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显示 52021年9月3日
编辑：邱江勇 电话：010-88558837 E-mail：qiujy@cena.com.cn

粗略算来，小间距产品在我国

已经发展了十年，产品性价比越来

越高的同时，技术也日臻成熟，使用

场 景 和 市 场 体 量 亦 同 步 增 长 。

Mini/Micro LED 芯片不仅可以作

为直显产品应用于商用显示领域，

还可以作为背光源应用于电视、平

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车载屏幕等

终端显示产品中，市场前景巨大。

Trend Force集邦咨询的报告显示，

到 2024 年，全球 Mini/Micro LED

市场规模将达42亿美元。

近年来新型显示产业链企业纷

纷入场 Mini/Micro LED 领域。不

仅有LED厂商三安、晶电、华灿、国

星、瑞丰、雷曼、利亚德、洲明科技、

鸿利、沃格光电等持续推进 Mini/

Micro LED 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

还包括京东方、TCL华星、惠科、友

达、群创、彩晶等面板企业。

Mini LED 作为 Micro LED 的

过渡技术，成长速度也极快。随着

苹果、华为、三星、海信、创维、LG、

TCL 等终端品牌积极投入，Mini

LED 背光产品迅速在高端市场铺

开，这也直接拉动了上游LED企业

的业绩。Trend Force 集邦咨询的

报告显示，2024 年，Mini LED 市场

规模有望增长至11.5亿美元。

对于下半年的发展预期，LED

企业纷纷表现出极大的信心。深度

科 技 研 究 院 院 长 张 孝 荣 认 为 ，

LED 厂商下半年的经营效益有望

继续提升。

聚灿光电相关负责人指出，今

年下半年，在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

升、成本获得有效管控、产能利用率

提升、市场需求高涨等积极因素的

推动下，LED 企业的经营效益有望

持续保持景气状态。

“预计下半年公司产品将出现

供不应求的现象。”利亚德相关负

责人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该

负责人表示，随着 LED 行业不断

创造需求新高，利亚德不仅国内显

示市场的新签订单创下历史新高，

海外显示市场的新签订单也实现了

大幅增长。

据了解，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

利亚德的订单恢复得比较快，尤其

是海外市场的业务情况比想象中

好，目前海外订单已经超过了历史

最好水平，最大的压力来自供应

链。今年 6 月份，Micro LED 产能

已经扩增到800K，现在依然是满负

荷运作。预计今年第三季度，海外

业绩增长将更加可观。“接下来的一

两个月，企业将根据市场情况把握

扩展节奏。”上述负责人强调。

洲明科技常务副总裁武建涛在

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Mini LED已经迎来规模商业化

元年，各大巨头纷纷推出采用 Mini

LED 背光或类似技术的产品，Mini

LED 产业正全面爆发，布局 Mini-

LED 将成为 LED 企业一个绝对的

利润增长点。”

武建涛表示，洲明科技上半年

扩充的 5 条 Mini LED 产线已开始

投产，以Mini LED为主的大亚湾二

期项目预计本月内正式启动投产仪

式，逐步实现产能爬坡。预计今年，

洲明科技Mini LED将实现4亿到5

亿元销售额。

业 内 人 士 认 为 ，Mini/Micro

LED 目前的渗透率还不是很理想，

这主要与成本相关，而成本受芯片、

封测、设备等因素影响。理论上当

点 间 距 低 于 0.9mm 之 后 ，Micro/

Mini LED才会更经济，使用量和订

单 就 会 大 幅 增 加 ，同 时 人 们 对

Mini/Micro LED 显示的需求也会

随之增长。而这种技术突破也将为

LED企业带来更大增长空间。

业绩报喜，LED行业景气高涨

关于苹果将推出折叠屏手机的

风声再起。苹果供应链近期爆出消

息，相关样品已送至富士康、新日兴

等厂商进行测试。

折叠屏iPhone进入“备战”

针对苹果折叠屏手机开发进度，

此前有消息指出，苹果公司首款折叠

屏iPhone将于2022年11月问世。但

苹果官方一直未给予回应。近日，苹

果供应链亦爆出消息称，相关样品已

送至富士康、新日兴等厂商测试。现

阶段，苹果主要进行屏幕关键零部件

和折叠部件的耐用性测试，而可折叠

iPhone 所需要的柔性 AMOLED 屏

幕将由三星提供。

据悉，苹果现已进入折叠屏

iPhone“备战”阶段，而折叠屏样机

所需的屏幕、轴承等关键零组件已

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除了屏幕仍

然由三星提供外，轴承则由多家供

应商共同供应，中国台湾企业新日

兴将作为主要零配件供应商，完成

最后组装的将是苹果最大代工伙伴

鸿海（富士康）。

近年来，折叠屏手机被行业认

为是下一代手机形态。在全球智能

手机出货量持续下滑的行业背景

下，折叠屏手机被视为激发市场活

力的新动能。

市场调研机构Strategy Analyt-

ics预测，全球可折叠智能手机的出

货量将从2019年的不足100万部增

长到2025年的1亿部。IHS也预估，

可折叠手机 2020 年出货量预计达

520 万台，2019 年至 2025 年可折叠

手机出货量有望从不到150万部增

至 5000 万 部 ，市 场 渗 透 率 达 到

3.37%，年复合增长率高达80%。

面对折叠屏手机蓝海市场，三

星、小米、华为、柔宇、摩托罗拉

等手机厂商均已陆续推出折叠屏手

机产品。

能否走向巅峰还是未知数

事实上，苹果一直在持续累积

折叠屏手机专利。自2016年苹果第

一次申请专利开始，几乎每年都有

新的折叠屏手机相关专利被曝光。

2017年，苹果拥有了可折叠显示屏

专利；2018年苹果又拥有了一项有

柔性铰链的可折叠 iPhone 专利；

2020年，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外

观设计被露出，从设计图看，折叠屏

iPhone将由两块独立的屏幕无缝链

接构成。

不过，折叠屏手机虽然讨论度

很高，但目前真正投入量产的折叠

屏手机并不多，即使是已经有多款

产品面世的三星也并没有真正打开

折叠屏手机市场。业内人士分析称，

高昂的产品定价阻碍了折叠屏手机

的快速发展。

华为消费者业务负责人余承东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别看

一台折叠屏手机定价高达 16999

元，但实际上企业还是亏本的。目

前，折叠屏手机屏幕的良品率并不

高，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只有在良品

率提升到一定程度，生产规模起来

之后，企业才能扭亏为盈。

归根结底，占手机主要成本的

折叠屏幕才是关键。有业内人士称，

折叠屏 iPhone 现阶段的测试涉及

屏幕技术，采用 OLED 屏幕还是

Micro LED 屏幕，将决定后续整机

的组装方式。

高昂的成本、较低的良品率与

尚未成熟的技术，都是横亘在折叠

屏手机面前的路障。苹果能否在明

年携可折叠 iPhone顺利攻入市场，

此后又能否在其强大的品牌和技术

光环下引领折叠屏手机走向巅峰，

还都是未知数。

苹果看好折叠屏

折叠iPhone或将登场

2021 年以来，广告业持续回

暖，中国液晶数字标牌市场发展回

归常态化。据洛图科技（RUNTO）

统计数据，2021 年上半年，中国大

陆液晶数字标牌出货 51.6 万台，同

比增长98.6%。

分场景来看，液晶数字标牌分为

户内和户外液晶数字标牌。户内液晶

数字标牌包括梯媒和非梯媒产品，非

梯媒产品包括立式、壁挂式、卧式数

字标牌、电子水牌、海报机等。

上半年，户内液晶数字标牌出

货占比 95.2%；户外液晶数字标牌

占比 4.8%，同比上升 3.5个百分点，

主要受益于智慧交通项目的实施。

户内：市场规模近翻倍

据洛图科技（RUNTO）数据，

2021 年上半年户内液晶数字标牌

出货 49.1 万台，同比增长 92%。其

中非梯媒产品出货 40.2 万台，同比

增长86%。梯媒产品在新潮和分众

传媒的策略布局以及全国老旧小区

改造升级提速的拉动下，市场需求

回升显著。2021 年上半年梯媒产

品出货 8.9 万台，同比增长 1.2 倍以

上，市占同比上升2.6个百分点。

在梯媒产品市场，头部传媒企

业自 2019 年下半年开始将战略重

心调整为停止扩张，以点位优化为

主，通过增加一、二线城市优质点位

的数量提高上刊率。战略规划转变

的成效正在逐渐显现，梯媒数字标

牌的需求开始回暖。

在非梯媒产品市场，多样化的

形态正在融入场景智能化的建设和

升级中。从产品类型看，壁挂和竖

式广告机是户内市场的主流。2021

年上半年，竖式广告机在非梯媒广

告机市场出货占比达 42.5%，壁挂

式广告机占比 38.5%，两者占比的

排名发生了交换。电子水牌因商业

零售行业的需求增加，市场份额同

比上升4.3个百分点。

从尺寸结构看，户内液晶数字

标牌中大尺寸产品增长显著。2021

年上半年，受零售应用需求增加带

动，50英寸以上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1倍以上，市场占比同比增长 4.5个

百分点。其中 50 英寸至 59 英寸段

产品增长最快，市占比上升了2.3个

百分点。

从行业应用结构看，2021 年上

半年户内液晶数字标牌在各场景下

的格局变化并不大，市场仍旧以传

媒、商业零售领域为主，占比接近6

成，同比上升4个百分点。

户外：智慧城市需求逐渐释放

2021 年上半年户外液晶数字

标牌出货 2.5 万台，同比增长超 4

倍。增长来自于智慧城市项目的逐

步实施和广告主在户外场景加大投

放力度。

交通、社区、商业地产等行业是

户外数字标牌的主要应用领域，

2021 年上半年市占比接近 76%，交

通行业市场份额同比上升3个百分

点。从出货量看，需求增速最快的

是商业零售，主要由于餐饮企业为

挽回疫情造成的重创，通过大量增

加户外媒体投放等措施加强品牌营

销力度，吸引消费者眼球。未来，智

慧城市的建设将继续拓宽户外液晶

数字标牌在交通、社区、旅游等行业

的应用。

全年增长有望超60%

2021 年上半年，液晶数字标牌

触控产品销量达 23.9 万台，同比增

长超1.2倍。

广义上的液晶数字标牌产品范

围还包括自助服务设备（以上统计

数据均未包含）。疫情下“无接触”

经济快速增长，自助服务设备需求

持续递增。从餐饮的自助收银机到

酒店的自助入住机，自助服务设备

应用领域广泛，产品功能性强。

2021 年液晶数字标牌出货将

达119万台，增长63.2%。经济形势

向好和政策加持的双轮驱动将促进

液晶数字标牌市场继续维持高增长

的态势。 （洛图科技供稿）

需求释放

拉动液晶数字标牌市场大涨

本报记者 谷月

本报记者 谷月

近期，LED企业密集发
布2021年上半年财报，三安
光电、利亚德、木林森等产业
链龙头企业相继“报喜”。

通过普涨的业绩数据可
以看到，LED行业正在进入
高景气区间。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大部分LED企业都在
布局小间距LED相关产品，
Mini LED 和Micro LED的
良好发展态势成为行业业绩
大幅提升的重要原因。

“大涨”，这是 LED 上市企业

2021 年上半年成绩单的关键词。

在显示市场景气度持续走高的背景

下，今年上半年，LED 上市企业也

大部分实现了营收和利润同比双双

大增。

上游方面，全球 LED芯片龙头

三安光电上半年实现营收 61.14 亿

元，同比增长 71.38%，净利润 8.84

亿元，同比增长 39.18%；华灿光电

上半年营收和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49.20%和77.13%。

中下游 LED封装、LED照明及

LED 显示企业上半年的业绩表现

也毫不逊色。中游方面，封装厂商

木林森上半年营收达91.27亿元，同

比增长28%，归母净利润6.46亿元，

同比增长 180.79%；另一封装大厂

兆驰股份上半年收入25.89亿元，同

比增长89.51%。

下游方面，利亚德上半年营收

和 净 利 润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4% 和

26.7%，洲明科技上半年营收和净利

润分别增长57.57%和14.38%。

晶丰明源、士兰微、富满电子、

明微电子等几家企业的净利润更是

较去年暴增超过10倍，其中晶丰明

源的净利润增长了近35倍。

对于 LED 企业业绩普涨的原

因，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主要是受

益于 LED 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

新兴照明业务增长、芯片价格提

高，特别是终端对小间距 LED 显

示产品需求的增长成为推高业绩的

重要支撑。

记者查阅各企业发布的财报发

现，大部分 LED 企业都在布局小

间距LED相关产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

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因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LED 芯片行业经历

了一轮全球去库存，所以中期来看

LED 芯片需求表现得十分火爆。”

在上游原材料缺货涨价、下游应用

需求旺盛导致的供不应求局面之

下，LED 产品量价齐升，企业利润

随之大幅上涨。

新益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

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证实了这一

说法，他指出：“今年上半年LED企

业业绩大涨，主要是受益于 Mini

LED的良好发展态势。”

上半年，华灿光电Mini LED产

品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140%，已有

多款搭载其 Mini LED 背光产品的

消费电子新品推向市场。在 Micro

LED 领域，华灿光电中小尺寸产品

与战略客户的合作取得关键进展，

良率稳步提升。

目前聚焦Micro LED产品商用

市场的利亚德，计划今年在 Micro

LED领域完成3亿元营收。利亚德

方面表示，公司从去年 10 月开始

向市场投放Micro LED产品，订单

需求良好，海外订单随之增加，

去年实现销售收入 3000 万元，今

年计划完成 3 亿元左右的销售收

入，实现 10 倍增长。据悉，利亚

德的Micro LED产品已经出售给沙

特石油、俄罗斯电视台等国外巨头

公司，以及国内的国家能源等众多

企业。

Mini/Micro LED成为业绩提升重要原因
终端对小间距LED显示产品

需求的增长成为推高业绩的重要
支撑。

下半年产业曲线上行不变
对 于 下 半 年 的 发 展 预 期 ，

LED产业链企业纷纷表现出极大
的信心。

国内液晶面板三强首次全球出货面积占比过半

2020 年 下 半 年 到 今 年 上 半

年，LCD TV面板价格高企，尽管

由于驱动 IC 等上游关键材料供货

不足等影响了面板企业放量，但今

年上半年各面板厂出货量和出货面

积均保持同比增长。近日，国内显

示面板企业半年报相继出炉，京东

方、TCL 华星、深天马、彩虹股

份、龙腾光电、维信诺等面板大厂

的营收和盈利均大幅提升。根据

CINNO的数据，京东方、TCL华

星、惠科 2021 年上半年 LCD TV

面板出货面积占当期全球总出货面

积50.9%，首次过半。

京东方近日发布了 2021 年半

年 报 ，营 收 首 次 突 破 千 亿 元 ，达

1072.85 亿元，同比增长 89.04%；归

母净利润 127.62 亿元，同比增长

1023.96%，净利润同比增长超十倍。

群智咨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京东方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等五大应

用领域显示屏出货量均位列全球第

一，柔性屏市占率位居国内行业第

一、全球第二。此外，其8英寸以上

车载显示面板市占率也继续保持全

球第一。

此外，京东方产品结构进一步

改善，高端产品占比明显提升，新项

目产能释放、去年收购项目使今年

合并范围扩大等都使其盈利能力继

续提升，行业龙头优势地位进一步

体现。

TCL 科技 2021 年上半年财报

显示，报告期内，TCL 科技实现营

业 收 入 743.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3.3%。TCL 旗下的 TCL 华星实

现了销售面积 1779.2 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 25.3%；半导体显示业务实

现营收达 408 亿元，同口径同比增

长93.6%。

其中，TCL 华星大尺寸面板出

货面积达 1698.8 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 24.3%；实现营收 282 亿元，同比

增长 131.9%，净利润 71.7 亿元，同

比增长 1384.6%。据了解，在全球

大尺寸 TV 面板市场中，TCL 华星

55英寸产品份额位居全球第一，65

英寸和75英寸产品份额全球第二，

32 英寸产品份额全球第三，在 8K

和 120Hz 高端电视面板市场份额

跃居全球第一。

根据 CINNO 的数据，2021 年

上半年，京东方、TCL 华星完成产

能并购与新建产能开出后，进一步

扩大产能优势，拉开与其他厂商的

体量差距。惠科近年来快速扩产最

终反映在了出货业绩上，出货面积

排名首次进入前三。以上三家国产

头部厂商 2021 年上半年 LCD TV

面板出货面积占当期全球总出货面

积50.9%，首次过半。

据悉，作为近年来扩产动作迅

猛的后起之秀，惠科新产线为其丰

富产品结构、提高大尺寸产品交付

能力提供了保障，也支撑其出货面

积首次升至第三位。韩国三星显

示、乐金显示 LGD 两家厂商受到

面板涨价的影响，分别暂缓 LCD

产能清退，韩国乐金显示 LGD 的

出货面积甚至还有所恢复，重回第

五位。业内人士认为，行业出货占

比将进一步向几家规模较大的中国

面板厂商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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