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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终端指数产品 

 

1.1 终端指数产品菜单简介 

 

终端指数产品菜单 

一 二 三 

市场洞察 

市场份额 

各区域占比 

同区域各品牌份额 

发展趋势 

终端容量 

终端价格 

市场竞争 

品牌机型市场份额 

CRN/HHI 指数 

品牌洞察 终端结构 

网络制式 

屏幕尺寸 

终端价格 

后置摄像头像素 

单双摄像头 

CPU 厂商 

单双卡 

屏占比 

流向洞察 

流失规模 

 终端流失变化趋势 

流失终端的网龄分布 

终端迁移 

终端迁徙分布 

终端迁入迁出 

终端故事 终端使用行为 终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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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功能模块一：【市场洞察】-【市场份额】-【各区域占比】 

在菜单栏点击【各区域占比】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1）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2）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3）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所有品牌、各品牌。 

（4）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月

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5） 鼠标点击相应省份，地图自动转换为该省份的地市级别地图。点击任意

地市后回退到全国的各省份级别地图。 

（6） 鼠标移入相应省份或地市时，显示该省份或地市的名称、终端量（单

位：万）、占比 

 

1.3 功能模块二：【市场洞察】-【市场份额】-【同区域各品牌份

额】 

在菜单栏点击【同区域各品牌份额】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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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2）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3）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所有品牌、各品牌。 

（4）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月

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5） 鼠标点击相应省份，地图自动转换为该省份的地市级别地图。点击任意

地市后回退到全国的各省份级别地图。 

（6） 鼠标移入相应省份或地市时，显示该省份或地市的名称、终端量（单

位：万）、份额 

1.4 功能模块三：【市场洞察】-【发展趋势】-【终端容量】 

在菜单栏点击【终端容量】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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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2）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3）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4） 点击 “ ”时间段选择框可选择：可在历史月

份到数据最新月份间任意选择。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

新。 

（5） 鼠标点击“ ”图例相应品牌：可在图中隐

藏该品牌，再次点击显示该品牌。 

（6） 鼠标移入相应月份时，显示该品牌名称、终端量（单位：万） 

 

1.5 功能模块四：【市场洞察】-【发展趋势】-【终端价格】 

在菜单栏点击【终端价格】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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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2）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3）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4） 点击 “ ”时间段选择框可选择：可在历史月

份到数据最新月份间任意选择。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

新。 

（5） 鼠标点击“ ”图例相应机型：可

在图中隐藏该机型，再次点击显示该机型。 

（6） 鼠标移入相应月份时，显示该机型名称、终端价格（单位：元） 

 

1.6 功能模块五：【市场洞察】-【市场竞争】-【品牌机型市场份

额】 

在菜单栏点击【品牌机型市场份额】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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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按钮可选择：新增或存量。 

（2）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3）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4）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5）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6） 鼠标移入相应月份时，显示该品牌机型名称、终端份额（单位：

100）。 

 

1.7 功能模块六：【市场洞察】-【市场竞争】-【CRN/HHI 指数】 

在菜单栏点击【CRN/HHI 指数】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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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按钮可选择：新增或存量。 

（2）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3）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4） 点击 “ ”时间段选择框可选择：可在历史

月份到数据最新月份间任意选择。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

新。 

（5） 鼠标移入相应月份时，显示该月份的名称、当月 CRN指数（单

位：%）。 

 

1.8 功能模块七：【品牌洞察】-【终端结构】-【网络制式】 

在菜单栏点击【网络制式】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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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按钮可选择：新增或存量。 

（2）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3）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4）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5）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6） 鼠标移入相应分段时，显示该分段的名称、终端量（单位：万）、份额

（单位：%）。 

 

1.9 功能模块八：【品牌洞察】-【终端结构】-【屏幕尺寸】 

在菜单栏点击【屏幕尺寸】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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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按钮可选择：新增或存量。 

（2）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3）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4）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5）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6） 鼠标移入相应分段时，显示该分段的名称、终端量（单位：万）、份额

（单位：%）。 

 

1.10 功能模块九：【品牌洞察】-【终端结构】-【终端价格】 

在菜单栏点击【终端价格】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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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按钮可选择：新增或存量。 

（2）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3）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4）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5）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6） 鼠标移入相应分段时，显示该分段的名称、终端量（单位：万）、份额

（单位：%）。 

 

1.11 功能模块十：【品牌洞察】-【终端结构】-【后置摄像头像

素】 

在菜单栏点击【后置摄像头像素】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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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按钮可选择：新增或存量。 

（2）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3）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4）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5）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6） 鼠标移入相应分段时，显示该分段的名称、终端量（单位：万）、份额

（单位：%）。 

 

1.12 功能模块十一：【品牌洞察】-【终端结构】-【单双摄像头】 

在菜单栏点击【单双摄像头】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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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按钮可选择：新增或存量。 

（2）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3）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4）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5）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6） 鼠标移入相应分段时，显示该分段的名称、终端量（单位：万）、份额

（单位：%）。 

 

1.13 功能模块十二：【品牌洞察】-【终端结构】-【CPU 厂商】 

在菜单栏点击【CPU厂商】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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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按钮可选择：新增或存量。 

（2）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3）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4）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5）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6） 鼠标移入相应分段时，显示该分段的名称、终端量（单位：万）、份额

（单位：%）。 

 

1.14 功能模块十三：【品牌洞察】-【终端结构】-【单双卡】 

在菜单栏点击【单双卡】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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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按钮可选择：新增或存量。 

（2）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3）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4）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5）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6） 鼠标移入相应分段时，显示该分段的名称、终端量（单位：万）、份额

（单位：%）。 

 

1.15 功能模块十四：【品牌洞察】-【终端结构】-【屏占比】 

在菜单栏点击【屏占比】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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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按钮可选择：新增或存量。 

（2）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3）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4）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5）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6） 鼠标移入相应分段时，显示该分段的名称、终端量（单位：万）、份额

（单位：%）。 

 

1.16 功能模块十五：【流向洞察】-【流失规模】-【终端流失变化

趋势】 

在菜单栏点击【终端流失变化趋势】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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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2）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3）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4） 点击 “ ”时间段选择框可选择：可在历史

月份到数据最新月份间任意选择。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

新。 

（5） 鼠标移入相应月份时，显示该月份的名称、流失终端量（单位：万）、

流失率（单位：%）。 

 

1.17 功能模块十六：【流向洞察】-【流失规模】-【流失终端的网

龄分布】 

在菜单栏点击【流失终端的网龄分布】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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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2）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3）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4）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5） 鼠标移入相应分段时，显示该分段的名称、终端量（单位：台）、份额

（单位：%）。 

 

1.18 功能模块十七：【流向洞察】-【终端迁移】-【终端迁徙分

布】 

在菜单栏点击【终端迁徙分布】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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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2）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3） 鼠标移入相应省份时，显示该省份的名称、净迁入量（单位：万）。 

1.19 功能模块十八：【流向洞察】-【终端迁移】-【终端迁入迁

出】 

在菜单栏点击【终端迁入迁出】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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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2）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3） 鼠标点击相应省份时，显示该分段的名称、终端量（单位：万）、份额

（单位：%）。 

（4） 终端迁入情况图左上角的“ ”功能区说明：按所选月份的迁入

量由大到小排序的前三省份，例如示例为“北京”、“上海”、“广

州”。 

（5） 点击终端迁入情况图左上角的“XX TOP10”功能按钮时，显示迁入到所

选择省份的 TOP10省份的终端量（单位：万）。 

（6） 终端迁出情况图左上角的“ ”功能区说明：按所选月份的迁出

量由大到小排序的前三省份，例如示例为“北京”、“上海”、“广

州”。 

（7） 点击终端迁出情况图左上角的“XX TOP10”功能按钮时，显示迁出到所

选择省份的 TOP10省份的终端量（单位：万）。 

 

 

 



中国联通大数据公司 SAAS 门户用户操作手册 

 

22 
 

1.20 功能模块十九：【品牌洞察】-【终端使用行为】-【终端性

能】 

在菜单栏点击【终端性能】模块后，显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1） 点击 “ ”选择框可选择：全国、各省份。 

（2） 点击 “ ”地市选择框可选择：全省、各地市。 

（3） 点击 “ ”品牌选择框可选择：各品牌。 

（4） 点击 “ ”时间选择框可选择：数据最新月份及历史

月份。改变数据月份后，图表数据会自动刷新。 

（5） 鼠标移入相应分段时，显示该分段的名称、终端量（单位：万）、占比

（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