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彩电市场中期盘点 特刊6 2020年7月28日
编辑：王伟 电话：010-88558890 E-mail：wangwei@cena.com.cn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为 2020 年全球
经济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消费者信心指数
因此下滑。上半年电视市场也面临了巨大的
挑战，供给及需求的剧烈波动也加速了全球
大尺寸 LCD 产业的整并及技术转进的脚
步，开启了LCD面板产线的新局面。

上半年充满挑战

下半年仍存变数

上半年电视面板出货走势可谓一波多
折，第一季度电视面板后端生产因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出现人力及上游物料等短缺的情
况，短时的供给紧缺虽造就了电视面板涨价
的态势，却也使得第一季度电视面板出货走
势呈现低水位，面板厂持有的半成品库存更
是因前端生产没有减少而逐步垫高。

进入第二季度，国内疫情得到控制，面
板供给疑虑快速消除。但疫情在欧美、东南
亚等地区快速蔓延，上述地区电视需求也因
此骤降。所幸疫情已于5月开始趋于稳定，
加之北美地区电视销售在消费补助及品牌积
极促销的助力下出现销售佳绩，促使电视面
板整体库存回补动能开始浮现。

就供给端观察，第二季度中上旬，电视
面板价格转跌，部分面板厂借助调降稼动或
将产能转移至生产需求旺盛的 IT 面板的
方式来缓解去化库存及降低跌价压力。第二
季度下旬开始出现急单，面板厂无法完全满
足品牌所下的需求订单，也奠定了电视面板
价格上涨的走势。

根据TrendForce集邦咨询显示器研究处
出货追踪报告，2020年上半年，电视面板出货
量在8.5代线减少、电视面板生产比重下降及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同比下降8.4%，出货
量约为1.3亿片。其中中国大陆面板厂拥有
56%的市占率。在32英寸（含以下）产品的生
产规模缩小的背景下，上半年电视面板平均
尺寸较去年增长了1.9英寸～47.5英寸。

进入下半年，市场低迷的氛围也告一段

落。品牌在北美市场库存偏低，为达成全
年出货目标促使整体需求进一步提高，预
计第三季度电视面板出货量有望增长
4.6%，达到6780万片。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出货量呈现增长趋
势，受疫情影响新产能爬坡速度仍有所放
缓，这将导致第三季度整体供给相对有限。
因此，TrendForce 集邦咨询预计，第三季度
65 英寸电视面板价格有望增长 8%～10%，
55英寸（含以下）电视面板价格涨幅有望达
到20%，这将促使面板厂第三季度营收表现
转好。韩系面板厂关厂时间延迟以及新产
能陆续加入，使得第四季度电视面板供给紧
缺问题趋缓。然而需求端则仍存有变数。
首先，现阶段品牌所采买的面板是否都能有
效消化将成为第四季度电视面板采购能否
持续增长的关注重点之一；其次，今年品牌
频频利用低价刺激市场需求释放，当面板价
格经过第一季度的调涨后，电视品牌方是否
仍愿意牺牲获利以换销量，还有待观察；此

外，多数地区第四季度天气转冷，疫情有可
能再次爆发，为生产埋下隐忧。

在经历两年出货高峰后，LCD 产业自
去年韩系面板厂开始收敛产能后持续进行
调整。TrendForce集邦咨询预计，今年电视
面板出货同比将直线下滑 7.3%，出货量约
为 2.7 亿片，上、下半年的出货量之比为
48.7∶51.3。其中，国内面板厂的出货占比
将在今年大幅跃升至57%。2020年大尺寸
化进程持续，如32英寸、39英寸及40英寸
仍在往43英寸转移，49英寸则转移至50英
寸及55英寸等。在面板厂贯彻大尺寸化策
略的帮助下，今年电视面板平均尺寸仍有
机会增长1.6英寸~47.8英寸。

韩系份额持续下降

中国厂商占比不断增长

今年全球大尺寸产能面积增长幅度因

两家韩国厂商的“收敛”已收窄至 0.7%，
其中8.5代线产能面积更首次呈现同比下降
趋势，下降幅度为 1.8%。由于仍有新产线
不断加入，预计中国大陆面板厂占比较去年
将大幅增长7.3个百分点，2021年有望占据
LCD 市场一半以上的产能。而国内面板

“双雄”京东方及华星光电占据了整体产能
面积近4成的份额。此外，若是以工厂座落
地计算，今年韩系面板厂市占率预计仍有
13.4%，预计明年将大幅减少至4.8%。

三星显示器苏州厂及乐金显示器广州厂
目前并无关厂计划，因此预计中国厂商占比
仍会逐年增长，2021 年整体市占率有望上
升至近 7 成的水平。国内 LCD 大尺寸产能
面积占比逐年增长已是事实，中国厂商对于
市场的话语权也日益加重。但因产能的增
长，中国面板厂所承受的压力也相对更大，
因此需更谨慎规划产品的策略。

国内双雄竞争力提升

8K面板“三足鼎立”

今年，随着品牌供应链上韩系面板厂减
少，LCD 电视面板供给开始有所变化。京
东方拥有庞大的产能，其电视生产以IPS技
术为主，在乐金显示器减少供应后，大部分
的订单预计都将移转至此。华星光电除了自
家品牌外，与一线国际品牌一直都维持着良
好的关系，在三星显示器退出 LCD 市场
后，华星光电的市场需求量仍会持续扩大。
但是华星光电产能较为有限，因此增加幅度
也相对受限，这也是其近期积极想要通过收
购其他面板厂生产线来扩大份额的原因之
一。惠科在绵阳厂开始放量后，将会同时拥
有VA及IPS的技术能力。此外，直至2022
年，惠科仍有多条产线产能持续放量，这也
有利于其获得两家韩国厂商所释出的份额。

长久以来，这两家韩国厂商在高阶产品
上分别占据了超大尺寸82英寸及86英寸的
出货冠军宝座。作为国内领头羊的京东方及
华星光电，也于今年内也分别量产了86英
寸及85英寸的电视产品，这不仅加强了其

自身竞争力，提升市场份额，也能更有效的
消化8.5代线产能。

另外，今年8K电视面板出货量预计约
为45万片，其中三星显示器几乎占据了一
半的供给量。在它退出市场后，各家面板厂
都积极抢食这一部分的市场份额。三星显示
器 8K 电视的刷新率为 120Hz，目前除了友
达光电已具备同等技术能力外，京东方及华
星光电早先量产的8K电视产品的刷新率仍
为60Hz，随着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预计
于今年内有机会实现8K电视120Hz刷新率
产品的量产。考虑到8K面板较高的技术门
槛，预计明年8K电视面板将会出现三足鼎
立的局面。

总结电视面板市场，在韩国面板厂开
始把重心转移到 OLED 及 QD-OLED 后，
今明两年将作为电视面板产业的调整期，
一线面板厂的 8.5 代线除了将减少 32 英
寸的产量，转移部分产能至IT应用外，未
来也会聚焦在高阶产品上，如超大尺寸及
8K电视面板。而二线面板厂则致力于产品
尺寸的增长，逐渐缩小32英寸及以下产品
的生产比重，转至其他较大尺寸产品的生
产，以促进产业健康化。

有高度：积极参与8K革命

今年，中国电视市场进入结构升级的高
质量发展阶段，大尺寸、超高清是发展方向。
随着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层出不穷，8K
显示技术满足了消费者对画质体验的极致
追求，8K电视必将是未来发展趋势。

从整个电视产业链来看，产业界正在合
力打通8K产业链，无论设备端、芯片端还是
显示屏领域，8K技术已经逐步走向成熟。随
着工信部《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2 年）》的颁布，在“4K 先行，兼顾
8K”总体技术路线指导下，5G时代带来的更
大数据通量，必将加速 8K 超高清电视的普
及，8K生态正在加速完善。

奥维云网消费电子事业部研究经理艾
卫琦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 8K 电视在电视市场上的定位，对企业
而言是技术型的战略产品，对市场而言是显
示产业链前沿技术综合应用的载体。

今年上半年，电视新品中出现了许多可
量产的消费级 8K 电视新品，主流品牌加大
8K电视推出力度，电视市场迈向8K时代的
步伐正逐渐加快。在众多领跑者中，长虹8K
电视的表现无疑是其中最亮眼的一个，通过
前瞻布局，从技术、产品以及市场开拓等多
方面深度参与了8K革命。

长虹电视营销事业部总经理杨治国在
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虹
希望能做 8K 电视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下
半年 8K 电视仍会是长虹主要聚焦品类之
一。在长虹‘5G+8K+AIoT’战略支撑下，长
虹将通过新技术、新营销打造8K行业爆款，
带动行业向上发展，驱动用户新体验。”

有广度：8K电视产品矩阵丰富

4月22日，长虹电视通过云发布和跨国

直播，发布了 5 款 8K 电视新品，分别是 5G+
8K 闪电侠、110 英寸探索者、Mini 绘图师、
Q7ART 8K艺术家和D8K大魔王，均实现手
机与电视的高清图传及硬件虚拟化。

长虹推出的五款8K电视新品各有所长，
亮点频现。

外观突破传统极限——110英寸探索者。
采用了超大尺寸，搭载8K超清显示，用户在
观看时可享受超广范围的可视角度和更加鲜
活生动的画质。

画质高端真实——长虹Mini绘图师。采
用 8K 星曜屏，定制 Mini LED 背光达到了
100000∶1的对比度，小屏也能于细微之处显
真实。同时搭载5G+32G大存储空间，超大箱
体音箱，让用户随手即可掌握8K。

首次实现5G通信功能——5G+8K闪电
侠。此款产品具有高速率、大容量、低时耗三
大特性优势。搭载由长虹研发的全球首款5G
视频专业模块，8K传输更快更省心。在5G网
络下，电视端可以远程播放3D超高清视频，
传输 8K 视频流，甚至实现赛场环境实时传
输。同时还可以电视为中心连接家庭物联智
能设备，为用户带来AIoT极致体验。

科技艺术与家居艺术的完美融合——
Q7ART 8K艺术家电视。设计上秉持家居一
体化理念，应用独有的混光技术与创新布局
方式，一改传统电视机与墙壁之间的距离感，
打造极致“零”距离。配置方面，增加AI画质
补偿技术，采用手机与电脑专属的高端LPD-
DR4内存颗粒，让画质更灵动；内存容量高达
5GB 的 Q7ART，相对“普通 DDR4”，在带宽
上提升100%，速率上提升40%；同时机身搭载
JBL显性音响，在提高声音的解析力的同时重
现音乐的力量，带来丰富的音频体验；并且搭
载高清摄像头，无论是社交还是办公互动都
更省心。

5G+8K代表产品——长虹D8K大魔王。
这是长虹 8K 电视产品矩阵中的诚意之作。
D8K拥有8K超清画质、5G模块+Wi-Fi芯片

共存，配备5G+32G的超大存储空间，以及
杜比视听和多模态交互能力。用户可以观
看到更加细腻的画面和更丰富的细节，随
时随地享受从4K/8K高清视频浏览到沉浸
式虚拟现实的全方位体验。

杨治国向记者表示，自今年4月长虹8K
电视批量上市以来，线上市场的D8K大魔王
产品，线下市场的Q7ART 8K产品，当下已
独占8K市场鳌头。根据奥维云网数据，长虹
8K电视的线上零售量在整个8K电视领域占
比高达90%以上，每销售10台8K电视，就有
9台是长虹。长虹8K电视未来可期。

有力度：多方面助推8K电视普及

2015 年，首台 8K 电视开卖，售价高达
13.3 万美元，与当时风头正劲的特斯拉
Model X几乎同价。即使到2019年，根据奥
维云网（AVC）线下月度监测数据，8K电视
市场均价高达4.8万元，是4K电视均价的10
倍，是电视市场整体均价的12.5倍。高价提
高了消费门槛，8K电视零售量不足1万台，
占比接近0.1%，8K电视曾一度“曲高和寡”。

就在今年，长虹 8K 电视以领先之姿，
用实际行动打破了 8K 电视“高高在上”的
壁垒，下大力度将价格带入万元内，促进消

费市场的进一步普及。从线上各大长虹旗舰
店首发价格来看，55英寸D8K为3999元，65
英寸 D8K 价格为 5999 元，75 英寸 D8K 为
8999元。

行业内的专家肯定了此价格策略对拉
动销售和市场普及的正面作用，在消费侧，
可以增加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提高消费者认
知，让 8K 电视尽快进入主流消费。在供给
侧，则促进8K电视规模扩大、倒逼上游成本
降低，对 8K 电视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助
推作用。

长虹8K电视引领价格下探，并不意味着
产品品质功能的“不极致”。当下，电视产品的
纵向升级指标是在画质、音质、内容、交互等
产品本身软硬件配置和功能参数上进行升
级。长虹的五款8K电视各有所长，在超大尺
寸、超高清画质、5G通信功能、AI画质补偿、
芯片传感器、超大存储空间、高新能音响、家
居融合艺术等方面收获了十足的表现力。

在夯实产品和技术的基础上，创新营销
玩法也是长虹电视拿得出手的“王牌”。

6月30日晚，长虹电视全球首个5G+8K
空中地摊在成都春熙路地标火爆开市。活
动邀请资深技术专家讲解 8K 技术及电视
产品的创新功能，通过多平台直播互动的
形式，向消费者传递“真8K，‘屏’实力”的品

牌主张。
这也是长虹电视继今年2月29日5G产

业线直播、3月30日三星堆跨界直播、4月22
日5G+8K全球发布会跨国直播、5月18日珠
峰大本营16小时超长直播活动后，又一次全
场景新零售探索。通过对智能家居时代新零
售人、货、场的重构，给家电行业打开了新的
想象空间。

杨治国表示，长虹创新玩法的初衷就是
以全场景新零售的方式，线上线下一体化，
长虹、CHiQ双品牌化运营，每场直播呈阶梯
形递增完成率，2B2C双赢。下半年会在全场
景新零售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下沉，深度拥
抱渠道。

从 2019 年年初以来，“8K”话题热度持
续高涨，在2020年这个“8K元年”，长虹电视
将持续发力，在做好性能的同时保证性价
比，担当起普及 8K 新技术的重任。与此同
时，长虹电视锐意创新，践行“让想象发生”
的品牌理念，重视电视技术与家居艺术的融
合，满足不同消费人群的多维度需求，力求
保持市场份额的领先。在市场营销层面，长
虹电视将持续探索线下跨界合作与线上创
新互动相结合的方式。

期待长虹电视在未来市场竞争中，为我
们带来更多惊喜。

长虹电视：
“屏”实力领跑8K赛道

本报记者 卢梦琪

一次性推出五款8K电视产品、长虹8K电视云攀珠峰16小时超长直播、全球首个“5G+8K”空中地摊……长虹电视
正在深度参与8K革命，以丰富的产品线布局，大力推进8K电视产品普及，以领先之姿谱写8K电视新篇章。

电视面板：进入盘整期 大尺寸产能增幅收窄
TrendForce集邦咨询分析师 陈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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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产能占比趋势图（以面板厂计）

LCD产能占比趋势图（以工厂坐落地计）

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

韩国

日本

2019

49%

25%

21%

5%

2020（E）

57%

24%

13%

5%

2021（F）

68%

24%

5%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