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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登银：

激光产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
首届世界显示大会落地合肥并非偶然，

这里坐落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60多所高
校，拥有全超导托卡马克等多个大型科学装
置，诞生了科大讯飞、京东方等诸多高科技企
业，是唯一拥有6代线、8.5代线、10.5代线的
城市。

合肥把显示产业做到无中生有，确实有
它内在的东西。以此为契机，合肥高新区将
新型显示、半导体、新材料等作为重点产业来
发展，依托京东方、维信诺等优质项目，高新
区规划建设了10平方公里的半导体配套产
业园。为了让半导体及配套产业保持高速健
康发展，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
载区，合肥高新区有信心、也有能力继续坚定
不移地支持显示产业发展，为促进新型显示
的产业化和成长提供最优的环境。

此次激光显示论坛作为大会的一个重要
环节，嘉宾阵容非常强大，代表世界激光显示
行业的尖端水平。激光显示作为全球第四代
显示技术，被业界誉为人类视觉史上的革命，
具有健康护眼和超强的色彩表现力，超大屏
幕、节能等传统显示技术无法比拟的优势，激
光产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

冯晓曦：

激光显示成为最佳显示载体之一

按照超高清行动计划，到 2022 年，我国
超高清视频显示产业规模将达到 4 万亿
元。目前，我国液晶面板、彩电、PC、手机产
量分别占50%、70%、90%和90%以上，同时在
全球彩电、计算机和手机排名前五大品牌
中，我国分别占了3家、2家和3家。显示产
业发展这些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信息化建设，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是我国经济由高
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显示行
业也正处于产业结构的升级阶段，转换产业
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期。激光显示具有色彩
还原度高、护眼健康、安装使用灵活方便等
一系列优势。激光显示也被列为国家“十三
五”规划的重点发展方向，它除了色域、亮
度、能耗等方面的优势外，还可以更好地提
高用户的体验，同时还能够满足用户大尺寸
的需求。

激光显示的这些技术和产品优势更契合
当下客厅大屏化的消费需求和行业需求，为
用户大屏升级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激光电
视经过2017年的爆发之后，在2018年再次翻
倍增长。据年报数据，2018 年，我国大陆激
光电视的年销售量突破 4 万台，同比增长
32%，2020年出货量将达到40.7万台，2021年
将达到73.5万台。这个趋势在当前总体市场
需求放缓的大环境下，激光电视的快速增长
无疑是一大亮点。

展望未来，全球显示产业发展正处在重
要的历史交汇期，我国显示产业也进入了以
超高清、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显示无处不
在，视像化势不可当，激光显示的优势使其成
为最佳的显示载体之一，能够适应各种场景
的应用和视像化生活。

赵英：

新型显示器件标准发展提速

国际化标准组织有三大组织：ISO、IEC、
ITU，这三大组织各有分工，互相补充。国际
电工委员会IEC主要针对电子、电器产品制定
相关的标准。显示领域相关的标准组织从上
中下游来看，材料标准主要是由国际半导体
设备材料产业协会（SEMI）制定，SEMI标准相
当于是联盟标准，在这个行业内它其实是事
实标准。目前已经发布了有1000多项标准，
其中有关平板显示行业的有70多项，主要是
玻璃基板、滤光片、液晶材料等方面的标准，
涉及性能要求、测试方法、试验方法等偏重工
业生产过程中的需要标准。终端及应用主要
是在IEC/TC100音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视频
委员会，主要包括性能规范、测试方法。与平
板显示产业有关的标准主要是60107 系列、
61966系列、62087系列，涉及音频、视频和相
关设备和功耗的测量方法。ISO方面与显示
相关的是ISO/TC159/SC4/WG2。

目前，国际标准组织在国内都有对口。
材料是SAC/TC203，全国半导体设备和材料
标准技术委员会，涉及平板显示的有 20 余
项，主要是制定玻璃基板、滤光片、偏振片这
一类材料的标准。器件是SAC/TC547，全国

平板显示器件标准技术委员会。SAC/TC7，是
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有关基
于平板使用显示器工作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SAC/TC284，全国光辐射安全和激光显示标准
化委员会，制定有关激光显示系统光辐射安全特
性评价要求和方法的标准。

从工作组构成来看，基本覆盖了目前显示领
域的所有显示类型，并且发展非常快，一旦有新
的显示类型出来，立刻就有相应的项目组成立。
一旦有相对的标准，相应标准制定成熟了就成立
工作组，可以说是已经覆盖了所有的新型显示器
件，其中WG10就是激光显示器件的工作组，于
2003年成立，WG10工作组组长是海信集团的刘
卫东博士。

最新发布的《家用激光显示系统光辐射安全
特性评价要求》，对于激光显示走进家庭非常重
要。在这个标准里对亮度做了一定的限定要求，
不能过量，过量可能会带来光辐射的不安全的因
素，这个标准适用于家用的超短焦激光显示系统，
涉及的光辐射范围在380到780纳米的激光和非
相关光，以及激光和非相关光混合光源的评价。

IL-HO KIM：

测量的最终目标是

改善显示产品质量

对于各显示方案光电性能的评价研究，现在
有很多标准化的答案，韩国在这方面做得也是比
较领先的。

首先是对显示性能的要求，我们现在有高性
能的多媒体系统，包括电视的亮度和颜色、观看的
角度。现在很多显示是柔性的、弯曲的，以后便携
式、移动的都会有，还有其他的一些应用也会有。
比如可以弯曲的、可以折叠的、滚动的，还有附加的
一些功能，比如说感应等。对于这些应用，我们的
最终目标就是改善显示产品的质量，降低我们的
成本。

显示的测量标准，是对显示性能的测试，每
个公司有不同的标准。测量的工具也是非常重
要的，有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我们要有正确的
工具进行测量，然后才能够让我们很好地完成任
务。我们还要有培训好的工程师以及标准的流
程，还要有很好的准确性和精度。准确性是非常
重要的，特别是在测试值时，测试值和真实值之
间的度，还有就是精度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
致性。

从电光的测量工具和其他相关内容可以看
出，亮度的对比和我们观察的角度，需要高准确
度、高精度和线性度，还要求偏光的差要低。我
们需要有光谱的测量，还要有足够的输出压，同
时它的噪音要低，在 10 微秒到 100 微秒的情况
下，它要有一个快速的响应，也就是纠正、校准。
我们还需要本地的培训和维修，需要测量，还要
有很好的学习能力等。此外，使用同样工具测
量，也会有误差、偏差。例如，今天我们测量出的
一些数据，在明天测量时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时段测量会有一些差
异。因此，我们一定要在不同时段，分别进行测
试，然后进行验证证明。

高玉岭：

激光电视是

电视的终极显示革命

全球彩电行业正处在LCD、OLED、QLED、
Micro LED、激光显示等各种技术不断发展交
替或彼此取代的动荡时期，我们认为“激光显示”
无疑是最接近终极显示的技术，它打破了电视对
屏的依赖，它让显示无处不在，并接近肉眼可见
的真实。

激光电视的优势，一是发光面与成像面分
离，打破屏幕局限，获取大尺寸成本更低，是实现
显示无处不在的最佳载体。二是激光电视观看
舒适度明显优于传统电视，适合更短的收看距
离，沉浸感强，是用户追求大尺寸和健康护眼的
最佳选择。三是激光电视在彩色显示技术发展
速度已经远远超过现在所有电视显示方案，全色
激光电视推出后，将成为最接近人眼识别色彩范
围的显示设备。四是激光电视没有传统电视面
板滤光损失，且红绿蓝三基色可以由激光光源直
接成像，无须传统电视荧光转化，发光效率高，
100 英寸产品的发光率是传统液晶电视的1/3，
符合用户对节能环保的要求。

激光电视已经取得了突出的市场地位，2019
年激光电视在中国80英寸以上的电视市场占有
率超过50%。激光电视在中国市场已经有五年
的实践，五年以来，激光电视正在快速的进行技
术迭代。2018 年，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激光
电视产业分会成立，16家发起单位组成行业命
运共同体。截止到目前，成员单位已增加到20
家，覆盖行业主流激光电视整机企业和主要产业
链厂商。中国企业在激光电视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世界上激光显示方面的国际专利有600余

项，中国持有100余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水
涨船高、柴多火旺，砥砺同心、共济远航，欢迎
海内外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到创造一个伟大显
示事业当中来。

许立新：

全色激光显示市场规模倍速增长

视听是人类获取自然界信息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来源。在视听的角度里，颜色是我们感
知真实客观世界的重要因素，普通显示色域覆
盖率达到26%左右，LED显示色域覆盖率达到
30%左右，量子点显示色域覆盖率达到48%左
右，激光显示色域覆盖率达到90%左右。

全色激光显示以红绿蓝三基色激光作为
显示光源，是继数字显示以后的第四代显示
技术，具有色域大、亮度高、寿命长、节能等
优势。

当前，新型显示不断涌现，未来显示三大
主流技术主要是平板显示、有机发光和激光显
示。激光显示技术一直在井喷，所以非常有前
途。现在国家投入平板显示已经超过万亿元，
投入OLED也有6000多亿元，激光显示处于蓝
海市场，市场规模倍速增长，具有每年千亿美
元的市场空间。

经过几年的发展，激光显示在中国的发展
已经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了，尤其是在电视行
业，发展非常快。例如全色激光投影系列，针
对不同应用场所需求，研发生产出1000流明至
70000流明等2K和4K系列LD激光显示产品，
形成较为完整的应用体系。

激光显示的应用很多，电视、放映、电影
院、会议监控、建筑物的亮化照明、汽车大灯等
很多领域都有应用。目前影院的屏幕用得比
较多，发展得比较好，我们已经覆盖了全国好
多家。

激光投影机从3000流明到70000万流明全
流明段覆盖，可替代小间距LED、液晶拼接屏、传
统投影显示等多种应用场景，且从成本造价、产
品能耗、视觉观看体验方面遥遥领先同类产品。

全色激光显示在建筑物的亮化工程、楼宇
照明也有非常好的应用。它不需要像LED那
样直接去破坏外立面的建筑，可以直接投影上
去，所以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全色激光显示在汽车大灯里面也有应
用。汽车激光大灯照射距离更远、发散度更
小，结合DLP和AI等智能技术，实现灯光动态
可调。

李先平：

激光显示契合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从三个方面看激光显示产业的发展：
一是消费者需要什么，二是技术发展方向是什
么，三是未来的市场空间怎么样。

在消费者层面，对电视产品的需求包括更
清晰的画面、更大的尺寸、更时尚的外观、更健
康的方式，即显示尺寸、分辨率、外观和体验。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分辨率一路飙
升，从原来的4K，现在已经迈向8K时代，电视
尺寸也一路飙升。消费者对外观的挑剔程度也
越来越高，超薄、无边框已经成了消费者对外观
的主流标配。对于体验，消费者从看电视到电
影，越发追求影院级的震撼，同时也追求健康护
眼的观看模式。

显示消费升级，屏越大越好。大屏时代已
经到来，65英寸屏目前应该是整个市面上增长
速度最快的，75英寸屏蓄势待发，即将成为整
个大屏显示的替代者。消费者未来对小空间
看大画面的追求会越来越高，而且对健康的观
影方式也会越来越符合我们整个消费者的实
际需求。激光显示刚好契合了消费者时下的
需求痛点。

从技术发展方向看，显示技术经历了黑白
电视、彩色电视，最突出的就是画面清晰度越
来越高，色彩越来越准确，激光电视有着高亮
度、广色域、高分辨率、数字性的优势，可以做
到更大、更专业。目前激光显示分辨率已经从
2K全面进入4K时代，正在向8K靠拢，光源也
从单色向双色、三色发展。三色激光显示是唯
一能够100%满足超高清BT.22020色域标准的
显示技术。

从未来的市场空间来看，激光显示的主流
是在80英寸到100英寸之间，未来在100英寸
上面，激光显示独具优势，除了大和震撼以外，
激光显示采用数字影院呈像的基本原理，画质
细腻度是普通电视无法比拟的。同时激光电
视采用的是反射原理呈现，没有直射光，光线
柔和、舒适，有利于身体健康，深得消费者的信
赖。除了家用以外，激光显示在影院、大型楼
宇等方面独具发展潜力。激光显示市场的年
复合增长率将在 41%，随着整个行业的成熟，
成本不断走低，激光电视有可能取代未来20%
的电视大屏市场份额，市场规模接近千亿元，
发展空间巨大。

吴佳蒨：

激光显示性价比具有优势

目前市场上80英寸以上的电视，激光显示
占了很大的份额，因为它的价格和性能都有相
当大的优势。

屏是传递信息用的，屏里可以放信息，信
息相当于商机，谁能够掌握这个屏，就能够掌
握更多的资讯传递，所以大家都在争夺屏的控
制权。屏让产品能够产生惊艳的效果。一个
新的屏显里面，怎么样抛开过去的投影习惯，
让投影产生效率变得更好，屏在投影中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

关于市场如何普及，可以从供应链合作、
市场投入、成本优化、场景扩增四个维度来
看。供应链合作：一个产业要壮大，需要更多
更强大的供应链，来提供更多的支持，这是从
供应链角度我们亟须突破的部分，一家、两家
或者更多的供应链可以让我们走得更加的坚
实、更加的强壮。市场积极投入：更多的品牌
参与是很重要的，这些品牌，尤其是电视机的
品牌投入，在市场推动上扮演最重要的角
色。成本优化：激光显示具有耗电率低的优
势。举个小例子来说明，大家觉得电动车是
未来，电动车和汽油车胡差别是电动车的效
率很好，同样激光显示的浪费也很少。场景
扩增：场景扩增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如果
未来你回到家里，就是一个很棒的高级体验，
你不会觉得你在客厅，感觉你家就像博物
馆。所以我想这些场景的扩增，是能够跳脱
出一个平面的屏能够得到的体验，将诸多的
场景扩增放到我们家里来。

张中英：

激光显示正不断被大家接受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1
月，于 2008 年 7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总部坐落于厦门，产业化基地分布在厦门、
天津、芜湖、泉州等多个地区。各个分公司在
各地方各有重点，例如天津做红光，在安徽主
要做蓝绿光，在福建安溪主要做衬底。三安光
电在化合物半导体领域进行投入，成品是广为
人知的 LED 发光芯片，现在也投入到集成电
路，这个部分在厦门。

显示行业正在进行更新换代，新一代显示
技术比如 OLED、QLED、MiniLED、MicroLED
等各有各的优势，而如果要与生活接触在一
起，性价比是关键。MicroLED在很多领域都
有广阔的应用空间，现在大家都在谈AI实景，
谈及穿戴式设备，要想在这么小的面积内让用
户感受到真实场景，需要很高的解析度，所以
很多企业巨头比如苹果、脸书、谷歌都在这个
领域积极探索。MiniLED与MicroLED之间的
差距非常小，如果他们的价格能降到现在的三
分之一，那么会有很好的市场空间。

激光电视正开始被大家接受，在影视剧院激
光电视是主导，在一些其他市场上还有蛮大的影
响力。预计蓝光的需求将达到40KK，如果每个7
美元，那么仅仅在光源部分就有巨大的市场。

许子愉：

激光显示关键性能评测

需要大家共同推进

为什么要制定标准评测激光显示，原因是
激光显示的优势需要用科学的参数进行衡量，
告诉大家激光显示的优势以及不足，通过标准
化的测量方法进行评价、完善和改善。

激光显示为什么会在未来的市场中有十
分巨大的市场，因为它有一些优异特性，激光
显示不仅在大尺寸上有优势，在一些小尺寸的
可穿戴设备上，激光也是一个理想的光源。显
示技术归根到底是为了有更好的人眼视觉体
验，而量化评估人眼视觉体验，浙大三色做了
一些相关的工作，浙大三色做的工作都是基于
IECTC110展开的。目前激光的光学性能、激
光的图象质量、激光的屏幕性能这三项标准，
是由浙大三色团队牵头推进的。

激光显示关键性能评测主要包含哪些？
一是颜色表征。这其中包括立体色域、彩色
光输出、环境光下的对比度。二是视觉舒适
性。视觉舒适度停留在一个主观的概念中。
其实视觉舒适度宽泛的标准范围里面，是需
要基于视觉匹配函数量值进行测量评价的。
三是视觉散斑。包括瞳孔设置在前焦面或者
是后焦面等。四是辐射安全。激光显示在我
们人眼聚焦，以及应用于可穿戴设备等产品
的时候，辐射安全考虑的范围应该更广。最
后的结论是基于人眼视觉评价方法是非常复
杂的工作，需要大家共同推动标准落地。

首届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分论坛 专题

激光显示论坛：激光显示 产业之光

编者按：11月23日上午，首届世界显示产业大会“激光显示论坛”在合肥召开。论坛由中国子视像行业协会激光电视产业分会承办，由青岛海信激光显示股份有限公司、长虹激光显示科技公
司支持。论坛以“激光显示，产业之光”为主题，聚焦激光电视发展关键话题，剖析激光显示产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挖掘激光产业未来机遇，推动新型显示产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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