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我们的最新研究，如今的消费者花在数字支付上的时间和他们花在电子邮件上的时间一样多。事实上，
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认为，在网上进行金融交易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和便捷。不仅仅是年轻的消费者或早期
接纳者——处在各年龄、各收入水平的人都在使用数字解决方案和服务来管理他们的财务。 

我们调查了来自全球 20 个国家的 6000 名消费者和 2000 家企业，我们为能了解更多关于消费者如何、为什么
以及在哪里与企业进行在线互动而在持续付诸努力。调查结果显示，精通数字技术的新消费者正在崛起——
他们越来越了解新的支付方式、先进的识别工具和人工智能的使用，并对自己的数字化体验抱有更高的期
望。

这些消费者是不断发展的数字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他们在许多方面推动着变化。但这是一种双向关系。作为
对他们所付出忠诚和信任的回报，他们要求企业以一种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更轻松的方式，满足他们对安全
性、便利性、沟通和客户支持的期望。 

全球洞见报告 2022 年 4 月
新数字化消费者不断变化的期望和体验

需求和态度——消费者如何看待
无摩擦识别和安全措施

数据互惠对消费者的价值

消费者视角的流畅数字化体验
及其对企业的机遇

数字支付的常态化和“先买后付”
（BNPL）的主流化

阅读这份报告以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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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数字化消费者 
随着消费者加速线上访问产品和服务，以数字化方式管理他们的财
务生活，他们对安全性、隐私和便利性的期望都提高了。这些因素
在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化体验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消费者在这方
面的意识得到了快速培养。

但这种日益增长的数字化互动需要更多的客户支持。我们调查的消费者中仍然有不少还在经受着糟糕的在线
体验，尽管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能够在每个渠道对原先长期存在的和新产生的数字客户均予以支持的公司，
就能赢得他们的忠诚和信任。

一波在线消费和交易的浪潮——更多
浪潮即将到来

53%
的消费者表示，他
们在过去三个月里
增加了网上消费和
交易

50% 的消费者表示，未
来三个月还会增加

消费者受流畅的在线体验吸引而得以汇聚
流畅的数字化客户体验的主要贡献因素是：

对交易感到放心 方便地获得服务或产品 便于登录账户的识别功能

在管理在线金融交易方面，消费者表现出对数字渠道
的偏好。为了完成这些交易，他们倾向于使用：

企业还有改进的空间

23%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对数字
化体验的预期只得到了部
分满足或根本没有得到满
足

这一比例低于 2021 年底同一问题中作
此表示的 30% 的受访者

在线体验、品牌、忠诚度之间的联系

81% 的消费者表示，流畅的在
线体验包括与多个数字
触点的互动，让他们对品
牌的评价更高

63% 表示，他们的在线消费和
交易在过去三个月有所
增加

59% 表示，未来三个月还会增
加

高参与度的消费者
25-39 岁的高参与度消费者相比年龄更
大的群体，参与更多的数字活动：

1. 零售手机 APP
2. 零售银行的网站
3. 信用卡手机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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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新常态 
毫无疑问，数字技术已经颠覆了支付方式。手机钱包、网上银行和
“先买后付”（BNPL）现在是预期和经常使用的支付方式。事实上，
消费者表示，他们使用数字支付的程度和使用电子邮件的程度一样
高。

新型支付方式的兴起和普及为企业提供了优先考虑普惠金融的机会——许多企业正在这样做。在美国和英
国，60% 的公司表示，他们正在引领某种形式的普惠金融项目。这些新的支付方式为那些缺乏传统银行、贷款
和信用卡渠道的消费者提供了额外的金融选择。

手机钱包现在已可与传统的信用卡
支付抗衡              

消费者喜欢手机钱包的速度和安全性，
使用频率与传统信用卡几乎一样。

在过去六个月内：

速度

6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
过手机钱包支付

6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
过传统信用卡支付

对速度的需求
消费者非常重视快速交易。在支付方式
方面，他们重视：

安全性

BNPL 会继续发展 
虽然 BNPL 仍然落后于手机钱包和信用
卡支付，但对 BNPL 及其使用的认识正在
增加，尤其是在高收入家庭中，这表明它
正在走向主流。

BNPL 在哪里使用最多?

64%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使用
过借记卡支付

采用 BNPL 的原因

避免信用卡债务：

• 80% 的美国消费者
• 70% 的英国消费者

更喜欢的支付方式：

• 80%  的印尼消费者
• 60% 的挪威消费者

预算外购买：

• 60% 的德国消费者

18% 的受访者在过去六个月使
用过 BNPL

57% 的受访者表示 BNPL 会取
代他们的信用卡

71% 的受访者认为 BNPL 是安
全的

挪威

荷兰
德国

中国

印尼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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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交易活动增加，担忧也增加 
与一年前相比，许多消费者现在更担忧他们在线交易和活动的安
全。与此同时，消费者对先进的、无摩擦的安全方法的认识和理解
正在迅速增长。

因此，企业可以利用新的识别方法。这样做可以提高客户对安全性的认知，增加便利性，并增进客户信任。

对安全的担忧在增长 身份盗用是首要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身份盗用是最令人担忧的
网络安全问题。消费者还担心：

52% 的受访者担心他们
的在线交易

42% 的受访者比 12 个月
前更担心

高收入群体的担忧最为严重，他们也是
最热衷于上网的群体

但消费者感觉受到支持

84%
的 消 费 者 表 示，他
们相信提供线上服
务的企业将解决他
们的安全问题

利用生物识别获得优势 
对于美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消费者来
说，登录识别是实现高质量在线体验的强
大推动力。生物识别技术为提高登录识别
和安全性提供了机会。

60%
的消费者 认 为目前使
用的生物识别安 全功
能跟一年前相比更安
全

• 81%  基于物理特 征的生物识别
技术

• 77%  PIN码
• 76%  基于行为特 征的生物识 别

技术

消费者表示，当遇到以下情况时，他
们感到最安全：

消费者也更加高看使用生物识别技
术的企业

• 62% 的消费者表示，基于物理特
征的生物识别技术增强了在线体
验

• 59% 的消费者表示，基于行为特
征的生物识别技术增强了数字化
体验

1. 身份盗用
2. 电子邮件、电话和钓鱼诈骗
3. 信用卡信息被盗
4. 在线隐私
5. 假新闻/虚假广告

地区之间存在不同的担忧。例如，在
美国，对身份盗用和信用卡信息被
盗的担忧远远超过了其他问题。在
中国，隐私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在
马来西亚和秘鲁，超过 50% 的受访
者担心深度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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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安全性之间的联系 
消费者认为企业有责任保护其客户的信息安全。他们越来越喜欢容
易的、无摩擦的识别和安全方法。

年轻消费者对网络安全问题非常关注。年龄在 25 岁至 39 岁之间的消费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他们注意
到企业在过去一年里为提高安全性做出了努力。

消费者信任网上交易的主要原因：

45%
相信企业已经部署妥当消费者看不到
的强有力的安全措施

42%
相信企业将能够有效地解决消费者在
网上遇到的任何问题

41%
企业在网上使用更多的安全措施

40%
与企业在网上打交道从未遭遇过任何
问题

消费者最信任的组织： 提供安全是企业的责任

73%
的消费者表示，
企业有责任在网
上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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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系统供应商
（如 PayPal、WePay、Zelle、
Venmo）

传统信用卡
（如 VISA、Mastercard）

技术供应商 
（如苹果、三星、谷歌）

流媒体服务
（如 Amazon Prime、
Netflix、Hulu）



平等的关系  
随着消费者对数字技术的了解日益加深，他们对公司如何以及为何
使用他们的个人数据有了更多的了解。消费者也愿意提供更多的数
据，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得到更多的安全和便利作为回报的话。

总的来说，消费者希望更多地对他们的信息如何被使用和共享的情况加以掌控。通过改善沟通，企业可以避免
让消费者感到无能为力或被利用——相反，企业可以创造互惠互利的互动。

消费者更加意识到数据有助于改善
他们的在线体验

7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
企业如何利用数据提
供安 全 性、便 利性和
个性化的认识在过去
一年有所提高

消费者对人工智能更加放心，
也更加了解

48% 的受访者知道企业如何利
用人工智能来个性化产品
和体验

消费者将共享数据以增加价值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会分享自己的数据，
并认为这对自己有益。这一数值比去年高
出 12%

45%
的受 访者愿 意 分享 数
据，如果这能让开立在
线账户或登录现有账户
更容易的话

57%
的 受 访者愿 意 分享 数
据，只要这能确保更高
的安全性或防止欺诈

但消费者要求改善沟通和掌控力

的受访者想要完全或部
分掌控他们的个人数据
如何被使用

9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打
交 道的企业在沟通 如
何使用个人数据方面可
以做得更好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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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 Z 世代和千禧一代认为，使用人
工智能的企业更易于创造信任，但 只
有 41% 的年长消费者认同这一点。

的受访者表示，当涉及
个人 数 据 被 如 何使 用
时，他们有部分或完全
的掌控权

61%

63%

的消费者信任使用人工智
能的机构

 

46%

线上交易活动增加，
担忧也增加



随着数字交易成为常态，企业有很大的机会获得信任、建立忠诚度和扩大客户基础。总的来
说，这首先要确保消费者的在线体验是安全的、流畅的，并且在每个节点都得到支持。实施
灵活方法的企业能够领先于消费者的预期和日益复杂的欺诈攻击，从而获得更大的成功。此
外，企业应考虑：

数字化消费者，数字机遇

数字化是支付和金融交易的新常态。伴随消费者数字化体验提升而来的，便是企业的绩效提
升。要了解更多关于提供流畅、安全、便利的数字交易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全球洞见博客。

利用人工智能优势
与技术合作伙伴合作，为人工智能模型确定更多的机会，有助于提高客户参与度、欺诈预防、信
用评分等

结合嵌入式金融
随着数字支付意识的增强，要想办法让消费者了解新的和不断发展的支付方式，并将其纳入你自
己的整套支付解决方案中

引入新的、更安全的技术 
随着消费者越来越频繁地开展线上活动，并养成有迹可循的在线习惯，要为他们提供安全登录
和保护他们账户和数据的新方法

就如何使用个人数据对消费者进行教育
与消费者沟通，助其了解个人数据如何以及为何有助于提高安全性和便利性，并就数据的共享
和使用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掌控力

方法论
益博睿定 期 对 消费者 和企业开展第三方调查研究 。本 报告中的结果 来自
于 2022 年 3 月进行的实地调查。调查对象涵盖了澳大利亚、巴西、智利、中国、哥
伦比亚、丹麦、德国、印度、印尼、爱尔兰、意大利、马来西亚、荷兰、挪威、秘鲁、
新加坡、南非、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等 20 个国家的 6000 名消费者和 2000 家企
业。

探索汇集多种新兴技术的解决方案
寻找能够将众多功能结合在一起，并为业务用户提供简单、一致响应的技术，使您能够在安全
性、隐私性和便利性方面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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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益博睿？
30 多年来，益博睿决策分析业务一直致力于管理和丰富客户数据，以帮助像您
这样的机构做出更好的信贷风险决策。我们强大的决策产品和服务结合了数据
智能、分析、软件、报告和咨询，能够将洞见转化为行动，以提高企业绩效。我们
的客户遍布 90 多个国家，并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支机构。我们在分析、软件和最佳
实践方面的专业知识不但经过市场验证，并且完全实现全球化。

https://www.experian.com/blogs/global-insights/


© 2022 益博睿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本文所使用的益博睿和益博睿标志是益博睿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本文提及的其他产品和公司名称属于其各自所有者。

04/22

联络益博睿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 号
华贸中心 3 号写字楼 2005B

邮编： 100025

电话： +86 10 5926 7800

官网： www.experian.com.cn 

电邮： RM@cn.experian.com

北京 | 上海 | 广州 | 香港 | 台湾

微信订阅号
益博睿

微信服务号
Experian 益博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