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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中国物联网行业经营优秀案例研究
6.1 中国物联网行业企业发展概况
6.2 中国物联网企业经营优秀案例分析
6.2.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及产品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析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2.2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及产品分析
（3）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业务布局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2.3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及产品分析
（3）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2.4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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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基本信息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及产品分析
（3）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2.5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及产品分析
（3）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研发实力分析
（6）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析
（7）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2.6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及产品分析
（3）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2.7 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及产品分析
（3）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
（4）企业研发实力分析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2.8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及产品分析
（3）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销售渠道与网络分析
（6）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2.9 广州机智云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及产品分析
（3）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2.10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基本信息简介
（2）企业主营业务及产品分析
（3）企业物联网业务分析
（4）企业研发能力分析
（5）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6）企业生态战略分析
（7）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第7章：中国物联网行业投资风险及策略分析
7.1 中国物联网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7.1.1 物联网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7.1.2 物联网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7.1.3 物联网行业关联产业风险
7.1.4 物联网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1）人才风险
（2）竞争风险
（3）重复建设风险
7.2 中国物联网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7.2.1 物联网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物联网行业成本壁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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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联网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3）物联网行业用户壁垒分析
7.2.2 物联网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1）运营商主导型
（2）系统集成商主导型
（3）政府主导型
（4）合作运营型
（5）用户主导型
7.2.3 物联网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1）市场需求
（2）政策扶持
（3）成本降低
7.3 中国物联网行业市场投资机会分析
7.3.1 中国物联网产业链投资机会分析
（1）终端设备方面投资机会分析
（2）网络设备方面投资机会分析
（3）软件与应用方面投资机会分析
（4）系统集成方面投资机会分析
（5）运营及服务方面投资机会分析
（6）网络服务方面投资机会分析
7.3.2 中国物联网产业层投资机会分析
（1）物联网行业感知层方面投资机会分析
（2）物联网行业网络层方面投资机会分析
（3）物联网行业应用层方面投资机会分析
7.3.3 中国物联网热点领域投资机会分析
（1）物联网时代智慧城市投资机会分析
（2）物联网时代智慧工厂投资机会分析
（3）物联网时代车联网投资机会分析
（4）物联网时代智能穿戴设备投资机会分析
7.4 中国物联网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7.4.1 物联网行业短期投资策略分析
7.4.2 物联网行业中期投资策略分析
7.4.3 物联网行业长期投资策略分析

第8章：中国物联网行业发展趋势前瞻与前景预测
8.1 物联网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8.1.1 全球物联网行业市场规模前景预测
8.1.2 中国物联网应用市场规模前景预测
8.2 物联网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8.2.1 全球物联网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8.2.2 中国物联网产业链发展趋势分析
（1）物联网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2）物联网应用领域发展趋势分析
（3）物联网行业区域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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