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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美炳

早在去年的IFA上，众多厂商已展示了
自家的8K旗舰产品，8K液晶电视已称不上
CES风向标。不同的是，在今年的CES上，
在 OLED 电视领域，LG Display 的大尺寸
8K OLED 显 示 了 其 行 业 翘 楚 的 地 位 。
OLED 要做到 8K 难度巨大，而作为 OLED
大尺寸面板的唯一供应商，LG Display能以
这么快的速度推出8K OLED产品，说明了
其研发实力。当然，技术可行是一回事，量
产和商用化又是另一回事，8K OLED要在
一堆大屏显示技术中胜出，不靠柔性优势估
计很难。

在TFT-LCD电视领域，实现8K清晰度
的画质提升技术也是值得关注的动向。

三星在其8K QLED电视上重点曝光其
AI画质提升技术，据说可以持续提升画质，
将任何来源的内容都转换为8K内容。康佳
在其 75 英寸的 8K 电视上内嵌了独有的 8K
图像处理芯片，集成了TCON功能，能够精
准控制屏幕每一个像素的灰度，通过独有的
图像算法拼接与转换算法，实现了全程8K信
号处理。

2018年是8K元年，8K面板已经量产，东
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即将来临，8K赛事直播
已提上日程。4K电视在中国市场已经普及，
8K超高清电视将是下一个即将爆发的市场。

三色激光电视

突破全球技术难题

在 CES2018的彩电“秀场”，人们可能为

8K 分辨率赞叹，也可能为可卷曲电视而惊

奇，但是无论这些电视分辨率是多少，形态如

何变化，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屏。大屏

已经成为彩电市场不可阻挡的一大趋势。

而大屏恰恰是激光电视的一大优势，特

别是在 75 英寸以上市场，能解决大屏液晶、

OLED 电视耗电高、价格高、运输难等短板。

虽然 MicroLED 电视也具有大屏优势，但是

MicroLED电视技术还处于初期阶段，没有性

价比优势，短期内同样敌不过不受尺寸限制

的激光电视。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大批厂商涌入激光

电视市场。目前索尼、光峰、海信、长虹、视美

乐、酷乐视、艾洛维等都在激光电视的队列当

中。这大大加速了激光电视市场的增长速度，

据奥维云网预计，2017年激光全线投影机产

品销量有望突破 30 万台，相比 2016 年的 11

万台，有将近2倍的增长。

长虹激光显示科技公司总经理陈宁说：

“激光电视在价格、体积、重量、功耗等方面都

比液晶电视具备优势，甚至可以弥补液晶电

视在大尺寸领域的不足。现在参与的企业越

来越多，激光显示产业配套也会发展起来。”

尽管市场发展迅速，但是激光显示技术

仍然在演进过程中。在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

看来，目前厂商推出的产品大多采用的是激

光荧光粉技术（ALPD），这是一种蓝光激光

激发荧光粉产生白光的技术，解决了投影灯

泡寿命问题，但是它是类似 LED 的技术，难

以克服激光荧光粉技术存在散斑的问题。这

也是目前激光显示发展存在的问题。因此，全

行业正在加快研发全色激光投影技术，通过

使用窄谱红绿蓝三基色激光来合成白光，在

真正意义上实现激光“全色”显示。

而长虹在 CES 上发布全球首款家用三

色 4K激光电视，将激光电视推向新的高度。

“长虹在激光显示上拥有 18 年的技术沉淀，

在推出单色激光产品的同时，早就在布局双

色激光和三色激光显示产品的研发。经过多

次测试和对比，我们认为单色到双色仅仅是

量变，而双色到三色才是真正实现了质变。”

据陈宁介绍，三色激光显示采用红、绿、蓝三

色激光光源，较之单色激光+荧光粉的色域

空间提升60%，较双色激光+荧光粉的色域空

间提升了30%，呈现画面的亮度更高、色彩饱

和度全面提升、色彩还原度更真实，相比传统

投影灯泡光源的使用寿命更长，因此，三色激

光显示技术成为众多行业专家和消费者心目

中公认的顶级显示技术。

记者现场体验了长虹 CHiQ 激光影院

C7TU，其色域覆盖率达到 180%NTC，达到

所有显示技术色域极限值，相比单色激光电

视，能够展现更丰富、更纯臻、更细腻、更真实

的色彩，画面的色彩表现能力极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许立新

指出，我国激光显示技术与外国不相上下，各

有优点。国外在驱动芯片、半导体光源上发展

比较靠前，而我国在光学引擎、消散斑、光效

技术上有一定的优势。据了解，长虹在CHiQ

激光影院C7TU上创新地采用多芯片集成精

密封装技术，缩小光学组件与半导体显示器

件的距离，大幅提升光源耦合效率，减少光引

擎体积，并应用 X-plate 的三色精密合光

技术，在提升亮度的同时，实现产品体积小

型化、轻便化，更适合家庭使用。同时，长

虹应用了独创的多梯次、动静结合式消散

斑技术，使得激光这种强相干性光源容易

出现的散斑对比度降至 2％，呈现出更为

精致细腻的画面。许立新进一步指出，在

激光电视的成本中，激光光源占较大比重，

如果未来我国能够将激光光源实现国产

化，激光电视的价格将进一步下滑，大屏性

价比将更加明显，有可能加速激光电视的

普及。

同时，长虹还同台发布了全球首款激

光显示光学屏幕自发声系统。“长虹首创的

激光显示光学屏幕自发声系统更是解决了

高品质的音响系统与屏幕的一体化设计，

不再需要传统扬声器，而是采用电磁驱动

器将电信号转换成机械振动，以机械方式

激励屏幕产生声音，具有面声源发声的特

点，其声场扩散性好，能够实现全频带无指

向传播，让声音与画面融为一体。”据陈宁

介绍，这套自发声系统随距离产生的衰减

小于传统扬声器，令声音的传播距离更远，

多人观影均可得到出色的听音享受。

人工智能3.0

引领全球潮流

仅仅通过显示技术的升级来驱动电视

硬件的创新似乎并不足以满足智能时代的

软需求。随着人工智能概念的兴起，在

CES2018上几乎所有的彩电厂商都将人工

智能作为优先发展战略来推进，以拥抱即

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新时代。而人工智能电视

概念正是由长虹首个推出并引领的。

2016年7月，当行业遭遇增长瓶颈，在固

有格局中难以突破的时候，长虹凭借多年在

软件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前瞻性的市场判断，

推出了全球首台人工智能电视，惊艳市场的

同时引发了行业的AI热潮。这也标志着长虹

公司董事长赵勇提出的“新三坐标”智能战略

迈入人工智能阶段。

2018CES，在大多数家电企业展示语音

识别、语义分析等 AI 功能的时候，长虹展示

了人工智能电视的 AI3.0版本应用场景——

远场语音、声纹识别技术加身的 CHiQ 人工

智能电视Q5K系列，不仅能通过“人工智能+

大数据+深度学习”了解用户需要什么，而且

突破性地主动识别不同用户，与用户进行自

然交互，让人工智能电视更人性化。在嘈杂的

展台，长虹 Q5K 不设遥控器，只以内置机器

人小白示人，显示了长虹的自信。

长虹之所以能够不断将人工智能电视

推向新高度，与长虹长时间的技术积淀密

切相关。

早在2012年，长虹就在传感器模组开发

应用、语音识别芯片开发应用、基于大数据的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及应用、机器视觉、人脸识

别技术研发应用、工业机器人及工厂自动化

技术研发及应用、家庭服务机器人技术研发

及应用等方面开始长足的探索，并开始成果

转化和商业运用。

对于人工智能战略的落地来说，大数据

的搜集、分析、处理非常重要，而这也恰恰是

长虹的强项。

目前，长虹是家电行业内唯一一家拥有

用户行为分析、大数据处理能力以及庞大服

务器资源的公司。通过开放的物联运营支撑

平台，长虹提升全产业链条能力的产品化和

服务化，实现了基于场景的用户运营、数据

运营。

在软件和平台方面，长虹也做了很多前

沿性布局。比如，在推出人工智能电视的同

时，长虹还发布了以人工智能电视为中心的

首个人工智能平台——AI Center。

搭载 AI Center 的 CHiQ 人工智能电视

不仅能够秒速读懂主人语义，而且能够迅速

指令家中各类智能家电设备完成主人的命

令，并把这一系列过程统一显示、管理，呈现

在电视屏幕上，实现了智能冰箱、空调、空气

净化器、音响、灯光、窗帘、安防设备等的互联

互通。

再比如，引领人工电视进入AI3.0时代的

一项关键技术——声纹识别，首次应用国际

前沿的 I-vector 技术为声纹建模，同时借助

云计算平台，建立起每个家庭成员独一无二

的声纹数据库，能够在家庭应用环境中快速

精准地实现家庭成员的身份识别，识别率超

过90%。

从传感器到芯片，从机器视觉到人脸识

别，从数据搜集到数据处理，从 AI Center

到声纹识别……长虹在人工智能家电领域具

备深厚的技术积累，已经实现在行业的全面

领先。

AI产品和技术领先的长虹并没有止步。

“作为世界人工智能电视的开拓者和领跑者，

长虹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与产品领先行业，

为用户提供越来越聪明的产品和越来越个性

化的服务，实现‘产品+服务+内容’的价值最

大化。”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伟如是说。

从AI电视到三色激光

长虹CES2018吹响中国彩电技术号角

大尺寸电视风向下，无论是液晶还是

OLED，在产能或售价上都有短板，而激光投

影产品恰好在大尺寸、画面表现和价格上有

差异化表现。在 CES2018现场，长虹、海信力

推4K激光电视，索尼、LG展示4K投影仪，市

场热度再升温。

长虹和海信在 CES2018 上均带来新款

4K 激光电视。相比 4K 投影仪，4K 激光电视

增加了图像处理技术、完整的音响配置和拥

有更长的使用寿命；相比液晶或OLED电视，

激光电视轻易实现了 100 英寸以上的大尺

寸，性价比更高。

长虹在CES2018上发布全球首款家用

三色4K激光影院长虹CHiQ C7TU。该产

品色域覆盖率达到180%NTC，相比单色激

光电视色域空间提升30%；相比双色激光电

视提升60%，达到所有显示技术色域的极限

值。目前市场中的激光电视主要为单色激

光，像长虹这样的三色激光电视是全球首

款，而长虹也是唯一一家掌握三色激光电

视技术的厂商。

海信在CES2018上展出了150英寸双

色光源激光电视 S6，以及 88 英寸、100 英

寸、80 英寸不同型号的激光电视，支持

HDR显像技术，主机中内嵌音响。色彩方面，

L6系列显示效果甚至超越液晶电视；智能方

面，S6支持智能电视功能。

索尼和LG在CES2018上均推出了4K投

影仪。作为投影设备领域的“老将”，索尼这次

带来的 4K 超短焦投影仪可投影高达 120 英

寸的 4K 图像，售价约 3 万美元。LG 再次在

CES 上推出投影产品，可以投射出 150 英寸

的4K画面，价格据称将“很实惠”。

索尼 LSPX-A14K 超短焦投影仪放置距

离墙壁24厘米，即可投射出120英寸的4K画

面，支持 HDR 视频，峰值亮度达到 2500 流

明。索尼在2012年发布了第一款4K投影仪，

且在 2017 年 CES 上发布了新品。去年，索尼

也尝试推出家用4K投影仪，以更实惠的价格

主攻家用市场。

LG这款 HU80KA据称身材小巧，便携；

亮度高，支持 HDR（HDR10）；采用 LG 的

webOS 3.5 智能电视系统，用户将可以使用

在线流媒体服务，还支持无线键盘和鼠标。

4K 终端产品在电视领域发展很快，渗

透率超过 60%，而 4K 投影产品的发展速度

稍微慢了半拍，到 2017 年才有更多品牌开

始进入，到目前，有明基、索尼、奥图码、

NEC、爱普生、优派、宏碁、丽讯、海信

等20多个品牌跟进了4K投影显示，产品线

更加丰富，产品价格从高价下探到普通家庭

可以接受的万元左右。

索尼在4K家庭投影机市场实力颇高，全

球市场份额占据第一。从产品实力上讲，索尼

拥有4K面板、4K信号处理能力和光学图像处

理技术，投入4K投影机市场时间较早。除了索

尼，奥图码、明基、爱普生、松下等品牌也布局

该市场，长虹、海信、极米先后推出4K激光电

视。各品牌的涌入加快了4K投影显示产品的

普及，亲民化的价格运动将进一步触动全球

市场的启动。长虹发布全球首款三色4K激光

电视，LG在CES2018上首发“优惠”款的小巧

4K投影仪，正表明该市场热度升温。4K投影

显示产业成熟度逐步升高，海信集团总裁刘

洪新认为，现在激光电视正处在市场爆发的

“临界点”，未来三年，激光电视将是电视品类

中增长最高的一类。

大屏幕需求引领 4K投影显示热度升温

不仅仅是屏

8K超高清力拼画质芯片
本报记者 闵杰

本报记者 闵杰

一直以来，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都是全球最新彩电技术争芳斗艳的舞台，从4K到8K，从LCD到OLED，从曲面到可
卷曲……一次再一次地将彩电技术推向新的高峰。2018年，这座新的高峰不仅属于韩国的三星、LG，更属于中国彩电企业长虹。

美国时间1月9日，长虹不仅在2018年度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2018）上发布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款家用三色
4K激光影院——长虹CHiQ激光影院C7TU，将由中国企业主推的这一全新视听技术推到新的高度；还将人工智能电视推向AI3.0时代，引
领全球电视发展新潮流。如果说在本届CES的中国企业展台上随处可见的OLED电视更多代表国际面板巨头的实力的话，激光电视、人工
智能电视则代表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前瞻能力，以长虹为代表的中国彩电巨头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刷新自己，将以全新的形象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提升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