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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CMOS 图像传感器行业系列报告之三： 

全球新兴应用领域 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概览（预览版） 

注释： 

该版本为预览版，仅呈现报告部分内容。 

若需购买并阅读完整报告内容，请通过我司电话沟通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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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新兴领域 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概览 

1.1 全球新兴领域 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定义与分类 

随着全球 CMOS 图像传感器领域内应用多样化趋势的显现，基于 CMOS 图像传感器各细分领域

的发展阶段、技术成熟度以及未来发展潜力，全球 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可被划分为传统领域及新

兴领域两类。传统领域包含手机、安防监控、汽车电子和工业等在新一轮技术（如堆栈式结构、全局

快门和近红外技术等）革新前就已有的 CMOS 图像传感器主要传统赛道内。而新兴领域则指的是包

括无人机、扫地机器人和 AR/VR 等众多近年来技术驱动下出现的新型消费电子应用。  

由于全局快门技术（Global Shutter, GS）是众多新兴 CMOS 图像传感器应用领域内的核心主体

技术，应用潜力巨大，因此本报告将主要研究全局快门产品在新兴领域 CMOS 图像传感器的市场情

况。 

近年来，全局快门在 CMOS 图像传感器领域中的应用广度与深度都在迅速提升。采用全局快门

模式的 CMOS 图像传感器中，每个像素处都增加了采样保持单元，使得所有的像素可以同时用以捕

获图像，从而避免了在高速拍摄场景下因每行像素曝光时间差异而形成的“果冻效应“（“果冻效应

“指的是当相机与被摄对象之间存在相对位移时，画面所发生的直线部分弯曲、边缘模糊和部分画

面曝光错误等问题)。而反观卷帘快门 CMOS 图像传感器采用的则是逐行曝光的形式。对于高速运转

物体的拍摄而言，此模式下每排像素之间曝光的时间差已经足以让物体形成较大位移，因此”果冻

效应“难以避免，给诸多新兴应用带来很大的局限性。 

目前来看，全球新兴领域全局快门 CMOS 图像传感器的主要应用包括无人机、扫地机器人、

AR/VR、新型家用式游戏主机、智能教学终端和翻译笔等新型智能产品。CMOS 图像传感器作为这类

智能产品视觉模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综合性能的提升对于此类产品的升级换代至关重要。而只有

高帧速的全局快门 CMOS 图像传感器才能更好满足这类新兴应用对于无形变和高速捕捉等成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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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全球新兴领域全局快门 CMOS 图像传感器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2020 年，全球新兴领域全局快门 CMOS 图像传感器出货量为 6.0 千万颗。该市场竞争激烈，市

场份额大都掌握在少数领先的企业手中。 

按出货量排名，前三家新兴领域全局快门 CMOS 图像传感器企业依次为思特威、豪威和索尼。

前三名的市场份额合计为 88.7%。 

 

图 3. 2020 年全球新兴领域全局快门 CMOS 图像传感器厂商出货量排名 

来源: Frost & Sull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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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st & Sullivan 是一家全球咨询公司，也是一家独立的第三方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961 年，在全球拥

有 40 个办事处，拥有 2000 多名行业咨询师、市场研究分析师和经济学家。 

➢ 在撰写行业报告时，我们进行了一手研究和二手研究，从各种来源获取信息，并对多位受访者

进行了独立调查。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与领先的行业参与者和行业专家讨论行业现状;第二项研究

是基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数据库，对公司报告、独立研究报告和数据进行审核。在编写行业报告

时，Frost & Sullivan 假设：(1)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可能保持稳定增长；(2)在预测期内，中国的

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可能保持稳定。 

➢ 本报告市场规模计算依据为 2021 年 4 月中旬采集的各大厂商可得的最新 2020 年产量数据。由

于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和中美贸易战及上述事件的连锁反应， 该市场各大厂商的产能及出货

量均收到不同程度影响， 导致各厂家 2020 年实际产量相较过往估计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我司

于 2021 年 4 月中旬进行了调研及访谈工作，更新了相关数据并完成了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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