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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新热点
令蓝色备受关注

在亚太区市场上，颜色的价值愈发明显。如

今，聪明的亚太区消费者希望通过汽车颜色表

达自己的态度。

颜色已成为日常文化和生活方式产品

的必要元素。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同

样影响着汽车市场。为了适应新型引

擎和联网交通等创新发展，汽车市场

正在迅速调整。多家汽车制造商正在

推出新车型，推动着亚太区汽车市场

的发展，这一趋势从该地区的流行颜

色上也可见一斑。

白色仍然保持强势地位 

亚太区市场占据的份额高达53%。这个份额是其他所有

地区无法企及的。白色还与黑色、灰色和银色等中性色

共同占据78%的市场份额，与全球水平不相上下。

蓝色与红色并驾齐驱

蓝色凭借6%的份额与最受欢迎的有彩色——红色并驾齐

驱。蓝色能够流行得益于搭载先进车辆安全技术的新能

源汽车的涌现。一个代表未来交通和新能源体系的标志

性色区正在亚洲形成。棕色目前仍在流行色彩中占据一

席之地，尤其是在SUV市场上。然而，棕色的增长率正

在降低，这表明它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

亚太区汽车色彩分布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彩色的多

样性。尽管有彩色22%的总份额与其全球份额十

分相似，但其在红色、蓝色、棕色和橙色这类颜

色中的划分更多样化。这一点在充满活力的中国

市场上尤为明显，因为中国消费者根据其丰富多

彩的生活方式选择汽车颜色。

  白色  53%
  黑色 12%
  灰色   6%
  银色   7%

  蓝色 6%
  红色 6%
  棕色     3%
  金色  3%

  橙色       1%
  黄色     1%
  绿色     1%
  紫色   1%

请注意：
受欢迎度不到1%的颜色未在图中显示。



小型车

小型车从产量上来讲在亚太区位列第二；然

而，其产量较上年大约降低了4%。

白色的小型车在目前一段时间很受欢迎，并且

其流行度在去年有所增长。红色汽车只占4%，

仅占2017年市场份额的一半。棕色的份额也降

低到3%，但一些更具现代感的色彩，例如金

色，则悄悄占领了更多市场。

总体上，小型车市场上的色系主要是中性但略

带时尚个性的色彩。

大中型车 

亚太区中型车市场的增长率超过了2%。大型车的增长率超过

50%，在所有细分领域中最为突出。虽然越来越多的亚洲人能负

担得起大型车，但大型车的市场份额依然较小。即使黑色的受

欢迎度比2017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黑色和白色仍然是这一细分

领域中的首选颜色。

  白色     66%
  黑色  8%
  灰色 3%
  银色   4%

  蓝色 5%
  红色 4%
  棕色    3%

  金色  6%
 绿色   1%

  白色 45%
  黑色 44%
  灰色   1%
  银色  5%

  蓝色 2%
  棕色    1%
  紫色   2%

大型车

  白色 50%
  黑色 26%
  灰色    3%
  银色 5%

  蓝色 4%
  红色 4%
  棕色     4%

  金色     2%
  绿色   1%
  紫色  1%

中型车

然而，白色汽车和灰色汽车的数量出现了增长。

在大型车市场上，白色占比上升了14个百分点，达

到45%。亚洲市场受日益壮大的豪华车消费群体的

推动，白色汽车在大型车细分领域中表现抢眼，具

有明显的亚洲市场特点。  

汽车细分领域中的
流行色彩

根据尺寸和类型，每一辆车都可归入一个具体的汽车细

分领域。这些细分领域中的色彩偏好千差万别。下面分

析了五大量产车型。

微型车

在亚太区，微型车通常会成为年轻车主的第一辆或第二辆

车。虽然白色和黑色的数据略低于2017年，但灰色、银色

和红色的占比均呈现上升趋势。银色和灰色丰富多变，在

加上一些特殊效果，因此这一细分领域的色彩大行其道。

  白色   45%
  黑色    4%
  灰色 14%
  银色    14%

  蓝色 6%
  红色  11%
  棕色     2%

  金色  1%
 橙色     1 %
  紫色  2%



更加丰富的SUV黑色色调

SUV是亚太区最受消费者喜爱的车型。新车

中有36%为SUV，比2017年高6%。 

白色在这一细分市场中最为流行，占比超过

50%。黑色的受欢迎度从10%增长至13%。

尽管黑色的市场份额远远低于白色，但仍然

是第二大最受欢迎颜色。这一份额与其他地

区相比仍然很小。更加丰富且效果不同的黑

色色调反应出亚太区汽车消费者的个性化选

择。
  白色   51%
  黑色  13%
  灰色   7%
银色  5%

  蓝色 6%
红色 7 %
棕色   4%

  金色  2%

 橙色        1%
  黄色  1%
  绿色  1%
  紫色  2%

S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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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的有彩色具有亚太

区特点。红色、蓝色、黄色、棕色和金色等

特征色彩虽然占比较小，但几乎出现在所有

细分市场上，尤其是小型车和SUV市场。亚

太区消费者比过去更愿意表达自己的偏好和

兴趣。”

松原千春，巴斯夫涂料部亚太区首席色彩设计师

趋势预测和创新色彩理念

巴斯夫涂料部深谙材料及色彩的流行趋势，并借
此预测哪种颜色将在未来汽车市场上发挥重要作
用。每一年，涂料部的设计师们都会进行广泛调
查，并深入分析未来三到五年内对汽车色彩影响
较大的全球趋势和文化变迁，据此发布包括一系
列创新色彩的汽车色彩趋势报告。 巴斯夫涂料部不但拥有经验丰富的色彩实验

室团队，还掌握了设计创新颜色，并将其转

化为车漆产品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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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V细分市场势如破竹，现已占据中国汽车年产量的

36%。较小车型的份额呈下降趋势，其中小型车大约下

降了5%，微型车大约下降了10%。随着购买力的增强，

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大型车及其他细分市场。

中国整体色彩流行情况

白色新车在中国最受消费者青睐，占据59%的市场份

额，而且依然呈现增长态势。白色的强劲势头要归功于

消费者对白色新能源汽车的偏爱。新能源汽车（NEV）
在中国迅速兴起，倡导一种清洁技术和未来交通的形

象。白色不仅在SUV中非常受欢迎，在其他细分市场中

同样极具吸引力。

黑色和银色的受欢迎度也稍有上升。总体上来讲，白色和

灰色等中性色比2017年得到的关注略微增加。

  白色  59%
  黑色  15%
  灰色 3%
银色  4%

  蓝色 5%
  红色  5%
  棕色        4%

 橙色    4%
  紫色    1%

  白色    80%
  黑色 1%
  灰色  2%
  银色 5%

 红色 10%
 橙色     1%
黄色    1%

“中国是一个变化巨大的市场。我们需

要密切关注这里的变化，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和联网汽车

的兴起对消费者汽车价值观和颜色所发挥作用的影

响。SUV的颜色变化呈现出城市冷色系和现代趋势。”

松原千春，巴斯夫涂料部亚太区首席色彩设计师

汽车细分领域中的流行色彩

根据尺寸和类型，每一辆车都可归入一个具体的汽车细

分领域中。这些细分领域中的色彩偏好千差万别。下面

分析了五大量产车型。  

微型车

白色是微型车市场上的主流颜色。同时，亮丽的彩色系

在这一年轻目标客户群偏爱的细分市场上也举足轻重。

红色的份额较2017年上升了三个百分点。新型涂料色彩

技术，例如多层施涂、高色度颜料，都让红色对中国消

费者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请注意：
受欢迎度不到1%的颜色未在图中显示。



小型车和SUV
在小型车和SUV细分市场，白色和蓝色等醒目的冷色系

很受欢迎。黑色汽车的份额自2017年以来在这两个细分

市场也有所增加：

其在SUV市场上增长了5个百分点，在小型车

市场上增长了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棕色、红

色和橙色等暖色系的份额正在下降。近年来，

多种亮丽的红色在SUV和小型车市场上崭露头

角。然而，红色热正在降温，很可能是由于众

多新能源汽车的设计概念采纳了更有现代感的

冷色系。 

中型车和大型车

白色和黑色汽车仍然是新车中的主流，但其份额与上年

相比已大幅下降。然而，白色汽车的份额依然在上升。

这些主要是商务客户光顾的细分市场，同时也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私家车主。

大型车

 白色   45%
  黑色  44%
 灰色     1%
 银色     5%

  蓝色    2%
  棕色     1%
紫色    2%

小型车

  白色   67%
  黑色      9%
  灰色      2%
  银色   3%

  蓝色   4%
红色     5%

  棕色    3%

 橙色    6%
  紫色       1%

中型车

  白色    51%
  黑色   28%
  灰色    2%
  银色     4%

  蓝色       4%
  红色 3%
  棕色       4%

  金色     2%
  绿色     1%
  紫色     1%

SUV

  白色     56 %
  黑色     15%
  灰色      4%
  银色   3%

  蓝色     4%
 红色  6%
  棕色     5%

  金色    3%
  橙色    1%
  黄色     1%
  紫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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