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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Info] [Table_Title] 

虚拟现实周报（11.27-12.3） 

IDC 发布最新《全球半年度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指南》 

 投资评级 推荐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行情回顾： 

上周虚拟现实指数上上涨 0.67%,CS 计算机指数下跌 0.25%,创业板指数

上涨 0.95%，VR板块表现弱于创业板块，强于计算机板块。 

 行业分析： 

近日 IDC 更新其《全球半年度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指南》，在本次报告中

IDC预测AR/VR的产品与服务产值在 2018年将达到 178亿美元亿美元，

相比 2017 年增长 95%，未来预计 2017-2021AR/VR 的产品与服务产值

的年复合增速将达到 98.8%。 

 

IDC 预计 2018 年 AR/VR 消费者领域全球产值将达到 68 亿美元，其中

四分之三来自 VR，四分之一来自 AR，预计 2017-2020年 AR/VR 消费

者领域市场将保持 45.2%的年均复合增速。 

 

IDC 预测 AR/VR 商业领域在 2018 年将占 AR/VR 产值的 60％以上，并

在2021年增长到85％以上。零售展示与在线零售展示将成为2018AR/VR

商业领域最大的两个用例，合计产值超过 9.5亿美元. 

 

IDC 的报告预测显示出对全球 AR/VR 产业未来高速增长的强劲信心，

VR/AR 是未来内容及智能硬件升级的必然方向，虽然短期内受限于技术

与产业因素，体验还不完善，长期来看 AR/VR 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随

着技术瓶颈不断被攻克，5G逐步商用，AR/VR 市场的爆发已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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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周 VR/AR 观点:  
近日 IDC 更新其《全球半年度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指南》，在本次报告中 IDC 预测

AR/VR 的产品与服务产值在 2018年将达到 178亿美元亿美元，相比 2017年增长 95%，

未来预计 2017-2021AR/VR 的产品与服务产值的年复合增速将达到 98.8%。 

 

IDC预计 2018年AR/VR消费者领域全球产值将达到 68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三来自VR，

四分之一来自 AR，预计 2017-2020 年 AR/VR 消费者领域市场将保持 45.2%的年均复

合增速。 

 

IDC 预测 AR/VR 商业领域在 2018年将占 AR/VR 产值的 60％以上，并在 2021年增长

到 85％以上。零售展示与在线零售展示将成为 2018AR/VR 商业领域最大的两个用例，

合计产值超过 9.5亿美元. 

 

IDC 的报告预测显示出对全球 AR/VR 产业未来高速增长的强劲信心，VR/AR 是未来

内容及智能硬件升级的必然方向，虽然短期内受限于技术与产业因素，体验还不完善，

长期来看 AR/VR 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随着技术瓶颈不断被攻克，5G 逐步商用，

AR/VR 市场的爆发已然不远。 

2.板块走势回顾 

上周虚拟现实指数上上涨 0.67%,CS计算机指数下跌 0.25%,创业板指数上涨 0.95%，VR

板块表现弱于创业板块，强于计算机板块。 

图表 1 虚拟现实板块半年度走势 

 
资料来源： 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VR 产业个股方面，本周涨幅居首个股分别是晶方科技（9.13%)、华力创通(7.63%)、岭

南园林（7.03%)、华策影视（6.96%），跌幅居首的个股分别为长江通信(-10.00%)、金

亚科技(-8.93%)、歌尔股份(-8.40%)、鑫茂科技(-7.16%)。本周虚拟现实 70 个成分股

中 47 只个股上涨，19只个股下跌，4只个股持平。 

表 1 A 股虚拟现实板块周涨幅榜 

排名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涨跌幅% 

1 603005.SH 晶方科技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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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0045.SZ 华力创通 7.63 

3 002717.SZ 岭南园林 7.08 

4 300133.SZ 华策影视 6.96 

5 300083.SZ 劲胜智能 5.50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表 2 A 股虚拟现实板块周跌幅榜 

排名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涨跌幅% 

1 600345.SH 长江通信 -10.00 

2 300028.SZ 金亚科技 -8.93 

3 002241.SZ 歌尔股份 -8.40 

4 000836.SZ 鑫茂科技 -7.16 

5 000725.SZ 京东方 A -6.92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表 3海外虚拟现实上市公司概览 

排名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涨跌幅% 

1 7974.T 任天堂 -0.82 

2 6758.T 索尼 -0.02 

3 2498.TW HTC -2.01 

4 FB.O Facebook -4.20 

5 MSFT.O 微软 1.20%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3.VR/AR 行业数据梳理梳理 

表 4 2017 年全球三大主机头显销量公司排名 

 
资料来源：映维网、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表 5 2017 年 AR-VR 投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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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映维网、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表 6 各大 VR 平台消费内容总量 

 

资料来源：映维网、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4.本周（11.27-12.3）VR/AR 上市公司动态 

棕榈股份 

关 于 重 大 经 营 合 同 中 标 进 入 公 示 期 的 公 告 ： 梅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http://www.mzggzy.com/）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发布了“梅县区西部片区 12 个省定贫

困村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中标候选人公示”，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广东国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 

探路者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进展及减持比例达 1%的公告：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接

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盛发强先生减持股份的通知，其在 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556,513 股，达

到公司总股本的 1%。 

华闻传媒 

关于控股股东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广资产”）的告知函，其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继续通过“渤海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永盈 1 号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永盈 1 号”）合计增持公

司股份 6,210,000 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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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瑞股份  

关于投资设立 PPP 项目公司的公告：公司子公司先瑞环境与益阳市赫山区城镇建设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PPP 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其中，赫山区城投公司代表政府以 828 万元的价格认缴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

元，占股 10%；先瑞环境以 7452 万元的价格认缴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4500 万元，占股

90%；溢价部分依法计入项目公司资本公积。 

岭南园林 

关于文化旅游配套土地使用权成交公示的公告：根据中国土地市场网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发布的昭平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确认岭南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之全资孙公司广西岭域创和文旅投资有限公司为地块编号 ZTC－2017－52 号（昭

平县黄姚镇存量 4 号地块）及地块编号 ZTC－2017－53 号（昭平县黄姚镇存量 27-2 号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竞得人。 

奥飞娱乐 

出售资产关联交易公告：公司将名下位于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中段奥迪工业园的房屋建

筑物及土地使用权等资产，以人民币 12,300 万元出售给公司关联法人汕头市丰迪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万方发展 

关于 5% 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收到公司第二大股东芜湖华融渝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通知，华融渝商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与吉林丰成顺农业有限公司签署了《股票转让协议》。华融渝商拟通过协议

转让的方式转让华融渝商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 16,000,000 股。 

 

盈方微 

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欧菲光第七期员工持股计划总规模 50,000 万

元，筹集资金总额为 25,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持有人自筹。 

 

欧菲光 

第七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盛发强先

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盛发强先生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拟减持数量不超过 26,730,000

股，拟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3%。 

 

福晶科技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司股东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建构研究所计划自本次

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不超过 427.50 万股。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5.本周（11.27-12.3）VR/AR 一级市场动态 

增强现实开发商 Apprentice 已经完成了 250万美元的融资 

增强现实开发商 Apprentice 已经完成了 250 万美元的融资。其执行总监表示，他们的

AR 解决方案 Affinity 旨在提高生产力，审查准备质量，以及制药实验室和研究环境的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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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映维网，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51VR 完成 2.1亿元 B 轮融资 

从房地产垂直行业起步的 51VR 在北京举办了“地球克隆计划”发布会，宣布了 2.1 亿

元 B 轮融资，并并发布 VR 环境自动驾驶训练系统。本轮融资由当代、商汤科技联合领

投，Star VC、光速安振、绿民投、松禾资本、浦发硅谷银行等超 10家投资机构、战略

伙伴及个人投资者参与。 

资料来源：映维网，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推广 VR 体验平台，英国虚拟现实体验公司获 130万英镑投资 

Immotion Group 是一家英国科技初创公司，专注于定位虚拟现实(VR)体验。日前这家

创业公司宣布获得 130万英镑投资，用于在欧洲和美国推广其平台。 

资料来源：ARinchina，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6.本周（11.27-12.04）VR/AR 海内外行业新闻 

国外概览 

Lumus 与计算机公司 Quanta达成协议，建立 AR光学合作关系 

AR 显示器技术的 Lumus 公司宣布与 Quanta 计算机公司达成一项新的协议，Lumus 已

经向 Quanta 提供了几款先进的光学引擎，并生产和销售以“Lumus Inside”为特色的

AR 头显。根据该协议，Quanta 将批量生产用于其他一级 ODM 和消费类技术品牌的

Lumus 光学引擎。 

资料来源：ARinChina，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Steam 11 月数据：Vive份额终于回升，Windows MR 头显身影初露 

12 月 3 日消息 最新的 Steam 硬件与软件报告显示，11 月份 HTC Vive 市场份额停止下

滑，Steam 上也开始看到 Windows MR 头显份额的影子，调查显示，Vive 的 Steam 份

额在 11 月份上升了 0.7%，Rift 下降 1.6%，说明 Vive 份额的下滑终于刹住了车。当然，

由于 Steam 是主要内容平台，Vive 的总份额一直领先 Rift，在 11 月份达到 49.5%。 

资料来源：ARinChina，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乐高新 AR 应用即将发布 

日前乐高表示新的 AR 应用正在研发中，近期可能就会对外发布，此次应用最独特的地

方便是乐高通过苹果 ARKit 和谷歌 ARCore 的功能推出其 AR 应用。虽然目前只有少量

的一些通过 ARKit 和 ARCore 创建的 AR 应用可供使用，但乐高称其应用已经准备好兼

容 Iphone 和 Ipad。 

资料来源：ARinChina，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国内概览 
星巴克与阿里巴巴打造互动新形式，AR首次被大规模商用 

星巴克与阿里巴巴打造的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亮相，在今日开业的星巴克 上海烘焙

工坊中，顾客打开手机淘宝“扫一扫”功能，便可观看到星巴克咖啡烘焙、生产及煮制

的全过程，据阿里方面透露，该项 AR 方案由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星巴克共同

开发，这是阿里最新的大型场景内的 AR 识别技术，在全球第一次大规模的商业应用。 

资料来源：YIVIAN，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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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 VR 一体机华为 VR 2已跳票，原为 11 月底发售 

在今年 10 月 20 日，华为便于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举行了一场名为“预见未来”的新品发

布会。Mate10 国行发布会现场华为宣布 VR一体机——HUAWEI VR2 将在国内推出，

售价为 1999 元，华为当时宣布，该头显本将于 11月 30日上午 10:08 在华为商城和各电

商平台同时发售。但时至今日，忽略之前的周末时间，距离原计划发售时间已经过去三

个工作日，原本上周就应该开始发售 VR新品 HUAWEI VR2 现在却仍毫无动静。 

资料来源：ARinChina，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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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投资评级体系： 

 
(1) 公司评级定义 

二级市场评级  

买入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优于上证指数 20%以上 

增持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优于上证指数 5-20%之间 

持有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介于上证指数±5%之间 

卖出  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股价涨跌幅劣于上证指数 5%以上 

 

 

分析师声明 

作者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

具本报告。本人承诺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本报告清晰准确

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并通过合理判断得出结论，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影响。特此声明。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Z23834000），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以下业务资质：证券经

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

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是指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相关资格的机构及其咨询人员为证券投资者或客户提供证券投资的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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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评级定义 

推荐 行业基本面向好，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跑赢

上证指数 10%以上 

中性 行业基本面稳定，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与上证

指数持平在正负 10%以内 

回避 行业基本面向淡，预计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指数将跑输

上证指数 1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