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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展示周
创历史新高，参加
人数超过 1 万人！
超过 10,000 名与会者参加了 2021 年虚拟展示周——

为电子显示行业最重要的活动创造了新记录！来自 50
多个国家/地区的人们无形中聚集在此，观看来自 150

多家参展商的最新技术和产品，聆听着有关当今最热门
技术的最新见解，了解未来的前景，并通过数字技术与

一些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领袖、发明家和科学家联系。
2021 年展示周是信息显示协会第 58 届国际座谈会、研
讨会和展览，展示了显示界对我们最激动人心的年度

会议所期待的一切——以及更多！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

我们无与伦比的技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的主题是增强现
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 (AR/VR/MR)、物联网、OLED、迷
你LED、LCD、量子点、有源矩阵设备和显示器制造 ; 以

及以市场为中心的 SID/DSCC 商务会议，虚拟人群有机
会探索有关智能手机和电视显示器、汽车显示器、微型
和微型 LED 进步的供应链观点以及其他新兴技术。

此外，我们在

一周内邀请了五位主题演

讲嘉宾——又是展示周的第一次！来自

亚马逊、三星显示器、Adobe、谷歌和应用材料的

商业领袖和前瞻思想家参加了这些日常会议，为
与会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他们从最接近
其发展的人那里了解各种技术和应用。

展览爱好者们也有机会在人民选择奖中为他们最

喜欢的展览摊位和演示品投票，并分享I-Zone最佳
原型奖的宣布的兴奋之情，在这里初创企业、大学
和研究团队展示了从未见过的产品和技术。

随着平台功能的增强，如与主要作者和演讲者每日坐在
圆桌旁谈论，与来自科技女性和CEO论坛活动的小组成

员的现场问答，以及年轻工程师聚焦活动等新的社交机
会，我们的第二届虚拟展示周无疑已经提高了标准。
最棒的是——这还没有结束！
与会者可以按需求访问展示周，并在 2021 年 9 月 17

日之前再次享受体验。
然后加入我们明年的 2022 年展

示周，了解新内容和下一步内容！我们期待在那里见到
您。

Radu Reit 博士
营销主席

信息显示学会

2021 年的展示周还不够？
按需展示周就在这里！

无论您是否加入我们，参加一个不同寻常的新景象和声音的星期，您仍然可以在
2021 年 9 月 17 日之前体验 2021 年显示周提供的所有活动，例如：

 我们的世界级展会，展示来自3M、明基

材料公司、京东方、陶氏、E Ink公司、LG

Display、三星显示器公司、TCL华星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等全球巨头最新、最伟大的

显示技术 .,天马美国公司和 维信诺公司。
查看完整的参展商名单。

 国际技术研讨会，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领
先论文，包括 284 次研讨会口头报告和
118 次关于各种主题的海报展示，包括

AR/VR、迷你LED、OLED、HDR、有源矩阵

器件、量子点、用于显示器的机器学习等
等。查看完整节目安排。

 SID/DSCC商业会议，包括43个来自行业

领袖和市场分析师的报告，提供必要的见
解和战略，以导航不断变化的全球显示市
场。
了解更多内容。

 来自亚马逊、三星、Adobe、谷歌和应用材
料公司高管的五场动态主题演讲：

“设计环境客户体验”、
“元界和显示的伟

大未来”、
“在等待的同时提供对沉浸式叙
事工具的访问”AR 显示器的突破”、

“后 COVID 世界的硬件创新和显示器供

应链”和“材料工程在推动下一波显示器
创新浪潮中的作用”。了解更多内容。

“起点-管
 特别活动会议，如 CEO 论坛（

理-出口”
）和科技界的女性“疫情期间的

领导力”
）
，展示来自世界各地顶级商业领
袖的见解。

 15 个研讨会和 5 个短期课程，将帮助您

增加知识、磨练您的技能并促进您的职业
发展。

那您还在等什么？利用这个机会并使用您的原始确认码立即注册，
看看所有的谈话声是关于什么的。您会很高兴您做到了！

同意扩展您的网络

当 SID 的青年工程师聚焦 (YES) 计划举办了第一次虚拟网络活动时，2021 年显示周为该
领域的新手打开了机会之门，所有年龄段的参与者都可以在该活动中与同行联系、结识新
朋友并与 SID 领导者互动 他们制定了自己的职业路线。SID 营销主席 Radu Reit 博士和
SID 湾区分会区域副总裁 Bryan Chan 以及其他六位行业领导者，为这个充满活力的会议
贡献了他们的声音和专业知识。
整个星期，YES 还采访了几位行业专业人士，他们分享了旨在帮助他人成长和处于旺盛时
期的深思熟虑的见解。观看视频。

了解更多有关 YES 的信息，或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了解我们如何在您的职业生涯中为您
提供帮助。

2021
年展示周全面启动颁奖季
除了举办展示创新、信息和灵感的全球贸易展，展示
周 还提供了一个论坛来表彰杰出的行业
贡献者。我们祝贺每位获奖者取
得的成就。

2021

年度展示

该奖项授予具有最显著技术进步和/或突出特点的
显示产品。

年显示行业大奖

LG Display 65
英寸可卷曲电视

一年一度的显示行业奖 (DIA) 突出了推动
最先进显示技术的创新，奖项分为三个类

TCL电子控股的Q8系列迷你
LED电视

别：年度显示器、年度显示应用和年度显示

组件。获奖者由杰出的专家小组选出，他们
根据技术创新程度和商业意义以及潜在的

年度最佳显示应用

积极社会影响来评估被提名者。

该奖项旨在表彰显示器的新颖和杰出应用，
其中显示器本身不一定是新设备。

“今年的显示行业大奖竞争非常激

烈，”DIA 委员会主席魏晨说。
“与前一年相
比，我们今年收到的符合条件的提名数量

来自 Facebook
的Oculus Quest 2

增长了 34% 以上。

“委员会成员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讨论，经

联想集团 联想 X1折叠笔记本

过多轮投票，他们从众多有力竞争者中选
出了三个类别中的每个类别的两名获胜
者，”他补充道。

年度最佳显示组件

“这些获奖者确实代表了 2020 年显示行

该奖项旨在表彰显著提高了显示器性能的新型组
件。一个组件作为一个单独的部件出售，注定要集
成到显示器中。组件还可能包括使用新工艺制造
的显示增强材料或部件。

业中最好的。
”

了解更多有关 2021 年显示行业奖获

Schott 的 Xensation Flex
超薄盖板玻璃

奖者的信息。

SigmaSense 的 SigmaDrive
SDC100 触摸控制器

2021
年 I-Zone 奖

最佳原型奖

I-Zone 为小型公司、初创企业、研究实验室
和大学提供在展示周免费展示其原型或其
他硬件演示单元的机会，并让与会者有机

首尔国立大学，因其新
的、薄而扁平的虚拟现实
(VR) 显示设计。

会在一个专门的空间查看到一流的新兴信
息显示技术 。

I-Zone 奖旨在表彰前所未有的显示技术。
Omniply首席执行官兼2021年展览周大

得奖者

会和I-Zone主席Harit Doshi说：
“代表SID
和I-Zone委员会，我非常高兴地祝贺所有

2021年I-Zone获奖者在推进显示行业技术

Almalence，
用于 AR/VR 的计算镜头
像差校正技术。

方面的创新，”
“在过去的十年里，I-Zone一
直是创新技术的展示，这些技术将塑造显

示行业的未来。
这是由于疫情，我们第二次
有一个虚拟的I-Zone，很高兴看到创新仍

然在这些年轻的公司和大学显示行业蓬勃

Brelyon，
因为它的无耳机的超现实
沉浸式虚拟屏幕。

发展。
”

了解更多有关 I-Zone 奖的信息。

最佳新显示技术
京东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它的
0.9 毫米间距玻璃上芯片有源矩
阵 迷你LED 显示器。

Samsung Display Co., Ltd.
的 S-可折叠显示器。

最佳新显示组件

2021
年人民选择奖

AUO，
它的 ART（高级无反射技术）
薄膜/玻璃显示器。
LG Display，
它的汽车 1CG MD
（一个盖板玻璃多显示器）
P-OLED。

人民选择奖

最近被引入展示周，让与会者能够投票选
出展厅中最佳技术、组件、演示和互动展

位。在展示周期间通过电子调查收集和计

TCL 华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 14
英寸 2.8K 笔记本显示器。

算投票。

代表 350 家公司的 3,000 名个人投了

10,000 多张选票。

最佳技术演示

“我们祝贺所有人民选择奖得主，”Harit

Doshi 说。Omniply 首席执行官兼 2021 年
显示周大会和 I-Zone 主席。
“与会者有机

AUO，
它的带有微小LED
显示屏的集成车辆驾驶舱。

会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很明显，今年有很
多创新，选择并不容易。
”

使用您的原始确认码登录展示周或立即注

京东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它的可滑动的 OLED。

册以查看更多这个令人兴奋的展览。

LG Display，
因为它的 83 英寸。
OLED 效率提高 20%。
Visionox，
因为它的灵活的 HIAA 通孔技术。

最具互动性的展位

Karl Ferdinand Braun 奖
Sungchul Kim

David Sarnoff 工业成就奖

2021 SID
荣誉与奖项

Tomson Li Dongsheng

Jan Rajchman 奖

作为行业的中心，信息显示协会近 6 年来

Karl Leo

一直支持、推进和推广显示技术。我们很自

豪地承认，随着我们周围世界的不断变化，
个人和组织的重要贡献对我们的生活、工

Peter Brody 奖

作和娱乐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在 2021 年显示周
期间亲自祝贺 2021 年的荣誉和奖
项获得者，但按照我们的惯例，我们
仍然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并衷心
感谢他们的奉献、创新和贡献。

Hiromi Minemawari

Slottow-Owaki 奖
Man Wong

查看得奖者和获奖者及其工作的详
细描述。

Otto Schade 奖
Mark D. Fairchild

Lewis 和 Beatrice 奖项得主
Larry F. Weber

SID的成员

特殊的荣誉
Kazumasa Nomoto

Mamoru Furuta

Po-Tsun Liu

Gosuke Ohashi

Jang Hyuk Kwon

Yukiharu Uraoka

Kenichiro Masaoka

Xue Dong

François Templier

查看您的邮箱，了解有关
2022 年展示周的新闻！
注册我们的电子通讯或随时访

问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有关 2022
年显示周的最新更新

让我们连接！
2021 展示周

2021年展示周的赞助商和支持单位

关于SID

国际信息显示学会(SID）是唯一专注于电子显示和视觉信息技术行业的专业组织。实际上，通过专注于电子显示和
视觉信息技术的发展，SID为所有相关技术的行业合作，交流和培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同时展示了业界最佳的

新产品。
该组织的成员是与显示研究，设计，制造，应用，营销和销售有关的技术和商业学科的专业人员。
在促进行业
和学术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向消费者宣传其重要性

在显示方面，SID每年举办10多个会议，其中包括“显示周”
，它将行业和学术界集中在一起，展示将塑造未来的技术。
SID的全球总部位于 1475 S. Bascom Ave., Ste. 114, Campbell, CA 95008。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si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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