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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智能制造
系统解决方案大会召开

印刷OLED产业化提速 显示技术博弈加剧
本报记者 卢梦琪

近日，日本面板制造商JOLED
建成首条印刷OLED产线。中国面
板厂商也在积极研发印刷显示，京东
方近日首次展出了55英寸8K印刷
式OLED屏，TCL华星光电也表示正
在加速柔性印刷显示工艺路线的产
业化进程，其主导的广东聚华柔性印
刷显示工艺研发平台，已经获得“国
家印刷及柔性显示创新中心”资质。
在面板行业低谷和技术升级周期，以
印刷OLED为代表的下一代显示技
术的博弈已悄然开始。

大尺寸产品更有效率的

技术方案

当前 OLED 的技术路线有三
种。一是 LGD 开创的 WOLED 技
术，最成熟，但材料利用率低、蒸镀
工艺难度大、生产成本高，且 LGD
一家独大使得其他面板厂商不愿跟
随 进 入 这 一 领 域 ；二 是 印 刷 式
OLED，将发光材料溶解后直接喷

印在基板上，材料利用率较高，目前
已经可以做到中尺寸；三是三星选择
的 QD-OLED 路线，目前在蓝光寿
命和量子点材料上还存在技术性问
题，离量产还有一定距离。

印刷显示是一种重要的技术路
线，可以非常简单地实现顶发光技
术，使发光效率有显著提高，同时结
构简单可以完成整个器件功能，功耗

随之降低，且与白光OLED相比，色
彩 真 实 还 原 度 更 高 。 集 邦 咨 询
（TrendForce）研究协理范博毓在接
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印刷OLED被视为是生产大尺寸产
品更有效率的技术型态，只是目前
受制于产品材料以及良率等因素，
目前还未普及量产。

赛迪智库集成电路所耿怡博士

在接受《中国电子报》采访时表示，
印刷显示可以弥补蒸镀技术成本高
的缺点，另一方面，LGD的OLED是
WRGB的，虽然在对比度上保持了
OLED 的优点，但是在色彩方面还
是有所妥协。如果采用印刷显示，
可以实现真正的 RGB 发光，将是
OLED技术的又一大突破。如果印
刷 OLED 能够走通，对 WOLED 来
说是新的颠覆性技术，新玩家的加
入能帮助OLED做大，摆脱LGD的
独角戏。

材料、设备、良率和成本是

成熟关键

近年来，印刷 OLED 技术研发
不断向前推进，材料企业、设备企业
和面板企业均有布局。范博毓指
出，目前主流厂商的投入都还只是
在初期阶段，仍因为技术与材料等
一些问题让产品效率与表现未得到
有效提升，暂时不具有大规模量产
的可能性。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2019 年 12 月 13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党组会和干部
大会，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传达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部系统各
级党组织提出贯彻落实要求。工业
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师，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驻部纪检监察组、部机
关司局、在京部属单位、直属高校、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局级干部参加了
会议。

苗圩同志要求，一要深入学习
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切实
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分析
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二要根据
会议精神进一步梳理谋划工业和
信息化部 2020 年各项工作部署，
切实把形势分析透、思路理清晰、
任务确定好。三要在抓工作落实
上狠下功夫，要统筹兼顾、突出重
点，确保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各
项目标任务落实到位。四要严格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为推动工业
通信业平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夺
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提供
坚强政治保障。 （布 轩）

工信部传达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 12 月 12 日，2019 中
国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大会暨
联盟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出
席会议并讲话。

辛国斌表示，智能制造是推动
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非常重要的工作抓手。
2015 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坚
定地将智能制造作为制造强国建
设的主攻方向，在全国遴选出一批
成效明显的试点示范项目，在航
空、电力、炼化、建材等重点领域探
索出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模
式，在江苏、上海、广东、浙江等重
点区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路
径，推动智能制造由理念普及、试
点示范阶段进入到深化应用、全面
推广阶段。

辛国斌指出，近年来，人工智
能、大数据、5G通信等新兴技术实
现了多点革命性的突破，并加速融
入到智能制造中，在解决许多制造
业难题的同时，也使制造系统变得
更加复杂而庞大。智能制造已不
是某一项或某几项技术的简单组
合，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先进制
造技术的有机融合，是装备、软件、
网络、标准等相关要素的系统集
成。要深入推进智能制造，必须锤
炼一支既精通信息技术又懂制造

技术，且深刻掌握行业知识和管理
知识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队伍。

辛国斌强调，智能制造系统解
决方案供应商在发展智能制造中
要发挥先锋队和排头兵作用，聚焦
细分行业、面向中小企业，脚踏实
地提高自身能力，真刀真枪解决实
际问题。一是要植根行业。贴近
行业发展实际，依据行业用户现实
基础，量身定制分阶段、能落地、有
成效的解决方案。深耕细分行业，
不断积累专业知识和技术诀窍，提
炼总结形成标准，推动成熟解决方
案链条式复制。二是要提升能
力。加强对人工智能、5G通信等
新技术的研发应用，突破工业协
议、控制系统等瓶颈限制。积极布
局一批核心知识产权，利用平台
化、网络化的技术手段，推动解决
方案模块化和产品化。三是要融
入生态。强化与装备制造商、软件
开发商、用户企业的上下游协同，
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创新，展开与金
融、教育、市场等资源要素的全方
位对接，促进智能制造集群式发
展。四是要放眼国际。要有开放
的视野和系统的眼光，要加强与世
界一流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学习其
在咨询规划、方案设计、集成实施
和运维服务全过程中的先进经验。

（耀 文）

人工智能芯片热潮再起。近
日，全球最大的云服务提供商亚马
逊 AWS 在其发布会 AWS re：In-
vent上发布了首款高性能机器学习
加速芯片Inferentia。由腾讯领投的
AI 芯片企业燧原科技也于近日发
布了首款云端 AI 训练芯片邃思
DTU 及加速卡云燧 T10。2019 年
人工智能技术加快渗透进入实际应
用当中，成为业内公认的AI落地之
年。而其中关键在于AI芯片，算力
的支撑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发动
机”。这也使得人工智能芯片市场
有望快速成长。

AI芯片开发踊跃

全球最大的云服务提供商亚
马逊AWS发布了首款高性能机器
学习加速芯片 Inferentia。作为全
球最大的云服务提供商，亚马逊

AWS 此举颇为引人关注。根据亚
马逊公布的指标，Inferentia 芯片能
够提供 128TOPS 的算力，并支持
INT-8 和 FP-16/bfloat-16 计 算 类
型。亚马逊同时公布了几种搭载了
Inferentia 芯片的服务器配置，最高
性能的版本可以搭载16颗Inferentia
芯片，从而能提供高达 2000TOPS
的峰值算力。

实际上，关于亚马逊自研 AI 芯
片的情况早有消息传出。2018年美
国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报道
称，亚马逊已经开始设计定制人工智
能芯片，未来将用在其开发的智能语
音设备Echo之上，以帮助Alexa语音
助手获得更快的响应速度，从而提升
整体的使用体验。2015 年，亚马逊
斥资3.5亿美元收购以色列芯片制造
商Annapurna Labs。Annapurna Labs
设计开发的芯片用于数据存储设备、
WiFi 路由器、智能家居设备和流媒
体设备之上。

燧原科技的产品同样引人关

注。燧原科技是腾讯投资的第一家
国内 AI 芯片企业，成立不足一年
半，就完成超过 6.6 亿元的累计融
资。目前燧原已同腾讯一起针对通
用AI应用场景项目展开密切合作，
未来也将会扩展到更多 AI 应用场
景。燧原科技CEO赵立东介绍，此
次发布的邃思 DTU 采用格罗方德
12nm FinFET工艺，480平方毫米主
芯片上承载 141 亿个晶体管，实现
2.5D 高 级 立 体 封 装 ，算 力 可 达
20TFLOPS，最大功耗 225W。产品
将于2020年第一季度上市。同时，
燧原科技发布首款计算及编程平台

“驭算”，可支持开源学习平台Ten-
sorFlow进行开发。

新应用驱动AI芯片增长

一家大型一家初创，一家国际
一家国内，亚马逊AWS与燧原科技
先后发布AI芯片，显示了AI芯片当
前的火热。实际上，近年来各类势

力均在发力AI芯片，参与者包括传
统芯片设计、IT厂商、技术公司、互
联网以及初创企业等，产品覆盖了
CPU、GPU、FPGA、ASIC等。

安富利亚洲供应商及产品管理
高级总监钟侨海指出，当前人工智
能技术正在快速落地，正在渗透进
入实际应用。这是 AI 芯片快速发
展的原因之一。根据 Fortunebusi-
nessinsights的预测，2018年全球人工
智能市场规模为 206.7 亿美元，至
2026 年有望增长到 2025.7 亿美元。
而Gartner则预测，2018年AI芯片市
场约为 42.7 亿美元规模，有望在
2022年增长至343亿美元。

人工智能的应用首先是在云端
服务器市场展开，这也是当前AI芯
片开发的重点。不过随着市场的不
断拓展，人工智能将向边缘以及终
端领域扩展。未来一段时间，边缘
计算将成为 AI 芯片发展最快的新
领域。

（下转第2版）

AI芯片：开发再升温 应用待落地
本报记者 陈炳欣

本报讯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
年1—11月，我国进出口总额28.5
万亿元，增长 2.4%。其中，出口
15.55万亿元，增长4.5%；进口12.95
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贸
易顺差2.6万亿元，扩大34.9%。从
月度规模看，11月当月进出口总额
2.86 万亿元，为今年单月最高水
平。从国际比较看，根据WTO最
新数据，前三季度，我出口增速高
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平均增速。

数据显示，国际市场布局更加
合理均衡，对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长
5.3%，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1.7个
百分点至 59.5%。其中，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增长
9.9% ，占 比 提 高 2 个 百 分 点 至
29.3%。对东盟、拉丁美洲和非洲
进出口分别增长 12.7%、6.8%和
5.7%。国内区域布局更加均衡，中

西部地区出口增长13.3%，占比较
去 年 同 期 提 高 1.4 个 百 分 点 至
18.3%。商品结构持续优化，机电
产品出口增长4%，占比达58.4%。
服装、纺织品、家具、鞋、塑料、玩
具、箱包等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
档次和附加值提高，出口增长
5.7%，拉动出口增长 1.1 个百分
点。民营企业主体活力不断增强，
出口增长 12.4%，占比提高 3.6 个
百分点至 51.4%。一般贸易韧性
十足，出口增长7.8%，占比提高1.8
个百分点至58%。

数据显示，高质量、高技术、高
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集成
电路、光伏、机床、医疗器械等出口
单价实现 2 位数增长。持续推动
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
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营商环
境进一步改善。 （布 轩）

今年1-11月我国进出口
总额达28.5万亿元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
据显示，2019年11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2%
（以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
素的实际增长率），比10月份加快
1.5个百分点。从环比看，11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78%。1—11 月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

分三大门类看，11月份，采矿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增速较
10月份加快1.8个百分点；制造业
增长 6.3%，加快 1.7 个百分点；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增长6.7%，加快0.1个百分点。

分经济类型看，11月份，国有
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股份制企业增长 7.0%，外商及我

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3.2%；
私营企业增长8.9%。

分行业看，11月份，41个大类
行业中有38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
比增长。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增长 7.9%，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增长 8.6%，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增长10.7%，有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6.4%，通用
设备制造业增长 6.2%，专用设备
制造业增长 7.0%，汽车制造业增
长 7.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 0.1%，
电 气 机 械 和 器 材 制 造 业 增 长
12.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增长9.7%，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增长6.8%。

（耀 文）

11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