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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安徽省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 （合
肥）国际家用电器暨消费电子博览
会的重要板块，由合肥市人民政
府、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承办的首
届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于11月22日
在合肥开幕，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彭旭辉出席主论坛并发
表演讲。

信息交互变革

推动显示产业发展

5G、AI、区块链正引发信息
交互设备、途径、技术的变化，
成为显示产业变革的机遇。

彭旭辉表示，5G、AI、区块链正
在引发信息交互设备、途径、技术的
变化，成为显示产业变革的重要机
遇。首先，5G对人类信息交互的方
方面面带来深远影响，尤其是对信
息交互的变革。其次，人工智能的
发展，尤其是对数据交互智能化的
帮助，提升了数据处理、运算和模拟

的效率。三是区块链。当前在信息
交互的过程中，数据、信息的安全处
于核心地位。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信息交互的过程中可以更
放心地对数据进行大范围的交流分
享。根据专业机构的预测，到 2020
年会有超过 200 亿台物联网设备实
现互联互通。天马聚焦中小尺寸显
示领域，以及以显示技术为基础的智
能传感，将积极拥抱信息交互、变革
以及促进万物互联的加速在显示领
域带来的变化和挑战。

七大领域需求驱动

显示产业创新

未来显示产业在移动终端、
汽车、智能家居、医疗、工业、智
慧城市等领域将面临新需求与
新挑战。

彭旭辉表示，未来显示产业在
移动终端、汽车、智能家居、医
疗、工业、智慧城市等七个领域将
面临新需求与新挑战。

首先是移动智能终端。5G 来
临，对于智能手机的影响最大，会
带来更多的换机需求，对产能的需
求以及整个行业的盈利水平都会有

比较大的改善。
首先，5G 到来会极大提升网

络传输速率，未来移动通信的信息
量传输变大，人机交互的需求也会
提升，需要更大面积的显示解决方
案。要提升有效显示面积，就需要
柔性屏、折叠屏。除了单折，天马
还会推出锥形折叠，以及可拉伸的
显示屏。二是低功耗，屏幕是智能
手机里功耗的大头，未来显示技术
的发展将重点围绕如何降低功耗。
三是轻薄化，实现更小的弯折半
径，对于屏的薄型化是非常重要的
显性需求。

二是汽车领域。汽车已经成为人
类的第三个空间，未来车的功能除了
出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信息交互平台。未来汽车的显示屏数
量、面积和显示质量，以及交互的特
点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车不仅仅有
功用性，还有美学价值，显示屏要匹
配整个汽车的内饰，符合人类审美。
所以，更多的柔性屏甚至透明屏都会
应用到汽车显示，对 OLED、Mi-
croLED会有更多需求。

当前，汽车周边也衍生了很多
对显示屏的需求，例如电动汽车、
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就是一个新兴
的人机交互终端，也会有显示需
求。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共享
汽车或将加大应用，也会产生电子

钱包、供应链管理等涉及Display+
的应用。

三是智能家居。智能家居应该
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单机智能化，
二是多产品联动，三是系统智能
化。在智能家居场景下，显示屏不
仅是功能键，还要满足时尚需求，
比如 Freeform （异形、曲面） 形
态。天马与谷歌合作推出的摇控
器，就是纯圆型的Display+，它就
是Freeform的典型代表。我们不仅
要提升显示质量，也要提升外观质
量，让显示屏匹配家居的审美设计。

四是医疗领域。随着 5G 的加
速发展，医院的数字化程度越来越
高，很多高端显示屏已经应用到数
字阅片的场景中。例如，原来做
CT 检查采用的传统胶片，在很多
医院已经被显示屏取代，未来医疗
领域会有更多的显示需求释出。另
外，随着信息交互的革新，移动医
疗和远程医疗需要更好的显示方
案，包括移动显示、传感器应用、
3D 显示等，来支撑远程手术等等
新型应用。

五是智慧工厂。工业 4.0 的发
展，很多原来由工人直接操作的设
备将根据程式、智能自行运作。所
以，智慧工厂需要更多的人机交
互，也将产生更多的显示屏需求。

六是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下，解
决偏远地区通讯问题。未来可以让
物联设备真正做到实时在线，那才
是真正的物联网。天马希望通过液
晶技术实现卫星技术的小型化。

七是智慧城市。这一领域会
延伸出很多的传感器，可以说是
无处不在。天马可以根据薄膜半
导体技术，来生产和开发很多传
感器产品。

彭旭辉指出，天马将积极应对
显示行业新趋势。将围绕OLED开
发包括折叠、拉伸等显示屏方案，
继续布局液晶硅、LTPS （低温多
晶硅技术）产品，在车载领域也在
推进 MicroLED 的开发，并将在厦
门再投一条 AMOLED 六代线，预
计明年上半年启动。

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安徽省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 （合
肥）国际家用电器暨消费电子博览
会的重要板块，由合肥市人民政
府、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承办的首
届世界显示产业大会于11月22日
在合肥开幕。LG Display社长黄龙
起出席主论坛并发表演讲。黄龙起
表示，我们正处在被 AI、5G、大
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推动的“Dis-
play of things”（万物皆显示） 时
代，特别是形态多样、具备优秀画
质和创新技术的OLED设备将挑起
大梁。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电
视市场，未来将成为OLED最重要
的市场之一。

OLED成未来显示产业

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LCD 的技术创新日渐触
顶，已无法支撑产品的溢价。显

示 技 术 的 未 来 ，应 该 交 给
OLED。

当前，人类已经迎来了第四次
工业革命，新兴的核心信息技术正
在快速推进这一时代的发展。“值此
技术转折时代，显示技术承担了重
要角色——即呼应了人类发达视觉
的输出界面。”黄龙起说。

黄龙起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为
“Display Of Things”时代，这意味
着屏幕将成为未来信息传递的重要
载体，形态多样、具备优秀画质和
技术创新的设备将挑起大梁。多年
来，LCD技术一直“独霸”电视产
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LCD的技
术创新日渐触顶，已无法支撑产品
的溢价。“显示技术的未来，应该交
给OLED。”黄龙起表示，作为新一
代显示技术的 OLED，已经逐步受
到消费者的青睐和认可。与LCD的
被动发光不同，OLED 为自发光，
不需要背光源，可以实现以像素点
单位进行独立发光。此外，它还具
有广视角、高对比度、低功耗、高
反应速度等优势，让电视画质的更
加真实、饱满。为了能更好地适应

未来市场的需求，LG Display 一直
在开发更大尺寸的OLED面板、全
系列 （4K 到 8K，48 英寸到 88 英
寸） 产品线，以及更先进的显示技
术，致力于与产业链各环节企业协
同努力，将 OLED 广泛应用于电
视、手机、可穿戴设备、VR 等多
个领域，为消费者带来“万物皆显
示”的体验。

中国将成为

全球最大OLED电视市场

大幅增长的OLED市场即
将到来。中国是OLED事业成功
的关键，LGD希望OLED电视整
体销售的22%在中国。

自 2017 年，OLED 重新激发起
全球电视销量的增长势头。IHS
Markit 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全
球 OLED 电视出货量为 120 万台，
同比增长了21%。

随 着 更 多 的 整 机 厂 商 采 用
OLED，OLED 阵营在逐步扩大。

全球高端市场内OLED电视的渗透
率在持续上升，特别是在欧洲、日
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中国拥有
全球最大规模的电视市场，且中国
市场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向来较
高，正在迅速追赶这一势头，未来
将成为全球最大的 OLED 电视市
场。

“作为是全球大屏 OLED 面板
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黄龙起
说，“LG Display 和业内友商一样
面临着很多挑战，例如 LCD 面板
的竞争、价格因素、如何吸引消费
者购买OLED产品等。这意味着，
显示设备厂商必须要保持不断的发
展和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

从 2015 年开始，LG Display
致力于带动OLED电视在中国的发
展。今年8月，LG Display采用尖
端技术的全新生产线，其广州8.5
代OLED生产线已投入量产，提高
了OLED面板的产能数量，有望达
到 6 万片。“届时，全球范围内中
韩两国大尺寸OLED面板的产能将
达 到 每 月 13 万 片 ， 将 会 缓 解
OLED面板供应难问题，从而利于
增 加 中 国 OLED 电 视 的 市 场 份
额。”黄龙起表示。

可以说，大幅增长的 OLED
市场即将到来。黄龙起指出，为
了促进显示产业生态链共同发
展，LG Display 将与其他面板厂
商、整机厂商、设备材料零部件
厂商和产/学/研机构共同努力，
实现合作共赢，共同推动显示产
业高质量发展。

在黄龙起看来，中国是OLED
事业成功的关键，他希望OLED电
视整体销售的22%是在中国。未来
LG Display将一如既往地与中国保
持紧密合作，以更高质量的技术创
新和生产经验，为中国显示时代开
启新篇章。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张德强11月22日出席首届世界显
示产业大会主论坛并发表演讲。张
德强表示，随着显示技术的快速迭
代与发展，柔性显示出现了多种形
态的变化，面板厂商已经由过去的
终端产品发展的伴随者变成终端创
新的驱动者。

柔性屏已成为

高端智能手机新标配

预计2019年到2023年，全
球中小尺寸AMOLED智能穿
戴渗透率达到35%，智能手机渗
透率会达到70%。OLED在未来
几年会迎来突破性的增长。

张德强认为，随着5G网络、人
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发展，人类社会
正迈向万物互联、万物皆显示的智
能时代。它们的加速布局将催生更
多创新应用和终端产品，显示屏作
为人类视觉信息传递的界面需要满
足无处不在的交互需求。在显示领
域，OLED因为更薄、更轻，成为创
新的源泉。目前，全球3000元以上
的手机都有柔性屏的需求，柔性屏
已经成为高端智能手机的新标配，
在穿戴领域，新时尚的奢侈品已经
使用了柔性LED，成为奢侈品的代
表，包括车载等多个方面的应用。
因为AMOLED已在多个领域成功
应用，它在市场上的表现日趋向
好。据IHS 10月份的最新数据，预
计2019年到2023年，全球中小尺寸
AMOLED 智能穿戴渗透率达到
35%，智能手机渗透率会达到70%，
OLED在未来几年会迎来突破性的
增长。

张德强指出，我们国家十分重
视和培育新兴产业，已经出台多项
政策和发展计划鼓励引导新兴产
业，推动新型显示技术进一步发
展。OLED已经被国家列为重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包括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十三五”
规划和产业发展目录多个文件中都
提到了OLED的发展。国家发改委
和工信部更是明确针对显示行业、
新兴产业提出明确规划。

张德强表示，在国家的支持下，
OLED产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从
全球产能来看，到 2021 年，已经建
成和正在建设的OLED的产能会达
到9.5KK。我们主要强调的是储能
产能方面的增加，在整个显示产业
链里面，屏幕制造商的角色已经有
了一些变化。过去，在整个产业链
里面是终端产品在驱动创新，而面
板厂商和其他厂商往往是跟随和伴
随的角色。

随着显示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发
展，柔性显示出现了多种形态的变
化，包括水滴屏、曲面屏、折叠屏、屏
下摄像等，新的形态带来新的创新
应用，面板厂商已经由过去的终端
产品发展的伴随者变成终端创新的
驱动者。

产业链协同创新

促进技术发展

目前显示屏行业在低迷
的情况下，创新是唯一的出
路，所有的创新都离不开产业
链的协同。

在创新应用方面，张德强说，维
信诺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创新之路。
维信诺的全面创新体系分为四个方
面——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产线创
新和协同创新。

一是模式创新。维信诺坚持以
量产为导向的从技术研发到中试再
到量产的发展模式，概括起来就是
突破关键技术，掌握自主 IP，充分
中试验证，最大限度降低量产风险。

二是技术创新。今年全面屏手
机出了很多款，就摄像头部分有U
型开槽的、V开槽的等等好几种，这
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屏。通过
这一系列的产品我们认为全面屏的
终极解决方案是屏下摄像头。现在
实现屏下摄像头的最大难点在于透
明屏工艺，它对屏体的透过率要求
很高。维信诺在 2007 年就研制成
功透明屏。

三是产线创新。维信诺目前有
5条大规模生产线。我们在固安的
产线，是中国首条 G6 全柔 AMO-
LED 生产线。我们在合肥目前在
建一条面向未来新型显示应用布局
的G6全柔高定AMOLED生产线。

四是协同创新。我们服务终端
客户有两个体系，一个是主动为客户
定制引领市场趋势的创新产品解决
方案，另一个是为客户量产定制符合
需求的创新产品解决方案。我们希
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给客户同时
也给自身带来更多产品附加值。

在张德强看来，面板厂商和终
端客户一起协同创新，终端产品促
进了显示技术发展，但是从另外一
个角度来看，显示技术也促进了互
联网的发展，促进了移动终端的发
展。例如正是因为有了LCD，有了
平板显示技术，才有了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显示技术的发展同样促
进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到了柔性
的时代、三代屏的时代，我们同样看
到，因为柔性的多形态，因为形态可
变、功能高度集成，包括屏下指纹、
屏内天线、屏幕发声等，使得终端产
品有了更多的创新应用机会。例如
在穿戴方面，从过去没有显示屏到
有显示屏，从硬屏到柔性；在车载方
面，在向大屏化、曲面化、多形态化、
交互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显示屏行
业在低迷的情况下，创新是唯一的
出路，所有的创新都离不开产业链
的协同。例如屏下摄像头的发展，
除了与终端协同之外，还需要整个
产业链的协同，包括原材料厂商、
PR材料、有机胶、偏光片、芯片，甚
至摄像头的算法等。技术变革给产
业链升级的复杂度和难度带来更大
的挑战，但是新技术的出现总是伴随
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共存，只有整个产
业链协同创新才有美好的未来。

首届世界显示产业大会 特刊

LG Display社长黄龙起：

中国是OLED事业成功关键

本报记者 吴丽琳

“

”

随着显示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发展，柔性显示出现了多
种形态的变化，面板厂商已经由过去的终端产品发展的伴
随者变成终端创新的驱动者。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德强：

面板厂商

成为终端创新驱动者

本报记者 齐旭

“

”

我们正处在被AI、5G、
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推动
的万物皆显示时代，特别是
形态多样、具备优秀画质和
创新技术的OLED设备将
挑起大梁。

天马微电子副总裁彭旭辉：

七大领域激发显示产业新需求

本报记者 张心怡

“

”

5G、AI、区块链正引发
信息交互设备变革，同时包
括智慧城市、医疗、汽车等
领域的需求变化也将驱动
显示产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