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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是全球具有规模及影响力、权威性的光电业综合展会。作为覆盖光

电领域全产业链的专业展会，展会将为您呈现光通信、红外技术及应用、精密光学、镜

头及摄像模组、激光生产与加工、光电传感、光电创新、数据中心等主题，为期四天的

展会预计将吸引来自34 个国家及地区的 1,700 多家光电企业参展。

2018 年CIOE 中国光博会紧贴市场发展，针对应用领域展示前沿智能制造技术及创新

综合解决方案，包括手机、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先进制造、半导体加工、安防、国防、

电力电网、航天航空、石油石化、海洋船舶、生物医疗等各个应用行业。

CIOE 中国光博会形成行业上下游产业链集群关系，为汽车电子、汽车整车厂商等提供

了一个集采购、展示、学术交流于一体，以及寻找解决方案与产品市场拓展的一站式服

务平台。

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激光测距雷达、光电传感器、视觉传感（机器视觉）、人工智能、

车联网、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生物识别技术、激光系统设备、激光特种应

用、光电智能制造及自动化设备、洁净工程、光学成像测量、光学加工设备、光学镀膜技

术及设备、AR/VR

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激光测距雷达、光电传感器、视觉传感（机器视觉）、人工智能、

车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红外设备及应用、生物识别技术、激光系统设备、激光特种应

用、光电智能制造及自动化设备、洁净工程、AR/VR

汽车电子

汽车主机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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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子应用领域——展品预览

激光雷达作为无人驾驶汽车的眼睛，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部

分，传统机械式激光雷达由于其居高不下的成本以及可靠性

等问题，使得激光雷达很难达到普及。低成本、高可靠性的

固态激光雷达成为众多厂家开发的重点。知微传感提供MEMS

固态激光雷达核心扫描模组，替代传统机械转动装置，具有

扫描角度大、扫描分辨率高、体积小、成本低、功耗低等优

点。

西安知微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3J06 MEMS微振镜单轴扫描模组

加拿大Leddartech公司是业界领先的固态激光雷达制造商，

基于Leddar专利技术，可实现低成本远距离固态激光雷达，

产品包含8通道，16通道激光雷达，FOV涵盖20°到100°，

测量距离可达185米。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交通，AGV，服务

机器人等领域。

3B06 固态激光雷达

北京杜尔润博商贸有限公司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深圳市大族锐波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车载激光雷达又称车载三维激光扫描仪，是一种移动型三维

激光扫描系统，可以通过发射和接受激光束，分析激光遇到

目标对象后的折返时间，计算出目标对象与车的相对距离，

并利用收集的目标对象表面大量的密集点的三维坐标、反射

率等信息，快速复建出目标的三维模型及各种图件数据，建

立三维点云图，绘制出环境地图，以达到环境感知的目的。

3H01、3H02 车载激光雷达



2 展品预览

深圳市大族锐波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大族锐波研制的1550nm高性能单频激光器基于外腔设计，具

有超窄光谱线宽(小于5kHz)、低波长温度敏感性、低相对强

度噪声（RIN）和高输出光功率等优点。高性能1550nm单频

激光器非常适合光纤传感、光通信、激光雷达和高精度测量

等应用。

3H01、3H02 1550nm单频激光器

汽车车窗马达组件自动组装线

昆山兴基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E08

设备功能：汽车车窗马达自动组件自动装配，多工位同时装

配，效率高;产品尺寸：长度Length 10-100mm；宽度Width 

10-150mm;生产节拍：5秒 Seconds;生产节拍：5秒 Seconds

本产品主要用于激光器光纤保护用不锈钢软管，具有很强的

柔韧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下弯曲不能超过半径，强硬的拉扯

也不能伸长，即使加上侧压，垂直压也非常坚固。利用这些

特长，垂直压，撞击，焊接，反复弯曲，施加侧压等之后，

脆弱的光纤和传感器也能得到可靠的保护。根据咬合构造和

材料性质的不同光纤护具有很多种类。还有流体用，极细用，

扭矩传达用，医疗用等。

东莞市柏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H05 光学元件加工以及光学镀膜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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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光学车载镜头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创新，在车载镜头研发

和生产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具有车规级ISO-

TS16949等相关国际生产资质，同时拥有一系列先进加工设

备，生产的车载镜头涉及汽车辅助驾驶的多类应用，并和国

内众多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和系统方案提供商保持着良好的合

作。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9C01 高清车载镜头

斯迈光学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9G08 LensMechanix

LensMechanix®是由Zemax开发，在CAD软件中进行光机开发

的最佳应用。它可以让光机工程师直接在CAD软件中分析机

械结构对光学设计的影响，极大简化了光学工程师与机械工

程师之间的工作流程。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9C12 HUD抬头显示器

提供多种HUD光机解决方案，具备核心光学零件的量产经验，

前装车规品质保证。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联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D20 光学镜头及影像模组

汽车类产品主要包括后视镜、汽车LOGO投影灯及车载镜

头等产品。公司已通过TS16949汽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经过多年的发展，蓝特已拥有丰富的光学设计经验以及

完善的加工工艺手段，可以为客户提供包括光学设计、

产品加工工艺和产品包装设计等一站式服务。可根据客

户要求定制。

9D06 后视镜 、 LOGO投影灯 、车载镜头

S-LAL21是用于抛光镜片的光学玻璃，改善了车载摄像头镜

片所需的耐水性、耐酸性和机械强度。LAL领域里的玻璃材

料的粉末法耐酸性较差在4至5级，不能应用于车载摄像头镜

片。因S-LAL21的化学耐久性得到改善， 不仅可用于车载摄

像头的镜片，在投影仪和用于照相的交换镜头等多种用途上

都可应用。

小原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9E25 光学玻璃

联创光学可以提供最完整车载镜头解决方案，包含前视、后

视、环视、侧视、车内监控等。

4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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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滤光片是皓天光电自主研发制造的一款主打产品，它是3D

深度摄像技术的关键器件。以公司总经理季泳博士为核心，

基于20多年的研发，结合了光电行业全球最先进的技术，攻

克了其光谱曲线要求非常高且要求几乎零漂移等关键技术。

2013年申请，2015年获得专利授权，在2017年生产出3D滤光

片制造设备，并大规模生产3D滤光片。 皓天光电生产的3D

滤光片质量优越、稳定性好、良率高，价格竞争力强，我们

是全球少有拥有该技术的厂家。

贵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G12 皓天3D滤光片

光学元器件的加工:例如 透镜，棱镜，平面窗口等的加工

光学镀膜：增透，高反，金属，滤光，分光等

南京波特光电有限公司

8L45 光学元器件加工以及光学镀膜

爱发科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7G18 低温泵，油泵

低温泵：本公司的低温泵能制造出10^-7~10^-9Pa及其以下

的纯净真空环境。并在10^-1~10^-8Pa的压力范围内持有快

速排气速度。具有优越的可信度、高性能和高品质，迅速且

适宜的服务，还有许多不同机型，能够适用于全世界的生产

线。 ULK系列油扩散泵：主要用于蒸发设备和高真空实验设

备。 PVD系列油回转真空泵：小排量双级旋片型真空泵，低

速回旋，静音效 果好。

汽车电子应用领域——展品预览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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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度卡(分辨率卡)是标准样张，可以提供实际拍摄的垂直

分辨率和水平分辨率等辅助测试。 分辨率测试采用了国际

标准的ISO12233解析度分辨率卡进行测试，采取统一拍摄角

度和拍摄环境。 标准尺寸有 1X 2X 4X 8X；也可以定制尺

寸，透射反射都可以做

深圳三恩时科技有限公司

6D22、6D23 解析度测试卡 ISO12233

产品领域主要涵盖：车载镜头，行车记录仪镜头，安防监控

镜头，运动DV镜头，VR全景镜头，无人机镜头以及各类特种

领域镜头。 公司有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始终专注于广角

光学镜头的领域。公司目前年生产镜头1800万颗。可以从产

品的设计、出样、试产、量产、销售提供完整服务。

深圳市特莱斯光学有限公司

9P03.9P04 光学镜头

东莞市田旺光电贸易有限公司

9N15、9N16 Fujimi研磨材料

Fujimi产品用于半导体、激光晶体、光学晶体、光学玻璃、

光学塑料、金属合金元件及陶瓷及蓝宝石。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球面：擅长D3.0-D50.0的中小透镜加工，镜头组装等； 晶

体：擅长BBO，LBO，YAG等加工，其中BBO能实现大多数规格

2周的交期； 平面：擅长CaF2、MgF2、JGS1、H-K9L等材料

的窗片，以及波片等；

福州晨征光电有限公司

9E13 透镜，窗片，波片等平片及BBO等晶体

上海晶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D04 光学球透镜

光学球透镜主要作为光通信管帽组装的光学部件及非球面压

型用的预形体之一来使用。

掌握了微透镜阵列的批量化生产的工艺，不仅在透镜精度上

能够很好地满足所需，在成本上也让工业客户能够企及。公

司专注于聚合物微透镜阵列的研发与生产，材料通常选用

PMMA和COC，可用于光信息处理、光数据传输，也可用于复

印机/扫描仪/传真机、光场照相机。在消费电子领域，常见

的应用有VR/AR、3D成像与显示、微型投影仪、LED照明、迎

宾光毯/天使之翼、夜视仪

深圳市微阵技术有限公司

微透镜阵列/复眼透镜6A01

7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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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密LCD/OLED激光切割设2021&2022

主要应用在盖板玻璃、LCD屏、OLED屏、滤光片、车载玻璃

等各种玻璃的直线及异形切割。

韵腾激光

泰德激光

光通讯激光焊接2A56

采用定光路设计和两工位圆盘上料系统，四点柔性预定位零

件夹持准确可靠，工件切割表面质量高、加工精度高，加工

效率每年可达40万件，为用户带来高回报。

汽车变档套激光自动切割机2A17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适用于电脑、手机、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汽车零

部件、日用五金、医疗器械等领域。

优势：

聚焦光斑小，加工热影响区小。

超精细标记，适用范围更加广泛。

热影响区域小，不会产生热效应，不会产生材料烧焦等问题。

标记速度快，效率高。

整机性能稳定，体积小，功耗低。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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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思特自主研发系列化电机系统（7mm、8.5mm、10mm、

14mm、20mm、30mm），具有高精、高速、低温漂等性能，

普遍适用于飞行打标、精密打标、精密切割、精密焊接等行

业应用。

深圳市大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2A31 振镜电机系列

深圳市策维科技有限公司

2A62 便携式光纤激光打标机

采用最新技术脉宽可调光纤激光器，具有光束质量好、首脉

冲可用、脉宽调整范围大、激光输出放射光隔离、超长使用

寿命、高可靠性/稳定性设计。

光电转化率极高，省电；体积小，占地面积小。

极高的重复频率，打标速度快；极高的光学质量，实现精细

打标，可实现打黑和打灰等特殊应用。

可选配XY移动平台，Z轴快速调焦平台，CCD定位。

杰普特JPTCW-SM-K系列激光器（800W/1000W）是光、机、

电、软的优化组合，通过控制接口及杰普特标配软件可对激

光器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及报警提示，并可对运行数据

进行收集记录。激光器采用水冷散热设计，具有电光转换效

率高、能耗较低、结构紧凑、免调节维护、光纤柔性传导输

出、便于客户集成使用等众多优点，是工业激光切割、焊接

及其它应用的理想光源。

SM-800/1000W2A03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半导体激光二极管（635nm，650nm，660nm，670nm，780nm，

808nm，830 nm， 850nm，880nm，980nm等）、激光模组、

绿光模组532nm、激光笔等。 2017年公司研发推出905nm脉

冲激光二极管，功率25W、 50W 、75W产品主要用于：长距

离激光测距仪、激光雷达、 机器人避障、 无人机等相关领

域。

深圳市瑞欣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锡激光二极管 激光模组2021&2022

Aurora系列是目前最为畅销的产品之一，整机系统稳定，操

作简单、明晰。产品在多种环境下可长时间持续稳定的工作，

是工业精细加工的理想工具。 Aurora系列产品现已广泛应

用于手机全面屏切割、OLED智能手表切割、普通玻璃切割及

钻孔等领域，已实现7x24小时工作一年以上的记录，全面打

破国外皮秒激光器在我国高端产线垄断的局面。

江苏锐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C01a 红外皮秒激光器-Aurora系列

全自动上下料激光锡焊系统2A76

深圳市紫宸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1.半导体激光焊接系统：采用红外半导体激光模块，激光功率可

选；采用高精度温度反馈控制系统，通过对温度的精确控制，可

以充分把握焊接效果和避免焊接工件受损。 2.流水线及自动上

下料系统：采用龙门式自动上料系统，视觉自动对位，尤其适合

于需要组装对位焊接的场合。夹具回流采用紫宸独创的固定部件

和活动部件随线分离的形式，可实现过程无人化操作。环形流水

线采用进口部件，定位精度高，稳定可靠。 3.丰富的模块化搭

配：整个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客户的需求配套紫宸激光

自主研发的激光锡膏，锡丝，锡球焊接系统。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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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D13244EA6

分辨率：640×512 17μm

镜头焦距：132/44mm

F/#:1.0~1.1

优势：切换速度快、性能稳定、抗冲击性强。

应用领域：应用于车载监控、观测设备等。

1D86 电动双视场

河北长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车载融合双通道夜视观察系统 NV618S 1D31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车载融合双通道夜视观察系统NV618S系统采用红外热成像与

微光（低照度摄像头）相结合技术，能够显著增强汽车驾驶

员在黑夜（全黑）、雾霾、强炫光下的视野，在视线不良情

况下提前发现车辆前方的行人、车辆和障碍物等目标，保障

行车安全。

UV系列机芯1D52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UV系列机芯采用了高德红外自主研发的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

测器，为最新一代的标准化机芯。本系列机芯采用了统一的

平台架构设计，在完全一致的机械及电路结构下，可兼容

400x300及800x600两种分辨率探测器。机芯稳定可靠，灵敏

度高，功能丰富，可拓展性强。超高的性能使其能够适用于

多种应用领域的产品开发，如政府安全, 安防监控, 工业测

温, 搜索救援, 车载夜视, 智能交通, 无人机载荷, 户外运

动等。此外，我们提供多种光学镜头供客户选择以满足不同

观测距离的需求。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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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聚焦光电技术与汽车电子行业的融合，本次论坛将涵盖车联网、激光雷达、

红外夜视、摄像头、ADAS等话题，我们期待您与行业专家面对面交流和沟通，

共同促进光电和汽车电子领域的蓬勃发展。

光+”汽车电子应用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2018年9月7日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3号馆会议区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盖世汽车

时间Time 议程事项 Agenda 拟邀嘉宾

9:00-9:30 话题：传感器扩散和激光雷达在自动驾驶车辆发展中的需求概览 IHS Markit 研究总监Luca De Ambroggi

9:30-10:00 话题：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更高密度线束、更高识别精度的激光雷达 速腾聚创COO,邱纯潮

10:00-10:30
话题：面向自动驾驶的激光雷达演化进程——高性能闪光激光雷达和微

镜扫描激光雷达的实现
Velodyne LiDAR亚太区总监翁炜

10:50-11:20 话题：可靠性测试和道路测试方法和技术 镭神智能

11:30-12:30
圆桌讨论：激光雷达在与其他传感器如雷达、摄像头等在数据融合方面

的挑战
成员：速腾聚创COO,邱纯潮 (主持)

13:30-14:00 话题：高性能红外、激光与传感器电器件在汽车领域的广泛应用 欧司朗亚太区市场经理，鹿焕才

14:00-14:30 话题：自动驾驶汽车夜视问题的解决方案——热成像传感器 TBC

14:30-15:00 话题：符合ISO 26262(ASIL-B)标准的360度全景可视系统 瑞萨电子

15:30-16:00 话题：先进的光电技术助力ADAS Mobileye

16:00-16:30 话题：光电技术与车联网 TBC

16:30-17:00 话题：先进的光电技术重新定义汽车HMI MELEXIS 产品经理，Gaetan Ko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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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微言大义”研讨会：毫米波雷达技术及应用

会议时间：2018年9月6日 9：30-17：00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6楼桂花厅

主办机构：麦姆斯咨询、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会议简介：

毫米波雷达成为汽车电子主流选择

毫米波雷达是使用工作频段为30~300GHz、毫米波波长为1~10mm的雷达。毫米波的波长介于厘米波和光波之间，

因此毫米波兼有微波制导和光电制导的优点。尤其是全天候工作无可替代的优势，已成为汽车电子厂商公认的

主流选择，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会议面向技术及应用领域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将对毫米波雷达系统和算法、毫米波雷达核心元器件（射频收发器芯片、信号处理器、高频天线PCB等），

以及ADAS和自动驾驶技术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探讨。

同期论坛

上午场主题：毫米波雷达系统技术及应用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10:00-10:05 开场 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副总裁(李宏)

10:05-10:30 毫米波雷达在 ADAS 领域中的应用 意法半导体/TBC

10:30-10:55 待定 TBC

10:55-11:20 待定 TBC

11:20-11:45 待定 TBC

下午场主题：毫米波雷达核心技术及元器件

13:30-13:55 毫米波雷达在 leve l-3 等级自动驾驶的应用 亚德诺半导体应用技术支持经理(范展)

13:55-14:20 厦门意行微波雷达 MMIC 与 FMCW 雷达系统方案
厦门意行半导体

CEO（杨守军）

14:20-14:45 中科芯助力毫米波雷达封装技术 中科芯集成电路/封装事业部副总经理（明雪飞）

14:45-15:10 待定 虚席以待

15:25-15:5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中的毫米波雷达技术与生产业发展 清能华波科技/技术顾问（张雷）

15:50-16:15 应于汽车辅助驾驶的毫米波雷达芯片技术 上海矽杰微电子/董事长兼总经理（卢煜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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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汽车应用高峰论坛——汽车智能辅助驾驶技术创新峰会

会议时间：2018年9月5日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3号馆会议区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会议简介：

汽车配备摄像头和激光雷达数量及质量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

随着高级辅助驾驶系统（ADAS）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以及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方向日趋明朗，每辆新车所配

备的摄像头和激光雷达数量正明显增加，同时，规格亦变得更为复杂多样，车规的要求使得光电技术面临更

加严苛的要求。

今天，ADAS正大行其道，自动驾驶接踵而至，光电技术如何有效地满足当前及未来需要，如何制定标准以规

范行业发展，这些问题都将在2018“光+”汽车应用高峰论坛得到解答，本次峰会由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主办，

旨在推动光电技术在汽车领域的应用发展和技术进步。

会议议题范围

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激光雷达及辅助驾驶、毫米波雷达技术、环境感知、多传感器集成及多源信息融合、

汽车纵向辅助驾驶系统开发、基于视觉的行人、车辆感知系统、汽车前视车辆检测视觉感知技术及系统研发、

基于车联网和移动互联的汽车智慧出行系统、车载夜间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车载防疲劳监测系统、无人驾驶

下的视觉感知、AR 车载显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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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国际汽车激光雷达创新论坛：汽车市场塑造激光雷达未来

会议时间：2018年9月6日上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主办机构：CIOE中国光博会& YoleDéveloppement

会议简介：

激光雷达市场需求量激增

激光雷达利用遥感技术，探测车辆与目标物间的距离，还能对行驶路径上的目标物进行探查，同时为地图绘制

提供辅助。 随着各大汽车厂商都在大力研发自动驾驶车辆，该类车辆对激光雷达的依赖性较大，需借助雷达

更好地识别车辆的周边环境。这些企业表示，激光雷达是自动驾驶车辆的核心部件，其定位的精度及可靠性高，

这导致对激光雷达传感器的需求量激增。除了自动驾驶车辆外，地图公司也采用了搭载激光雷达系统的车辆进

行3D高清地图的绘制，对未来的自动驾驶车辆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激光雷达还被用于某些先进驾

驶辅助系统（ADAS），如：自适应巡航控制（ACC）、前车碰撞警示（FCW）及自动紧急制动（AEB）等。

有汽车制造商计划在未来3-5年推出自动驾驶车辆，激光雷达供应商势必会大力研发低成本、易安装的雷达系

统，并扩大其生产规模。

面向汽车领域提供激光雷达方面解决方案

首届国际汽车激光雷达创新论坛将介绍激光雷达行业的应用和技术，尤其是面向汽车的解决方案。激光雷达所

提供高分辨率的云点图像是自动驾驶技术特别是机器人汽车的关键技术。这一革命性的技术正在快速发展中，

为汽车市场的突破迈出重要一步。

同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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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际红外成像高端论坛：潜力无限迈向百万台出货量

会议时间：2018年9月5日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3号馆会议区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会议简介：

非制冷红外成像市场潜力无限

非制冷红外成像市场最初主要集中在安防应用领域。然而，随着不断创新及成本降低，非制冷红外成像技术开

始应用于热像仪、监控、PVS2及其他新市场领域。自2016年以来，非制冷红外成像市场的复合年增长率保持在

8%，预计将于2022年达至约44亿美元。红外成像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具有巨大的潜在扩展空间，如汽车夜视，

工业，消费电子和国防等领域。市场潜力无限，即将迈向百万台出货量。

论坛集中讨论红外成像行业的应用和技术

第三届国际红外成像高端论坛将聚焦红外成像行业的应用和技术将在为期半天的论坛中，从技术、市场趋势、

相关数据及竞争格局等方面对红外成像行业做出全面分析。

同期论坛

2018中国激光应用创新峰会

会议时间：2018年9月6日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2号馆会议室

主办机构：麦姆斯咨询、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会议简介：

激光加工作为在新兴应用领域持续性增长，未来市场广阔

从行业趋势判断，技术替代的需求驱动激光器与激光设备向高智能化、高功率、可靠性、低成本等方向发展，大功

率光纤激光器、紫外激光器、超快激光器等将成为激光器的发展主流；同时激光加工将在一些新兴应用领域率先带

来持续增量，对产业带来强力支撑的新兴应用在OLED面板生产、智能手

机零部件加工、动力电池生产以及3D打印和激光雷达等代表性领域。

应市场发展，CIOE举办2018中国激光应用创新峰会

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光学学会举办“2018中国激光应用创

新峰会”，探索激光在汽车及3C电子消费制造的创新应用，配合同期举办的CIOE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共同推动

该领域的应用步伐。



关于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www.cioe.cn）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是全球具有高规模及影响力的光电产业综合性展会，覆盖光通

信、激光、红外、精密光学、光电创新、军民融合、光电传感、数据中心等光电产

业链板块，作为覆盖光电全产业链的专业展会，CIOE中国光博会已成为众多企业

市场拓展、品牌推广的首选平台，更是为业内人士提供了寻找新技术及新产品、了

解市场先机的一站式商贸、技术及学术交流的专业平台。

关于主办方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是英国上市公司UBM plc集团旗下的亚洲博闻的合资公

司，是中国光博会（CIOE）的主承办单位。贺戎博闻将得益于UBM的全球国际网

络和专业的展览管理，为参展商和买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建基于多年与光电子领域

的企业和专业人士的密切合作和相互信任，中国光博会将继续致力于支持该行业的

持续增长和技术发展。

扫码免费注册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