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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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记： 
注册将于3月1日在  
www.displayweek.org 上开放！
观看您的电子邮件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

请与我们取得联系，并随时了解有关2021
年展示周的所有信息！

无论您是职业初期的年轻专业人员，还是
刚接触电子显示行业的新手，信息显示协
会都邀请您探索青年工程师聚焦（YES） 

YES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论坛，年轻的（以及
该领域的新手）工程师可以在此分享他们
在专业领域中的后期教育经验，并向各个
职业级别的SID同行和同事学习。 通过创建
一个供早期职业人士使用的网络，他们可
以联系并讨论当今工程师面临的具体挑战
和机遇，以及明天将要形成的新想法，我们
希望能够帮助该行业继续发展壮大。

观看对YES计划成员的访谈或访问我们
的网站获取更多信息。你也可以发邮件到
YES@sid.org。

信息显示协会的年轻
工程师聚焦

有兴趣参加2021 
年虚拟展示周的展览吗？
展示周为您的公司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营销机会，可以与来自世
界领先公司以及整个价值链中的最终用户的成千上万的电子
显示器设计，开发和工程采购决策者建立联系。 这是向顶级行
业经理，董事，VP和C级高管展示品牌和展示公司最新技术，设
备和功能的理想场所。

预留您的展会空间或了解更多 有关2021年展示周的优势。

听到更多的杰出的女性领导人的介绍

坎迪斯是2017年“展示周”期间首届“科技界女性”活动的小组成员。 
听取了完整的讨论，其中包括以下杰出的女性领导人：朱莉·布朗博士， 
海蒂·多塞，劳拉·雷亚和尼亚兹·阿卜杜拉希姆。  第 1 部分, 第 2 部分。   
并关注有关“ 2021年虚拟展示周”科技女性活动的小组成员的新闻。

我们请该领域的杰出开拓者和思想领袖坎迪斯.布朗.艾
略特 分享她对行业趋势和专业前景的看法。 

她是这么说的：

高端视觉
与坎迪斯.布朗.艾略特 的问答 
执行官，企业家，技术专家/发明家

 
问:  您如何看待女性在技术领域
的职业格局的变化和扩展？ 

答:  多年来，我喜欢拜访亚洲伙伴的事情之一
就是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进入那里的展示领
域。 这为将来寻找最佳技术和管理人才创造了一
条渠道，我相信其中会有很多女性。

 
问:  您认为2021年以及未来三到
五年内最重要的显示行业趋势是
什么？

答:  在短期内（五年是非常短期的），我看到
了该行业的两个挑战和趋势。首先是避免商品
化，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分辨率，色
域，尺寸和成本方面都达到了“足够好”的程
度。显示器制造商将需要在这些领域之外进行
创新，以维持足够的平均售价，以保证该行业
涉及的大量资本支出。第二个挑战是寻找新的
市场机会，以逃避市场饱和。换句话说，我们需
要找到一个令人兴奋的“从未见过的”新产品
类别。智能手机市场已经饱和，可穿戴设备并
没有像许多人希望的那样腾飞。实际上，某些
市场已经萎缩，例如数码相机（因为每个智能
手机已经内置了相机）。

我相信有可能出现新的市场和方式，显示器制
造商可以利用他们现有的生产线。 （阅读更多
请往下看。）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看到以uLED为基础的
显示器逐渐应用于从可穿戴设备到AR / VR的
小型显示器。

问:  您认为COVID-19大流行如何影响或将影响这些关键领域的发展？ 

答:  远程工作和为那些不工作的人提供“就地安置”的需要，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是一个突
出的领域。几十年前，我就预见到对新型集成显示器和相机的需求。你是否曾与某人进行
过一对一的视频通话，却因为缺乏适当的眼神交流而感到不安?典型的布置是在显示器上
方安装一个摄像头。这会造成几个问题，缺乏眼神交流是最明显的。其他的还有“织布机效
应”——当你向前倾或向前移动你的手时，图像变得太大，但同时又向下移动。我们真正需
要的是一个系统，如果一个人伸出手去触摸屏幕，那只手看起来就像在推他们之间的一扇
玻璃窗。 

 
但是，就像我几十年前在笔记本上写的那样，如果我们利用有源矩阵技术和梯度折射率透镜技术的结合，
我们可以创建分布式传感器，分布式光场相机，并散布在显示器的子像素中。 那些相同的梯度折射率透镜
也可以用于创建光场显示。 通过视频通话将两个系统藕合在一起，用户可以通过虚拟窗口与另一房间进
行目光交流。 该系统还将具有允许以3D方式查看屏幕前后对象的优势。 并允许通过虚拟触摸来手动控制
对象的放置和旋转（例如，通过显示器的分布式摄像头对手和手指进行AI识别）。

只要他们进行更多的研发，这项技术就完全在显示器制造商的能力范围内。 它具有创造新的市场需求的
优势，并且（至少对于早期推动者而言）可以使更高的平均售价摆脱当今的商品市场。 该技术可能在未来
五年内无法使用，但肯定会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 实际上，这是我很乐意从事的工作。

目前的大流行带来的另一件事是人们对感染控制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与Vyv的顾问关系如此满意
的原因。Vyv是一家生产以led为基础的生物安全照明产品的公司。这项技术有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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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坎迪斯在领先的半导体公司和初创企业中担任过工程和管理职务，成立了多家技术公司，并领导了行业研
究联盟计划。 她经常在国际会议，行业研讨会和大学中担任演讲嘉宾。

坎迪斯以笔名“Seaby Brown”出版了她的第二部科幻小说《乌鸦》，这是她第一部科幻小说《所有的星星都
是太阳》的续集，目前她正在写第三部小说 (Skyview Keep)。 

当她不在家里的办公室写小说时，你可能会发现她在花园里照料植物，或者和她的丈夫杰夫一起工作， 
修复他们历史悠久的家;或者在她现役飞行教练的飞机场。

坎迪斯.布朗.艾略特 是平板显示器和半导体行业的执行官，企业家和技
术专家/发明家。 她已经获得了超过100项美国实用新型专利，并因她在
开发高分辨率彩色显示器的像素排列，亚像素渲染技术方面的工作而获
得了信息显示学会2014年的Otto Schade奖，该技术现已应用于数亿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中 ，笔记本电脑和超高清电视。

2021年展示周即将到来–如果您将以任何方式与显示行业建立联系，
那么显示周就是您需要的地方。

当我们于2021年5月17日至21日打开在线虚拟展示的入口时， 
您可以期待电子显示和视觉信息行业一年中最大，最重要的事件：

将于3月1日开始注册

有关更多信息或要注册，请访问 www.displayweek.org.

在2021年 虚拟展示周上看到和被看到 

 一个深入的展览，顶尖的公司
将展示大量的最新产品，技术
和进步，包括柔性手机，可折
叠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 
OLED; 微型OLED 自动技术 触
摸屏； 标牌 ，微小LED; 电子纸; 
电子写作； AR / VR，可穿戴设
备，高级光学器件等

 世界知名的国际技术研讨会，
其演讲嘉宾和论文集中在以下
特殊领域：AR / VR / MR（增强
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 显
示器的机器学习； HDR（高动
态范围）显示； 和IOT（物联网）

 我们全面的商务会议，提供有
关最热门技术的市场，预测和
供应链关注的内部视图

 在I区，初创企业，研究机构，大
学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原型和上
市之前的产品

 每日主题演讲会议

 特别的，互动的小组讨论，例如
技术行业的女性和首席执行官
论坛，参加者可以听取全球商
业领导者的意见

 与该领域一些经验最丰富，最
受尊敬的领导者以及专业人士
一起参加的短期课程和研讨会

最重要的是，您可以在舒适的沙发上，自己喜欢
的咖啡馆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享受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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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有
许多事情可能会继续发生变化，但有些事情却保持
不变-例如信息显示协会（SID）对电子显示行业的
承诺。 近60年来，SID支持了大量的新发现生态系
统;其中包括显示系统设计和集成； 制造业; 应用； 
研究和开发。

随着我们在前所未有的挑战所带来的新范式和创
新中不断前进，信息显示协会（SID）始终处于最前
沿，并将作为多方面在线举办2021年展示周活动。

2021年展示周，第58届SID国际研讨会和座谈会将
于2021年5月17日至21日举行。“展示周”是全球电
子显示界最重要的活动，展示当今最先进的技术，
并阐明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职业发展教育课程;并
提供与行业领袖和先驱者联系的无与伦比的机会。 

信息显示协会营销主席拉杜-瑞特博士 表示：“这
将是我们举办虚拟“展示周”的第二年，对此我们感
到非常兴奋。 “我们从去年的活动中学到了很多东
西，并将把社会获得的反馈铭记于心。  

在2021年，您将看到一些重要的改进-例如更流畅
的导航，增强的连接性和扩展的交互功能-确保所
有人都能获得最佳的体验。”

他补充说：“2020年有超过5,000人参加了我们的动
态活动，我们预计今年的参加人数会更多。”

请阅读以下内容，以了解有关2021年展示周的更多
信息。

报名将于3月1日在 www.displayweek.org 上开
始。  
我们希望您可以加入我们。 您会为加入了我们而感
到很高兴的！

拉杜·瑞特
市场营销系主任
信息显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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