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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产品如期而至，光学仍是创新重点，LCD 版有望带动换机需求 

——苹果公司 2018 年秋季发布会点评 

 

   行业简报  

      ◆事件： 

苹果公司于 9 月 12 日（美国当地时间）召开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

了新款 iPhone 和 Apple Watch 等产品。 

◆本次发布会推出多款新品，总体基本符合预期： 

苹果公司在本次发布会上推出了新款 iPhone和Apple Watch等产品。

新 iPhone 是本次发布会的重头戏，共包括 iPhone XS、iPhone XS Max

和 iPhone XR 三款新品。三款 iPhone 均配备 A12 芯片、玻璃后盖、无线

充电、全面屏和 Face ID 功能，但在屏幕、摄像头和中框材质等方面存在

差异。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采用 OLED 屏幕、后置双摄像头和

不锈钢中框，而 iPhone XR 则使用 LCD 屏幕、后置单摄像头和铝合金中

框，另外 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均支持双卡双待。总体而言，本

次新品发布会基本符合预期。 

◆3D Sensing 全面扩散，光学仍是手机创新的重点，无线充电成为标配： 

与 2017 年仅有 iPhone X 配备 3D Sensing 不同，2018 年的三款

iPhone 均具备 3D Sensing 功能，并且未来有望向全系 iPad 延伸。我们

认为光学仍是手机创新的重点，3D Sensing 和三镜头设计代表着光学下一

阶段创新的主要方向。整体光学零组件市场有望在未来几年出现快速增

长，大陆企业在模组和镜头环节具备较强的实力，有望率先受益。 

同时三款新 iPhone 均配备无线充电功能，我们认为有望带动第三方

配件市场的发展，并逐步促进无线充电在安卓厂商、车用等各领域的普及。 

◆iPhone XR 标志着苹果产品策略的转变，有望拉动换机需求： 

苹果在本次发布会推出了 6.1 英寸 LCD 版 iPhone XR，售价为 749

美元且具备全面屏设计。我们认为这标志着苹果产品策略的转变，苹果不

再一味追求产品的完美，而是开始注重用户基数，并由此为服务业务带来

更大的潜力。我们预计 iPhone XR 将成为三款机型中销量占比最大的一

款，将在 2018 下半年及 2019 上半年带来较强的换机需求。 

◆风险分析： 

新品销售不及预期：新一代 iPhone 的两款 OLED 版售价较高，可能

对销量产生负面影响； 

创新复制进度不及预期：目前 3D Sensing 的技术仍然较为复杂，安

卓厂商跟进还面临很大困难，创新复制可能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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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苹果召开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新一代

iPhone、Apple Watch 等产品 

苹果公司于 9 月 12 日（美国当地时间）召开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了

新款 iPhone 和 Apple Watch 等产品。 

新一代 iPhone 共包括 iPhone XS、iPhone XS Max 和 iPhone XR 三款

新品。三款 iPhone 均配备 A12 芯片、玻璃后盖、无线充电、全面屏和 Face 

ID功能，但在屏幕、摄像头和中框材质等方面存在差异。iPhone XS和 iPhone 

XS Max 采用 OLED 屏幕、后置双摄像头和不锈钢中框，而 iPhone XR 则使

用 LCD 屏幕、后置单摄像头和铝合金中框，另外 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均支持双卡双待。 

在售价方面，iPhone XS 起售价为 999 美元，iPhone XS Max 起售价为

1099 美元，iPhone XR 起售价为 749 美元。 

总体上而言，本次新 iPhone 是一次常规升级。我们认为 LCD 版 iPhone

的低售价将对消费者具备较强的吸引力，有望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较好的销售

表现。另外双卡双待功能直击亚洲地区消费者的痛点，也有望在亚洲地区受

到欢迎。 

图表 1：新款 iPhone XS 与 iPhone XS Max  图表 2：新款 iPhone XR 使用 LCD 屏幕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新款 Apple Watch 的变化主要在外观和功能方面。在外观上，新款 Apple 

Watch 可以展示出更大的显示屏，新款 Apple Watch 的 42mm 机型屏幕

分辨率为 384*480，相比之下，目前的 Apple Watch Series 3 分辨率为 

312*390。另外，新款 Apple Watch 全面配备陶瓷后盖，具备更好的肌肤亲

和力。 

在功能上，新款 Apple Watch 还支持心电图（EKG）功能，心电图（EKG）

功能能够带来比标准心率传感器更精确的心脏监测，是苹果公司与斯坦福医

学院的合作研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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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新款 Apple Watch 支持心电图功能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2、光学依然是主要创新点，iPhone XR 有望带动

换机需求 

与 2017年仅有 iPhone X配备 3D Sensing不同，2018年的三款 iPhone

均具备 3D Sensing 功能，并且未来有望向全系 iPad 延伸。 

从市场空间来看，目前 3D 传感器的发射端单机价值量约为 10 美元，接

收端单机价值量约为 3 美元，整体单机价值量达到 13 美元。随着 3D 传感

器在手机中的渗透率迅速上升，整体市场规模有望在 2020 年达到 100 亿美

元。 

从产业链来看，3D 传感器包括发射端和接收端两部分，发射端主要包

括 VCSEL 激光源、DOE 扩散片、WLO 准直镜头以及模组等部件，接收端

主要包括窄带低通滤光片、特制红外 CMOS 传感器以及模组等部件。VCSEL

激光源用于发射 940nm 的点激光，具备体积小、光电转换效率高、精度高、

成本低的优点。DOE 扩散片利用光的衍射原理，将点光源转换为散斑图案。

WLO 准直镜头利用光的折射原理，将波瓣较宽的衍射图案校准汇聚为窄波

瓣的近似平行光。窄带低通滤光片是用于过滤掉接收端除红外光以外的其他

光，制造难度远高于传统滤光片。特制红外 CMOS 传感器与普通的 RGB 不

同，只需要对红外光成像即可，像素要求也不高，通常只需要 200 万像素。 

从参与公司来看，我国企业起步晚，技术也不成熟，所以进入产业链的

企业并不多。在 VCSEL 方面，目前主要的供应商是 Lumentum、II-VI 和

Finisar。在 DOE 扩散片方面，主要由苹果公司自行设计、由台积电生产。

在 WLO 准直镜头方面， Heptagon 掌握了大部分专利，国内的水晶光电可

以参与其中一部分镀膜工艺。在窄带低通滤光片方面，只有美国的 VIAVI 和

国内的水晶光电可以提供。在特制红外 CMOS 传感器方面，主要由 STM 供

应。而在模组端，我国企业具有很强的实力，舜宇光学、欧菲光都已经具备

模组的量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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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销售情况方面，我们预期 6.1 英寸 LCD iPhone 因售价只有 749 美元

且具备全面屏设计，将成为三款机型中销量占比最大的一款，将在 2018 下

半年及 2019 上半年带来较强的换机需求。 

2018 年在整体创新不那么明显的情况下，苹果采用了多机型发布和降

价的这两种销售策略。根据苹果客户的粘性和降价吸引更多换机客户的策

略，我们判断今年新机的销售情况或将好于之前市场的悲观预期。目前消费

电子白马被市场关注的程度并不高，存在着较大的预期差，我们判断随着备

货旺季的进展，优质零组件厂商将逐步获益，受到市场的关注。 

3、风险分析 

新品销售不及预期：新一代 iPhone 的两款 OLED 版仍然售价较高，可

能对销量产生负面影响； 

创新复制进度不及预期：目前 3D Sensing 的技术仍然较为复杂，安卓

厂商跟进还面临很大困难，创新复制可能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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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买入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

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A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

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

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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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锐 021-22169080 18616663030 zhrui@ebscn.com 

 凌贺鹏 021-22169093 13003155285 linghp@ebscn.com 

 周梦颖 021-22169087 15618752262 zhoumengying@ebscn.com 

金融同业与战略客户 黄怡 010-58452027 13699271001 huangyi@ebscn.com 

 徐又丰 021-22169082 13917191862 xuyf@ebscn.com 

 王通 021-22169501 15821042881 wangtong@ebscn.com 

 赵纪青 021-22167052 18818210886 zhaojq@ebscn.com 

 马明周 021-22167343 18516159056 mamingzhou@ebscn.com 

私募业务部 戚德文 021-22167111 18101889111 qidw@ebscn.com 

 安羚娴 021-22169479 15821276905 anlx@ebscn.com 

 张浩东 021-22167052 18516161380 zhanghd@ebscn.com 

 吴冕 0755-23617467 18682306302 wumian@ebscn.com 

 吴琦 021-22169259 13761057445 wuqi@ebscn.com 

 王舒 021-22169134 15869111599 wangshu@ebscn.com 

 傅裕 021-22169092 13564655558 fuyu@ebscn.com 

 王婧 021-22169359 18217302895 wangjing@ebscn.com 

 陈潞 021-22169369 18701777950 chenlu@ebscn.com 

 王涵洲  18601076781 wanghanzhou@ebs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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