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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家居设备的渗透率依然很低，该市场还有待发
展。除了丰厚的优惠，在线服务的平台/供应商需要找到其
他的方法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投放在线广告时，商家和品
牌可以将口碑营销的策略放在首位，以吸引中国消费者。”
– 李宇静，高级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回答了以下问题:
•
•
•
•

“错过恐惧症
错过恐惧症”的消失？
的消失？
在线游戏大众市场，何为上策何为下策？
在线服务平台
在线服务平台/运营商如何在未来立足？
运营商如何在未来立足？
如何定位不同的智能家居设备消费者

能连接上网的智能设备，24小时昼夜提供的在线服务，被推送给消费者的数百万的在线广告，给人们带来乐趣和成就感
的在线游戏以及更复杂的内容融汇在一起，将互联网变成我们现实之外的另一个家。我们之中的很多人也由此而“生活”
在线上。
本篇报告对互联网用户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报告分析了消费者智能家居设备的拥有情况以及未来可能会使用的在线服
务。同时，本篇报告还调查了中国互联网用户对待在线广告、在线游戏和互联网影响的态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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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是关键
在线游戏已成为最普遍的娱乐活动
消费者认为互联网对生活有正面影响
消费者理性地跟随科技潮流
数据9: 消费者对于购买智能设备的态度，2016年6月
智能电视和智能机顶盒是最普遍的设备
数据10: 智能家居设备的拥有情况和未来购买意愿，2016年6月
高收入人群以及有孩子的家庭更倾向拥有小众智能家居设备
数据11: 智能家居设备的渗透率（按家庭月收入和家中是否有小孩区分），2016年6月
哪个品类有潜力成为下一个赢家？
数据12: 智能家居设备的购买意愿，2016年6月
谁对智能设备持怀疑态度？
数据13: 消费者对于智能设备好处的态度，2016年6月
数据14: 认为智能设备既没有使他们的生活更方便也没有帮他们每天节省更多时间的比例（按人口特征区分），2016年6月
数据15: 智能设备的拥有情况（按消费者细分区分），2016年6月

消费者对在线服务的使用意愿
“线上生活”的时代
数据16: 消费者对使用在线服务的态度，2016年6月
数据17: 消费者对使用在线服务的态度（按个人收入区分），2016年6月
价格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
数据18: 消费者对在线服务选择的态度，2016年6月
数据19: 消费者对于在线服务态度的交叉分析，2016年6月
丰厚的补贴优惠是培养消费习惯的关键吗？
数据20: 消费者对使用没有优惠的在线服务的态度，2016年6月
谁是核心用户？
年轻和中等收入消费群体更可能会使用在线服务来方便生活
数据21: 没有优惠活动的情况下，希望使用和食物、旅行和交通相关的在线服务的消费者（按年龄和个人收入区分），2016年6月
没有优惠活动的情况下，高收入群体更愿意使用上门的在线服务
数据22: 没有优惠活动的情况下，希望使用在线预约上门服务的消费者（按个人收入区分），2016年6月
高学历者和父母们更有可能在线上课/学习
数据23: 没有优惠活动的情况下，会在线上课/学习的消费者（按家中是否有小孩和受教育程度区分），2016年6月
金融和医疗保健等相关在线服务主要针对的是年龄较大的消费者
数据24: 没有优惠活动的情况下，希望使用金融和医疗保健等相关在线服务的消费者（按年龄区分），2016年6月

在线广告的可信度
什么在驱动口碑传播？
数据25: 使在线广告可信的特征，2016年6月
有使用产品/服务过程的视频有助于提高广告权威性
行业专家胜过意见领袖和名人
数据26: 使在线广告可信的特征（按个人收入区分），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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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7: 使在线广告可信的特征（按地域区分），2016年6月
如何让在线广告的作用最大化
数据28: 使在线广告可信的特征（按所选特征区分），2016年6月

在线游戏
在线游戏成为普遍的休闲方式
数据29: 在线游戏的渗透率（按人口特征区分），2016年6月
玩在线游戏使用的设备
手机有望超过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成为玩电脑游戏的主要设备
数据30: 玩在线游戏使用的设备（按人口特征区分），2016年6月
游戏机有待提高
数据31: 玩在线游戏使用的设备（按所选设备区分），2016年6月
城市差异
数据32: 玩在线游戏使用的设备（按城市区分），2016年6月
大约三分之一的在线游戏玩家使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设备
数据33: 在线游戏设备的频度分析（按人口特征区分），2016年6月
玩在线游戏的目的
大多数人玩在线游戏是为了缓解压力、打发时间
数据34: 玩在线游戏的目的（按人口特征区分），2016年6月
游戏机玩家更可能享受亲密友谊
数据35: 消费者使用设备和目的的交叉分析，2016年6月
谁在玩付费在线游戏？
数据36: 曾经为在线游戏花过钱的消费者，2016年6月
数据37: 曾经为在线游戏花过钱的消费者所占比例（按玩在线游戏的目的区分），2016年6月
在线游戏是知识产权的下一个前哨阵地
数据38: 消费者对在线游戏及相关产品的态度，2016年6月

在线生活的影响
把控生活
数据39: 对网上信息的态度，2016年6月
保护人们免遭风险
数据40: 对待网络安全的态度，2016年6月
大多数人还是对互联网改变生活持积极态度
更多的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消费者想要成为网络红人
数据41: 对互联网影响的态度，2016年6月

消费者
消费者——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最早使用智能设备
数据42: 消费者对于智能设备的态度（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6月
数据43: 智能家居设备的拥有（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6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更注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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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4: 消费者对于在线服务的态度（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6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通过玩在线游戏认识朋友、获得成就感
数据45: 消费者对于在线游戏的态度（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6月
数据46: 玩在线游戏的目的（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6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更有可能相信用户评论和专家意见
数据47: 在线广告可信的特征（按消费者细分区分），2016年6月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与缩写
研究方法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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