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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时代，各家保险公司都加速推进自身的数字化转型。APP 日益成为

产品与用户之间形成消费关系的重要渠道，APP 的运营水平与活跃程度，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机构用户竞争的能力，也体现出机构在战略、技术、

运营、产品、品牌等多方面的综合实力，APP 内容生态的建设完善，成为保

险机构吸引用户流量、提高用户活跃度的重要发力点。

 零壹智库基于易观千帆数据，对 15 家保险机构（包含保险公司、保险经纪

公司及保险科技公司）旗下 23 款 APP 的月活跃用户数、月使用时长等 7项

指标进行［3，9］归一化处理，根据各项指标重要性设定权重并进行综合

性评比，形成保险 APP 的活跃度排名并进行分析。

 从整体评分来看，保险 APP 活跃度平均分为 4.98 分，仅有中国平安旗下的

平安金管家 APP 以及中国人寿旗下的中国人寿寿险 APP 表现较为突出，超

过 8 分，众安保险、好福利、平安好生活三款保险类 APP 超过 7 分，其他

18 款 APP 整体表现较为平均，均处于 3-7 分区间。

 零壹智库经过综合测评，发现保险 APP 业态的 3 点发展特征及发展趋势：

拓展功能模块，丰富 APP 内容生态建设；着眼客户需求，强调有温度的金

融服务；侧重适老化改造，简化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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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金融业发展的鲜明特征，APP 成为金融机构线上获

客、线上展业最直接的窗口。为了适应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央行年初发布的《金融

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指出，金融机构应搭建多元融通的服务渠道，持续推进移

动金融客户端 APP、应用程序接口（API）等数字渠道迭代升级。在此背景下，保险业也在积

极拥抱互联网，发力 APP 建设与运营，抢占市场。

随着保险机构不断推进数字化转型，2022 年以来，各类保险 APP 迎来进一步更新迭代，无论

是数字金融还是数字生活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用户体验提升。为了对我国保险 APP 数字经营

情况做出全景式展示，零壹智库与《陆家嘴》杂志联合发布 2022 年第一期保险 APP 榜单。

榜单选取了针对 C端用户的保险 APP，并基于易观千帆 2022 年 1-9 月数据、APP 的 IOS 和安

卓评分、APP 百度指数及用户画像等数据，以此观察保险业线上化发展进程。本期将根据 2022

年前三个季度的数据，深度剖析保险类 APP 在月活跃用户人数、用户依赖程度等方面的表现

情况，以此综合展示保险 APP 的活跃程度。

一、保险 APP 活跃度比拼：分化明显，头部保险机构优势突出

作为保险机构最重要的数字化服务窗口及获客入口，APP 的运营水平与活跃程度，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保险机构的核心服务能力以及用户竞争的能力，同时也体现了平台的战略、技术、

运营、产品、品牌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

（一）保险 APP 综述：保险公司旗下 APP 占据主要席位

在本期测评中，零壹智库选取了 15 家保险机构共 23 款 APP 作为研究样本。中国平安、中国

人寿、泰康保险以及富德生命人寿四家保险公司拥有不止一个 APP。其中，中国平安旗下 APP

较多，针对保险客户有 6个 APP，其余三家保险公司各拥有 2个 APP。

从保险 APP 所属公司类别来看，23 款 APP 有 20 款属于保险公司，3款属于保险经纪公司。

图 1：不同公司类别 APP数量对比



2

保险 APP 活跃度榜单（2022 年第一期）

资料来源：零壹智库

（二）平安保险旗下四个 APP 进入 APP 前十榜单

零壹智库基于易观千帆 2022 年 1-9 月的可得数据，对 15 家保险类公司 23 款 APP 的月活跃用

户数、月使用时长、月启动次数、日均活跃用户数、日均活跃用户/月活跃用户、人均单日使

用时长及产品功能体验 7项指标进行［3，9］归一化处理，根据各项指标重要性设定权重并

进行综合性评比，形成保险 APP 的活跃度排名并进行分析。

从整体评分来看，保险机构 APP 活跃度平均分为 4.98 分，仅有中国平安旗下的平安金管家

APP 以及中国人寿旗下的中国人寿寿险 APP 表现较为突出，超过 8 分，众安保险、好福利、

平安好生活三款保险类 APP 超过 7分，其他 18 款 APP 整体表现较为平均，均处于 3-7 分区间。

值得关注的是，平安保险旗下有 4 款 APP 进入前十榜。平安金管家 APP 以总分 8.47 分名列

第一，中国人寿寿险 APP 以 8.09 分位居第二，众安保险 APP 以 7.48 分位列第三。此外，还

有好福利、平安好生活、平安健康保险、太平洋保险、泰生活、中国人保、太平通 APP 进入

APP 前十榜单。

排名前十的 APP 均属于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旗下 APP 表现更优。

表 1：保险 APP 活跃度榜单（2022 年第一期）

排名 APP 名称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平均月活用

户数（万人）

IOS 平台

当前版本

评分

Android

平台当前

版本评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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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安金管家
中国平安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2149.82 4.2 4.7 8.47

2 中国人寿寿险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1082.79 3.6 2.5 8.09

3 众安保险
众安在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125.36 4.6 4.4 7.48

4 好福利
中国平安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151.51 4.9 4.9 7.35

5 平安好生活
中国平安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192.33 4.5 4.9 7.22

6 平安健康保险
中国平安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113.89 4.1 4.8 6.32

7 太平洋保险
太平洋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109.93 4.1 4.5 6.02

8 泰生活
泰康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76.14 3.9 3.7 5.77

9 中国人保
中国人民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95.91 3.9 4.7 5.16

10 太平通
中国太平保险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公司 103.53 3.5 4.4 5.14

11 慧择保险网
慧择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保险经纪

公司
18.36 4.4 4.9 4.33

12 创保网
中国平安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19.96 4.3 4.8 4.31

13
中国人寿综合金

融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20.07 3.1 4.2 4.19

14 泰康在线
泰康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24.02 3.2 4.4 4.14

15 白鸽乐保
白鸽宝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保险经纪

公司
20.76 4.9 4.8 4.09

16 掌上新华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53.96 2.3 2.1 3.89

17 我家阳光
阳光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24.33 3.3 2.4 3.80

18 e 合众
合众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6.33 4 4.3 3.76

19 水滴保
水滴保险经纪有

限公司

保险经纪

公司
11.10 4.1 4.2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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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零壹智库

注：

1. 用户规模粘性、日均启动使用的数据指标均来源于易观千帆，数据统计时间截至 2022 年 10 月 27 日；IOS

评分、安卓评分指标数据来源于蝉大师，数据统计时间截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其中，e 合众、平安保险商城、

两款 APP 缺少 8 月、9 月用户规模粘性、日均启动使用的数据，榜单中以加权平均进行计算；

2.本评分选取月活跃用户数、月使用时长、月启动次数、日均活跃用户数、日均活跃用户/月活跃用户、人均单

日使用时长及产品功能体验 7 项指标，权重分别为 30%、10%、10%、30%、5%、5%及 10%；

3.榜单中的保险 APP 活跃用户数，以 2022 年度 1-9 月的均值进行统计；

4.本次评选以易观千帆公开获取数据为主，分数仅供参考，评选过程或存在疏漏和主观意见，欢迎反馈数据以

及提供意见与建议。

（三）入选保险 APP 榜单的保险机构 TOP5 APP

虽然保险公司无论是发展历史还是业务规模都远高于保险经纪公司及保险科技公司，但保险

经纪公司及保险科技公司推出的 APP 也具有一定影响力，2022 年此类公司也进一步在 APP 功

能上推陈出新、优化体验，进行了更多数字化战略的尝试。

结合 2022 年第一期保险 APP 榜单，零壹智库分别选取了保险 APP 各自排名前 5位的公司。综

合各项指标来看，保险公司 APP中排名最高的毋庸置疑为平安金管家 APP,综合名次为第 1名，

而保险经纪公司及保险科技公司排名最高的 APP 为慧择保险网，综合排名第 11 名。

表 2：2022 年第一期保险公司 APP TOP 5

保险公司 APP 前五名 公司 总得分 总排名

20 完美人生
招商信诺人寿保

险公司
保险公司 5.76 4 4.6 3.62

21 生命云服务
富德生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13.06 3.3 - 3.54

22 平安保险商城
中国平安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4.51 - - 3.51

23 E 动生命
富德生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公司 14.54 3.3 2.6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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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金管家 中国平安保险 8.47 1

中国人寿寿险 中国人寿保险 8.09 2

众安保险 众安在线 7.48 3

太平洋保险 太平洋保险 6.02 7

泰生活 泰康保险 5.77 8

资料来源：零壹智库

注：同一家公司有多个 APP 的，仅选取其中分数最高的 APP。

（四）平安金管家 APP 四项指标遥遥领先

综合保险公司 APP 各项指标评分情况来看，平安金管家 APP 在月活跃用户数、月使用时长、

月启动次数、日均活跃用户数 4个指标上表现突出，均获得 9 分。中国人寿寿险 APP 在月活

跃用户数、月启动次数、日均活跃用户数 3个指标上也获得 9 分。此外，平安好生活 APP 的

月活跃用户数量评分也为 9。众安保险 APP 在日均活跃用户/月活跃用户指标上得分最高，超

过 8 分。泰生活 APP 在人均单日使用时长指标上得分最高，超过 7 分。其他保险 APP 在该 6

个指标上得分相对较低，多集中在 3-6 分之间。

图 2：排名前 10 的保险公司 APP 6 项指标评分情况

资料来源：零壹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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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坐标 1-6 分别为月活跃用户数、月使用时长、月启动次数、日均活跃用户数、日均活跃用户/月活跃用户

及人均单日使用时长 6 项指标得分。

二、月活跃用户人数：平安金管家 APP 平均月活突破两千万

综合来看， 2022 年前三季度，中国人寿寿险、平安好生活、中国人保、众安保险、泰生活、

掌上新华、太平通、泰康在线、我家阳光、创保网、慧择保险网、平安保险商城 12 款 APP 的

月活跃人数（MAU）呈上升趋势。平安金管家 APP 前 8 个月均突破了两千万的月活跃人数，中

国人寿寿险 APP 前 9 个月均突破了千万的月活跃人数。其余 11 款 APP 的月活跃人数呈下降趋

势。

图 3：2022 年前三季度 23 款保险类 APP 月活跃用户（万）

资料来源：易观千帆，零壹智库整理

23 家保险类 APP 前三季度的平均月活为 192.95 万，从保险类公司旗下 APP 的 2022 年前三季

度月平均活跃用户数量来看，保险类 APP 呈现明显的分化现象，头部保险公司月活用户明显

高于平均水平，优势突出。

平安金管家 APP、中国人寿寿险 APP 位居前两名，为第一梯队。平安金管家 APP 的活跃用户



7

保险 APP 活跃度榜单（2022 年第一期）

数量前三季度始终维持在 2000 万水平附近，最高时的 1月份达到了 2495.27 万，月平均活跃

用户数量为 2149.82 万，领先优势明显；中国人寿寿险 APP 的月平均活跃用户数量为 1082.79

万，位列第二。

其余保险机构 APP 可分为第二、三、四梯队，月均活跃用户均未突破 1000 万大关。第二梯队

中，有 6款 APP 月活处在 100 万-1000 万的区间内，第三梯队的 12 款 APP 月活处在 10 万-100

万的区间内，第四梯队的 3款 APP 月活均未达到 10 万的水平。

图 4：2022 年前三季度保险类 APP 月平均活跃用户排名

资料来源：易观千帆，零壹智库整理

三、用户黏性：6 成 APP 日均活跃用户数在 3 分左右

除了月平均活跃用户数之外，保险类 APP 的日均活跃用户数（DAU）更能显示出真实的用户黏

性情况，因此也受到业界关注。

从日均活跃用户的评分来看，平安金管家和中国人寿寿险 APP 并列为第一名，为 9 分；其次

为众安保险 APP 和好福利 APP 均突破 8分，分别为 8.82 分、8.01 分，位于 4-8 分之间的有 6

款 APP,其他保险 APP 的评分主要集中在 3分左右。

保险类 APP 如何在用户黏性上增加用户的活跃程度，可能是保险类 APP 需要共同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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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22 年前三季度保险类公司 APP 日均活跃用户评分情况

资料来源：易观千帆，零壹智库整理

从日均活跃用户/月活跃用户的评分来看，众安保险 APP 表现最为突出，为 8.06 分。其次是

好福利 APP 为 6.16 分，位居第二名。分数在 5-6 分之间浮动的有 6 款 APP，其余 15 款 APP

分数在 3-5 分之间浮动。

图 6：2022 年前三季度保险类公司 APP 日均活跃用户/月活跃用户评分情况

资料来源：易观千帆，零壹智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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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众安保险 APP 在用户黏性上表现较好。这或许与其以“以用户为中心”的消保服

务理念相关，在 2022 年的金融知识普及月期间，众安保险发布《2022 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

报告》，其通过保险科技赋能拓展服务内涵，实现精细化、全生命周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创新。众安保险专注保险科技能力提升及线上服务创新，以多渠道服务，简化用户的购保

流程，为了快速响应用户需求，众安保险设置了 7*24 小时不打烊模式。另外，众安保险的 1

对 1 管家服务意在拓宽理赔服务的边界，“实打实”地把服务更加高效地落到用户急需处，

降低消费者在理赔等待中的焦虑感。

四、用户依赖程度：平安金管家 APP 人均单日使用时长第一

在月使用时长指标上，平安金管家 APP 保持优势地位，依旧领先于其他消费金融 APP，达到 9

分。中国人寿寿险 APP、泰生活 APP、众安保险 APP 分别为第二名（8.98 分）、第三名（8.93

分）和第四名（7.23 分），其余 19 款 APP 评分均未超过 6分。

图 7：2022 年前三季度保险类公司 APP 月使用时长评分情况

资料来源：零壹智库整理

在月启动次数指标上，平安金管家 APP 和中国人寿寿险 APP 均遥遥领先其他保险 APP，达到 9

分。好福利 APP 和平安好生活 APP 分别第二名（8.71 分）和第三名（6.76 分）。超 5成保险

APP 位于 4分以下。

图 8：2022 年前三季度保险类公司 APP 月启动次数评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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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零壹智库整理

图 9：2022 年前三季度保险类公司 APP 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评分情况

资料来源：零壹智库整理

综合来看，平安金管家、中国人寿寿险、泰生活 APP 在三项指标中均排名相对靠前。其原因

可能在于平安金管家 APP、中国人寿寿险 APP 均属于头部保险公司旗下，APP 发展较为成熟且

具有流量优势，APP 覆盖财富管理、健康服务、生活服务等多板块业务，为用户提供涵盖保

单、健康管理等全方位场景服务，致力于吸引更多的增量客户。故其在月使用时长和使用次

数上保持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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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功能体验测评：增强客户服务体验是险企存量市场必争高地

零壹智库测评了部分保险 APP 发现，APP 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传统保险公司开发的 APP，

如平安金管家、中国人寿寿险、太平洋保险等；另一种是保险经纪公司开发的 APP，如水滴

保、慧择保险网等。

表 3 ：2022 年前三季度 4家保险类 APP 更新及功能概述

保险公司 APP
主要功能

保险服务 理财 健康 生活 养老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金管家 √ √ √ √ √

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泰生活 √ √ √ √ √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众安保险 √ √ √ √

深圳市慧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慧择保险网 √

资料来源：零壹智库

零壹智库经过综合测评，发现 APP 内容生态的建设完善，已成为保险类机构吸引用户流量、

提高用户活跃度的重要发力点。保险 APP 业态主要呈现三点发展特征及趋势：

第一，拓展功能模块，丰富 APP 内容生态建设，保险公司旗下的保险 APP 逐渐向金融保险综

合服务平台转变，而保险经纪公司旗下的 APP 相对而言，功能更加垂直，仅围绕保险生态开

展服务。

从 APP 功能来看，保险 APP 的功能版块一般包含基础保险服务，如保险购买、保险知识了解、

保险理赔申报等；理财，如购买基金代销等理财产品；健康或医疗版块，如在线问诊、体检

等；生活，如生活购物，充值等服务。整体来看，保险 APP 业态已较为完善，从购买端到销

售端，到保险知识学习均设立了多个 APP，同时越来越多的 APP 造成了用户使用上的不便，

所以 APP 融合发展成为趋势，保险 APP 承担的功能也逐渐多元化，从单一化的保险购买逐渐

拓展到理财、社交、娱乐等，保险 APP 通过加快打造各类型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服务边界，

给客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开创了新的业务增长极。

这种消费场景主要体现在保险 APP 内置的各类板块中。以平安金管家 APP 为例，APP 从保单

服务开始，拓展延伸到旗下五大板块，包括医疗健康、保健电商、健康活动、综合金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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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社交圈。完成了口碑积累、成本降低、影响力提升、客户资源增加，最后转化成保单销

售重新进行保单服务的完整生态闭环；同一保险公司旗下的平安健康 APP 涵盖专科问诊、在

线挂号、预约体检、心理服务等医疗服务，还提供一站式购药等服务。

泰康人寿旗下泰生活 APP 围绕泰康大健康生态产业链，展现产业互联网平台的价值，利用数

字化手段将原本简单的金融产品延伸到多个实体领域，客户通过此平台可以获得保险、医疗、

健康、养老、投资等一揽子解决方案。此外，针对老年用户，泰生活 APP 还以图文形式科普

康复护理、健康养生知识。

图 10 泰生活 APP 产品介绍

数据来源：泰生活 APP 界面

第二，着眼客户需求，强调有温度的金融服务。后疫情时代无接触金融服务模式不断发展成

熟，这种模式使保险公司更加注重提升业务流程的数字化水平，因而可以提升服务效率，但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减少、人机对话程序化、无法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问

题。鉴于此，2022 年以来多家保险 APP 更多地强调提供“有温度”的服务。例如，众安保险

秉持“科技驱动金融，做有温度的保险”使命，专注保险科技能力提升及线上服务创新，从

相对单一的服务触达，到更为主动地洞察消费者需求的管家服务，众安保险以保险科技赋能，

提升用户体验，数据显示，众安保险年均服务量接近 2000 万次，投保核保阶段，业务的线上

化率达到 90%以上，线上服务满意度高达 99%。

此外，众安保险以保险科技赋能加强机制建设，通过一站式服务窗口，完成客户问题受理、

处理闭环，并通过定期培训、考核等形式，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宣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理念和

要求，强化全员争当消费者“服务官”意识。为满足新人群新风险保障需求，众安保险创新

拓展服务内涵，持续提供优质、创新产品，包括众安店店保、灵活工作保、网络安全险、碎

屏险等，精准守护多元化需求，拉满“速度与温度”。

第三，侧重适老化改造，简化服务流程。为加快信息无障碍建设，帮助老年人、残疾人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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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数字生活，“适老化”改造是当务之急。目前，传统保险公司与互联网平台两类主体均发

力于 APP 老年专业版本，在“适老化”改造方面取得明显的成效。例如，掌上新华 APP 推出

“长辈模式”，该模式不仅仅限于放大 APP 的字体，更是基于年长客户的使用习惯，将“我

的保单”放在显著位置，使客户一目了然了解自己的保单情况。此外，长辈模式聚焦老年用

户的高频功能和服务场景，精简首页功能展示，突出业务办理、产品介绍、养老社区参观预

约这些常用功能。中国人寿依托科技赋能，加快智慧适老，创新上线寿险 APP 尊老模式，一

是通过增大图标文字，减少视觉干扰，布局清晰，界面简洁，使其更加符合老年人阅读习惯，

让老年客户“看得清”；二是增强应用交互，支持语音播报，海量资讯即时朗读，让老年客

户“听得清”。

针对老年人由于金融知识欠缺、防骗意识薄弱，而频繁落入金融陷阱的现象，众安保险以保

险科技温暖老人心，提供专属语音沟通服务、及智能客服热线，开发无障碍适老化系统，并

以“老年人理赔年均服务量 10 万次”的成绩，实现了一次保险科技服务的升级；在助老爱老

道路上，众安保险提供“一老一少”保险科普课堂、少儿保险课堂科普、反欺诈教育等多形

式的金融宣教活动，针对重点人群进行科普教育，强化了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增强了老年

人幸福感。

六、IOS、Android 评分：近半数以上 APP 超过 4 星

从苹果系统的外部用户评价来看，22 款 APP 获得的平均星级为 3.89 星，12 款 APP 星级在 4

星及以上，获得最高评分 4.9 星的有好福利和白鸽乐保 2 款 APP。众安保险、平安好生活和

慧择保险网 APP 在 4.5 星及以上；仅有掌上新华 1款 APP 低于 3星。

从安卓系统的外部用户评价来看，21 款 APP 获得的平均星级为 4.13 星，高于苹果系统的评

分。其中 17 款 APP 星级在 4星以上，获得最高评分 4.9 星的有平安好生活、好福利、慧择保

险网 3款 APP。4.5 星以上的还有平安健康保险、白鸽乐保、创保网、平安金管家、中国人保

和完美人生 6款 APP；有 4款 APP 低于 3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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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IOS、Android 当前版本评分（星）

资料来源：蝉大师，零壹智库整理

注：平安保险商城的评分 IOS 与 Android 均未披露；生命云服务 APP 的评分 Android 未披露。

七、以客户需求为向导，推进保险企业转型

用户画像反映了关注保险 APP 的用户的年龄、性别和兴趣分布。零壹智库选取了不同类型的

保险机构旗下较为典型的 APP——平安金管家、众安保险、太平洋保险、慧择保险网 APP 进

行分析，通过百度指数获取其用户画像，可以看出，无论从年龄分布，还是性别、兴趣分布

来看，关注保险 APP 的群体偏好相近，趋于同质化。

年龄主要分布在 20-50 岁，年龄区间在 30-39 的中年人对保险类应用关注有加，20 岁以下的

青少年对保险类应用的关注程度较低。

性别与兴趣方面，整体上男性使用者多于女性使用者，而用户的兴趣偏好分布主要集中于影

视音乐、医疗健康、资讯、餐饮美食、教育培训、金融财经、休闲爱好、旅游出行、软件应

用、书籍阅读等多个领域。

图 12：4 家保险 APP 用户画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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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百度指数，零壹智库整理

注：算法说明：根据百度用户搜索数据，采用数据挖掘方法，对关键词的人群属性进行聚类分析，给出用户所

属的年龄及性别的分布及排名，计算区间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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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结

从保险类 APP 活跃度的综合表现上来看，头部保险公司在 APP 活跃用户数及启动次数上优势

更加明显，而中小规模公司及保险科技公司在日均活跃用户/月活跃用户及人均单日时长两项

指标上表现较好。

具体来看，在月活跃用户、月启动次数、日均活跃用户数上，平安金管家和中国人寿寿险 APP

更占优势；在用户黏性上，众安保险 APP 表现更优；在人均单日使用时长指标上，泰生活 APP

得分最高。从用户画像来看，使用保险 APP 的用户更多集中于中年男性，同时更关注医疗健

康、资讯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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