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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城域网是在一个城市范围内所建立的计算机通信网，简称MAN。属宽带局域网。由于采用

具有有源交换元件的局域网技术，网中传输时延较小，它的传输媒介主要采用光缆，传输速

率在100兆比特/秒以上。

   MAN的一个重要用途是用作骨干网，通过它将位于同一城市内不同地点的主机、数据库，

以及LAN等互相联接起来，这与WAN的作用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在实现方法与性能上有很大

差别。

   基于一种大型的LAN，通常使用与LAN相似的技术。MAN单独的列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已

经有了一个标准：分布式队列双总线DQDB，即IEEE802.6。DQDB是由双总线构成，所有的

计算机都连结在上面。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城域网行业发展趋势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共十九章

。首先介绍了城域网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城域网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

中国城域网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城域网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

您若想对中国城域网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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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