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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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智能手机终端、手机制造等企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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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摄像头、镜头及模组、镜头组装及检测设备，镜头检测仪器、设计件，镜头相关配件，

镜片生产及加工设备与镀膜技术、蓝宝石材料、蓝宝石生长设备、蓝宝石加工及表面处理

设备、触摸屏材料、耗材及制程设备、AR/VR成品及结构件、马达、芯片及设备、生物识

别支付生态体系、指纹识别、虹膜识别、指纹模组盖板工艺生产线、3D玻璃/陶瓷原材料、

3D玻璃/陶瓷加工及生产设备

激光打标机、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机、激光雕刻机、激光演示系统、激光热处理系统、

激光毛化系统、激光划线等激光系统设备等

红外镜头、红外材料、红外激光、光电

红外传感器及微光等红外材料及器件

光电传感器、视觉传感器等

精密光学展镜头及摄像模组展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

红外技术及应用展 光电传感展



1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9C12

江西联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D20

耀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A40 
No Shift双波段(可见光+红外光
(850nm))类蓝玻滤光片

SONY与Omni Vision以及On-Semi与Himax的RGB-IR CMOS IMAGE 

SENSOR新推出产品红外感应效果大幅度增长，产品搭配RGB-IR 

Sensor可以同时达到蓝玻璃的拍照效果与深度侦测的红外3D感测能

力，并且避免红外感应效果大幅度增长后造成的颜色偏误现象，已

经通过笔记本计算机摄像头(NB Cam)测试。

手机镜头出货量居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位，全球第二位。具备

生产高端6P镜头，16M及以上高像素超薄镜头，双摄镜头等

的实力。

可生产各种规格手机镜头、广角镜头、监控镜头、数码变焦

镜头及投影镜头等光学镜头。

手机配套产品



2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400-700nm双面AR增透玻璃9C12

膜层结构： 单面AR(双层)双面AR(四层)：多层AR (可根据客户要求定

制)透射率：由普通玻璃的89%提升至96%以上。反射率由普通玻璃的8%

降至1%以下（最低可达0.2%），有效削弱因背后强光导致画面变白之缺

陷，享受更清晰的影像品质。有效拉大红黄光与蓝绿光之透光率，造成

两光谱带更大反差，使对比更强烈，景物图像高度晰。 优良的耐刮性，

一般硬度可达到7H以上，用7H 铅笔45度角250克压力，在AR玻璃镀膜面

上来回 10次滑动,镀膜层无损伤。耐高温：>500℃

应用范围：显示器件保护屏如智能手机、LCD电视、平板电脑、手提电

脑、台式电脑显示屏、高档仪表面板、触摸屏、相框玻璃等提高透射率

降低反射率的电子产品。

深圳市纳宏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晶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D04

海安县教育光学镜片厂

9B12

半球透镜

光学半球透镜(超半球,小半球) 尺寸范围: Ф0.8~Ф20mm 尺寸

公差: +/-0.002mm~+/-0.01mm(具体按尺寸划分) 真球度: 

0.001mm~0.005mm(具体按尺寸划分) 厚度公差: +/-0.03mm~+/-

0.05mm(具体按尺寸划分) 量产（月产）：100万

有色光学玻璃滤光镜

应用于透明产品的测量，也可测量固体，粉状，糊状反射样

品，国际上通行用其色度单位做食用油色泽的质量控制标准，

我国在食用油强制性标准中使用，它是一种国际公认的权威

性颜色测量仪器。



3
手机应用领域——展品预览

斯迈光学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9G08

OpticStudio®是唯一一款结合了光学、照明和激光系统于一

体的光学设计软件，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工程、天

文探测、自动化、生物医学研究、家用电子产品、机器人视

觉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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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01 微透镜阵列/复眼透镜

深圳三恩时科技有限公司

6D22 6D23 解析度测试卡 ISO1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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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cStudio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4

耀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A40 No Shift双波段(可见光+红外光(850nm))
类蓝玻滤光片

SONY与Omni Vision以及On-Semi与Himax的RGB-IR CMOS IMAGE 

SENSOR新推出产品红外感应效果大幅度增长，产品搭配RGB-IR 

Sensor可以同时达到蓝玻璃的拍照效果与深度侦测的红外3D感测能

力，并且避免红外感应效果大幅度增长后造成的颜色偏误现象，已

经通过笔记本计算机摄像头(NB Cam)测试。

福州晨征光电有限公司

9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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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镜，窗片，波片等平片及BBO等晶体

新进金刚石工业

9H22 Diamond Tools

制作手机相机镜头、行车记录仪镜头、望远镜镜头及医疗设备镜头

等需要高精度的镜头(模具)加工用刀具，并根据顾客需求制作各种

保证品质及设计的超精密钻石刀具。 新进金刚石刀具对于容易切削

的亚克力、无氧铜等材料和难以切削的镍合金、铝等难削型材料都

能发挥出卓越性能。超精密加工用刀具保证高耐磨性, 具备

Controlled Waviness 50nm的形状最高精度。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4

南京波特光电有限公司

8L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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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元器件加工以及光学镀膜

皓天蓝宝石系列

由纯度大于99.999%的高纯氧化铝（A1203）在长晶炉里经高温熔化结

晶而形成的六方晶格结构的晶体，具有高声速、耐高温、抗腐蚀、高

硬度、高透光性、熔点高（2050℃）等性能，因此常被用来作为光学

元件、红外装置、高强度镭辐射材料及光罩材料。 有2"、4”、6"、

8"蓝宝石LED衬底材料，以及各种尺寸加工需求的蓝宝石手表镜、手

机盖板、摄像头保护盖、光学窗口材料。

7G12

贵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同生科技有限公司

7G30

紫外窄带滤光片、生化分析滤光片、荧光滤光片、3D模组应

用滤光片、高功率激光薄膜、中波红外滤光片、长波红外滤

光片、太赫兹薄膜和类金刚石薄膜。产品主要应用于数码镜

头、医疗生化仪器、荧光成像显微镜、测量、传感、光通信、

激光及航空航天等领域。

精密光学滤光片

5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6

LUD2510手机玻璃盖板激光划片机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A17

本设备主要面向手机玻璃加工客户，运用先进皮秒激光切割

机技术，无需其他耗材，激光工艺简化制程，节约人工。解

决客户投资收益比、设备维护成本高的问题。

JS-LMS激光二维码打标机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A03

该产品为高度自动化的精密激光装备，主要应用于微小精密

元件的溯源二维码打标。

●一站式简易装配真空吸盘机械手，配合一站式简易装配真

空平台，实现全自动上下料；

●单台设备每小时处理工件数可达4000件，打印效率高；

 光纤激光器使用寿命长，高达10万个小时以上，性能稳定，免

维护；

 光电转换效率高，功耗低，采用风冷冷却方式；

 光束质量好，标刻的精细化程度高；

 整机体积小巧，非常方便配套生产流水线；

 可广泛应用于各类金属、非金属材料的标刻加工，可标刻文字、

数字、图形、条形码、二维码等各种内容，采用计算机控制，

操作简单方便。

光纤激光打标机

武汉赛斐尔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2A37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精密激光切割机

武汉楚天激光集团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A56

精密激光切割机用于金属、陶瓷片、硅、锗等半导体衬底材料的刻划

和切割，是集激光、计算机、自动控制、精密机械、视觉识别技术于

一体的高技术产品。该机输出激光功率大、划片精度高、速度快、性

能稳定，可以进行直线、园、方和各种曲线的图形切割。整机一体化

结构，设备行业针对性强，对于电力硅片割园拥有专利技术的夹具。

扫描头系列

深圳市大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2A31

全自主研发系列化扫描头（10mm、14mm、20mm、30mm），基于数字式

驱动器，抗干扰能力强，具有高重复精度、低温漂等性能，广泛用于

激光打标、半导体和电子行业标记。

紫外3D打标设备2A28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适用于绝大多数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的表面激光加工或镀层薄

膜激光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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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高精密玻璃激光钻孔设备

深圳市韵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A55

主要应用在手机盖板玻璃、显示屏盖板玻璃、VR盖板玻璃、

车载玻璃以及物各玻璃的钻孔。

锐莱特精密光电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2A07 玻璃激光切割机

打孔速度快，精度高，稳定性好，品质高，成品率高； 可直

接加工圆孔、方孔、阶梯孔、异型孔、任意曲线图形等，图

形完全由电脑程式化设定；最小打孔直径0.05mm，最薄玻璃

厚度0.1mm；操作简单、效率高、玻璃无需用水冷却；可直接

加工多种玻璃、石英等透明脆性材料。

江苏锐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C01a 红外皮秒激光器-Aurora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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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3G02a 电磁诱导加热焊接机

高精度要求的线路板、柔性线路板、SMT行业 技术优势：1.

世界领先的电磁诱导加热焊接技术 2.在极小范围之内

（1*1mm）对只需要加热的部分进行加热 并完成焊接或返修

工作 。

1

单工位打标平台，具有完善的激光防护系统，能有效避免激

光对人体的损伤；自动/手动门，使用方便，安全；整机设

计简洁，美观，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紫外激光适用于精细

加工和特殊材料的特种加工。激光频率高，打标速度更快。

整机性能稳定，体积小，功耗低。

EP-15-THG-S紫外打标机2C11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该产品运用纳米粉料、BME金属浆料技术、金属与陶瓷的高

温共烧等技术进行设计和生产，具有较高的技术。主要应用

于移动通讯、电脑、LED电源应用领域等。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D70 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

9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In合金系列因其熔点低、抗疲劳性和延展性好，导电、导热性好，

可靠性高，对玻璃、陶瓷等非金属具有良好的润湿性，已成为微

电子组装的主要特种焊料之一。 铟基钎料广泛应用于电真空器

件、玻璃、陶瓷和低温超导器件的钎接。优良的导热性，是一种

很好的导热界面材料，在LED或热感应器中具有重要的应用。

广州先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87 In97Ag3预成型焊片

应力筛选试验机是制造商降低保修成本、提高用户满意度的行之

有效的方法。大多数行业领域都已经认识到，通过应力筛选试验

机，使产品经受剧烈的温度变化，能找出在产品寿命年限内引起

故障的潜在缺陷。这些缺陷由于受到温度、振动、湿度、冲击或

者电应力的作用暴露出来。快速的产品温变速率被公认为最为有

效的。

吴江市海拓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1225、1226 快温变应力筛选试验机

10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上海巨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76 手机热成像相机C1

以创新技术推出160×120像素红外探测器阵列，采用高分辨

锗镜头和高图像帧频，成像更为清晰流畅。产品采用全金属

外壳，小巧精致，仅重26克。在打造非凡夜视体验的同时，

带来非接触式的测温功能，无论是户外玩家、美食专家、宅

男宅女，还是科技达人，都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

*展品数据持续更新中····



2 同期论坛11

2018“光+”手机应用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2018年9月6日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6号馆会议室

主办机构：CIOE中国光博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南方分院

会议简介：邀请手机品牌厂商、手机供应链领军企业技术大咖以及基金、证券、投资领域专家分享和探讨智能

手机全面屏及5G时代下，手机产业链相关材料、器件、工艺、设备等领域的技术变革和发展趋势，以及未来人

工智能应用等手机硬科技领域发展和投资趋势。

 技术大牛 前沿分享

30+ 手机品牌、方案公司、供应链领军企业CTO、产品经理分享硬科技及创新技术应用。

 现场连接可靠人脉

200+参会嘉宾来自手机品牌、方案、核心部件、材料设备厂商高层及研发、采购负责人。

 手机行业分析师大会

邀请手机、通信、配套产业首席分析师，解读最新市场趋势和发展动态。

会议亮点：

首届国际消费级3D传感高端论坛：一起探索改革用户界面的硬科技

会议时间：2018年9月6日下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5楼菊花厅

主办机构：CIOE中国光博会 YoleDéveloppement

会议简介：首届国际消费级3D传感高端论坛将介绍3D传感行业的应用和技术，特别是面

向消费类电子的解决方案。尽管3D传感的最佳应用技术仍然悬而未决，但这并未影响整

个消费电子行业对这一技术的热捧，纷纷开始采用3D传感革新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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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中国光博会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会议简介：

 激光产业近年来发展大好

近年来激光产业不断发展，激光领域活跃，新产品、新应用热点不断被开发出来，整个激光产业在"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机器人等大背景下出现一片欣欣向荣之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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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三角电子产业集群，带来大量激光应用潜力

亚洲是全球消费品行业的“生产热点地区”，而珠三角又是其中的生产重镇，这里聚集着大量电子制造、集成

电路、医疗、通信、IT等产业集群，这些消费市场正呈现“爆发式”的增长，并且带来大量的激光应用潜力。

会议时间：2018年9月7日上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5楼菊花厅

主办机构：CIOE中国光博会 YoleDévelopp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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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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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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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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