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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兴泰资本 冯山 

 

1、行业发展历程及政策 

1.1 显示技术的进化历程 

活动图像视频最早来自电影，1895 年 12 月 28 日,法国摄影

师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布辛路的大咖啡馆，用活动电影机举行

首次放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被认为标志着电影的诞生。毫

无疑问，电影放映设备庞大，设备离屏幕要有很长的距离，是公

众活动场所，不适合家庭环境。 

但是电影超大屏幕，优异音响效果，还是使得电影具有巨大

生命力，应该说，视频方面的技术革新往往首先在电影中采用。

例如彩色、宽屏、3D 等等。目前最新的发展为 IMAX。 

1923 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兹沃里金申请到光电显像管、电

视发射器及电视接收器的专利，他首次采用全面性的“电子电视”

发收系统，成为现代电视技术的先驱。 

电视机发展历史简单可以分为： 

（1）1888～1968 年为液晶材料性能和应用研究时期。 

（2）1973～1985 年为 TN-LCD 获得广泛应用时期。 

（3）1985～1993 年为 STN-LCD 推广应用时期。 

（4）1993～2000 年是 TFT-LCD 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

TFT-LCD 的性能已可以与 CRT 媲美。 

（5）LCD 发展大大扩展了显示器的应用范围，使个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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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型手持显示器成为可能，2000 年以后进入 LCD 与 CRT 争夺

显示器主流市场的时代。 

（6）LCD/LED/OLED 电视一统天下，激光电视开始商用。 

显示技术发展的目标是高保真性，实现对客观事物的时、空、

色全部信息的完美、精确记录和再现。从发展历史来看，过去几

十年全球显示技术经过了黑白显示、彩色显示、数字显示三个阶

段。黑白显示解决了有无图像的问题，彩色显示解决了图像有无

色彩的问题，数字显示解决了图像的清晰度问题，但是现有的显

示技术的色彩重现能力很低，其显色范围仅能覆盖人眼所能观察

到的色彩空间的 30%左右，其他 70%左右的色彩空间都无法重现。 

激光显示技术是继黑白显示、标准彩色显示和数字显示后的

下一代显示技术，是显示技术的一场革命。激光显示是以红、绿、

蓝(RGB)三基色激光为光源的显示技术，可以最真实地再现世界

丰富、艳丽的色彩，提供更具震撼的表现力。与自然光色域相比

较，传统显示设备只能再现人眼所见颜色的 30%而目前正在开发

中的激光显示方式可覆盖 90%，这一巨大的潜力让我们对激光显

示技术的未来充满期待，因此激光显示被称为“人类视觉史上的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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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行业的发展历程 

 

通过视频设备的发展历史，容易发现，对于视频，我们追求

的是大、绚丽，高清，电影走前最前列，电视总是在模拟或是部

分模拟电影的性能，同时追求好的性价比，体积小，轻薄。电子

显像管电视的主流尺寸是 14-29 英寸，LCD/LED/OLED 的主流

尺寸是 32-65 英寸，下一波电视的革命首先在于尺寸，消费者对

与大屏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根据中怡康预测，2018 年，激光电视将同比增长 117%，65

吋及大屏电视占比将达到 8.3%，4K 电视占比将达到 65.5%，人

工智能电视将同比增长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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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不同尺寸销量占比示意图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吴证券研究所 

1.2 激光显示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由于激光显示具有寿命长、易维护、色域覆盖率广、色彩饱

和度高、成像稳定、节能环保、光亮度高、单荧屏无缝显示等优

点，专业级的高端显示产品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激光显示进入产业

示范阶段，并开始孕育成熟的技术产业链，为激光显示的规模化

生产做好了准备。 

激光显示与传统显示亮度对比 

 

国际显示和光电产业巨头如索尼、三菱电气、精工爱普生、

三星、德州仪器、欧司朗、耶拿光学等都将激光显示产业化为作

为目标竞相开展研发。激光显示的各个产品化方向，不论是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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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还是手机式投影仪都得到了全面发展。 

1.2.1 国外发展状况 

当前日、韩、美等国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开发激光显示

技术，意欲争夺下一代显示器件的国际市场。 

2009 年，三菱电器推出了 65 英寸的激光电视，2010 年又推

出了 75 英寸的激光电视，三菱激光电视在日本和美国的销量共

计 10 万台。2012 年 1 月，比利时巴可（Barco）公司展示了激光

数字电影放映机样机；2012 年 4 月，日本索尼公司和美国科视

（Christie）公司也推出了样机。2013 年底，美标、欧标纷纷有

限制的开放标准，高功率激光投影开始合法登场，让工程投影进

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2014 年初，巴可、美国科视的激光产品

也陆续发布。2014 年 6 月，美国科视在上海影城安装了全球首

套商业激光数字电影系统，安装在著名的上海影城。2014 年 6

月中旬，第 17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变形金刚 4：绝迹重生》，

采用了美国科视的旗舰级数字电影机放映 CP4230 播放。目前，

国际激光显示技术已发展到产业化前期阶段，未来 2 年将是全球

激光显示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国际厂商在激光显示产业化进程的重要事件 

时间 激光显示产业化重要事件 

2005 年 

索尼、三菱等公司还基于激光显示技术，以日本电子情报产业协

会的名义,向国际标准组织 IEC 提出色域再现性范围更宽广的新

一代色域标准 xvYCC,并于 2005年9月获得通过认可。 

2005 年 
日本索尼公司研制成功单元6平方米的投影显示系统，并在拼接

技术基础上，集成出一套500平方米的激光影院。 

2006 年 1 月 由IEC正式发布 xvYCC为国际大色域标准。 

2006 年 2 月 
三菱电气将美国 Novalux 公司研制的大功率红绿蓝三基色激光

器应用于DLP背投电视，宣布研制成功激光背投电视，能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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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色域颜色。 

2006 年 3 月 
日本精工爱普生公司宣布与美国 Novalux 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共

同开发激光显示技术。 

2007 年 1 月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日本索尼公司和美

国Novalux公司各自推出基于投影式激光显示技术的多台的激光

显示试验样机，包括了55英寸激光背投电视和小型、袖珍式前投

影机以及激光数码影院等。 

2008 年 三菱正式在美国市场推出了商用化的65英寸、73英寸激光电视。 

2009 年初 

卡西欧也推出了两款“LED+激光”的混合光源投影机。 

维视图像(MicroVision)、韩国（Iljin）、讯宝（Symbol）、Light Blue 

Optics(LBO)等公司致力于研发应用于手机的激光投影技术。 

2012 年 
进入快速成长期,在投影机和电视等领域与现有显示产品展开竞

争。 

2013 年 

迪威视讯与NEC签订《战略合作协议》，NEC中国承诺将中视迪

威作为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唯一激光光源合作伙伴，并为中视迪威

成为 NEC总部全球激光光源的供应商的项目中提供最大限度的

协助。 

2014 年 
高清家用投影机市场全面进入了万元级市场，海通、长虹等纷纷

发布激光电视。 

2014 年 Barco、迪威视讯、NEC 激光投影机进驻主流影院。 

资料来源：Ofweek 申万宏源研究 

1.2.2 国内发展状况 

我国的激光显示技术基础坚实，我国在激光显示技术的研究

方面具有十分坚实的基础，通过国家 863 计划等科学计划的周密

部署，已经建立了从核心光学材料与器件、半导体与全固态激光

器至整机集成的完整技术链。目前产业链已经基本建成，激光显

示产业正逐步向成长阶段过渡。 

激光显示领域的相关专利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分布（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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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看出，我国在激光显示领域的专利占比为

15.75%，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我国在激光显示各个技术领域均具

有不同程度的研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方位综合发展没有空

白领域是我国激光显示的优势所在。 

我国激光显示产业化进程重大事件 

 
我国不遗余力地推进激光显示的产业化进程。2006 年光电

研究院和北京中视迪威公司在国内率先开启了激光显示产业化

进程。自主开发的激光显示产品荣幸地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提

供了服务，并服务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国际首台符合 DCI 标

准的激光数字电影放映机在北京率先投入了商业运营；2012“激

光显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2014 年迪威视讯激光投影产品

通过 DCI 认可，成为全球第四个拥有 DCI 认证的基于 DLP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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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电影放映机品牌。 

激光显示助力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 

 

资料来源：互联网资料（海信激光电视） 

激光显示的产业链成熟度不断提升，光纤入户在大中城市基

本普及，基于 DLP 解决方案显示技术的统一，光学引擎设计和

工艺处理核心技术进一步成熟；镜头产能扩张满足未来生产计划，

抗光屏幕规模量产能带来成本迅速下滑等因素，都将让此时发力

激光显示市场的企业产能和成本持续改善。 

1.2.3 激光显示行业发展趋势 

随着视频业务快速崛起，人们对视频观看的变化呈现三个重

要特征：一是大屏化，二是高清化，三是观看位置多点化，也就

是追求无处不在的观看体验，这趋势将深刻影响显示产业的发展。 

激光投影机产品，较好的符合了时代对大屏化、高清化、无

处不在的观看体验几个重要趋势性要求，也通过产品技术创新大

幅度提升了相对于原有投影产品的不足之处，在视频业务快速崛

起的背景下拥有强大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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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投影设备作为家庭大型娱乐屏幕的载体，拥有全

面竞争优势。而在大屏拼接领域和工程展示、广告展示领域，激

光投影机也满足其低成本、高色彩还原度、长寿命、易维护、良

好视觉感受的应用端需求。 

未来激光显示技术将朝着高亮度、高分辨率、大尺寸、超短

焦、小体积、低成本方向发展。而市场应用则会朝着超大屏幕和

可移动方向发展。 

1.3 行业相关政策 

激光显示涉及的产业政策和规划 

发布时间 文件名 主要内容 

2011 
《国家“十二五”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激

光显示高可靠、低成本、长寿命等技术问

题 

2012 
《电子信息制造业“十

二五”发展规划》 

发展重点：三维显示、电子纸、激光显示

等新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 

2012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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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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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其

环境建设“十二五”专项

规划》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加强超高亮度激光投影……等

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积极推进三网融合，

着力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核心竞争

力，促进产业发展。 

20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1 年本）>

有关条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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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项 行 动 计 划

（2013-2018 年）》 

提出“要增强电子信息产业支撑服务能力，

加快……新型显示……等核心技术创新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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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4-2016 年新型显

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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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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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先进材料功能技术，重点是第三代半

导体材料、纳米材料、新能源材料、印刷

显示与激光显示技术。 

资料来源：互联网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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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光显示产业链概况 

2.1 激光显示产业链的上游 

激光显示产业链的上游为激光器、DMD 芯片、镜头激光显

示三大件和其他零部件的供应商。 

2.1.1 激光显示用激光器 

日本的日亚化学、三菱电机和德国的欧司朗目前在应用于显

示的半导体激光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日亚化学，垄

断了大部分激光投影市场。国内用于激光显示的大功率激光器几

乎全部采购自日本的日亚公司。 

2.1.2 激光显示芯片 

DMD 芯片全球仅有德州仪器一家可以生产；3LCD 投影机

的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爱普生和索尼这两家公司的手中，但是由

于索尼不出售 3LCD 的相关技术，所以市面上除了索尼之外其他

的所有 3LCD 液晶投影机的芯片均由爱普生提供；LCOS 技术由

Aurora Systems 公司开发出，有相当多公司后续跟进，但由于成

本过高问题一直没解决，最近几年没有太大的发展。 

2.2.3 激光显示镜头 

激光显示设备的镜头国内外有多家公司具备研发、生产能力。

但超短焦显示镜头技术门槛较高，美国柯达、康宁，日本理光、

索尼、大原、保谷、奥林巴斯、松下，德国的卡尔蔡司和荷兰的

飞利浦等公司，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超短焦镜头产品。我国的舜

宇光学科技、凤凰光学，在投影镜头方面也有布局。 

其中，日本理光在镜头等光学系统设计、研发、制造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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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领先优势，2K 分辨率对应的 0.65 英寸规格的超短焦镜

头国内公司大多从日本理光采购。海信电器与日本理光合作开发

了一款满足 4K 分辨率的超短焦镜头，但该镜头仅供海信使用。

预计未来 1-2 年内，理光的超短焦镜头产品将具备一定的竞争优

势。 

2.2 激光显示产业链的中、下游 

产业链的中游为激光投影机光学引擎的研发和电路系统的

研发生产，其中光学引擎的研发是核心。拥有激光投影机光学引

擎生产能力的厂家有：比利时巴可、美国科视、日本 NEC、台

湾中强光电、明基、光峰光电、海信、长虹、中视迪威、无锡视

美乐、合肥科视等。 

产业链的下游为整机品牌厂商和终端客户。整机品牌商如小

米、坚果、艾洛维等，终端客户有教育用户、办公用户、个人家

庭用户、影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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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光显示技术及产品结构 

投影机根据采用的不同智能投影技术可分为 3LCD 投影机、

DLP投影机、LOCS投影机三大类；根据采用的不同光源可分为：

卤素灯投影机、LED 投影机、激光投影机；其中激光投影机根据

激光实现的不同技术路线又分为“RGB 三基色激光方案”和“激光

+荧光粉方案”。 

投影机技术方案分类 

 

3.1 根据不同的智能投影技术有：3LCD、DLP 和 LCOS 三

种方案 

根据投影机采用的不同智能投影技术，现在的主流投影机产

品主要分为 3 类：分别是 3LCD、LCOS、DLP。其中，3LCD 是

日系品牌爱普生、索尼为代表传统投影仪所应用的液晶透射技术

方案；LCOS 是基于 LCD 技术改进的液晶反射技术方案，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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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居高不下，目前使用还非常少；DLP 方案是基于 TI 公司的

DLP 芯片的机械反光阵列方案，已经被越来越多产品采用，基本

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标准。 

三种智能投影技术方案对比 

资料来源：东吴证券研究所 

3.2 根据光源不同有：卤素灯、激光、LED 三种方案 

投影机的核心模块为光学引擎，光学引擎中最重要的模组为

光源模组，光源模组对投影效果有重要影响。现在主流投影机光

源有三种：第一种是以超高压汞灯为代表的高强度气体放电光源，

又被称为传统光源，是投影机光源最初的形态，目前以超高压汞

灯应用最广泛；第二种是 LED 光源，目前依靠微投产品快速放

量渗透率增长很快；第三种是激光光源，目前应用规模较小但增

速最快的光源。激光光源属于最新兴光源类型，具备高亮度、发

光效率高、光源寿命长、维护周期长成本低以及色域广等核心特

点，不论对传统光源还是 LED 光源均有竞争优势。在成本和供

应链产能继续改善情况下，激光光源有望取代其他两种光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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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主力光源，大幅提升投影产品视觉效果。 

三种光源方案对比 

 

3.3 根据激光光源的不同技术有：激光+荧光粉、RGB 三基

色两种方案。 

基于目前成熟的蓝光、红光激光器和还不够优秀的绿光激光

器，目前激光光源的实现路径主要有：RGB 三基色激光光源方

案、和激光+荧光粉方案，后者多采用蓝色激光。 

RGB 三基色激光光源方案采用三种 RGB 基色光源，最纯正

的激光光源，其具有色彩丰富、色饱和度高等优点，可现实自然

界最丰富、最艳丽、最真实的色彩。但这种方案成本偏高，技术

门槛较高，通常应用于最高端的产品和场景，如电影院放映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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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B 三基色激光光源方案 

 
蓝光激光+荧光粉方案是利用蓝光光源，透过高速旋转的含

有红绿等多种颜色的荧光粉色轮，利用旋转荧光粉色轮技术而产

红绿蓝三基色，并实现在不同时间产生不同颜色的光输出，最终

实现白光的输出。蓝光光源方案依赖荧光粉色轮实现多种颜色，

因此在色彩表现效果和光亮度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成本则控制

比较好。 

蓝光激光+荧光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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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投影方案与传统投影方案对比 

比较项 传统投影机 蓝色激光+荧光粉 RGB 三基色激光 

应用领域 家用、办公、教育 
家用、办公、教育、

广告、工程机、影院 
电影院、工程机 

色域 色域>100%Rec.70

9 
色域>120%Rec.709 色域>160%Rec.709 

亮度 1500-6000lm 2500-8000lm 2000-8000lm 

寿命 2000-4000H >20000H 10000-20000H 

使用成本（光

源模组部分） 

平时使用 3000H 需

更换光源，一次的

更换成本约 1000-5

000 元 

5-8 年无需更换，但

一次投入约为灯泡

机型的 1.5 倍 

5-8 年无需更换，但

成本，一次投入约为

灯泡机型的 3-5 倍 

使用成本（整

机部分） 

45W+5W(耗材/年)

+3W（电费/年）（以

电影投影机为例，

教育办公用机在 0.

1-1W） 

60W+5W(耗材/年)+

1W（电费/年）（以电

影投影机为例，家

用、教育用机在 0.6-

5W） 

180W（激光投影）+

1W（电费/年）； 

 对眼睛伤害 中 低 中 

运行稳定性 中 高 低 

市场成熟度 高 高 中 

价格 低 中 高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及互联网资料整理 

3.4 与传统显示的对比 

与传统显示对比，在不同的显示尺寸领域，各显示技术各有

长处。如在小尺寸领域，业内公认 OLED 技术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 45-75 英寸显示领域，由于激光电视的价格较高，液晶显示在

室内播放领域有独特的优势；在 75 英寸以上的显示领域，激光

显示凭借其良好的色彩还原度、高亮度和易于移动的特点，在市

场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如：85 英寸液晶电视，市场最便宜一



 

18 

 

款为飞利浦生产的 2.8 万元，而推荐画面尺寸为 150 英寸的小米

激光电视，价格仅为 1 万元。 

与传统的显示技术优势对比 

比较项 OLED TFT-LCD 激光显示 

应用领域 手机等移动终端 液晶电视 大尺寸多领域显示 

主流尺寸 小于 10 英寸 45-75 英寸 大于 85 英寸 

色域 30%-50% <80% ＞90% 

亮度 100-1000lm 3000-5000lm 1000-80000lm 

 

寿命 

使用不到 1000h 亮度衰

减到原来的 50%，使用超

过 2000h 衰减到 30%，一

般使用寿命不超过 1000h 

20000 小时以上 
20000 小时以上，几乎

无衰减 

使用成本 低 低 低 

保护眼睛 伤眼睛 伤眼睛 保护眼睛 

运行稳定性 不稳定 稳定 稳定 

市场成熟度 不成熟 成熟  成熟 

大尺寸性价

比 
目前主要应用在小尺寸

手机屏 

≤80 吋较为经

济，大于 85 吋

时性价比低 

80 吋以上大屏显示优

势更明显，性价比很

高，随时随地使用 

资料来源：互联网资料整理 

3.5 激光显示产品结构 

激光投影机是由光学引擎（即“光机”）和整机部件构成，投

影仪光机占整机成本的 84%左右。光机分为四个模组，分别为：

光源模组、镜头、散热系统、照明系统。其中，镜头、激光光源、

光处理芯片部分占光机成本的 61%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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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引擎（光机）结构 

 
资料来源：科视激光 

激光投影机的核心部件为光学引擎（即光机）。目前，国际

主流激光显示厂商，如巴可、美国科视、中强光电等大多采用

DLP 技术（公开资料仅索尼有发布 3LCD 激光显示方案），DLP 技术的光

机所采用的 DMD 芯片、超短焦镜头、大功率激光器三大标准部

件大多为从 TI、日亚、理光等相应公司采购。 

激光光机的技术门槛较高，拥有研发能力和成熟生产技术的

公司较少，目前，据公开报道国内仅有：合肥科视、深圳光峰光

电、青岛海信、中视迪威、无锡视美乐、四川长虹以及台湾台达、

中强光电等公司有激光光机生产能力。 

具备光机生产能力的激光显示整机厂商主要针对以下三个

方面来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 

（1）优化激光光源模组集成一体化设计。通过优化光路设

计，使得光机的光路结构更紧凑、光的利用效率更高、消散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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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便、散斑对比度低，从而极大提升激光投影机的光效和均匀性。

（如：同样实现 3500 流明的光效，有激光投影产品需要 4 组激光器，而有的激

光投影产品仅需 3 组激光器即可达到1。） 

（2）优化光源各基色光配比方案和相关零部件，进行有效

的色彩管理，使激光投影仪投射出的色彩更鲜艳，最大化还原自

然界色彩。既保证色域广，又保证了光效高。 

（3）优化散热设计，从而使得产品能够做到更小，更轻薄，

显示分辨率更高。目前激光显示企业采用的超短焦镜头几乎都是

理光生产，理光生产的超短焦镜头为树脂材料，高温下易变形。

RGB 三基色激光技术、蓝色激光+荧光粉高清、高亮 4K 激光显

示显示技术无法做到超短焦，就是因为激光器功率较多，散热量

大幅增加，理光产超短焦镜头无法满足工作温度要求，无合适的

超短焦镜头使用所致。（据业内专家介绍，海信与理光合作开发的 4K 超短

焦镜头，为满足镜头工作温度，采用了 TI 公司生产的 0.48 吋的 DMD 芯片，牺

牲了投影亮度，同时减少激光器组数降低了发热量2。） 

 

 

                                        

1 目前市场上能供给激光投影机使用的激光器仅有日亚一家可做，日亚出

品的激光器为标准化模组售卖，每个模组 8颗激光器，每颗激光器 4.5W。 

2 正常 4K芯片有 0.66吋、0.48吋两种规格，0.66吋芯片可达 6000-7000lm，

海信的 4K激光电视采用 0.48吋芯片，该芯片亮度可达 1500-3000lm。2K芯片有

0.47吋、0.65 吋芯片，0.65吋芯片可达 3000-6000lm，0.47吋芯片显示亮度在

1200lm左右，据业内专家介绍小米的万元激光电视采用的是 0.47吋芯片。0.47

吋、0.48吋芯片价格较低，多用于 LED光源的显示系统，由于能负荷的亮度较

低，所需配套的激光器组数也对应较少，总体功率、发热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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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投影机产品结构分解 

激

光

显

示

设

备 

组件 细分模组 零部件 

光学引擎

（光机） 

光源模组 

镜片组 

显示芯片（3LCD、DMD 等） 

激光器组 

色轮（三基色方案无此零件） 

其他零部件 

照明系统 

光学零部件 

配套电路板（如 DLP 电路板） 

记忆体 

图像控制器 

镜头 
透镜 

其他零部件 

散热系统 

散热片 

散热风扇 

其他零部件 

整机部件 

安卓系统 

总电源板 

接口板 

电路模块 

外壳壳体 

其他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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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激光显示的产品分类和市场规模 

4.1 激光显示产品分类 

一般产品分类及应用领域 

大

类 

产品

名称 

实物图片 产品描述 应用领域 

激

光

投

影

机 

超 短

焦 激

光 投

影 机

系列 
 

亮度为

3500~4500流明。

超短焦投射，卓

越色彩，高亮度。

镜头居中、体型

轻薄，为市场明

星产品。 

适用于家庭

客厅、办公、

教育和广告、

商务场所。 

激 光

工 程

投 影

机 系

列 

 

亮度为

4500~6000流明。

与其他同类产品

相较：具有光效

高、均匀性好、

色彩靓丽。具有

超高性价比。 

应用于阶梯

教室、展览场

馆、商业场

所、影院等大

型投影场景。 

短 焦

激 光

投 影

机 系

列  

亮度为

3300~3500流明。

超长寿命，短焦

投射，结构紧凑，

轻便。亮度高且

均匀稳定。 

是多媒体教

室和一般商

务办公首选，

性价比高。 

光机 

 

图示为蓝色激光

+荧光粉方案光

机；另外还有

RGB 三基色技

术光机。 

是各类激光

投影机的核

心组件，供给

其他激光投

影机整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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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超短焦激光投影机 

超短焦激光投影机可实现在不到 50cm 的投影距离内投影

100 英寸的大画面，投射比在 0.233 足有，具有小空间、大画面、

25000 小时超长使用寿命、使用成本低的特点，可避免演讲者遮

挡和投影仪投影光线直射眼睛。该类产品多为定焦产品，画面可

在 150 吋内自由调节，最佳观影距离在 3.5-4.5 米，光效可达 3600

流明，对比度可达 35000:1，分辨率可达 1920×1080，多应用于

家庭影院、教育、广告等多个领域。 

4.1.2 激光工程投影机 

激光工程投影机可实现变焦投影，达 100-200英寸超大画面。

具有变焦投影、可变投射比、高亮度、超大画面、小体积等特点。

该类产品光效在 6000 流明以上，对比度可达 35000:1，分辨率在

1920×1080 以上，多用于大型教室、会议室、展馆展示、大屏拼

接、影院等领域。 

4.1.3 短焦激光投影机 

短焦激光投影机可实现在一米左右的投影距离内投射 81 英

寸的大画面，体积小、重量轻，投射比小于 0.6，高达 3300 流明

的高亮度，即使在明亮的教室环境里面，也可以实现高品质画面。

同样具有较小空间、较大画面、25000 小时超长使用寿命、使用

成本低的特点，可避免演讲者遮挡和投影仪投影光线直射眼睛。

该类产品可应用于主要用于商业、教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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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激光显示市场规模 

激光显示行业市场容量巨大，其市场需求主要来自教育、办

公、家庭影院、工程展示、军工安防、广告等领域，保守估计国

内市场需求在 508.5 亿元左右。 

4.2.1 教育、办公领域 

传统投影机主要应用在教育、办公领域。经过多年的快速增

长期，中国投影机市场已经进入了缓慢、稳定的增长期，产品在

各行业需求比例稳定，价格则保持下降趋势。2014 年中国投影

机市场实际销量达到 205 万台，相比上年增长 6.6%，预计未来

两年中国投影机市场将依然维持增长态势。 

年度销量数据与预测（单位：台） 

 
前景咨询的数据表明，2012 年到 2014 年间，投影行业的增

长率从 2009年到 2011年的高速期的 3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 10%

以下。且近几年增速呈现相对稳定、略有下降的状态，每年都能

保持 1 成左右的增量。业内预计，行业增速虽略有下降，但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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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状态至少能保持四五年的时间。到 2020 年，投影产品全

国销量突破 320 万台、甚至 400 万台并非不可预期。 

教育投影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投影机市场的最大的独立

市场。今年激光成为了各投影机品牌全新的发展方向，教育用户

对于教育投影机依然有了新的需求变化，再加上激光教育投影机

这几年的在厂商宣传引导下，更多教育行业用户更加青睐激光教

育投影机。 

智慧教育 

 

资料来源：科视激光 

基于激光投影机长寿命、高亮度、易维护的特性，预计未来

教育、办公领域的传统投影机将被激光投影机逐渐替代。教育、

办公领域对激光投影机的市场需求保守估计有 320 万台，按 80%

的渗透率，每台 1 万元估计，该领域市场需求有 256 亿元。 

4.2.2 家庭影院领域 

激光投影机采用的激光是单色光，色饱和度非常高，色域覆

盖率是传统显示色域的 2 倍，有极强的色彩表现力。激光电视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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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灵活，一般都能做到 80 吋以上的屏幕，即使在环境光较亮的

情况下，观众也能舒适的欣赏电视节目和娱乐大片，激光投影机

满足了人们对于显示的清晰度，色彩表现力的要求。 

家庭影院 

 

资料来源：科视激光 

奥维云网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激光电视市场规模销量 6.

7 万台，销售额 20.8 亿元，增长率分别达 116％，109％，预计

到 2020 年，激光电视销量 23.2 万台，销额 43.1 亿元，量额复合

增长率分别为 51％、27％。 

激光大屏幕电视和家用投影机是家庭影院的高端产品。仅以

我国消费市场为例，我国有 4 亿家庭,假设高端显示市场占 1%，

尚有 40 万台的潜在市场空间。根据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发布

的《中国彩电新型显示技术发展白皮书》来看，激光电视对于 6

5 英寸以上市场具有较强的冲击力，预测 2015 年 65 英寸以上市

场激光电视的占有率将达到 2%。按现在市面上的激光电视（小

米，Hisense，艾洛维）的最低价的平均值 1.5 万元来计算,激光显

示市场估计在 6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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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大屏拼接、安防领域 

现在广泛使用的大屏一般是将多个 LCD 显示屏幕拼接而成。

通过拼接而来的显示屏，存在并发码流软件、硬件昂贵，屏幕间

颜色矫正复杂色差明显、整体发热量大能耗高、拼接处细节容易

遗失、事故率高维修工作量大等问题。 

传统大屏拼接的缺陷 

 

激光投影机大屏拼接是利用几台激光工程投影机采用独有

的计算机算法，通过大屏幕拼接软件系统，来实现大屏幕显示的

效果。用激光投影机实现大屏拼接，具有投影方案简单、无拼接

缝隙、无色差亮度、色彩自动矫正能耗低、发热量小、噪音轻、

寿命长、成本低易维护等优势，弥补了拼接屏显示的不足。可广

泛用于军工安防、指挥调度、中控平台等多个领域。激光显示可

以用于指挥中心的视讯墙。激光显示巨头如美国科视（Christie）、

日本 NEC、巴可都有提供激光视频墙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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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智慧显示系统 

 

资料来源：互联网资料 

在我国共有 3320 个公安指挥中心、568 个交通指挥中心、

以一个省消防指挥中心来、医疗救助指挥中心平均各两个看，就

安防系统一项保守估计就有 4000 个指挥中心。平均一个指挥中

心有一个指挥席位配备一面视讯墙。以 70%的渗透率（依照工程

机的估计）来看，将会有 2800 套激光系统的需求。以 2 万流明

左右的激光显示终端售价 85-100 万来看，单单我国安防系统的

激光显示市场就有 24 亿-30 亿的空间。 

4.2.4 工程展示领域 

激光投影工程机可应用于奥运会、春晚等展会，以及欢乐谷、

迪士尼等主题公园。激光投影将互动效果推向了新高度，让人们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2015 年春晚就应用了巴可公司的工

程投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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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投影机工程展示 

 

资料来源：互联网资料 

目前，全球高端工程投影机（5000-10000 流明）年销售量大

概 65 万台左右，国内在 10 万台左右。从销售数量上来看，工程

机占据整个投影机市场的 6%，而销售额则占据了市场 35%的份

额。6%的市场份额贡献 35%的销售额，这足以体现工程机市场

的价值之大。 

工程机以价值取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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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目前投影机销售额在 116 亿左右，而工程机销售额

占据市场 35%左右，假设投影机销售额及工程机占比不变，以电

影的替代率衡量工程机（2019 年 80%的替代率），则每年激光显

示产品有 30 亿空间。由于工程机因其广泛的应用，未来这一数

据有望进一步突破。 

4.2.5 广告展示领域 

利用激光投影仪，占据写字楼、商场、酒吧等人员流通密集

点，运用“投影+联网联播”技术，把个性化、多展示化的产品信

息定点传输至广告人群。与现有的小屏 LCD 广告方式相比具有：

屏幕大、色域覆盖广的特点，与现有的灯泡投影机相比具有寿命

长、亮度高的特点，与大屏 LCD 广告方式相比具有边框厚度小、

耗电少、电离辐射小、寿命长、大小尺寸可变的特点，预计激光

投影将在广告领域大有作为，西柚传媒、焕朗科技等均已应用。 

激光投影视频媒体广告 

 
资料来源：焕朗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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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最大的城市生活圈媒体网络运营广告商分众传媒为

例，截至 2018 年 3 月末，分众传媒自营电梯电视媒体约为 31.3

万台，加盟电梯电视媒体约 1.1 万台，共计 32.4 万台。保守估计，

如按国内广告视频媒体需求 32.3 万台计，以 70%的渗透率（依

照工程机的估计）来看，如每台激光投影机售价 1.2 万元，则广

告领域的市场需求可达 32.5 亿元。 

4.2.6 电影放映领域 

目前位于一线城市的各大影院不能再通过粗放式扩张来盈

利，只能提供差异化服务来博人眼球。激光显示由于具有大色域、

高还原的特质，应用到电影投影中将会带来更饱满的观感，因而

成为了各大影院提供差异化服务吸引顾客的方式之一。 

传统弧光灯与激光灯投影对比 

 

相对于传统的弧光灯电影放映，激光影院具有高亮度、大色

域的天然优势和收入高、维护成本低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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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影院的收入和成本对比 

 
中国在影院用激光投影机领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各

大影院也在争相和激光显示器供应商合作，力求在激光投影领域

抢占先机。目前国内最大的院线影视器材供应商数码辰星与万达、

保利、中影和博纳影院初步达成激光影院协议，其中保利大兴激

光影院示范厅已经运营。 

全球电影放映机新增量在 3.5 万台/年左右，国内市场则在 5

000 台/年左右，约占全球市场 15%。根据 NEC 的预测，预计到

2019 年，激光放映产品将占到整个电影放映机的 70%-80%，即

每年三万台左右，以每台放映机 85 万到 100 万的价格来算，影

院市场大概有百亿空间。 

电影放映机的市场空间 

 



 

33 

 

5、激光显示行业竞争格局 

激光显示是一个新兴产业，目前全球激光投影产业形成了以

美国、亚洲、欧洲为主导的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国外在驱动芯

片、半导体光源、超短焦镜头上发展比较靠前，而我国在光学引

擎、激光消散斑、光效优化技术上有一定的优势。 

国内市场上推出的相对成熟的激光显示的产品，大多为“激

光+荧光粉”的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成本较低，显示效果良好，

经过近几年的市场教育，产品已成功的进入家庭、教育、广告领

域。采用该方案的企业主要有：合肥科视、深圳光峰光电、海信、

长虹、无锡视美乐、无锡艾洛维、中强光电、明基、台达等。各

家企业研发水平参差不齐，据公开报道，具有“激光+荧光粉”方

案研发能力，能独立研发采用该技术路线的光学引擎，并持续研

发改进的企业，国内有海信、光峰光电、合肥科视等企业。另外

还有中视迪威、中科极光、合肥全色光显等公司就 RGB 三基色

技术方案展开研究和应用。 

国外企业如比利时巴可、日本 NEC、美国科视等公司激光

投影机产品由于亮度、显示效果好、产品质量稳定，市场认可度

搞，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影院、高端工程展示领域。其中 NEC 激

光显示采用的技术方案包括“蓝光+荧光粉、蓝光+红光+荧光粉、

RGB 三基色”；美国科视、比利时巴可公司在售激光显示产品采

用“蓝光+荧光粉”方案，同时也在开发“RGB 三基色”方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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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光峰光电 

深圳市光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APPOTRONICS)发展于 2004

年在美国硅谷成立的 YLX 实验室。光峰光电开发的 100 寸激光

电视在 2013 年美国 CES 展会上获得 Best OF CES2013：Produc

t of Future（未来产品奖）。2014 年公司开发的全球首款 20000

流明符合DCI标准的激光电影放映机被成功应用于《变形金刚 4》

首映等。其对应的荧光粉的技术也获得了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

划，国家发改委新型显示聚集计划，广东省和深圳市各级科技项

目的大力支持。光峰光电目前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合作，产品遍

布激光影院、工程投影、家庭影院等领域。光峰光电已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接受华泰证券的上市辅导。 

5.2 青岛海信激光显示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激光显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成立，

是海信集团的控股公司。其采用的技术路线是“蓝色激光+荧光粉”

方案，产品主要应用在家用激光电视。海信激光电视历经 10 年

研发，目前已成为了超大屏电视市场上的主力，海信牵头起草制

定中国激光电视行业技术规范。目前，海信激光电视已将尺寸拓

展到 88、100、120 吋三个主流尺寸段。据中怡康数据显示，2017

年海信激光电视占 80 吋及以上电视市场销售额的份额达到

43.1%；2018 年上半年，海信激光电视在 80 吋及以上大屏市场

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占有率分别为 64.29%和 55.93%，占据了 80

吋以上大屏市场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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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无锡视美乐 

无锡视美乐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首家激光显示研究与制造

平台型企业，成立于 2012 年 5 月。视美乐于 2015 年 7 月推出第

二代激光显示全线产品。目前，视美乐激光投影产品有专业工程

机 SML-PF/PX/PW/PU系列，可实现 4200lm—8500lm亮度范围；

短焦/超短焦教育投影机 SML-EW/EX 系列产品，可实现 3200—3

600lm 亮度范围；激光电视 SML-LB/LC 系列，可实现 3000lm—

3500lm亮度范围。视美乐目前产品主要以第二代激光技术为主，

偏重于教育行业激光投影市场。 

5.4 中视迪威 

中视迪威激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是由上市公司深圳市迪威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167）投资控股成立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本 10291 万。目前公司已发布激光工程投

影机、激光电影放映机和三基色纯激光一体式工程投影机三大系

列十余款产品，在超大屏幕显示、应急指挥监控、行业运营监测、

城市景观亮化、视频会议、舞台布景、影视放映、展览展示、虚

拟仿真等应用领域拥有全套系统解决方案。公司 2017 年的营收

约为 1860.68 万元，营业利润为-1802 万元，净利润为-1585.44

万元。 

5.5 中科极光 

杭州中科极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极光”）是中国

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风险投资和技术

团队等共同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2016 年认定为国家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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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企业、杭州市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及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科技型企业。目前，中科极光拥有 5500 平米的自动化光源及整

机生产线，提供激光光源应用至家庭影院、工程投影、电影及照

明工程的全套解决方案。公司核心技术团队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

始进行高亮度激光显示技术研究，2006 年起致力于 RGB 三基色

纯激光显示产品的开发。 

5.6 比利时巴可 

比利时巴可公司创建于 1934 年，经过 80 多年的发展成为了

专业视讯系统市场的领跑者，公司业务覆盖全球几乎每个视讯领

域。公司四大子公司分别覆盖：数码影院、主题公园、展览展示、

企业级视听等等业务；诊断显示系统、外科及手术室专用显示系

统以及互动式病患照护系统；航空航太、国防与培训等业务。 

巴可公司在 2014 年 12 月 17 日，发布了激光投影机 

DP4k-60L，激光投影机成为公司主流投影机。在 2015 年，巴可

向中国电影集团出售 800 台投影机。DP4k-60L 激光投影机技术

领先，在全球获得了诸多殊荣包括中国地 BIRTV 大奖和国际 3D

协会颁发的 the LumièreTM 大奖。 

5.7 日本 NEC 

日本电器株式会社成立于 1899 年，是一家主营 IT 服务、通

信网络、社会基础设施、系统解决方案的公司。NEC 公司主营

产品包括投影仪、显示器、数字电影机器、工业用计算机、服务

器、储存器等等；与此同时，NEC 还提供行业解决方案、通用

解决方案以及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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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 一直致力于激光投影方案的开发和设计。2014 年，湖

南步步高影城所采用的 NEC 放映设备，是全球首台通过 DCI3 

认证的三色激光数字放映机；耀莱成龙国际影城王府井店所采用

的 NEC 激光无机房解决方案，是由全球首款通过 DCI 认证的激

光光源数字放映机 NC1100L-A+组建而成。 

5.8 美国科视（Christie Digital Inc） 

美国科视数字系统公司是世界上高性能、专业化投影显示系

统解决方案的领导者。自 1929 年以来，科视在传统的电影放映

机和现代的数码投影机两个领域投入了巨大的研发力量，是世界

上唯一使用 DLP、LCD、LCOS、CRT 技术的公司。该公司率先

使用先进的 DLP 数字光处理技术，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电

影放映机 DigiPro™，以及世界上第一台 12000ANSI 流明的高亮

度投影机，因此在业界获得了无数个奖项。现在，美国科视的产

品成为了高性能和技术领先的象征，并在全球提供了超过 30000

个应用解决方案，奠定了在投影显示领域重要的领导地位。 

  

                                        

3 DCI规范由迪斯尼、福克斯、米高梅、派拉蒙、索尼影视、环球、华纳兄

弟联合制定，为行业市场建立了开放式架构之下的数字电影系统规范，确保了数

字电影系统在产品安全、技术指标、质量控制等方面具备高性能和统一性。只有

符合 DCI规范，才具备有放映好莱坞进口分账大片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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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业主要壁垒 

6.1 技术壁垒 

行业具有高科技、高技术含量的特点，因此进入本行业需要

丰富的光学、电学、热学、机械设计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行业经验，

而且行业技术更新快，研发周期长，需要稳定的技术团队进行长

期跟进。同时，由于激光显示涉及到政府及公共服务、公共安全、

交通、广告业、工商业等各个行业，每个行业对激光显示的工艺

要求都有所不同，行业内企业的综合技术水平要求较高。 

6.2 人才壁垒 

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不仅要求研发人员具有较高的光

学专业素养，还需要对电学、热学、材料学、机械设计有比较深

刻的了解。此外，企业还需要具有丰富软件开发经验、熟悉项目

开发规范的管理和销售人才，均要求企业具有长期行业积累，因

此行业具有较高人才壁垒。 

6.3 资金壁垒 

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前期的技

术开发，人员工资占成本的比率较高；同时行业的销售渠道和网

络的建设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而且需要长期的维护；

拟进入者如没有很强的资金实力，将无法进入该行业，较高的资

金需求使新进入者面临一定的资金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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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品牌壁垒 

由于客户对于产品的功能性、稳定性有着较高的要求，购买

时会更趋向于选择知名品牌，而品牌的建立需要长期的投入和维

护，使先进入者拥有较大的优势。 

6.5 综合服务壁垒 

由于各激光显示产品应用领域不同，客户对产品的安装和调

试要求也不同，因此生产企业须具备较高的综合服务能力：包括

前期根据实际应用场景与客户沟通并设计产品方案的能力、产品

安装中的技术支持能力、设备运行中提供及时的专业技术服务支

持能力以及持续跟踪服务并满足客户最新需求的能力。 

 

 

                                                            

声 明 

1、本文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公开信息搜索，仅作为学习研究之

用，切勿用于商业用途，否则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及连带责任我们概

不承担。如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来信告之。我们会在三个工作日内

予以清除。 

2、除部分网络搜索内容，本文所涉及文字、图片、图表等版权

均归文章作者所有，未经其本人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

式使用。对相关侵权行为，我们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