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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化配套大有机会
面板企业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会带动核心

配套的国产化，打造核心供应链体系。

本报记者 林美炳

此外，提升 OLED 配套国产化

率还需要自主创新、分策略发展、时

间积累。

发展 OLED 配套不仅需要跟

随，更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形成超越。

大量的事实证明，技术是买不来的，

资本并购最终可能买回来的只是技

术的躯壳，所以核心技术的取得需

要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胡春明指

出，提质比增效更重要，国内企业要

吸取液晶配套的教训，不能单纯地

做本地化配套，以低价作为竞争的

主要手段，而是需要依靠技术创新

做出优质的产品，提升器件的质量。

因为只有以技术创新为抓手，国内

配套企业才能在未来技术常态化的

更新中把握住机遇，甚至定义未来。

但是现在不少配套企业认为只要产

品研发出来面板企业就能用了，实

际 上 不 是 这 样 的 ，张 建 华 指 出 ，

AMOLED技术门槛很高，配套企业

也需要踏踏实实地做研发，来不得

半点投机取巧。以材料为例，不是理

化性能指标达标就可以了，还要器

件性能优异，具备适合显示面板宏

量器件制造的量产特性。如果材料

没有先进器件技术支撑，设备没有

核心工艺支撑，是不可能应用的。

通用配套和OLED独有配套应

该采取不同发展策略。OLED 配套

和LCD配套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只

是OLED有一些特殊的工艺要求，

对配套提出一些新的附加要求，需

要不断完善。胡春明表示，像玻璃

基板就是通用配套，只是在 LCD

中用于玻璃基板，在 OLED 中用作

剥离载板，而且液晶面板用的偏光

片经过改良也可以用于 OLED。而

对于 OLED 的特殊材料，国内企业

既需要模仿，也需要技术更新进步

来克服知识产权壁垒。未来三年，

OLED 材料先要完成从无到有，和

LCD 相关的部分材料可以做到从

有到优。

OLED配套的发展不可一蹴而

就，需要时间积累。出光兴产早在

80 年代中期就开始试验 OLED 技

术。出光兴产电子材料部门商业战

略 总 经 理 Takamitsu Nagase 曾 表

示：“我们在 10 年时间里掌握了所

有关键专利。但直到过去三四年，

这才发展成为真正的业务。”群智咨

询 副 总 经 理 李 亚 琴 指 出 ，中 国

OLED 供应链的发展同样需要时

间，至少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进行

技术储备、基础积累和人才培养等。

本报讯 近日，科龙空调向外

界发布了最新的御风系列空调新

品，该产品最大的特点是分区订制

式送风，可以根据家中老人、小孩

等不同需求，进行送风的个性化订

制。从而将空调订制从外观、款式

推向功能和体验发展新阶段。

科龙空调御风的送风方式解

决了空调病这一困扰消费者的痛

点和行业发展顽疾，为空调行业发

展带来新的“风”口。中国家电商

业协会秘书长连四清认为，科龙空

调的御风系列新品，真正把握了当

前消费升级的主动脉，也将成为下

一阶段的消费升级风口。

科龙御风在送风方面具有三

大特点：一是风量大，调风量可

达1200m3/h，即便客厅、餐厅联

通也能快速达到舒适温度。二是

可上下段、左右方向分区送风，

即订制式送风。如通过遥控器设

定后，上半部分只有左边风车转

动，而下半部分只有右边风车转

动，这样可避免直吹人体的关键

部位，使老人、儿童均有舒适

感，而无患空调病之忧。值得的

一提，科龙空调在行业内率先采

用无级调速技术，打破了传统仅

五档送风的模式，最大限度精准

满足用户想要的温度。

据了解，科龙此次推出的御

风空调采用4D全直流技术。而目

前行业内一级能效产品普遍采用

的是2D或3D。科龙空调4D全直

流技术的优势在于能够使每一个

部件更加协调运转，从而达到省

电、静音，制冷制热速度更快，控温

更加精准的效果。作为行业内率先

提出“回归节能核心技术”“高效的

才是好空调”产品开发理念的科

龙，早在 2002 年，就推出第一代

“双高效空调”，创国内空调最高节

能纪录，直至第五代双高效空调，

再次刷新世界节能记录，体现出

科龙在节能技术方面的持续创新

与迭代能力。 （文 编）

科龙空调御风新品送“订制”风

如何借OLED下好上游配套这盘棋
——砥砺前行，迈向显示强国系列报道之九

近日，生产自动化装备系统的劲拓股
份一次性发布了一系列光电显示装备新
品，绝大部分针对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
AMOLED显示市场。和劲拓股份一样，国内
有不少企业都在力争抓住时间窗口，在
OLED上游配套市场站稳脚跟。国内多条
AMOLED生产线同时在建，将对配套产生
巨大的需求，但目前绝大多数OLED材料
和设备都依赖进口，国产OLED配套拥有
广阔的市场前景。

不同于此前的液晶等平板显示技术，
AMOLED的技术、工艺目前还没有完全锁
定，中国AMOLED面板产业又在全球市场
规模启动之时迅速切入，随着技术的不断
升级，产业的不断壮大，国产配套企业完全
有机会打破垄断、占据一席，助力建立完整
的中国光电显示核心供应链体系。

国产化配套小有突破
目前中国大陆在OLED配套国产化道路上

已经踏出了一小步。

国产化配套需要生态平台
国内OLED材料、设备厂商与面板企业需要

更多的技术合作，形成产业生态链。

目前，中国大陆已建和在建的

AMOLED生产线已经拥有十多条，

预计未来两三年内还会有新的产线

诞生。这么多条产线的陆续量产，

将释放出巨大的 AMOLED 产能，

有望让中国真正成为全球 AMO-

LED市场中的重要一极。据IHS估

计，到 2022 年，韩国面板制造商在

全球 AMOLED 产能中所占的比重

将从2017年的93%下降至71%。中

国制造商市场份额则将从 2017 年

的5%增至2022年的26%。

伴 随 着 AMOLED 产 能 的 释

放，面板厂商对配套的需求将急剧

增加，配套市场前景将十分可观。

IHS预计，2017年AMOLED生产设

备市场收益将达 95 亿美元。到

2020 年，OLED 市场规模将达 717

亿美元，其中上游有机发光材料规

模将超过50亿美元。

如 果 中 国 企 业 能 够 把 握 住

OLED 配套市场的机会，有可能培

育出属于自己的供应链体系。因为

如果中国面板厂商要真正在市场中

与韩国厂商相抗衡就必须推动配套

国产化。只有提升配套的国产化率

才能进一步提升面板厂商的市场竞

争力。黑牛食品总裁、谷安云谷项

目 负 责 人 张 德 强 透 露 ，维 信 诺

PMOLED 刚开始只能跟着吃“细

粮”，一半以上的材料都需要进口，

现在 90%的 PMOLED 材料都国产

化了，大大提升了PMOLED面板的

盈利能力。

这一可行性已经在韩国OLED

产业链的锻造中得到证明。韩国配

套企业依托强大的 OLED 面板企

业，通过长期的技术攻关，已经在部

分核心材料和设备上突破了日本企

业的封锁。据了解，韩国 Material

Science 公司的 OLED 蓝色掺杂剂

已经打破日本出光兴产的专利壁

垒，韩国 SUNIC System 公司第 6

代柔性OLED蒸镀设备也打破了日

本 CANON TOKKI 的 长 期 垄

断。中国OLED产业联盟常务副秘

书长耿怡博士指出，通过强大的下

游对上游的倒逼作用，CRT时代中

国曾经完成了全产业链布局，同样，

未来中国OLED面板企业在不断壮

大的过程中也会带动核心配套的国

产化，打造属于自己的供应链体系。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大陆在

OLED配套国产化道路上已经踏出

了一小步。据中科院欧阳钟灿院士

介绍，2016 年，我国 AMOLED 原材

料国产化率为 35%，关键设备国产

化率为17%。

国内在OLED关键配套上取得

不少技术突破。大富光电在 FMM

（精细金属掩膜板）上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据了解，目前，三星Note8显

示屏被称为最好的AMOLED，采用

Diamond 像 素 点 排 布 ，分 辨 率 为

521ppi。要达到这么高的分辨率，

需要将FMM最小开孔尺寸做到35

微米，而大富光电复合 FMM 量产

产品开孔尺寸可达20微米，产品适

用于目前所有的OLED产线。清华

大学在OLED材料研究上取得了新

突破。清华大学教授段炼表示，他

们采用热活化延迟荧光（TADF）材

料做主体，掺杂传统的荧光或磷光

材料，通过能量传递分离三线态激

子上转换与发光过程，突破 TADF

材料的设计瓶颈。

据了解，在上海市政府支持下，

产学研用紧密融合，推动了显示高

端核心装备的创新研制。基于多项

发明专利技术，上海大学与上海微

电子装备（集团）公司自 2008 年开

始长期合作，成功研制开发了高分

辨率平板显示光刻机系列产品及成

套先进工艺，使高世代显示 TFT基

板的大面积工艺能力在平方米级维

度上提升达到 1.5 微米的国际领先

水平，打破了原先由日本企业垄断

并保持的世界纪录，并实现量产应

用。另外，欣奕华总经理张弥透露，

欣奕华有信心有底气开发OLED最

尖端最具挑战的蒸镀设备，要非常

感谢上海大学新型显示技术及应用

集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国际

显示学会SID北京分会OLED技术

委员会主席张建华教授精准的战略

方向指导及其团队的核心工艺技术

支撑，目前蒸镀设备核心部件蒸发

源的验证测试结果达到了业界先进

水平，已具备开发量产用先进蒸镀

系统开发制造能力。

现在 OLED 工艺不成熟，中国

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副秘

书长胡春明认为，国内OLED材料、

设备厂商与面板企业不能只停留在

单纯的产业链关系，还需要更多的

技术合作，形成产业生态链。

因为配套的发展不只涉及配套

企业自身，还牵扯到产学研用和面

板企业等。天马副总裁曾章和指出，

LCD和 AMOLED最大的差异来自

于LCD只要把设备拉进来，可以快

速地步入量产，但是 AMOLED 不

行，需要和配套企业一起推进。张德

强表示，如何提高有机材料蒸发效

率，需要面板厂商和设备厂商合作。

而且常常是这样，不是设备厂商卖

给面板厂商一台好的设备，而是设

备厂商根据面板厂商的一些要求改

进设备，才能制造出一台生产效率

比较高的设备。

其中，大富光电 FMM（高精度

金属掩模板）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例

子。大富光电总经理高小平表示：

“我特别感谢维信诺团队，十几年来

一直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维信诺的

蒸镀车间，我估计非维信诺人进去

过的，只有我一个人，并且在里面待

过很长时间。维信诺最核心的地方

是朝我开放的，这一点非常难得，对

我今天能把 FMM 推出来至关重

要。”

如果大学、科研院所、材料、装

备、器件、终端企业不能建立产学研

和生态链，配套很可能成为空中落

阁。张建华表示，我们国家在平板

显示产业领域正在做强做大。政府

在加大布局产业配套的同时，也要

持续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重

点支持基础研究、原创技术，以及推

动人工智能等创新应用的新技术前

瞻研发。例如，上海市科委2016年

前瞻布局真柔性显示重大基础研

究，让天马集团改变了思路，及时调

整，支持该重大基础项目的配套。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

长袁桐认为，在制定配套国产化政

策的时候，不光要支持配套企业，还

要支持面板企业，因为从面板企业

角度来看，材料或者设备并不是单

一的产品，它牵涉到面板系统性的

工艺和技术，例如，如果改变面板一

种发光材料，其他十几种发光材料

可能也要跟着改变。

如果只凭配套企业一己之力，

可能只能实现某一种材料或者设备

的国产化替代，很难保持长久性的

国产化替代。因为OLED工艺还不

是十分成熟，还在不断升级当中。

如果配套国产化没有进行体系性、

持续性的布局，很可能跟不上面板

企业的需求，到时候，国产配套可能

只是昙花一现。

袁桐建议，针对LTPS AMO-

LED 建立共同研发和验证的平台，

该平台参与者既有高校、科研机构，

又有配套企业和面板企业，这样可

以共同创新，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

品等，实现共同发展。张弥也建议，

一方面希望政府能设立工艺、设备

和材料验证研发平台，引入科研机

构，形成自主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

的战略布局，打破国外专利壁垒；另

一方面希望政府能够充分推动产业

上下游的配套建设和产品验证，给

予推动国产化设备认证的面板企业

政策支持。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已经有类

似的平台产生了。据了解，广东聚

华印刷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由华星

光电、天马共同注资成立，同时，引

入华南理工大学等作为股东方，将

中电熊猫、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相

关科研院所、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

学等作为重要战略方加入进来。

科技创新要有策略更需时间
提升OLED配套国产化率需要自主创新、分

策略发展、时间积累。

本报讯 TCL 集团 11 月 6 日

发布公告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证监会核

准。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长江汉翼、星宇有限、林周星

澜、林周星涌、林周星源、林周星涟

合计持有的华星光电 10.04％股

权，交易价格为40.34亿元，全部以

发行股份方式支付。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华星光电

85.71％股权。

此前的 9 月 20 日，TCL 集团

发行股份购买深圳华星光电股权

至85.71％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

有条件通过。9月30日，TCL集团

转让 TCL 通讯 49％的股权，引入

了具备产业背景和业务资源的战

略投资者。公司正按照规划逐步

剥离非核心业务，聚焦主导产业。

2009 年 11 月创立的华星光

电，主要从事半导体显示面板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主要由 TCL

集团与深圳市深超科技共同设立，

最初注册资本10亿元。

受益于华星光电的液晶面板

业务盈利大幅增长、多媒体业务持

续改善以及金融与投资业务表现

较好，TCL 集团近日交出了今年

前三季成绩单，显示，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822.1 亿元，同比

增长 5.82％；实现净利润 30.3 亿

元，同比增长 48.6％；其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1亿元，

同比增长23.9％。 （文 编）

TCL购买华星光电10%股权获核准

本报讯 近日，深纺织 A 公

告，控股子公司盛波光电与锦江集

团 、昆 山 奇 美 就 引 进 日 东 电 工

2500mm 偏光片生产线技术与日

东电工签署了《技术合作合同书》，

进而为拟筹建的7号线项目（幅宽

为 2500mm 的 超 宽 幅 TFT-LCD

用偏光片生产线）的顺利实施提供

可靠技术保障，也将对未来公司超

大尺寸偏光片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据介绍，日东电工拥有业界先

进的偏光片制造技术，达成技术合

作后，日东电工将派遣富有经验的

技术团队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偏光片全称为偏振光片，可控制特

定光束的偏振方向，是液晶显示模

组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光在通

过偏光片时，振动方向与偏光片透

过轴垂直的光将被吸收，透过光只

剩下振动方向与偏光片透过轴平

行的偏振光。偏光片具有广泛的

应用范围，主要使用在液晶显示模

组中。液晶显示模组的成像必须

依靠偏振光，少了任何一张偏光

片，液晶显示模组都不能显示图

像。随着上游面板企业不断加大

高世代面板线的投资，国内偏光片

市场需求也持续增长。（文 编）

深纺织A拟引进日本偏光片技术

本报讯 近日，美国最高法院

驳回了三星电子的上诉，三星电子

将不得不向苹果公司支付近1.2亿

美元的专利侵权罚款。

两家世界顶级智能手机制造

商长达数年的法律纠纷始于 2014

年5月，当时苹果公司在加利福尼

亚圣何塞联邦法院针对三星电子

侵犯其关键功能（包括滑向解锁、

自动更正和快速链接）提起专利

诉讼。法院裁定支持苹果，责令

三星因侵犯苹果的专利权向苹果

赔偿 1.196 亿美元。2016 年 2 月，

华盛顿特区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

院的三名法官推翻了该裁决，但

在 2016 年 10 月后，同一法院的 11

名法官又恢复了第一次裁决。三

星在今年三月份向最高法院提出

上诉。

在另一起专利纠纷中，美国最

高法院于2016年12月推翻了上诉

法院的裁决，命令三星因侵犯苹果

公司的外观设计专利向苹果公司

支付3.99亿美元的损害赔偿金。

双方一直在互相指责对方

侵犯了各自的专利，并在 2014 年

同意放弃在美国以外的所有专

利纠纷。 （文 编）

三星将向苹果支付近1.2亿美元罚款

本报讯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

寒武纪科技公司计划在未来两年

内占据国内 30%的人工智能芯片

市场份额，预计包括华为旗舰机在

内的使用寒武纪科技人工智能芯

片的设备达到10亿部。

在 11 月 3 日召开的嵌入人工

智能科技论坛上，寒武纪科技创始

人兼领衔科学家陈云霁表示，华为

下一款旗舰机 P11 还将搭载更新

后的 Kirin 970 处理器。华为此

举将刺激人工智能市场增长，从而

加强寒武纪科技的业务水平。

陈云霁表示，人工智能已经成

为了包括超级计算机、数据中心、

智能手机以及嵌入式系统在内的

多种计算机平台应用的核心。而

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则是深度学

习。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新型处

理器能实现终端设备的真正智能

化，新型处理器具有庞大的市场。

陈云霁强调，改善人工智能芯

片的应用方式的重点是要建立开

源的生态系统。只有建立起开放

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人工智能应

用才能与机器人、金融和制造环节

相整合，从而实现更快的发展。

（文 编）

寒武纪计划两年拿下三成AI芯片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