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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2017年是OLED和量子点显示器正式对决的元年，而OLED

和量子点的代表厂商分别是LG和三星，不过三星也有生产OLED面

板，而且也是全球最大的小屏OLED面板供应商，而LG则主要生产

大屏OLED显示面板，针对的是显示器和电视领域，最近却爆出LG 

Display第四季度利润暴降95％。OLED也是毛病一堆，日常见到烧

屏吐槽，而量子点显示技术目前也是半死不活状态，两个价格都是死

贵，和现在的LCD屏相比还真不一定有优势。

各面板结构
LCD面板结构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已久的LCD显示技术，LCD显示屏是多层复

杂结构，LCD 的构造是在两片平行的玻璃基板当中放置液晶盒，下

基板玻璃上设置TFT（薄膜

晶体管），上基板玻璃上设

置彩色滤光片，通过TFT上

的信号与电压改变来控制液

晶分子的转动方向，从而达

到控制每个像素点偏振光出

射与否而达到显示目的。

按照背光的光源，LCD显示器又分为CCFL（冷阴极荧光灯

管）和LED（发光二极管）两种，很多厂商宣传自己是LED显示

器，导致我们普遍认为的LCD和LED是两种显示屏的认识是错误

的，完全是广大厂商的误导，这两者仅仅是背光光源的不同而已。

OLED面板结构 

OLED面板则与LCD面板大不相同，相比较而言会OLED面

板结构会更简单，OLED的全称为有机发光二极管，也就是说，

OLED面板的发光材料为有机材料，相比于无机材料，有机材料在

寿命方面有天生的短板。OLED显示技术具有自发光的特性，采用

非常薄的有机材料涂层和玻璃基板，当有电流通过时，这些有机材

料就会发光，而且OLED显示屏

幕可视角度大，并且能够节省电

能。因为自发光的特性，OLED

在黑色方面表现的更纯粹，因为

材料只要不发光，就是黑色，同

时视角广、对比高、耗电低、反

应速率高都是OLED面板的特性。目前有RGB OLED和白光OLED

之分，RGBOLED主要用在小屏，而白光OLED主要使用在大屏电

视之类。

量子点面板结构

其实就目前的量子点屏幕来说，与传统的LCD面板仅仅是做了

背光方式上的改变，是作为LCD面板的延伸，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

改变。通俗点说，目前的量子点显示器就是在VA面板中加了一张

膜，也就是上图中的那张QDEF膜。目前的量子点只负责产生绿光

和红光，所以必须将原背光模组中的白光（WLED）LED换成蓝光

LED（Blue LED）。同时，QDEF膜和蓝光LED光源的应用也是

量子点显示器色彩显示比普通显示器更纯净的原因之一。

各面板性能优劣势
好了，面板的基础信息介绍完了，我们就来聊聊各自的优势。

良品率：LCD面板由于多年的技术迭代和升级，技术成熟度明

显要高于OLED，而量子点因为也是根植于LCD面板之上，所以良

品率也是比OLED要高的。LCD≥量子点＞OLED

色域：OLED和量子点会明显好于LCD面板，这也是被着重宣

传的特点，从参数上来说，OLED在色域上的优势并不明显，但是

这是根据最好的OLED和顶级的量子点的比较做出的判断，实际上

OLED面板会稍好于LCD和量子点。OLED＞量子点＞LCD

漏光控制：OLED全面吊打LCD与量子点，LCD面板与量子点

面板都是通过调节液晶排列进行遮光，这样永远都不能完全对背光

进行遮挡，漏光也是在所难免。OLED＞LCD＝量子点

颜色／亮度均匀性：在颜色／亮度均匀性上，因为LCD面板

和量子点面板的背光方式的原因，并不能达到最好的均匀性，而

OLED自发光的缘故，无需扩散背光，均匀性上更一致。OLED＞

量子点≥LCD

对比度：对比度是屏幕最亮的白色和最深的黑色之间的差异，

而LCD因为单独背光模组的因素，可以拥有更高的亮度支持，而

OLED因为无需担心漏光的特性，黑色更纯，整体上来说，OLED

在对比度上会相较更优秀一些。OLED＞LCD＝量子点

视角：最好的IPS面板在视角上可与OLED进行媲美，但是目

前的量子点显示器普遍采用的VA面板作为基础，没法达到最好的可

视角度。OLED≥LCD＞量子点

功耗控制：OLED面板因为每个像素点都需要单独供电，分

辨率越高，耗电越多。在同等亮度的情况下，LCD和量子点要

比OLED耗能更少，这也是量子点在做宣传时所经常提到自己比

OLED耗能更少的原因，不过基本上LCD都会比OLED耗能更少。

量子点≥LCD＞OLED

厚度控制：LCD和量子点结构都比较复杂，再加上背光模组的

原因，厚度比结构简单的OLED要高上一大截，所以在手机越来越

薄的今天，这样的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OLED＞量子点≥LCD

综合以上看来，似乎OLED全面胜利了，屏幕的各项性能都要

优于量子点和LCD，甚至技术非常成熟的LCD面板都被打趴在地

上，不过实际上呢？

 

OLED也许表现的根本没那么好
其实还是要回到面板比较重

要的问题：成本。

目前OLED因为技术尚未

完全成熟，良率较低，产业链也

并不是非常完善，还未形成规模

效应，成本居高不下。而且三星

的RGB OLED和LG的白光 OLED还不一样，所谓的白光OLED，

就是直接用发白光的OLED器件（其实也是一个黄光OLED和蓝光

OLED器件叠在一起）做为像素点光源，再通过红绿蓝的彩膜滤出

颜色（与LCD面板类似）。RGB OLED则不同，是每个像素点自

己发光就产生RGB颜色，无需滤光片。

白光OLED的技术难度低、量产快、利润高、外观美，这也是

LG主导的OLED阵营采用的技术。目前的OLED彩电市场，充斥的

是都是白光OLED技术的电视产品。而如果RGB OLED用于大屏

生产，技术复杂难量产，良率极低，LG三星们都没有良好的解决方

案。这也是三星、海信、TCL们不愿推出OLED电视的原因。

还有一个是OLED目前非常重要的天然缺陷：烧屏。

但即使LG采用的是白光OLED良率也并不好，成本也一直居高

不下。而且不仅仅是良率成本问题，白光OLED有着难以克服的缺

陷，那就是残影重、亮度低、功耗大、寿命短、像素缺失画质差。

 很多商场的OLED电视都要

求柜员不能放带台标的节目、

不能一直放静止画面，长时间

播放需要休息等措施。

而不要只看到白光OLED

问题多多，即使是三星目前量

产的RGB OLED也是一样烧

屏、绿线。自三星自家的s系列和 noto系列启用OLED面板开始

烧屏问题就没有断过，残影伴随手机一生。

除开成本因素，对于显示器来说，残影烧屏这样的问题会更严

重。比如屏幕下方的常驻任务栏，桌面的常驻图标等，岂不是烧屏

更严重，这也是目前OLED不敢涉及显示器的原因之一。

总结

LG此次的液晶面板业务受到重创，全年出货量下滑，利润暴跌。

但立马就转型寄希望于目前还毛病一大堆的OLED，似乎也并不是很好

的办法。三星手握量子点和OLED两项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尚未能撼动

目前的LCD面板，这些年对OLED和量子点的过渡宣传导致消费者的

期望拔高，结果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是带有众多缺陷的产品。就目前而

言，甚至未来一段时间而言，OLED和量子点就想打赢LCD还不太现

实。不要老是宣传新面板有多牛，还是先老老实实解决实际问题再说。

Technical Analysis
技术分析   家电、广电
Technical Analysis

LCD、量子点、OLED 全面大 PK，显示技术谁能称霸？

1 引言
自从蓝光LED 被发明以来，人们开始研发各种大功率

白光LED封装技术，希望白光LED能够取代传统的照明光

源。目前市场上白光LED 生产技术主要分为两大主流，第

一为利用荧光粉将蓝光LED或紫外LED 所产生的蓝光或紫

外光分别转换为双波长或三波长白光，此项技术称之为荧光

粉转换白光LED;第二类则为多芯片型白光LED,经由组合两

种（或以上）不同色光的LED 组合以形成白光。第一种方

法可得到中高色温的白光，对于暖色温显色性较差。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通常加入红色荧光粉，但红色荧光粉的激发效

率较低，导致整体光效偏低。第二种方法需要分别给三种芯

片供电，驱动电路复杂，且三种芯片的老化衰减不一致，长

期工作会导致色温偏移。

2 色温可调LED的封装
LED 的封装技术实际上是借鉴了传统的微电子封装技

术，但LED 有其独特之处，又不能完全按照微电子封装去

做。整个LED 封装工艺主要包括封装原料的选取、封装结

构的设计、封装工艺的控制以及光学设计与散热设计，概括

来讲就是热- 电- 机-光（T.E.M.O.），如图1 所示，这是

LED封装的关键技术。

 图1 LED 封装关

键技术传统的多芯片集

成封装多是将LED 芯

片按照一定的规则固定

在电路板上，如铝基覆

铜板、陶瓷电路板等，

由于铝基覆铜板、铜基

覆铜板价格低廉而被广

泛应用，但它们也有固

有的缺点。它们通常由

电路层（铜箔层）、导热绝缘层和金属基层压合而成，但导

热绝缘层的导热系数极低，成为电路板的导热瓶颈，导致电

路板整体的导热系数只有1.5W/m.K 左右。陶瓷电路板导热

性能好，但存在成本高、不宜加工、脆性较大等缺点，并且

在LED器件整体成本中占的比重较高，其应用也受到了限

制。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开发了一种LED封装结构，在铝基

覆铜板的固晶位置开设窗口，需要焊线的位置放置焊盘，将

一块与铝基覆铜板形状一样的铝板贴于铝基覆铜板之下，将

LED芯片置于穿过窗口的区域上，这样可大大提高LED的

散热性能。

LED 的结构设计

是关系封装出的产品是

否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的

基础，本文设计的LED 

主要包括：封装基板、

蓝光LED 芯片、红光

LED 芯片和黄绿色荧

光粉，封装基板由铝基覆铜板和铝板组成，如图2 所示。

 良好的封装工艺是决定器件性能、可靠性和寿命的关

键。本文采用的方法为：封装基板采用具有高导热率的铝基

覆铜板和铝板，芯片粘接在铝板上，LED 芯片采用功率型

W级正装芯片，芯片与封装基板采用高导热的银胶粘接（导

热系数大于25W/m.K），通过引线键合、涂荧光粉、固化

等工艺完成整体封装。

3 色温可调LED的性能测试
图3为采用远方HASS-

2000高精度快速光谱辐射计

测量得到的色温可调LED 的

光谱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随着红光LED 电流的变化

（从0 到450mA），LED 

的相对光谱也会随之变化，

LED 的光谱有三个峰值，

分别在450nm、550nm和628nm,暖色温的发光效率大于

68lm/W,冷色温的发光效率达到87lm/W。

 图 4 列 出 了 色 温 可 调

LED 的色区分布随红光LED 

电流的变化，表1 列出了色

温可调LED 的光学性能参数

随红光LED 电流的变化，可

以看出，红光LED 不加电流

的情况下，LED 的色温为5 

000K,在冷色温BIN区，随着

红光LED电流的逐渐增加，LED模块的色温会呈现一个连

续的变化，从冷光5 000K到暖光3 375K,同时LED 的显色

指数会逐渐升高，最高可达90 以上，完全能够满足照明场

所对显色指数的要求。

集成封装的LED,由于工作电流较大，工作时产生大量

的热量，积聚在pn 结内部的热如不及时传导出去，将导

致器件温度升高，温度对LED的性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如

色 温 变 化 、 波 长

红 移 、 正 向 压 降

等。图5 所示为

色温可调LED的

应用效果，将封装好的色温可调LED模块安装到100mm筒

灯上，红光LED加上不同的电流，得到筒灯的发光效果。筒

灯连续点亮30min 后，测试筒灯上散热器温度为38℃，铝

基覆铜板上的温度为38.5℃（室温25.2℃），说明色温可

调LED 具有良好的散热性能。

总结 

本文介绍了一种新型的色温可调LED，利用大功率

LED 芯片结合金属基板封装出了色温可调的暖白光高显

色指数LED样品，测试了LED的光谱性能、色温、显色指

数随驱动电流的变化，结果显示，LED色温可在3300K到

5000K连续变化，显色指数可达90以上，同时具有优良的

散热性能，完全能够满足照明场所对色温以及显色指数的要

求，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业界领先的视频测试、

监测和诊断解决方案创新企业

泰克科技公司，在其全线内容

监测平台中增加对4K/超高清

(UHD)、高动态范围(HDR)

和宽色域(WCG)的支持，包

括WFM/WVR5200系列波形

监测仪、WFM/WVR8000系列波形监测仪和PRISM IP/SDI监测

和分析平台。通过这些增强功能，内容提供商可以采用最新技术，

更轻松地捕获和制作优质的内容。

视频行业正在积极迈向4K HDR/WCG内容创作，采用这些技

术的在建设施不可胜数。但如果想成功地制作HDR/WCG内容，必

须有适当的工具和全新的测量技术。例如，摄像机设置要比过去变

得更加关键，因为在后期制作中会产生不能修复的问题(如暗区中的

噪声)。另外还要使用新技术，监测各种摄像机日志格式及到PQ (感

知量化)或HLG (混合对数伽马)的转换。

“HDR/WCG内容制作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泰克推出了完

善的监测解决方案，满足了新一代媒体提供商用传播广播企业的需

求，使他们能够提供差异化服务。”泰克科技公司视频产品线总经

理Charlie Dunn说，“不管是直播还是后期制作，泰克都为客户提

供了信心，相信其内容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4KHDR/WCG增强功能涵盖泰克全线波形监测仪及PRISM混

合SDI/IP媒体分析平台，主要特点包括：

WFM/WVR5200 –在购买PROD选件后，HDR现在可以用于

这款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的仪器上，其深度仅5.5英寸，特别适合

小型转播车。其增强功能包括：新的摄像机日志标线、专为PQ和

HLG开发的HDR标线，并能够在一条2-SI (交错采样) 信号链路上

支持4K。

WFM/WVR8300、WFM/WVR8200、WFM/WVR7200–

这些仪器现在扩大了对HDR的支持力度，包括直播中使用的

HLG1000标线，并支持有效图像区域和杜比E测量，另外它还包括

亮度和色域及用户可以选择的HDR极限。

泰克波形监测仪提供了灵活的选项，并可以在现场安装升

级，监测各种视频和音频格式。它支持的视频格式有4K/UHDTV1 

(4096×2160和3840×2160)、3G-SDI、双链路、HD-SDI和

混合模拟格式，支持的音频格式有Dolby E、Dolby Digital Plus、

Dolby Digital、AES/EBU、嵌入式音频和模拟音频。

PRISM – 这个平台为IP和SDI系统提供了广泛的连接功能，

为照明设置、HDR信号测量提供了新型解决方案，同时可以在各

种传递函数和色彩空间之间实现自动转换。新型STOP显示功能简

化了HDR摄像机曝光度设置，帮助操作人员避免意想不到的亮点

削波或阴影噪声过高。新软件现在支持从ITU BT.2020转换到ITU 

BT.709，以及从S-Log、LogC、PQ和HLG转换到ITU BT.709，

可以应用到图像、波形、矢量和钻石显示中。用户可以利用 ITU 

BT.709色彩空间中熟悉的显示画面，创建HDR/WCG内容。

由于最新增强功能，PRISM成为创建 4K、HDR/WCG内容的

完善制作工具解决方案。通过PRISM，拍摄体育直播或情景剧的摄

像师、调色工程师和操作人员可以使用各种输出信号特点，迅速校

准和平衡多台摄像机。PRISM还特别适合转播车和制作工作室中的

摄像机采集应用。

对于学电子的人来

说，在电路板上设置测

试点（test point）是

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可

是对学机械的人来说，

测试点是什么？

基本上设置测试点的目的是为了测试电路板上的零组件

有没有符合规格以及焊性，比如说想检查一颗电路板上的电

阻有没有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万用电表量测其两头就

可以知道了。

可 是 在 大 批 量 生

产的工厂里没有办法让

你用电表慢慢去量测每

一片板子上的每一颗电

阻、电容、电感、甚至

是IC的电路是否正确，

所以就有了所谓的ICT（In-Circuit-Test）自动化测试机

台的出现，它使用多根探针（一般称之为「针床（Bed-

Of-Nails）」治具）同时接触板子上所有需要被量测的零

件线路，然后经由程控以序列为主， 并列为辅的方式循序

量测这些电子零件的特性，通常这样测试一般板子的所有零

件只需要1~2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完成，视电路板上的零件

多寡而定，零件越多时间越长。但是如果让这些探针直接接

触到板子上面的电子零件或是其焊脚，很有可能会压毁一些

电子零件，反而适得其反，所以聪明的工程师就发明了「测

试点」，在零件的两端额外引出一对圆形的小点，上面没有

防焊（mask），可以让测试用的探针接触到这些小点，而

不用直接接触到那些被量测的电子零件。

对 于 早 期 在 电 路

板 上 面 还 都 是 传 统 插

件（DIP）的年代，的

确会拿零件的焊脚来当

作测试点来用，因为传

统零件的焊脚够强壮，

不怕针扎，可是经常会

有探针接触不良的误判

情形发生，因为一般的

电 子 零 件 经 过 波 峰 焊

（wave soldering）或是SMT吃锡之后，在其焊锡的表面

通常都会形成一层锡膏助焊剂的残留薄膜，这层薄膜的阻抗

非常高， 常常会造成探针的接触不良，所以当时经常可见

产线的测试作业员，经常拿着空气喷枪拼命的吹，或是拿酒

精擦拭这些需要测试的地方。其实经过波峰焊的测试点也会

有探针接触不良的问题。 后来SMT盛行之后，测试误判的

情形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测试点的应用也被大大地赋予重

任，因为SMT的零件通常很脆弱，无法承受测试探针的直

接接触压力，使用测试点就可以不用让探针直接接触到零件

及其焊脚，不但保护零件不受伤害，也间接大大地提升测试

的可靠度，因为误判的情形变少了。不过随着科技的演进，

电路板的尺寸也越来越小，小小地电路板上面光要挤下这么

多的电子零件都已经有些吃力了，所以测试点占用电路板空

间的问题，经常在设计端与制造端之间拔河，不过这个议题

等以后有机会再来谈。测试点的外观通常是圆形，因为探针

也是圆形，比较好生产，也比较容易让相邻探针靠得近一

点，这样才可以增加针床的植针密度。

1. 使用针床来做电路测试会有一些机构上的先天上限

制，比如说：探针的最小直径有一定极限，太小直径的针容

易折断毁损。

2. 针间距离也有一定限制，因为每一根针都要从一个

孔出来，而且每根针的后端都还要再焊接一条扁平电缆，如

果相邻的孔太小，

除 了 针 与 针 之 间

会有接触短路的问

题，扁平电缆的干

涉也是一大问题。

3. 某些高零件的旁边无法植针。 如果探针距离高零件

太近就会有碰撞高零件造成损伤的风险，另外因为零件较

高，通常还要在测试治具针床座上开孔避开，也间接造成无

法植针。电路板上越来越难容纳的下所有零件的测试点。

4. 由于板子越来越小，测试点多寡的存废屡屡被拿出

来讨论，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减少测试点的方法出现，如 Net 

test、Test Jet、Boundary Scan、JTAG.。 等;也有其它的测

试方法想要取代原本的针床测试，如AOI、X-Ray，但目前每

个测试似乎都还无法100%取代ICT。关于ICT的植针能力应该

要询问配合的治具厂商，也就是测试点的最小直径及相邻测试

点的最小距离，通常多会有一个希望的最小值与能力可以达成

的最小值，但有规模的厂商会要求最小测试点与最小测试点间

距离不可以超过多少点，否则治具还容易毁损。

色温可调 LED 的封装及性能测试

泰克扩展 4K/HDR/WCG 支持，简化直播和后期制作工作

了解测试电路板零组件规格以及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