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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判断数码产品能否吸引人变得愈加挑剔。但这并
未阻碍他们去尝试新奇有创意、但尚未成熟的科技（如智能
家居产品）。多功能和便携性是触发购买的两大主要因素。
有趣的是，只为炫耀而购买数码产品的消费者并不多。”
– 马子淳，高级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回答了以下问题:
•
•
•

渴望生活在
渴望生活在“比自己还了解自己
比自己还了解自己”的家居环境中
的家居环境中
获得
获得“无限量
无限量”服务
服务
消费者日益呼吁数码产品增加安全特性

数码产品具有强大的创新功能，使消费者的生活更便捷、轻松、有趣，其作用正延伸到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今消
费者的生活离不开数码产品，彻底“关机下线”更非易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与人面对面交往的重要性，因
此希望花更多时间和亲友参与有意义的线下活动，也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发展兴趣爱好。数码公司可从这一潜在机遇点切
入——保证消费者有丰富多彩的线上生活的同时也能充分享受线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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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探讨了消费者对数码产品的态度、拥有情况和使用趋势，为品牌指明了提高数码产品（尤其是智能家居产品）销
售量的一些机遇。本篇报告是自2013年英敏特推出《数码科技趋势——中国》之后的第五篇报告，全面分析了中国科
技市场的现状以及消费者对各类数码产品的使用情况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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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9: 智能手机的拥有情况——英国、美国和中国，2013-2016年
4类主流数码产品处境甚危
数据10: 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数码相机/摄像机、平板电脑和智能电视的拥有率（按年龄区分），2017年3月
功能单一的产品需要通过独特的创新以带动销售增长
数据11: 电子书阅读器和游戏机的拥有情况，2015-2017年
新生代数码产品的增长令人瞩目
数据12: 可穿戴数码产品、智能家居产品和无人机的拥有情况，2015-2017年
各类小众数码产品的用户背景
数据13: 小众数码产品的用户背景，2017年3月
质量重于数量
数据14: 消费者拥有的数码产品数量（按家庭收入区分），2017年3月和2015-2017年
数据15: 消费者平均拥有的数码产品数量（按家庭月收入区分），2016和2017年

产品使用趋势
可穿戴数码产品和智能家居产品的使用率涨幅高
数据16: 不同数码产品的使用趋势，2017年3月
数码品类的赢家和输家
渴望有更多时间参与线下活动
数据17: 数码产品使用频率增加的消费者占比，2016和2017年

使用变少的原因
流失用户渴求强大的功能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数据18: 对以下数码产品消费者使用减少的前3大原因，2017年3月
主流数码产品的增长机遇：针对具体领域，推出更强大的特殊功能
游戏机的增长机遇：定位为健康有意义的放松方式
电子书阅读器的增长机遇：推出定制化的“智能”服务

感兴趣的智能家居特性
最希望能有助解决安全问题
数据19: 感兴趣的智能家居特性，2017年3月
数据20: 感兴趣的智能家居特性（按爸爸和妈妈区分），2017年3月
制胜的特性：个人信息+家居数据
30-39岁的被访者：最渴求互联网的生活方式
数据21: 消费者的家庭月收入（按年龄区分），2017年3月
40-49岁的被访者：大有潜力成为智能家居产品的用户
数据22: 感兴趣的智能家居特性（按年龄区分），2017年3月

初次购买的吸引因素
售后服务是首要因素
数据23: 初次购买数码产品的吸引因素，2017年3月
行业专家的推荐比朋友的推荐更重要
炫耀并非强大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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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4: 初次购买数码产品的吸引因素（按年龄区分），2017年3月

对数码产品的态度
喜欢新奇科技，但不沉迷网络
数据25: 对数码产品的态度，2017年3月
数据26: 对于科技品牌的态度（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7年3月
不再是男人的天下
数据27: 对于科技品牌的态度（按性别区分），2017年3月
人们认为年轻消费者最爱数码生活，其实不然
数据28: 对于科技品牌的态度（按年龄区分），2017年3月
年幼儿童群体对数码产品的使用将继续增加
数据29: 对数码产品的态度（按家中有无孩子区分），2017年3月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对科技的热情日益高涨
智能家庭是下一个流行大趋势
数据30: 数码产品使用频率增加的消费者占比（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7年3月
希望设备间可以无缝切换和共享
数据31: 数码产品使用频率增加的消费者占比（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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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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