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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非常热衷于使用网络媒体。迎合消费者的消费
习惯对网络媒体提供商提高营销传播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利
用新兴的网络媒体渠道可能是吸引消费者的一种创新渠
道。”
– 徐天韵，高级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回答了以下问题:
•
•
•
•
•

利用碎片时间段进行网络媒体营销
通过弹幕和网络直播进行营销
打造更有效的视频广告
网络新闻蕴含商机
通过加强体验来吸引付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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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store.mintel.com

网络媒体在中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消费者在工作日和周末/节假日对网络媒体表现出不同的
偏好，根据消费者的网络媒体消费习惯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传播对营销商来说非常重要。利用弹幕和直播等创新网络媒
体形式可能有助于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形成更深层次和更真实的互动。
养成付费使用网络媒体习惯的消费者日益增多。对于网络媒体提供商而言，加强用户体验与提供引人入胜的内容对吸引
付费用户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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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网络媒体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
智能手机仍是主要设备，智能电视应增添更多内容
数据 1: 不同设备上的网络媒体使用，2016年5月和2015年4月
消费者喜欢在工作日看新闻、听音乐、阅读电子书和收听网络广播
数据 2: 网络媒体的不同使用场合，2016年5月
消费者愿意付费看网络视频或在线听音乐
爱奇艺、QQ音乐和酷狗音乐是领先的媒体流网站
数据 3: 视频/音乐网站付费用户，2016年5月
内容和体验对吸引付费用户同样重要
数据 4: 有吸引力的会员福利，2016年5月
在观看网络视频时，消费者倾向于做观众
数据 5: 看网络视频时的活动，2016年5月
视频网站没必要向综合网站扩张
喜欢看广告视频的消费者往往是社交媒体的活跃用户
数据 6: 对网络媒体的态度，2016年5月
网络新闻蕴含商机
数据 7: 对网络新闻的态度，2016年5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更有可能是付费会员
数据 8: 视频/音乐网站付费用户（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5月
我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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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网络新闻蕴含商机
现状
启示
通过加强体验来吸引付费用户
现状
启示

消费者
消费者——您所需要了解的
您所需要了解的
网络媒体的渗透呈增长趋势
智能手机仍是主要设备，智能电视应增添更多内容
消费者喜欢在工作日看新闻、听音乐和阅读电子书
消费者愿意付费看网络视频和在线听音乐
内容和体验对吸引付费用户同样重要
在观看网络视频时，消费者喜欢做观众，而非参与者
社交媒体用户大多是男性，弹幕评论吸引20出头的消费者
视频网站没必要向综合网站扩张
谁更有可能收看广告视频？
网络新闻蕴含商机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更有可能是付费会员

不同设备上的网络媒体消费
网络媒体的渗透呈增长趋势
数据 9: 网络媒体在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的渗透率，2016年5月和2015年4月
20和30多岁的消费者仍是核心用户
数据 10: 网络媒体的渗透（按年龄和城市级别区分），2016年5月
网络广播和电子书吸引了更多的高学历消费者
数据 11: 网络媒体的渗透（按个人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区分），2016年5月
智能手机是使用网络媒体的主要设备
视频和游戏专注于加强使用体验
开发平板电脑的电子书阅读和其它教育功能
在智能电视中融入更多内容
数据 12: 网络媒体在不同设备上的使用情况，2016年5月

网络媒体的使用场合
消费者喜欢在工作日上网看新闻、听音乐、阅读电子书和收听网络广播
数据 13: 在工作日和周末/节假日网络媒体的使用情况，2016年5月
听音乐是消费者在工作日通勤路上最喜欢做的事情，20-24岁的消费者尤为如此
消费者喜欢在工作/学习和午休时看网络新闻
周一到周五利用网络追踪新闻对消费者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男性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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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视频和玩游戏是消费者在周末白人或晚上的人气选择
数据 14: 网络媒体的不同使用场合，2016年5月

媒体流网站的付费用户
大多数网络媒体消费者付费在网上看视频或听音乐
数据 15: 视频/音乐网站付费用户数量，2016年5月
相比听网络音乐，消费者更愿意付费看网络视频
付费音乐用户往往也付费看视频
数据 16: 视频/音乐网站付费用户，2016年5月
20和30多岁的消费者更愿意付费看网络视频或在线听音乐
数据 17: 视频/音乐网站付费用户（按年龄和城市级别区分），2016年5月
网络视频和音乐网站的付费用户明显增多
数据 18: 视频和音乐网站的付费用户和有付费打算的用户，2016年5月和2015年4月
付费用户更了解版权问题
独家内容和差别化价格区间也会推动增长
数据 19: 视频和音乐网站的付费会员福利包，2016年8月
爱奇艺在付费视频网站中占领导地位
竞争者使用各种方式推动增长
数据 20: 视频网站付费用户（按领先网站区分），2016年5月
领先视频网站的付费用户趋于重叠
数据 21: 领先视频网站的重叠付费用户，2016年5月
QQ音乐和酷狗音乐是领先的音乐网站
数据 22: 音乐网站付费用户（按领先网站区分），2016年5月
付费用户中男性略微偏多
数据 23: 领先视频和音乐网站的付费用户特征（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6年5月
大多数付费用户都拥有高学历
数据 24: 领先视频和音乐网站的付费用户特征（按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区分），2016年5月

有吸引力的会员福利
内容仍然是吸引付费会员的基本因素
可以提前观看/收听最新的内容吸引20和30多岁的消费者
现场直播节目更吸引男性消费者
原创内容的前景广阔，尤其深受25-39岁的消费者的欢迎
数据 25: 有吸引力的会员福利，内容方面，2016年5月
消费者也寻求体验——高品质内容是关键
高效的自助系统可能比24小时在线客服更具吸引力
可获得其他产品的优惠折扣能吸引到24岁以上的消费者
数据 26: 有吸引力的会员福利，体验和额外福利，2016年5月

看网络视频时的活动
消费者喜欢做观众，而非内容贡献者

现在购买这篇报告

网址
网址: store.mintel.com
电话
电话: 欧洲，中东，非洲 +44 (0) 20 7606 4533
美洲 +1 (312) 943 5250
亚洲 +61 (0) 2 8284 8100
邮件
邮件: reports@mintel.com

巴西 0800 095 9094

中国 +86 (21) 6032 7300

在线媒体消费习惯 - 中国 - 2016年
年8月
月
以上是报告发表时候的价格，但是也可能因为汇率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报告价格: £2463.80 | $3990.00 | €3129.79

不同线级城市间无明显差异
数据 27: 看网络视频时的活动，2016年5月
男性消费者和25-39岁消费者在看视频时更喜欢用社交媒体
弹幕在20-24岁的年轻消费者中更流行
数据 28: 在看视频时使用弹幕和社交媒体（按人群特征区分），2016年5月
相对较少的消费者在看视频时会点击广告
数据 29: 看网络视频时的活动（续），2016年5月
高收入者更有可能购买视频中出现的商品
喜欢购买视频中出现的商品的消费者往往是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
数据 30: 看视频时的广告相关活动（按人口特征区分），2016年5月

对网络媒体的态度
对网络视频的态度
没必要再向综合网站扩张
提高社交媒体的曝光度
谁更有可能收看广告视频？
数据 31: 对网络媒体的态度，2016年5月
领先的视频网站的价值认知接近
数据 32: 对“视频网站的付费会员物有所值”的认同（按领先网站的付费会员分类），2016年5月
对网络新闻的态度
消费者没有放弃传统媒体
网络新闻提供商需提高用户忠诚度
消费者对网络新闻中的广告表现出较低的容忍度
数据 33: 对网络新闻的态度，2016年5月
对版权的态度
版权意识还有待培养
更讲究的消费者愿意尊重版权
数据 34: 对版权的态度（按人口群体区分），2016年5月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对网络广播、游戏和电子书更感兴趣
数据 35: 网络媒体的渗透（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5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更有可能是付费会员
数据 36: 视频/音乐网站付费用户（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5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更有可能付费购买更多福利
数据 37: 有吸引力的会员福利（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5月
广告视频更吸引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对网络新闻的偏好不明显
数据 38: 对网络视频和新闻的态度（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5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对作者表现出更高的认可
数据 39: 对版权的态度（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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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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