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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
智能
随着深受消费者信任的零售商和制造
商开始进入同步设备、智能家电和可
穿戴技术产品市场，并把消费者的需
求转化为行动，一个由网络同步连接
的世界将逐步成为主流。

1

2015年将		
发生什么？
物联网	—	从智能手表到智能吊扇	—	吸引
了消费者，因为它不但能省时省钱，还更
加方便可控。可穿戴技术也在飞速发展，

能方便智能地获取个人数据。这些相互
连接的设备帮我们更好地了解和分析

自己，也让我们更多沉浸到数字化
的世界中。

家用硬件设备现在已经
不再是新创公司的天
下	—	行业巨头们也开始

追随这一趋势，让消费者
对这些设备的信心更为高

涨。LG、松下、思科和海尔等
公司已经开始合作，确保其生产

的设备都能兼容并相互智能连接。
谷歌推出了安卓电视，而LG也推出了

采用webOS系统的智能电视。

新一代软件能帮助消费者无缝同步移动设备
和各类硬件设备，包括家用电器。苹果的
HomeKit能让消费者使用Siri语音系统控制
灯具、门、恒温器和其它智能家电。我们的
健康也可以由智能软件系统来管理，例如苹
果的Healthkit能收集并整合用户在不同健
康设备上的数据。新上市的苹果手表更佩戴
方便，让消费者能更轻松地使用这些程序。

随着智能设备的普及，消费者与设备间的交
互也将变得更加简单，应用范围也不再局限
于健康和家用类别。2015年oPhone“香味
信息”设备将上市	—	将香味作为一种交流
方式进行发送。把技术融入万物的理念将逐
渐改变消费者与日用品（如指甲油和食品包
装）的互动方式。

随着网络供应商在飞机和火车上提供无线
Wifi网络，智能设备的使用将变得更为方
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的连接网络，让“更
加智能”变得格外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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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劳伦科技运动衫

拉夫·劳伦科技运动衫跟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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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费者	
为何认同？
很多中国消费者已经在使用能跟踪其
身体状况的智能设备，并同步数据到
其他设备。

13%的中国受访者声称家中有可穿戴
数码产品。财富的增加提升了可穿戴
设备的拥有率，高达29%的高收入受
访者拥有一件可穿戴设备。

超过三分之一（36%）的中国受访者
声称家中有网络电视。

不管在哪个品类，消费者都渴望使用
能提供便捷或增强健康意识的产品和
服务	-	这两个诉求也紧密切合目前联
网设备市场的发展。

高达81%的中国受访者声称愿意支
付更多来购买让生活更轻松便捷的产
品和服务。同时，39%的受访者声称
值得为能帮助改善健康的产品和服务
花费更多，如付费的健康跟踪应用程
序。

随着智能手机在中国的普及，与智能
手机兼容或能通过手机应用来控制的
电子设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中
国，智能手机非常普及，95%的中国
受访者声称拥有智能手机。我们看到
市场上已经出现应用软件和平板电脑
控制的咖啡机，如TopBrewer，未来
这类科技还将继续发展。

对联网设备来说，多功能和款式也非
常重要。尽管产品的选择越来越多，
新品类也不断涌现（如可穿戴科技）
，消费者依然倾向拥有功能更多的
产品来满足其日常需求。几乎一半
（45%）的中国受访者声称拥有6件
或以下的消费者科技产品。

同时，64%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使用可穿
戴数码产品很时尚，如Nike+FuelBand
运动手环、Jawbone手环。

实际上这也是全球流行趋势。全世界
消费者都对能把自己所有设备连接在
一起的数码工具越来越感兴趣。

在美国，59%的受访者声称愿意使用
能控制家用设备的网站或应用。在英
国，76%的潜在电视机买家对能通过
无线网络接收其它设备数据的电视机
有兴趣（28%愿意为这一功能支付更
多）。

消费者对可穿戴设备和健康跟踪应用
的兴趣也说明这一领域有巨大的增长
潜力。在美国，22%的受访者购买了
可穿戴设备，如智能手表或Fitbit运
动追踪器。

在英国，21%的受访者已经在使用可
穿戴设备或健康相关移动应用软件。
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拥有健身功能
的智能手表有兴趣（31%），40%对
能监控心跳、血压和运动量的设备感
兴趣，而34%对能计步和监测睡眠的
设备有兴趣。

把技术融入万物
的理念将逐渐改变
消费者与日用品	
（如指甲油和食
品包装）的互
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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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智能手表

oPhone	Uno	远程气味传输仪

三星智能家居

飞利浦Hue智能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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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sfit	Shine	运动追踪器及
花朵项链

可穿戴设备的不
断普及将引起更
多关于数码设备
使用规范的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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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方向是
什么？
2015年以后，我们将见证智能设备进
入新的领域。可穿戴设备将不仅能便
于连接网络，还会更加安全和时尚。
实际上，可穿戴设备的不断普及将引
起更多关于数码设备使用规范的讨
论。

从外观上看，可穿戴设备不仅能收集
数据，还是身份的象征。	 耐克、英特
尔等品牌联合真人秀节目《天桥风云
（Project	 Runway）	 》和《数码趋
势（	 DigitalTrends）》杂志主办了
一场可穿戴技术设备时装比赛，让可
穿戴技术更加时尚，并希望能以此提
高其普及率。对家用设备来说，对美
观的要求只会更高。智能家用设备将
脱下未来感十足的外衣，沿用传统设
计风格，并更好地融入现有的家庭装

饰中，如飞利浦的“Hue”LED照明
系统。

总的来看，我们对智能设备的期望将
越来越高：例如可以分析心理状态的
可穿戴设备，在食用完毕后能自动下
单补货的智能食品和饮料储存器，以
及通过分析我们的数据来提供个性化
服务的公司。中国互联网搜索巨头百
度在推出类谷歌眼镜产品、自动导航
自行车原型和能检测食品污染情况的

智能筷子后，将继续开发引人瞩目的
创新产品。

由于数码设备将一直保持在线，消费
者将对能持续为设备充电的创新有更
大的需求。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公司采
用无线充电技术，例如美国星巴克的
一些门店已经在测试无线充电。个人
隐私安全也将是消费者关心的问题，
因为他们越来越担心存储在云服务和
其它服务器上的个人数据有被泄露的
隐患。

继数据收集以后，数据分析也将成
为公司拓展的关键领域，	如Nike+
正在逐渐退出设备硬件领域，专注于
数据和应用。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向专
业人士分享自己的个人数据以用于分
析。我们已经看到能监控驾驶习惯的
黑盒子、根据跑步数据提供优惠利率
的俄罗斯银行，以及向神经科医师分
享病人的医疗、饮食和锻炼数据的
MyHealthPal平台。数据收集设备也
将联合其它公司提供分析服务，下一
阶段将由银行、食品杂货零售商和医
生来进一步分析数据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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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污染
一些国际性的灾难和发人深省的事
件让减排降毒重新被提上日程，但
遭受污染的不仅是环境还有我们人
类本身。健康驱动了技术创新，快
速消费品领域中出现了一系列净化
和具有保护作用的新产品。

2015年将发生
什么？
2015年，污染将继续成为媒体关注的
焦点。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海平面提
升被迫放弃卡特里特岛，2015年米
兰世博会对净水设备未来发展的调查
将重新激起关于污染排放的讨论。同
时，加拿大通向亚洲的北方门户输油
管道工程将引发更多的争议。	2014
年4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了对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修改后的法
案将于2015年1月1日生效。新法案
对导致污染的行为将处以更严格的惩
罚	。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污染与癌症
和早产死亡间的联系。世界卫生组
织研究发现污染是全球对健康危害
最大的环境因素。这些都将引起公
众对抵抗污染的更多反应。自中国政
府2012年开始发布空气污染水平数
据以来，消费者对PM2.5的了解越来
越深。这种空气中的“细颗粒”污染
物能引起哮喘、心脏病和其他健康问
题。市场对此做出迅速的反应，宣称
能抵御PM2.5的家用、办公室和车用
空气净化产品数量在不断上升。尤其
是化妆品行业，已经在唤醒消费者，
让他们意识到污染所造成的直接、显
而易见、对个人的影响。雅芳甚至推
出了“城市灰尘（urban	dust）”
术语来描述威胁我们皮肤和整体健康
的“环境入侵者（	environmental	
aggressor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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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为何认
同？
清 洁 环 境 需 求 引 起 全 球 共 鸣 。 根
据Pure	Earth/布莱克史密斯环境
研 究 所 数 据 ， 每 年 因 污 染 致 死 的
人 数 达 到 8 4 0 万 ， 将 近 疟 疾 死 亡
人数的3倍，艾滋病死亡人数的14
倍。2012年，约700万人因空气污
染致死，占全球死亡总数的八分之
一。室外空气污染预计造成了370
万人死亡。室内空气污染造成430
万人死亡，煤气和天然气中毒是主
因。（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2013年,	中国环保部承认“癌症村”
的存在，水污染造成了这些地区的高

癌症发病率。中国环保部2014年4月
的一份报告发现，60%被视察地区的
地下水质“很差”或“相对较差”，
比2013年有所加剧。

中国消费者关心健康，担心污染对健
康的影响。有47%的中国受访者表示
担心因环境污染而引发无法治愈的疾
病，38%的人担心引发呼吸系统疾
病。	食品安全也是中国消费者首要
关心的问题，56%的20-49岁的受访
者担心因吃到不安全的食物而引发疾
病。

中国消费者愿意花钱保护自己。2013
年40%的中国受访者比前一年花更多
钱购买能保护他们免受环境污染的产
品。

除了身体健康，中国消费者还意识到
污染对皮肤的影响。在使用身体护理
或手部护理产品的消费者中，至少四
分之一的中国受访女性表示她们在购
买产品时看重抗过敏、治疗/舒缓和抗
菌宣称。化妆品公司将越来越多地使
用PM2.5这样的术语来宣传抗击污染
的产品。

我们预期更多品牌会
在社会责任或产品宣
称方面使用抗污染的
表达。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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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环保政策，这将
使污染问题在2015年受到更多关注。
我们预期更多品牌会在社会责任或产
品宣称方面使用抗污染的表达。

在美容行业，我们预计将看到对抗
PM2.5的保护宣称在护肤品中增长，
并延伸到其他美容品类，如护发品。

在食品与饮料行业，宣称排毒功效的
成分将增多。为应对食品安全问题，
生产商应在市场营销中强调“无污
染”的成分来源。一些品牌还可通过
源产地来强调产品质量，例如，2014
年4月天猫商城和新西兰贸易发展局
合作推出促销活动，消费者可购买新
西兰本地出产的海鲜并在72小时内送

达。售卖的产品包括贻贝、鲍鱼和牡
蛎等。

我们将看到更多可穿戴设备和衣服，
各显神通地抗击高度空气污染；我们
将看到更多广告宣称，如能抗击污染
的广告牌，以及由特殊材料建成的房
屋、办公室甚至店面，这些材料能吸

收碳、反射热量或在白天吸收光能，
晚上使用。

在汽车行业，随着政府持续治理北
京、上海等城市的汽车尾气污染，使
用电力或其它低污染能源的汽车数量
将继续增长。北京正在建立一个监督
网络以帮助减少北京的汽车尾气排

放，并通过免购置税和免费牌的措施
照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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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零售
消费者越来越追求便利性，期望需求
能即刻得到满足，这将模糊线上和线
下实体零售的界限，这种即时性需求
不仅表现在购物中，还延伸到消费者
与商家的互动中。

2015年将发生
什么？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购物方式，消费者
不仅寻求便利，更期待需求被即时满
足。我们看到实体零售商与互联网融
为一体，更多商店提供网络下单店内
自提的服务，而另一方面，纯虚拟
网络服务也在开设实体店，如Birch	
Box。	

为虚拟世界中的产品提供现实体验能
为电商带来更多消费者。我们还看到
了弥补线上线下间购物差距的服务。
例如，英国Doddle	and	ASOS的	
Local	Letterbox揭开线上购物的神秘
面纱，在超市、健身房、换乘站和商
场提供试衣间，让人们试用线上购买
的产品。

在中国，我们已看到百货商店的销售
额下滑，这可能是由于人们把百货商
店当成展厅，用于查看和体验产品，
然后到网上以最优惠的价格进行购
买。

随着手机以外其它智能设备的兴起，
我们更渴望能随时连接外界。具体到
零售业,消费者将可通过火车、飞机的
WiFi接入互联网在旅途中购物。

针对旅途中的购物行为出现了“线上
下单/线下自提”的服务，如伦敦地
铁站的亚马逊自提柜。在美国，eBay
的快递服务已经拓展到25个城市，并
将于今年年底和英国的Argos合作，
允许消费者在650个Argos商店提取
货物。在中国，我们发现实体零售商
正通过开设淘宝店和天猫店进军互联
网，比如英国零售商玛莎（Marker	
&	Spencer）和本土企业银泰百货。
近三分之二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网
购的原因是因为方便，这说明在中国
能即时满足所需的零售模式变得更
为重要	—	这种趋势将在互联网上蔓
延，更准确地说是在手机上蔓延：手
机购物将越来越流行。

近三分之二的中国
受访者表示他们网
购的原因是因为方
便，这说明在中国
能即时满足所需的
零售模式变得更为
重要。

1

2 Birchbox实体店，纽约

亚马逊自提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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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公司提供的机上WI-FI购物

Air Canada

British Airways Lufthansa Emirates 
Etihad

Gull Air 
Qatar Airways

Aerofloy
Transaero

All Nippon 
Airways
JAL

Norwegian 
SAS

TAP
Portugal

Aer Lingus

Icelandair

Tam Libyan Airlines Turkish Airlines Oman Air

Saudi

Air China

THAI Airways

Singapore 
Airlines

HongKong 
Airlines

Garuda 
Indonesia

Cebu Pacific
Philippine Airlines

Mango Airlines

AirTran
Alaska Airlines
American Airlines
Delta
Frontier Airlines
JetBlue
Southwest Airlines
United
US Airways
Virg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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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为何认
同？
全球来看，在线购物已彻底打破传统
商业模式，但消费者并未完全满足。

53%的英国受访者，尤其是60%的女
性，表示如不试穿，很难找到合身的
衣服。

在美国，22%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只在
网上购买他们熟悉的产品。

七成中国受访者表示有必要在线上购
买产品前去实体店看看。但同时75%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在线购物最终将取
代实体店。

近五分之一（19%）的20-49岁的中
国受访者曾使用线上下单/线下自提
的服务，他们在线上购买，然后到商
店、仓库或储存柜提取货物。

在中国，消费者对提升购物体验感兴
趣。超市或大卖场的氛围和客户服务
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两者都有
机会成为实体店与网上商店竞争的
法宝。约14%的受访者认为“好氛
围”是决定购物地点的最重要的因素
（2013年仅为9%）。8%的受访者选
择好的客户服务作为最重要的因素，
而2013年这一比例仅为2%。

英敏特趋势“体验为王”表明消费者
对零售店提供的消费体验感兴趣。一
半（50%）20-49岁的中国受访者表
示愿意更频繁地去那些有更多餐饮选
择的百货商店或购物商场。

除零售业外，全球消费者将有机会使
用更多数码工具为生活的其它方面带
来便利。6%的巴西受访者愿意完全
通过互联网买车，如有可能还将快递
到家。	

此外，40%的加拿大受访者对使用银
行或信用社提供的在线预算和理财建
议工具感兴趣。

85%的中国受访者希望看到更多让生
活变得更方便的在线服务，如在线付
账单或通过手机软件打车。

1 麦当劳自助点餐机，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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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麦当劳自助点餐机，巴黎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购
物方式，消费者不仅
寻求便利，更期待需
求被即时满足。我们
看到实体零售商与互
联网融为一体，更多
商店提供网络下单店
内自提的服务，而另
一方面，纯虚拟网络
服务也在开设实体店。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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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方向是
什么？
这一趋势的核心是“随时立刻得到满
足”文化的流行。我们可以期待更多
递送服务应用软件的出现。

不仅城市居民享受这种便利，更多商
业模式渗透到郊区和农村地区，带去
现代的生活方式。eBay	Now的扩张
说明不仅城市需要及时快递。不过，
快递方式需要因地制宜，比如店内自
提可能更适于郊区居民，而仓储式商
店的订阅服务则能满足住得远的农村
居民。

此外，这种“悉听尊便”的服务理念
可能也能影响到其他以客户服务为
主导的行业。消费者已经把这种理
念运用到媒体消费中，许多人放弃
有线电视而选择订阅服务，如网飞
（Netflix）或Hulu	Plus。我们预测
消费者将想要更多定制化的即时满足
其需求的理财服务、健康服务和其他

服务。谷歌和维基百科能半夜3点回
答你的问题，但这些还不够，人们期
待上网就能获得需要的服务和专业知
识。

中国最大的化妆品网店之一的聚美优
品（www.jumei.com）在北京开设
了实体店，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消费
者体验。中国快递龙头企业顺丰通过
开设自营网店进入在线市场，同时在
线下开设实体店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未来，我们预计将在中国看到所谓
的“多渠道”零售，线上下线合为
一体。价格和便利性将继续推动消费
者线购物，而实体零售的“独特性”
、“教导性”和“参与性”体验将成
为吸引人们进店的重要因素。

75%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
在线购物最终将取代实体店。

2

1

顺丰速运线下实体店：嘿客

亚马逊自提柜

1

2

26 27中国趋势 2015

26

更加智能
抗击污染
双向零售
参与为王



2015年将发生
什么?	

我们看到更多的公司开始谋求双边互动的沟
通方式。“参与”、“互动”这样的营销词汇

在论坛、用户反馈和消费者自制广告中迸发；
同时企业高层通过撰写博客旨在打破和公众的隔

离。

我们从消费者中看到新的景象，消费者不仅参与下游
的传播环节，还成为产品初期创意的一部分。

如今，消费者可从更个性化的层面和更大程度参与的
层面来促进产品的改善，推动社会发展。大众外包商
业模式的兴起使市场更加大众化，比如对开拓性的
T恤公司Threadless，任何人都可以提交一个T恤
设计，所有人都对决定制作哪一款T恤有发言权。

创新不再只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从概念到产品曾经像
单向箭头的推演，而现在这个过程更像一个流程图，
每一个节点都可让消费者参与。

2014年初，肯德基在中国推出名为“谁能代表肯德
基”的营销活动，由吮指原味鸡(经典产品）和黄金
脆皮鸡（全新产品）两款产品参与比赛。消费者可通
过社交媒体对他们喜欢的产品进行投票，得票较多的
产品将被保留在菜单中。此外，热门的“中国好声
音”和“冰桶挑战”也都利用社交媒体来鼓励消费者
进行参与。

参与为王
电脑和手机的产品拥有率十分高，在消
费性科技产品细分中占领先的地位。网
络和手机日益成为关键的消费者活动舞
台，也是品牌传播和消费者互动的关键
平台。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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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为何认
同?
环顾全球，虽然目前消费者集体参与
品牌营销活动还不多，但已经在一些
行业开始成为主流。

在英国，22%的英国啤酒饮用者对参
与开发一款手工酿制的啤酒新品感兴
趣。超过五分之一（21%）的英国少
女希望对新产品的设计贡献自己的创
意。而在中国，“谁能代表肯德基”
得到超过2000万次投票。

品趣志（Pinterest）是一个大型的
虚拟图片分享网站。根据Experian	
Hitwise的数据，品趣志是排名第三
的社交媒体网站。在品趣志这个独特
的社交网站上，在线协作的优势最为
明显。由于分享协作的本质，品趣志
迅速跻身热门社交媒体行列。互联网
用户可以在品趣志上通过创作和分
享有趣的图片来获取灵感。品趣志
的流量惊人，根据《快公司》（Fast	
Company）的一篇文章，品趣志页
面每月被全球用户浏览19亿次，每位
访客平均停留网站近14.5分钟。

创意的流动不仅限于个人与个人之
间。它也越来越多地在个人与企业

间来回流动。“大众外包”是指将外
包工作分给大众（一般是一个匿名群
体）的过程，现已成为网络2.0的一个
基本原则。而且说到创新，“集思广
益”已开始被运用。

Rite	Solutions	公 司 把 股 票 市 场 动
态、博弈论和打破自上而下的创新漏
斗模型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它的创新
引擎（Innovation	Engine）就是利
用大众智慧的力量。

GuruStorms是一个中介服务商，帮
助小企业寻找技术和医药领域专家。
其专家参与一个为期30天的在线头脑
风暴研讨会，提出自己最好的创意。

One	Billion	Minds是一个连接个人
与公司或非盈利性组织的平台，可以
让个人向这些机构提供解决方案，例
如解决印度加尔各答的垃圾处理问
题。

大型企业也正在把公众智慧作为一种
创新的手段，甚至外包他们的业务。
乐事薯片在阿根廷邀请消费者为其薯
条建议新口味。乐事将会生产最受欢
迎的三种口味，而销售量最大的口味
将永久加入乐事的生产线。

而丹麦的一个超市通过询问消费者他
们最想在货架上看到的本地产品来决
定其贩卖的产品。

西尔斯（Sears）的新官网有”群众
的选择”栏目，允许消费者投票决定
每周应售卖的热款。

在公共服务领域也出现了这种合作的
尝试。日本通勤者应用Komirepo	
（意指“拥堵报告”）告知其他上班
族最挤和最不挤的列车车次，从而给
人们转乘较不拥挤车次的选择。

Sickweather是一款通过搜索社交网
络和用户输入的信息数据，分析某地
疾病状况的原创应用。

在荷兰，一款名为Twitcident的服务
被用来帮助互联网用户获取意外事件
的实时更新，如火灾的最新状况。它

还向权威机构和现场第一反应人员发
送信息。

另一方面，随着分享文化和合作思
维愈加普遍，在年轻一代中深入人
心的“集体智慧”很容易变成欺骗行
为。哈佛大学研究生在一次回家测验
中的集体舞弊丑闻就凸显了合作学习
和作弊之间的灰色地带。

虽然“网络舞弊”无法打消营销人员
的积极性，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吸取
教训：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缺乏监管的
特点既打开了一扇获取灵感和反馈的
大门，又有可能让人被海量信息所埋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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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方向是
什么?
“集体智慧”带来了很多创新机会。
众包思维不仅能带来新产品的灵感，
还能帮助品牌更加充满活力、更具超
前思维和更广泛的参与度。随着消费
者不再一味服从，品牌将会需要更多
的基于普通大众的声音来进行运营。

与大众进行对话的益处不仅限于品牌
和新产品。“合众人之力解众人之
困”—	倾听大众的意见并围绕共同主
题提供方向性指导能更好的解决如人
口增长、气候变化、能源使用和垃圾
处理等问题。要实现这一切，需要有
相互连接的群体和共同的利益基础。

最终的挑战在于创造双赢的互动：赋
予消费者决策权和参与感，同时让营
销人员更深入地了解市场中的机会。

大型企业也正在把
公众智慧作为一种
创新的手段，甚至
外包他们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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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先的
市场研究公司
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相关的专家分析，
助其成长。

关于英敏特
英敏特帮您深入了解市
场，为您洞察未来商机，
助您把握创新脉搏，与您
解读消费趋势。

英敏特了解消费者行为，
追踪文化变化，提供全面
可靠的数据、研究和分
析，以及明智的战略和创
新建议。

英敏特是独立的研究公
司，业务遍及世界各地，
曾多次获得行业奖项。我
们有信心以实力赢得您的
信赖与支持。

英敏特理念

追求卓越、追求严谨和您
的信任。

观察、聆听、思考、行
动，运用数据的力量为您
追根究底。

综观全局，结合实际，提
供不同视角，为您解惑答
疑。

英敏特研究

消费者	—	洞察消费者的
行为、态度、喜好及其原
因。

创新	—	来自全球最新、最
热、成功（或不成功）的
产品创新案例。

市场	—	提供市场关键数
据，如市场规模和市场份
额。

未来趋势	—	预测未来趋
势，帮助企业做出正确决
策，帮助品牌成长。

我们与全球5,000多家公
司合作。期待与您携手共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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