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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发展深度研究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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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电子一般指消费电子产品，指供日常消费者生活使用但非生活必需电子产品，通常具有
小巧轻便、操作简单和节能设计等优点。根据功能不同，传统意义的消费电子产品可分为娱
乐产品、通讯产品、家庭办公产品等三大类，且其外沿不断扩展，白色家电、婴儿家具等已
逐渐纳入到消费电子范畴，单一产品的功能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具体如下：

主要类别
具体产品
娱乐产品
可穿戴设备，VR/AR设备，平板电视，数码相机，摄像机，视频播放器（DVD/VCR），游
戏机，MP3 播放器，电子乐器（合成器键盘）等
通讯产品
智能手机，电话，具有电子邮件功能的笔记本电脑等
家庭办公产品
笔记本电脑，台式计算机，打印机，碎纸机，计算器等
其他品类
白色家电产品（例如冰箱，洗衣机，智能厨具等）
婴儿家具产品（例如智能婴儿监控设备等）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一、行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由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消费电子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促进了我国消费
电子行业快速发展。到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消费电子产品前沿市场，产销规模均居世
界第一，全球主要的电子生产和代工企业大多数在我国设立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数据显示
，2017年我国消费电子市场规模为16120亿元，2021年增至18113亿元，市场规模庞大。

数据来源：Statista，观研天下整理
而虽然进入2022年以来，受俄乌冲突、全球通胀、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消费电子行业现状
不容乐观，市场整体需求仍相对较低迷，产业链供应端的去库存压力仍然较大，消费电子行
业复苏虽有积极迹象但仍需时日。但预计随着疫情渐趋稳定、新型消费电子产品更新迭代及
众多新品发布，作为全球重要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基地、创新中心和最具活力的前沿消费市
场，有理由相信，我国消费电子市场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市场需求或将迎来进一步的
回升。
目前我国消费电子行业发展特点如下：
一是技术和创新能力明显提升。消费电子行业是国家战略性发展产业，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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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陆续出台政策支持电子行业升级，打造以新一代电子信息技
术为基础的全新产业结构，以创新为驱动的电子行业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诸多“世界首发”
消费电子产品陆续问世，包括全球首款消费级可折叠柔性屏手机、全球首款叠屏电视、全球
首台卷曲屏8K激光电视、全球首款4K240Hz曲面电竞用显示器、全球首台5G笔记本电脑等
，彰显了我国创新能力水平。到目前我国消费电子产业锻造出众多全球驰名品牌，有数据显
示，2021年在全球手机、彩电、计算机出货量前五品牌中，我国大陆手机品牌有3家，彩电
品牌有3家，计算机品牌有1家。
二是技术升级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向智能化和集成化发展。消费电子行业是典型的科技驱动行
业，每一次科技创新在重塑行业业态的同时，也带来了新兴的产业需求。近年来，以
5G、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
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的逐步成熟，进一步加速了消费电子产品在云、管、 端三方
面的融合，使物联网和智能硬件产品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推动消费电子持续向智
能化和集成化发展，其中，集成化是指产品体积持续变小的同时集成更多的功能，智能化是
指将硬件设备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使得智能终端具备信息处理和数据联接能力，可实现感知
、交互服务等功能。
三是消费电子行业已形成成熟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品牌商和制造商分工明确。消费电子产品
具有覆盖面广、下游需求变化快、产品迭代周期短、新品类不断涌现等特点。随着消费电子
行业分工的日益深化，消费电子企业逐步分化成品牌商、方案商、制造商等，定位更加明确
。例如品牌商通过委托加工等方式将生产环节外包，可以更加专注于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以
及品牌和渠道的推广，持续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四是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近年来随着消费电子行业逐渐形成成熟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品牌
商和制造商逐渐分工明确，子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这是因为在此过程中，部分技术实力较
弱、规模较小的生产商逐步退出，行业资源逐步向规模较大的厂商集中。以智能手机为例，
2022年我国智能手机市场TOP5市占率从2021年的84.4%增长到86.3%。
二、行业主要细分市场情况
1、手机
手机全称为移动电话或无线电话，原本只是一种工具，早期又有“”的俗称，是可以在较广范
围内使用的便携式电话终端，最早是由美国贝尔实验室在1940年制造的战地移动电话机发
展而来。
目前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手机的应用，国内市场已经进
入成熟期，手机出货量逐年下滑。2021年受5G替换需求的影响，手机出货量小幅增长，出
货量达3.51亿部，较2020年增加了0.43亿部，同比增长13.96%。但进入2022年，市场不及
预期，需求疲软，总体出货量明显下降。2022年上半年间，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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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亿部，较去年同比下降21.7%；再次表现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手机的普及，我国手机市场
已近饱和状态，现有市场的竞争局势将逐渐激烈。

数据来源：信通院，观研天下整理
智能手机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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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几年
来，智能手机行业表现不景气，出货量逐渐跌落。数据显示，2022年1-5月，国内智能手机
出货量1.06亿部，同比下降27.0%，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8.2%。

数据来源：信通院，观研天下整理
5G手机方面：作为5G时代的“领头羊”，自2021年以来，我国5G手机进入发展“快车道”，机
成为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选择。但进入2022年，5G手机市场有所放缓，出货量有所下降
。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5G手机出货量达2.66亿部，较2020年增加了1.03亿部，同比增长
63.19%，占全国手机总出货量的75.78%。2022年1-5月我国5G手机出货量8620.7万部，同
比下降20.2%，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9.7%。

数据来源：信通院，观研天下整理
竞争格局格局，目前我国手机市场竞争格局较为稳定，市场集中度较高，vivo、OPPO、小
米、苹果、荣耀五大品牌占据了主要优势地位。有数据显示，2021年vivo、OPPO、小米、
苹果、荣耀手机出货量分别为7100万台、6710万台、5110万台、5030万台和3860万台，市
占率分别为21.5%、20.4%、15.5%、15.3% 和11.7%，合计占据84.4%的市场份额。
2、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又称便携式电脑，是一种小型、方便携带的板型装置，具有一定的触摸式输入和网
络连接功能。与电脑相比，平板电脑移除了鼠标和键盘的配置，具有更佳的便携性，且其通
过触屏进行操作，使用方式更简易。与手机相比，平板电脑的屏幕尺寸更大，在观影、阅读
等方面具有更好的体验感。凭借着多方面优势，平板电脑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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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IDC，观研天下整理
3、可穿戴设备
可穿戴设备即直接穿在身上，或是整合到用户的衣服或配件的一种便携式设备，具备可移动
性、可穿戴性、可持续性、简单操作性、可交互性五大基本特征。可穿戴设备主要可分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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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式、耳戴式、身着式和脚穿式四大类。
近年来得益于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及社会环境的支持，我国可穿戴设备显示出蓬勃生机。同
时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居民的购买力逐渐增强，良好的经济环境
推动了我国可穿戴设备的普及。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可穿戴设备市场出货量约为1.4亿部
，同比增长27.3%。

数据来源：IDC，观研天下整理
目前在我国可穿戴设备细分市场中，耳戴设备市场出货量保持在较高水平。有数据显示，20
21年我国耳戴设备市场出货量约为7898万台；手表市场出货量为3956万台，其中，成人手
表2013万台，儿童手表1943万台；手环市场出货量为1910万台。

数据来源：IDC，观研天下整理（WW）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发展深度研究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2022-2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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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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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18-2022年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消费电子行业发展情况概述
一、消费电子行业相关定义
二、消费电子特点分析
三、消费电子行业基本情况介绍
四、消费电子行业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2、采购模式
3、销售/服务模式
五、消费电子行业需求主体分析 
第二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一、消费电子行业生命周期理论概述
二、消费电子行业所属的生命周期分析
第三节消费电子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消费电子行业的赢利性分析
二、消费电子行业的经济周期分析
三、消费电子行业附加值的提升空间分析

第二章 2018-2022年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第二节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与区域分布情况
第三节亚洲消费电子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亚洲消费电子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亚洲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亚洲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节北美消费电子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北美消费电子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北美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北美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五节欧洲消费电子行业地区市场分析
一、欧洲消费电子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二、欧洲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分析
三、欧洲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前景分析
第六节 2022-2029年世界消费电子行业分布走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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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2022-2029年全球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章 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产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第二节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对消费电子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行业监管体制现状
二、行业主要政策法规
三、主要行业标准
第四节政策环境对消费电子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五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第四章 中国消费电子行业运行情况
第一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发展状况情况介绍
一、行业发展历程回顾
二、行业创新情况分析
三、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的因素
二、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
三、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解析
第三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供应情况分析
一、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供应规模
二、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供应特点
第四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一、中国消费电子行业需求规模
二、中国消费电子行业需求特点
第五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供需平衡分析

第五章 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产业链和细分市场分析
第一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产业链综述
一、产业链模型原理介绍
二、产业链运行机制
三、消费电子行业产业链图解
第二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产业链环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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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游产业发展现状
二、上游产业对消费电子行业的影响分析
三、下游产业发展现状
四、下游产业对消费电子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我国消费电子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一、细分市场一
二、细分市场二

第六章 2018-2022年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竞争现状分析
一、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二、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主要品牌分析
第二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二、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市场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竞争特征分析
一、企业区域分布特征
二、企业规模分布特征
三、企业所有制分布特征

第七章 2018-2022年中国消费电子行业模型分析
第一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一、波特五力模型原理
二、供应商议价能力
三、购买者议价能力
四、新进入者威胁
五、替代品威胁
六、同业竞争程度
七、波特五力模型分析结论
第二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SWOT分析
一、SOWT模型概述
二、行业优势分析
三、行业劣势
四、行业机会
五、行业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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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消费电子行业SWOT分析结论
第三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竞争环境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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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2年中国消费电子行业需求特点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动态情况
第二节中国消费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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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消费电子行业成本结构分析
第四节消费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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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价格现状分析
第六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平均价格趋势分析
二、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平均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第九章 中国消费电子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中国消费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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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中国消费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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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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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中国消费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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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22年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消费电子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中国华东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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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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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华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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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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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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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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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节 2022-2029年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区域分布预测

第十一章 消费电子行业企业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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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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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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二章 2022-2029年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消费电子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消费电子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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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消费电子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消费电子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消费电子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消费电子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消费电子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四、消费电子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消费电子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消费电子行业风险分析
一、消费电子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消费电子行业技术风险
三、消费电子行业竞争风险
四、消费电子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观研天下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中国消费电子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消费电子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消费电子行业产品策略
二、消费电子行业定价策略
三、消费电子行业渠道策略
四、消费电子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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