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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智能之家具备或应该具备的关键特征

“智能家居”对于很多中国消费者

• 智能家居产品的拥有率与购买兴趣

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字眼，不仅市

• 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产品的原因
• 消费者对智能家居的态度
2021年，智能家居市场实现了可观的增长，这是受到消费者财务信心的复苏以及对更
高品质家居生活的不断追求所驱动。各智能家居产品的拥有率均稳步增长或保持平
稳，且消费者未来对所有种类的智能家居产品的购买兴趣都居高。现阶段，拥有一件
或多件独立的智能家居设备已经足以让消费者认为自己的家是“智能”的。
流畅的控制与智能学习功能是消费者认为能够定义“智能”家的最重要特征。多个品牌
已经推出了前装模式与全屋智能方案，以实现无缝互联与更佳的使用体验。对于智能

面上有多种智能家居产品，品牌
也在不断推广各种家用电器和设
备的“智能性”。虽然消费者对拥
有智能的家有着强烈的兴趣，但
各种智能产品（不包括智能电
视）的拥有率却没有预计中的
高。两者之间的差距表明，消费

学习功能，品牌需要与消费者就数据收集和使用进行坦诚的沟通，并提供关于如何保

者购置智能家居设备仍存在阻

护用户数据的清晰说明，以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授权，使用这些数据来提高其产品的智

碍，这为品牌带来了刺激进一步

能性能。

增长的机遇。”

家庭安全和省时省心是消费者购买和使用智能家居产品的首要考虑因素。提升家居环

– 邵娟，品类总监

境和生活品质一直都是刺激消费者为家居相关产品和服务消费的主要动因。因此，帮
助消费者认识到智能家居产品让他们生活更轻松快乐的价值，将对进一步带动智能家
居产品购置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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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居品类消费受影响，但仍存在家电升级兴趣
数据19: 和上个月相比在家居方面花费变多了的被访者，上海 vs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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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0: 计划家电消费升级的被访者，2021-2022年
竞争策略
• 科技品牌继续专注于打造生态圈与互联性

reports.mintel.com

© 2022 Mintel Group Ltd. 所有版权归英敏特公司所有

智能家居 - 中国 - 2022年
报告价格: £3695.00 | $4995.00 | €4400.00
以上是报告发表时的价格，可能受汇率波动影响而有变动.

• 传统品牌利用在家电领域建立的优势
• 专业品牌和互联网品牌丰富智能家居产品选择
谁在创新
• 全屋智能方案势头正劲

报告内容

• 满足特殊需求的智能家居产品具有发展潜力

综述

数据21: 突出适合宠物家庭的石头智能吸尘器，2022年
• 以IP联名和创作，吸引寻求情感联结的消费者
数据22: 萤石儿童图鉴系列IP，2021年

PDF格式完整报告
演示文稿

• 突出场景以推动智能家居使用情况
数据23: 海尔智家app中的“瑜伽空气”快捷操作场景，2022年

互动式数据手册

智能家居认知
• 多数消费者认为自己的家“智能”
数据24: 智能家居认知，2022年
数据25: 智能家居认知（按性别、代际、家庭月收入水平和城市线
级区分），2022年
• 轻松控制与自动化功能是智能家居的主要特征
数据26: 智能家居特征——认为自己家“智能”的人群，2022年
• 不同家庭结构对智能家居特征优先级排序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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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7: 部分智能家居特征（按居住成员区分），2022年
数据28: 部分智能家居特征（按居住情况区分），2022年
• 远程控制是不认为自己家智能的消费者最期待的特征
数据29: 智能家居特征——认为自己家“智能”的人群与不认为自己
家“智能”的人群，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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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率与购买兴趣
• 智能家居产品/家电拥有率保持平稳
数据30: 智能家居产品的拥有率，2020年9月 vs 2022年1月
• 核心家庭和三世同堂之家青睐智能安防、智能清洁和智能烹饪设备
数据31: 智能家居产品的拥有率（按居住情况区分），2022年
• 购买智能清洁和智能烹饪设备的兴趣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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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2: 智能家居产品非用户的购买兴趣，2022年
购买动因
• 家庭安全是首要购买动因
数据33: 智能家居产品购买动因，2022年
• 多孩家庭和有宠一族对智能安防设备的需求最盛
数据34: 选择“家庭安全”作为购买智能家居产品原因（按家庭构成
和居住成员区分），2022年
• 消费者年纪越大，越注重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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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5: 选择“节省能源”作为购买智能家居产品原因（按代际区
分），2022年
• 年轻一代和三世同堂家庭期待用智能设备照顾老人
数据36: 选择“照顾老人”作为购买智能家居产品原因（按代际和居
住情况区分），2022年
• 非用户认为节能功能格外具有吸引力
数据37: 购买动机，非用户 vs 所有，2022年
对智能家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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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换代快是主要的担忧与阻碍
数据39: 部分对智能家居的态度，2022年
• 独立设备易于使用，但希望通过前装来提升体验感
数据40: 部分对智能家居的态度，2022年
• 性价比证明与线下体验可以进一步带动智能家居购置
数据41: 部分对智能家居的态度，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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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敏特
英敏特是洞悉消费者需求、熟谙背后原因的专
家。作为世界领先的市场情报公司，我们对消费
者、市场、产品创新和竞争形势进行分析，提供
关于全球和各国经济的独特视角。自1972年起，
英敏特通过预测分析和专家推荐，让客户更快 做
出更优的商业决策。

我们的目标是助力企业与人的成长。要了解我 们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请点击minte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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