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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集成电路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集成电

路行业相关概述、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现状、中国集成

电路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集成电路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集成电路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集成电路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集成电路，又称为IC，按其功能、结构的不同，可以分为模拟集成电路、数字集成电路和

数/模混合集成电路三大类。

        集成电路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引出线和焊接点少，寿命长，可靠性高，性能好等优点

，同时成本低，便于大规模生产。它不仅在工、民用电子设备如收录机、电视机、计算机等

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在军事、通讯、遥控等方面也得到广泛的应用。用集成电路来装

配电子设备，其装配密度比晶体管可提高几十倍至几千倍，设备的稳定工作时间也可大大提

高。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集成电路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我国

集成电路近十年产量数据统计，2018年同比增长11.18%。

    2018年12月中国集成电路产量为150.3亿块，同比增长8.8%；2018年1-12月止累计中国集成电

路产量为1564.9亿块，同比增长18.2%。2018年1-12月全国集成电路产量数据表如下表所示：

 2018年1-12月全国集成电路产量统计表                           指标             集成电路产量_当期值(亿块)      

      集成电路产量_累计值(亿块)             集成电路产量_同比增长(%)             集成电路产量_累计增

长(%)                               2018年12月             150.3             1564.9             8.8             18.2                               2018

年11月             136.2             1416.6             9.6             19.4                               2018年10月             134.3            

1283.5             12.6             20.7                               2018年9月             139.6             1150.6             20.4             22.1

                              2018年8月             151.7             1030             29.9             24.7                               2018年7月      

      133.3             878.2             17.7             23.7                               2018年6月             145             744             23.4   

         23.8                               2018年5月             136.2             599.1             25             25.1                               2018

年4月             129.4             463             26.2             25.4                               2018年3月             136.3             337.1 

           30.4             26.4                               2018年2月             -             200.8             -             24.2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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