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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石英晶体元器件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八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石英晶体元器件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石英晶体元器件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 了中国石英晶体元器件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石英晶体元器件市

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石英晶体元器件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 析了中

国石英晶体元器件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石英晶体元器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

或者想投资石英晶体元器件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据统计，2012 年，全球石英晶体元器件总产量为228 亿只，同比增长1.8%，市场规模为34.6 

亿美元，同比增长3.6%。预计未来几年，全球石英晶体元器件行业将保持缓慢增长的态势

，2017 年总产量将达到269 亿只，市场规模达到39.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和3.4%。目

前全球石英晶体元器件市场较为成熟，基本保持供需平衡态势。 

    2010-2017年全球石英晶体元器件市场规模发展趋势与预测如下图所示：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我国石英晶体元器件产业起步不晚，但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才形成一定的规模。随着日本、

韩国、台湾地区晶体器件厂商将其成熟产品迁到中国生产，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主要晶体器件

生产国和进出口国之一。2012 年，中国石英晶体元器件的产量达到139 亿只，同比增长4.9%，

约占全球总产量的61%，实现销售收入104 亿元，同比增长5.8%，约占全球市场规模总额

的48%。 

    2010-2017 年中国石英晶体元器件产值发展趋势与预测如下：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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