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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行业市场发展现状

调研与投资趋势前景分析报告》介绍了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行业相关概述、

中国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虚拟现实（VR）和增强

现实（AR）行业的现状、中国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虚

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虚拟现实（VR）和

增强现实（AR）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产

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 vr/ar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vr/ar概念

　　　　一、vr/ar定义

　　　　二、vr/ar系统构成

　　　　三、vr/ar工作原理

　　　　四、vr/ar产品分类

　　　　五、vr/ar应用领域

　　第二节 vr/ar行业模式及其经济地位

　　　　一、vr/ar行业主要商业模式

　　　　二、vr/ar行业产业链分析

　　　　三、vr/ar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三节 vr/ar行业市场环境及影响分析

　　　　一、行业监管体制分析

　　　　二、vr产业政策规划  

　　　　　　1 、vr产业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2 、省市积极布局虚拟现实产业

　　　　三、国内外经济走势

　　　　四、行业社会环境

　　　　五、vr/ar技术分析 

第二章 全球vr/ar所属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全球vr/ar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全球vr/ar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二、全球vr/ar行业市场规模

　　　　三、全球vr/ar行业技术专利

　　第二节 全球vr/ar行业市场状况分析

　　　　一、全球vr/ar出货量

　　　　二、全球ar/vr产品支出

　　　　三、全球ar/vr投融资状况分析

　　　　　　1 、整体投融资状况分析

　　　　　　2 、从投融资金额来看

　　　　　　3 、从投融资轮次来看

　　　　　　4 、从投融资领域来看

　　　　　　5 、从国别来看

　　第三节 全球主要vr/ar企业分析

　　　　一、oculus

　　　　　　1 、公司简介

　　　　　　2 、vr/ar产品介绍

　　　　　　3 、市场份额

　　　　　　4 、用户痛点

　　　　二、google

　　　　　　1 、公司简介

　　　　　　2 、vr/ar产品介绍

　　　　三、htc

　　　　　　1 、公司简介

　　　　　　2 、vr/ar产品介绍

　　　　　　3 、经营状况分析

　　　　　　4 、出货量

　　　　四、sony

　　　　　　1 、公司简介

　　　　　　2 、vr/ar产品介绍

　　　　　　3 、经营状况分析

　　　　五、meta124

　　　　　　1 、公司简介



　　　　　　2 、vr/ar产品介绍

　　第四节 全球vr/ar所属行业市场发展瓶颈与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章 中国vr/ar市场状况分析

 　　第一节 中国vr/ar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中国vr/ar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随着VR行业的渐渐发展，VR硬件设备的渐渐成熟，对于VR内容的探索将成为

中国厂商的主流。根据预测2021年，我国VR市场上，消费级内容将成为仅次于VR头戴设备的

第二大细分领域。其中，VR游戏和VR影视将成为两大主流内容细分领域，分别占比34%

、32%。

　　　　　　2021 年中国VR各个细分市场预计占比情况（单位：%）

　　　　二、中国vr/ar行业市场规模

　　　　三、中国vr/ar行业技术专利

　　第二节 中国vr/ar行业市场状况分析

　　　　一、中国vr/ar出货量

　　　　二、中国ar/vr产品支出

　　　　三、中国ar/vr投融资状况分析

　　　　　　1 、整体投融资状况分析

　　　　　　2 、从投融资金额来看

　　　　　　3 、从投融资轮次来看

　　　　　　4 、从投融资领域来看

　　第三节 vr/ar行业竞争格局

 第四章 vr/ar行业上下游产业分析

 　　第一节 vr/ar行业输出/入硬件设备

　　　　一、输出设备

　　　　二、输入设备

　　第二节 vr/ar行业元器件

　　　　一、视频处理芯片

　　　　二、芯片厂商

　　　　三、显示屏

　　　　四、传感器

　　　　五、微投器件

　　第三节 vr/ar行业应用领域市场调研



　　　　一、游戏

　　　　　　1 、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2 、vr/ar在行业的应用现状调研

　　　　　　3 、vr/ar在行业的应用前景

　　　　二、视频

　　　　　　1 、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2 、vr/ar在行业的应用现状调研

　　　　　　3 、vr/ar在行业的应用前景

　　　　二、医疗

　　　　　　1 、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2 、vr/ar在行业的应用现状调研

　　　　　　3 、vr/ar在行业的应用前景

　　　　三、教育

　　　　　　1 、行业发展现状调研  

　　　　　　2 、vr/ar在行业的应用现状调研

　　　　　　3 、vr/ar在行业的应用前景

　　　　四、其它

　　第四节 vr/ar解决方案分析

　　　　一、交互方案

　　　　二、全景视频 

第五章 中国vr/ar行业营销趋势及策略分析

 　　第一节 vr/ar行业销售渠道分析

　　　　一、营销分析与营销模式推荐

　　　　二、vr/ar营销环境分析与评价

　　　　三、销售渠道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营销渠道发展趋势与策略

　　第二节 vr/ar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中国vr/ar营销概况

　　　　二、vr/ar营销策略探讨

　　　　　　1 、中国vr/ar产品营销策略浅析

　　　　　　2 、vr/ar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策略

　　　　　　3 、vr/ar细分产品营销策略分析



　　第三节 vr/ar营销的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未来vr/ar市场营销的出路

　　　　二、中国vr/ar营销的趋势预测分析 

第六章 中国主要vr/ar企业分析

 　　第一节 北京暴风魔镜科技有限公司

　　　　一、公司介绍

　　　　二、vr/ar产品介绍

　　第二节 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一、公司介绍

　　　　二、vr/ar产品介绍

　　　　三、经营状况分析

　　　　四、vr业务

　　第三节 深圳市经伟度科技有限公司

　　　　一、公司介绍

　　　　二、vr/ar产品介绍

　　第四节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一、公司介绍

　　　　二、ar产品

　　　　三、vr/ar业务

　　第五节 亮风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一、公司介绍

　　　　二、ar产品

　　第六节 北京维阿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一、公司介绍

　　　　二、vr/ar产品介绍 

第七章 vr/ar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一节 2021-2027年中国vr/ar行业趋势预测

　　　　一、2021-2027年中国vr/ar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二、2021-2027年中国vr/ar行业市场发展空间

　　　　三、2021-2027年中国vr/ar行业竞争格局展望

　　　　六、2021-2027年中国vr/ar行业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21-2027年中国vr/ar行业发展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

　　　　二、面临的挑战

　　　　三、发展对策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第一节 vr/ar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 vr/ar行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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