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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森田化学 中国高纯氟酸—半导体用蚀刻液 2019 年秋天实现生

产 

日本森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半导体用高纯度蚀刻试剂项目在浙江入园。该项

目将由合资公司浙江森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项目利用该合资公司无水氢氟酸

作为原料制造高纯氟酸（DHF）和缓冲氟酸（BOE），产品将用于半导体的清洗

和蚀刻。 

该项目一期投资超过 30 亿日元，项目总占地 8.8 万平方米。一期 DHF 与

BOE 产能各有 2 万吨。预计 2019 年 6 月安装完工，9 月开始生产，后续还将扩

产并新增其他高纯试剂项目。该项目将利用最先进的森田化学的制造工艺和技术

进行生产，产品纯度实现半导体级，满足国内半导体行业对超纯蚀刻试剂日益增

长的需求。从用途分析，虽然 3D NAND 的内存生产制造中主要采用干蚀刻工艺，

但是由于干蚀刻法所产生的残渣需要清洗，所以晶圆湿蚀刻需求在不断增加。该

公司 BOE 浓度将控制在 40%-50%之间来满足半导体行业对晶圆清洗的要求，

DHF 也能满足半导体绝缘膜的蚀刻等方面的使用。 

据了解，原浙江森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的工业级无水氢氟酸，供给日

本的神崎川工厂和堺工厂使用，作为生产半导体超纯试剂、铝焊接条、光学镜头

的氟化物原料。今后，浙江森田超高纯试剂生产后，公司生产的无水氢氟酸预计

一半供应日本森田化工，一半在国内使用，其余不足部分由中方的合资企业提供。 

仪式上，森田康夫社长阐述了半导体行业中硅晶圆和超纯氢氟酸是该行业不

可或缺的部分，并表示产品纯度将实现半导体级别，力争世界第一。社长强调公

司将会全力以赴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京东方第 10.5 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在武汉正式开工建设 

京东方科技集团第 10.5 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９日在武汉市临空港经济开

发区正式开工建设。项目主要产品为６５英寸和７５英寸、分辨率为４Ｋ和８Ｋ、

频率６０赫兹和１２０赫兹的显示面板，预计在２０２０年达产后产能为每月１

２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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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天的开工仪式上，京东方集团首席执行官陈炎顺说，京东方第１０．５

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是目前全球世代最高、尺寸最大的液晶面板项目之一。所

生产的高世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基板尺寸长３３７０毫米、宽２９４０毫米，

设计产能为每月１２万片玻璃基板。显示面板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硬屏技术，

并结合最新驱动设计、全铜工艺等最新技术，大幅提高了显示屏像素密度及响应

速度。 

武汉正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显示面板产业基地。截至目前，武汉在新型显示

产业链上，已经吸引了京东方、天马微电子、华星光电等行业知名企业。 

武汉临空港经济开发区主要负责人介绍，这一项目有望吸引诸多世界５００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相继落户武汉，通过拉动上下游投资，最终形成千亿级产业集

群。 

日本出光兴产 OLED 材料生产基地落户四川 

四川又迎来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落户。4 月 12 日，日本出光兴产株式会社

与成都高新区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将在成都高新区投资设立两家公司，分别开展

OLED 电子材料生产制造和来料加工，以及相关销售服务、技术支持。 

出光兴产将在川生产 OLED 电子材料，作为新型显示产业上游材料为京东

方提供配套。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投资逾 2 亿元，预计 2019 年

生产基地完成建设并投产。这将成为出光兴产全球第 3 个 OLED 材料生产基地。

出光兴产执行董事中本肇表示，公司将在生产制造领域、技术研发与服务等方面

与成都高新区合作，共同打造电子材料制造基地。 

我国高端电子化学品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4 月 18 日，北京化工大学、江苏博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召开国家重点研发

与产业化项目推进会，我国微电子加工用高端超纯化学品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并已在宜兴建成年产 1000 吨黑色光阻示范生产线。这意味着，长期受国外垄断

的微电子材料开始走向国产化，并为我国微电子及相关产业走出依赖“困境”起

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微电子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但在此领域的核心技术、关键装备与材料是我国产业的短板，长期受欧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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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和地区的垄断。江苏博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健说，“有资料显示，

2017 年我国进口芯片花费 2072 亿美元。从材料来说，目前国内自我供给仅占总

需求的 10%左右。这种被动局面继续存在，将对我国信息安全及产业发展带来很

大的潜在风险。” 

北京化工大学理学院院长聂俊介绍，该校主持承担的“微电子加工用高端超

纯化学品”是国家重点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自去年启动以来，通过产学研合作，

突破了微电子加工用高端电子化学品超纯化处理技术瓶颈，实现微电子加工用高

感度光引发剂和弱碱显影树脂的结构设计及超纯化规模制备，并将在国内建成超

纯三甲基铝(7N 级)、纳米色浆、光阻材料生产线、建立光阻材料的性能评价平

台，实现从原材料至最终产品的自主配套。 

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王芳认为，事实证明，核心技术买不来，只有靠自己，

中国特色的产学研道路才能将打破垄断、掌握核心技术做成功。微电子加工用高

端超纯化学品项目，能够快速在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与量产，就是一个成功的范

例。 

反思中兴事件，如何从芯片大国转变为芯片强国？ 

中兴事件折射出国内通信行业一直存在的“缺芯少魂”现象。现在闭门造“芯”

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不如引进先进技术和研发团队共同开发高端芯片，以色

列或将成为中国芯片技术及人才的重要来源。 

美国几乎是将中兴逼到了悬崖的边缘，中兴通讯是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公司

之一，但对美国芯片技术的依赖性强，要想实现国产化替代，需要的时间还很长。 

如何摆脱“缺芯少魂”现状 

中国的芯片市场需求占全球 50%以上，部分芯片占 70%~80%，而 90%依赖

于进口，国产芯片只能自供 8%左右。仅在 2016 年，中国进口芯片总金额接近

1.5 万亿元人民币，比排在第二的原油进口金额高出近一倍。 

我们在芯片设计、制造等方面确实存在短板，尤其是制造环节相对较弱，部

分核心技术、关键设备没有完全掌握。就拿目前很火的人工智能来说，其芯片技

术之一就是 AI 芯片，高端芯片仍依赖进口，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将

受制于人。 

芯电易：反思中兴事件，如何从芯片大国转变为芯片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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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突破行业桎梏，转化芯片大国成为芯片强国？一直是国人头痛的问题。

为此也做出了不少尝试，但是成效甚微，比如曾轰动一时的“汉芯”后被证实为

重大科研造假，另一个国产芯片“龙芯”也在技术及市场方面进展缓慢，高端芯

片的研发不仅需要技术和人才，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短期内自主创新面临的挑

战困难重重。 

与其“闭关锁国”自主研发，不如引进先进技术及研发团队共同开发高端芯

片。以色列作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领先国家，最重要的它也是全球仅有的对中国

没有重大限制的芯片强国，我们不妨师“以”长技，以色列或将成为中国芯片技

术及人才的重要来源。 

以色列半导体行业概况 

以色列的半导体行业一直处于世界前列，国内许多技术都是首创，比如 第

一台手机，第一个人电脑处理器，第一个英特尔奔腾处理器，摩托罗拉的基带芯

片、德州仪器的蓝牙芯片、Sandisk 的闪存技术、微型卫星的通信芯片，都是在

以色列研发的。 

芯电易：反思中兴事件，如何从芯片大国转变为芯片强国？ 

几乎所有全球领先的芯片企业，在以色列都建立了研发中心。苹果、博通、

高通、三星、华为、德州仪器、LG、日立、Marvell、KLA-Tencor 等大型企业，

都在以色列开展研发活动。 

以色列目前拥有超过 150 个芯片设计研发公司，芯片研发工程师超过 30000

人，每年创造的出口额占以色列总出口额超过 22%，因此长期以来以色列的出口

统计额将芯片出口单列在外统计。 

半导体行业竞争非常残酷，而以色列人能快速研发出新产品，这是为何许多

以色列芯片设计公司容易被国际半导体巨头收购的重要原因。 

各大国际芯片巨头纷纷逐鹿以色列 

1964 年，摩托罗拉在以色列设立首个半导体研发中心，标志着以色列半导

体行业的起步。 

苹果手机最新一代的处理器正在其位于号称以色列硅谷的荷兹利亚市的研

发中心开发；亚马逊 2015 年收购了一家以色列芯片设计公司，目前已深入芯片

研发领域，正在研发 AI 芯片；英国半导体公司 ARM 在 2015 年以 90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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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了以色列芯片安全公司 Sansa，主要应用在物联网领域。 

芯电易：反思中兴事件，如何从芯片大国转变为芯片强国？ 

三星公司早在 2007 年就在以色列并购了一个芯片设计企业，2017 年通过其

子公司哈曼在以色列设立了基于芯片技术的汽车网络安全中心，同时在以色列建

立了 AI 研发中心，并在以色列通信相关企业有多笔投资。 

高通近几年投资了多个以色列芯片公司，光是并购就超过 3 起。博通公司在

以色列不但建有研发中心，且已进行了多项投资及并购。德州仪器曾在 1999 年

连续收购了 3 家以色列芯片相关企业，后又收购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及其以色列

研发分支机构，目前仍在以色列进行芯片及相关技术研发。 

除了以上芯片设计公司，众多以色列本土半导体企业以及周边设备供应商包

括 Applied Materials、库力索法等公司也不容小觑，其他更多规模较小但作为许

多科技巨头的芯片供应商的企业，更是不胜枚举。 

以色列芯片研发行业的优势 

一是快速的交付能力。产品设计及生产的及时交付对于半导体行业至关重要，

以色列研发团队拥有快速的研发能力，能在相对较短时间内为全球任何一个国家

的客户及时交付设计及产品。 

二是尖端的研发实力。以色列工程师的开放视野及创新思维对克服芯片研发

过程中的特殊挑战很有帮助，特别是在应对低功耗、高频率及小体积等方面的挑

战。 

三是丰富的经验。许多以色列工程师在多个领域拥有丰富的知识与经验，如

无线通信、数据加密、高速传输及国土安全等领域，这些知识都源自于军队的服

役经验。由于小小的以色列聚集了全球各大顶尖科技公司的研发中心，经历不同

公司的以色列工程师对行业的世界领先技术有着更深的认识。 

最重要的一点，以色列半导体行业的最大的优势之一在于“企业家精神”。 

以色列或是中国芯片行业的突破口 

中国长期以来受《瓦森纳协定》的制约，难以获得真正的海外高精尖技术。

而以色列不是《瓦森纳协定》缔约国，不受该协议约束。以色列目前是世界上仅

有的少数对中国没有主要限制的国家，而且以色列的芯片设计公司到处都是。 

芯电易：反思中兴事件，如何从芯片大国转变为芯片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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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半导体行业不属于军工行业，加上以色列企业看中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

的市场，所以跟中国企业合作是战略性的。不过，因为商业文化的差异加上语言

的不同，以色列对中国市场是又爱又恨。对于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若做

好长期打算，选择正确的以色列合作伙伴，势必产生极大的价值。 

与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合作包括投资、并购、技术授权及商业合作四种模式，

要想获得真正的核心技术及研发实力，并购毫无疑问是唯一的途径。 

以色列企业相对规模较小，并购额也不大，收购后可以作为在以色列的长期

研发中心。一旦我国拥有了强大的以色列研发团队，国内技术实力将获得极大的

提升，从而逐步摆脱对欧美日韩半导体行业的依赖。 

 

1200 亿的二期大基金募资将完成，中国芯崛起的号角？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支持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简称“大基金””)

已接近完成 1,200 亿元人民币(189.8 亿美元)的二期募资。 

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升温之际，这个半导体基金将用于支持中国国内芯

片产业，协助降低对进口芯片的依赖。 

根据三位知情消息人士表示，大基金已接近宣布成立一个新基金，专注于扶

持本土芯片生产及技术。 

知情人士称，近期贸易争端和中兴事件之前，大基金二期就已经在筹备之中，

但补充说，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中国政府目前计划增加该行业的整体投资。 

一位直接消息人士称，国开金融将担任一期和二期基金的主承销商，并将参

与下一期投资。二期募资的潜在投资者包括地方政府支持基金和国有企业。 

【最新专利】 

正性光刻胶 

光刻胶组合物大量用于集成电路(IC)、平板显示器(FPD)等精细图形制作工

艺中，如用于制造 LED 芯片金属导电电极。通常，使用微影法实现规模化生产，

该方法包括在基底涂布对含活性射线比较敏感的光致抗蚀剂，以在基片上形成薄

膜有选择性地保护抗蚀剂下面的基片，烘干抗蚀剂以蒸发溶剂，形成干膜，经过

含活性射线有紫外(UV/Deep-UV)、X-ray 和电子束等辐射光源曝光后，再使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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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液来显影，完成显影工序的基板再以腐蚀液蚀刻，并移除剩余的光抗蚀剂层，

从而获得良好的图像。光刻胶在衬底表面的粘附性对该工艺有着很大的影响，若

粘附性较小，易发生膜的脆裂。 

光刻胶根据其化学反应机理和成像机理不同，分为正性光刻胶和负性光刻胶。

目前的正性光刻胶通常通过加入多官能团的有机胺类或与金属配位的胺类提高

其与衬底的粘附性，但是这类正性光刻胶仅在金属表面的粘附性有所提高，而对

亲水性衬底表面的粘附力有限。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之一，本申请提出了一种在亲水衬底表面有超高粘附性的

正性光刻胶。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正性光刻胶，包括如下成分：1 份～

20 份酚醛树脂、1 份～3 份醚化三聚氰胺树脂、3 份～8 份重氮类光敏剂、0 .01

份～1 份酸类、40 份～60 份极性溶剂。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醚化三聚氰胺树脂为 

 

其中 R 为烷基。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醚化三聚氰胺树脂的醚化程度介于 70％～

90％之间。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酚醛树脂选自 10 份～20 份线性酚醛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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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份～5 份全邻甲酚树脂、3 份～10 份高支化度树脂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高支化

度树脂为间甲酚、对甲酚与 2 ,5-二甲酚的混合物与甲醛进行聚合得到的树脂。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线性酚醛树脂为间甲酚与对甲酚的混合物与

甲醛聚合的线性酚醛树脂，间甲酚:对甲酚的份数比介于 1:1～2 .5:1 之间。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全邻甲酚树脂为 100％临甲酚与甲醛聚合的

树脂。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间甲酚、所述对甲酚、所述 2 ,5-二甲酚混合

的份数比例为 67：23：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正性光刻胶还包括 0 .5 份～3 份多苯环多羟

基酚类。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重氮类光敏剂为 2 ,2‘,4 ,4’-4 羟基二苯甲

酮和 2 ,1 ,5-重氮萘醌黄酰氯的酯化物。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极性溶剂选自醋酸丁酯，乳酸乙酯，丁酸甲

酯、伽马-丁内酯、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二甘醇、三甘醇、二甘醇丁醚中的至少

一种。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的正性光刻胶，通过在正性光刻胶中加入醚化三

聚氰胺树脂，在有机强酸等酸类的作用下，通过加热，预交联，使得该正性光刻

胶在未经 HMDS 处理的亲水性衬底表面有超高粘附性，尤其是二氧化硅表面有

良好的粘附能力，可以简化 IC 芯片等制造的流程、降低制造成本和人员伤害。 

本发明的申请人为苏州瑞红电子化学品有限公司，公开日为 2018 年 2 月 23

日，目前处于实质审查中。 

一种面板行业铜制程用新型剥离液 

本发明涉及液晶显示器薄膜晶体管（TFT）行业电子化学品技术领域，具体

涉及一种面板行业铜制程用新型剥离液。 

在液晶面板等制造过程中，需要通过多次图形掩膜照射曝光及蚀刻等工序在

硅晶圆或玻璃基片形成多层精密的微电路，形成微电路之后，进一步使用专用的

剥离液将涂覆在微电路保护区域上作为掩膜的光刻胶除去。剥离过程是将剥离液

喷淋到刻蚀后的产品表面，剥离液会将未被紫外线照射的感光光阻溶解掉，留下

被保护的部分，从而形成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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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刻胶在剥离去除的过程中，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铜基材的氧化腐蚀问

题和光刻胶的残留问题，需要做到既要剥离干净、无残留，又要对铜基材无损伤。

现有技术的常规做法是添加唑类保护剂，如甲基苯丙三氮唑，对铜基材进行保护，

但是引入的唑类保护剂，会产生添加剂残留，去除不干净，后道使用时会产生表

面电流变大等不利影响，开发适合面板行业铜制程用新型剥离液成为本申请研究

方法。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提供一种剥离干净、铜基材

无损伤且无添加剂残留的面板行业铜制程用新型剥离液。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面板行业铜制程用新型剥离

液，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成分： 

醇类 1%-2%； 

醚类 40%-50%； 

混胺类 3%-8% ； 

低沸点有机溶剂 40%～50%； 

缓蚀剂 1%～5%； 

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1%～5%； 

余量为纯水。 

优选地，所述醇类为乙二醇、四氢糠醇、丙三醇、季戊四醇的一种或几种； 

醚类为二乙二醇单丁醚、丙二醇单丁醚、二丙二醇单丁醚、二乙二醇单甲醚、

乙二醇单甲醚、丙二醇单甲醚、二乙二醇单乙醚、二丙二醇单乙醚中的一种或几

种。 

混胺类为盐酸联胺 15-20%、一水联胺 15-20%、单乙醇胺 15-20%、二乙醇

胺 15-20%、三乙醇胺 15-20%、乙二胺 15-20%。 

优选地，低沸点有机溶剂为酰胺类或内酰胺类低沸点有机溶剂中的一种或几

种。 

优选地，低沸点有机溶剂为 N-甲基甲酰胺、N ,N-二甲基甲酰胺、N ,N-二甲

基乙酰胺、N ,N-二乙基乙酰胺、N-甲基-2-吡咯烷酮、N-乙基-2-吡咯烷酮、N-

丙基-2-吡咯烷酮中的一种或几种。 

优选地，缓蚀剂为膦羧酸（PBTCA）、巯基苯并噻唑、苯并三唑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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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几种。保护金属层，不致于被腐蚀。 

优选地，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为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优选地，烷基酚聚氧乙烯醚为辛基酚聚氧乙烯醚和壬基酚聚氧乙烯醚中的一

种。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该剥离液剥离速度适中，在 1000 倍

显微镜下，剥离后的晶圆表面无光刻胶残留；10000 倍显微镜下，对铜金属层几

乎没有腐蚀。与现有技术中铜制程用剥离液相比，采用醇类、醚类混合使用加强

去胶能力，结合混胺类物质，增强铜金属抗腐蚀性能；但是常规的胺类物质用量

加大，会加大铜金属的腐蚀，本申请中采用联胺类物质，即（盐酸联胺、一水联

胺）组合使用结合其它胺类物质，可提高去胶能力，加强铜金属的保护，且由于

联胺组合物极易溶于水，去除便捷，可减少唑类物质加入，较少添加剂残留。 

本发明的申请人为江苏中德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开日为 2018 年 4 月

20 日，目前处于实质审查中。 

【统计数据】 

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排名大陆仅次于台湾 

国际半导体协会(SEMI)指出，2017 年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成长 9.6%，去年

全球半导体营收较 2016 年成长 21.6%。 2017 年，晶圆制造材料和封装材料市场

规模分别为 278 亿美元和 191.1 亿美元，2016 年，则分别为 247 亿美元和 182

亿美元，同比成长 12.7%和 5.4%。 

由于大型晶圆厂和先进的封装场聚集，台湾连续第八年成为最大的半导体材

料消费者，成交金额为 103 亿美元，市场份额达 10.29%，年成长率达 12%。 中

国大陆巩固了其第二的地位，份额 7.62%，同样有 12%的成长率，其次是韩国和

日本。 台湾、中国大陆、欧洲和韩国市场的营收成长最为强劲，而北美，世界

其他地区(ROW)和日本的材料市场经历了温和的个位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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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 

中国 OLED 产业市场前景分析 未来市场将近 600 亿美元 

我国 OLED 产业具备一定的研发及产业化能力，部分领域拥有自主技术。

目前我国约有 40 家从事 OLED 技术研发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多家企业涉足

OLED 的产业化。2011 年 6 月，我国 19 家 OLED 企事业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中

国 OLED 产业联盟。在液晶显示上，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京津冀、珠三角、闽

台、长三角、中西部 5 个面板产业集群。迄今为止已有 8 条 8.5 代线投入量产，

另有 5 条高世代线已经签约或开工建设，我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液晶面板制造

基地。 

2010 年，我国首条 AMOLED 中试线在昆山建成投产；2012 年，河南激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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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OLED 项目开工；2013 年 11 月 21 日，京东方 5.5 代 AMOLED 生产线在内

蒙古鄂尔多斯投产，这是全球第二条 AMOLED 生产线，将锁定下一代的中小尺

寸屏。此外，我国还形成了 OLED 的研发和材料生产配套的产业链。 

我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OLED 应用市场，其中 45%以上的 IT 产品与显示器

件有关；中国内地的手机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50%以上；此外，未来大尺寸也将逐

步量产，AMOLED 面板在 NB、上网本、显示器以及电视领域的应用也将逐步

增加。另外，伴随 OLED 技术的进一步成熟，成品率会逐步提升，生产成本将

大大降低，产品价格较高的缺点也将逐步得到缓解，市场需求将被极大地释放，

OLED 面板市场需求从明年开始将骤增，出现供不应求现象。 

中国 OLED 产业市场前景分析 

OLED 有机显示自发光特点，使其对比度、黑场表现、色域、响应速度、可

视角度相较于目前市面主流的 LED 液晶显示均有革命性提升，彩电行业也逐步

形成共识，即 OLED 代表彩电产业发展方向，未来前景可期。OLED 作为新一代

显示技术，同时代表了“绿色”显示技术的发展趋势。由于 OLED 技术不含铅、

汞、镉等传统显示设备所使用的有害物质，其突出的表现力与低碳环保理念，成

为全球公认的绿色低碳显示设备，为科技影像市场带来新的活力并掀起显示领域

技术变革的浪潮。 

基于 OLED 新一代显示技术，一个初具规模的新兴产业正在暂露头角。由

于 OLED 技术具有诸多其他技术难以比拟的优点，其产业前景正受到世界各国

的普遍关注。中国作为消费电子生产和消费大国，供给与需求之间相差近 2200

倍的巨大缺口，更预示着中国 OLED 产业未来几年极为广阔大发展前景。 

OLED 面板显示结构更为简单、耗材更少更环保，规模化量产后更有可能具

备低成本普及的优势。OLED 显示具有柔性可卷曲的特点，更方便运输和安装，

突破尺寸的限制，未来甚至可以用 OLED 壁纸把整面墙变成一个超大显示屏。

在目前市场关注度极高的智能汽车方案中，OLED 面板也成为首选显示设备。据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OLED 产业市场预测与投资前景分析报告》预计，到

2022 年，这一市场将接近 600 亿美元，成为未来显示世界的主力军。 

2017-2022 年中国 OLED 产业市场规模预测(单位：亿美元，%) 

http://ee.ofweek.com/CAT-2825-ConsumerElectron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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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中国 OLED 产业投资机遇分析 

(一)大陆地区渐成 OLED 投资焦点 

中国大陆企业在 OLED 领域跟进的势头迅猛，BOE、和辉光电、信利、华

星光电、天马、昆山国显(维信诺)等均积极布局。前瞻预测，至 2018 年，中国

大陆企业 AMOLED 规划产能将占据全球产能的 31% ；若单独考虑

LTPSAMOLED 的产能，至 2018 年中国大陆企业更是占全球产能的 50%，将超

越韩国居世界第一。中国大陆企业 AMOLED 产能的迅速扩张，将主要得益于昆

山国显(维信诺)、深天马、信利、华星光电、京东方等企业新产线的量产，以及

在 2017 年 BOE、信利、和辉光电各自一条 6 代 AMOLED 线的量产。 

(二)中国 OLED 产业投资机遇 

在全球 AMOLED 产业方面，国内企业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依然有不小的差

距，但以和辉光电为代表的国内企业已经开始了 AMOLED 的量产，业已具备了

一定的产业基础，并且多家企业在未来均有多条产线的规划，产能方面也会有较

大的提升。目前，我国 OLED 产业迎来以下投资机遇： 

◆ 国家战略层面积极支持 AMOLED 显示产业的发展，并出台一系列支持

政策。 

◆ 以和华星光电为代表的本土企业崛起，成功量产 5“HD，5.5”HD 的

AMOLED 产品，为其他品牌发展奠定了技术、材料、人才基础。 

◆ 终端品牌客户本土化采购的成本优势。 



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简报 

15 

 

所以，国内企业应把握时机，在良率、技术积累上寻求更多突破，要紧紧把

握国内的产业政策优势、庞大的终端市场需求优势、本地化采购的成本优势等，

积极发力，在 AMOLED 产业繁荣即将到来之时把握更多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