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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电感器行业现状深度调研与未来投资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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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网地址：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11/618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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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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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行业基本概述
电感器又称扼流器、电抗器、动态电抗器，是能够把电能转化为磁能而存储起来的元件，一
般由骨架、绕组、屏蔽罩、封装材料、磁心或铁心等组成。
电感器组成
骨架
骨架泛指绕制线圈的支架，通常是采用塑料、胶木、陶瓷制成，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制成不同
的形状。小型电感器（例如色码电感器）一般不使用骨架，而是直接将漆包线绕在磁心上。
空心电感器（也称脱胎线圈或空心线圈，多用于高频电路中）不用磁心、骨架和屏蔽罩等，
而是先在模具上绕好后再脱去模具，并将线圈各圈之间拉开一定距离。
绕组
绕组是指具有规定功能的一组线圈，它是电感器的基本组成部分。绕组有单层和多层之分。
单层绕组又有密绕（绕制时导线一圈挨一圈）和间绕（绕制时每圈导线之间均隔一定的距离
）两种形式；多层绕组有分层平绕、乱绕、蜂房式绕法等多种。
磁心与磁棒
磁心与磁棒一般采用镍锌铁氧体（NX系列）或锰锌铁氧体（MX系列）等材料，它有“工”字
形、柱形、帽形、“E”形、罐形等多种形状。
铁心
铁心材料主要有硅钢片、坡莫合金等，其外形多为“E”型。
屏蔽罩
为避免有些电感器在工作时产生的磁场影响其它电路及元器件正常工作，就为其增加了金属
屏幕罩（例如半导体收音机的振荡线圈等）。采用屏蔽罩的电感器，会增加线圈的损耗，使
Q值降低。
封装材料
有些电感器（如色码电感器、色环电感器等）绕制好后，用封装材料将线圈和磁心等密封起
来。封装材料采用塑料或环氧树脂等。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电感器在电路中主要起到滤波、振荡延迟、陷波、稳定电流及抑制电磁波干扰等作用。按工
作频率，电感器可分为低频电感、高频电感；按结构特点可分为磁环电感、叠层电感、模压
电感、绕线电感、色码电感、磁棒电感等﹔按功能特点可分为功率电感、共模电感、EMI电感
、无线充电线圈等；按材料可分为磁性电感以及非磁性电感；按工艺可分为插装电感和片式
电感。
电感器分类
按工作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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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低频电感、高频电感；
按结构特点
可分为磁环电感、叠层电感、模压电感、绕线电感、色码电感、磁棒电感等﹔
按功能特点
可分为功率电感、共模电感、EMI电感、无线充电线圈等；
按材料
可分为磁性电感以及非磁性电感；
按工艺
可分为插装电感和片式电感；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二、行业发展现状
我国电感器开始发展于1960年，但初期制造方式主要为手工制造，生产效率低下，直到198
0年，不少企业积极引进了生产设备与技术，电感器厂商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建立。但到了1
990年以来，由于行业初期红利消失，企业开始寻求技术上的突破，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
现技术红利。
近年来我国电感器件市场规模呈现上涨态势，尤其是2020年迎来了爆发性的增长，市场规
模到达了327.2亿元，同比增长103.99%。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电感器件市场规模为
356.4亿元，同比2020年上涨8.92%。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市场销售额保持持续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电感器件行业的市场销售额约为281
亿元，与2019年相比增长约9.5%；2021年市场销售额增长至312亿元左右，较上年同比增
长约11%。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目前在我国国内市场中，由于电感器件需求量大，且国内供给不足，较为依赖于进口，进口
量大于出口量，但差距在逐渐缩小。数据显示，2022年1-9月中国电感器件进口量为1179.7
亿个，出口量为712.1亿个。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观研天下整理
三、行业下游应用市场情况
目前我国电感器件主要应用在移动通讯、汽车、工业等行业。其中手机等移动通讯领域是电
感最大下游市场，占比高达55%；其次为电脑，占比为25%。而虽然移动通讯是电感最大下
游市场，但医疗航空、汽车、工业用电感价值量高。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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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动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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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22年1-9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
量累计2.26亿部，同比下降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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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我国智能手机
出货量1.71亿部，同比下降22.9%，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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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我国5G手机出货量1.38亿部，
同比下降17.9%，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78.9%。

数据来源：信通院，观研天下整理
2、平板电脑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行业内平板专利技术持续更新
，作为一种小型、便捷的微型电脑，平板电脑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追捧，引发了市场对平板电
脑爆发性的需求增长。
2016-2020年我国平板电脑需求保持稳定，基本维持在2223万台以上。2021年受新冠疫情
期间,在线教育迅速普及,人们对于将平板电脑作为教育工具的接受度逐渐提高,在一定程度上
带动了中国对平板电脑需求的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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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汽车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不过，2018-2020年我国汽车产销量逐年下滑
，进入2021年市场恢复增长。根据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汽车产量达2608.2万辆，同比
增长3.40%，销量达2627.5万辆，同比增长3.81%；2022年1-10月，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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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万辆、2197.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9%、4.6%。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整理（WW）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电感器行业现状深度调研与未来投资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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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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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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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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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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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电感器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电感器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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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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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五节 华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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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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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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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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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九节 2022-2029年中国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区域分布预测
 
第十一章 电感器行业企业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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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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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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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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电感器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电感器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电感器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电感器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电感器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电感器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电感器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电感器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电感器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电感器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电感器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电感器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2-2029年中国电感器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 中国电感器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电感器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电感器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电感器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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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感器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电感器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 电感器行业风险分析
一、电感器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电感器行业技术风险
三、电感器行业竞争风险
四、电感器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 中国电感器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电感器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2-2029年中国电感器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观研天下中国电感器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 中国电感器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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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感器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电感器行业产品策略
二、电感器行业定价策略
三、电感器行业渠道策略
四、电感器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图表详见报告正文······

详细请访问：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211/618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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