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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LED显示屏应用领域广泛，在全世界形成了广阔的市场。早期单双色显示屏的使用已非常

成熟，而随着近年来LED 芯片材料技术进步和控制技术的不断提升，LED 全彩显示屏综合性

价比优势日益突出，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传统的单双色显示屏。

一方面，LED 全彩显示屏的最大特点是制造不受面积限制，可达几十甚至几百平方米以上，

应用于室内/室外的各种公共场合显示文字、图形、图像、动画、视频图像等各种信息，具有

较强的渲染力和震撼力。

    另一方面，伴随技术进步，LED 全彩显示屏制造成本不断降低，性价比持续提升，应用范

围不断拓广，在LED显示屏整体市场中的比重也将持续扩大。LED 全彩显示屏以高亮度、高

清晰度、尺寸的灵活扩展性以及先进的传输控制等技术优势，将有望逐步替代户外霓虹灯、

大型灯箱广告牌等传统广告工具，成为重要的新传媒载体。

    中国信息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LED 全彩显示屏行业深度评估与趋势预测分析报告》

共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世界LED 全彩显示屏行业市场运行形势、中国LED 全彩显示屏行业发

展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LED 全彩显示屏行业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LED 全彩显示

屏行业竞争情况。随后，报告对中国LED 全彩显示屏做了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

国LED 全彩显示屏行业趋势预测分析。您若想对LED 全彩显示屏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

投资LED 全彩显示屏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主要采用国家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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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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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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