世代愿成为新技术尝鲜者
数据41: 对虚拟体验的兴趣（按财务状况区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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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5: 服饰品牌选择——本土品牌vs国际品牌（汇总）（按场合
区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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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6: 服饰品牌选择（按场合和服饰类型区分），2022年
• 不应忽视低线城市对奢侈品牌的需求
数据47: 部分服饰品牌选择（按城市线级区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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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况和性别区分），2022年
• 一线城市Z世代的生活积极性较低
数据50: 思维、心态与心理状况的自我评估——生活和价值观（按
城市线级区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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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化成为Z世代愿意支付溢价的原因
数据51: 对不同产品的基本与高端化需求，2022年
• 越是非必需品，越需要彰显高档
数据52: 对不同产品的基本与高端化需求——重新计算高档比例，
2022年
• 对男性和女性产品的态度可体现生活态度
数据53: 对不同产品的基本与高端化需求（按性别区分），2022年
• 情绪不太稳定的群体似乎更看重有助缓解情绪波动的家居产品
数据54: 对不同产品的基本与高端化需求（按情绪稳定细分区
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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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个性
• Z世代同时拥抱现代与经典
数据55: 品牌个性，2022年
• 性别并非标签，尤其对男性而言
数据56: 品牌个性（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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