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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发展深度研究与投资趋势分析报告（2023-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
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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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一、政策引导激光电视行业向好发展
聚氨酯（PU），全名为聚氨基甲酸酯，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聚氨酯主要分为软质聚氨酯
和硬质聚氨酯。软质聚氨酯主要是具有热塑性的线性结构，它比PVC发泡材料有更好的稳定
性、耐化学性、回弹性和力学性能，具有更小的压缩变型性。隔热、隔音、抗震、防毒性能
良好。因此用作包装、隔音、过滤材料。 硬质聚氨酯塑料质轻、隔音、绝热性能优越、耐
化学药品，电性能好，易加工，吸水率低。它主要用于建筑、汽车、航空工业、保温隔热的
结构材料。
为进一步加速激光显示产业化进程，国家科技部在《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863
计划”)中提出，明确将“新一代激光显示技术工程化开发”作为八个重大产业发展方向之一，
这为我国在这一新兴技术产业领域指明了自主创新方向。此后，在《新型显示科技发展“十
二五”专项规划》、《2014-2016年新型显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等相关政策引导和支持
下，我国激光电视行业向好发展。
我国激光电视行业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部门 主要内容 2012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国务院 加快推进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
三维立体(3D)、激光显示等新一代显示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2012
《新型显示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 科技部 将“开发新型显示产业配套材料、重要装备
、低成本技术、低功耗技术和产品设计技术”作为应用研究的重要方向 20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末)有关条款的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TFT-LCD、 PDP、
OLED、激光显示、3D显示等新型平板显示器件生产专用设备”列为鼓励类发展项目 2013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转型行动计划《2013-2018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 提出要增强电
子信息产业支撑服务能力，加快集成电路、关键电子元器件、基础软件、新型显示、云计算
、物联网等核心技术创新步伐 2014 《2014-2016年新型显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将“完善产业配套、提升供给水平”列为重要任务，提出“
进一步完善新型显示产业链”，提高关键材料及设备的配套水平，加快形成自主发展能力
2016 《“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重点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科技部
围绕新型显示等4个方向部署35个任务，专项实施年限为2016-
2020年;面向激光显示的关键材料与技术基础研究，激光显示整机研发与表征评估 2016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国务院
重点研制新型显示及其材料，稀土新材料等核心关键技术 2017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产业目录包含新型柔性显示、激光显示、立体显示、量子点发光二极管《QLED)
显示器件产品等 2018 《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意见》 国家电影局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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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电影院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对放映环境和设备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提高放映质量。通过国
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对电影院安装巨幕系统、激光放映机等先进设备给予资助 2019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推动超高清电视、机项盒、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设备等产品普及，发展大屏拼接显示、电影投影机等商用显示终端，加快超
高清视频监控、工业相机、医疗影像设备等行业专用系统设备的产业化 2021
《“十四五”新型显示与战略性电子材料等重点专项申报指南》 科技部 突破新型显示产业应
用关键核心技术，打通创新链、突破战略性电子材料制备与应用各环节的共性关键技术，保
障我国信息、能源、交通、高端装备等领域核心电子材料和器件的自主供给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二、激光电视销售规模总体保持增长
从需求端看，在第三消费时代，随着“有用”的产品需求已经基本饱和，消费者开始更加追求
“好用”的产品，而激光电视更大的屏幕尺寸及带来的更好使用体验则符合消费者对于视觉享
受的追求和消费升级的趋势。根据调研，消费者选择激光电视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激光新技
术的好奇，认为激光显示屏幕更大，激光画质显示更好等。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激光电视受到消费者青睐，销售规模总体呈现增长态势。2016-2021年我国激光电视销售量
由2.18万台增长至28万台，销售额由8.74亿元增长至47亿元。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三、激光电视行业集中度较高
从竞争看，海信为最早进入激光电视消费级市场的品牌。海信加强产业链布局，拥有紧凑高
效激光光源模块技术、高效低噪声散热技术、远心照明光路、核心超短焦镜头技术、针对独
有芯片的画质提升技术、激光消散斑技术以及菲涅尔抗光幕批量组装技术优势，处于行业领
先地位。 此外，后期峰米、长虹、坚果等众多企业也开始积极参与激光电视的生产制造，
该品类进入高速成长阶段。据数据，
2021年海信、峰米、长虹市场份额排名前三，分别为42%、24.6%、16%
，总占比达83%，行业集中度较高。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四、激光电视渗透率提升可期
激光电视产品具有色彩更丰富、大屏体验、能耗更低、漫反射护眼等性能优势。 三色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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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是目前唯一能达到 100% Rec.2020 色彩标准的显示技术。传统 液晶电视、OLED
电视都难以达到 100%的覆盖。三色激光电视的颜色表现能力是传统液晶电视的 2 到 3
倍，颜色更加鲜艳，能真实再现自然界丰富的色彩。 且近年来随着激光专利申请量增多，
激光显示技术不断进步，清晰度、亮度及色域指标逐步提升，消费者体验叠加成本降低，价
格有望进入可普及区间，激光电视渗透率提升可期。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数据显示，2016-2021年我国激光电视销售单价由4.04万元/台下降至1.68万元/台。2016-20
21年我国激光电视渗透率由0.04%增长至0.73%，预计2026年我国激光电视渗透率将超1.5
%。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zlj）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发展深度研究与投资趋势分析报告（2023-2029年）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
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
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
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
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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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平均价格走势预测
一、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平均价格趋势分析
二、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平均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
 
第九章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所属行业运行数据监测
第一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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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第三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2019-2023年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区域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区域市场规模分析
一、影响激光电视行业区域市场分布的因素
二、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区域市场分布
第二节 中国华东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东地区概述
二、华东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东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东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东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 华中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中地区概述
二、华中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中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分析
（1）华中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
（2）华中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现状
（3）华中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分析
（1）华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
（2）华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现状
（3）华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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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华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华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分析
（1）华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
（2）华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现状
（3）华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六节 东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东北地区概述
二、东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东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分析
（1）东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
（2）东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现状
（3）东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七节 西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南地区概述
二、西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分析
（1）西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
（2）西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现状
（3）西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八节 西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西北地区概述
二、西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西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分析
（1）西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
（2）西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现状
（3）西北地区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十一章 激光电视行业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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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 势分析
第二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六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七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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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九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十节  企业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势分析
 
第十二章 2023-2030年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第一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激光电视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中国激光电视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规模发展预测
一、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中国激光电视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中国激光电视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五、中国激光电视行业供需情况预测
第四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第十三章 2023-2030年中国激光电视行业进入壁垒与投资风险分析
第一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一、激光电视行业资金壁垒分析
二、激光电视行业技术壁垒分析
三、激光电视行业人才壁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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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激光电视行业品牌壁垒分析
五、激光电视行业其他壁垒分析
第二节 激光电视行业风险分析
一、激光电视行业宏观环境风险
二、激光电视行业技术风险
三、激光电视行业竞争风险
四、激光电视行业其他风险
第三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解决问题的策略分析
 
第十四章 2023-2030年中国激光电视行业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观研天下中国激光电视行业研究综述
一、行业投资价值
二、行业风险评估
第二节 中国激光电视行业进入策略分析
一、行业目标客户群体
二、细分市场选择
三、区域市场的选择
第三节 激光电视行业营销策略分析
一、激光电视行业产品策略
二、激光电视行业定价策略
三、激光电视行业渠道策略
四、激光电视行业促销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分析师投资建议
 

详细请访问：http://www.chinabaogao.com/baogao/202301/6238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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