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胎压监测系统（TPMS）是一种事前主动安保，近年受到多个国家的认可
和重视，目前美国、欧盟、韩国、中国台湾等都出台TPMS强制标准并要求车
辆强制安装，伊朗、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等国也正在推进TPMS强标的出台和实施。

• 截至2015年，全球TPMS OEM 市场规模已经超过4000万套，其中欧盟最
大，市场占比为38.7%；其次是美国，为28.4%。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和地区强制安装TPMS，以及汽车市场的稳步增长，全球TPMS产业将迎来快速
发展，预计到2020年，全球TPMS OEM市场规模将较2015年增长80%左右。

•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TPMS强制标准于2016年9月通过了技术
审查，2017年上半年有望发布。此外，M1类车型TPMS强制安装时间已基本确
定，即2019年1月1日起，中国市场所有新认证车必须安装TPMS；2020年1月1
日起，所有在产车开始实施强制安装要求。一旦中国TPMS强标开始实施（
2019年起），每年将产生将近2000万套的TPMS需求，到2020年中国将超过欧
美，成为全球最大的TPMS市场。

• 全球TPMS企业主要由英国Schrader、德国Continental、日本Pacific、美
国TRW、德国HUF五大企业掌控，2015年市场份额合计在90%左右。而TPMS
芯片市场主要被GE、英飞凌、恩智浦三家垄断。广东合微为中国第一家可生产
TPMS芯片的制造商，2016年自主生产出全球最小，国内第一款TPMS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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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中国前装、后装TPMS市场中，外资业占据了不小的份额，全球前5家企业均已进入中国，并占据了
高端市场。中国本土供应商中，具备批量供应经验的 OEM 供应商有保隆科技、上海航盛、驶安特等企业。

水清木华研究中心《2016-2020年全球及中国汽车轮胎压力监测系统（TPMS）行业研究报告》着重研究了以下内容
：

• 全球TPMS法规、发展历程、市场规模、企业及产品竞争格局，以及主要国家和地区TPMS发展现状等；

• 中国TPMS技术现状、政策及法规、发展历程、市场覆盖率、市场规模及结构、企业竞争格局、防爆轮胎市场等
。

• 全球9家TPMS企业经营情况、TPMS配套关系以及在华发展现状等；

• 中国大陆23家、中国台湾6家TPMS企业经营状况、TPMS业务等；

• 全球5家TPMS芯片供应商经营情况、TPMS方案及在华现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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