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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企业短信市场现状深度分析与投资战略调研报告（2023-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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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行业基本概述
企业短信是专门为集团客户推出的具有用户信息管理、信息发送、资料查询等功能的信息类
业务。企业短信平台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网站形式或；另一种是提供二次开发工具包，由企
业自行或由第三方提供解决方案和开发接入到集团平台，方便集团的以及等综合应用。web
网站形式不容易受到操作系统的影响，简单方便，发送量少比较适合中小企业；另外由于近
2年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群日益增多，已经有部分集团客户开始通过手机客户端或者
wap网页的方式发送企业短信。市场上的短信平台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通过短信卡或发
送(俗称卡发)；第二种是通过运营商发送。
企业用户使用集团短信通可以向自己的注册用户发送各类短信通知，发送内容包括新产品推
荐信息、业务宣传信息、注册密码信息、市场信息调查信息等，用户还可以利用该短信端口
进行业务投诉、咨询等。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企业短信服务的特点鲜明，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发送通道畅通，短信群发也可以使用网关
和卡来进行，但是发送的到达率均不如短信群发平台。究其原因是因为，短信发送平台具有
一条以上的发送通道，发送到达率高；操作简便，运用于网络后台的短信群发平台，可以根
据发送方的需求自主撰写相关的文字内容，操作简便，修改方便。同时，统一的发送也确保
了告知信息的精确度。
企业短信业务独特优势
类别
企业短信业务优势
OTT工具应用劣势
用户覆盖率
借助移动电话能实现用户近100%覆盖
目前移动互联网用户覆盖率仅为60%左右
传递安全性
用户手机号码实行实名制，具有司法追溯效力
OTT应用大多并未采用实名制注册，不具有司法效力
传递效率
借助移动通信网络，信息传递实时、便捷、高效
需要通信网络和OTT工具的配合支持，稳定性较差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但企业短信服务由于其自身原因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主要是信息容量小、对人的吸引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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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平台因为只能用文字编辑，缺乏相应的图像资料，所以相对略感乏味，并且短信广告泛
滥，阅读率不一定太高。彩信的发送成本又太高；终端资料难收集，短信平台需要有相应的
号码才可以发送，而具体这些号码怎么收集，以及收集后应该发给那些客户就成为一个很重
要的问题，所以短信平台的客户铺盖率不一定全面；发送数量和时间受到一定限制，一般短
信平台的发送数量都有一定的限制，都在几千三甚至几万条以上，发送时间晚上八点以后基
本不能发，灵活性及管理性不如短信电网互动平台。
二、行业发展现状
1、移动信息服务市场
企业短信是当前国内行业移动信息服务的主要产品形式，体现了移动信息服务及时、准确、
交互性强、应用便捷的优势，代表了移动通信网络时代信息服务的优越性。因此企业短信受
移动信息服务市场影响较大。
移动信息服务是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而衍生出来的一个行业。近年来通信技术的进步、移动
终端的普及和移动通信网络的能力提升为移动信息服务在我国的推广带来了机遇。例如移动
通信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为移动信息服务的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

数据来源：国家工信部，观研天下整理
截止2021年末，中国建有5G基站142.5万个，2020-2021两年仅130万个。目前困境有所翻
转，据中国移动公开招标信息，2021年招标48万700M5G基站主设备，174万面700M5G基
站天线，并在2022年补招50万面（2022-2023年中国移动700M基站天线集采）。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移动终端的普及升为移动信息服务带来需求。例如智能手机：近年来随着国家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的完善升级，我国智能手机用户规模呈稳中上升趋势，出货量不断增长，到目前我国已
拥有全球第一大规模智能手机市场。数据显示，2022年1-10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2.15亿部
，同比下降22.0%，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7.4%。

数据来源：信通院，观研天下整理
计算机设备是主要的消费电子领域之一。近年受疫情影响，混合办公环境持续推动市场对于
笔记本电脑等移动设备的增长。根据StrategyAnalytics数据显示，全球笔记本电脑出货量在
2020年达到高点后，在2021年同比增长19%，再次达到创纪录的2.68亿。
平板电脑方面，2017-2019年我国平板电脑市场发展较为平稳，出货量稳定在2220-2241万
台之间。到2020年，受疫情影响，出货量有所增长。进入2021年，受教育市场需求旺盛、
“618” 期间部分机型优惠力度较大等影响，我国平板电脑市场出货量稳步提升。数据显示，
2021年我国平板电脑出货量达2846万台，同比增长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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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DC，观研天下整理
整体来看，近年在用户需求和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移动信息服务的应用领域已从个人服务市
场全面拓展至行业服务市场，服务形式从单一的短信应用扩展至短信、彩信和APP、轻应用
等多种形式，功能应用也从客户服务延伸至移动办公、移动商务、移动金融等多个业务环节
。其中受微信、line、易信、来往、陌陌等社交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个人短信业务呈
现快速下滑态势，而企业短信业务整体维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移动短信业务总量为17619.0亿条，其中点对点短信业务总量为634.
4亿条，企业短信业务总量为16984.6亿条。2022年1-11月我国移动短信业务量累计值为118
99.1亿条，累计增速为1.7%。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2、短信市场
短信简称SMS，是用户通过手机或其他电信终端直接发送或接收的文字或数字信息，用户
每次能接收和发送短信的字符数，是160个英文或数字字符，或者70个中文字符。
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各行业网络化建设的推进，我国短信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尤其是企业短信需求量的增长推动了市场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短信行业重要
的增量市场，约占全球短信行业市场总规模的四分之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短信市场
规模达到433亿元。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短信业务量依旧呈现稳定增长态势，2017－2021年累计增长72.60%。数据显示，2021年我
国短信业务量为11706.9亿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观研天下整理
2、企业短信市场
由于企业短信充分满足了金融、交通运输、电子商务、零售商贸、文化传媒、公共服务等行
业集团客户的移动信息应用需求，近年来企业短信服务市场增长迅速。且在短信市场规范化
后，我国企业短信发送量与其占移动短信总体比例随着我国新经济业态的发展开始稳步增长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企业短信业务量从2013年的4603.3亿条增长至16984.6亿条。

数据来源：工信部，观研天下整理
目前凭借着便捷性、稳定性与可靠性的特征，企业短信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短信行业的主要细
分市场，在我国短信市场占比中超过80%。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企业短信市场规模达到3
6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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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其中短信验证码是行业短信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企业短信市场规模的34.61%；其次为行
业应用短信服务市场，约占企业短信市场规模的25.69%。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近年国内短信验证码服务规模不断增长。而预计在App市场局势明朗化的趋势下，短信验证
码存在着一个新的增长点。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短信验证码服务规模约12.91亿元，到20
21年国内短信验证码服务规模达到了126.54亿元。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行业应用短信规模也在不断增长。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行业应用短信服务规模为16.96亿
元，到2021年国内行业应用短信服务规模达到了93.91亿元。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WW）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发展深度调研与未来投资研究报告（2023-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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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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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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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企业短信行业SWOT分析结论
第三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PEST模型概述
二、政策因素
三、经济因素
四、社会因素
五、技术因素
六、PEST模型分析结论
 
第八章 2019-2023年中国企业短信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消费市场特点分析
一、需求偏好
二、价格偏好
三、品牌偏好
四、其他偏好
第三节 企业短信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 企业短信行业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供需因素
二、成本因素
三、其他因素
第五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平均价格趋势分析
二、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平均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第九章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二、销售收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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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9-2023年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企业短信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 华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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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 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 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 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十一章 企业短信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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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 势分析
第二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六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七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八节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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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九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十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十二章 2023-2030年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企业短信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企业短信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企业短信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企业短信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企业短信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3-2030年中国企业短信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企业短信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企业短信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企业短信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企业短信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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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短信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 企业短信行业风险分析
一、企业短信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企业短信行业技术风险
三、企业短信行业竞争风险
四、企业短信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3-2030年中国企业短信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观研天下中国企业短信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 中国企业短信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行业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企业短信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企业短信行业产品策略
二、企业短信行业定价策略
三、企业短信行业渠道策略
四、企业短信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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