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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互联网电视行业行业市场评估及投资规划建议规划分析

报告》介绍了互联网电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互联网电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互联网

电视行业的现状、中国互联网电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互联网电视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互联网电视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互联网电视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互联网电视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互联网电视产业发展预测 第一节 国内发展互联网电视产业的用户背景 一、宽带用户

数 二、人均可支配收入 三、家庭住户数 四、彩电市场规模 五、数字电视用户数 第二节 互联

网电视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第三节 互联网电视产业用户数及收入数预测  第二章 2017年中国互

联网电视产业发展综合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IPTV市场发展分析 一、中国IPTV牌照运营商

现状分析 二、中国IPTV市场仍需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IPTV市场期待破局 四、中国式IPTV在

磨合中发展 第二节 2017年中国IPTV产业链分析 一、内容供应商的发展以渠道为主 二、频道

运营商发展仍有缺失 三、广电运营商承担角色混乱 四、电信运营商业务定位不明朗 五、生产

厂家积极推进市场发展 第三节 2017年中国互联网电视市场存在问题综述 一、制约中国IPTV

发展的主要问题解析 二、阻碍中国IPTV发展的几个因素 三、IPTV面临标准、市场及政策“

三重门” 四、国内IPTV发展存在硬伤 五、IPTV的发展面临的五大障碍 六、中国IPTV产业链

存在六大问题 第四节 2017年中国互联网电视发展对策分析 一、中国IPTV发展需要更多耐心 

二、中国IPTV业务成功关键发展因素解析 三、应对IPTV发展瓶颈的策略分析 四、IPTV共赢

需要产业链环节 联盟 五、发展IPTV需要突破思维短板  第三章 2017年中国互联网电视现状分

析 第一节 2017年IPTV运营模式分析 一、IPTV的运营模式概述 二、中国的IPTV运营模式和美

国的差别 三、互联网电视的产业链包括五个环节 四、中国IPTV建网及运营模式 五、三种策

略来降解广电、电信的冲突 六、中国各地IPTV运营模式比较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中国IPTV的

商业、业务盈利模式分析 一、IPTV的商业模式与赢利模式分析 二、中国IPTV业务模式分析 

三、IPTV的业务及其商业模式的创新趋势 四、中国IPTV商业模式及监管政策探析 第三节

2017年中国三网融合分析 一、IPTV和三网融合概述 二、PP互联网电视 三、IPTV是促进三网

融合的开端 四、IPTV发展触动“三网融合”监管本质 第四节 2017年中国IPTV运营标准状况 

一、IPTV标准制定凸显中国力量 二、IPTV通信行业标准的发展状况 三、IPTV技术与标准存

在多种问题 四、中国IPTV不能简单套用“洋标准” 五、IPTV标准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第

四章 2017年中国互联网电视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

经济运行情况GDP(季度更新)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按月度更新） 三、全国居民收入



情况（季度更新） 四、恩格尔系数（年度更新） 五、工业发展形势（季度更新） 六、固定资

产投资情况（季度更新） 七、中国汇率调整（人民币升值） 八、对外贸易&进出口 第二节

2017年中国互联网电视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互联网电视产业政策分析 二、互联网电视发展

的政策解读 三、商用互联网电视还缺少政策“催化” 第三节 2017年中国互联网电视行业社会

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生态环境分析 五、中

国城镇化率 六、居民的各种消费观念和习惯  第五章 用户对互联网电视机的消费行为分析 第

一节 现有用户购买互联网电视机行为分析 第二节 潜在用户对互联网电视机的偏好分析  第六

章 2017年基于互联网电视的业务需求分析 第一节 2017年互联网电视用户使用情况分析 第二节

2017年互联网电视用户各类业务认知情况调研分析 第三节 2017年互联网电视业务的需求分析 

一、不同家庭规模下对于互联网电视的需求分析 二、不同家庭收入下对于互联网电视的需求

分析 三、不同经济区域对于互联网电视业务的需求分析  第七章 2017年中国互联网电视业务

用户行为分析 第一节 电视节目内容喜好 第二节 增值业务偏好 第三节 资费模式偏好 一、不同

家庭规模下对于计费方式的喜好比例分析 二、不同家庭收入下对于计费方式的喜好比例分析 

三、不同经济区域对于计费方式的偏好分布 第四节 使用互联网电视业务关注的主要因素 第五

节 互联网电视用户评价分析 一、用户对互联网电视机价格因素的评价 二、用户对基于互联网

电视业务资费满意度的评价 三、用户对目前电视不满意的主要因素 四、用户使用互联网电视

的消极因素 五、不考虑费用时用户对互联网电视的评价 第六节 互联网电视用户期望分析  第

八章 2017年中国互联网电视用户特征 第一节 消费者基本构成 一、年龄结构 二、家庭收入水

平 三、家庭居住人数构成 四、家庭带宽构成 五、用户连网方式构成 六、用户区域分布 第二

节 消费者基本特征 第三节 潜在用户基本构成 一、年龄结构 二、家庭收入水平 三、家庭居住

人数构成 四、家庭带宽构成 五、家庭内部网络覆盖方式构成 六、用户区域分布  第九章 2017

年中国互联网电视牌照运营商业务分析S 第一节 上海文广 一、用户规模 二、业务规模 三、业

务收入 四、分布地区 第二节 央视国际 一、用户规模 二、业务规模 三、业务收入 四、分布地

区 第三节 南方传媒 一、用户规模 二、业务规模 三、业务收入 四、分布地区 第四节 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 一、用户规模 二、业务规模 三、业务收入 四、分布地区 第五节 杭州华数 一、用

户规模 二、业务规模 三、业务收入 四、分布地区 第六节 江苏电视台 一、用户规模 二、业务

规模 三、业务收入 四、分布地区 第七节 北京华夏安业科技有限公司 一、用户规模 二、业务

规模 三、业务收入 四、分布地区  第十章 2017年中国互联网电视电信运营商市场业务分析 第

一节 上海电信 一、发展模式研究 二、用户规模 三、业务规模 四、业务收入 五、分布地区 第

二节 杭州网通 一、发展模式研究 二、用户规模 三、业务规模 四、业务收入 五、分布地区 第

三节 山东联通 一、发展模式研究 二、用户规模 三、业务规模 四、业务收入 五、分布地区  

第十一章 2018-2023年中国互联网电视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8-2023年世界互联网电视发展



趋势分析 一、全球IPTV趋势预测广阔 二、世界发展IPTV具有战略前景 三、世界IPTV迎来黄

金发展时期 四、世界IPTV市场营收预测 第二节 2018-2023年中国互联网电视发展趋势分析 一

、中国IPTV投资预测预测 二、中国互联网电视市场热点及趋势分析 三、中国IPTV发展阶段

预测 四、IPTV四大增值业务发展预测 五、互联网电视商业模式发展建议与预测 第三节

2018-2023年中国互联网电视产业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 2018-2023年中国互联网电视投资机

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18-2023年中国互联网电视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8-2023年中国

互联网电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中国IPTV产业凸显投资机会 二、半导体公司和设备制造商

看好互联网电视市场商机 三、中国IPTV市场面临奥运机会 第三节 2018-2023年中国互联网电

视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政策风险分析 三、技术风险分析 第四节 专

家建议  第十三章 互联网电视产业发展建议 第一节 对互联网电视机市场发展建议 第二节 互联

网电视业务发展建议 第三节 互联网电视产业盈利模式建议  图表目录：图表1：2015-2017年我

国宽带用户数 图表2：2018-2023年我国互联网电视产业用户数预测 图表3：2018-2023年我国互

联网电视产业收入数预测 图表4：频道运营商分类 图表5：广电运营商发展 图表6：IPTV系统/

解决方案厂家发展 图表7：终端设备厂家发展 图表8：软件厂家发展 图表9：硬件设备厂家发

展 图表10：IPTV商业模式 图表11：国外主要IPTV运营模式 图表12：国内主要IPTV运营模式 

图表13：IPTV的商业模式 图表14：IPTV的价值链模型 图表15：IPTVARPU收入变化趋势 图

表16：2015-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17：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月度涨跌幅度 图

表18：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图表19：2015-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实

际增长速度 图表20：2015-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21：2001-2017年

恩格尔系数 图表22：2015-201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23：2017年主要工业产品

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24：2015-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25：2017年分

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26：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

力 图表27：人民币汇率走势图 图表28：2015-2017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图表29：2017年人口数及

其构成 图表30：2015-2017年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 图表31：用户

购买互联网电视机原因 图表32：用户购机渠道分布 图表33：用户购机价格分布 图表34：互联

网电视资讯受众接收渠道的分布 图表35：用户对购买互联网电视机关注因素的评价 图表36：

用户意向购买的互联网电视机价位分布 图表37：是否开通了基于互联网电视的业务 图表38：

对基于互联网电视的业务满意度评价 图表39：用户对基于互联网电视业务的认知度 图表40：

用户对于互联网电视终端业务的体验倾向 图表41：不同家庭规模下对于互联网电视的需求 图

表42：不同家庭收入下对于互联网电视的需求 图表43：不同经济区域对于互联网电视业务的

需求 图表44：用户经常看电视节目分布 图表45：用户业务偏好 图表46：不同家庭规模下对于

计费方式的喜好比例 图表47：不同家庭收入下对于计费方式的喜好比例 图表48：不同经济区



域对于计费方式的偏好分布 图表49：用户对互联网电视机价格因素的评价 图表50：用户对业

务资费满意度的评价 图表51：用户对目前电视不满意的主要因素 图表52：消费者年龄结构 图

表53：消费者家庭收入水平 图表54：消费者家庭居住人数构成 图表55：消费者家庭带宽构成 

图表56：消费者连网方式构成 图表57：消费者区域分布 图表58：潜在消费者年龄结构 图表59

：潜在消费者家庭收入水平 图表60：潜在消费者家庭居住人数构成 图表61：潜在消费者家庭

带宽构成 图表62：潜在消费者家庭内部网络覆盖方式构成 图表63：潜在消费者区域分布 图

表64：用户规模 图表65：业务收入 图表66：业务分布地区 图表67：用户规模 图表68：业务收

入 图表69：业务分布地区 图表70：用户规模 图表71：业务收入 图表72：业务分布地区 图

表73：用户规模 图表74：业务收入 图表75：业务分布地区 图表76：用户规模 图表77：业务收

入 图表78：业务分布地区 图表79：用户规模 图表80：业务收入 图表81：业务分布地区 图

表82：用户规模 图表83：业务收入 图表84：业务分布地区 图表85：用户规模 图表86：业务收

入 图表87：业务分布地区 图表88：用户规模 图表89：业务收入 图表90：业务分布地区 图

表91：用户规模 图表92：业务收入 图表93：业务分布地区 图表94：2018年世界IPTV市场营收

预测 图表95：IPTV发展趋势图 图表96：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图表97：规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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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农户)主要数据 图表100：中国互联网电视项目风险控制建议与收益潜力提升措施 图表101：

互联网电视产品技术应用注意事项分析 图表102：互联网电视产品项目投资注意事项图 图

表103：互联网电视产品行业生产开发注意事项 图表104：互联网电视产品销售注意事项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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