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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量 产 的 京 东 方 绵 阳 6 代 柔 性
AMOLED（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生
产线日前首次向媒体开放。京东方集团
副总裁、绵阳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常程在开放日上向记者透露，明年折
叠产品将会迎来小爆发式的增长，预计两
三年后将迎来真正的爆发期。

折叠屏手机汹涌来袭

薄如纸张，轻轻一吹就可飘起——走
进绵阳京东方展示大厅，一块展示中的柔
性屏立刻吸引了诸多参观者。“这块屏幕
的厚度相当于一张A4纸。”京东方工作人
员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不同于过去常见的
液晶显示屏，柔性 AMOLED 显示以柔性
基板代替了传统的玻璃基板，因为采用了
可主动发光的有机材料，无需背光源，其
最大的特点是轻薄、柔性，便于携带。

如今在市场上崭露头角的折叠屏手
机，便是柔性 AMOLED 技术的一个代表
性应用。打开是PAD，合上是手机，今年
初华为发布的首款折叠屏手机Mate X，
一度引发热议。在折叠屏手机领域，华为
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早前，三星可折
叠式手机Galaxy Fold就已高调亮相，这
款手机采用双折叠内屏，打开后屏幕尺寸
为7.3英寸，折叠起来是4.3英寸。

“目前，以柔性AMOLED为代表的高
性能新型显示技术，凭借其在显示性能、
轻薄、可弯曲等方面独有的性能优势，正
加速‘进军’高端智能手机市场。”常程说。

市场调研机构 Stone Partners 数据
预测，2020年，全球主要智能手机品牌采
用柔性AMOLED显示屏的渗透率将提升
至21%。从全球前三名手机品牌来看，三
星柔性屏手机渗透率将从2019年的19%
增长到24%，华为从11%增长到18%，苹果
从33%大幅增长到65%；OPPO、vivo、小米
等品牌也将扩大柔性屏手机的出货量。

“今年可以看作是折叠产品元年。”常
程说，目前已经面世的折叠屏手机是以柔
性显示技术为基础，通过独特的面板设计
及工艺制程，包括柔性基底开发、窄边框
电路技术、柔性封装技术等多重技术配合
得以实现。“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未来半年
或一年内可以陆续看到一些折叠产品上
市。”常程说。

不过，当下的折叠屏手机尚不能做到

如纸张般任意折叠或自由弯曲。常程解
释，这是因为目前柔性产品的各种零部件
中，屏走在了最前面，而手机之所以能够
折叠，主要得益于显示材料的柔性化，但
受限于依然硬朗的电子元器件，眼下的柔
性产品还难以做到完全柔性。

“对于屏幕而言，柔性屏幕的研发及
制造充满挑战，如今量产后如何结合市场
需求更好地应用到终端产品，也是我们将
继续努力的方向。”常程坦陈，目前京东方
正在研究触控集成技术方案来简化器件
结构，有效降低整体模组厚度并保证触屏
效果，力争将屏幕做得更薄，以更好实现
柔性显示的弯曲乃至折叠性能。

“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折叠屏幕可
能具有更多形态，比如水滴折叠或者U型
折叠，甚至像叠纸般可多次折叠的屏幕都
有可能出现。”常程表示。

飞入寻常百姓家指日可待

当然，折叠屏手机的诞生仅是个开
端。支持显示区任意位置的指纹识别系
统、柔性显示机器人、柔性显示智能音箱、
可卷曲的电子画卷、车载A柱透明柔性屏
……通过将强劲的创新研发能力转化为
应用设计，目前京东方已推出了一系列柔
性显示整体解决方案。

“柔性显示因其轻薄、不易破碎和形
态自由的特性，未来将被广泛应用于智能

手机、可穿戴设备、家用电器、车载显示等
领域产品。”常程说。

底气源于柔性显示无可比拟的优
势。常程介绍，柔性屏的屏幕比例能从传
统的16∶9提升至20∶9，实现超高屏占比；
对比度从1500∶1一跃而至100000∶1，屏
幕显示更清晰。更重要的是，它还拥有许
多传统屏幕无法比拟的优势——柔性，因
为显示形态更加自由，易于制造成可弯
曲、可折叠的屏幕，打破固定的边界，这就
为多样化的显示提供了无限可能。

因此，柔性AMOLED被认为是最具
潜力的下一代显示技术，而柔性屏也随
着技术进步逐渐成为显示市场的“新
宠”。国际著名咨询公司 IHS 数据显示，
2018年至2026年，整体智能手机市场面
板出货量将从16亿片增至16.3亿片，年
复合增长率仅为0.3%；而柔性面板将从
1.59 亿片增至 4.81 亿片，年复合增长率
约15%。

“随着更多集成屏下指纹识别技术、
屏下摄像头技术，以及更高刷新率柔性屏
的推出，柔性显示将成为众多终端设备的
首选。”常程表示。

那么，备受瞩目的柔性产品何时可以
“飞入寻常百姓家”？近日，三星 Galaxy
Fold折叠屏手机在中国官网上线，并开启
了用户预约通道，售价为 13600 元；华为
Mate X 此前公布的国外售价达 2299 欧
元；今年底有望在欧洲上市的摩托罗拉

RAZR折叠手机，售价则为1500欧元。
面对如此“美丽”的价格，不少消费者

望而却步。“折叠产品的普及速度可能不
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瞬间爆发。”在常程
看来，折叠产品能否大范围推广，主要取
决于供应链是否成熟，以及消费者对价格
的接受程度等。不可否认的是，它将会很
快迎来一个“小爆发”。

中国企业加速布局

曾经，“缺芯少屏”成为中国企业难以
言说的痛。为打破这一尴尬局面，多年鏖
战，以京东方、华星光电等为代表的一批
中国面板企业成功崛起，改写了全球半导
体显示格局。而今当柔性显示汹涌来袭，
这一次中国是否做好了准备？

时间拉回到2017年10月26日。那一
天，中国半导体显示产业链上下游诸多企
业齐聚成都，共同见证中国首条第6代柔
性AMOLED生产线——京东方成都第6
代柔性AMOLED生产线量产。这一次，韩
国在柔性显示领域的垄断被打破，中国企
业站在了全球新型显示队伍的前列。

而这仅是个开始。维信诺近日发布
公告称，拟在广州投资新建第 6 代柔性
AMOLED 模组生产线项目，主要从事曲
面、对折、穿戴和车载等高端AMOLED模
组生产、研发及销售；天马微电子也在前
不久发布公告称，拟在厦门建第6代柔性
AMOLED生产线项目……

“目前柔性显示正处于市场成长期，
京东方成都柔性屏生产线的综合良率已
经达到 70%以上。”京东方高级副总裁张
宇告诉记者，绵阳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 产 线 是 京 东 方 继 成 都 第 6 代 柔 性
AMOLED生产线后，在柔性显示领域的又
一重要布局。该生产线于2016年12月28
日开工，2019年7月15日量产出货。京东
方将成熟的蒸镀工艺和柔性封装技术应用
于绵阳柔性生产线，未来产品主要应用于
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车载显示等领域。

“绵阳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
玻 璃 基 板 尺 寸 为 1500mm（毫 米）×
1850mm，计划产能为每月4.8万片，是领
先的触控一体化柔性显示产品生产线。
通过采用触控一体化解决方案，能更好地
降低模组厚度，使柔性显示屏更加轻薄。”
张宇表示。

柔性显示，“折叠”自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设想一下，如果手机、平

板、电脑三合一，可以根据使

用需要，自由变大或变小，是

不是很方便？这并非天方夜

谭，得益于柔性显示技术的

进步，这一梦想或将很快成

为现实。

2019年季节性流感防控策略学术交流会近日在
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强调，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
流感最有效的手段，可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
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重申了
慢病管理和流感疫苗防控疫情的重要性，优先倡导高
危人群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我们呼吁全
民应每年接种疫苗，形成群体免疫屏障，以降低全社会
的流感发病率。”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杨维中表示。

流感作为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并不是一场普
通的感冒。流感病毒直接侵袭人体的呼吸系统，可引
起病毒性肺炎、继发细菌性肺炎、休克、弥漫性血管内
凝血等多种严重并发症，并在每年以一种全新面貌如
约而至，引发季节性流行。

一直以来，流感及其并发症被全社会严重低估。
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球范围内，每年流感季
节性流行可导致65万例死亡。近年来，我国的流感发
病率和死亡率总体呈大幅上升趋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冯录召指出，婴幼
儿、在校学生、慢病患者、老年人等均是流感高危人
群。而疫苗是流感防控最经济、最有效的干预措施，优
先推荐高危人群接种。

然而，流感疫苗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
知。目前，中国流感疫苗总覆盖率不足2%。冯录召认
为，国家层面的支持对提升疫苗接种率意义重大，需要
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应鼓励加强对公费疫苗的投入，进
一步建设更为方便、可及的疫苗接种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批准上市的流感疫苗分别为三价灭活
流感疫苗和四价灭活流感疫苗，对可接种不同类型、不
同厂家疫苗产品的人群，可自愿接种任一种流感疫苗。

2019季节性流感防控策略学术交流

会提出——

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手段
本报记者 陈 颐

预防接种，呵护健康。图为河北邢台市桥东区医
务人员向幼儿园小朋友讲解疫苗知识。

张 驰摄（新华社发）

京东方自主研发的薄如纸张的柔性屏。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柔性显示屏智能音箱。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日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以下简
称“大兴机场”） 第二阶段验证试飞工
作正式拉开序幕。

本次验证试飞工作中，有几个先进技
术成为看点：ILS （又称盲降系统） IIIB
类落地，HUD （平视显示器） RVR （跑
道视程） 75 米起飞，A-SMGCS （高级
地面引导系统）四级标准运行，这3项标
准在国内均属首次。凭借这3个“看家本
领”，大兴机场也成为全国首个开航具备
盲降IIIB类落地、HUD75米标准起飞以
及高级地面引导四级标准的机场。

“IIIB 类盲降是什么概念？打个比
方，机场周边的高速公路会因大雾导致
关闭，而这些具备 IIIB 类盲降性能的飞
机与具备资质的机组仍然能够在大兴机
场落地——跑道视程只要不低于75米就
可以。”华北空管局大兴空管中心副主任
颜晓东说。

颜晓东介绍，盲降系统按照精度分
为 3 个等级：CAT-I、CAT-II、CAT-

III，其中 CAT-III 精度最好。此前，我
国仅有上海浦东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两
座机场实现了 CAT-IIIA 类 （跑道视程
不小于175米）进近着陆。

HUD是一种机载光学显示系统，是
民航局大力推广的一项新技术。它能把
飞机信息投射到飞行员视野正前方的透
视镜上，并显示足够多的信息和引导。
借助HUD，驾驶员能更及时地了解相关
飞行参数和状态信息，增强情景意识；
能在全天候运行尤其是低能见度情况
下，减少起飞、进近以及着陆期间的飞
行技术差错。大兴机场HUD75米起飞刷
新了我国低能见度起飞标准的纪录。

此外，高级地面引导系统也是民航
局大力推进的新技术，已在国内18个主
要机场建设使用。大兴机场高级地面引
导系统是一套符合国际民航组织规定四
级运行标准的系统（五级为最高级），是
国内首套具备四级运行标准的系统。在
试飞前，校验飞机已经验证了相关系统。

华北空管局总工程师谢玉兰表示，
大兴机场高级地面引导系统四级标准在
全球属于领先水平。这套系统有两个非
常重要的功能：一个是给机场地面运行
装上“红绿灯”，另一个是装上“导航
仪”，将有效提升航空器地面滑行的安全
水平和运行效率。

如何给机场地面运行装上“红绿
灯”？谢玉兰介绍，大兴机场飞行区内分
布着 336 排停止排灯和约 2.4 万个中线
灯。横向停止排灯的功能与公路上交通
信号灯功能基本一致，绿灯通行，红灯
停止。此前，地面滑行依靠管制员和机
组之间的通话，尤其在交叉口存在冲突
隐患。有了这套系统，能够有效识别滑
行路线上的潜在冲突，“绿灯行、红灯
停”，清晰简单的标识也更直观。

而地面运行“导航仪”是指飞机落
地后，系统会根据它的停机位规划出最
优滑行路线，地面上的绿色引导灯光会
相应逐段亮起，飞行员跟随机头正前方

的灯光指示就可以滑行到停机位。同
样，起飞的飞机推出后也会收到最佳滑
行路线指示。可以说，该系统对节省地
面滑行时间能发挥重要作用。

有了管制员的指令和监控，再加上
系统的规划和指引，大兴机场地面滑行
由此上了“双保险”。同时，这套灯光引
导系统将在低能见度天气时发挥更大作
用。极端天气时，从驾驶舱甚至看不到
引导车和滑行道标识，但醒目的高级地
面引导灯光可以让飞行员找到前进方向。

为保障试飞顺利开展，华北空管局
制定了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第二阶段试
飞空管保障方案》，并成立了大兴机场试
飞空管保障领导和工作小组。空管中心
终端管制室专门开放席位，增开扇区负
责指挥试飞活动，并协调相关机场、空
域。华北空管局还在大兴机场北一跑道
设置了应急指挥车负责监控航空器运行
状态，与西塔台相互备份，确保空管指
挥工作正常开展。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第二阶段试飞开始——

“看家本领”确保低能见度高水平运行
本报记者 崔国强

世界最大的雨林——亚马孙，已经持续燃烧了
1 个月，火势未得到控制。

亚马孙热带雨林是全球最大、物种最多的热带雨
林，占全球森林面积的20%，被称为“地球之肺”和“绿
色心脏”，其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占全球氧气总量的三
分之一，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占陆地吸收总量的四分
之一。持续猛烈的燃烧引发了全球广泛关注。但实际
上，这样的大火几乎天天会在亚马孙雨林上演。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教授白夜告诉记者，今年以来，
巴西境内亚马孙雨林发生火灾近8万起，如此频繁的火
灾，不仅烧毁大量森林，破坏生态平衡，加剧全球变暖，
甚至会打破热带雨林中的稳定循环，造成永久性破坏。

而在森林火灾扑救上，全球存在两种不同声音：有
人提倡积极扑救，有人提倡自由蔓延。但这次亚马孙
雨林大火的沉痛教训，引发人们诸多思考。森林火灾
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对此，白夜认
为，不是救不救的问题，是如何科学扑救的问题，其扑
救的理由有以下5个方面：

一是威胁全球生态安全。森林火灾不仅烧毁大量
动植物，释放大量有毒气体，甚至还会引发流域污染，
严重威胁全球生态安全。在此次亚马孙雨林大火中，
强风将燃烧烟雾从亚马孙带到圣保罗等大城市，覆盖
了巴西近一半国土，还扩散到邻近的秘鲁、玻利维亚等
国家。保护森林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国际社会纷纷向
亚马孙雨林捐款支援。

二是小火失控酿成大灾。近年来大量森林火灾案
例表明，烧到失控的森林大火都是由小火发展而来
的。特别是在高温大风天气作用下，火借风势，风助火
威，过火面积成倍扩大。此次亚马孙雨林大火就是前
期扑救重视程度不够，酿成现今无法控制的局面。

三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2018年希腊雅典附近森
林大火因处置不当和灾后救助问题，引发大规模游行。

四是威胁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
展，大量房屋建入林区，林农交错，火源管理难度不断
加大，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五是破坏国家重要设施。森林火灾一旦蔓延开
来，极易破坏国家重要军事设施，威胁重点目标安全。

白夜说，扑救森林火灾是世界性难题，虽然各国都
没有有效应对大火的策略，但我国处置山火问题的态
度是积极的，措施也是得力的，发生森林大火后重兵投
入，群策群力，快速扑救。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
园，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上升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必须加强对森林火灾扑救的认识，实现森
林火灾早救、快救、科学救的目标，为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亚马孙雨林大火引发思考——

如何科学处理森林大火
本报记者 常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