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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 

关于开展“第十二届（2017 年度） 

中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项目”评选活动的通知 

会员单位及有关单位： 

当前，正值我国加速发展先进制造业及创新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关键时期，在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和业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行业创新实力不断提升，成果日益

丰富。为进一步鼓励和宏扬业界员工的创业精神，为进一步宣传和推广我国境内

半导体产品和技术创新成果，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中国电子报社将继续联合

举办“第十二届（2017 年度）中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评选活动。 

一、评选范围和条件 

评选范围为半导体产业的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包括集成电路、分立器件(包

括半导体功率器件及模块、光电器件)、MEMS、半导体设备和仪器、半导体专

用材料。 

评选条件如下： 

1、产品或技术的研发主体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或事业单位，主要研发工作

在中国内地完成； 

2、产品或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 

3、产品或技术已经得到实际应用，在产业化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 

4、产品或技术在国家有关部门受理或授权的相关专利时间在 2015-2017 年

度； 

5、已被评为“中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项目”的产品和技术不再参评。 

二、评选步骤与办法 

“第十二届（2017 年度）中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术项目”评选活动程序，

按推报候选产品或技术、确定候选项目、投票评选、颁奖典礼和媒体宣传等五个

步骤进行。 

1、候选产品或技术的申报及推报 

会员单位可以自荐本单位产品或技术参选；非协会会员单位可由中国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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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含协会各分会）、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

会、中国电子报社或地方半导体（集成电路）行业协会推荐。 

2、确定候选产品或技术 

评委会秘书处对所有推报项目的材料进行审核、整理、汇总，将符合推报要

求的产品或技术项目提交评委会。 

评委会根据推报项目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评选条件的要求，确定最终的候

选产品与技术。 

3、投票评选 

评委会召开评审会，听取秘书处对候选产品情况的说明；审看候选产品相关

背景资料；对候选产品或技术进行讨论和评审，进行无记名投票。 

当选产品或技术需获得到会评委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的票数。 

4、颁奖典礼 

主办方将于 2018 年 3 月，在“2018 年中国半导体市场年会”上举行颁奖典

礼。 

三、活动宣传 

主办单位对获奖产品和技术以报告形式报送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

部、科技部、财政部等部委的相关司局。《中国电子报》、《中国集成电路》和

《中国半导体行业信息网》对评选活动和获奖产品及技术进行专题报道。 

四、评选材料申报方式和报名截止时间 

1、申报材料采取电子版（申报表）与纸质材料并行申报方式。  

2、纸质材料包括：申报表（附件）、产品或技术鉴定、验收和评价报告，

专利受理或授权证书复印件，布图保护登记证书复印件，产品或技术的用户报告

（尽量提供），产品照片，产品商标。纸质版材料一式三份，在“申报单位”栏

内签字盖章，简单装订成册。“推荐单位”一栏空白，由我协会盖章推荐。 

3、报名截止时间：2017 年 12 月 15 日。 

纸质文件邮寄：北京市朝阳区胜古中路 2 号院 5 号楼金基业大厦 716（100029）  

联系人：袁桐  徐东华 010-64498802  13466786757 

电子版申报表（附件）发送至：cemia@c-e-m.com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  2017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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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群创量产首款小尺寸柔性 AMOLED 显示屏 

群创光电（Innolux）已开始生产柔性 AMOLED 显示屏，首款为 1.39 英寸

400×400（287 PPI）面板。新款 AMOLED 屏主要面向可穿戴（智能手表）应用，

目前已量产。 

据称，这也是市场上首款除三星和 LGD 以外的柔性 AMOLED。群创光电表

示，愿意出售这些面板给小批量客户。 

群创光电为富士康（Foxconn）子公司，长期以来不断推出 OLED 屏。2016

年，公司推出首款柔性 AMOLED 原型，并宣布计划在 2017 年实现小尺寸柔性

OLED 的量产。 

2016 年，群创光电 CEO 曾对 OLED 的竞争力存疑，因此尚不清楚公司的

OLED 产品计划。另据富士康收购夏普（Sharp）的相关报道，富士康可能会将

群创光电和夏普的 OLED 产品进行整合。 

华星光电 Q3 投片量 85 万片 同比增 10.5% 

10 月 12 日，TCL 集团发布三季度主要产品销量和服务业务进展公告。公告 

显示 ，报告期内 TCL 各主要产业进展顺利，尤其是液晶面板、智能电视和家电

业务均实现良好的增长。同时，服务业务数据保持增长态势，公司家庭互联网及

移动互联网用户运营见效良好。 

 

华星光电本季度液晶玻璃基板投片量为 85．0 万片（t1 产线与 t2 产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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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投片量），同比增长 10．5％；华星光电本季度液晶电视面板及模组产品的销

售面积折算后约为液晶玻璃基板 81．4 万片，同比增长 11．8％。 

TCL 集团 2017 年第三季度 LCD 电视产品销量为 667．1 万台，同比增

长 9．35％。其中，TCL 多媒体 LCD 电视国内和国外市场的销量分别为 218．0 

万台和 433．2 万台；智能网络电视销量为 408．2 万台，同比增长 16．3％；

其中国内智能网络电视销量为 164．0 万台，占 TCL 多媒体 LCD 电视在国内市

场销量的 75．2％。TCL 通讯本季度通讯设备及其它产品销量合计 1，169．6 万

台。家电集团本季度空调、冰箱、洗衣机产品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19．4 ％、8．41％、

13．2％。 

友达昆山 LTPS 厂，10 月已满载 

友达昆山厂去年投产，全力供应大陆智慧型手机客户，前 3 季平均每月出货

量高达 200 万片。今年下半年手机面板需求热络，友达昆山 LTPS 面板厂 10 月

底满载，中小尺寸面板运营中心也正式启用，在高阶行动装置面板市场更有竞争

力。 

友达在昆山投资兴建的低温多晶硅 LTPS 面板厂在去年下半年投产，产能规

模约 2.5 万片，锁定在 18：9 高阶智慧型手机面板和高阶笔记型电脑面板应用。

友达在厂区打造一条龙生产线，製程涵盖前段 TFT array 及彩色滤光片、内嵌式

（in-cell）触控、中段 cell 以及后段模组等，将生产高阶智慧手机面板、内嵌式

触控面板及笔电面板等产品。  

近日友达宣布新厂将于 10 月底满载，而昆山中小面板运营中心也将正式启

用。昆山友达总经理朱永铨表示，昆山 LTPS 面板厂是全球第三条、也是大陆第

一条 6 代 LTPS 面板生产线。以 5.5 吋面板计算，今年前 3 季平均每月出货量已

达到 200 万片，供应给大陆各大智慧型手机厂商。新开幕的中小尺寸面板运营中

心则是整合了友达分散在台湾、苏州、厦门等地的研发设计与市场行销资源，提

供客户完整的技术和产品开发服务。 

今年手机面板市场淡旺季出货差异特别大，因为新旧产品交替，出货集中在

下半年。而下半年手机市场 18：9 全萤幕面板导入，出货面积相比 16：9 面板的

多出 20％，而且很多品牌出货落后，下半年拉货动能强，对于面板产能去化有

相当大的帮助，也让中小尺寸面板供不应求。友达 6 代 LTPS 面板厂放量，正好



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简报 

6 

 

赶上这一波手机面板热潮。 

18：9 全萤幕面板是新产品，出货单价较高，而且 18：9 全萤幕面板大多搭

配内嵌式触控面板，相比同尺寸面板，价格要高出 10％～20％，下半年中小尺

寸面板成为面板厂获利的利器。 

京东方业绩喜人，或打破韩企屏幕垄断格局 

10 月 24 日，国内著名屏幕厂商京东方公布了 2017 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

数据显示京东方预计 1-9 月营业总收入为 69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 64.8 亿元，同比增长超 45 倍。而从具体品类来

看，京东方在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电脑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出货量

均位列全球第一，显示器显示屏、电视显示屏出货量居全球第二。 

京东方利润大增，主要是得益于半导体业景气度提升。而在业绩表现亮眼的

同时，京东方 A 的股价表现也很给力，从 2017 年 1 月 3 日开盘时的 2.84 元一路

上涨到今日收盘时的 5.22 元，累计上涨 83.8%，涨势喜人。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开始使用 OLED 屏幕。京东方

在 OLED 方面也做了不小的努力。本月底，京东方位于成都的第 6 代柔性 OLED

生产线即将投产，预计 2018 年即可批量出货。随着我国半导体事业的不断发展，

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等电子产品使用国产的柔性 O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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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甚至可以打破“屏幕供应被韩企垄断”的格局。 

【最新专利】 

铜/钼膜或铜/钼合金膜的蚀刻液组合物 

半导体装置、TFT-LCD、OLED 等微电路是通过在基板上形成的铝、铝合金、

铜及铜合金等导电性金属膜或二氧化硅膜、氮化硅薄膜等绝缘膜上，均匀地涂抹

光刻胶，然后通过刻有图案的薄膜，进行光照射后成像，使所需的图案光刻胶成

像，采用干式蚀刻或湿式蚀刻，在光刻胶下部的金属膜或绝缘膜上显示图案后，

剥离去除不需要的光刻胶等一系列的光刻工程而完成的。 

大型显示器的栅极及数据金属配线所使用的铜合金，与以往技术中的铝铬配

线相比，阻抗低且没有环境问题。铜存在与玻璃基板及绝缘膜的贴附性较低，易

扩散为氧化硅膜等问题，所以通常使用钛、钼等作为下部薄膜金属。 

在韩国专利公开公报第 2003-0082375 号、专利公开公报第 2004-0051502 号、

专利公开公报第 2006-0064881 号、专利公开公报第 2006-0099089 号及专利公开

公报第 2010-0035250 号等中，公开了过氧化氢基板的铜/钼合金蚀刻液。 

但是，以过氧化氢为基板的蚀刻液，为了反复进行蚀刻，蚀刻液中的金属离

子含量增加，这种金属离子可起到分解过氧化氢的催化作用，导致蚀刻锥角、蚀

刻偏差及蚀刻直线度等特性失去，从而致使维持蚀刻特性的金属含量较低，蚀刻

液使用量较多的问题出现。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在蚀刻铜/钼膜或铜/

钼合金膜时，在反复进行蚀刻工程，蚀刻液内金属离子的含量较高时，也可以维

持蚀刻锥角、蚀刻偏差及蚀刻直线度等蚀刻特性的蚀刻液组合物。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铜/钼膜或铜/钼合金膜的蚀刻液组合物，

对于组合物的总重量，包含：10 至 30％重量的过氧化氢，0 .5 至 3％重量的蚀刻

抑制剂，0 .5 至 3％重量的螯合剂，0 .1 至 1％重量的蚀刻添加剂，0 .01 至 2％重

量的氟化物，0 .01 至 0 .2％重量的蚀刻稳定剂及余量的水且使全部组合物的总重

量为 100％重量；所述螯合剂是同时具备氨基和羧酸基的化合物，所述蚀刻稳定

剂是同时具有醇基和胺基的化合物，所述同时具有醇基和胺基的化合物选自由甲

醇胺、乙醇胺、丙醇胺、丁醇胺、二乙醇胺、三乙胺、二甲基乙醇胺、N-甲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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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胺及其混合构成的群，所述氟化物是离解出 F
-或 HF2

-离子的化合物。 

所述蚀刻添加剂为有机酸、无机酸或其盐，同时含有氮和硫的化合物或其混

合物。 

所述蚀刻抑制剂是含有选自氧、硫及氮中至少一个以上的杂原子的 1 至 10

元杂环碳氢化合物。 

所述的铜/钼膜或铜/钼合金膜的蚀刻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玻璃蚀

刻抑制剂。 

所述玻璃蚀刻抑制剂是含有硼的化合物。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在蚀刻铜/钼合金膜时，在蚀刻工程反复进行时，即

使蚀刻液内的金属离子的浓度增加，也可使金属离子稳定，控制过氧化氢的分解

反应，增加蚀刻工程的反复次数，增加蚀刻容量，同时也可以维持蚀刻锥角、蚀

刻偏差及蚀刻直线度等蚀刻特性，从而减少蚀刻工程中的蚀刻液的用量，可大幅

度减少 TFT-LCD、OLED 等的制造费用。 

本发明的申请人为易安爱富科技有限公司，公开日为 2017 年 10 月 3 日，目

前处于实质审查状态中。 

 

抗蚀剂剥离液组合物 

随着近年来对于平板显示装置的高分辨率呈现的要求增加，正持续进行着使

每单位面积的像素增加的努力。面对这样的趋势，也要求配线宽度的减小，为了

应对这些要求，引入了干式蚀刻工序等以致工序条件也越来越苛刻。 

此外，因平板显示装置的大型化，还要求配线中的信号速度加快，因此作为

配线材料，电阻率比铝低的铜得到实用化。随之，对于作为抗蚀剂去除工序的剥

离工序中所使用的剥离液的需求性能也变高。 

具体而言，对于针对干式蚀刻工序后产生的蚀刻残渣的去除力和针对金属配

线的腐蚀抑制力等，要求相应水平的剥离特性。特别是，还要求针对铝以及铜的

腐蚀抑制力，并且为了确保价格竞争力，也要求如基板的处理张数增多这样的经

济性。 

应对这样的要求，开发了新的技术。例如，韩国公开专利 2012-0055449 号

公开了，将乙二醇醚和乙酸酯类用作添加剂的光致抗蚀剂剥离液组合物。上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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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特征在于，将乙二醇醚和乙酸酯类用作添加剂和溶剂。 

然而，沸点低的一部分乙二醇醚类在工序中的挥发量多，因此会使工序损失 

(Loss)增加，乙酸酯类由于能够与作为剥离剂的基本组成的有机胺和碱系化合物

反应，因此具有难以保证光致抗蚀剂剥离液的性能的缺点。 

本发明是用于解决如上所述的以往技术问题的发明，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

抗蚀剂图案以及干式和湿式蚀刻残渣去除能力优异、剥离工序中不发生挥发，而

且剥离工序后不会残留的抗蚀剂剥离液组合物。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抗蚀剂剥离液组合物，其包含(a)下述

化学式 1 所表示的化合物和(b)碱系化合物，并且选择性地进一步包含上述(a)成

分和(b)成分以外的(c)其他成分， 

 

化学式1 

所述化学式 1 中，n 为 1～3 的整数； 

R1 和 R2 各自独立地为氢、C1～C10 的烷基，或者为包含 1～5 个氧原子和

2～10 个碳原子且氧原子和碳原子形成醚键的基团； 

R3 和 R4 不存在，或者各自独立地为 C1～C5 的烷氧基；C6～C12 的芳基；

被氨基或 C1～C5 的烷基取代或非取代的 C6～C12 的芳氧基；羟基；-CN；或氨

基。 

相对于组合物总重量，包含所述(a)化学式 1 所表示的化合物 10～99.9 重量％、

(b)碱系化合物 0 .1～20 重量％、及(c)其他成分 0～70 重量％。 

所述(a)化学式 1 所表示的化合物为选自由双(2-乙氧基乙氧基)甲烷、双(2-

甲氧基乙氧基)甲烷、双(2-丁氧基乙氧基)甲烷、1 ,13-二乙氧基-3 ,6 ,8 ,11-四氧杂

-十三烷、1 ,13-二甲氧基-3 ,6 ,8 ,11-四氧杂-十三烷、甲醛[双-(2-苯氧基乙基)乙缩

醛]、4-(2-((2-乙氧基乙氧基)甲氧基)乙氧基)苯胺、甲醛[双(2-邻甲苯氧基乙基)乙

缩醛]、2 ,4 ,7 ,9 ,12 ,14-六氧杂十五烷、3 ,6 ,9 ,12 ,15 ,18 ,21 ,24-八氧杂二十五烷

醇、甲醛[双(2-异丙氧基乙基)乙缩醛]、4 ,4’-(2 ,2’-亚甲基双(氧基)双(乙烷-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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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双(氧基))二苯胺、4 ,7 ,9 ,12 ,14 ,17-六氧杂二十烷-1 ,20-二腈、1-苯基

-2 ,5 ,7 ,10-四氧杂十一烷和 3 ,6 ,8 ,11-四氧杂十三烷-1 ,13-二胺组成的组中的一

种以上。 

所述(b)碱系化合物是选自由 KOH、NaOH、四甲基氢氧化铵、四乙基氢氧

化铵、碳酸盐、磷酸盐、氨和胺类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所述的抗蚀剂剥离液组合物，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包含选自水溶性极性溶剂

和水中的一种以上作为所述(c)其他成分。 

相对于组合物总重量，包含所述(a)化学式 1 所表示的化合物 10～98 重量％、

(b)碱系化合物 0 .1～20 重量％、及余量的作为(c)其他成分的选自水溶性极性溶

剂和水中的一种以上。所述水溶性极性溶剂单独或混合使用除了多元醇以外的质

子性极性溶剂和非质子性极性溶剂。 

本发明的抗蚀剂剥离液组合物具有如下特性：在平板显示器的制造工序中，

将抗蚀剂图案和蚀刻残渣有效地去除且不发生挥发，而且剥离工序后不会残留。

此外，具有优异的累积处理张数特性。 

本发明的申请人为东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公开日为 2017 年 10 月 10 日，

目前处于实质审查状态中。 

【工艺方法】 

一种八氟丙烷的制备方法 

八氟丙烷由于其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氟碳气体，

半导体行业中常用作刻蚀气体、清洁气体或电介质气体; 由于其有较高的生理耐

药性能，在临床医药上主要用作玻璃体视网膜手术后填充物及超声造影剂; 此外，

也在其它工业中作为制冷剂混合物的成分之一。 

广东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对八氟丙烷的制备方法不断地进行研究，现提出

以六氟丙烯为原料，在 Co 系催化剂的作用下与氟气直接反应的八氟丙烷制备方

法。 

本研究采用固定床反应器，以三氟化钴作为催化剂在合适的温度条件下，高

纯六氟丙烯与氟气、稀释气按比例形成的原料混合气于固定床反应器中制备八氟

丙烷，本工艺能实现连续化生产，反应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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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F6 + F2 催化剂  C3F8 

主要步骤如下: 

1．氟化催化剂制备: 本反应采用的催化剂是以载在活性氧化铝的 CoF2 为氟

化催化剂。制备好的催化剂装入固定床反应器中，通氟气进行催化剂的活化，活

化后方通原料气进行反应。CoF2 经氟气活化为 CoF3，其反应方程式如下: 

2CoF2 + F2→CoF3 

反应是在一定温度下进行，升温过程要通入氮气吹扫反应器。 

2．氟气稀释气: 稀释气一般为氮气、氩气、氦气、八氟丙烷等气体。该反

应为放热反应，特别是由于氟气参加反应，则反应中燃烧或爆炸的风险相应变大，

加入稀释气目的就是抑制反应中出现燃烧或爆炸的情况，减少断链、聚合反应的

发生。 

3．六氟丙烯原料气: 由于六氟丙烯所含杂质大部分为含氯化物，其沸点与

八氟丙烷的沸点相近，为了保证后期八氟丙烷纯度，要求进入反应器的六氟丙烯

纯度在 99%或以上。 

4．当反应器的温度到达一定温度，可将准备好的六氟丙烯与氟气稀释气按

照一定的比例通入反应器，反应温度为 50 ～250℃。 

5． 反应得到的混合气依次通过碱洗塔、吸附器，再进入精馏系统提纯，得

到高纯的八氟丙烷。 

表 1 为不同原料气及反应条件下获得的混合气。由表 1 可知: 

1）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六氟丙烯与氟气可以进行加成反应，生成八氟丙烷，

六氟丙烯的转化率几为 100%； 

2）反应温度不宜过高，反应温度过高会发生断链和聚合反应； 

3）氟气稀释气中氟气浓度一般为 20%～80%，如果氟气浓度太低，则原料

混合气中氟气稀释气与六氟丙烯的摩尔比将很大，这会浪费大量的稀释气且杂质

气体量过大，这使得制备方法不经济；如果氟气浓度太高，则会发生剧烈反应造

成六氟丙烯裂解产生副产物； 

4）根据氟气稀释气中氟气的浓度，原料混合气中六氟丙烯与氟气稀释气的

摩尔比一般为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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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此方法制备八氟丙烷，用三氟化钴作为催化剂可以实现连续反应，促进

了六氟丙烯与氟气的加成反应，相对抑制了六氟丙烯 C-C 键断裂和聚合反应，

六氟丙烯转化率几为 100%，八氟丙烷的收率可达 90% 以上，反应的选择性好，

副产物含量少。获得的粗产品经后续纯化处理后能制备高纯度八氟丙烷，是一种

低成本、高效率的可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八氟丙烷生产方法。 

 

【产业分析】 

中国大陆面板市场产业形势与趋势 

在 2017 年年中，京东方就宣布，国内首条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正

式投入生产。如今随着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于 10 月实现量产，这将有

望打破三星在柔性 AMOLED 屏幕方面的垄断。 

事实上，京东方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是大陆面板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缺芯

少屏”曾是大陆液晶电视品牌厂商及手机品牌厂商的痛点。如今，随着大陆液晶

面板产业的发展，面板厂商开始崛起，凭借多条高世代线建设，产能不断扩大，

有望在 2019 年位居全球第一。与此同时，国产 OLED 屏幕也正在迎头赶上。 

“缺芯少屏”曾经是大陆液晶电视品牌厂商的“大烦恼”，现在这种情况正

在快速改变，而且到 2019 年有望逆袭为产能全球第一。 

2017 年上半年，全球显示产业销售收入达 4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显

示产品出货面积达 964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 17%。中国大陆显示面板凭借多

条高世代线建设，产能不断扩大，有望在 2019 年位居全球第一。 

近年来我国新型显示面板产业总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整体产业规模持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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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2017 年上半年，我国显示产业全行业销售收入达到 1356 亿元，同比增长 65%。

国产面板出货面积达到 3182 万平方米，全球占比达到了 33%。 

英国著名调查公司 IHS market 于 2017 年 2 月发布的全球液晶面板研究报告

显示，中国京东方（BOE）凭借占据全球 22.3%的出货量，全面超过韩国 LG 公

司，成为显示面板企业的第一位。全球排名前五的面板供应公司，分别是京东方

（占 22.3%）、LG（占 21.6%）、友达光电（占 16.4%）、群创光电（占 15.7%）

以及三星面板（占 9.9%）。 

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底，京东方在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电脑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出货量均位列全球第一，显示器显示屏、电视显示屏

出货量居全球第二。 

据了解，京东方和华星光电当前分别建设它们最先进的面板生产线，京东方

预期其 10.5 代面板生产线将在明年投产，华星光电的 11 代面板生产线将在 2019

年投产，这也将是全球最先进的面板生产线。在这些生产线投产后，中国大陆有

望成为全球最大的面板生产地。 

在 2010 年以前，大陆的面板产业并不出众，显示屏的进口金额一度是仅次

于石油、芯片、铁矿石的第四大单一进口产品。当时，全球面板产业主要集中在

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不过，随着京东方、华星光电等面板厂商

的积极布局，凭借多条高世代线建设，大陆显示面板产能不断扩大。与此同时，

2016 年日韩厂商开始调整产能结构，关闭多个低次代产线。 

数据显示，在 2013 年到 2015 年，由于大陆面板厂商对于 8.5 代产能和 LTPS

产能持续投资的影响，全球显示产业整体产能的增长率呈现逐年攀升态势。 

2016 年是个转折点，因为日韩厂商都开始调整产能结构。2015 年三星开始

关闭 5 代线，2016 年又关闭一条 7 代线，LGD 也是这样的，还有 JDI 很多 4.5

代都在陆陆续续关闭中。所以在 2016 年它的增速有明显下滑，很明显竞争对手

在这期间采取了很多产能转换和结构调整的策略。 

而今年整体产能恢复到比较大的增长，这里面有很多是来自大陆产能的扩充，

比如 8.5 代线产能的爬坡释放，所以整体来讲产能是持续增长的。大陆面板厂商

产能，在全球来讲其实今年并不是很大，占到全球的 26%（按照股权关系所从属

的公司和地域所统计），而另一个调整是鸿海并购夏普后，按照实际控制权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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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它并入了台湾面板厂产能中。所以，从目前来讲，韩国第一，中国台湾是

第二，中国大陆产能仍然在全球排在第三，当然份额跟去年同期比大概有四到五

个百分点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