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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SID

信息显示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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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的成员是与展示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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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i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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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快乐
无论您在哪里庆祝假期， 

祝您一切顺利，并期待在新的一年见到您。
随时查看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有关2020年显示周的更新。

报名开始  
2020年2月1日
2020年显示周
第57届国际讨论会，
研讨会与展览
2020年6月7日至12日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莫斯康中心

今天请标记您的日历！

6月9-11号 展览会

2020年6月7-12日 讨论会

6月7号 周日短时间课程 

6月8号 星期一研讨会

星期二， 6月9日 上午 
10：30--下午6点30

星期三，6月10日， 
上午9点--下午5点 

星期四，6月11日， 
上午9点--下午3点

展会时间

星期二，6月9日 
下午5点-6点30 ， 网络活动

 
 
2020年显示周还将包括由
该领域的顶尖技术专家和领导人参
加的特别会议和节目，以及建立人脉
和促进职业发展的机会。

周日短期课程

星期一研讨会

业务跟踪和

市场会议

科技小组中的女性 

讨论区 

CEO论坛

招聘会

托管网络活动

并且
这里有更多！

给人民的力量 
在2019年，“显示周”举办了首届“人民选择奖”（取
代了往年的“最佳展示奖”）。 与会者和参展商第一
次有机会为其投票  
展台上最喜欢的展品和产品， 包括最佳新显示
技术 (LG), 最佳技术演示 (BOE), 以及最佳大型 
(AUO), 中型 (CLEARink) 和小型 (PlayNitride) 展
位。 在多个类别中有多个获奖者。 查看获奖者的
完整列表。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人民选择奖”将在2020年显
示周中再次出现！

再次，将通过“显示周”移动应用中的以下六个类别
的调查进行投票：

•   最佳新显示技术
•   最佳新显示组件
•   最佳技术示范
•   最佳小型展位
•   最佳中型展位
•   最佳大型展位

有关更多信息，请通过 drocco@pcm411.com  
与Danielle Rocco联系。

加入我们于2020年显示周， 
让您的声音被听到！

人民选择奖
旧金山2020

的等待
提交截止日期：2020年2月28日

现在就开始考虑在2020年展示周上提交
I-Zone的申请永远不会过早，今年是第9个年
头，I-Zone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来展示您
的原型-免费-为期三天的全球展览，有8,000
多名与会者渴望看到尚未出现在市场上的
新兴技术和新产品。 这种竞争性选择过程对
大学，研究人员，政府实验室和初创企业都
是开放。 在2018年和2019年，超过50多家参
展商在主展厅获得了展位。

SID的I-Zone委员会主席Harit Doshi表示：“
显示周的I-Zone已成为展示平台上的主要平
台，可以看到初创公司和大学实验室的展示
和相关创新。”

看看去年的获奖者Holst Centre，该公司凭
借其透明指纹读取器概念获得了最佳原型
奖。 请参阅现场颁奖公告。

申请2020年I区的截止日期 
显示周的活动将于2020年2月28日举行。

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电子邮件  
I-Zone@sid.org. 

您在2019 
年显示周上错过了什么？
2019年显示周的视频观看次数超过150万！ 
请查看我们的YouTube频道，重温兴奋的气

氛或发现新的事物-并与您的朋友分享。

随时通过社交媒体与我们联系。

我们要求“展示周”的领导者分享他们对为期一周的视觉
和声音盛宴的想法，这一盛会吸引了全球成千

上万的行业专业人士。 这就是他们
不得不说的。

VIEWS FROM THE TOP

Ruiqing (Ray) Ma （人名）  
2020显示周项目主席

Q.  在2020年的显示周上，我们可以期待
什么样的节目?

A.  我们有三个反映显示行业最新趋势的专
题:AR/VR/MR、用于显示的机器学习和打印显
示。当然，由我们的项目委员会努力组织起来
的常规曲目是我们技术项目的基础。在这里，
我希望我们将看到其他前沿的主题，如可折叠
显示器、微发光二极管和量子点——我相信这
些将继续吸引大量观众。

Q.  在过去的五年中节目制作发生了什么
变化？

A.  在过去的5年中，显示技术和应用经历了
快速的变化，不仅在进步的速度上，而且在新
条目的数量上。 节目委员会对更改非常敏感，
并一直积极通过节目设计交流（在某些情况下
促进）更改。 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特殊主题的
形式化和“副计划主席”职位的创建，副主席可
能会从不同的委员会中选出论文，以组建强有
力的跨学科特别会议，从而更好地为显示界服
务。 

Q.  如何选择特别会议的主题？

A.  对于特别会议主题，我们请计划委员会成
员提出建议。 根据这组备受推崇的显示专家
的意见，并与 
主席，副计划主席和其他执行委员会成员，我
们决定最终的特殊主题。

Q.  是什么让旧金山成为举办2020年显示
周的好地方？

A.  作为加利福尼亚湾地区的第二大城市，旧金山
为您提供毗邻硅谷的便利-您可以在这里完成很多
工作！ 完成工作后，您可以享受旧金山提供的许多
服务：美味的食物，现代建筑，国际化的风情，陡峭
的起伏山丘和壮观的自然美景。

 
Yi-Pai Huang  （人名） 
2020年显示周主席

问：  2020年显示周正在进行什么样的计
划？

答： 除了技术计划外，我们目前还在规划业务
和营销途径，以及招聘会和参展商论坛。 我们
将在今年的显示之外扩展主题演讲，包括来自
第一级半导体公司的领导人，他们可以讲机器
学习和智能显示应用。 所有“显示广告周”执
行委员会均由行业和学术界的高层管理人员
组成。 我们集思广益，围绕未来趋势，并吸取
过去的经验，为与会者和参展商提供非凡的体
验。

问：  “ 2020年显示周”最令人兴奋的事情
是什么？

答： 我相信我们在2020年显示周上看到的最
令人振奋的事情就是技术的发展和革命。 许
多新技术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可以进行批量生
产，例如柔性OLED，高质量的AR / VR系统和
microLED。 跨学科合作也带来了很多进步和
令人振奋，这些协作创建了许多新应用，例如
智能零售，自动驾驶和智能医疗。

问：  我如何参与SID以将我的专业知识带
给“显示周”？

答： 参加“显示周”的方式有很多：您可以提交高
质量的论文，注册展位或申请成为I-Zone展商。 即
使只是作为一个参与者 
与会者，您将从研讨会，展览和商业论坛中受益匪
浅，这些论坛提供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进行
互动的机会。 

Helge Seetzen  （人名）  
董事长, 信息显示学会

问:  人们对2020年的显示周有什么期待?

答:  电子显示行业正在进入一个激动人心的
时代，微led、增强现实、柔性解决方案等新技
术迅速涌现。展览周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在
这些新概念永远改变我们的行业之前，让我们
第一眼看到它们。 

问:  参加显示周有什么好处？

答:  “显示周”是进入我们行业未来的窗口。 甚
至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行业中，我们行业的所
有利益相关者都聚集在那里开展业务。 与以
消费者为导向的贸易展览不同， 
显示周的8,000多名参加者中，大多数是买家，
卖家或影响决策的技术人员。

问:  谁应该参加显示周？

答:  显示周为我们行业中的每个人提供了一
些东西。 世界著名的国际技术研讨会和我们
的星期一研讨会为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带来了
最新技术。 业务跟踪会议和网络计划为整个
供应链中的交易提供了框架。 展厅将所有人
聚集在一起，惊叹于未来。 

问:  SID接下来会有什么计划？

答:  SID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强时期。 我们的会
员记录达到5700个； 我们举办的会议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多（许多会议吸引了创纪录的出
席者）； 而且我们为会员提供了更多计划。 所
有这些都得到了努力工作的志愿者的支持，而
且重要的是，它拥有强大的财务基础。未来几
年，我们的社会将利用这些优势，为更多人提
供更多的福利，我们行业的利益相关者遍布世
界各地。我们扩展到中国的总部，并扩展到多
个国家的培训学校，这仅仅是我们计划使SID
对我们行业中的每个人都有价值的计划的开
始。

查看您的电子邮件，了解
项目和发言者的更新!

于2020年6月7日至12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举
行的信息显示学会第57届国际技术研讨会上分享
您的知识，见解，预测和创新思维。

每年，这个充满活力的论坛都会吸引有兴趣了解电
子显示和相关技术的最新进展和预测的全球观众。

除了在“显示周”上向全世界观众展示这些进步外，
还在SID研讨会摘要中对这些进步进行了详细讨
论，SID研讨会摘要是与显示相关的领域中被引用
最多的出版物之一。

今年的研讨会将重点介绍三个特殊主题：

 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

 显示器的机器学习  (新！)

 打印显示器  (新！)

除了新的特殊主题，我们还创建了许多扩展的重点
领域，以快速解决  
不断发展的显示产业发展，带来了突破性的进步和
令人兴奋的新兴技术。 

接收技术摘要/摘要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1日。
最新新闻摘要/摘要的接受截止日期在2020年1月
25日。

查找有关要求的更多信息，并立即提交您的出色创
意。 

2020
年征文启事
截止日期：2019年12月1日

全球 连接
旧金山是世界上最具标志性和最令人兴奋的城市
之一。 毗邻硅谷，这是在6月7日至12日的“显示周
2020”期间将业务与娱乐融为一体的理想场所。 在
显示器行业最重要的国际年度盛会上，与全球领导
者，开拓者，同行和同事联系，在这里您将发现改变
世界的最新技术，产品，应用和概念。 

量子点，机器学习，打印显示器，microLED，AR / VR 
/ MR，OLED，可折叠，可弯曲，可穿戴设备等，都在
位于海湾市中心的莫斯康中心等着您。 

“旧金山不仅是另一个城市，”信息显示协会营销主
席兼董事会成员Sri Peruvemba说。 “这是一个商
业和技术枢纽，可与西海岸的任何其他地区相媲
美，这使其对与显示行业相关的人员具有极大的优
势。”

在显示周完成业务–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布
和测试下一代产品，成就事业。 从密集的学习机会（
例如国际技术研讨会，商业和市场关注会议以及标
志性的主旨演讲者）到200多家展示全球最新技术
的参展商，再到与全球领导者的独家交流机会，可
帮助您推进自己的发展事业并拓展您的思维–长达
一周的沉浸式体验在全球电子显示行业中创造了
自己的一类。

2020年内部显示周特别版将带您一览我们明年6月
越过著名的金门大桥并将技术提升到更高水平时
可以期待的幕后情况。 我们希望您喜欢它。

Sri Peruvemba（人名）
市场营销系主任
董事会成员
信息显示学会

2020 年
显 示 周 详 情

S n e a k  P e e k   •   F a l l  2 0 1 9

mailto:unsubscribe@sid.org
https://c212.net/c/link/?t=0&l=en&o=2362664-1&h=3370769457&u=http%3A%2F%2Fwww.sid.org%2F&a=www.sid.org
https://twitter.com/DisplayWeek
https://www.facebook.com/DisplayWeek/
https://www.linkedin.com/groups/707517/
https://www.instagram.com/displayweek2020/
https://www.youtube.com/user/DisplayWeek
mailto:info@pcm411.com
mailto:I-Zone@sid.org
https://twitter.com/DisplayWeek
https://www.facebook.com/DisplayWeek/
https://www.linkedin.com/groups/7075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_4KvYYNLo&list=PL5GzEcbz_XlV-ShXhWeCroN7F5jjxcJuz
https://www.instagram.com/displayweek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