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后保险态度报告

泰健康数据体系研究



声明

本报告数据来自泰康在线与新周刊对全国范围内805名1990年-1999年

出生的年轻人群进行的互联网问卷调查，以及在该样本中对部分已购买保

险的人群进行的焦点小组访谈。

最终产生的报告观点以保持典型性为第一原则，是数据化、结构化的

结果。限于时间、人力等因素，本报告得出的结论只作为对90后群体相关

保险态度的研究参考。同时，本报告内容并不代表泰康在线与新周刊的企

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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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总述



报告总述

今天，承担风险管控、资产配置和生活保障的保险正逐渐成为90后的共识，

保险已经融入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90后已经从被告知、被购买、被保险，

转向为主动了解、主动购买，成为伴随着信息时代崛起的“险一代”。

在角色转换不断加快、信息扩散不断加速的今天，成为社会主力军的90后的

保险态度与父辈完全迥异，他们对保险的认知越发理性，对待保险的态度愈

发从容。

泰康在线携手新周刊，基于泰健康数据体系进行研究，发布《90后保险态度

报告》，首次向全社会展现90后的保险态度。

本报告从“工作与生活、健康意识、安全感”三大维度出发，多角度立体化

地向大众展现当代最具生产力的年轻族群的保险态度，希望为保险行业的创

新及前瞻布局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



工作与生活



因为社会环境、网络环境、工作环境的变化，90后对工作与生活有着自己独

到的看法与认知。相较于上一代人的“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爱好广泛的

90后更喜欢多样化的生活，也愿意为感兴趣的事物付出时间，但这不意味着

他们不愿意努力工作。相反，为了更有品质的生活，他们愿意付出更多，但

与此同时，一些对未来风险的焦虑也在悄然而生。



认为自己穷
90后：我们想要的更多



常年患有“认为自己穷”的病

喜欢各种新鲜事物的90后，生活中不仅只有工作，还有多种多样的爱好

与追求，然而现实的收入却始终无法满足他们全部的兴趣投入，这样的

状态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很穷，穷得无法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一听见

“隐形贫困人口”马上对号入座。

【案例】

“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你的经济基

础可能就跟不上上层建筑了。”

——91年的医务工作者小薇



想“活在当下”

但也担心“未来风险”

从过去到现在，90后“活在当下”的态度始终不变，但是随

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他们也意识到未来有可能的风险

会让他们无法追求品质生活，然而，现实是他们就算省下钱，

可能依然无法抵御风险。

28.20%

38.39%

20.75%

12.66%

从“不可忽略”到“担忧”再到“积极地寻找对抗未来

风险的方法”，担心“未来风险”的90后占比总和达

到71.80%。

90后如何看待“未来风险”



用保险来保障品质生活

在又想“活在当下”，又想抵御“未来风险”的状态下，

90后意识到，保险是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 作为抵御风险

的有力产品，保险可以让喜爱“活在当下”的90后毫无

后顾之忧地追求自己的品质生活。

【案例】

“我出去旅游一定会买意外险，平时也会花几百块买个

门诊类型的保险，全年下来我这个年纪加起来也就1000

块的保费，这个花费是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的。但是如

果真的自己出了状况，这些保险是可以解决我实际问题

的.。这种买了以后的安心，我想如果不去买是感受不到

的。”

——94年的互联网公司从业者 MISS WU



月光？理财？
90后务实且理性地规划自己的资金分配



善于规划自己的财务
90后普遍渴望拥有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性——即通过合理规

划，拥有对生活的“掌控感”。这会令90后们感到，自己

才是生活的主人，是自己在掌控生活、掌控种种可能性，

而不是它们在操纵自己。 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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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财务现状

55.78%的90后就算每月没有盈余也可以比较好的计划自己的财务；

22.86%的90后每个月都有盈余投入储蓄或者理财。



开放的接受态度 保守的财务规划
90后习惯于移动互联网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对互联网的信任度

更高，因此愿意采用互联网财富管理平台这样方便且多元化的

形式进行合理的资产管理。在他们眼中，最佳的资产配置就是

“不减再增”的保守型理财模式——先考虑在万变的生活面前

保障自己财富不减值，再考虑如何增加收益以及收益的比例。

【案例】

“现在真的有很多理财手段，各种各样的平台会推出多种

多样的理财产品，我会很乐意去了解不同理财产品的风险

还有它会带来的收益。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如何研究

收益，我本金的基数就是这么多，收益高低变化对我来说

其实影响并不大，所以我的原则就是收益差不多就行，但

风险级别一定不能太高。”

——95年的职场新人小南



保险就是我的“解药”

90后渴望以一种稳定且风险性小的方式去管理自己的资

产，而在他们眼中可以合理规避风险且还能带来一定保

障的就是购买保险。保险作为一种保障型资产，对90后

来说无疑是资产管理的最佳手段之一。

【案例】

“买保险，其实就是因为想到理财了。前期会通过各种

渠道去了解、去学习。有了保险，你在意外发生的时

候，才不会减东西，不减就是对生活最大的保障。”

——90年的大学老师艾艾



为了品质而努力
Work Hard，Play Hard



95%以上的90后认为学习新的技能非

常重要；

相比而言，只有4.97%的90后觉得目前

的工作状态中暂时不需要学习新技能。

90后非常清楚为了更好的品质生活，自然要努力地工作。

尤其在为了工作而需要努力提升的问题上，他们愿意花费

更多的时间、金钱去了解以及投资。

13.04%

37.27%

4.97%

44.72%

是否愿意学习新技能

努力工作、努力提升、努力得到品质生活



可以加班，但要掌握生活与工作的平衡

现在的职场，90后基本奋斗在“一线”，加班对于他们更是常

事。在他们看来，加班可以接受，但是同时也要找到工作和生

活的平衡点。

55.28%的90后表示，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加班；

52.05%的90后也同样渴望一种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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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的加班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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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的工作态度



品质生活与亚健康状态的无限纠结

品质

生活

努力

工作

亚健康90后心里很清楚，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才可以拥有理想的品质生活，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懂得努力工作的附属品是“可能会让自己陷入

亚健康的状态”。他们需要在为理想而努力的过程中找到一个制衡手

段，一方面杜绝或缓解亚健康状态的发生，一方面也要有解决健康风

险的手段。



保险成为“最佳制衡点”

90后努力工作是为了获得品质生活，但是健康风险

所带来的支出又不可预计，因此90后们想到用保险

为经常加班的自己做保障，一方面降低了健康风险

支出，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自己更无后顾之忧地通过

努力工作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案例】

“因为买完了这些保险之后，有一件事情很爽，我可以

轻轻松松的月光了。工作需要被解压，旅行是很好的选

择，现在我真的是想去哪就去哪，因为我知道我不用攒

着钱应对那突如其来的风险了。”

——90年的旅行爱好者小飞

易受“现身说法”式案例影响
90后对于保险的好奇日趋增多，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因素之

一就是来自身边人发生的真实案例，周围人购买保险后发

生事故的案例，让他们对于风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

激发他们更深入了解保险的欲望，在全方位了解后，形成

了购买行为。

【案例】

“当那个总加班的同事得了一场重病之后，所有人

都变的非常紧张，虽然不是危及生命的大病，但真

的担心她有钱治吗？然后得知这个同事已经购买了

保险，避免了一大笔的开销，我忽然开始思考，自

己是不是也需要一份保险来保障自己。”

——90年的上班族Alice



小结：

自我认知明确、想要掌控自己生活的90后，以相对保守且低风险的财富管理

理念，为自己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推崇“work hard，play hard”的他们，

也在为了更好、更丰富的生活而努力奋斗着。他们认为通过保险，可以让他

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努力奋斗”并“活在当下”。



健康意识



由于90后普遍受教育程度高于以往，同时因为全民性医学类、健康管理类

app的普及，90后的健康意识正在不断加强。另外，在教育意识饱和的大环

境下成长起来的90后对自身健康关注密切，对成长中身体的细微变化，都想

做到科学、专业的了解。比起父辈，90后的健康意识更趋向科学、理性，对

健康风险的关注度就变得更为强烈。



边造边养
是年轻人对健康的乐观表达



多兴趣的背后是

年轻就要“造”

90后崇尚多样的表达，工作不再是唯

一的自我价值实现方式，他们social、

追剧、充电…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加

渴望与世界多元接触。他们认为年轻

就要造，就要不断的尝试，他们愿意

付出，无论是金钱上的还是精力上的

成本。

90%
的年轻人不只有一个兴趣领域

【案例】

“首先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家里很

多机器，我也是个无人机迷，研究了

好多东西，但是我最近迷上了打坐，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个打坐。”

——90年设计师小天

【案例】

“我敢说在座的所有人都没有我看的

电影多，除了这个兴趣之外，陶艺和

插花我也很喜欢，但现在也在花时间

去搞家庭装饰，不是专业的那种，就

是自己在跟一个APP学家居布置。确

实特烧钱，也超级烧时间。”

——92年的娱乐圈新人乐乐



20.25%

33.29%

33.91%

12.55%

生活快乐随性固然重要

但是大家也到了该养生的年纪

身体是自己的

健康是最大的资本

年轻人更要养

年轻人该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在朋克的基础上结合养生也不是坏事

朋克就是朋克

养生朋克是假朋克

90后对“养生朋克”的态度

“造”的同时是冷静

“补救式养生”兴起

认清现实与不甘，是90后健康早熟的表现。多

元化生活也带来了长期熬夜、吃夜宵、爆肝…

对身体危害很大。但他们也抱着“基地回血”

的心态，只要可以补充体能，就能继续造。在

身体出现小毛病前及时补救，这是一种积极应

对的态度——一面造，一面防患于未然。



保险是继续“造”的“资本”
拥有破坏的权利，也绝对承担随时修复的义务。这是90后与健

康达成的相对协议。熬夜囤面膜、吃火锅前先吃药，被自身制定

的协议约定着，他们认为保险是性价比很高的健康“补救”手段，

90后更愿意为健康买保险，有了保险，就有了继续“造”的精

神支持和资本支持。
相对
协议

精神
支持

继续“造”

性价比

资本
支持



我有个计划
年轻人对健康都有一套管理学问



身处知识获取无障碍时代，90后愿意把日常小事做的很

具科学属性。认为花时间深入研究一个领域，是很酷的

行为。所以，90后的健康认知也更加理性和科学，他们

普遍都开始使用医学类、健康管理类app。 17.62%

9.30%

20.31%

37.36%

心率体重等身体监测类

空气、水质检测类

生理期记录产品

运动健身类

90后使用常见健康相关类APP的人群占比习惯且热衷使用健康类APP



健康有计划，但依然面临风险

90后善于做各式各样的计划，比如营养计划、运动计划、早睡计划等。

但往往由于工作或无形的压力，生活中的“突发事件”越来越多，

“不友好”风险增多，但是他们愿意付出成本将风险降到最低。

面对健康风险，不可以“未知”

在生活中，年轻人其实对未知充满了好奇，甚至觉得这是冒险并深感

刺激。但对于健康风险，年轻人的态度是要完全掌控——保险能够做

到的就是保障他们可以防患于未然，使他们在面对风险时拥有一种安

心状态。

【案例】

“保险就是生活健身，能带给我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像健身，健身不是练肌肉，而是包括从饮食到运动到

作息等一套的生活习惯，它的主要意义是合理化你的生活。

打个比方，你生病的原因可能是带入了不好的生活习惯，

有些人一生病，饮食清淡、作息规律，不吃药也能好，这

就是回归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保险就是帮我养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

——90年设计师小天



为健康氪金
没什么比健康更重要



在意细微身体健康变化

90后对身体的细微变化非常在意，他们对“健康异常”

从没有拖延症，在线付费问诊是他们常用的解决方法，

也会高频次的去医院寻求帮助。

【案例】

“我现在基本上总会去用健康问诊APP，感觉特别方便，有一些

小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上面有很多在线医生。不过稍微感觉

有点严重，我还是会立即跑医院。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比爸妈他们

去医院的次数还多。”

——92年的自由职业者 MISS LI



愿意为健康投入更多

虽然90后的收入并不高，但是消费能力居高不下，对

自身健康的花费更是舍得，如购买净化器、付费学做

营养餐、参加健身私教课等。力所能及的舍得，证明

他们对健康的足够重视。
7.70%

17.07%

15.62%

34.48%

14.18%

3.17%

7.78%

其他

自费体检

购买营养品

运动健身相关

购买净化器等健康相关设备

为健康环境改变居住地

没投入

90后健康支出的类别占比



购买健康类保险产品占比显著

90后对投资的敏感度不可低估。大多数人购买之前

都会很耐心的做研究，且比70、80后更为深入。

精明和理性，使得他们更倾向于“价值加成”算法，

为健康投入了更多的同时，他们选择继续为健康买一

份保险的行为，是不想浪费掉已经无法收回的“沉没

成本”，保险是能够将健康投入效益最大化的一种精

明、理性的必要手段。

90后认为购买健康险产品是对健康的投资，且整体

购买率达7.09%。在过去一年购买过保险产品的90

后中，购买门诊医疗险达7.91%，购买重疾险达

27.91%，合并占比达到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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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过去一年购买保险类型



家庭健康观念提前
不仅要照顾好自己，也要照顾好爸妈



自身健康觉醒的连带效应

健康在90后的日常交流中是高频次的社交话题，自身

健康意识觉醒进而产生连带效应，让90后对父母健康

更加关注，也愿意为父母健康做出实际行动。

家庭健康忧患意识逐渐提高

理性的认知各种疾病风险——90后意识到，父母随着

年龄的增长面临着更高的健康风险，一旦父母出现健

康问题，马上会联想到自己是否有能力为他们医治，

90后对父母健康的忧患意识更为前置。

【案例】

“我觉得我给人的印象应该是个钢铁直男，但是最

近办公室的女同事们在说宫颈癌、乳腺癌的事情。

其实坦率的说，这个话题对于我来说蛮尴尬的。但

是聊完之后，我知道参与这个话题太重要了。尤其

是我知道了乳腺癌高发期是女性停经的阶段，当时

第一反应就是回家去跟我妈说这个事情，然后我大

概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带她去医院做了一次B超检

查。”

——91年的新媒体运营小李



保险成为自身能力的“补充”

一方面要考虑自身的健康风险，另一方面感受到了父

母的健康风险，90后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意识出现的时

间相对而言更早。不过他们也要面对自身经济条件

“还不够高”的现状。这让90后不断寻找、研究最合

适的解决方案，买保险成为了让家庭安稳的有效解决

方案之一。

【案例】

“我觉得经济能力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一个方式，但自己的经济能力不够，

不等于我没能力解决问题。我拿出匹配自己经济能力的支出去获得保障。我

觉得这是自己在现阶段一种很巧妙的解决方法，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种很

机智的感觉。”

——93年的MISS GU



小结：

90后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阶段，不仅是对自身的健康状况，

还有对家庭健康状况的全面关注。另一方面，除了在找保持健康的方法之外，

还会更多的关注到健康风险的解决办法。所以他们会选择给自己买保险、给

父母买保险。看起来很能花钱的90后，其实算起来是更“会花钱”的群体，

他们追求高性价比的支出、懂得如何利益最大化，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愿意

在健康方面投入更多。



安全感



当前，90后普遍感觉自己缺乏安全感。一方面，他们理性认识到个人在家庭

和社会中的角色都将在短期内发生巨变，并因此而感到焦虑。另一方面，他

们也意识到，精神独立所带来的自我认同以及财务自由所带来的物质满足正

给予他们真实可触摸的安全感。保险的存在，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并延长安全

感，让他们放手追逐想要的生活。



家庭角色转换
“承担”可以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90后逐渐成为“家庭顶梁柱”

愿意为家庭付出更多

几近而立之年的90后，正走出家庭的庇护，承担家庭

责任，成为原生家庭的骄傲、再生家庭的依靠。90后

清楚地知道自己要承担赡养父母、养育子女的家庭重

任，他们必须要为家庭付出更多。

【案例】

“原来对金钱其实是没有概念的，有钱就花光这

种，现在都要想一些。以前确实是因为无知，本

身工作挺忙，也没太多时间去想这些事情。现在

结婚了，真的都会去研究一些东西，知道物价上

涨，也更明白父母了，也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了。”

——90年“北漂党”橙子



一份保险，让家庭多一份选择
90后拥有更为成熟理性的思维，他们会为家庭安全感寻求更

稳妥科学的保障，让家庭在遭遇未知生活风险时有更多的选

择空间。

【案例】

“保险就是家庭安全的护城河之一，直接决定家庭抗风

险的能力。”

“之前与做保险的朋友在咖啡馆聊了两个小时，探讨之

前所购保险的补漏问题，夜里又与保险行业专家探讨一

番，深觉一个家庭的安全系数、抗风险的能力，就看护

城河能挖的有多宽、多深。这护城河之一就是保险，保

险的配比有大学问。”

——90年创业者阿细



守住安全感
因焦虑而主动寻求解决方案



90后对自己当前的生活状态会感到满

意，但是他们也会利用当今社会的一

些先进的方式去提前预判风险。并且，

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通过购买保险的

方式来让自己有抵抗风险的能力。

主动预判风险
让安全感长存

【案例】

“我先说明一下，我并不是一个有迫害妄想症的人，但我确实会

感觉自己缺乏一定的安全感。有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真的可能会有

意外发生。这不仅是意外事故之类的，还有感觉自己有可能会得

病，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做了基因检查，有一些重病的风险。虽然

我自己平时也很注意，而且也知道这不是一定会发生，但还是会

有这个想法。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爸妈怎么办？我的孩子怎

么办？我现在的生活一定会完全变样的！是不是因为我是90年的，

快30了才有这样的担心，我不清楚。但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给自

己买了意外险，也买了重疾的保险产品，买过之后，多少觉得有

了一定的缓解吧。”

——90年的媒体编辑小冰



对风险怀有理性的戒备
90后认同“天有旦夕祸福，人有不测风云”，谁也不

确定会遇到什么，他们期待所有美好的降临，但同样

对将要发生的不好有更理性的认知。

90后面对未知风险有着成熟的判断，虽然因之产生的

焦虑无法避免，但他们会寻找解决方案，而保险会是

他们选择的一种解决方案。

保险是抵抗风险的良药
【案例】

“现在从事户外活动工作，自己在创业。之前买过意

外险，有一次山顶露营时遭遇暴强雷雨天气，一个雷

劈到了帐篷里。当时手机都冒火花，除了害怕之外，

我就安慰随行同伴，我买了保险，如果我遭遇不测了，

会有直升机来接我们。”

——92年的资深驴友 大佑



自强自立
追求精神自由与财富自由



90后认为，生活中也许无法躲避即将到来的暴风雨，

但要拥有独立迎接暴风雨的底气。人需要在困难面前有

选择的权利，无路可退才是人生最大的难堪。

90后希望前行路上不要因为可能遭遇的磨难而打乱他

们的节奏，保险会帮助他们抵御成长过程中的未知风险，

让他们可以优雅地追逐想要的生活。

【案例】

“一年买7万元保险，不是求一个心理安慰，就是为了活得优

雅。”

“我不用担心不工作会活不下去，不用担心出现重大疾病会降

低我的生活品质，我可以活得很洒脱，可以活得没有负担，甚

至可以没有任何压力的月光。换句话说，面对任何事情，我都

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90后企业高管小A

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

买保险可以让自己活的更优雅



财务、家庭、事业带来更多安全感
“赚更多钱”、“家庭”、“努力工作”成为90后获取安全感

的主要来源，他们对安全感来源的认知更加务实，他们向往、甚

至于迷恋那种不带任何负担的购物快感，也珍惜父母家人给予自

己的支持和鼓励，更学会了在工作中寻求自我认同，这些都会让

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都在掌控之中。

保险让这种安全感更踏实

物质上富足所带来的安全感会让90后感到踏实，拥有理性思维的

他们会寻找延长这种感觉保质期的方法，抵御未知的风险，保险

是他们的选择之一。

【案例】

“你生活中的这些困扰，赚钱赚得不够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你没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它们同样会让你的安全感缺失。换句

话说，赚钱会让我对自己的生活更有掌控感，但事业上的归属感

会让我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实现，而家庭给予我的是一种陪伴与

守护的感觉，它们都会让我的安全感特别踏实。”

——90年培训师阿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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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来源调查



小结：

“成长与担当、独立与代价、生存与焦虑、财务与满足”，这是属于90后安

全感的关键词。刚刚走过学生时代的他们，还没来得及思考就已经被卷入了

社会生活，既然无法逃避那就必须理性地面对。为了自己爱的人和想要的生

活，他们负重前行。最重要的，相较于同时期父辈的任劳任怨，他们已经拥

有更加科学理性的思维模式，更学会了如何去承担和应对风险。



未来的展望
零永远是一切的开始，而年轻人的保险态
度让零之前有了无限可能。



未来的展望

如同其他消费品，今天90后的保险态度也反映着他们对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的追求，更彰显着

他们对于话语权和自己人生主宰的表达和创造力。保险对于90后生活的意义，绝不仅是“规避

风险”这种最浅显的需求，而是已经在不断地认识和研究中，成为他们进行人生规划、财务配

置的一种理性认知。

与此同时，90后对保险的要求也在拓宽，他们希望保险可以变得更有趣、更有创新性、更贴近

生活，希望未来可以有宠物险、婚姻险、成就险等多样化的险种出现，让选择变得更有针对性。

我们从90后的保险态度中看到了他们的科学与审慎，看到了他们对自身、对家庭、对环境的解

读。90后对保险的超前认知以及丰富的思考， 给予了保险企业，乃至整个保险行业更多可以结

合、可以探讨的空间。



THANK YOU

泰健康数据体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