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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了常见的行业报告查询网站，分为 5 类。

1. 国家权威机构类

2. 国内第三方机构

3. 国内 BAT 数据报告

4. 投资机构的投资报告

5. 国外咨询机构

国家权威机构类

序号 网站 核心服务

1 中国信通院 国家智能机出货量
方统计

2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中国城
地铁线路的流量数据

3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可查询5A
区、小微企业名单、法人信用查询、出租车信息查询等

4 国家宏观经济数据 可查询GDPI
PI总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粮食产品IPPI各地区行政规划、各地财政收入等等

5 国家统计局 包括年度、季度、
家、国际、年鉴的所有数据指标和历史

6 世界银行 可查询健康、农业、
共部门人口分布、外债、性别、教育、环境、气候变化、能源、贫困等各种公开数据

7 世界数据图册 世界和地区统计
料，各国数据，地图，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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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第三方机构

序号 网站 核心服务

1 艾瑞网 艾瑞研究:互联网行业
告

2 艾瑞APP指数:移动APP Top10
0月度活跃和日活

3 艾瑞PC指数: PC TOP1000月
和日活

4 199IT互联网数据中心 所有行
报告，内容多

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
数据可当做互联网人口普查基础表

6 易观 易观智库，数据仅供参考

7 友盟数据报告 阿里系:数据仅
参考

8 赛诺数据 智能机出货量统计

9 艾媒网 全球移动互联网行业数
发布平台，行业报告可看

10 艺恩咨询 娱乐行业，电影电
行业

11 旅游圈 旅游数据报告

12 阿拉丁统计 小程序报告

13 爱应用 提供APP的所有历史
本记录

14 卡思数据 短视频网红分析

15 国金证券研究所 国家宏观经
研究数据&报告

16 DCCI 数据仅供参考

17 TalkingData 移动观象台，
业报告可看

18 DataEye 大数据移动营销综
服务商，偏手游方向

19 ASO100 APPStore数据平台i
S榜单排行榜查询

20 Appannie 国外用户应用

国内 BAT数据报告

序号 网站 核心服务

1 腾讯 腾讯业绩报告

2 腾讯大数据:腾讯云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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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报告

3 企鹅智库

4 百度 百度开放服务平台:百度
数据分析的行业报告

5 百度数据中心报告

6 阿里 阿里研究院

7 优酷网络视频数据报告

投资机构的统计网站

序号 网站 核心服务

1 CB Insights 公司估值，独角
公司列表

2 IPO Center IPO相关的新闻和
势报告

3 PrivCo 美国金融数据公司，主
关注未上市的公司投融资，含中国公司

4 NVCA 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

5 PWC money tree report是每
季度美国的风险投资行业报告

6 KPMG KPMG丰马威的insight
报告，一般是每个季度的创投趋势，比较细致

7 Tencent Holdings Ltd 各个
司的收益模式和关键驱动的趋势

8 IT桔子 中国创业公司投融资数
和报告

9 投资中国网 每个季度的行业融
报告，不定期有专项分析报告

国外咨询机构

序号 网站 核心服务

1 Flurry 国外APP行业报告

2 App Annie app指数报告、ap
分发行业

3 BI Intelligence business insid
r的报告

4 Newzoo 侧重手游行业

5 Gartner 侧重硬件出货量，包
智能机&PC

6 IDC IDC的硬件出货量全球报告

7 Ericsson Global移动行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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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amesIndustry Global智能机
告

9 Juniper 通信无线报告

10 GFK 终端比较专业的报告

11 Kantar Worldpanel 主要统
Android和lios的市场份额

12 weforum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
揭示国内外发展的大趋势

13 CADAS 全球航空公司研究报告

14 draphant 印度互联网年报，
度出海报告，比较详细

15 GSMA 全球移动互联网经济
析报告:可以免费下载报告和数据

16 德勤中国 审计、企业管理咨
、财务咨询、风险管理、税务服务及行业洞察

17 罗兰贝格行业评论 战略和行
报告

18 普华永道 各个行业的主要发
和行业报告

19 胡润百富(中国) 中国企业加
体变化的权威机构

20 尼尔森 全球著名的市场调研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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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主：坐标广州，喜欢折腾各种东西的工程师，如有问题探讨可以直接下方留言。

声援博主：如果您觉得文章对您有帮助，可以评论、订阅、收藏。您的鼓励是博主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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