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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而易见，智能手机销售是门大生意。但

即便这门生意有较大的市场规模，相比

这门生意衍生出的产品和服务营收，也

就是所谓的“智能手机增值服务”，可能很快也

会开始黯然失色。从自拍杆、来电铃声，到手机

广告、应用程序，智能手机的增值收入可能在短

短几年内让智能手机营收相形见绌。

智能手机增值服务
开拓万亿级市场

我们预测，仅在2020年，智能手机增值服务就将

带来4,590亿美元营收，1比上一年增长15%（580
亿美元），预计智能手机2020年同比增长将达266
亿美元（6%），2智能手机增值服务的增长已经超

过这一涨幅。预计2020年智能手机销售额将达到

4,840亿美元，3整个智能手机生态圈——智能手机

加上智能手机增值服务，价值将超过9,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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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artphone multiplier: Toward a trillion-dollar economy

这还不包括预计未来可能在数据网络和安

装固定宽带连接上的花费，预计在2020
年各项均将创造数千亿美元营收。4

不仅如此，在其最大部件持续强劲增长

的推动下，预计到2023年，智能手机增

值市场将实现每年5%至10%的涨幅。

关于可穿戴设备和智能音响的说明

针对智能手机增值服务，我们对2020年可穿戴设备（主要是健身手环和智能手表）和智能音响的营收进行

了预测。虽然这些设备本身不尽相同，但这些设备均需与智能手机配套使用。

虽然智能手表有屏幕和处理器，部分型号装有蜂窝调制解调器，但与智能手机配套使用时，其实用性会大

大增强。智能手表电池过小，不允许蜂窝网络持续连接。5智能手机的大块电池则可弥补这一缺憾，通过蓝

牙将信息摘要（如新闻或消息）传输到智能手表屏幕上。

健身手环、智能手表收集的健身、环境数据（如步数、心率和声级）可在智能手机屏幕上更加直观地显示。

这些数据通过智能手机的蜂窝网络也更易与第三方共享。

至于智能音响，绝大多数不配备屏幕，需要使用智能手机进行配置、显示信息，如输出搜索请求。

预计2020年智能手机销
售额将达到4,840亿美
元，整个智能手机生态
圈——智能手机加上智
能手机增值服务，价值
将超过9,000亿美元。

这说明，在2023年，智能手机的增值服务

可能每年创造超过5,000亿美元的营收。

智能手机增值服务由什么组成？

智能手机增值服务包括一系列产品和服

务（见图1），多数属于以下三个类别：

• 硬件，包括音频配件、电源相关配件、可穿戴

设备和智能音响等配件、自拍杆和手持稳定器

等相机配件、保护壳和屏幕保护膜、手机支架

和备用配件。

• 内容，涵盖游戏、音乐、视频和其他内容类型

的手机广告和软件内容。

• 服务，包括维修、保险、云存储和商务软件。

          智能手机增值服务：开拓万亿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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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artphone multiplier: Toward a trillion-dollar economy

预计2020年智能手机增值营收的前三大来源

将是手机广告、应用程序（主要是游戏）和硬

件配件。我们预测，2020年，这三项共计将

创造3,700亿美元营收，占总营收的81%。举

例来说，仅硬件配件的价值（770亿美元）就

达到了其他类设备总价值的数倍：是平板电

脑（250亿美元）的3倍，视频游戏机（150
亿美元）的5倍，智能音箱（90亿美元）的8
倍，虚拟现实设备（70亿美元）的11倍。6

跻身智能手机增值服务
利润最高前三名

手机广告：价值数十亿美元

手机广告是智能手机增值服务中利润最高的一

类，尽管智能手机的屏幕相对较小，但其营收成

绩斐然。手机屏幕空间有限，但手机广告却几乎

无处不在、使用率极高，且非常个性化。我们预

测，2020年，智能手机广告占所有移动设备（智

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广告的份额将达到约1,760亿
美元，同比增长18%。

          智能手机增值服务：开拓万亿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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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线上广告的增长由线上视频和

社交媒体推动，二者是由持续进步的智能手机技术

支撑的。9 

我们预测，到2020年，
智能手机广告占移动设
备广告的份额将达到约
1,7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手机广告将持续强劲增长，2019年已经超过电视

广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广告类别 。7预计2017至
2020年间，手机广告占所有广告收入的份额将增

长13.2%（见图3），与之相对，电视广告同期下

降4.7%。之后，新的手机广告形式出现，手机广

告可能将继续高速增长。2020年至2021年，手机

广告营收预计增长13%。到2021年，线上广告总

额（所有设备）将占到广告总额的一半以上

（52%）。8 

2020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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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能够实现持续招商，这对广告商极有

吸引力。智能手机用户只需点击屏幕，即可

搜索、查看、购买和评论产品。预存信用卡

信息、地址信息加上生物特征身份认证，几

乎实现即时交易。增强现实等新功能还允许

人们在购买前试用。众多商品已经可以提供

这一功能，如凯莉·詹纳（Kylie Jenner）品牌

的化妆品 。10这与电视和印刷广告等传统媒体

广告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的媒体广告要求

消费者切换联网显示屏来搜索或购买产品。

引入视觉搜索（也称为图像反向搜索）也可

增加手机广告收入。11视觉搜索使用图像作

为搜索词，而非文字。与笔记本电脑或平板

电脑相比，智能手机拍摄物体的性能要强得

多，是使用此类搜索方法的理想设备；随着

智能手机拍照性能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光线

较弱时，12视觉搜索的使用率可能上升。

视觉搜索在西方才刚开始落地发展，但在

中国已经较为普遍，目前高达四分之一的

搜索是通过图片进行的。阿里巴巴旗下的

淘宝，领先的视觉搜索引擎之一，拥有

超过1,000万种产品逾30亿张图片。13

智能手机还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占据广告业主导地

位：应用程序安装广告，2020年预计价值600多
亿美元。14应用程序内显示其他应用安装广告，以

鼓励用户下载。每次安装、打开应用程序都可能

创造几美元营收。虽然所有设备都可安装应用程

序，但其在智能手机上的使用率最高，可能因此

成为向用户投放应用程序安装广告的主要工具。

有趣的是，自2014年来，线上广告营收增长几

乎全部由手机广告创造。预计手机广告营收将

从2015年约占线上广告总营收三分之一的560
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2,510亿美元，占总营收

的71%。在此期间，预计电脑线上广告营收将基

本保持在每年约1,020亿美元不变（图4）。15

          智能手机增值服务：开拓万亿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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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游戏、游戏、游戏

智能手机增值市场的第二大组成是应用

程序，预计2020年将创造1,180亿美元

营收 。16预计应用商店的价值将在短期

内继续增长，主要由现有应用推动。

也许并不意外，我们预测2020年营收最高的

将是谷歌应用商店和苹果应用商店。17预计

2020年这两家商店的营收将达到总营收的四

分之三左右。其余四分之一将由其他数百家

应用商店贡献，部分由三星、华为和小米等

智能手机供应商管理。18许多应用商店位于中

国，据估计，中国有300家安卓应用商店。

应用程序种类繁多，包括游戏、照片与视

频、娱乐与生活方式、社交网络和音乐。此

外，应用商店营收的一小部分来自视频点播

订阅（SVOD）和音乐付费。作为最大的内

容提供商，他们往往直接向用户收费。

到目前为止，游戏应用的利润最高。预计2020
年将达到约800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10%以

上。19虽然手机和游戏一直关系密切，甚至大

多数2G手机都至少捆绑一款游戏（还记得贪吃

蛇吗？），但智能手机、应用商店和”免费+
增值”的商业模式使手机游戏市场得以腾飞。

一项预测显示，到2022年，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的游戏应用营收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

中智能手机用户贡献80%以上。20手机游戏订

阅服务容易获得，这可能进一步提高营收。

2019年9月，苹果推出游戏订阅服务Arcade，
内含100多款游戏，就移动设备而言，部分为

Arcade独家特供，家庭月费4.99美元。212019年
9月23日，谷歌推出游戏订阅服务Play Pass。22

手机游戏行业无疑受益于智能手机日益增强的

处理能力，这使游戏更具吸引力。功能最强大

的智能手机现在支持120 Hz游戏运行。120 Hz
的屏幕刷新率意味着每秒刷新120次，23图像

运动快速流畅，是速移游戏的理想选择。截至

2019年5月，支持该速率的游戏超过100款 。24

游戏流媒体的引入，即游戏在云中进行，然

后传输到设备上，可进一步激励市场。Hatch 
Premium是首批游戏流媒体订阅服务提供商，用

户可以即时自由地访问100多款优质手机游戏，

其中包括Hatch Originals。除了释放设备存储空

间外，游戏流媒体还支持运行大型协作游戏：数

百人可以集体解谜、追敌或参与比赛竞技。5G
带来的低延迟可使手机游戏体验更加顺畅 。25 

手机游戏行业无疑受益
于智能手机日益增强的处
理能力，这使游戏更具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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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电源相关配件（外置电池、替换电

池、充电器和数据线）应持续具有强劲需求。

快速充电器的购买需求可能是增长来源之一，

特别当集成USB-C技术的智能手机数目不断增长

时。目前，充电器的充电速率差别较大：普通

充电器的功率为2.5瓦，而智能手机最快的充电

器功率为40瓦。29而USB-C接口充电器的功率最

高可达100瓦（是普通充电器的40倍），而且还

具有双向性（因此既可输出电力，又可接收电

力）。30预计需要多年时间才能过渡至USB-C，
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将迎来购买力不断升级。

对无线充电配件的需求也可能上升。无线充电

器的充电速度较慢，但可能更加方便。虽然发

达国家目前拥有无线充电器的智能手机用户尚

为少数（约20%），但由于领头智能手机供应

商已同意采用无线充电的Qi标准，未来几年无

线充电器用户应该有所增加 。31共同标准的建

立可能促使第三方配件制造商全面引入无线

充电器，这将继续降低其生产成本。（目前

无线充电器价格约为10美元，而且价格越发

优惠。）32一些无线充电器现在还可以同时为

多个设备充电 ，33随着用户购买更多支持无线

充电的第三方设备，如无线耳机、健身手环

和智能手表，这一功能将愈发具有吸引力。

The smartphone multiplier: Toward a trillion-dollar economy

硬件配件：耳机、电池和外壳

智能手机硬件配件市场预计2020年价值770亿美

元，主要包括三类：声音类、电源类和保护类。

其中，声音类、电源类可能在中期显著增长。

未来几年，耳机销量可能大幅增长，主要驱动力

来自用户从有线版本升级至无线版本。目前，

一些发达国家普遍使用有线耳机（比利时、加

拿大、丹麦、芬兰、德国、爱尔兰、意大利、

日本、荷兰、挪威、韩国、西班牙、瑞典、英

国、美国）。根据我们2019年针对发达国家

手机消费者进行的调查，68%的智能手机用户

使用有线耳机，只有23%的智能手机用户使用

无线型号。26但是，无线耳机尽管较为昂贵（

高质量的无线耳机通常售价100至200美元，

而一般有线耳机价格很少超过30美元），但

是方便实用，更有优势：无需解开缠绕的耳机

线、不太可能被突出的物体或椅子扶手卡绊。

据称无线耳机音质更好。未来几年，预计多数

人不会再使用有线耳机，而无线耳机销量将从

2018年的4,600万推高至2020年的1.29亿。27

此外，伴随新功能出现，预计未来十年耳机将定

期升级。音质、降噪、电池寿命、防水防汗及无

线充电等方面都可能发生改进。少数智能手机用

户还会购买多个耳机，分别适合在不同环境中使

用，如办公室专用、健身专用、通勤专用和高保

真效果。目前，英国28%的耳机用户拥有两款不

同型号的耳机，11%的用户拥有三款不同型号的

耳机，9%的用户拥有四款不同型号的耳机。28

未来几年，耳机销量可能
大幅增长，主要驱动力来
自用户从有线版本升级至
无线版本。

          智能手机增值服务：开拓万亿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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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外置电池趋势可能继续发展，因为充电器无法

随时使用。2017年，全球移动电源市场价值163亿
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增至194亿美元。34目前发达

国家过半智能手机用户（51%）拥有外置电池；随着

时间的推移，移动电源续航能力下降，因此需要定

期更换，从而推动重复购买。此外，由于消费者对

容量更大速度更快的充电电源需求增加，向USB-C
的过渡必然将缓缓掀起一波移动电源换代浪潮。

基础：36亿智能手机用户，并将持
续增加。

每一个成功的产品都会形成、并反过来依赖相关

的生态体系。产品越优质，生态体系越有活力。

按照这一标准，与智能手机相关的配件、产

品、内容和服务的数量和种类如此丰富，这无

疑使智能手机成为史上最成功的产品之一。

目前，全球约有36亿智能手机用户。庞大的用

户群是智能手机增值服务发展的重要基础，而

且这一群体还在不断增长。尽管全球智能手机

似乎已经接近年售14至16亿部的上限，但智能

手机用户总数量就全球和国家层面而言均将继

续增加。事实上，2020年预计售出16亿部智能

手机，达到其他消费者产品预期销量的数倍。

预计2020年受5G影响，智能手机销量将有所

增长。35之后几年销量可能下降，但是幅度不

大 。提出这一推测是由于产品升级周期在众

多市场均有所延长。例如，在欧洲五大市场，

一部新手机的平均寿命已从2016年的23.4个
月增加到2018年的26.2个月。36这可能由于智

能手机接近了功能开发的极限。主流消费者升

级换代产品，推动销售额上涨的主要力量，似

乎也不再富有意义，消费者可能认为最新功

能不再物有所值，37如机械弹出式自拍相机、

增加后置镜头或深度更大的防水性能。38

5G手机的推出可能适度刺激需求上涨，但不

同于10年前，用户由翻盖和功能手机一次性

升级到智能手机和4G网络。当今智能手机用

户并没有很强的动机率先购买5G手机。4G网

络在户外近似Wi-Fi，显著提升用户体验；5G
手机可能无法带来类似的显著提升。

每一个成功的产品都会
形成、并反过来依赖相关
的生态体系。产品越优质，
生态体系越有活力。

2020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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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就年销量而言，智能手机市场正接近顶峰。但智能手机成为多项业务收入来源的基础（即广告、硬件、内

容和服务），其空间仍在扩大。这些附件业务的2020年估值已经接近5,000亿美元，可能在未来五年内超

过智能手机销售额。希望在智能手机生意中致富的人可能发现，最好的机会不是智能手机市场，而是智能

手机创造的市场，其市场份额巨大，且在不断增长。

其中，最大的一项业务可能是通过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NFC）实现的线下和线上支付。中国已经普及手

机支付，2018年中国消费者通过手机购买了价值41万亿美元的商品（图5） 。39同时，西方市场有巨大的

增长空间。尽管已有商家提供移动支付途径，但目前西方使用手机在线下交易的消费者相对较少。尽管如

此，随着更多人开始意识到移动支付的优势所在，其受欢迎程度将大大提高。基于智能手机进行支付的方

式比卡加个人标识号或签名加刷卡更安全，后两种方式在美国仍然很受欢迎。通过卡加个人标识号或签名

加刷卡支付，在发现盗刷之前，盗刷可能发生多次。签名可以伪造；个人标识号可能泄露给身后的人。而

智能手机每笔交易都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可启用生物识别，相对于其他支付方式极其安全。虽然有方法

骗过指纹和面部识别，但会非常耗费精力。基于NFC的移动支付使用一次性令牌每次支付都会发起身份验

证；如果此令牌被截获，也不能用于其他交易 。40广泛使用此功能不仅可以加快个人支付速度，还可降低

发生盗刷的频率 。41

另一个商机则在于开发企业应用程序，例如用户在手机上安全处理工作邮件和文件所用软件 。42目前几乎

没有专为智能手机开发的企业软件：预计到2020年，企业应用程序将带来24亿美元直接收入 。43老牌企

业和初创公司可以成功调整B2B软件覆盖范围，或者重新开发，使其适用手机端，从访问内联网到开支管

理，这可能是潜在的巨大市场。据估计，发达国家目前只有大约五分之二的员工使用手机处理除通话和发

送即时消息以外的工作 。44

对于当今数十亿人而言，很难想象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没有应用程序的生活。配件和附加设备将手机与我

们的生活更紧密地连接。蓬勃发展的智能手机增值市场为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机会，这些企业可以进行更多

设计扩展智能手机功能。预计这个机会短期内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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