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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政策扶持 集成电路产业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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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太阳能背板市场需求将超17亿美元
2018年至2023年，全球太阳能背板市场预计将以7.02%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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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政策扶持 集成电路产业正当时

当前，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正进入重大调整变革期。

激光显示市场规模及发展趋势

激光显示以其技术和成本上的优势，在大面积显

示成像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主要应用涉及

安防监控、指挥控制、电影放映、舞台演艺、展

览展示、视频会议、仿真虚拟现实、4D影院以

及球幕、科普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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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集团与IBM在激光剥离技术领域展开合作

晶圆键合和光刻设备领先供应商EV集团（EVG）
与IBM公司将在激光剥离技术方面达成一项授权
合约。

Iridex公司用于青光眼治疗的透照探头获得
CE标志认证
Iridex公司G探头照明探测系统已在欧洲获得CE标
志监管批准，该系统将透照和激光光纤结合起来
用于靶向的透巩膜睫状体光凝术。

大唐移动与腾讯携手 共推5G产业发展
2018年3月，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中国

通信标准化协会支持的＂OSCAR云计算开源产业

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2018年全球太阳能背板市场需求将超17亿
美元

2018年至2023年，全球太阳能背板市场预计将以

7.02%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预计2018年市场规模为

17.1亿美元，到2023年达到24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2017年全球传感器市场规模达2075亿美元

传感器技术是一项当今世界令人瞩目的迅猛发展

起来的高新技术之一，也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

一个重要标志，它与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构成

信息产业的三大支柱之一。

2018年第 3 期（月刊）总 09 期

编       委：  叶茂    章日辉    刘义鹤    
曹晨    胡思思    刘美蓉     
郭文娟     高倩     龚琴     
王博

本期责编：   叶    茂

本期编辑：   胡思思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出版单位：   

中科战略产业技术分析中心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专题报道：
激光显示市场规模及发展趋势

激光显示以其技术和成本上的优势，在大面积显示成像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主要应用涉及安防监控、
指挥控制、电影放映、舞台演艺、展览展示、视频会议、仿真虚拟现实、4D影院以及球幕、科普等领域。

INDUSTRI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MONTHLY 1

光信·月刊丨总第9期丨2018年第3期 |  Special column   |    专题报道    |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激光显示以其技术和成本上的优势，在大面积

显示成像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主要应用涉及安

防监控、指挥控制、电影放映、舞台演艺、展览展

示、视频会议、仿真虚拟现实、4D影院以及球幕、

科普等领域。目前，激光显示市场主要由激光投影、

激光电视两大细分市场构成。

1. 激光投影

    激光投影机具有更高的亮度且寿命高达20000小

时，激光光源更省电节能，后期维护工作量也较少，

这些优势使得激光投影机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并逐

步走进人们的生活。

    自2014年下半年起，激光投影市场（包括以激

光投影为概念的消费级市场）已初步形成规模，2015

年取得爆发式增长，同比增长高达532%。世界知名

投影厂商纷纷推出基于自己品牌的激光投影产品，

2015年总计销售额15.1亿元，销售激光投影产品4.5万

台。2016年，激光投影技术逐步为行业所接受，市场

销量规模超过11万台，销额规模达40.3亿元，保持了

持续增长的趋势。2017年，以激光光源为首的新光源

投影机得到市场进一步的认可，市场销量预计将突破

30万台，同比增长将近200%，激光投影机占据投影

市场全年整体销量近14%的份额，市场普及速度在进

一步加速。

         激光投影涉及多个细分领域，主要集中在教育、

商务、工程、家用四大类别，这两年来激光光源逐

渐从专业领域走向日常生活领域。纵观全局，不管

是传统的商务和教育市场，还是风头正盛的工程和

家用市场，激光光源都有着巨大的潜力。初步预计

2017年，教育类激光投影仪仍然独占鳌头，约占据6

成的市场份额。

图 1  2015～2018年中国激光投影市场规模变化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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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7年中国激光投影市场细分格局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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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光电视

          2016年激光电视市场规模销量仅2.5万台，销售

额只有10亿元。2017年，随着激光显示技术在业界受

认可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激光电视产品孕育而

生，且销量呈现井喷式增长。2017年激光电视市场规

模销量6.7万台，销售额20.8亿，增长率分别是168％

及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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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其他品类电视，激光电视不仅可以轻松达

到100英寸的水平，而且在画质方面已经从2K迈进4K

时代，显示效果极大提升。目前，海信激光电视已

覆盖80、88、100、120、150英寸5大规格段，其显示

性能、音响效果和智能体验全面升级，满足了用户

对家庭大屏影音产品的全部场景需求。

长虹2018上半年计划上市4K激光电视，苏宁彩

电也发声表示2018年将借助世界杯营销热潮推动激

光电视业务的发展。不仅如此，索尼、飞利浦等也

表示将发力激光电视。各大厂商积极布局激光电视

产品领域的利好消息，为激光电视市场的扩张带来

了无限动力。预计到2020年，激光电视销量23.2万

台，销额43.1亿元，量额复合增长率分别为

51％、27％。

 国家出台系列政策 大力支持激光显示

激光显示技术使用激光光束透射画面，具有色域

范围广、寿命长、效率高、功耗低、节能环保等优

点，被认为是继黑白显示、标准彩色显示、LCD高清

数字显示之后的下一代主流显示技术。我国非常重视

激光显示产业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始终给予极大的

关注和支持。早在2012年发布的《新型显示科技发

展“十二五”专项规划》中，就针对我国激光显示产

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年产值达到100亿元，

影院系统占有率达到30%。2016年科技部发布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首批重点专项201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其

中，激光显示入围“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重点专项

指南，标志着国家已聚焦新型显示技术和产业制高

点，抓住我国显示产业“换道超车”的发展机遇，积

极开展激光显示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布局。我国激光

显示相关政策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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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6～2020年中国激光电视市场规模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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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主要内容 发布时间

“十二五”国家

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

加快推进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三维立

体（3D）、激光显示等新一代显示技术研发

和产业化
2012 

新型显示科技发

展“十二五”专

项规划

将“开发新型显示产业配套材料、重要装备、

低成本技术、低功耗技术和产品设计技术”作

为应用研究的重要方向
2012 

高新技术产业化

及其环境建

设“十二五”专

项规划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推动下一代互联网、新一代移动通信、云

计算、物联网、移动智能终端的发展，实施新

型显示、宽带网、云计算、网络与信息安全、

导航与位置服务等科技重点专项，加强超高亮

度激光投影、集成电路设计、卫星移动通信、

全光网络、IPv6、智能感知与交互、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遥感数据处理与应用、多模式导航

硬件系统、智能位置服务等关键技术与产品研

发

2012 

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修改产

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1 

年本）有关条

款的决定

将“TFT-LCD、PDP、OLED、激光显示、3D 显

示等新型平板显示器件生产专用设备”列为鼓

励类发展项目
2013 

信息化和工业化

深度融合专项行

动计划

（2013-2018 年） 

提出要增强电子信息产业支撑服务能力，加快

集成电路、关键电子元器件、基础软件、新型

显示、云计算、物联网等核心技术创新步伐
2013 

2014-2016 年新

型显示产业创新

发展行动计划

将“完善产业配套，提升供给水平”列为重要

任务，提出“进一步完善新型显示产业链，提

高关键材料及设备的配套水平，加快形成自主

发展能力”

2014 

“战略性先进电

子材料”重点专

项项目申报指南

围绕新型显示等 4 个方向部署 35 个任务，专项

实施年限为 2016-2020 年年；面向激光显示的关

键材料与技术基础研究、激光显示整机研发与

表征评估

2016 

表 1  我国激光显示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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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技术日趋成熟 产品种类日益丰富

         目前，激光显示技术主要有三色激光、荧光粉

+蓝光、LED+激光三种技术，每种光源都存在各自的

优缺点，相比较而言，三色激光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三色激光是高端激光投影机的标签，采用该技术的投

影设备可轻松达到20000流明以上的亮度。而荧光粉

对应的是中低端投影机，最高亮度刚突破10000流

明。LED与激光混合光源技术面向的是低端市场，采

用该技术的终端显示设备，亮度不超过3000流明。

 三色激光光源。三色激光被业界视为最纯正

的激光光源，其具有色彩丰富，色饱和度高等优点，

可显示自然界最丰富、最艳丽、最真实的色彩，成为

显示技术领域的重大技术发展方向。截至目前，采用

三色激光技术的投影设备已经“渗透“到模拟仿真、

展览展示、会议中心、户外幕墙以及数码影院、家庭

影院等领域，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市场应用

前景。

 荧光粉+蓝色激光。激光荧光粉显示技术是采

用单色激光（即蓝光激光）结合含有红绿等荧光粉的

多种颜色旋转荧光粉色轮技术而产生红蓝绿三基色。

激光荧光粉光源技术攻克了激光显示在效率和可靠性

方面的最根本的技术难关。激光荧光粉显示技术的应

用，解决了激光显示在成本、环保和用户体验的问

题。不过，荧光粉激光投影机由于其光源性质，只能

用单片DLP来实现，由于单片性质无法应用于大屏市

场，同时在色彩准确性上还有一定的欠缺。

激光+LED混合光源。激光+LED混合光源技术

相比传统投影灯泡来说，其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拥有

长寿命。采用激光与LED结合的新型混合光源，可使

投影机光源寿命长达30000小时，减少了维护成本和

使用成本。并且在长时间内亮度衰减不明显。目前，

这种组合形势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运用了，原因是由于

LED光源亮度有限，并且这种方案比较复杂，其未来

的发展前景不是很明朗。

          激光显示的应用有很多种，主要的应用领域包括

投影仪、电视、头盔显示器等。多媒体公共显示屏、

大屏幕指挥系统、数字电影、家庭影院、移动影像等

都是激光显示产业下游应用。其中，投影仪主要指大

屏幕投影仪（如：影院投影仪、家庭影院投影仪）和

微投影仪（如：笔记本电脑、手机、汽车导航等屏幕

显示）。

          从具体产品来看，激光显示主要分为四大类型，

包括电影放映机、工程投影机、教育投影机、激光电

视和家庭影院。

 电影放映机。激光投影以其高亮度、大色域

的优势天然使用在电影放映。中国在影院用激光投影

机领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产业扩张即将提

速。目前国内最大的院线影视器材供应商数码辰星与

万达、保利、中影和博纳影院初步达成激光影院协

议，其中保利大兴激光影院示范厅已经运营。未来万

达广场（含影院）将全面引入公司激光显示巨幕、展

示万达广场形象和产品的激光投影大屏幕将全面铺开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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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激光显示技术的应用

 工程投影机。近年来，文娱活动在国内始终

蓬勃发展。大型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大

运会、全运会、春晚等，民间的小型展会活动都是数

不胜数。欢乐谷、迪士尼等主题公园相继开幕，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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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明基推出了DX825ST教育投影机，采用色

轮技术，霍尔磁感应色轮，防尘效果比传统凹型红外

感应色轮提升数倍；在家用方面，视美乐推出了超短

焦激光电视HF390，分辨率达到全高清的1920×1080，

对比度高达100000：1。四大类型产品最新情况如下

表所示：

性和趣味性。教学领域的庞大需求也使得教育投影市

场多年以来都成为中国投影机市场的大赢家。2017年

在教育投影机领域中，激光成为了各品牌全新的发展

方向，激光新品也在这一年层出不穷，市场得到新的

增长，再次推动激光教育投影机高歌猛进。同时随着

教育用户需求的不断提高，以及激光教育投影机厂商

的大力宣传，教育行业用户对激光教育投影机的青睐

度更加高涨。因此，未来两到三年，激光投影机在教

育市场的渗透率也会越来越高。

单色光，色饱和度非常高，色域覆盖率是传统显示色

域的2倍，有极强的色彩表现力。而且激光为冷光源

直接发光，其光电转换效率远高于传统光源，以一台

80英寸的高清激光电视威力，其功耗小于200W。激

光电视尺寸灵活，一般都能做到80英寸以上的大屏

幕，由于使用激光光源，即使在环境光较亮的情况

下，观众也能舒适的欣赏电视节目和娱乐大片激光电

视满足了人们对于显示的清晰度，色彩表现力的要

求。

          2017年，各大厂商布局激光显示市场，纷纷推陈

出新，力求进一步提高其产品的各项性能参数，以夺

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如在激光放映机领域，巴可推出

了明睿系列超“亮”荧光粉激光放映机DP4K-36BLP，

亮度高达35000流明；在工程应用领域，爱普生推出

了CB-L1755U NL激光工程投影机，采用3LCD技术，

WUXGA分辨率让大屏互动更加清晰生动；在教育

产品
类型

代表
企业

前沿产品 产品特点

激
光
放
映
机

巴可

明睿系列
超“亮”荧光
粉激光放映机
DP4K-36BLP 

亮度高达35000 流明，23-27 米超大银幕，适用
于影院，3D 体验效果好 

科视
Christie 
CP4325-RGB
真激光放映机

外形小巧、一体化设计，采用CineLifeTM 电子平
台和RealLaserTM 照明技术，拥有出色的画质和
长效的工作寿命，成本低，无需低于室温冷却

索尼

4K HDR 激
光数字电影放
映机SRX-
R800 系列 

首款集合索尼新一代原生4K SXRD 和长寿命激光
光源于一身的放映机产品，对比度10000:1，采用
索尼自主研发的非球面激光技术 

中影
光峰

C60-激光荧
光粉 

拥有55000 流明，是业界顶级高亮激光4K 放映机 

NEC 
NC3541L+双
色激光放映
机

采用先进的固态光源技术，兼具单色激光光源
的高性价比和三色激光光源的高亮度，35000 流
明，30%-100%亮度无级切换，采用4K1.38"芯
片，支持120Hz 高帧率，延用NEC 独有的CCT 
双腔体内循环密封散热结构 

爱
普
生

CB-L1755U 
NL 激光工程
投影机

采用3LCD 技术，15000 流明亮度，WUXGA 分
辨率让大屏互动更加清晰生动， 4K 增强技术让
像素加倍清晰，内置摄像头能够自动检测并调整
颜色，保证画面整体色彩均衡

DP 

DP芯片高亮
4K激光光源
投影机-
INSIGHT 
Dual Laser 4K 

亮度高达30000 流明，具备20000:1 的超高对比
度，采用1.38DMD 芯片技术，拥有4096*2160 
Full 4k 分辨率 

AVA
NZA 

单片DLP 激
光工程投影
机超高系列

采用AVANZA 核心技术2.0 版，Speckle Free 激光
显示技术提高了红色和蓝色的亮度占比，并继
承了精准重现REC.709 色域的特性，超越了双色
激光的颜色表现，IP6X 级防尘性能，OmniSmart 
视频处理涵盖了120Hz 信号处理、4K 信号处理

激
光
工
程
市
场

表 2  四大应用领域的前沿产品

秀为公园增光不少。在这些各式各样的活动中，几乎

都有着工程投影机的身影，激光投影效果将互动效果

推向新的高度，就让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早在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就可以看到巴可工

程投影机的身影。工程机市场是近几年来各厂商争力

角逐的热门领域。

 教育投影机。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许

多学校都会为学生配备投影设备，以方便教师在课堂

上利用投影机来演示教学，学生也能直接观看到教学

讲义，不但提高了教学质量，还增强了课堂上的互动
 激光电视和家庭影院。激光电视采用的激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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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类型

代表
企业

前沿产品 产品特点

激
光
家
用
市
场

视
美
乐

超短焦激光
电视HF390 

3600 流明，分辨率达到全高清的1920×1080，
对比度高达100000:1，HF390 显示4:3/16:9/16:10 
的画面比例，投射比达到0.25:1，接口方面使
用VGA、3.5mm音频、HDMI（1.4）、RCA、
特别设置的RS-232 接口，只要启用应用程序后
再连接至家居的Wi-Fi 网络，操控界面便会马
上显示在新装置上，使用iPhone 或iPad 等控制
终端便可轻松操作，解决了部分高端用户的需
求 

海
信

150 寸S6
系列激光
影院 

在120 寸到150 寸之间任意调节，最大画面可以
达到3.345m×1.892m，色域高达110%NTSC，
同时支持HDR 显像技术，拥有120HZ MEMC 
运动画面补偿技术，能精准控制电影、游戏、
体育赛事等内容中的动态图像，确保高速运动
的画面更为清晰、流畅

奥
图
码

UHD51A 4K 
超高清语音
智能家庭影
院机

具有2400 流明、500000:1 对比度、RGBRGB 色
轮、HDR10 和Rec.2020/DCPI-3宽色域，140 英
寸4K 超高清巨幕画面，性价比高 

索
尼

激光4K 家
用投影VPL-
VZ1000ES 

体积小（925mm×494mm×219mm），重量 35 
公斤，画面比例为16:9 

极
米

极米激光
无屏电视
A1 

由黑胡桃木与金属机身组成，金属顶部设计成
带有2 度弧度的造型，黑色与棕色为主基调，
与客厅家装百搭，画面效果不会受环境光影响

晟
智

CALF 系列超
短焦激光电
视系列

DGLD 自主创新技术，全高清，3500 流明，极
致色彩呈现，1080P 高清，支持4K 片源，30°
观看角度，缓解视觉疲劳，超短焦镜头设
计，0.24:1 透射比，节省空间；离墙15 厘米，
投射100 寸画面，突破电视尺寸的束缚，高保
真音响系统，智能安卓系统

光显示、场致发射显示、激光显示等各种平板和投

影显示技术，建立平板显示材料与器件产业链为优先

主题。国家发改委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版中将薄膜场效应晶体管LCD、等离子

显示屏、有机发光二极管、激光显示、3D显示等新

型平板显示器件及关键部件列为鼓励类项目。而在

2016年国务院下发的《“十三五”规划》中，又将激

光显示列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型显示项目的首位，继

续扶持激光显示产业，加速激光显示的产业化进程。

由此可见，激光显示政策环境十分优越。 

中航

国画

LP-140UL 激
光工程投影
机

全天候24×7 小时工作，采用基于DLP 技术的激
光光源，亮度高达14000 流明，分辨率
1920*1200，完美涵盖REC.709 高清色域，满足大
型展览、主题公园、舞台演出等需求

索

诺

克

Sonnoc 高亮
度激光工程
投影机SNP-
LU11K 

采用RgBL 双色激光（红蓝色激光二极管）固态
投影，亮度10500 流明，20000小时光源使用寿
命，7×24 小时无间断运行、维护成本低，内置
色彩匹配（HSG）功能，可满足医学、影视后
期制作等需求

Vivitek DK8500Z 

采用专业级激光光源，搭配DLP投影系统，分辨
率达到Ultra HD 4K（3840×2160）标准，对比度
达到100000:1 

明
基 DX825ST 

采用色轮技术，霍尔磁感应色轮，防尘效果比
传统凹型红外感应色轮提升数倍，高亮度、高
对比度

理
光

PJ LX3000ST 
教育投影机

20000 小时的光源寿命，采用全密封性光学结
构，有效的防止灰尘的进入以及光路污染

派克

斯

PL-UW360C 
超短焦激光
投影机

投射比0.233，可做到贴墙投射，39cm 即可实
现80 寸投影，20000 小时以上寿命，成本低，
满足教室、会议室等小空间对大画面的要求

光峰

光电
光峰S3 系列 

长达25000 小时光源寿命，一体化设计，封闭
式防尘，包括5 个机型，亮度高达5000/4500 
流明，分辨率覆盖WUXGA/WXGA/XGA，适用
于高等教育和高端商务会议场合

DET DET-S20K 

亮度20000 流明，分辨率为1920*1200，对比度
20000:1，投影画面尺寸覆盖60-500寸，可提供5 
款不同焦距的镜头，支持FULL 3D、HDBaseT 
远距离传输，采用中置镜头设计，双HDMI 接
口，能够7×24 小时连续工作 

产品
类型

代表
企业

前沿产品 产品特点

激
光
工
程
市
场

激
光
教
育
市
场

艾
博
德

ILP-U 系列超
短焦激光投
影机

4000 流明高亮度，搭配1920×1080 超高分辨
率，轻薄、超短焦、DLP 内反射技术，特殊定
制过滤网达9mm 的防尘系统和MHL 接口 

爱
普
生

CB-710Ui 

4000 流明色彩亮度和2500000:1 的对比度，搭配
WUXGA 分辨率，全高清100寸大画面投影，
支持6 点手指、2 点互动笔的同步触控 

            综上所述，在政策环境方面，国家科技部发布

的《新型显示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明确定

义了激光显示产业战略地位，大力发展激光显示和3D

显示为代表的下一代显示技术。国务院发布的《国家

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确定重点发展高清晰度大屏幕显示产品，开发有机发

         在经济环境方面，2017年全年中国投影机市场总

出货量突破316万台，同比增长25.8%。投影机市场从

2015年低谷已经逐步复苏。预计至2022年，中国投影

机市场的复合增长率将会回升至17%。从构成来

看，LED光源产品出货量2017年度同比增长86.8%，

激光同比增长69.2%，LED以及激光光源无疑是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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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侧重于材料的技术布局；美国的Novalux、德州仪

器以及比利时的巴可公司侧重于投影模块的技术布

局；韩国的Iljin注重用于手机的微型激光投影模块的

布局。我国在2003年初步研发完成RGB三基色激光

器，推出激光显示原理样机；2005年推出60英寸、80

英寸、140英寸激光电视样机；2006年推出200英寸前

投影样机；2007年完成40平方米投影屏幕激光数字电

影放映机样机；近年，中国迪威视讯在大屏显示领域

的影院投影机、工程投影机相继面市；2014年海信、

康佳等国内厂商纷纷推出大尺寸激光电视产品和激光

影院系统。由此可见，国内外激光显示技术的发展脚

步从未停歇。

资料来源：中科战略整理

P-政策/法律

新型显示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 

“十三五”规划

E-经济

激光显示整体市场增长强劲

投影市场大环境良好

电视机市场大环境良好

智能微投市场效益居高

S-社会环境

人们对于视觉享受的要求提高

激光显示技术社会接受度提高

激光显示产品价格不够亲民

液晶平板显示产品地位牢固

T-技术

日美韩早期就有技术专利布局

国内激光显示产品起步较晚

国内企业积极推出激光显示产品

其他新型显示技术的替代性

图 5  激光显示领域PEST分析

年市场增长重点，这一趋势在2018年会得以延续。

LED目前主导家用微投市场，并且渗透亮度要求不高

的便携零散商务用户群体。激光作为传统灯泡机的最

终替代者，已经在工程机领域，高端教育和部分普

教取得飞速发展，新的一年这一替代进程将会加快。

此外，2017年家用市场异常火爆。LED微投产品凭借

性价比优势，互联网营销以及线上渠道增长迅猛，受

到年轻一代消费者群体追捧。但LED产品在核心性能

的用户体验明显低于激光，虽然当下激光家庭影院售

价偏贵阻碍了产品推广，但随着众多核心品牌加入激

光家用机市场，相信2018年度平均单价会下探9000元

人民币以下价格段，从而形成新一轮出货波峰。

          在社会环境方面，激光显示技术由于色域范围

广、寿命长、效率高、功耗低、节能环保等优点而成

为一种发展趋势。政府将激光显示作为新型显示技术

的一个重点突破口，各类激光企业、各大科研机构、

高校院所也纷纷致力于激光显示技术的研究，并均取

得一定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传统的显示产品如笔记

本电脑、电视等都进入更轻更薄的发展阶段，而“更

轻更薄”这一理念也随着等离子背投电视退出主流市

场更加推广开来。相比之下，虽然激光显示技术在色

彩、能耗、散热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当前国内

高清数字信息源普及有限且消费者的适应能力和包容

能力又极强的情况下，短期内激光显示技术并不具备

撼动液晶平板显示的绝对实力。相反，如何让消费者

已经固化的“更轻更薄”思想得到改变，亦或通过改

进现有技术让激光显示设备的设计去迎合潜在的主

力消费人群倒是激光显示厂商值得花时间考虑的问

题。此外，价格居高也是阻碍激光显示市场发展的重

要原因，以深圳光峰光电的100英寸激光投影电视“炫

幕”为例，虽然将放映源和显示基面从物理上隔开，

基本实现了更轻更薄的设计理念，但动辄10万的售价

还是让大多数普通消费者望而止步。在如今非刚性需

求的消费电子市场环境中，当传统产品大行其道的时

候，多数消费者面对产品的升级换代更愿意选择观望

或随大流的态度。

         在技术环境方面，从技术布局来看，日本的三菱

电气、爱普生，美国的维视图像（Micro Vision），

英国的讯宝（Symbol）都很重视终端产品的专利布

局；日本的松下侧重于激光器的技术布局；日本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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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策:
持续性政策扶持集成电路产业正当时
当前，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正进入重大调整变革期。一方面，全球市场格局加快调整，投资规模迅速攀升，市场
份额加速向优势企业集中。

当前，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正进入重大调整变革

期。一方面，全球市场格局加快调整，投资规模迅速

攀升，市场份额加速向优势企业集中。另一方面，移

动智能终端及芯片呈爆发式增长，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等新业态发展迅速，集成电路技术演进出现新

趋势；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市场

需求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新形势下，我国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既面临巨大的挑战，也迎来难得的机遇，因

此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集成电路的

发展，加快追赶先进国家（地区）的步伐。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4 年

6 月 
国务院 

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推进

纲要 

到 2020 年，集成电路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

的差距逐步缩小，全行业销售收入年均增

速超过 20%；到 2030 年，集成电路产业链

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批企业进

入国际第一梯队，实现跨越发展 

2015 年

3 月 

财政部、

税务局、

发改委、

工信部 

关于进一步鼓

励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企业所

得税政策的通

知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企业以及集成电路关

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集成电路专用设备

生产企业，根据不同条件可以享受有关企

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再次从税收政策上支

持集成电路行业的发展 

2015 年

5 月 
国务院 中国制造 2025 

将集成电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纳入大力推动突破发展的重点领域，

着力提升集成电路设计水平，掌握高密度

封装及三维（3D）未组装技术 

2015 年

6 月 
科技部 

科技部重点支

持集成电路重

点专项 

“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

件产品”和“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

及成套工艺”列为国家重点科技专项 

2016 年

5 月 

国家发

改委、

财政部、

工信部 

关于软件和集

成电路产业企

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 

明确了在集成电路企业的税收优惠资格认

定等非行政许可审批取消后，规定集成电

路设计企业可以享受《关于进一步鼓励软

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

策的通知》有关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需要

的条件，再次从税收政策上支持集成电路

设计行业的发展 

2016 年

5 月 
国务院 

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 

加大集成电路等自主软硬件产品和网络安

全技术攻关和推广力度；攻克集成电路装

备等方面的关键核心技术 

2016 年

7 月 
国务院 

国家信息化发

展战略纲要 

构建现金技术体系。打造国际先进、安全

可控的核心技术体系，带动集成电路、核

心元器件等薄弱环节实现根本性突破 

2016 年

7 月 
国务院 

“十三五”国

家科技创新规

划 

支持面向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领域建设若

干科技创新平台；推动我国信息光电子器

件技术和集成电路设计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16 年

8 月 

质检总

局、

国家标

准委、

工信部 

装备制造业标

准化和质量提

升规划 

加快完善集成电路标准体系，推进高密度

封装、三维微组装、处理器、高端存储

器、网络安全、信息通信网络等领域集成

电路重大创新技术标准制修订，贾占集成

电路设计平台、IP核等方面的标准研究 

2016 年

11 月 
国务院 

“十三五”国

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 

启动集成电路重大生产力布局规划工程，

实施一批带动作用强的项目，推动产业能

力实现快速跃升 

2016 年

12 月 
国务院 

“十三五”国

家信息化规划 

大力推进集成电路创新突破。加大面向新

型计算、5G、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物

联网的芯片设计研发部署，推动

32/28NM、16/14NM 工艺生产线建设，加

快 10/7NM 工艺技术研发 

2016 年

12 月 

国家发

改委、

工信部

信息产业

发展指南 

着力提升集成电路设计水平；建成技术先

进、安全可靠的集成电路产业体系；重点

发展 12 英寸集成电路成套生产线设备 

2017 年

4 月 
科技部 

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

区“十三

五”发展规划 

优化产业结构，推进集成电路及专用装备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应用 

相关部门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相关部门 

表 3  近年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相关政策



INDUSTRI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MONTHLY 8

光信·月刊丨总第9期丨2018年第3期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   Strategic decision    |    战略决策    |

 为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各地也针对当地的实际

情况制定了相应的集成电路相关发展政策。如浙江省

为加快集成电路的发展发布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省集成电路及相关产业

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元。

表 4  近年来主要省市集成电路产业相关政策

省

市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北

京

市 

2017 年

12 月 

北京市加快科

技创新发展集

成电路产业的

指导意见 

到 2020 年，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集成电路

产业技术创新基地，推动产业规模不断提

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关键技术不断突

破；重点领域集成电路设计技术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浙

江

省 

2017 年

12 月 

浙江省进一步

加快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 

到 2020 年，全省集成电路及相关产业业务

收入突破 1000 亿元，把浙江省打造成国内

领先的集成电路设计强省和国家重要的集成

电路产业基地 

河

南

省 

2017 年

11 月 

河南省电子信

息产业转型升

级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 

培育发展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布局存储器制

造产业，加快引入闪存生产线，提升集成电

路制造水平。布局存储器封装测试产业，适

时引入系统级、晶圆级等先进封装技术。引

进国际先进集成电路精密加工技术，发展晶

圆切片、磨片、抛光等专用设备制造 

广

东

省 

2017 年

8 月 

广东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 

“十三五”规

划 

加快推进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做大做强，逐步

补齐集成电路产业制造、封装环节短板 

河

北

省 

2017 年

8 月 

河北省工业转

型升级“十三

五”规划 

提升集成电路设计开发能力和制造工艺水

平，加快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和关键专用材

料、专用设备等技术开发和产业化进程，增

强产业配套能力。强化定制式微波射频集成

电路芯片、模块设计服务，研发超大规模集

成电路制造关键工艺技术与专用设备 

上

海

市 

2017 年

4 月 

关于本市进一

步鼓励软件产

业和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的若

干政策 

将围绕投融资、企业培育、研发、人才、知

识产权、进出口以及政府管理等 7 个方面

提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拟加快上海软件产

业向高端发展，推动上海集成电路全产业链

自主创新发展 

湖

南

省 

2016 年

12 月 

湖南省“十三

五”科技创新

规划 

开展自主高性能 CPU/DSP/GPU 处理器等高

端芯片的研发，推动 IGBT 在轨道交通、船

舶、电力、家电等行业的广泛应用。实施自

主集成电路示范性应用工程，大力发展自主

可控信息安全产品和智能终端产品，积极营

造“集成电路+”产业生态 

省

市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16 年

12 月 

湖南省电子信

息制造业“十

三五”发展规

划 

依托国科微电子、景嘉微电子等骨干企

业，支持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知识产权产

品创新，加快形成以设计业为龙头、特色

制造业为核心、配套产业为支撑的格局，

努力建成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特色集聚区 

2017 年

2 月 

湖南省“十三

五”新型工业

化发展规划 

重点发展与省内整机联动的 CPU/GPU、高

速AD/DA、存储器控制器、无线 WIFI 等

集成电路设计业，培育发展集成电路关键

装备及材料国产化 

云

南

省 

2016 年

12 月 

云南省信息产

业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重点支持集成电路研发及产业化，重点引

进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

落地云南 

陕

西

省 

2016 年

9 月 

陕西省“十三

五”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

划 

全面发展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与测

试，强化装备、材料等配套支撑，延伸完善

集成电路全产业链；打造国内一流的集成电

路产业基地 

2016 年

11 月 

陕西省“十三

五”工业经济

发展规划 

加快建设集设计、制造、测试、封装于一

体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到 2020 年，实现

产值1200 亿元 

甘

肃

省 

2016 年

9 月 

甘肃省“十三

五”工业转型

升级规划 

发展集成电路专用封测设备模具，加快完

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产业链。支持集成电

路制造（数字电路、模拟电路、数模混合

电路、存储器、电源管理电路等）做大做

强。提升集成电路研发设计能力，扩大产

业规模，提高电子整机国内配套能力和集

成电路芯片国产化水平 

湖

北

省 

2014 年

9 月 

湖北省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行

动方案 

培育过 100 亿企业 1-2 家，过 10 亿元企业

15-20 家，过亿元企业 50 家以上。到 2020

年，全省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超过 1000 亿元

2016 年

9 月 
湖北省工

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 

依托武汉新芯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技术中心等

创新平台，重点支持能够提供完整应用解决

方案企业发展，培育集成电路设计业龙头企

业。到 2020 年形成月产 30 万芯片生产规模 

福

建

省 

2016 年

4 月 

福建省“十三

五”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专

项规划 

集成电路产业，着力发展芯片设计业，开

发高性能集成电路产品；加快推进 12 英寸

集成电路规模生产，形成 28 纳米工艺技术

的加工能力 

2016 年

4 月 

福建省“十三

五”工业转型

升级专项规划 

推动 12 英寸集成电路规模生产，形成 28 纳

米工艺技术的加工能力；积极引进先进封装/

测试生产线，打造东南沿海集成电路产业集

群区。到202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500

亿元，年均增长30%；工业增加值210亿元，

年均增长 30%

2016 年

7 月 

福建省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

业专项发展规

划 

到 2020 年，在集成电路设计与嵌入式软件

形成竞争优势和鲜明特色，实现销售收入 

400亿元

江

西

省 

2016 年

1 月 

江西省电子信

息制造业三年

行动计划

（2016-2018

年） 

大力引进 45/40 纳米、32/28 纳米工艺集成

电路生产线，谋划布局 22/20 纳米、16/14 

纳米芯片生产线，以微机电系统传感器、

新型存储器工艺为着力方向，聚集一批晶

圆代工生产和垂直整合制造模式的集成电

路企业，形成集成电路制造集群 

江

苏

省 

2015 年

7 月 

省政府关于加

快全省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的

意见 

到 2020 年，全省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

超3000 亿元，产业链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一批企业进入国际第一方阵，成

为国内外知名的集成电路产业高地 

安

徽

省 

2014 年

6 月 

安徽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的意

见 

到 2020 年，总产值达 600 亿元以上，建成

以合肥为中心、辐射皖江城市带、具有区

域影响力的特色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区，力

争进入国家产业发展布局 

杭

州

市 

2017 年

9 月 

杭州市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规

划 

到 2020 年底，杭州集成电路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力争达到 500 亿元；培育主营业务收

入超过 50 亿元企业 3-家，超过 10 亿元

企业 5-8家，超过亿元企业 30 家以上 

省

市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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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半导体行业协会

          集成电路用材料是所有材料中技术含量最高

的，也是最难攻克的，现阶段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持续

扶持，且政策需要具备一定的针对性，并能精确瞄准

集成电路产业上下游供应链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加以

税收方面的优惠鼓励，比如研发资金可以抵税或者税

收返还等。

宁

波

市 

2017 年

3 月 

宁波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推进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 

鼓励引进集成电路大企业大集团，对于重大

集成电路产业引进项目给与“一事一议”综

合扶持政策。鼓励新建集成电路产业投资项

目，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新建投资规模超过

500 万元（含）以上项目，给与不超过实际

投入 20%、最高 5000 万元的补助 

深

圳

市 

2017 年

8 月 

深圳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 

“十三五”规

划 

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设计业，攻关信息处理、

传感器、存储器等关键通用芯片，布局大尺

寸集成电路生产线，导入 16/10nm 生产工

艺，提升特色集成电路产品生产规模和水

平。加快形成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无

锡

市 

2016 年

12 月 

无锡市加快集

成电路产业发

展的政策意见 

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全市集成电路产业

产值突破 1000 亿元，其中设计业 120 亿、制

造业 250 亿、封装测试业 350 亿、配套支撑

300 亿 

广

州

市 

2016 年

11 月 

广州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第十

三个五年发展

规划 

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

路芯片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封装、集成电路

材料、集成电路设备等相关产业 

石

家

庄 

2016 年

11 月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发展意见 

设立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 

100亿元，首期规模 10 亿元。基金以股权投

资等方式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动重点

企业兼并重组，对集成电路项目跟进投资 

晋

江

市 

2016 年

10 月 

晋 江 市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发 展 规

划纲要

（2016-2025） 

到 2025 年，晋江将引进国际化优质企业，

往高端内存产品发展。同时，晋华项目将在

该阶段持续加快技术开发及产能扩充，目标

月产能 20 万片 

厦

门

市 

2016 年

6 月 

厦 门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纲要 

到 2025 年，厦门市集成电路产业产值将达

到1500 亿元，以集成电路产业支撑的信息技

术产业和相关产业规模超 4500 亿元，成为

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重点集聚地区之一 

苏

州

市 

2016 年

3 月 

关 于 推 进 软 件

和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发 展 的 若 干

政策 

鼓励投资新建 12 英寸及以上集成电路芯片

生产线项目、重大集成电路封测项目，加大

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市场推广，提高苏州

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南

京

市 

2016 年

3 月 

市 政 府 关 于 加

快 推 进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发 展 的

意见 

到 2020 年，全市集成电路产业销售收入突破

500 亿元，年均增幅 60%以上，形成制造、设

计和封装测试等环节协同发展的集成电路产

业链。集成电路研发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形成一批核心技术强和市场占有率高的

重点企业和产品，将南京市打造成全国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2016 年

3 月 

市 政 府 关 于 加

快 推 进 集 成 电

路 产 业 发 展 的

若干政策 

设立南京市集成电路产业专项资金。市区各

类科技、产业、人才等专项资金优先支持集

成电路产业发展，向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企

业和项目倾斜 

省

市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省

市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据了解，联盟由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牵头，发

起机构包括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激光产业分

会、湖北省激光行业协会、深圳市激光智能制造行业

协会、江苏省激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武汉激光

链智能及高端制造行业协会、上海市激光学会、温州

市激光行业协会、山东省激光产业联盟、苏州工业园

区激光产业创新联盟协会，覆盖珠江三角洲、长江三

角洲、华中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四个产业带。

          联盟将通过形成联动机制，整合项目资源、政

策资源、信息资源和人脉资源，为各地激光行业企业

提供分享、开放、合作、共赢平台，共同推动我国先

进激光技术及先进激光智能装备发展。联盟致力于推

动激光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国内、外政府以及企业社

团等机构对接，

中国激光产业社团联盟成立 促行业抱团
发展

          作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重要组成，激光产业

正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由多地激光行业社团机构

共同发起的“中国激光产业社团联盟”近日在上海宣

布成立，旨在促进行业企业“抱团发展”。

携手合作

牵头单位 发起机构

整合资源

广东省
激光行
业协会

湖北省激光行业协会
深圳市激光智能制造行业协会
上海市激光学会
温州市激光行业协会
山东省激光产业联盟等 中国激光产业社团联盟

项目资源
政策资源
信息资源
人脉资源

分享
开放
合作
共赢

珠江三角洲
长江三角洲
华中
环渤海

…
促进行业企业"抱团发展"

联动机制

提供平台 覆盖面广

资料来源：激光之家

图 6  中国激光产业社团联盟成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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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t outlook    |    市场前瞻    |

2018年至2023年，全球太阳能背板市场预计将以7.02%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预计2018年市场规模为17.1
亿美元，到2023年达到24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2018年至2023年，全球太阳能背板市场预计将以

7.02%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预计2018年市场规模为

17.1亿美元，到2023年达到24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全

球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的增加、政府政策支持推动可

再生能源技术的广泛采用以及减少碳排放需求的日益

增加带动了太阳能背板市场的强劲增长。

 从应用市场来看，主要分为公用事业，工

业，商业，住宅和军事。公用事业部门有望成为最大

的市场，这主要是因为全球范围内增加太阳能发电厂

装机容量，包括规模型公用事业和分布式发电应用，

以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从安装类型来看，主要分为屋顶安装，地面

安装和浮动电站。在预测期间，浮动电厂市场预计将

以最高复合增长率增长，主要归因于电厂由于水的冷

却性质而产生更多能量的能力。浮动电厂也解决了土

地约束问题，这是地面安装太阳能装置的主要障碍。

 从区域市场来看，

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太阳能

光伏安装量大幅增加，亚

太地区预计在预测期间将

主导全球太阳能背板市

场。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

的市场，并且正在大力投

资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减

少碳排放并满足其电力需

求。亚太地区也有望成为

增长最快的市场，其次是

北美。  

市场前瞻:
2018年全球太阳能背板市场需求将超17亿美元

赛伍应用技术（中国），中来股份（中国），Coveme（意大
利），Krempel（德国）和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中国）将成为

全球领先的太阳能背板供应商

应用市场 安装类型

市场 类型

应用广泛

公用事业，工业，商业，
住宅和军事

公用事业部门有望成
为最大的市场

亚太给力

中国和印度的太阳能
光伏安装量大幅增加

亚太地区也有望成为
增长最快的市场，其
次是北美

形式多样

成本优势

屋顶安装，地面安装和
浮动电站

浮动电厂市场预计将以
最高复合增长率增长

区域市场 材料类型

含氟聚合物和非含氟聚
合物非氟聚合物板块预
计将以最快速度增长

非含氟聚合物基底片具
有更高的成本效益

2018年 2023年

17.1

24

全球太阳能背板市场预估

单位：亿美元

7.02%的年复
合增长率

全
球
太
阳
能
背
板
市
场
需
求
旺
盛

 从材料类型来看，主要分为含氟聚合物和非

含氟聚合物。其中，非氟聚合物板块预计将以最快速

度增长。与含氟聚合物基底片相比，这种增长可归因

于其成本效益。

 从企业发展来看，赛伍应用技术（中国），

中来股份（中国），Coveme（意大利），Krempel

（德国）和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中国）将成为全球

领先的太阳能背板供应商。

          尽管太阳能背板市场呈现看涨趋势，太阳能光

伏发电的安装和存储成本高昂的问题仍然客观存在，

并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制约着太阳能背板市场的发

展。

资料来源：MarketsandMarkets

图 7  全球太能背板市场增长情况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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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传感器市场规模达2075亿

美元

         传感器技术是一项当今世界令人瞩目的迅猛发展

起来的高新技术之一，也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

重要标志，它与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构成信息产业

的三大支柱之一。正是由于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和投入

开发，传感器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全球传感器约有2.6

万余种，随着技术创新，新品种和类型不断出现。全

世界从事传感器研制与生产的企业约6500多家，其中

美国、欧洲、日本均超过1000家，俄罗斯800多家。

         近年来，全球传感器市场一直保持快速增

长，2012年受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传感器市场增速

大幅下降，市场规模为862亿美元。随着全球市场的

逐步复苏，2013年全球传感器市场规模已达到1055亿

美元。2017年全球传感器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000亿美

元。

|   Market outlook    |    市场前瞻    |

          目前，部分传感器市场比如压力传感器、温度传

感器、流量传感器、水平传感器已表现出成熟市场的

特征。流量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的市场

规模最大，分别占到整个传感器市场的21%、19%和

14%。传感器市场的主要增长来自于可穿戴设备传感

器、MEMS传感器、生物传感器等新兴传感器。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用、工业机器人用、环境保护用比重均未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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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12～2017年全球传感器市场规模增长情况

14%

21%

19%

46%

流量传感
器压力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其他

图 9  2017年全球传感器细分产品竞争格局

          全球的传感器市场在不断变化的创新之中呈现出

快速增长的趋势。传感器领域的主要技术将在现有基

础上予以延伸和提高，竞争也将日益激烈。新技术的

发展将重新定义未来的传感器市场，比如可穿戴设备

传感器、光纤传感器、智能传感器和金属氧化传感器

等新型传感器的出现与市场份额的扩大。

         传感器市场以消费类产品为主，其中家电用占比

最高，达到23.15%；其次是汽车用传感器，比重为

18.52%；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与设备用位居第三，比

重为10.65%；医疗器械用、飞机和船舶用、机械工程

         随着近几年全球汽车电子市场规模以每年

15%-20%的速度增长，车用传感器的数量也在不断增

加。其中增长较快的是车身控制相关的部分，包括

空调、仪表和遥控装置。预计到2025年该市场规模预

计增长至88.4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将达9.70%。

         目前，汽车传感器领域普遍受到市场关注。欧洲

依然是汽车传感器的最大市场，占全球汽车传感器

市场份额的22.50%；其次是中国，占比为14.20%。亚

太地区预计将引领全球汽车压力传感器市场，北美

和欧洲市场紧随其后。

家电
23.15%

汽车
18.52%

工业自动化控
制系统与设备

10.65%
医疗器械

6.94%

飞机和船舶
6.02%

机械工程
2.78%

工业机器人
1.39%

环境保护
3.70%

其他
26.85%

图 10  全球传感器市场应用领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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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球手机指纹识别模组出货量达
11.56亿颗

         2018年，苹果首次取消指纹模组，用3D sensing代

替解锁功能，让手机指纹市场企业陷入了被取代的恐

慌中。对于指纹市场在手机上的前景，目前市场上存

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指纹无法被取代，

它仍然是最安全最便捷的解锁方式；二是指纹将会被

3D sensing 取代，最终彻底在手机上消失。从产业链

调研来看，指纹在中长期内，仍将存在，并且在未来

至少3年内，指纹市场仍有巨大的空间。

|   Market outlook    |    市场前瞻    |

          自指纹识别被苹果应用到智能手机终端，安卓迅

速跟进。随着移动支付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印度、

拉丁美洲等地区智能机的逐渐普及，中国乃至全球的

指纹识别手机的出货量逐年上升。2017年，全球手机

指纹识别模组出货量约为11.56亿颗，指纹手机的渗

透率从2016年的43%上升到了2017年的61%，并且预

计未来会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旭日大数据

表 5  指纹与3D sensing技术特点对比

图 11  2015～2020年全球手机指纹识别模组出货量及
渗透率预估

          一方面，指纹模组出货快速攀升，但价格却节节

败退。指纹模组在中低阶手机中的快速渗透拉动了指

纹模组的出货量，2017年全球指纹模组出货量相对于

2016年增长了48%。由于指纹模组价格竞争激烈，导

致去年价格比2016年下降超过56%。因为很多指纹模

组厂商同时也是摄像头模组厂商，终端厂商为了在摄

像头模组订单上拿到一个更低的价格，往往会把指纹

模组的订单也给该模组厂，指纹模组成为模组厂跟终

端厂议价的一个筹码。

          另一方面，全球手机指纹识别模组竞争格局基本

呈现高度集中的态势，前五名供应商占据63%的市场

份额，中小指纹模组厂被迫往指纹锁市场转移。在市

场份额方面，2017年，欧菲科技超越日月光位列第

一，约19.1%；而日月光因为iPhone X取消指纹识别采

用面部识别，指纹模组市场份额大约18.2%，下滑到

第二位；凭借三星手机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出货，三

星电机的份额达到11.2%，排在第三；丘钛和东聚分

别占据7.2%和6.9%的份额，而其它模组厂占据37.4%

的市场份额。

技术 特点 

指纹 进一步向低阶手机渗透，低阶手机体量大催生巨大

需求；安全、便捷 

3D sensing 技术难度大，研发进度慢，成本高，解锁方面成本不

具优势；前置的应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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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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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0% 欧菲科技

日月光

三星电机

丘钛

东聚

其它

图 12  2017年全球手机指纹识别模组市场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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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家用强大的激光测试小行星核弹计划

俄罗斯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应对假想的小行星威胁的计划，这个威胁来自于电影“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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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应对假想的小行星威胁

的计划，这个威胁来自于电影“世界末日”。

一个政府科学家小组已经提出，核武器可以在那

些已经开发出来的国家力量范围内使用，用来摧毁外

来小行星的袭击，保护地球不受小行星的重大撞击。

此后，他们于3月8日发表在“实验和理论物理杂

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展示了使用比例模型“小

行星”和强大的激光对小行星进行核攻击的效果。

资料来源：快科技

              用强大的激光在地球上撞击一个微小的模型小

行星，显然与在太空中用激光撞击一颗大小一样的小

行星完全不同。但只有把这两种情况放在一起，才有

一个合理程度的比较。研究人员采取了谨慎的步骤，

确保模型是从相同的材料中建立的，并且与球粒陨石

（常见的石质小行星）结构相似。科学家们借助激光

脉冲来模拟一颗核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在使用激光

摧毁陨石模型的过程中，研究人员测量了小行星热量

和压力的分布和变化。他们的实验结果与计算机模拟

预测的结果类似。计算机模拟还表明，小行星爆炸之

后所产生的放射性岩石碎块对于我们的星球而言将会

是安全的。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全部摧毁小行星模型

所需要的每单位质量的力量几乎是摧毁车里雅宾斯克

陨石所需要力量的两倍。

          这项实验也证实，在摧毁小行星模型时，一连

串的小型爆炸比单一的大爆炸更加有效。数据表明，

摧毁一颗直径600英尺（约182米）的非金属小行星需

要一颗3百万吨级的炸弹。核武器档案还显示，1952

年，美国在西太平洋马绍尔群岛西北端的埃尼威托克

环礁（Eniwetok）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热核武器——

氢弹。其强度为10.4兆吨。

          防御太空威胁研究所所长杰夏托夫认为，目前

俄尚不具备拦截这些“天外来客”的能力。陨星坠地

速度很快，进入大气层的角度非常小，也增加了对其

跟踪的难度。俄罗斯人寻求解决方案之际，仍存在一

些希望，他们在考虑和呼吁联合其他国家建立防御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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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研制出光二极管 将对光子通信业产
生重要影响

 二极管能传输一个方向上的电流，但却阻挡反向

电流，是几乎所有电子电路的基本组成元件，但现有

的光学二极管需要大块磁光晶体，严重阻碍了其在微

纳尺度上的集成，成为集成光子学领域面临的重大挑

战之一。

2018年3月，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的研究

人员研制出了一种全光二极管，新二极管能被用于微

型光子电路中，有望为微纳光子学芯片提供廉价高效

的光二极管，从而对光子芯片和光子通信等领域产生

重要影响。

在新研究中，帕斯卡·德尔海耶博士领导的团队

将光发射到一个微谐振器（一个硅芯片上的玻璃微

环）内。尽管微环直径仅与人头发丝相当，却可使光

在微环内来回传播。利用微环增强的光学克尔效应，

该团队制造出了新的全光二极管。新二极管仅能在一

个方向上传输光，且可集成到微纳光子电路中，因

此，克服了二极管需要大块磁光晶体这一限制。

德尔海耶表示，这些二极管有望为微光芯片提供

廉价高效的光二极管，也将为可用于光学计算的新型

集成光子电路铺平道路，还可能对未来的光子通信系

统产生重大影响。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据悉，中国科学家也在该领域获得了较好的成

果，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董春华博士利用微腔光力

相互作用，得到了全光控制的非互易微腔器件，包括

全光二极管和环形器等。

尽管最新研究并非第一个全光二极管，但获得的器

件具有操作简单、隔离度高等特点，是一个很有潜力

的方案。当然，与现有的全光二极管方案类似，基于

谐振腔的全光二极管往往存在带宽限制，仅能在较窄

的谐振模式内工作，未来还需进一步研究，突破其限

制。

资料来源：智能照明

科学家拟用生物3D打印脑结构研究神
经退行性疾病治疗

           近期，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家团队在《生物技

术趋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公布了一项

他们的研究成果。这篇由研究人员Geoffrey Potjewyd

和Sam Moxon共同撰写的论文表明，曼彻斯特的科学

家团队正在探索如何使用3D生物打印技术来帮助治

疗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症。3D生物打印

技术可用于生成模拟神经血管单位（NVU）的模型

和结构。

        该团体在人脑中发现，NVU是由血管和神经部

分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两种结构之间的交流是维持大

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NVU在为大脑提供营养和

氧气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还可作为有害有毒化合物的

去除系统，确保大脑保持健康和功能。当NVU运行

不稳定时，即可能会导致某些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

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和中风等。

        为了研究NVU功能障碍期间发生的情况并更好

地了解如何治疗神经退行性病症，曼彻斯特大学的研

究人员正在开发生物3D打印的NVU模型，模拟细胞

与NVU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目前，科学家正在使用动物模型进行研究，但

是研究和使用由人类细胞制成的NVU模型的能力将

是有利的。随着生物3D打印技术和组织工程的进

步，这种可能性将变得越来越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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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3D打印技术能够将嵌入不同细胞类型的水

凝胶材料沉积到给定的结构中。例如，内皮细胞可以

模仿血管单元的微血管模式打印，而神经元和神经胶

质细胞可以作为互相连接的部分沉积以制造神经组

件，而且，这两个组件可以通过简单的将它们打印为

两个连续层来模拟神经血管相互作用进行交互。

             这些生物3D打印模型可以通过调整所使用的生

物链材料进行精细调整，以匹配真正NVU的机械和

生物化学成分。这些生物油墨可以在刚度、孔隙率、

化学成分等方面有所不同。所有这些变化都可以通过

印刷具有固有特性的天然或合成材料来确定。

             最终，生物3D打印的NVU模型的开发可以使

研究人员能够更大规模和更深入地研究神经退行性疾

病，并可能寻找到治疗的关键步骤。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资料来源：3D打印商情

长春光机所原创上转换纳米光开关首次
实现癌症诊断和治疗精准调控

      光开关材料（Photoswitchable materials）在高密度

光学数据存储、光电器件、化学传感以及生物医学等

新兴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稀土掺杂的上转换发

光纳米晶，因其具有近红外窄谱带激发，宽能域多谱

带上转换发射和高的光稳定性等特点，被认为是性能

优异的光转换功能材料。通过掺杂与结构调控技术构

建的复合上转换纳米晶光开关材料已被应用于调控有

机分子结构、实现分子手性翻转和肿瘤多模式协同治

疗等领域。

     然而，目前为止，所有报道的上转换光开关被限

制在Nd3+和Yb3+共敏化材料体系，导致材料结构复

杂（图b），开关关闭性不严。基于上述问题，中科

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孔祥贵，刘晓敏团

队基于非敏化的NaErF4体系，创新地设计了一种近红

外光开关型上转换纳米材料用以实现成像引导的精准

可控肿瘤光动力治疗，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

《ACS Nano》（SCI影响因子13.94）上（ACS Nano, 

2018, DOI:10.1021/acsnano.7b07393）。该团队的常钰

磊副研究员基于NaErF4可多波长激发(800 nm, 980 nm 

和1530 nm)的特点，并结合NaYbF4:0.5%Tm具有高效

蓝紫光发光的优势，制备出新型复合蓝紫光上转换光

开关材料。利用这一开关特性，在纳米粒子表面修饰

蓝紫光响应的光敏剂（如TiO2），所形成的纳米光

敏剂被证明在鼠体内可实现肿瘤成像和治疗的精准调

控。解决成像时即启动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从原理上

避免了光泄露导致的光毒性。本项研究突破了传统上

转换光开关材料Nd3+和Yb3+共敏化的限制，提出了

一种全新的无敏化离子掺杂的光开关构建策略，促进

了上转换光开关型纳米材料在生物应用方面的应用。

资料来源：长春光机所



企业动向:
EV集团与IBM在激光剥离技术领域展开合作
晶圆键合和光刻设备领先供应商EV集团（EVG）与IBM公司将在激光剥离技术方面达成一项授权合约。EVG计划
将IBM的混合激光释放工艺融入到他们的临时键合和剥离解决方案中，这将使高通量制造商实现最优的临时键合
和剥离过程流。

晶圆键合和光刻设备领先供应商EV集团（EVG）

与IBM公司将在激光剥离技术方面达成一项授权合

约。EVG计划将IBM的混合激光释放工艺融入到他们

的临时键合和剥离解决方案中，这将使高通量制造商

实现最优的临时键合和剥离过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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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集团的激光剥离模组被设计集成于EVG 850

DB自动剥离系统中。该公司的激光剥离解决方案具

有低温剥离和高温处理稳定性的特点，可用于多种应

用场合，包括扇出型晶圆级封装（FO-WLP）和其他

感温环节，如内存堆叠和集成、晶粒分割、异构集成

和生物技术/有机包装和设备应用，以及光子学、复

合半导体和动力装置。

资料来源：Industrial Laser Solutions

图 13    EV集团的激光剥离模组设计包含一个固态激光器和波束成
型光学器，以实现最优化的、无强制的剥离

             由此产生的先进激光剥离解决方案包括紫外线

（UV）和红外（IR）激光剥离（设计能够用于玻璃

或硅载体）的方法和设计，以及键合接口的检

查。IBM贡献的技术帮助EVG实现了满足行业对临时

键合和剥离关键要求的设计，包括高产量、低晶圆应

力以及激光设备、加工、消耗品的低成本。先进的

EVG解决方案包括保护芯片免受热和激光伤害的技

术，以及用于设备和载波晶片的化学清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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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移动与腾讯携手 共推5G产业发展

       2018年3月，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中国

通信标准化协会支持的＂OSCAR云计算开源产业大

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大唐移动与腾讯将在

TARS的开源项目上进一步深入合作，探索开源与云

计算的创新发展新路径，共同推动开源产业发展。同

时，双方也将在5G研发及应用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日益发展，并开始进入“深水

区”，开源技术与云计算融合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而

在ICT大融合的趋势下，大唐移动与腾讯也展开了深

度合作。大唐移动将腾讯的TARS微服务框架应用到

其5G核心网中。

       大唐移动作为通信行业的“国家队”，在3G/4G

协议方面具有深厚的技术积累，5G研发也一直走在行

业前列。在5G二阶段网络测试中，大唐移动率先完成

服务化全用例的测试，采用3GPP会议标准的HTTP＋

JSON接口协议栈，在业内第一次验证了该技术标准

应用于产品的可行性。TARS作为腾讯内部使用多年

的微服务架构，其服务间调用的高性能，以及其进过

多年生产环境和亿级用户验证过的高可靠性和高性能

处理能力，使其满足通讯行业对平台架构的可靠性和

性能的苛刻要求。利用TARS微服务开源项目，大唐

移动和腾讯联合开展了5G核心网SBA架构的开发。

          凭借大唐移动在通信领域的深厚积累，以及腾讯

在IT领域具有领先的IT技术及经验，双方未来将在5G

边缘计算、车联网、网络能力开放等方向进行广泛合

作。

大唐移动

通信行业的“国家队”

在3G/4G协议方面具有深厚
的技术积累，5G研发也一
直走在行业前列

率先完成服务化全用例的测
试

腾讯

拥有成熟的TARS微服务架
构，且服务间调用性能高

多年生产环境和亿级用户验
证过的高可靠性和高性能处
理能力

合作方向

5
G
核
心
网

T
A
R
S
架
构

5G核心网SBA
架构的开发

合作模式

5G边缘计算

车联网

网络能力开放

图 15  大唐移动与腾讯合作概况

资料来源：C114中国通信网

Iridex公司用于青光眼治疗的透照探头
获得CE标志认证

Iridex公司G探头照明探测系统已在欧洲获得CE

标志监管批准，该系统将透照和激光光纤结合起来

用于靶向的透巩膜睫状体光凝术（CPC，一种青光

眼的治疗方法）。该探测系统由公司的Cyclo G6 青

光眼激光系统提供动力支持，并于2017年初获得美

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该系统具有

内置的透照功能，以优化探头的放置和治疗效果。

        研究表明，睫状体以及CPC治疗的靶组织位置

因人而异，此外眼球大小异常、高度近视以及角膜后

移等问题都给青光眼的治疗带来更多挑战。G探头透

照系统可以提高医生定位睫状体的能力，以更有针对

性的方式进行激光治疗。G探头照射系统可于手术

室、门诊或办公室进行青光眼治疗。

资料来源：BioOptics World

图 14  Iridex公司用于青光眼治疗的Cyclo G6激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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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众科技把投资禹城作为公司重要的战略进行布

局，将投资1亿元建设一体化激光产业园，生产DKDP

晶体毛坯、激光器材等。预计未来3年时间这里将吸

引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进驻，有望形成华北地区规模最

大、配套最完善的一体化激光产业园区。届时，园区

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亿元、利税8000万元。

图 16      一体化激光产业园建设概况

济南晶众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晶体普克尔斯盒 非线性晶体 光学产品 红外产品

建设一体化激光产业园，力争园区每年实现销售收入3亿元、利税8000万元

• 便捷的区位条件

• 优质的营商环境

• 完整的项目进驻方案

• 优秀的人才集聚效应

区位优势

禹城 “国字号”高新区

• 持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

• 全国30％左右的市场份额

• 激光武器、美容医疗、航空航
天等广泛的应用领域

公司实力

晶众科技将投资1亿元建设一体化激光

产业园

          3月16日，在禹城市2018年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

目“三个一批”活动上，“高科技范儿”十足的一

体化激光产业园项目引人瞩目。项目由济南晶众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主要生产用于激光武器、美容医

疗、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高端晶体和激光器材。

          济南晶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益磊透露，

不管是高端晶体还是激光器材，都具有非常高的技术

门槛。目前，晶众科技通过与国内高校院所紧密合

作，持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以较强的竞争力，拿下

了全国30％左右的市场份额。

          事实上，晶众科技在落户禹城之前，曾考察过

不少地方，但禹城依靠便捷的区位条件、优质的营商

环境最终赢得他们的青睐。为了推进项目顺利落地，

禹城还替他们设计了完整的项目进驻方案，甚至考虑

到每个细节，正是这种务实、高效、贴心的服务和工

作作风，打动了晶众科技的考察团队。

          此外，禹城拥有一个“国字号”高新区，更加

让他们坚定了落户的信心。禹城在高新区高标准建设

运营中央创新区核心区，体现了禹城对高新技术产业

的重视程度，这样的力度一定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

集聚，为晶众科技今后的发展培育肥沃的土壤。

资料来源：OFweek激光网 



总 09 期   2018年第3期

 叶 茂  章日辉  刘义鹤  曹晨  胡思思  刘美蓉  郭文娟  高倩  龚琴  王博

扫码阅读更多资讯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