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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液晶电视机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液晶

电视机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液晶电视机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液晶电视机行业的现状、

中国液晶电视机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液晶电视机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液

晶电视机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液晶电视机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液

晶电视机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液晶显示器简称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采用一种介于固态和液态之间的物质，具有

规则性分子排列的有机化合物，加热呈现透明状的液体状态，冷却后出现结晶颗粒的混浊固

体状态的物质。

    电视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它是一小群位于不同历史时期和国度的人们的共同结晶。

早在十九世纪时，人们就开始讨论和探索将图像转变成电子信号的方法。在1900年

，&ldquo;Television&quot;一词就已经出现。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液晶电视机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8年我国彩色电视机累计产量达20381.5万台，比上年累计增长14.6%。

     用于液晶显示器的液晶分子结构排列类似细火柴棒，被称为Nematic液晶，采用此类液晶制

造的液晶显示器也就称为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而液晶电视是在两张玻璃之间的液晶内

，加入电压，通过分子排列变化及曲折变化 再现画面，屏幕通过电子群的冲撞，制造画面并

通过外部光线的透视反射来形成画面。

     世界上第一台液晶显示设备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日本夏普制造，被称之为TN-LCD（扭曲向

列）液晶显示器。

     20世纪80年代，STN-LCD（超扭曲向列）液晶显示器出现，同时TFT-LCD（薄膜晶体管）

液晶显示器技术被研发出来，但液晶技术仍未成熟，难以普及。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日本掌握了STN-LCD及TFT-LCD生产技术，LCD工业开始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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