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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韩国《电子时报》报道，三星Display

将打造大尺寸 QD-OLED 面板试产线。预

计从今年12月开始进行设备安装，6个月后

启动产线。

据了解，三星 Display 将改造 L8-1 部

分产线来打造一条月产能 2.5 万张至 2.7 万

张玻璃基板的 QD-OLED 试生产线。由于

它充分利用现有的LCD工厂设备，只引进

了一些核心预处理设备。其中蓝光 OLED

蒸镀设备是由日本 Canon tokki 供应，而

红色和绿色 QD 喷墨印刷设备由美国 Ka-

teeva供应。

据报道，三星 Display QD-OLED 开发

结果优于业界预期。一位业界代表说：

“QD-OLED 研究结果非常好，三星 Display

对量产的信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谢勤益表示，如果三星 Display试产线

顺利，产能将十分有限，生产成本较高，

QD-OLED 只能供三星电子高端电视使

用。与此同时，三星Display可能将L8生产

线改为 QD-OLED 批量生产线，然后根据

量产线和市场情况来决定是否投资 10.5 代

QD-OLED产线或半套10.5代产线。

如果三星 Display 将 L8-1 和 L8-2 改为

QD-OLED 大规模生产线，三星 Display 8

代线液晶面板产能将下降 20％。49英寸和

55英寸液晶面板市场将受到影响，全球晶电

视面板的供需可能也会发生变化。

目 前 ， 三 星 Display 的 核 心 业 务 是

OLED。三星电子在 10月 31日的业绩说明

会中表示，三星 Display 第三季度 OLED 营

收占比超过 80%。随着中国大陆不断加码

大尺寸液晶面板生产线投资，韩国面板厂

商正在加速将战略重心转向 OLED。三星

Display 中小尺寸面板业务已经华丽转向

OLED， 如 果 大 尺 寸 QD-OLED 能 够 量

产，同样也会将利润逐渐下滑的液晶面板

生产线转为更有市场竞争力的 QD-OLED

生产线。

在 2016 年的京东方全球创新伙伴大

会（IPC）上，王东升提出物联网是一个“芯

屏器和”价值创造系统的概念，并提出了京

东方要“开放两端、芯屏器和”的物联网发

展战略。2017年的武汉IPC，他提出了物联

网的核心技术驱动力是人工智能，物联网

的发展与AI的进步相呼应的想法，并指出

2030年前，人类经历的都会是物联网发展

的1.0阶段，即弱人工智能阶段。

这些认知和理念，被用到京东方的企业

经营之中，京东方围绕物联网进行了企业架

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2018 年的北京

IPC，可以看做是京东方这些调整的阶段性

结果，京东方的业务更向应用靠近，因此，王

东升的演讲主题也聚焦在了应用层面。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发展归根到

底是为了人类福祉，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物联网的价值也应体现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向往这一需求上。”王东升在这场

题为《应用场景：物联之钥》的主题演讲上

表示。在这个认知下，他认为，物联网至少

应具备三个特性：切实的便利、优异的性价

比、真正的安全有序，三者之总和正是物联

网价值所在。由此，他认为，应用场景正是

实现物联网“便利、性价比、安全有序”这三

大价值特性的关键，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

造之门的钥匙”。

“价值创造的本质是更好地满足需求，

而需求通过应用场景具象，不同应用场景

对应不同需求。只有聚焦场景，才能抓住

需求的本质，更好地满足需求，实现更佳的

用户体验，从而实现物联网价值创造。找

到需求的本质，更好地满足需求，需要不同

应用场景的不同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

就是算法，专业知识由行业标准和专家经

验所组成。物联网进步发展过程，就是将

这些知识、标准和经验等专业资源形成的

优质算法，和强大的算力（AI、传感、计算、

存储、传输、显示）、功能硬件、软件等相融

合，加上场景相关有效海量数据，不断进化

升级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因此，我们说应

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

匙。”王东升表示。实际上，其2016年提出

的“芯屏器和”，也就是出自这一逻辑。

京东方首席执行官陈炎顺进一步解释

说，京东方视应用场景为物联网产业发展

的出发点，既是市场需求的承载体，又是物

联网科技发展的牵引力，同时也是互联网

市场价值的具体体现。当前，互联网正处

在产业生态链布局的关键时期。从产业链

角度看，可以把物联网产业划分为四层：感

知控制层、网络层、平台服务层、应用服务

层。陈炎顺表示，在 2030 年之前，物联网

产业的每一层都会保持增长的态势，但是

增长的结构和速度会从底层向应用服务

层、平台服务层迁移，后两者的增速会远远

大于控制层和网络层，而京东方的重心也

将聚焦于平台服务和应用服务层。

记者注意到，和平时京东方的展示风

格不同，今年IPC京东方的展示已经没有“显

示屏企业”的烙印，而是已经主要围绕数字艺

术、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应用展开。尽管

京东方与合作伙伴实时演示的8K+5G直播

（直播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首款采

用印刷显示工艺制作的4K显示屏等，每样

都足以点赞，十分体现京东方在显示领域

的全球领先水平，但整体还是给人“京东方

能做这么多事”的惊叹。这次IPC，京东方

“为信息交互和人类健康提供智慧端口产

品和专业服务的物联网公司”的形象逐渐

树立。

有意思的是，在会上，京东方展示了其

传感器业务的相关产品，如，用于医疗设备

的平板探测器（FPXD）。这些产品其实是利

用京东方5.5代线，在TFT上追加特殊工艺

后做成的，现在已经批量出货并广受欢迎。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常务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梁新清感慨地向《中国电子

报》记者表示，现在很多面板企业在担心所

谓的产能过剩，有的在考虑5代线、6代线的

淘汰问题，实际上，只要在应用端开拓思维，

面板产业将大有所为。

三星借QD-OLED卷土重来
胜负几何？

本报记者 林美炳

近三四年来，主打QLED电视的三星时常直指OLED电视的寿命问题，甚至宣称“OLED电视没有未来”。但是
OLED电视市场却节节攀升，IHS Markit预测，今年OLED电视销量将首次超过QLED电视。

三星对OLED电视开始松口了。三星承认，三星Display正在研发QD-OLED电视面板。而且根据韩国《电子时报》
近日报道，三星Display将打造大尺寸QD-OLED面板试产线，预计明年年中前试产。原本不太看好OLED电视市场的
三星为何如此积极推动OLED电视面板量产？如果三星QD-OLED成功量产，又将对面板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三星 Display 曾是大尺寸 OLED 面板市

场的一名重头玩家。2013年，在液晶电视大

行其道的时候，三星电子发布了搭载三星

Display 55 英寸 OLED 面板的曲面电视，与

LG 电子搭载 LG Display 55 英寸 OLED 面

板的电视争锋相对，曾风光一时。

但是很快三星电子就停止销售 OLED

电视。当时三星电子表示，大尺寸OLED面

板制程等存在问题，价格在近期内仍偏高。

群智咨询总经理李亚琴指出，三星 Display

用 LTPS TFT OLED 制 程 生 产 大 尺 寸

OLED，但是 LTPS TFT 背板和 FMM 不适

合用于生产大尺寸OLED，导致OLED良率

特别低，如果三星电子继续销售 OLED 电

视，市场风险非常大。

与三星 Display RGB OLED 相比，LG

Display WRGB OLED 面板将 LTPS TFT

背板改为金属氧化物TFT背板，去除FMM，

技术更容易一些，良品率更高。LG 电子咬

牙坚持下来，持续推广 OLED 电视，支持

LG Display改善WRGB OLED面板技术。

为了能够在高端电视市场与OLED电视

相抗衡，三星搬出了QLED电视。三星QLED

电视是改良型的液晶电视，提升了色域值。前

几年，在三星电子和TCL大力推广下，QLED

电视销量持续攀升。但是去年第四季度，三星

QLED 电视销量首次被 LG OLED 电视超

越。今年 QLED 电视市场将被全面超越，

IHS Markit预测，今年OLED电视销售量将

达254万台，将超过QLED电视销量。

而且随着 LG Display WRGB OLED

面板产能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电视品牌

加入了 OLED 电视阵营，OLED 电视在高

端电视市场站稳了脚跟。三星 QLED 电视

也无法阻挡这种趋势，只能通过降价来提

升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三星也在迎合 OLED 电视

市场趋势。一直在研究 OLED 面板技术的

三星 Display 提出了另一种 OLED 折中解决

方案——QD-OLED。QD-OLED 是以蓝

光 OLED 为底光，然后激发红色、绿色量

子点膜，形成红光和绿光，最后与蓝光

OLED 一起形成 RGB。其中蓝光 OLED 采

用蒸镀工艺，绿色、红色量子点膜采用印

刷工艺。

与 RGB OLED 相比，QD-OLED 方

案只有蓝光 OLED 需要蒸镀，降低了制备

的难度。与 LG Display WRGB OLED 相

比，三星 Display QD-OLED 发光效率更

高 。 北 京 交 通 大 学 教 授 徐 征 指 出 ，

WRGB OLED是白光OLED通过彩膜后得

到RGB，制备难度低一些，但是彩膜会降

低出光效率，所以WRGB OLED亮度会低

于RBG OLED面板。

而 QD-OLED 采用光转换效率更高的

量子点材料，蓝光 OLED 激发量子点膜后

仍然保持较高的亮度，而且蓝光 OLED 部

分没有被遮挡，QD-OLED 光的利用效率

会比WRGB OLED的更高。

此外，理论上 QD-OLED 成本将更

低 。 WRGB OLED 拥 有 22 层 膜 ，

QD-OLED 只 有 13 层 膜 ， 这 意 味 着

QD-OLED 生产效率将更高，材料成本更

低。DSCC估计，1平方米的QD-OLED材

料成本约26美元，1平方米WRGB OLED

材料成本接近95美元。

由于 QD-OLED 使用了蒸镀、印刷工

艺，涉及 OLED 材料、量子点材料，所以

除了 OLED 的一些难点需要克服之外，还

需要解决印刷量子点所带来的新难题。

IHS Markit 显示研究总经理谢勤益认为，

QD-OLED 存在四大挑战：印刷式量子点

彩膜、蓝光有机发光层蒸镀及其寿命、金

属氧化物TFT背板、封装工序。

如果将印刷工艺用于生产电致发光量

子点膜，很难保证膜厚的均匀性，需要设

计电路进行补偿。徐征指出，用于光致发

光的绿色、红色量子点膜采用印刷工艺虽

然降低了难度，但仍然很难保证膜厚的一

致性。金属氧化物 TFT 背板本身不稳定，

量子点材料印刷在背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

现混色的现象。而且量子点彩膜同样怕

水、氧气、空气，如果封装不到位，存在

寿命问题。

用蒸镀工艺生产大尺寸蓝光 OLED 很

难保证膜厚的均匀性。而且蓝光 OLED 在

三基色当中的寿命是最短的，如何保证蓝

光 OLED 拥有足够长的寿命，对三星 Dis-

play也是一大考验。

蓝光 OLED 属于有机发光材料，最怕

水、氧气，需要进行密闭封装，与水氧隔

绝。目前，不少 OLED 厂商在封装工序当

中遇到很多良率的挑战。QD-OLED 需要

两道封装工序，同样存在良率考验。

如 果 要 生 产 55 英 寸 和 65 英 寸 4K

LCD，采用a-Si TFT背板也可以。如果要

生产 8K QD-OLED 需要采用金属氧化物

TFT 背板，但是与 LTPS TFT 背板相比，

金属氧化物 TFT背板稳定性差一些，不是

非常成熟，即使已经量产 WOLED 的 LG

Display也无法保证金属氧化物 TFT 背板不

出问题。

选错技术路线，曾经叫停OLED
2013年，三星电子发布了搭载三星Dis-

play 55英寸OLED面板的曲面电视，曾风光
一时。

凭借QD-OLED，三星将卷土重来
一直在研究 OLED 面板技术的三星

Display 提出了另一种 OLED 折中解决方案
——QD-OLED。

QD-OLED不易，面临四大挑战
QD-OLED 存在四大挑战：印刷式量

子点彩膜、蓝光有机发光层蒸镀及其寿
命、金属氧化物TFT背板、封装工序。

如果成功量产，将加速转战OLED
三星Display可能将L8改为QD-OLED

生 产 线 ， 甚 至 可 能 进 一 步 投 资 10.5 代
QD-OLED产线。

还在愁产能过剩么？

京东方IPC给出答案
本报记者 连晓东

本报讯 11月5日，一加手机在深圳正

式发布新一代旗舰产品一加 6T。一加 6T

采用“水滴屏”全面屏设计，支持 0.34秒极

速光感屏幕指纹解锁和面部解锁，同时拥

有高通骁龙 845 旗舰处理器，最高 8GB

RAM+256GB ROM 存储配置，3700毫安

时电池容量，搭载 AI 双摄，主打超级夜景

和人像模式的拍摄。一加6T出厂搭载基于

Android P的H OS操作系统。

除了一加 6T 亮瓷黑和墨岩黑两种配

色以外，全新的电光紫渐变配色也在发布

会现场首次亮相，三款配色均于 11月 6日

零点在一加官网及京东商城开售，售价为

3399元起。

在发布会上，一加创始人兼 CEO 刘

作虎表示，过去的五年，一加手机坚持

做旗舰产品，给追求性能的极客带来卓

越的产品。 （马 奕）

一加手机6T国内上市

本 报 讯 OLED 研 究 机 构 UBI

Search 发布了可折叠 OLED 报告。该报

告指出，2019年可折叠OLED市场仅为4.8

亿美元，但到2023年将增长到246亿美元。

然而不是任何面板厂商都可以生产可

折叠OLED。由于可折叠OLED比传统柔

性 OLED 的结构更复杂，因此必须克服面

板由于折叠引起的各种技术难点。特别是

由于可折叠 OLED 带来的典型技术难题，

例如，电路补偿技术可以克服TFT电阻变

化和折叠屏幕时所需的弹性。即使折叠次

数超过20万次，也需要具有可靠的显示图

像质量并且表面上没有异常。

UBI Search 发布的“可折叠 OLED

报告”分析了电影和面板产业发展趋势，

这些趋势决定了可折叠 OLED 市场未来

的可能性。

（小 林）

2023年可折叠OLED市场将达246亿美元

本报讯 11 月 5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

进博会吸引了来自五大洲172个国家、地区

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多家企业参展。

11 月 6 日，在进博会采购签约仪式

上，天马与五家全球知名设备、材料供应

商签署了总金额 31 亿元人民币的采购意

向合同。

此次签约，天马与各供应商在合作、互

信、共赢的基础上，成功建立起了多样化、

个性化、良好和谐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

将有利于天马与各供应商伙伴实现优势互

补，产生战略协同效应。同时此次成功签

约也将为天马后续开展新产品设计和制

造、新技术的突破与创新提供有力支持。

（文 编）

天马与5家供应商签订31亿元采购协议

本报讯 11 月 5 日，默克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与维信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互惠合作协议，双方将促进

OLED材料的开发和应用。

“我们是全球唯一的同时提供 OLED

和液晶显示材料的公司。”默克执行董事会

成员兼高性能材料业务全球 CEO 毕康明

说，“我很高兴我们能与维信诺签署这个互

惠合作协议，使我们能够和客户更加密切

地合作，成为他们值得信赖的本地合作伙

伴，推动他们的创新发展。”

维信诺公司董事、副总裁刘祥伟表示：

“与默克签署的这个互惠合作协议，将进一

步加速维信诺在OLED技术领域的技术进

步和创新，为提升中国显示行业的国际竞

争力做贡献。” （文 编）

默克与维信诺签署OLED互惠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