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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智慧顯示與觸控展特刊

韓青秀╱台北

　全球顯示器產業年度盛事「2019

智慧顯示展」(Touch Taiwan)於28日

隆重登場，並聯手「智慧製造與監控

辨識展」(Smart Manufacturing and 

Monitech Taiwan) ，串連國內外顯示

器相關供應鏈將齊聚一堂。主辦單

位TUDA表示，2019年總參展廠商達

289家、展示攤位數約865個，相較於

2018年參展廠商282家、攤位數約854

個更為成長，估計參觀人數將突破3萬

人，將可帶來新台幣2,000億~3,000

億元採購商機。

　Touch Taiwan主辦單位表示，2019

年最吸睛的焦點將在於Micro與Mini 

LED。Micro LED具備LCD與OLED兩

大顯示技術優點，被視為繼OLED之

後的新世代顯示器技術，其關鍵技術

的突破與量產解決方案也一直是眾人

關注的焦點。台灣是Mini/Micro LED

產業重要聚集地，Mini LED背光技術

經過近3年的開發後，將正式在顯示器

領域與OLED直接競爭。

　根據統計，2019年Micro/Mini LED

相關參展廠商達37家、攤位約150

個，年成長近3倍，不僅「Micro/Mini 

LED產品與解決方案」專區規模倍

增，專區內將展出Micro與Mini LED 

Display的應用產品、解決方案、關鍵

零組件、製程材料、生產設備、巨量

移轉設備、AOI檢測設備及驅動IC晶

片等項目，打造一站式採購平台。

　受惠於台灣具備LCD與LED兩大產

業優勢，近年來Mini LED/Micro LED

的發展腳步最為積極。其中，友達推

出新款具備169 PPI解析度的全彩主動

式Micro LED顯示器，並看好車載應

用的潛力，鎖定車用市場作為首要切

入點，將展出12.1吋Micro LED儀錶板

面板及12.1吋中控台面板，採用LTPS

背板驅動技術，每個畫素均可獨立驅

動發光，以小於30um的LED達到超高

畫素密度169 PPI，呈現高色彩飽和

度、高解析及高亮度畫面，便於駕駛

隨時讀取重要行車數據。

　友達子公司隆達電子也發表最新

Micro LED顯示器技術，展出5.1吋主

動式發光AM Micro LED透明顯示器，

將覆晶(Flip Chip)Micro LED晶粒植

於透明玻璃上，最高亮度可達30,000 

nits，展現Micro LED抗強光的技術

力。針對全彩Mini LED拼接顯示器，

友達則採用主動式矩陣電路驅動Mini 

LED，最高亮度可達3,000 nits，並運

用5.5吋Mini LED面板進行拼接，可呈

現無縫延伸的視覺效果，為提供客戶

更多的設計彈性。

　群創光電此次展示了110吋觸控

PID，導入備受矚目的AM Mini LED技

術，並以AM miniLED的無縫拼接特

性、切入大尺寸公共顯示器(PID)市場

大餅，以實現更精緻的灰階表現、無

閃爍，並突破傳統LED顯示器受限IC

使用數量，無法再往小間距發展的瓶

頸。群創指出，AM Mini LED顯示器

從戶外屏走到客廳，從6月已開始放

量。

　LED晶粒廠晶電將Mini LED於背光

與極小間距顯屏應用技術的再進化，

並因應市場趨勢提供滿足超窄邊框

及Energy Star 8.0需求的晶粒解決方

案，同時，首度攜手元豐以EPISTAR 

2.0的形式參展，將展出實現LED微小

化應用所需的獨特技術，如SiT鍵合技

術、Faster transfer on X substrate及

PN Gap ≦ 30 μm。

　此外，誠美材料展出一系列的膠

材，包含應用於包含應用於Micro/

Mini LED 面板UV型遮光膠及LED 

Backlight UV型反射油墨。2019年首

度參展的日本Toray Engineering也將

帶來適合Micro LED生產的相關設備

作為大量生產之最佳解決方案。

　展覽期間將舉行「第三屆國際Micro 

LED Display產業高峰論壇」，友達、

錼創、Mikro Mesa、SelfArray等眾多

知名專家，分享Micro LED相關技術

應用與未來展望。

Touch Taiwan 2019　Mini/Micro LED成搶睛焦點

2019年智慧顯示展28日登場，共有289家廠商共襄盛舉，參觀人潮將突破3萬人次。                             李建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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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玻璃愈來愈夯，隨著

無線充電、軟性顯示

器的需求上升，預料手機蓋板材

質將逐漸由金屬改為玻璃，3D

玻璃蓋板的趨勢更為明顯，手

機品牌業者的產品機構設計將

由2D、2.5D逐步朝向3D玻璃設

計，目前許多一線品牌手機已

推出採用3D玻璃蓋板的手機產

品。

　值得注意的，隨著5G時代來

臨，由於亳米波等高頻波段的波

長較短，容易受到金屬機身干

擾，因此，5G手機機殼有機會

朝向非金屬化發展，而3D玻璃

可望成為機殼材料選擇，帶動

3D玻璃需求。

　2D、2.5D、3D玻璃究竟為

何？簡單來說，2D玻璃就是沒

有任何弧形的純平面玻璃；2.5D

玻璃則是指邊緣為弧形設計，但

中間是平面；至於3D玻璃則是

中間及邊緣皆採用弧形設計。目

前市場出現愈來愈多採用3D曲

面玻璃設計的產品，包括智慧型

手機、智慧手錶、儀錶板等。

　值得一提的，由於3D曲面顯

示器可以提供更大的透明度，更

舒服的視覺體驗、更開放的人機

互動，因此可以預期汽車將更

多地採用3D玻璃，拜汽車市場

所賜，3D玻璃將迎來另一波成

長，爆發期將落在2020年。

　據市場預測，2020年3D玻璃

市場規模將達到952億元，且

未來隨著供應鏈的成熟和成本

的下降，3D玻璃可能會被導入

千元機，將進一步提高3D玻璃

的市場需求。更多內容，請上www.

digitimes.com網站

吳冠儀／台北

　智慧型手機的興起，帶動了觸

控面板超過10年的高速發展，近

年來手機市場雖因成熟而趨於飽

和，不過其應用已快速拓展，在

車用電子、數位看板、KIOSK乃

至機械產業等領域，觸控面板都

已開始取代按鍵，成為新一代人

機介面。而相較於一般面板，觸

控面板所應用的技術更多元，因

此閎康科技董事長謝詠芬指出，

其分析檢測所需的專業技術會更

高。

　謝詠芬表示，觸控面板所使用

的技術應用，涵蓋了台灣科技產

業的發光元件／化合物半導體、

TFT-LCD、IC晶片等3大領域。在

發光元件／化合物半導體方面，

由於觸控面板需要背光源，因此

LED一直是關鍵零組件，觸控面

板80%的出貨量為智慧型手機，

對電源管理要求甚高，在這方面

GaN、SiC等化合物半導體材料

將是未來重點元件，此外臉孔辨

識成為近年來智慧型手機的主打

功能，垂直共振腔的面射型雷射

(VCSEL)需求也開始增加。

　TFT-LCD則本來就是觸控面板

的主體架構，台灣在此領域的

發展多年，無論是低溫多晶矽

(LTPS)或薄膜電晶體(TFT)、液晶

面板、模組、整機系統等，都已

有深厚基礎。至於觸控面板所需

的驅動、控制IC，受惠於半導體

製程近年來的精進強勁，其效能

也大幅提升。

　由於觸控面板需要由上列各種

關鍵零組件所構成，因此在產品

研發過程中，需要分析測試的種

類繁多，再加上不同應用領域的

環境特色與相關規範，更讓分析

的專業需求大幅升高。謝詠芬指

出，在IC領域中，材料分析(MA)

是IC製造的必要程序，IC設計則

需要電性、物性分析與可靠度測

試(RA)，至於TFT-LCD與LED，

因以材料、光電技術為重，因此

多為有機材料與光學等分析。

　對於未來發展，謝詠芬認為5G

與車用電子將會是近期的重點，

5G的大頻寬與低延遲特色將衍生

出多種應用，而觸控面板在各種

設備中的應用也會越來越多。因

應5G的高速傳輸需求，觸控面板

的驅動與控制IC也需同步進化，

IC的各種分析包括RA、FA、MA

等都必須完整執行。

　至於近年來市場火紅的車用電

子，由於多為高電壓和高電流，

可靠度驗證是必要項目，另外包

括環境測試與近年來陸續導入的

SiC、GaN等新材料，這些項目

都是車規認證的必要測試環節。

　除此之外，車輛對安全性的重

視遠高於其他產品，失效分析(FA)

也一直是車用電子的重點，雖然

觸控面板目前在車用系統的功能

主要為衛星導航與影音娛樂，不

過其標準認證也相當嚴苛，同樣

必須經過縝密的分析測試。

　既有市場的產能維持加上新興

應用的快速成長，不僅讓觸控面

板產業越來越龐大，產業中的分

工也日漸精細，為使成本效益最

佳化，觸控面板所需的各種關鍵

零組件早已分布各地，而為就近

服務客戶，閎康也在不同區域設

置據點，其中又以中國大陸與台

灣為重。

　謝詠芬指出，中國大陸的IC發

展雖已歷時多年，不過人才培育

依然不足，對分析測試的工具使

用並不熟悉，即便IC大廠已有相

關設備，不過仍無法做到大量且

快速的分析服務；至於TFT-LCD與

LED，中國大陸市場的發展雖然蓬

勃，不過同樣地在分析技術和有

經驗的人才培育上依然有限，因

此無論是IC或光電產品，現在仍

多交由台廠負責解析和諮詢。

　閎康在分析測試領域提供了一

條龍服務，在2002年成立後，

就以MA與FA為兩大主要分析項

目，之後再從客戶端的應用，將

MA推展到電性分析和成分分析

等。由於觸控面板涉及的領域多

元，不同材料的分析結果差異極

小，然而這極小的差異就會決定

產品的最終結果，因此要為觸控

面板提供一條龍分析測試服務，

必須對各領域的材料特性有完全

地掌握，閎康在這方面的專業，

目前業界少有廠商能做到。

　除了一條龍分析測試外，閎康

也延伸出許多衍生服務，包括從

客戶的進料檢驗(IQC)至出貨檢驗

(OQC)等整個供應鏈管理的全面

品管服務，另外如果客戶發生退

貨爭議，閎康也提供了退貨分析

服務，協助釐清產品的問題所在

與責任歸屬。

　觸控面板的技術雖已發展多

年，不過新應用持續浮現，新材

料與新技術也不斷被導入，其內

部架構與材料使用已和過去大不

相同，謝詠芬表示，閎康在分析

測試已累積了多年的專業基礎，

在應用領域也有豐富經驗，可協

助業者確保產品品質，並縮短其

上市時程，強化市場競爭力。

閎康科技深耕觸控面板產業　一條龍分析服務滿足市場需求

igus易格斯安靜、模組化無塵室解決方案 KC Global國際貿易
提供鐵氟龍加工製品解決方案吳冠儀／台北

　為了在無塵室中安全、無磨損地

引導電纜，igus易格斯推出e-skin

產品系列。用於無塵室的拖鏈現在

配備了更柔軟的材料，特別適用於

狹小的安裝空間。藉由新的柔軟型 

e-skin soft，可以在低安裝高度中

確保電纜的安全和低粉塵引導。對

於非常緊湊的安裝空間，igus易格

斯還開發了扁平式e-skin flat。新的

超薄能量供應裝置採用腔室設計，

易於填充和保養。兩個拖鏈在聲音

測試中都表現出色，運行無噪音。

　微晶片、OLED、LCD及半導體

的生產或製藥業，都要求非常潔淨

的製造環境。每種類型的污染都會

對產品產生直接影響，並可能給製

造商帶來嚴重損失。這對使用的機

器零件以及供能系統提出了特別高

的要求。

　為此，igus易格斯曾發表了易於開

啟的e-skin，這是一個封閉的浪管。

它獲得了ISO 1級的低發塵認證，並

在2018年榮獲IPA Fraunhofer清潔技

術獎的2等獎。e-skin由摩擦優化的

耐磨工程塑膠製成，具有模組化結

構，可以快速填充。

　為了使e-skin適合在緊湊的空間

中使用，現在採用了一種新的柔軟

材料，新的柔軟型e-skin soft也可

在短行程懸空的小型安裝空間中使

用。對於非常扁平的安裝空間，

提供了一種帶有腔室設計的新解

決方案：扁平式e-skin flat。兩個

拖鏈在運動過程的噪聲測試中都表

現出色。柔軟型e-skin soft的值為

32.4dBA，扁平式e-skin flat的值為

29dBA。這意味著用於無塵室的新

供能系統比市場上的同類解決方案

都安靜很多。

　新的柔軟型e-skin完全基於經過

驗證的e-skin模組化原理。可分離

的拖鏈上下外殼透過拉鍊式結構輕

鬆結合成全封閉且防塵、防潑水的

軟管。這不僅保證它適用於無塵室

環境，還能快速填充和保護電纜。

　igus易格斯開發出扁平式e-skin 

flat，適用於非常緊湊的安裝空間，

例如半導體製造。它非常扁平並且

僅需非常小的彎曲半徑和安裝高

度，產品可以應用到更廣泛的系

統。與同類解決方案相比，扁平式

e-skin中的電纜不是收縮包覆的，

而是插入其中。在需要保養的情況

下，可以輕鬆地拉入電纜而無需整

條更換。這樣可以為用戶降低成本

並改進技術。

　在第二個擴展階段，由於拉鍊式系

統，各個空間可從外部打開，因此可以

進一步加速保養。另一個優勢：igus易

格斯的新供能系統扁平式e-skin和柔

軟型e-skin是兩種經濟高效的解決方

案，e-skin soft已可現貨供應。

　根據要求，客戶可立即獲得用

於無塵室的新拖鏈：帶有chainflex

耐彎曲電纜的即插即用完整系統。

用戶可以選擇使用超過918種IPA 1

級專為用於拖鏈而開發的耐彎曲電

纜。易格斯也為其電纜系列提供36

個月保固，帶給客戶最好服務。

劉峪汛／台北

　日本中興化成株式會社成立

於1963年，半個世紀以來專

注於鐵氟龍領域，為日本少數

自主研發、製造，且面對客戶

製程透明化的鐵氟龍加工品專

業製造商。

　KC Global國際貿易股份有

限公司，成立於1951年，自

1978年起做為中興化成在台

總代理，40年來提供各行各業

客戶製程中的最佳解決方案，

昆山與廣州分公司同時提供客

戶於華東與華南地區的在地服

務。中興化成主要產品及應用

有：

　鐵氟龍玻纖布

　適用於軟性電路板的熱壓、

電子類產品高溫 烘烤製程、

電子級膠類產品離型用途、綠

建材的中間補強材等。

　鐵氟龍膠帶

　氟素薄膜膠帶廣泛使用於電

子業耐高溫、隔熱、絕緣、防

塵、助滑等需求，及金屬加工

耐磨、潤滑，製罐防刮等用

途。玻璃纖維膠帶主要使用於

食品包裝、泡殼包裝等各類包

裝、封口熱壓，及各種隔熱、

耐摩擦等用途。

　抗靜電貼布

　主要針對面板業配向、切裂

製程研發，貼附於機台桌面，

可有效降低玻璃刮傷率，提升

良率、降低製程中的耗損，此

系列產品已廣泛獲得面板廠客

戶認可。

　一體成型槽

　搭配半導體濕製程清洗設

備，用於盛裝清洗藥液，本身

具備耐強酸強鹼特性外，一體

成型非熔接而成，可有效避免

漏液問題。

　PTFE切削薄膜

　主要用於ACF熱壓、及精密

線材包覆等電氣絕緣需求。

　多孔質薄膜

　具備通氣性，同時防水、防

油，且耐候性良好，適用於各

種電子產品、車用產品需防水

透氣的部件局部。

　聚醯亞胺薄膜膠帶

　適用於印刷電路板焊接、電

子零件回流焊接、高溫作業下

的止滑、電氣絕緣等應用。

　中興化成堅持「將無形的熱

情轉化為有形」的精神，將對

鐵氟龍製品的專業與熱情表現

在其產品的創新與品質；國際

貿易則是秉持著「市場內創新

路、傳統中創新意」此創辦人

的訓示，在迎向創立70年的路

上，也將持續開拓創新的兩岸

市場、提供優質的產品服務與

解決方案，與客戶們一同在競

爭激烈的市場中走出一條嶄新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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閎康科技董事長謝詠芬指出，閎康科技透過多年的技術累積，提供觸控產業一條龍分析測試服

務。

抗菌玻璃可應用於3C電子及醫療儀器產品等。� Corning

igus提供兩種新的節省空間供能系統：扁平式e-skin�flat與柔軟型e-skin�soft，模組化拖鏈安靜運行、

易於填充，適用於無塵室。

3D玻璃上陣  高機能定位新角色

中興化成專注於鐵氟龍製品已超過半個世紀，KC�Global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為台灣

總代理。



孫昌華╱台北

　台灣液晶面板(FPD)產業在南

韓與中國大陸的競爭者的雙面夾

擊下，從高階製程技術的創新著

手，打造精緻化的高階產品線，

持續滿足高階與利基市場(niche 

market)的消費族群的需求，展現

出讓全球刮目相看的成績，尤其

擅長使用最佳化彈性規模的生產

模式，從新、舊生產線的適度調

整，搭配技術創新的策略，提供

客戶重要的附加價值。

　目前普遍看好新一代8K電視等

高階機種與獨特應用，鎖定高附

加價值的產品線，藉由不間斷地

挹注技術研發資金，步步為營並

開創出重要的產品與市場區隔化

的策略，尤其接續利用人工智慧

(AI)技術所打造的智慧製造解決

方案，對台灣液晶面板產業進入

8K電視面板的市場，產生重要的

效益，當然新的製程技術與產品

的開發，首重製程機台與解決方

案供應商的強大後盾與支持。

　奧寶科技(Orbotech)的自動

光學檢測(Automat ic  Opt ica l 

Inspection)技術，長期扮演台灣

面板產業界的高階設備提供者與

技術支援的重要盟友，其重要

解決方案涵蓋FPD製程的「檢、

修、補」三大重要的技術，搭配

AI技術的整合性解決方案，提供

產業界重要的貢獻。

　在智慧顯示與觸控展 (Touch 

Taiwan 2019)的前夕，奧寶科

技亞太區面板事業部(Orbotech 

Pacific Display:OPD)總裁Shahar 

Michal先生，以及台灣區總經理

曹正鵠先生與軟體研發經理盧延

昇先生，連袂出席接受這次的專

訪，針對AI技術在8K電視等高階

面板製程所勾勒未來的願景，提

供重要的觀點。

8K解析度                                 

TV的面板即將逐步進入量產

　8K電視的市場起步，除了主

要電視品牌與面板大廠在2019年

初通力合作共同組成8K協會(8K 

Association)的推波助瀾之外，

2020年東京奧運毫無疑問將是觸

發8K電視成長的重要展示點。

　市調機構IHS Markit預測，8K

電視市場初步規模從2019年約

21.5萬台，一直到2020年迅速

增加到142.8萬台，甚至2022年

更上看500萬台，在樂觀的預測

中，各界紛紛看好2021到2022

年8K電視即將在市場襲取穩定地

位，屆時高階市場將是8K畫質決

戰的第一線，8K影像產業鏈的整

合不斷推動向前。

　Michal首先指出8K面板解析度

對製程的挑戰，雖然有不同的技

術難題橫亙於前，但是關鍵還是

尋找解析度與產品規格及功能的

最佳匹配的平衡點，快速找出製

程中影響重大的關鍵缺陷(Killer's 

Defects)的解決辦法，讓設計與

工程團隊可以起早開始採取行

動，並尋求合乎成本的製程技

術。

　這當中藉由AI技術的整合而提

出的端對端的解決方案，透過

AOI智慧辨識功能讓製程良率提

升工程小組可以因勢利導解決製

程瓶頸，當然影像能夠正確的判

讀非常重要，更關鍵的是同時

利用奧寶的修補機台直接進行改

善，提供客戶殷切期待的的服務

與解決方案。

　拜長達數十年累積的產業經

驗，加上匯聚大量製程上關鍵參

數的優勢，讓AI解決方案展現重

要的成果，由於AI技術的用途在

不同客戶端與製程產線上有相當

寬廣的使用範例(Use Cases)，奧

寶科技的多樣化產品組合強力應

對不同產線的艱難挑戰，並以機

器學習為基礎的人工智慧技術，

搭配強大的演算法所提供的關鍵

的解決方案，迅速滿足終端客戶

的需求。

　曹正鵠指出，目前台灣客戶在

8K面板的進程，2019年可以說是

8K電視元年，2019的年上半側重

於產品設計與製程技術的驗證，

以及小批量試產的初步階段，到

達2019年下半，就會開始進入放

量生產的進度，展開良率改善與

最佳化生產的階段，兩個階段對

生產團隊而言，各需面對不同的

技術挑戰，對奧寶科技而言，透

過目前的AI解決方案與軟體系統

來協助客戶在不同的生產線上針

對個別的關鍵需求，提供完整的

智慧型解決方案。

　再者，一般的AOI辨識的軟體

專案都設定達成至少85%的準確

率作為基礎，盧延昇指出，實際

上奧寶的AI解決方案與軟體系統

在製造現場所看到的效益，都已

經達到超過90%，甚至達到95%

以上的準確率，直接反應在生產

線的實質效益，就是讓面板廠可

以達成兩位數的製程良率改善百

分比，成效深獲客戶高度的評價

與信賴。

　奧寶科技歷經數十年所累積的

製程經驗與開創出兼具準確度與

可靠度高的機台，並發展出引

以為傲的智慧型AOI解決方案，

Michal認為AI智慧型解決方案就

類似於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師一

樣，透過精良準確率，貢獻製程

的良率與品質改善的效益，直接

節省面板廠的大量人力與降低成

本負擔。

　尤其在8K電視接續的兩年關

鍵技術成長期間，將扮演一個

值得信賴的眼睛與精密的大腦

的角色，對於即將盛大登場的

智慧顯示與觸控展(Touch Taiwan 

2019)，奧寶將以「Solutions to 

Display The Future」的新願景

勾勒AI技術的到來，攤位號碼是

J502，希望貴賓蒞臨指導並共襄

盛舉。

奧寶科技強力展現AI技術   打造台灣FPD產業新價值

手
機還能玩出什麼新把戲？

折疊式手機、螢幕下指紋

辨識，就是這一波手機的新賣

點。

　首先，以折疊式手機來說，包

括三星、華為、摩托羅拉等手機

品牌業者，或是已推出產品，或

是已宣布計畫。新型手機的誕生

帶動新商機，如何讓螢幕在摺疊

十多萬次後依然能夠維持螢幕觸

控功能？軟性顯示器背後得採用

哪種導電材料？在許多可能性，

例如金屬網格、奈米銀線、奈米

碳管、導電聚合物等選擇中，奈

米銀線目前頗受看好。

折疊式手機   觸控ITO被挑戰

　折疊式手機的內部材料及結

構，當然也必須具備可折疊特

性。ITO(氧化銦錫)是一種金屬陶

瓷半導體材料，不能滿足可折疊

觸控螢幕的要求，因此給了奈米

銀線「可趁之機」。

　在多種導電材料中，奈米銀線

之所以能夠勝出，主要是因為它

在許多方面都有較傑出的表現，

包括具有銀的優良導電性、奈米

級別的尺寸效應、優異的透光性

及耐曲撓性等，且奈米銀線阻抗

值與ITO相當，因此被認為有潛

力取代佔據觸控市場近30年的

ITO技術。

　奈米銀線所具有的特性，使

其前景備受看好。研究機構HIS 

Markit預測指出，2020年軟性顯

示器的全球出貨量將增至7.92億

個，市場值達到413億美元。有

廠商認為，相較於ITO，奈米銀

具有成本與製程優勢，因此有望

在未來3~5年內取代ITO，拿下近

5成市佔率。整體而言，做為軟性

顯示器適用的奈米銀線材料，其

商機正在擴大中，吸引許多業者

積極投入和布局。

奈米銀線觸控   業者積極布局

　例如，全球最大奈米銀線廠商

天材創新材料科技 (Cambrios)近

日宣布，該公司位於廈門同安的

生產基地將正式投產，預估月產

能可達7,000升奈米銀線，成為

全球最大的奈米銀線生產基地。

Cambrios擁有全球7成的奈米銀

線專利，是目前市場上最大的奈

米銀線供應商。

　

另外，觸控解決方案供應商，同

時也是蘋果及其他第一線廠商的

主要供應者宸鴻光電(TPK)，也早

已展開奈米銀線的布局。

　宸鴻光電是與Cambrios合作，

Cambrios供應原料墨水、薄膜；

宸鴻則主要負責後段觸控感測

器、後段貼合等。宸鴻投入開發

的各類奈米銀材料與應用，包括

曲面OLED整合方案、超大尺寸

的應用。

　宸鴻強調產品皆會進行1,000小

時、85℃、80%濕度的測試；耐彎

折方面則將通過40萬次測試，相

當於每天折疊100次，可連續使用

10年的標準，以確保奈米銀觸控

模組，不會因為銀的高度活性與導

電性，以及水氣等導致失效。

　值得一提的，宸鴻的奈米銀布

局很完整，從上游銀材料、雷射

塗布、Pattern、貼合到模組生

產服務等一應俱全。宸鴻奈米銀

線預計2019年第4季出貨，2021

年、2022年大量生產，目前已通

過5家大廠認證。

螢幕下指紋辨識   品牌手機搭載

　接下來說說2019年智慧型手

機的另一個亮點—螢幕下指紋辨

識。據了解，目前包括Vivo、華為、

小米、Oppo都推出了搭載螢幕下

指紋辨識方案的機種，隨著各大 

Android手機品牌大舉採用螢幕下

指紋技術，研究機構預估2019年

螢幕下指紋辨識技術(超音波與光

學)，佔手機指紋辨識市場的比重，

將從2018年的3%拉升至13%。

　目前受到看好的螢幕下指紋辨

識技術有兩種，分別是螢幕下超

音波指紋辨識，以及螢幕下光學

式指紋辨識。

超音波指紋辨識   優點多

　首先，螢幕下超音波指紋辨識

技術，其運作過程是在手指接觸

到智慧型手機螢幕時，感測器會

向手指表面發射超音波，然後利

用指紋表面皮膚和空氣密度的不

同，構建一個3D圖像。之後感測

器接受到超音波回波訊息後，比

對先前存於手機的資訊，就能進

行辨識指紋。

　超音波指紋辨識的優勢優點，

包括穿透性較強、抗污能力高，

即使手指濕了或髒了，系統還是

能夠辨識，且此系統的安全性也

較高，不過，伴隨這些優點而來

的是成本較高此項缺點。

　關於超音波指紋辨識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高通(Qualcomm)已

於2018年底發表首款支援螢幕下

超音波指紋辨識系統的晶片，且

三星的高階智慧手機也將採用由

高通晶片支援的螢幕下指紋辨識

系統。更進一步地，高通預計在

2019年下半推出敏感度更高的第

2代系統，搶攻市場商機。

　高通的第1代超音波螢幕下指紋

辨識系統搭載於三星智慧型手機

Galaxy S10。為了解決此系統無

法靈敏反應「乾」手指的觸控；

導致辨識功能失效的缺點，高通

正在研發第2代的超音波螢幕下指

紋辨識系統。據了解，相較於第

1代產品，第2代超音波螢幕下指

紋辨識系統的辨識區域加大，從

36mm²提升為64mm²，同時辨識

厚度不變，也就是達到200μm。

光學式指紋辨識   OLED限定

　至於螢幕下光學式指紋辨識，

其運作原理是利用感測器投射出

光線，之後獲取光線反射繪製指

紋圖樣，與系統內存指紋圖像比

對，達到辨識功能。光學式指紋

辨識的最大缺點，在於它必須依

賴手機螢幕的光做為光源，而由

於LCD液晶螢幕本身無法發光，

因此支援螢幕下光學式指紋辨識

的產品都是採用OLED 螢幕。

　螢幕下指紋辨識技術逐漸成為

智慧型手機新品的功能亮點，帶

動相關晶片需求。根據群智諮詢

(Sigmaintell)預估，2019年全球

螢幕下指紋晶片出貨量將突破1億

顆，市場商機加熱中。

劉峪汛╱台北

　TSLG耐落集團不斷加速提升

防鬆技術以滿足更鞏固台灣在全

球ICT產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其中車用電子科技與VR虛擬

技術及更多智慧移動的趨勢，讓

專業的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

LCD顯示器、穿戴式裝置VR等

產品設計者，能進一步了解耐落

防鬆處理是如何提升扣件最佳

防護。

　TSLG耐落集團表示因應電子

產品「輕、薄、短、小」的發展趨

勢與多元應用需求，再組裝、維

修及結構強度考量，多數電子產

品以微小的機械牙螺絲為主要

設計，規格多為公制螺紋M1.0、

M2.5以下，且加上機身厚度薄型

化的需求，使用的螺絲牙數少、

螺牙短，以致螺絲與對鎖物件咬

合數不足，夾緊力不易維持，易

造成螺絲鬆脫！

　因此螺絲必須進行防鬆處

理，部分戶外及可攜式電子產

品，螺絲必須同步進行防漏設

計，確保產品通過各項嚴苛的

振動、落摔及環境測試。

　TSLG耐落集團是全球扣件

功能膠預塗技術領導商，本著

「致力於扣件預塗應用與創

新，讓產品安全與生活安心」

之使命及「專注用心、追根究

柢」的精神，完整提供高效能

的預塗式防鬆、防漏、防焊

渣、防鎖死、介電絕緣等服務

致力扣件預塗應用與創新，讓

產品安全與生活安心。更多訊

息請洽TSLG耐落集團官網。

展會快訊 S32019年8月28日　　　　星期三 2019智慧顯示與觸控展特刊

奧寶科技亞太區面板事業部(Orbotech Pacific Display:OPD)總裁Shahar Michal先生(左)及台灣區

總經理曹正鵠先生(右)。

TSLG耐落防鬆技術Value Solution Provider

耐落螺絲為螺絲防鬆的首選品牌，是信賴的合作夥伴。

手機新賣點   摺疊觸控及螢幕下指紋辨識

折疊式手機的內部材料及結構，也必須

具備可折疊特性。                     Samsung                                                                            螢幕下指紋辨識功能，品牌手機紛紛搭載。                                                                         TechRadar

■DIGITIMES企劃



李佳玲／台北

　2019年是台灣觸控及顯示器

產業重要的一年，前陣子產業界

與經濟部、科技部代表，共同在

行政院產業策略會議(Strategy 

Review Board Meeting；SRB)

達成共識。希望透過政府領頭打

造產業生態新樣貌，以醫療、零

售、育樂、移動四大領域，讓智

慧顯示方案在台灣做場域示範，

翻轉商業模式期望將成功案例輸

出國際。

　台灣電子化學材料供應廠代表

永光化學，身為觸控及顯示器上

游產業鏈代表，也參與這項會

議。永光化學總經理陳偉望表

示，看到產業從製造角度，重新

翻轉生態鏈的思維，是相當值得

期待的產業發展。而永光化學也

持續因應顯示器產業需求，推出

三大技術亮點，將在2019年智慧

顯示與觸控展一次亮相。

柔性顯示器持續發燒 

低溫型光阻備受期待

　永光化學將在智慧顯示與觸控

展的第一項亮點產品，因應柔性

顯示器近年需求，推出新一代低

溫製程光阻方案。永光化學電化

事業副總經理林昭文表示，從

2017年之後，三星及LG電子推

出的智慧型手機，開始搭載柔性

OLED面板。當時永光化學開始

提供高解析LTPS製程用的正型光

阻材料與120~140℃低溫製程負

型光阻劑。

　而2019年永光化學的技術持續

突破，進一步推出更低溫85°C的

透明、RGB彩色、BM黑色光阻

劑，可應用於AMOLED(主動矩

陣有機發光二極體)產品，目前在

台灣、中國大陸的顯示器客戶已

正式展開訂單。

　林昭文接著提及，柔性顯示器

存在三大挑戰，包含基材扁薄、

需低溫製程、塑膠基板搭配等。

換言之，柔性基板無法耐高溫，

光阻應用在柔性OLED，製程材

料必須持續往更低溫、韌性度更

大特質發展。而永光化學的低溫

RGB光阻材料同時讓柔性顯示器

的色彩解析度更加精緻。

　永光化學的光阻材料，從過往

140°C、120°C完成烘乾再到今年

85°C，證明永光化學在光阻技術

腳步仍領先國際。一家手機大廠

今年所發表的一款高階折疊式智

慧型手機，即使用永光化學的透

明、RGB光阻材料。陳偉望表示，

永光每年針對光阻材料抱持自主

開發技術的腳步，除了多年搭配

關鍵技術的整合，也是密切與產

業客戶溝通討論，才能持續領先

推出產業鏈需求的新技術方案。

屏下指紋辨識新商機 

永光助面板廠省生產成本

　市場對高階智慧型手機的發展，

每年都期待有新亮點技術推出，而

近年最具話題性的，非屏下指紋辨

識莫屬。調研機構TrendForce預估，

2019年屏下指紋辨識在手機市場

的滲透率，將有機會突破20%。換言

之，當智慧手機的高屏佔比逐漸成

為市場主流後，傳統正面指紋模組

將逐漸退場，而屏下指紋辨識將成

為主流。

　提到屏下指紋辨識技術，主

要讓指紋辨識晶片透過光源，

目前晶片多借用自發光的OLED

為光源，透過鏡頭擷取指紋圖

像，搭配演算法辨認指紋達到解

鎖目的。針對屏下指紋辨識技術

演進，林昭文解釋，依感測面積

大小與屏幕整合度，主要可分為

三階段：外掛單點式屏下指紋辨

識、外掛全屏式屏下指紋辨識、

內嵌式全屏指紋辨識。

　目前外掛單點式屏下指紋辨識

的感測元件，主要透過鑲嵌於LCD

結構，但此作法相對成本較高，與

面板技術的整合也待克服。

　對此，永光化學因應產業需求，

提供高解析化學增幅型光阻，優勢

為解析能力線寬與線距小於1.0um，

實現台灣LCD大廠對內嵌式全屏

指紋辨識的需求，以ECA系列光阻

產品，搭配現有黃光設備，滿足客

戶需求。此新型高階光阻，讓客戶不

用添購新設備，即可讓辨識的解析

度、曝光量、敏感度、產能速度創造

更大效益，助客戶提升競爭力。

Mini LED/Micro LED 

材料技術準備到位

　Mini LED(次毫米發光二極體)在

製程方面相較Micro LED良率更高，

且具備異型切割特質，搭配柔性基

板可製作高曲面背光形式，讓LCD

面板達到更精細HDR分區，且厚度

更趨近OLED。省電、薄型、HDR、多

區背光調控等特質，讓Mini LED今

年將正式與OLED直接交鋒。

　針對台灣顯示器客戶希望強化

Mini LED及Micro LED的技術開

發，為搭配客戶技術的突破，林昭

文表示永光在Mini/Micro LED將

提供EPG系列正型光阻，對應面板

客戶生產Mini/Micro LED晶粒需

要更細小化，面板從封裝到整個

製程需要的材料，除此之外，因應

Mini/Micro LED特性需要成千上

萬顆的晶粒貼牢到面板的製程，

這項過程稱為「巨量轉移」。

　而過去巨量轉移在速度方面遇

到瓶頸，加上顯示器面板經常需

要貼上百萬個RGB晶粒，在黏

貼的平坦性、附著性也是另一挑

戰。為了達到客戶的需求，永光

也有相對應的材料，讓晶粒即使

尺寸縮小也能順利巨量轉移，同

時保有顯示面板的高解析度。

　「2019 TOUCH TAIWAN」永

光化學將於台北南港展覽館1樓I

區110攤位展示相關產品，涵蓋

低溫BM&OC、低溫彩色LTR、

柔性觸控OC、低溫On-Cell OC、

OLED光阻、CA光阻、玻璃側邊

膠、Thermal OC、奈米壓印材料、

uLED Process材料。最後，陳偉望

表示，永光化學持續與顯示器產

業往前走，期待透過產業鏈的重

新整合及推出創新方案，讓台灣

顯示器產業再度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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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2019智慧顯示與觸控展   永光化學三大亮點助產業轉型   

左為永光化學總經理陳偉望，右為永光化學電化事業副總經理林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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