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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短视频广告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短视频广

告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短视频广告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短视频广告行业的现状、中国

短视频广告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短视频广告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短视频

广告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短视频广告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短视频

广告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已经快速爆发起来。短视频平台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信息

流广告市场的爆发，头部短视频媒体在信息流商业平台上搭建短视频营销平台，获得了广告

主更多的广告预算倾斜，内容方、MCN和营销服务商在短视频营销能力上更加专业化，短视

频信息流广告的变现潜力凸显。

     2019年以来短视频行业持续火热，用户规模的增长和广告主的关注带动了整体市场规模提

升，凭借着短视频产品的碎片化、高传播、低门槛特性，并且目前短视频整体移动互联网用

户渗透率较低，用户红利仍在，有较大的用户发展空间。预计2019年这一规模将达近5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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