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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日前拟投建的硅基 OLED 产

线，即 Micro OLED，是 OLED 显示技术

的一个分支，采用单晶硅晶圆 （Wafer）

为背板。

京东方A在公告中表示，Micro OLED

微显示技术，除具有 OLED 自发光、厚度

薄、质量轻、视角大、响应时间短、发光效率

高等特性外，更易实现高PPI、体积小、易于

携带、功耗低等优异特性，特别适合应用于

头盔显示器、立体显示镜以及眼镜式显示

器等 AR/VR 显示设备。京东方拟投建的

12 英寸产线，主要面向 0.99 英寸和 1.31 英

寸的OLED微显示器件。

在目前的光学方案下，需要1英寸乃至

2 英寸的大尺寸 Micro OLED 器件配合才

有机会实现。对于其他大尺寸产品而言，

12 英寸晶圆切割效率比 8 英寸高 2～3 倍，

在成本方面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近两年，我国显示产业化进程加快及

终端需求快速增长带动了OLED产业链的

快速扩张。根据 IHS 数据，我国智能手机

每年出货量以 4-5 亿部计算，如果 OLED

屏幕完全替代LCD屏幕，OLED材料市场

规模将达到200亿元。

去年以来，我国上游原材料及生产设

备企业开始纷纷加码布局。

2019 年 4 月 1 日，皖维集团年产 700

万平方米偏光片项目开工，项目投资 3.5

亿元，预计将于 2020 年建成。5 月 28

日，四川阿格瑞OLED新材料项目一期封

顶，该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将建成年产

30吨OLED高纯材料的生产基地；6月18

日，蚌埠中光电公司 8.5 代 TFT-LCD 玻

璃基板生产线成功点火，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计划年产能为 150 万片 TFT-LCD

玻璃基板。

对此刘暾认为，我国上游企业虽然一直

持续发力，但是发展速度仍然较缓，未能实

现整体突破。显示领域中的很多核心工艺、

材料及技术仍然被国外垄断，严重限制了我

国显示技术以及高端产品的发展。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刘文强指出，目前中国新型显示产业面临的

问题之一，就是产业链配套能力薄弱、生态体

系不健全。他建议纵向打通材料、设备、零组

件到终端的供应链，鼓励以面板企业为龙头，

采用市场化手段带动上游企业发展，开展多

层次、全方位的产业生态体系建设，打造具备

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隋鑫则强调，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善显示

产业发展问题，就要实现“四位一体”，即市场

终端、屏幕生产端、二次制造端、原材端都要

拥有一套完善的“通气”体系。“企业不能闭门

造车，要积极与市场接轨，拿着补贴过日子不

会长久。”

朱海彬认为，上游材料企业应该与下游

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将我国 OLED 产业完整

地衔接起来。另外，企业还需要借鉴国内外

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模式。例如与日本、韩国

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从产线布局、设备选型开

始，就一同建设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产线，从

而提高产品的稳定性及良品率。

刘暾强调，要以“产”作为原点，用“学”及

“研”的能力来画企业的发展半径。可以与国

内大学进行产学研合作，导入高校的研发项

目，从而提高企业对未来市场发展的预判性。

瞄准AR/VR市场
京东方34亿元再投OLED产线

本报记者 张一迪

2019年年底，京东方A发布公告称，拟投建12英寸OLED微显示器件生产线，以满足AR/VR高端市场需求。公
开资料显示，该生产线为京东方投建的第二条OLED微显示器件生产线。早在三年前，京东方就瞄准了AR/VR市
场，在云南昆明投建了国内首条大型OLED微显示器件生产线项目。

目前市面上的AR/VR显示在亮度、清晰度上存在诸多问题，发展滞缓，京东方此次再度加码微显示领域，能否
助推产业突破瓶颈？

VR/AR 曾经在 2016 年掀起一波投资

热潮，但随着应用落地，内容供给和显示效

果等问题不断涌现，制约了虚拟现实产业

在消费市场的拓展，使其一度呈现疲软状

态。5G的正式商用为产业注入了新活力，

也刺激了国内厂商进一步跟进。

在Micro OLED的研发和生产上，国内

已有京东方和合肥视涯两大生产商。京东

方已在2019年实现了8英寸OLED 微显示

器件产线的量产，合肥视涯的 12英寸硅基

OLED 显示项目于 2019 年 11 月竣工投产，

一期投资12.8亿元，月投片量可达9000片，

满产时年产值可达30亿元。

在5G和上游厂商共同发力下，2018年

VR/AR市场开始回暖，内容和硬件占据市

场主要份额。

赛迪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VR/AR市

场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 VR/AR 市场规

模达到 172.7 亿美元，增长率达 67.2%。中

国 VR/AR 市场规模达到 544.4 亿元，增长

率为 76.5%。其中，内容方面占比最高，达

到49.6%，市场规模为39.7亿元。硬件的市

场规模达33.0亿元，占比41.2%。

上游供给方面，虽然有京东方和视涯的

不断投入，但是走入到消费市场仍然存在价

格偏高的问题。

据悉，索尼的Micro OLED消费级AR

产品价格在140到200美元之间。

据赛迪研究院预测，到 2021 年，VR/

AR 硬件市场规模将达 254.3 亿元，占比

46.7%，内容市场规模将达到 213.4亿元，占

比39.2%。

5G 时代，VR/AR 产业将会迎来一次

不小的突破，同时也带动了上游面板厂在

微显示领域持续投入。刘暾认为，国内具

备硅基微显示能力的企业还不多，硅基

OLED能够有效解决VR/AR显示痛点，布

局硅基 OLED 对 VR/AR 产业是一个非常

好的发展机会。

全球范围内，主流的 VR/AR 显示有

DMD 数字微镜、硅基液晶 LCOS、Micro

OLED三种。

DMD 由于价格高、功耗高等问题，

目前主要用于投影领域。配备液晶类显示

的 VR/AR 头盔如果使用时间过长，会因

为画面响应速度慢和纱窗效应而造成头晕

问题。

纱窗效应指的是由于VR眼镜（屏幕和

内容）的分辨率不足，人眼会直接看到显示

屏的像素点，就好像隔着纱窗看东西一样。

赛迪顾问高级咨询师刘暾认为，画面

质量高和显示屏幕是导致响应过慢的两大

原因，随着5G技术的不断推进，VR/AR画

面传输在速度上可以得到极大的解决。而

Micro OLED的响应时间可以达到微秒级，

明显优于液晶显示的毫秒级。

刘暾指出，Micro OLED的像素密度可

达 5000ppi，可以有效削弱纱窗效应，从这

样的特性优势来看，Micro OLED 在 VR/

AR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具有前景的。

在众多新一代显示技术中，能够在微

显示领域与 Micro OLED对垒的就要提到

Micro LED了。

从技术特性上来说，Micro LED 在亮

度、分辨率、响应速度上都不输于 OLED，

而且可以做到更轻薄、功耗更低。

“技术是否能够实现普及和替代，还是

要看产业化的速度和规模。”中国电子视像

协会副秘书长董敏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

者采访时谈到。

虽然不断有企业投入到Micro LED的

研发和生产中，但是其产业规模还未到达

成熟阶段，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入

到微显示领域的应用中，而 Micro OLED

在这方面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12英寸Micro OLED成本占优
12英寸晶圆切割效率比8英寸

高2～3倍，在成本方面具有更大的
竞争优势。

Micro OLED博弈Micro LED
Micro LED 在亮度、分辨率、

响应速度上都不输于 OLED，而且
可以做到更轻薄、功耗更低。

面板厂商加码布局Micro LED
5G 时代，VR/AR 产业将会迎

来一次不小的突破，同时也带动了
上游面板厂在微显示领域持续投入。

国内金属掩膜板产线今年试产

OLED核心零部件本地化提速

本报记者 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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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山东奥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建的中国首条金属掩膜板产学研
综合产线开工奠基仪式在日照举行，三期完成后预计年产值可达20亿元人民
币。同一时期，寰采星科技（宁波）的高精度金属掩膜板（FMM）产线也在宁波
投入运营，满产后的年产值将达35亿元。两家企业将于今年完成试生产，并通
过验证后进行量产。

金属掩膜板是OLED生产所需要的消耗性核心零部件，长期被日韩企业垄
断。业内专家认为，金属掩膜板（Mask）的量产意味着OLED产业在其核心零
部件领域取得突破，将改变我国OLED产业受制于人的局面。

本报讯 近日，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

技有限公司首款基于 IGZO 技术的 100 英

寸8K GOA超大尺寸、超高分辨率显示面

板成功点亮。

据悉，作为全球首款完全自主设计开

发的、基于 IGZO 技术的超高清 8K GOA

显示面板，该产品的成功点亮标志着成都

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在迎战未来8K

超高清时代的战斗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同时，也标志着IGZO技术应用取得新的重

大突破，对于中国电子、中电熊猫新型显示

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随着市场的进化，平板显示产

业倾向于追求更高规格、更高解析度的产

品。为迎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召开，日

本NHK开通了4K/8K电视广播，2022年北

京冬奥会召开，将会成为中国 4K/8K 超高

清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5G时代、万

物互联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的成熟发

展，也为超高清显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技术支撑和应用保障。

“8K面板开发并非易事，需要前期大量

的技术储备，尤其对于 120Hz 扫描频率而

言更是难上加难。”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正式立项之初，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就专门成立了专项组，为充分展

示IGZO技术优势，项目组明确了GOA（栅

极集成驱动技术）产品开发路线，并使用 8

畴像素设计、DCI高色域、分区控光、120Hz

扫描驱动等多种前沿高端技术，力争实现

超大尺寸超高清显示面板的开发。

由于像素和刷新率都翻倍，若采用传

统的设计方案，8K/120Hz面板的像素充电

周期只有 4K/60Hz 产品的四分之一，无法

保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像素的充电。

设计团队通过大量设计模拟及综合试验评

估，利用厚铜工艺进一步压缩像素负载占

用时间，保证了每个像素的充电时间，满足

了产品设计要求。

项目团队成员在前期技术数据收集、

绘图、备料等各阶段齐心协力，仅耗时 1个

月就完成新技术前期开发评估及图纸绘

制，是业内平均研发周期的三分之一。目

前项目组正在对产品进行画质调试，为尽

快实现8K视频实时播放全力冲刺。

成都中电熊猫全球首款100英寸8K GOA显示面板点亮

填补OLED产业链FMM国内空白

“如果说蒸镀是OLED心脏，那么金属

掩膜板就是蒸镀的根本。”山东奥莱电子总

裁隋鑫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奥莱电子

经过 5 年的研发，突破了金属掩膜板核心

关键技术，有望打破日韩垄断，填补国内产

业空白。”

据悉，金属掩膜板（Mask）是 OLED 生

产所需要的消耗性核心零部件，比纸还薄，

需要定期更换，且生产成本较大。OLED金

属掩模板分为CMM和高精度金属掩模板

（FMM），其中前者主要用于大尺寸OLED

面 板 生 产 ，后 者 则 主 要 用 于 中 小 尺 寸

OLED面板。

从现阶段的FMM形成的产业链来看，

上游材料INVAR（10~20μm厚）只有日立

金属可以生产，中游主要是日韩和中国台

湾地区生产。而据赛迪顾问高级咨询师刘

暾透露，我国涉及金属掩膜板生产的企业

屈指可数，且大多以生产CMM为主，高精

度金属掩模板（FMM）一直处于测试研发阶

段，还没有能够实现量产的企业。“我国高

端金属掩膜板长期依赖进口，而中国却是

需求量最大的市场。”刘暾认为，山东奥莱

电子与寰采星科技金属掩膜板实现量产，

将改变我国OLED产业受制于人的局面。

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京

东方技术专家朱海彬表示，如果金属掩膜

板实现国产化，对于国内面板厂而言，交货

期将大大缩短，技术交流也更为便利。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金属掩膜板基

本来自日韩企业，由于日本制造商产能有

限，且优先供应韩国，所以一直无法保证

中国市场的需求。目前韩国金属掩膜板交

货期至少在4周以上，我国实现金属掩膜

板量产后，供货周期可以缩短至 7-10 天。

对于急购的厂商还可以直接安排送货，甚至

可以做到7天内交货，这是外国厂商无法做

到的，运输和制作成本会大大降低。

金属掩模板需求持续旺盛

相关报告显示，2022 年全球高精度金

属 掩 模 板（FMM）市 场 产 能 缺 口 将 达 到

50%。

随着 OLED 显示屏迅速取代智能手机

中的 LCD 显示屏，未来 OLED 中小尺寸面

板市场随着中国智能手机厂商搭载 OLED

面板比重的增加、可折叠手机的上市，以及

5G 通讯服务的扩大，将呈现快速增长趋

势 。 应 用 端 的 迅 猛 增 长 拉 升 了 行 业 对

OLED面板的需求。

除了已经量产的OLED产线之外，国内

面板厂商继续加快建设 OLED 产线的脚

步。京东方、维信诺、柔宇、天马等企业先后

先后有多条OLED产线启动运行、点亮投产

和量产出货。随着 OLED 面板企业加速生

产线量产进度，未来对金属掩膜板的需求也

会越来越大。

据 IHS 预 计 ，高 精 度 金 属 掩 模 板

（FMM）市 场 将 以 38% 的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CAGR）从 2017 年的 2.34 亿美元增长到

2022年的12亿美元。

“每条 6 代线预估每年需要 200 套金

属掩膜板，假设能够占据 6 条线的市场

份 额 ， 将 创 造 不 低 于 2 亿 元 的 产 值 ，

OLED 金属掩膜板本土化机会非常大。”

隋鑫说。

产学研合作加快显示产业上游发展

FMM的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