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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的液晶如何延续优势

据群智咨询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
液晶电视面板的出货数量为6303万片，其中
中国大陆厂商的出货量占比高达55%。

随着三星显示和 LGD 先后宣布退出
LCD产业，以京东方、TCL华星为代表的中
国大陆厂商在LCD的主导权将进一步提升。
CINNO Research 数据显示，全球 7 代以上
LCD产线中，中国大陆厂商的产能面积占比
将 从 2019 年 的 44.8% 提 升 至 2020 年 的
53.3%。随着韩国产能的退出，到 2021 年，这
一比例将提升至65.3%。

在2009年之前，“缺屏之痛”曾困扰着我国
彩电产业的发展，由于电视厂商的屏幕主要依
赖进口，电视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随着京东方
在国内首条6代TFT-LCD生产线实现量产，我
国逐渐打破TV面板主要从海外进口的局面。之
后的十年间，京东方相继投建了国内首条8.5代
线、全球首条最高10.5代线、全球领先的第6代
柔性AMOLED生产线，带领中国大陆显示产业
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

“我国液晶显示产业从‘缺芯少屏’走向
全球领先，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条‘政产学研
用’结合的发展路径。”欧阳钟灿表示。他指
出，“政”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发展显示产业
的关注和支持；“产”是京东方等企业坚持自
主创新，并着力培养本土人才；“学”是一批具
有学术背景的技术人员投身到显示产业建
设；“研”是科研先行的理念和扎实的理论研
究；“用”是我国的海信等电视厂商不断推出
创新产品。正是“政产学研用”的协同合作，实
现了我国显示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目前，液晶面板行
业规模趋于稳定，京东方等龙头企业凭借高
世代线获得领先优势，获得优势市场份额。随

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产品的推陈出新，液晶
显示的生命周期还将延续。欧阳钟灿认为，
我国要保持在液晶显示的优势地位，除了产
学研各界通力合作，还要继续推动液晶显示
技术的创新迭代。

2019 年，我国液晶显示取得了诸多进
步，出现了媲美 OLED 的高端 LCD 显示创
新，提升了液晶显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其
中，海信推出的叠屏电视通过采用京东方
BD Cell 技 术 ，解 决 了 LCD 对 比 度 不 及
OLED的问题。BD Cell采用双层液晶设计，
包括显示液晶层和控光液晶层，调光液晶层
利用TFT电路控制控光液晶层进行准确遮
光，拥有百万个控光分区，每个分区单独控
制开关明暗，使液晶显示屏能够实现百万级
超高对比度和12位色深体验。

“液晶显示就像用电压控制透明度的窗
帘，而自发光的OLED就像开关灯，一灭就
全黑一开就全亮，对比度很高。海信采用京
东方BD Cell技术的叠屏电视，黑色接近纯
黑，解决了对比度的问题，成本也比OLED
低了很多。”欧阳钟灿说。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曾说过，除了LCD和
OLED之外，还会有新的显示技术出现，虽然
创新的结果不可预计，但这就是创新的魅力。

Mini LED的前景就被普遍看好。在专
业显示、医疗显示、车载显示以及其他消费级
高端显示产品上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仅城
市亮化市场就可以达到千亿元级别。京东方
等企业纷纷把 Mini LED 作为重点关注方
向，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当前Mini LED背
光多采用PCB材质，受限于PCB基的灯板尺
寸，一个65英寸电视需要至少10块或更多单
块灯板进行拼接组装，存在拼缝问题。为解决
拼缝对画质的影响，京东方创新采用玻璃基
灯板技术，基于玻璃基板平坦度高、金属走线
精度高等优势，支持大尺寸灯板制作，可以采

用一整块玻璃制作65英寸电视所需的灯板，
解决了拼缝问题。目前无论是核心的LED芯
片，还是玻璃板，京东方都已经具有先发优
势，京东方还和美国Rohinni成立一家合资
公司，攻克该领域的巨量转移技术难题。京
东方最新的Mini LED背光显示技术，具有
超薄、超高亮度、超高对比度、超高分区等优
势，采用该技术的Mini LED背光产品预计
于今年第四季度上市。

稳健筑基的OLED后来居上

由于具有发光效率更高、对比度高、功
耗低、可柔性化等优势，OLED能满足新兴
消费需求，也因此成为被普遍看好的下一
代新型显示技术。

对于我国 OLED 显示的发展，欧阳钟
灿很有信心。在科研方面，我国对OLED的
科研起步较早，1996 年清华大学就成立了
OLED 项目组。在产业布局方面，京东方、
TCL华星、维信诺、天马、上海和辉光电等
企业都在加紧部署 OLED 业务。以京东方
为例，其于 2001 年就启动了 OLED 新型显
示科研，培养了很多与企业一起成长的年
轻人才，2017年实现了中国第一条、全球第
二条6代AMOLED显示屏生产线的量产。
Omdia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开工建设的
6 代 AMOLED 生产线有 6 条，2021 年生产
能力将达到715万平方米。在应用层面，柔
性 AMOLED 器件增长迅速，2019 年全球
AMOLED 智能手机面板出货约 4.8 亿片，
同比增长约18%，占整体智能手机面板出货
近26%，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我国2017年以前基本是零柔性，但到
了2018年，AMOLED全球出货量占比5%，
2019 年中国 AMOLED 面板厂出货量约
5600万片，全球占比达到12%，发展很快，有

机会后来居上。”欧阳钟灿表示。
京东方近几年在柔性显示领域增长势头

强劲，打孔屏、瀑布屏、折叠屏相继实现量产，
并应用于终端品牌。但是，OLED柔性显示技
术门槛较高，还面临诸多挑战。首当其冲的就
是屏幕的寿命问题。目前，市场上柔性OLED
手机主要有两种像素排列方式，京东方采用
的 是 自 主 研 发 的 GGRB 像 素 排 列 方 式 。
GGRB显著的特点是在相当的显示效果前提
下，子像素发光面积占比更大，可有效改善烧
屏问题，在像素密度更大的高分辨率产品方
面具有领先优势。该技术为京东方自主设计，
获得了2019年中国专利银奖。

“在OLED的三原色中，蓝色像素点寿命
最短。要满足电视观看需要，蓝色像素点的使
用寿命要达到10000小时以上。三星、京东方
都通过改变像素排列方式，尽可能让蓝色的
发光面积变大。如此一来，可以在保证屏幕亮
度的同时，降低通过蓝色像素点的电流。”欧
阳钟灿指出。

目前，全球在建和计划建设的 6 代柔性
AMOLED生产线已有十余条。欧阳钟灿表示，
我国在发展AMOLED的过程中，要注重量产
工艺的研发储备，强化产业配套，并避免不考虑
市场需求、产业基础和配套条件的投资乱象。

“我国应稳健发展AMOLED，将主要精力
用于生产线的产能的发挥、良率提升，以及新品
的开发和市场的扩展上。同时，加大研发投入，
注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生产工艺技术、关
键上游材料和设备的开发。”欧阳钟灿建议。

抓住5G机遇下的新应用新需求

移动通信的技术成果转化，是从显示开
始的。欧阳钟灿为记者举了德雷珀奖的例子。
从2012年到2016年，有着“工程诺贝尔奖”之
称的德雷珀奖全部授予移动通信相关的发

明，首先是2012年授予为液晶显示做出贡献
的四位专家，2013年至2016年又陆续授予了
为手机、锂离子电池、LED、维特比算法做出
贡献的专家学者。

同样，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
落地将催生显示产业的新需求与新应用。

欧阳钟灿指出，8K 将在 2022 年步入快
速增长期，65、75英寸将成为主流尺寸，8K+
5G 将为显示产业发展注入动力。在新中国
成立70周年阅兵的8K+5G直播及转播过程
中，京东方的75英寸8K监视器、110英寸8K
超高清显示屏被用于转播车和直播报道。

“8K 显示屏分辨率达到 7680×4320 像
素，是 2K 的 16 倍；刷新率已达到 120Hz，是
2K 30Hz的4倍，因此8K单位时间传输的信
息量是2K 的64 倍。而5G 的传输速度是4G
的 10 到 100 倍，能够支持 8K 的传输并实现
更加细致的画面表现。有了5G，8K能更好的
发展；有了8K等产品，5G的技术转化才不会
落空，两者密切相关。”欧阳钟灿说。

在柔性显示方面，5G 手机将推动全面
屏、折叠屏等柔性AMOLED的崛起。在2019
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华为发布的 5G
折叠屏手机 Mate X，获得了“MWC 2019 最
佳新联接移动终端”奖。数据显示，京东方柔
性 OLED 在国内以 86.7%的市占率位居首
位，搭载京东方柔性屏的华为、荣耀、摩托罗
拉、LG、OPPO、努比亚等高端柔性手机已量
产上市。全球头部手机厂商的旗舰机型采用
中国面板厂商的柔性产品，也从一个侧面证
明了国内厂商的突破。

“除了全面屏、折叠屏，未来还可能出现
拉伸屏。除了手机应用，智能座舱等车载显
示领域所需的仪表显示、导航显示、娱乐副
驾显示，也是柔性屏在5G时代的重要发展
方向。”欧阳钟灿指出。而在上述新兴领域，
京东方等中国厂商也已经做好准备。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

领跑液晶显示赛道后
中国显示产业如何更进一步？

本报记者 张心怡

“我国的LCD产业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在OLED产业，我国也实现了快速突破，核心竞争力与日俱增。”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
日前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经历数十年的耕耘发展，中国显示产业已经成为全球重要一极。欧阳钟灿指出，在液晶显示领域，我国需要更多的技术产品创新，并抓
住5G、8K、大尺寸带来的新需求与新机遇，延续在液晶显示领域的优势地位。对于OLED柔性显示，我国一方面要克服柔性技术本身的难
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厂商在工艺、产业配套化等领域的发展，真正实现“后来居上”。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常务副理事长梁新清：

我国显示产业具备抗击风险的能力

“新型显示产业的优势是产业
链配套全、应用市场大，尽管新冠肺
炎疫情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中
国新型显示产业一直在‘转危为
机’。”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
晶分会常务副理事长梁新清在日前
召开的 2020 年全球显示产业春季
行业趋势发布会上表示。

显示产业发展

信心最重要

在巨大的市场拉动作用下，经
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显示产业已
经在全球占据约 50%的市场份额，
在中国大陆形成了非常强大的上游
产业配套体系，主要原材料很大一
部分是在本地解决。

梁新清表示，从对抗疫情的表
现能看出，我国的显示产业链配套
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具备了
抗击风险的能力。

2019 年中国大陆成为全球产
业规模最大的地区，诸多利好也
在显现，例如从 2019 年第四季度
开始，全球面板市场的价格出现
反 转 ；再 比 如 ，我 国 部 分 柔 性
AMOLED 产线陆续建成，进入爬
坡量产阶段。2020 年是一个非常
关键的时期，中国大陆面板厂商
本可“乘胜追击”。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抑制了市场
需求的增长。梁新清认为，在这个
发展关键点遇到疫情，对中国显示
产业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打击，也是
非常大的考验。“最终的损失和影
响，目前还没办法量化，未来确实存

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坦言。
梁新清指出，中国大陆企业要从

三个方面努力。第一，要保持信心，
信心来自整个信息化社会对显示产
品的需求不会改变，而且只会多不会
少。第二，我国显示行业的上下游产
业链以及终端应用配套比较完善。
疫情使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少了，
但通过网络技术的交流更多了，而这
些交流都离不开显示产品。因此企
业要有敢于创新的决心和目标，加大
产业链的协调，加大应用创新力度，
把问题变为成机遇。第三，这次疫情
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
不能躲过，但企业只要持续进行技术
创新，加大研发投入，行业就会始终
保持发展的活力。

关键材料短缺？

不必忧虑

有业内人士对我国显示产业有
可能面临材料短缺表示担忧。对此，
梁新清并不这样认为。

近几年，全球显示面板市场每年
都保持2亿平方米左右的需求量，电
视和手机的需求量分别保持在 2 亿
台、15亿部左右，虽有波动，但是基本
盘不会有太大变化。

“巨大的产能吸引全球同行在中
国这个区域大量投资，形成完整供应
链体系。离开产业集聚区域，去其他
地方投资建厂，属于逆势而动。”梁新
清分析道。

另外，显示行业很多配套材料是
行业专属，离开显示行业，则失去其
用途。因此从客观的市场作用力来
看，所谓“关键材料短缺”的顾虑是多
余的。

梁新清强调，这几年中国大陆
企业通过市场上的摸爬滚打，形成
了非常强的能力，逐步填补了行业
空白。“个别核心关键材料可能会面
临短缺，但比例不会很大，陆续也会
有补位。”他说。

要防止出现

无序投资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特别是面
板产线需要保持24小时运转，显示
行业是疫情当中为数不多的没有全
面停产的行业。

梁新清透露，我国显示企业从
五月份开始，已基本进入复工复产、
重新振作的阶段。“市场虽受一定影
响，但潜力仍然很大。”他说。

由于全球疫情尚不明朗，到底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到什么程度、
对经济的伤害程度有多大，目前还
很难预判。梁新清表示，行业要想
尽一切办法在稳定市场、促进市
场、开发市场方面努力。企业要努
力弥补疫情造成的损失，各级政府
也会千方百计支持有一定市场潜力
的企业发展。

梁新清分析认为，政府会把显
示产业作为疫情后推动经济发展的
重要产业予以重视，在政府宏观政
策的支持下，企业应继续扩大市场、
加强研发力度。

同时梁新清也告诫行业，要防
止不具备条件的地方或企业主体，
不顾市场容纳能力和自身条件跻身
到显示产业，出现无序投资、低水
平重复建设情况。“国家和地方主
管部门在这方面要加大宏观指导力
度。”他建议。

本报记者 邱江勇

《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发布
明确超高清标准体系建设目标

本报记者 王伟

5 月 21 日，工信部、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印发《超高清视频标准体
系建设指南（2020 版）》（下文简称

《建设指南》）。《建设指南》对未来
三年标准体系建设提出建议，2020
年实现制定 20 条以上急需行业标
准的目标；到 2022 年，进一步完善
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制定 50 项
以上相关标准。

超高清视频产业生态体系主要
包括核心元器件、内容制播、网络传
输、终端呈现、服务以及应用等。其
中，核心元器件为超高清视频专用
基础元器件；内容制播包含超高清
视频的生产与播出；网络传输指超
高清视频的传输渠道；终端呈现涉
及电视机、机顶盒等产品；服务包括
集成平台、内容供给、内容分发等服
务业态；应用为超高清视频与各行
业融合形成的行业应用模式。

《建设指南》对未来三年的标准
体系建设提出具体目标。到 2020
年，初步形成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
制定急需标准20项以上，重点研制
基础通用、内容制播、网络与业务平
台、终端呈现、安全与监管、行业应
用等关键技术标准及测试标准。

其中，行业应用标准主要涉及
五大方面：一是超高清安防监控系
统等安防监控应用，二是超高清互
动显示屏、超高清影院系统、超高清
视频会议系统等文教娱乐应用，三
是超高清术野摄像机、超高清医疗
监视器等医疗健康应用，四是超高
清车载行车记录仪、超高清车载显
示器等智能交通应用，五是工业生
产线中使用的智能图像识别、自动
光学识别、非接触光学测量、非物理
缺陷维修等工业制造应用。

《建设指南》也指明未来三年
的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建设重点
工作：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在工
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多部
门协调、多标委会协作等工作
机制，积极发挥相关标准化技
术组织的作用，着力构建满足
产业发展需求、先进适用的超
高清视频标准体系。

二是实施动态更新。紧跟超
高清视频技术发展趋势，系统分
析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漏
洞，对现有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进
行动态更新完善，不断适应产业
发展需求。

三是加快标准研制。加快推
进超高清视频相关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制定，推动标准试验验
证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
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和保障。

四是加强宣传培训。充分发
挥主管部门、产业联盟和产业公
共服务平台的作用，加强标准体
系和重点标准的宣传培训工作，
推动标准的有效实施。

五是推进国际合作。加强与
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标准化
组 织（ISO）、国 际 电 工 委 员 会
（IEC）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交流
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
动，为全球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
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秘
书长温晓君在接受《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标准问题是超
高清视频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之
一。当前超高清视频基础通用、
内容制播、网络与业务平台、终端

呈现、安全与监管、行业应用等相
关标准尚未健全，端到端的标准体
系尚未打通，不利于超高清视频安
全播出与观影体验提升，也影响了
产业健康发展。

记者观察到《建设指南》进一
步明确超高清视频标准体系包括
六大部分，分别为基础通用、内容
制播、网络与业务平台、终端呈
现、安全与监管以及行业应用。

《建设指南》点明了加强统筹协
调、实施动态更新、加快标准研
制、加强宣传培训及推进国际合
作等六项重点工作。此外，《建设
指南》还详细列出了已发布、制定
中或者拟制定的超高清视频标准
体系标准项目106项。

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标
准制定工作组成员、中国电子技术
标准化研究院电子设备与系统研
究中心数字媒体研究室主任孙齐
锋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标
准制定工作组正在推进相关标准
的制定工作。预计会超额完成《建
设指南》提出的今年制定 20 项以
上急需标准的任务。

温晓君认为，《建设指南》的发
布有利于超高清视频全产业链统
一认识，坚持标准先行、统筹规划，
促进国标、行标、团体标准协调发
展，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标准制
定、生态培育中的积极作用，对于
规范市场、促进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孙齐锋向记者表示，《建设指
南》目前是2020年版本，未来还可
能根据产业发展变化进行延伸和
调整，因为标准体系建设是一个动
态的工作，将会根据产业发展变化
和需求做出相应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