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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网络音乐这一种新的音乐形式, 是通过网络制作、信息网络传播和交易的电子化音乐。网

络音乐中所指的"网络"，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计算机国际互联网，而且包括电信网、移动互

联网、有线电视网以及卫星通信、微波通信、光纤通信等各种以F P 协议为基础的能够实现互

动的智能化网络的互联。      

　　网络音乐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通过电信互联网提供在电脑终端下载或者播放的互

联网在线音乐，二是无线网络运营商通过无线增值服务提供在手机终端播放的无线音乐，又

被称为移动音乐。  

　　截至2016年6月，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到5.02亿，较去年底增加77万，占网民总体的70.8%

。其中手机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到4.43亿，较去年底增加2707万，占手机网民的67.6%。 

2015.12-2016.6中国网络音乐/手机网络音乐用户规模及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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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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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系统分析方法

　　2、比较分析方法

https://www.icandata.com/view/284716.html


　　3、具体与抽象方法

　　4、分析与综合方法

　　5、归纳与演绎方法

　　6、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

　　7、预测研究方法

四、数据来源

　　对行业内相关的专家、厂商、渠道商、业务（销售）人员及客户进行访谈，获取最新的

一手市场资料；

　　艾凯咨询集团长期监测采集的数据资料；

　　行业协会、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等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的数

据与资料；

　　行业公开信息；

　　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的季报、年报和其它公开信息；

　　各类中英文期刊数据库、图书馆、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文献资料；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对行业的重要数据指标进行连续性对比，反映行业发展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http://www.sai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sr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世界贸易组织 https://www.wto.org

　　联合国统计司 http://unstats.un.org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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