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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上型电脑”，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机身小巧，相比PC携带方便，是一种
小型、可便于携带的个人电脑，通常重1-3公斤。

当前的发展趋势是体积越来越小，重量越来越轻，而功能却越发强大。
为了缩小体积，笔记型电脑当今采用液晶显示器（也称液晶LCD屏）。
除了键盘以外有些还装有触控板（Touchpad）或触控点（Pointing
stick）作为定位设备（Pointing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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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笔记本电脑市场精彩纷呈，传统的游戏本、轻薄本两大阵营中
出现的全新技术以及在屏幕、外观等方面的创新点实实在在地提升了用
户的使用体验。比如在游戏本市场，英伟达推出划时代意义的RTX显卡
将我们带向了游戏画质的全新纪元；而在轻薄本市场，英特尔十代酷睿
笔记本电脑，AMD锐龙本大量上市，华为、小米、荣耀等新兴互联网品
牌强势崛起，为用户带来了更多选择。除此之外，2019年的笔记本电脑
市场，一个全新的品类—设计本，正在迅猛发展。2019年，游戏本、轻
薄本、设计本共同营造出了繁荣的笔记本电脑市场。

2019年的游戏本市场中出现了很多产品上的创新。比如外观形态、屏幕
上的变化，其中ROG超神X带来了可拆卸的分离式键盘设计，将主机和
屏幕融为一体，为游戏玩家带来不同的体验；而惠普幻影精灵X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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