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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指导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

客户信息，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

业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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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照相器材是照相机、镜头及其相关附件、与摄影活动相关的各种设备、物品的统称。包

括胶卷这样的消耗品和大多数摄影器材经营者所经营的摄影用坎肩、摄影包等都属于照相器

材范畴。随着照相器材系统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产品的更新换代日趋频繁，技术创新成为

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数码相机（单反相机）十大品牌企业     序列   品牌   公司名称 

     1   Canon佳能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2   Nikon尼康   尼康映像仪器销售（中国）有限公

司       3   SONY索尼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4   FUJIFILM富士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5   SAMSUNG三星   三星集团       6   CASIO卡西欧   卡西欧（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7  

Panasonic松下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8   OLYMPUS奥林巴斯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

公司       9   Leica徕卡   徕卡相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0   PENTAX宾得   理光映像仪器商贸

（上海）有限公司   注：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照相器材行业设计趋势分析及市场竞争策略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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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

析。它是业内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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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中企顾问网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业分析报

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咨询报告,

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产业环境透视第.一章 照相器材行业发展综述第.一节 照相器材行业相

关概念概述一、行业概念及定义二、行业主要产品分类第二节 中国照相器材行业经济指标分

析一、赢利性二、成长速度三、附加值的提升空间四、进入壁垒／退出机制五、风险性六、

行业周期七、竞争激烈程度指标八、行业及其主要子行业成熟度分析第三节 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行业产业链简介二、行业下游产业链分析1、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消费水平        2016年年

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827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09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占总人

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比上年末提高1.25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为41.2%，比上年末提高1.3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为12.95&permil;；死亡

人口977万人，死亡率为7.09&permil;；自然增长率为5.86&permil;。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2.92亿

人，其中流动人口2.45亿人。2016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　 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           全国总人口   138271   100.0       　　其中：城镇   79298   57.35       　　　　乡村  



58973   42.65       　　其中：男性   70815   51.2       　　　　女性   67456   48.8       　　其中：0-15岁

（含不满16周岁）[6]   24438   17.7       　　　　16-59岁（含不满60周岁）   90747   65.6       　　　

　60周岁及以上   23086   16.7       　　　　　　其中：65周岁及以上   15003   10.8   资料来源：国

家统计局2、旅游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3、影楼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4、广告传媒业发展

现状及趋势分析5、新闻出版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三、行业上游产业链分析1、感光材料行

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2、传感器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3、闪存卡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

析4、玻璃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5、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数据显示：2017

年11月中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为4,324,000.00吨，同比下降6.9%；2017年1-11月止累计中国十种

有色金属产量为49,338,000.00吨，同比增长2.5%。2017年11月全国十种有色金属数据表如下表

所示：2017年1-11月全国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分省市统计表     地区/Measures   本月产量   本月止

累计   本月同比增长(%)   本月止累计同比增长(%)       全国   4,324,000.00   49,338,000.00   -6.9   2.5  

    北京   -   -   -   -       天津   1,552.00   17,660.00   -   -       河北   5,445.70   59,257.30   -   -       山西  

99,324.30   1,200,696.20   -   -       内蒙古   341,649.80   3,182,840.00   -   -       辽宁   79,124.90   904,831.60

  -   -       吉林   10,178.20   118,552.40   -   -       黑龙江   -   280   -   -       上海   2,309.90   31,436.90   -   -     

 江苏   47,647.50   380,901.10   -   -       浙江   47,515.40   351,780.90   -   -       安徽   186,376.90  

2,237,299.10   -   -       福建   41,097.00   420,281.10   -   -       江西   150,556.30   1,596,914.90   -   -       山东

  356,504.20   8,037,792.20   -   -       河南   443,402.80   5,085,637.10   -   -       湖北   69,019.80   697,817.20 

 -   -       湖南   199,324.10   1,870,638.60   -   -       广东   29,154.20   358,623.10   -   -       广西   204,212.40  

2,089,030.60   -   -       海南   -   -   -   -       重庆   54,057.70   545,094.30   -   -       四川   68,244.10  

598,186.10   -   -       贵州   93,304.60   967,504.90   -   -       云南   349,114.00   3,374,375.80   -   -       西藏  

866   7,635.10   -   -       陕西   214,383.90   2,132,479.30   -   -       甘肃   363,253.00   3,611,680.70   -   -       

青海   225,675.70   2,180,507.40   -   -       宁夏   114,841.20   1,205,225.50   -   -       新疆   525,824.30  

6,073,007.40   -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企顾问网整理2017年1-11月全国十种有色金属产

量集中度分析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企顾问网整理6、OLED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第

二章 照相器材行业市场环境及影响分析（PEST）第.一节 照相器材行业政治法律环境（P）一

、行业管理体制分析二、行业主要法律法规三、照相器材行业相关标准四、行业相关发展规

划五、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第二节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E）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二、宏

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第三节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S）一、照相器材产业社会环境二

、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三、照相器材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第四节 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T）一、照相器材技术分析二、照相器材技术发展水平三、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四、技术

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二部分 行业深度分析第三章 我国照相器材行业运行现状分析第.一节 我

国照相器材行业发展状况分析一、我国照相器材行业发展阶段二、我国照相器材行业发展总



体概况三、我国照相器材行业发展特点分析四、照相器材行业经营模式分析第二节 2014-2017

年照相器材行业发展现状一、2014-2017年我国照相器材行业市场规模1、我国照相器材营业规

模分析2、我国照相器材投资规模分析3、我国照相器材产能规模分析二、2014-2017年我国照

相器材行业发展分析1、我国照相器材行业发展情况分析2、我国照相器材行业研发情况分析

三、2014-2017年中国照相器材企业发展分析1、中外照相器材企业对比分析2、我国照相器材

主要企业动态分析 第四章 我国照相器材行业整体运行指标分析第.一节 2014-2017年中国照相

器材行业总体规模分析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二、人员规模状况分析三、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四、行业市场规模分析第二节 2014-2017年中国照相器材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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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我国照

相器材市场供需分析一、2014-2017年我国照相器材行业供给情况1、我国照相器材行业供给分

析2、我国照相器材行业产量规模分析3、重点市场占有份额二、2014-2017年我国照相器材行

业需求情况1、照相器材行业需求市场2、照相器材行业客户结构3、照相器材行业需求的地区

差异三、2014-2017年我国照相器材行业供需平衡分析第四节 照相器材行业进出口市场分析一

、照相器材行业进出口综述二、照相器材行业出口市场分析1、2014-2017年行业出口整体情

况2、2014-2017年行业出口总额分析3、2014-2017年行业出口产品结构三、照相器材行业进口

市场分析1、2014-2017年行业进口整体情况2、2014-2017年行业进口总额分析3、2014-2017年行

业进口产品结构 第三部分 市场全景调研第五章 中国照相器材行业细分产品分析第.一节 行业

主要产品结构特征第二节 数码相机产品市场分析一、产品产销规模二、产品地区分布三、不

同品牌产品关注度分析1、总体情况2、消费数码相机市场3、单反数码相机市场4、单电数码

相机市场四、不同机身类型产品关注度分析五、不同价位段产品关注度分析1、消费数码相机

市场2、单反数码相机市场六、产品价格走势分析1、消费数码相机市场2、单反数码相机市

场3、单电数码相机市场七、产品市场发展趋势及前景预测第三节 传统相机产品市场分析一

、产品产销规模二、产品市场发展趋势分析第四节 照相器材组件产品市场分析一、镜头二、

数码冲印设备三、照相闪光灯装置四、其他组件产品 第四部分 竞争格局分析第六章 2017年照

相器材行业竞争形势及策略第.一节 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一、照相器材行业竞争结构分

析1、现有企业间竞争2、潜在进入者分析3、替代品威胁分析4、供应商议价能力5、客户议价

能力6、竞争结构特点总结二、照相器材行业企业间竞争格局分析三、照相器材行业集中度分

析四、照相器材行业SWOT分析第二节 中国照相器材行业竞争格局综述一、照相器材行业竞

争概况二、中国照相器材行业竞争力分析三、中国照相器材竞争力优势分析四、照相器材行

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第三节 2017年照相器材行业竞争格局分析一、2017年国内外照相器材

竞争分析二、2017年我国照相器材市场竞争分析三、2017年我国照相器材市场集中度分析四

、2017年国内主要照相器材企业动向第四节 照相器材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第七章 2014-2017年照



相器材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第.一节 佛山普立华科技有限公司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二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二节 佳能珠海有限公司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三节 索尼数字产品（无锡）有限公司一、企

业发展简况分析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四节 广东尼康照相机有限公

司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五节 苏州富士胶片

映像机器有限公司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六

节 厦门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三、企业发展战

略分析第七节 天津三星光电子有限公司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三、企

业发展战略分析第八节 柯达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二、企业经营情况

分析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九节 奥林巴斯（广州）工业有限公司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二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第十节 奥林巴斯（深圳）工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分析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三、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五部分 发展前景

展望第八章 2020-2026年照相器材行业前景及趋势预测第.一节 2020-2026年照相器材市场发展

前景一、2020-2026年照相器材市场发展潜力二、2020-2026年照相器材市场发展前景展望第二

节 2020-2026年照相器材市场发展趋势预测一、2020-2026年照相器材行业发展趋势二

、2020-2026年照相器材市场规模预测1、照相器材行业市场规模预测2、照相器材行业营业收

入预测三、2020-2026年照相器材行业应用趋势预测第三节 2020-2026年中国照相器材行业供需

预测一、2020-2026年中国照相器材行业供给预测二、2020-2026年中国照相器材行业产量预测

三、2020-2026年中国照相器材行业销量预测四、2020-2026年中国照相器材行业需求预测五

、2020-2026年中国照相器材行业供需平衡预测第四节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一、市

场整合成长趋势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四、科

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五、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九章 2020-2026年照相

器材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第.一节 照相器材行业投融资情况一、行业资金渠道分析二、固

定资产投资分析三、兼并重组情况分析四、照相器材行业投资现状分析第二节 2020-2026年照

相器材行业投资机会一、产业链投资机会二、细分市场投资机会三、重点区域投资机会四、

照相器材行业投资机遇第三节 2020-2026年照相器材行业投资风险及防范一、政策风险及防范

二、技术风险及防范三、供求风险及防范四、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五、关联产业风险及

防范六、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七、其他风险及防范第四节 中国照相器材行业投资建议一、照

相器材行业未来发展方向二、照相器材行业主要投资建议三、中国照相器材企业融资分析 第

六部分 发展战略研究第十章 2020-2026年照相器材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第.一节 照相器材行

业面临的困境第二节 照相器材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一、重点照相器材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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