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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涨额跌是实情

如果要一探火热的曲面电视背后的虚

实，一定得翻开2017年第一季度曲面电视市

场的成绩单。

从 2016年和 2017年第一季度国内曲面

电视市场主流尺寸段的销量份额和售价情

况数据（见右表）可以发现，除 50 英寸外，

2017年第一季度曲面电视售价普遍下降，其

中55英寸和65英寸曲面电视售价同比去年

的下降了 2000 元~3000 元。中怡康数据显

示，国内曲面电视平均价格从去年第一季度

的 8641 元下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 5839 元，

同比下降32.4%。

因此，2017年第一季度主流尺寸段曲面

电视的零售量份额并没有因为降价而出现

上涨，反而出现了下降的现象。

此外，从该表的数据看，也出现了一

些值得关注的现象。2017年第一季度 50英

寸及以下尺寸段曲面电视零售量份额出现

了小幅上涨，其中 48英寸曲面电视上涨最

为明显，同比去年上涨6.2个百分点，有的

机型甚至成为最畅销的产品。50 英寸曲面

电视价格甚至出现了上涨。

通过对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2017年

第一季度曲面电视销量大涨有两大因素。第

一个因素是由于价格的下降，降低了购买门

槛；第二个因素是依靠50英寸及以下尺寸段

销量的上涨来拉动。但对于后一种原因，接

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的海信电器、康佳

等销售人员均指出，实际上，用户对中小尺

寸曲面电视的接受度并不高。

上游供应藏玄机

2017年第一季度曲面电视销量上涨，除

了价格下降因素之外，为什么还伴随着50英

寸及以下尺寸段销量上涨呢？

曲面电视价格普降的原因很明显，主要

还是因为技术的提升造成曲面面板生产成

本的下降。群智咨询报告指出，平曲面板价

差逐步缩小，随着规模和产能投入的扩大，

厂商持续扩大推广平曲共用的open cell，采

取更加积极的价格策略，逐步缩小与平面面

板的价差，甚至有望实现曲面与平面面板同

价，促进曲面面板渗透率的提升。

但是在同样降价的情况下，为什么50英

寸及以下尺寸段曲面电视零售量份额出现

上升，而 55 英寸和 65 英寸曲面电视零售量

份额却下降呢？

具体分析 50 英寸及以下尺寸段曲面电

视零售量份额上升情况，可以发现48英寸曲

面电视是上升的主力，其次是49英寸曲面电

视。其背后，是业界皆知的一个原因：三星停

产48英寸曲面面板，8.5代生产线正在转产49

英寸面板，而华星光电也在规划提供49英寸

曲面面板。奥维云网分析师崔吉龙解释说，从

46英寸到48英寸，再到现在的49英寸，这是

8.5代生产线不断改进的结果。自从LG的8.5

代线生产49英寸面板之后，其他8.5代线都在

跟进，因为8.5代线切割8片最大的就是49英

寸。虽然这有一定的技术难点，但是目前各

大厂商都跨过了这道技术门槛。

所以48英寸曲面电视零售量份额的增

长只能是昙花一现，也可以解释为何如今

市面上出现大批不知名电视厂商推出48英

寸曲面电视的现象。

而50英寸曲面电视在价格上涨的情况

下仍然能够保持零售量份额的小幅提升，

可能是由于50英寸曲面面板供应商只有友

达光电，下游整机厂商为了在尺寸上获得

差异化优势，即使在面板涨价的情况下也

会选择该尺寸的产品，但是 50 英寸曲面电

视零售量份额很小。

如果说上述尺寸段的异动有上游供应

的“特殊原因”的话，55英寸和 65英寸曲面

电视销量的下滑则更多反映大局：一是受

整体市场的影响，因为 2017 年第一季度中

国彩电市场遭遇了“史上最差第一季度”；

二是厂商营销重心的转移。曲面电视概念

已经到第五个年头了，概念过于陈旧，厂商

需要新概念推动市场增长。

崔吉龙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以

三星为首的量子点阵营推出了量子点概

念，他们会将宣传重心聚焦在量子点概念

上，如果三星既推曲面概念，又推量子点概

念，消费者的注意力会被稀释。所以今年曲

面电视的声音开始被弱化。同样的原因，在

2017 年各大主流厂商的春季新品发布会

上，少有曲面电视的身影，甚至连此前主推

曲面电视的TCL也在发布会上很少提及曲

面电视。

命运难逃昙花一现

其实，曲面电视从一出生就备受争议，当

年和三星一起刮起曲面风的LG很早就弱化了

曲面的概念。甚至有一些彩电厂商从一开始就

不认可曲面电视的发展前景而不主推曲面电

视。创维行政总裁刘棠枝曾炮轰曲面液晶电视

是彩电技术的倒退，并认为曲面电视难成大市

场。夏普前首席技术官兼执行副总裁Shigeaki

Mizushima也表示过：“不是我们做不出来曲面

电视，只要我们想做就能做出来，但是曲面的

价值是什么？”

自从有曲面电视以来，IHS 就一直不看

好曲面电视的市场潜力。今年年初 IHS 一份

报告预测，全球曲面电视出货量份额将从

2016年的3.9%上涨到2017年的5.0%，达到巅

峰，但 2018 年之后出货量份额会逐年下滑，

2020年将跌至3.7%。

IHS DisplaySearch中国市场研究总监张

兵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曲

面是一种设计概念或者时尚概念，有些人觉

得很好看，但是曲面电视并没有给用户带来

实际的价值。这就像颜色一样，有的时候流行

香槟金，有的时候流行黑色，也有的时候流行

蓝色，时尚、流行的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所

以从市场角度分析，他认为，曲面电视 2017

年或者2018年上半年就会达到它的顶峰。

一直研究消费者心理的康佳多媒体事业

部华北区域培训经理梁江也认为，今年曲面

电视将会达到它的顶峰，明年曲面电视将会

锐减。因为曲面电视是过渡性产品，电视最终

的发展方向是超轻薄。以OLED电视为例，现

在主推OLED电视的厂商基本不生产曲面电

视了，绝大多数是直板电视，而且朝着壁纸电

视方向发展，厚度只有两三毫米。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从短期来看，曲面电

视在国内市场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预计销

量占比将达到 10%~14%左右。从长远来看，

曲面电视会和3D电视一样，逐渐淡出市场。

数据来源：中怡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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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和2017年第一季度国内曲面电视市场主流尺寸分布情况（销量份额）和售价情况

在“史上最差第一季度”中，曲面电视市场表现十分抢眼。中怡康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全渠道曲面电视在售型号共355款，超过
超薄、分体、无边框电视在售款数之和，全渠道曲面电视零售量同比增长123.2%，线下曲面电视零售量渗透率达到11.1%。

有意思的是，主流彩电厂商却从今年开始对曲面电视“轻描淡写”，在春季新品发布会上，除三星外，几乎不提曲面概念，长虹等曾经是
曲面电视的主力厂商今年甚至没有曲面电视新品。

一边是市场的“火热”，一边是企业的“冷淡”，背后说明了什么？华星光电研发中心一位被采访对象道出了他们对曲面电视市场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曲面电视市场需求并没有明显上升。”也就是说，数字上看到的火热，其实可能是“虚火”。

重蹈3D电视覆辙

曲面电视昙花一现？

2017年5月23日 西安

2017 亚 洲 消 费 电 子 展（CES

Asia）即将于 6 月 7 日～9 日在上海

举行。这是一年一度在拉斯维加斯

举行的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展——

CES 在亚洲的“小兄弟”。到现在为

止 ，CES 展 已 经 举 办 了 50 届 ，而

CES Asia才只到第三届，但是，CES

主办方 CTA（美国消费技术协会）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盖瑞·夏培罗

（Gary Shapiro）却 预 言“20 年 后 ，

CES Asia 可能超过 CES 本身”。近

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期间，夏培罗一行又来到中国，与

媒体沟通了今年CES Asia的亮点，

重申了 CTA 以创新和贸易提升经

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的愿景。

只有中国和美国

适合办全球性消费电子展

“我相信 CES Asia的成功和壮

大，将与中国企业的成功和壮大密

不可分。中国经济多年来延续了稳

健、快速的增长，中国本地消费电子

产业快速发展，消费电子市场十分

活跃，这些都是CTA选择在中国上

海举行亚洲消费电子展的原因，也

是三年来 CES Asia 迅速扩大的原

因。”夏培罗向记者表示。为美国消

费技术协会（包括其前身美国消费

电子协会）服务了36年的夏培罗跑

遍全球多个地方，他爱思考善观察，

曾出版过两本书，还写过数百篇专

栏文章。根据他的分析，他认为，迄

今为止只有中国和美国具备成功举

办一场消费电子展会的所有基本条

件。

“全球研究显示，对于消费电子

类的技术投入，在全球范围内有减

弱的趋势，但是我们发现，在中国这

方面的投入还在不断继续。根据我

们的预测，2017年全球范围内在消

费电子技术方面的投入将会有 2%

的衰退，投入总额会在9290亿美元

的水平。但我们预测，2017 年中国消

费技术市场容量会进一步扩容，会增

长9%，达到2.1万亿元。明年我们认为

这个增长态势还会继续，有 5%的增

长。”美国消费技术协会市场研究部高

级总监斯蒂夫·凯尼格（Steve Koe-

nig）表示。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反差？CTA的

消费者调研表明，中国有着非常旺盛

的消费电子技术的需求。根据 CTA

2016 年的调研，有 59%的中国网上消

费者认为自己是消费技术的早期使用

者，有 36%的购买者表示自己购买电

子产品纯粹出于娱乐的目的。斯蒂夫·
凯尼格表示，消费者对使用或者采纳

一些电子产品的热情，以及他们在网

络上表现出来的消费行为，都代表了

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是靠前的、发达

的市场。

创新交锋是

CES Asia的价值

基于这样的判断，CTA 在本届

CES Asia 上引入了 19 类消费电子领

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包括移动设备、

虚拟现实、无人机、汽车技术、机器人

设备、可穿戴设备、健身及运动、智能

家居、3D打印、家庭娱乐等等。

“整个技术领域正在发生深远

的变化，很多行业之间进行着交融

和跨越。我们希望以消费电子技术

作为着眼点，作为汇合点，让不同细

分市场的企业能够进行交互式的发

展，这也是CES Asia能提供给参展

者的价值之一。”夏培罗表示。

据夏培罗介绍，与 CES 在纽约

首展时更希望促进贸易不同，CES

Asia在三年前初创时就打定主意更

注重对创新的推动。

“你可能会觉得有些意外，我们

甚至刻意让亚洲消费电子展规模小

一点，因为我们要求任何被选中参

展的企业，要么是一个知名品牌，要

么有创新的产品。在亚洲展上，你不

可能见到有 30 家同样都是做智能

手机外壳的企业，但一定可以看到

各种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产品。”

夏培罗表示。

据介绍，亚洲消费电子展的设

计初衷是希望能够将创新作为共同

的标准，把不同垂直行业的消费电

子产品和技术汇集到展会上，让参

展者尤其是企业管理者通过跨界的

了解和交互，得到新的启发，形成新

的产品和创新。“跨界产品之间产生

协同效应，这是我们所乐见的，也是

能带给企业高管的一个增值。”夏培

罗表示。因此，在 2017CES Asia上，

主办方将设置 50 多场针对不同领

域的高峰论坛。

据全权负责亚洲消费电子展展

会的美国消费技术协会国际项目高

级总监约翰·凯利（John T. Kelley）

介绍，2017年亚洲消费电子展的展

会规模比去年增加 10%，总的展览

面积将达到 4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

数已经从去年的 439 家跃升到 450

家，包括再次参展的中国移动、华

为、大疆、大陆集团、BMW、奔驰、

魔声、安吉星、沃尔沃、京东、百度

等，也包括新参展的长虹、海尔、康

佳、比亚迪、现代、本田、NEVS 等，

甚至还有 75 家初创企业。此外，在

此次亚洲展上还会首次发布对于中

国消费者的洞察研究。

不创新 别参展
2017亚洲消费电子展6月举办

盖瑞盖瑞··夏培罗夏培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