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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出台的《超高清视
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09—2022
年）》明确提出，到2022年，中国
超高清视频行业总体规模要达到4
万亿元；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和有条件的地方电视台要开
办4K频道，不少于5个省市的有
线电视网和 IPTV 平台开展 4K 直
播频道传输和点播业务，实现超
高清节目制作能力超过1万小时/
年；到2022年，4K频道供给能力
大幅提升，超高清视频节目年制作
能力达3万小时，超高清视频用户
达到2亿。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表
示，超高清技术不仅应用于电视产
业，更将带动 VR/AR、医疗显示、
数字标牌、安防监控、车联网、军事
地图等行业的发展，预计2020年，
4K/8K超高清影像产值将达2.5万
亿元，其中 8K 超高清影像产业将
超过1万亿。

据 IHS Markit 预测，2025 年，
超高清视频显示屏幕市场需求将
达183Mm2，渗透率达67%，产值约
700亿美元。

欧阳钟灿认为，我国在4K/8K
超高清影像产业优势集中在播放

显示、传输环节。在播放显示环节，
中国大陆 8K 超高清显示终端具备
绝对优势，创维、海信、长虹、康佳等
品牌企业已相继推出 8K 超高清电
视，半导体显示龙头企业京东方在
8K超高清显示面板领域全球领先，
韩国三星、LG在美国消费电子展上
展出并获奖的8K系列产品，其显示
面板均来自京东方。8K超高清产业
全球领先的日本，从4年前开始与京
东方合作，日本在2016年巴西奥运
会上进行试播的显示终端采用了京
东方自主创新的8K显示屏，而不是
日本本土企业夏普的产品。

欧阳钟灿算了一笔账，得出的
结论是：貌似“过剩”的 TFT-LCD
产能在4K/8K TV的需求下是远远
不够的。他说，目前，我国 2K 电视
保有量7亿台，以10代以上产能、每
片6切65英寸计算，5条生产线（京
东方 2 条、广州富士康 1 条、华星光
电2条）每年只能提供4000万台4K/
8K TV，全部更换需要近20年。但
2K 到 4K/8K 的转变不是“立竿见
影”的，相当长的时间内，2K、4K、8K
将并存。

他同时指出日本发展4K/8K的
路线图，为响应2020东京奥运会的

召开，日本NHK电视台已开通4K/
8K电视广播。为迎接2022年北京
冬奥会的召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应尽快部署开通4K/8K电视广播，
带动超高清视频产业的发展。对于
我国影像 4K/8K 超高清视频产业
发展，他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尽快
制定 4K/8K 超高清影像产业发展
战略，推动影像产业供给侧改革，引
导我国超高清影像产业骨干企业和
研究机构的协同创新，尽早实现
4K/8K超高清产业化。

其次，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
委在制定《2019—2021 年中国新型
显示器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中，应出
台“购买4K/8K TV补贴”等政策，
以支持我国消费者更换2K电视，向
4K/8K电视升级。

最后，以产业链上各关键环节
企业和骨干研发机构为核心，组建
国家级“政产学研用”的“中国 4K/
8K超高清影像产业联盟”，研究产
业发展趋势与各国产业发展战略及
政策，协助政府主管部门做好产业
政策制定，构建产业协同发展的支
撑平台，推进核心技术突破，建立标
准和专利体系，扩大高清视频片源
制作平台。

全球彩电市场一片低迷之际，
OLED电视却走出“逆周期”增长行
情。市场调查机构 IHS 的数据显
示，2018年OLED电视销售额同比
增长58%，未来5年，OLED电视销
售额占比将超过10%。

上述数据并没有让全球唯一量
产大尺寸 OLED 面板的 LGD 感到
轻松。5月24日，LGD副社长、TV
事业部长吴彰浩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板供应确
实很紧张。”这也造成了OLED电视
在中国市场表现欠佳。随着广州
OLED8.5 代线今年三季度量产进
入倒计时，吴彰浩相信“OLED面板
供应不足情况会缓解”。

IHS 的统计数字显示，2016 年
中国 OLED 电视的销量为 7.28 万
台，2018 年仅前三季度，销量已经
冲到 11.48 万台。奥维云网预计，
2019 年中国 OLED 电视的销量为
30 万-40 万台。吴彰浩认为，2020
年中国OLED电视的销量有望达到
100 万台，中国 OLED 市场已经进
入“推广黄金周期”。

中国市场期待“燎原”

吴彰浩坦承，OLED 在中国市
场的占有率低于预期。2019 年中
国 OLED 电 视 的 销 量 预 计 为 30
万-40万台，相较中国4000多万台
的年内销量，这一数字有些寒酸。

多种彩电技术路线共存的中国
市场令个中原因变得复杂，但中国
消费者对OLED认知度不高亦是不
争的事实。

进入2019年，隐身消费市场背
后的LGD开始变得活跃，除了CES

和 CITE 这些专业的电子类展会，
LGD还与创维、海信、长虹、康佳等
中国彩电企业一起现身今年的
AWE，直接面对普通消费者。

当下，LGD正联手中国的渠道
商和电视厂商展开颇具声势的促销
活动，并命名为“燎原之旅”，希望将
OLED 电视的影响力从一、二线城
市拓展到三、四线城市。此前，
LGD 分别与京东和苏宁易购达成
合作，加快OLED电视在中国市场
的普及。

吴彰浩表示，LGD将结合中国
市场的特点，通过与渠道商合作、加
强线上推广、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
OLED 体验馆，强化消费者对于
OLED电视的认知。

随着 OLED 电视阵营不断壮
大，特别是今年初中国彩电巨头海
信的加入，扩大面板供应成为燃眉
之急。吴彰浩认为，面板产能有限
是中国OLED市场表现不佳的重要
原因。他透露，LGD 广州 8.5 代
OLED生产线将于今年三季度实现
量产，年底达到每月6万张基板（每
张基板能切割成6片55英寸OLED
电 视 面 板）的 产 能 ，LGD 每 月
OLED基板产能将增至13万张。

吴彰浩告诉记者，OLED 面板
产能将从去年的280万片增加到今
年的400万片，2020年计划达到700
万片，届时创维、海信等彩电企业将
获得更为稳定的面板供给和技术支
持。IHS 预测数据显示，2019 年中
国 OLED 市场将增长 88.7%，2019
年或迎来更高速增长。

“2019 年中国 OLED 电视销量
有望达到100万台。”吴彰浩给出了
预测。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电视市
场，中国市场的快速增长对于全球
市场的扩大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

用。根据 HIS 的数据，未来 5 年全
球电视市场OLED销售额占比将超
过10%。

高端市场的“利润奶牛”

吴彰浩告诉记者，在2000美元
以上高端电视市场，OLED 的份额
为 36% ，2019 年 第 一 季 度 升 至
44%。在北美、欧洲和日本，OLED
表现抢眼，特别是日本市场，OLED
占据了近八成的份额。

吴彰浩提到，OLED 电视对
于电视厂商收益的贡献率正在增
加，成为电视厂商的利润“奶
牛”。例如索尼 2017 年整体电视
收益同比增长 21%，其中 OLED
电视的贡献率超过1/3；创维整体
毛利率较上一财年提升两个百分
点，首要原因在于 OLED 拉动高
端产品线大幅增长。

随着大尺寸OLED面板产量的
增加，全球高端电视市场的竞争将
更趋激烈。目前全球有 15 家电视
厂商加入了OLED阵营，每家都有
可能增加 OLED 电视产量，OLED
电视或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吴彰浩强调，LGD没有降价竞
争的想法，高端电视市场现有需求
足够消化OLED面板产能。“奢侈品
不会降价。”他调侃道。不过OLED
电视的尺寸将进一步下探，明年起
会销售 48 英寸产品。目前 OLED
电视的尺寸主要集中在55英寸、65
英寸、77英寸和88英寸。

OLED电视厂商今年亮出了不
少差异化创新产品。据吴彰浩介
绍，多家厂商推出了壁纸电视和屏
幕自发声电视，相关技术还将继续
提升。在今年 CES 展上备受关注
的可卷曲电视已经有厂商看中，计
划在今年推出，透明电视同样有望
于 今 年 上 市 。 在 8K OLED 和
LCD上都有技术准备的LGD，今年
将推出 8K OLED 电视面板。但
吴彰浩认为，8K 电视无法只靠画
质、清晰度改变市场格局，“8K电视
在2020年后才会有规模”。

对于 OLED 产品的竞争力，吴
彰浩表现出足够的自信。京东方、
华星光电都在投资建设OLED面板
生产线，并尝试采用喷墨印刷技术
打造在大尺寸OLED面板上的差异
化竞争力。除了蒸镀工艺，LGD也
在积极研发印刷式OLED技术，但
何时推出相关产品没有时间表。“经
过比较，印刷技术在成本、量产等方
面并不比蒸镀有优势。”吴彰浩表
示，“OLED 门槛比较高，即使其他
厂商加入我们也有自信。”

本 报 讯 近 日 ，苹 果 Apple
Watch Series4 的 LTPO OLED 屏
幕供应商除了LGD，还新增了JDI。

消息人士指出，JDI 已经向苹
果提供少量 LTPO OLED，是 Ap-
ple Watch Series4 的 LTPO OLED
显示屏的供应商。

从理论上讲，LTPO TFT相比
传统LTPS TFT技术而言可以节省

5-15%的电量，让整块显示屏幕的
功耗更低。考虑到显示屏幕向来是
智能手机这类移动设备最主要的耗
电零部件，因此采用基于全新LT-
PO TFT 基板打造的 OLED 屏幕，
必然进一步延长 iPhone 的电池续
航时间。

为了扩大 JDI LTPO OLED，
苹果要求JDI在7月份实现量产。

但是JDI对于预期量产时间还
是持保守态度。此前，JDI董事总经
理大西健治在CITE2019上透露了
JDI OLED 产线的最新规划。他表
示，JDI 第 6 代 AMOLED 生产线将
在今年12月量产，主要生产LTPO
OLED和LTPSOLED面板，面向智
能手机、智能手表和 VR 等应用。

（文 编）

新型显示：
超高清风口扩容发展空间
本报记者 诸玲珍

近年来，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崛起，加
之可穿戴设备、车载显示、AI等新兴需求的不断释放，让显示成为人机交互的重要端口，这
为新型显示技术创新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5月29日举办的2019年海峡两岸（成
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欧阳钟灿、郑有炓两位院士针对超高清视频及Micro
LED产业发展发表的演讲无疑成为本次论坛的最大亮点。

提升产能止渴高端需求

LGD中国市场“燎原”

本报记者 邱江勇

图 为图 为 LGDLGD 副 社 长副 社 长 、、
TVTV事业部长吴彰浩事业部长吴彰浩

Micro LED 具有超高分辨率、
低能耗、高亮度、高对比度、小型
化、轻量化等优势，最适合用于高
阶 可 携 带 IT 终 端 显 示 。“Micro
LED 从 2001 年原创技术的提出，
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作为新一代
显示技术，日益备受重视，目前进
入发展初期阶段。作为一项新技
术，Micro LED的成长和发展速度
还是非常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有炓表示。

而在刚刚结束的 SID Display
Week 2019（国际显示周）上，Mi-
cro LED 产品的集中展示，印证了
郑有炓的观点。台湾工研院的Mi-
cro LED用PCB板，台湾錼创科技
的 7.56 英寸全彩 Micro LED 显示
器（分辨率达到 720×480，像素密
度 114PPI，穿透率 60%）、柔性 Mi-
cro LED显示器及高达458PDPI的
可穿戴装置，天马微电子的7.56英
寸透明全彩显示屏，华星光电的3.5
英 寸 全 彩 Micro LED 显 示 器 ，
Plessey 的 针 对 AR 应 用 的 Micro
LED显示器，X-Display的采用主动
式 驱 动 Micro IC 方 案 、5.1 英 寸
70PPI的显示器面板……形态各异
的产品让Micro LED大放异彩。

郑有炓认为，基于 Micro LED
显示屏的可扩展性，Micro LED模
块的无缝拼接可实现任意尺寸、任
意形状的超大屏幕终端显示，与
LCD、OLED相比，Micro LED更具
优势，支撑下一代数码电影显示器
对高动态范围、超高像素密度、高亮
度和高对比度的需求，有望率先推
出用于以数码电影屏为代表的超大
尺寸高端工程显示器产品。它在数
字电影院、指挥调度中心、商业中心
显示、高端商务会议、高端数字告
示、光电制作级产品有大量应用。
近几年，索尼、三星、LGD接连推出
多种 Micro LED 拼接模块拼接成
的超大尺寸的数码电影屏样机。

郑有炓强调，“巨量转移”是发
展Micro LED最主要的瓶颈技术，
目前已涌现出众多提供各种巨量转
移工艺的设备制造公司，如Uniqa-
rca公司开发的“激光放置技术”，一
个激光器每小时可转移 1 亿个管
芯；日本设备厂 Toray 在今年的
NEPCON JAPAN上展示了一整套
巨量转移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目
前，Micro LED技术进展很快，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还不清楚哪种技术
将会胜出，但这不影响Micro LED

产品的进一步发展。”郑有炓说。
郑有炓同时认为，Mini LED作

为发展Micro LED的过渡技术，展
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他表示，
Mini LED支撑小间距LED朝减小
间距方向发展，小间距LED技术发
展面临一致性差、良品率低、成本
高、可靠性差、维护难等技术瓶颈，
Mini LED是从分立式封装实现集
成化封装，可以克服这些技术困难，
并推进更小间距产品的发展，为小
间距 LED 技术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空间。Mini LED有望作为继小间
距LED之后的新技术，支撑LED显
示产业发展。

郑 有 炓 最 后 总 结 说 ，Micro
LED是战略性新技术，顺应了信息
时代发展需求，支撑了新一代信息
技术 LED 显示技术可持续发展。
Micro LED 推动 LED 显示技术大
变革，小间距 LED、Mini LED 和
Micro LED协同发展，引领LED显
示技术从户外高端应用走向主流民
用市场，为LED显示产业拓展巨大
商机。“我们要把握 Micro LED 发
展机遇，吸取显示产业发展经验，积
极应对，抢占技术先机，掌握发展主
动权。”郑有炓表示。

超高清视频应借冬奥会迎风飞扬
为迎接北京冬奥会的召

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应尽
快部署4K/8K电视广播。

主动把握Micro LED发展机遇
我国要把握 Micro LED

发展机遇，吸取显示产业发
展经验，掌握发展主动权。

本报讯 近日，韩国公司 Ra-
onTech 宣布开发了一款基于硅基
液晶（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技
术的0.37英寸全高清微显示器，主
要定位需求不断上升的可穿戴式装
置市场，包括头戴式显示器（HMD）
和抬头式显示器（HUD）。

据了解，RaonTech是一家专门
研究AR/VR/MR微显示器解决方
案和手机电视片上系统的无晶圆厂
半导体公司，产品包括高清微显示
面板、超低功率控制芯片等。

RaonTech表示，公司开发的微
显示器由液晶和基于硅晶圆的特殊

镜子组成，采用一个 RGB LED 来
驱动。LED 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
镜子增加小尺寸显示器的像素密
度。据悉，RaonTech 计划在 2019
世界增强现实AWE USA期间展示
其 微 显 示 器 的 原 型 RDP370F。

（文 编）

本报讯 国内掩膜版行业的龙
头企业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清溢光电”）科创板申请
获受理，公司拟募集资金4.03亿元，
保荐机构为广发证券。

据招股书披露，清溢光电主要
从事掩膜版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

售业务，是国内成立较早、规模较大
的掩膜版生产企业之一。公司产品
主要应用于平板显示、半导体芯片、
触控、电路板等行业，是下游行业产
品制程中的关键工具。市场调查机
构IHS统计，2017年全球平板显示
掩膜版企业销售金额排名中，清溢

光电是国内唯一上榜企业。
清溢光电的客户群不乏上市公

司身影。在平板显示领域，清溢光电
拥有京东方、天马、华星光电、群创光
电等客户；在半导体芯片领域，清溢
光电已开发艾克尔、长电科技、中芯
国际、英特尔等客户。 （文 编）

RaonTech开发硅基液晶微显示器

掩膜版龙头企业清溢光电科创板IPO获受理

JDI公司LTPO OLED开始少量供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