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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监控摄像机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监控摄像

机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监控摄像机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监控摄像机行业的现状、中国

监控摄像机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监控摄像机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监控摄

像机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监控摄像机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监控摄

像机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随着市场对高清、智能摄像机的需求不断升温，未来IP视频监控摄像机将朝着高清、智能

化方向发展，高清网络视频监控摄像机将成为未来监控摄像机的主流。 

 据有关机构推测，以我国现有的城镇居民家庭1亿户计算，结合GDP增长率以及中国城市化

发展速度，未来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5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也有100亿元的市场需求，但是

从目前来看，网络摄像机监控设备的智能化、网络化、高清化是推动这一巨大市场的强大动

力。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未来民用安防市场将成爆发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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