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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存量时代，关注创新亮点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二月数据分析 
 
行业动态 

 手机存量时代，一、二月合计新增设备数持平：2 月份，国内手机新增设备
数 3223 万台，同比下降 10.7%，环比下降 8.3%。考虑到春节对消费的影
响，1-2 月份合计新增设备数为 6736 万台，实际同比增长 0.6%。 

 整体增量下滑，小米逆势上涨：主要手机品牌增量均环比下滑，小米新机销
量较好，成为唯一环比增长的主流品牌；华为&荣耀增量环比下滑明显，可
能受 3 月新机发布预期影响，消费者换机时间推迟；苹果增量继续下跌，于
3 月 5 日推出新的降价措施，iPhone XS和 iPhone XS Max最高降价 1500
元和 2000 元。 

 摄像头、折叠屏开启智能手机创新亮点：近期将有数款新机发布或展出，重
点创新方向为折叠屏以及多摄、潜望式摄像头等。 

投资建议 

 手机后置多摄趋势明显，预计今年将推出更多三摄机型，三摄渗透率进一步
提升。老牌供应商将优先享受三摄红利。 

重点关注：舜宇光学科技（2382.HK） 

 折叠屏以及屏幕指纹识别等新技术目前只能采用 OLED 屏幕，OLED 渗透率
有望继续提升。 

重点关注：京东方 A（000725.SZ） 

 受全面屏影响，屏下指纹识别技术渗透率持续提升，成为国产旗舰手机标
配，随着技术的发展、成本的降低，未来有望向中低端设备渗透。 

重点关注：汇顶科技（603160.SH） 

风险提示 

 1）手机创新不及预期；2）技术创新对行业格局产生影响；3）三摄、折叠
屏、屏下指纹等需求不及预期。 

 

附表：五大品牌存量、增量市场份额（2 月） 

品牌 存量份额 增量份额 

OPPO 20.70% 22.55% 

vivo 19.92% 27.74% 

华为&荣耀 19.27% 29.14% 

苹果 18.74% 3.95% 

小米 11.54%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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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新机增量数据 

整体增量下滑，小米逆势上涨 

根据研究创新中心监测数据，2 月份，国内共新增设备数 3222 万台，受春
节因素影响，各大品牌新增量均有所下降，唯一例外的是小米，新增设备数逆
势上涨；华为新增设备数下滑较多，虽然依旧保持增量第一，但是领先优势大
幅缩小。 

图表 1：2 月新增设备分布（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新机型销售排行榜前 20 位中，OPPO A5 排名继续保持第一，增量近 250

万台，OPPO 在前 20 中占据 5 席；vivo 上榜 6 款机型，增量最高为 Y93s；华为
&荣耀上榜 6 款机型，最高为荣耀 8X；小米上榜 3 款机型，最高为新发布的红
米 Note 7；苹果没有机型上榜，iPhone XR 已跌出 TOP20 榜单。 

图表 2：2 月手机销售排行榜（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小米新机销量喜人 

1 月，小米在北京发布了红米品牌独立后的首款机型，红米 Note 7，并表
示，红米品牌将专注极致性价比。红米 Note 7 采用了水滴屏+后置指纹+后置双
摄的外观设计，配备了 6.3 英寸 1080P 水滴屏，4800 万像素后置主摄，起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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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 999 元。2 月，红米 Note 7 新增设备数超百万台，超越小米 8 成为小米月
销量最高机型。 

图表 3：2 月小米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图表 4：小米 8 与红米 Note 7 周销量（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二月份，小米发布数字旗舰机小米 9：三星 AMOLED 屏幕+超高屏占比；
首款搭载骁龙 855 机型；4800 万像素主摄+1200 万像素人像镜头+1600 万像素
超广角/微距镜头等。小米 9 备受市场瞩目，但依然受困于产能限制，雷军也在
微博上立下了军令状：首月供货不足百万就去工厂拧螺丝！ 

根据国金研究创新中心的数据，小米 9 上市后一周内，共新增设备 11 万台，
远高于一月发布的红米 Note 7 首周增量，后续我们将继续关注小米 9 的销售情
况。 

华为&荣耀 

二月，华为新增设备 940 万台，环比下降 15%。华为采取的“机海战术”，
单个机型销量并不十分突出，但总体销售情况较好：荣耀 8X 销量超过 100 万
台；Mate 20 系列销量则有所下滑。华为将于 3 月 26 日发布 P30 系列新机，部
分消费者可能正处于观望态度，从而导致换机时间推迟。 

图表 5：2 月华为&荣耀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图表 6：Mate 20 系列销售情况（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苹果新机再降价 

二月，苹果手机共新增设备 127 万台，环比下降 18%，同比下降 44%。苹
果在一月罕见对新机进行降价促销，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依然难以阻止其
销量下滑的趋势，从周数据中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到，所有机型新增设备数均呈
现下降趋势，更令人尴尬的是，去年机型的销量似乎更加坚挺。 



行业月报 

- 6 -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图表 7：苹果新机型销售不及历史机型（万）  图表 8：苹果新机型销售情况（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3 月 5 日，苏宁易购、京东先后宣布，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加入降
价行列，最高降价力度分别为 2000 元和 1700 元。 

图表 9：京东 iPhone 价格  图表 10：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 iPhone 价格 

型号  京东券后价  降价幅度  

iPhone XS Max 64G 7999 1600 

iPhone XS Max 256G 9299 1700 

iPhone XS Max 512G 11099 1700 

iPhone XS 64G 7399 1300 

iPhone XS 256G 8799 1300 

iPhone XS 512G 10599 1300 
 

 型号  苏宁易购券后价  降价幅度  

iPhone XS Max 64G 7899 1700 

iPhone XS Max 256G 9199 1800 

iPhone XS Max 512G 10799 2000 

iPhone XS 64G 7299 1400 

iPhone XS 256G 8699 1400 

iPhone XS 512G 10399 1500 
 

来源：京东，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苏宁易购天猫旗舰店，国金证券研究所 

OPPO、vivo 

OPPO、vivo 采取的是“爆款机型”的策略，但两者略有差异，OPPO 的爆
款战略执行的更加彻底；而 vivo 相对来说机型更多，分布更加均衡。vivo 发布
旗下全新子品牌 iQOO，并推出首款机型，于 3 月 6 日开售，和小米 9 展开直接
竞争。 

图表 11：2月 OPPO 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图表 12：2月 vivo 新机销售排行榜（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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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进入存量时代，头部效应明显 

中国的智能手机普及过程已经完成，预计未来增幅继续减缓，行业机会将
主要来自于存量结构调整以及换机需求。 

图表 13：国内手机活跃设备数（亿）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2 月份，国内手机新增设备数 3223 万台，同比下降 10.7%，环比下降 8.3%。
考虑到春节对消费的影响，1-2 月份合计新增设备数为 6736 万台，实际同比增
长 0.6%。 

我们的数据与信通院出货量数据略有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来自于渠道库存。
此外，每年的一、二月具有一定特殊性，主要受春节假期的影响，在工厂放假
前，出货量增加；而临近假期则是春节销售旺季，新增设备数增加。 

来自渠道库存的差异也赋予了我们监测数据的新属性，出货量数据是手机
厂商对市场的预判，更多的是“过去”的量，而国金研究创新中心监测的数据
是终端的激活量，带有一定的消费者偏好属性，更能反映终端的真实需求。例
如，18 年 12 月国内新增设备数大降，渠道库存上升，这种来自终端的需求变
化对于手机厂商 2 月份的出货量安排会产生较大影响。 

图表 14：国内手机新增设备数（万）  图表 15：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万）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中国信通院，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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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格局稳固 

从行业竞争格局来看，前五大品牌（OPPO、vivo、苹果、华为/荣耀、小
米）占据市场近 90%的份额，头部效应明显。我们认为，中国智能手机行业格
局稳固，五大品牌存量市场份额持续提升，且拥有强大的资金和品牌实力，新
进入者难以获得突破。 

从存量情况来看，苹果手机份额企稳，连续三个月回升；华为&荣耀和
vivo 份额出现分化，vivo 暂时领先；OPPO 份额下滑趋势有所放缓；小米继续
保持稳定。 

图表 16：智能手机存量市场份额变化趋势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从增量结构来看，OPPO、vivo、小米增量份额上升，苹果略有下滑，华为
&荣耀下滑明显。华为将在 3 月 26 日发布 P30 系列新机，消费者的换机需求有
所推迟，新机整体销量下滑导致华为&荣耀增量份额下跌。 

图表 17：智能手机增量市场份额变化趋势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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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持有时长的延长趋势不变 

智能手机的发展经历了数次“换机潮”，每一次的“换机潮”都是伴随着一
项解决消费者使用痛点的技术被应用于智能手机，例如，触控屏大幅改善消费
者的使用体验；3G/4G 提供了全新的应用体验（在线视频、在线游戏等）。但近
年来手机创新能力下降，能够解决的痛点越来越少，同时手机的质量在不断提
升，消费者缺乏购机欲望，因此平均持有时长提升显著。 

平均持有时长逐步提升的趋势不变，其中苹果手机的平均持有时长最长，
达 35 个月，而华为的平均持有时长仅为 22 个月。 

图表 18：分品牌平均持有时长（月）  图表 19：平均持有时长（月）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关注多摄、折叠屏及屏下指纹 

多摄成为主流趋势 

摄像头是近年来手机创新的焦点，后置双摄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得到迅速普
及，从存量和增量来看，多摄均为未来手机发展趋势。在新增设备中，已有超
过 80%的设备采用了后置多摄的方案（其中后置三摄约 8%），在存量设备中，
后置多摄的设备比例也已超过 30%。 

图表 20：新增设备后置摄像头数量分布  图表 21：存量设备后置摄像头数量分布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后置主摄像头的像素比拼已经拔高到了 4800 万像素的级别，目前搭载
4800 万摄像头的在售机型包括荣耀 V20、小米 9 系列和红米 Note 7 等，在新增
设备的份额占比已达到了 5%，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我们认为手机拍照成像
效果与专业相机的差距仍然存在，这将驱动厂家在摄像头上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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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OPPO 在 MWC 大会发布了全新的十倍混合光学变焦技术，该技术
采用三摄模组，通过潜望式光学结构，使长焦镜头实现了 160mm 的焦段，再通
过一颗 4800 万像素超清主摄像头和超广角镜头，实现全焦段的覆盖。根据手机
中国报道，搭载十倍混合光学变焦技术的 OPPO 新机将在四月发布，届时我们
将持续跟进新机销售情况。 

图表 22：新增设备后置主摄像头像素分布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可折叠柔性屏成为创新亮点 

可折叠柔性屏是手机界 2 月份最热门的话题，三星推出了首款可折叠屏手
机 Galaxy Fold，华为在 MWC 大会发布了 Mate X 折叠屏手机，官方发售时间
定在 2019 年中，其中 Galaxy Fold 采用的是双屏内折叠设计，而 Mate X 采用的
是鹰翼式外折设计。可折叠手机的商业化真正实现了 OLED 的最大优势，未来
随着可折叠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应用，预计 OLED 渗透率将会进一步提高。此外，
目前的屏下指纹技术仅适用于 OLED 屏，屏下指纹的普及将进一步推动 OLED

屏幕占比的提升。 

目前，在新增设备中，OLED 屏幕占比约 26%左右；在存量设备中，
OLED 不足 25%，仍具发展空间。其中：OLED 在 OPPO 和 vivo 中渗透率较高，
已超过 40%，而在华为&荣耀手机中占比较小。 

图表 23：新增设备 OLED 份额  图表 24：存量设备 OLED 份额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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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各品牌新增设备 OLED 份额  图表 26：各品牌存量设备 OLED 份额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OLED 渗透率逐步提高的同时，全面屏、大屏化趋势也推动了 OLED 用量
的提升。根据研究创新中心的数据，2 月新增设备 OLED 用量近 9 万平米，
2018 年 OLED 用量超过 120 万平米。 

图表 27：新增设备 OLED 用量（万平米）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屏下指纹仍有较大发展潜力 

2018 年是光学屏下指纹识别方案的应用元年，屏下指纹技术在 2019 年开
始进入产业化的爆发期。2018 年初 vivo 率先发布首款采用屏下指纹技术手机
X20 Plus UD。随着屏下指纹技术的成熟，华为、小米、vivo、OPPO 和魅族等
厂家在 18 年下半年均陆续推出配置光学屏下指纹的旗舰手机。随着全面屏的普
及，屏下指纹方案有望成为主流配置。 

目前，在新增设备中，屏下指纹占比约 13%左右；在存量设备中，屏下指
纹占比仅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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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新增设备屏下指纹份额  图表 29：存量设备屏下指纹份额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创新中心，国金证券研究所，powered by 亚智 

风险提示 

1）手机创新不及预期；2）技术创新对行业格局产生影响；3）三摄、折叠屏、
屏下指纹等需求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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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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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版权归“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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