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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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网络广

告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网络广告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网络广告行业的现状、中国网络

广告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网络广告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网络广告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网络广告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网络广告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网络广告就是在网络上做的广告。通过网络广告投放平台来利用网站上的广告横幅、文本

链接、多媒体的方法，在互联网刊登或发布广告，通过网络传递到互联网用户的一种高科技

广告运作方式。与传统的四大传播媒体（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广告及近来备受垂青的

户外广告相比，网络广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实施现代营销媒体战略的重要一部分。网

络广告是主要的网络营销方法之一，在网络营销方法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多

种网络营销方法也都可以理解为网络广告的具体表现形式，并不仅仅限于放置在网页上的各

种规格的BANNER广告，如电子邮件广告、搜索引擎关键词广告、搜索固定排名等都可以理

解为网络广告的表现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当代广告或网络媒介时代，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时代和世界广告

的国际化趋势，催生出广告传播的多元化时代来临。网络媒介以其广域性(或超时空性)和双

向互动性特征而与广播、电视和报刊三大传统媒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这一时期的广告传

播方式、广告存在形态等发生了深刻的变革&mdash;&mdash;由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向以消费

者为中心转移，由传统的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转移，由&ldquo;从传者到受众&rdquo;

的单向传播模式向&ldquo;传者-受众&rdquo;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转移，广告传播重点由以诉

求产品功能和物质利益特点为主向以塑造品牌形象为主转移。

     通过对互联网广告的发展趋势进行梳理，互联网的时代的广告模式呈现出：门户时

代&mdash;&mdash;搜索时代&mdash;&mdash;社区时代的发展趋势。而新的广告模式的确立，

也意味着新的时代的到来。

     全球互联网广告规模不断增长，占整体广告收入比重超50%

     全球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市场发展增速有所放缓。全部在线广告营收(预

估、包括PC和移动广告收入)的全球数字广告市场规模在2012年达到千亿规模，2016年增

长18.87%至2081亿美元；突破2千亿规模；2019年全球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为2733亿美元，同比

增长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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