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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液晶显示器是一种采用液晶为材料的显示器。液晶是介于固态和液态间的有机化合物。将

其加热会变成透明液态，冷却后会变成结晶的混浊固态。在电场作用下，液晶分子会发生排

列上的变化，从而影响通过其的光线变化，这种光线的变化通过偏光片的作用可以表现为明

暗的变化。就这样，人们通过对电场的控制最终控制了光线的明暗变化，从而达到显示图像

的目的。

      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液晶电视产业深度调研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共十三章。首先介

绍了中国液晶电视行业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液晶电视行业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

国液晶电视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液晶电视行业面临的机遇及

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液晶电视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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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液晶电视产业相关概述

第一节 液晶电视基础概述

一、液晶电视特点

二、液晶电视屏幕种类及格式

三、液晶电视主要性能指标

四、液晶电视相关术语介绍

五、液晶电视的优缺点

第二节 液晶电视显示器阐述

一、液晶电视的显示原理

二、液晶显示器的分类及规格

三、TFT液晶显示器

第二章 2011-2012年国内外平板电视整体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国际平板电视市场概况

一、全球平板电视日韩市场份额扩大

二、北美平板电视市场分析

三、金砖四国平板电视市场概况



三、全球液晶电视出货量分析

第二节2011-2012年中国平板电视市场发展分析

一、大陆平板电视市场繁荣发展

二、平板电视城市消费分析

三、平板电视城市消费需求

第三节 2012年2月平板电视市场关注度分析

一、2012年2月中国平板电视整体市场关注分析

二、2012年2月中国平板电视市场品牌结构关注分析

三、2012年2月中国平板电视市场产品规格关注分析

四、2012年2月中国平板电视市场价位区间关注分析

第四节2011-2012年中国平板电视市场发展问题分析

一、制约我国平板电视发展的四大问题

二、我国平板电视行业标准不健全

三、外资平板电视占有率将继续提升

四、中国平板电视节能发展存在的问题

五、企业忽视平板电视可靠性

第五节2011-2012年中国平板电视发展策略分析

一、基于市场调查平板电视行业发展策略总结

二、发展环保技术助平板电视产业走“绿色”之道

三、市场竞争提升平板电视技术水平

第三章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产业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GDP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变动轨迹分析

三、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产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彩色电视机用液晶显示屏主流尺寸规范

二、高端彩色电视接收机的分类规范

三、家电及相关行业标准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中国人口规模及消费情况

二、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



三、居民消费观念

第四章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市场现状

一、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液晶电视市场

二、我国液晶电视价格全球最低

三、政策推动液晶电视下乡

四、中小尺寸液晶电视销售火爆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市场发展综述

一、中国LED液晶电视市场普及情况

二、中国液晶电视市场份额情况分析

三、中国LED液晶电视市场占有率

四、中国LED液晶电视细分市场分析

五、液晶电视市场零售业态

六、液晶采购成本进一步降低

第三节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产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第五章 2007-2011年中国液晶电视制造行业数据监测分析（4071）

第一节　2007-2011年中国液晶电视制造行业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增长分析

二、从业人数增长分析

三、资产规模增长分析

第二节　2011年中国液晶电视制造行业结构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二、销售收入结构分析

1、不同类型分析

2、不同所有制分析

第三节　2007-2011年中国液晶电视制造行业产值分析

一、产成品增长分析

二、工业销售产值分析

三、出口交货值分析

第四节　2007-2011年中国液晶电视制造行业成本费用分析



一、销售成本统计

二、费用统计

第五节　2007-2011年中国液晶电视制造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主要盈利指标分析

二、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第六章 2007-2011年中国液晶电视相关产量数据统计分析

第一节　2007-2010年中国彩色电视产量数据分析

一、2007-2010年彩色电视产量数据分析

二、2007-2010年彩色电视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二节　2011年中国彩色电视产量数据分析

一、2011年全国彩色电视产量数据分析

二、2011年彩色电视重点省市数据分析

第三节　2011年中国彩色电视产量增长性分析

一、产量增长

二、集中度变化

第七章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生产企业运营态势分析

第一节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市场新进入者

一、IT厂商集体再度进军液晶电视行业

二、京东方进军液晶电视整机产业

三、京东方拟推自主品牌液晶电视

四、东门子电器大举进军液晶电视市场

第二节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市场竞争分析

一、中国液晶电视市场中外品牌竞争白热化

二、液晶电视二线品牌加速淘汰

三、技术是液晶电视的竞争核心

四、液晶电视行业变革催生新一轮洗牌

第三节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市场及主要生产企业发展策略分析

一、中国液晶电视市场五项措施拉动效应

二、索尼液晶电视产品及价格策略

三、三星液晶电视产品及价格策略

四、创维液晶电视价格策略分析

第八章 近几年中国液晶电视价格走势同比分析



第一节 2008年中国液晶电视价格走势

一、2008年中国液晶电视整体市场价格走势

二、2008年中国液晶电视市场均价走势

三、2008年中国液晶电视主流品牌均价对比

第二节 2009年液晶电视价格关注走势分析

一、2009年液晶电视市场价格区间关注比例格局

二、2009年液晶电视价格区间关注比例与产品数量对比

三、2009年液晶电视市场热点价格区间品牌分布比例

第三节 2010年中国液晶电视价格走势

一、2010年液晶电视整体市场价格走势

二、2010年液晶电视细分市场价格走势

三、2010年液晶电视降价产品数量对比

第四节 2011年月中国液晶电视价格走势

一、2011年液晶电视整体市场价格走势

二、2011年液晶电视细分市场价格走势

三、2011年液晶电视降价产品数量对比

第四节 2012年1-2月中国液晶电视价格走势

一、2012年1-2月液晶电视整体市场价格走势

二、2012年1-2月液晶电视细分市场价格走势

三、2012年1-2月液晶电视降价产品数量对比

第九章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家电业巨头竞争剧烈

二、液晶电视品牌竞争分析

三、液晶电视价格竞争分析

第二节 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产业集中度分析

一、液晶电视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液晶电视生产企业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行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十章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上市公司竞争性财务数据分析（企业可自选）

第一节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创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三节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四节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五节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六节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三、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四、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十一章 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上游供应链分析

第一节 液晶面板

一、全球大尺寸液晶面板供货状况

二、台湾液晶面板产业概况

三、千亿资金豪赌液晶面板

四、外资博弈内地液晶面板投资潮

五、工信部叫停平板玻璃新扩建产能 液晶面板项目踩“刹车”

第二节 液晶背光模块

一、CCFL背光的缺陷分析

二、LED背光模块优劣分析

三、CCFL背光模组与LED背光模组性能对比

四、2012年LED背光模块发展预测

第三节 液晶电视驱动及控制IC

一、中国LCD驱动IC液晶电视领域需求增长

二、LCD驱动IC领域本土供给严重不足

三、本土企业在LCD驱动IC市场中具有一定的机遇

四、LCD驱动IC未来市场潜力较大

第十二章 2012-2016年中国液晶电视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第一节2012-2016年中国平板电视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一、欧洲将成平板电视第一大市场

二、LED液晶电视或成为市场主流

三、中国平板电视最新产业发展趋势

四、中国目前高世代液晶生产线一览

五、LED液晶有望替代CCFL液晶



六、未来平板电视发展的六大趋势

七、未来平板电视企业的发展方向

八、未来中国平板电视市场节能环保成主旋律

第二节2012-2016年中国液晶电视市场的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一、全球液晶电视市场规模预测

二、中后期中国液晶电视市场预测

三、2012年中国内陆及中小城市液晶电视市场将扩展

四、2013年LED液晶电视市场渗透率增长预测

五、未来液晶电视市场发展主流

六、未来几年LED液晶电视市场发展预测

第十三章2012-2016年中国液晶电视行业投资盈利预测

第一节2011-2012年中国液晶电视行业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 2012-2016年中国液晶电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一、液晶电视投资潜力分析

二、液晶电视投资吸引力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中国液晶电视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二、政策风险分析

三、技术风险分析

第四节 中心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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