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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纬咨询的最新调研发现，今年的奢侈品1消费者中，有50%在过去的12个月中首次购买奢侈品， 
而这些新入场的消费者预计将贡献超过80%的市场增幅。新增消费群体中，有40%的消费者为 
“Z世代”（年龄25岁以下），展现出独特的消费行为和偏好。

据奥纬测算，目前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数量达540万，其中年支出超过4万元的消费者达150万人， 
构成了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军——预计他们将为2021年的整体消费贡献81%的份额（见图1）。

由于出境游受阻，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许多国人在过去一年里将目光放在购买 
奢侈品上。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这部分新入场的消费者成为了今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增长的新 
动能。

图表 1:中国奢侈品服饰消费群体细分及消费份额, 2021年预测

顶尖消费群体
(年消费20万元以上)

高端消费群体
(年消费4-20万元)

中端消费群体
(年消费1-4万元)

低频消费群体
(年消费1万元以下)

本研究重点聚焦部分

奢侈品消费份额

1020 (38%)

1150 (43%)

300 (12%)

2660亿元人民币

190 (7%)

奢侈品消费群体细分

40 (7%)

540万人

110 (20%)

90 (19%)

300 (56%)

数据来源：奥纬分析	

为深入了解中国的奢侈品主力消费群体，奥纬于2021年10月展开消费者调研，调研对象包括3000名 
在过去12个月内，奢侈品消费额达人民币4万元及以上的消费者。此外，奥纬还访问了奢侈品年消费 
额超过20万的消费者以及来自不同城市的奢侈品销售顾问。调研品类范围涵盖皮具、高级成衣、配 
饰及珠宝。

1	 本次调研中，“奢侈品”的品类范围仅包括皮具、高级成衣、配饰及珠宝，不包括化妆品、钟表、车、及其他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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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初尝奢侈品消费
新入场消费者普遍更年轻——有40%的消费者为“Z世代”——也更愿意在奢侈品消费上投入更多。 
调研发现，过去12 个月内，有18%的新入场奢侈品消费者将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用于奢侈品购物； 
相比之下，在现有奢侈品消费者中，只有3%的受访者表示会支出同样的比例。

我们的调研发现，大多数Z世代消费者购买奢侈品是为了奖励自己；他们注重彰显个性，尤其偏好潮 
流款式和小众品牌；相较上一代，他们对购买二手单品和中古款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偏爱小众品牌而非知名品牌的Z世代受访者是26至35岁年龄段受访者的两倍多，是35岁以上受访者的
五倍（见图2）。此外，Z世代消费者更钟情当季流行的款式，而非经典款。一位上海的奢侈品销售顾问
表示：“很明显，年轻客户更愿意购买我们的季节款，而不太在意保值；而年长的奢侈品消费者只想要
经典款。”

中国本土品牌也在逐渐成为Z世代的新宠。调研中，不少中国本土设计师品牌出现在受访者自发提及 
的品牌列表中。年轻人爱上国货品牌，不仅仅是因为文化自豪感，还因为本土设计师能掌握中国消费 
者的喜好。同时，本土品牌也十分擅长营销，经常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上引爆热门话题。

图表 2:奢侈品消费者对独特品牌/风格与知名品牌/风格的偏好，指数化，Z世代=100
强烈同意/同意该陈述的受访者百分比，N=3000

“比起知名品牌，我更喜欢购买小众品牌，我希望它具有
独特性而不是可识别性”

“相较于经典款式（即投资款），我更喜欢购买季节款/流
行款式，转售价值对我而言不重要”

100

45

20

Z世代 26-35岁 35岁以上

100

69

48

Z世代 26-35岁 35岁以上

数据来源：奥纬奢侈品消费者调研	

年轻人也对二手单品和中古款情有独钟（见图3）。在新入场的Z世代消费者中，有37%的受访者在过去
12个月里购买过二手单品或中古款，这几乎是年龄25岁以上的现有消费者的两倍。上海一家古着奢侈
品店店主表示，奢侈品牌重推旧款产品可以快速推动古着版产品的销售。“这与新品的价格高低无关，
他们更喜欢寻宝的感觉。许多备受追捧的古着款因为已停产，价格同样非常昂贵，” 这位店主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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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购买二手/中古奢侈品的原因
占受访者的百分比，N=910

我喜欢中古奢侈品独特的设计和
风格；它们更符合我的品位

我喜欢二手/中古产品的购物体
验；就像寻宝一样充满惊喜

我欣赏二手奢侈品的历史，我不
介意使用别人以前用过的物品

我认为过去生产的奢侈品质
量更高

与以全价购买全新商品相比，
我想节省成本

32%
30%

27%
28%

25%
22%

21%
27%

19%
18%

Z世代 25岁以上

数据来源：奥纬奢侈品消费者调研

此外，奥纬还发现今天的Z世代更倾向于将成衣作为他们的入门级奢侈单品（见图4）——而以前的消费
者第一次购买的奢侈单品大多是手袋或小型皮具。

图表 4:过去 12 个月内奢侈品消费者购买的品类
占受访者的百分比，N=3,000

女装/男装

时尚珠宝

高级珠宝

包袋

小型皮具

鞋履

65%
59%

46%
43%

43%
45%

42%
51%

33%
39%

30%
33%

Z世代 25岁以上

明星单品(如标志性品牌T
恤)在Z世代中非常受欢迎

数据来源：奥纬奢侈品消费者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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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Z世代年轻人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线下的门店体验对他们来说仍然非常重要。仅有1%的Z世代消费
者表示，网购是他们购买奢侈品服饰的唯一渠道。更多的受访者——88%的Z世代和74%的25岁以上消
费者——表示会同时在线上渠道和线下门店购买奢侈品（见图5）。

图表 5:仅通过线上渠道购买奢侈品仍较为罕见，线下门店体验必不可少

过去12个月内通过线上和/或线下渠道购物的奢侈品消费者比例 (N=3,000)
占受访者的百分比

过去12个月内奢侈品各消费渠道的支出占比 (N=3,000)
占奢侈品消费的百分比

Z世代 25岁以上

海南免税店

线上

国内线下(品牌门店、 奢侈品买手店)

4% 5%

30%38%

58% 65%

仅线上

仅线下

线上和线下

25岁以上

74%

24%

Z世代

88%

11%

1% 2%

数据来源：奥纬奢侈品消费者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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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顾问成为消费者的新朋友
销售顾问是奢侈品消费者尊贵体验的关键。调研询问了受访者最希望从奢侈品牌获得的独家福利 
或服务，位列第一的选项是与销售顾问维持密切联系（29%的Z世代和28%的25岁以上受访者认 
同此选项），其他受欢迎的服务包括个性化定制和店内优先服务等（见图6）。

图表 6:消费者最希望从奢侈品牌获得的独家福利/服务
占受访者的百分比，N=3,000

与销售顾问的私人关
系 和日常沟通

个性化服务，如定制等

店内优先服务

特殊日期的免费礼品、 
庆祝活动

VIP活动， 如新品发布、
VIP特卖

32%
30%

27%
28%

25%
22%

21%
27%

19%
18%

Z世代 25岁以上

在未公开发售前 预购
热门商品

19%
18%

数据来源：奥纬奢侈品消费者调研

约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与销售顾问保持日常沟通，约60%的受访者至少每两周与他们购买最多的品
牌的销售顾问联系一次（见图7）。

图表 7:与最常购买品牌的销售顾问保持定期联系的频率
占受访者的百分比，N=2,273

每三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

每两周一次

每周至少一次

Z世代 25岁以上

11% 14%

28%

29%

29%

29%

24%

37%

数据来源：奥纬奢侈品消费者调研

就沟通内容来看，最常见、也是最受欢迎（64%的受访者）的互动是定期的产品查询，比如询问供货情
况、寻求造型建议以及售后服务等。其他常见的沟通内容包括新品发布（55%）、个人生活交流（47%）
以及品牌信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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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消费者与销售顾问沟通的内容
占受访者的百分比，N=2,273

产品查询，如供货情况造
型建议、售后查询等

新产品发布信息

个人生活交流

品牌知识/信息

预约进店

受邀参加品牌活动

通过微信购物和付款

64%

55%

47%

31%

26%

23%

19%

目前与销售顾问的沟通 希望将来与销售顾问 进行更多沟通

数据来源：奥纬奢侈品消费者调研

 
我们发现，奢侈品销售顾问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如朋友一般，彼此成为对方日常社交生活中的一部分。约
一半的受访者会通过微信文字交流，37%的人会使用微信语音消息，三分之一会通过电话与消费者沟
通。得益于与销售顾问的前期沟通，消费者在到访门店之前已经做好了购买的决定。

一位上海的销售顾问表示，她将70%的工作时间花在与客户保持联系上。她说：“他们希望自己被视作
重要客户，并希望我每月至少与他们联系一至两次，我还需要非常迅速地回复他们的信息。”

另一位销售顾问表示，她需要与大约200位客户保持日常交流，并根据他们的商业重要性以及需要投入
的精力，将这些客户分门别类。一位成都的销售顾问说：“在中国，‘关系’十分重要。如果客户喜欢你
多过其他品牌的销售顾问，她就会在你这里买得更多。因此，你需要让你的客户感觉到自己被重视。我
有一个笔记本，专门用于记录每一个客户的生日、家庭住址、工作、有多少孩子等等。”

正因如此，优秀的销售顾问对带动销售业绩增长至关重要。在与销售顾问保持日常沟通的Z世代消费者
中，对销售顾问“非常满意”的受访者平均支出为27000元，而对销售顾问“不满意”的受访者平均支出
为21000元。

新入场的Z世代奢侈品消费者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品牌需要充分了解这个消费群体的消费动机、消
费观念和行为偏好。他们购买奢侈品更多是为了“悦己”，因此需要为他们“制造”出一个购买的理由。
他们偏好标志性的时尚单品，因此品牌必须在产品组合上下功夫，在确保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能
满足其他年龄层顾客的需求。线下门店体验对于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依然重要，他们也渴望销
售顾问的关注和陪伴。因此，奢侈品牌应考虑在招聘和培养销售人才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同时也应在授
予销售顾问更多自主权和保持品牌控制权之间取得平衡，维持品牌良好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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