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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原理及概述

1.1 研究背景

2019 年 11 月，深圳市商用显示系统产业促进会发布了《2019 年中国商用显示产业

发展白皮书》，从产业技术方面针对中国商显八大产品形态市场进行分析，意在盘点市

场数据、分析政策环境、预测发展趋势、提供决策建议，为行业总结了 2019 年智慧商

显产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做了权威解析。本报告在上述背景下进行研究

分析。

1.2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本报告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商用显示八大产品形态市场的全球专利布局情

况以及诉讼状况。其中，八大产品形态市场分别为：中国商用电视市场、中国单屏显示

器市场、中国平板拼接市场、中国广告机市场、中国教育 IWB 市场、中国商用平板市场、

中国小间距 LED 市场、中国激光投影市场。

研究方法：本报告采用总体和分支结合法对商显行业的专利进行分析。具体的，分

别针对商显行业专利的总体态势及技术现状、全球以及中国诉讼概况进行分析，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在八大产品形态市场的专利布局概况、产业链概况、诉讼概况以及标杆企业

典型案例等维度展开分析。

1.3 数据来源

本报告检索结果及相关数据均基于智慧芽专利检索数据库，全球数据包括中国、美

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欧专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 25 个主

要国家和地区及 DOCDB 数据包含的 105 国家和地区的发明申请和发明授权专利；国内数

据包括在中国专利局申请的发明申请、实用新型申请和发明授权。鉴于数据库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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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断更新的，为保证分析对象的准确性与可再现性，本报告的分析对象限于 2020 年 2

月 20 日前公开的专利文件。

1.4 检索策略及总结

本报告以商显行业各子产业的关键技术为基础，采用组合式检索策略，以关键词

+IPC 分类号组合的方式进行检索，并排除家用和工业等不属于商用显示应用范围的数据。

表 1-1 部分主要关键词和 IPC 分类号示例

关键词

商用显示、商显、商用电视、电视、单屏显示器、液晶拼接、教育、IWB、商用平板、

电子白板、数字标牌、激光投影、广告机、小间距 LED、 工业、工厂、产线、酒店、

地产、企业、政府、商务、公共服务、商业、教育、交通、安防、零售、医疗、机场、

会议、投影、摄影、多媒体、广告屏、多媒体广告、灯箱广告、广告位、广告牌、广

告板、广告柱、发光二极管、LED、MINI LED、 Micro LED、Commercial display、

commercial TV、Single screen display、LCD splicing、education、Instant World

Booking、Commercial tablet、electronic whiteboard、Digital signage、Laser

projection、Advertising machine、Small spacing LED、industry、plant、factory、

production line、hotel、estate、enterprise、company、public service、Commercial、

business 、 commerce 、 traffic 、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 retail 、

medical treatment 、 airport 、 conference 、 projection 、 multimedia 、

advertising screen 、 light box advertising 、 advertising position 、

advertising space 、advertising board、signpost

IPC 分类号

H04N3/*、H04N5/*、HO4N7/*、H04N11/* 、H04N13/*、H04N15/*、H04N17/*、H04N21/*、

G03B21/*、G02B27/48、G02B21/36、G09B9/32、G09B23/04、H04N5 /74、H04N13/04、

H04N9/31、G02B/*、G03B/*、G09F/*、G09B/*、H04N/*、G06F3/*、G02F/*、H01J/*、

H01L27/32、H01S/*、G06F3/00、G02F/*、G09F/*、H01J/*、H01L27/32、G09F/*、G06F/*、

G06Q/*、H04N/*、G06Q50/20、G09B/*、B43L/*、G06Q/*、G06T/*、G06K/*、G10L/*、

G06N/*、G06F/*、H04N/*、H04L/*、G06F3/00、G09F9/*、G09F11/*、G09F19/*、H01J11/*、

H01L27/32、G02B27/01、G06F1/3218、G06F21/84、H04N13/332 、H04N13/385、G03B21、

G02B27/48、G02B21/36、G09B9/32、G09B23/04、G09F19/18、H04N5 /74、H04N13/04、

H04N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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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主要采用定量方法展开专利分析，即对宏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同时针对部

分细分领域的重点技术进行定性深入研究。定量分析中主要分析指标有：申请时间趋势、

地域分布、技术分布等。

申请时间趋势是指根据专利申请量随时间逐年变化的情况，分析该技术领域的专利

发展趋势；

地域分布能够宏观地反映出各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以及专利布局情况，包括技术

产出分布、目标市场分布；

技术分布能够反映相关专利布局的主要技术类别以及特定申请人的专利布局侧重

点；

定性分析主要包括特定技术演进路线分析及特定技术的分析。

1.5 相关事项说明

同族专利的约定

（1）同族专利：同一项发明创造在多个国家申请专利而产生的一组内容相同或者

基本相同的专利文献出版物，称为一个专利族或同族专利。从技术角度来看，属于同一

专利族的多件专利申请可视为同一项技术。

（2）同族数量：一件专利同时在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利局申请专利的数量。

「件」和「项」的约定

关于专利申请量统计中的「项」和「件」的说明。

件：在进行专利申请数量统计时，例如为了分析申请人在不同国家、地区或组织所

提出的专利申请的分布情况，将同族专利申请分开进行统计，所得到的结果对应于申请

的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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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同一项发明可能在多个国家或地区提出专利申请。在进行专利申请数量统计时，

对于数据库中以一族（这里的「族」指的是同族专利中的「族」）数据的形式出现的一

系列专利文献，计算为「1项」。1项专利申请可能对应 1件或者多件专利申请。

中英文简称的约定

表 1-2 中英文简称对应表

简称 中文

CN 中国

W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EP 欧洲专利局

US 美国

JP 日本

DE 德国

KR 韩国

CA 加拿大

TW 中国台湾

RU 俄罗斯

FR 法国



11

第二章 商用显示领域专利分析

2.1 本章小结

产品说明：

 商用显示产品指的是在非家庭的公共环境中使用，可向单个及多个个体传达信

息的具有显示功能的产品。按照产品形态主要分为商用电视、单屏显示器、平

板拼接、广告机、教育 IWB、商用平板、小间距 LED、激光投影八大品类。

宏观分析：

 全球共申请了约 19 万件商用显示相关的专利，中国专利申请达 9.4 万余件。

 中国、美国、日本及欧洲是商用显示领域专利申请量较多的国家或地区，中国

商用显示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排在首位。

 中国商用显示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前三名的省份分别为广东省、江苏省及山东省。

 商用显示领域全球专利诉讼数量 2015 年以来呈现上升趋势。

2.2 全球专利申请趋势

从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全球共申请了约 19 万件商用显示相关的

专利，中国专利申请达 9.4 万余件。图 2-1 是自 2001 年以后商用显示全球及中国专利

申请趋势图。

图 2-1 商用显示全球及中国专利申请趋势图



12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及中国商用显示领域相关的专利申请数量自 2011 年后开始

显著提升。其中，2011 年以前，中国商用显示领域专利申请量处于成长期，但中国每年

专利申请量占比不足 50%；随着商用显示产品渗入行业范围越来越广，政府主导的大型

基建项目以及公共服务的占比持续上升，再加上各企业智慧化投入的持续增加，2011

年以后，全球及中国商用显示均处于快速增长期，专利申请量逐年显著提升，并呈现持

续增长的趋势，中国市场成为推动全球商用显示领域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随着 2018

年、2019 专利数据的陆续公开，专利申请数据会进一步增加。

2.3 申请区域分布

地域分布分析能够宏观地反映出各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以及专利部署情况。图

2-2 为 2001 年以后全球及中国商用显示领域的专利申请区域分布示意图。

图 2-2 全球及中国商用显示领域的专利申请区域分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美国、日本及欧洲是商用显示领域专利申请量较多的国家

或地区，中国商用显示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排在首位，达 90023 件。中国商用显示领域

的专利申请量前三名的省份分别为广东省、江苏省及山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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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从事商用显示的企业很多，包括三星、LG 等厂商均在液晶显示领域深耕多年，

而且十分重视技术研发和专利布局。日本和韩国的创新主体将美国作为除本国以外最重

要的专利申请国。中国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为国内申请，海外专利申请数量较少。

2.4 商用显示行业诉讼概况

专利诉讼是专利权人运用专利权与主要市场对手进行竞争的有效方式，是竞争主体

对抗博弈的重要体现。图 2-3 为 2001 年以后全球及中国商用显示专利诉讼的分布示意

图。

图 2-3 全球商用显示专利诉讼分布示意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商用显示领域全球专利诉讼数量 2015 年以来呈现上升趋势。

其中商用显示领域的专利诉讼的区域主要分布在美国和中国，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

和中国市场规模及活跃度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说明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领域无论是在技

术研发投入还是市场规模上都处于引领地位。其次，通过研究分析，商用显示市场一直

呈现着玩家众多，寡头集中的局面，基于商用显示核心技术的持有以及商用显示企业本

身的市场定位以及专利布局策略，商用显示领域的专利诉讼整体体量相对较少且分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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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散。可以预计，未来随着多元厂商的入局，商用显示产品在各行各业的发展将更加

均衡，竞争也更加激烈。

2.4.1 商用显示领域专利诉讼状况一

商用电视是商用显示行业中发展成熟的子领域之一，其中商用电视涉及到的面板厂

商之间专利诉讼近年来也日益频繁。本章节以商用电视领域中面板厂商之间的专利诉讼

状况为例进行分析。图 2-4 为 TCL 华星光电、惠科、群创商用电视面板专利诉讼示意图。

图 2-4 TCL、惠科、群创商用电视面板专利诉讼示意图

自 2018 年开始，富士康旗下液晶显示面板制造商群创光电针对惠科提起 17 件专利

侵权诉讼，指控惠科涉嫌侵犯其专利权并利用侵权产品生产电视机等显示器装置。惠科

随即提请对涉案专利进行无效，并以五件专利反诉群创，指控群创亦涉嫌侵犯其专利权。

2018 年 3 月和 7月，TCL 华星光电两次向惠科发出律师函，在无回应后于 2019 年 4

月提起 3件专利侵权诉讼。以 CN1517762 为例，该专利为典型的商用电视使用的液晶面



15

板相关专利。2019 年 11 月 14 日，深圳中院对惠科下达诉中禁令，要求惠科停止侵犯

TCL 华星光电专利权的行为，立即停止制造侵犯涉案专利权的惠科 32 英寸液晶面板。禁

令下达后，惠科向深圳中院申请复议，但未获得禁令解除。

对于商用电视领域为代表的商用显示行业而言，专利诉讼已经成为企业之间商业竞

争的新战场。近年来，专利诉讼越来越多地影响企业及其产品的市场地位和竞争格局，

如何提高自身专利质量，运用专利配合自身商业目标的实现，成为企业在商用显示领域

竞争的关键能力之一。

2.4.2 商用显示领域专利诉讼状况二

激光投影是商用显示行业中蓬勃发展的子领域之一，众多国际公司、本土企业迅速

进入该领域，市场竞争逐步加剧。本章节以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诉讼状况为例进行分析。

自登陆科创板以来，光峰科技一直备受关注，图 2-5 为光峰科技与卡西欧专利侵权诉讼

状况示意图。

图 2-5 光峰科技与卡西欧专利侵权诉讼示意图

2014 年以来，光峰科技与国际巨头卡西欧公司就激光投影专利先后进行了多轮诉讼

博弈。以 CN102900807B 为例，包括卡西欧、台达等公司在内针对该专利发起了 19 次无

效宣告请求。该专利为光峰科技在激光投影领域持有的核心专利之一。光峰科技作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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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专利诉讼共 30 件，作为被告的专利诉讼涉及 4 件。目前多宗案件尚无定论，但光

峰科技与行业巨头的专利之争，背后或折射了激光投影行业的激烈竞争。如今两家公司

达成和解协议，有助于加速激光显示行业技术和产品标准的迭代更新，推动激光显示领

域企业间的互利共赢。

2.4.3 商用显示领域专利诉讼状况三

商用显示领域中广义 IWB 产品（教育平板+商用平板）是相对成熟的市场之一。本

章节以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诉讼状况为例进行分析。图 2-6 为视源股份与鸿合科技专利

侵权诉讼示意图，视源股份和鸿合科技是我国教育 IWB 领域的两家代表性企业。

图 2-6 视源股份与鸿合科技专利侵权诉讼示意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2018 年正在冲刺 IPO 的鸿合科技遭遇视源股份的诉讼阻击。视

源股份以 4 件专利起诉鸿合科技，要求停止侵权行为销毁侵权专用模具并赔偿 1.43 亿

元。鸿合科技与视源股份陷入专利纠纷的「智能交互平板」产品为鸿合科技主营产品之

一，视源股份与鸿合科技间的利益冲突主要源自二者均以同类产品为重要业务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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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合科技随即针对涉诉的 4件专利提起无效请求。

随后，视源股份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在美国进一步向鸿合科技全资子公司深圳鸿合

创新及 newline 公司发起专利侵权诉讼。

2019 年 8 月，在深圳商显产促会的积极调解下，视源股份与鸿合科技达成和解，视

源股份及鸿合科技各自撤回境内外专利诉讼及无效请求。

专利诉讼已经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砝码之一，对于科创板上市企业，专利之争将成

为常态，这也是中国企业不断适应国际竞争和争取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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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商用电视领域专利分析

3.1 本章小结

产品说明：

 商用电视是可整合应用于各商业场所的显示终端，具有高清多媒体液晶电视功

能，广泛用于产品展示、商务会议、信息发布等。

宏观分析：

 商用电视领域全球共申请了 41306 件专利申请。

 美国、中国、日本及英国是商用电视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的国家。美国

是全球商用电视领域专利布局的第一大目标国，日本是全球商用电视领域专利

申请的第一大来源国。

 中国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其中，广东省、

北京市及江苏省在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排名靠前。

 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中兴、康佳及创维为深圳

市商用电视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

重点分析：

 OLED 凭借其响应速度快、对比度高以及自发光等特性，逐步成为新一代的电视

显示技术。

 针对商用电视 OLED 核心技术带来的残影问题，业界解决思路主要为通过针对像

素点进行替换、新增辅助电池供电等方式减缓残影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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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商用电视全球专利概况

3.2.1 商用电视专利申请趋势

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商用电视领域全球共申请了 41306 件专

利申请，其中包括 23922 项有效专利，图 3-1 为 2000 年以后全球及中国商用电视领域

的专利申请趋势图。

图 3-1 全球及中国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自 2000 年起，全球及中国商用电视领域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呈

逐年缓慢上升的趋势，随着 2018 年、2019 年专利数据的陆续公开，商用电视的专利申

请数据会进一步增加。

3.2.2 商用电视专利申请地域分布

地域分析能够宏观地反映出各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以及专利部署情况。图 3-2 为

2000 年以后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地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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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商用电视领域专利申请地域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中国、日本是商用电视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的国家，

美国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排在首位，达 23928 件。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商

用电视的市场规模及活跃度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2000 年至今，全球各地区基于商用电

视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日本的专利申请量大幅度下降，美国

和中国的专利申请量相对稳定上升。可以看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以及消费市场

的不断变化，中国和美国已逐步成为商用电视领域的主要竞争市场。

3.2.3 技术目标国和来源国专利概况

技术来源国家从宏观上体现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力量分布，而对技术目标国家或地区

的分析则能够反映技术力量的市场布局、战略意图。图 3-3 为商用电视领域全球专利的

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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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商用电视领域全球专利的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是全球商用电视领域专利布局的第一大目标国，日本是全球

商用电视领域专利申请的第一大来源国。日本、韩国、中国等创新主体都将美国作为除

本国以外最重要的专利申请国，可见，美国市场对全球各主要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专利申请量已达 9000 余件，其中，中国国内申请人的申请量

为 8000 余件。从数量上看，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

国，但是专利申请中 90%属于国内申请，除了美国申请 318 件以外，在其他国家的专利

申请量不多。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商用电视领域的市场逐步得到世界主要国家创新主体的

认可，各创新主体已开始将自己的相关技术在中国申请专利保护；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

创新主体已经具备相当的专利保护意识，但是向海外进行全球专利布局的意识还需要提

升。

3.2.4 专利技术分布

专利技术分类分析从技术维度可以呈现不同的创新主体的技术分布情况，图 3-4 为

2000 年以后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技术分布示意图，其中专利技术为国际专利分类号（IPC）

对应的技术。从图中可以看出，商用电视领域的主要专利技术为电视图像通信技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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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处理技术、数字信号传输技术、商用数据处理技术以及图像处理技术。

图 3-4 商用电视领域的国际专利技术分布示意图

在电视图像通信技术（H04N）中，主要涉及到「基于电视系统的数字视频信号的编

码和解码」、「用于显示附加信息的电视系统零部件」、「电视系统的模拟保密系统」

以及「电视系统的接收机电路」相关的技术。

在电数字处理技术（G06F）方面，主要涉及信息检索及其数据库结构相关的数据设

备处理及方法。数字信号传输技术（H04L）层面主要涉及「通信控制及通信处理」。商

用数据处理技术（G06Q）主要涉及行销、市场研究与分析对应的数字电视应用相关的技

术。

基于电视系统的数字视频信号的编码和解码技术（H04N7/18）和数字信息传输对应

协议相关技术(H04L29/06)对应的专利申请量自 2010 年开始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近 5

年来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年均专利申请量维持在 200 项以上的水平。

3.2.5 重点专利权人分布

图 3-5 为全球商用电视领域重点专利权人排名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商用电视

重点专利权人主要分布在韩国和日本。索尼和三星分别以 1274 件和 1108 件的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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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位居全球前两位。

图 3-5 全球商用电视领域重点专利权人排名示意图

3.3 商用电视中国专利概况

3.3.1 中国申请人概况

本报告进一步针对中国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情况及中国专利申请中的发明专利进

行了分析。图 3-6 为商用电视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图 3-6 商用电视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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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商用电视领域专利排名前十的专利权人多为企业。结合中国

专利申请逐年平稳增加的趋势，可以理解为，一方面中国市场的发展和需求增加，促进

国内商用电视领域的研发力度加大，专利申请数量随之增加。

中国专利权人的业务类型与商用电视的产业链相契合，主要包括传统电视、互联网

电视、以及智能电视三个板块。排名前十名的专利权人一方面涉及到传统电视厂商、液

晶面板厂商，也涉及互联网电视板块中的内容服务平台，集成播控平台、广电网络运营

商，还涉及智能电视板块中芯片、视频网站、程序开发、应用商店及操作系统的相关厂

商等。

发明专利在审查过程中会经过实质审查程序，授权后的发明专利稳定性较实用新型

更好。发明占比从一定程度能够反映创新主体的专利布局策略，同时也能够体现专利的

稳定程度。中国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以发明专利为主，申请比例占据 60%以上。以中兴

为例，其发明占比高达 90%。

专利授权数量即专利持有量，是技术能力的累积，也是高附加值产品乃至新兴产业

竞争优势及其发展控制权的累积。图 3-7 为国内重点专利权人发明申请和发明授权示意

图。

图 3-7 国内重点专利权人发明申请和发明授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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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商用电视领域，中兴和 TCL 除了专利申请量排名靠前以外，专

利授权数量也相对靠前，这表明相较其他专利权人，上述两个创新主体获得了更多发明

技术的排他性产权，具有更多的将发明技术转变为受法律保护的无形资产的竞争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中兴基于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技术主要涉及音视频编解码方向。

3.3.2 中国商用电视各省份专利分布

图 3-8 为中国商用电视领域各省份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

的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领域，其中，广东省、北京市及

江苏省在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排名靠前，三个省份的专利申请总和占全国专利

申请总量的 58.6%。

图 3-8 中国商用电视领域各省份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图 3-9 为商用电视领域广东、北京、江苏三省/市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从图

中可以看出，在 2001 年至 2007 年间，广东省、北京市以及江苏省三个省市/地区商用

电视专利申请量逐年上升，受全球经济影响，2008 年至 2015 年间专利申请量维持轻微

波动。2015 年以后，上述三个省份/地区的专利申请趋势发生了变化，其中，广东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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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数量显著提升，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北京市专利申请数量显著下滑，而江苏省的

专利申请量保持稳定。可以推知，2015 年后，商用电视领域创新主体更加向广东省集中，

且研发力度加大，市场表现比较活跃。

图 3-9 广东、北京、江苏三省/市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

3.3.3 深圳市商用电视专利申请人专利概况

广东省商用电视领域相关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深圳市，申请数量占广东省专利申请

总量的 80%。图 3-10 为深圳市商用电视领域专利权人的申请量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中兴、康佳及 TCL 为深圳市商用电视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

图 3-10 深圳市商用电视领域专利权人申请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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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商用电视重点技术及难点

3.4.1 商用电视领域技术演进线路

图 3-11 为商用电视领域专利技术演进线路示意图，其中，星状标识代表专利申请

对应的年份中申请数量较多的技术类别。

图 3-11 商用电视领域专利技术演进线路示意图

基于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技术的演进线路分析可以得知：2011 年至 2013 年期间，

商用电视的专利技术申请主要集中在条件接收、全景图像、视频会议、数字高清电视、

解压缩方法等技术。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商用电视领域的相关专利技术过渡至视频

信号处理、显示优化、视频流及编码及智能控制技术方向。2016 年以后，商用电视领域

的专利技术演进至分发网络、图像失真矫正、视频图像优化、视频会议、视频质量、以

及 OLED 显示等方向。

3.4.2 OLED 自发光专利方案

OLED 凭借其响应速度快、对比度高以及自发光等特性逐步成为新一代的电视显示技

术，其对应的自发光产生残影未有完善的解决方案，是目前的技术难题之一。图 3-12

为基于 OLED 自发光产生残影的专利解决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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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OLED 自发光产生残影的专利解决方案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基于 OLED 自发光带来的残影问题，相关厂商的主要解决思路均

为针对像素点进行替换，部分企业的方案是针对商用电视的直接断电问题采取新增辅助

电池供电，以对 TFT 进行补偿的方式减缓残影的产生。

以方案 1 为例，佳能公司在 2009 年公开的专利文件中记载由于显示器长时间连续

显示相同的图像时，只在亮显示区域中发生荧光体劣化。因而，只有这部分的发光量减

少，从而产生所谓的残影，其提出一种解决方案，针对设置的像素，当检测到相邻像素

出现差值，判断频宽不足或者频率不足，则进行像素替换，从而保证特定时间段内区域

发光量一致，避免残影的产生。

又如方案 2，在康佳公司 2019 年 7 月公开的专利文件中，其涉及到电视主板在高频

次直接断电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光学残影的产生，其提供一种增设临时电池进行 TFT 补

偿的方案，解决断电造成的残影问题。

此外方案 3 为另一典型案例，扬智科技 2020 年 1 月公开的专利文件中，涉及到基

于相邻像素之间的差值然后获得像素取代值的方式实现光学补偿，从而解决光学残影的

问题。此类基于像素取代值进行像素补偿替代的方案为解决商用电视光学残影问题的典

型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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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单屏显示器领域专利分析

4.1 本章小结

产品说明：

 单屏显示器产品包括专业商用显示器、工业级面板，特点在于可以 7×16 或 7

×24 小时持续工作，主要用于监控指挥、视频会议、信息发布以及播放广告等。

单屏显示器不包括监视器和广告机。

宏观分析：

 单屏显示器领域全球专利总量为 31592 件专利。

 日本、中国、韩国及美国是专利申请数量领先的国家，日本占据首位，为全球

第一大目标国和第一大来源国。

 近年来，日本和韩国的专利申请量大幅度下降，美国的专利申请量相对稳定仅

微幅下降，中国专利申请量则大幅度增加，2018 年申请量达 1898 件。

 国内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其中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

京市排名前三。

 广东省专利申请主要在深圳市，其中华星光电、惠科和富士康集团为排名前三

的企业。

重点分析：

 三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 2007 年前和 2013 年后，专利技术主要分布在光学

逻辑元件、半导体器件、光源指示装置、放电管/灯以及显示等技术类别。

 京东方 2010 年以后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增加，并在近 5年保持相对稳定，专利申

请数量已经超过三星。专利技术主要分布在光学元件、光源指示装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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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模转换器及半导体器件等技术类别。

4.2 单屏显示器全球专利概况

4.2.1 单屏显示器专利申请趋势

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单屏显示器领域全球共申请了 31592 件

专利，其中包括 20329 件有效专利。图 4-1 为全球及中国单屏显示器领域专利申请趋势

图。

图 4-1 全球及中国单屏显示器领域专利申请趋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单屏显示器的全球专利申请主要经历三个阶段，2001 至 2006 年

间，全球单屏显示器的年均专利申请量稳定维持在 2000 件左右，2007 年至 2015 年间，

受全球经济形势波动的影响，单屏显示器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量有所下降，减少到每年

1200 件左右，2015 之后，随着技术的革新及市场的回暖，单屏显示器领域的全球专利

申请量显著提升，最高达到申请 2000 件以上的水平，且呈现继续上涨的趋势。

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中国专利申请在 2014 以前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申请量均在 500

件以下。2015 年以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呈爆发式增长，成为促进全



31

球单屏显示器数量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由于发明专利申请在提交后一般经历 18 个月

才公开，2018 年、2019 年提交的专利申请有相当部分尚未公开，随着 2018 年、2019

年专利数据的陆续公开，后续基于单屏显示器的专利申请量会进一步增加。

4.2.2 地域分布

专利申请的地域分析能够宏观地反映出各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以及专利部署情

况。图 4-2 为 2000 年以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全球专利地域分布示意图。

图 4-2 单屏显示器领域的全球专利地域分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单屏显示器领域，日本、中国、韩国及美国是专利申请数量相

对领先的国家，日本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达 11875 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日本

单屏显示器的市场规模及活跃度远超其他国家或地区。近 20 年来，全球各地区基于单

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日本专利申请量大幅度下降，

美国和韩国申请量相对稳定仅微幅下降，中国专利申请量则大幅度增加。可以看出，随

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更新，以及消费市场的不断变化，中国已逐步成为全球单屏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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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主要竞争市场。

4.2.3 技术目标国和来源国专利概况

专利技术来源国家或地区分析从宏观上体现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力量分布，而专利技

术目标国家或地区分析能够反映技术力量的市场布局、战略意图。图 4-3 为单屏显示器

领域专利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图 4-3 单屏显示器领域专利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各创新主体最重视的依然是在本国的申请专利。日本是单屏

显示器领域专利申请的全球第一大目标国和第一大来源国。日本创新主体将美国作为除

本国以外最重要的专利申请国。韩国创新主体在中国、日本及美国均进行同等体量的专

利布局，可以理解为，韩国重视中国、日本及美国市场，在这些国家进行了重点专利布

局。日本和韩国创新主体均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专利布局，这表明中国单屏显示器市场

在世界上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单屏显示器领域，中国的创新主体的专利申请总量为 1万余件。

从数量上看，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单屏显示器专利申请国，但是其中 90.3%

属于国内申请，除了在美国提交 241 项申请以外，在其他主要国家提交的申请量均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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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国内创新主体已经具备相当的专利保护意识，但是向海外进行全球专利布局的意

识还需要提升。

4.2.4 国际专利技术分布情况

国际专利技术分布情况分析从技术维度可以呈现不同的创新主体的技术分布情况。

本报告采用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对应的技术名称对单屏显示器领域的技术进行分类。

图 4-4 为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国际专利技术分布示意图。

图 4-4 单屏显示器领域国际专利技术分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单屏显示器领域国际专利技术集中在显示技术及光学装置两个类

别，其分别对应为分类号 G09F 和 G02F。这两个类别的细分技术集中在「半导体装置」，

「采用选择或组合单个部件在支架上建立信息的可变信息的指示装置」，「由组合单个

部件所形成的符号所需的字符或字符组」及「构造上的设备」等方面。其中，「半导体

装置」以及「采用选择或组合单个部件在支架上建立信息的可变信息的指示装置」对应

的年均专利申请量自 2015 年起逐步提升，均维持在 100 项以上。

4.2.5 重点专利权人专利概况

图 4-5 为单屏显示器领域重点专利权人排名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单屏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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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创新主体主要分布在韩国和日本。排名靠前的创新主体分别为三星、LG、松下和

夏普，其中，三星以 3000 件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首位。

图 4-5 单屏显示器领域重点专利权人排名示意图

4.3 单屏显示器中国专利概况

4.3.1 中国专利权人专利概况

本报告进一步针对中国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情况及中国专利申请中的发明专利进

行具体分析。图 4-6 为单屏显示器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图 4-6 单屏显示器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申请量排名图



35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十的专利权人均为企业。结合中国专利

申请逐年平稳增加的趋势，可以理解为，一方面中国市场的迅猛需求促进本国单屏显示

器领域的研发力度加大，专利申请数量随之增加；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积极在国内设立

分公司，并以中国分公司的名义申请专利，跨国公司也加快了在中国专利布局的脚步。

发明专利在审查过程中会经过实质审查程序，授权后的发明专利稳定性较实用新型

更好。发明占比从一定程度能够反映创新主体的专利布局策略，同时也能够体现专利的

稳定程度。中国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以发明专利为主，申请比例占据 60%以上。

专利授权数量即专利持有量，是技术能力的累积，也是高附加值产品乃至新兴产业

竞争优势及其发展控制权的累积。图 4-7 为单屏显示器领域国内重点专利权人发明申请

和授权示意图。

图 4-7 单屏显示器领域国内重点专利权人发明申请和授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京东方和华星光电除国内专利申请数量较高以外，专利授权数量

也相对靠前，这表明相较其他专利权人，京东方和华星光电可以依靠专利的排他权，获

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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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中国单屏显示器各省份专利概况

图 4-8 为中国的单屏显示器领域省/市地区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图 4-8 中国单屏显示器领域省/市地区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单屏显示器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领域。广

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在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较高，三个省/市地区的专

利申请量接近全部申请总量的 50%。图 4-9 为广东、北京及江苏三省/市专利申请趋势

对比示意图。

图 4-9 广东、江苏及北京三省/市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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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2008 年以前，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均有涉及对应单屏显示

器的专利申请，但体量较小。2009 至 2014 年间，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的专利申

请数量均呈现缓慢波动增长的趋势。2015 年以后，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的情况发

生明显变化，其中，广东省和江苏省基于单屏显示器的专利申请量显著提升，增长速度

明显加快，而北京地区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这说明，2015 年以

后，广东省和江苏省的创新主体在单屏显示器领域研发力度加大，市场活跃度增强。值

得注意的是，北京市龙头企业 Vewell（北京唯瑞新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内资领头品牌，

其公开的专利申请量比较低，仅 17 件专利申请，且无发明专利。

4.3.3 深圳市单屏显示器专利申请人专利概况

在单屏显示器领域，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深圳市的

专利申请数量占广东省专利申请总量比例的 57.8%。附图 4-10 为深圳市单屏显示器领域

专利权人申请量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申请量比较突出的创新主体包括华星光电、富士康等企业。其中，

华星光电、富士康和惠科为深圳市单屏显示器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

图 4-10 深圳市单屏显示器领域专利权人申请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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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标杆企业及典型案例

本报告基于单屏显示器的申请量，选择海外标杆企业三星和国内专利申请量最大的

京东方作为对象进行专利分析。

4.4.1 申请趋势

三星基于单屏显示器产品技术申请了 3000 余件专利申请，为单屏显示器领域国外

创新主体的典型代表。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产品技术申请了 700 余件专利申请，为国

内创新主体的代表。以下针对三星和京东方的申请趋势进行分析对比。图 4-11 为三星

和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示意图。

图 4-11 三星和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三星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 2007 年之前，

可以理解为在该阶段，三星在单屏显示器领域技术研发上占据绝对优势，并在全球进行

了专利布局。2008 年以后，三星基于单屏显示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呈大幅度下跌，并维

持在较低水平。

京东方在 2010 年以前有少量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申请，2010 年以后随着国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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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显示技术的市场发展以及企业研发力度的加大，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申

请数量显著增加，并在近 5年保持相对稳定，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三星。

4.4.2 专利布局区域分布

本报告在上述特定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趋势分析基础上，进一步针对其专利申请区

域进行对比分析。图 4-12 为三星和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申请区域分布示意图。

图 4-12 三星和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申请区域分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三星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在韩国本土进行了重点专利布局，在韩

国本土申请的专利数量远超全球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也在全球的主要国家或地区进行

了专利布局，尤其是美国、中国、日本及欧洲。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主要在中国本土

进行了专利布局，也在国外其他地区如韩国和美国进行了少量专利布局。

4.4.3 专利技术分布

本报告对三星及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技术进行了分析，图 4-13 为

2011 年以后三星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技术申请趋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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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三星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技术申请趋势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三星基于单屏显示器的专利技术主要分布在光学逻辑元件、半导

体器件、光源指示装置、放电管/灯以及显示等技术类别，其中光学逻辑元件和半导体

器件两个技术类别的占比均超过 35%。进一步地，三星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申请

主要集中在 2011 年至 2015 年，这与商用显示技术的应用及市场发展阶段相契合。2015

年以后三星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呈下降趋势。

图 4-14 为 2011 年以后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技术申请趋势示意图。

图 4-14 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技术申请趋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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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的专利技术主要分布在光学元件、光源指

示装置、显示、数模转换器及半导体器件等技术类别，其中数模转换器技术类别的专利

数量占比最高，达到 46%。

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数量主要集中在 2012 年以后，作为面板厂商，

京东方的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与面板相关的数模转换器以及半导体器件的制造与应用

等类别。2016 年以后，京东方基于单屏显示器领域的专利技术重心逐步调整，数模转换

器相关技术专利数量下降，半导体器件与显示相关的专利申请量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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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平板拼接领域专利分析

5.1 本章小结

产品说明：

 平板拼接为大屏幕拼接显示中的一种，包含 LCD 和 PDP 两种技术，自 2016 年以

来，平板拼接即为液晶（LCD）拼接产品。平板拼接产品既能单独作为显示器使

用，又可以拼接成超大屏幕使用。该产品使用的是专业工业级面板，支持 7×

24 小时开机，应用功能广泛，涵盖监控指挥、视频会议、信息发布等等。

 平板拼接产业链包括上游的原材料厂商，具体涉及到液晶材料、ITO 板材，偏

光片、玻璃基板、光刻胶等方面。中游涉及到面板厂商，例如涉及到 TFT-LCD

制造商、背光模组及 OLED 等。下游厂商涉及到电视厂商。

宏观分析：

 平板拼接领域全球共申请了 8198 余件相关专利。

 中国、美国、日本及韩国是平板拼接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的国家，中国

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

 中国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广东、北京以及江苏在

平板拼接领域排名在前三位。

 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

公司为深圳市平板拼接领域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

重点分析：

 在平板拼接领域，图像拼接技术作为大屏幕显示综合信息的重要控制技术之一。

 在分布式图像拼接技术专利申请中，华星光电、京东方以及威创视讯的专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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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量分别位居前三位。

5.2 平板拼接全球专利概况

5.2.1 平板拼接专利申请趋势

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平板拼接领域全球共申请了 8198 余件相关专

利。本报告针对全球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进行了分析。图 5-1 为 2001 年以后

全球及中国平板拼接领域专利申请趋势图。

图 5-1 全球及中国平板拼接领域专利申请趋势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自 2010 年起，全球及中国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显著提

升，在 2018 年达到最高值，分别为 634 件和 584 件。由于发明专利申请在提交后一般

经历 18 个月才公开，2018 年、2019 年提交的专利申请有相当部分尚未公开，随着 2018

年、2019 专利数据的陆续公开，后续基于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申请数据会进一步增加。

5.2.2 地域分布

地域分析能够宏观地反映出各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以及专利部署情况。图 5-2 为

2000 年以后平板拼接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地域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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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平板拼接领域全球专利申请地域分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美国、日本及韩国是平板拼接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

的国家，中国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达 4030 件。这一定程度上说明，

中国平板拼接的市场规模及活跃度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近 20 年来，全球各地区基于

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美国、日本及韩国的申请量大

幅度下降，中国专利申请量则呈现大幅度的增加。可以看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

以及消费市场的不断变化，中国已逐步成为平板拼接领域的主要竞争市场。

5.2.3 技术目标国和来源国专利概况

技术来源国家或地区的分析从宏观上体现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力量分布，而技术目标

国家或地区的分析能够反映技术力量的市场布局、战略意图。图 5-4 为平板拼接领域的

专利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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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基于平板拼接领域全球各创新主体最重视的依然是本国专利申请。

其中，相较其他各国，中国已经成为平板拼接领域的主要专利申请区域之一。日本和韩

国的创新主体都将美国作为除本国以外最重要的专利申请国。

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为目标区域进行专利布局的数量超过 4000 余项，而中国专

利权人的申请量为 3000 余件。从数量上看，中国已成为平板拼接领域全球第一大的专

利申请量国，但是专利申请中 90%属于国内申请，除了美国申请 79 项以外，在其他主要

国家的申请量均不多。这说明国内创新主体已经具备相当的专利保护意识，但是向海外

进行全球专利布局的意识还需要提升。

5.2.4 国际专利技术分布情况

国际专利技术分析从技术维度可以呈现不同的创新主体的技术分布情况。本报告采

用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对应的技术名称对平板拼接领域的技术进行分类。图 5-4 为

基于平板拼接领域的国际专利技术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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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平板拼接领域的国际专利技术分布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集中在显示、光学逻辑元件、显示、图像通

信、电数字数据处理以及静态指示装置等技术类别。其中，在光学逻辑元件相关类别中，

与液晶单元结构相连的光学装置、液晶单元结构以及液晶电路装置为其细类重点技术。

5.2.5 重点专利权人专利概况

本报告对重点专利权人在全球申请专利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图 5-5 为平板拼接领域

重点专利权人排名示意图。

图 5-5 平板拼接领域重点专利权人排名图



47

从图中可以看出，平板拼接领域专利申请主要分布在中国和韩国，排名前三位的专

利权人分别为华星光电、京东方和三星，专利申请量分别为 174 件、133 件和 93 件。

5.3 平板拼接中国专利概况

5.3.1 中国申请人分布概况

在基于平板拼接全球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分布的基础上，本报告进一步针对中国申

请人的专利申请情况及中国专利申请中的发明专利进行分析。图 5-6 为平板拼接领域中

国专利权人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图 5-6 平板拼接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申请量排名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十的专利权人均为企业。其中，液晶面

板厂商企业是平板拼接相关技术的主要研究力量。专利权人涉及到传统电视厂商、液晶

面板厂商等，业务类型与平板拼接的产业链相契合。

对于中国专利申请逐年平稳增加的趋势，可以理解为，一方面中国市场的迅猛需求，

促进本国单屏显示器领域的研发力度加大，专利申请数量随之增加；另一方面，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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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积极在国内设立子公司，并以中国子公司的名义申请专利，跨国公司也加快了在中国

专利布局的脚步。

发明专利在审查过程中会经过实质审查程序，授权后的发明专利稳定性相对较高。

发明占比从一定程度能够反映创新主体的专利布局策略，同时也能够体现专利的稳定程

度。中国专利权人的发明申请申请占专利总量的 28.5%。

专利授权数量即专利持有量，是技术能力的累积，也是高附加值产品乃至新兴产业

竞争优势及其发展控制权的累积。图 5-7 为国内重点专利权人发明申请和授权示意图。

图 5-7 国内重点专利权人发明申请和授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华星光电和京东方两家创新主体除国内专利申请数量较高以外，

专利授权数量也较多，这表明相较其他专利权人，华星光电和京东方依靠专利排他权，

可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

5.3.2 中国平板拼接各省份专利分布

图 5-8 为中国平板拼接领域各省/市地区的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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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中国平板拼接领域省/市地区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广东、北

京以及江苏在平板拼接领域排名在前三位。图 5-9 为广东、北京及江苏三省/市专利申

请趋势对比示意图。

图 5-9 广东、北京及江苏三省/市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2008 年以前，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均有涉及对应平板拼接

领域的专利申请，但体量较小。2009 至 2015 年间，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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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数量均呈现缓慢波动增长的趋势。2016 年以后，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的情况

发生明显变化，其中，广东省基于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显著提升，增长速度明显

加快，而江苏省和北京市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这说明，2016

年以后，平板拼接领域创新主体更加向广东省集中，且研发力度加大，市场活跃度增强。

5.3.3 深圳市平板拼接专利申请人概况

在平板拼接领域，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深圳市的专

利申请数量占广东省专利申请总量比例的 70.2%。图 5-10 为广东省平板拼接专利权人的

申请量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平板拼接领域

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威创视讯和清投视讯的专利申请数量分别处于第二和第三名。

图 5-10 深圳市平板拼接专利权人申请量示意图

5.4 平板拼接重点技术

5.4.1 分布式图像拼接系统架构及技术

在平板拼接领域，图像拼接技术作为大屏幕显示综合信息的重要控制技术之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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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图像数据的集中显示，超大画面高清呈现，多图层自由叠加，场景轮巡切换等效果，

属于平板拼接领域中的重点、难点技术。图 5-11 为分布式图像拼接系统架构及技术示

意图。

图 5-11 分布式图像拼接系统架构及技术示意图

图像拼接技术架构历经三代发展，从第一代 PC 架构、第二代集中式架构发展至第

三代网络分布式架构。将图像采集、图像传出和图像显示通过数字化网络连接起来，使

用网络作为大屏幕信号传输载体，结构上允许输入节点、输出节点在地理上分散开来，

通过网络进行数据交互，交互机再将网络有机的连接一起，从而实现大屏幕拼接功能。

5.4.2 分布式图像拼接技术演进

涉及分布式拼接技术的相关专利共 1001 件，图 5-12 为分布式图像拼接技术演进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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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分布式图像拼接技术演进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技术路线沿显示装置的逐步改进、经由细缝拼接和窄边框结构，

进而朝无缝拼接技术的方向逐步演进。基于平板拼接的专利申请早期以国外技术为主，

申请人主要以 LG、夏普等国外厂商为代表。2003 年，LG 及夏普均布局了基于布线或光

学调制方向的专利，为实现大屏幕显示一致性的效果，也即通过针对平板内部结构或者

光学层面的改进来实现平板显示效果的提升。彼时，早期的拼接平板产品为 2000 年左

右出现 FPGA 纯硬件式架构相关产品，控制器核心技术都是基于底板交换技术，都属于

集中式控制器。

以京东方和华星光电为代表的国内企业在 2011 年左右集中布局了一大批专利，主

要涉及到窄边框、细缝拼接等具体技术的结构及应用。这一时期针对拼接显示专利技术

主要通过实现窄边框以及降低液晶拼接之间的缝隙实现。

随着液晶技术的逐渐成熟以及不断创新，国内外创新主体均朝向大屏无缝拼接的方

向持续发展。以 LG 和京东方为代表的创新主体在 2017 年和 2018 年公开了无缝拼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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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专利布局。

5.4.3 分布式图像拼接技术申请人概况

在分布式图像拼接技术专利申请中，华星光电、京东方以及威创视讯的专利申请量

分别位居前三位。图 5-13 为分布式图像拼接技术申请人专利布局分析示意图。

图 5-13 分布式图像拼接技术申请人专利布局分布示意图

华星光电基于分布式图像拼接技术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2011 年左右，且呈现为

拼接显示的实现方式以及拼接物理结构的稳固性优化等方面，因此，相关专利技术主要

涉及固定支架设计、拼接方式的实现以及拼接后整体一致性的调光优化三个方面。

京东方基于分布式图像拼接技术的专利申请主要侧重于 2017 年以后，并聚焦于无

缝拼接方面的设计，其专利技术主要涉及拼接液晶之间的间隙优化以及显示画面的连续

性优化。

威创视讯基于分布式图像拼接技术的专利申请量相对较少，专利技术聚焦于分图拼

接的软件方法以及间隙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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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无缝拼接技术代表案例

目前创新主体多用分布式显示控制技术实现多屏液晶拼接，平板拼接的过程中显示

面板由于封框胶(Seal)及外围走线的分布导致了非显示区的存在，也即所谓的拼接缝隙。

图 5-14 无缝拼接技术难点解决方案示意图

封框胶的存在使得子显示面板的非显示区无法完全消除，所以按照现在的拼接方式

一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无缝拼接。为了减小拼接缝隙所占区域，主要从减小子显示面

板的非显示区着手，包括设计各种窄边框产品以致无边框产品。本报告针对无缝拼接技

术进一步分析，图 5-14 为无缝拼接技技术难点解决方案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以华星光电、京东方为代表的面板厂商，以及以威创视讯和视源

电子为代表的非面板厂商基于无缝拼接技术均进行了专利布局。其中，面板厂商主要通

过针对面板以及周边的结构零部件进行改进或者光学改良来实现平板拼接。华星光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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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面板本身的固定结构以及关联结构进行微调，在实现无缝拼接的基础上同时注重显

示平板的稳固性及刚性设计。京东方则主要通过弯折拼接和光学补偿两个方面实现无缝

拼接，在实现过程中相邻拼接面板的抵接面从水平方向改变为竖直方向，使液晶出光面

无缝隙或者通过光学元件针对缝隙区域进行光学补偿。

非面板厂商主要通过光学改良以及软件算法等改良方式实现大屏无缝拼接。威创视

讯主要通过针对面板结构的微改进以及软件算法进行像素或光学补偿，其他如视源股份

等厂商通过光学调节或切割制程实现液晶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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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广告机领域专利分析

6.1 本章小结

产品介绍：

 广告机是在公共场所通过显示设备，发布公共及商业信息、广告机移动电视节

目等内容的多媒体视听系统。显示终端包括应用于户内的广告机产品。

宏观分析：

 全球共申请了 22964 件广告机领域相关专利。全球广告机领域在 2004 年开始专

利申请量稳定增长。中国区域广告机的专利申请数量自 2015 年显著增长。

 中国、美国及韩国是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的国家，中国是广告机

领域专利申请的全球第一大目标国，日本是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的全球第一大

来源国。

 中国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分

别位列前三位。

 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创维、迅豹聚能和聚飞光

电为深圳市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

重点分析：

 广告机领域国内专利权人的专利布局从数量上看远低于海外专利权人。

 LG 的专利申请数量自 2014 年开始显著增加，创维自 2014 年刚开始有一定的专

利申请，2018 年的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增加。

 LG 基于广告机领域的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数字标牌中的控制装置、显示装置中

的柔性屏和视频接收、以及半导体结构中的 LED/OLED、半导体发光器件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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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创维基于广告机领域的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显示结构中的液晶模组、光学改良

中的棱镜片、结构改良中的液晶广告机和图像处理优化中的智能增强方法等技

术类别。

6.2 广告机全球专利概况

6.2.1 广告机专利申请趋势

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全球共申请了 22964 件广告机领域相关

专利。图 6-1 为 2001 年以后全球及中国广告机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图。

图 6-1 全球及中国广告机专利申请趋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广告机领域在 2004 年开始专利申请量稳定增长，并呈现持

续增长的趋势。中国区域广告机的专利申请数量自 2015 年显著增长，由于发明专利申

请在提交后一般经历 18 个月才公开，2018 年、2019 年提交的专利申请有相当部分尚未

公开，随着 2018 年、2019 专利数据的陆续公开，申请数量数据将会进一步增加。

6.2.2 地域分布

地域分析能够宏观地反映出各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以及专利部署情况。图 6-2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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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后单屏显示器的全球专利布局分布示意图。

图 6-2 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地域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美国及韩国是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的国家，

中国广告机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达 15439 件。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广告机的

市场规模及活跃度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近 20 年来，全球各地区基于广告机领域的专

利申请趋势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韩国的专利申请量大幅度下降，美国、中国和日

本的专利申请量相对稳定上升。

6.2.3 技术目标国和来源国专利概况

技术来源国家或地区的分析从宏观上体现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力量分布，而技术目标

国家或地区的分析能够反映技术力量的市场布局、战略意图。图 6-3 为广告机领域的专

利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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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广告机领域的专利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各创新主体多数更重视在本国所属地申请专利，日本创新主

体例外，更重视在美国申请专利。广告机由于其自身特有的广告属性与不同国家的市场

属性息息相关，各创新主体多数并未大幅度在其他国家进行相应的专利申请。中国是广

告机领域专利申请的全球第一大目标国，日本是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的全球第一大来源

国。

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地区为目标地域的专利申请量为 1.5 万余项，其中，中国申

请人的申请量为 1.3 万余项。从数量上看，中国已成为第一大广告机专利申请量国，但

是其中 99%属于国内申请，这说明国内创新主体已经具备相当的专利保护意识，但是向

海外进行全球专利布局的意识还急需提升。

6.2.4 国际专利技术分布

国际分类分析从技术维度可以呈现不同的创新主体的技术分布情况。本报告采用国

际专利分类号（IPC）对应的技术名称对广告机领域的技术进行分类。本报告针对广告

机领域的相关技术分布进行分析，图 6-4 为基于广告机的国际专利技术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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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广告机领域国际专利技术分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集中在显示、商用数据处理以及电数字数据

处理三个技术类别。

6.2.5 重点专利权人专利概况

本报告对重点专利权人在全球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进行了统计，图 6-5 为广告机领

域的重点专利权人排名示意图。

图 6-5 广告机重点专利权人排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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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广告机领域重点专利权人主要分布在韩国、日本和美国。其中，

LG、三星和株式会社半导体以分别以 1237 件、840 件和 748 的位居全球前三位。

6.3 广告机中国专利概况

6.3.1 中国申请人分布

图 6-6 为广告机领域中国专利申请人申请量排名图。创维、仙视电子和京东方分别

以 121 件，105 件以及 78 件的专利申请量对应排名前三位。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专利

申请数量排名前十的专利权人均为企业。结合中国专利申请逐年平稳增加的趋势，可以

理解为，一方面中国市场的迅猛需求，促进本国广告机领域的研发力度加大，专利申请

数量随之增加；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积极在国内设立子公司，并以中国子公司的名义申

请专利，跨国公司也加快了在中国专利布局的脚步。发明专利在审查过程中会经过实质

审查程序，授权后的发明专利稳定性相对较高。发明占比从一定程度能够反映创新主体

的专利布局策略，同时也能够体现专利的稳定程度。中国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以发明专

利为主，申请比例占据 50%以上。

图 6-6 广告机领域中国专利申请人申请量排名图

图 6-7 为广告机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的类型分布图。中国广告机领域的专利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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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专利权人占申请总量的 67%，个人类专利权人占申请总量的 24%，院校/研究所类

专利权人占申请总量的 4%。

图 6-7 广告机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类型分布图

6.3.2 中国广告机各省份专利概况

图 6-8 为中国的广告机领域省/市地区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中国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分别位列前

三位。

图 6-8 中国广告机领域省/市地区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图 6-9 为广东省及江苏省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2007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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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广东省及江苏省均有涉及广告机领域的专利申请，但体量较小。2007 年至 2013 年

间，广东省及江苏省的专利申请数量缓慢增加。2014 年以后，广东省的专利申请量显著

提升，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而江苏省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这说

明，2014 年以后，广告机领域创新主体更加向广东省集中，且研发力度加大，市场活跃

度增强。

图 6-9 广东省及江苏省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

6.3.3 深圳市广告机专利申请人专利概况

在广告机领域，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深圳市的专利

申请数量占广东省专利申请总量比例的 68.6%，附图 6-10 为深圳市广告机专利权人申请

量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申请量比较突出的创新主体包括创维、富士康等企业。其

中，创维、富士康和腾讯为深圳市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



64

图 6-10 深圳市广告机专利权人申请量示意图

6.4 标杆企业及典型案例

本报告择选海外标杆企业 LG 和国内专利申请量最大的企业创维作为对象进行专利

分析。

6.4.1 申请趋势

图 6-11 为 LG 和创维基于广告机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示意图。LG 在广告机领域共申

请了 1200 余件专利，创维共申请了 120 余件专利。

图 6-11 LG 和创维基于广告机领域的申请趋势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LG 的专利申请数量自 2014 年开始显著增加，最高达到 27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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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创维自 2014 年刚开始有一定的专利申请，2018 年的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增加，达 48

件。由此可知，广告机领域国内专利权人的专利布局从数量上看远低于海外专利权人。

6.4.2 专利布局区域分布

本报告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专利布局区域进行分析。图 6-12 为 LG 和

创维两个创新主体的申请区域分布示意图。

图 6-12 特定专利权人申请区域分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LG 公司基于广告机领域在全球进行了全面的专利布局，尤其以美

国、欧洲、韩国和中国为重点布局区域，而创维仅在中国本土进行了专利布局，海外布

局较少。

6.4.3 专利技术分布

图 6-13 为近 10 年来 LG 及创维基于广告机领域的专利技术分布示意图。其中，星

级标识为专利申请量领先或重点布局的技术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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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LG 及创维基于广告机的技术分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LG 基于广告机领域的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数字标牌中的控制装置、

显示装置中的柔性屏和视频接收、以及半导体结构中的 LED/OLED、半导体发光器件等技

术类别。创维基于广告机领域的专利技术主要集中在显示结构中的液晶模组、光学改良

中的棱镜片、结构改良中的液晶广告机和图像处理优化中的智能增强方法等技术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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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教育 IWB 领域专利分析

7.1 本章小结

产品说明：

 教育 IWB（Interactive White-Board）的供应链主要包括 IWB 厂商、中间商及

终端用户之间形成的市场，其中，IWB 厂商包括投影白板厂商和交互平板厂商；

中间商包括代理商、经销商及系统集成商；终端用户主要指教育行业用户及商

用市场用户。

宏观分析：

 全球共申请了 28038 件教育 IWB 相关专利。

 全球及中国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量自 2007 年开始显著提升，并呈现持续增

长的趋势。

 中国、美国及日本在教育 IWB 领域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前三，也是教育 IWB 领域

的主要技术研发地。

 中国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排名前三的省/市地区依次是山东省、广东省

及江苏省。

 广东省于 2017 年超过山东省的专利申请总量。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

主要集中在广州市和深圳市。

重点分析：

 教育 IWB 领域重要专利技术为电容触控技术，并主要包括投射式电容、纳米银

膜、金属网格、ITO 导电膜、微电容、触控一体机和新型铜钛合金电容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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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教育 IWB 全球专利概况

7.2.1 教育 IWB 市场专利申请趋势

据检索发现，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全球共申请了 28038 件

教育 IWB 相关专利，中国申请了 22217 件，占全球总量近 80%。图 7-1 为近 20 年教育

IWB 领域全球及中国的专利申请趋势图。

图 7-1 近 20 年教育 IWB 领域全球及中国的专利申请趋势图

从图 7-1 中可以看出，在教育 IWB 领域每年的专利申请中，中国专利申请量占多数，

例如，2017 年和 2018 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85%和 90%之多，这与中国教

育信息化深入推广是分不开的，并由此可以推断，中国是教育 IWB 的重要技术创新地和

重要市场区域。

从教育 IWB 领域专利申请趋势来看，在 2007 年之前，全球及中国教育 IWB 均处于

成长期，但中国每年专利申请量占比不足 50%；然而，随着中国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及

数字课堂等政策的落地和推广，中国教育 IWB 领域专利申请呈逐年增长的趋势。2008

年起，全球及中国教育 IWB 均处于快速增长期，专利申请量逐年显著提升，并呈现持续

增长的趋势。随着 2018 年、2019 专利数据的陆续公开，专利申请数据会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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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地域分布

专利地域分布分析能够宏观地反映各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研发水平以及市场部署情

况，可以为国家或地区间竞争对标，为全球范围内专利布局提供参考。图 7-2 为 2000

年以后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地域示意图。

图 7-2 2000 年至 2020 年教育 IWB 领域专利申请地域示意图

从图 7-2 的专利区域布局来看，中国、美国及日本是教育 IWB 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

对领先的国家，其中，中国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达 22217 件，占全

球总量的近 80%，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教育 IWB 领域的市场规模及活跃度远超其他

国家和地区；美国和日本分别以 3740 件和 1114 件位居第二和第三，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13%和 4%。

从图 7-2 中各区域专利申请趋势来看，20 年来全球各地区基于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

申请趋势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日本和韩国的专利申请量大幅度下降，美国和中国

的专利申请量大幅上升。可以看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以及消费市场的不断变化，

中国和美国已逐步成为教育 IWB 领域的主要竞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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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技术目标国和来源国专利概况

对技术来源国家的分析从宏观上体现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力量分布，而对技术目标国

家或地区的分析能够反映技术力量的市场布局、战略意图。技术来源国和目标国分析可

以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专利水平和海外申请能力，也反映出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全球市场

的重视程度。图 7-3 为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图 7-3 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从图 7-3 中专利技术来源国分布可以看出，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是教育 IWB 领

域的主要技术来源国，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是教育 IWB 领域的主要

技术研发地，尤其是中国。

从专利技术目标国分布来看，全球各技术创新主体多数最重视的在本国申请专利，

日本创新主体例外。对教育 IWB 技术的专利保护首先考虑的是技术创新所在地的专利申

请与保护。例如，中国教育 IWB 领域申请人绝大多数是在中国申请专利，在美国、日本

和韩国有少量专利申请，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教育 IWB 产品主要是国内销售，有少量产

品销售至美国；对比来看，日本教育 IWB 领域申请人首要选择的是在美国进行专利申请，

再考虑在本国日本进行专利申请，其次是考虑在中国进行专利申请，由此可以看出，日

本教育 IWB 产品主要市场国依次是美国、日本、中国和韩国。另外，中国是教育 IWB 领

域非常重要的市场国，日本、美国和韩国申请人都有较大数量的中国专利申请。日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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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创新主体将美国作为除本国以外最重要的专利申请国，可见，美国市场对各主要

国家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申请量为 22000 余件，从数量上看，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国，但是其中 95%属于国内申请，除了在美国申请 36 项以外，在其他国

家的申请量不多。这说明国内创新主体已经具备相当的专利保护意识，但是向海外进行

全球专利布局的意识还需要提升。

7.2.4 国际专利分类技术分布情况

国际专利分类技术分析从技术维度可以呈现不同的创新主体的技术分布情况，国际

专利分类技术为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对应的专利技术。图 7-4 为基于教育 IWB 领域

的国际专利技术分布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教育 IWB 领域专利技术集中分布在书写

或绘图用品、教育或演示用具以及电数字数据处理几个类别。

图 7-4 教育 IWB 领域国际专利技术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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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重点专利权人专利概况

本报告针对重点专利权人在全球的专利申请数量进行了统计，图 7-5 为教育 IWB 领

域重点专利权人排名示意图。

图 7-5 教育 IWB 领域重点专利权人排名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教育 IWB 领域创新主体主要分布在日本和中国，排名靠前的创新

主体包括扎姆泰科、理光、视源等企业，其中，扎姆泰科公司以 1222 项专利申请位居

全球首位。

与国外申请人相比，中国申请人对教育 IWB 领域的技术创新及专利保护还有相当大

一段差距。中国申请人在进行教育 IWB 领域技术研发时，不仅要重视自我研发投入及创

新成果的专利保护，还要充分了解国外竞争对手的技术脉络及可能存在的技术风险。

7.3 教育 IWB 领域中国专利概况

7.3.1 中国申请人概况

本节进一步针对教育IWB领域中国创新主体的专利申请情况及中国专利申请中的发

明专利进行具体分析。发明专利在审查过程中会经过实质审查程序，授权后的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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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较实用新型更好。发明占比从一定程度能够反映创新主体的专利布局策略，同时

也能够体现专利的稳定程度。

检索结果发现，在教育 IWB 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以发明专利为主，申请

比例占据 60%以上。图 7-6 为教育 IWB 领域中国创新主体的专利申请排名示意图。

图 7-6 教育 IWB 领域中国创新主体的专利申请排名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 IWB 领域专利总量排名前三的创新主体分别为：视源、

泛普及瑞达数码，其专利总量分别为 500 件、115 件和 75 件。发明专利数量位居前四的

创新主体分别为视源、鹰硕、瑞达数码和鸿合，其发明专利数量分别为 320 件、55 件、

35 件和 34 件，其中，鹰硕的发明专利占比达到近 95%，视源和鸿合的发明专利占比均

超过 60%。

7.3.2 中国教育 IWB 领域各省份专利概况

本节针对中国教育 IWB 领域各省/市地区的专利申请数量进行分析，以反映国内各

省市在教育 IWB 领域的技术实力。图 7-7 为中国教育 IWB 领域各省/市地区的专利申请

量排名（TOP 10）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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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中国教育 IWB 领域各省/市地区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省/市地区分别为山

东省、广东省及江苏省，其中，山东省在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超过广东省与江

苏省的专利申请总和，由此可以看出，山东省在教育 IWB 领域具有相当的技术研发实力

和创新能力。

为进一步反映在教育 IWB 领域技术创新能力位居前三的省份近 20 年的技术发展趋

势，图 7-8 为山东省、广东省及江苏三省的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

图 7-8 山东、广东及江苏省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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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2007 年以前，山东省、广东省以及江苏省均处于缓慢成长期，均

有涉及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但体量较小；2008 至 2015 年间，山东省、广东省以

及江苏省的专利申请数量均呈现大幅增长，处于快速增长期，山东省在教育 IWB 领域的

增长速度尤为明显，具有较强的技术领先优势；2015 年以后，山东省、广东省以及江苏

省的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其中，广东省和江苏省在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显著提升，

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广东省在教育 IWB 领域的技术创新实力方面明显优于山东省

和江苏省，而山东省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出现下滑。

7.3.3 深圳市教育 IWB 专利申请人专利概况

在教育 IWB 领域，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广州市和深圳市，其

中深圳市的专利申请数量占广东省专利申请总量比例的36.6%。图7-9为深圳市教育IWB

领域创新主体的专利申请排名示意图。

图 7-9 深圳市教育 IWB 领域创新主体的专利申请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教育 IWB 领域专利申请量比较突出的创新主体包括鹰硕、鸿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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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亚科技，分别位居前三，其中，鹰硕以 58 件专利申请的排名第一。此外，中兴、中

电数码、巨龙科技、东方中原、华为、唯酷光电和方成教学均有一定数量的专利布局。

7.4 教育 IWB 领域重点技术

教育 IWB 领域的核心技术包括交互触控技术、电磁触控技术、光学触控技术以及电

容触控技术，目前，教育 IWB 领域最受关注的是电容触控技术。

本节针对教育 IWB 的电容触控技术进行重要专利分析，主要通过技术功效展示各技

术分支的代表性专利。图 7-10 为教育 IWB 领域重点专利技术分布示意图，图中所列专

利仅为对应分支技术的代表性案例，并在图中用绿色方框标明了对应专利解决的技术问

题。

图 7-10 教育 IWB 领域重点专利技术分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从结构维度，教育 IWB 领域专利技术主要包括投射式电容、纳米

银膜、金属网格、ITO 导电膜、微电容、触控一体机和新型铜钛合金电容等类别；从功

效来看，教育 IWB 领域专利技术主要包括防误触、提升稳定性、精确性以及简化工艺等

类别。

从技术功效对应关系来看，投射式电容技术主要达到防误触的功效，其代表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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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有 CN203930762U、CN104007885B 和 TWM 494966U 等；纳米银膜技术主要用于提升稳

定性，主要采用的是；金属网格技术主要有助于提高组装效率并保证宽屏效果；ITO 导

电膜对于简化工艺流程和操作有较大帮助；微电容技术有助于实现大屏无盲区效果；触

控一体机所要达到的是精确性效果；新型铜钛合金电容主要达到防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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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商用平板领域专利分析

8.1 本章小结

产品说明：

 商用平板是集电子白板、投影仪、远程会议、摄像机、音箱等各种功能于一体

的多媒体设备。会议平板市场主要包括上游产品服务厂商，包括各类原料厂商，

会议白板原料及服务生产商、中间商及终端用户之间形成的市场，其中，中间

商包括代理商、经销商及系统集成商；终端用户主要指教育行业用户及商用市

场用户。

宏观分析：

 全球共申请了 11307 件商用平板相关专利。

 中国、美国及日本是商用平板领域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前三，中国基于商用平板

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据首位。

 中国商用平板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省/市地区分别为广东省、北京市及

江苏省。

 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深圳市申请量比较突出的

创新主体包括中兴、华为及腾讯等企业。

重点分析:

 全贴合技术是商用平板领域的核心技术之一。

 涉及商用平板全贴合技术的专利方案包括通过磁胶层（磁贴膜或磁粉膜）实现

面板与盖板之间的连接固定、通过热熔胶或者导电胶进一步消除面板与盖板之

间的缝隙，以及在全贴片的过程中通过支架的设置加强散热，避免面板与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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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气泡的产生等。

8.2 商用平板全球专利概况

8.2.1 商用平板专利申请趋势

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全球共申请了 11307 件商用平板相关专

利，中国申请了 4912 件，占全球总量的 43.44%。图 8-1 为 2000 年以后全球商用平板的

专利申请趋势图。

图 8-1 全球及中国商用平板专利申请趋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商用平板领域每年的专利申请中，中国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总量

的比例基本维持在 40%左右，由此可以推断，中国是商用平板的重要技术创新地和重要

市场区域。

从商用平板领域专利申请趋势来看，在 2010 年以前，全球商用平板处于稳步发展

阶段，而中国商用平板处于成长期，中国的专利占比相对较低；自 2011 年起，全球商

用平板领域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明显增加，2018 年最高达到 1203 件，期间，中国商用

平板领域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自 2015 年起明显增加，2018 年最高达到 809 件，占比达

67%，可以看出，中国商用平板领域的技术创新力度加大。随着 2018 年、2019 专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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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陆续公开，基于商用平板领域的专利申请数据会进一步提高。

8.2.2 地域分布

地域分析能够宏观地反映各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研发水平以及市场部署情况，可以为

国家或地区间竞争对标，为全球范围内专利布局提供参考。图 8-2 展示了商用平板全球

专利的申请地域示意图。

图 8-2 商用平板全球专利申请地域示意图

从图 8-2 的专利区域布局来看，中国、美国及日本是商用平板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

对领先的国家，其中，中国基于商用平板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据首位，达 4912 件，

占全球总量的 43.44%，美国以 3628 件位居第二，占全球总量的 32.08%。这一定程度上

可以说明，中国商用平板的市场规模及活跃度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从图 8-2 中各区域专利申请趋势来看，2001 年至 2018 年间，日本和韩国年均专利

申请数量大幅度下降，美国年均专利申请数量稳定上升，中国年均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度

增加。可以看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以及消费市场的不断变化，中国和美国已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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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成为商用平板领域的主要竞争市场。

8.2.3 技术来源国和目标国专利概况

技术来源国家从宏观上体现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力量分布，而技术目标国家或地区的

分析能够反映技术力量的市场布局、战略意图。技术来源国和目标国分析可以反映一个

国家和地区专利水平和海外申请能力，也反映出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全球市场的重视程度。

图 8-3 为商用平板的专利申请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图 8-3 商用平板的专利申请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从图 8-3 中专利技术来源国分布可以看出，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是商用平板领

域的主要技术来源国，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是商用平板领域的主要

技术研发地，尤其是中国和美国。

从专利技术目标国分布来看，全球各创新主体最重视在本国所属地申请专利。中国

是商用平板专利申请的全球第一大目标国，日本是商用平板专利申请的全球第一大来源

国。日本创新主体将中国和美国作为除本国/以外最重要的专利申请国，申请量与日本

本国的申请量基本相当，可以理解为商用平板的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对全球创新主体具

有较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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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创新主体的专利申请数量为 4000 余件，在美国提交专利申请

54 件，在其他主要国家提交的专利申请量不多。这说明国内创新主体已经具备相当的专

利保护意识，但是向海外进行全球专利布局的意识还需要提升。

8.2.4 国际专利分类技术分布

国际分类分析从技术维度可以呈现不同的创新主体的技术分布情况，国际专利技术

为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对应的专利技术。本报告针对商用平板领域的相关技术分布

进行分析。图 8-4 为基于商用平板的国际专利主分类号分布示意图。

图 8-4 商用平板的国际专利主分类号分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商用平板专利技术大部分集中在电数字数据处理、数字信息的传

输以及图像通信三大技术类别。进一步地，在电数字数据处理和数字信息的传输两大技

术类别中，涉及技术细类主要为光刻工艺、双向信号处理、曝光及其设备以及光发射组

件相关，这些技术细类的年均专利申请量均在 100 项以上。

8.2.5 重点专利权人专利概况

本报告对重点专利权人在全球申请专利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图 8-5 为商用平板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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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专利权人排名示意图。

图 8-5 商用平板重点专利权人排名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商用平板专利申请人主要分布在日本、美国和中国。排名前三名

的创新主体分别为理光、微软和视源，其中，理光公司以 654 项专利申请位居全球首位。

华为和中兴等厂商基于商用平板的相关专利主要涉及音视频的编解码相关技术。

8.3 商用平板中国专利概况

8.3.1 中国申请人专利概况

本节进一步针对商用平板领域中国创新主体的专利布局情况及中国专利申请中的

发明专利进行具体分析。发明专利在审查过程中会经过实质审查程序，授权后的发明专

利稳定性较实用新型更好。发明占比从一定程度能够反映创新主体的专利布局策略，同

时也能够体现专利的稳定程度。

检索结果发现，在商用平板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以发明专利为主，申请

比例占据 60%以上。图 8-6 为商用平板领域中国专利申请人的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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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商用平板领域中国专利申请人的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十的专利权人均为企业，视源以 377 件

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结合中国专利申请逐年平稳增加的趋势，可以理解为，一方面中

国市场的迅猛需求，促进本国商用平板领域的研发力度加大，专利申请数量随之增加；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积极在国内设立分公司，并以中国分公司的名义申请专利，跨国公

司也加快了在中国专利布局的脚步。

8.3.2 中国商用平板各省份专利分析

本节针对中国商用平板领域各省/市地区的专利申请数量进行分析，以反映国内各

省市在商用平板领域的技术实力。图 8-7 为中国商用平板各省/市地区专利申请量排名

示意图。

图 8-7 中国商用平板各省/市地区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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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商用平板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省/市地区分别为广

东省、北京市及江苏省。其中，广东省在商用平板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超过北京市与江

苏省的专利申请总和，由此可以看出，广东省在商用平板领域具有相当的技术研发实力

和创新能力。

为进一步反映在商用平板领域技术创新能力位居前三的省市近 20 年的技术发展趋

势，图 8-9 为 2001 年起广东省、北京市及江苏省的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

图 8-8 广东省及北京市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和北京市 2014 年以前均有涉及对应商用平板领域的专利

申请，但整体体量较小，2015 年以后，广东省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北京市专利申请量稳

中有升。2005 年以前，广东省以及北京市均有涉及对应商用平板领域的专利申请，但体

量较小。2006 至 2015 年间，广东省以及北京市的专利申请数量均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

2016 年以后，广东省和北京市基于商用平板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显著提升，增长速度明显

加快。这说明，2016 年以后，广东省和北京市的创新主体在商用平板领域研发力度加大，

市场活跃度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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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深圳市商用平板专利申请人专利分析

在商用平板领域，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深圳市的专

利申请数量占广东省专利申请总量比例的 49.2%。图 8-9 为深圳市商用平板领域专利权

人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图 8-9 深圳市商用平板领域专利权人申请量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申请量比较突出的创新主体包括中兴、华为及腾讯等企业，其中，

中兴以 204 件占据深圳市商用平板领域专利申请量首位。由于商用平板包含了终端相关

的结构技术特征，华为和中兴等终端厂商基于商用平板均有一定体量的专利布局，其中

华为和中兴等厂商基于商用平板的相关专利主要涉及音视频的编解码相关技术。

8.4 商用平板领域重点技术

全贴合技术是商用平板领域的核心技术之一，全贴合技术在显示亮度对比时优势明

显，全贴合工艺让液晶屏和电容屏完美贴合，能够实现更加精准的触摸操作。本节针对

商用平板领域的全贴合技术进行主要申请人的分析，以简要介绍商用平板领域相关的专

利权人基于全贴合技术对应的专利布局情况。图 8-10 为商用平板领域全贴合技术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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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人分布示意图。

图 8-10 商用平板全贴合技术申请人分布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商用平板全贴合技术的创新主体包括视源及华星光电等企业。涉

及商用平板全贴合技术的专利方案包括通过磁胶层（磁贴膜或磁粉膜）实现面板与盖板

之间的连接固定、通过热熔胶或者导电胶进一步消除面板与盖板之间的缝隙，以及在全

贴片的过程中通过支架的设置加强散热，避免面板与盖板之间气泡的产生等。



88

第九章 小间距 LED 领域专利分析

9.1 本章小结

产品说明：

 小间距 LED（Narrow Pixel Pitch LED，简称 NPP LED）显示屏，是指相邻像素

点之间的距离在 2.5mm 以内的 LED 全彩显示器件产品，形态包括拼接屏和一体

机等。

宏观分析：

 全球共申请了 33759 件小间距 LED 相关专利，中国申请了达 15619 件，占全球

总量 46.27%。

 中国、美国、韩国及日本是小间距 LED 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的国家，小

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中国是小间距 LED 领域的全球专利申

请第一大目标国和来源国。

 中国小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广东省最多。

 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深圳市申请量比较突出的

创新主体包括富士康、华星光电等企业。

重点分析：

 商用产品主要涉及零散的户外 LED 布局，沿着 LED 屏幕散热以及一体化结构，

进而朝 LED 阵列（例如主动式矩阵结合被动式矩阵的方案）以及光学优化的方

向逐步演进。

 在小间距 LED 相关的巨量转移技术方面，华星光电和京东方相关的专利布局处

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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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星光电在小间距 LED 巨量转移技术的专利布局主要是在芯片焊接、批量转移

以及显示面板的改进等方面。而京东方的专利布局主要针对小间距 LED 的巨量

转移。

9.2 小间距 LED 全球专利概况

9.2.1 小间距 LED 专利申请趋势

据检索发现，自 2000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全球共申请了 33759 件小间距

LED 相关专利，中国申请了达 15619 件，占全球总量 46.27%。图 9-1 为 2001 年起全球

及中国小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图。

图 9-1 全球及中国小间距 LED 专利申请趋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及中国的小间距 LED 领域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呈现逐年增长

的趋势，尤其是近 5年来显著提升。小间距 LED 相关产品和技术近年来在商用显示领域

凭借其良好的光学特性已逐步成为主流热点产品，各大厂商均在持续加大研发力度。随

着 2018 年、2019 年专利数据的陆续公开，后续基于小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申请数据会

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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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地域分布

专利地域分布分析能够宏观地反映各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研发水平以及市场部署情

况，可以为国家或地区间竞争对标，为全球范围内专利布局提供参考。图 9-2 为 2000

年以后小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申请地域示意图。

图 9-2 小间距 LED 领域专利申请地域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美国、日本及韩国是小间距 LED 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

先的国家，其中，中国小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达 15619 件。近年来，

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大大推动了小间距 LED 产品全面市场化进程，尤其是中国市场，传统

LED 显示厂商依托深耕多年的生产优势纷纷试水小间距并推出大量新品，同时一批批创

新型企业，商用显示相关的其他企业大举跨界进入小间距 LED 市场，造就了小间距 LED

市场的深度爆发。

20 年来，中国、美国、韩国及日本的年均申请量均呈现了大幅增长。从一定程度上

说明，中国小间距 LED 的市场规模及活跃度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从小间距到 Mini-LED，

甚至到 Micro-LED，这是整个行业的技术演进的努力方向，并不是只有 LED 显示企业在

努力，随着小间距 LED 技术门槛的降低，大量品牌加入，中国领域由于在显示 LED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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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方面积累多年经验，在小间距 LED 领域逐步展现出一定程度的实力。

9.2.3 技术来源国和目标国专利概况

技术来源国家分析从宏观上体现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力量分布，而技术目标国家或地

区的分析能够反映技术力量的市场布局、战略意图。技术来源国和目标国分析可以反映

一个国家和地区专利水平和海外申请能力，也反映出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全球市场的重视

程度。图 9-3 为小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图 9-3 小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目标国/来源国分析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各创新主体最重视在本国申请专利。中国是小间距 LED 领域

的全球专利申请第一大目标国和来源国，日本和韩国的创新主体都将美国作为除本国外

最重要的专利申请国，可知美国市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小间距 LED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为 11000 余件，但是其中 90%属于国

内提交的专利申请，除了在美国提交 239 项专利申请外，其他国家的申请量均不多。由

此可知，国内创新主体已经具备相当的专利保护意识，但是向海外进行全球专利布局的

意识还需要提升。

9.2.4 国际专利分类技术分布

国际专利分类技术分析从技术维度可以呈现不同的创新主体的技术分布情况，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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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分类技术为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对应的专利技术。本节旨在针对小间距 LED 领

域的相关技术分布进行分析。图9-4为基于小间距LED领域的国际专利分类技术示意图。

图 9-4 小间距 LED 领域国际专利分类技术分布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小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技术大部分集中在半导体器件、显示、静

态指示装置、电数字数据处理等类别。进一步地，在半导体器件和显示的两个技术类别

中，「有机发光二极管的平板显示器」，「适用于光发射的半导体器件」，「电势跃变

相关的半导体组件」以及「器件的零部件相关」属于核心技术类别。

9.2.5 重点专利权人专利概况

本节对小间距 LED 领域重点专利权人在全球提交的专利申请数量进行分析，图 9-5

为小间距 LED 领域重点专利权人排名（TOP10）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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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小间距 LED 领域重点专利权人排名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小间距 LED 领域的重点专利权人主要集中在韩国和中国，排名前

三位的创新主体分别为三星、富士康和京东方。其中，三星以 1513 件专利申请占据全

球首位。

9.3 小间距 LED 中国专利概况

9.3.1 中国申请人概况

本节进一步针对小间距LED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及中国专利申请中的发明

专利进行具体分析。发明专利在审查过程中会经过实质审查，授权后专利稳定性更高。

发明占比从一定程度能够反映创新主体的整体专利布局策略，同时也能够体现专利的稳

定程度。

检索结果发现，在小间距 LED 领域，中国专利申请人的专利申请以发明专利为主，

申请比例为 74.7%。图 9-6 为小间距 LED 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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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小间距 LED 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十的专利权人多为企业。结合中国专利

申请逐年平稳增加的趋势，可以理解为，一方面中国市场的迅猛需求，促进本国单屏显

示器领域的研发力度加大，专利申请数量随之增加；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积极在国内设

立分公司，并以中国分公司的名义申请专利，跨国公司也加快了在中国专利布局的脚步。

9.3.2 中国小间距 LED 各省份专利概况

本节针对中国小间距 LED 领域各省/市地区的专利申请数量进行分析，以反映国内

各省市在教育 IWB 领域的技术实力。图 9-7 为中国小间距 LED 领域各省/市地区专利申

请量排名（TOP 10）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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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中国小间距 LED 领域各省/市地区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小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尤以广

东省为代表，达 3088 件，江苏省紧跟其后。

为进一步反映在小间距 LED 领域技术创新能力位居前三的省市近 20 年的技术发展

趋势，图 9-8 为广东省、江苏省及北京市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

图 9-8 广东省、江苏省及北京市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

2006 年以前，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均有涉及小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申请，但

体量较小。2007 至 2016 年间，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的专利申请数量均呈现缓慢

增长的趋势。2017 年以后，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的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其中，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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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和北京市基于小间距 LED 的专利申请量显著提升，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而江苏省的

年均专利申请数量增速平缓。这说明，2017 年以后，广东省和北京市的创新主体在单屏

显示器领域研发力度加大，市场活跃度增强。

9.3.3 深圳市小间距 LED 专利权人专利概况

在小间距 LED 领域，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深圳市的

专利申请数量占广东省专利申请总量比例的 56.1%。图 9-9 为深圳市小间距 LED 领域专

利权人申请量示意图。

图 9-9 深圳市小间距 LED 领域专利权人申请量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申请量比较突出的创新主体包括富士康、华星光电等企业。其中，

富士康和华星光电为深圳市小间距 LED 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两位的企业。

9.4 小间距 LED 领域重点技术

9.4.1 小间距 LED 领域技术演进

本节将通过不同时期典型专利技术针对小间距 LED 领域进行技术演进分析，以展示



97

小间距 LED 领域的产品和技术演进过程。图 9-10 为小间距 LED 领域技术演进示意图。

9-10 小间距 LED 领域技术演进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总体上，商用产品主要涉及零散的户外 LED 布局，沿着 LED 屏幕

散热以及一体化结构，进而朝 LED 阵列（例如主动式矩阵结合被动式矩阵的方案）以及

光学优化的方向逐步演进。小间距 LED 的技术主要朝 Mini LED 和 Micro LED 的产品方

向逐步更新换代。

从图中可以看出，2010 年以前，以实现户外大屏商用显示为目的专利方案主要通过

屏幕拼接的方式实现，其中，提升像素排布密度为典型的代表方案。CN201015076Y 专利

方案中通过将多个 LED 芯片封装成发光像素进行拼接。CN201590210U 专利方案中通过增

加 LED 芯片之间的排列密度。

2011 年至 2015 年期间，实现小间距 LED 显示的方案主要通过 LED 矩阵的方式促进

显示效果。CN103943038 专利方案中提供一体化的单元板取代单独封装的 LED 元件。

CN202939924 专利方案聚焦解决 LED 高密度排布带来的散热问题。

2015 年之后，基于小间距 LED 技术发展速度加快，Mini LED 和 Micro LED 两大方

向同步发展。CN109935612 专利方案提供主动 LED 矩阵结合被动 LED 矩阵来实现 LED 排

布。CN108493154A 专利方案设置弹性导电层来实现 LED 矩阵排布高度的一致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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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小间距 LED 领域的巨量转移技术

小间距 LED 产品相较于传统的 LCD 产品以及 OLED 产品在性能上优势明显，目前最

大的技术难点在于量产过程中，需要将巨量的小型 LED 转移到 TFT 阵列基板上。具体的，

巨量转移制程的良率需要达到 4σ以上，才有机会达到产品的商品化，而由于材料和设

备的限制，巨量转移技术目前集中于微转印研发单位和 LED 芯片厂商进行研发在此针对

此技术难点进行分析，并针对相关申请人基于此技术难点的解决方案进行分析。

小间距 LED 的巨量转移技术主要包括芯片焊接技术（chips bonding）、晶片键合

技术（wafer bonding）和薄膜粘合技术（thin film bonding）三个方面。

其中，芯片焊接主要是将封装成型的 LED 芯片逐个焊接到背板上的方式，小间距

LED 主要采用倒装固晶的方式进行处理。

晶片键合通常先将晶片进行光刻制作出与电路基板匹配的 LED 芯片，进而将晶片和

驱动电路基板直接进行对位键合，这样形成可控的单色 LED 显示屏，制程工艺较为复杂。

薄膜粘合技术主要包括静电吸附方式、范德华力方式、激光烧蚀方式及流体装备方

式以及其他类似于 UV 胶粘结、电磁力的方式实现晶片与电路基板之间的粘合等。

本节针对国内最大的两家面板生产商华星光电和京东方的小间距LED转移技术方面

的专利进行了解析，图 9-11 为华星光电和京东方的小间距 LED 转移技术专利布局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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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1 华星光电和京东方的小间距 LED 巨量转移技术专利布局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华星光电在小间距 LED 巨量转移技术的专利布局主要是在芯片焊

接、批量转移以及显示面板的改进等方面，专利布局相对比较平均。而京东方在小间距

LED 转移技术的专利布局主要针对小间距 LED 的巨量转移，专利布局相对聚焦。

以华星光电基于巨量转移技术为例进行说明，在实现巨量 LED 晶片与电路基板连接

的过程中，其同时考虑到 LED 晶片的固定方式改变以及电路基板材质结构的改变，带来

的一些列其他关联部件的影响，例如显示面板整体结构的适应性改变等。

从京东方基于小间距 LED 基于巨量转移技术的专利布局来看，起针对巨量转移技术

本身进行了聚焦性的大量布局，并围绕 LED 巨量转移技术的横向替代方式、衍伸方式及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对应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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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激光投影市场专利分析

10.1 本章小结

产品说明：

 激光光源是利用激发态粒子在收激辐射作用下发光的点光源，其色域广、寿命

长、亮度高、能耗低，被称为第四代显示光源。

 基于激光投影的上游部分主要包括原材料厂商，主要涉及激光芯片、光学元器

件、电子元器件、机械元器件等。中游部分主要包括激光器相关的生产商，产

品主要涉及光纤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等。下游部分主要扩针对激光器进行的

组装、测量以及显示优化的终端设备厂商。

宏观分析：

 全球共申请了 25183 件激光投影相关专利

 中国、美国、日本及韩国是激光投影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的国家。中国

是激光投影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第一大目标国，日本是激光投影领域的全球专

利第一大来源国。

 中国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尤以广东省为代表。

 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光峰光电、华星光电、奥

比中光为深圳市激光投影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

重点分析：

 激光投影领域主要包括数字光处理技术（DLP）、液晶投影技术（3LCD）以及液

晶附硅处理技术（LCOS）三大主流投影显示技术。

 三大核心投影显示技术的主要专利权人为 LG、三星、三洋电机、及青岛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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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光峰光电作为激光显示行业的科创板第一股，在专利布局方面领先国内

同行。

10.2 激光投影全球专利概况

10.2.1 激光投影专利申请趋势概况

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全球共申请了 25183 件激光投影相关专

利，本报告针对全球及中国激光投影的申请趋势进行分析，图 10-1 为 2001 年以后全球

及中国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图。

图 10-1 全球及中国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全球及中国激光投影领域年均专利申请数量逐年稳定提升，2018

年达到最高值，分别为 2808 件和 1822 件。2015 年至 2017 年属于激光投影的爆发期，

随着激光显示技术成熟以及产品更新迭代，激光投影在关注投影产品的基础上更加关注

场景化的解决方案，同期基于激光投影的专利申请量也呈现显著提高的趋势。随着 2018

年、2019 专利数据的陆续公开，后续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申请数据会进一步增加。

10.2.2 地域分布

地域分析能够宏观地反映出各国家或地区的技术水平以及专利部署情况。图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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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00 年以后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申请地域示意图。

图 10-2 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申请地域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美国、日本及韩国是激光投影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

的国家，中国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达 10740 件。20 年来全球各地区

基于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申请趋势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韩国的专利申请量大幅度

下降，美国和日本的专利申请量相对稳定上升，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剧增。可以预见，随

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以及消费市场的不断变化，中国、美国和日本已逐步成为激光投

影领域的主要竞争市场。

10.2.3 技术目标国和来源国专利概况

技术来源国家从宏观上体现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力量分布，而技术目标国家或地区的

分析能够反映技术力量的市场布局、战略意图。图 10-3 为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技术输

入与输出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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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技术输入与输出国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各技术创新主体最重视在本国所属地申请专利。中国是激光

投影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第一大目标国，日本是激光投影领域的全球专利第一大来源国。

日本和韩国的创新主体都将美国作为除本国以外最重要的专利申请国，美国市场对各主

要国家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针对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为 8000 余件，从数量上看，中国已成为全

球第一专利申请量国，但是专利申请中 88.7%属于国内申请，除了美国申请 276 项以外，

在其他国家的申请量均不多。这说明国内创新主体已经具备相当的专利保护意识，但是

向海外进行全球专利布局的意识还需要提升。

10.2.4 国际专利分类技术分布情况

国际分类分析从技术维度可以呈现不同的创新主体的技术分布情况，国际专利技术

为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对应的专利技术本报告针对激光投影领域的相关技术分布进

行分析。图 10-4 为基于激光投影领域的国际专利分类技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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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激光投影领域的国际专利分类技术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激光投影的国际主分类技术大部分集中在分类摄像/放映设备、

光学元件及图像通信等方面。

进一步地，在分类摄像/放映设备的技术类别中，「彩色图像显示用的投影装置」，

「加盖显示器」及「扫描系统」为排名前三的细分技术类别，其中彩色图像显示用的投

影装置对应的技术细类领域自 2013 年起申请量均维持在 400 项以上的申请量，且呈逐

年上升的趋势。

10.2.5 重点专利权人专利概况

本报告对激光投影领域重点专利权人在全球申请的专利数量进行了统计，图 10-5

为激光投影领域重点专利权人排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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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激光投影领域重点专利权人排名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全球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权人主要分布在日本和韩国。排名靠前

的创新主体包括精工、三星、索尼、松下及 LG 等，其中精工以 1493 件专利申请位居全

球首位。精工的专利申请总量超过三星以及索尼关于激光投影的专利申请总量之和，从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精工基于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布局具有相当程度的实力以及优势。

10.2.6 中国申请人概况

本报告进一步针对中国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量情况及中国专利申请中的发明专利

进行了具体分析。图 10-6 为激光投影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图 10-6 激光投影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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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专利排名前十名的专利权人均为企业。结合中国专利申请逐

年平稳增加的趋势，可以理解为，一方面中国市场对于激光投影产品的迅猛需求，促进

本国激光投影领域的研发力度加大，专利申请数量随之增加；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积极

在国内设立分公司，并以中国分公司的名义申请专利，跨国公司也加快了在中国专利布

局的脚步。

发明专利在审查过程中会经过实质审查程序，授权后的发明专利稳定性较实用新型

更好。发明占比从一定程度能够反映创新主体的专利布局策略，同时也能够体现专利的

稳定程度。激光投影领域中国专利权人的专利申请以发明专利为主，申请比例占据 60%

以上。

10.3 激光投影中国专利概况

10.3.1 中国激光投影各省份专利分布

图 10-7 为中国激光投影领域省/市地区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中国激光投影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尤以广东省为代表，北京市以及

江苏省分别位于第二、第三位。

图 10-7 中国激光投影领域省/市地区专利申请量排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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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为广东、江苏及北京三省/市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2009 年以前，广

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均有涉及对应激光投影的专利申请，但体量较小。2010 至 2013

年间，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的专利申请数量均呈现缓慢波动增长的趋势。2014

年以后，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的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其中，广东省基于激光投影

的专利申请量显著提升，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而江苏省和北京市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呈

现波动性增长。这说明，2014 年以后，广东省创新主体在激光投影领域研发力度加大，

市场活跃度增强。

图 10-8 广东、江苏及北京三省/市专利申请趋势对比示意图

10.3.2 深圳市激光投影专利申请人专利概况

在激光投影领域，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深圳市的专

利申请数量占广东省专利申请总量比例的 79.2%。图 10-9 为深圳市激光投影领域专利权

人的申请量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光峰光电、华星光电、奥比中光为深圳市激光投

影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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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 深圳市激光投影领域专利权人的申请量示意图

10.4 激光投影领域重点技术

激光投影领域主要包括数字光处理技术（DLP）、液晶投影技术（3LCD）以及液晶

附硅处理技术（LCOS）三大主流投影显示技术。附图 10-10 为激光投影领域重点技术的

典型案例示意图。

图 10-10 激光投影领域重点技术的典型案例示意图

DLP 技术属于反射式投影技术，LP 投影系统的核心是 DMD 数字微镜设备芯片。D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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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系统中的微镜能产生的像素有 1024 级的灰度等级，将输入 DMD 的视频或图形信号

转换成高清晰度的、高灰度等级的图像。DLP 产品主要由美国德州仪器公司主推，美国

德州仪器公司是 DMD 芯片的唯一厂商。以 US7959305 为例，该专利为德州仪器公司基于

DLP 产品被引证数最多的专利之一。该方案提供一种投影系统，并在投影路径上设置数

字微镜 DMD，促使经由入光面及入射的光经过内部反射而循环导出，避免投影光纤在投

影系统内的损耗。CN109188837 专利方案提供一种投影系统，主要涉及通过双 DMD 来提

升 DLP 系统的色域。诸如此类专利，DLP 产品的专利布局多聚焦于如何利用数字微镜来

提升投影系统的光学效果。

3LCD 核心技术采用三片显示技术，红、绿、蓝三色分别成像，将 LCD 面板的背光部

分拆去，然后使用大功率的背光源通过聚光镜照射到 LCD 面板上，由于 LCD 面板是透光

的，画面就会被照射出去，通过前面的聚焦镜及镜头打到屏幕上而成像。相关技术主要

掌握在日系厂商手中。CN110505461 的专利方案涉及一种激光投影电视，其通过增加光

学颗粒来提升 3LCD 系统的色域。

LCOS 技术采用涂有液晶硅的 CMOS 集成电路芯片作为反射式 LCD 的基片，LCOS 面板

最大的特色在于下基板的材质是单晶硅，因此拥有良好的电子移动率，而且单晶硅可形

成较细的线路，因此与现有的 LCD 及 DLP 投影面板相比较，LCOS 是一种很容易达到高解

析度的新型投影技术。以CN102243424A为代表的专利涉及一种微型投影LCOS光学引擎，

其主要通过多个光学路径上的透镜组合，来提升 LCOS 投影系统的出光亮度。从相关技

术对应的专利综合来看，基于 LCOS 投影的专利布局主要集中在透镜数量以及排布位置

等局部改进来提升 LCOS 投影的光学效果。

本报告针对激光投影厂商基于上述三大核心技术的专利布局情况进行分析。附图

10-11 为激光投影领域重点技术的专利申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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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1 激光投影领域重点技术的专利申请示意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三大核心投影显示技术的主要专利权人为 LG、三星、三洋电机、

及青岛海信。其中，光峰光电作为激光显示行业的科创板第一股，在专利布局方面领先

国内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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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结论与建议

11.1 国内外商用显示专利布局的概况

从专利申请趋势来看，全球商用显示相关的专利申请自 2015 年后开始显著提升，

其中申请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在中国，专利申请量显著提升，并成为带动全球商用显

示专利布局的主要支撑力量。

在商用显示的全球专利布局中，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占全球总申请量的 47.2%，

位居全球首位，是商用显示技术专利布局的全球第一大目标国。日本、韩国从事商用显

示的企业很多，包括三星、LG 等厂商均在液晶显示领域深耕多年，而且十分重视技术研

发和专利布局，专利申请的布局在商用显示领域具有一定优势。日本和韩国的技术创新

主体都将美国作为除本国/地区以外最重要的专利申请国。

中国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国内，对海外进行专利布局相对较少，主要以面板厂商、

传统电视厂商等公司为主。在中国的专利上申请中，广东、江苏、山东及北京省市区域

基于商用显示的专利申请量处于领先地位。

研究商用电视的结果表明：自 2000 年起，全球及中国商用电视领域的年均专利申

请数量呈逐年缓慢上升的趋势。美国、中国、日本及英国是商用电视领域专利申请数量

相对领先的国家，美国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20 年来美国和中国的专

利申请量相对稳定上升。美国是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的全球第一大目标国，日本是

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的全球第一大来源国。中国的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

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领域，其中，广东省、北京及江苏省在商用电视领域的专利申请数

量排名靠前。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中兴、康佳及创维为

深圳市商用电视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

研究单屏显示器的结果表明：在单屏显示器领域，日本、中国、韩国及美国是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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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数量相对领先的国家，日本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20 年来，日本和韩国的专利申

请量大幅度下降，美国申请量相对稳定仅微幅下降，中国专利申请量则呈现大幅度增加。

日本是单屏显示器领域专利申请的全球第一大目标国和第一大来源国。中国的单屏显示

器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领域。广东省、江苏省以及北京市在单屏显示器

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较高。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华星光

电、惠科和富士康为深圳市单屏显示器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

研究平板拼接的结果表明：自 2010 年起，全球平板拼接领域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

显著提升。中国、美国、日本及韩国是平板拼接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的国家，中

国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20 年来，美国、日本及韩国的申请量大幅度

下降，中国专利申请量则呈现大幅度的增加。中国平板拼接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

珠三角地区，广东、北京以及江苏在平板拼接领域排名在前三位。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

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为深圳市平板拼接领域专

利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

研究广告机的结果表明：全球广告机领域在 2004 年开始年均专利申请量稳定增长，

并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中国、美国及韩国是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的国家，

中国广告机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中国是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的全球第一大目标国，

日本是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的全球第一大来源国。中国区域广告机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

自 2015 年显著增长。中国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广东省、江苏

省和浙江省分别位列前三位。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创维、

迅豹聚能和聚飞光电为深圳市广告机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

研究教育 IWB 的结果表明：全球及中国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量自 2007 年开始

显著提升，并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中国、美国及日本是教育 IWB 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

对领先的国家，中国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20 年来，日本和韩国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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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申请量大幅度下降，美国和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大幅上升。中国教育 IWB 领域的专利申

请量排名前三的省/市地区分别为山东省、广东省及江苏省。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

新主体主要集中在广州市和深圳市。深圳市申请量比较突出的创新主体包括鹰硕、鸿合

及海亚科技等企业。

研究商用平板的结果表明：全球商用平板领域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自 2011 年起明

显增加。中国、美国及日本是商用平板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的国家，中国基于商

用平板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占据首位。20 年来，日本和韩国年均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度下

降，美国年均专利申请数量稳定上升，中国年均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度增加。中国商用平

板领域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自 2015 年起明显增加。中国商用平板领域的专利申请量排

名前三的省/市地区分别为广东省、北京市及江苏省。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

主要集中在深圳市，深圳市申请量比较突出的创新主体包括中兴、华为及腾讯等企业。

研究小间距 LED 的结果表明：全球及中国的小间距 LED 领域的年均专利申请数量呈

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中国、美国、韩国及日本是小间距 LED 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

的国家，小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20 年来，中国、美国、韩国及日本

的年均申请量均呈现了大幅增长。中国是小间距 LED 领域的全球专利申请第一大目标国

和来源国。中国小间距 LED 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广东省最多。广东

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深圳市申请量比较突出的创新主体包括

富士康、华星光电等企业。

研究激光投影的结果表明：全球及中国激光投影领域年均专利申请数量逐年稳定提

升。中国、美国、日本及韩国是激光投影领域专利申请数量相对领先的国家，中国激光

投影领域的专利申请总量占据首位。20 年来，韩国的专利申请量大幅度下降，美国和日

本的专利申请量相对稳定上升，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剧增。中国是激光投影领域的全球专

利申请第一大目标国，日本是激光投影领域的全球专利第一大来源国。中国激光投影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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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尤以广东省为代表，北京市以及江苏省分别位于

第二、第三位。广东省相关专利申请的创新主体主要集中在深圳市，光峰光电、华星光

电、奥比中光为深圳市激光投影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

11.2 建议

1、中国创新主体主要的专利布局在中国本土，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市场成为未来商

显主要竞争市场的趋势相吻合。但仍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该技术领域还需要加强自主

创新能力，重视海外知识产权战略部署，企业不能单纯依靠技术引进，技术转让，唯有

自主研发、自主创新，才能真正掌握核心科技。尤其是当今商用显示技术不断发展和更

新，中国申请人不仅需在突破核心技术方面积极布局中国专利，还需考虑在海外进行专

利布局，以此增强自主核心产权的影响力，进而在行业中树立良好形象和提高企业的产

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2、对于商用显示的创新主体而言，以小间距 LED 领域为例，中国面板厂商京东方

以及华星光电均进行了聚焦性和全面性的布局，尤其是在核心技术方面加大了研发力度

和全面布局。目前，大量专利申请布局依然以大中型企业为主，建议相关行业厂商持续

深耕投入，加大研发及专利投入，以专利为依托在对应的领域及产品市场取得竞争优势。

3、从目前中国企业对于商用显示的专利布局来看，仍然存在着布局相对分散、特

定技术点之间相互孤立，专利之间缺少关联性。建议在注重专利积累的同时，应考虑不

同创新点之间的关联性，将不同的技术发明点有机关联起来，形成由点及面的专利组合

网，形成拳头专利切实加大专利在企业研发过程中的实际影响力。在企业研发和技术积

累的过程中，建议引入专业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针对产品技术进行全面布局，同时针

对生产和销售的产品进行风险排查，切实有效管控企业运营的知识产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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