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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内容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幕上再反射到人眼的的一种显示工
具。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手机显示屏厂商都会从中获益，并加速移动通信和移动互联产业的再次革新
。对于手机屏幕来说，屏幕材质在很大程度决定了这款手机的显示效果。如果按屏幕的材质分类，截至
**智能机主流的屏幕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 的简称），即液晶显示器。另
一种是OLED（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的简称）即有机发光二极管。截至**市面上比较常见的
TFT以及SLCD都属于LCD的范畴。
据中国调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5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显示
，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数量将超过20亿。**年年底，全球智能手机用户已经超过19亿，预计这一数字将于
**年达到22亿。**年第**季度全球智能手机规模为3.754亿部。**年第**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仍保持高
速发展，出货量达1.209亿部，同比增幅15％。
4K技术已经出现在智能手机中，诸如索尼Xperia Z5 Premium这样的旗舰级手机已经配备4K显示
屏。在快速发展的手机行业中，落后就意味着会被淘汰，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各手机产商推出4K手机。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智能手机的发展速度一定会比以往更快，其中屏幕技术一定会是发展的重
中之重。轻薄、可柔性、设计个性、环境友好等要求将影响手机显示屏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对手机显示屏行业相关因
素进行具体调查、研究、分析，洞察手机显示屏行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手机显示屏行业竞争格局的演变
趋势以及手机显示屏技术标准、手机显示屏市场规模、手机显示屏行业潜在问题与手机显示屏行业发展
的症结所在，评估手机显示屏行业投资价值、手机显示屏效果效益程度，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为手机
显示屏行业投资决策者和手机显示屏企业经营者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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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手机显示屏相关概述
第一节 手机显示屏类型及性能同比
一、TFT
二、TFD
三、UFB
四、STN
五、OLED
2018-2025中国モバイルディスプレイ市場の深さ調査、研究開発動向分析レポート
六、其他种类
第二节 手机屏显技术的演进
一、STN屏幕
二、UFB屏幕
三、TFD屏幕
四、TFT屏幕
五、非主流显示技术
第三节 手机屏幕技术汇总
第二章 2016-2017年国外手机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6-2017年国际手机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一、全球经济对手机产业的影响
二、发达国家的手机普及情况
三、全球手机品牌的占有率
第二节 2016-2017年国际手机市场综述
一、世界手机市场十年来首现萎缩
二、2016-2017年世界手机市场份额
三、世界手机品牌分析
四、全球手机产销情况
五、全球新型手机研发情况
六、2016-2017年手机市场观注焦点
第三节 2018-2025年国际手机市场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章 2016-2017年全球手机显示屏市场运行透析
第一节 2016-2017年全球手机显示屏市场分析
一、全球手机显示屏市场销售额
二、全球手机显示屏市场出货量
三、台湾胜华成最大手机显示屏商
四、夏普将关闭两条手机屏生产线

手机显示屏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

-3-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五、手机面板供应链变化
第二节 2016-2017年主要国家与地区技术特征及革新能力
一、美国
二、欧洲
三、日本
四、亚太（除日本）
第三节 2016-2017年世界手机显示屏技术发展分析
一、手机显示屏新技术
二、世界上第一个三维手机显示屏
三、2英寸960×540手机显示屏问世
四、隐形手机显示屏诞生
五、友达推全球最薄LCD手机屏
六、全球首款显示屏可折叠3G手机
第四节 2018-2025年全球手机显示屏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四章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产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电子信息产业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三、产业调整和振兴的主要任务
四、政策措施
五、规划实施
第五章 2016-2017年中国手机行业总体运营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行业整体运行情况
一、总量规模与增长情况
二、手机行业品牌情况
三、手机市场消费分析
第二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行业发展分析
一、上市手机产品结构特征
二、新品手机品牌分布格局
三、手机企业盈利性分析
四、热销机型盘点

-4-

手机显示屏市场调查报告

中国调研报告网

baogaobaogao.com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市场深度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手机产业数据监测
一、2013-2017年中国手机制造所属行业主要数据监测分析
二、2013-2017年中国手机产量数据分析
第四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行业售后服务分析
一、手机行业质量问题分析
二、中国手机售后服务调查
三、手机行业用户搜索热点简况
第六章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行业运行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发展现状分析
一、需求乏力，手机显示屏市场出现萎缩
二、4G手机显示四种技术应关注
三、LCD位居主流OLED前景看好
四、驱动IC是薄弱环节
五、中国急单和刺激措施促中小型LCD需求上升
六、苹果或将联合东芝和夏普生产手机显示屏
第二节 2016-2017年中国市场结构分析
一、材料结构
二、尺寸结构
三、分辨率结构
四、功能结构
五、品牌结构
第三节 2016-2017年中国4G对手机显示屏更新换代的影响
一、手机显示屏技术不断更新
二、CSTN到TFT过渡加速
三、OLED将成未来新霸主
第四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电视对高清手机显示屏的影响
一、高清手机呼啸而来
二、高清趋势不可逆转
三、手机电视将带来新机遇
2018-2025 nián zhōngguó shǒujī xiǎnshì píng shìchǎng shēndù tiáo chá
yánjiū yǔ fāzhǎn qūshì fēnxī bàogào
四、4G时代眼球经济开始抢占手机屏
第七章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技术发展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6-2017年手机显示屏技术发展趋势
一、手机显示屏朝大尺寸方向发展已成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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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机发展趋势给显示屏设计带来新挑战
三、LCD称雄手持设备显示领域新技术寻一席之地
四、4G时代 手机显示屏加速更新换代
1、手机显示屏技术不断更新
2、CSTN到TFT过渡加速
3、OLED将成未来新霸主
四、LCD驱动IC：台湾地区制造商独领风骚
五、4G潮涌 低世代面板生产线迎来新机遇
六、手机显示屏追求更高画质，功耗体积全面兼顾
第二节 2016-2017年手机厂商显示屏技术发展动态
一、显示技术大突破 三星新推出
二、Atmel推出完全集成电容性触摸屏技术maXTouch&#8482;
三、索爱新开发手机显示屏
四、东芝发布新显示技术 可使手机屏幕画质媲美
五、夏普研究LCD新技术
六、Nokia计划在2016-2017年推出多款OLED屏幕手机
2018-2025 China Mobile Display Market Depth Investig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end Analysis Report
第八章 2013-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制造所属行业数据监测分析（4061）
第一节 2013-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制造所属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制造所属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13-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制造所属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_订 阅电话: 4 0 ０ 6 1 2 8 6 68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13-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制造所属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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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13-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制造所属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九章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细分市场研究
第一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触摸屏市场分析
一、手机触摸屏的主要类型
二、手机触摸屏市场特点
三、手机触摸屏市场规模与增长
第二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非触摸屏市场分析
一、基本特点
二、规模与增长
第十章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产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行业竞争分析
一、小型显示屏市场竞争分析
二、手机显示屏市场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厂商竞争力点评
一、天马品牌竞争优势
二、维信诺的综合实力
第三节 2016-2017年中国折叠手机显示屏问世的影响
一、折叠手机屏猎杀手机电视拦路虎
二、手机显示屏或改变IT行业发展
第四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制造商发展分析
一、“成都造”手机显示屏的发展
二、高通大举进军手机显示屏领域
三、信利涉足高端手机显示屏领域
第十一章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行业竞争对手分析
第一节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汕尾市信利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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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天津三星视界移动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苏州爱普生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日立显示器（苏州）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无锡夏普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七节 统宝光电显示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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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八节 友达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2018-2025年中國手機顯示屏市場深度調查研究與發展趨勢分析報告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二章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发展新趋势与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显示屏发展趋势分析
一、手机为全球中小尺寸TFT LCD主要市场机会
二、手机发展趋势给显示屏设计带来的挑战
三、高分辨率彩色显示屏是未来手机发展趋势
四、手机屏：LCD是主流 OLED日趋成熟
1、4G手机显示四种技术应关注
2、LCD位居主流OLED前景看好
3、驱动IC是薄弱环节
五、多点触控成为大屏显示互动技术主流
六、LCD显示器销售额预测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显示屏正向彩色高分辨率发展
一、从单色向彩色转变
二、显示质量和分辨率不断提高
三、显示屏幕越来越大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手机面板发展趋势分析
一、手机面板市场规模分析
二、影响手机面板发展的因素
三、手机面板的未来发展趋势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手机屏市场预测分析
一、小型显示屏市场预测
二、手机应用市场预测
三、手机面板出货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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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手机主/次面板市占率预测
五、手机STN/CSTN面板发展方向
六、手机面板市场竞争格局预测
第十三章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显示屏投资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 2016-2017年中国手机显示屏投资概况
一、手机显示屏投资环境分析
二、手机显示屏投资特性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LCD行业投资分析
一、TFT-LCD产业投资分析
二、电信业重组开启手机屏巨大市场
三、天马LCD投资情况
四、三星LCD投资规划
五、京东方TFT-LCD线投资规划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手机显示屏产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运营机制风险
二、市场竞争风险
三、技术供给风险
四、进退入风险
第四节 (北′京′济研)专家投资观点
图表目录
图表 2013-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
图表 2013-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度
图表 2016-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图表 2013-2017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
图表 2013-2017年财政收入
图表 2013-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图表 2016-2017年分行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速度（亿元）
图表 2016-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
图表 2016-2017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咨询&#8901;热&#8901;线
：&#8901;40&#8901;0&#8901;6&#8901;1&#8901;2&#8901;866&#8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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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资产规模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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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6-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不同类型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产成品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出口交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销售成本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费用使用统计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统计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全国手机产量分析
图表 2016-2017年全国及主要省份手机产量分析
图表 2016-2017年手机产量集中度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无绳电话机进出口数量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无绳电话机进出口金额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无绳电话机进出口平均单价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中国无绳电话机进出口国家及地区分析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资产规模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不同类型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量分布图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不同类型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2016-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不同所有制企业销售收入分布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产成品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出口交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销售成本增长趋势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费用使用统计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统计图
图表 2013-2017年我国手机显示屏制造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增长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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