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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承办机构委托，中国电子器材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报社、深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组织开展了“第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创新奖”评选活动。“第六
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创新奖”评选活动得到参展企业的大力支持，104家企业申报了171项产品与应用项目。由两院院士领衔，相关行业协会、顾问咨询机构、权威媒体等的
20多位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按照技术领先性、市场竞争性、设计新颖性、功能适用性、环保先进性等指标，进行严格评审，共评选出20项第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金奖，
62项第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创新奖，奖项名单详见6~8版。

编者按

第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金奖

LG显示有限公司

CSO（Crystal Sound OLED）面板技术

专家点评：作为世界一流的显示设备企业，LG显示

有限公司研制的CSO（Crystal Sound OLED）面板技术

不仅在画质上可呈现无限对比度、丰富色彩、广视角，而

且追求音质创新。该产品在OLED面板后面增加了驱

动器，将OLED面板作为振动板使用，不需要另外的音

响，实现音画同步，呈现影院般的临场感和立体感。

技术创新：CSO面板目前获得国内外40个专利认

证，获得 2017 年下半年韩国专利大奖——韩国世宗

大王奖；不仅拥有以往普通OLED面板自发光、色彩丰

富、广视角等特点，而且画面和声音在同一位置发出，

保持同步；画面声音不是通过喇叭，而是通过画面发

出；具有鲜明的高音和丰富的音频。

设计水平：CSO 面 板 拥 有 OLED 所 有 设 计 上

的 优 势 ，厚 度 薄 、重 量 轻 ，只 需 一个小小驱动器就

可以发出声音，不需要额外音响。

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

用于IoT/MCU/智能卡的高性能高可靠性
55纳米SONOS嵌入式闪存工艺

专家点评：作为国内领先的 12 英寸晶圆代工厂

和国家“909 工程”升级建设的主体，上海华力微

电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55 纳米 SONOS 嵌入式闪

存工艺，具有高可靠性、超低成本、高良率的特

点，各项技术指标和产品市场应用水平已经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技术创新：在55纳米逻辑平台上仅增加了4张光

罩，与业界其他量产的 55纳米嵌入式闪存技术（需要

额外加入 9~12 张光罩）相比，具有非常强的成本优

势。目前成品率已经稳定达到 97%，在成本和量产制

造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设计水平：该工艺是国际上首家量产的 55 纳米

SONOS 嵌入式闪存技术，获得发明专利 25 项，其

中国内发明专利 23 项、国际专利 2 项，同时发表高

质量论文3篇。

京东方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56英寸折叠柔性OLED

专家点评：作为中国大陆平板显示领域最具实力

的高科技企业之一，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

制的 7.56 英寸折叠柔性 OLED，具有 QXGA 级分辨

率，采用 LTPS 工艺、薄膜封装技术，可以实现产品柔

性动态弯折，弯折次数大于10万次。

技术创新：这款7.56英寸的折叠柔性OLED产品，

可以使屏幕像纸一样折叠。在展开时，这块屏幕拥有

更大的显示面积，可作为平板或者PC显示屏使用；当

折叠起来的时候，相当于一块智能手机显示屏。柔性

OLED 可以动态弯折，形态更加多样化，用户体验更

佳，应用领域更广。

设计水平：该产品采用LTPS工艺，电路驱动能力

更强、响应速度更快、画质更加流畅；采用先进的薄膜

封装技术，同时实现动态弯折；采用新型有机 EL和算

法，发光效率更高，画质更加细腻。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32层三维闪存芯片

专家点评：作为清华大学旗下的以集成电路为主

导、打造从“芯”到“云”高科技产业集群的高科技企业，

紫光集团开发的 32层三维闪存芯片各项指标已经达

到预期要求，是国产三维闪存芯片向着产业化道路迈

出的关键一步。

技术创新：闪存芯片是集成电路关键产品之一，

我国在存储芯片领域长期依赖于国外。紫光集团从

2014 年开始启动 3D NAND 项目的研发，目前已开

发出 32 层产品，各项指标达到预期要求，有望实现

中国存储器产业零的突破。

设计水平：紫光集团耗资 10 亿美元、1000 人团队

历时 2 年研发成功的中国第一颗三维闪存芯片，设

计水平现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使中国进入全球存

储芯片第二梯队。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
有限公司

31英寸IJP UD AMOLED新型显示器

专家点评：作为拥有国内首条完全依靠自主创新、

自主研发团队、自主建设的高世代面板线的企业，深圳

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 31 英寸 IJP UD

AMOLED新型显示器采用喷墨打印方法，是目前全球

大尺寸喷墨打印AMOLED显示技术的先进代表。

技术创新：IJP 加工方法在 OLED 面板的众多加

工技术方案中具有很高的材料利用率，容易制备大

尺寸面板，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面板生产成本。该

技术采用华星光电自主知识产权，用喷墨打印方法

开发出的 31 英寸 UD AMOLED 面板，是国内首款

实现超过 140PPI 的大尺寸 IJP AMOLED 面板。

设计水平：该技术除了具备高对比度、快速响应、

广色域、宽视角、轻薄等OLED显示固有优点外，还具

有当前大尺寸AMOLED中最好的PPI，可以实现高质

量、高清晰的显示画质。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高速长距离光通信系统的
拉曼光纤放大器

专家点评：作为一家主要从事光电子器件的开发

及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的拉曼光纤放大器解决了拉曼光纤放大器工程应

用中因光纤端面烧毁而导致系统无法开通的问题，攻

克了无输入光时自动关泵的技术难点。

技术创新：该放大器首次利用了带外放大自发辐

射光进行拉曼增益控制及信号功率计算，融合了带外

放大自发辐射检测的线路性能自诊断方法、单泵浦激

光器多波长及合波技术和混合光纤放大器的斜率补偿

技术，推动了拉曼放大器的大规模应用。

设计水平：该放大器泵浦效率提升超过18%，成本

降低 20%以上，体积及功耗降低 50%以上。通过单波

多波长及高效率的合波技术，有效减少了泵浦激光器

的使用量，收到节能降耗的良好效果。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超低成本低功耗高分辨率窄边框
13.3英寸4K/2K显示屏

专家点评：作为一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显示解决

方案和快速服务支持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天马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超低成本、低功耗、高分辨率、窄

边框 13.3 英寸 4K/2K 显示屏是业内领先的 4K/2K 高

规格a-Si NOTEBOOK产品，NTSC及边框均处于业

内领先水平。

技术创新：该项目模组具有的超窄边框（U/D/L/

R：1.8/7.3/2.2/2.2mm）、4K/2K 超高分辨率、高色域

（NTSC95%，CIE1931）、对比度1500，均为行业领先水平；

基于非晶硅的4K/2K LCD相较LTPS（低温多晶硅技

术），具有技术稳定、成本低廉等优点，产品竞争力更强。

设计水平：该产品显示区长宽比例为 16∶9，高色

域使显示画面更精致，提升客户视觉体验；伪双畴像素

设计保证使用者在各个角度均可得到很好的视觉效

果；采用低功耗技术，提升续航能力。

杭州海康威视
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海康深眸4K超高清星光视频监控系统

专家点评：作为一家以视频为核心的全球安防、可

视化管理与大数据服务的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杭

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海康深眸

4K超高清星光视频监控系统可以在光线较暗、低照度

的环境下提供优良的图像。

技术创新：新一代“海康深眸”持续探索智能安防

领域的新需求，通过图像增强算法改善由于光照、雾气

等原因造成的图像质量问题，提升监控录像的对比度

和亮度。

设计水平：该系统白光变焦筒机与高性能 GPU

模块协同摄像，内嵌深度学习算法，以海量图片及

视频资源为路基，通过机器自身提取目标特征，形

成深层可供学习的人脸图像，极大地提升了目标人

脸的检出率。

上海华虹宏力
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90纳米低功耗嵌入式闪存工艺

专家点评：作为全球具有领先地位的 8英寸晶圆

代工厂，华虹宏力自主研发的90纳米低功耗嵌入式闪

存工艺平台，是国内最先进的 8英寸晶圆嵌入式存储

器技术，可与标准逻辑工艺完全兼容。

技术创新：该生产工艺充分利用了机台极限能力，

实现了高可靠性、低成本的高端嵌入式闪存系列产品

的国产化，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在确保高性能和高

可靠性的基础上，提供了极小面积的低功耗Flash IP；

具有极高集成度的基本单元库，与 0.11 微米 eFlash 工

艺相比，门密度提升30%以上。

设计水平：该工艺项目累计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

权多达70件，获得美国专利授权达20件。工艺量产后

累计产值已超过670万美元，广泛应用于安全芯片、机

顶盒、网络及物联网设备、白色家电、医疗电子等领域。

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Skyworth W8 OLED电视

专家点评：作为我国消费类电子、网络及通信产品

的龙头骨干企业，创维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 W8

OLED 电视，为创维第三代 OLED 电视。其显示技术

具有自发光、高对比度、较低耗电等优点。其OLED屏

每个像素点能够精准发出成像所需的光，不含对人眼

有强刺激作用的有害蓝光。该OLED电视主机材料使

用镁铝合金，散热性能好、能耗低。

技术创新：该产品搭载 JBL 电视音响，支持杜比/

DTS 双解码，具备语音快速识别技术，通过高度整合

和对用户使用场景的长期研究，让使用者体验更佳，其

酷开系统6.0支持个性定制。

设计水平：该产品屏体厚度 3.9mm，采用分体式

设计，将主板、电源、音箱等集成于底座主机中，使屏

体极其纤薄；底座主机通过转轴与屏体连接，挂墙时

无需拆卸；屏体背板采用玻璃覆膜贴合工艺，强度

高、可靠性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