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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彩电市场规模表现呈下
降态势，但产品结构升级、企业回
归利润导向将成为彩电行业的主
旋律。彩电市场的消费环境也在改
变，社会阶层从新兴中产向上层中
产和精英阶层转变；消费主体从
60/70后向80/90/00后转变；消费
地域从一、二线城市向三线及以下
城市转变。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彩电购物场景从线下延展
到线上，再到全渠道融合，不同渠
道场景扮演的角色逐步清晰，线上
与线下渠道多元化发展。

具体而言，奥维云网（AVC）
分析认为，2021 年中国彩电市场
运行将呈现以下趋势：

趋势1：行业从高规模阶段向
高质量阶段发展

2021年面板涨价导致整机成
本不断攀升，据奥维云网（AVC）
研究，2020 年面板占整机成本比
例维持在 50%~60%左右。虽然面
板成本上涨增加了整机企业的运
营难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彩电行业的低价竞争，而转向技术
竞争、产品竞争、服务竞争的良性
轨道。2017 年中国彩电市场进入
存量时代后，市场竞争加剧。在经
过了连续三年的价格下降后，2021
年中国彩电行业长期的价格战困
境将有所改善，预计彩电市场零售
均价恢复至 2808 元，同比增长
9.3%。价格回升为企业产品结构调
整提供了契机，中高端产品市场份
额 将 回 升 ，预 计 2021 年 4000~
10000 元价格段产品份额将提升
3.8%，万元以上价格段份额将提升
0.7%。

趋势2：渠道模式多元化发展
疫情影响下，线上市场规模不

断增长，同时线上销售模式也在不
断创新，电商直播成为 2020 年最
火 爆 的 销 售 模 式 。奥 维 云 网
（AVC）消 费 者 调 研 结 果 显 示 ，
65.2%的用户购买过直播产品，其
中购买家电产品的占比为28.3%。
2021 年疫情影响减弱，线上市场
规模有所回落，奥维云网（AVC）
预计2021年中国彩电市场线上渠
道份额将达62.9%，较去年同期下
降0.8个百分点。

同时线上产品与线下产品的
均价差距正在扩大，预计 2021 年

线上彩电市场均价为 2162 元，线
下彩电市场均价为 3929 元，价差
达到 1767 元。线上渠道和线下渠
道作为两种不同的消费场景，为消
费者带来的消费体验也有所不同，
在产品结构升级的趋势下，线上和
线下的渠道定位越来越分化。未来
线下将以提供高端产品和高品质
体验为主；线上成为企业规模增长
的主要拉动力，未来将以高性价比
产品和便捷快速的体验为主。

趋势3：大屏化进程持续且速
度加快

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物流和
安装，尺寸向一大一小聚拢，32英
寸和43英寸产品重新受到消费者
青睐，同时65英寸和75英寸大尺
寸产品也迎来增长。奥维云网
（AVC）分析认为，2021年彩电行业
大尺寸化进程继续，65 英寸和 75
英寸产品市场份额保持增长，预计
分别增长2.6%和1.8%；2021年中国
彩电市场平均尺寸将增加至 53.1
英寸，与2020年相比增长1.9英寸，
大尺寸化进程的速度加快。

彩电行业发展至今，其市场驱
动力不断发生着变化。我国从上世
纪 70 年代开始发展黑白电视机，
依靠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产品市场
空白形成巨大的市场购买力，彩电
成为各地政府和企业投资的热点，
人口规模驱动下，彩电行业成为我
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为成熟的
行业之一。上世纪 80-90 年代，在
相关政策支持下，彩电产业快速壮
大，成本降低使电视产品成为家家
户户都能拥有的必需品。这一阶段
产业规模驱动成为主动力，彩电市
场不断掀起价格战，进入21世纪，
依靠技术创新的平板电视逐渐替
代CRT成为市场新宠。随着互联
网和智能化的发展，彩电市场的发
展动力不再是单一的规模驱动，而
是集合了技术、设计、渠道、内容和
交互的多元要素共同推进。

2021年中国彩电行业面临诸
多危局，但危局中同样孕育机会：新
的显示技术已经进入发展通道，内
容价值成为企业利润新的增长点，
渠道营销场景多元化刺激消费者购
买欲望等。如何在危局中寻找新的
生机，在变局中演变新的市场将是
彩电行业从业者关注的焦点。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
使中国商用显示市场出货量同比下
降 20.3%，全球商用显示市场出货
量同比下降超18.8%。4月以后，全
国进入全面复工复产，教育、会议、
政务、医疗等市场需求快速恢复，推
动触控大屏产品和显示器产品在第
二季度全面反弹。不过，由于第一
季度的市场缺口巨大，寄希望于后
三个季度实现弥补显得十分困难。

海外市场第一季度平稳度过，
但从第二季度开始，商用显示市场
出货量同比下降超过 32%，环比下
降30%。预测第四季度全球商显市
场有所反弹，但恢复程度不如预期。

市场向高端化、品牌集中化迈进

伴随商用显示市场快速发展，
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越来
越大，中国品牌的活跃程度也越来
越高。中国商显产业从跟随到积极
参与，并向影响整个行业的趋势发
展。这一变化得益于中国整体市场
发展稳定，基础设施建设中网络化、
信息化水平不断增强，行业研发和
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等。尤其是行业
各大企业对自主研发的投入和对知
识产权的重视，推动整个商显行业
迈向良性竞争的轨道。行业不再只

注重降低成本，市场已向高端转变。
对于中国市场和品牌来讲，2020

年是锻造内功的一年。在上游供应
链方面，特别是面板方面将在这一年
基本完成切换和资源配置，与头部面
板厂建立直接稳定的合作，更有利于
控制产品成本；在产品设计方面，中
高端产品由原来的国外采购渠道，或
代理商出整体设计方案、国内生产，
正在向国内参与设计、确定物料、国
内外一起完成生产方向发展；在技术
选择方面，目前显示技术多面开花，
各大企业和品牌通常两条腿甚至多
条腿走路，但需要从现在开始规划远
期产品，并做技术储备和开发。

商用显示的项目特性决定，企业
必须紧贴中央和各地政策，及时调整
产品和市场策略；把握住由“外”而

“内”的大趋势，“外”即硬件，“内”是

内容和软件。消费类电子的发展趋
势是内容为王、平台和软件为辅、硬
件是窗口，商用显示也必将如此，通
过内容和软件影响和主导硬件市场
是未来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

在市场大浪淘沙中将有企业不
断被淘汰，而疫情正加速这一过程。
通过对近半年中国市场出货情况分
析发现，品牌集中度正快速提升，中
低端品牌逐渐消失。相信未来两年，
品牌集中度将会稳步提升，并呈现品
牌厂和代工厂自有品牌并立的情况。

全球商显市场将在2021年恢复

在海外市场，除海康、大华、
Maxhub，以及被中国企业收购的
Newline、Planar 等企业在个别产品
品类中有较好表现外，其他中国品牌

尚未迈出国门。2019年，三星、LG、
NEC 三个品牌的海外商显市场占
有率合计为 59.7%，2020 年上半年
合计为62.7%。可见海外市场同样
经历着品牌集中度上升的情况。

疫情导致的物流、安装滞后等
问题影响了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
出货情况，但从第三季度情况看，人
们正在接受并快速适应疫情带来的
影响，积极采取措施，改变生活和工
作习惯。商用显示产品的业务模
式，正从线下快速转变到线上。售
前、售中和售后迅速被拆分成多个
业务单元，这些单元很可能作为未
来新的行业节点而独立出来。

中东、非洲、亚太、东欧等市场
对品牌的接受能力高，市场较为稳
定，适合所有品牌发展。而目前规
模较大的印度、巴西、墨西哥、美国
等市场则更适合日韩品牌和本土品
牌发展。全球商用市场的品牌集中
度会在2021年达到历史高点，其中
中国品牌将占据大部分中国市场；
而非中国品牌和本土品牌则在主要
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产品和业务模式
的绑定，加强与销售渠道的合作。

综上所述，预计中国市场将会
在 2021 年恢复到 2019 年的出货水
平，但海外市场则需要相对较长的
时间。全球商显市场在 2021 年会
继续缓慢恢复，并不会快速反弹，至
少不会超过2019年的出货水平。

本报讯 杜比实验室近期联
合研究机构 Wakefield Research
在中国、法国、印度和美国四个市
场进行了共计5000个样本的量化
调研，旨在分析消费者在新冠肺炎
疫情爆发以来的娱乐消费行为和
对未来娱乐生活的需求。调研结
果显示，人们比以往更愿意在提升
娱乐体验方面花费更多，当人们有
更多的时间欣赏娱乐内容时，会对
沉浸式内容和新体验更感兴趣。

此项调研显示，中国市场在以
下几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其一，千禧一代领跑。自今年
年初以来，94％的中国消费者每月
在娱乐内容方面的支出上升，平均
增幅为 32%；Z 世代（18~23 岁）和
千禧一代（24~39 岁）是拉动娱乐
内容消费增长的主力军，其消费增
长皆为36%。此外，77％的中国消
费者购买了至少一项互联网视频
服 务 VIP 会 员 ，其 中 千 禧 一 代
（24~39岁）的比例最高，为84%。

其二，消费升级需求强烈。消
费者希望拥有更高品质的内容观
看体验，并愿意为这种体验付费。
为提升娱乐内容的体验，90％的消
费者乐于使用付费订阅服务。

消费意愿的提升不只限于内
容方面的支出，也包括娱乐设备的
支持。93%的中国消费者计划未
来六个月购买新设备，最热衷的品

类则是移动设备（55%），其次为耳
机（38%）、新电视（32%）和互联网
视频设备（32%）。

其三，放松和社交驱动。疫情
期间，中国消费者和其他市场的消
费者一样，都将放松心情作为享受
娱乐内容的主要原因（60%）。此
外，中国消费者认为，享受娱乐内
容还可以丰富社交体验（55%），这
与印度消费者（60%）类似。而美
国（48％）和法国（38％）的消费者
则更将娱乐视为逃避现实的方式。

疫情期间，消费者期待通过共
享娱乐体验来进行线上社交联系，
95%的中国消费者曾在观看娱乐
内容的同时，寻求与他人在线进行
社交联系；其中有60%是首次尝试
边看视频边聊天。

其四，内容和设备趋于多样
化。除付费购买娱乐内容外，消费
者也在探索新内容。91%的中国
消费者在过去六个月内接触了至
少一种此前没有观看过的内容题
材或类型。其中，DIY视频（如自
学烹饪、手工艺等）、纪录片或自然
片和自创短视频是中国消费者最
感兴趣的三种首次接触的新内容。

电视的地位依旧，而使用便携
式设备成为了享受娱乐内容的新
形式。智能手机（40%）与电脑或笔
记本电脑（20%）成为中国消费者观
看娱乐内容的主要设备。（浮 力）

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
——2021年中国彩电市场规模预测及趋势展望

2021年中国商显市场将恢复至2019年水平

Omdia首席分析师 刘会莲

调研显示

高品质视听消费需求旺盛

奥维云网（AVC）消费电子事业部
高级研究经理 刘飞

电视的功能正在延展电视的功能正在延展，，图为图为OPPOOPPO首款智能电视首款智能电视SS11支持与小天才儿童手表视频通话支持与小天才儿童手表视频通话

2020上半年全球商显市场实际出货情况低于预期

数据来源：Omdia

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
令中国家电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挑
战。据奥维云网（AVC）全渠道推总
数据，2020年1~3季度中国家电市
场全品类零售额规模同比下降
15.7%，其中大家电品类下滑明显，
彩电市场零售量规模同比下降
8.2% ，零 售 额 规 模 同 比 下 降
17.8%。中国彩电行业已经进入存
量竞争阶段，疫情影响加剧了行业
困境，预计2020年中国彩电市场零
售量规模 4534 万台，同比下降
7.4%，零售额规模1165亿元，同比
下降14.9%。

进入2021 年，中国彩电行业将
面对更加复杂和变化的环境，供给
和需求面临新的挑战，市场将进入
盘整期：

1.中国经济由负转正，全球经济
恢复性反弹

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
由负转正，经济整体向好。2021年中
国经济发展预计恢复增长，但受疫情
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增长速度放缓。
从全球经济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仍在，并且正由发达国家转向新兴
市场，加之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全
球经济呈恢复性增长，预计增速为
5.2%，基本恢复至2019年水平。

2.中国消费开启内循环，消费潜
力巨大

2020 年第三季度中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恢复增长，9月实现增速
9.9%。十一假期，餐饮、旅游、电影等
消费迎来爆发期，中国消费呈逐步复
原趋势。2021 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
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而在中国14亿
人口中中等收入人群高达4亿，未来
中国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充足，消费内
循环将成为主力。

3.上游面板供给紧缩，全球整机
需求保持微增

三星显示计划2020 年年底停止
生产LCD面板，同时LG也关闭韩国
本土京畿道坡州 7 代和 8 代 LCD 生
产线。面对韩系面板厂的退出，2020
年全球显示终端需求却迎来增长，面
板供不应求的状态显现。2020 年 6

月 开 始 ，面 板 价 格 进 入 上 升 通 道 ，
2021年随着奥运会、欧洲杯、美洲杯等
体育赛事的恢复，全球显示需求基本保
持不变，奥维睿沃（RVO）预测数据显
示，2021年全球整机出货量将达2.3亿
台，同比微增0.4%。面板供应方面，韩
厂退出供给收紧，国内新开产能受疫情
影响爬坡延后，同时疫情影响下办公设
备需求激增，显示器面板供应增加，电
视面板产能不足短时间内将持续。奥
维睿沃（RVO）预测，2021 年全球面板
出货量将达2.68亿片，同比下降0.7%。

4.中国彩电需求饱和，规模遇天
花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第
三季度中国商品房零售额实现同比增
长 1.6%，但商品房零售面积仍同比下

降 3.3%。房地产与中国家电新增
需求的相关性较强，但受中国对房
地产的政策管控以及经济发展影
响，中国房地产进入调整维稳期，中
国家电新增需求放缓。中国彩电市
场新技术产品发展缓慢，OLED 电
视、8K电视、激光电视、量子点电视
等新技术产品市场份额不足5%，这
就造成液晶电视产品换新周期加
长，更新换代需求减缓。电视是中
国工业中较早发展和成熟的产业之
一，家庭普及率与其他家电产品相
比处于较高水平，2018年开始电视
百户拥有量出现下降，电视产品的
二次购买需求减弱。

整体而言，奥维云网（AVC）预
计 2021 年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量规
模 将 达 到 4482 万 台 ，同 比 下 降
1.2%；中国彩电价格战情况有所改
善，市场回归提升结构改善经营质
量，零售额规模将达到 1263 亿元，
同比增长8.4%。

规模：2021中国彩电市场将现“量跌额增”局面

趋势：

多因素推动彩电市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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