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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们已产出本行业报告： 

 中国手机安全市场年度综合报告（2014） 

 中国位置服务市场年度综合报告（2014） 

 中国手机浏览器市场年度综合报告（2014） 

 中国智能电视市场年度综合报告（2014） 

 中国平板电视线上销售研究报告2014 

 中国智能路由器市场专题研究报告2014 

 中国移动电视市场发展专题研究报告2014 

 中国IC元器件电子商务市场专题研究报告2014 

 中国打车APP市场专题研究报告2014 

 中国代驾APP市场专题研究报告2014 

 中国虚拟运营市场与竞争分析展望专题研究报告2014 

 中国公共WIFI市场专题研究报告2014 

欲了解位置服务&终端行业的更多内容， 
请访问易观智库官网：www.analysys.cn 或 致电客服：4006-515-715  

易观智库长期致力于互联网产业的深度研究，位置服务&终端行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之一。 

研究报告包括以下： 

2015年我们将产出本行业报告： 

☆ 中国手机安全市场年度综合报告2015 

☆ 中国手机浏览器市场年度综合报告2015 

☆ 中国位置服务市场年度综合报告2015 

☆ 中国商业WiFi市场年度综合报告2015 

☆ 中国城市交通O2O专题研究报告2015 

☆ 中国拼车APP市场专题研究报告2015 

☆ 中国专车APP市场专题研究报告2015 

 中国IM市场发展研究专题研究报告2015 

 中国智能手机刷机软件用户行为分析报告2015 

 中国手机地图导航竞品分析报告2015 

 中国手机客户端邮箱市场发展专题研究报告2015 

 中国车联网产业链研究专题报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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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IM产品发展历程 

移动IM 

平台类产品 
为用户提供同质化服务，用户来源
广泛，规模大，无明显特征 

垂直类产品 
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用户较细
分，具有明显的属性特征 

IM云类产品 
为用户提供基于各类APP的IM服务，
用户属性与使用行为与APP关系密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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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IM产品四大发展趋势 

市场用户认知度不断提升，各类APP开发者和公司都意识到需顺应

应用社交化浪潮。 

社交功能不断创新，除了原本常规的社交功能之外，移动IM

产品还需要不断根据用户的需求变化创新社交功能。 

与公司管理工具深度融合，未来企业级应用不断社交化，移

动社交产品需要根据公司管理工具进行灵活高效融合。 

中小企业市场是主流，中小企业专注战略发展问题而在IT等技术问

题上借助外部力量，移动社交厂商应主攻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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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IM平台类产品特点分析 

用户 移动IM平台类产品定位于大众用户，无细分用户人群。 

基础
功能 

用户间发送文字及语音消息等即时通讯功能，用户间文字及图片社交功
能。 

O2O  基于平台及用户，对接服务厂商，提供基于实时位置信息的线下服务。 

游戏 依托庞大的用户基数及社交属性，形成游戏分发及游戏分享的平台。 

平台
对接 

 为第三方提供账号体系、支付、位置信息等接口，第三方可在平台上开
展业务、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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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业--微信用户属性分析 

男  55.0% 

女  45.0% 

2015年第1季度微信用户性别结构 

男  55.0% 女  45.0% 

www.analysys.cn © Analysys 易观智库 

说明：基于2015年第1季度(易观智库.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261万移动端活跃数
字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行为监测结果。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采用易观智库自主研
发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说明：基于2015年第1季度(易观智库.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261万移动端活跃数
字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行为监测结果。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采用易观智库自主研
发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24岁及以下  

32.0% 

25-30岁  

39.0% 

31-35岁  

11.5% 

2015年第1季度微信用户年龄结构 

24岁及以下  32.0% 

25-30岁  39.0% 

31-35岁  11.5% 

36-40岁  5.9% 

41岁及以上  11.6% 

www.analysys.cn © Analysys 易观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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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业--微信用户属性分析 

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  

10.9% 

其他省会城市  

38.0% 

地级市  16.0% 

2015年第1季度微信用户地域结构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10.9% 

其他省会城市  38.0% 

地级市  16.0% 

县或县级市  5.5% 

乡镇农村  24.0% 

海外及其他  5.6% 

www.analysys.cn © Analysys 易观智库 

初中  30.3% 

高中/中专/职校

/技校  33.7% 

大专  12.7% 

2015年第1季度微信用户学历结构 

小学及以下  1.1% 

初中  30.3% 

高中/中专/职校/技校  

33.7% 

大专  12.7% 

本科  20.2% 

硕士及以上  2.0% 

www.analysys.cn © Analysys 易观智库 

说明：基于2015年第1季度(易观智库.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261万移动端活跃数
字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行为监测结果。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采用易观智库自主研
发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说明：基于2015年第1季度(易观智库.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261万移动端活跃数
字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行为监测结果。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采用易观智库自主研
发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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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业--微信用户属性分析 

1000元以下  

31.0% 

1000-1999元  

5.2% 

2000-2999元  

21.4% 

2015年第1季度微信用户收入结构 

1000元以下  31.0% 

1000-1999元  5.2% 

2000-2999元  21.4% 

3000-3999元  15.4% 

4000-4999元  7.7% 

5000-7999元  10.2% 

8000-11999元  3.3% 

12000元及以上  5.8% 

www.analysys.cn © Analysys 易观智库 

说明：基于2015年第1季度(易观智库.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261万移动端活跃数
字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行为监测结果。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采用易观智库自主研
发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说明：基于2015年第1季度(易观智库.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261万移动端活跃数
字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行为监测结果。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采用易观智库自主研
发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学生  16.2% 

自由职业/个体

户/私营企业主  

34.0% 白领/一般职员  

11.1% 

2015年第1季度微信用户职业结构 

学生  16.2% 

自由职业/个体户/私营企业

主  34.0% 
白领/一般职员  11.1% 

公务员/事业单位  8.0% 

工人/服务业人员  21.6% 

无业/退休/失业/下岗  2.4% 

其他  6.7% 

www.analysys.cn © Analysys 易观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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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业--微信用户属性分析 

Wi-Fi用户 

收入 

地域 

性别 

学历 

年龄 

职业 

微信用户中男性用户占55.0%，
比重高于女性。 

微信用户属性分析 

微信用户更多集中在省会城市。
此外，鉴于乡镇农村庞大的人口
基数，其用户规模也较大。 

微信用户中初中到高中学历用户
占比为64.0%，本科及以上学历
占22.2%，学历分布均匀。 

微信用户中占比最大的是自由职
业/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其次为
工人/服务业人员和学生。这几类
职业人群往往更热衷于社交及分
享。 

微信的用户收入分布较平均。 

微信用户中30岁以下人群占主要
部分，比例达到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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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业--微信月活跃用户发展趋势 

微信自2011年1月推出以来，月活

跃用户数达到5000万只用了一年的

时间，达到1亿月活跃用户的时间为

16个月。截止到2014年第4季度，

微信月活跃用户数保持在3.8亿人左

右，用户规模基本稳定。 
283  1,300  

4,002  

8,620  

12,100  

15,960  

20,470  

25,034  

28,195  
30,403  

31,600  
34,383  

36,396  
37,604  

38,756  

359.4% 

207.8% 

115.4% 

40.4% 

31.9% 
28.3% 

22.3% 12.6% 
7.8% 

3.9% 
8.8% 

5.9%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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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ys 易观智库 www.analysys.cn 

2011Q2-2014Q4中国微信月度活跃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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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类产品典型产品 

名称 陌陌 

诞生时间 2011年 

产品特点 陌生人社交 

用户特性 年轻人为主 

旺信 

2012年 

购物聊天 

买卖双方 

手机YY 

2011年 

游戏娱乐 

游戏娱乐人群 

脉脉 

2013年 

职场交流 

职场人士 

名称 

诞生时间 

产品特点 

用户特性 

名称 

诞生时间 

产品特点 

用户特性 

名称 

诞生时间 

产品特点 

用户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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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业--陌陌用户属性分析 

男  69.2% 

女  30.8% 

2015年第1季度陌陌用户性别结构 

男  69.2% 女  30.8% 

www.analysys.cn © Analysys 易观智库 

说明：基于2015年第1季度(易观智库.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261万移动端活跃数
字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行为监测结果。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采用易观智库自主研
发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说明：基于2015年第1季度(易观智库.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261万移动端活跃数
字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行为监测结果。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采用易观智库自主研
发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24岁及以下  

41.4% 

25-30岁  

44.0% 

31-35岁  7.1% 

2015年第1季度陌陌用户年龄结构 

24岁及以下  41.4% 

25-30岁  44.0% 

31-35岁  7.1% 

36-40岁  2.6% 

41岁及以上  4.9% 

www.analysys.cn © Analysys 易观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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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业--陌陌用户属性分析 

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  

5.7% 

其他省会城市  

46.5% 

地级市  14.4% 

2015年第1季度陌陌用户地域结构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5.7% 

其他省会城市  46.5% 

地级市  14.4% 

县或县级市  7.3% 

乡镇农村  21.6% 

海外及其他  4.5% 

www.analysys.cn © Analysys 易观智库 

说明：基于2015年第1季度(易观智库.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261万移动端活跃数
字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行为监测结果。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采用易观智库自主研
发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说明：基于2015年第1季度(易观智库.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261万移动端活跃数
字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行为监测结果。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采用易观智库自主研
发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初中  28.0% 

高中/中专/职校

/技校  41.6% 

大专  13.6% 

2015年第1季度陌陌用户学历结构 

小学及以下  0.9% 

初中  28.0% 

高中/中专/职校/技校  

41.6% 

大专  13.6% 

本科  14.7% 

硕士及以上  1.2% 

www.analysys.cn © Analysys 易观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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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业--陌陌用户属性分析 

1000元以下  

14.0% 
1000-1999元  

4.8% 

2000-2999元  

34.5% 

2015年第1季度陌陌用户收入结构 

1000元以下  14.0% 

1000-1999元  4.8% 

2000-2999元  34.5% 

3000-3999元  15.7% 

4000-4999元  7.7% 

5000-7999元  14.5% 

8000-11999元  3.5% 

12000元及以上  5.3% 

www.analysys.cn © Analysys 易观智库 

说明：基于2015年第1季度(易观智库.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261万移动端活跃数
字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行为监测结果。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采用易观智库自主研
发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说明：基于2015年第1季度(易观智库.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261万移动端活跃数
字消费者的移动互联网行为监测结果。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采用易观智库自主研
发的enfoTech技术，帮助您有效了解数字消费者在智能手机上的行为轨迹。 

学生  8.7% 

自由职业/个体

户/私营企业主  

48.4% 
白领/一般职员  

7.1% 

2015年第1季度陌陌用户职业结构 

学生  8.7% 

自由职业/个体户/私营企业

主  48.4% 
白领/一般职员  7.1% 

公务员/事业单位  5.6% 

工人/服务业人员  22.3% 

无业/退休/失业/下岗  1.3% 

其他  6.6% 

www.analysys.cn © Analysys 易观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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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业--陌陌用户属性分析 

Wi-Fi用户 

收入 

地域 

性别 

学历 

年龄 

职业 

陌陌用户中男性用户占69.2%，
比重高于女性。 

陌陌用户属性分析 

陌陌用户主要集中在大中型城
市，地级市及以上用户占
66.6%。 

陌陌用户大部分学历为大专以
下，这部分用户占比为84.1%。 

中国Wi-Fi用户中占比最大的是
自由职业/个体户/私营企业主，
占据近半数的用户人群。 

中国Wi-Fi用户中69%收入在
4000元以下，中低收入人群为陌
陌主力用户群体。 

陌陌用户中30岁以下人群占主要
部分，比例达到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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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业--陌陌月活跃用户发展趋势 

陌陌作为移动垂直类IM产品的代

表，其用户来源更细分，用户规模

也相对更垂直，陌陌自2011年8月

发布，月活跃用户数在2014年第3

季度达到5000万。截止到2014年

第4季度，陌陌月活跃用户数保持在

5000万人左右，用户规模基本稳

定。 

40  
232  

507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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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5  

2,731  

3,195  
3,446  

3,789  

4,638  

5,100  4,962  

480.0% 

118.5% 112.6% 

50.4%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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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ys 易观智库 www.analysys.cn 

2011Q4-2014Q4陌陌月度活跃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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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化社交引领移动IM新潮流 

企业 

用户 

电商 医疗 教育 

O2O 地图 …… 

用户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用户对于

社交的需求更加个性化、社交化，

IM云服务将实现各类APP用户之间

的无缝沟通，为用户提供基于电

商、金融、医疗和O2O等各类场景

的社交。 

场景化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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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IM云服务一步实现APP社交化 

移动IM云服
务提供商 

个人开发
者 

APP 用户 

无需购买服务器及存
储、无需客户端开
发、无需维护等 

社交功能交由专业的
第三方，开发者只需
聚焦于核心业务 

快速布置社交功能 个性化定制社交功能 

企业开发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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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IM云产品分析 

单聊功能 
支持发送语音、图
片、表情、文字、位
置、名片、附件 

实时音视频 
基于网络提供点对点
实时视频、语音通话

功能  

群聊功能 
支持多人群聊功能，
具有完善的群组权限

管理 

客服平台 
为企业提供客服服务

体系 

多平台 
支持多平台登录及使

用 

移动IM云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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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业--环信用户发展趋势 

2014年 

10月 11月 9月 

接入应用数 
7002个 

用户数 
7000W 

12月 

用户数 
8200W 

用户数 
10000W 

用户数 
15000W 

接入应用数 
8402个 

接入应用数 
13763个 

接入应用数 
10000个 

环信作为移动IM云产品的代表，其

用户来源于接入应用，环信自2014

年6月发布，用户规模达到7000万

用了3个月的时间。截止到2014第4

季度，环信用户规模为1.5亿人左

右，接入应用数13763个，预计用

户规模将持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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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企业--环信接入应用月活用户发展趋势 

说明：统计环信接入应用中月度活跃用户数排名前10的应用。 

截止2014年年底使用环信IM云服务

应用数达到13763个，2014年10月

用户数前10的应用共有1814万月活

跃用户，到2014年12月，用户数前

10的应用共有3519万月活跃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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