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新型显示材料产业发展持续向好

新型显示产业是承载超高清视频、物联

网和虚拟现实等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撑和基

础。近十年来，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实现了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CODA统计数据

显示，2021 年国内显示面板营收达 4518 亿

元，同比增长超39%。在显示技术领域，我国

覆盖面最全，TFT-LCD、OLED、Mini/Mi-

cro LED 等显示技术均有布局，器件制造方

面已进入全球领先行列。下游产业的高速发

展，带动显示材料市场持续增长。据中国电

子材料行业协会统计，2021年中国新型显示

材料整体市场规模达2250亿元，行业整体发

展持续向好。

我国显示材料产业

不断壮大

玻璃：TFT-LCD与 OLED面板，玻璃都

是重要的原材料，成本占比超过15%，主要包

括 TFT-LCD 玻璃基板、OLED 玻璃基板、

LTPS玻璃基板、盖板玻璃、柔性玻璃等。我

国玻璃市场规模保持高速增长，2021年我国

新 型 显 示 用 玻 璃 市 场 规 模 达 356 亿 元 。

G8.5+ TFT-LCD 玻璃基板、OLED 玻璃基

板及 LTPS玻璃基板供应仍由国外企业占据

主导地位。从产品发展趋势来看，终端产品

大尺寸化趋势延续，面板生产线也向高世代

线发展。玻璃薄型化是终端便携性与易用性

的必然要求，也是显示材料柔性化的关键，大

尺寸、轻薄化将迎来更多需求。

偏光片：偏光片是显示面板的重要组成

原材料，结构复杂、生产工艺流程多，被誉为

光学行业的“芯片”，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门

槛高的行业。2021 年我国偏光片市场需求

超3.5亿平方米，全球占比近60%。在偏光片

领域，中日韩企业占据了偏光片的多数份

额。杉金光电完成资本并购后，成为全球最

大的偏光片企业。除杉金光电外，恒美光电

等国内企业市场竞争力正在稳步提升。但与

此同时，随着我国偏光片进入全球头部领

域，上下游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也在制约着行

业持续快速发展，亟须创新突破，建立完整

的供应链生态。

掩膜版：掩膜版是微电子制造过程中的

图形转移母版，是新型显示器件生产制造过

程中重要的关键材料。在新型显示领域，美

国和日韩的掩膜版厂商处于垄断地位。特

别是在大尺寸掩膜版与AMOLED用金属掩

膜版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此外，国内掩膜

版的主要原材料和关键生产设备采购相对

集中，高端石英基板材料与光刻机均依赖国

外厂商，行业整体实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液晶材料：液晶材料一般是指高性能混

合液晶材料，是由多种单体液晶调制混合而

成，是液晶面板的关键核心材料。随着国内

TFT-LCD 产业发展进入平稳阶段，国内液

晶材料产能提升与本土化发展持续向好，国

内液晶材料企业正逐步将工作重点转向降

本提质，以低成本单体替换高成本单体，进

一步提升产品档次。

OLED材料：OLED 材料是 OLED 器件

的核心材料。当前 OLED 材料市场主要被

美国UDC、德国默克、日本出光、韩国LG等

厂商垄断。国内 OLED 材料产业尚处起步

发展阶段。当前推动上下游深度通力合作，

加快 OLED 发光材料的技术创新与量产应

用是发展重点。

光刻胶：作为重要的关键原材料，光刻

胶在新型显示器件生产过程中有着广泛的

应用。无论是 TFT-LCD 面板还是 AMO-

LED面板，生产中都要用到各种类型的光刻

胶。作为技术壁垒最高的电子化学品，国内

新型显示用光刻胶长期依赖进口。目前国内

光刻胶生产所需的关键原料供应不足，仍缺

少稳定的供应商，大部分原材料如树脂、光

引发剂等迫切需要加快技术创新协同配套。

湿化学品和电子气体：湿化学品和电子

气体是新型显示领域重要的工艺辅助材料。

湿化学品在新型显示器件制造过程中主要用

于基板上颗粒和有机物的清洗、光刻胶的显

影和去除、电极的刻蚀等；电子气体在新型显

示领域主要应用于薄膜、刻蚀、气相沉积等

工艺。

提升显示产业整体竞争力

需加快协同创新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新型显示产业迅

猛发展，提升了中国显示行业的全球地位，显

示材料行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产业规模逐

步扩大，核心技术不断突破，产业生态体系逐

步完善。但与高速发展的下游应用产业相

比，显示材料业发展仍显滞后，高端产品核心

技术和关键产品保障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

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创新能力仍显不足，部分

材料的原料仍不能自给供应。为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提升我国显示产业整体竞争力，

仍需加快协同创新。

2022年以来，消费需求整体回落带来面

板需求整体结构变化，高性能产品迎来更多

机 会 。TFT-LCD 发 展 将 相 对 平 稳 ，柔 性

OLED 将从小尺寸转向中大尺寸，WOLED、

QD-OLED 需 求 会 持 续 增 长 ，Mini/Mi-

cro-LED 成本有效控制下，也将迎来更多市

场。在显示行业发展步入新阶段的同时，配套

材料的发展也随之迎来了新需求。与此同时，

面板行业整体景气度不佳的情况下，面板厂

商迫切要求降本提质，与本土材料企业合作

的意愿持续增强，行业发展机遇进一步显现。

对于产业未来发展，建议推进产业重点

材料领域总体技术及应用与国际先进水平同

步，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显示材料产

业由跟跑、并跑向领跑跨越。构建显示材料

创新引领、市场导向、协同发展、绿色生产的

产业体系，以满足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对显示

材料的重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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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显示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上接第1版）市场占比达 23.2%。

2022年，TCL华星实现全球电竞显

示器出货行业排名第一。深天马多

年蝉联车载 TFT 和车载仪表年度

市占率全球第一。利亚德连续6年

蝉联全球 LED 显示产品市占率第

一、小间距产品市占率第一、户内

LED产品市占率第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表

示，经过多年创新发展，我国显示产

业已成为全球显示产业的重要一

极，在显示器件的产能、出货、产值

方面位列前茅。

在此基础上，我国新型显示产

业发展后劲十足，规模仍在持续扩

大。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大陆

地区新型显示产业新增投资1932.3

亿元，同比增长 36.6%，投入产能达

到 2.11 亿 平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23.4%。在 2022年显示面板价格下

滑的大背景下，2022 年前三季度，

中国大陆面板企业出货面积达到

1.2 亿 平 方 米 ，市 场 占 有 率 超 过

67%，创历史新高。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

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显现出的强

劲发展动力，助推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产业生态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持续增强。近年来，我国蓬

勃发展的显示产业带动了上游配套

产业不断发展完善。数据显示，

2021 年液晶显示关键材料就近配

套水平达到 70%，预计 2022 年有望

超过75%。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裁张德强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显示产业

高质量发展需龙头企业牵头，积极

牵引上下游发展，同时龙头企业的

发展需要上下游供应链来支撑，这

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

2022 年全国各地的显示产业

项目投资仍在进行中。在产业链上

游，OLED 有机发光材料、玻璃盖

板、偏光片等上游的关键原材料项

目纷纷落地。6 月，瑞立达总投资

30亿元玻璃盖板项目签约贵阳。9

月，合肥鼎材新型显示配套高端电

子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正式投产；总

投资 4 亿元皖维集团年产 700 万平

方米偏光片项目产品顺利下线；德

国默克公司位于上海的OLED材料

生产基地也正式落成并投入运营。

显示产业链中下游的项目也

热火朝天地建设中。今年 2 月，总

投资 480 亿元的厦门天马显示科

技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

目首批产品成功点亮。8 月，总投

资共 27.5 亿元的苏州华星高端显

示模组三期项目主厂房举行封顶

仪式；武汉创维光显电子有限公司

举行 MiniLED 研发试产线产品下

线仪式。

赛迪智库显示产业首席研究员

耿怡表示，近年来，我国新型显示产

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产

业规模得到快速增长，龙头企业全

球竞争力大幅提升，贸易逆差大幅

收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配套

逐渐完善，产业建设热潮不断，对我

国消费电子产品的配套保障能力明

显增强。

显示技术创新百花齐放

新型显示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

开 技 术 的 持 续 创 新 ，TFT-LCD、

AMOLED、Mini/Micro-LED、激光

显示、电子纸等各项显示技术在我

国呈现“百花齐放”之姿，显示新技

术不断取得突破，技术储备显著增

强 ，落 地 应 用 开 花 结 果 。

TFT-LCD 和 AMOLED、LED 显示

产品在智能终端、车载、文旅、商超

等 领 域 应 用 进 一 步 拓 展 ，Mi-

cro-LED、印刷显示、激光显示等创

新成果持续涌现。

我国以液晶面板作为显示产业

突破口，稳扎稳打，液晶产线规模和

面板产能双双跃居全球第一位，产

业链配套逐步完善。据不完全统

计，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宣布投建的

LCD/AMOLED 面 板 产 线 已 增 至

60 余条。中国大陆厂商在 LCD 领

域已形成全球领先的竞争力，全球

市占率超过70%。

除了液晶显示领域，中国显示

企业在 Micro-LED、印刷显示、激

光显示等众多新型显示技术赛道上

持续投入。在 OLED 上，中国企业

目前已具备批量生产能力，中小型

OLED市占率逐年提高。市场研究

机构企业CINNO Research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中国面板

企业在中小尺寸OLED面板市场占

有率达到 22.6%。短短两年时间

里，中国中小尺寸 OLED 市场占有

率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激光显示上，我国企业上下游

产业链持续布局，已实现4K激光电

视和投影终端的批量生产，在海信、

长虹、光峰等企业的带领下，我国已

经成为激光显示产业化的引领者。

在 喷 墨 印 刷 OLED、量 子 点

QLED、Mini LED 等显示上，中国

企业和日韩企业出现了齐头并进的

局面。近年来，TCL华星、京东方、

深天马等厂商均在积极研发，我国

暂处于领跑状态。TCL 华星首席

运营官赵军告诉《中国电子报》记

者，两三年后，中国厂商将在OLED

领域与韩国企业达到同场竞技的水

平：“特别是通过印刷OLED尽快产

业 化 ，将 让 中 国 企 业 在 大 尺 寸

OLED方面确立产业优势。”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

分会副秘书长胡春明在接受《中国

电子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我国液

晶、AMOLED、LED 等显示技术的

市场规模已经全球第一，其中LCD

技术已经突破壁垒实现了并跑，产

业链生态体系已经形成，国际市场

竞争力已经实现局部领先。此外，

AMOLED、QD、MicroLED 等显示

技术正在不断缩小与竞争对手的差

距，技术和产业链突破在即。

“未来，显示技术将持续加速

8K、超高刷新率、裸眼3D等新技术

新产品研发突破，并向电竞、车载、

商显、元宇宙等创新应用持续延伸，

不断拓展行业边界。”京东方科技集

团总裁高文宝在接受《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显示应用赋能千行百业

随着数字生活的不断推进，显

示产业正在和汽车、5G、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新兴产业深度融合，以车载

显示、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虚拟拍

摄影棚、户外拼接大屏、电子标签等

为代表的创新应用正在不断涌现，为

人们的生活注入更多鲜亮色彩。

新型显示的应用让汽车的智能

属性更加突出，让汽车更聪明、更智

能。当年特斯拉品牌 17 英寸智能

集成车载中控屏幕面世，带动车内

显示屏大屏化、高清化、交互化、多

屏化成为智能汽车的发展潮流。近

年来，车载产品逐渐成为显示产业

的业务新增长点——显示屏幕被应

用于仪表盘、中控、副驾、内后视镜，

A 柱、风挡。京东方、深天马、TCL

华星等知名面板大厂纷纷布局车载

显示领域，并不断加码。

多家研究机构分析指出，车载

显示市场规模正在稳定增长，且未

来 5～10 年也将保持良好发展态

势。市场研究机构 CINNO Re-

search 数据显示，车载显示市场市

场规模有望稳定增长，以全球车载

显示面板出货量来看，2030年有望

达到2.6亿片。

在娱乐影视制作领域，LED 显

示屏替代传统绿幕成为娱乐影音产

业的发展趋势。洲明集团内容创意

执行总裁刘俊对《中国电子报》记者

说，LED 虚拟影棚的应用可以打破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很多需要

外景拍摄的影视作品直接在 LED

虚拟影棚内完成，提高了拍摄效率

和可行性。

据了解，LED 虚拟影棚优势多

多，例如可任意切换不同场景，大幅

缩减后期渲染和特效制作时间、降

低视频制作成本；可还原真实场景，

有助于增加现场参与人员的沉浸式

体 验 效 果 等 。 近 年 来 ，迪 士 尼 、

Netflix、亚马逊、华纳兄弟、苹果、索

尼、环球等诸多著名公司相继搭建

了自己的 LED 虚拟影棚。市场调

研机构TrendForce集邦咨询最新报

告预测，2022年全球虚拟拍摄 LED

显示屏市场产值将稳定成长至4.31

亿美元，年增长率为52%。

通过与 5G、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新兴科技进行融合，显示屏幕正

在集成更多功能、衍生更多形态、植

入更多场景，显示技术解决方案被

广泛应用于智能零售、智能出行、智

慧金融、智慧医疗等领域，显示应用

边界还在不断拓展。

全国加力振作工业经济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上接第1版）统筹用好财政金融等

资金支持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引导资金投向制造业重点领

域。着力稳住汽车等大宗消费，积

极稳定外贸出口。三是着力保持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坚持科技自立自

强，聚焦重点产业链薄弱环节加快

补齐短板，确保重点企业稳定生产

和物流畅通，加强能源和重要原材

料保供稳价。四是大力培育新产业

新动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

群，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平

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促进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五是充分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大型企业

要当好稳增长“顶梁柱”，发挥好对

产业链主体支撑和融通带动作用。

大力培育优质中小企业，激发涌现

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

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六是积

极推动各地区协同发展。充分发挥

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上下联动

抓好政策落实。各地区要结合实际

深入挖掘政策和市场潜力，为稳定

全国工业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要求，各级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和国资委要

密切配合、同向发力，进一步健全工

业稳增长协调机制和工作体系，形

成强大工作合力。抓好要素保障，

加强共性技术供给，引导金融更好

服务实体经济，加大制造业人才培

养力度。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推广

各地促进工业稳增长的经验做法，

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坚持底线思

维，加强工业经济形势和国内外风

险变量跟踪研判，及时做好应对预

案，不断丰富政策“工具箱”。

会上，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山东省国资委

以及中国一汽负责同志交流了工作

情况和经验做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务院国资委相关司局负责

同志，部分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在主

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发展改

革委和国资委有关负责同志在各地

分会场参加会议。 （布 轩）

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加力振作工业经济

（上接第1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开展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加快推进

装备数字化，遴选发布新一批服务

型制造示范，加快向智能化、绿色化

和服务化转型。深入开展工业互联

网创新发展工程，实施5G行业应用

“十百千”工程，深化“5G﹢工业互联

网”融合应用，加快 5G 全连接工厂

建设，推动各地高质量建设工业互

联网示范区和“5G﹢工业互联网”融

合应用先导区。落实 5G 应用“扬

帆”行动计划，深入推进 5G 规模化

应用。

在分业施策强化重点产业稳定

发展方面，《通知》强调要统筹推进

强基础、补短板、锻长板、育集群、建

生态各项工作，深入推动产业基础

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促进重点产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

分区施策促进各地区工业经济协同

发展方面，《通知》要求各地要结合

自身实际，加强央地联动、区域协

作，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

推动区域工业经济协调发展。在分

企施策持续提升企业活力方面，《通

知》提出要充分发挥不同规模、不同

所有制企业的积极性，激发活力，增

强信心，为工业经济稳定恢复提供

有力支撑和保障。在保障措施方

面，《通知》强调要锚定稳经济一揽

子政策和接续政策措施，以及振作

工业经济系列政策，细化配套措施，

实化工作举措，努力为工业稳增长

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 （布 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