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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显示智慧应用论坛：智慧生活催生商用显示新机遇
本报记者 齐旭

近年来，中国商用显示市场经历了升级

与调整，行业规范和环境都趋向良性发展。

据洛图科技统计，2021年中国典型的商用显

示产品（包含商用电视、数字标牌、交互平

板、拼接屏、小间距 LED 屏、投影仪）市场规

模达 1222 亿元，2022 年这一数字有望突破

1400亿元，到2027年将超过2100亿元，年复

合增长率为17%。

近日，由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

化部主办的 2022 世界显示产业大会在四川

省成都市举行，大会同期举办了商用显示智

慧应用主题论坛。论坛上，商用显示产业链

上下游核心企业、行业主管部门、协会以及

研究机构代表共同探讨电子纸、激光投影、

智慧办公、电竞显示、物联网等商用显示新

技术和典型场景的发展路径。

中国商用显示产业步入发展新周期

“商显行业未来依旧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赛道。”北京洛数合图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

官王育红表示，近年来，全球欠发达城市开始

集中进行转型，布局城市信息化和数字化转

型。今年卡塔尔世界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显

示产业的规模——世界杯相关的LED显示、

广告屏以及现场自助零售贩卖设备等采用的

显示屏大多数都来自中国的商显企业，它们

带动这些城市转型，促进信息化升级，同时拉

动了商显产品需求的发展，特别是扩大了对

数字标牌和泛娱乐产品的需求。

激光是目前世界上最亮、颜色最纯的人

造光源，天然适用于显示领域。激光显示是

新一代显示技术，目前中国成为全球激光投

影出货最集中的市场。

“激光显示正发展成独立且具有差异化

的产品形态，中国在激光显示领域专利申请

数量达到7000多件，超越日本和美国而位居

全球第一。”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李璐强调，中国激光显示核心器件本土化

进程已经全面展开，未来三年内本土化程度

将提高到75%-80%的水平。另外，中国激光

电视尺寸已经从75英寸扩展到150英寸，搭

载了 AI智能摄像头、屏幕发声、卷曲屏幕等

功能，极大提高了用户体验。李璐透露，近三

年，全球激光投影市场的出货规模稳定增长，

2022年中国激光投影的全球市场份额占比已

经达到76%。在这个增长的过程中，激光应用

场景已经从家用、商用到专业领域全面展开。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李漫铁指出，目前按照“4K先行，兼顾

8K”的总体技术路线，大尺寸（尤其是100英

寸以上）领域的未来或将是Micro LED的天

下，多个省份已经出台了超高清视频产业相

关的发展行动计划。目前Micro LED应用比

较多的场景是指挥调度中心和大数据中心；

未来高端会议室趋向于智能化和高清化，会

议室将是Micro LED的一大应用场景。

“卡塔尔世界杯目前使用4K进行转播，

用 160 英寸屏幕观看，这个场景就是 Micro

LED非常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未来，家庭

观影空间将以超高清显示墙的形式呈现出

来，通过 Micro LED 技术，家庭显示墙的尺

寸会在138英寸到200英寸之间。”李漫铁介

绍，雷曼光电今年发布了 163 英寸 Micro

LED 8K 超高清巨幕，目前已经进入量产。

这款产品虽然成本和价格比较高，但毕竟是

市场上首款基于Micro LED技术的产品，能

够兼顾家庭的超高清观影需求。

智慧场景促进商用显示创新

当前，中国商用显示产业正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机遇。各类显示和智能技术百花齐

放，用户对智慧生活的理念和追求进一步深

化，由此催生了各个智慧场景下商用显示的

新产品和新生机。

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特别是用

户消费行为改变等原因，全球显示器的整体

出货量微幅下降。但是“危中有机”，在线办

公和“宅经济”市场出现大幅增长，整个显示

产品结构和用户需求发生很大转变。从

2021年开始，全球各领域商用显示器取得了

大幅增长，一直延续至今。

新线科技首席执行官王京介绍，疫情促

使视频会议、云会议市场快速成长，其中交

互平板在过去几年达到 25%以上的年复合

增长率。中国的云会议产品大多是免费的，

用户体量巨大，疫情后又出现了爆发式增

长。疫情之前，中国的云会议产品几乎没有，

为数不多的用户还在使用国外的 ZOOM、

Teams 等应用。如今，中国的云会议用户数

以亿计，且会议场景正在大幅度下沉到一些

非会议场景，比如个人办公室、自家书房、车

内等。这些场景共同构成了今天云会议办公

场景的新生态，给商用显示市场提供了新机

遇和新挑战。

据预测，到2022年年底全球电竞显示器

的市场规模将突破14亿美元，而中国是目前

全球最大的电竞显示器市场。冠捷科技中国

区AOC&飞利浦显示器总经理阎立东表示，

在中国市场，以电竞和专业PC游戏玩家为主

的部分高净值用户有3000万人。在以设计创

意为主导的市场中，包括图形、图像、摄影、视

频编辑、美术、后期加工以及与图像画质处理

相关的DP人群，在中国市场上加起来有8000

万，这些庞大的高净值人群还在不断拓宽中

国电竞显示器的差异化发展之路。

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先进光电子研究院

院长、深圳市国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周国富非常看好电子纸显示技术。据他

介绍，全球电子纸显示屏市场规模目前已

达 60 亿美元，预计 2025 年市场规模将增长

至 180 亿美元。中国在电子纸领域已经引

领全球发展，今年电子纸平板电脑新兴品牌

达到了12家。

周国富指出，液晶显示结构复杂，主要

应用于电视、平板电脑、手机等终端产品。

OLED 显示结构简单、色彩鲜艳，主要应用

在柔性移动终端、电视等相关显示领域。现

有的黑白与未来的彩色电子纸显示技术应

用广泛。全球反射式电子纸显示主要的技

术路径包括电泳显示和电润湿显示，电泳显

示基于颗粒体系上下运动而实现，电润湿显

示则基于流体横向运动而实现。电泳电子

纸显示具有类纸显示效果，功耗低，但响应

速度比较慢；而电润湿电子纸在保持类纸显

示性能的同时，还有响应速度快、功耗低等

优点，同时具有高亮度、广色域的潜力，可以

突破电子纸彩色化和视频化的关键技术瓶

颈，有望成为未来主流显示市场的变革性新

型显示技术。

（上接第1版）
据了解，卡塔尔世界杯共有64场比赛分

别在8座球场上举行，各类LED屏幕几乎都

被中国企业包揽。例如，中国企业艾比森为

8 座卡塔尔世界杯场馆提供了近 2000 平方

米LED屏幕，包含记分屏、看台屏、球场围栏

屏等。洲明集团副总裁袁道仁告诉《中国电

子报》记者，卢塞尔体育场上两块总面积

70.78平方米的大型LED记分屏来自洲明科

技，除此之外，洲明还为哈马德国际机场、五

星级酒店、CCTV卡塔尔转播厅、演唱会、地

标购物中心等地提供了总计约 3600 平方米

的LED显示屏及一体化解决方案。

在电视转播看不到的赛场之外，中国

LED 屏幕也在为卡塔尔的智慧城市建设发

光发热。利亚德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

司为此次世界杯提供了部分 LED 显示屏。

根据利亚德负责人提供给记者的资料，利亚

德为卡塔尔的城市建设提供了 1500 平方米

LED 显示屏，覆盖了体育场、球迷场外观赛

区、电视台直播演播、户外广告、酒店、咖啡

吧等场景。另一厂商齐普光电为卡塔尔世

界杯提供了3000平方米的P5 LED显示屏，

主要用于世界杯现场球迷活动。雷曼光电

相关 LED 显示屏产品也应用于赛场的周边

商业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太龙智显成为卡塔尔

世界杯主会场周边 130 面 LED 灯杆屏的供

应商。作为 5G 智慧灯杆的组成部分，这些

LED 灯杆屏不仅高清、高亮，还配备了亮度

自动调节、远程一键断电、多屏同步播放、

温控智能散热、智能 IP 广播等智能化功

能。中国企业联建光电供应超过 430 平方

米的小间距 LED 屏幕，帮助位于卡塔尔卢

塞尔新城的阿尔阿拉比电视台（Al Araby

TV）打造科技感十足的新闻演播厅和访谈

演播厅。

专业服务护航

世界级赛事

如今，体育赛事和 LED 显示屏可谓“最

佳拍档”，在LED显示屏助力下，体育赛事信

息可以及时呈现；比赛全程和精彩瞬间可以

得到高清显示；商业广告播放不仅为体育赛

事锦上添花，还为赛事创造更多价值；现场

球迷的实时互动可以得到呈现，将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

事实上，LED 显示屏并非“一锤子买

卖”，在安装使用前要根据产品使用环境和

目的因地制宜进行选材，现场安装调试也要

精益求精，正常运行的LED屏幕也需要完善

的售后服务。

本届世界杯比赛期间，看台上一位面无

表情、时刻紧盯LED大屏的“C位带薪看球”

淡定哥走红短视频平台，他就是艾比森LED

屏幕工程师金刚。作为本届世界杯8个球场

2000平方米LED球场屏供应商，艾比森在赛

场派驻了2名服务工程师维护球场大屏的正

常运行。

“我的任务是确保LED屏幕的稳定。”金

刚表示，工程师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紧LED大

屏幕，确保在屏幕发生坏点、碰撞等意外时

迅速反应、及时处理，不能享受比赛的正常

过程。金刚往往要在一场比赛结束后立即

奔赴下一比赛场馆“盯场”。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国卡塔尔位

于波斯湾西海岸中部，属热带沙漠气候，炎

热干燥，沿岸潮湿。夏季平均气温可达

40℃，即使在 12 月，平均温度也高达 15℃~

24℃。这一极端气候也对 LED 显示屏幕提

出了高亮、散热快等更严格的要求。艾比森

副总裁赵凯表示，该公司供应世界杯赛场显

示屏都是根据赛事量身定制的，不仅是高精

度像素LED显示屏，还要符合欧美赛事的使

用标准。

在配套服务方面，LED显示屏作为信息

发布、观众互动的重要交互硬件，还需配好

相应软件。据洲明透露，此次应用于卡塔尔

世界杯的洲明 LED 显示终端还搭载自研显

控运维平台，实现了赛事中对回放、转播、互

动等系统的智能远程管控。

体育赛事成为

产业发展加速器

回顾历史，我国LED显示产业崛起也与

国际体育赛事有着不解之缘。北京作为“双

奥之城”，LED 显示屏也在两次奥运会开幕

式和城市建设中被委以重用，2008年北京奥

运会开幕式上，6000平方米的巨型LED屏画

卷和搭载 4 万多颗 LED 灯珠的梦幻五环惊

艳了全世界；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

上，总面积约 14500平方米的 LED显示屏幕

组成了开幕式舞台的地屏、冰立方、冰瀑和

南北看台屏。

中国 LED 产业也借两次北京举办奥运

会的机遇，乘风而起。作为两届奥运会开幕

式LED屏幕供应商之一，利亚德集团董事长

李军早前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两届奥运会都成为中国LED显示产业

发展的加速器。“2008年奥运会后，LED显示

产业迅猛发展。在这14年间，全球百分之八

九十甚至更高比例的LED产能集中在中国，

中国在LED显示领域的技术水平、产品研发

能力和产能均走在世界前列。”李军判断，北

京冬奥会是中国 LED 显示产业第二次腾飞

的新起点，可以促进整个LED显示产品在全

球的推广、销售和应用。

展望未来，国际体育赛事的举办和国内

智慧体育建设的推进仍将为 LED 显示企业

带来更多机遇。从国际上来看，随着新冠肺

炎疫情对人们正常生产生活的影响逐步降

低，2024 年的巴黎奥运会、2023 年的菲律宾

篮球世界杯等国际体育赛事或将如期举行；

从国内方面看，《“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

出“打造智能运动健身场景”，各地的智慧体

育场馆建设正在逐步推进。

包有杰表示，随着《“十四五”体育发展

规划》及《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

《“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程

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发布，国

内各地市中小型体育场馆的新建改建提上

日程。他预计 2026 年全国各地市体育基

建设施均将普及完善，场馆内竞赛相关的

LED 显示系统、场馆外围景观亮化、互动

装置的新装和换新，都将释放大量的市场

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