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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在年轻群体打造自己小家庭的过程中，家庭影院的

潮流逐渐兴起，大白墙+投影的家装风格非常流行，激光投影类

的显示设备就凭着家庭影院、巨幕投影等功能，一时受到了众多

年轻人的追捧，同时一些家电品牌也推出了的超短焦激光投影技

术的激光电视。

对于消费者而言，市面上激光电视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一

般来说，尺寸越大价格越高。同品牌 75 寸和 100寸激光电视的

价格甚至相差好几倍。然而，网上有消费者反映，75 寸屏幕经

过简单调试后可变成 100 寸激光电视，只需花费几百块，就能省

下好几万，引起网络热议。

图 1 网页截图

75 寸激光电视真的可以调节成 100寸吗？75 寸调节成 100

寸后和同品牌的 100 寸激光电视相比，画面表现的性能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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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在深圳市信息网络促进会和深

圳市质量协会的委托下，开展了激光电视对比测评，用科学的数

据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二、样品购买及检测

本次测评购买了同品牌相似型号的75寸和100寸激光电视，

测评样品均由工作人员模拟普通消费者在大型电商平台匿名购

买，并送到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本次测评均采用 100寸投影幕布，分别对 100 寸激光电视以

及 75 寸激光电视调节为 100寸画面后的性能指标进行检测，采

用标准 SJ/T 11346-2015《电子投影机测量方法》进行测试。

表 1 激光电视性能测试指标

序号 测试指标 测试方法 测试条件说明

1 光输出

SJ/T 11346-2015
《电子投影机测量

方法》

（1）试验室的背景照度不宜高
于 5lx，进行照度测量时应将光
照度计的读数减去背景照度值后
的结果为准。
（2）照度探头需要进行光谱光
视效率修正和余弦修正的一级
（或更高级别）的；
（3）产品若有光学变焦功能，
镜头应设置在广角端，调整产品，
使投影镜头的光轴与屏幕
垂直

2 照度均匀性

3 对比度

4 色度误差

5 色域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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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激光电视调节投影尺寸

75 寸激光电视是否可以调节至 100 寸画面？

测试人员在安装师傅的指导下，按照 100 寸激光电视投屏最

佳距离要求，将 75 寸激光电视主机调整位置并投射到 100寸幕

布上，让投影区域覆盖整个 100 寸屏幕。

接着在断开电源的情况下，打开主机壳，找到用锡纸包裹的

调焦环，解开螺丝。然后，在开机情况下，对调焦环缓慢调节，

直至画面虚化的部分变得清晰。结果显示：75 寸激光电视投射

到 100 寸画面，经过调焦后，投影画面成像清晰。

图 2 75寸激光电视调整焦距

注意：以上调焦操作需要打开主机盖，可能会影响产品保修，

操作时也应注意安全，避免照射到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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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测结果

以下我们将 75 寸激光电视投射到 100寸画面后与 100寸激

光电视进行画面表现的性能对比。

（一）光输出

光输出是指激光投影设备输出的光通量，光输出的值高意味

着屏幕的显示亮度较高，投影类产品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

亮度上。之所以会选择亮度高的产品，是为了追求清晰完美的图

像画质，如果亮度太低，画面暗淡，就会看不清楚。目前激光电

视亮度的标示，有的品牌标示流明，参考 ansi 方法（lm）。SJ/T

11346-2015 标准通过测试 9 个点的照度，计算光输出的数值。

图 3 照度测试

结果显示：从光输出结果看，100 寸激光电视的光输出数值

均高于 75 寸激光电视投射到 100寸画面，100 寸激光电视光输

出值为 1842.1 lm，75 寸激光电视投射到 100 寸画面的光输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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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92.7 lm。

从产品额定输入电压参数来看，100 寸激光电视的额定输入

功率为 230W，75 寸激光电视的额定输入功率为 175W，相差大

约 60W，这个数值表现在总光输出上的差异约为 600 lm。

（二）照度均匀性

照度均匀度是指表面上的最小照度与平均照度之比，照度均

匀度越接近 1 越好，说明光线分布越均匀，视觉感受越舒服，反

之越小越增加视觉疲劳。

结果显示：100 寸激光电视的照度均匀性为 85.91%，75 寸

激光电视投射到 100 寸画面后的照度均匀性为 81.10%。

（三）对比度

对比度是指一幅图像中明暗区域最亮的白和最暗的黑之间

不同亮度层级的测量，对比度越高，明暗反差越大，图形越清晰，

色彩也会更加鲜明艳丽，照片的层次感就越强烈。

图 4 对比度测试

结果显示：100 寸激光电视的对比为 119.8，75 寸激光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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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射到 100 寸画面后的对比度为 124.9。

（四）色度误差

色度误差是测量激光电视的基色色度及白场色度与产品标

称的一致性程度。测试时以 u'v'以红色（0.411，0.503），绿色（0.140，

0.548），蓝色（0.150，0.210）这三种颜色的色度坐标作为目标

参考点，白色（0.1979，0.4683）的色度坐标作为目标参考，颜

色的偏差一般要求小于 0.012。

图 5 实验室白、红、绿、蓝测试

结果显示：100 寸激光电视和 75 寸激光电视调节为 100 寸

画面后的红、绿、蓝以及白色色度误差均小于 0.012。
表 2 红、绿、蓝以及白色指标测试结果

类别 场信号 Δu’v’ 亮度

100 寸激光电视

全场白 0.006 270.27

全场红 ≤0.003 36.93

全场绿 ≤0.003 93.58

全场蓝 ≤0.003 13.45

75 寸激光电视调试为 100 寸 全场白 0.008 1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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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红 ≤0.003 24.40

全场绿 ≤0.003 61.20

全场蓝 ≤0.003 6.69

（五）色域覆盖率

色域覆盖率是衡量电视机色彩还原表现能力的最重要的指

标，色域覆盖率的数值越大，说明激光电视所能呈现的颜色数量

越多，越能还原自然界的真实色域。一般来说，色域覆盖率的要

求是大于 29%。

结果显示：100 寸激光电视色域覆盖率为 59.75%，75 寸激

光电视调节为 100 寸画面后的色域覆盖率为 54.79%。

声明：

1. 本次测评均采用 100 寸激光电视标配的屏幕，100 寸和 75 寸激

光电视屏幕除了尺寸差异外，光滑度等指标也会有一定差异。

2. 本文中所述两款激光电视样品仅作为测试对比用，不具体指代

任何品牌的产品。

3. 本次测评所有样品均由工作人员以普通消费者身份通过正规

销售渠道购买，结果仅供消费者选购产品参考，不构成对任何相关产

品的推荐与宣传。

4. 激光电视调焦操作需要打开主机盖，可能会影响产品保修，操

作时也应注意安全，避免照射到人眼。

5. 未经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本次测评结果作为商

业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