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K 坚持技术优先战略 再次成为柔性屏触控引领者
文/李文正
编者按：
宸鸿（英文缩写 TPK，以下简称“TPK”）作为当今世界的透明玻璃投射电容技术之领
导厂商之一，拥有垂直整合的生产制程，能提供客户全方位的触控技术应用解决方案。在触
控式萤幕领域，无论在技术层次或产能均居世界领先地位，并在触控技术发展史上，TPK 都
是无法绕开的里程碑式企业之一。它曾经凭借着电容式触控技术让人们跨入触控新时代。
然而，触控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从电阻屏到电容屏、从外挂式到内嵌式….，技术的
发展往往也伴随著行业的动荡，从 2007 年到如今，触控行业从发展、鼎盛到衰退、再发展，
企业间的兼并、重组、破产、倒闭等新讯息令人眼花缭乱。TPK 作为触控行业的引领者走过
荆棘丛生之路后，更坚持了技术领先的战略，并在柔性屏触控技术上再次成为行业的领头
雁。
2018 年 8 月 22 日，笔者受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之托，采访了 TPK 策略长刘诗亮先生，
刘先生虽身在美国，采访时美国当地时间已经是深夜，但刘先生还是抽出时间接受了专访，
实属不易。下面是刘先生采访的内容：
TPK，触控行业的革命者：
在人机交互领域，生活在当今的人们根本无法想像，如果没有触控、语音、手势、AR/VR
等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生活该是多么的无趣和低效。然而在 2007 年以前，人们与机器对
话的手段主要是键盘和滑鼠，而当时电阻屏刚刚崭露头角，电容屏更无从谈起。
触控技术是最直接、最人性化的人机互动式技术，TPK 最先感知到这股巨大的商机，并投入
巨资和人才开发电容式触控技术。历史的指针来到了 2007 年，苹果推出的第一代 iPhone
开始颠覆整个手机行业。苹果 iPhone 炫酷的触控技术成就了 TPK 在触控领域的龙头老大的
地位。
TPK 策略长刘诗亮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在整个触控行业，TPK 算是一个革命者，从
第一代 iPhone2007 年上市以来，多点触控（multi touch）就是由 TPK 发明的，整个触控行
业从千禧年开始，TPK 都处于领先地位。随后，TPK 对广阔的大陆触控式萤幕市场进行了跑
马圈地式的佈局，全力开拓市场。由于 TPK 技术上的先进性和独特性，小米，OPPO，魅族，
中兴等智慧手机厂商先后成为 TPK 的客户，一时风光无两。

历尽劫难 方得从容：
当时触控行业及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的同时，触控式萤幕市场正聚集着更多不确定性未
知风险，显露出它那风云诡谲，变化莫测的一面。
全球市场对触控式萤幕需求爆发以后，从 2010-2012 年触控行业急速成长，导致更多的
资源涌入触控行业，短时间造成触控式萤幕产能供过于求的状态，如日中天的触控式萤幕市
场大好形势急转直下。2013 年，尤其是下半年，整体触控产业的竞争不断加剧，触控模组
价格明显下滑。虽然刘总认为这是任何一个产业在演变的过程中必然要经过的进程，但大陆
竞争激烈的触控式萤幕市场超过了 TPK 的预估，TPK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012、2013 这两年，苹果 iPhone 从原来的 out cell 触控技术转向 in cell 触控技术，原
先 TPK 借助苹果手机海量出货占领了绝大部分的触控式萤幕市场，仿佛一夜之间，out cell

触控式萤幕被弃之不用成为“鸡肋”，TPK 不管是出货量、营业额还是获利状况都出现了大
幅下滑。同时，由于中国大陆触控式萤幕整个市场供过于求，导致 TPK 在完全没有利润的情
况之下，不得不退出了大陆触控式萤幕市场。
为应对严峻的市场形势，从 2014、2015 之后，TPK 开始进行大幅度的整改，无论在策
略上还是在整个体制上都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裁员、暂时关闭旗下子公司、整并生产线等
措施，让 TPK 从亏损的泥潭中迅速走出。
2016 年 TPK 调整已陆续完成，开始走上正常的发展之路。因为 TPK 作为整个触控行业
的技术领先者，重整旗鼓再出发是必然的事。经过一系列的劫难之后，凤凰涅槃的 TPK 明白：
技术才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了核心技术，未来才能应对一切不确定的市场风险。
对于过度依赖单一客户所造成的企业风险，TPK 曾经求索过解决之道。在 2012、2013
年的时候，TPK 也尝试客户多元化，分散风险，后来发现，全球的触控式萤幕市场也是遵循
80/20 定律的，即百分之八十的市场份额掌握在百分之二十的客户手裡。得出的最后结论：
市场风险其实是总体经济的风险而不是单一客户的风险。
基于固有思想认识上的突破，TPK 依旧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大者恒大。作为触控技术的
领先者，同时也是触控式萤幕领域的强者，能够吃下 TPK 海量订单的还是那 20%的客户，而
那 80%的客户却很难消化海量出货，订单又散而庞杂，在量产和成本上是 TPK 无法接受的。
正如刘总所说：“过去是这个市场状况，未来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改变。至于说要彻底规避
市场风险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建立公司本身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竞争力——技术领先，而不能说
只是一个价格的竞争者，这也是我们公司从 2014、2015 年整改以后所努力的一个方向，希
望我们是一家以技术取胜的公司。”
“有了技术优势，无论市场上现有多少客户，他们要合作的对象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你，
你就成功了，这就是技术优先战略。”
经过市场劫难的 TPK 已能从容应对，无论多大的市场冲击，TPK 都能从容以对。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易得，始终难守。
目前，柔性屏已成为当下行业热点应用之一，未来柔性屏将成为智慧终端机的标配之一，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TPK 在此领域早已布下“棋子”，技术上的研发一直在推进，不敢有些
许懈怠。既然 TPK 确定了以技术优先的战略，自然就要在该领域大展拳脚，有所作为。
据刘诗亮介绍，为了抓住这个商机，TPK 从 2012 年开始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开发纳米
银线的触控技术，和美国硅谷的一些公司合作，著眼于 2020 年以后的下一代手机或者移动
智慧终端机，解决最大的一个革命性变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柔性触控技术，也就是折叠式应
用。
过去十几年来，触控的主要材料主要用 ITO，可是 ITO 因为一些固有的限制等没办法折
叠，TPK 选择纳米银线原因之一是银是软性金属，经过一些特殊的结构处理之后，它适合在
一个软性或者是可弯曲可折叠甚至是可卷曲的屏中应用。 TPK 自 2012 年开始研发，五六年
有颇多进展，目前纳米银线的触控应用开始陆续交货，只是柔性显示幕还没有成熟，初期
TPK 纳米银线的触控应用还在硬式屏上，就整个功能及成本与现在主流的一些产品比较来看，
纳米银线拥有绝对的成本竞争优势，各方面性能相比 ITO 或者 Metal Mash 产品也有优势。
因此，应用十几年的 ITO 触控技术在当前不会有太大突破的情况下，TPK 投入资源优先
进行柔性屏用纳米银线触控技术开发，这也是 TPK 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专攻应用在柔性屏
上纳米银线触控技术，在未来的中小尺寸及大尺寸终端应用上抢占市场先机。
因为纳米银线特性是阻抗很低，非常适合于大尺寸的触控屏。比如商业用的白板，商业
显示器等等。目前，TPK 从 20、30 寸一直到 80 寸都有出货，这表明客户已对 TPK 的纳米银
线触控技术的认可。

所以，TPK 对纳米银线触控技术应用前景非常看好。
站在高端 面向未来
从 2007 年到现在，无论是智慧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外观都没有多大改变，始终都是一
个方框，变化仅仅限于屏占比及边框的缩窄。而柔性屏的出现，打破的不仅仅是移动终端的
外观，更多是内在的技术变革，如显示技术、触控技术、基础材料技术等等。
TPK 策略长刘诗亮表示：“柔性屏的应用不管将来是可折叠或者可卷曲，都可以在现有
的尺寸上有机会把萤幕放大成两倍，这点很重要。因为依照现在柔性屏的发展趋势，2020
以后的会有较大机会被商业化的生产，同时这个时间点 5G 的应用也会成熟，这两者相辅相
成，等 5G 变成通信主流的情况之下，每个人都对更大尺寸萤幕的需求成倍增加，柔性屏正
好切中这个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商机。当前，智慧手机设备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到一
个瓶颈期。下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柔性屏，也就是可卷曲的可折叠的柔性屏。”
虽然说柔性屏应用是 TPK 开发纳米银线触控技术的首先考量的，但限于目前的柔性屏还
没有成熟， 将该技术应用于硬式屏也只是权宜之策，柔性屏成熟及纳米银技术应用也需要
联合上下游企业进行推动，京东方等面板企业都在全力研发柔性 OLED 显示幕，柔性屏起飞
也需要相关配套的技术和厂商，TPK 开发的纳米银触控技术不是为了哪一个特定的客户，而
是为了整个产业的发展而开发的。因为任何一个技术要成为业界的主流绝对不是一家可以成
就的，需要联合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一起把它做起来，TPK 也乐意与所有 OLED 显示面板厂
商合作，制定下一个阶段的柔性显示幕及柔性触控屏产业的规范，把该产业做大做强。
据悉，TPK 已决定参加 2018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2018 年 11 月 22 日-24 日）
。作为
国际领先的触控与显示专业展会，凭藉十多年来在触控和显示行业建立的广泛影响力，每年
吸引中国及海外的触控显示终端应用企业超过 36000 名专业观众到场参观。TPK 将借助展会
平台资源优势，向对于成本及耐候性要求更为严格的智慧教育、办公、零售、智慧工厂、家
居、汽车、远程医疗等应用企业专业观众展示全系列的纳米银触控方案。
据悉，2018 年的展会将汇聚来自全球触控式萤幕、显示面板、制造设备、应用资料、
量测测试及元器件等相关及周边行业的上百家知名企业。据主办方透露，此次展会将会汇聚
整个触控与显示产业链的中外行业翘楚，如触控式萤幕及触摸显示模组具有代表性的参展品
牌：TPK、运天戈、中强光电、华科创智、维业达、科立视、恒颢光电、迁鹤光电、肖特、
东旭集团、鑫景、台玻集团。触控式萤幕製造设备中具有代表性的参展品牌：应用材料、东
远机械、联得装备、ABB、台群精机、佳顺达、佳铁、相干集团、大族激光、志圣科技、伊
斯拉、中电科风华。触控式萤幕制造材料中具有代表性的参展品牌：琳得科、Panasonic、
精工油墨、十条油墨、高仁、先导、阿石创、度恩光学、苏州裕罗、永光集团、贺利氏、信
越化学、佑威、格林开思茂等均将集中展示最新触控与显示产品、资料及制成设备，欢迎光
电显示上下游产业链专业观众的莅临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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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办单位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励扩展览有限公司，是由励展博览集团（世界领先的展览及会议活动主办机构）和
上海扩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一家专业策划和组织国内外大中型展览和会议的公司）于 2015
年在中国组建的合资公司，是世界领先的中国国际触摸屏行业的展会主办机构，也是励展博
览集团在华的九家出色的成员公司之一。目前，公司每年分别在上海和深圳两地举办行业展
会,其中包括广为人知的中国国际全触与显示展（简称：全触与显示展，C-TOUCH& DISPLAY）
，
国际新型显示技术展（简称： DISPLAY CHINA）
，深圳国际薄膜与胶带展览会（简称：FILM&
TAPE ）
。除了将展会打造成专业的一站式行业综合学习、采购和体验平台之外，上海励扩展
览有限公司每年还同期举办各种专业的技术论坛，吸引来自智能终端、汽车制造、工控、航
空航天、传媒广告、智慧医疗及智能家居等领域的海内外专业观众及买家前来了解最全面、
最领先的产品及技术解决方案，积极推动了中国乃至全球光电显示行业的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