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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并没有阻止中国的数字化进程。疫情在方方面面
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直播的兴起重塑了整个电商行业
的形态。在医疗行业，健康监测的理念和线上医疗平台的兴
起成为加快线上医疗产业发展的催化剂。行业需要深思如何
赢得用户信任，从而维持自身生态系统的用户流量。”
– ——张鹏俊，研究分析师
张鹏俊，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就数码设备而言，智能手机仍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能为用户带来更多休闲体验的设备也更加受欢迎，如智能可穿戴
设备和智能音箱等。提高用户友好性将有助这类设备拓展市场份额。
在休闲娱乐活动方面，直播快速发展，为线上购物行业创造了更多商机；低线城市有望引领下一波网购热潮。
在健康意识方面，消费者前所未有地增强了对健康监测的需求。他们认可线上医疗平台发挥的作用的同时，也期待着线
上问诊和线下就医一样有效。最先赢得消费者信任的品牌，更加有望稳固市场地位，获得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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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4: 家居数码产品的拥有情况，2019年12月至2020年8月
智能音箱成为智能家居生活的入门产品
数据15: 智能音箱的拥有情况（按受教育程度区分），2020年8月
数码相机在70后消费者中失宠
数据16: 数码相机的拥有情况，2019年12月至2020年8月
有孩子的家庭是游戏机的市场机遇所在
数据17: 游戏机的拥有情况，2020年8月

数码产品上的网上活动
交互活动主导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占据零碎时间
数据18: 数码产品上的网上活动（按数码产品区分），2020年8月
平板电脑有更多机遇
数据19: 平板电脑用户的家庭结构，2020年8月
新冠疫情后，在智能电视/投影仪上玩游戏成为新习惯
数据20: 智能电视/智能投影仪上的网上活动，2019年12月对比2020年8月

热门
热门App的使用情况
的使用情况
低线市场带动下一波网购增长
数据21: 热门app的使用情况，2020年8月
短视频预计将发挥更大的教育意义
数据22: 每天使用抖音（按家庭收入和婚姻状况区分），2019年12月对比2020年8月
80后消费者更经常使用社区app
数据23: 每天使用社区app（按代际区分），2019年12月-2020年8月

数字化健康管理活动
通过短视频和直播跟进健康话题
数据24: 数字化健康管理活动，2020年8月
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预防性健康监测
数据25: 数字化健康管理活动（按年龄区分），2020年8月
健康问诊转到线上
数据26: 网上购买药品（按个人月收入和居住状况 区分），2020年8月
可穿戴设备用户的健康意识更强
数据27: 健康活动对比（按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用户和非用户区分）

对数字化健康管理的态度
人们理解并追求“健康监测”是普遍趋势
数据28: 对数字化健康管理的态度，2020年8月
提高可穿戴设备的用户友好性
数据29: 不同意“健康科技产品使用起来太复杂”（按城市线级区分），2020年8月
线上医疗平台：虽然节省时间，但有效性受到质疑
数据30: 对“在线问诊和线下找医生看病一样有效”的态度（按家庭月收入区分），2020年8月
个性化服务也可能带来数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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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1: 对“健康科技产品收集的数据可能存在隐私风险”的态度（按受教育程度区分），2020年8月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是智能可穿戴产品的高频用户
数据32: 数码产品的拥有情况，2020年8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健康意识更强
数据33: 对数字化健康管理的态度，2020年8月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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