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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新清：

未来柔性AMOLED

将有更多市场需求

显示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
显示技术的进步更是推动信息技术产业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作为显示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柔性显示产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未来显示方向的发展。在此，非
常感谢合肥市政府和领导的大力支持，希望
如这次论坛的主题“创新合作，共赢未来”
一样，大家能碰撞出火花，促成产业各界的
交流与合作。

当前，OLED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国内企业也在大力布局，产能不断攀升。
柔性AMOLED产品由于其在产品差异化上
展现出的诸多潜力，受到了各领域终端厂
商的青睐，创新应用层出不穷，也成为了当
下终端产品突破创新的发力点之一。未来，
随着技术日趋成熟，柔性AMOLED的快速
发展将衍生出来自更多领域更加多样化的显
示需求。

谢勤益：

市场对首批折叠屏手机

反响积极

显示的终极目标是将真实世界通过各种
显示介质还原在人们的视野中，消费者对
屏幕尺寸的要求愈发多样化 （变大、变
小、卷曲、折叠），柔性 AMOLED 技术正
加速推进这一目标。AMOLED面板采用了
低温多晶硅薄膜晶体管，塑胶基板可以卷
和折，适用于折叠手机、AR/VR眼镜、车
载屏幕等外形不常规的终端，应用场景十
分广阔。

目前来看，全球市场对折叠手机的接
受度高于预期水平。IHS Markit 数据显
示，今年第三季度智能手机的 AMOLED
面板出货量首次超越了 LTPS （低温多晶
硅技术） 显示屏；三星、华为、摩托罗拉
等第一批次的折叠屏手机出货情况和销售
情况也比想象中乐观。

业界正在积极推进AMOLED的技术发
展和应用。谷歌、苹果基于AMOLED自发
光的特性，尝试推广黑色显示背景，这不
光有助于减少光对眼睛的刺激，更大幅度
地降低了屏幕的功耗，对AMOLED的长期
发展有所帮助；AMOLED已经广泛应用在
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中。此外，与传统
液晶屏幕相比，AMOLED帮助下游厂商在
折叠、盖板、触控等部件方面做出更多
突 破 ， 将 更 多 芯 片 器 件 （传 感 器） 与
AMOLED面板整合。

然而，留给 AMOLED 的挑战还有很
多，一是随着终端产品应用的多样化，每家
面板厂商对模板、组件的定义也各不相同。
二是玻璃盖板和塑胶盖板究竟哪个更好，还
需要厂商在厚度和强度之间做取舍。三是芯
片器件和面板的整合难度较大，需要将芯片
器件整合到面板的封装层里。四是如何将摄
像头彻底隐藏在屏下，进而提升屏占比，成
为业界需要突破的关卡。

张翼：

腕上设备

是柔性屏主要的应用市场

目前在AR眼镜、腕上设备、智能服饰
等领域都有了柔性显示屏。从现在的数据来
看，智能穿戴已经是排在手机之后的第二大
柔性屏应用市场。腕上设备是整个智能穿戴
市场最主流的产品，随着柔性AMOLED的
发展，三星在2014 年首先在手环上导入了
柔性AMOLED屏，2014年苹果发布的第一
代智能手表就使用了柔性 AMOLED 显示
屏，直到现在都一直使用柔性AMOLED显
示屏。柔性AMOLED在腕上设备的应用越
来越广泛。

对比之前的硬屏，柔性屏主要有四大优
点：美观、更轻薄、穿戴更舒适、显示面积
更大。然而，柔性显示还需要解决一些瓶

颈。首先，当前的穿戴产品还是以固定形态
为主，未来的产品是向可弯折、可拉伸的形
态去演进。终极的形态将做成可拉伸的状
态，通过可拉伸的方式，把屏幕覆盖到一个
球面上，这样可以从正面做到全面显示，完
全没有黑边的效果。其次，现在柔性屏边框
大概有2毫米的宽度，未来可能做到1毫米甚
至更低，从而提升整个产品的外观表现。
再次，是续航能力问题，续航能力是可穿戴
产品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最后是成本问题，
高成本会阻碍打开市场。

郑昱：

Micro-LED是

下一代AR眼镜的理想图像源

增强现实 （AR） 是下一代计算平台。是
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前沿研究领域，从虚拟现
实到交互运算，AR 技术融合了光学、仪
器、物理、材料等多个研究领域，将虚拟信
息 （物体、图片、视频、声音等） 与现实环
境叠加，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加自然流畅的交
互方式，构建一个全面丰富的现实世界。随
着 AR 技 术 日 趋 成 熟 ， Google、 苹 果 、 微
软、facebook 等各大科技巨头均已在此领域
布局。AR产品将在3年内改变生产、办公方
式，在5年内走入人们的生活。

光波导是消费级 AR 眼镜唯一的显示方
案。采用一块方形棱镜，在其中嵌入半透
半反的反射面，通过反射微投影仪投影出
的图像，可实现显示功能。然而，由于 AR
眼镜不具备正常眼镜产品形态的缺陷，极
大地限制了其应用场景。而光波导技术，
利用波导镜片的光路折叠技术，将原本与
视 场 角 成 正 比 的 镜 片 厚 度 压 缩 到 2mm 以
内，实现接近正常眼镜的产品形态。根据
扩瞳技术的不同类型，可分为阵列光波导
和光栅波导。光波导技术能够突破 AR 显示
的体积限制。

MicroLED 是一种新兴的平板微显示技
术，元器件由微米制程的单色或复色LED元
器件组成，是一种由自放光体作为单独像素
的高效显示器件。与传统的 LCOS、LCD、
DLP 等相比，具有高亮度、高对比度、低延
迟、高效率等特点。同时其环境适应性也优
于OLED，是下一代AR眼镜的理想图像源。

陈朋伟：

搭载AMOLED的

全息显示时代将到来

纵观移动终端的发展历程，显示技术具有
不可磨灭的功劳。2007 年，采用 3.5 英寸
TFT-LCD屏幕+Touch技术的初代iPhone开启
了智能手机时代；2019年三星Galaxy Fold、华
为Mate X和摩托罗拉Razr2019的问世，标志
了折叠手机时代的正式到来；未来将进入全息
显示时代，移动终端将被重新定义，显示屏将
兼具跨平台系统、丰富的操作界面、云处理和
云存储、无使用限制等多种功能及特性。

全息显示的实现，不光需要芯片具有超小
型化和智能化的特点，还需要面板在性能、形
态和人体工学等方面不断进取。从性能方面来
看，未来的显示基础性能将从分辨率、屏幕比
例、色彩、频率、厚度、响应时间、视角等多
个维度不断进化。从形态方面来看，目前的手
机屏主要以挖孔屏、刘海屏为主，随着人们对
多功能显示需求的不断增加，折叠屏应运而
生，未来还将朝着高集成度、高屏占比的趋势
不断发展，或将实现自由形态。从人体工学方
面来看，最初的显示技术以实现亮度/色域/对
比度等常规要求为目的，后来实现了流媒体优
化，未来还将把 AI+显示进行高度融合。此
外，健康显示也将成为产业发展的主旋律。

用户的使用痛点推动了显示产业发展，相
信未来的技术能尽快解决户外显示效果不尽
如人意、高刷新率难以实现，以及终端产品可
靠性欠佳等问题。

陆传华：

三年后座舱内显示面积

将翻一番

受益于汽车电子的快速发展，如今汽车座
舱成为众多厂商们一争高下的重要领域，新型

显示、材料和感知等技术，为车内显示、控
制、操作、交互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变化。其
中，视觉体验成为了最为关键的感官体验，
以视觉方式呈现信息内容的显示技术，亦成
为厂商们的发力点，预计在 3 年后，全球
单车平均屏幕面积将在 2016 年的水平上翻
一番。

随着以柔性屏、透明屏为代表的多种
物理介质的应用持续扩展，智能汽车的信
息显示可以出现在车内车外几乎所有区
域，典型的应用场景将包括 AR 抬头显示
器、增强侧视镜、增强后视镜、信息娱乐、
集成摄像头、音频控制、仪表板和后排座椅
娱乐等。

车 载 屏 幕 的 发 展 趋 势 主 要 体 现 在 尺
寸、显示、触摸和触感反馈四大方面。尺
寸方面，屏幕将具有更大的面积、更宽的
横纵比、更多的可显示面积和更自由的放
置方式；显示方面，屏幕将着重在分辨率
和像素密度 （ppi） 上发力，应用更有针对
性的可视角度、亮度以及更丰富的屏幕形
状。届时，显示屏将具有更高的柔性程度
和视觉深度；触摸方面，屏幕将集合更多
的可触控功能，多点触控将被广泛使用，
触控响应速度也将大幅提升；触感反馈方
面，屏幕将为用户提供更加细腻的触感反
馈体验。

李超：

AMOLED在车载显示屏领域

发展前景广阔

说到座舱显示应用的发展，最初的汽
车传统座舱是没有屏幕的，然后发展到有
一块中控显示屏，到了功能座舱的年代，
这个显示屏主要用于导航、音乐播放。近
几年，智能座舱开始流行，智能座舱的典
型代表至少包含液晶仪表、中控大屏、流
媒体的后视镜等。短短十几年，汽车座舱
变化最大的就是显示屏部分，尺寸在不断
变大。背后到底是哪些力量和因素在推动
显示屏的配置发生这样的变化？

第一个推动车载显示应用发展的因素是
信息内容和用户需求的增长，特别是车联网
的接入，相当于给整车打开了互联网的窗
口，让汽车从一个传统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
个智能的移动终端。汽车接入车联网以后，
不仅可以做车身的相关服务，也可以做娱乐
方面的服务。另外，由于自动驾驶的发展，
让汽车拥有的自动控制器和传感器大量增
加，我们需要对这些控制器和传感器做数据
监控。

第二个推动车载显示应用发展的因素是
新型显示应用场景的出现。例如最近看到的
特斯拉 Model 3，驾驶员离开座舱以后，可
以提示宠物在车内的状况。

第三个推动车载显示应用发展的因素是
目前以 AMOLED 为主的技术取得了进步。
车载显示从最早的LCD到TFT和IPS，再到
LTPS IPS 和 AMOLED，它们解决的其实都
是同一个问题，即显示画质的问题，AMO-
LED 不仅在画质上超越所有“前辈”，更打
破了平面和钢性的限制，这种限制被打破以
后，可以让屏幕实现三维的自由曲面，这样
可以在车内的更大范围内以更多的形式进行
配置。

徐涛：

屏幕已成为

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

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传播结构发生深刻
变化的时代。从媒体发展的角度来看，每次
技术的进步都会推动一种媒体的诞生，未来
的媒体到底如何进行融合发展，我们必须了
解技术。

媒体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技术，才能够吸
引受众？或者在什么样的技术加持上，才能
够丰富我们媒体各种各样的展现手段？是不
是云对我们就一定有用，大数据对我们也一
定有用？还是说我们应该从具体的方面，和
用户产生具体的化学反应，例如显示技术？

现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在移动互
联的加持下，形成网状的传播方式，信息是
随处可及、无处不在的。我们进入了一种万
物互联、万物皆屏的传播状态，我们和信息
接触的中间介质变成各种各样的屏幕，小到
手机屏幕，大到家里的电视。最终我们会发

现，我们处于一个万物皆媒的时代，屏幕已
经成为信息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今后主要的媒介形式可能还是会落实在
屏幕上，依旧会通过屏幕来传递信息。未来
如何用好这些屏幕，如何根据不同屏幕的性
质的特点去提供相关内容，是媒体人要好好
研究的。未来在媒体层面上，我们希望打通
不同的屏幕，寻找更好的传播方式，要做到
有用、有效和有趣。

吴琼：

显示需要与交互设计

紧密结合

近几年，“创新设计思维”一直受到医学
院、工程学院、艺术院校、商学院乃至科技
企业的广泛关注。我深耕的领域是交互设
计，包括用户反馈和操作体验，这都是依托
于显示完成的。

设计思维为何如此关键？设计思维是
以人的需求作为初始点，探讨技术的可行
性，辅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三个层面
的整合，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创新设计思
维。2018 年诞生了很多新技术，其中有不
少技术还在找寻合适的应用场景，只有遵
从了技术、商业和人的需求，才能称之为
是合理的设计思维。

计算和显示是无处不在的。显示产业就
是操作和用户体验的良好结合，行业遵从了
合理的设计思维，便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随
着柔性显示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交互带来了
更好的用户体验和操作可行性。

跨屏交互为显示产业带来了新的生机，
包括个人终端和嵌入环境的终端的交互以及
屏幕和周围环境的交互。柔性显示可以成全
用户在不同应用场景中使用屏幕，但仍然有
很多尚未探索的应用领域。

我们从不觉得显示就是一块屏，因为显
示始终要跟操作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我们
并不看重最终显示的效果，而更关心它变成
柔性屏后，会带来哪些有意思的东西？显示
一直致力于为社会的美好而服务，也能打通
虚拟和现实的界限。

孙铁朋：

柔性面板的发展

要与显示产业链步伐一致

当前，OLED已经在高端手机市场占领
很大比重，未来还将持续下沉。从产能来
看，未来显示设备的产能是非常大的，预计
未来三年将达到1亿平方米，其中OLED的
产能将能达到4000万平方米。那么，我们如
何消化和应用这样的产能，又如何在整个应
用中落地，值得业界思考。

业界将 2019 年称为折叠元年，其实说
的是柔性OLED，整个产业链正在发生巨大
的变化。我们预测，自 2020 年起，市场对
柔性 AMOLED 的需求将超过刚性 AMO-
LED。此外，一家独大的局面会有所改变，
进而使得整个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穿戴设备是柔性 AMOLED 的重要应
用领域。随着柔性技术的驱动，智能穿戴
市场不断扩大，我们预计到 2021 年市场渗
透率将达 25%。未来，人们对穿戴设备的
可容忍价位会逐渐上升，更多地关注设备
的应用价值。受益于这种趋势，OLED 在
穿戴设备中的应用，尤其是柔性 OLED，
会越来越普及。

在折叠屏的应用方面，今年发布了几款
折叠产品，包括折叠屏手机、折叠 PC 等。
然而，受制于盖板成熟度和价格等因素，目
前折叠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仍居高不下。折叠
屏的发展需要和整个产业链的发展节奏相匹
配，只有折叠产品做成熟了，上游才会大批
量地投资生产。

未来，柔性屏的价格一定会降下来，产
业链在磨合了几年后，生产效率将大幅提
升，预计到2023年，柔性屏的产能将能达到
7000万平方米，而现在只有2000万平方米，
成本降低后，应用才能够走向成熟。

刚刚到来的 5G 时代，对显示产业提出
了哪些新要求呢？5G 时代的屏幕功耗将提
升，因此需要大容量电池；屏幕需要做大、
做薄，在比例方面还将实现20:9，将有利于
5G 天线的设计。这些要求与 OLED 的特性
恰好相符，OLED 将在 5G 时代得到更好的
发展。

首届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分论坛 专题

柔性AMOLED创新应用论坛：

携手创新 合力攻坚
编者按：11月23日下午，首届世界显示产业大会“柔性AMOLED创新应用论坛”在合肥市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中国OLED产业联盟、赛迪智库集成电

路研究所和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办。论坛以“创新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聚焦柔性AMOLED产业发展的关键话题，挖掘AMOLED技术、应用的未来机遇，剖析AMOLED产业发展
中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案，推动新型显示产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
协会液晶分会秘书长
梁新清

IHS Markit显示部门
研究总经理谢勤益

安徽华米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副总裁张翼

灵犀微光创始人兼
CEO郑昱

联想移动通信科技有
限公司硬件开发
高级总监陈朋伟

延锋科技战略规划
总监陆传华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责
任公司座舱显示专家
李超

人民日报数字传播
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徐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琼

本报记者 齐旭 徐恒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孙铁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