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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电子阅读器行业现状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显
示，**年全球电子书阅读器出货量为1484万台，较**年下降了36%；**-**年连降**年，**年全球电子阅
读器的出货量仅710万台，**年203万台。
中国电子阅读器行业现状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
未来我国电子阅读器行业能否逆流而上，仍取决于其能否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我们预计到**年电器
阅读器行业出货量将达到275万台。
**-**年中国电子阅读器行业市场出货量走势预测（单位：万台）
《中国电子阅读器行业现状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在多年电子阅读器行业
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电子阅读器行业市场的发展现状，通过资深研究团队对电子阅读器市场资讯进
行整理分析，并依托国家权威数据资源和长期市场监测的数据库，对电子阅读器行业进行了全面、细致
的调研分析。
China e-reader industry status surve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alysis report (20182025)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电子阅读器行业现状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
可以帮助投资者准确把握电子阅读器行业的市场现状，为投资者进行投资作出电子阅读器行业前景预判
，挖掘电子阅读器行业投资价值，同时提出电子阅读器行业投资策略、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建议。
第一章 电子书阅读器相关概述
第一节 电子书基础概述
一、电子书的特性
二、电子书构成要素
三、PC支持的常用电子书格式
四、掌上阅读器常用电子书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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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子书的优势
第二节 电子书阅读器阐述
一、电子书阅读器屏幕
二、基于电子纸技术的阅读器
三、基于LCD等技术的阅读器
四、基于Android机器人系统的电子书阅读器
五、电子书阅读器产业链构成现状
六、主要功能/品牌电子书阅读器参数对比
第二章 2018年国内外数字出版业市场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数字出版业运行总况
一、数字出版业迎来高速发展期
二、收入规模持续增长
三、用户数量增长迅猛
四、报社网站增长数量
四、复合型人才匮乏
第二节 2018年中国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平台的整合分析
一、数字出版业的收入规模和品种数量持续快速增长
二、传统出版单位加快数字化转型的步伐
三、内容资源朝着重组与组合的方向发展
第三节 2018年中国数字出版业热点问题探讨
一、数字版权保护问题
二、付费问题
三、数字出版技术标准
第四节 2018年中国数字出版行业应对策略分析
第三章 2018年国内外电子书所属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8年全球电子书产业运行分析
一、全球电子书产业链格局分析
二、中国台湾电子书产业投资过百亿
三、电子书产业成国内外厂商追逐热点
四、中国电子书产业进入快速增长期
第二节 2018年中国电子图书产业规模分析
一、中国正版电子书总量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二、中国电子书产业发展规模
三、电子书产业发展呈现三大特点
四、手机阅读销售收入与利润情况分析
五、中国电子书产业发展主要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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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内电子书产业相关技术日趋完善
第三节 2018年中国电子图书产业部析
一、电子图书市场规模
二、电子图书读者数量
2018-2025年年中国电子书用户规模（亿人）及增速（%）
三、电子图书内容份额
四、电子图书终端市场份额
五、电子图书网站类别
第四节 2018年中国电子图书企业竞争力分析
一、中国电子图书企业的发展概况
二、方正阿帕比的发展和盈利现状
三、超星的发展和盈利现状
四、中文在线的发展和盈利现状
五、书生之家的发展和盈利现状
第五节 2018年中国电子图书用户行为分析
一、数字阅读渐成中国阅读新潮
二、中国电子图书读者规模与传统阅读方式读者所占比得
三、低学历读者和青年读者的增长明显
第四章 2018年国际电子书阅读器所属行业市场分析
第一节 国际电子书阅读器市场运行简况
一、国际电子书阅读器市场迅速崛起
二、全球电子书阅读器市场迅猛升温及影响因素
三、全球电子书阅读器市场形成中西方两大阵营
四、全球电子书阅读器市场竞争火热
五、从CES展透视电子书阅读器的火爆态势
六、全球电子书阅读器市场销量情况分析
七、西班牙电子阅读器销售突破10万台
八、全球电子书阅读器发展面临的阻碍
第二节 美国
中國電子閱讀器行業現狀調研及未來發展趨勢分析報告（2018-2025）
一、美国仍将是电子阅读器的最大市场
二、多重竞争主体推动美国电子阅读器市场发展
三、美国电子书阅读器热销冲击传统图书业
四、美国电子书阅读器满意度调查分析
五、美传媒巨头携手圈地电子书阅读器市场
第三节 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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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台湾电子书阅读器发展的机会与威胁
二、中国台湾向完整电子书阅读器产业供应链发力
三、中国台湾全力推动电子书阅读器本土化步伐
四、中国台湾电子书阅读器市场预测
第四节 2018-2025年全球电子书阅读器产业前景预测
第五章 中国电子书阅读器所属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 国内电子书阅读器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第六章 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所属行业运行新形势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产业发展概况
一、电子书阅读器在中国市场的生存态势
二、总署多方面推动电子阅读器产业发展
三、金融海啸中电子书阅读器逆势上扬
四、电子书阅读器品牌与产品格局分析
五、中国电子书阅读器产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六、外资积极掘金中国电子书阅读器市场
第二节 电子书阅读器产品发展动向
一、使用电子纸的电子书阅读器将迅速普及
二、电子书阅读器新品突出轻薄特色
三、北京润为首推彩屏电子书阅读器
四、多功能电子书阅读器成为厂商突围法宝
第三节 电子书阅读器产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电子书阅读器推广普及的门槛
二、电子书阅读器全面取代纸媒面临的主要挑战
三、国产电子书阅读器发展的困扰
四、电子书阅读器市场快速发展的对策
五、电子书阅读器产品的市场突围策略
第七章 2018年中国电子阅读器所属行业市场部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电子阅读器市场动态分析
第二节 2018年中国电子阅读器市场现状综述
一、中国将成全球第二大电子阅读器市场
二、电子阅读一路飘红 风光路上暗藏“危险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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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内地电子阅读器市场将呈爆炸式增长
四、国内专用手持式阅读终端市场规模
五、中国电子阅读器销量统计分析
六、国内电子阅读器价格分析 订阅 电 话: 4 0 0 61 ２ 8 6 6 8
第三节 2018年中国电子阅读器市场热点问题探讨
一、电子阅读器市场泡沫产品同质化严重
二、电子书阅读器发展需解决标准统一问题
第八章 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所属行业竞争新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市场竞争态势
一、国内电子书阅读器市场竞争升级
二、IT厂商纷纷涉足电子书阅读器领域
三、电子书阅读器市场群雄逐鹿
四、电子书阅读器上游硬件厂商成最大赢家
第二节 电子书阅读器的替代者分析
一、电子书阅读器面临PC、手机的严峻挑战
在线阅读
：http://www.360Baogao.com/6/66/DianZiYueDuQiChanYeXianZhuangYuF.html
二、手机电子书的发展概况
三、手机成为日本电子书阅读主要途径
四、智能手机在电子书市场大有可为
五、MP4分食国内电子图书阅读器市场
第九章 2018年全球着名电子阅读器厂商分析
第一节 日本的索尼（sony）
一、公司简介
二、索尼扩大电子书阅读器产品阵容
三、2018年索尼电子书阅读器发展目标
第二节 荷兰飞利浦（Philips）旗下的iRex
第三节 亚马逊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亚马逊强势推出升级版kindle
三、电子书市场亚马逊与苹果博弈升级
四、亚马逊重新调整电子书阅读器价格
第四节 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三星电子书阅读器登陆美国市场
三、三星发售SNE-60K全面抢占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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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电子阅读器竞争主体企业调研分析
第一节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七、汉王豪赌电子书阅读器市场加大广告宣传力度
八、汉王科技成功上市开创电子书行业先河
第二节 北大方正集团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七、凭借内容优势方正大肆进军电子书终端市场
八、方正电子书阅读器市场的制胜战略
第三节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七、大唐看好电子书阅读器潜力加大项目投入
第四节 北京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北京纽曼理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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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天津津科电子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一章 2018年中国电子纸产业运行分析
第一节 2018年中国电子纸产业运行简况
一、视觉革命—电子纸走向成熟
二、电子纸—掀起纸与平板显示的双重革命
zhōngguó diànzǐ yuèdú qì hángyè xiànzhuàng diàoyán jí wèilái fāzhǎn
qūshì fēnxī bàogào (2018-2025)
三、电子纸商品化应用渐次启动
四、电子纸产品市场成长的契机分析
五、中国电子纸行业应用现状分析
第二节 2018年子纸技术动态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电子纸产业前景预测
第十二章 2018年中国电子阅读器芯片运行分析
第一节 电子阅读器芯片相关概述
第二节 2018年中国电子阅读器芯片业研究
一、电子阅读器芯片成本
二、电子阅读器期待低价多媒体芯片
三、电子阅读器芯片方案研究
第三节 2018年中国电子阅读器芯片面临的挑战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电子阅读器芯前景预测
第十三章 2018-2025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市场发展前景预测
一、全球电子书阅读器市场发展前景光明
二、未来三年全球电子书阅读器市场增长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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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电子书阅读器市场规模预测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市场发展趋势及方向分析
一、中国电子书阅读器市场的主流趋向
二、电子书阅读器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三、网络化成为电子书阅读器未来发展方向
第十四章 2018-2025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2018-2025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8-2025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电子书阅读器投资潜力分析
二、电子书阅读器投资吸引力分析
第三节 2018-2025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政策风险分析
三、技术风险分析
第四节 2018-2025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五节 中′智′林:建议
图表目录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速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重点企业市场份额
图表 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区域结构
图表 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渠道结构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需求总量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需求集中度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需求增长速度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市场饱和度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供给总量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供给增长速度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供给集中度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销售量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库存量
图表 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企业区域分布
图表 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销售渠道分布
中国電子リーダー業界の状況調査と将来の発展動向分析レポート（2018-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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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产品价格走势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利润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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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产值利税率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总资产增长率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资产负债率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速动比率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总资产周转率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应收账款周转率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存货周转率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产品出口量以及出口额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出口地区分布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进口量及进口额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进口区域分布
图表 2013-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对外依存度
图表 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投资项目数量
图表 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投资项目列表
图表 2018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投资需求关系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速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需求总量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供给量预测
图表 2018-2025年中国电子书阅读器行业产品价格趋势
略……
订购《中国电子阅读器行业现状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报告编号
：2321666，
请拨打：400 612 8668、010-66181099、010-66182099
Email：kf@360baogao.com，传真：010-66183099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6/66/DianZiYueDuQiChanYeXianZhuangYuF.html

-10-

电子阅读器市场调研分析报告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中国电子阅读器行业现状调研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8-2025）

相关报告
※ 2019年版中国电子阅读器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前景趋势分析报告
※ 2018年版中国电子阅读器市场现状调研与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 中国电子阅读器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18年版）
※ 2018-2025年中国电子阅读器行业发展现状调研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 电子阅读器行业现状调研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5版）
※ 中国电子阅读器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电子阅读器市场深度调查分析及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 2019-2025年中国电子阅读器市场调查研究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功率半导体市场现状研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
※ 2018-2025年中国功率半导体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
※ 中国自动高压蒸汽灭菌器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9-2025年）
※ 中国电暖气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19-2025年中国游戏机市场深度调查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 2019-2025年中国数码开关市场全景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
※ 中国触摸显示屏行业调研及发展趋势分析报告（2019-2025年）
※ 中国电子阅读器市场调查研究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 2018-2025年中国电子级盐酸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 中国电子词典品牌行业发展监测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报告（2018-2025年）

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6/66/DianZiYueDuQiChanYeXianZhuangYuF.html

电子阅读器产业现状与发展前景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