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家大打“单身牌” 个性化消费应需而生

2.4亿单身人口背后的新消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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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刮起“迷你”风、餐厅推出一
人食产品、“好看皮囊+有趣灵魂”始
终在路上……企业与商家已越来越
能感受到一股单身商业热浪的袭来。

而这得益于越来越壮大的单身
群体。 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 2.4 亿人，
其中超过 7700 万名成年人处于独居
状态， 预计到 2021 年这个数字将上
升到 9200万人。 随着单身人口的不
断增长，我国单身群体的消费实力不
容小觑，或引发新一轮消费浪潮。

单身经济兴起

随着单身和独居人口的不断增
长， 这一群体的消费潜力不容小觑，
是新一轮消费的蓝海。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4 年起，我
国的结婚率逐年下降，单身队伍日渐
壮大。 尼尔森发布的《中国单身经济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只有约
1%的单身者面临养老和子女教育等
方面的压力，因此他们显示出更强的
消费意愿。

从一些消费数据可窥知一二。据
中怡康线上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1-4
月，厨房烹饪市场中小容积电饭煲增
长 22.6%；“6·18”开售半小时，京东
平台上的厨房小家电整体成交额同
比增长超过 260%，电烤箱、厨师机、
空气炸锅等与美食相关的产品成交
额同比增长超 200%。

众多商家也开始大打“单身牌”，
如餐饮行业频推“一人食”餐厅、小份
外卖，家电市场迷你电冰箱、电磁炉
等热销；文旅业“一人定制游”受欢
迎；宠物也成为“被喂养”出来的千亿
元市场……

租住在北京市大兴区的 90 后刘
女士对记者表示：“即使一个人住，也
要好好生活。”特别是疫情期间，自己
做饭的次数越来越多，她陆续添置了
小型的豆浆机、 咖啡机等多款小家
电，还替换了旧餐具等。“只要两三百
元就能明显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升，
十分划算。 ”刘女士说。

单身经济为何越来越火？金融上
市公司研究员舒典在接受中国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城市化的均衡
发展，独居青年在社会消费力方面开
始占据重要地位。

“由于没有家庭的负担，单身人
群的储蓄倾向要明显低于非单身人
群，边际消费倾向却远高于非单身人
群。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
一夫在接受中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单身人士主要集中于白领和中
产人群中，这部分人除了精神上的消
费顾虑较弱外，物质上还具备较强的
消费能力。 ”

“90 后 00 后具有很强的个性化
消费特点，他们更希望自由自主的生
活和消费。 这个单身群体，在一些中
心城市，尤其是在北上广深所占的比
例越来越高，延长单身时间甚至不结
婚成为一些年轻人新的生活方式，这
为单身型消费培育了土壤。 ”浙江工
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佑创新商业智
库首席专家赵浩兴对记者表示。

消费特色鲜明

单身群体的一大特征便是可支
配时间较多，无需与伴侣和家庭相伴
的他们更乐于将时间用在休闲消费

上，尤其是娱乐消费和餐饮消费。
报告显示，单身人群“爱便利”。

52%的单身消费者出于方便省时的
动机消费，高于非单身的 39%，便利
店购物人群单身占比从 2018 年的
30%增长至 2019 年的 39%。 从线上
消费方面来看，便利成为单身消费者
选择线上购物的重要因素。 其中，
97%的单身消费者会选择网购，62%
的单身人士更倾向于点外卖。

据付一夫介绍，一方面，在物质
生活充裕以及娱乐媒介丰富的时代，
单身群体可以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
网络终端上， 网络可以满足他们休
闲、社交、购物等需求。 其中，最为典
型的娱乐活动就是网络游戏。另一方
面，单身人群往往作息时间相对不规
律， 由此也导致他们进食频率低，时
间点更为随性，更偏好于随时随地补
充食品，尤其钟情于休闲零食。

单身人群更加需要陪伴，社交与
养宠需求旺盛。 上述报告还显示，有
26%的单身者愿意为户外娱乐买单，
高于非单身者的 23%。 同时，单身人
群将情感转移到爱宠身上。 40%的养
宠人群为 85后 90后，养宠人群中有
57%为未婚，宠物经济成为单身消费
的代表。

从消费者结构看，80 后、90 后正
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这其中包括大
量已到适婚年龄的单身人士。在网络
消费的大潮下，80 后、90 后占全国
30%人口， 占我国网购人群的 73%，
从而在人数上成为绝对消费主力。
“他们的消费行为与消费理念有了很
大改变。 相比已婚人群，单身人群的
消费行为更加感性化，对价格的敏感
度也相对较低。 ”赵浩兴说道。

此外，单身群体对于精神消费的
追求也非常旺盛， 更注重自我投资。
“我看了看自己的网络购物清单，发
现主要开销还是在业余爱好上，乐器
配件、自行车改装、健身用品、手工模
型各类耗材应有尽有。 ”一位长期独
居在北京的于先生对记者表示。

上述报告也显示，有 22%的单身
消费者期望未来一年中有时间读书，
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
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
兴趣爱好， 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
13%、11%和 14%。 同时，在对未来一
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分别有 16%
和 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
提升和运动健身上多花钱。

潜力有待挖掘

毫无疑问，单身经济将为品牌商
和零售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如何贴

近单身人群的生活方式，回应其独特
的消费需求，赢得这部分具有极强购
买力和极大消费潜力的群体对培育
壮大消费市场而言至关重要。

“目前消费市场正处于个性化消
费与共享型消费的过渡阶段———消
费者对自身的需求越来越明确，希望
购买个性化定制化商品。 与此同时，
共享经济的出现也使消费者树立了
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消费理念。 ”舒典
认为。

“如果将庞大的单身群体加以细
分，便可发现不同类别的人士，其偏
好也会有所差别。 因此，商家可以以
此为参考，有针对性地提供更具个性
化的商品和服务。”付一夫举例，单身
消费者普遍青睐电影电视剧、 旅行、
运动健身。 分性别来看，单身男性对
健身、科技和音乐的兴趣浓厚，单身
女性则更偏好护肤、时尚潮流和健身
等领域。

商家还要在商品质量和服务特

色上下功夫。 赵浩兴认为，一是要努
力提供满足单身消费需求的产品和
服务，比如打造时尚、个性化的消费
产品，提供便捷高效的线下服务。 二
是要完善消费金融服务，年轻群体的
消费能力和资金来源是有限的，无论
是消费信贷还是消费券，刺激消费的
措施对年轻人也是必要的。三是在消
费场景打造上，尤其是利用好创意小
店、高品质步行街等，搭建符合年轻
人消费需求的商业场景，充分体现消
费时尚性和科技感。

“每个年龄段都有自身个性化的
需求，对于单身群体而言，无需被商
家营销出的单身神器等营销概念牵
着鼻子走，回归自身需求、为长远需
求而消费才更为理智。”舒典表示，此
外，对于产品用户而言，同一个人可
能被划分到“女性经济”以及“单身经
济”“二次元经济” 等各类消费群体
中， 商家应该洞察消费者的需求，以
创新的产品挖掘消费潜力。

既追求方便和效率，也追求品质和
格调，愿意为“取悦自己”而花费———这
是当下许多单身人士的消费观。 这一群
体的消费喜好和倾向，很可能成为新消
费时尚，进而影响到其他消费群体。 特
别是越来越多的新业态快速发展也凸
显出单身人士作为消费新势力的强势
崛起。

不过，如果想做好单身消费群体的
生意并不容易，商家还需在小而精上下
更多功夫， 比如提前布局细分市场，增
加情感营销和个性化营销，提供更高质
量和特色服务。

最重要的是对单身人群消费特征
有个清晰的认识。 具体而言，单身群体
中相当一部分有着稳定可观的经济收
入，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对生活品质有
较高要求，有着较强“为自己而活”的意
识。 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单身消费人群，
有更个性化和定制化的需求。 这部分人
群的经济行为在衣、食、住、行、娱乐、教
育等各个方面，都能够成为独立的提供
者。

单从日常食品消费上看，单身人群
一是追求精致生活但又懒而宅，如追求
轻量化与便捷化，青睐休闲与健康食品;
二是宅文化盛行，认可网红热播剧等创
意营销推荐品牌;三是注重生活品质，追
求品质化、品牌化，对细分商品深有研
究，价格敏感度低，崇尚大牌与进口食
品;四是精致生活与懒文化并存，注重保
养健身等。

此外，单身经济的崛起，离不开互
联网的“推波助澜”。 不得不承认，互联
网正让单身群体过得越来越方便，相比
很多传统生活方式存在的尴尬，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使其场景得到轻易疏解。

因此，对于企业和商家而言，要准
确洞察市场环境新变化，利用好更多新
技术手段，研究单身人群的消费特征和
需求， 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系列产品、
子品牌或独立品牌，增加情感营销和个
性化营销，一步步占领单身人群消费者
的心智资源， 赢得单身消费者的认可，
实现更多价值。

毫无疑问， 单身经济重新定义了
“单身生活”，塑造了庞大的单身经济市
场，是拉动消费升级的主力大军，进一
步赋能新经济下的新消费。 有关各方在
发力细分市场的同时，也应加速助推我
国产业结构的改变，进而促进单身经济
良性发展及消费市场的高品质发展。

（林玄墨）

挖掘更多小而精市场
促单身经济良性发展

一家之言 〉〉〉

编者按

随着城市化的均衡发展，独居青年在社会消费力方面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单身群体的一大特征便是可支配时间较多，无需与伴侣和
家庭相伴的他们更乐于将时间用在休闲消费上，尤其是娱乐消费和餐饮消费。 当前，针对“单人经济”的专属服务越来越多，“一人食”餐
厅、迷你小家电、养伴侣宠物……“单人的自我乐活模式”正在引领一场全新生活方式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