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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电视成为行业最大热点

王伟的另一个身份是青岛海信激光显

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面对记者，很

多话题也就围绕激光电视展开。王伟坚

信，激光电视代表未来，而今年以来海信

激光电视带动大屏市场增长的优异表现，

也让他底气十足。

两年前，在彩电市场发展的十字路口，

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坚定地选择了激光电

视。他预测，2016 年大屏幕、超大屏幕激

光电视将被接受，2017 年海信激光电视将

给业界带来惊喜。市场对上述判断给予了非

常正面的回应，在今年彩电市场低迷的情况

下，海信激光电视的表现“一枝独秀”。

根据中怡康的数据，今年前8个月，海

信激光电视在 85 英寸以上超大屏电视市场

份额超过 50%。市场上每售出两台 85 英寸

以上的超大屏电视，就有一台来自海信。奥

维云网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彩电零

售量同比下降 7.3%，激光电视销量却大涨

235%，远高于行业和其他新品。王伟透

露，海信激光电视这几个月的销售增长非常

明显，“十一”销售已经呈现供不应求。海

信激光电视甚至演绎出以3个型号的销量击

败其他品牌30个型号销量的“神话”。

在电博会海信展台，激光电视成为最受

关注的产品。很多参观者面对海信 88 英寸

和 100 英寸 4K 激光新品电视驻足流连，激

光电视高临场感的震撼观影体验以及相比传

统大屏电视的护眼和性价比优势，令他们印

象深刻。这些新品都应用了 4K 光学引擎等

关键技术，对电视画面的表现更加精准和真

实，并有丰富的智能内容服务。

王伟表示，在下一代电视显示技术争夺

战中，激光电视逐步确立起优势。海信在

激光显示技术上申请了 320 项专利技术，

掌握了激光引擎等核心技术，打破了全球

显示领域大屏显示被外国品牌长期垄断的

局面。海信激光电视在超大屏市场占比

的一路走高还产生了强烈的“虹吸效

应”：今年以来，激光电视成为电视产业

最大的发展热点，多家彩电企业以及部分

互联网企业、传统投影机企业相继加入激

光电视发展阵营。

9月26日，海信正式发布了80英寸4K

激光电视，其价格远低于 80 英寸以上超

大屏幕液晶电视的市场平均价，海信激光

电视产品线也由此拓展到四个规格段。在

主打家用市场的 80～100 英寸产品的同

时，海信激光电视领先行业进入 4K 时

代。王伟告诉记者，海信正在规划 70 英

寸、140英寸产品以及双色激光电视，随

着尺寸向上向下延伸，激光电视市场即将

呈现井喷式发展。

技术品牌优势持续放大

今年上半年，受市场日趋饱和、上游

面板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彩电市场表现疲

软，然而海信电视却始终保持良性发展势

头，实现了逆势领跑。根据中怡康的数据，

截至今年 8 月份，海信电视凭借 18.05%和

16.63%的零售额和零售量占有率再次位居行

业第一。

近年来，在消费升级背景下，国内彩电

市场呈现出大尺寸、多功能及高端需求的主

要特征，高端大屏更是成为电视行业的突破

口。海信电视的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掌握了

核心技术和大尺寸话语权，在下一代显示技

术上的前瞻性布局则进一步放大了海信电视

的技术和品牌优势。海信电视在电博会上展

示的秋季新品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除了引领激光电视产业发展的超大屏幕

产品，海信电视在此次电博会上还排出了

ULED的最强阵容，众多代表产业发展方向、

搭载黑科技的新品给观众带来一场声色饕餮

大宴。从行业角度来看，海信联动上游继续推

动大尺寸电视的加速普及；从产品角度来看，

海信独创的 ULED 持续深化画质等方面的

技术优势，引领视听娱乐快速迭代。而 2018

FIFA世界杯官方赞助商的身份，又给海信电

视新品融入了独有的差异化元素。

例如海信 U9系列画质旗舰产品，作为

海信面向全球推出的 2018 世界杯限量版电

视，以高达 1000 个独立背光分区和 4096 级

精细调光技术，真实呈现出普通电视难以表

现的层次、细节和景深感。再比如NU7700

电视，采用海信自主研发的“空气声场技

术”，首次突破了音质提升与整机超薄化的

矛盾，产品关键声音指标“频率范围”的低

频值达到56Hz，掀起了一场电视音质革命。

MU8800 璀璨系列 ULED 超画质电视，

在今年的电博会上备受瞩目。这款电视的外

观、画质以及内容体验都加入了丰富的世

界杯元素。海信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

产品采用了 Motion Flow 智能运动帧测技

术，可以清晰地还原真实物理运动轨迹，

非常适合观看大型运动赛事。”值得一提的

是，在今年电博会的 Leader 创新奖评选

上，MU8800 璀璨系列荣获“十大受欢迎

产品”，成为 2017 年度引领市场消费趋势

的产品。

根据中怡康数据，今年前8个月，海信

ULED 超画质电视的销量增幅高达 110%。

海信占 55 英寸及以上大屏市场的销售量份

额达到 18.42%，占 4K 电视市场的份额高达

19.62%，长期高居行业第一位。在海信的带

动下，55 英寸成为行业的第一大尺寸，4K

成为产品标配，这两个指标的提升也抬高了

行业整体均价。

经历了上半年的量额双降之后，随着上

游面板价格的松动，国内彩电市场已经开始

回暖。业内人士指出，在新的消费环境下，

用户期待具有更高性价比的产品组合，而科

技化的高端产品、大尺寸产品，在下半年仍

会受到密切关注，也将成为市场重新启动的

关键。根据中怡康的预测，今年国庆黄金周

期间，65 英寸以上电视市场将全面爆量，

80 英寸及以上超大屏电视将扮演重要角

色。未来三年，80 英寸以上大屏电视的年

度增幅将达到100%以上。

王伟相信，在市场触底反弹的过程中，

海信激光电视、ULED 超画质电视在画质、

音质、智能化以及大尺寸布局上的优势会全

面展现出来。

如果你不满足于目前 50～60 英寸电视

的观感，想在家里营造出一种巨幕影院的感

觉，同时又不愿意花太多的钱，激光电视可

能是你不二的选择。

激光电视大屏优势十分明显。现在液晶

电视主流尺寸是 55英寸，正在向 65英寸迈

进。目前由于受制于液晶面板生产线的原

因，液晶面板经济切割尺寸很难有大幅度的

提升。而且即使能够切割出 80 英寸及以上

尺寸的液晶面板，80 英寸及以上尺寸的液

晶电视可能会因为电梯或者门大小这种物理

的限制，难以进入家庭。去年，乐视120英

寸液晶电视由于太大，只能破窗才能搬进客

厅，而同样尺寸的激光电视就没有这个问

题。它的幕布可以伸缩，非常方便进入家庭

客厅。激光电视可以投射出非常大的屏幕，

尺寸一般都在80～120英寸之间，并且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尺寸调节，便于营造出一

种家庭影院的感觉。另外，激光电视规格并

不落伍，正在全面进入 4K 时代。目前，激

光电视正好弥补了液晶电视在 80 英寸及以

上尺寸段的市场缺憾。

从价格上看，激光电视的优势更加明显。

超大尺寸液晶电视售价目前仍然在高位，80

英寸以上超大屏液晶电视平均售价在4万元

以上，乐视 120英寸液晶电视售价将近 60万

元。相比之下，激光电视价格更加亲民，一般

100英寸全高清激光电视售价差不多在两三

万元之间，而4K激光电视最高售价也不超过

10 万元。像海信 80 英寸 4K 激光电视新品在

天猫首发定价也不到4万元。目前，不管什么

规格的激光电视，只要用户愿意买，价格还能

够得着，但是超大尺寸液晶电视就不一定，像

乐视120英寸液晶电视鲜少有人买得起。

此外，激光电视更加护眼。激光电视不

像液晶电视采用 LED 背光，用户不用担心

LED 灯珠的强蓝光对人眼的坏处。激光电

视是模拟自然界反射成像原理，让人眼看到

屏幕反射光线，真实自然、无辐射。有的激

光电视的成像原理为由激光光源发出激光，

通过色轮后，投射出三色光在DMD芯片上

成像，再通过光机及超短焦镜头投射到反射

镜，最后由反射镜照射到屏幕上，再经屏

幕反射后形成完整图像。这种成像方式更

接近自然光光谱和能量分布，更适合人眼

舒适观看。而且有些激光电视采用的是菲

涅尔无源仿生屏，具备抗环境光、高增益

的特点，其本身不通电，可以保证零辐射

干扰，对人眼有进一步的保护作用。

正因为激光电视的优势，近几年不少

厂商推出了各自的激光电视，让激光电视在

市场中升温，让用户拥有更多的选择。海

信、长虹、索尼、看尚、微鲸、米家、极米

等都在积极布局激光电视。例如，极米科技

推出 120 英寸 4K 双色激光电视 T1。据了

解，T1的NTSC色域高达94.8%，相比市面

上其他液晶电视和激光电视平均70～80%的

NTSC 色域，T1 更能真实还原色彩、呈现

鲜明绚烂的画面。而且 T1功耗仅为同尺寸

液晶电视的 1/2，每天正常使用可以轻松使

用 10 年以上。海信的激光电视产品线已拓

展到80英寸、88英寸、100英寸和120英寸

4 个规格段，特别在主打家用市场的 80～

100英寸产品，已全面进入4K时代。

CHiQ激光电视C5F激光光机的光效能

高达31lm/W，实现120%NTSC的超广色域，

支持1080P全高清，寿命长达3万小时。

海信激光显示公司副总经理刘显荣认

为，激光显示是下一代显示技术趋势之一。

从技术上说，激光电视以点生面的显示方

式，相比液晶电视、OLED电视等平板显示

技术在超大尺寸画面上物料消耗更少，具备

更高的性价比，同时也具备更大的技术成长

空间；从产业链上说，激光电视产业链更加

多元化，为上下游相关企业的加入提供了更

多空间。海信作为国内电视行业掌握激光电

视完整设计技术和制造能力的企业，未来

3～5 年，激光电视有望完成全色的转化过

程。激光电视只有达到全色化，才能完全发

挥其色彩和能效的优势。

激光电视：高性价比巨幕影院

用户最初看到激光电视一般会以为是
一台投影机，实际上激光电视和传统投影机
在投射原理上有很大的不同，激光电视采用
了高亮激光光源+超短焦投射距离，在抗环
境光方面比传统投影机更强，所以拥有更好
的显示效果。

激光电视与投影机的不同点

以海信100英寸激光电视为例，其采用
的是反射短焦原理。由于激光电视采用了
反射是短焦投影原理，缩短了投影距离，确
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环境光的干扰。

激光电视是以投影机为基础，辅以激光

光源技术、短焦技术、智能UI等多种技术应
用的结合体。当然核心部分肯定是激光光
源技术，激光光源寿命可以达到20000小时
以上，按照每天10小时来计算，它的寿命至
少有7年，按照每天8小时来计算寿命则至
少有8.5年，比传统投影机大部分采用的超
高压汞灯的寿命更长，同时激光电视采用激
光光源，纯度高、亮度也高，色域效果更好。
色域高意味有更强的色彩表现能力，画面的
色彩层次更丰富。目前市场中激光电视光
源采用的主要是蓝色激光+荧光粉的组合，
还有双色激光技术，后者在色彩呈现、画面
实际效果都会更好一些，价格也会更高，最
为理想的全色激光技术。

如何评判激光电视好坏

激光电视既然称为电视，衡量电视好坏
的标准仍然适用激光电视，所以要考虑激光
电视的亮度、对比度、分辨率等基础属性是
否达标，是否可以满足日常观看需要。基本
属性满足之后，要对画面质量进行品鉴，如
色彩准确性、色彩还原度、色温以及实际的
色域表现是否符合自身标准。在选取过程
中，需要重点注意的一点就是亮度均匀性，
因为激光电视采用的反射式超短焦技术，这
项技术最大的问题就是边角与中心点亮度
差异较大，有时边角还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所以在选购时要特别注意。
激光电视作为一款电视类产品，在日常

使用之时就要考虑到环境杂光的影响，大多
数激光都会建议配专业抗光幕以增强画面
效果。高色域抗光幕布采用光学锯齿结构
及吸光图层，优点是可以吸收环境光，提高
对比度，增强投影色彩，让画面清晰，色彩逼
真，使用漫反射原理，绿色健康。这种幕布
价格略高，是否要配就要看实际需求了。

激光电视与其说是一款产品不如说是
客厅的的解决方案，他能够更为灵活的满足
当下家庭用户的观影需求，相信经过技术优
化，价格逐步亲民之后，激光电视的市场前
景将无比巨大。

推动激光电视市场井喷 海信电视逆势领跑行业

在2017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
览会（以下简称电博会）现场，王伟
异常忙碌，不到十分钟就接待了两
拨记者。这位青岛海信电器营销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告诉《中国电
子报》记者：“随着尺寸向上向下延
伸，激光电视将呈现井喷式发展。”

9月 22日，海信电视携2017
年秋季新品在电博会上集体亮相，
激光电视和 ULED 成为展示的重
点，两者彰显了作为中国电视技术
领导者的海信在未来产业博弈中的
地位及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