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的研究目标

•	 成为中国领先的显示研究中心

•	 研发显示与光电子技术和累积有关知识产权

•	 与工业界合作并快速把新技术商业化

•	 举办国际研讨会及邀请海内外学者交流访问，创建世

界一流研究平台

香港科技大学与中山大学于 2013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部

批准，合作在科大设立伙伴实验室	-	先进显示与光电子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下称「实验室」)。

实验室致力推动国际级绿色显示和光电子技术研究，因

此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	(AMOLED) 双稳态液晶显

示器等环保显示材料的发明，都是实验室重点研究的项

目之一。

实验室设备
P. 4

技术研讨会
及国际会议

P. 6

来宾到访
P. 14

科研成就
P. 20

科研队伍
联络我们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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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显示技术研究中心由
工业贸易署的种子基金成立，为本
地液晶显示（LCD）制造商提供技
术支援。

研究中心除了为本地工业进行相关
技术研究外，亦会培训学生拥有液
晶显示（LCD） 制造工艺的一手经
验。

显示技术研究中心 (CDR)

香港科技大学纳米系统制造实验所
是本港高等院校中第一所微加工实
验室。

实验所旨在为微电子制造领域的
师生提供一流的工作场所，特别
是关于新式分散半导体器件、先
进的微传感器和微驱动器、高级纳
米电子处理技术以及专用集成电路
（ASIC）的研究。

材料测制实验所（MCPF）是香港科技
大学重要设施之一，科学及工程研究
院师生使用实验所的设备制备，表征
和分析各种先进材料。

此外，实验所亦会为其他院校或客户，
如政府实验室及地区行业提供服务。
由一九九一年成立至今，材料测制实
验所已成为科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纳米系统制造实验所  (NFF)
有机电子实验室成立于 2016 年，并坐落于同年落成的郑裕彤楼。实
验室面积约 1,030 平方米，由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组组长，电子与计
算机工程学院及高等研究院东亚银行教授邓青云教授组建和领衔。

实验室引进了先进设备，包括有机发光二极管真空蒸镀系统和反应性
离子蚀刻系统。另一方面拥有一台多腔联动星型式真空蒸镀仪。该蒸
镀仪于 2017 年组装完成，同时配备一个衬底中转腔体和五个可拆卸
加工腔体，可用于高质量 OLED 的制备和研究。有机电子实验室主要
致力于 OLED 退化机理的研究，为制备更高效率和更长寿命的 OLED
提供解决方案。

有机电子实验室 (OEL)

材料测制实验所 (MCPF)

实验室设施

实验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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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科研团队每年都会积极出席在欧、美、亚三洲举办的会议
和研讨会，以吸收显示行业的最新趋势，同时亦推广实验室的科

研成果。

实验室追求与全球学者保持紧密的学术交流。

技术研讨会及国际会议
2016 - 2018 

技术研讨会及国际会议

实验室众研究生参与于台北举办的「2017 年国际
显示制程前瞻技术研讨会」（IDMC'17）中的论文
海报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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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三地研究生显示技术研讨会
2016 年 9 月 9 - 11 日    广州中山大学

两岸三地研究生显示技术研讨会在 SYSU-CMU 联合工程研究所举办，重点在于展示新显示技术
及其应用。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研究生提供机会去分享和讨论关于新型显示
技术的研究和知识。相关的主题包括印刷电子学，纳米显示技术，薄膜晶体管（TFT），液晶显
示器（LCD），有机发光（OLED）和应用视觉科技（3D，AR，VR）。

技术研讨会及国际会议

2016 年先进显示科技研讨会
2016 年 12 月 16 日       香港科学园

先进显示科技研讨会是由香港科技园公司，本实验室及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应科院）联合举办。
是次新成立的研讨会侧重于显示技术的进步和未来发展。为期一天的研讨会邀请到来自显示领域
的专家和学者作讲者，并于场外设置各种显示产品的示范和海报报告环节，分享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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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系统制造实验所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
2017 年 1 月 10 日   香港科技大学

NFF25 开放日，标志着纳米系统制造实验所诞生 25 周年。作为香港科技大学的中央研究机构，
NFF 旨在为微米 / 纳米器件系统上的教研提供设备及技术支援。在过去近三十年中为数千名本地
机构的科学和工程学学生和教研人员，担当一个跨学科培训基地。「NFF 学校」的许多校友正在
对中国大陆和全球高科技的研究和发展上带来影响。

2017 国际显示技术会议 (ICDT)
2017 年 2 月 18 - 20 日        中国 福州

随着投资模式不断丰富，中国面板厂的投资规模继续加大，预计到 2019 年中国的面板生产规模
将从现在的全球第三跃升全球第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新型显示产业增长的重要引擎。有见及此，
国际信息显示学会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Display, SID) 首次在美国之外的中国建立运营中心，
并筹办国际显示技术会议 (ICDT)。首届 ICDT 会议于 2017 年 2 月 18 日至 20 日在中国福州召开。 

此次大会聚集显示企业精英和学术界翘楚，并围绕信息显示领域的 6 个专题和 17 个主题展开交
流，旨在积极推进亚洲范围内尤其是

中国的显示技术的研究和智能制造技
术发展，技术人员促进充分交流与

合作。

SID 显示周 2017
2017 年 5 月 23 - 26 日    美国 加州洛杉矶

SID 显示周是电子显示行业首屈一指的全球盛会。显示周云集八方与会者及参展商，包括世界各
地的显示工程人才，商用和消费者市场的领导者並设有各业界巨擘参与的三天展览、世界知名技
术座谈会，以及与研讨会﹑企业，投资者和市场焦点会议等等。显示周让研究团队对行业的创新
科技研究和技术先睹为快，亦可于业界建立网络。

技术研讨会及国际会议

ELEC5010「微系统设计与实施导论」跨大学联办课程 

参观京都大学
2017 年 11 月 29 - 12 月 2 日                  日本京都大学

ELEC5010「微系统设计与实施导论」是香港科技大学与日本京都大学和中国清华大学联合举办，
並透过视像会议举行的课程。 每组学生需要设计一个微系统，在制作完成后，测试及分析系统的
性能。每个小组的组员分别来自三间大学，並在最后的演讲中展示他们的设计与实验结果。今年
科大的学生有机会在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期间参观京都大学，与他们的组员会面，一同汇报
自行设计的微系统和实验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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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MC 主要由国际信息显示学会台北分会 (SID Taipei Chapter)、交通大学 (NCTU)、工业技术
研究院电光所及显示中心 (ERSO/ITRI)、经济部工业局影像显示产业推动办公室 (CIPO/IDB/
MOEA)、台湾 TFT LCD 产业协会 (TTLA)、中国液态晶体学会 (TLCS)、台湾平面显示器材料与组
件产业协会 (TDMDA)、台湾真空科技学会 (TVS) 等多个单位共同合办，尽显研讨会在前瞻技术的
重要性。

第十六届国际铁电液晶会议
2017 年 12 月 4 - 7 日   香港科技大学

第十六届国际铁电液晶会议（FLC）由香港科技大学举办，旨在讨论具有手性或极性结构和性质
的新型自组装材料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前景。会议隔年进行，是次是第一次于香港举办，有来自印
度，韩国，日本，波兰，俄罗斯，捷克，台湾，乌克兰，香港，美国，爱尔兰，英国，卢森堡，
布拉格，斯洛文尼亚，瑞
典和中国的代表参与。 

第二届国际显示技术会议 (ICDT)
2018 年 4 月 9 - 12 日      中国 广州

信息显示行业里最具国际影响力和技术权威的国际信息显示学会 (SID) 于 2018 年 4 月 9 至 12 日
在广州萝岗会议中心举办了第二届国际显示技术会议 (ICDT2018)，吸引了 40 余名国内外院士和
SID fellow，50 余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来自全球各地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的研发人员和企业技
术人员和高管。是次活动由 SID 北京分会、台北分会、香港分会主办，由华南师范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中山大学、广东聚华印刷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先进显示与光电子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福州大学、国际
柔 性 电 子 协 会（OE-A）、

广州市产业园区商会共同
承办。

2017 国际显示制程前瞻技术研讨会 
2017 年 9 月 20 - 22 日      台湾 台北

技术研讨会及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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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到访
2016 - 2018 

实验室科研队伍向每位到访来宾展示发明原型和交流研究概念。

由 2013 年开幕至今，实验室招待的访客来自各个界别，包
括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及企业团体。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博士 ( 中 ) 访问香港科技
大学，并参观国家重点实验室。

来宾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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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铁牛博士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后，他到访香港科技大学
了解目前教育和科学相关的事务，并到访了本实验室伙伴实验室掌握其最新发展。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博士参观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7 年 1 月 9 日 

广州市代表访问团与科大校长﹑首席副校长及工学院院长会面，了解科大策略发展及现况，并讨
论广州市的合作展望。由工学院院长的带领下，本实验室队伍成员向访问团介绍最新的研发项目。

广州市市长温国辉率团访问香港科技大学
2017 年 3 月 22 日

来宾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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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库路思 (Oculus VR)
2016 年 12 月 15 日   

傲库路思的研究科学家 Ilias Pappas 和技术计划经理 Steve Gorton 到访实验室。

2017 年 6 月 14 日 

 明基材料

明基材料与实验室就光配向和智能窗户等科技议题上进行交流并了解实验室的原型演示。

「信息科技与大数据创新应用学习班」
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
2017 年 5 月 24 日 

在广州市科技进步基金会的委托下，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举办信息科技与大数据创新应用
学习班，并组织广州市科技企业的 50 位中、高层管理人员到香港国际先进机构企业及本实验室
参观，以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

2017 年 6 月 7, 13 日 

广东省科技合作研究促进中心参观实验室 |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广东省专业镇技术创新服务交流培训活动第一及二期 

是次活动是由广东省科技厅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合办，目的是促进两地学术交流。本实验室研究
团队向来宾介绍了实验室设施和最近的研究成果。

来宾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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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至今申请及发表过逾百份专利和论文，亦不断推出创新的显
示发明 ，当中不少更已得到学术界及业界的认可及肯定。

实验室团队将会继续贯彻实行研究计划，希望在各个范畴
上获得重大突破。

科研成就
2016 - 2018 

科研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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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主任郭海成教授和实验室副主任王文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参加由广州中山大学举办的两地三
岸研究生显示技术研讨会。當中实验室博士研究生邓孙斌先生和张万隆先生分別获得 Best Oral 
Presentation Award 和 Best Poster Paper Award。

博士研究生于两地三岸研究生显示技术研讨会获奖
2016 年 9 月 9 - 11 日    广州中山大学

博士研究学生張珂小姐的论文 "Fully-Integrated Active Matrix Programmable UV and Blue 
Micro-LED Display System-on-Panel (SoP)" 于 SID 显示周荣获 201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Distinguished Paper。

2017 年 5 月 23 - 26 日    美国 加州洛杉矶

博士研究学生于 SID 显示周获奖

博士研究生于 IDMC’17 荣获多个论文奖项
2017 年 9 月 20 - 22 日      台湾 台北

由郭海成教授，Chigrinov 教授和邓青云教授指导，团队于「2017
国际显示制成前瞻技术研讨会」(IDMC'17) 荣获多项论文奖项。

Best Paper Award:
石良瑜小姐 , Improvement of Color Shift and Viewing Angle of 
Two domain Electrically Suppressed Helix Ferroelectric Liquid 
Crystal Display via Azo-dye Photo-alignment Technology
赵晨项先生 , Novel Humidity Effect on Photo-induced Alignment 
of Azobenzene Sulfonic Material

Distinguished Poster Award: 
邓孙斌先生 , Self-Aligned Hybrid-Phase Microstructural ITO-
Stabilized ZnO TFTs Achieved via a Combination of PECVD 
Processes
赵晨项先生 , Novel Humidity Effect on Photo-induced Alignment 
of Azobenzene Sulfonic Material
姜毅斌博士 , Over 80cd/A Efficient Vacuum-Free-Fabricated 
Quantum-Dots Light-Emitting Diodes (QLEDs) using Liquid Metal 
Electrodes

Distinguished Paper Award:
孙梽博先生 , Far Field Scattering Simulation of Random Two and 
Four Domain Polarization Grating using FDTD

Distinguished Poster Award 和 Best Paper Award 的得奖者分别可
以得到新台币 $3,000 作为奖金。

张万隆先生 ( 左图左 ) 和 邓孙斌先生 ( 右图左 )

張珂小姐 ( 中 ) 参与于加州进行的 SID 显示周

科研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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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于第十六届国际铁电液晶会议获奖
2017 年 12 月 4 - 7 日   香港科技大学

经一众国际科学委员会评分过后，博士研究生张万隆先生的论文 “Photo-Emissive Nanorods 
Display Based on Ferroelectric Liquid Crystal Cell" 于 第 十 六 届 国 际 铁 电 液 晶 会 议 获 得 Best 
Poster Award。

张万隆先生 ( 左二 ) 与其他得奖者和 FLC 联合主席 Chigrinov 教授（左）和郭教授合照

实验室研究组组长 V. G. Chigrinov 教授荣获国际信息显
示协会（SID）2018 年度的 Slottow-Owaki 奖项。

该奖项的引言是表扬「对研究生的教学和监督以及大量
的出版物和会议演示文稿都证明了他在液晶器件领域教
育的贡献」 。该奖项在 2018 年 5 月 21 日的 SID 颁奖
晚宴上颁发。

Slottow-Owaki 奖是颁发给对信息显示领域的学生和在
专业教育和培训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该奖项由董事
会根据荣誉奖励委员会的提名挑选，并会获得 2000 美
元的津贴。

2018 年 5 月 21 日               美国 加州洛杉矶

Chigrinov 教授荣获 
 2018 Slottow-Owaki Prize

港商缔造「颜色革命」研智能价钱牌助传统零售求胜

2017 年 4 月 24 日 摘自香港经济日报

网 上 购 物 发 展 蓬 勃， 传 统 零 售 改 革 乃 大 势 所
趋，有本地初创企业见微知着，推出一款名为
Advertag 的电子智能价钱牌，把市面上的价钱牌
全彩化，甚至可加入广告，为传统零售店推行「颜
色革命」，提升吸引力。他们藉着香港贸发局多
元推广平台，获得本地专业食材商「大栈」及欧
洲零售广告企业垂青，成功抢占商机。

iDisplay 由 4 名科大毕业生携手创立，创办人之
一的李忠勇（Michael）指出，于攻读博士期间，
研究出运用双稳态（Bistable）的「电子纸」技术
应用于液晶显示器（LCD）之中。连普通工厂都
可生产的技术更为相宜及耐用。

他提到：「传统零售为求加强竞争力，市场希望
价钱牌走向电子图像化，追求更丰富的色彩及更
高的分辨率，可见电子智能价钱牌 （Electronic 
shelf labels）市场潜力庞大。」

另一创办人程广龙（Ronald） 又指，「我们希望
创造一个『颜色革命』，把市面上颜色单调的价
钱牌全彩化，透过 Wi-Fi、NFC 或蓝牙更新数据。
而新产品命为『Advertag 』，其不单只显示价钱，
还附带精美图片，给顾客更多信息。」

他们参加不同的「创业大赛」。当中有一次他们
在内地「创业中国」比赛中赢得全国第二名，获
得上海育瑞投资天使资金 160 万元，成为他们首
笔创业资本。

Ronald 表示，中小企资源有限，幸好透过香港贸
发局不同推广平台，与买家团、媒体、投资者会
面，成功接触欧美零售广告科技公司，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使他们认识内地大型超市及本地零售
商，反应非常理想 。

首张订单是来自香港的专业食材商「大栈」，他
们打算在旗下 20 多间分店都全面安装 Advertag
价钱牌，为顾客带来新鲜感。Ronald 说：「这张
订单对公司带来很大的鼓励，藉是次机会，真正
了解到零售商的需求，例如香港店铺空间较细，
我们便参考路轨灯的设计，重新设计小巧、美观
的价钱牌。」

iDisplay 由实验室四名毕业生携手创立，曾参加
内地「创业中国」比赛，赢得全国第二名。

iDisplay 创办人参与贸发局主办的电子展，并于初创专
区接触到欧美零售广告科技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Advertag 价钱牌全彩化，装置还能够透过 Wi-
Fi、NFC 或蓝牙更新资料。

科研成就



2726 

先进显示与光电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第三期   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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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龙 | 曹伟强

博士研究生
邓孙斌 | 李佳鹏 | 蒙翠玲 | 石良瑜 | 王思思 | 夏之荷 | 张万隆 | 赵晨项 | 孙梽博 | 权敦航 | 许森 | 張珂 | 周志超

2017-2018 访问学者

台湾
王俊达 博士     高雄国立中山大学

中国内地
李青 博士          南京东南大学 
吕楠楠 博士   苏州大学

海外
Dr. Valerii Vashchenko         SSI “Institute for Single Crystal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
Dr. Maksym Prodanov          SSI “Institute for Single Crystal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
Dr. Evgeny Pozhidaev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Moscow
Dr. Oleg Yaroshchuk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kraine
Dr. Sarah Bebiche  University of Rennes, France
Dr. Yannick Kervran  University of Rennes, France
Dr. Swadesh Gupta  University of Lucknow,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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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程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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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

及工程学系研究助理教授

冯健明
首席技术人员 

姜毅斌	博士	
高研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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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跃龙 
高级技术主任

杨思恩	博士
实验室经理

邓树端	博士
副研究员

陈荣盛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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