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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物联网被视为互联网的应用扩展，应用创新是物联网的发展的核心，以用户体验为核心

的创新是物联网发展的灵魂。物联网是指通过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如传感器、射频识别

（RFID）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气体感应器等各种装置与技术，

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采集其声、光、热、电、力学、化学、

生物、位置等各种需要的信息，与互联网结合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其目的是实现物与物、

物与人，所有的物品与网络的连接，方便识别、管理和控制。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物联网市场分析预测与投资方向研究报告》共十四

章。首先介绍了中国物联网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物联网行业发展环境，然后对中国

物联网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物联网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

景。您若想对中国物联网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章 物联网产业发展相关概述

 第一节 物联网基础简述

 一、“物联网”概念的提出

 二、物联网简介的定义

 三、物联网的原理

 第二节 物联网的特征

 一、全面感知

 二、可靠传递

 三、智能处理

 第三节 物联网

 一、物联网产生背景

 二、技术架构

 第四节 物联网关键领域

 一、RFID



 二、传感网

 三、M2M

 四、两化融合

 第五节 物联网应用模式

 一、对象的智能标签

 二、环境监控和对象跟踪

 三、对象的智能控制

 

 第二章2011-2012年物联网应用分析 

 第一节2011-2012年物联网应用情况分析 

 一、中国移动首个大众物联网应用诞生 

 二、物联网市场应用态势 

 三、生产线上的物联网情况分析 

 四、汽车物联网的应用情况分析 

 五、物联网环境下电子商务的发展 

 六、物联网在中国医药流通中的应用情况 

 第二节 物联网对多行业信息化产生深远影响 

 一、物联网与零售、物流信息化的关系 

 二、物联网与公安信息化的关系 

 三、物联网与交通运输信息化的关系 

 四、物联网与医疗信息化的关系 

 五、物联网与制造业信息化的关系 

 六、物联网与家居生活信息化的关系

 

 第三章2011-2012年全球物联网业运行透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世界物联网建设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一、全球经济现状及影响分析

 二、欧盟发布推动物联网发展系列白皮书及影响分析

 三、各国制定标准抢夺话语权

 第二节 2011-2012年世界物联网行业运行综述 

 一、世界物联网市场亮点透析

 二、世界物联网建设新时展



 三、世界物联网技术应用情况

 第三节2011-2012年世界主要国家物联网行业运行分析 

 一、日本物联网发展分析 

 二、美国物联网发展分析 

 三、韩国物联网发展分析

 四、欧盟

 第四节 2013-2017年全球物联网业新趋势探析

 

 第四章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产业动态聚焦

 一、中国物联网与智慧城市建设高峰论坛召开 

 二、物联网已被列入了“十二五”发展规划

 第二节 中国发展物联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物联网已成为信息产业大势所趋

 二、物联网将加快多行业多领域信息化进程

 三、我国推广物联网的条件已经成熟

 四、国家工信部明确提出加快物联网建设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行业运行总况 

 一、“感知中国”的提出促物联网在中国迅速升温

 二、我国推动物联网由概念向产业转化

 三、中国物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情况 

 四、物联网行业景气及企业家信心指数调查

 五、中国加速进入物联网时代 

 六、物联网孕育新经济增长点 

 七、推广物联网的条件已更成熟 

 第四节 物联网在我国的主要应用

 一、食品溯源

 二、安全防范

 三、电子回执

 四、智能电网

 五、环保监控

 第五节 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市场运行综述 



 一、2011-2012年是物联网热门产品 

 二、物联网发展上游产业是关键 

 三、物联网将掀起信息产业革命 

 四、物联网的发展态势分析 

 第六节 中国物联网市场发展模式及标准分析 

 一、物联网将带来四种商业模式变革 

 二、物联网面临标准博弈 

 第七节 中国物联网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制约我国物联网发展的主要瓶颈

 二、物联网核心技术专利主导权缺失

 三、缺乏规模效应导致物联网成本过高

 四、物联网发展面临的安全问题

 第八节 发展中国物联网行业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我国物联网发展的对策

 二、中国物联网行业发展策略分析

 三、进一步加速我国物联网发展的措施

 四、发展中国物联网产业的政策建议

 

 第五章2011-2012年物联网技术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物联网技术进展简析

 一、我国不断加快物联网技术研发步伐

 二、政策支持促进我国物联网技术革新

 三、我国连续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获突破

 四、信息高速公路是物联网发展的技术基础

 五、中国物联网核心技术研发仍有待突破

 第二节 射频识别（RFID）技术

 一、RFID技术简介

 二、RFID技术是物联网核心技术

 三、我国RFID技术应用概况

 四、中国RFID技术开发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五、中国RFID技术发展战略

 第三节 二维码技术



 一、二维码技术介绍

 二、二维码技术的特点及应用

 三、二维码技术在物联网领域的应用

 四、我国二维码技术标准简述

 五、二维码技术驱动手机二维码发展

 第四节 电子代码（EPC）技术

 一、EPC与物联网

 二、EPC技术介绍

 三、EPC系统介绍

 四、中国发展EPC技术的措施建议

 第五节 无线网络技术

 一、无线网络技术的原理及优势

 二、无线网络技术的主要标准

 三、中国无线网络技术发展简况

 

 第六章 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产业链透析 

 第一节 传感网络 

 一、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发展前景 

 二、2011-2012年传感网发展机遇分析 

 三、无线传感网络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四、传感网的前景和未来发展趋势 

 第二节 传输网络 

 一、本地传输网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二、未来传输网络的发展趋势 

 三、下一代传输网的整体发展方向

 

 第七章　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带动设备行业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设备行业发展综述

 一、中国物联网设备行业发展状况

 二、我国物联网设备行业的关键领域

 三、物联网发展加速射频识别设备业壮大

 第二节 传感器



 一、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二、我国传感器行业取得较快发展

 三、我国传感器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四、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特点及应用

 五、中国传感器技术的发展方向

 第三节 智能卡芯片

 一、中国移动通信智能卡市场发展概况

 二、国内芯片厂商在智能卡市场竞争加剧

 三、智能卡芯片技术应用领域持续扩张

 四、智能卡芯片市场主要本土厂商及产品介绍

 第四节 国内主要物联网设备供应商介绍

 一、新大陆科技集团

 二、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三、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四、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五、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章2011-2012年物联网产业集群分析

 第一节 浙江物联网产业发展分析 

 一、浙江努力将发展优势转化为领先优势

 二、物联网在浙江的应用情况 

 三、杭州加快推进物联网产业 

 四、杭州物联网产业走在全国前列 

 第二节 上海物联网产业发展分析 

 一、上海：顶层规划，上海先行

 二、物联网率先在上海世博会中广泛应用 

 三、上海物联网发展情况分析 

 第三节 广东物联网产业发展分析 

 一、广东已具备发展物联网的条件 

 二、广东构建物联网产业发展高地

 第四节 北京物联网产业发展分析

 一、北京打造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中心



 二、北京物联网工程中心揭牌成立

 三、北京市物联网初步规划

 四、北京物联网3年完成5个目标

 第五节 其他地区物联网产业发展分析 

 一、山东物联网产业发展分析 

 二、无锡物联网建设及政策推动情况 

 三、广西积极推进区域物联网发展 

 四、江苏积极研发物联网技术 

 五、重庆物联网建设情况分析 

 六、福建：政府驱动，迎头赶上

 七、四川物联网可差异化发展升位

 八、黑龙江

 1、黑龙江省明年首设“物联网工程”

 2、黑龙江省电信业着力发展特色物联网应用

 

 第九章 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行业竞争新格局分析 

 第一节2011-2012年物联网竞争状况分析 

 一、物联网与智能电网竞争状况 

 二、物联网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竞争格局 

 三、物联网企业竞争格局 

 第二节 物联网与行业信息化的营销策略 

 一、把握物联网的概念契机 

 二、客户群的划分 

 三、确立并推出品牌 

 四、广泛的价值链体系

 

 第十章 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产业重点企业运营关键性财务数据分析

 第一节 新大陆科技集团 （000997）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02161）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02280）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002231）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000701）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上海贝岭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同方股份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福日电子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九节 长电科技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节 大唐电信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一节 东信和平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二节 高鸿股份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一章　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产业链下游运营商分析

 第一节 运营商与物联网

 一、运营商在物联网发展中的定位

 二、电信运营商受益物联网发展

 三、运营商在物联网产业链中的商机

 四、运营商将主导物联网产业商业模式

 五、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发力物联网

 六、电信运营商推进物联网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二节 中国移动

 一、中国移动公司加速拓展M2M业务

 二、中国移动首个大众物联网应用诞生

 三、中国移动物联网业务获阶段成果

 四、中移动与苏州市合作推进开展城市物联网应用

 五、中国移动物联网与行业信息化营销策略

 第三节 中国联通

 一、中国联通在3G领域竞争优势明显



 二、3G单向收费倒逼中国联通发展物联网

 三、中国联通积极开发物联网技术

 四、中国联通与无锡市达成物联网合作协议

 第四节 中国电信

 一、中国电信积极加速物联网技术开发应用

 二、中国电信大力推进基于IPv6的物联网应用研发

 三、中国电信在物联网领域的优势及进展状况

 四、2010年中国电信与宝钢签订物联网服务合作协议

 

 第十二章 2013-2017年中国物联网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物联网行业前景展望分析

 一、全球物联网产业发展前景预测

 二、中国物联网行业前景广阔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物联网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物联网是未来信息革命的方向 

 二、未来年物联网大规模普及 

 三、物联网发展将引领电子消费变革

 四、物联网将推动商业模式变革

 五、未来物联网产业链发展趋势

 

 第十三章 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建设投资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物联网国际环境浅析

 一、世界将从互联网时代进入“物联网”时代

 二、发展物联网中国与发达国家面临同等机遇

 三、中国成为物联网行业重点竞争市场

 四、日本物联网国家战略经验借鉴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政策环境分析

 一、《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规划纲要》

 二、《2009-2011-2012年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三、《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四、《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

 二、中国调整宏观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三、我国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四、中国宏观经济及政策走势分析

 五、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析

 第四节 社会发展环境分析 

 一、中国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二、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运行状况

 三、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四、我国信息化水平持续快速发展

 五、M2M技术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

 第五节 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 

 一、电子产业振兴规划概述 

 二、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细则 

 三、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三大任务 

 四、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六大工程 

 五、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十项措施 

 六、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的意义与作用

 

 第十四章 2013-2017年中国物联网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 2011-2012年中国物联网投资现状综述

 一、十大重点领域公布，物联网投资版图全面升级

 二、2011-2012年物联网盈利情况分析 

 三、2011-2012年物联网八大金股方兴未艾 

 四、2011-2012年物联网的投资方向与标的选择

 第二节 2013-2017年中国物联网投资机会分析 

 一、物联网十二五规划锁定十大领域衍生投资机会

 二、物联网中小企业的发展商机 

 三、物联网时代的中国制造投资机会 

 四、物联网时代安防行业投资商机 

 五、物联网为RFID产业发展带来契机 

 六、物联网为集成电路产业带来新机遇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物联网投资风险分析 

 一、宏观调控政策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三、市场运营机制风险

 第四节 中国产业信息网投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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