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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汽车电子产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汽

车电子产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汽车电子产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汽车电子产品行业

的现状、中国汽车电子产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汽车电子产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汽车电子产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汽车电子产品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汽车电子产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汽车电子至今已有数十年的发展历程，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产品更新周期不断缩短。不同

的汽车电子产品由于导入期、技术更新、以及需求状况的差异导致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各异

。从发展阶段来看，以传统仪器仪表、被动安全装置以及悬架控制系统等为代表的汽车电子

产品已经处于后成熟期。而以车载信息娱乐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新型仪表、电池电源

管理系统（BMS）等为代表的汽车电子产品则处于快速成长期，是现阶段最具发展潜力的汽

车电子细分行业。

     我国汽车产业井喷式增长，带来了汽车电子行业的爆发。过去几年中国汽车电子产业在国

内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带动下发展迅速，企业的技术实力、服务水平都得到较大提升。

     但是国内汽车电子企业与国际大型的汽车零部件、汽车电子企业相比在技术积累、经验等

方面仍存在不足。在汽车电子控制系统和车身电子领域，大陆、博世、电装、德尔福、伟世

通等国际知名汽车电子厂商具有一定优势，大部分本土企业竞争优势不明显。随着国家对汽

车电子产业的大力扶持，少数专注于车载电子核心技术研发，以产品质量、技术创新和持续

满足汽车企业满意度为本的国内车载电子企业不断突破国际汽车电子厂商的技术壁垒，满足

国内外汽车主机生产企业的严苛需求，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本土汽车

电子行业的先锋队和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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