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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调研

提前预见移动消费者快速变化的用户习惯是德勤
全球科技、传媒和电信业务的一大基石。为此我
们全力投入这个行业，并在过去五年里开展了广
泛的网上调研，旨在揭示推动全球移动市场发展
的关键趋势。

此次调研由一家独立研究公司承办，重点关注消
费者的行为、趋势，以及对各类无线移动产品和
服务的看法。除了探究发达与新兴市场的对比结
果以及重要洞察，本次调研还突显了特定国家间
消费者使用习惯的差异。

此次调研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
调研，覆盖六大洲31个国家的49,500名受访者，
涉及世界人口总数的70%。报告结果基于对以上
汇总数据的分析得出。

发达市场的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反馈信息来源
于2000名及以上的受访者。新兴市场的调研则集
中抽查了城市专业人士。所有样本均不少于2,000
份——土耳其除外，其目标样本来自1,000名受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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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未来移动互联的 
五大关键趋势

1 移动互联的形式与规模各异

如下哪种设备是你已经拥有或者准备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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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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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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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设备全都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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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种设备全都拥有了

发达市场

76%

智能手机

新兴市场

81%

智能手机

登陆

拥有移动设备的消费者数量在不断增长，并以新兴市场消费者为首，这不足为奇。全球78%的消费者
拥有智能手机，近10%的消费者拥有可穿戴设备，超过50%的消费者拥有平板电脑。同时拥有以上三
种设备的消费者达7%。 

出乎意料的是，新兴市场拥有智能手表与智能手环的人数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新兴市场中，26%的
消费者计划购买可穿戴设备，20%的消费者计划未来一年内购买平板电脑。发达市场中，13%的消费
者有意向购买可穿戴设备，20%的消费者计划未来一年内购买平板电脑。

在综合分析发达市场设备渗透率与“购买可能性”调研类别时，我们发现新加坡移动消费者的比例全球
领先。波兰也在各类别中位居世界前列，美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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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能手机“上瘾症”

通常情况下，你从醒来到第一次看手机的时间间隔是多久？

发达市场 新兴市场

全球各地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清醒状态下，几乎所有移动消费者都会在三个小时以内查看一次手
机。新兴市场中93%的消费者会在清醒状态下每一个小时或更短时间内查看手机。发达市场的这一数
字为78%。这种趋势在亚太地区尤为显著，就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中消费者在清醒状态下每一个小时
或更短时间内查看手机的比例而言，亚太地区国家均占据了前四名中的三个席位。

在查看手机的次数方面，全球平均次数约为每天40次。发达市场中平均6%的人每天至少查看手机100
次，而新兴市场这一数字为14%。

新加坡向来是移动消费者联网程度最高的市场之一，在此次调研中再次以每10位居民便有超过一人每
天查看手机超过100次居于榜单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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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知道我们都会在清醒状态下的每三个小
时内查看手机，那我们究竟在查看什么？在所有
受调研的国家中，消费者每天第一时间查看得最
多的是短信息和即时消息。发达市场中，紧随短
信息和即时消息之后的是电子邮件——19%的
消费者会查看邮件；而在新兴市场中则是社交媒
体，比例达到22%。 

虽然数据服务一直备受关注，发
达国家中最常用的应用仍然是传
统的语音服务。发达市场76%
的消费者表示在过去一周使用过
语音服务。短信息紧随其后，有
74%的消费者经常使用这一功
能。新兴市场亦出现类似趋势。
新兴市场中，70%的消费者最常
使用语音电话进行交流，68%经
常使用即时消息，67%使用短信
息，64%经常使用社交网络。

相较于发达市场的消费者而言，
手机在新兴市场消费者日常生活
中的渗透率更高。事实上，95%
的新兴市场消费者上班时会使用
手机，93%会在购物以及与朋友
家人聚会时使用。

发达市场的消费者同样从未远离手机，但使用次
数略低。新兴市场中，95%的消费者上班时会使
用手机，93%购物时使用，91%看电视时使用。
而在发达市场，相应比例分别为89%、86%和
80%。

通常情况下，你打开手机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发达市场 新兴市场

天气

6% 6%

及时信息

37% 35%

社交媒体

10% 22%

电子邮件

19% 11%

语音信箱

3% 2%

新闻

5% 5%

上网

2% 5%

3 消费者最爱查看短信息和即时消息

新兴市场中将浏览社

交媒体当作打开手机

的第一件事的消费者

数量是发达市场的两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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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是一项较新的应用，正受到全球消费者
的青睐。47%的新兴市场消费者表示，他们使用
手机进行店内支付。而在发达市场，这一数字为
20%，有30%表示对此感兴趣。

例如，中国市场一直以现金交易为主，但去年采
用移动支付进行店内购物的占比上升了66%，是
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有趣的是，在德国、法国
和美国等科技先进的国家，消费者并不乐意使用
移动支付解决方案。尽管有观点认为移动支付尚
未在美国市场普及，但在某些特定领域已得到大
量使用。

就消费者使用移动支付的场所而言，发达市场用
得最多的是公共交通。在新兴市场，消费者会在
购物、外出就餐或者乘坐出租汽车时使用移动支
付。在发达市场，北欧地区消费者多在乘坐交通

工具时使用移动支付，而中欧和南欧地区消费者
则更多地用于食品/购物（生活）。

尽管使用移动支付服务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消费
者不愿使用移动支付的首要原因却十分明显。全
球约有40%的消费者担心移动支付不够安全。而
这些系统的安全性并不亚于传统支付手段，因此
有必要进行消费者教育。

4 移动支付应用不断加速

2%

8%
6%

17%

6%

12%

6%

10%

发达市场 新兴市场

每日 每周 每周不到一次

只用过一次或两次

的新兴市场消费者
使用移动支付

的发达市场消费者
使用移动支付

20% 47% 

通常情况下，你使用手机进行移动支付（店内支付）

的频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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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移动网络和Wi-Fi存在地区偏好

50%

44%

42%

41%

3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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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40%

47%

44%

36%

26%

31%

31%

21%

25%

53%

56%

49%

4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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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视频

及时信息

搜索

导航

社交媒体

电子邮件
4G网络 更高网速下的应用偏好

发达市场                      新兴市场

总体来看，消费者采用什么方式拨打电话和使用应用程序呢？是移动网络还是Wi-Fi？在发达市
场，4G网速一向比Wi-Fi快。中国用户认为在通勤途中和商场里4G网速更快，但墨西哥用户的体
验恰好相反。此外，巴西用户认为在任何地方Wi-Fi网速都更快。

美洲地区消费者更喜欢用Wi-Fi上网，而欧洲和亚太地区消费者则偏爱移动网络（如4G）。整体
而言，虽然4G网速快很多，但用户常进行的活动或使用最频繁的应用并不需要高带宽服务（如
电子邮件和搜索）。当被问及如果网速提升会有哪些应用偏好时，新兴市场的调查结果大同小
异，但发达市场消费者却更喜欢不需要高速网络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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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列出的五大关键趋势中，重点显而易见。无论是设备渗透率的上升、手机在日常活动中
的使用增加，还是移动支付等新领域的兴起，联网消费者都是重中之重。因此，最终的问题将是
如何继续引导并创造客户体验。

人人联网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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