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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19-2020年世界笔记本电脑所属行业整体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9-2020年世界笔记本电脑市场动态分析

一、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分析

IDC、Gartner与Canalys先后发布了2019第三季度全球PC出货量的报告。
虽然统计略有差别，但三家数据都显示，联想继续稳坐全球PC出货量第
一，同时领先优势正持续扩大，而且正在用全新产品探索更大的市场空
间。

其中，IDC的报告认为，全球PC出货量本季度同比增长3%，达到7040万
台。联想集团及旗下子公司的产品“稳居领先地位”，品牌在欧洲、中
东与日本市场具有显著的商业影响力。2019年第三季度出货量同比增长7
.1%，市场份额达到24.6%，出货量1730万台，蝉联全球第一。

Canalys的报告则显示，全球PC出货量同比增长4.7%，达到7090万台，是
自2012年第一季度之后7年来的最大增幅。联想市场份额达到24.4%，出
货量同比增长7.2%，全球总出货量达到1730万台。报告同时认为，虽然
英特尔14纳米处理器的供应进展总体上还没有彻底缓解，但英特尔为市
场领先的厂商提供了更优先的供货地位，这让包括联想在内的头部厂商
取得了很好的季度产量。未来产能即使再出现紧缩，领先的厂商也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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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

Gartner的报告认为，全球PC出货量本季度同比增长1%，达到6800万台。
联想在2019年第三季度排名第一，市场份额为24.7%，增长率为5.8%，其
中日本，拉丁美洲和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市场取得了强劲的增长，总
出货量达到1680万台。报告同时认为，高通作为新的供应商正在争取PC
领域的新市场，内置蜂窝数据功能的“实时在线PC”这一细分市场还没
有真正起步，但是大多数主要的PC供应商已经做好了准备。

二、华硕笔记本电脑产量统计

三、惠普在美PC销量分析

第二节 2019-2020年世界主要国家运行笔记本电脑分析

一、美国

二、日本

三、韩国

第三节 2020-2026年世界笔记本电脑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笔记本电脑产品均价小幅下滑，用户关注发生变化。

二、笔记本电脑配置普遍提升，双显卡切换和核心显卡产品开始爆发。

 

第二章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所属行业市场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 2019-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经济环境分析

一、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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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发展主要问题

三、未来经济政策分析

四、未来经济走势预测

第二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政策环境分析

一、废旧电子产品回收与环境保护

二、废弃家用电器与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三、进出口政策分析

第三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技术环境分析

一、英特尔全面采用3D晶体管

二、AMD APU Trinity登场

三、Nvidia开普勒独立显卡

四、电池配件技术的革新

 

第三章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所属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剖析

第一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一、笔记本已经真正到达了全民普及阶段

二、大屏幕笔记本时代有望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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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年全国笔记本电脑产量数据

二、2018年重点省市笔记本电脑产量数据

第三节 全国笔记本电脑产量增长性分析

 

第五章 2019-2020年中国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所属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经济
运行数据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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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9-2020年中国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所属行业数据监测回顾

一、竞争企业数量

二、亏损面情况

三、市场销售额增长

四、利润总额增长

五、投资资产增长性

六、行业从业人数调查分析

第二节 2019-2020年中国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所属行业投资价值测算

一、销售利润率

二、销售毛利率

三、资产利润率

四、未来5年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盈利能力预测

第三节 2019-2020年中国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所属行业产销率调查

一、工业总产值

二、工业销售产值

三、产销率调查

四、未来5年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产品产销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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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2019-2020年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所属行业出口交货值数据

一、出口交货值增长

二、出口交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

 

第六章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所属行业市场动态分析

第一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运行分析

一、笔记本电脑市场整体增速放缓

二、Windows 8发布引起业内关注

三、游戏本：光线追踪带来游戏画质新纪元

2019年1月份，英伟达在CES大会上正式宣布推出移动版RTX
20系列显卡，对比以往的移动版GTX系列显卡，全新的移动版RTX 20系
列显卡可不仅仅是改变名字这么简单，毕竟革命性的图灵架构可以说是
英伟达在计算机图形领域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2019年4月份开始，随着英特尔全新的第九代酷睿标压处理器的发布，游
戏本领域慢慢迎来了一次“大换血”，一时间搭载酷睿i7-9750H处理器+
RTX 20系列显卡的机型纷纷面市。如果说显卡和处理器的更新只算得上
是游戏本市场中的“惯例升级”，那么全新的光线追迹、DLSS技术对于
玩家而言则是更有吸引力的要素。光线追踪技术让RTX游戏本得以拥有
影院级的游戏画质，这是技术驱动下带来的全新体验，这也是2019年游
戏本市场中的全新变化，即便是年末回想起来也令人热血沸腾。

第二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价格分析

一、价格走势分析

                              7 / 18



 

1、价格指数走势

2、市场均价走势

二、产品价格结构

1、4000-4999元价位段笔记本电脑最受用户关注

2、用户关注逐渐向中低端产品倾斜

三、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分析

1、国家经济通胀带来的用户需求降低

2、泰国洪灾对笔记本电脑市场造成的影响逐渐显现

3、平板电脑等移动便携设备继续冲击笔记本电脑市场

第三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技术新进展分析

一、3D显示+触控操作-Computex新技术

二、超薄设计光驱寿终正寝

 

第七章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所属行业市场销售渠道及策略分析

第一节 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销售终端的基本类型

一、中国笔记本电脑渠道之：传统IT渠道特点

1、分销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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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销客户化

3、更加重视二三级分销

二、笔记本电脑终端之：大型行业直销渠道

三、笔记本电脑终端之：3C渠道

第二节 笔记本电脑企业主要代理模式分析

一、代理模式分析

二、代理支持分析

三、代理政策的几点建议

1、建立完备的渠道体系

2、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3、有卖点的产品和有竞争力的价格支持

第三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销售分析

一、渠道增值能力备受关注

二、更多渠道青睐笔记本电脑

三、消费渠道浮出水面

第四节 中国笔记本电脑在不同渠道销售策略分析

一、笔记本电脑主要厂商产品策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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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想在售产品数量最多达703款

2、主流品牌单品竞争力非常接近

二、价格策略

1、统一定价

2、不二价策略

3、弹性定价

三、渠道策略

 

第八章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所属行业市场进出口数据分析

第一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出口统计

第二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进口统计

第三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进出口价格对比

第四节 中国笔记本电脑进出口主要来源地及出口目的地

一、进口来源地结构

二、出口来源地结构

三、出口目的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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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消费调查分析

第一节 消费者购买、使用笔记本电脑情况分析

一、受访者拥有笔记本电脑的比例

二、购买笔记本电脑考虑最多的因素

第二节 购买笔记本的主要用途

第三节 笔记本电脑功能和需求调查

一、购买笔记本电脑时消费者对具体功能参数的要求

1、处理器系列：多数用数够用就好

2、显卡：近九成用户选择独立显卡和双显卡切换产品

3、用户购买的内存、硬盘和屏幕尺寸选择

二、购买笔记本电脑时消费者对具体配置的要求

三、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调查

四、国产品牌和进口品牌产品的调查

五、笔记本电脑产品的价位调查

1、家用产品均价走势与整体市场基本一致

2、商用产品均价在波动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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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竞争格局透析

第一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竞争格局

一、笔记本电脑不会取代台式机

二、中外笔记本厂商面临三大竞争焦点透析

1、咬定高端

2、大战宽屏

3、火拼中低端

三、G3笔记本“独家合作”模式力压竞争对手

1、补贴最高达1400元

2、“独家合作”模式力压竞争对手

第二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9-2020年中国笔记本电脑提升竞争力策略分析

一、市场策略分析

1、新加入者的渗透稳定策略

2、组合产品的价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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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差别价格策略

二、渠道策略分析

1、建立扁平化、简单化的渠道管理结构

2、促进企业深度营销的渠道管理

3、整合销售渠道

4、开拓网络渠道

第四节 2020-2026年中国笔记本电脑行业竞争趋势分析

 

第十一章 笔记本电脑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二节 惠普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联想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13 / 18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戴尔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四节宏基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五节 重点企业（五）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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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华硕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七节苹果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八节 东芝

一、公司基本概述

二、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指标分析

三、公司竞争力分析

四、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第十二章 2020-2026年中国笔记本电脑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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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20-2026年中国笔记本电脑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一、市场的高速增长与市场细分的出现

二、供应成本下降

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国内厂商提供了追赶对手的机会

四、性价比策略为国内品牌开辟另一条道路

第二节 2020-2026年中国笔记本电脑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投资潜力分析

1、个人对笔记本电脑消费的持续增长

2、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增加

3、办公移动化的趋势造就了组织对笔记本电脑的需求增长

二、投资吸引力分析

1、国际、台湾、大陆品牌三分天下

2、价格竞争日趋激烈

3、产品差异化趋势明显

第三节 2020-2026年中国笔记本电脑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政策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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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贷风险分析

第四节投资建议

一、技术应用注意事项

二、项目投资注意事项

三、生产开发注意事项

四、销售注意事项

 

第十三章 2020-2026年中国笔记本电脑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一节 2020-2026年中国笔记本电脑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Ultrabook或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二、笔记本电脑产品娱乐化趋向显著

三、产品均价小幅下滑，中低端产品升温。

四、双显卡切换和核心显卡产品开始爆发

第二节 2020-2026年中国笔记本市场预测分析

一、笔记本产量预测分析

二、笔记本市场需求情况预测分析

第三节 2020-2026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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