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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华：

终端厂商要做好下一代显示技术储备

本报记者 刘晶

“

”

楼宇入户的电视最大
尺寸是85英寸，结合市场
现状，电视尺寸可下探一
档，4K 电视建议尺寸为
55~75 英寸，8K 电视尺寸
建议应在85英寸以上。

本报记者 刘晶

“

”

5G首先将引发视频视觉领域大变革，移动通信的迭代
周期一般是10年左右，基于目前5G发展里程，估计大约需
7到8年时间。因此2019年到2026年将是显示产业发展的

“黄金时段”。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有炓：

未来七年将是

显示产业“黄金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祖彦：

显示技术将接近人眼视觉极限

本报记者 刘晶

“

”

新型显示未来的发
展，一是百花齐放，开发各
自 特 色 市 场 ；二 是 以
BT.2020 超高清电视国际
标准为代表的高保真图
像再现，是一场革命，需
要全面创新信号、显示两
条链路。

11月 23日，在由合肥市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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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院士讲坛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丁文华出席讲坛并发

表演讲。

4K电视向大型化发展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电

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发布

的《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2 年）》中制造的产业目

标是：2022年，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

总体规模超过 4 万亿元，4K 产业生

态体系基本完善，8K关键技术产品

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突破，形成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丁文华说，在超高清产业链上，

内容生产在加大供给。2018 年 10

月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播4K频

道，2020 年全国计划开播 5~10 家

4K/UHD电视频道，2020东京奥运、

2022 北京冬奥带动超高清内容生

产。超高清网络建设也稳步推进，

有线电视网络可以支撑4K/UHD广

播电视内容播出，“宽带中国”保障

了 IPTV、OTT 的 4K/UHD 分发渠

道，2020 年 5G 商用进一步丰富了

4K/UHD移动分发手段。

中国超高清电视出货量2018年

已超过 3100 万台，在全球超高清电

视总出货量占比超过 30%，中国超

高清电视 2019 年预计将增至 67%，

2020年将与北美并列全球首位。

丁文华表示，4K、8K 电视的技

术路线主要有三种。一是 LCD 电

视，技术成熟、经济性好，它需要背

光技术支撑，在实现高动态范围和

宽色域上存在挑战。二是OLED电

视，特点是屏幕薄、色域宽，最低亮

度接近绝对黑，但最高亮度仅有

600nit 左右，显示屏的工艺比较复

杂，价格较贵。三是激光电视。色

域宽、色彩还原好，激光光源投影能

够有效减轻视觉疲劳度，主要面向

100英寸及以上的超大尺寸。

丁文华说，近年中国面板产业

快速发展。2017 年，中国大陆高世

代线面板产能首次居于全球首位，

2019年中国大陆面板产能占全球产

能53%，2024年将达68%

提高4K终端呈现质量

丁文华说，决定4K显示终端呈

现质量的关键指标是高动态范围、

宽色域、三维声和高帧率。国产 4K

电 视 大 多 仅 分 辨 率 指 标 可 达 到

3840×2160，高动态范围、宽色域等

指标与国际顶级品牌有较大差距。

HD 与 4K 电视具有同等清晰度，但

由于 4K 电视屏幕更大、视角更宽，

会带来更强沉浸感。

典型中国客厅观看距离是 2.4

米以上，楼宇入户的电视最大尺寸

是85英寸，丁文华说，结合市场现状

电视尺寸可下探一档，4K电视建议

尺寸为 55~75 英寸，8K 电视尺寸建

议应在85英寸以上。

LCD电视机需要使用动态区域

背光技术来提升HDR亮度能力，国

产电视机目前基本不具备 1000nit

及以上的显示能力，这使得显示效

果与国际顶级品牌有较大差距。

丁文华说，LCD Dual Cell技术

特点是4K LCD + HD LCD，能实

现“百万级分区”的精确亮度控制，

但两块 LCD 屏幕叠加会降低透光

率，导致功耗上升。面板厂家要涉

足背光模组的生产，Dual Cell 如推

广将改变产业链上下游分工。

在宽色域和量子点技术上，激

光电视 RGB 三基色激光投影仪色

域覆盖范围最大，可达 BT.2020 的

95%以上；OLED电视机的发光特性

天然支持宽色域，覆盖范围可达

BT.2020的90%以上，LCD电视机需

引入量子点技术才能支持宽色域，

覆盖范围可达BT.2020的85%以上。

含镉成分量子点膜已被欧盟限

用，广东省已针对无镉量子点膜技

术作为重点科研项目立项攻关。

做好下一代显示技术储备

优化电视观赏体验、功能体验

的新技术在蓬勃发展。丁文华说，

85 英寸以上 4K/8K 大屏播放 SD 或

HD 内容时，跨代内容质量劣化明

显。针对这种问题，三星公司8K电

视已集成 AI画质增强芯片，可将输

入 HD 画面提升至接近 8K 水平，创

维、海信公司已推出自主研发的画

质处理增强芯片，日后 AI画质增强

将成为高端电视机的标志性功能。

在 沉 浸 声 处 理 技 术 上 ，高 端

OLED 电视支持屏幕发声技术，目

前国产 4K 电视普遍尚不支持三维

声功能。智能电视平台也在发展。

酷开、聚好看、雷鸟各自均具备3000

万以上用户规模。创维、海信、长虹

等尝试以智能电视平台为核心打造

家庭物联网环境。

2022年，中国8K电视出货量预

计超过383万台，定位为面向发烧友

级用户，但作为市场主力推广需慎

重考虑。下一代显示技术可重点关

注MicroLED、柔性屏、无缝拼接屏、

裸眼3D、全息显示等。

最后，丁文华表示，4K/8K超高

清时代，显示终端是提升4K内容质

量和体验的决定要素，也是引领产业

整体发展的关键驱动。国产电视机

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市场进行“低价竞

争”，在高端市场与国际顶级品牌技

术差距呈现进一步拉大趋势。国产

电视厂商需要整合产业链，突破关键

技术，重点提升大尺寸中高端产品市

场竞争力，面向下一代显示技术应做

好技术研发和储备工作。

11月23日，在由合肥市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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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院士讲坛上，中

国科学院院士郑有炓出席讲坛并发

表演讲。

郑有炓说，显示产业迎来发展

新时期。5G 实现人与人、人与物、

物与物的实时互联互通，首先将引

发视频视觉领域大变革。当前掀起

两大发展浪潮：一是 5G+8K，8K 大

屏显示作为 8K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

展的核心技术，将成为显示主流技

术的发展趋势。二是5G+VR/AR，

信息技术发展的下一个“风口”，有

望融入各行各业，成为继 PC、智能

手机之后走进千家万户。移动通信

的迭代周期一般是10年左右，基于

目前5G发展里程，估计大约需7到

8年时间。因此2019年到2026年将

是显示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段”。

顺应5G需求

抢抓机遇

郑有炓说，第一代的 LED 芯片

是毫米量级，第二代是亚毫米量级，

现 在 发 展 到 第 三 代 ——Mi-

cro-LED，间距是几微米量级，功耗

约为LCD的10%，OLED的50%，亮

度比OLED高30倍，解析度更是可

以超过1500PPI。

新一代的显示技术特点是：自

发光、高色彩饱和度、功耗低、亮度

高、高解析度、响应速度快、工作寿

命长。郑有炓说，Micro LED 作为

新一代显示技术，以其独特的优异

性能，顺应 5G+8K 和 5G+VR/AR

对显示技术需求牵引，迎来了发展

机遇。

VR 头盔微显示器提供高分辨

大视场角的虚拟场景，产生强烈的

沉浸感。这种虚拟环境视觉显示器

要求更高分辨率，达到16K；要有更

高刷新率和更低时延，避免发生眩

晕；要能耗超低，有高续航能力，同

时要具备工作寿命长、体积薄小、重

量轻等特点。

郑有炓说，AR 眼镜看到的是

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叠加信息，感

官效果确信虚拟环境是其周围真实

环境的组成部分。AR 眼镜对显示

视野、亮度、对比度、分辨率、刷新

率、时延等有较高要求。在5G+8K

应用中，节目源对显示终端提出新

的要求，更清晰的画质、更快的响应

速度、更便捷的服务。8K画质的清

晰度和细腻度，让用户体验到最接

近真实的视觉感受。

同时，5G+8K将催生越来越多

的应用场景。在体育赛事、影视娱

乐、远程医疗、广播电视等显示中，

8K 的分辨率达到 7680×4320，共

3300万像素，为智能化提供了基础。

Micro-LED具有

六大性能优势

谈到 Micro-LED的性能优势，

郑有炓总结主要是六点。

一是低功耗。Micro-LED 的

功 耗 约 为 LCD 的 10% 、OLED 的

50%，有更持久的续航能力，显示屏

能耗占 40%~80%，这对 VR、AR 这

类可携带终端产品至关重要。

二是高亮度。Micro-LED 的

亮度比 OLED 高 30 倍。适合太阳

光环境、AR等。

三是响应速度快。LCD 是微

秒级，OLED是毫秒级，Micro LED

达到纳秒级，而且低余辉、低时延，

超快切换速度，极适用于VR、AR。

四 是 高 分 辨 率 、高 解 析 度 。

Micro-LED 的 分 辨 率 超 过 1500

PPI，近距离画质好，极适合 VR、

AR超高分辨率要求。

五是自发光，高能效。显示屏

结构简单，轻、薄、小，高对比度，极

适合可携带终端产品。

六是稳定可靠，工作寿命长。

高阶可携带终端显示器、超大屏显

示器，不存在烧屏和色彩褪色问题。

郑有炓说，以上的分析表明，

Micro LED的优异特性能满足5G+

8K 和 5G+VR/AR 终端高阶显示

的需求，一旦 Micro LED 量产技术

突破，将成为5G信息时代终端显示

的主流技术。

Micro LED显示

前途光明

郑有炓认为，超大尺寸 Micro

LED 显示器会优先发展进入市场，

例如在户外标牌、地铁交通、安防监

控等需长时间连续工作的工程显示

器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前几年三

星、索尼、LG领头发展，接连推出多

种 Micro-LED 模块拼接的超大尺

寸的数码电影屏样机。

今年国内诸多企业已经实现超

越，并开始进入应用市场。今年 7

月雷曼光电推出全球最大尺寸的

324 英寸 Micro LED 超高清显示

屏。10月31日，康佳发布首款Mi-

cro LED系列产品“Smart Wall”，是

118-236英寸超高清显示屏。

在微小尺寸Micro LED显示器

上，Micro LED有望成为VR/AR微

显示的优选技术，并有望逐步推广于

其它高阶可携带 IT 终端微显示应

用。目前VR/AR主要采用 LCoS、

HTPS以及 AMOLED 三种显示技

术。预计如手机一样，随着VR/AR

产业发展，其显示技术也将不断迭代，

Micro LED 有望成为 5G+AR/VR

微显示应用的主流技术。郑有炓表

示，Micro LED要实现量产，还需要

攻 克 一 些 技 术 瓶 颈 ，包 括 Micro

LED 芯片制备、芯片“巨量转移”、

检测与修复、背板制备、驱动电路

等。其中 Micro LED 芯片重要性

凸显，并将会随着制程工程技术进

步逐步解决。

郑有炓表示，Micro LED 显示

产业处于起步期，据 iHS Markit 预

测，到2026年全球市场销售量将达

1550 万台。Micro LED 的优异性

能符合显示技术发展方向，随着工

程技术问题的解决，Micro LED 显

示产业必将稳步发展、前途光明。

11月23日，在由合肥市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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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产业大会院士讲坛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许祖彦出席讲坛并发表演讲。

许祖彦说，中科院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研究激光显示了，当时

的初衷是由于激光产业都是多屏小

批量的生产，我们希望推动激光应

用上规模，形成产业。

激光显示

拥有三大优势

激光显示的原理是以红、绿、蓝

三基色激光为光源的显示技术，通

过调控三基色激光强度比、总强度、

强度时空分布实现全色图像的视频

显示。激光显示的优势是方向性

好、单色性好、亮度高，可实现接近

人眼视觉极限的高保真图像再现，

被业界视为“人类视觉史上的革

命”。许祖彦认为，激光显示是目前

全面实现BT.2020超高清电视标准

的最佳技术。

激光显示在颜色上的优势是由

于激光显示谱宽窄，可以实现 12bit

颜色灰阶编码不重叠，总颜色数将提

高到 69G 以上，是高清电视的 4000

倍以上。激光谱宽比其他显示光源

谱宽窄8倍以上，颜色数可达到12bit

色彩显示，实现69G以上。

许祖彦表示，激光显示技术优势

主要是基色激光光源谱宽窄（5nm），

可以实现12bit颜色灰阶；波长可控，

能构成70%以上的色域覆盖率；亮度

高，且可精确控制在人眼最佳视觉感

知区，易实现8K几何高清，色温精确

可控，可用 N 台无缝拼接出 N×8K

的超大屏幕，达到百平方米级。

激光显示的产品优势在三个方

面。一是节能长寿命，功耗比同尺寸

液晶电视节能50％以上，寿命可达5

万小时以上；二是能够进入寻常百姓

家，激光显示体积小、重量轻，100英

寸激光电视不到20公斤，性价比高，

目前已经小于5万元。而100英寸的

平板电视重量大于100公斤，难以进

电梯和入户家庭，价格也比较昂贵，

100英寸液晶、量子点电视在30万到

100 万元之间；三是观赏性高，舒适

护眼。许祖彦认为，激光显示产品兼

顾了观赏/娱乐和信息两大市场，是

下一代电视机、电影机、超大屏幕显

示产品主流。

激光显示产业

规模扩大

从 2015 年开始，在国家重大科

技和产业计划的支持下，我国培养出

一批优势研究单位，如中科院理化

所、中科大等，一批骨干企业，如海

信、长虹、光峰、中科极光等。

国内已有超过20家企业开展产

业攻关，覆盖光源、光机、屏幕、整机

等，产品种类不断增多，覆盖电视、电

影机、工程机等，市场认可度逐渐提

升，年增长率超过100%，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2019 年第一季度国内激光

显示市场销售超过40亿元。以激光

电视为例，2019 年上半年 80 英寸及

以上电视销售量占比高达 58%。海

信、长虹分别占据国内激光电视市场

占有率第一、第二的位置。

据2014年提出的激光显示产业

发展路线图，激光光源是激光显示的

核心器件，激光光源的进步驱动着激

光显示产业的发展，激光荧光粉光源

过渡阶段已完成。三基色 LD 具有

电激发、高效率、波长可调控、长寿

命、全固态、小型化、成本低等特点，

是激光显示产业化最佳光源。

要积极

应对产业化挑战

许祖彦认为，激光显示技术的

技术挑战主要有：三基色 LD、整机

设计与制造、超高清视频图像、关键

配套材料器件等产业化关键技术。

而激光显示技术的产业化挑战，则

是整个产业要以需求为牵引，融合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构建信

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工厂

中发挥作用。

中科院理化所围绕着三基色激

光显示开发出了实用化的三基色激

光光源模组，分别达到了 8 瓦、7 瓦

和 32 瓦，实现任意的组装和匹配，

兼容性和适配性较好。许祖彦说，

我们已经在杭州实现了年产 20 万

的生产线。

许祖彦说，激光照射到粗糙表

面后，由于子波相互干涉从而在屏

幕上形成亮暗的糙点，这个现象在

2003 年研制了首台三基色激光显

示器时就已经发现了，相当于在眼

前蒙上了一层沙帘，经过多年的攻

关，提出了多手段协同的方法，已经

基本上解决了散斑的问题。

许祖彦表示，通过上述技术攻

关，中科院理化所还与国内的科研

院所和骨干企业合作，力争打通激

光显示产学研的全链条，并与海信、

长虹一同开发出了 100 英寸 4K 超

高清LED电视，在当时已经达到了

领先水平。

对于新型显示未来的发展，许

祖彦认为：一是百花齐放，开发各

自特色市场。二是以 BT.2020 超

高清电视国际标准为代表的高保

真图像再现，是一场革命，需全面

创新信号、显示两条链路。三是本

世纪初发展的激光显示，要解决图

像的高保真问题，实现全色；未来

的方向是全息 3D 显示，有望解决

真三维显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