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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亚马逊日本站，把握家门口的商机！



1.1.1
当代日本消费文化：
简单休闲、注重细节、去奢侈化的理性消费时代正在到来

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人口数量激增，日本经济进入低增长

期。这一时期，日本人消费时重视个人和私有主义，热衷于购买多样化、品牌

化的商品，来表达自我的个性，比如夫妻各自开一辆车、不同场合佩戴不同

的手表等1。

自本世纪起，日本先后历经雷曼危机、两次大地震，更面临经济长期不

景气、人口老龄化、消费降级等社会经济问题，这使得日本进入消费新阶段。

这一时期，日本人的消费从重视个人到以社会为中心，从追求名牌到注重质

量和舒适度，回归内心的满足感，追求商品满足的心理诉求和情感需求。



1.1.2
当代日本文化风貌造就独特的日本消费者与消费行为

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着日本经济不景气、老龄化、单身人群激增等问题

凸显，日本人消费时更加客观理性，当代日本消费观念呈现出以下4大特征：

日本人不再热衷通过购买不同品牌和风格的商品来彰显自我的与众不

同，不再追求“更高级”、“更时尚”、“更高档”的自我扩张型生活，而是主张环

境友好型的、温和的、简约的生活方式，重视简单、朴素、休闲和环保，例如越

来越多年轻人认为全身优衣库也完全可以。这也使得纯色、天然材料、简单

设计、环保理念的商品，成为众多商家获得消费者喜爱的法宝。

1）重视简约、朴素、休闲、环保，推崇断舍离1



日本人开始重新审视消费的意义，不再愿意为过多的奢侈品牌溢价买

单，更重视产品本身的性能和质量。越来越少的日本人试图通过奢侈的名牌

来表现自我，他们对产品本身性能和质量的追求胜过品牌，倾向于购买性价

比高的产品。

2）去奢侈化倾向1



“小确幸”是一个来源于日本的很火的词，也能很生动地反映日本消费

者的心理。“小确幸”是指微小而确实的幸福。近年来，日本人关于幸福的观

念在发生变化，比起个人化、孤立化的社会，他们更需要建立人与人、人与物

之间的连接，强调商品带来的心理满足。他们不再追求冲动消费瞬间的刺激

感，更倾向于购买那些可以持续带来满足感的物品，能够给日常生活带来实

际效用。

3）商品满足的心理诉求和情感需求，注重“匠心”细节至上1



首先，制作精美、注重细节，比如能够给日常生活增加“仪式感“的家居

小物。日杂经常盘点一些《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廉价好物推荐》，其中包括很多

看似不起眼的家居杂货小商品，但是无一不制作精美，造型雅致，一个小相

框、一束花就会让家里变得很温馨、有调性。还有一些功能上非常关照“生活

细节”的产品，比如孕妇睡枕、厨房闹铃、防霉喷雾、后背痘痘喷雾、地漏清洁

剂等，这些商品低价、不占地方、能在生活中带来很细节的实际效用，也给日

本消费者带来“小确幸”的心理满足。

其次，具有巧思、“匠心“的产品设计，也能赢得日本人的青睐。举个例

子，日本某饮料公司曾推出一款大火的饮料瓶设计，创意是当饮料瓶中的饮

料喝完后，透过透明的瓶身会出现两侧人物同屏的画面，消费者纷纷评论”

喝完我要收藏空瓶“。这种让人眼前一亮的匠心产品功能和外观设计，正中

日本人的心。

再次，在日本老龄化和少子化并行的背景下，宠物成为日本民众的精神

慰藉。2019年日本宠物市场规模约为1029亿人民币2，宠物用品日益成为采

购的必须。

什么样的商品能够满足这些看似“龟毛“的要求呢？



日本人普遍有网上购物的习惯，网购渗透率达70%，平均每人每年网购

花费近1,500美元3。购买力强、退货率低、复购率高是日本网购消费者的三

大特征6。日本网购消费者一般喜欢在晚上下班之后和周末购物，还喜欢在

节日大促时购买打折的产品。日本公司一般每年在7月和12月发两次奖金，

领取奖金后日本人也免不了在网上大购物“剁手”4。日本网购消费者非常关

心产品质量，也关心产品的一些细节，包括包装、标签甚至购物凭证。也更注

重商品的评论，推荐延伸产品，同类产品之间的比较等。

预计到2022年日本的电商零售额将达到近1600亿美元5。根据2019年

日本各大电商平台浏览量对比显示，亚马逊日本站月均流量高居第一7。对

很多卖家来说，想要抓住日本网购消费风潮的商业红利，拓展亚马逊日本站

业务都是首选。

4）网购风靡



1.2.1

服饰早已不只为了满足取暖遮体，更是文化、身份、自我个性的表现。日

本服饰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改变，这种变化绝非“闭关”式的自我摸索，而是在

与中国、欧美等外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不断交汇、融合和演变。“日系”一

词的诞生，很大程度上说明日本的时尚文化已经自成体系。

从日本传统服饰和服的改良简化，到上班族“标配”西装、学生族的制

服，从凸显个性的原宿风到性冷淡简约风，反映出日本社会的结构、日本人

的特殊性格，体现了日本传统与欧美西方的兼容并蓄，共性中包容着个性的

独特时尚文化。

和服是日本最耀眼的文化资产之一，是日本服饰的瑰宝。直至今天，在冠

婚葬祭、传统节日、飨宴，以及进行传统艺能等重要节日和场合下，不少日本

人都会穿和服8。和服的雏形与中国吴越长衫和唐朝服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和服以繁复精巧、注重细节出名，不仅构造复杂，种类、花色、质地的式样

千变万化，穿着时更有一套繁冗的规矩，俨如一件艺术品。和服的基本构造由

挂衿、共衿、本衿、地衿、左前片、右前片、袖、袂、左衣领、右衣领、剑先、身丈、

绗丈、肩幅、袖幅、袖丈、袖口、袖付等16个部分组成8。

1）和服

日本时尚文化：
他们在追什么? 从和服到西装，从原宿风到简约风。



绢是日本和服最常用的面料，顺滑且富有光泽。此外，棉、麻、羊毛、化纤

也是和服常用的面料。麻布透气性好、耐水洗，棉质和服更亲和肌肤、穿着舒

适，羊毛制成的和服具备保暖性，化纤则价格亲民、耐洗耐磨9。

男式和服色彩比较单调，偏重黑色，款式较少，腰带细，附属品简单，穿

着方便。女式和服色彩缤纷艳丽，腰带很宽，而且种类、款式多样，还有许多

附属品8。

和服虽美，日常穿着略显繁复，现如今改良和服或和服元素的服饰受到

了很大的欢迎。将腰带部分改成皮带样式，搭配各种帽子，内搭蕾丝底衫，小

皮鞋，靴子，或者将和服的羽织（はおり，类似于和服最外面的外套）单独改良

成可以外穿的外套搭配T恤牛仔。和服元素也扩展到了全球时尚设计中，比

如丹麦玛丽王妃就曾经身着以和服为风格元素改制的连衣裙出席活动，不

仅古风古韵，而且还体现出一股贵族气质。

在日本，满眼都是西装，甚至出租车司机，洋装店售货员也是西装笔挺，

微笑服务。为什么举国上下都会对几乎毫无个性可言的西装情有独钟？首

2）制服



先，这和日本人“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文化意识息息相关。“面子功夫”是最

基本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表现，毕竟衣服穿得邋遢不体面，是对别人的不尊

重，也会给别人添麻烦。干净得体的西装自然就成了日本人的首选。其次，日

本人注重“和”文化。这里的“和”，既有跟他人和睦相处，尽量不产生矛盾纠

纷的意思，也有在各种场合礼仪上尽量保持一致性，不标新立异，不做出头

鸟，不做异类的意思。再次，日本人极其严谨，大小事务都非常注重细节，这

也导致了他们在日常中会有很多规矩礼节要去遵守，也因此诞生了很多所

谓的“正式场合”，比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成人式、考试、婚丧、面试这些都

属于正式场合，相应的就必须要穿正装。

男性西服的基本服饰包括长袖外套、相配的长裤、长袖衬衫、领带。女性

西服更多样化，基本包括外套、相配的裙子或裤子、女装衬衫。一般西装颜色

为海蓝、浅灰色、黑色、深灰色，通常无图案、细条纹或格纹10。西服常用面料

包括毛料、羊毛、羊绒、涤纶、绸缎等。由于夏天的炎热容易导致中暑，每年夏

天，凉爽类面料的衬衫甚至假衬衫领应运而生。



学生上学穿制服也是日本独有的文化象征。学生的制服，甚至带动了JK

文化，每一个学校有自己的校服，而从校服面料及款式的好坏，也成了辨识

私立还是公立学校的默认方法。学校会统一分配相同样式的制服，一些学生

会私自改变裙子的长度，以此挑战规矩，彰显个性。她们会在短袜、衬衫、领

结、书包甚至是别针等小细节等上“下功夫”，满足个性化的需求。

在抹杀个性化的西装横扫日本时尚文化的现实下，“原宿风”以夸张高

调的设计、极度追求个性的潮流异军突起，在当代日本文化中成为一抹不可

忽视的亮色。以东京都涩谷原宿区为据点，一群身穿“奇装异服”的街头青年

头发染成五颜六色，服饰色彩绚丽，打扮前卫随性，和中国早年的“非主流”

有异曲同工之处。

独特的日本原宿风的形成，一方面由于二战后美国扶持日本重建，日本

时尚受“美国化”影响，另一方面，日本人战后渴望展现自我，张扬个性，原宿

风应势而生并引领潮流。借由美式风格演变而来的原宿风，一度成为日本时

尚的代表，反向输出西方、影响全球11。

原宿风代表了日本街头文化，基本包括五颜六色的染发/各种款式夸张

的帽子、宽松图案前卫的T恤，可爱风的针织上衣、彩色或者有团的丝袜，自

3）原宿风



己更改加工过的牛仔裤，蕾丝繁复的裙子。原宿风着重于色彩的亮眼，撞色

搭配的协调12。从电影《下妻物语》开始流行的洛丽塔风，以及电影《nana》开

始流行的朋克风，年轻偶像“彭薇薇”带动的“Kawai”可爱极致的潮流都是

属于原宿风的一种。

现在虽然没有了当年的武装到皮肤颜色的夸张原宿风，但是，图案夸张

特别，内衣外穿，改良羽织外套，暗黑系的服饰等等照样受到一票年轻人的

追捧。

はらじゅく



不同于70年代到21世纪初追求品牌、大肆消费、通过商品展现自我的个

性化品牌化消费倾向，现阶段日本人更追求简单、朴素、休闲以及环保的消

费观念1。日系简约风看似款式朴素简单，但是在服装的版型，以及细节处理

上都符合日本的求同存异，不太过显眼，但是又能显示自己品味的小心机，

目前在日本比较受欢迎的Urban Research，Heather，MUJI都是走的简约

风格，包括优衣库也推出了U系列的简约风格。日本最大的时尚集合线上商

场Zozotown旗下囊括的品牌大部分都是走简约风格。

欧美风风格上比较奔放、随性，设计上更加大胆，喜欢亮色和饱和度高

的色彩。日系简约风则更注重保守、素雅的风格，设计元素简单，颜色上淡

雅、饱和度低，黑、白、蓝、黑、驼色之间互相搭配，即便有印花图案，也只是小

图案。简约风重视材质，采用羊绒、真丝、纯棉等面料。

4）简约风



1.2.2
日本上班族格外重视职场礼仪，因而对职业套装要求都很高，他们更偏

爱暗色和浅色，避免过于花哨，更要求通勤服饰材质好、符合身形、细节到

位。注重面料，及外套的多功能性（例如防雨，防风，保暖）可以一衣多季节的

会比较受欢迎。

日本服饰设计及用料：原来他们都喜欢这样的服饰设计/面料

居家服：长裙，长袖套装，可爱系的T+短裤，

面料：全棉 ，绒布类（能给到女生安全感的），

款式：套装，短袖宽松长T，T+短裤，吊带+短裤（宽松舒适款式为主）

TIPS：日本人比较好面子，即便在家里也是成套的家居服，所以对于家居服的

需求相对比较高。舒适度为首要购买动机。女生带胸垫的款式会比较受欢迎，

男士的家居服常见长袖套装，或T恤+短裤，舒适为主。

居家服



女性上装：短袖、长袖、针织衫和毛衣等

款式：宽松轻薄服装更受青睐；廓形有质感

材质：纯棉、蕾丝、雪纺、晴纶等，其中苎麻针织衫、苎麻、涤棉衬衫、苎麻棉连

衣裙等天然材质更受欢迎。棉麻成分

价格区间：1680-7000日元（2500-15000日元）

春夏款式：简约的T恤，垂坠感的衬衫，透明防晒的衬衫外套，紧身可内搭的

针织衫，复古风短款衬衫，带花边等设计小心机的衬衫或T恤

秋冬款式：针织开衫，厚有质感的毛衣，卫衣套衫，牛仔外套

裙子款式：以修身版型为主（A字型显身高的款式最受欢迎），垂坠感比较好

的裙子 （近两年长裙成为潮流趋势，穿短裙越来越少）

热销材质：棉质、针织、牛仔，仿真丝等

价格区间：半裙价格在3000-20000日元，连衣裙价格在4000-20000日元

春夏款式：褶皱裙、针织包臀半裙、A字长裙、前开襟长裙，两种以上面料拼接

不规则长裙，可叠穿吊带长裙。

秋冬款式：厚长裙（牛仔布等面料）羊毛长裙，针织长裙，运动长裙，丝质长裙

（可内搭），衬衫型连衣裙

女性上装

裙子款式



女士外套：呢子大衣、羽绒服，羊羔绒外套、棉服等

热销款式：修身款和宽松版两种，讲究廓形版型的大衣，棒球外套（讲究面料

和刺绣图案），修身型的棉服和羽绒服。

常用材质：棉质、羊毛、羊绒、尼龙等

价格区间：15000日元-50000日元

女士外套



男士上衣：T恤、卫衣、休闲衬衫、运动上衣等

常用材质：棉、聚酯纤维，尼龙，涤纶

款式：日系的款式偏向半袖，宽松，不紧身，有设计感

价格区间：T恤价格在1000-3000日元，卫衣价格在2000-5000日元，衬衫价

格在1000-3000日元

男士上衣



男士裤装：休闲裤、吊裆垮裤（山本耀司系列）、工装裤，牛仔裤，西裤

款式：倾向于休闲、舒适、合身等

常用材质：棉、聚氨酯等，颜色以黑色、灰色、棕色，卡其色等素色为主

价格区间：4000-15000日元

男士秋冬外套的选择上，日本男性追求简洁、便利和功能性，款式设计偏向欧

美风格，羽绒服重视偏西服化，与日常穿着的运动类羽绒服分开。保暖、防水、抗风

等特性，大衣通常配合西装穿搭，强调质感、时尚感及工艺细节，夹克类追求轻量

保暖。夹克的话，多口袋、多功能性、运动类的外套都是多数日本男士的选择。

男士裤装



1.3.1

日本人坚信美食首先是从眼睛开始品尝，因此对食物装盘时的形状、色

彩搭配、摆盘等都特别讲究13。每一道料理都如同艺术品，不仅是大饱口福，

其“艺术性”和“优雅感”也让人大饱眼福。他们喜欢当季的时鲜物，和当季最

美味或最具代表性的食材。

对食物形与色的追求，使得他们格外重视饮食器皿。根据每道菜品的不

同，以及季节和节气的不同，搭配的碗碟皿盏都不尽相同。例如，许多餐具都

会和季节或食材搭配，图案上会用一支红梅、樱花来点缀。比如，晶莹剔透、

清新淡雅的碗配上一碗白米饭，长条形的寿司盘整整齐齐地把寿司依次排

列下来，瞬间让人食欲大开。

1)对食物器具形/色/设计的高度讲究

日本料理文化：对饮食的追求不止于味



日本人认为万物均以"平衡"为第一要义，由于各种食物均有"阴阳"之

分，因此自古以来始终贯彻杂食的原则14。以会席料理为例，一顿正宗“日

料”，按照上菜的顺序，就有着十几种不同的餐具：①先付（前菜），体现季节

性的开胃小菜，摆盘会比较讲究季节感和色彩；②先碗，一般都是清淡的汤

品；③刺身，一般是我们所熟知的生鱼片；④烧物/烤物，大多为鱼，也有些会

提供龙虾等；⑤炸物，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妇罗；⑥温物，热乎乎的食物往往

是乌冬面或者杂炊、小锅或者涮锅；⑦蒸物，大多是茶碗蒸或者土瓶蒸；⑧主

食的饭+味增汤+腌渍菜；⑨最后甜品15。

而更加家常的“日式定食”，也对餐具有着多样化的需求。“日式定食”和

中国的套餐类似，一般以一个菜为主，配合小菜、米饭、咸菜和酱汤。这也意

味着他们普通一餐需要碗、盘、碟、筷子、汤匙等几种不同的餐具。

在寿司店，不同价格的寿司也会摆放在不同颜色的盘子中。怀石料理所

用的器皿甚至会请出名的瓷艺师专门打造，同时上多道菜的时候，会按照从

右到左从低到高的顺序使用器皿，方便客人用餐。图案上，大多数会采用日

本现今比较流行的美浓烧、波佐见烧、津轻烧、有田烧、九谷烧等器皿，当然

好看的中国瓷器也在渐渐被接纳采用。对于大多数日料店以及温泉酒店来

说，选择适合的菜肴器皿是一门学问，体现了商家的“匠心”和审美。

2）杂食习惯带来的巨大餐具需求



日本的茶道自南宋末年，由中国传入。现在的日本茶道分为抹茶道与煎

茶道两种，饮茶时涉及茶会、茶具和茶礼16，看似简朴素雅的茶道背后有一套

极为繁琐的礼仪和规矩，将生活休闲活动提升到了精神意识层次。茶壶、茶

碗、茶罐、火炉、挂物、用于取茶的茶杓、圆筒竹刷茶筅、包覆茶的布袋等产品

具备一定的市场。细节考究，图案精美的茶具会比较受日本欢迎。

除了饮食之外，茶道的精神还延伸到茶室内外的布置，品鉴茶室的书画

布置、庭园的园艺及饮茶的陶器都是茶道的重点。日本茶道的一个特点，即

是“季节性”。什么季节喝什么样的茶，搭配什么样的茶碗，茶室里挂什么样

的卷轴内容，配上什么样的和菓子，以及旁边所插的花，这些都形成了日本

茶道的精髓。

3)日本茶道文化



1.3.2

日本的厨房几乎都是开放式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日式料理都是蒸煮为

主，没有油烟的困扰，再者操作台面向客厅方便与家人沟通。保留着传统饮

食文化的同时，日本人也欣然接受现代经济发展带来的西式饮食方式。厨房

用具会包括冰箱、微波炉、电饭煲、电水壶、炉灶面、搅拌机、轻便电炉等小家

电，以及捣蒜器、蛋黄分离器、刨丝器等小工具。

日本厨房也偏爱原木色系，为保证房间整体颜色的一致性，白色、原木

色、米灰色等百搭的颜色是日式厨房的心头好。

厨房很容易藏污纳垢，日本人又尤其重视收纳，能够将物品挂起来的商

品会很受欢迎，例如厨房挂钩、方便悬挂的厨具等，还有各种储存食材的收

纳罐子、藏在抽屉里的收纳格子、节省空间的收纳隔板、挂在橱柜门后的收

纳篮子等等。此外，高柜可以作为电器柜，也可以作为普通的储藏柜，满足日

本人对形状大小各异电器的收纳需求。

1）现代化的厨房用具

日本人饮食习惯：这些商品才能上得餐厅，入得厨房



餐厅用具通常包括桌子、椅子、绿植、纸巾盒、杯垫、餐具盒等。餐桌基本

是规则的长方形，日本人不喜欢铺桌垫，一般会用餐垫，甚至会根据家庭成

员来购买不同颜色图案的餐垫，或者根据餐具进行搭配。餐桌餐椅一般使用

原木色，和室内其他橱柜颜色保持一致。餐桌上会摆放绿植装饰，还会用木

制收纳架来收纳一些小物品。

日本是横着摆放筷子，筷著的存在也是日本独有的用餐特色。另外，桌

面的木质纸巾盒、一些收纳餐具的小物件也是营造温馨家庭氛围的关键。

日本的食器与光滑洁白的中国瓷器有所不同，多是厚重、粗糙甚至不规

则的，有很多还是手工制作的。日本食器手感上带有明显的颗粒感、粗糙感，

颜色上多保留材质的原色，而较少做繁琐的修饰。

2）营造仪式感的餐厅用品



日本人很重视早餐，传统的日式家庭早餐以米饭为主食，搭配烤鱼味增

汤、腌渍菜等。煮饭搭配的小道具、简化的腌渍菜缸、实用的鸡蛋处理小道具

等都很受主妇们的欢迎。对于现代家庭而言，年轻人喜欢快速的洋食，烤面

包机、咖啡机、煮蛋机、三明治机等各种方便快速完成早餐的小型家电十分

收到年轻人的喜爱。

3）早餐文化

日本的用餐文化里，比较独特的是便当文化。小孩上学、老公或者自己

上班都会带自己制作的便当，所以和制作便当相关的小道具有很大的需求，

例如分蛋器、便当盒、保温保冷袋、形状可爱的牙签，可以制作可爱饭团或者

印制图案的印章等，都是日本家庭主妇必备的工具。

4）便当文化



日本家庭主妇喜欢在家做烘焙，特别是家庭居住社区的聚会（类似中国

的居委会）或者妇女会等聚会，能够拿出自己制作的精美的点心，成为家庭

主妇之间的暗自较量。因此，烘焙工具是日本家庭的常客，比如切面包的刀、

烤面包的各种模具、奶油裱花的道具等。

5）日本主妇的“战场”：烘焙点心



1.4.1

日本目前的居住环境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公寓，相对来说单身人士选

择公寓房的比较多。这种公寓一般以两层楼为主，房间小而紧凑，所以他们

对于住宅内收纳功能强大的柜子及多功能的小家电等物件需求比较高，比

如暖炉桌，又可以吃饭，冬天可以取暖，铺着被子也可以直接睡觉。

第二类为高层住宅区，往往是小家庭、情侣或者经济条件还可以的工薪

阶层的首选。高层住宅区往往是装修完整的房间，配备自动化的电器。对于

这样的居民来说，使居住环境变的更能表现自己风格的物品，例如各种摆

设、享受型的唱片机、或者休闲用品，甚至是小型的健身器械也变成了日常

需求的物品。

1）公寓、高层住宅、一户建

日本居住环境与文化：从这三大特征领略日本居住文化



第三类为经济小康之家的一户建，分为市区内和郊外相对比较大的带

停车位的一户建，房间相对来说空间比较大，而且分为楼上楼下，房间的分

配利用也比较明确。清洁清扫用品、自己动手修修补补家庭的用品工具甚至

急救储备用品也变成了日常储存的用品之一。另外，日本富人区的大房子一

般都自带庭院，花园里的各类工具也成了他们的必需品，例如树剪、花洒、园

林保养等各类花园用品。

由于户型面积小，日本通过收纳整理，将每一个区域和空间的价值发挥

到极致。他们精于把室内物品互相穿插，收拾放置在不占空间的壁柜里，从

而产生了巧妙的“收纳文化”。如此，既让室内生活起居十分宽敞明亮感，同

时也可省去不少清洁的麻烦。这一文化使得收纳盒、收纳柜、精巧的家具、挂

扣等物件，成为日本消费者的心头爱。

2）收纳文化

榻榻米能够节省室内空间，平时可以将床被收纳在橱柜中，有更大的空

间活动和招待朋友。日本人习惯盘腿屈膝，坐在榻榻米上无拘无束地交谈、

饮食。席地而坐时，人的视线会跟着下降，室内的空间也显得更加高大。日本

人一般会选择较为低矮的家具样式，如蒲团、矮桌、矮柜、榻榻米等，营造出

平和简淡的意境的同时，能够有效破除空间上的压抑感。

3）坐文化



1.4.2

日本人居家必不可少的家具有桌椅、收纳架、沙发、书架、衣架、各式柜

架等，颜色多以原木、白、棕、驼色等淡雅色系为主，设计简单不宜复杂，且易

组装性的商品更受欢迎。由于日本户型面积小以及日本人的坐文化，他们购

买家具用品时更偏爱小尺寸、可折叠、不占空间的家具。

1）居家家具

日本居家的日用品包括毛巾、肥皂、牙刷、洗脸盆、拖鞋、晾衣架、拖把、

衣架、雨伞等，日本人同样更偏爱便于收纳整理的产品设计，比如，清洁工具

的头与杆分开，保证灵活购买、物尽其用。很多产品都有采用滚轮卡扣，可以

悬挂在墙壁上。

2）居家日用品

日本居家行为习惯：藏在日式家庭里面的选品启示



日本的家庭主妇往往需要将家内布置的井井有条以及收拾的干干净

净，几乎每天都需要擦洗。与之相呼应的，小到面包封口包装，大到衣服被

子，收纳工具是每个日本家庭必备的用品。各类清洁工具，光厕所、厨房的清

洁用品都可以细分出十几种，除臭、除黑渍、除尿渍、管道清洁、日常除菌、马

桶清洁、浴缸清洁等细分的清洁工具一应俱全，甚至细微到头发收集、镜面

除雾，只要是能够帮助保持干净的，都会成为日本家庭选择采购的物品之

一。此外，为方便收纳整理和空间利用，伸缩衣架、可折叠盆、收纳盒、折叠

篮、置物架等可折叠的家居小物是日本人必然会购买的物品，甚至会统一购

买保证整体的和谐一致。

3）爱收纳、“洁癖”的日本家庭主妇



1.5.1

日本人口密度高、道路窄，出租车费、自驾车停车难及停车费用昂贵，东

京等大都市的堵车情况严重，相对来说线路四通八达，而且出行时间有保

证，对准时守时非常看重的日本人来说，地铁是出行的第一大选择。日本人

更愿意以骑行配合地铁的方式上班，效率更高也更健康。搭乘地铁的时候，

空荡的地铁上看书的日本人到现在都保留了这个习惯，所以书套、书皮一直

是在日本是非常独特的一项消费品。另外在拥挤的地铁里刷手机的人，防偷

窥屏幕贴纸也变的很重要。日本人不给人添麻烦的习惯，也使得他们在下雨

天习惯性进地铁收起雨伞，防止弄湿身边的人，所以带有伞套的雨伞，会比

较受青睐。

1）出行文化：骑行、地铁

与美国人渴望征服大自然不同，日本人更多是以“敬畏”之心寻求人与

自然的共存，自然与城市生活的融合18。日本多森林，周围海洋资源丰富，为

日本人户外文化提供了天然的条件。日本处于板块交汇处，经常受地震影

响，逃生技能和户外生存技能格外受重视。因此，户外文化深深根植于日本

2）户外文化：露营、垂钓

日本出行/户外文化：对自然的「敬畏」之心，骑行、露营、滑雪



人心中，而且日本多节假日，露营、徒步、登山、垂钓、冲浪、滑雪等活动早已

成为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旅游度假的时候，日本人也会选择自驾出

行。

日本人参加户外活动，也是既守规则又有条不紊的。帐篷、旅行背包、登

山鞋、雨衣、折叠小板凳、帽子、毛巾、斜挎包、睡袋、防潮垫、便携小冰箱、便

携电扇等商品成为户外潮流人士提前半年就开始准备的必需品，兼具潮流

和实用的单品会受到这些人士的追捧。



1.5.2

日本人日常通勤以地铁为主，防漏音耳机、公务包、手帕、卡套、书皮、长

柄伞、手机扣等小物件成为他们的常用的物品，颜色选择上多以黑、白、灰、

深蓝、军绿等颜色为主。日本人还以骑行配合地铁出行，除了自行车需求量

大之外，车锁、手机架、骑行服、智能手表等骑行类的配件同样有巨大的市

场。

日本人对户外休闲活动的追求，使得鱼竿、冲浪板、帐篷、便携厨具、野

餐垫、BBQ烧烤架、派对游戏、小冰箱等商品成为众多卖家的选品秘诀，具备

较大的市场潜力。

在旅游、外出等行李较多的时候，日本人会采用自驾出行，也经常使用

折叠式购物车，此外，车内导航仪、行车记录仪以及车内音响等品类也有商

机。当然，户外旅行同样离不开相机等拍摄“硬件”，而相机的配套设备如稳

定器、三脚架等辅助设备也是他们会购买的产品。

TOP级出行/户外好物：都市与自然共存下的商机



户外衣着用品方面，吸汗快干、携带轻便等功能也是受欢迎的重大因

素，款式商务但兼具轻便型、功能性的上衣或者外套是大多数商务人士的首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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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亚马逊日本站，把握家门口的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