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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目前我国的单身人口

已超 2亿，数量已相当于俄罗斯和英国
人口的总和。

但是，广大单身们养蛙、吸猫、遛
狗、吃鸡，生活丝毫不孤单。单身的日
子不但不寂寞，反倒越来越“丰富多
彩”。千万不要嘲笑单身狗，我们对
GDP的贡献可比你们大。

吃，单身人群更倾向于在外就餐，
避免独自在家就餐。

穿，单身人群有更多的精力、时间
花费在外表修饰。

住，没有家人、伴侣的共同承担，
住房将花费更大比例。

除了日常生活消费外，研究表明，
单身人群消费休闲化，更乐于将时间用
在满足其休闲化需求的消费上，尤其是
娱乐性消费和饮食性消费；追求个性
化，80后与 90后正逐渐成为消费主力
军，这其中又包含了大量适婚年龄的单
身人士，他们的消费行为与消费理念发
生变化，相对于价格考虑，更加关注个
性化、舒适度。

单身人群的壮大让单身经济空前繁
荣。一起来看看单身是如何扛起消费经
济大旗的吧。

健身经济：
单身人士撑起半边天

到健身房就是看帅哥美女的，不只
是说说而已。

我国健身行业产值 2016年达 1450
亿元，2017年 1590亿元，2018年预估
1670亿元。而在 2017年运动健身人群
画像洞察报告中显示健身APP使用人群
19-35岁的年轻用户约占 80%，运动场
所人群中 19-35岁年轻用户约占 70%，
其中单身狗比例大，按照 80%计算的
话，健身市场由19-35岁承担了约1000
亿元产值。

2017 年 18-35 岁青年人口约 3.66
亿，而这个年龄段单身人士在 2013年
就达到了 1亿 3764万人（根据 2014年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统计），也就
是在健身行业主要的 1000亿产值中，
单身人士承担了近一半的规模，撑起半
边天，忍不住为单身的自己点赞。

为游戏经济做贡献的
单身贵族们

没人约，就宅在家里打游戏啊！
2017年，仅占游戏市场 57%的移

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1161.2亿
元，2017年中国移动游戏用户年龄比
例中 0-24岁占比 32.81%，25-30岁占
比 16.26%，31-35岁占比 29.62%，单
身人士聚集年龄段25-35岁用户比例达
到约 45.88%，结合前述 2017年全年销
售收入，约贡献了530亿元销售额。

早在 2015年的一份单身数据报告中显示，全国游戏爱好
者中单身比例高达75%，也就是说前面约计530亿元的产业规
模中有 400 亿元是单身贵族们贡献的，占移动游戏市场的
34.44%，按照这个比例放置 2017年整个游戏市场 2036.1亿元
收入计算，约701亿元市场又被单身同胞们撑起了，佩服！

宠物经济：单身与老龄平分秋色
为什们要谈恋爱，猫不够好么？单身人群们的陪伴需求寄

托在小可爱的宠物身上，“招猫逗狗”可以解决单身人士的
“孤单寂寞冷”，所需的时间、精力、费用等同于交个男女朋
友，养个孩子。

不久前，光大证券发布宠物行业研报测算 2020年中国宠
物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2203亿元。

2016年中国的养宠用户单只宠物年均消费支出主要集中
在2000-4000元，我们正在转变为心甘情愿在宠物身上投入大
量金钱，老龄化人口特征带动宠物伴侣需求市场，而与此同
时，跟随老龄化伴生的单身潮也是宠物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根
据狗民网《2015中国宠物主人消费行为调查报告》显示，单
身人士占比超过一半，达到51.6%。

单身人群为这一另类伴侣消费覆盖了吃、繁育、玩具、疫
苗、医疗殡葬等一整条产业链，这 2203亿市场规模又可以承
担起一半，养个宠物做“另一半”也不错哦！

婚恋经济：单身独霸天下
终于到了单身的主场！
如果说其他经济市场，单身人群是参与者甚至是主力军的

话，那婚恋市场经济就是单身人群独霸天下了。
截止至2015年，中国单身人口达到2亿，而婚恋市场规模

2016年达到 94.4亿元，2017年达 98.2亿元，今年将突破百亿
元大关，仅线上约会服务提供者的数目已经从 11年前的 5到
10家，增加到 2016年的 2千家左右，这么多投入，这么多服
务，就赶紧脱单吧！

看了上面这些产业规模，是不是虐不起单身了呢，更多商
家不仅不虐单身族，还贴心地为单身族量身推出了一系列“小
号”厨房用品、单身食品，餐厅为单身用餐顾客提供毛绒公仔
陪伴，旅行社在双 11等这类重大单身节日期间推出单身人士
系列旅游产品，地产商打造了长租公寓仅针对年轻单身人士入
住，单身的我觉得好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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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来自天猫榜单
的“小报告”发现，过去 10
年，从快消品、家电、家居，
到美妆护肤，人们的日用品在
集体变小、功能更细分。

而这些日常细节，正在不
动声色地折射“单身经济”的
崛起。与国外“低欲望社会”
截然不同的是，单身正成为越
来越多年轻人的主动选择，而
这部分人群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也越来越高。

单身人群
对生活品质要求更高

“生活方式可以完全按自
己喜好来，简单、不累。能让
我开心的事情很多，不一定是
另一半。”来自北京的单身刘
女士说，她今年 32岁，并未
有组建家庭的压力。两年前民
政部数据就显示中国成年单身
人口超过2亿，平均结婚年龄
27岁，一线城市更推迟近 30
岁。

和《低欲望社会》《无缘
社会》中呈现的“无欲无求，
孤独终老”的日本单身社会不
同，中国单身群体对生活品质
的追求越来越高。

报告显示，迷你微波炉和
迷你洗衣机的购买人数增长最
快，过去一年，就分别增长了
970%和630%。其中，迷你款
的销售增速比普通款还要高出
15 个百分点。而 100 克装大
米、200毫升的红酒在同类单
品中销量增速最快。“一人
量”商品成大势所趋。就连社

交属性最强的火锅，也开始流
行一个人吃。速食小火锅购买
人数同比增加了208%。

一个人生活，更要对自己
好。近两年，功能细分的迷你
家电新物种不断诞生。表现最
突出的是迷你语音智能音箱，
销售增长量为 16000%。此
外，食物垃圾处理器、体脂称
重仪、按摩椅在过去 9个月，
销售增速分别超过了 160%、
120%和110%。

“我一个人外卖也要点 3
个菜，现在都有小份或者一人
份，家电家居也都有一人款
的，这点很好。”刘女士说，
外卖她会选择不要一次性餐
具，如果不是恶劣天气出门她
都尽量选择坐公交或共享单车
出行，“这样环保，每个人都
做一点点，对地球就有很大改
变，我已经有5棵梭梭树。”

这种集体情绪和生活观，
甚至悄然改变了家的模样：迷
你冰箱在 2018年购买人数增
长超过33%，这类冰箱常常放
在卧室，用来冰镇小支酒、水
果和面膜；专用于清洗女士内
衣的壁挂式洗衣机，仅 2018
年6月的单月销量，就抵过了
这个品牌第一季度总销量；还
有迷你投影仪，双 11开启预
售后，超过 10万人把它加入
了购物车。

商业模式因需求改革
而定制化升级

“从前人们受到生存压力
的影响，收入增加后，一个人

也有能力租房、生活，婚姻不
是最根本的追求。”上海社会
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
认为，社会经济水平提高后，
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
不再认为结婚、养家糊口是
头等大事，而更注重追寻个
人梦想。不再局限于女性的

“单身经济”逐渐兴起，为经
济发展和转型提供了更多可
能。

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
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需求变革。

过去几年，天猫一直在利用大数
据算法帮助商家“看见未来”，
与商家一起孵化越来越小、越发
细分的商品。据悉，100克装米
也是在天猫快消事业部的推动下
诞生的。

天猫快消事业部总监王丹
说，2017年他们从用户行为数
据中发现大家爱买的快消品越来
越小这个趋势后，还专门做了用
户调研，发现购买主力军是 90
后，之所以喜欢买小袋独立包装
食品，主要是一个人生活，对食

材的新鲜度非常在意和敏感。
一位冰箱专卖店人士对记者

说，专门用于冰酒、冰面膜的迷
你小冰箱的销量增速要高出普通
款，“我们即将推出专门用于香
水冰镇的袖珍冰箱，需求量很
大”。

“单身群体是拉动消费升级
的主力大军，这个趋势将会持续
很长一段时间。商品越来越
小，功能越来越细分，是眼下
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的缩影。”王
丹说。

单身经济，你做贡献了吗？

50毫升的红酒，1人份的
火锅……

无论是家电、家居，还是
快消品、美妆护肤，人们的日
常 生 活 用 品 正 在 集 体 变

“小”，这一现象恰恰成为“单
身经济”空前繁荣的一景！天
猫榜单6日发布的一份“小报
告”显示，在过去10年，“一
人量”成为新的商品潮流，

“社交降级、消费升级”则成
为目前消费市场的一道剪影。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
电影，有时候我自己还会去附
近商场，在迷你 KTV独自高
歌。”在不久前的国庆假期，
汪小凡如此描述着自己的生活
状态。

2018年6月，汪小凡本科
毕业漂向北京，成为一名新媒
体小编，并在天通苑租下单
间，开始了独居生活。“以前
也会听说和调侃‘空巢青
年’一词，现在自己也成为
了代表之一。”汪小凡嘴角扬
起，笑着对记者说：“晚上会
和本科朋友视频以排解孤
单，但醒来终究还是一个人吃
早餐。”

有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汪
小凡这样的独居青年（20~39
岁） 数量接近 2000万人，他
们大多数生活在都市，白天
上班、晚上一个人生活。

作为“空巢青年”，他们
在生活中则逐渐形成了自己的
消费需求并催生着“单身经
济”的发展，以火锅为例，研
报显示，目前自热小火锅约
50-100亿市场规模，估计3-5
年市场空间将达300亿元；艾
媒咨询数据显示，迷你 KTV
市场将快速扩展，2019年有
望突破140亿元大关。

迷你微波炉购买人数
年增近10倍

便利店里的 2片装面包、
随处可见的“一人食”餐厅、
迷你装口红自动量贩机，被一
股脑儿地搬进了商场，生活角
落里的各种小细节折射着时代
的变迁。

“单身经济”最初由经济
学家麦卡锡在 2001年的《经
济学人》杂志中首次提出，起
初是为“单身女子经济”提出
的概念，认为“独身且收入不
菲的单身女性是广告、娱乐等
行业最理想的顾客”。如今，
这个群体已不再特指“单身的
女性”。

淘宝在 2017 年发布的单
身社会趋势数据显示，在中
国，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
觉、一个人看电影的单身群体

已超过 5000万，集中生活在
深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
市，其中90后占比超过6成。

天猫榜单发布报告称，天
猫“双 11”十年单品销量增
长数据显示，“一人量”正在
消费市场悄然走红。其中，迷
你微波炉和迷你洗衣机的购买
人数增长最快，仅过去一年就
分别增长973%和630%；迷你
洗衣机的销售增速已比普通洗
衣机高出15个百分点。

500 克装大米、200 毫升
的红酒在同类单品中销量增速
最快。其中， 200 毫升 6 支
装、每套568元的酩悦轩尼诗
在 2018年天猫“双 11”开启
预售后，已被秒空数百套。

时代的缩影
大消费里的“小”商品

单身群体的储蓄倾向明显

低于普通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又
高于普通家庭，呈现典型的“高
消费、低储蓄”特点，从而为商
家提供了更多的商机。

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国
内健身行业预估规模 1670 亿
元。2017年运动健身人群画像
洞察报告显示，在健身人群中，
单身人士比例很大。其中，在健
身 APP的使用人群中，19岁至
35岁的年轻用户约占 80%；在
运动场所人群中，19岁至 35岁
的年轻用户约占70%。健身市场
由 19岁至 35岁年轻用户承担了
约 1000亿元的产值，其中单身
人士承担近半规模，撑起了半边
天。

天猫工作人员表示，过去几
年，天猫一直利用大数据与商家
一起孵化越来越“小”的商品，
推出了壁挂式洗衣机、迷你洗碗
机、小口红等众多“小”商品。

当空巢青年的需求出现时，

对于企业而言，就是新的商机，
单人小火锅、迷你 KTV、单身
公寓等消费场景相继出现。

以火锅为例，单人火锅和自
热小火锅兴起并持续发展。以

“一人一锅”主要模式的“呷哺
呷哺”在 2014年正式登陆港交
所，彼时，其在招股说明书表
示，餐厅采用U形吧台设计，适
合单人、双人用餐及小群亲友欢
聚等，在包括工作或读书一族的
快速休闲、午餐或晚餐等类型中
较受欢迎。“呷哺呷哺”2017年
年报显示，其 2017年实现营业
收 入 36.6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2.8%。

“在开业之初，我们就设立
有单人火锅，可以满足想一个人
吃火锅的需求。”对于为什么开
设单人锅，广州番禺区一家火锅
店老板对记者解释称：“平常
会有消费者独自来吃火锅，10
个人中大概会有3个。”

“我租住的房子楼下，今
年年初的时候开张了一家港式
回转小火锅，对于酷爱吃火锅
的我来说这简直是福音，既避
免了一人吃火锅的尴尬，又满
足了自己的胃。”谈到单人火锅带
来的消费体验，单身族刘凯显
得很开心。

有商家表示，主力人群消
费观念变化将在消费升级中酝
酿巨大消费潜力，比如，单身人
群非常注重生活质量，更注重食
品安全，对价格不敏感，追求舒
适、便利的购物环境，对常规
降价优惠关注度不高，但会参与
会员积分促销活动。目前虽然单
人餐、小型家电、微型公寓等针
对单身人群的产业在迅速发展，
但针对单身族设计的针对性产品
种类仍然太少，未来可能会形成
越来越多的“小而美”业态。

单身经济走红 商品越来越“小”

悄然间，一人份量的商品正在爆款中迅速蹿红：迷你微波炉销量增970%、迷你洗衣机
销量增630%、一人份火锅销量增200%……

11月 6日，来自天猫榜单的“小报告”发现，过去 10年，从快消品、家电、家居，到
美妆护肤，人们的日用品在集体变小、功能更细分。

而这些日常细节，正在不动声色地折射“单身经济”的崛起。与国外“低欲望社会”截
然不同的是，单身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主动选择，而这部分人群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越
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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