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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服饰品消费行为分析与心理教育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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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意义]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提升，大学生在服饰品消费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研究方法]文
章以华中地区 501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资料收集、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针对研究对象的基
本情况、购买能力、服饰品消费偏好等方面，分析当代高校大学生这一群体服饰品消费行为特点与心理特征；探究大学
生服饰品消费的品牌购买、奢侈品消费以及炫耀性消费心理形成因素，并引发大学生服饰品消费的心理教育思考。文
章以期为大学生服饰品消费行为与心理健康教育等研究方向提供实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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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lothing Accessories and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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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ic level, college students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lothing market.This article takes 501 college students in Central China as the research target. By means of data collec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data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
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in terms of their basic situation, purchasing ability and consumption preference of clothing accesso⁃
ries;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of clothing accessories, including brand pur⁃
chase, luxury consumption an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And this aims to provide examples for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lothing and accessories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of clothing accessories; consumer behavior; psychological consump⁃
tion;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根据近几年《中国消费市场报告》中研究显

于“大学生服装消费”方向的研究，整体趋势呈现

示，中国新生代成为消费主力军。由于“90 后”收

波浪式上升状态 [3]，随着研究的纵深推进，服饰消

入稳定，开始成为消费市场的中间力量；随之“00

费行为与消费心理教育的部分也逐渐受到社会

后”消费群体购买力日益增强，逐渐成为消费市场

学、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思想政治等领域学者

的后续力量。大学生做为新生代重要组成部分，

的关注，形成了多个学科交叉的研究态势 [4]。同

思想独立、个性鲜明、消费观念前卫

[1-2]

，是当前和

样，学界对于大学生服饰品消费的研究视角多集

未来的重要消费群体，其消费行为与心理特点突

于消费者行为、消费心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

出，是值得高度关注的方面。就国内研究领域，关

因此，探究大学生消费行为及心理状况的主客观
因素，以及相应的教育措施成为必然 [5]。文章以消
费行为学、消费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围绕问卷调查
结果进行数据分析，针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购

收稿日期：2020-07-21；
修回日期：2020-12-08。
基 金 项 目 ：湖 北 省 服 饰 与 艺 术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重 点 项 目
（2018HFG002）。

买能力、服饰品消费偏好等方面，首先分析大学生
这一群体服饰品消费行为特点与心理特征；进而，
探究大学生服饰品消费的品牌购买、奢侈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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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炫耀性消费心理形成因素，并引发其心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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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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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当代大学生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个性鲜明，

消费观念前卫，而服饰品消费占大学生日常生活开
[6]

收 224 份，有效率 97.39%（表 2）。通过回访调查与

分析发现：
“微 信”平 台 的 问 卷 有 效 率 回 收 高 于
“QQ”平台，其原因在于，
“微信”平台的问卷页面较

支比例较大 。因此，分析大学生服饰品消费情况

为稳定，系统匹配度较高，操作迅速；而“QQ”平台

与购买影响因素，助于进一步了解大学生消费行为

的问卷页面经常出现崩溃现象，需要多次重新登录

与消费心理特征，对大学生消费心理教育与引导起

方可参与问卷答题，效率较低。

到指导作用。

2

表 2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Tab.2 Distribution and recovery of questionnaires

研究方法

来源渠道

发放量

回收量

有效比

法，通过“问卷星”网络系统对问卷进行设计与发

微信

280

277

98.93%

放。问卷发放途径为大学生日常使用的社交软件

QQ

230

224

97.39%

“微信”和“QQ”，其传播广泛，回收率高，能有效的

小计

510

501

98.2%

（1）问卷调查法。文章选用问卷调查研究方

节约时间成本。
（2）分析法。问卷回收后，网络问卷平台可自
动生成基础的数据分析图表。为更细致的分析其
数据变化，笔者采用归纳分析法结合 Excel 工具对
问卷数据进行整理、编辑与分析。

（3）问卷设计。网络问卷设计中以单选、多选、
程度选择等题型为主，共设有 31 个问题，分为三个

调查层次：基本情况、购买能力、服饰品消费偏好
（表 1）。为深入探究大学生服饰品消费行为与心
理，第三层次的问题调查了大学生对时尚、流行关

注；对服饰品牌消费的情况；对奢侈品与炫耀性消

第二层

内容
性别、
年龄
年级、
专业

人，占比 30.94%；年龄分布在 18-20 岁是参与调查

人数最多的群体有 270 人，占比 53.89；年级分布在
大一、大二与大四的学生较多分别为 116 人、140 人

与 138 人；理工科学生与艺术生占比较大，分别为

34.7%、43.91%。根据以上数据情况可知：艺术专业
20 岁的也基本符合大二年级人数占比较大的特征。

经济来源

表 3 基本情况
Tab.3 Basic information

目的
基本情况

生活费

服饰品消费额度

项目
性别

购买能力

服饰品消费频率

年龄

时尚、
流行的关注
第三层

的女生比男生多，共 346 人，占比 69.06%，男生 155

于男生有很大关系；
而参与调查的学生中年龄在 18-

表 1 问卷设计
Tab.1 Questionnaire design

第一层

被调查的大学生群体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
年龄、年级、专业分布等（表 3）。其中参与问卷调查

参与调查的人数较多约占总人数的一半，与女生多

费的态度。

层次

4 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4.1 基本情况分析

影响购买服饰品的元素
消费途径、
支付方式
服饰品牌消费

服饰品消费偏好

服饰类奢侈品消费

年级

炫耀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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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与样本构成
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为华中地区高校在读大

学生，调查对象不限性别、年龄、年级、专业。笔者
通过网络途径共发放网络问卷 510 份，回收有效问
卷 501 份，有效率达到 98.2%。其中，微信发放 280
份，回收 277 份，有效率 98.93%；QQ 发放 230 份，回

专业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男

155

34.94%

女

346

69.06%

18 岁以下

20

3.99%

18-20 岁

270

53.89%

20-22 岁

91

18.16%

22-24 岁

56

11.18%

24 岁以上

64

12.77%

大一

116

23.15%

大二

140

27.94%

大三

76

15.17%

大四

138

27.54%

其他

31

5%

理工科

174

34.73%

医学

11

2.2%

文科

31

6.19%

艺术

220

43.91%

体育

6

1.2%

其他

59

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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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服饰品购买能力分析
为了解大学生服饰品购买能力，问卷中对大学

生生活费、经济来源、服饰品消费额度与频率调查
可知（图 1）：接近三分之二的大学生每月平均生活
费在 1000～2000 元左右，少数学生生活费可以达
到 3000 元以上。其主要经济来源 82%的学生来自

父母，极少一部分学生能自力更生。绝大一部分学
生每月花费在服饰品的额度在 1000 元以下，而购

买服饰品的频率也很低。因此，大学生总体购买力

图 3 时尚关注度
Fig.3 Fashion attention

较低，
服饰品消费与生活费多少之间成正比关系。

图 4 品牌重视程度
Fig.4 Brand value

4.3

图 1 购买能力
Fig.1 Purchasing power

大学生服饰品消费偏好分析
（1）时尚流行态度与品牌消费。大学生对时尚

流行信息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品牌消费的情
况。根据调查数据发现：大学生多数是通过时尚网
站获取服饰流行信息（图 2），接近一半的学生对于
时尚处于一般关注状态（图 3）；仅有 14.97%的学生

是因为追求潮流而购买服饰品，大多数会因换季而
购买；购买服装时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喜好”，其次
是“质量”和“价格”，而对“品牌”的考虑则比较少。
因此，品牌重要程度调查中仅有 4.99%认为品牌非

图 5 品牌购买
Fig.5 Brand purchase

（2）消费途径与支付方式。调查发现，501 名大

学生中 330 人选择线上购买服饰品，仅有 74 人选择

常重要，超过一半的学生在购买服装是不看品牌

线下实体店消费（图 6）。同样，444 人选择微信或

（图 4），虽然有选择购买国际品牌和流行大牌但也

看出，大学生消费以网购为主要途径，网络支付为

不超过 10%（图 5），也这可以说明大学生注重自我
与个性表达，追求品质，但是价格会影响服饰品的
消费需求，对品牌的需求程度不高，其消费行为较
为理智。

支付宝支付，选择花呗支付的有 31 人。因此可以
主要支付方式。据调查大多数学生认为，网购较为

节约时间，网购平台类型多，特色网络小店的服饰
品款式新颖、个性，符合大学生追求自我的心理特
征[7]。此外，网络支付更便捷，花呗类型的预支消费
平台也吸引和促进大学生的网络消费。

图 2 流行趋势的获取渠道
Fig.2 Access to popular trends

图 6 支付方式与消费途径
Fig.6 Payment mode and consumption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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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奢侈品与炫耀性消费。服饰品中的奢侈品
消费与炫耀性消费情况可以反映消费者的消费观
与消费心理。调查发现：66.47%的大学生没有购买

过奢侈品，仅有 15%的大学生会经常使用服饰类奢
侈品，有 60.08%的同学表示对奢侈品呈现“一般”渴

望程度（图 7），83.83%的同学对周围人使用奢侈品

5 大学生服饰品消费行为特征与心理教育
引导的思考
5.1 服饰品消费行为特征
大学生消费行为是指在一定消费观念的影响
下，为满足自己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而采取的消费

持“无所谓”态度（图 8）。这表明现代大学生的消费

行为，根据调查研究，大学生服饰品消费行为呈现

入”是奢侈品消费的门槛（图 9），但是“个人喜好”会

（1）服饰品消费行为呈网络化趋势发展。随着

观相对独立，虚荣消费的可能性较低，原因在于“收

成为吸引大学生购买服饰类奢侈品的主要元素。
对于炫耀性消费 320 名同学表示身边偶尔出现，但

一般持有“不关心”的态度，345 名同学完全没有炫
耀性消费行为（图 10）。

以下三点特征：
服饰品消费途径的不断丰富，大学生比较注重购买
便捷性[8-9]。网络购物能够任意选择时间和空间，网
店服饰品种类多、选择性强，符合大学生消费个性
化的特点；随着网络支付的成熟，进一步满足大学
生网购需求。因此，网络购物平台成为了大学生购
买服饰品的重要场所。
（2）服饰品消费行为更加个性化。服饰品穿着
个性化是当今大学生的显著特点，这种个性化可以
理解为时尚化和风格化，
而不是大学生对个性和自我
刻意、
盲目的追求[10]。当今大学生学习和生活多彩且
充实，
在展现自我的过程中更推崇营造与众不同的效

图 7 奢侈品渴望程度
Fig.7 Desirability of luxuries

果，因此，他们追求独特、
新奇、时髦的服饰品[11]。
（3）服饰品消费行为趋于理性化。理性消费是
当今大学生的主要消费观念，大学生在购买服饰品
消时，首先考虑质量和价格因素。因为消费能力有
限，在消费时力求“性价比”要高。然而，大学生活
使他们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偶尔也追求品牌和档
次[12-13 ]。但是，大学期间属于自我意识增强的阶段，

Fig.8

图 8 对别人使用奢侈品态度
Attitude towards other people's use of luxury goods

对消费的判断更趋于理性化，在消费行为中表现出
较为成熟的价值取向。

5.2

服饰品消费心理与教育思考
大学生服饰品消费行为虽然存在理性的特征，

但从个人、家庭、社会层面考虑其消费心理也存在
一定的潜在危机。
在个人层面大学生趋于注重消费品质，个性追
求与自我表达日渐强烈。从综合考虑，品牌化或奢
Fig.9

图 9 吸引购买奢侈品的元素
Elements that attract the purchase of luxury goods

侈品类型的服饰确实可以满足大学生的品质需
求。但是，大学生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不成正比。
然而大学生正处在自我意识觉醒、强调独立、张扬
个性的阶段，自尊和自我实现更加凸显。如果受社
会上“负消费”意识的影响，往往会引发大学生“负
债”消费，即借贷消费的不良现象。
在家庭层面大学生会受到父母补偿性和保护
性消费心理的影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家庭普

Fig.10

图 10 炫耀性消费行为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ehavior

遍富裕，大多数父母采用“金钱保护”的方式表达对
孩子关爱。父母认为孩子在外读书，接触不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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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庭环境的孩子，出于不被“轻视”的想法，鼓励
孩子将外表打扮的光鲜亮丽。在这种背景下，父母
的经济能力决定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大学校园阶层
分化越来越明显，消费差距带来的消费观差异会促
使大学生形成小群体意识与攀比心理不利于大学
生健康的社交建设。
在社会层面大学生受社会浮夸风气的影响，可
能会为了显示身份与威信而出现从众心理与炫耀
性消费现象。因为大学生消费水平差异，在大学团
体中消费观念互相影响，爱好追新及相互攀比风潮
会不断的扩大。无论是炫耀心理还是从众心理，都
影响大学生消费与心理的健康。

5.3

心理教育思考
大学生服饰品消费行呈现网络化、个性化与趋

于理性化特征，但是消费心理也存在一定的潜在危
机。对大学生进行适度的消费心理干预与引导成
为必然，即以大学生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为出发
点，引导大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服饰品的消费与
购买。因此，在日常思想教育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
科学的消费理念，引导学生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与学
业上，不必过分的追求高消费与攀比消费。可以通
过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陶冶情操，增强自信与文化
底蕴，合理的表达个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养成良
好的理财意识，
提高自己的消费素质。

6

结论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大学生服饰品消

费行为与心理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①大

学生服饰品消费行为呈现出趋于网络化、个性化和
理性化的特征，但在消费心理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
潜在危机。②在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需要防
止大学生因注重品质与个性追求，受社会上“负消
费”意识影响，而引发“负债”消费行为；防止受父母
补偿性和保护性消费心理影响，间接引发小群体意
识与攀比心理；防止大学生为了显示身份与威信，
受社会风气影响，形成炫耀性消费与从众心理爆
发。③深入透析大学生服饰品消费行为与心理，帮
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是心理健康引导与
教育管理的必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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