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Q3中国手机地图

市场季度监测报告
2016Q3 China Mobile Map Market Quarterly 

Research Report

（内部精简版）



本报告主要采用行业深度访谈、桌面研究等方法，
并结合艾媒咨询自有的用户数据监测系统及北极星
统计分析系统等。

• 通过对行业专家、相关企业与手机地图用户进行深度
访谈，了解相关行业主要情况，获得相应需要的数据。

• 对部分相关的公开信息进行筛选、对比，参照用户调
研数据，最终通过桌面研究获得行业规模的数据。

 政府数据与信息

 行业公开信息

 企业年报、季报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 根据艾媒咨询自身数据库、北极星统计分析系统和草
莓派调研社区平台（Strawberry Pie）的相关数据分
析。

• 艾媒北极星：截止2016年8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研
发技术已经实现对6.57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 面向全国针对各领域征集优秀案例企业进行中，详情
可咨询whd@iimedia.cn 。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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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述

 手机地图

是指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通过WAP或者应用软件进行地图浏览、快

速定位、地点搜索、路线规划等的一种与用户位置相关的位置服务和

应用。

 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

即基于位置的服务，结合移动GIS技术、空间定位技术和网络通信技

术，由电信移动运营商为移动对象提供基于空间地理位置的信息服务。

 特点

1. 覆盖面广—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都可以使用。

2. 交通服务—了解位置，获得到达目的地的路线图、交通状况、路

线选择等信息。

3. 查询广泛—随时查询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好友的位置、附近的餐饮

娱乐、加油站、移动营业点、停车场等场所信息。



2016Q3中国手机地图市场动态

1 高德地图发布开放平台新战略

7月26日，高德地图召开战略发布会，公布高德开放平台的全

新战略—AMAP Inside，其任务是将高德地图专业的定位、

地图、导航等位置能力和LBS服务开放出来，供合作伙伴和开

发者使用。

2 百度地图：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用户出行决策

9月22日，百度地图客户端产品总经理肖慧在“百度地图 智

能出行”主题演讲中指出，用户需求已经由市内出行扩展至

跨城出行，百度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不仅提高百度地图探索

围绕场景智能决策服务的能力，而且顺应城际智慧出行时代

的趋势。

搜狗地图发布“最堵月”出行贴士3
9月，针对北京节假日出行拥堵状况，搜狗地图发布出行贴

士，帮助用户选择畅通路线，搜狗地图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出

行路线规划及以出行为中心的多元化垂直服务，涵盖各种生

活中的细化场景，其中又以精准智慧的避堵导航最受用户青

睐。



2016Q3中国手机地图市场动态

5 腾讯推出地主认证服务

4
高德地图发布AI引擎，打造手机与车机

“两个中心”

9月22日，2016年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腾讯推

出地主认证服务，这是腾讯位置服务开创性地通过微

信公众号，联合四维图新等推出的一项全新服务，可

帮助商户进行位置纠错和新增标注，有效解决店铺位

置在互联网地图上被标示错误的问题，帮助中小微商

户获取更多价值。

9月，高德地图发布高德地图AI引擎，AI引擎以大数

据能力和机器学习能力为基础，面向不同环境和需

求，提供“千人千面”的最优位置出行服务智能工

具，这意味着“一个高德、一云多屏”战略落地，也

明确高德地图在多屏发展模式下，将着重打造手机与

车机“两个中心”。



2016Q3中国手机地图市场用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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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

季度，手机地图用户累计规模已经达到6.54亿人。艾媒咨

询分析师认为，手机地图市场趋于饱和，总体呈现低速增

长的趋势。



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市场份额稳居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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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Q3中国手机地图应用市场格局

高德地图

百度地图

腾讯地图

搜狗地图

老虎地图

图吧地图

其他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

度，高德地图与百度地图分别以34.0%和29.7%的市场份

额位列前两位。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手机地图市场维持

高德与百度双巨头的竞争格局，二者也代表手机地图行业

的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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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愈发重视手机地图核心功能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

度，超过六成用户会使用手机地图的导航功能，超过五成用户

会使用路线查询功能。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用户对手机地图

的核心功能愈发重视，为了维系客户，手机地图供应商必须提

供优质的地图产品与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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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地图渗透用户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

度，手机地图用户查询信息分布排在前四位的是餐饮、银

行、休闲娱乐与酒店。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手机地图已

经渗透到用户衣食住行各方面，是用户连接互联网的一个

重要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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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Q3手机地图新功能对用户使用频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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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手机地图新功能对用户吸引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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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Q3用户对手机地图新功能了解情况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度，用

户对手机地图出行贴士、智能推荐服务等新功能有了解，有40.1%

的用户会因为手机地图的新功能增加使用频率。艾媒咨询分析师认

为，手机地图新功能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对用户吸引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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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使用手机地图追求高效精确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第三季

度，用户对手机地图最不满意因素中，排名前三位的是响应

速度慢、定位不精准和路线推荐不够智能。艾媒咨询分析师

认为，用户在使用手机地图时，对时间与路线精确的要求较

高，手机地图提供商要运用大数据、云智能等先进技术提高

核心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进一步提升客户满意度，巩固市场

份额。



驾车出行使用手机地图的用户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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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使用手机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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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怎么使用导航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相比2016年第二

季度，2016年第三季度用户驾车出行使用手机地图导航的比

例有所上升，过半数受访用户表示驾车出行主要使用手机地

图。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目前市场主流的手机地图如高德地

图等，在导航精度、路线规划等用户体验方面已经普遍获得用

户认可，且相较车载导航更新及时且灵活便携，因此驾车出行

主要使用手机地图的用户比例将继续呈上升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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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地图专注地图服务

• 从自身来看，高德地图拥有雄厚的数据资产。据高德地图官方

报道，仅今年3月，高德地图就对全国34个省、区、市、302个

城市的道路信息进行了更新，累计新增上线2217条重要道路。

数据量的积累保证高德地图能快速更新数据，实现更精准的导

航定位服务。

• 从外部资源看，高德拥有阿里多项业务的支持。支付宝、阿里

云、高德地图是阿里巴巴的三驾马车，支付宝打通支付与消

费，阿里云支持大数据与云计算，高德地图打通出行和交通，

三者都是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数据资产

阿里支持

智慧城市

突出优势，取舍有道

正如之前拒绝做O2O，高德地图舍弃国际化战略体现其“要做

就做到最好”的决心。高德地图起步较早，拥有一批良好的合作

伙伴，这为高德地图未来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艾媒咨询分析师

认为，高德地图专注地图核心功能的优化，同时没有商业化的压

力，这种“回归本质”的商业模式迎合手机地图用户的基本需

求，能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从而巩固市场份额。



百度地图积极布局O2O与推行国际化

• O2O与LBS联系紧密。O2O（Online to Offline）的核心是

基于位置，将用户需求与服务连接起来，LBS（移动定位服

务）为用户提供位置服务，两者有天然的联系。

• 百度积极布局O2O。百度O2O布局的核心是百度搜索直达

号、百度地图与百度糯米。百度搜索直达号为用户提供信息

与服务，百度地图为用户提供定位导航等服务，百度糯米通

过团购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促销服务，三者结合起来，奠定百

度O2O布局的基础。

百度地图 O2O

入口

生活服务

提供

百度希望提供一站式服务，即将用户自身需求与百度地图上

的O2O服务连接起来，容易操作，且更加快捷。

百度地图的国际化战略

百度总裁张亚勤表示，百度地图国际化战略是百度全球化战略

布局的重要环节，百度地图的目标是到2020年，有50%的用

户来自海外。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尽管百度地图的O2O布局与国际化战略

有望为百度带来更多的用户，但是考虑到百度在搜索之外的业

务扩张，如O2O等，均不够理想，且在海外市场百度地图的整

体基础与积累与谷歌地图等有较明显差距，因此艾媒咨询分析

师对百度地图的国际化战略仍然持观望态度。



主流手机地图智慧出行战略对比

VS

高德地图

推动交通大数据生态

高德地图推出AI引擎，积极打

造行业生态，与用户、应用、

汽车、交警建立稳固的联系。

百度地图

用人工智能引领智慧出行

百度地图推出“行程助手”功

能，就像贴身秘书一样，提醒

用户规划出行方式与时间。

腾讯地图

发布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腾讯地图发布《智慧城市评

估报告》，剖析民生、医

疗、交通等痛点问题。

搜狗地图

智慧出游新攻略

搜狗地图推出“可视化雾霾

图”、自驾路线推荐等新功能，

避免用户在出行上浪费时间过多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智慧出行是手机地图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

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彰显个性化的体现。智慧出行的理念是：每个

个体都应受到尊重，每个用户的需求都应得到满足，用户的需求是

手机地图企业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立足点，企业只有“以人为本”，

才能长远发展。



手机地图企业综合竞争力评分

注：选取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搜狗地图这四个市场份

额排名靠前的企业，从产品、市场、团队、技术、运营及战略布局

六个维度进行专家评分，战略布局主要考量四家企业在智慧出行领

域布局的情况。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在各方面展示了较强

实力，两者的战略布局代表手机地图行业的发展趋势。作为行业

追随者的腾讯地图和搜狗地图，在市场、运营、技术方面略逊一

筹，但在智慧出行战略与新功能开发等方面，两者借助优势资源

积极布局，未来发展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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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手机地图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人工智能打造智能化地图

智慧城市的标准配备

平台开放性增强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平台互动性与开放性增强，未

来每个人都能成为手机地图的数据提供者，用户在享受地

图服务的同时也能为更多人提供有价值信息，在全社会形

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氛围。

智慧城市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人们关于民生、环

保、公共安全、工商业活动等多种需求，手机地图作为

交通出行重要工具，是用户必不可少的选择，手机地图

巨头纷纷布局智慧出行顺应了这一趋势。

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基础的手机地图人工智能引擎能

够面向不同的环境，基于用户提供最优位置出行服务。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伴随科技水平的提升，未来手机

地图向个性化和智能化发展的趋势会更加突出。



北极星应用统计分析平台是在广

东省政府省重大科技专项支持下

研发的专业、独立的第三方移动

应用统计分析平台，支持

Android、iOS等主流平台。

北极星系统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

助力开发者统计和分析流量来

源、用户行为、用户习惯、进行

用户画像并与运营商大数据对

接，充分利用运营商精准LBS能

力、用户深度透视能力、用户消

费能力，帮助开发者利用数据进

行产品、运营、推广策略的决

策，改善产品设计，透视运营指

标，提升推广效率。

服务网址：http://bjx.iimedia.cn/ 接入咨询：mwj@iimedia.cn

ADiiMedia艾媒移动广告监测

系统由全球领先第三方数据研究

机构艾媒咨询独家研发，系统针

对移动端广告特性，通过全流程

数据记录跟踪、复合反作弊算

法，结合用户大数据标签分析，

实时提供公正独立的广告监测与

优化服务，帮助广告主、代理公

司及数字媒体有效分析提升营销

效果和投资回报。目前支持微信

公众号、微博、网页、APP、

H5等多种媒体广告监测。

ADiiMedia系统正在为国内外的

过百家知名品牌提供产品及服

务，包括微软、高通、百事、华

为、联想、王老吉、格力等。

http://bjx.iimedia.cn/
mailto:合作详情可咨询whd@iimedia.cn


围绕“互联网+”主题，依托艾媒集团的整合传播营销与互联网

行业大数据挖掘的资源优势，为寻求互联网转型的传统企业以及

互联网创业企业提供业务咨询，整合资源，提升客户价值。

艾媒 大数据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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