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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AMOLED有机会实现换道超车 柔性AMOLED还在不断更新变化当中，中
国面板企业有可能实现换道超车。

本报记者 林美炳

千亿元资金砸向柔性AMOLED

中国面板厂商必须背水一战

近两三年，中国大陆掀起
OLED投资浪潮。至少两三千亿元
的产线投资都瞄向了柔性AMO-
LED。维信诺公司代表张德强博士
认为，中国大陆OLED产业面临更
好的发展机遇，在技术研发水平
上，中国大陆与国际同步；在产业
化过程当中，中国大陆紧随韩国，
冲在了日本的前头。

但是柔性AMOLED没有前人
的经验，中国面板厂商需要靠自己
摸索，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光学
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梁新清指出，现在中国
大陆面板企业已经投资建设这么
多条柔性AMOLED生产线，没有
退路了，必须背水一战。

柔性AMOLED面临生态链挑战 柔性AMOLED有可能重塑终端供应链，所
以它的挑战更多的是来自生态链的挑战。

转变理念才有可能抓住柔性显示机遇 中国面板厂商必须转变理念，通过团战的方
式来提升OLED的品质。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

大陆液晶面板产业从零起步，依靠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径在

产能上即将实现超越。与液晶相比，

中国大陆 OLED 的技术基础更好，

在OLED短短的30年历史当中，中

国已经拥有像维信诺这样具有21年

历史的 OLED 企业。在 OLED 技术

研发上，中国大陆企业与韩国几乎

是同步开始的。也正因为如此，维信

诺主导制定了国际柔性显示标准，

在国际上拥有一定的技术话语权。

在OLED产业上，虽然中国大陆

面板企业落后韩国企业，但是通过这

两三年来的大量投资，中国大陆企业

正紧跟韩国企业的步伐。维信诺、京

东方、天马、和辉光电、华星光电、信

利、柔宇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新产线

的投资建设，希望抢先分到柔性

AMOLED市场的一杯羹。像维信诺

公司的柔性 AMOLED 面板已经实

现量产并在终端厂商实现应用。

维信诺技术负责人黄秀颀博士

认为，OLED技术还没有定型，中国

大陆OLED的机会比LCD的更大。

当年中国大陆引进液晶产线的时

候，LCD 的技术已比较成熟，很难

与竞争对手比拼。但是现在 OLED

技术还不是十分成熟，不同技术路

线还在同步发展和相互竞争、淘汰

当 中 ，中 国 大 陆 企 业 有 机 会 将

OLED 技术推向更加成熟的阶段。

同时，正因为OLED技术不成熟，需

要进步，领跑者会形成一定的技术

壁垒，但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摸索，而

后发者可能会有更大的优势，因为

后发者有合作伙伴更多的支持，在

研发速度和量产速度上会比领跑者

更快一些。IHS 显示研究总经理谢

勤益也指出，国内厂商有三星前例

可循，学习曲线会更短。

对于柔性显示技术来说，现在

还处于发展的早期。张德强认为，柔

性显示技术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现曲面屏、全面

屏；第二个阶段，是实现折叠显示

屏；到第三个阶段，是实现可自由卷

曲的显示屏。黄秀颀指出，正因为柔

性 AMOLED 不是停滞不前，还在

不断更新变化当中，中国面板企业

只要能够抓住机会点，就有可能实

现换道超车。

中 国 柔 性 AMOLED 机 遇 巨

大，挑战同样巨大。黄秀颀通过对柔

性 AMOLED 上游、中游、下游进行

梳理发现，柔性 AMOLED 的挑战

不只是来自面板厂商单一因素的挑

战，柔性 AMOLED 有可能重塑终

端供应链，所以柔性 AMOLED 更

大的挑战是来自生态链的挑战。

从中游厂商来看，如果 AMO-

LED 由刚性进入柔性阶段，面板厂

商会面临应力管控的难题。应力管

控就会牵扯到面板堆叠结构设计，

而堆叠结构设计的难点在于要同时

满足电学性能、光学性能和力学性

能，而且要实现三者的平衡。如果柔

性 AMOLED 进入卷曲屏阶段，可

能中游其它类型的厂商也需要跟着

突破，例如，需要柔性电路、柔性电

池、柔性结构与柔性外观材料等。

从上游厂商来看，随着 AMO-

LED 变柔性之后，可能需要新的材

料、部件、设备，例如，衬底 PI、封装

材料、OCA等材料，柔性盖板、超薄

偏光片、支撑膜、柔性触控等部件，

PI 涂布固化设备、ALD 与 TFE 设

备、激光剥离设备、COP设备、柔性

贴合设备等。黄秀颀进一步指出，从

刚性LCD模组到刚性AMOLED模

组转移时并不难，但是到柔性阶段

之后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到可折

叠阶段甚至连材料都没有。过去偏

光片很厚，但是柔性 AMOLED 需

要更薄的偏光片，可能原来偏光片

的材质就需要改变了。

从下游厂商来看，到折叠屏阶

段，终端厂商需要考虑弯折部分铰

链的设计，软件、操作系统层面也要

跟着优化。黄秀颀强调，终端厂商还

没有确定折叠屏手机的最终形态，

这对上游、中游厂商影响很大，例

如，如果没有确定折叠屏手机是内

折还是外折的话，上游厂商两种方

案都要做，这等于要花两倍的时间、

金钱、精力去研发，终端厂商的决定

牵一发而动全身。AMOLED进入柔

性阶段之后，上游、中游和下游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

梁新清也指出，国内AMOLED

产业氛围和实际水平有一定差距，

LCD 产业相对成熟，设备、材料和

工艺稳定，比较容易，但是OLED不

确定的地方太多了，韩国厂商的荫

罩形状和像素排布一直在调整，这

也说明 OLED 工艺和材料不稳定，

设备也在改进当中，OLED 还处于

研发和量产的相互推进的过程中。

从蒸镀上说，OLED蒸镀次数多、重

复率高、控制精度要求准，曝光次数

从5次变成11次，难度很大，现在还

没有完全解决。

柔性 AMOED 挑战和机遇并

存，中国面板厂商该如何克服挑战、

抓住机遇呢？

回顾一下国际OLED产业化的

过程，对于国内发展OLED有一定的

启发意义。日本是最早推动OLED产

业化的，至今日本也保留着大量的

OLED技术专利，但是日本企业为何

停止OLED产业化进程呢？梁新清认

为，日本在面板技术上苦于技术钻研，

但是没能做出合格品，只能放弃。也就

是说：“日本虽然配套能力很强，但是

太保守了，对OLED兴奋不起来。”

我国台湾同样很早推进OLED

产业化，而且我国台湾半导体和面

板技术都不错，最后为何不得不放

弃呢？甚至说OLED技术不行。梁新

清指出，中国台湾遇到了迈不过去

的坎，之前中国台湾在推动 OLED

产业化的过程中投资了不少资金，

但是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OLED不

行，因此只能放弃。

但是三星通过供应链垂直整

合，建立属于自己的产业生态链，最

终将柔性 AMOLED 推向了市场。

这说明OLED产业需要上下游厂商

共同配合，共同推动。梁新清指出，

在OLED制造过程中无法保证没有

坏点，可能生产出来就带 Mura，需

要进行修正才能成为合格品。这和

LCD 不一样，当 LCD 出现 Mura 的

时候，通常面板厂商会通过改进工

艺来解决，所以如果用LCD的研发

管理理念来做OLED可能行不通。

中国面板厂商在推进OLED的

过程中必须转变理念，梁新清指出，

中国面板厂商在做OLED的时候要

非常重视与材料、设备、半导体等企

业的配合，通过团战的方式来提升

OLED的品质。

黄秀颀也指出，现在中国大陆企

业慢慢意识到，光面板厂商无法推动

OLED产业化进程，需要联合上下游

企业，组成生态链。这一点在柔性屏、

折叠屏阶段上会体现得更加明显。

除了理念的上的转变之外，中

国面板厂商还需要持续的技术创

新、把握时势。三星之所以能够在

AMOLED领域取得今天的成就，离

不开长期的技术投入，三星为了能

够量产柔性AMOLED，光研发投入

就达到16年之久。中国面板厂商如

果不持续创新，很难追上三星的步

伐。此外，还要把握时势，时势造英

雄。要抓住风口，这样才能追赶上竞

争对手，甚至完成超越。

本报讯 LG Display将全球大

尺寸显示面板市场第一的位置拱手

让给了中国厂商。

根据全球市场调查公司 IHS

Markit 的统计，11 月 27 日，中国京

东方在用于电视、显示器、笔记本电

脑和平板电脑等领域的大尺寸显示

面板（包括 9 英寸以上的 LCD 和

OLED）市场中排名第一。京东方

第三季度的市场份额为 21.7％，

LG Display 为 19.3％ ，群 创 为

16.1％，友达光电为 15.8％，三星

Display 为 8.9％ 。 LG Display 自

2009 年第二季度以来一直保持第

一，但如今被京东方超越。

“自从京东方今年正式启动第

8.5 代生产线以来，京东方和 LG

Display 之 间 的 差 距 将 进 一 步 扩

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此外，华

星光电和中电熊猫正在投资 LCD

生产线。”

然而，生产大量优质产品的

LG Display在销售和显示屏尺寸方

面依然保持着主导地位。在超高清

显示屏的情况下，LG Display 和三

星Display在发货量方面分别超过了

京东方（13.1％）和群创（12.0％），分

别为31.5％和22.5％的市场份额。

一些业内专家也指责韩国政府

延迟批准LG Display的OLED面板

工厂建设计划。LG Display 于 7 月

份宣布了其投资计划，但由于担心

核心技术泄漏，未获得韩国政府的

批准。 （文 编）

京东方第三季度超越LG Display

成为全球最大大尺寸面板生产商

本报讯 有消息指出，三星电子

第一批搭载LG Display液晶面板的

电视机很可能在明年年初亮相，总

发货量预计将保持在10万台左右。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过去一年

来，三星与 LG 之间终于达成合作。

使用 LG 面板的三星电视机很可能

会在明年年初推出，总数不超过 10

万台。

当夏普突然通知三星电子停止

供 应 液 晶 面 板 时 ，三 星 就 和 LG

Display进行谈判，希望LGD能够提

供大尺寸液晶面板。

对于三星和 LG 来说，这是一

次难得的合作机会，因为它们在家

用电器和零部件行业相互竞争，所

以很少使用对方的零部件产品。

但是它们的谈判在过去的一年

中停滞不前，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

竞争对手，还因为他们采用了不同

的显示器制造技术。

“由于和 LG 面板使用不同的

制造技术，三星需要调整它的生产

线。他们一直在缩小差异以减少生

产成本。”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三星可能会减少对LG的依赖，

因为液晶短缺最近已经大大缓解。

夏普之前每年为三星提供 500

万块液晶面板，占韩国电视年产量

的 10％左右。夏普停止向三星供应

大尺寸液晶面板之后，造成三星大

尺寸面板资源紧缺。如今，京东方似

乎已经解决了三星液晶显示面板

短缺难题。 （文 编）

LG将向三星供应10万块电视液晶面板

本报讯 11月23日，海信在北

京正式发布发布了L6系列4K激光

电视、S6系列 4K 激光影院，同时宣

布海信激光电视全面步入4K时代，

这是业内首个可以做到激光电视全

产品线达到4K显示的品牌。

2016 年 7 月，海信发布全球首

款 DLP 超短焦 4K 激光电视，历经

一年时间，海信进一步将4K激光显

示技术应用到全系列、各尺寸段上

的产品上，同时发布了更大尺寸的

4K 激光电视，带领行业走进 4K 显

示新时代。

据介绍，4K激光电视的设计开

发技术难度高于 4K 液晶电视的组

装制造技术，海信4K激光影院电视

突破了三大技术难关：首先采用了

高处理能力光学引擎，其处理能力

比2K激光电视产品提高了300%，从

而做到了对830万束光线的精细控

制，实现830万像素的图像表现；其

次，4K激光电视需要高分辨率镜头

设计，海信4K镜头做到了每毫米光

学分辨率达到186束光线；第三，4K

激光电视制造要做到微米级物料控

制精度及镜头装调精度，海信4K激

光影院电视采用了高精度制造工

艺，机械加工达到了接近极限值的

10微米精度，镜头装调精度达到5微

米，误差不到一根发丝直径的1/20。

中怡康数据显示，截止今年 10

月，线下市场4K份额已基本稳定在

70%左右，随着大尺寸份额的扩大，

将稳步提升。 （文 编）

海信宣布激光电视全面进入4K时代

本报讯 11月26日，由中国电

子商会主办的“Q 享视界 岁末狂

欢”2017量子点视觉嘉年华在北京

举行。在该嘉年华上，三星展示目

前最大尺寸（88 英寸）的量子点电

视Q9F。

随着国内消费力的持续增长，

消费格局正在全面升级，创新消费

品类、升级消费品质、深化消费场

景，成为企业变革必经之路。可以

预见，新中产阶层不断扩容正推动

着一场全新消费升级的到来。三星

电子大中华区副总裁刘峻光表示，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源于巨大的本土

消费市场。未来，崛起的中产阶级

会更多为优质服务、品牌、体验等付

费，而不是单纯的商品。量子点电

视不仅能够提供更接近真实世界的

极致视觉体验，更能满足消费者对

于电视基础功能之外更高的品质生

活的需求。

目前尺寸最大的量子点电视

Q9F亮相嘉年华现场。Q9F可以呈

现 100%的 DCI-P3 色域的色彩，不

因为亮度的变化而对色彩产生影

响。三星还特别强化了其在显示纯

黑方面的能力，相比其他型号有着

更高的提升。在外观方面，三星

Q9F采用了类似画壁艺术电视的设

计，简洁明了、正反面整齐划一，在

壁挂状态下如同壁画。

（文 编）

三星展示全球最大尺寸量子点电视

本报讯 11月26日，金立在深

圳一次性发布了 8 款全面屏手机，

覆盖金立全价位段和全线产品，使

金立成为全球第一家全系产品转型

全面屏的手机品牌。金立集团董事

长兼总裁刘立荣指出，全面屏势不

可逆、势不可挡，2017 年是第一代

全面屏，2018 年是第二代全面屏，

全面屏手机将会全面普及。

今年下半年以来，全面屏手机

成为新潮流，不仅旗舰机不约而同

全面搭载全面屏，中低端机型也开

始陆续采用全面屏。在 2018 年即

将到来之际，金立加速了全面屏手

机的市场步伐，同时发布了 M7（枫

叶 红 版 本 、琥 珀 金 版 本）、M7

Plus、大金钢 2、大金钢 3、S11s、S11、

F6、F205。这些手机共同的特点就

是都采用全面屏。

刘立荣指出，全面全面屏是金

立产品创新和产品差异化的战略，

超级续航、安全、四摄这些金立传统

的产品基因会得到传承和发扬，在

创新功能、创新新材料应用、创新交

互体验上，金立也会持续突破。创

新和差异化是金立的核心，也是金

立 响 应 制 造 强 国 的 重 要 举 措 。

（文 编）

金立发布8款全面屏手机

友达光电（AUO）将在2018年采

用迷你LED背光芯片，但此举不会

立刻影响Micro-LED应用的发展，

友达光电董事长彭双浪说，Mi-

cro-LED商业化路径还很长。

友达光电曾经是 Micro-LED

开发商的股东，2014 年 LuxVue 被

苹果收购，因此友达光电是中国台

湾Micro-LED制造商的领导者，彭

双浪说。

彭双浪指出，Micro-LED 技术

的发展是困难的，因为它涉及到精

密机械、半导体、测试和检测等不同

领域，需要许多突破，2018～2019

年仍将处于发展期，但许多产品样

品有望问世。

彭双浪指出，在批量生产之前，

Micro-LED 必须被证明是可行的，

而且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实现

商业化。

迷你LED技术让背光控制板中

的芯片更加小巧，笔记本电脑的一

块LED控制板大约包含6000～7000

颗迷你LED背光，但是相比目前，有

着更优异的亮度、色度、对比度。

然而，迷你 LED背光模组需要

更高的成本，因此不太可能应用于

廉价的产品，如在 500 美元范围的

笔记本电脑，彭双浪说。但它们可以

用在高端应用市场，比如售价超过

1000 美元的游戏笔记本电脑和专

业显示器市场。

彭双浪指出，对于 Micro-LED

而言，由于在巨量转移技术方面的

挑战，它不太可能被用于电视。

彭双浪指出，Micro-LED 对于

中国台湾的TFT-LCD和LED产业

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预示着本地

显示器工业的一座里程碑。

（文 编）

友达光电彭双浪：Micro-LED不太可能被用于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