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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全球与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通
过低功耗广域网（LPWAN）项目研究团队多年对低功耗广域网（LPWAN）行业的监测调研，结合中
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趋势，依托国家权威数据资源和一手的调研资料数据
，对低功耗广域网（LPWAN）行业现状及趋势进行全面、细致的调研分析，采用定量及定性的科学研
究方法撰写而成。
《全球与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可
以帮助投资者准确把握低功耗广域网（LPWAN）行业的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
低功耗广域网（LPWAN）行业前景预判，挖掘低功耗广域网（LPWAN）行业投资价值，同时提出低
功耗广域网（LPWAN）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章 低功耗广域网（LPWAN）市场概述
1.1 低功耗广域网（LPWAN）市场概述
1.2 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分析
1.2.1 重点企业（11）
1.2.2 LoRaWAN
1.2.3 Weigthless
1.2.4 NB-IoT
1.2.5 其他
1.3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对比分析
1.3.1 全球市场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对比（201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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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全球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及市场份额（2013-2018）
1.4 中国市场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对比分析
1.4.1 中国市场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对比（2013-2018）
1.4.2 中国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及市场份额（2013-2018）
第二章 低功耗广域网（LPWAN）市场概述
2.1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分析
2.1.1 智慧城市
2.1.2 运输和物流
2.1.3 医疗保健应用
2.1.4 其他
2.2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对比分析
2.2.1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亿元）及增长率（2019-2025）
2.2.2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规模（亿元）及增长率（2013-2018）
2.3 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对比分析
2.3.1 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亿元）及增长率（2019-2025）
2.3.2 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规模（亿元）及增长率（2013-2018）
第三章 全球主要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1 全球主要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现状与未来趋势分析
3.1.1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地区对比分析（2019-2025）
3.1.2 北美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1.3 亚太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1.4 欧洲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1.5 南美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1.6 其他地区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1.7 中国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3.2 全球主要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及对比（2013-2018）
3.2.1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地区规模及市场份额
3.2.2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3.2.3 北美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3.2.4 亚太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3.2.5 欧洲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3.2.6 南美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3.2.7 其他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3.2.8 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第四章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企业竞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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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全球主要企业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及市场份额
4.2 全球主要企业总部及地区分布、主要市场区域及产品类型
4.3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企业竞争态势及未来趋势
4.3.1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市场集中度
全文链接
：http://www.BaogaoBaogao.com/9/79/DiGongHaoGuangYuWangLPWANWeiLaiF.html
4.3.2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Top 3与Top 5企业市场份额
4.3.3 新增投资及市场并购
第五章 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企业竞争分析
5.1 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及市场份额（2013-2018）
5.2 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Top 3与Top 5企业市场份额
第六章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企业现状分析
6.1 重点企业（1）
6.1.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6.1.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6.1.3 重点企业（1）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2013-2018）
6.1.4 重点企业（1）主要业务介绍
6.2 重点企业（2）
6.2.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6.2.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6.2.3 重点企业（2）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2013-2018）
6.2.4 重点企业（2）主要业务介绍
6.3 重点企业（3）
6.3.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6.3.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6.3.3 重点企业（3）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2013-2018）
6.3.4 重点企业（3）主要业务介绍
6.4 重点企业（4）
6.4.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6.4.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6.4.3 重点企业（4）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2013-2018）
6.4.4 重点企业（4）主要业务介绍
6.5 重点企业（5）
6.5.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6.5.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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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重点企业（5）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2013-2018）
6.5.4 重点企业（5）主要业务介绍
6.6 重点企业（6）
6.6.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6.6.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6.6.3 重点企业（6）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2013-2018）
6.6.4 重点企业（6）主要业务介绍
6.7 重点企业（7）
6.7.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6.7.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6.7.3 重点企业（7）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2013-2018）
6.7.4 重点企业（7）主要业务介绍
6.8 重点企业（8）
6.8.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6.8.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6.8.3 重点企业（8）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2013-2018）
6.8.4 重点企业（8）主要业务介绍
6.9 重点企业（9）
6.9.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6.9.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6.9.3 重点企业（9）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2013-2018）
6.9.4 重点企业（9）主要业务介绍
全球與中國低功耗廣域網（LPWAN）行業調查分析及市場前景預測報告（2019-2025年）
6.10 重点企业（10）
6.10.1 企业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6.10.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产品类型及应用领域介绍
6.10.3 重点企业（10）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2013-2018）
6.10.4 重点企业（10）主要业务介绍
6.11 重点企业（11）
6.12 重点企业（12）
6.13 重点企业（13）
第七章 低功耗广域网（LPWAN）行业动态分析
7.1 低功耗广域网（LPWAN）发展历史、现状及趋势
7.1.1 发展历程、重要时间节点及重要事件
7.1.2 现状分析、市场投资情况
7.1.3 未来潜力及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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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发展机遇、挑战及潜在风险
7.2.1 低功耗广域网（LPWAN）当前及未来发展机遇
7.2.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7.2.3 低功耗广域网（LPWAN）目前存在的风险及潜在风险
7.3 低功耗广域网（LPWAN）市场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分析
7.3.1 低功耗广域网（LPWAN）发展的推动因素、有利条件
7.3.2 低功耗广域网（LPWAN）发展的阻力、不利因素
7.4 国内外宏观环境分析
7.4.1 当前国内政策及未来可能的政策分析
7.4.2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政策及未来的趋势
7.4.3 国内及国际上总体外围大环境分析
第八章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市场发展预测
8.1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预测（2019-2025）
8.2 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发展预测
8.3 全球主要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市场预测
8.3.1 北美低功耗广域网（LPWAN）发展趋势及未来潜力
8.3.2 欧洲低功耗广域网（LPWAN）发展趋势及未来潜力
8.3.3 亚太低功耗广域网（LPWAN）发展趋势及未来潜力
8.3.4 南美低功耗广域网（LPWAN）发展趋势及未来潜力
8.4 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发展预测
8.4.1 全球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分析预测（2019-2025）
8.4.2 中国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分析预测
8.5 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分析预测
8.5.1 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预测（2019-2025）
8.5.2 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预测（2019-2025）
第九章 研究结果
第十章 中智.林: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0.1 研究方法介绍
10.1.1 研究过程描述
10.1.2 市场规模估计方法
10.1.3 市场细化及数据交互验证
世界および中国の低電力広域ネットワーク（LPWAN）業界調査分析および市場予測レポー
ト（2019-2025）
10.2 数据及资料来源
10.2.1 第三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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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一手资料
10.3 免责声明
图表目录
图：2019-2025年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市场规模（亿元）及未来趋势
图：2019-2025年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市场规模（亿元）及未来趋势
表：类型1主要企业列表
图：2013-2018年全球类型1规模（亿元）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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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8年全球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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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13-2018年中国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市场份额列表
图：中国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市场份额列表
图：2018年中国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市场份额
图：低功耗广域网（LPWAN）应用
表：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对比（2019-2025）
表：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规模（2013-2018）
表：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规模份额（2013-2018）
图：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规模份额（2013-2018）
图：2018年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规模份额
表：2013-2018年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对比
表：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2013-2018）
表：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份额（2013-2018）
图：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份额（2013-2018）
图：2018年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份额
表：全球主要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对比（2019-2025）
图：2013-2018年北美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
图：2019-2025年亚太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
图：欧洲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2019-2025）
图：南美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2019-2025）_订′阅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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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其他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2019-2025）
图：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2019-2025）
表：2013-2018年全球主要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列表
图：2013-2018年全球主要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市场份额
……
quánqiú yǔ zhōngguó dī gōng hào guǎngyùwǎng (LPWAN) hángyè
diàochá fēnxī jí 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2019-2025 nián)
图：2018年全球主要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市场份额
表：2013-2018年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2013-2018年北美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2013-2018年欧洲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2013-2018年亚太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2013-2018年南美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2013-2018年其他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2013-2018年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2013-2018）
表：2013-2018年全球主要企业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
表：2013-2018年全球主要企业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份额对比
图：2018年全球主要企业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份额对比
……
表：全球主要企业总部及地区分布、主要市场区域
表：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企业产品类型
图：2017年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Top 3企业市场份额
图：2017年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Top 5企业市场份额
表：2013-2018年中国主要企业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列表
表：2013-2018年中国主要企业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份额对比
图：2018年中国主要企业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份额对比
……
图：2017年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Top 3企业市场份额
图：2017年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Top 5企业市场份额
表：重点企业（1）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表：重点企业（1）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重点企业（1）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增长率
表：重点企业（1）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全球市场份额
表：重点企业（2）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表：重点企业（2）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重点企业（2）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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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重点企业（2）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全球市场份额
表：重点企业（3）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表：重点企业（3）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重点企业（3）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增长率
表：重点企业（3）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全球市场份额
表：重点企业（4）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表：重点企业（4）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重点企业（4）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增长率
表：重点企业（4）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全球市场份额
表：重点企业（5）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Global and China Low-Power Wide Area Network (LPWAN) Industry Survey Analysis and
Market Forecast Report (2019-2025)
表：重点企业（5）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重点企业（5）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增长率
表：重点企业（5）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全球市场份额
表：重点企业（6）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表：重点企业（6）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重点企业（6）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增长率
表：重点企业（6）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全球市场份额
表：重点企业（7）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表：重点企业（7）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重点企业（7）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增长率
表：重点企业（7）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全球市场份额
表：重点企业（8）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表：重点企业（8）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重点企业（8）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增长率
表：重点企业（8）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全球市场份额
表：重点企业（9）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表：重点企业（9）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重点企业（9）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增长率
表：重点企业（9）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全球市场份额
表：重点企业（10）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表：重点企业（10）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毛利率
表：重点企业（10）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增长率
表：重点企业（10）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全球市场份额
表：重点企业（11）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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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重点企业（12）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表：重点企业（13）基本信息、主要业务介绍、市场地位以及主要的竞争对手
图：2019-2025年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预测
图：2019-2025年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预测
表：2019-2025年全球主要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预测
图：2019-2025年全球主要地区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市场份额预测
图：2019-2025年北美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预测
图：2019-2025年欧洲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预测
图：2019-2025年亚太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预测
图：2019-2025年南美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增长率预测
表：2019-2025年全球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分析预测
图：2019-2025年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市场份额预测
表：2019-2025年全球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分析预测
图：2019-2025年全球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市场份额预测
表：2019-2025年中国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分析预测
图：中国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市场份额预测
表：2019-2025年中国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分析预测
图：2019-2025年中国不同类型低功耗广域网（LPWAN）规模（亿元）及市场份额预测
表：2019-2025年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预测
图：2019-2025年全球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份额预测
表：2019-2025年中国低功耗广域网（LPWAN）主要应用领域规模预测
……
表：本文研究方法及过程描述
图：自下而上及自上而下分析研究方法
图：市场数据三角验证方法
表：第三方资料来源介绍
表：一手资料来源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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