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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管齐下

守产能优势祭出价格武器

近两年来，QLED 电视和 OLED 电视
一直在高端电视市场激战，不是 QLED 电
视领先，就是 OLED 电视险胜，竞争呈胶
着状态。

据市场调查机构 IHS Markit 的统计，
今年第一季度全球QLED电视在高端电视市
场不敌 OLED 电视，但是第二季度三星
QLED卷土重来，又坐上了高端电视市场的
头把交椅。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三星近两
三年来在 75 英寸及以上尺寸 QLED 电视市
场的持续耕耘。据BusinessKorea报道，三星
第二季度在75英寸及以上尺寸电视市场的
占比高达 57.9％，与 OLED 电视阵营的索
尼、LG拉开了差距。

受 制 于 OLED 电 视 面 板 供 应 问 题 ，
OLED 电视阵营近两年来主攻 55 英寸和 65
英寸市场，只有少数 OLED 厂商推出过 77
英寸的产品，而且产量极为有限。而75英
寸及以上尺寸的电视市场正逐年攀升。三星
为了守住高端电视市场领先地位，强化比较
优势，在 75 英寸及以上尺寸 QLED 电视市
场积极布局，与OLED电视阵营展开差异化
竞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接下来的全球
销售旺季，三星依然会在这一尺寸段主动出
击，保持QLED电视的优势。

相对而言，55 英寸、65 英寸尺寸段便

成为QLED电视和OLED电视厮杀的正面战
场。在 9999 元 55 英寸 OLED 电视出现后，
三星在今年上半年推出了首款万元以内的
QLED 量子点电视 Q6F。然后，55 英寸
OLED 电视最低价不断被刷新，55 英寸
QLED电视价格也随之下降，价格比拼非常
激烈。据了解，为迎接接下来的销售旺季，
QLED 阵营已经在 55 英寸电视上准备好了
足够的价格手段，愿收渔翁之利的消费者可
以密切关注价格变化。

目前，65 英寸 OLED 电视价格比同尺
寸 QLED 电 视 略 高 ， 原 因 还 是 产 能 问
题，因为 8.5 代线切割 65 英寸面板不是十
分经济，所以65英寸OLED电视价格策略
与 55 英寸相比显得保守一些。而液晶产
线的成熟给 65 英寸液晶面板产能释放造
成可能，也给 65 英寸 QLED 电视充分的
降价空间。因此，普遍认为，在接下来
的旺季，65 英寸市场是 QLED 和 OLED 真
正交锋激烈且可以获得销量的领域，竞
争会很激烈。

补齐不足

QLED色域超过OLED

与传统液晶电视相比，当前的量子点电
视是光致发光量子点电视，通过量子点显示
技术的应用来弥补传统液晶电视色域过窄的
缺憾，进一步延长液晶电视产业的生命力。

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曾指出，量子点技

术是指 LED 蓝光照射到不同半径的量子
点上，可以改变光的波长，能呈现出纯正
白光的红蓝绿三个组成颜色，所以采用量
子点技术的液晶电视色域理论上能够达到
110%。通过量子点技术，液晶显示的色
域可以超过OLED。

三星和 TCL 目前都在利用量子点膜
技术来改善传统液晶电视的画质，用足了
量子点的优势。据了解，三星在 2018 年
推出了Q6F、Q7F、Q8C、Q9F系列，共
9种型号的QLED光质量子点电视，采用
了全新量子点涂层技术，带来更接近真实
的色彩。三星Q9F 能呈现高达 2000 尼特
的峰值亮度，这个亮度是普通电视的 6
倍，是WOLED的3倍，也是人眼所能感
知的舒适的亮度峰值。而 TCL 今年量子
点电视新品X5应用了行业领先的原色量
子点技术，具有色域高、色度纯、色彩久
三大特点，能展示更加丰富的色彩以及呈
现更清晰的画面细节。

面对OLED技术的竞争，量子点技术
也在不断进化。面对OLED由于自发光带
来的轻薄优势，三星 Display 研发出 QD
on Glass技术，去掉量子点膜，直接将量
子点材料印刷在玻璃导光板上，减少了厚
度 。 在 IFA2018 上 ， TCL 展 出 了 采 用
QD on Glass技术的量子点电视，明年可
能会面市。

而且量子点技术正由光致发光向电致
发光方向演进。后者也是一种自发光显示
技术。由于采用无机材料，不仅稳定性更

强，还可以实现柔性显示和印刷显示。浙江
大学教授彭笑刚预计，3-5年时间电致发光
量子点技术就可以开始逐步走出实验室，进
行商业化应用的尝试。

保证寿命

QLED电视比OLED更耐用

如果说营销上的针锋相对和技术创新上
的取长补短是QLED“赶超OLED”底气来
源的话，其最大的信心还是来自消费者。

今年以来，一系列OLED电视的出现烧
屏的现象让舆论界再次关注OLED的寿命问
题。据媒体报道，索尼OLED A1E电视在美
国、俄罗斯两大市场均出现了烧屏事件。据
ZDNet报道，韩国仁川机场大韩航空的会员
俱乐部内，LG 一台 2018 年款 OLED 电视由
于不间断使用而出现了烧屏问题。这不禁让
人联想到三星之前也发布过OLED电视，但
是因为寿命问题，三星放弃将OLED技术用
在电视上，而是专供手机市场。一般来说，电
视的使用寿命是7年，但是消费者在实际使
用的过程中很可能超期服役，而手机则更换
频繁，也很少在一个画面上长久停留，在手机
等小屏幕上能很好规避OLED烧屏和寿命问
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烧屏问题在作为耐
用品的电视上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从长期来看，消费者会选择QLED电
视。因为与OLED中使用的有机材料不同，
QLED不会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降解的

问题，更加耐用。”一位专家向记者表示。
Nanosys 大中华区总经理罗忠升表示，

量子点电视和OLED在蓝光波长方面基本趋
同，但寿命差异巨大。LED 液晶电视和量
子点电视的蓝光光源都是无机材料，在本质
上会有比OLED长得多的寿命，数据表明至
少长5倍以上。

海信激光显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玉
岭也曾指出，OLED 电视仍然存在寿命问
题。即使封存有机发光材料之后，要让它们
产生更高的亮度和显示更好的色彩都非常
难。如果增加亮度，这些有机发光材料，很
快就会因材料劣化而降低发光能力，所以
OLED电视更高的清晰度与更高的亮度产生
矛盾。

在过去的三四年间，关于QLED电视和
OLED电视的争论从未停歇，孰优孰劣各有
评说。近两三年OLED电视由于索尼加入、
产品线增多、价格区间变大等因素，在全球
争取到了一部分的市场份额。但是无论从眼
下的性价比比拼，还是长久的使用寿命比
较，QLED电视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也
是 QLED 电视参与者不多但依旧强势的原
因。一项显示技术是否具有生命力，最终需
要市场的长时间检验。

目前，OLED 电视和 QLED 电视都在
提升消费者视觉体验，为消费者提供差
异化的价值点。面对正在到来的全球销
售旺季，不管竞争如何激烈，不管最终
由谁胜出，都会为彩电产品的提升、为
消费升级做出贡献。

弥补网购体验短板

一直以来，“7 天无理由退换
货”的规定让消费者更加放心进行
网上下单，因为它就像一颗“后悔
药”，大大降低了消费者退货或者换
货的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电商业的繁荣。

但是“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
对于一些耐用品可能就不太适用，
特别是那些日常频繁使用的家电产
品，它们更加注重体验。很多时候，
消费者很难在7天之内对家电产品
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往往是过了 7
天无理由退货时间之后才发现产品
的一些问题，但是又没办法退货了，
一些消费者只能在网上吐槽。

天猫的”先享后付”策略将试用
期延长到 30 天，满意后再付款，不
满意也可以在试用结束前申请退
货，相当于给消费者一个更长的后
悔时间，有利于促进消费。奥维云网
黑电事业部副总经理朱圆圆指出，
线上购物最大的不足就是缺乏体
验，天猫的“先享后付”策略弥补了
线上体验的短板，有助于线上家电
消费。

有利于消费升级

延长试用时间之后可能对两类
消费人群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一
类是担心买到不如意产品的消费者，
另一类是迟疑更换新产品的消费者。

担心者对产品的要求比较高，
但是“7天无理由退货”无法保证这
类消费人群能购买到如意的产品。

GfK分析师杨毅晟表示，天猫“先享
后付”策略营造了更好的网购环境，
消费者能够先体验一个月后再决定
购买，排除了消费者的各种后顾之
忧，担心者下单会更加积极。

迟疑者有产品换新的需求，但
是原有的产品还能运行、产品寿命
未到期，处于可换可不换的状态，所
以这类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消费比较
迟疑。中怡康消费电子事业部总经
理彭显东认为，天猫“先享后付”策
略会激起迟疑者的升级消费需求，
像智能电视和传统电视有很大的区
别，如果消费者体验过智能电视一
个月之后，更换掉传统电视的意愿
会更加强烈。

担心者和迟疑者消费产品的品
质要求更高。天猫“先享后付”策略
如果能够促进这两类人群的消费，
有利于家电产品消费升级。

良币将驱逐劣币

天猫“先享后付”策略延长了试
用时间，将促进良币驱逐劣币，因为
消费者可能会更加偏爱高品质的产
品，减少劣质产品的消费。

之前，消费者网购喜欢在同等
规格的产品之间比价格，最终购买
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但是“先享后
付”延长试用时间之后，不少消费者
可能仍然会选择采取类似的购买策
略，如果发现体验并不如预期可能
会改变购买策略，更注重更高品质
的产品。届时，消费者可能会更加注
重产品的品质和体验，而一些以低
价取胜但体验不好的产品可能就会
被消费者逐渐冷落。

杨毅晟指出，家电厂商生产出
的产品需要经过用户的监督，需要

经过用户的体验反馈，如果产品体
验感太差就会遭到用户的退货。这
样会倒逼企业不管改进产品，促进
良性竞争。

其它厂商或模仿

如果先享后付策略成效显著，
其它电商平台和家电厂商可能也会
模仿这种模式。类似天猫针对芝麻
信用分 700 分以上的用户，京东可
能也会针对VIP会员用户施行先享
后付的策略。

不仅如此，家电厂商也可能会采
取类似的体验策略。据了解，奥克斯
空调已经推出“使用60天不满意退
货”的政策。彭显东指出，很多家电厂
商都拥有自己的金融业务，它们可以
模仿余额宝的方式，只要用户在其理
财产品中预存一定金额，就可以享受
一个月的产品体验。如果满意就可以
下订单购买，如果不满意可以退货，
预存的金额和理财利息也可以退还。

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先享后付对于促进消费有好
处，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风险。杨毅
晟指出，先享后付模式非常耗费人
力物力，送货退货都需要上门服务，
而且产品使用之后不能再销售，需
要到原厂上线重新包装，成本不小。

为了减少损失，促进销售，厂商
也会做出一些策略调整和提出部分
限制条件。以奥克斯“使用 60 天不
满意退货”政策为例，奥克斯限定机
型大部分是中高端机型，保证产品
品质，以减少用户退货率。同时，奥
克斯还限制同一地址最多只能安装
5套的政策等。

本报记者 林美炳

家电行业处于发展的调整期，家电竞争激烈且消费者更加理性。如何进一步激活市场和促进消费，主流家电厂
商都在努力寻找答案。目前中国彩电市场逐步向高端转型，很多新技术、新产品难以体现价值，典型表现是OLED、
量子点（QLED）等新产品销量都不如预期。但是，随着国庆、双十一、双十二乃至元旦这些消费旺季的到来，近日各主
流电视厂商均在积极备战，宣称将祭出产品、技术、价格、营销等各种手段，誓与竞品拉大差距，中国市场上OLED和
QLED各有优势。那么，电视厂商策略如何？底气何在？

欲与OLED试比高
QLED电视决战旺季底气何在？

家电网购先享后付，靠谱吗？

本报记者 林美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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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天猫宣布，将联手芝麻信用率先在家电行业推出“先享后付”，芝麻信用分700分及以上用户可先试用30天，满意后再付款。包括海尔、
美的、A.O.史密斯等在内的近50个一线品牌将陆续接入先享后付。“先享后付”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可能给家电消费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本报讯 9月26日，赛迪研究
院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中国超高
清视频产业联盟政策研究工作组在
北京发布了《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
发展白皮书（2018）》和《超高清
视频产业地图》。这是我国第一份
超高清视频领域的综合性发展报告
和产业地图，将为确立我国超高清
视频产业发展重点、优化行业发展
环境、促进产业协同发展等提供有
力支撑。

《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白
皮书 （2018）》 主要包括五个部
分，全面总结了超高清视频产业的
定义、六维技术体系、三层产业链
构成，分析概括了全球主要国家和
地区的超高清视频发展特点，系统
梳理了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链各环
节发展现状、特点及成长预期，深
入分析了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
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键瓶颈，展望
了产业未来发展态势，并提出若干
措施建议。

白皮书提出，超高清视频产业
是以超高清视频的采集、制作、传
输、呈现为主的相关经济活动，其
产业链可分为核心层、服务层和应
用层三个层次。我国超高清视频产
业已形成终端先行、宽带网络建设
稳步推进、行业应用初步兴起的良
好态势。应把握超高清视频产业发
展的战略机遇期，大力促进超高清
视频在广播电视、文教娱乐、医疗
健康、安防健康、智能交通、工业
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应用，驱动以视
频为核心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撬动
巨大的行业应用市场。

白皮书指出，4K、8K等超高
清视频技术以其更强的信息承载
能力和更具潜力的普及应用价
值，正在为消费升级、行业创

新、社会治理提供新场景、新要
素、新工具，发展超高清视频产
业将有效带动终端产品替代升级
以及制作播出设备的更新，带动
上游芯片、面板等产业发展，促
进宽带网络投资建设、5G网络商
用和业务发展。赛迪智库电子信
息产业研究所对超高清视频产业
主要环节和领域的未来市场规模
进行了细致测算，预计 2022 年超
高清视频产品生产制造和服务直
接销售收入将超过2.5万亿元，加
上各行业的应用，总体有望带动
形成约4万亿元的市场。

白皮书指出，随着社会各界对
超高清视频的重视，未来亟需急用
关键技术标准将陆续出台，消费者
认知度和认可度将逐步提升，超高
清频道开通将助力产业大爆发，区
域产业基地建设迎来新一轮高潮。
在此背景下，为推动我国超高清视
频产业发展，白皮书提出突破核心
关键技术和产业链薄弱环节、加快
推动超高清内容建设和行业应用、
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上下游协
同、推动地方产业集聚发展和先行
示范等四方面措施建议。

《超高清视频产业地图》基于
对超高清视频产业链的全面总结
和对国内外重点企业的调研分
析，从产业链条和区域布局等角
度对超高清视频产业主体进行了
全面梳理。

未来，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产
业研究所、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
盟政策研究工作组将继续联合优秀
企业、专业机构，继续跟踪国内外
超高清视频领域最新发展动态，总
结发展经验，形成系列研究成果，
为推动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贡
献智库力量。 （文 编）

《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

白皮书（2018）》《超高清视频

产业地图》在京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