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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色和双色激光电视相比，三色激

光电视优势更加明显。长虹激光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宁指出，三色激光电视

色域非常高，按照NTSC标准，三色激光电

视的色域值能够达到 180%。如果现在液晶

电视能够还原的是30%～40%的色彩，那么

三色激光电视就可以还原自然界 70%的色

彩，用户能够看到的色彩更加鲜艳。而且采

用三色激光器之后，可以简化激光电视产

品设计和内部结构，有利于降低功耗、减少

噪音、缩小体积等。

钟波认为，三色光源三原色齐全，可以

最真实地再现客观世界丰富、艳丽的色彩，

其亮度和色彩都达到最佳。三色激光是未来

激光电视的发展方向之一。目前，由于三色

激光的造价成本很高，产品化后的售价可能

不适用于家庭市场。未来，三色激光的制造

价格一旦下降，相信厂商都会往真三色激光

进行演进，但三色激光的普及还需要时间。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许立新也认

为，现在市面上的激光电视大部分采用激

光器+荧光粉的方案，但是从更新换代的角

度来看，这些都属于过渡性产品，全激光电

视（三色激光电视）是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各大厂商都在积极研发三色激

光电视，希望进一步实现技术突破，降低成

本。陈宁透露，长虹已经开发出三色激光电

视的实验室产品，目前还在进一步优化中，

如果成本降到一定程度将上市。钟强也透

露，海信已经发布了双色激光电视，现在也

在研究三色激光电视。华录相关人士透露，

华录三色激光电视7月份上市，价格在7万

～8万元之间。

本报讯 6月7日，创维数字推出可以

随身携带的投影设备小派智能投影P1。它

拥有 150流明光源亮度、支持 4k显示、长

焦投影、πOS全媒资影视等，可投射 120

英寸大屏，亦能当移动电源使用。

该款产品触控面板可以感应到小于两

盎司的手指压力，使其触控的反馈速度小

于 3ms，用户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上完成观

影操作，它还标配了遥控器，为用户提供

了更多操作选择。据了解，在投影方面创

维小派智能投影P1选用德州仪器DLP光学

投影技术，采用高透镀膜光学镜头，使投

影成像更加清晰可见。该产品分辨率为

854×480，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便携需

求。150 流明的光源亮度，使投影的整个

画面色彩更加明艳夺目，不拖影、不伤

眼。据悉，该新品将于6月7日—6月11日

在京东开启预售。 （文 编）

双色、三色“傻傻分不清”

理想激光电视还有多远？

随着激光电视的兴起，激光电视领域概念频出。近期，华录不仅发布单色激光电视新品，还推出一款可上市的
三色激光电视。此前，海信和极米也上市了双色激光电视。

激光电视作为一个新品类，在短短两三年间，推陈出新这么迅速，其中一些概念技术性还颇强，消费者难免“傻
傻分不清”。到底如何正确理解这些激光电视新概念？激光电视领域还会有新概念出现么？

本报记者 林美炳

从原来的CRT电视到液晶电视，再到

如今的激光电视，无论是什么样的显示技

术，它们色彩呈现的基本原理都是一致的，

所以无论是单色、双色还是三色激光电视，

基本色彩组成都是红、绿、蓝。中国电子视

像行业协会大屏幕投影显示设备分会秘书

长赵汉鼎解释说，单色激光是光学引擎的

光源用蓝色激光激发荧光粉产生红（R）绿

（G）蓝（B）形成白光作为激光电视的光源，

因为它用的激光只有蓝色一种激光故称单

色，为了提高显示图像质量又加红色激光

激发荧光粉，用这种光源做激光电视光源，

因为用的是蓝、红两种激光故称双色激光

电视；不用荧光粉，直接用红（R）绿（G）蓝

（B）三种激光做光学引擎光源，制造成激光

电视称三色激光电视。光峰光电创始人李

屹博士认为，其实，激光电视没有单色、双

色和三色之分，激光电视只有两种，一种是

不含荧光粉的激光电视，红绿蓝三基色都

是由激光光源发出的；另外一种激光电视

是含荧光粉的，例如双色激光电视的蓝光

和红光是激光光源发出来的，绿色是蓝色

激光光源激发荧光粉产生的。

在三四年前，针对家庭市场的激光电视

都是单色激光电视，直到近两年才出现双色

激光电视，但是数量比较少。海信激光研发

中心副所长钟强指出，目前，单色激光电视

是市场主流，市面上超过95%以上的激光电

视都是单色激光电视。只有少数的厂商上市

了双色激光电视，例如海信、极米。华录前不

久率先发布了RGB三色激光电视，ANSI亮

度达4000流明，NTSC色域达160%。

为什么激光电视要分单色、双色、三色

呢？赵汉鼎表示，因为激光器件价格不同，

绿色激光器件难做，合格率又低，产量也

少，所以成本高、价贵，红色次之，蓝色相对

便宜。激光电视生产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和

售价，多用单色（即蓝光激光激发荧光粉方

式）；有少数企业为了提高质量采用双色

（即蓝色与红光激发荧光粉）；质量要求高、

能承受高价的往往采购全激光（RGB三基

色全是激光器）的。

本报讯 市场研究机构 IDC 数据显

示，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可穿戴设备的

货运总量为 2510 万件，同比增幅 1.2%，

远低于上年第一季度 18%的增幅。IDC 分

析，增幅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基础可穿戴

设备的货运总量出现了 9.2%的下降，智

能可穿戴设备转移仍在增长，来自苹果

和 Fitbit 等众多知名公司的高端智能可穿

戴设备，实现了 28.4%的销售业务增长。

从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手表和腕带

的货运总量占比 95%。除此之外，配备有

传感器的服装货运总量实现了 58.6%的同

比增长。

IDC还公布了 2018年第一季度销量排

名前五的可穿戴设备公司，依次分别是苹

果、小米、Fitbit、华为、Garmin。数据显

示，苹果 Apple Watch 第一季度的出货量

达到 400 万块，其第一季度的市场份额为

16.1%，较去年同期的14.3%增加了1.8个百

分点。小米的可穿戴设备在第一季度的出

货量为 370 万，同比增长 2.3%，市场份额

为 14.8%，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0.2 个百分

点，不过在排名前五的公司当中，小米设

备的平均销售单价是最低的。做智能可穿

戴设备起家的Fitbit第一季度的销售业绩降

低了 28.1%，但其最新推出的智能手表

Versa，由于物美价廉还是赢得了消费者的

喜爱。华为排名第四，主要提供包括智能

手表、儿童手表、健康追踪设备以及耳戴

设备等多类产品，不过，它现在的主要市

场，还是局限在亚洲。第五名是来自美国

的电子产品品牌佳明 （Garmin），货运总

量占比5%。与一年前4.6%的份额相比，有

小幅增长。 （文 编）

激光电视单、双、三色之分有门道
针对家庭市场的激光电视都

是单色激光电视，直到近两年才
产生双色激光电视，数量也较少。

三色激光才是“理想激光电视”
由于三色激光的造价成本很

高，产品化后的售价可能不适用
于家庭市场。

本报讯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Gartner公

布的最新数据，2018 年第 1 季度的全球智

能手机销量将近 38.4亿部，占各种移动手

机总销量的 84%，再次出现增长，相比较

2017年同期增长1.3%。而包括功能手机在

内的其他手机销量达到了4.55亿部。

Gartner 研究总监 Anshul Gupta 表示：

“由于升级的边际效应，消费者对旗舰和高

端手机的需求在不断攀升。而入门级和中

低端手机由于质量做工上的改进，需求也

在不断增强。”三星、苹果、华为、小米、

OPPO 位居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

货量排名前五位，五强相加，占据了全球手

机市场 60%的出货量份额。其中，三星以

20.5%的份额依然位列全球手机市场第一

位，不过占比较去年同期下降 0.3%。苹果

位列第二，销售量市场份额为 14.1%，也比

去年同期的 13.7%略有下降。华为第一季

度全球销售量占比10.5%，较去年同期提升

了1.5个百分点。小米、OPPO份额接近，分

别以7.4%和7.3%位列全球第四、第五，不过

小米增幅最大，份额由去年同期的 3.4%提

升至 7.4%，OPPO 略有下降，去年同期份额

为 8.2%。总体而言，从第一季度全球智能

手机销售量份额看，前五名中只有华为、小

米份额获得了提升。 （文 编）

本报讯 6 月 6 日 ， 风 行 联 手 百 视

通、流媒体网举办的“2018 OTT 新业态

运营峰会”在北京召开。风行 OTT 已经

不仅是互联网电视品牌厂商，而是一个多

元的综合平台服务商。

据介绍，风行将充分发挥 OTT 运营

连接器的角色，并注重开放协作，以更加

开放的态度，不断放大用户、内容方、广

告主等多方收益，与 OTT 合作伙伴一

起，为 OTT 创造出更大的市场价值。风

行致力于打造“系统+内容+会员+广告营

销+增值运营”的全新运营模式，并构筑

“以开机为起点、以关机为终点”的开放

式新业态闭环。风行将持续深耕闭环的运

营能力、闭环的内容系统，以及广告增值

等服务。通过开放这些能力，来联合更多

的终端去做更紧密有序的开放闭环。在本

次峰会上，以“共创·共享”为核心的

FUN OTT运营联盟正式宣布成立，风行

将与二十余家联盟伙伴一起，共创共享

OTT新业态的长期运营价值。 （小 林）

第一季度

全球高端可穿戴设备增长明显

第一季度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增长1.3%

2018 OTT新业态运营峰会召开

本报讯 6 月 1 日，中国家用电器服务

维修协会组织召开2018年度空调安装安全

大检查暨空调安装安全万里行活动专项工

作会议。

会上介绍了近年来我国空调安装安全

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安排部署了空调安

装安全大检查工作，发布了空调安全服务热

线电话 118114。今年协会计划制定《空调安

装安全管理办法》并发布 2018 年空调安装

和维修室外高处作业/室外高温作业收费价

格信息。目前国内家用空调年销售量近

6000 万套，全年空调安装维修工单量近亿

单，每年发生各类事故约7500件，其中空调

相关事故高达 69%；工人伤亡事故约 5500

件，其中作业现场事故占80%、在途占20%。

在这些事故中因安全装备质量不过关、未系

安全带等占58%；重大伤亡事故中坠落事故

高达 80%。近几年来，空调安装事故及重大

事故多集中发生在 6 月—9 月，夏季成为空

调安装作业事故多发期。 （晓 文）

本报讯 6 月 5 日，国内运动穿戴品牌

FERACE（飞锐思）与 Jeep Watches 达成合

作，双方共同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

未来，FERACE与Jeep Watches双方将

基于智能穿戴设备，共同设计、共同开发、共

同生产、共同销售，并发挥双方各自优势，为

消费者共同打造更多贴近市场需求的优秀智

能穿戴产品。双方此次首发的“Jeep智能全境

界腕表”，是全球市场上最薄的4G全网通智

能运动手表。这款联合开发的智能手表可独

立插卡，支持电信、移动、联通的4G全网通；

定位专业运动手表，配备跑步、游泳、骑行等

专业运动模式，支持支付、导航、语音、在线音

乐、在线翻译等扩展智能化应用。Jeep智能全

境界腕表”采用穿戴设备专用高通骁龙Wear

2100芯片，是全球首款应用在穿戴设备上的

4G全网通芯片；操作系统上，搭载FERACE

OS 2.0操作系统，采用 GPS+PDR优化，滤

除了更多干扰信息，进一步提升了运动数据

的准确度，同时也更加省电。 （智 文）

本报讯 近日，株洲高新区与中能源电

力燃料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推

进AMOLED G6（第6代电子柔性屏）项目，

该项目拟投资240亿元。

中能源电力燃料此次与株洲高新区共

同推进的 AMOELD G6（第 6 代电子柔性

屏）项目，主要用于手机、电视等，具有可弯

曲、节能、轻薄等特点，是未来显示屏发展的

重要方向。该项目拟投资 240 亿元，建设

AMOELD面板厂、模组厂及光电研究院，预

计建成达产后年营收 330 亿元。签约仪式

上，合作双方表示希望加强沟通对接，加快

工作进度，推动项目尽快落地、见效，并以此

次合作为新起点，实现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

合作。中能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

健康表示，此次考察更坚定了其在株洲高新

区投资发展的信心，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推动合作项目尽快落地实施，希望双方

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在能源产业、轨道交通

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 （智 文）

空调安装作业安全问题引发业内关注

FERACE与Jeep Watches达成合作

中能源电力燃料拟建6代OLED线

创维数字推出小派智能投影P1

但是三色激光电视要普及存在三只

“拦路虎”。李屹指出，激光电视最大的

问题是散斑，现在市面上的激光电视都

逃不开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好散斑

难题，三色激光电视的性能优势就不是

非常明显，因为散斑对分辨率的影响很

大，会让图像看起来不清晰。其次，由

于红色激光器工作温度需要在 40 摄氏度

以内，必须依靠半导体器件来降温，为

了散热造成体积较大，功耗较高。第三

是成本高，最核心的几个器件都需要依赖

进口，成本较高。

那如何解决这些难点呢？钟强指出，

散斑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激光器发出的光

需要在光路中加一些特别的处理装置和技

术手段。陈宁表示，消散斑的方案很多，

但是目前还没有最优的解决方案，长虹正

在进行多方尝试。

随着激光显示技术的发展，市场规模

的扩大，激光电视的价格将会逐渐下滑。

许立新指出，三色激光电视价格过高受激

光器影响很大，目前，国内不少厂商、研

究所正在努力研发激光光源技术。随着激

光光源价格的下降，激光电视的价格优势

就会体现出来。钟波认为，三色激光的技

术难度已经逐步开始下降，但光源本身的

良品率和稳定性以及成像后的散斑现象还

待进一步提升，对于散热的挑战也比较

高。未来随着工艺和成本的降低，三色激

光电视有望进入家用市场。

“理想激光电视”普及要过三道坎
三色激光的技术难度已经逐

步开始下降，但光源本身的良品
率和稳定性还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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