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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意见领袖）营销发展如火如荼，但哪些人属于时尚
意见领袖尚且没有明确定义。KOL营销成功的秘诀在于信
任，只有消费者信任KOL，这种营销形式才能存在。对于
KOL来说，要想在行业中保持影响力，真实、诚信、信任和
附加价值仍是关键。”
– 许昕远，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作为倍受欢迎的品牌产品推广方式，KOL（意见领袖）经济方兴未艾，而它在中国也正日渐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营销方
式，消费者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更紧密的联系和更多的信任。这种专业类型的推广正在演变，以涵盖更多产品信
息、购买渠道和建立长期信任方面的专业知识。
本报告涵盖了消费者对时尚行业不同类型意见领袖的偏好、观看平台、观看频率以及感兴趣的内容。本报告还讨论了消
费者与意见领袖的互动，以及意见领袖如何影响消费者在时尚产品购买方面的考虑因素。本报告着眼于在消费者购物过
程中时尚意见领袖对其影响最大的关键痛点，为品牌建立有效意见领袖营销策略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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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界限模糊的分散市场
数据9: “最喜欢的时尚KOL”词云，2020年9月
数据10: 最喜欢的时尚KOL，2020年9月

互动参与
近三分之一的消费者会因意见领袖发帖而购物
数据11: 过去6个月内与KOL的互动，2020年9月
利用群聊促进购买
数据12: 过去6个月内与KOL的互动（按购买决策阶段区分），2020年9月
付费内容瞄准男性消费者
数据13: 过去6个月内与KOL的互动——为KOL的内容付费和通过KOL推荐的商店/渠道购买产品（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0年9月
KOL最受年轻女性的青睐
数据14: 过去6个月内与KOL的互动——评论和点赞（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0年9月
KOL群聊的吸引力
数据15: 过去6个月内与KOL的互动——加入KOL的微博/微信/QQ群（按个人收入区分），2020年9月

KOL（意见领袖）在购买阶段的影响
（意见领袖）在购买阶段的影响
2020年了解时尚趋势至关重要
数据16: 购买过程中受KOL影响的购物环节，2020年9月
女性消费者更想了解购买渠道
数据17: 过去6个月内与KOL的互动——了解购买渠道（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0年9月
年轻男性消费者更依赖KOL的内容
数据18: 过去6个月内与KOL的互动——深入了解某产品（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0年9月
数据19: 过去6个月内与KOL的互动——决定是否购买某个产品（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0年9月
为二线城市消费者提供可靠的购买体验
数据20: 过去6个月内与KOL的互动——了解购买渠道（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9月

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
抖音在KOL（意见领袖）中位列第一
数据21: 过去6个月内用于接触KOL的平台，2020年9月
社交电商的竞争
数据22: 过去6个月内用于接触KOL的平台——直播电商（按互动内容区分），2020年9月
不同类型的KOL选择不同的社交媒体
数据23: 过去6个月内用于接触KOL的平台（按关注的意见领袖类型区分），2020年9月
抖音是付费内容领域最大的收入来源
数据24: 过去6个月内用于接触KOL的平台（按与时尚KOL互动和为KOL内容付费区分），2020年9月
微博以互动交流吸引年轻消费者
数据25: 过去6个月内用于接触KOL的平台——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按消费者年龄区分），2020年9月
内容类型中普遍存在性别偏好
数据26: 过去6个月内用于接触KOL的平台（按性别区分），2020年9月

在KOL（意见领袖）影响下购买的产品
（意见领袖）影响下购买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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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奢侈品购物领域的成功
数据27: 受到KOL的影响购买的时尚产品，2020年9月
三线城市的消费者更热衷意见领袖推荐的奢侈品
数据28: 受到KOL的影响购买非奢侈品和奢侈品包袋（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9月

感兴趣的内容
消费者希望时尚KOL（意见领袖）提供专业性的内容
数据29: 感兴趣的内容，2020年9月
男性消费者更偏好产品比较
数据30: 感兴趣的内容（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20年9月
消费者越来越关注男性时尚KOL的个人生活方式
数据31: 感兴趣的内容，2020年9月
男士流行趋势相当重要
数据32: 感兴趣的内容，2020年9月

对时尚意见领袖的态度
对时尚意见领袖的期望日益严苛
数据33: 对时尚意见领袖的态度，2020年9月
重点关注二线城市和30-39岁消费者
数据34: 对时尚意见领袖的态度——因为时尚KOL的代言而改变对某个品牌的喜好，2020年9月
更深入的合作有助提升品牌声誉
数据35: 对时尚意见领袖的态度——想看到KOL与品牌更深入合作，2020年9月
数据36: 对时尚意见领袖的态度——希望时尚KOL与品牌展开更深入的合作，2020年9月
过度宣传会降低信任
数据37: 对时尚意见领袖的态度——同时和多个不同形象的品牌合作会降低时尚KOL的可信度，2020年9月
确保品牌内容适合80后人群
数据38: 对时尚意见领袖的态度——不同意“不会因为时尚KOL的代言而改变对某个品牌的喜好”，2020年9月
在三线城市消费者中建立信任面临的挑战
数据39: 对时尚意见领袖的态度——同意“时尚KOL只是为了钱而推荐产品”，2020年9月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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