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身经济，2亿人的孤独消费
王雅瑾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 

如何理解单身经济

我
国单身群体的规模非常庞

大，据《中国统计年鉴》

显示，2019 年，我国单

身成年人口超过 2.4 亿，

未来可能会增加到 4 亿，这是一个非常

大的基数。

单身经济的兴起与好几个社会因

素相关。第一，结婚意味着两个人组

成一个新的家庭，也意味着两个人需

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当代年轻

       随着年轻人受教

育程度的提高和经济

的发展，他们面临着

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01 人的教育和经济水平越来越高，竞争

难度也随之提高，面临的竞争压力越

来越大。对年轻人来说，寻找高质量

的伴侣、婚后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给

孩子提供好的成长教育环境等，都需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大家都会

把婚育意愿推迟。

第二，现代科技为年轻人提供了

很多社交体验式的机会，他们可能觉得

不再像以前那么孤独了，不是说一定要

找一个婚姻上的伴侣才能够享受生活。

他们可以和来自不同圈层的朋友、陌生

人，甚至是和虚拟世界的人进行社交，

满足情感上的需求。

根据统计学，单身者是指到了适

婚年龄（18 ～ 45 周岁）没有登记法律

婚姻关系的人，他们中有相当大的一部

分是有结婚生子需求的，甚至有非常强

烈的需求。

所谓的单身潮不是一个潮流，也不

是短期内偶然的流行文化现象，而是由

中国近阶段的人口结构、经济发展以及

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综合导致的，是

长期以来社会沉淀的不可回避的现象，

有一定的必然性。

但单身经济是一个舶来词，最早

它叫“单身女子经济”，这是经济学家

麦卡锡 2001 年在《经济学人》杂志上

提出来的，当时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

比如东京、纽约、伦敦，出现了一批高

知、高收入的单身女性，这个现象还被

拍成了一部电影，叫《BJ 单身日记》。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拓展开来，去

看单身现象给经济实体和各个商业圈层

带来的变化。女性的确在单身经济里面

承担了很重要的角色，她们非常容易受

到大众媒体、社交群体影响，也相对来

说比较容易冲动消费。单身女性非常愿

意在自己身上花钱，所以看起来她们是

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

同时，单身男性的消费也是不容

忽视的。单身男性对自己的投入，包括

护肤、化妆品、健身、电子产品、奢侈

品的消费都在近期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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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单身经济也不再局限于发达

国家的大城市，而是呈现下沉趋势。现

在很多年轻人不一定留在一二线城市，

而是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这群年轻人

的生活方式和一二线单身人群不同，相

比压力较大的一二线城市，下沉市场的

单身消费者虽然工资低，但有更多闲暇

时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压力，有

较多的可支配收入。所以他们为一些性

价比高、颜值高、体验性好的消费提供

了更大的市场。

单身Z世代的消费特点

年轻的单身人群在消费上具有时

代特性。

首先，我们来看人类的共性。人

们做消费决策都是有决策成本的，也

就是说消费者其实是很“懒”的。这

就解释了为什么强品牌那么受欢迎，

因为强品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决策

成本的问题。但新时代的单身群体从

小就是互联网原住民，他们已经习惯

了快速获得信息和知识，而且他们非

常熟悉如何去运用这些信息和知识，

所以他们对品牌的依赖变得更少，更

愿意自己去研究，更容易受到KOL（Key 

Opinion Leader，关键意见领袖）和

KOC（Key Opinion Consumer，关键

意见消费者）的影响。

其次，寻求社会地位或者自我获

得感也是人类共性。投射到年轻的单身

群体上，他们本来就处在荷尔蒙爆棚的

年龄，对于竞争、社会地位也是非常敏

感的。但是他们衍生出的消费心理正在

从物质消费往体验消费转变，从炫耀财

富资产向文化资产转变。他们会追求并

认同一些圈层文化作为社交资产，比如

特别精通一种运动，特别了解一种酒，

特别了解某个商品背后的文化故事。

再次，人都是社会动物，都有社交

需求。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人只有组建

家庭，养儿防老，这样的人生才是完整

的，但单身的年轻人不这样认为。他们

觉得，我带着我的小狗小猫，有一大群

朋友，有时候约会谈个恋爱，这样的人

生就已经很充实了，不再需要一个传统

意义上的家庭才能够构成完整的人生。

人们可能以为现在单身年轻人都喜欢宅

在家里，不喜欢跟朋友出去玩，不想找

恋爱的对象，但我觉得这可能是误解。

他们更需要社交，不同的只是他们获取

社交和情感的方式和工具已经发生了变

化。这就衍生出很多新兴的社交消费，

比如剧本杀、社交媒体和社交软件，比

如 B 站上的 up 主发布视频，和同样有

趣的灵魂在一起讨论，这个是他们获取

社交价值的方式。 

最后，以前中国消费者传统的观念

是钱得存起来，要有计划地花钱，不要

太过超前消费。但现在的单身消费者没

有组建家庭或者教育子女的长期打算，

他每月的可支配收入是挺高的，也愿意

去消费，并且有很强的超前消费意识。

同时，他们也有很强的理财意识。现在

很多年轻人都在炒股、买基金，有较强

的理财观念。他们对钱的认识、对如何

用钱消费，都和以前的人群不同。

单身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单身经济中衍生出不少新的消费

趋势。首先是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场景，

比如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

看电影。这体现在日常消费品中，就是

各类食品包装变得更小，家具和家电也

变得更迷你了，这些都满足了一个人生

活场景的消费需求。

其次是满足单身年轻人更加强烈

的社交需求。单身不代表年轻人没有求

偶或者社交需求，相反由于他们单身，

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收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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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约会、恋爱，以及交友网站上

的体验式消费上，会有更强的参与和支

付意愿。桌游、剧本杀、社交 App 等

不同产品、场景、服务都在满足这些单

身消费者的社交需求。

再次是养老需求的激增。我们常

说独生子女面临很大的养老压力，夫妻

二人要养四位老人。如果年轻人推迟婚

育年龄，那么他们将独自面临父母衰老

问题的挑战。同时，他们也要提早规划

自己的养老打算，如果这辈子不想结婚，

没有成家，如何计划未来的生活，这也

是一个新兴消费趋势。

除此以外，个人成长类的新行业

也有更多机会。单身消费者推迟了他们

的婚育年龄，有更强的支付能力，也有

更多空余时间，他们不仅可以把时间和

金钱投入到及时行乐的悦己消费上，还

可以投入到个人成长上，做好职业规划，

扩充自己的视野和知识。

最后是对“萌”系商品和宠物的

需求。单身人群推迟生育年龄，但对小

朋友或者萌物的渴望其实是人类的基础

欲望。这就延伸出一系列经济现象，比

如萌经济，这也是为什么三四十岁的人

还喜欢萌的、可爱的东西，喜欢盲盒，

喜欢宠物。他们已经不仅把宠物当成动

物了，而是把它们都当成家人，这也是

一种情感上的转移，是新衍生出来的消

费品种。萌经济、宠物经济，其实都是

因为这群人而产生的。

单身经济来了，企业该怎么做？

企业要思考如何设计产品和体验，

以满足一个人生活场景的需求，或是可

以满足这些单身人群强烈的社交属性，

为 Z 世代提供情感支持。

举例来说，一人食的线下店可以

满足一个人生活场景中的用餐问题。

当一个人去用餐时，消费者会觉得有

些尴尬。因为，在外吃饭很多时候是

一个社交活动，现有的社会规则不推

崇一个人。一个人出门代表这个人没

有朋友，是个失败者。于是一人食线

下店巧妙地把一人消费单独列出来作

为卖点，缓解一个人吃饭的尴尬，让

人轻松自在。另外，大多数菜单是按

一般的社交场景为多人设计的，一个

人点菜容易浪费，还不能尝试更多的

菜品，一人食套餐解决了这个问题。

除此以外，企业可以开发各类产

品、服务和平台满足年轻人想要交朋

友，甚至想要谈恋爱的强烈需求。现

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交友和恋爱的氛围，

注重体验，所以像桌游、剧本杀等需

要多人参与的沉浸式体验的消费活动

开始流行。各种桌游游戏、社交软件，

以及像旅行平台稻草人这样的一些产

品将有更多机会。在交友软件方面， 
App Annie 数据显示，从 2017—2019 
年，中国 iOS 市场约会交友 App 的下

载量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涨幅接近 
40%。

品牌要洞察年轻人的深层需求和

其在现代科技与数字时代的表现形式。

这需要企业对单身消费者做全人的洞

察，了解其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洞

察他 / 她在消费你的产品时的偏好和

行为。只有这样，才能看到消费者最

根本的基础需求可以通过哪些新兴的

表现形式来实现。

另外，我们也发现，单身经济一

定程度上放大了男性和女性产品的区

分。男性和女性在未婚单身阶段会表

现出比较大的差异。这个时间段的年

轻男性比较具有攻击性，想要有控制

感和社会地位，但这是在现实生活中

无法满足的需求。一些游戏可以针对

这些特点，通过场景、竞争和排名，

满足年轻男性对控制感和社会地位的

需求。女性产品则有所不同，女性倾

向于情感式的交流和社交，所以我们

可以看到，虎扑和小红书这样的平台

产品设计差异很大。

当然，单身经济也带来了新的挑

战。单身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口结

构问题，2021 年的新生儿比 2020 年

少了 400 万，从 1400 万降到 1000 万，

人口出现断层，这是它带来的最直接

影响。如果说单身群体越来越多，并

且越来越推迟婚育年龄，人口老龄化、

养老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是比

较直接的后果。

对于年轻的单身人群，我的第一

个建议是要合理支配个人收入，单身

人群在经济上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

所以年轻人不要做月光族，要合理分

配消费和理财。在理财上，我也建议

年轻人不要把钱全部投入一些高收益、

高风险的理财产品。第二个建议是，

注重体验的悦己消费当然好，但我也

希望年轻人把更多时间和金钱投入到

个人成长和终身学习上，不断成为一

个更好的自己。这样不仅让自己的单

身生活过得有意义，还增强了抗风险

的能力，为以后的家庭生活做好准备。

对于单身个体来说，单身不是孤独的。

如何能让这些年轻单身的消费者更加

健康地在这个难得独处的人生阶段中

去享受、获得和成长，这是企业和社

会都应该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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