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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集邦咨询 LED 研究

中心最新价格报告，2018年2月，中

国市场大部分LED封装产品价格维

持稳定，少数产品因厂商清库存影

响，价格继续小幅下调。LEDinside

分析师王婷表示，2月份个别大功率

陶瓷基板LED封装产品价格小幅下

调，整体均价跌幅约为 0.8%。工业

及户外照明为厂商着重推广领域。

其中 Lumileds 推出升级版 LUXE-

ON 5050 产品，在 2W 驱动功率下

亮度达到350lm，适用于天井灯和路

灯等需较高光效的应用。中功率产

品价格则暂时维持稳定。

全球 LED 灯泡方面，2018 年 2

月价格维持稳定。取代 40 瓦白炽

灯的 LED 灯泡零售均价微幅下滑

0.4%，为6.3美元；取代60瓦白炽灯

的LED灯泡零售均价小涨0.1%，为

7.5 美元。从各区域来看，取代 40

瓦部分，欧洲价格有所下滑，其中德

国下降 1.5%，部分早期推出的 LED

灯 丝 灯 产 品 ，价 格 下 滑 明 显 ，如

4W 420lm 灯丝灯售价仅为 2.7 美

元，降幅超过3成；英国及日韩价格

同样小幅下降；中国大陆及美国价

格微幅上涨，中国台湾价格则维持

稳定。

欧洲价格继续下滑，德国降幅

最 大 ，达 到 5.1% ；英 国 价 格 下 降

0.3%，主要是受到厂商低价促销和

部分高价产品退出市场影响。

LG将推出

内建AI架构OLED电视

本报讯 韩国电视大厂 LG 将

推出内含 AI 架构的 OLED 电视。

该系列电视内部建设 AI 架构的

OLED，预计在 2018 年推出 10 款

机 型 。 而 由 于 价 格 相 较 之 前 的

OLED 电视有所下降，而且具备 AI

架构的情况下，市场预计推出后将

受到重视。该系列内含 AI 架构的

OLED 电 视 采 用 LG 自 行 研 发 的

Alpha 9 智 能 处 理 器 ，其 CPU 及

GPU 的运算能力较以往处理器提

高 35%，并配备 4 步骤杂讯抑制、

“进阶映射”（Advanced Mapping）及

改进颜色校正运算法，让画面的清

晰度、颜色、渐变层次都有较以往更

佳的表现。

另外，除了在色彩与画质的控

制上，通过 Alpha 9 智能处理器的

处理有更好的表现之外，在使用界

面上，也能通过 Alpha 9 智慧处理

器，利用自然语言语音辨识来控制

音量、改变频道，预约广播收看、预

约 TV 关闭等，并且改变影片观赏

模式（如电影、运动、游戏等），可为

影片类型提供最佳的观赏品质和声

音效果；甚至还可以通过建置在遥

控器上的话筒，说出电视台和节目

名字进行搜索点播，并用于预约节

目和查询演员讯息等。

据了解，LG 将推出的这 10款

新机型中，共区分为 55 英寸、65

英寸和77英寸等3种规格。预计未

来 LG 的产品推出后将会受到市场

瞩目。

AWE2018创维

展示多功能AI画质芯片

本报讯 3 月 8 日，与 CES 比肩

的另一个全球科技电子盛会 AWE

将在上海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作为国内家电企业的巨头，创

维横跨两大国际级展会，将携带强

劲的核心技术与豪华产品阵容，登

陆大牌汇聚的 AWE2018。同日参

展的还有 LG、索尼、飞利浦、TCL、

夏普等国内外知名家电品牌。巧合

的是，作为目前电视品类中最高端

的 OLED 电视全球前三强的创维、

LG、索尼恰好处在同一展馆内。

此次 2018 年 AWE 的舞台上，

创维将向全世界观众展示此芯片。

创维AI画质芯片包括“精密平滑处

理”、“动态目标重塑”、“超级增补”

等核心关键 AI 技术，通过 AI 技术

可精准提升图像画质，分毫毕现还

原高质量影像，令电视画质更逼真，

仿若身临其境。

创维AI画质芯片的推出，打破

了国际垄断，推动中国电视企业在

技术层面上实现与世界一流品牌比

肩的格局，为中国彩电业带来新的

一轮变革。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运用，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互联网

企业，都看见了显示终端所孕育出

来的巨大价值，并试图打造以电视

为控制枢纽的智慧家庭控制中心。

据奥维云网预测，2018 年全球“智

慧家庭”市场规模将达到 710 亿美

元，其中，中国“智慧家庭”蕴藏着超

过1400亿元的巨大市场。

索尼全新4K OLED电视新品A8F

亮相AWE 2018

本报讯 作为与 IFA、CES 并驾

齐驱的全球三大家电及消费电子

展，2018 年的 AWE 于 3 月 8—11 日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在今

年年初的 CES大展上，索尼推出了

全新 OLED 电视新品 A8F，以及全

新 X9000F 液晶电视系列。鉴于

X9000F液晶电视已经上市，所以在

今年的AWE2018上，索尼可能会将

展示的重点放在全新 OLED 电视

A8F上。

据 了 解 ，索 尼 全 新 BRAVIA

OLED A8F 系列将拥有 65 英寸和

55英寸两个尺寸版本，均搭载了索

尼独有的 4K HDR 图像处理芯片

X1进阶版，以及屏幕发声技术。或

许是为了让价格更亲民，索尼 A8F

系列 OLED 电视摒弃 A1 系列支架

设 计 ，改 用 传 统 底 座 设 计 。 4K

OLED 高清显示屏，如果加上亲民

的价格，相信这款电视会获得更广

阔的市场。

中国大功率LED封装产品价格微幅下调

工业及户外照明为推广重点

中国大陆有望领跑8K面板市场
——中国超高清视频（4K）产业系列报道之三

在超高清面板市场，中国
大陆曾是追随者，但是随着8K
面板的崛起，中国大陆有望成
为领跑者。日经BP社董事浅
见直树指出，中国以前是液晶
面板产业的追赶者，现在已经
成为一位领跑者，中国如果要
引领液晶面板产业需要用自
己的双手去开拓新的世界。

在过去五年间，4K面板逐渐普

及，出货量不断攀升。IHS Dis-

playSearch 数据显示，2013 年 4K 面

板出货量仅310万片。但随着电视

品牌厂持续推出4K电视新品，教育

消费者、电视尺寸放大对于画质需

求提高，以及大陆市场大幅成长，

4K 面板出货量不断走高。根据

IHS DisplaySearch 数据，2014 年全

球 4K、2K 面板出货相比 2013 年成

长了将近 7 倍之多，达到 2000 万片

的规模。2017年，4K电视面板出货

量达到9200万片。还有数据显示，

2018年，4K电视面板出货量将超过

1 亿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韩国

面板厂商从 2014 年开始就一直引

领4K电视面板市场，中国台湾面板

厂商紧随其后，中国大陆面板厂商

则一直在追赶当中。

与此同时，4K面板市场渗透率

也在不断提升。群智咨询数据显

示，2016 年，4K 面板渗透率达到

24.7%。2018 年，4K 液晶电视面板

渗透率将提升到 44.5%。这加速了

4K 电视的普及步伐。根据中国电

子视像行业协会数据，我国4K电视

的市场渗透率从 2013 年的 2%，逐

年增长到2017年的58%。这5年时

间是4K电视增长速度最快的5年。

群智咨询李亚琴指出，4K面板

发展速度太快了，在短短的四五年

间就已经完全普及了。这速度的背

后牺牲的是产业链的利润，像55英

寸 4K 面板 2014 年价格将近 300 美

元，但是到2016年第二季度却降到

175美元。

面板厂商的降价竞争，降低了

整机的价格，加速4K电视市场的成

熟。这让 4K 面板市场增速开始放

缓。群智咨询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全球 4K 液晶电视面板出货量同

比大幅增长70%。到了2017年，4K

面板出货量增速首次低于 50%。

IHS数据显示，2017年4K电视面板

出货量同比增长46%。

但是面板厂商为了寻求更高的

利润，正在增加大尺寸高分辨率面

板的产量。4K 在大尺寸面板市场

中的占比逐年走高，成为大尺寸市

场的主力军。根据 IHS Markit 报

告，2015年，UHD产品在60英寸或

更大尺寸电视面板市场的份额为

60％，2016 年增长到 85％，2017 年

增长到 96％。今年，UHD 产品的

份额预计将跃升至 99％，而 UHD

产品将以压倒性份额取代Full HD

产品。

友达光电产品业务负责人 Li-

ao Wei-lun 指出，2018 年全球 4K

电视渗透率将从去年同期的 30％

上升到40％以上，4K电视面板的需

求量也将在2018年保持强劲势头，

4K 电视面板将成为 50英寸和更大

尺寸电视产品的标准。

中国大陆是4K追赶者
2018年全球4K电视渗透率将从去年同期的

30％上升到40％以上，4K电视面板的需求量也
将在2018年保持强劲势头。

与4K面板不同，中国大陆面板

厂商在8K产业上有望成为引领者。

中国大陆面板企业很早就开始

积极布局 8K。据了解，早在 2013

年，京东方就全球首发 98 英寸 8K

超高清显示屏；2014 年陆续出货，

并联合 NHK 多媒体公司在全日本

多地开展了30余次的8K摄影和播

放演示巡回活动，成为了日本8K产

业联盟的创始会员；2015 年，京东

方又开发了 110 英寸 8K 显示屏和

82 英寸 8K 显示屏，这些产品获得

了很多国际奖项；2016 年，京东方

开发了全球最薄的65英寸8K显示

屏，2017 年又推出了 27 英寸和 75

英寸 8K 产品。2018 年京东方还将

实现75英寸、120赫兹8K产品的量

产。华星光电和中电熊猫在不同场

合展示 8K 产品。2017 年，华星光

电展出65英寸8K极清高色域曲面

模组和 65 英寸 8K 超薄曲面电视。

2017，中电熊猫推出了全球首台 98

英寸8K超高清IGZO面板电视。

近两三年，中国台湾面板厂商、

日本面板厂商和韩国面板厂商也在

加速8K面板产品的布局。据了解，

群创去年第四季度推出首款 8K 液

晶电视显示屏（60Hz，65 英寸），将

向夏普电视和中国大陆电视品牌供

货。同时，夏普还于2017年第四季

度规模量产首款70英寸8K液晶电

视显示屏，以支持夏普电视品牌。

今年，三星和索尼将消耗几乎所有

来自群创、友达和三星显示公司的

120Hz 8K面板。作为差异化布局，

未来 LG Display 可能将重点开发

8K OLED面板。

8K 成为 2018 年的热门词汇。

其中不少人将 2018年看作 8K电视

产业的元年。IHS Markit公司总监

Ricky Park指出：“面板制造商愿意

提供更高分辨率的差异化产品，并

利用高端产品提升利润率。2018

年将成为8K电视的元年。”

据 IHS Markit 长期显示需求

预测跟踪报告，预计 2018 年 8K 将

占据 60 英寸及以上面板市场的

1%，到 2020 年将达到 9%。群智咨

询预计，2018 年将开启 8K 电视的

发展元年，并将在2019年以后有望

实现加快渗透，预计 2022 年 8K 面

板的出货规模将达到 900 万台，渗

透率提升到 3.5%。京东方高级副

总裁陈任桂预计，到 2022 年左右，

在 65 英寸及以上尺寸电视中，8K

普及率将会超过20%。

而 8K与 65英寸以上尺寸段面

板紧密相连。李亚琴指出，8K主要

应用是在65英寸以上尺寸段，65英

寸是8K入门级的产品，10.5代线在

经济切割 65 英寸面板上更有优

势。而中国大陆面板厂商不仅在

8K技术上与世界同步，还率先布局

10.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将在8K市

场获得主动权。中国光学光电子行

业协会液晶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梁清新指出，在10.5代线之前，

中国大陆面板厂商一直处于跟随状

态，但是自从京东方果断率先投资

10.5 代线，华星光电也跟着投资 11

代线之后，中国大陆在全球大尺寸

面板格局当中占住了主要的位置。

梁清新建议，中国大陆面板厂

商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例如，中国

大陆面板厂商将在大尺寸面板上形

成优势。而三星没有投资超高世代

液晶面板生产线，中国大陆面板厂

商要利用自己的长处和三星的短处

去比拼，在大尺寸上使力，让三星在

大尺寸市场上难以扳回这一局。之

前，夏普突然停止向三星供应电视

面板已经让三星陷入僵局，不得不

向LG Display求援。

但是 8K 产业链很长，包括芯

片、显示面板、视频制作设备、存储

设备、网络传输设备、终端整机等。

8K 产业链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没有

得到充分发展，就会限制8K市场的

成长。2018年到2020年是8K市场

的孕育期，充满着不确定因素，例

如，8K 面板良率还处于爬坡阶段，

产能不是很大，T-Con 和驱动 IC

现在还没有真正大规模量产等制约

着 8K 的发展。如果中国大陆要在

8K时代引领行业发展，需要尽快打

通8K产业生态链。

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认为，中

国面板产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大

陆面板产业需要沿着 4K、8K、12K

的路径发展。2020 年，日本正准备

用 8K 广播迎接奥运会，2022 年，中

国同样希望借冬奥会推广 4K、8K

广播，这对于面板厂商来说是一大

机遇。欧阳钟灿说，他已经在两会提

案中建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尽

快在 2020年之前开通 4K、8K。因为

未来随着 4K、8K电视的普及，将迎

来大规模的换机潮，有可能消化大

陆超高世代线释放出来的产能。

据了解，工信部电子信息司拟

组建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搭

建产业协同发展服务平台，制定《超

高 清 视 频 产 业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18—2022 年）》。广东、北京将

先行示范，率先实现相关项目落

地。京东方联合了工信部、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市经信委等，

倡导成立北京市8K产业联盟，目的

就是要打通拍摄、制作、内容运营、

编码及传输、显示等整个产业链条。

积极布局8K 有望领跑
与4K面板不同，中国大陆面板厂商在8K

产业上有望成为引领者。中国大陆面板企业很
早就开始积极布局8K。

本报记者 林美炳

（上接第1版）在工业、医疗、文化、娱

乐等行业实现专业化和大众化的示

范应用。

目前来看，在2016—2018年，以

BAT 为代表的国内企业，已经初步

完成 AR 平台和开发工具布局。因

此，在 2020 年之前，AR 应用在重点

行业的推进、普及，是国内 AR 企业

的发展重点。

AR每个应用领域

都是千亿级市场？

IDC 预计，VR/AR 消费者领域

在 2018 年的全球产值将达到 68 亿

美元，AR 产值将由软件消费主导。

Digi—Capital预测，电子商务将成为

移动AR最大的收入来源，消费电子

产品、汽车、家具、健康/个人护理、

办公设备、食品和饮料以及媒体类

别的AR电子商务销量潜力巨大。

“AR给线上广告和线下营销带

来更多想象空间，为静态的产品和

线下广告赋予多媒体展示形态，帮

助用户全方位了解产品，感受整体

搭配效果。”小米探索实验室在接受

采访时说。

以阿里巴巴 2015 年双 11 家电

类为例，加入 AR 展示之后，产品转

化率提升30%，内容分享增加10%。

“AR 能够赋能于消费者，对产

品产生视觉化认识。尤其当消费者

购买大件商品，比如说家具和车时。

AR 能以实际尺寸把商品呈现在现

实环境中，形成便捷、可视化的产品

了解方式。“谷歌 VR&AR团队告诉

《中国电子报》记者。

基于AR的自动化驾驶，有望成

为移动端 AR 的第二大市场。目前，

百度已经推出AR导航，推动导航从

2D 到 3D 的转化。阿里巴巴也领投

了汽车 AR 导航系统厂商 WayRay

的 B 轮融资，驾驶者无需低头就可

以实时观看导航信息，避免转移目

光带来的安全隐患。

IDC 指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

脑上的移动 AR 将对消费者产生最

大的吸引力，而头显则主要作用于

商业用例。Digi—Capital 也指出，在

移动 AR 凭借普及率和低成本吸引

企业采用之后，企业级AR将稳定增

长，覆盖制造/资源、建筑/房地产、

医疗保健、教育、交通、金融服务和

公用事业等。

“（AR在 B端）每一个领域都是

千亿级以上市场，每一个场景都可

能是百亿级市场。”苏波对《中国电

子报》记者说。

按照Digi—Capital预测，工业制

造是营收最高的企业端AR市场。工

业AR聚焦两个核心问题：实时指导

与透明管理。苏波指出，企业可以利

用 AR 眼镜，将操作流程“没有任何

衰减地”传递给第三方劳务公司，并

在工作过程中进行监督管理，改变

事后追责这种“亡羊补牢”的监管方

式，从而有效降低劳务成本。

“在无人工厂到来之前，人依然

是核心的生产资料。而用手（依靠人

力）去操作的流程，如维修、安装等，

都是AR的适用场景。”苏波说。

AR应用普及

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虽然手机降低了 AR 的体验成

本，AR应用的普及还面临着困难和

挑战。

在硬件方面，腾讯科技旗下VR

次元发布的 AR 行业报告指出，AR

在智能手机上的大规模部署面临着

相机质量与成像处理、电量消耗、网

络依赖性、可视化与交互的可能性

等问题。

以苹果为例，Gartner 研究总监

吕俊宽告诉记者，仅仅拥有一个前

置3D感应摄像头，不足以释放手机

端的AR潜能。苹果显然也注意到这

个问题。产业链消息人士称，苹果已

经在考察玻璃镜头厂，有意将3D模

组导入后置镜头，用于VR、AR等创

新应用，改善用户体验。

而谷歌，也面临着开源环境导

致系统版本繁多、硬件难以统一管

理的问题。

“谷歌正在考虑如何让现在市

场上的旧版本安卓手机搭载 AR—

Core，同时也在和 OEM（原始设备

制造商）合作。新出货的手机会拥有

更加强大的 GPU、摄像头等各方面

的硬件支持。”谷歌 VR&AR团队告

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在软件应用层面，缺乏“杀手

级”应用是培养用户习惯的首要瓶

颈。除了开发者需要了解 AR 技术，

用户也需要在“杀手级”应用的驱动

下，学习、熟悉AR界面的操作方式。

“从技术、设备覆盖、应用数目

来看，手机 AR 才刚刚开始。在 AR

发布到普及的红利期，利用AR特性

做出具有创意和解决用户痛点的

App能加速培养用户认知。比如通过

AR 放置虚拟形象，和虚拟形象合

影；通过 AR 可以将手机变成测量

尺，甚至通过在现实世界放置虚拟

物体，进行桌游或者棋牌游戏等。”

小米探索实验室在接受采访时称。

苏波指出，未来两年内，所有

App都会加入AR功能，未来5年内，

App会从底层AR化。

“在 App AR 化之后，随着应用

的不断深入，AR产业有望在两年之

后形成用户黏性，迎来真正的爆

发。”苏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