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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对于其他普通的潮流玩具,为什么盲盒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引起了无数消费者购买,其背后
的经济逻辑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值得我们研究。本文主要了解消费者对盲盒的态度及购买意向,提出相
关建议,以便为盲盒经济的发展开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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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umer purchasing behavior under blind box hot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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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other ordinary lifestyle toys, why blind boxes have such a great attraction, causing
millions of consumers to buy, the economic logic behind it and the consumers' purchasing behavior is worth
investigating. This paper is mainl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consumers' attitud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of blind
boxe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broaden the worl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lind boxe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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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赌博彩票和游戏一样,深深抓住了玩

起体现出来。2020年12月11日,泡泡玛特

盲盒之中的物品都是随机的,价值

家的情绪。可以说盲盒的设计初衷,就是

正式在港股上市,市值突破1100亿港元,

也各不相同,其本身的特性也使消费者

为了让人上瘾,因为不确定才会有所期

被称为“盲盒第一股”,现已成为在中国

的消费过程与商家的销售过程伴随着许

待。在日本,古时的传统百货公司在新年

最大的潮流玩具品牌之一。泡泡玛特的

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活动期间会销售产品福袋,福袋的营销

成功让市场迅速刮起了一股盲盒热潮,

1 “盲盒热”的研究背景

思路塑造了扭蛋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

在消费者猎奇心理的驱动下,盲盒经济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迅速,部分小

日本的二次元ACG开始把手办、玩具模型

迅猛发展,市场上涌现出许多的盲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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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饰品挂件等放在扭蛋里销售,而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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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随着这股势头见涨,传统的消费偏

际上跟我们今天的盲盒已经没什么区别

现出一种“万物皆可盲盒”的发展趋势。

好、消费习惯被打破,“出圈”成为常态,

了。盲盒在中国的历史也很久远,90后的

各类商家瞅准时机,蹭起了盲盒的热度,

但不少“出圈”的小众群体的爱好在发

童年回忆水浒英雄卡、00年代的小浣熊

“汉服盲盒”、“化妆品盲盒”、“机票盲

展过程中因被曲解而化为泡影。近年来

干脆面就是盲盒本土化营销的先驱。直

盒”等琳琅满目,数不胜数。

盲盒频频出圈,本文章研究“盲盒热”下

到今天,大家的消费和审美都升级了,Z

相对于其他普通的潮流玩具,为什

的消费者购买行为,以便其良好发展。

世代更有钱,市场选择更多,于是就有了

么盲盒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引起了无

盲盒,就是用一个不透明的盒子装

更贵更好看的盲盒。在盲盒市场上,消费

数消费者购买,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和消

着手掌大小的玩偶、饰品等物品,里面通

者对盲盒限量款、隐藏款的痴迷引发了

费者的购买行为也值得我们研究。

常是动漫影视作品的周边,或者设计师

极度的火爆。产品属性决定受众群体,

单独设计出来的物品,盒子上没有注明

在中国市场上,只要有一定规模的粉丝

本文旨在通过问卷调查以及文献调

信息,里面是什么只有打开之后才能清

喜欢一样东西,就能构成一个完备的产

查的方法,研究盲盒消费对于消费者、销

楚。买盲盒完全是拼手气的运气游戏,

业链,而这也就形成了盲盒经济。盲盒经

售商家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了解消费者

这正符合了行为上瘾中悬疑的要素,就

济在中国的成功,可以从泡泡玛特的崛

对盲盒的态度及购买意向,提出相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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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建议并同时探究新的消费模式。我们

题的分析包括：盲盒的购买原因、后悔

数据显示,76.39%的消费者认为盲

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消费者在盲盒消费过

购买盲盒的原因、购买盲盒后消费者行

盒消费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利用了

程中的消费动机、消费后的心理变化以

为分析、盲盒成功因素、盲盒现有消费

消费者的好奇心,69.44%的消费者认为

及消费模式,为“盲盒+”消费模式和社

规则体制改进五个方面。

产品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是原因之

群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方
向,使盲盒商家能够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服务,让消费者有更优质的盲盒消费体
验,以便为盲盒经济的发展开阔天地。

4.1消费者购买盲盒原因多为自身
主动尝试

一,62.5%的消费者认为盲盒消费形式新
颖是原因之一,56.94%的消费者认为原

据购买盲盒原因的数据显示,有

因是盲盒中有消费者喜爱的IP、周边或

72.22%的消费者想要体验一下开盲盒的

品牌,26.39%的消费者认为原因是盲盒

3 研究方法与问卷设计

感受,有31.94%的消费者由于盲盒价格

价格适中,余下2.78%的消费者认为有其

为了进一步了解消费者对盲盒经济

能够接受而购买,同样有26.39%的消费

他原因。以上数据说明消费者为情感买

的态度,本文以调查研究法为主,收集问

者是受盲盒广告的影响或希望购买符合

单,对形式新颖的事物抱有强烈好奇心,

卷提取有效信息,以文献研究法、案例研

自己心意的东西从而决定购买盲盒。由

对自身喜欢的IP品牌倾心。

究法为辅,确保对盲盒经济有全方位多

此可见,购买盲盒受主观因素影响比较

角度的研究分析。

大,消费者自身想要尝试成为内在动因,

3.1调查研究法

而这种自发性质的行为多可通过对不同

首先对盲盒经济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人群的营销来促成。

结合研究目的开展调研计划以获得盲盒
经济的现状资料。以盲盒的发展历史为

4.2消费者购买盲盒后悔的原因多
为性价比低与冲动消费

4.5“盲盒”消费规则体制需要多方
面进行完善
据“盲盒”消费规则体制的数据显
示,“市场的监督和规定”
、
“社会风气的
推动和影响”、“盲盒商家的有序经营”
三个方面的个案百分比都超过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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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有64.1%的消费者购买

“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国家加以一定

测等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盲盒热”现象

盲盒后悔的原因是因为盲盒的性价比

的引导”两个方面的个案百分比超过了

进行全面且系统地了解。在搜集到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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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法,团队在翻阅足量资料后针

是因为盲盒的质量有问题,有23.08%的

市场还有长足空间,企业还需在遵纪守

对“盲盒热”现象提出系列热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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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情况下继续发展。

并将其制为问卷发放,并邀请相关人群

奇心,同样有23.08%的消费者是因为盲

5 总结及建议

填写答案,然后进行回收整理、统计和

盒产品难以售后,还有7.69%的消费者

5.1充分利用热门IP

研究。

是由于其他原因。大多数消费者购买盲

尽管目前来说,盲盒经济通过绑定

3.2文献研究法

盒后悔的原因是盲盒的性价比低,所以

IP以及大力发展IP衍生品不再局限于潮

依据拟定的盲盒经济主题进行课题

为了让盲盒更好的销售,企业应适当提

玩这一类别,同时还扩展到其他的消费

研究,根据社会调研与参考文献来得到

高盲盒的性价比,利用更好的产品吸引

领域成为了一段时间的热门经济,但是

一手资料,进而恰当地、全方位地把握盲

消费者。

这不代表目前盲盒经济的形式就能够一

盒经济课题研究的难点重点,同时掌握
盲盒经济近几年的发展历程,协助明确
课题研究目标。

4.3多数消费者盲盒购买后自我满
足感增加
购买盲盒后消费者行为分析的数据

劳永逸。盲盒较强的依附性决定了盲盒
内容必须依赖于高知名度、具有粉丝基
础的热门IP,一旦离开文化IP的加持就
将难以引领消费热潮。

3.3案例研究法

显示,有51.39%的消费者在购买盲盒后

选择高校场景为对象,系统地收集

自我满足的频率增加了,33.33%的消费

对于企业来说,原创IP设计以及创

盲盒经济相关的数据和资料,进行深入

者表示有其他表现,25%的消费者社交的

新合作至关重要。首先需要准确把握盲

研究,用以探讨盲盒经济在实际消费市

频率增加,18.06%的消费者自我陶醉的

盒消费“IP经济”背后的逻辑,与热门IP

场的发展状况。

频率增加,6.94%的消费者学习知识的频

展开深度合作,借助不同的渠道来布局

4 问卷分析

率增加,2.78%的消费者感到焦虑的频率

各层次的潮流市场。由于先发优势带来

本文使用问卷星设计问卷,生成网

增加。以上种种说明消费者在购买盲盒

了忠实用户的积累加上因IP或者产品颜

页链接后借助QQ、微信等渠道邀请了不

的过程中着重于盲盒的购买回报率与感

值吸引的部分用户,以及全产业链闭环

同的人员参与问卷填写,收到210份有效

情体验。

布局的规模优势和定价优势,企业的业

问卷,最后使用spss26进行分析,在收集
的210份问卷样本中,进行了几个重要问
102

4.4消费者认为好奇心,产品未知性,
形式新颖与IP品牌为盲盒成功点

务空间能拓展至更大的市场。
5.2把握消费者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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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研究文献发现盲盒消费的
盛行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消费趋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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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7-119.

情感买单。相较于盲盒的使用价值,对青

所以企业在进行盲盒类市场的拓展

年一代的消费者来说盲盒所带来的心理

中不可脱离企业本身的有序经营与市场

[6]池晨宇,胡永铨.基于消费者消费

慰藉和社交群体认同更为重要。在盲盒

的监督规定。在打破盲盒受众圈层的过

心 理 的 盲 盒 传 播 机 制 研 究 [J]. 现 代 商

及相关潮玩市场中,商业资本与盲盒文

程中,企业需要避免引导过热的盲盒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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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2020,(08):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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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感召力,还要把握住消费者的心

效规避盲盒市场金融诈骗风险,对虚假

泡泡玛特为例[J].中外交流,2020,27(26):

理以产生巨大的用户反馈。深入挖掘消

广告、不透明的经济行为、山寨及粗制

81.

费者的文化需求,情感需求和社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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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群体中各种各样的IP爱好者开拓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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