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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亚马逊日本站，把握家门口的商机！



2.1
人群特征：老龄化、少子化、一人行趋势明显

日本是老龄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日本总务省2019年统计，日

本65岁以上人口达到3588万，占比达28.4%。而且，据预测，日本的老龄化率

将继续攀升，到2036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3，2065年这一比

例将达到38.4%，其中7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将超过1/41。

少子化是日本社会另一个显著特征。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人口在

4000万以上的32个国家中，日本的儿童（14岁以下）比例最低，为12.0%2。另

据日本人口普查数据，生涯未婚率（到50岁时未结婚的人数占比）在2015年

已经猛增至男性23.37%、女性14.06%，不婚族比例越来越多3。即便是已婚

族，社会生育意愿也在明显下降，家庭规模在不断缩小，进一步加速了日本

老龄少子化进程4。



日本的“一人行”现象逐渐流行。2019年日本的独居人口比例高达

40%5，单在东京就有47.3%6的家庭住着形形色色的独居人士⸺学生、上班

族等。要知道，曾几何时，日本人习惯抱团，强调集体意识和与他人融洽相

处，没有单独行动的文化。十多年前，日本人甚至不好意思单独一人吃饭，显

得没有朋友，以至于他们宁愿在洗手间的隔间吃饭，即“便所饭”现象。而现

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拥抱“独自一人”这件事，比如一个吃饭、看电影、

露营或旅行7。这甚至催生了奇葩的日本“租借”服务，租赁一个人聊天。有的

日本人会租30岁至70岁的男人，以哥哥或叔叔的身份来倾听工作上的劳累

或者其他烦恼的倾诉，给予情感支持8。



特殊的社会结构和人群特征，也滋生出与众不同的消费习惯与商机。老

龄化使得日本老年消费市场蕴藏巨大潜力，和健康、兴趣有关的服饰、日用

品、食物等商品是商家掘金的重要赛道，比如保健品、拐杖、板凳、出行小推

车、登山服、垂钓工具等。

少子化则意味着日本的年轻人或年轻家庭没有育儿方面的压力，有更

多的零花钱空间，也更愿意为自己消费、投资未来，比如家庭投影仪、VR游戏

设备、工作学习资料、烘焙、DIY玩具等。

此外，“一人行”规模的扩大既推动了“一人份”商品的流行，例如小容量

的水壶、电饭煲、单人用的床品、小包装食品等，也催生了满足情感需求商品

的需要，希望所有的钱都为自己而花，追求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比如温馨的

台灯、陪伴入睡的玩偶、与好友线上开黑的游戏和动漫周边等。



2.1.1
探析市场蓝海：日本消费规模

日本的商业极其普及和繁华，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条主要的商店街，每

个村落都有便利店，融合零售、银行、快递等所有功能。但由于商品不够新

颖、价格偏高等原因，商业街逐渐没落衰退，而便利性更强、时间成本更低的

超市和便利店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百货店，例如7-11迅速扩张。

日本人消费时对于商家服务水平要求很高。在大多线下商店，服务员对

于每一位顾客都有着超乎想象的热情，比如鞋店试鞋子时，客人坐的位置比

较低，服务员甚至会采用跪着的姿势，视线永远低于客人。

繁忙的现代社会中，日本人对时间成本越发看重，便捷性对购物决策的

影响力变大。能够快速浏览和购买的，绝对不愿意花更多时间和精力跑出门

购物。浏览便捷、物流快、退换货方便的网购将会更受青睐。但是日本消费者

对于服务水平和产品质量的要求不会放松，那些注重精致包装、保护消费者

隐私、有着亲切客服体验等服务一流的网购店铺会更受眷顾。

由超市便利店转向便捷的网购



日本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9年日本GDP为50,817.7亿美元9。日本

电商规模庞大，且仍在持续增长中，2019年日本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达到

19.3609万亿日元，2020年日本电商销售总额预计将达到1,045.14亿美元，

预计到2024年将达到1,264.2亿美元10。

日本B2C电子商务总营业额约为1,140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

四，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12。实物商品的网上销售增长8.1％，达

到10.0515万亿日元，首次突破10万亿日元13。由此可见，日本电商市场潜力

巨大，是一海之隔、近在咫尺的掘金蓝海。

庞大的线上网购市场规模正在持续增长



2.1.2
日本消费者画像：比他们更懂他们

说起日本的主力消费群，就不得不提一个学界的“黄金组合”⸺Power 

Couple。Power Couple指的是1000万日元（约60万人民币）年收入的家庭，

比如丈夫年收入在600万日元，并且妻子年收入在400万日元。夫妻双方实

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财务自由，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都高于其他消费者，属于

经济上和精神上富裕且有所追求的一类人。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他们将

自己的感受摆在第一位，消费力强劲14。由于在职场上位居中高层，又要渴望

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他们极其重视时间成本，愿意用钱买时间，比如购

买切好的菜、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此外，他们也会把消费重点放在对未来

的投资上，比如健身、美容、香薰治疗等15。

主力消费群分析



本另一大消费主力军是中老年群体。年轻人初入职场，虽然能自给自足

但需要承担高昂房租和生活压力，消费反倒拮据一些。相较之下，日本中老

群体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且愿意为自己消费。调查显示，日本老年群体平

均家庭资产两千三百五十六万日元左右，大约100多万人民币，而收入三百

万日元的老年家庭大概占到80%16。退休以后，他们的日常变成了旅行、散

步、慢跑等适老化改造。除了购买保险产品、股票债券等，他们开始为自己的

衰老做足准备，重视健康管理，培养兴趣爱好和探索退休以后的生活。比如

60岁70岁以上的人非常注重饮食健康，不那么重视价格，而日本卡拉OK基

本上都是面向老年人群，还有专为中老年女性的健身俱乐部等。可见，日本

老龄化带来的“银发经济”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



年龄层分析

靠零用钱撑起爱好：根据日本青少年研究所的调查18，青少年每个月的

零用钱大约为10250日元左右。在零用钱范围内，他们喜好购物有创意、能代

表个性的商品，包括服装、饰品、文具用品、钱包、书籍等。

动漫、游戏、追星族的年少疯狂：他们尤其喜欢动漫、游戏和追星，倾向

购买设计有特色、符合潮流并且价廉物美的产品，那些动漫IP和明星周边、

游戏、手办、书籍漫画、音乐CD等自然不会错过。

青少年（16-19岁）：动漫、追星爱好多元，愿为兴趣买单

17



热衷网络购物：紧跟最前端的潮流趋势，乐于接受最新的信息和生活方

式，根据株式会社 Kyash的调查报告，年轻人2020年的线上消费占到85%以

上19。

收入有限的精明买手：尽管已经踏入社会、能够自食其力了，但初入职

场的他们需要负担昂贵的房租，因此消费以满足刚需为主。再者，由于不信

任当前养老制度，他们更有省钱存钱意识，注重性价比、消费更精明，日常饮

食、用度和衣着都以节约、可反复利用为前提，比如包鞋用实用款、饮食以速

食为主、在打折季购买服饰等。

成长仍是关键词：尽管眼下收入不足以支撑理想的生活，但他们重视精

神生活的消费，更愿意为个人成长消费，愿意为未来进行投资，比如会购买

对工作有帮助的学习资料。

青年人（20-29岁）：收入有限的网购专家，愿意为个人成长消费

买买买更有底气：日本人的薪资随着年龄逐渐增加，这一阶段的他们大

部分已经事业有成，位于公司的中层甚至高层领导，具备一定经济实力，愿

意且有能力为更高品质的生活买单。

家庭消费成为大头：成家立业之后，家庭消费占据主导，涉及食品、教

育、交通通信、杂费和租房租金花费。让家庭生活更美好是他们的追求，愿意

添置电子设备，定期组织家庭旅游等。

注重人情交际：他们常常会购买礼品送礼和回礼，用于上司、亲戚、朋友

中年人（30-49岁）：面子为先，乐于展现经济实力和地位



甚至街坊邻居之间的人情交往，通常会购买点心、柴鱼、海带、当季水果等，

还会购买毛巾、项链、香水、钱包、领带等。

追求生活的便利舒适：因行动不方便，他们更加喜爱那些让生活更加便

捷舒适的商品，比如外出使用的小推车、板凳、拐杖等生活用品。尽管已到晚

年，但他们关注时尚，希望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20。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让身体更健康的

商品备受青睐，比如保健品、新鲜食材、健身服、瑜伽垫、休闲设备等。

终于有时间和金钱投入兴趣爱好：他们有着丰厚的退休金，想要开启第

二人生，比起物质富足更追求体验的丰富，重视发展潜水、插画、设计、短途

旅行等兴趣爱好，通常会购买轻便旅行背包、旅行箱、垂钓设备、户外鞋等。

老年人（50-69岁）：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培养兴趣开启第二人生



性别分析

理性直接：男性网购的一大原因是价格比实体店便宜21。他们购物以确

实需要为主，需要什么便买什么，并且习惯在网上获得咨询信息、反复比较

之后，再决定购买哪家的产品。男性喜欢快速做出决定，而不考虑折扣或其

他诱惑22。

强烈自我认同感：日本男性具有较强的自我认同感，即便是冲动购买，

也是购买偏实用的产品，较少关注对社会、环境、社区的影响。

倾向“断舍离”：便利性是日本男性消费时的另一大考量点，再者，他们

更容易偏向“断舍离”，即倾向于基于实际情况购买当下用得着的物品，例如

夏天买防暑降温的产品，冬天买围巾等。

兴趣全靠爱支撑：日本男性一旦结婚，等同于一个人工资养活全家，最

大开销在于房租上，而抛开日常开销后零用钱在22000日元左右。兴趣全靠

爱支撑，日本男性最想花费的排名前几位分别是家电、电脑、电视、旅行、投

资等23。

男性网购品类TOP5依次是家用电器/影音设备、杂志/书籍、PC/相关设

备、酒店/旅游预订、日用品/家庭用品等24。

男性：理性直接，追求便利，偏向“断舍离”



冲动感性：日本女性会因为产品广告、连带推销或者朋友推荐，产生冲

动性消费。即使价格很高，将近一半的女性愿意冲动消费，顺从自己的感受

和欲望20。

囤货达人：在7、8月份折扣季，和每年1月份因过年福袋的折扣期，女性

往往会进入的疯狂囤货模式。网购时，她们非常重视支持“积分返还”25。

更关注社会消费：相比男性，女性更关注社会消费，关注身处的环境、社

会和社区，购物时会看有机、生态、手工制造等标签26。

购物有“联想性”：在日常购物中，实用性依然是日本女性消费的一大考

量点，但是购买时往往具有“联想性”和“连带性”，例如购买煮锅时会连带着

购买锅、汤勺、防烫手套、围裙甚至蛋糕模具等厨房用具。

愿意自我投资和自我奖励：60%的女性表示近三年来，对自我投资的消

费额增加了，尤其是单身女性，近70%女性愿意在“奖励消费”上花钱27。

当然，有家庭的日本女性购物时会节俭而理性，计划购物的特征明显，

网购时会关心配送服务等细节。年轻女性对流行度敏感，网购时更加注重信

用卡信息安全以及是否方便退换货28。

女性网购品类TOP5依次是时装、化妆品和皮肤护理产品、日用品/家庭

用品、食物等29。

女性：冲动感性，囤货达人，具有“联想性”



注重隐私安全：日本人尤其在意个人数据安全和隐私安全30，强调对消

费者隐私安全的重视是赢得他们信任的关键。

追求购物体验：日本人在实体店购物时，就很讲究一对一、细致入微的

人性化服务，他们将购物视为消遣、解压的一种方式，在消遣的过程中产生

信任感，这种信任直接影响他们最终是否购买。网购时购物体验同样重要，

这种体验虽然不是面对面直接的，但却来自商品的介绍、客服、是否支持积

分等点滴细节。

具有真实感的商品描述：日本人倾向于购买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从

充满想象空间的商品照片，到细节充实的商品使用描述，精心的图文及视频

介绍，这些都可以让日本人心理上“看见”和“触摸”，增强下单购买的机率。

享受网购便利：促使日本人网购的几大因素包括：可以在自己喜欢的时

间段购物、品类全、能够积分、不必外出、易于比较产品和价格31。而且，网购

的优点在疫情期间被放大，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接受且选择。

按网购习惯分析



“夜猫子”式的精明买手：60％的消费者习惯在晚上19:00到23:00浏览电

商网站。日本人对网络有着些许的不信任，对于1万日元以上的高价产品，

37.2%的消费者会选择先在线下实体店看过后进行网购，20.2%的消费者在

网络上搜集信息后直接网购。除了价格，他们会关注网友评论和产品照片。女

性比男性更关注产品照片，72％的女性会检查“产品照片”，男性只有52％32。



一线城市人群：包括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等地区，各种新商品广告

信息层出不穷，服装、日用品类更新频繁，他们愿意为添加生活趣味而购买

商品。2019年，主要城市大都市区的家庭每月在线总支出总计超过1.6万日

元35。

二线城市人群：包括神户、广岛、京都、福冈、仙台等地区，尽管离一线城

市不远，但信息往往落后一步。在折扣季，购买产品的人群居多。2019年，中

型城市的家庭每月在线支出约为12400日元36。

偏远地区人群：平时购物以刚需、网购为主，而节假日会去一线城市旅

游购物。2019年，在较小的城市中，当年的家庭每月在线总支出超过11000

日元37。

作为世界发达国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存在的一个显著

问题是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面积总和在日

本国土总面积中占比仅10% 左右，但却集中了全国50% 以上的人口33。城市

化进程中人口随着产业持续向大都市圈集聚，人口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就越大，各类设施的多样化程度、现代化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及购买力也会

相应提升。

按消费地域分析



根据日本中央基本工资审议小型委员会统计得出，目前日本人的平均

月收入是304，300日元，男性的月收入是335，500日元，女性的月收入是

246，100日元。按照年龄层次来划分，日本人民从20岁开始月工资收入开始

增长，最高额出现在50-54岁之间为372，500元，随后开始随年龄增长而递

减。

根据日本人均收入结构显示，高资产阶层：年收入超过800万日元或纯

金融资产超过2000万日元，这部分人群占日本人全体的20%；中产阶级：年

收超过300万日元，且低于800万日元，这部分人群占日本人全体的60%；低

资产阶层：年收入低于300万日元或纯金融资产低于300万日元，这部分人

群占日本人全体的20%38。

总体而言，日本中高产阶层占日本人全体的比例高达80%，这样的薪酬

体系支撑着日本人强劲的购买力，以及他们对极致产品和极致服务体验的

追求。

按照收入结构



2.2.1消费观念
日本消费者对不同品类的消费主张

对于日常所需的食品、日用品等商品，日本人会根据每月收入制定固定

的支出计划。此外，他们愿意为爱好类（例如户外露营、体育运动）、娱乐类

（例如电影、卡拉OK）和服装类买单，一般会在每月收入盈余中，根据本身的

消费实力和想法以及需要的优先程度安排支出的比例。

户外类：注重设计感、时尚感和多用性，其中家庭型的产品更受欢迎，比

如可容纳一家人的户外帐篷、便携的露营烤肉、休闲骑行的自行车、登山所

需的产品、出海钓鱼的工具、冬天滑雪的设备等。

服装类：讲究可搭配性、融合性和简约实用，比如可以一年四季穿着的

牛仔裤、能够挡风防雨的风衣外套、明星同款服饰、简约但是质量上乘的白T

等。

护肤品类：注重个人体验感和包装简洁，不轻易更换品牌，倾向选择长

期习惯性使用的产品，例如Three、Ipsa、Shiro等外包装简洁的品牌很受欢

迎，另外有网站推荐第一、排名第一等类似推广标志的产品也会受到追捧。



配饰类：对于有经济实力的人群而言，追求大牌，讲究持久性和低调的

设计，例如爱马仕饰品、Mikimoto珍珠等。对于上班族来说，价美物廉更受

欢迎，例如商场内饰品专柜紧跟时尚潮流，但售价仅在2000-5000日元左右。

家居用品：注重收纳的实用性、素材的环保性，追求经久耐用款，能够为

家庭带来趣味性或观赏性的家居类产品同样受到青睐，例如好看的书灯、挂

毯，简洁的收纳盒，木制的时钟、纸巾盒等。

家具用品：一般采用实体店和线上并行的方式购买，前往实体店实际看

过后通过线上购买，例如床、柜子等。尤其讲究舒适度的座椅他们仍会选择

线下购买，而收纳柜、鞋柜、衣帽架等不太注重舒适度的产品则直接网购。

消耗品类：实用与否和、是否有效是购买消耗品的第一要素，另外，性价

比也是购买此类商品的一大参考，例如洗发水、简易拖把、厨房用纸、厕所香

薰机等常规消耗品。



2.2.2
2020新冠疫情对日本消费观念的长期影响

2020新冠疫情，改变了全球人的生活方式，日本虽然不是这场战“疫”中

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但日本政府要求避免非紧急非必要外出，经济活动和消

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疫情可能是短期的，但是这场2020年的最重

大事件，却在方方面面影响了日本消费者的行为和观念，其中不乏一些可能

延续下去的长期影响。



消费个性化：向兴趣消费、享受人生转变

疫情期间被迫居家隔离，日本人的生活消费方式不断朝着“居家享受

型”消费生活方式产生转变。人们通过线上方式与人“见面”，也开始通过在

线方式，培养自己的爱好，充实居家生活，比如观看影视、在线娱乐和学习、

专注儿童教育、做饭与烘焙DIY等39。

追求线上体验感：线上体验感强的活动变成日常

疫情期间，日本人发现了线上酒会、远程办公等新的玩法。此外，不少夫

妇重新切身体会到了家庭亲情的重要性，家庭音响、家庭投影仪、Switch等

产品让家庭生活更丰富。这些线上体验感强的活动，让人感受到人与人连接

的温情与快乐，能够促进“连接”感的商品越来越受欢迎。

健康意识加强：环保型户外休闲增加

健康不再是中老年群体才关注的话题，更多的日本人意识到健康的重

要性。6月解禁后，离东京市区仅一个小时路程高尾山的登山游玩人数明显

增加，富士山下露营的查询人次也增加了。相应地，可以在自家附近休闲运

动的自行车、体育用品和户外用品的消费将进一步扩大。



2.3消费行为特点
2.3.1 如何触达日本消费者？请了解他们的网络媒介使用习惯

即便到了互联网如此盛行的2020年，在媒体接触习惯上，日本成年人仍

然会花费56.0％的总媒体时间在电视机等传统媒体上，在手机电脑等数字

媒体上花费的时间占44.0％40。他们觉得传统媒体在广告和新闻上更具有可

信度与真实性，51%的消费者通过传统媒体了解产品后，会选择在手机端进

行购买41。因此，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站外推广对于电商卖家来说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对于年轻人来说，手机是及时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通过浏览手机APP

产生购买行为会更轻松便捷。日本20-50岁的群体最喜欢从手机端购物。

50%的日本人通常是从电脑、电视、杂志得知某产品，最后在手机端下单。

44%的人会在实体店内见过产品，然后在手机端购买。42%的日本人会直接

在手机上通过关键词搜索购买产品42。



如何让付款更顺畅？你得懂他们的支付偏好

2019年日本ICT研究所《2019年移动和非现金支付市场趋势调查报告》

显示，现金和信用卡是日本人最喜欢的支付方式，将扫码支付、移动电子钱、

卡式电子钱、借记卡等支付方式远远甩开43。2019年10月起，日本消费税由

8%提高到10%，日本政府发布一系列举措中包括一项⸺对非现金支付进

行“积分返还”，提振消费的同时也推进无现金支付的飞跃发展。

 

《2019年移动和非现金支付市场趋势调查报告》显示，日本网购首选支

付方式依次是信用卡59.5%、Konbini16.6%、账单收据11.6%、电子货币

4.7%等。

2.3.2



日本2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人平均拥有2.6张信用卡。据SINO调查显示，

Visa在信用卡类型支付市场的占比最高，为42.3%；其次是Mastercard，市

场占比36.6%；日本本土信用卡组织JCB在本国的市场占比为18.8%44。 

Konbini是日本非常流行的一种便利店支付方式，Amazon、Stream甚

至日本航空等都支持Konbini支付，用户网上下单后可以去Lawson、

Family Mart、Sunkus、MiniStop、7-Eleven等便利店完成支付。

此外，日本的IC卡等不但可用于用于搭乘电车和巴士，还可用于在车站

周边设施购物，而且全国通用。代表性的交通卡为JR东日本发行的Suica，关

东地方私营铁道、巴士企业发行的PASMO，西日本的ICOCA和SUGOCA等。

除此以外，日本还有多种多样的支付方式，比如PayPay可以在大型超

市、便利店以及各地的中小店铺中使用。通信应用LINE提供支付服务LINE 

Pay，可以在大型便利店、药妆店、家电量贩店以及ZOZOTOWN等网站使用。

大型手机运营商也开展手机支付的服务， NTT Docomo推出了“d払い（d支

付）”、KDDI则推出“au PAY”，可并入每月的手机话费中支付。



综合性购物网站，日亚在日本消费者的口碑评价

亚马逊日本站作为当地排名第一的电商网站，每月访问量超过5亿次45。

亚马逊不仅销量第一，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也很高。在日经BP consult-

ing实施的基于品牌友好性、便利性、卓越性以及革新性四个维度的日本品

牌价值调查中，消费者选出的消费品B2C“最有价值品牌”中，亚马逊位于第

一46。

另据跨境眼调查显示，疫情之下亚马逊成为83.64%日本消费者的购物

主要渠道，遥遥领先其他平台47。

日本90后消费者（女）5年Prime会员

亚马逊商品种类齐全，送货速度又快，无论是居家
小物件还是零食，我都会选择在亚马逊购买。刚好最近
需要在家办公，我买了一把椅子，十分好用

日本90后消费者（男）5年Prime会员

我用亚马逊5年了，由于生活在京东圈外，我更倾
向在家锻炼，最近在亚马逊上买了很多运动品。亚马
逊大件家具配送也很方便，我买过桌子和家用座椅。

日本70后消费者（男）10年Prime会员

我是使用亚马逊10年的忠实用户，这几年在中国
工作，在日亚购物更频繁。我最常买旅行收纳用品。亚
马逊页面设计简洁明了，我一眼就能找到想要的东西
下单。



谈复购率前，你需要了解日本消费者不同品类的购物周期

日本每年有两次大型打折季，一次是7、8月份夏季折扣，通常会低至1折

-3折，商品以服饰类为主。第二次为每年年底冬季折扣，会配合新年推出福

袋，福袋藏着的商品包括电子类、家电类、服饰类、珠宝类、护肤品类等各大

品类。另外，每年的各类节日也是日本人买礼物的普遍时刻，例如情人节准

备巧克力、糖果、小礼物等，还有七夕、中秋、男孩节、女儿节、圣诞节等各种

节日往往需要准备的礼物和家内布置。

户外类：磨损较快的常备工具磨几乎每个月都需要更新，例如登山使用

的绳子一旦有磨损便会更换，而冲锋衣、可压缩羽绒服、登山打底裤等服饰

类通常在折扣季或者换季的时候才购买，烧烤用具、帐篷等相对昂贵的户外

用品一般会在实际出行前一次性购买完备，直到彻底用坏为止。

服装类：折扣季是购买服饰类产品的最佳时期，日本错季购买少，基本

以上新购买和折扣季大肆采购为主。当然，春秋风衣、各类T恤、牛仔裤、长裙

等常规单品是每年必买的品类。

2.3.3



护肤品类：基本以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为周期进行购买，很少有人会在彻

底使用完一个护肤品后再去购买，购买时通常会受到网络推荐、朋友口碑、

电视广告影响或出于尝鲜心理。护肤品连带销售明显，店员一般会推荐配套

使用的产品推荐给消费者。

配饰类：考虑长期使用的可能性，一般会购买多个备用，使用频率很低

但愿意花很多钱购买高品质的，一般在参加聚会活动，或者特别的纪念日、

生日、开学、毕业、结婚等活动时使用。

家居用品类：具备较强的季节性特征，根据春夏秋冬季节变化循环购买

和整理使用家居用品，比如床单枕套、鞋盒收纳、厕所清洁类香薰等。

消耗品类：几乎每周都在添置更换消耗品，一般在使用完毕半个月前提

前备好更新的产品，例如洗洁精、厨房用纸、驱虫剂等。

动漫周边类：几乎是每个月都会产生购买行为，甚至更为频繁。只要动

漫出了新的周边或者各类活动，都会出手购买，而且愿意花钱。



如何提高转化？不妨使用消费者最爱的积分和优惠券

在互联网的巨大冲击下，日本线下商场依然屹立不倒，部分原因在于商

场的优惠活动和贴心的服务，以及发达完善的积分制度。究其原因，积分可

以抵扣现金，换购礼物、包装袋等。再者，日本的积分文化渗透到衣食住行的

各个行业，银行、商场、航空、便利店等都有对应甚至互通的积分系统，比较

有名的积分卡包括便利店罗森的Ponta卡、全家的FamilyMart卡、药妆店的

HAC卡、航空公司JAL与ANA的里程卡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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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文化为何渗透如此之深？一方面，商家希望通过积分体系的蝇头小

利留住更多回头客，另一方面，日本人喜欢在眼前获得积分的安心感，与店

员的交流，以及认证踏实、一点点不断积累积分的“小小的幸福感”。况且，有

的积分卡从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而日本人倾向于“保持不变”和“维持现

状”，尤其是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49。

76.4%的日本消费者都会使用积分购买商品或兑换电子货币50。亚马逊

日本站特别启动了忠诚度计划⸺亚马逊卖家积分计划（Amazon Points），

为商品引流的同时，可以吸引日本消费者，有效刺激购买意愿，提升买家忠

诚度。亚马逊卖家在提供商品附赠积分后，成交率增加了约1.1倍51。

此外，日本人格外喜欢使用优惠券，甚至会把不使用优惠券的行为视作

一种浪费。日本人的皮夹里除了钱，就是大叠的优惠券。哪怕是在约会场景

下，他们也会先拿出一叠优惠券，查询当日优惠信息后再决定聚餐的餐厅 。

即使是身价过亿的日本人桐谷广人，也依然精确计算并使用每一张优惠券。

日本日本区麦当劳App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电子优惠券，也因此下载量常稳

居日本App榜单高位 。



2020疫情对日本消费行为的长期影响

日本总务省5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旅游入境未开

放期间，酒店、餐饮、个人小店倒下一大片，而线上支付、外卖却实现了急速

扩张和增长，在亚马逊、yahoo等网站上购物的人次和消费金额也攀升了一

个新高度。向线上的消费转移或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

电子支付习惯的养成：疫情促进日本人从“现金主义”开始拥抱“移动支

付”。据日本民调公司MMD研究所调查显示，73.6%的人减少了现金的使用，

78.9%的人选择增加使用二维码的移动支付，65.3%的人选择增加了刷卡式

移动支付52。

线上购买生鲜的习惯性培养：日本人大都在住所附近超市购买生鲜蔬

菜水果，疫情期间日本亚马逊联合了多个地区的农场，提供新鲜的、搭配好

的整箱蔬菜。比起线下购买需要自行搬运，他们第一次尝试网购蔬菜后发

现，新鲜程度并不低于超市，因此复购率会与日俱增。

线下市集转为线上：日本最大的杂货类市集蚤之市每年都会在各地举

办四次，目前也因为疫情关系转移到线上，通过网站更新内容和库存，每天

都会推荐不同的明星产品。相比于前往线下逛市集，线上反而是能够更好的

看清产品，更容易“拼手速”抢到心仪的产品，再者，对于设计师而言推广作

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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