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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显示
5G、超高清技术的落地让应急管理平台、军事指挥、公安
执法等大屏拼接应用场景，在分辨率、回传速度等功能上进一
步提升。
近几年开始兴起的 Micro LED 技术在对比度、功耗、寿
命、延展性上都有着相对优势，与大屏拼接应用场景的功能需
求契合度较高。
在小间距 LED、液晶与背投占据大屏商显市场的今天，
Micro LED 会有怎样的表现？

大屏拼接市场
谁主沉浮？

“5G+
G+超高清
超高清”
”
席卷大屏
小屏能否成为下一个战场
本报记者

张一迪

近日，第三届 CGTN 全球媒体峰会暨第九届 CCTV+全球视频媒体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中宣部副部长慎海雄在论坛上表示，5G
是下一轮科技变革的重要条件，5G 普及使 4K 以上超高清视频产品有条件登陆移动市场。
同日，央视国际视频通讯社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编的《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全球传播生态发展报告（2019）》正式发布。蓝皮书指出，5G 将构
建传媒、移动化、
数据化、智能化的新生态，
将全面助推 4K、
8K 等超高清视频业务的发展，
移动新媒体超高清传播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5G 手机现已陆续面市，2020 年即将爆发，各大手机品牌陆续推出 5G 产品，新一波的换机潮即将到来。5G 的大带宽让超高清视频入驻移动端成为
可能，而短视频在移动端又有着巨量的用户市场。凭借短视频这一突破口，
超高清能否借助 5G 手机的优质平台迎来爆发？

超高清借 5G 落地大屏
从超高清产业的发展脉络来
看，大屏是目前的主要战场。借 5G
东风，超高清视频产业在大屏领域
逐步开枝散叶，从 4K 到 8K，正在以
超高速的发展势头走入到我们的生
活中去。
6 月，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在上
海召开，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在展馆
内搭建“咪咕 8K 影院”，上映中国
风 8K 影片 《舞之梦》，这是 8K 内
容首次以影片的形式呈现；9 月，

5G+8K 转播车走入了篮球世界杯赛
事的现场，这是我国“5G+8K”技
术在国际重大赛事的首次示范应
用；10 月，5G+8K 转播车将国庆
大阅兵的震撼场景带到了上海世茂
广场，这是跨越 1200 公里的首次国
庆现场沉浸式体验。
超高清视频在大屏上进展得
如 火 如 荼 ， 如 今 5G 手 机 陆 续 面
市，网络铺设也将逐渐走向成熟
期，为超高清内容进驻小屏创造

5G 能否助推超高清内容入驻小屏？
短视频势头迅猛，超高清内容
能否借力在小屏上形成突破呢？
首先从网络能力上来看，赛迪
智库电子信息研究所所长、超高清
视频产业联盟秘书长温晓君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手
机 观 看 4K 内 容 要 达 到 每 秒
40M-60M 的带宽，5G 的带宽支撑
4K 没有太多问题，8K 需要 100M 以
上的带宽能力才可以达到流畅观
看，5G 从理论参数上来看也是具备
这个能力的。
如果要保障流畅播放，还要考
虑 到 屏 幕 分 辨 率 的 问 题 。以 华 为
Mate 30 5G 版为例，从官网上公布

的技术参数来看，这款机型的分辨
率为 2400×1176，
相当于 2K。
记者从赛迪智库信软所产业研
究员钟新龙处了解到，目前市面上
的手机屏幕主流分辨率还未突破
4K，
最高为 2K。
从屏幕显示技术上来看，三星、
苹果主导的 OLED 手机屏在色域和
饱和度上优于传统 LCD 屏幕。有消
息称，苹果或将在 2020 年推出配备
mini LED 的产品。
Mini LED 拥有更
高的亮度与更优秀的色彩对比度。
钟新龙认为，随着 5G 网络建设
迈向成熟期，5G 手机应用量达到一
定规模后，会倒逼显示屏技术更新

借 5G 东风，从 4K 到 8K，超高
清正在以超高速的发展势头走入到
我们的生活中去。
了有利条件。
根据 IHS Markit《智能互融：借
助 5G、人工智能和云技术，释放机
遇》白皮书介绍，截至 2019 年 10 月，
已有 50 家运营商在 27 个国家推出
了 符 合 3GPP 的 5G 商 业 服 务 。 此
外，还有 109 个国家的 328 家运营商
正在投资 5G。白皮书预测，到 2023
年，全球 17 亿部手机中约 1/4 将集
成 5G。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

据显示，预计 2019 年，中国短视频用
户规模将达 6.3 亿人，增速 25.1%。
艾 媒 咨 询 分 析 师 指 出 ，2017 年 到
2018 年期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增
长迅速，预计 2019 年后短视频行业
用户规模增速放缓，
增长趋于稳定。
对于移动端来说，5G 的超高速
将带来更加快速的数据传输速度，
4G 时代已经让短视频应用形成一
定规模，5G 时代将助推短视频内容
进一步爆发。

随 着 5G 网 络 建 设 迈 向 成 熟
期，5G 手机应用量达到一定规模
后，会倒逼显示屏技术更新迭代。
迭代。很多视频网站都推出了 4K 内
容专区，消费者的观看需求达到一
定程度后会推动手机屏幕研发厂商
侧重于分辨率的提升，4K 屏幕可能
会成为未来趋势。
钟新龙进一步指出，
影响视频在
手机上观看效果的因素还包括刷新
率、
像素密度、
色域广度等多个因素。
网络能力与硬件能力等技术上
达到后，
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目前国内有四开花园这样的专
业超高清内容制作商，
可以完成从摄
录、
制作到播出的一整套超高清内容
制作流程，制作内容以节目为主，向
电视台、
网络平台等渠道进行分发。

对于个人创作爱好者来说，大
疆、索尼、松下等品牌均有推出 4K
摄像机，产品覆盖从便携式到广播
级，价格从千元到万元不等，可以满
足不同用户的拍摄需求。
剪辑方面，
4K 素材数据量庞大，
如果想要保证画面流畅不卡顿，
设备
的硬盘、CPU 和内存的配置十分重
要，
价格可达万元甚至十万元以上。
如果成本上可以接受，那么个
人用户也同样可以尝试超高清内容
的制作。
可以说，超高清在硬件技术、内
容制作上需要多方发力，才能真正
实现在小屏上的投放。

视联动力中标全国首个省级 4K 超高清远程医疗平台
本报讯 近日，全国首个省级
4K 超高清远程医疗平台即将投入
建设，由视联动力联合中国电信海
南分公司中标，将为海南省建设全
省覆盖到乡村的 4K 超高清医学品
质的远程医疗平台。
为响应国家加快海南自贸区建
设的号召，加快海南全省医疗卫生
信息化高速公路的建设，实现全省
所有医疗卫生机构之间互联互通和
信息交互共享，视联动力承建的海
南省远程医疗平台是全国第一个 4K
超高清医学级别的远程医疗平台，
画面品质是传统 1080P 的四倍，
可以
将毛孔、细胞或手术画面等医学信
息不断放大并远程无损呈现，让远
程医学达到超高清医学级品质。
海南省 4K 超高清远程医疗平
台将实现覆盖全省的超高清医学信
息的实时交换传输，建成后将成功
打通海南省、市、县、乡村四级医疗
机构的超高清视频、影像、病理和数
据等医学信息的互通互联，并同时
可以与全国其他省市龙头医院实现
基于 4K 超高清品质的互通互联。
视联动力将提供 4K 超高清视频、影

像、病理、数据和监管平台的一体化
解决方案。
建成后，将为海南全省提供 4K
超高清级别的远程会诊、远程专家门
诊、远程诊断、远程疑难病例讨论、远
程查房、远程重症监护、远程继续教
育、远程手术示教、医疗健康、心理健
康、远程双向转诊等服务。
该平台预计陆续覆盖海南全省
60 余家三级医院、百余家二级医院、
三百余个乡镇卫生院、近百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一千个村卫生室。在乡
镇卫生院实现 4K 超高清医学品质
的各种远程医疗服务，让生活在农
村的人民足不出村，就可以享受省、
市、县或省外的医疗专家的面对面
服务，
真正解决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同时，
利用视联动力在全国建设
的超高清远程医学卫生专网，
海南省
远程医疗平台可以与全国上千家知
名医院科室专家实时互通互联，
实现
全国龙头医院科室面对海南省内的

远程培训、
实时手术教学、
远程诊疗、
远程病理诊断等服务。
海南是视联网技术的应用大
省，除了本次建设的远程医疗平台，
海南省还采用视联网技术建设了覆
盖全省的综治视联网、
“ 雪亮工程”
视联网平台、电子政务视联网平台
以及即将投入使用的海南社管平
台，共同为海南各级政府和全省民
众提供超高清视频带来的各种便捷
服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交大共建超高清视音频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报讯 12 月 7 日，“5G+4K/
8K+AI 媒体发展高峰论坛”在上海
交通大学举行，论坛上上海交通大
学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签署了关于
深化落实 《超高清视音频制播呈现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协 作 的 合 作 协
议，将依托国重实验室在交大共同
建设“媒体智能处理研究中心”。
据悉，“超高清视音频制播呈

现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 于 12 月 6 日
在上海徐汇滨江国际传媒港正式
启动建设，该国重实验室是在中
宣部指导下，由科技部批准建设
的全国首批媒体融合领域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重实验室依托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组建，上海交通大
学作为唯一协作高校，与国家广
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一起参与

共建，实验室将聚焦宽带互联网
环境下端到端的先进视音频技
术，特别是超高清视音频、虚拟
现实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围绕超
高清视音频制播系统关键技术、
视音频媒体传播技术和视音频服
务安全关键技术等三大研究方向
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示范和应用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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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间距 LED 高歌猛进
市场调研公司数据显示，中
国商显市场预计在今年达到 789
亿元的规模，2020 年以 13%的增
速达到 892 亿元。
2018 年中国大陆大屏幕拼接
市场规模达 143.2 亿元，
随着 2019
年国家智能+、5G、新基建、超高
清、减税降费等政策红利不断释
放，
大屏幕系统终端设备即将迎来
新一轮改造升级，预计 2019 年同
比增23.4%。
军事指挥、公安执法、交通调
度等数据集成中心通常会配备超
大尺寸拼接屏幕作为管理窗口，
将数据采集分析、工作部署、资源
调配等功能进行集中显示。
超大尺寸拼接屏幕为这类信
息管理部门提供了集成大量数据

的平台，让丰富的图表形式进行可
视化展示，并且可以满足多人同时
观看的需求。
大屏幕拼接主要包含三类，背
投拼接、液晶拼接、和小间距 LED。
像素间距在2.5mm以下的小间距
LED凭借无缝拼接、
图像显示完整的优
势，
在大尺寸拼接市场，
与背投和液晶
形成了有力竞争。
液晶拼接在 2018 年以前占据行
业主流，
逐步侵蚀了背投拼接的一些
市场份额。随着显示技术的不断发
展，
小间距LED开始兴起。中国电子
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敏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小间
距LED在2018年首次超过了液晶拼
接，
市场份额达到 48%，
液晶和背投
分别为 42%和 10%。

Micro LED 仍需努力
近几年集中大量科研投入的
Micro LED在像素间距上进一步缩
小，
具有高效率、
高亮度、
高可靠度等
特点，
可以说是小间距 LED 技术迭
代升级的产物。从大尺寸拼接的应
用场景、需求等方面来看，Micro
LED 无限延展，
寿命更长以及更低
功耗等特点，
让其形成了相当的竞争
力，
也拥有了优质的发展空间。
面板厂商、传统彩电品牌、研
究机构纷纷投入到 Micro LED 的
研发队伍中。然而转移技术、良率
控制等因素一直让 Micro LED 在
量产之路上艰难前行。
记者从商显分析师雷晟处了
解到，目前主流的 LED 封装技术
分为 COB 和 SMD，
SMD 占比约为
90%，
COB 为 10%。
国外企业三星和索尼，国内
企业雷曼光电均已推出基于
COB 封 装 技 术 的 Micro LED 产
品。三星推出的 146 英寸电视像
素间距为 0.84 毫米，芯片发光在
100-200 微米。索尼的“黑彩晶”
电视像素间距为 1.26 毫米，芯片发
光在 50 微米。雷曼光电在今年 7
月 和 三 星 一 起 发 布 了 324 英 寸
8K Micro LED 显示屏，像素间距
为 0.9 毫米。
无论是三星、索尼还是雷曼
光 电 ，瞄 准 的 都 是 大 尺 寸 市 场 。
索尼的“黑彩晶”已通过企业展示
窗口、博物馆电子展示屏等形式
进入商显领域。雷曼光电同样侧
重商显市场，董事长兼总裁李漫

铁曾在行业大会上表示，智慧显
示墙在中国有非常广阔的市场，
可以应用于智慧学校、智慧公安、
智慧城市等场景。
对 于 Micro LED 技 术 ，业 界
的定义并不统一，
有人说以像素间
距 1.0mm 以下为标准，也有人认
为芯片发光在 50 微米以下才可以
称之为 Micro LED。
从价格上来讲，2.5 毫米的小
间距 LED 已经逼近液晶拼接。董
敏分析认为，未来小间距 LED 市
场将会进一步扩张，
取代液晶及背
投拼接的一部分市场份额。不过，
短期内小间距 LED 不会完全取代
液晶拼接，
两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仍将处于共存状态。
雷晟认为，Micro LED 目前仍
处于起步阶段，
还未达到非常成熟
的状态。在董敏看来，Micro LED
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
迈向产业化。
我国5G、
超高清、
人工智能等多
种技术正在不断演进，
各类技术的互
促互融让指挥中心、
公共管理平台等
场景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大尺寸
屏幕作为集成的显示窗口，
也在技术
上持续革新，
Micro LED应运而生。
每一种新型技术的诞生都会历
经长期的试炼与打磨，
才能逐步走
向产业化，
Micro LED 已经开启了
在大屏商显领域的征途，
有着国家
政策红利推动，
企业与厂商的持续
深耕，
诸多优势加身的 Micro LED
在大屏商显领域未来可期。

BOE 两项超高清远程医疗相关国际
标准获国际电联立项
本报讯 近日，
国际电信联盟
电信标准化部门（ITI-U)下属 16
研究组（SG16）全会在瑞士日内瓦
举行，BOE（京东方）
“超高清远程
会诊系统的用例及要求”以及“远
程医疗系统的参考架构、要求及应
用场景”
亮相国际标准并正式获批
准立项，
发布后将成为全球远程医
疗领域重要国际标准。
京东方超高清远程会诊系统
解决方案，通过 O2O、云+端、多层
次的创新服务模式，
可将异地患者
的病历资料、检查影像数据传输到
远程医生专家。同时，
医生专家和
远方患者也可以通过双向高清低
延时的音视频直播技术互动，
实现
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急诊、远

程影像诊断等完整的远程医疗服
务。
京东方远程会诊及远程医疗解
决方案的应用，
让患者无论在全球
何处都能享受到国内外优质医疗资
源，
与专家进行
“面对面”
远程会诊，
体验到便捷、
高效的医疗服务。
京东方已为智慧车联、智慧零
售、
智慧金融、
数字艺术、
智慧医疗、
智慧城市公共服务等领域提供软硬
融合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目前，京东方累计主持制修
订包括 IEC、ITU 国际标准、中国
国家标准、电子行业标准及团体
标准等 62 项国际国内技术标准，
累计参与制修订国内外技术标准
159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