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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21 日，2020 世界
显示产业大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
开。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徽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文
强出席大会，并就 2020 年新型显
示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发
表演讲。刘文强表示，作为数字时
代信息显示载体和人机交互窗口，
新型显示已成为升级信息消费、壮
大数字经济、发展电子信息行业过
程中的关键环节，对全球经济社会
智能化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
战略性意义。

“在人类视觉、听觉、触觉、味
觉、嗅觉的五大感官系统中，相关技
术发展最快的是视觉，变化最大的
也是视觉。”刘文强说，“进入信息时
代以后，视觉占比从原来的 60%提
升到83%，从手机显示屏、计算机显
示屏到车载显示屏、电视显示屏，显
示完全融合到生活中。”

全球经济下挫

显示行业上扬

刘文强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
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经济增长
速度明显放缓。从今年第三季度主
要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对比中
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恢复正增长，一
枝独秀。而世界新型显示产业发展
呈现出四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全球经济下挫
明显，显示行业逆市上扬。在疫情
期间，全球远程会议、远程教育、居

家娱乐需求全面提升，电视销量的
环 比 增 长 达 到 38% ，增 幅 很 大 。
2018 年到 2020 年，液晶面板价格走
势比较平稳，而自今年年初以来，价
格 增 长 了 50% ，面 板 价 格 快 速 回
升。我国一些企业受疫情影响，最
初放缓了发展步伐，后来逐渐恢
复。但是国际上一些企业受疫情影
响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影响
很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第二个趋势是，“三国四地”格局
依旧，中国大陆后来居上。从全球总
体格局来看，“三国四地”的格局没有
大的变化，但具体来看，中国大陆部
分后来居上。当前全球新型显示面
板的生产主要集中在韩国、日本、中
国台湾、中国大陆四个地区三个国
家。疫情加速了韩国退出液晶面板
的生产，中国大陆的产能占比加速提
升，2020年有望超过60%。

第三个趋势是，信息交互愈加普
及，应用场景多元发展。现在越来越
多的领域需要智能显示，工业互联
网、工业领域的大屏应用也越来越突
出。手机屏幕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
出现瀑布屏、折叠屏等一系列新技
术。硬件技术成为企业竞争的布局
动力，传统的大尺寸电视、电脑的市
场权重仍然比较高。电视现在越来
越朝着大尺寸、超高清、低成本的趋
势发展。车载显示、智能显示以及未
来的虚拟显示，正在进一步拓展新型
显示的应用范围。同时，显示行业的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第四个趋势是，主流的技术不
断完善，渐进式的创新持续推进。
从性能上来看，屏幕对比度有了提
升，正在追求更低的功耗。集成度
也逐渐成为突出的需求，手机屏下

指纹、摄像头技术正在加快发展。
显示形态越来越多样，有折叠式、拉
升式、卷曲式，延续去年的发展势
头，一些新产品上市，也取得了良好
的市场反馈。

我国产业规模居首

形成集聚发展态势

刘文强说，从政策的角度看，支
持力度持续提升，显示产业成为各个
地区的发展重点。面对疫情，我国为
拉动经济做出新部署，这也推动了新
型器件加快发展，5G、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一系列新型
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我国新型显示产
业带来新机遇，各地也在加快推动新
型显示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些政策
中既有顺应专项政策发展趋势提出
的，也有以新器件、数字经济等形式
体现的，都对推动地方显示技术的发
展起到了作用。

从规模来看，中国的新型显示
产业规模全球第一，形成了四大产
业集聚区。从营收看，2019 年新型
显示产业的总营收达到 3700 亿元；
从全球产能的分布来看，中国大陆
成为主要的产能分布区域；从国内
发展区域来看，形成了四大区域，包
括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
地区、中西部地区。广东、安徽、四
川三个省份的产能规模最大，占总
体规模的 61%。从安徽来看，今年
安徽的显示产业规模增长了38%。

从创新来看，技术创新实力正
在逐步增强，新技术布局质量显著
提升。在 TFT-LCD 领域，低温多
晶硅、氧化物等产品量产能力不断

提升，折叠屏、屏下指纹、动态背
光等新技术的开发进一步提升了
我国在 TFT-LCD 领域的优势地
位。在 AMOLED 领域，国内企业
产品逐渐得到品牌企业的认可，
出货量快速提升。折叠屏、透明
屏、屏下摄像头等技术创新取得
丰硕成果。

企业的兼并重组速度正在加
快，龙头企业实力有望进一步增
强。大家可以看到TCL、京东方实
施的并购，对行业的影响非常大。
在相关配套领域，企业在偏光片、设
备等方面都积极地开展并购，也对
行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全
产业链建设看，配套建设正在成为
投资热点，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
各个企业都在积极推动相关投资，
推动相关配套体系的建设。

从资本市场来看，配套体系正
在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从去年到
今年，超过十家企业成功登陆中国
股市，而且还有一批企业正在推进
之中，所以资本的投入也在加快行
业发展。

多种技术并行发展

集成创新成重要方向

展望未来，刘文强表示，一是多
种技术并行发展，集成化创新成为
产业发展新的重要方向。

刘文强说，基于庞大的产业基
础、系统的供应链体系和持续优化
的性能，液晶显示仍然在大尺寸面
板中占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很大的
份额。Micro-LED 的市场份额还
会更大，LED、AMOLED、激光显
示、电子纸等新技术也在快速发
展，在细分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以
交叉融合为主要特征的集成化创
新，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方向。
5G+8K、mini-LED+LCD、传感器+
OLED，正在成为显示产业发展的
重要方向。

二是内容呈现灵活多样，定制
化显示需求不断攀升。

从未来的内容需求和应用场景
来看，有游戏、短视频、车载、医疗等
越来越灵活多样的显示应用。内容
需求推动整机需求，整机需求推动
显示器件的需求。因此高对比度、
高分辨率、高刷新率、低功耗、柔性
化和异形化、3D等，都成为未来的
显示需求。

11月20日—2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0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在合肥市举行。大会以“显示：让世界更精彩 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
由合肥市人民政府、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此次大会主要内容包括开幕式及开幕演讲、主论坛、8场分论坛、显示之夜、创新
成果展示、项目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参观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为了让读者进一步了解本次盛会，本报特摘编嘉宾演讲内容，详见5～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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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约翰·罗杰斯：

“弹性印模”让低成本量产

Micro-LED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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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LED在亮度、像素密度、对比度、视角、刷新
率等关键指标具有显著优势，但在成熟度和成本方面短
板犹存。破局的关键，是如何将数量巨大的LED精确转
移到目标基板上。

11 月 20 日—21 日，2020 世界
显示产业大会在安徽省合肥市召
开。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徽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美国国家科
学院、国家工程院和艺术与科学院
院士约翰·罗杰斯通过视频发表开
幕 演 讲 。 罗 杰 斯 表 示 ， Mi-
cro-LED在亮度、像素密度、对比
度、视角、刷新率等关键指标上具
有显著优势，但在成熟度和成本方
面短板犹存。破局的关键，是如何
将数量巨大的 LED 精确转移到目
标基板上。为此，罗杰斯团队提出
了基于“弹性印模”的微转印技术。

压倒性优势的Micro-LED

有两个“短板”

Micro-LED 是 对 现 有 LCD、
OLED和传统的小间距LED等显示
技术的升级和补充，被视为显示技
术的后起之秀，已经成为国内外显
示厂商和下游终端厂商加紧抢滩的

“技术高地”。
罗杰斯表示，Micro-LED的好

处是效率更高，有更高的亮度、更好
的显色性和更低的功耗。同时，
Micro-LED 有着快速刷新率和广
视角、极短的开关时间和良好的对
比度，是理想的点光源装置。相比
OLED，Micro-LED 有着高出 1000
倍的亮度，在能耗、像素密度、对比
度、使用寿命等方面优势显著。在
工艺流程方面，Micro-LED与柔性
塑料基板有着更好的相性，不需要
复杂的封装方式即可便捷整合到塑
料基板上。

但 是 ，Micro-LED 并 非 在 所
有指标上都压倒 LCD 和 OLED，
在成熟度和成本上，Micro-LED
就落于下风。

成本是技术产品化并进入市场
的“拦路虎”。罗杰斯表示，整合集
成是Micro-LED发展的重要趋势，
能进一步释放 Micro-LED 的技术
优势，并增强Micro-LED对终端市
场的穿透力。Micro-LED 不仅集
成了LED等发光部件，还包括驱动
电路。而驱动电路可以充分发挥
Micro-LED 相对于 OLED、QLED、
LCD的优势。

“我们的制造方法可以把LED
集成并排布到目标基板上。这些基
板可以是玻璃板、柔性塑料板，甚至
弹性板，不仅集成单个发光源，还集
成了硅基IC，例如作为驱动电路的
单晶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等。”罗
杰斯说，“这些成果将对可穿戴设
备、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家庭影
院型显示器、桌面显示器等消费类
电子产品产生革命性影响。”

要实现Micro-LED的集成化，
需要诸多关键技术，其中最具挑战
性的就是巨量转移。罗杰斯表示，

一系列应对 Micro-LED 成熟度和
成本问题的技术方案正在陆续落
地，助力Micro-LED的批量生产。

“弹性印模”兼顾

Micro-LED产量和良率

5G 的商用部署进一步释放大
尺寸面板、车载显示、商业显示、
VR/AR设备等终端产品的巨大应
用潜力，为Micro-LED等新兴显示
技术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
Micro-LED要抓住5G带来的行业
红利，必须在量产技术上实现突破。

基于“弹性印模”的微转印技
术，就是一种应对 LED 批量转移，
且兼顾产量和良率的策略。罗杰斯
表示，LED 可以产生极高的性能，
Micro-LED 制备的微型显示器能
适应任何类型的应用，问题是如何
把 LED 从源晶圆转移到目标基板
上 ，以 实 用 的 方 式 制 造 Mi-
cro-LED，并确保产量和良率。

“我们使用的方法涉及一种‘弹
性印模’。作为大规模平行取放工
具，它可以把已切割和蚀刻的微型
LED 从源晶圆上取下，并批量移
动。之后用标准图像方法和物理气
相沉积技术来实现互连布线。”罗杰
斯说。

这个过程是将对应红、绿、蓝色
Micro-LED 的发射器分别放在不
同晶圆上，并采用LED的标准代工
技术来制造。具体来说，用底切孵
化技术把 LED 从源晶圆取下，让
LED 在图形化定义的位置与下层
晶圆相连接。这样印模可以接触到
已加工的晶圆，把LED从源晶圆平
行移动到目标基板上，然后基于边
缘金属化技术布线，实现LED阵列
的互连。

“在Micro-LED显示器的生产
问题上，这种印模或者说转印过程
将是至关重要的，它具备低成本批
量生产 Micro-LED 的所有特性。”
罗杰斯说。

显示技术的进步永无止境，
“像素引擎包”是罗杰斯团队开发
的最新概念。所谓引擎包，是指由
一对红色、一对绿色和一对蓝色的
Micro-LED 集成于微米级 IC 所构
成的，可以转印和操作的集成模
块。引擎包可以在晶圆上进行组
装和连接，显示器晶圆厂通过印
刷，即可将这些功能元件排布到显
示区的每个晶胞里，之后仅剩的步
骤就是布线。

“我们对 LED 进行印刷，然后
把LED和微米级IC集成在一起，最
终得到微小而密集的像素引擎组
合。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印刷方案排
布像素引擎组合。”罗杰斯说。

基于像素引擎的互连矩阵，能
够进一步简化排布工序，实现系统
中的备份，并消除缺陷，为 Mi-
cro-LED的产业化再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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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四川省

安徽省

重庆市

江苏省

湖北省

湖南省

福建省

政策名称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2020年“数字江淮”建设

工作要点》

《重庆市建设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实

施方案》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一 体 化 发 展 实 施 方 案

（2020－2022年）》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促进经

济稳定增长若干措施》

《湖南省新型显示器件产业

链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0-2022）》

《福建省加快推动制造业优

势龙头企业和小巨人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相关内容

着眼产业分工协作和产业链重构,建设全球重要的以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网络安全、超高清视频

等为支撑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培育集成电路、新型

显示、智能终端、核心软件、人工智能、新一代网络数字产业集群。

全面实施省级重大新兴产业基地三年建设计划，推进合肥新型显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及淮南

大数据、宿州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

重点建设5G网络、云计算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构建“城市大脑”，壮大高端装备、

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

协同建设苏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聚焦各市特色优势产业，统筹建设南京未来网络、

新型显示、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无锡物联网、节能环保、特钢新材料，苏州纳米技术、高端医疗器

械、精密装备制造、汽车关键核心部件，常州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石墨烯、碳纤维及复合材料、光伏

智慧能源，镇江船舶海工、高性能合金材料等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积极承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成果在苏南自创区落地转化。

加强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国家先进存储产业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

平台建设，强化光通信、集成电路等优势领跑地位。支持新型显示、新一代移动通信和下一代互

联网、地球空间信息等重点领域技术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以柔性、超高清、高性价比为技术重点发展方向，巩固消费电子品外观玻璃、2.5D/3D曲面玻璃、

光学薄膜、触摸屏单体和模组等重点产品的市场地位，推动面板用/盖板用玻璃基板提质扩产。

以智能终端产品用中小屏面板为突破口，加快布局TFT-LCD、柔性AMOLED面板、OLED生产

线、新型中小尺寸面板。积极引进智能终端产品及零部件企业，培育智能手机品牌生产、手机/平

板电脑方案、手机产业链关键零部件等企业集群，打造链条构架全的新型显示器件产业链。

新型显示重点发展AMOLED柔性显示面板，支持3D显示、激光显示、柔性显示、印刷显示、量子

点等新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带动为面板配套的彩色滤光片、玻璃基板、偏光片、光学膜、高纯度靶

材、驱动IC和控制IC等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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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为支持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出台的部分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