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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邮箱用户问卷调研》：调研采用在线问卷的方式进行，于2014年6月在网易邮箱3个域推荐位投放, 采取用户

主动参与填写问卷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共投放14天。回收问卷28,529份，经处理，得到有效问卷21,703份。

2) 网易邮箱用户调研数据

抽样数据
随机抽取企业发送给网易邮箱用户的邮件的效果数据；

全体样本的数据
网易邮箱用户登录及收发信相关行为的数据；网易邮箱反垃圾系统中垃圾邮件相关数据。

本次报告数据来源有三种：

1)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 数据日期为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

二、数据来源

通过以上内容，分析网易个人电子邮箱用户使用网易邮箱收发邮件的规律、访问网易邮箱的偏好等行

为特征、对垃圾邮件与营销邮件的态度以及企业邮件的营销效果、常用的互联网应用与app等。

本报告包含五大部分：

1) 网易个人电子邮箱用户人口统计特征

2) 网易个人电子邮箱用户的使用目的、接入方式、登录收发信的时间规律和地域分布

3) 网易个人电子邮箱用户对B2C邮件的态度及处理方式，包括垃圾邮件、营销邮件 

4) 网易个人电子邮箱用户常用的网站及APP应用

研究目的及内容

      作为中文邮箱第一品牌，网易邮箱一直以为中国网民提供最优质的电子邮件服务为己任，始终把

用户使用体验放在首位。此次报告旨在为市场提供更加详细的参考资料，以推动中国电子邮件行业的

良性发展。

      根据CNNIC第34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6.32亿。网

易电子邮箱自1997年成立至今，通过不断改善用户体验，获得了较高的品牌认知及认可度，用户满

意度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经过17年的努力耕耘，网易邮箱总用户数超过6.8亿，其中手机号码邮箱

用户总数超过2亿。由此可见，研究网易个人电子邮箱用户，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网民使用个人电子

邮箱的行为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

      电子邮箱发展至今，已成为网民最常用的网络应用服务之一，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电子邮件

作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交流工具，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研究背景

第一章  报告说明

被用户举报为垃圾邮件的邮件数/邮件送达数。

该部分指标的定义来自Email Experience Council颁布的S.A.M.E报表。

举报率：

邮件打开数/邮件成功送达数。打开率：

到达用户邮箱的邮件数/邮件发送总数。送达率：

效果指标

指通过除了网易公司相关域名登录的其他有效域名。外域：

指通过网易公司相关域名（如mail.163.com、email.163.com、www.163.com等）登录网易邮箱的有

效域名。
内域：

网易个人电子邮箱接收来自其他有效邮箱地址的电子邮件。收信：

利用网易个人电子邮箱向其他有效邮箱地址发送电子邮件，包括个人或企业的、免费或收费的、网易或其

他邮箱运营商提供的电子邮箱地址。
发信：

通过各种方式访问网易个人电子邮箱。登录：

本报告特指注册并使用网易个人免费电子邮箱的用户，包括163免费邮、126免费邮以及

yeah.net免费邮。
网易邮箱用户：

基本指标

根据《防范互联网垃圾电子邮件技术要求》，垃圾邮件是指收件人事先没有提出要求或者同意接收的

广告、电子刊物、各种形式的宣传品等宣传性的电子邮件以及隐藏发件人身份、地址或者含有虚假的

信息源、发件人、路由等信息的电子邮件。

垃圾邮件：

定义

三、报告概念说明

行业公开信息相关数据包括：CNNIC关于网民基本情况的统计数据等。本报告所引用的行业公开数据，将在正文

相应位置加以说明。

3) 一些公开信息渠道的数据

报告中所引用调研数据将在正文相应的位置及图中说明。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网站及app调研》：调研采用在线问卷的方式进行，于2014年6月在网易邮箱首页及用户俱乐

部投放, 采取用户主动参与填写问卷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共投放7天。回收问卷15,000份，经处理，得到有效问卷

10,000份。

《网易邮箱用户对营销及垃圾邮件的态度调研》：调研采用在线问卷的方式进行，于2014年6月在网易邮箱首页及

用户俱乐部投放, 采取用户主动参与填写问卷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共投放7天。回收问卷7,501份，经处理，得到有

效问卷5,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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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易反垃圾系统平均每天，拦截的垃圾邮件高达近4亿封，仅3.0%疑似垃圾邮件进入用户的垃圾箱，

排除垃圾箱没有收到垃圾邮件的用户，垃圾箱有收到垃圾邮件的用户，月人均垃圾箱邮件数为3.8封。网

易邮箱反垃圾系统拦截的邮件中，83.2%的垃圾邮件来自国内，国外为16.8%。周末垃圾邮件数略低于工

作日，白天垃圾邮件比夜间略微高，凌晨垃圾邮件比其他时段略微高。

       绝大多数用户对垃圾邮件表示反感(89.6%)，接触最多的垃圾邮件类型是未经许可的产品/服务广告

推销类，79.7%的用户接收过此类型邮件。44.5%的用户表示其网易邮箱收到的垃圾邮件少。

垃圾邮件分析：

       网易邮箱月度登录用户人均登录邮箱天数为7.6天，月度发信用户人均发信封数为11.6封，月度收

信用户人均收件箱收信封数为12.5封；网易邮箱中，收件箱(包含用户自定义邮件夹)的邮件数占全部网

易信箱 (包括收件箱、订阅箱、广告箱和垃圾箱) 收到的邮件总数的43.3%。

       一年中，网易邮箱的访问高峰来自1月份与6月份，每个月里都有超过1亿的用户访问网易邮箱，且

以周为单位呈周期性波动；一周中工作日比周末更活跃，登录发信高峰在周一，收信规律性不强；一天

中白天比晚上更活跃，登录与收发信集中于上班时间。

       用户屏幕分辨率较多样化且分布相对均匀，今年需特别关注分辨率1366x768；浏览器中chrome

浏览器与IE浏览器并列第一，占比分别为37.4%与37.2%；除了网易相关域名，网易邮箱用户喜欢通过

网址导航（80.7%）或者搜索类网站（13.5%）进入网易邮箱。

       74.4%的网易邮箱用户使用过移动设备登录网易邮箱，其中36.9%的会通过邮箱客户端app访问；

八成以上使用电信或联通网络；57.2%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通过移动操作系统登录的用户中，有

70.1%为安卓系统。

       网易邮箱用户使用网易邮箱的主要目的是发送接收工作相关邮件（占比73.1%）、存储/备份资料、

接收电子账单以及电商交易邮件等。

网易邮箱用户使用行为：

      96.4%登录用户来源于境内，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24.0%来自一线

城市，3.6%的境外登录用户主要集中欧美与日韩。

       网易邮箱用户中，74.6%的用户为男性用户，78.1%的用户年龄为20-39岁，88.1%的用户学历者

大专及以上，68.7%的用户为职场人士，39.4%的用户月个人收入超过5000元，59.8%的用户已婚。

网易邮箱用户属性：

第二章  报告摘要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互联网网站及app：网络视频为优酷（52.5%）、爱奇艺（46.3%）；在线音

乐为酷狗音乐（47.7%）、QQ音乐（40.6%）；微博社交为QQ空间（59.4%）、新浪微博（45.8%

）；在线旅行预订为携程网（48.1%）、去哪儿网（35.4%）；网络购物为淘宝网（77.5%）、京东

商城（59.9%）、天猫商城（56.8%）；网络支付为支付宝（73.2%）、网上银行/信用卡支付（

59.0%）；互联网金融为余额宝（48.8%）。

       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常用app：品牌为三星（33.8%）、苹果（29.1%）；应用下载方式为360手

机助手（34.5%）、app官网（25.7%）；浏览器为UC浏览器（41.5%）、360浏览器（36.0%）。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互联网应用：电子邮件（71.2%）、新闻和搜索（60.9%）、即时通讯（59.4%）。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网站及APP应用分析：

      用户最能接受的推广方式是邮件营销(48.6%)。最多人接收过的营销邮件类型是优惠促销

(62.0%)，但接受程度均值不及3分(表示中立)。影响用户打开一封营销邮件的主要因素是对自己

有用的邮件(57.5%)，用户最能接受的发送频率是每周1次(32.4%)。用户打开除收件箱外的邮

件夹的可能性依次是订阅邮件夹、广告邮件夹、垃圾邮件夹。

       企业发送的邮件中，平均有90.4%的邮件能够成功送达到网易邮箱，平均有29.2%的邮件被

用户打开，平均有3.0‰的邮件被用户举报。

网易邮箱用户营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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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中，20-29岁占比为41.6%，占比最高，其次为30-39岁，占比为

26.5%；全体网民分布则相对均匀。相比较，网易邮箱用户年龄在20岁及以上占比均高于全体网民。

      由此可知，网易邮箱用户主要是青年用户、中青年用户，相比全体网民更成熟。

2. 年龄结构

图1  网易邮箱用户性别结构

网易邮箱用户问卷调研（2014.6）
CNNIC网民报告（2014.6）性别结构（%）

女男

74.6

55.6

25.4

44.4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中，男女比例为74.6%：25.4%；来自CNNIC的报告，全体网民男

女比例为55.6% ： 44.4%。相比较，两者差异非常明显。

      由此可见，网易邮箱用户集中于男性用户，相比全体网民男性比例更高。

1. 性别结构

一、网易邮箱用户属性

第三章  报告正文

图3  网易邮箱用户学历结构

网易邮箱用户问卷调研（2014.6）
CNNIC网民报告（2014.6）学历结构（%）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及以上

48.2

31.1

9.9 10.7

      由此可知，网易邮箱用户集中于高学历用户，相比全体网民教育程度更高。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中，接近一半(48.5%)的用户为大学本科学历，占比最高，其次为大

专学历，占比27.5%；全体网民近一半为初中及以下学历（48.2%）。相比较，两者差异非常明显。

3. 学历结构

图2  网易邮箱用户年龄结构

网易邮箱用户问卷调研（2014.6）
CNNIC网民报告（2014.6）年龄结构（%）

19岁及以下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岁及以上

26.6
30.7

23.4

12.0
5.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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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个人月收入为2001-5000元占比45.1%，5001-8000元占比

22.5%，8000元以上占比达16.9%。全体网民则集中于2000元及以下，占比为42.8%。相比较，网

易邮箱用户个人月收入2000元以上占比均高于全体网民。

      由此可见，网易邮箱用户集中于中高收入群体，相比全体网民消费潜力更大。

5. 收入结构

图4  网易邮箱用户职业结构

网易邮箱用户问卷调研（2014.6）
CNNIC网民报告（2014.6）职业结构（%）

在校学生 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领导干部

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

一般职员

企业/公司

高层管理

人员

企业/公司

中层管理

人员

企业/公司

一般职员

专业技术

人员

商业服务

业职工

制造生产

型企业工

人

个体户/

自由职业

者

退休/待业 其他

25.1

0.3
4.1

0.7 2.2

12.2

6.3
3.5 4.6

21.4

11.3
8.3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中，23.2%为企业/公司一般职员，22.5%为企业/公司中层管理人

员，14.3%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职员，13.6%为在校学生；全体网民主要为在校学生（25.1%）

和个体户/自由职业者（21.4%）。

      由此可见，网易邮箱用户主要为职场人士，占比为68.6%，相比全体网民营销价值更高。

4. 职业结构

图6  网易邮箱用户婚育状况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中，51.8%的用户为已婚且有小孩/已怀孕，24.8%的用户为未婚单身

人士，10.9%的用户为未婚但有情侣，8.0%的用户为已婚无小孩。

6. 婚育状况

图5  网易邮箱用户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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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网易邮箱用户地域结构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96.4%的访问来自中国境内（包括港澳台，如图），3.6%的访问来自

境外。网易邮箱的用户来自全球各地，网易邮箱为人们的工作沟通与正常联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网易邮箱用户中，13.2%的用户来自广东省，12.4%的用户来自山东省，北京为9.5%，江苏省

为7.9%，上海市为7.0%，top5共占比30.0%。相比较全体网民，网易邮箱用户分布于广东省、山东

省、北京市、江苏省、上海市、天津市的占比更高。 

     由此可知，网易邮箱用户主要来自沿海地区，且相比全体网民，经济较发达地区用户比例更高。

7. 地域结构

      境外的访问来源中，主要集中欧美与日韩，在美国登录的用户占境外访问比例为11.6%，占比最

高，其次为韩国，占境外访问比例为4.1%。

图8  网易邮箱用户地域结构

      网易邮箱用户中，24.0%的用户来自北上广深，即一线城市（共4个城市），37.0%的用户来自二

线城市（共32个城市），一线二线城市共占比61.0%。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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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网易邮箱用户使用网易邮箱的目的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使用网易邮箱的主要目的丰富多样。除了最主要的目的“发送/

接收工作相关邮件”（占比为73.1%），41.0%的用户使用网易邮箱主要用于存储/备份资料(如邮

件/附件/网盘)、37.9%的用户使用网易邮箱接收电子账单邮件、35.7%的用户使用网易邮箱接收

电商的交易邮件。可见，除了C2C邮件，B2C邮件以及其他邮箱功能也受网易邮箱用户青睐。

1. 使用目的

二、网易邮箱用户行为分析

图10  网易邮箱用户移动端登录网易邮箱的方式

      从问卷调查中发现，有74.4%的用户最近1年使用过移动设备（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登录网

易邮箱，去年这一比例为66.0%。移动端访问量的明显增长，主要得益于网易邮箱APP（邮箱大

师）的推广与普及，使用户在移动端使用邮箱更方便，体验更好。从调研中发现，使用过移动端

访问邮箱的用户中，有36.9%的用户会通过邮箱客户端app登录网易邮箱，有28.9%的用户使用

过第三方app插件，如网易新闻客户端或易信等app的邮件功能/插件内置模块。

      36.9%通过邮箱客户端app登录网易邮箱的用户中，大部分使用网易邮箱官方app（占比为

70.5%），其次为第三方邮箱客户端电子邮件Email，占比21.2%。而邮箱大师（网易官方app）

刚刚推出的不久，便已受到15.0%的用户的青睐，排名第三，高于其他第三方邮箱客户端app。

2.1  登录方式

2. 接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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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网易邮箱用户网络位置分布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的网络位置中，49.9%的用户通过电信网络接入，联通

为34.7%，两者共占了八成以上。

2.2  网络位置

图11  网易邮箱用户在移动端使用app登录网易邮箱的方式

图14  网易邮箱用户移动端的操作系统分布

      调研数据显示，74.4%的用户最近1年使用过移动设备（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登录网易邮箱，

其中有70.1%使用过Android系统登录、22.1%使用过IOS系统登录，5.8%使用过Windows 

Phone登录。

注：操作系统分布的结果根据用户访问频次计算而得到。
图13  网易邮箱用户操作系统分布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用户访问网易邮箱的操作系统中，57.2%的用户使用Windows 

XP操作系统，33.4%的用户使用Windows 7操作系统。

2.3  操作系统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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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从浏览器品牌分布来看，谷歌浏览器与IE浏览器并列第一，占领绝

对优势，两者占据了浏览器市场74.6%的份额。谷歌（Chrome）浏览器由去年的19.8%增长至

37.4%，一跃成为浏览器市场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360浏览器因去掉了浏览器特征（User-Agent），故占比较低。

2.5  浏览器

图15  网易邮箱用户屏幕分辨率分布

      网易邮箱用户的屏幕分辨率较多样化且分布相对均匀，主流有1366x768（24.0%），

1440x900（18.9%），1024x768（14.2%）。

2.4  屏幕分辨率

      外部访问来源图显示，排除从网易相关域名（即内域）访问，用户从外域访问网易邮箱，主

要通过导航类网站（80.7%，以外域访问总量为总体）和搜索类网站（13.5%）访问网易邮箱，

另外有0.6%的外部访问来自网站的注册。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手机百度网带来了0.9%的外部访问，手机好123导航带来了0.1%的外

部访问。可见移动端使用浏览器访问网易邮箱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网址导航及搜索网站也应及早

提供并完善手机端的访问体验，以吸引更多邮箱用户使用。

2.6  外部访问来源

图16  网易邮箱用户浏览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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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每一个月里都有超过1亿的用户访问网易邮箱。2014年上半年登录

网易邮箱总用户数比2013年下半年有所增加。图中出现两个波峰，2014年1月与2014年6月，

而2013年11月-12月两个月的访问人数亦比2013年下半年其他月份高。可见，年底或年中，用

户使用网易邮箱更活跃。另外，2014年2月出现波谷，主要受春节长假的影响。

3.1  年分布

3. 登录及收发信时间分布

图17  网易邮箱用户外部访问来源

导航

搜索

注册

图19  网易邮箱用户月登录及收发信人数分布

      无论是登录还是收发信，网易邮箱均以一周为最小单位呈周期性波动，而登录及发信人数分

布的规律性更明显。除了受节假日的影响，邮箱的登录及收发信人数分布均以一周为周期波动。

因此，在评估活动的效果时，可以周为单位，观察数据的变化，从而进行对比与分析，以减少其

他干扰因素的影响。

3.2  月分布

图18  网易邮箱用户年登录人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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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每天8点-18点为一天登录及收发信的高峰时间段，其中以10点和15点为两个高峰点引

领全天的最高峰值，其次为19点-24点，而凌晨1点-7点为一天中的波谷，但仍然有一定数量的

用户。

周末：周末使用网易邮箱，主要是与亲朋好友进行私人联系，受时间的影响较小，因此曲线相对

平稳。值得注意的是，周末收信人数分布规律性不明显，可能是受营销邮件等B2C邮件的影响。

3.4  日分布

图20  网易邮箱用户周登录及收发信人数分布

3.3  周分布

图22  网易邮箱用户日发信人数分布

图21  网易邮箱用户日登录人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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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网易邮箱月度有登录的用户，人均登录天数为7.6天。由于本次仅

统计用户通过web方式登录网易邮箱的情况，并未包含活跃度较高的客户端登录用户以及其他方

式登录的用户。因此实际的网易邮箱用户登录活跃度会更高。

      各地区月人均登录天数对比图显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较为活跃。网易邮箱用户在上海登录

最频繁，月人均登录天数为12.1天，其次为山东（9.8天）、江苏（9.4天）、广东（9.2天）、

北京（9.1天）。

4.1  登录

4. 登录及收发信地区分布

图23  网易邮箱用户日收信人数分布

图25  网易邮箱各地区移动端月人均登录天数

      各地区移动端月人均登录天数对比图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在辽宁通过移动端登录网易邮箱最频

繁，月人均登录天数为14.5天，其次为河南（13.9天）、广东（13.7天）、四川（13.7天）、黑

龙江（13.6天）、内蒙古（13.6天）、上海（13.2天）。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网易邮箱月度通过移动端登录网易邮箱的用户，人均移动端登录天数

为11.0天，即一个月里每3天就有一天访问网易邮箱。移动端的便捷使用户的访问变得更频繁。

图24  网易邮箱各地区月人均登录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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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区月人均发信封数分布图显示，香港最活跃为22.9封 ，其次为澳门（11.7封）和上海

（11.7封）、江苏（10.6封）、广东（10.4封）。

b) 各地区月人均发信封数

图26  网易邮箱各地区月发信量

      各地区月发信量差异较大，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较为活跃。每月有18.0%的邮件发自广东地区，

占比最高，其次是北京，占比为10.0%，山东占比为9.6%。

a) 各地区月发信量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网易邮箱月度有发信的用户，人均发信封数为11.6封。

4.2  发信

图28  网易邮箱各信箱邮件数占比分布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网易邮箱月度有收信的用户，人均收信封数为12.5封。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网易邮箱月度各信箱收到的邮件数占所有信箱收到的邮件总数的比例

分别是：收件箱(包含用户自定义邮件夹)占比43.3%，订阅箱占比20.7%，广告箱占比5.0%，垃圾

箱占比31.0%。

4.3  收信

图27  网易邮箱各地区月人均发信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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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接收过的垃圾邮件类型

      调研数据显示，邮箱用户接触过的垃圾邮件类型中，79.7%的用户接收过未经许可的广告推销

类邮件，50.8%的用户接收过非订阅的电子期刊/杂志，而虚假欺诈/病毒(50.6%)、色情暴力赌博

等违法(34.0%)、伤害他人或妨害公共安全(22.9%)等类型的垃圾邮件依然存在。

1.1  接收过的垃圾邮件类型

1. 用户对垃圾邮件的态度

      自有电子邮件开始，就有了垃圾邮件，无孔不入的钓鱼邮件、诈骗邮件，威胁着用户的信息

和财产安全。依托17年的运营经验，基于海量数据和强大技术力量，网易邮箱反垃圾系统自主研

发的智能反垃圾技术，对垃圾邮件的拦截率高达98%，为超过五亿用户提供了领先国际标准的反

垃圾服务。（网易邮箱的垃圾邮件误判率仅为十万分之一，优于国际十万分之三的业界标准，更

优于国内大部分邮件服务商万分之一的标准。）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网易反垃圾系统平均每天拦截的垃圾邮件约有4亿封。每天被拦截

的垃圾邮件，是根据反垃圾规则进行评级的，级别越高垃圾特征越明显，网易邮箱用户能看到的

只是级别非常低从而进入到垃圾箱的疑似垃圾邮件，而这部分仅仅约占4亿封垃圾邮件的3.0%。

根据用户垃圾箱的邮件来计算，月度垃圾箱有邮件的用户，人均垃圾箱邮件数约为3.8封。

      分析庞大的垃圾邮件，并且结合调查研究了解用户对垃圾邮件的行为态度，将更具体地呈现

垃圾邮件的现状，为制定更有效的反垃圾邮件措施提供客观的依据。

三、垃圾邮件分析

      调研数据显示，用户使用网易邮箱时，仅2.5%的用户认为其网易邮箱收到的垃圾邮件很多，

10.0%的用户认为多，40.2%的用户认为一般，27.8%认为较少，16.7%认为很少。说明对用户

来讲，网易邮箱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邮箱。

1.3  对网易邮箱垃圾邮件的感知

图30  邮箱用户对垃圾邮件的态度

      调研数据显示，邮箱用户对于垃圾邮件的反感程度如下图。总体上，邮箱用户对垃圾邮件持

反感态度。其中，高达26.2%的用户表示深恶痛绝，39.9%的用户表示非常反感，23.5%的用户

表示反感，即89.6%的用户不能接受垃圾邮件，7.7%表示中立，2.1%表示可以接受。可见垃圾

邮件广泛影响到用户的体验，反垃圾重要性不言而喻。

1.2  对垃圾邮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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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垃圾邮件周分布

      一周垃圾邮件分布图显示，周末垃圾邮件数略低于工作日。

图31  用户使用网易邮箱时对垃圾邮件的感知

图33  各地区月垃圾邮件量

      网易邮箱反垃圾系统拦截的垃圾邮件主要分布在广东（21.1%）、湖北（17.2%）、

北京（16.4%）。

3. 垃圾邮件地域来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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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行业平均送达率分布中，大部分行业平均送达率高达90%以上，其中咨询/解决方案为

98.8%，人力资源与新闻/资讯/行业门户平均送达率为96.3%，会展为95.4%，电商为95.2%，

均高于95%。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企业发送的邮件中，平均有90.4%的邮件能够成功进入网易邮箱（包

括用户收件箱、订阅邮件夹、广告邮件夹以及用户自定义的邮件夹）。

1.1  送达率

      2012年成立诚信联盟2.0之后，规范了企业邮件的发送，不管是送达率、邮件打开率，整体的

效果得到很大的提升。本次随机抽取的企业域名既包含已加入诚信联盟的域名，也包含未加入的但

在相应行业里具有代表的企业相关的域名。

      基于大规模的用户量，网易邮箱每天接收海量来自各行业的企业发送给网易邮箱用户的邮件，

本报告随机抽取企业发送给网易邮箱用户邮件的效果数据，通过分析送达率、独立打开率与举报率

等效果指标以及各行业在这些指标上的表现，为业界提供客观的邮件效果数据。

      企业邮件指企业发送到网易邮箱用户信箱的域名邮件，包括事务性邮件（注册/密码找回/订单

确认等）、订阅邮件、推广邮件（广告促销等）。其中，进入用户信箱指进入用户的收件箱、订阅

邮件夹、广告邮件夹以及用户自定义的邮件夹，不包括垃圾邮件夹。

1. 企业邮件效果分析

     作为全球首个邮箱诚信开放平台，平台将实行信誉等级分级管理制和记分制，要求会员企业明

确区分事务性邮件以及商业性邮件的发送通道。此外，平台还要求邮件发送方提供明显的退订按钮

，让用户自主选择是否接收直邮。对于举报率高的邮件发送方，甚至会处以禁止发信的处罚。旨在

规范行业的邮件发送，营造良好的营销氛围。自平台上线以来，已有逾千个企业申请加入。随着会

员的增多，网易邮箱与各界共同构建的诚信开放平台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大。

      作为邮箱行业的领导者，网易邮箱一直以规范邮件发送为己任，推动行业不断进步。从

2009年 6月，网易邮箱发起并组织诚信联盟1.0，至2012年11月的诚信联盟2.0，网易邮箱联

合众多合作伙伴一起打造“开放、自律、良性、高效”的邮件收发环境，共同提升中国6亿多网

民的互联网体验。

四、企业邮件分析

     各行业平均打开率分布中，大部分行业平均打开率均高于25%，其中游戏行业平均打开率为

38.7%，其次为，人力资源平均打开率为38.4%，IT网络服务为35.8%。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企业成功送达到网易邮箱的邮件中，平均有29.2%的邮件被用户打开。

1.2  打开率

图34  各行业平均送达率

32 33



2014 网易个人电子邮箱用户行为研究报告

      各行业平均举报率分布中，部分行业平均举报率高于整体水平。其中，游戏、网络视听、咨询

/行业解决方案、新闻资讯/行业门户、社交、广告营销、会展，平均举报率在3‰以上，尤其是会

展的平均举报率高达14.0‰。

      网易邮箱后台数据显示，企业成功送达到网易邮箱的邮件中，平均有3.0‰的邮件被用户举报。

1.3  举报率

图35  各行业平均独立打开率

     调研数据显示，同样的推广内容，邮箱用户更愿意接受的推送方式是：邮件(48.6%)，其次

是搜索推广(根据搜索记录在用户访问的网站推广相关内容)，占比26.6%，22.1%的用户选择易

信/微信，17.2%的用户选择微博。

2.1  营销邮件的接受程度

     结合用户对营销邮件的态度调研，以更全面地呈现邮件营销的现状，为企业更好地利用邮件进

行营销提供帮助。

2. 用户对营销邮件的态度

图36  各行业收平均举报率

34 35



2014 网易个人电子邮箱用户行为研究报告

      邮箱用户对于各种类型营销邮件的接受程度图显示，得分最高为新闻/行业资讯类的邮件，均

值为2.8分，旅游交通类与电子期刊/杂志均值为2.5分，所有营销邮件均值都在3分（中立）以下，

总体上未能获得用户认可。由此可见规范各行业发送营销邮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调研数据显示，邮箱用户接收过的营销邮件类型中，62.0%的用户接收过优惠促销类的邮件，

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的营销邮件。其他类型的营销邮件如教育培训类、游戏信息类、金融保险类、

旅游交通预订类、婚恋交友类以及电子期刊/杂志类则有30%-40%的用户接触过。

2.2  各种类型营销邮件的接受程度

图37  邮箱用户对不同营销方式的偏好

     调研数据显示，57.5%的用户认为对自己有用的邮件则会打开，可见根据用户的兴趣偏好而

推送的营销邮件，被打开的可能性会更大；其次是主动订阅的邮件，占比34.6%，可见许可式的

营销邮件才能让更多的用户接受。

2.3  对营销邮件的态度

备注：图中柱状图表示百分之几的用户接收过某类型的营销邮件，折线图表示网易邮箱用户对该类型营销邮件的接受

程度均值。【用1-5分打分，1分表示非常不喜欢，5分表示非常喜欢，分数越高表示越喜欢】

图38  接收过的营销邮件类型及相应的态度（5分制,1分为非常不喜欢，3分为中立，5分为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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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  用户能够接受营销邮件的发送频率

      调研数据显示，大多数的用户（32.4%）希望每周仅接收1封营销邮件，也有22.5%的用户

希望最多每月接收1封营销邮件。

图39  影响用户打开营销邮件的因素

图41  网易邮箱用户对不同邮件夹的处理方式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对不同邮件夹的处理方式大相径庭，对于订阅邮件夹，41.9%

的用户经常会打开，31.7%的用户偶尔会打开。而广告邮件夹的打开分布较均匀，垃圾邮件夹则

有74.8%的用户表示不予理会。可见，即使没有进入用户收件箱，大部分用户（73.6%）也会打

开订阅邮件夹查看邮件，而打开广告邮件夹查看邮件的用户相对减少。对于因发送不规范或包含

不良内容的邮件，一旦被判为疑似垃圾邮件进入垃圾邮件夹，用户则很少关心。

     网易邮箱创新研发了智能的邮件分类引擎，能准确地对非正常的邮件根据危害程度自动分类

成订阅邮件、广告邮件和垃圾邮件。邮件分类管理大幅降低了垃圾邮件对用户的干扰，方便用户

对日益增多的邮件进行管理，大大提升了用户体验。

2.4  网易信箱的打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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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互联网应用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常用的互联网应用主要是：71.2%的用户经常上网“查收/发

送电子邮件”、60.9%的用户经常上网浏览新闻资讯或社会热点、59.4%的用户经常在线聊天或

发布于查看朋友圈动态、57.3%的用户经常在网上观看网络视频、54.6%的用户经常使用网络搜

索信息或下载资料、49.4%的用户经常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支付或投资理财、46.9%的用户经常逛

购物/团购网站、42.1%的用户经常使用网络相关的生活服务、42.1%的用户经常在线听/下载音

乐。由此可见，网易邮箱用户使用互联网，主要以办公/学习（如：电子邮件、新闻和搜索等信

息获取）、沟通联络（如：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视听娱乐为主，同时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以

及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对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网络支付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及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对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网络支付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 常用互联网应用

五、网易邮箱用户常用网站及APP应用分析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常用在线音乐网站/软件/app应用中，47.7%的用户选择酷狗音

乐、40.6%的用户选择QQ音乐、34.1%的用户选择百度音乐。

2.2  在线音乐

图43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在线视频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常用在线视频网站/软件/app应用中，52.5%的用户选择优酷网、

46.3%的用户选择爱奇艺网、37.9%的用户选择腾讯视频。

2.1 网络视频

2.  细分领域网站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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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微博或社交网站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常用微博或社交网站/软件/app应用中，59.4%的用户选择QQ

空间、45.8%的用户选择新浪微博、33.7%的用户选择百度贴吧、33.5%的用户选择腾讯微博。

2.2  各种类型营销邮件的接受程度

图44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在线音乐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常用旅游攻略/资讯等相关网站/软件/app应用中，34.6%的用户

选择百度旅游、14.9%的用户选择驴评网、14.5%的用户选择乐途旅游网。

图46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在线旅行预订网站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常用在线旅行预订网站/软件/app应用中，48.1%的用户选择

携程网、35.4%的用户选择去哪儿网。

2.4  在线旅游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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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购物网站/软件/app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常用购物网站/软件/app应用中，77.5%的用户选择淘宝网、
59.9%的用户选择京东商城、56.8%的用户选择天猫商城。

2.5  网络购物

图47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旅游攻略/资讯等相关网站

图50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电商导购或返利网站/软件/app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常用电商导购或返利网站/软件/app应用中，37.5%的用户选择

一淘网、28.%的用户选择返利网、16.0%的用户选择蘑菇街。

图49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团购网站/软件/app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常用团购网站/软件/app应用中，44.1%的用户选择美团网、

39.0%的用户选择聚划算、29.5%的用户大众点评团。

44 45



2014 网易个人电子邮箱用户行为研究报告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购买过的互联网理财产品中，48.8%的用户购买过余额宝、

8.3%的用户购买过微信理财通、7.2%的用户购买过工银瑞信现金宝；另外有22.5%的用户表示

从未购买过互联网理财产品。

2.7  互联网金融

图51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网上支付方式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常用网上支付方式中，73.9%的用户常用支付宝、62.8%的用

户常用网上银行/信用卡支付、21.2%的用户常用财付通。

2.6  网上支付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常用来上网的手机，其所属的品牌分布中，33.8%的用户常用三

星手机上网、29.1%的用户常用苹果手机、19.8%的用户常用小米手机。

3.1  手机品牌

3. 移动端app使用率

图52  网易邮箱用户购买过的互联网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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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网易邮箱用户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常用的应用商店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常用的应用商店中，34.5%的用户常用
360手机助手、25.7%的用户更习惯从APP的官网下载APP应用。

3.2  应用商店

图53  网易邮箱用户常用来上网的手机所属品牌

图55  网易邮箱用户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常用的浏览器

      调研数据显示，网易邮箱用户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常用的浏览器中，41.5%的用户常用UC

浏览器、36.0%的用户常用360浏览器、30.7%的用户常用百度浏览器，另外有25.8%的用户更

习惯使用手机自带的浏览器。

3.3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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