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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奇瑞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尹同跃出席首届世界显
示产业大会主论坛并发表演讲。尹
同跃说，汽车工业从出现到今天
140 年，显示行业已经成为新一代
汽车产业的品牌建设要素，已经成

为汽车是否有科技、是否有卖点的重
要标志。

尹同跃表示，传统的汽车工业是
三化，即平台化、模块化和通用化，随
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汽车
工业增加了四化，把汽车行业从一个
传统的机械行业，正在升级为新能源
行业、互联网行业、人工智能行业以

及移动出行行业，简单称之就是电动
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

尹同跃说，汽车从过去的交通
工具正在向第三空间转变，现在设
计的焦点来源于新的内部空间的
扩展。

汽车行业是一个对质量要求、法
规要求非常严苛的产业，所以我们简

单称为“车规”。车规是汽车标准，
它要符合各国颁发的关于汽车标准
的法规，比如目前汽车电子行业内
普遍采用美国的 AEC-Q100/200
认证，以及中国的 CQC 等法规认
证。汽车行业一般要经过“四高”实
验，也就是高寒、高原、高温、高湿的
四高实验。

尹同跃表示，汽车显示屏发展
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汽车显示
屏已经成为汽车是否卖得好的重要
因素。汽车显示屏已经成为非常非
常重要的产品，已经到了非理性的
程度。现在汽车显示屏的发展是大
屏化、多屏化、多形态化，还要高清
化、交互场景多样化，而且应用场景
要不断创新、不断演变。

未来汽车设计主要聚焦在第三
空间，也就是未来智能座舱的设计，
现在各个企业在这方面展开了激烈
的竞争，汽车行业可能是跨行业技
术应用最积极的一个产业。未来智
能座舱，主要是强调生态协同、跨界
联合。他呼吁更多的显示行业的优
秀企业和奇瑞公司进行技术合作。

11月22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出席首届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主论坛并演讲。
刘文强表示，在存量竞争的背景下，
尺寸大型化和形态柔性化成为当前
显示产品市场的主要驱动力。

刘文强表示，在过去十几年中，
新型显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营收
增长相对较快，但进入 2018 年，智
能手机和电视市场逐渐转变为存量
竞争阶段，再加上全球经济不确定
性加剧，全球新型显示产业总出货
面积2018年达到2.16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 8%以上，营收规模 1236 亿
美元。在存量竞争的背景下，尺寸
大型化和形态柔性化成为当前显示
产品市场的主要驱动力，全球电视
面板出货平均尺寸在过去几年中增
长较为迅速，折叠手机、弯曲腕表、
卷曲电视等产品在 2019 年下半年
已经开始陆续上市，市场的反响非
常热烈。

在市场带动下，显示产业的技
术水平不断提升，各种技术竞相发
展。从 2019 年业界比较关注的热
点技术中不难看出，液晶技术并未
止步，OLED加速完善，新兴技术也
在摩拳擦掌。在竞争格局方面，随
着市场和技术的发展，新型显示产
业传统的“三国四地”格局悄然发生
变化，呈现出区位特色分化、错位发
展的态势。日本是最早将液晶面板
投入商用的国家，虽然近年来面板
产能逐渐收缩，但凭借在相关领域
的长期投入和技术积累，在上游材
料和设备方面优势仍然明显。韩国
作为显示产业的引领者，将AMO-
LED 作为其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
选择，目前占AMOLED90%以上市
场份额。我国台湾地区继续深耕
TFT-LCD技术，同时在MicroLED
技术上持续发力，已形成较为完整
的技术研发产业链。我国大陆地区
近年跨越式发展，中国已成为显示
产业重要国家之一。

近年来，中国大陆新型显示产
业始终保持正增长，整体增长速度
已连续多年超过全球产业增长速
度。2018年，中国新型显示全行业
营收规模约3553亿元，其中显示面
板 营 收 2677 亿 元 ，全 球 占 比
27.4%。过去 5 年我国新型显示产
业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7%。我国
新型显示产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已
经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地
区，以合肥、上海、南京和昆山为代
表的长三角地区，以深圳、广州、厦
门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以及以重
庆、成都、武汉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
的四大产业集群布局。

刘文强说，伴随产业规模的壮
大，我国新型显示产业的技术水平
也在不断提升。TFT-LCD 领域，
氧化物和低温多晶硅TFT-LCD面
板生产能力进一步成熟，超高清、大
尺寸面板制造工艺水平显著增强，
累积专利接近 5 万件，海外专利占
比超过20%。在AMOLED领域，京
东方为华为供应了全球首款折叠屏
5G手机Mate X的柔性面板，我国
企业在柔性显示技术上已具备了一

定的国际竞争力。
从总体来看，新型显示的主打

方向还是手机、电视。智能手机市
场竞争日益激烈，屏幕成为竞争焦
点，差异化发展是各家手机企业竞
相追逐的重点。新技术普及速度不
断加快，全面屏产品在手机市场从
问世到普及率超过50%仅用了9个
月，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刘海
屏”“水滴屏”“瀑布屏”也得到了手
机企业热烈追捧。折叠屏作为产业
发展的下一个热点，将手机与平板
电脑合二为一，不仅极大提升了智
能终端的使用范围，同时也将成为
引领产业转型的方向。电视应用是
新型显示市场权重最高的应用之
一，从现有格局看，高清化、低成本
化是电视液晶、OLED、激光等大屏
显示技术的发展方向。智慧城市、
智能网联汽车以及虚拟现实等行业
的兴起，使新型显示的应用范围呈
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

从产业投融资来看，日韩等国
也在加速新型显示领域的投资，其
中OLED成为各国投资重点。2019
年，三星宣布了110亿美元的投资，
LGD也宣布了70亿美元的投资，重
点均放在大尺寸OLED方面。

近年来，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呈
现积极的投资战略，截至2019年10
月，我国全产业累积总投资已超过
1.2万亿元，预计到2022年，全产业
已规划产线全部投产后，总产能将
超过2亿平方米/年。

此外，政策对新型显示产业发
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国家有关
部门相继出台了支持面板产业发展
的系列政策，通过规范布局、动态调
整，对我国新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工作。

关于新型显示产业未来的发
展，刘文强从技术方向、应用方向、
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
四点建议。

技术方面，建议进一步加强超
高清显示面板创新，加快器件开发
和量产。突破曲面、折叠、柔性等关
键技术，加快推进柔性AMOLED量
产。发挥产能优势，开发对比度好、
显示效果优的新兴技术，推动产业
高质量竞争。注重新兴技术的研究
和储备，加强Micro LED等新技术
的专利、标准建设，推动产业化。

应用方面，建议深化面板企业
与终端企业的合作交流，对现有的
新兴领域进一步优化用户体验。以
重大的活动或者国际赛事为抓手，
扩大应用场景，加大渗透力度。

创新方面，建议显示企业要加
强与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
联网等新兴技术的结合，寻找创新
发展路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开
发新应用，打造新市场。

高质量发展方面，建议打通两
条链，分别是横向和纵向的。横向
打通新型显示生态协作链，加快共
性和前瞻性技术的突破；纵向打通
从材料、设备、零组件到终端的制造
供应链，鼓励以面板企业为龙头，采
用市场化手段带动上游企业发展。
最后，要开展多层次全方位产业合
作，加强人才引培力度，打造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11月2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院
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拉尔
斯·萨缪尔松出席首届世界显示产
业大会主论坛并发表演讲。拉尔
斯·萨缪尔松指出，氮化铟镓 Mi-
croLED显示技术，将允许80%的可
用光从显示面板发出，透光效率将
大幅提升，成为继OLED后更有潜

力的显示技术。
拉尔斯·萨缪尔松指出，精密的

显示产业是一门综合且极其复杂的
学科，2014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
给了三位日本学者，以表彰他们对纳
米材料高效蓝色发光二极管以及光
明且节能的白色光源的发明。由此
可见，显示产业已经朝向精度更高、
更加复合、微小（纳米级）晶体材质的
方向发展。

纳米线（Nanowire）承载了纳米
材料的耐久、可再生、稳定性高等优
势，正在为显示领域持续供应“灵
感”。什么是纳米线？拉尔斯·萨缪
尔松给出了解释。纳米线是一种窄
20-150nm和长1-40um的自组装棒
状单晶结构，可供建立起一种氮化铟
镓晶片的新技术，广泛应用于物理
学、发光二极管、太阳能和生命科学
等多个领域。

拉尔斯·萨缪尔松所在的研究
团队历时三年，开发出了氮化铟镓
MicroLED 对于红、绿、蓝三色的
20μm、10μm、4μm 和 1.5μm 尺
寸，并从实验室推广到了工业实践
阶段。“我们会把不同的颜色进行合
成，结合晶圆转移技术，将上百万级
的MicroLED直接转移到硅片和灵
活硅板上，这种直接视图技术会极
大地提高透光效率，解决所有尺寸
屏幕的分辨率痛点。应用了氮化铟
镓MicroLED的多种终端——包括
微显示隐形眼镜、AR/VR眼镜、智
能手机、电脑、电视等，将为用户带
来更加清晰的视野。”拉尔斯·萨缪
尔松说。

拉尔斯·萨缪尔松在总结时说，
显示产业从 LCD 到 OLED 的技术
发展，已经初步完成了从“猿人”到

“直立行走”的阶段。下一阶段则是
向氮化物等先进材料MicroLED的
演进。这种新型纳米材料的 Mi-
croLED 能允许八成可用光从显示
面板透射出，透光效率将有质的提
升，是继OLED之后更具潜力的显
示技术。届时，显示领域将进入新
纪元。

11月22日，国际信息显示学会
（SID）上任主席金容奭出席首届世
界显示产业大会主论坛并发表演
讲。金容奭表示，5G 大环境下，
OLED、QD-LCD、AR、VR 等显示
技术会同时生存下去，合并赛道共
同发展。

5G背景下，超高清、虚拟、超大
型屏幕的移动显示设备在功能上都
得到了提升，图像会更加真实。更
加智能的显示设备，特别是移动端

的一些显示会成为未来发展方向。
通信技术正在超高速发展，随之

而来的是在移动端设备主导下，媒体
类应用收入会大幅增长。媒体使用
而产生的收入可以超过原来电视时
代4倍以上。这表示显示技术正在飞
跃式发展，到 2028 年增长会非常迅
猛。OVUM 预测数据（2018-2028）
显示，移动端在视频、音乐以及游戏
媒体的使用收入增幅将高达95%。

金容奭认为，5G时代，移动端设
备在视频、广告、AR/VR 等媒体功
能上需要更大的屏幕，特别是可折叠

的、可滚动、可拉伸的大面积屏幕。
为了补偿增加的显示面积和用户时
间，具有低功耗特性的新型显示材料
也有待开发。此外，移动设备在阳光
直射下的可读性、高分辨率、宽色域、
低成本等都是未来生产上要考虑的
几个指标。

5G 时代新型显示技术也在不
断涌现。美国显示周会议出席人数
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AR/VR 技
术相关会议出席人数最多，2018 年
及 2019 年 MicroLED 相关会议的出
席人数连续两年占据第一位，成为

近两年美国显示周最受欢迎的技
术。目前各大显示企业科研的主
要关注点在 MicroLED 上，这种新
型显示技术能够提供非常清晰的
图像，但在成本和技术方面都存在
问题。

5G时代视觉识别的传感器、触
摸压力的传感器，还有环境的传感
器都可以放到显示设备中。5G技
术给手机显示、车载显示和AR/VR
显示带来了更多优势。对于手机显
示来说，用户在移动媒体上的使用
应该会增加，因为5G技术能够赋予
手机显示高质量高性能和低能耗的
优势。对于车载显示来说，自动驾
驶汽车将解放司机和乘客，让他们
有更多时间使用媒体，可以让可伸
缩的显示和汽车内饰无缝衔接提供
高品质内容。5G让车载显示更可
靠、寿命更长、强光下具有可视性。

5G 低延时特性让 AR/VR 和
游戏等内容更具交互性和动态性。
5G 技术可以实现 AR/VR 设备的
高分辨率、让AR设备亮度更高，让
显示设备具有低延时性。

金容奭说，没有一个单独的显
示器可以满足所有的功能需求，新
科技太多。在 5G 驱动下，OLED、
QD-LCD、AR/VR 等显示技术在
未来很可能整合在一起。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跃：

显示已经成为新一代汽车品牌建设要素

本报记者 刘晶

“

”

显示行业已经成为新
一代汽车产业的品牌建设
要素，已经成为汽车是否
有科技、是否有卖点的重
要标志。

本报记者 吴丽琳

“

”

2018年，中国新型显示全行业营收规模约3553亿元，
其中显示面板营收2677亿元，全球占比27.4%，过去5年我
国新型显示产业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强：

尺寸大型化形态柔性化

是显示主要驱动力

国际信息显示学会（SID）前任主席金容奭：

5G推动新型显示技术整合发展

本报记者 张一迪

“

”

自动驾驶汽车将解放
司机和乘客，让他们有更多
时间使用媒体，可以让可伸
缩的显示和汽车内饰无缝
衔接，提供高品质内容。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拉尔斯·萨缪尔松：

氮化铟镓MicroLED显示技术更具潜力

本报记者 齐旭

“

”

应用了氮化铟镓Mi-
croLED的多种终端——包
括微显示隐形眼镜、AR/
VR眼镜、智能手机、电脑、
电视等，将为用户带来更加
清晰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