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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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展示周的赞助商和支持单位

让我们连接！ 
2021 展示周

只要说“YES” 
虚拟网络活动   (太平洋时间5月19日下午4-5点)

信息显示学会邀请您探索青年工程师聚焦（YES）。 YES为年轻职业人士或电子显示行业的
新手开放，YES提供了一个论坛，年轻的（以及新手）工程师可以在此分享他们在专业领域
的后期教育经验，并向SID同行学习 和各个职业级别的同事。

为帮助增进这些联系，YES在5月19日下午4点至5点的2021年展示周期间举办了一次特别
的社交活动。 （太平洋夏令时）请参阅完整事件描述并且立即注册！ 

了解更多关于YES的信息，并观看节目成员的视频访谈。你也可以发邮件到
YES@sid.org

短期课程  
基本原理    (5月17-21日)
短期课程为学生、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了一个全面
的介绍主题基础，希望扩大他们的技术广度到一个
新的领域。通过参加这些入门课程，参加者可以先
学习基础知识，然后再吸收研讨会和技术研讨会中
重点主题的高级演讲。

请参阅完整的课程描述和讲师。立即注册!

主题包括:
 有源矩阵显示器TFT的基本原理
 显示计量基础知识
 人工智能和显示器的机器学习：简介，理论和应用
 OLED的基础知识和应用
 迷你LED显示器：基本原理和挑战

研讨会   (5月17 - 21 日)
展示周研讨会将帮助您了解当今最热门的显示技
术的最新进展。这些90分钟的课程有来自不同学科
的讲师，并提供了一个快节奏的学习环境，有15个
不同的研讨会，涵盖三个不同的学科:

请参阅课程和讲师所涵盖的主题的完整描述。 
立即注册!

专题 1: 电子纸和户外显示器
专题 2: 可穿戴显示器和可伸缩电子产品
专题 3: 新颖的展示和超越

短期课程和研讨会让您走在竞争对手的前面
2021展示周短期课程和研讨会可让您在正确的时间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以掌握基础知识
或深入了解新兴技术。 与具有所教主题的第一手知识的行业专家一起，进入我们独特的
学习机会。

展览周的创新区(I-Zone)展示了世界上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新技术、新概念和产品演示。这个特别
的展览为小型公司、初创企业、大学、政府实验室和独立研究实验室提供了一个非凡的免费机会，可
以在全球显示器行业的全球盛会上分享与显示器相关的尖端技术。 通过竞争过程选择参展商，并
根据要展示的原型的新颖性，趣味性和质量进行选择。 

展示周颁发奖项，以表彰在I-Zone展出的显示技术和系统、产品、原型和制造工艺方
面最重要的进步

如果您急于想要了解显示器和相关技术的新功能和新事物，请立即注册。 

2020年I-ZONE成功者
2020年I-Zone成功者
最好的原型
授予电子和电信研究所(Giga韩国基金会)，以表彰其在全息显示应用玻璃上创新的1-微米TFT像素
设计。

获奖者
• CREAL的光场增强现实眼镜。
• Scrona AG为其纳米滴注添加剂印刷工艺技术。
• NS Nanotech的纳米oled技术。

意味着创新

科技领域的女性:
大流行期间的领导能力

(5月20日上午9点，太平洋夏令时，随后是现场问答)

玛格丽特Kocherga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Light and Charge Solutions

克里斯蒂娜 
Lampe-Onnerud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装饰乐段创新公司

亚莎帕尔克
战略营销和业务发展经理
应用材料

塔拉Akhavan (主持人)
Faurecia IRYStec首席执行官

自2017年成立以来，这是我们最受
欢迎的活动之一，科技领域女性在
展示周继续关注商业领袖们最关注
的重要话题。在今年的讨论中，我们
充满活力的小组将分享她们在过去
18个月中领导和管理新冠肺炎大
流行带来前所未有挑战的个人经验
和心得。这是一个免费的活动。

了解更多关于小组成员的信息，
并且立即注册。

CEO论坛:
开始-管理-退出
(5月19日上午9点，太平洋夏令时，随后是现场问答)

CEO们有很多他们的想法,如果您想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请加入我们的
CEO论坛，届时我们多元化专家将分
享他们如何权衡所有的挑战和机遇,
以及短期和长期的计划。请不要错过
这个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从商业领导者
那里学习战略和成功的难得机会。这
是一个免费的活动。 

伊恩•詹金斯
CEO 
SmartKem

玛丽亚Jokelainen
联合创始人,董事 
Kuori Oy

吉尔Wittels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Nexteon 技术公司。

鲍勃莱克斯 (主持人)
主编兼执行编辑 
Meko有限公司

了解更多关于小组成员的信息，
并且立即注册。

未来的钥匙  
大会主报告 
(美国太平洋时间5月17-21日上午8点)

信息显示学会很荣幸向这些国际创新
者和有远见的人展示他们，他们将在
2021年显示周期间成为焦点。

安娜柯拉勒斯
首席运营官
谷歌硬件和服务 公司

新冠肺炎后世界的硬件
创新和显示供应链

5月20日 星期四 5月21日 星期五

Om Nalamasu
高级副总裁
首席技术官
应用材料公司
Applied Ventures有限
责任公司总裁

材料工程在推动下一波
显示创新中的作用

5月19日 星期三

斯特凡诺
Corazza
副校长、研究员
基于“增大化现实”技
术主管
Adobe 公司

在等待AR显示突破的
同时，提供沉浸式叙
事工具

5月18日 星期二

JS Choi 
(Joo Sun Choi)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三星Display 公司

元宇宙和显示的美
好未来

5月17日 星期一

米利暗丹尼尔
副总裁，Echo和Alexa
设备
亚马逊公司

设计一个环境式的客
户体验

技术研讨会拓展视野 
(5月17-21)

展示周的国际技术研讨会是今年最受期待的活动之一，汇聚了世界知名的研究人员、学者、思想领导者和
行业专家。我们的2021年计划包括许多新的和扩展的主题，反映了显示行业在新领域和新兴技术方面的
增长。本次会议聚焦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AR/VR/MR)、机器学习显示器、高动态范围显示器和物
联网显示器等专题，汇聚了数百位发言嘉宾。 

每次书面会议之后，与会人员将有机会与作者进行实时聊天，他们还将可以在整个会议期间的其他时间进
行讨论。

查看完整的日程安排，然后立即注册，以获得会议的使用权，以及整个文库的发现、发展和见解。

2021展示周亮点

参展商参展
(5月17-21日)

SID/DSCC商务会议
(5月17-21日)

看到世界各地最先进的技术，最新的产品和
应用。从迷你LED、迷你oled、微显示器、AR/
VR、可折叠、可弯曲和先进光学到触摸屏、
量子点、电视、标牌、电子纸和新材料，展示
周应有尽有!一周内参观多个展位，在舒适
的家中或办公室直接与参展商联系。查看我
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的参展商名单，该名单
会随着新公司的加入而不断更新。

今年是SID / DSCC商务会议连续第五年举
办，与面板供应商，品牌，设备供应商，材料
制造商，行业分析师和金融分析师的高管们
共同探讨了显示器市场的前景供应链方法。 
每届会议将由17位市场和金融分析师及商
业领袖（包括16位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将通
过演讲和小组讨论来解决显示器行业面临
的当前和新兴问题，这些演讲和小组讨论着
重于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显示器市场所必
需的见解和策略。

今年的议程包括: 

 主题会议
 金融和市场分析师展望
 智能手机显示市场与技术展望
 电视显示技术与市场
 显示在IT应用程序
 汽车展示
 微型和微led的进展
 增强和虚拟现实(AR/VR)机会
 启动会话

查看整个项目和参与者。

请不要错过这个领先于竞争对手的大好机
会。立即注册。 

省钱，节省时间
旅行费用会消耗掉您两项最宝贵的资产: 时间和金钱。
但今年不一样。您可以参加世界知名的国际技术研讨
会、业界最重要的市场商务会议、行业图标以及令人兴
奋的虚拟展览会，可以从世界任何地方节省大量开支。
参展企业包括:3M、明基材料、京东方、陶氏、E Ink、LG
显示器、三星显示器、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天马
美国、维信诺。请查看完整的参展商名单。

按您的方式来
随时随地参加会议。在你的沙发上，你的家庭办公室，
你最喜欢的咖啡店里都可以观看。无论您在世界的哪
个地方，无论什么时候您都可以选择您想加入我们。您
可以在一周内方便的时候下载内容，至2021年9月17
日之前，以确保您不会错过任何事物。

拓展您的虚拟网络
展示周包括现场和录制的会议，以及社交机会，让您有
机会“亲密接触”，虚拟地与思想先驱人和商业专家虚
拟联系，提出问题，并获得对当今最热门的技术主题的
见解。

展示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显示行业盛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的人都来这里观看同
时也被其它观众看到。从最新的技术到顶级商业领导者，再到网络和特殊活动，展示周是一
个一站式服务，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最热门的技术，了解最新的技术，完成业务并享受乐趣!

我们的虚拟展示周将于2021年5月17日至21日举行，可为您带来现场活动的所有好处， 
而不会带来挑战。

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加入我们的展示周!那您还在等什么?检查我们的全部程序和
定价，立即注册。你会很高兴你这样做了。

参见2021年展示周的亮点。

为什么您要参加2021 
年虚拟展示周呢?

最好的问题是  “您为什么不应该参加呢”

 
现在是时候了
2021年虚拟展示周即将来临– 我们很高兴看到您在信
息显示学会第58届国际技术研讨会和5月17日至21日
举行的展览上看到了什么！ 这种全虚拟的体验具有您
在展示周上所期待的一切，包括顶级参展商，全球领先
的科学家和商业领袖，无与伦比的教育和交流机会以及
与全球专家的特殊活动-所有这些都旨在为您提供 360
度-行业观点。 无论您在供应链中的哪个位置，展示周都
能为与电子显示和视觉信息领域相关的每个人提供一
些服务。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了解行业的现状
和发展方向。 

自COVID-19开始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一年
多了，今天它仍在改变着我们。 但是，我们在适应“新常
态”方面已取得了巨大进步，现在是时候设定水平了。 
2021年展示周将全面展示所有东西，这将有助于我们从
现在入手并为未来做一个规划。

今年的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包括在为期
一周的技术研讨会上的现场讨论。 在座谈会期间的每
次会议之后，都会进行现场问答，演讲者还将为与会者
提供一周中进行更多跟进的机会。 此外，我们的短期课
程和研讨会由当今的一些顶尖创新者主持，重点关注主
要趋势，以帮助您在当前职位上脱颖而出或促进职业发
展。 SID / DSCC 2021商业会议还着重于您在竞争中取
得领先所需要了解的知识。

除了130多家参展商之外，I-Zone也重返了市场，现在已
经是第10年，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初创企业和智囊团的
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演示。 在主题演讲中，您还将有机会
听到领先创新者的声音，以及充满活力的科技界女性讨
论和CEO论坛。

2021年的展示周可以观看到和发现很多东西! 最重要的
是，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享受这个展会。 
立即注册。等待您的体验。

Radu 瑞特 博士
市场营销主席
国际信息显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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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展示周内幕

https://twitter.com/DisplayWeek
https://www.facebook.com/DisplayWeek/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society-for-information-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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