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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十二五”期间，我国服务业发展取得一系列新进展和新突破，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
，新兴服务行业和业态层出不穷，服务贸易规模跃居世界**。但服务业还存在结构性失衡，有效供给能
力不足；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增幅明显放缓；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等诸多
问题。“十三五”时期，立足经济新常态，我国服务业发展要以提升发展规模和效率为核心，以深化改
革和扩大开放为动力，以促进大型城市服务业集聚发展为载体，以互联网＋实体经济为导向，推动服务
业在更高平台上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不断增强对经济转型、民生改善以及大国崛
起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2018-2025年中国手机二维码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对手机二维码市场的分析
由大入小，从宏观到微观，以数据为基础，深入的分析了手机二维码行业在市场中的定位、手机二维码
行业发展现状、手机二维码市场动态、手机二维码重点企业经营状况、手机二维码相关政策以及手机二
维码产业链影响等。
《2018-2025年中国手机二维码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还向投资人全面的呈现了
各大手机二维码公司和手机二维码行业相关项目现状、手机二维码未来发展潜力，手机二维码投资进入
机会、手机二维码风险控制、以及应对风险对策等。
第一章 概述
1.1 二维码
1.1.1 概念
1.1.2 分类
1.1.3 特点
1.2 手机二维码及应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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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被读类应用
1.2.1 主读类应用
第二章 手机二维码发展比较分析
2.1 手机二维码条码标准概述
2.1.1 条码标准比较分析
2.1.2 各国码制选择比较分析
2.2 国外二维码发展现状比较分析
2017-- China Mobile two-dimensional cod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end Analysis Report 2022
2.2.1 国内外二维码行业发展现状比较分析
2.2.2 日韩二维码运营比较分析
2.2.2 .1日韩二维码产业链分析
2.2.2 .2日韩二维码业务应用现状
2.3 国内二维码发展现状分析
2.3.1 发展概述
2.3.2 存在的问题
2.4 PEST分析
2.4.1 政治
2.4.2 经济
2.4.3 社会
2.4.4 科技
第三章 手机二维码消费者市场调查分析
3.1 手机二维码用户特征分析
3.2 用户首次接触二维码及软件的时间分布
3.3 目前手机二维码业务使用分析
3.4 待售商品二维码扫描内容的相关调查
3.5 二维码实现防伪溯源的相关调查
3.6 手机用户为二维码业务付费的相关调查
3.7 手机二维码营销策略分析
3.8 二维码用户市场调查总结
第四章 手机二维码发展商业模式分析
2017-2022年中國手機二維碼行業發展現狀調研與發展趨勢分析報告
4.1 二维码价值链分析
4.1.1 价值链综述
4.1.2 价值链重点企业优势及盈利模式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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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被读类二维码发展商业模式分析
4.2.1 被读类业务价值链分析
4.2.2 业务特点及市场现状分析
4.2.3 商业模式分析
4.3 主读类二维码发展商业模式分析
4.3.1 主读类业务价值链分析
4.3.2 业务特点及市场现状分析
4.3.3 商业模式分析
第五章 国内手机二维码服务市场竞争分析及规模预测
5.1 技术服务提供商竞争分析
5.2 解码软件提供商竞争分析 咨,询,电话:,4,00,61,2,8,６,68
5.3 手机二维码用户规模预测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2/60/ShouJiErWeiMaShiChangXuQiuFenXiY.html
5.4 手机二维码服务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章 产业链推荐厂商分析
6.1 技术服务提供商
6.1.1 中国移动
6.1.2 全国二维码中央平台
6.1.3 意锐科技
6.1.4 矽感科技
6.1.5 上海新大陆翼码科技
6.1.7 银河传媒
6.2 渠道应用商——亿美软通
6.3 终端解码软件开发商
6.3.1 灵动快拍
6.3.2 我查查
6.4 其他行业新进入者——二维码工具化趋势
6.4.1 中国联通
6.4.2 二维码工具化趋势加剧
6.4.3 二维码工具化带来的电子商务新模式——O2O/O2O2O
第七章 (北′京′济′研)建议
7.1 手机二维码发展瓶颈及机遇
7.2 对产业链厂商的建议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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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不同地区手机用户接触二维码业务的时间分布调查
图表 21不同地区手机用户安装二维码软件的时间分布调查
图表 22用户下载手机二维码软件时间分布
图表 23消费者手机二维码已用业务比例
图表 24消费者希望出现的手机二维码业务排名
图表 25不同年龄段用户对二维码业务的喜好程度分布
图表 26不同收入人群对二维码业务的喜好程度分布
图表 27消费者希望出现手机二维码应用的行业排名
图表 28不同年龄段用户对不同行业应用手机二维码业务的期望程度分布
图表 29不同收入人群对不同行业应用手机二维码业务的期待程度
图表 30手机二维码软件常用功能调查
图表 31不同年龄段希望主读类手机二维码软件具有的功能的调查
图表 32不同收入人群希望主读类手机二维码软件具有的功能的调查
图表 33购买产品时，二维码扫描结果重视条目调查
图表 34不同年龄段用户对待售商品扫描结果中关注内容的调查

手机二维码市场需求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

-5-

2018-2025年中国手机二维码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图表 35不同收入用户对待售商品扫描结果中关注内容的调查
图表 36手机二维码实现物品防伪溯源的支持率
图表 37手机用户关于手机二维码实现物品溯源的态度分析
图表 38不同年龄段对手机二维码防伪溯源信息中关注内容的调查
图表 39不同收入人群对手机二维码防伪溯源信息中关注内容的调查
图表 40关于消费者愿意为哪项手机二维码业务付费的调查
2017-2022 nián zhōngguó shǒujī èr wéi mǎ hángyè fāzhǎn xiànzhuàng
diàoyán yǔ fāzhǎn qūshì fēnxī bàogào
图表 41不同年龄段用户对手机二维码业务付费愿望的调查
图表 42不同收入用户对手机二维码业务付费愿望的调查
图表 43手机用户愿意接受二维码软件收费的选项
图表 44不同年龄段愿意支付的手机二维码月消费金额调查
图表 45不同年龄段愿意支付的手机二维码月消费金额调查
图表 46手机二维码营销策略调查分析
图表 47二维码用户市场调查结论分析
图表 48二维码业务产业链结构图
图表 49二维码价值链角色比较分析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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