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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虚拟显示时代到来

领先大市-A

投资评级

Rift、
索尼 Project Morpheus
和三星 Gear VR 等虚拟现实设备将会在本届 CES 上亮相，同时还有
可能会看到许多关于虚拟现实的游戏、应用和电影等内容型产品，科
技巨头们的野心不局限于此，而在于在影视和游戏之外找到更大的颠
覆空间。高通认为，它不仅有潜力颠覆智能手机，而且有潜力颠覆所
有带有屏幕的产品。”虚拟现实技术最初立足于游戏市场，各大公司
都在寻找“杀手级应用”，期望走出游戏市场，让外观略显笨拙的头
盔吸引更多的客户。
我们的观点如下：
1、 根据我们在硅谷调研，未来科技行业的创新趋势围绕人机互动，
随时随地显示、随时随地传感和随时随地控制。随时随地显示是最重
要的用户体验。
2、虚拟显示，以及由此带来的虚拟现实体验，将目前智能手机带动
的六大需求获得根本性提高。为什么是根本性提高？过去的连接，主
要是人和内容的连接，而不是人和人的连接；即使是人和人的连接，
也局限在文字和语音，而不是视频。为什么 instagram 短短时间用户
数达到 3 亿，超过 twitter 苦心经营的 2.5 亿，这就是图像的力量和价
值。
3、 为什么是 facebook 收购 oculus？很多人对虚拟显示的理解还是
停留在影视和游戏环节，虚拟显示确实会颠覆影视和游戏行业。但不
要忘记，facebook 是社交巨头，facebook 的野心在于社交，在于把人
和人的连接。因此，一定在社交、办公、教育、医疗的高度理解虚拟
显示。这也是扎克伯格认为虚拟头盔未来销量将达到 5000 万部到一
亿部的原因。
4、 虚拟显示有多种形态，此外，要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摄像头
不可缺少。我们统计，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互联网巨头，都在这些领
域布局。未来几天 ces 会议，还会有新的技术发布。
5、 推荐标的：最吸引投资者眼球的是虚拟头盔，我们判断 facebook
和索尼的产品都是歌尔声学独家，歌尔声学在下一轮科技行业竞争中
走在全球第一。投影层面，看好利达光电的机会（水晶光电涉及公司
投行，不能推荐）。双摄像头会成为未来趋势，摄像头供应链的金龙
机电、得润电子、晶方科技、硕贝德等受益。不管硬件采取什么形态，
围绕视频数据的分析、处理、压缩和传输都是最主要的，而大数据和
云计算是核心支撑。视频相关公司海康威视、大华股份、东方网力等
必将获得价值重估，继续维持海康威视“买入-A”评级。
■风险提示：系统性风险

维持评级

■本届 ces 展，
虚拟显示是最大亮点：Oc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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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ES：虚拟显示时代到来
本届 ces 展，虚拟显示是最大亮点，Oculus Rift、索尼 Project Morpheus 和三星 Gear VR 等
虚拟现实设备将会在本届 CES 上亮相，同时还有可能会看到许多关于虚拟现实的游戏、
应用和电影等内容型产品，科技巨头们的野心不局限于此，而在于在影视和游戏之外找
到更大的颠覆空间。高通认为，它不仅有潜力颠覆智能手机，而且有潜力颠覆所有带有
屏幕的产品。
” 在三星、索尼、英特尔等公司的推动下，今年的 CES 展会上，虚拟现实
技术将由原型产品转变为正式的消费者产品。虚拟现实技术最初立足于游戏市场，各大
公司都在寻找“杀手级应用”
，期望走出游戏市场，让外观略显笨拙的头盔吸引更多的客
户。
我们的观点如下：
1、 根据我们在硅谷调研，未来科技行业的创新趋势围绕人机互动，随时随地显示、随
时随地传感和随时随地控制。随时随地显示是最重要的用户体验。
2、 科技产品致力于满足人的六大需求：娱乐、办公、社交、支付、教育和医疗。各条
需求进行细化分析，都会发现用户需求依然存在诸多痛点和发展空间，只要消费者需求
还有空间，创新就有空间。虚拟显示，以及由此带来的虚拟现实体验，将目前智能手机
带动的六大需求获得根本性提高。为什么是根本性提高？过去的连接，主要是人和内容
的连接，而不是人和人的连接；即使是人和人的连接，也局限在文字和语音，而不是视
频。为什么 instagram 短短时间用户数达到 3 亿，超过 twitter 苦心经营的 2.5 亿，这就是
图像的力量和价值。
3、 为什么是 facebook 收购 oculus？很多人对虚拟显示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影视和游戏环
节，虚拟显示确实会颠覆影视和游戏行业。但不要忘记，facebook 是社交巨头，facebook
的野心在于社交，在于把人和人的连接。因此，一定在社交、办公、教育、医疗的高度
理解虚拟显示。
这也是扎克伯格认为虚拟头盔未来销量将达到 5000 万部到一亿部的原因。
4、 虚拟显示有多种形态，头盔只是一种，在手机、手表、平板、机顶盒等设备上的投
影也是新的形态，我们认为苹果也在这方面积极布局。此外，要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
摄像头不可缺少。我们统计，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互联网巨头，都在这些领域布局。未
来几天 ces 会议，还会有新的技术发布。
5、 推荐标的：最吸引投资者眼球的是虚拟头盔，我们判断 facebook 和索尼的产品都是
歌尔声学独家，歌尔声学在下一轮科技行业竞争中走在全球第一。投影层面，看好利达
光电的机会（水晶光电涉及公司投行，不能推荐）。双摄像头会成为未来趋势，摄像头供
应链的金龙机电、得润电子、晶方科技、硕贝德等受益。不管硬件采取什么形态，围绕
视频数据的分析、处理、压缩和传输都是最主要的，而大数据和云计算是核心支撑。视
频相关公司海康威视、大华股份、东方网力等必将获得价值重估，继续维持海康威视“买
入-A”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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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分析师声明
赵晓光、邵洁、郑震湘分别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
咨询执业资格，勤勉尽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
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
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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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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