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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名称 页码
1 HGH Infrared Systems 1113、1115 全新一代的黑体控制器 6　
2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51 T1 手持式红外热成像仪 6　
3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52 640*512@12μm 金属封装探测器   6　
4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31 手持式多功能消防热像仪 GF5000 6　
5 ULIS 1D03 Pico1024 Gen2 (1024x768 -17µm)    7　
6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一研究所 1D32 通用微光枪瞄镜   7　
7 长光禹辰信息技术与装备（青岛）有限公司 1130 YCR 系列相控阵雷达 7　
8 成都中昊英孚科技有限公司 1239 非制冷红外成像导引头 7　
9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D30 手持观测热像仪 8　

10 江苏南大五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13 日全盲紫外破雾导航系统 8　
11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1D10 红外热成像镜头   8　
12 武汉格物优信科技有限公司 1255 测温型双光谱红外球机 8　
13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2 小型无人机热像仪 +Uranus  9　
14 北京东宇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1D88 红外热像仪  9　
15 西安泰豪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238 短波红外成像仪 9　
1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 1D92 制冷型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组件及设备   9　
17 杭州汇睿科技有限公司 1095 热成像机芯 10　
18 江苏东方赛光电有限公司 1D95 DFS-SC321 非制冷红外机芯  10　
19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05 12μm 百万级像素数字输出陶瓷封装

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 10　
20 RP OPTICAL LAB 1089 MERCURY LINE 10　
21 浙江焜腾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251 T2SL320X256 中波红外探测器组件 11　
22 成都市晶林科技有限公司 1257、1258 红外热成像图像处理 ASIC 芯片  11　
23 彼岸实业有限公司 1260 光电吊舱 11　
24 清远聚航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1109、1110 红外硫系玻璃  11　
25 宁波阳光和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61 硫系玻璃  12　
26 利卓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234 Littro AI BOX 12　
27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0 人体测温仪 SN-T5 12　
28 福州英迪格成像技术有限公司 1D62 0.0001Lux 超低照度微光夜视相机  12　
29 三河市戎邦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D61 迷你型多功能红外热像仪  13　
30 浙江兆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3 iThermal mini 300/600 热像仪 13　
31 东莞鑫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1103 HT-18 手持式红外热成像仪 13　
32 杭州微热科技有限公司 1092、1093 MT384G 红外机芯组件 13　
33 昆明全波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099、1100 VZ9259(25-225mm) 14　
34 河北长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86 电动双视场镜头 14　
35 浙江睿胜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129 R200M,R100mc，1024*768 高清非制

冷机芯 14　
36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63 光电雷达   14　
37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1D75 警用空中巡查系统 15　
38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9C01 高清安防镜头 15　
39 杭州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6C09 单筒望远镜 15　
40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C10A 高清航拍类镜头 15　
41 深圳市轩展科技有限公司 6C20 SONY 30 倍高清摄像机模块 16　
42 深圳市度申科技有限公司 6D57 万兆网 4300 万相机 16　
43 福建诚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6D60 工业机器智能、城市智能、冶金镜头 16　
44 深圳市思远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6E51 单兵高清双筒红外侦测摄录夜视仪 16　
45 杭州光鸿科技有限公司 6A35 非制冷红外模组  17　
46 淄博博山新颖传感器厂 3H06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光学滤光片、传

感器模块   17　
47 General Starlight Company Inc./GSCI 6C50 Quadro-S 17　
48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4D02 AMS-3000 大视场三线阵立体航摄系

统 17　
49 山东大学 4E07 短波红外成像仪 18　
50 天津煋鸟科技有限公司 4E05-5 人体识别传感器  18　
51 飞秒光电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4E03-4 点式光纤温度传感系统    18
52　武汉中科锐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E03-6 微型 1530nm 光纤滤波器    18　
53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4D05 量子通信地面站望远镜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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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代的黑体控制器	 HGH	Infrared	Systems					1113、1115

 
为了能实现并预见红外探测市场的需求，并秉
承人机交互界面在电光设备的维护和测试的重
要性，HGH 红外系统公司研发了新一代的高
端黑体控制器。公司将在 2018 年 CIOE 展会上展示黑体控制器的
一些新颖特性， 其中包括：改良过的符合人体工程学和更现代化
的设计；更加完善的黑体通信协议 - 现今红外相机测试系统的核心
焦点；以及它空前的精确性和稳定性。

T1 手持式红外热成像仪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51

120*120 和 100*100 两种探测器像素可选，外
形小巧，1.5 米抗跌落功能，固定焦距镜头，
双波段图像融合显示模式。

640*512@12μm金属封装探测器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52

640*512@12μm 金属封装探测器，
NETD<40mK，成像稳定，画质更清晰，安全性，
可靠性强，各环境均能稳定工作。可广泛应用于
测温检测、安全监控、搜索救援、红外消费品等领域。

手持式多功能消防热像仪	GF5000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31

新一代手持式多功能消防热像仪 GF5000 按照美
国 NFPA 标准进行设计，符合人体工学，操作简
单方便。包裹式设计，抗震、防摔，且使用耐热
性材料，在高温环境下保证内部电子元件正常运行。IP67 防护，通过
防尘防水测试。动静两条温度条显示，温度指标一目了然。中心点区
域测温，能够实时快速显示区域内温度。自动高低温捕捉 / 中心点可
测温、温度报警等多种测温模式。在加强模式下，具备拍照及录像功
能。能让消防员在火场快速地记录下每一刻的发生情况，用于搜救后
的进一步研究。



CIOE2018 主题参观路线国防安防 7

Pico1024	Gen2		 ULIS							1D03				

Pico1024 Gen2 (1024x768 -17µm)                        
为远距离探测提供高分辨率和高对比度图像！

通用微光枪瞄镜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二一一研究所					1D32

通用微光枪瞄镜，是
为满足在夜间和低照
度环境下进行反恐作
战等任务需要而研制的一种清晰度高、枪镜结合好、适应性强、可
靠耐用、性能稳定、人机功效好、成本低廉、解决基层部队夜战需
求的夜视枪瞄镜，适于夜间近距离精准射击，可解决 25 米至 100
米夜间快速瞄准，精准射击。

YCR 系列相控阵雷达	 长光禹辰信息技术与装备（青岛）有限公司					1130

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方便、快捷的与其他
产品进行系统组建和更换，可对各种条件下的
不同目标进行区域探测、识别分类、参数反馈
和联动跟踪，可适应各种条件下全天时、全天候、全区域实时联动
工作，可满足个人安防、无人机管控、安全设施和边境防控等不同
应用场景下的产品需求。

非制冷红外成像导引头	 成都中昊英孚科技有限公司					1239

    
产品具备锁定、跟踪、打击地面装甲车、坦克
等典型目标，作用距离远，成像清晰，具有输
出红外模拟视频和数字视频、输出目标信息和
导引头工作信息、目标充满视场时给出满视场标志等功能；结构采
用密封设计；具有较强抗干扰能力，可稳定工作于沙漠、森林、城
市、草地、雪地、海岛等多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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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观测热像仪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D30

手持观测热像仪可应用于行政执法、安保巡逻、
边境哨所、海关缉私、余火检测、码头巡逻、
海上搜救等。图像效果：清晰度高，细节多，
支持热点追踪：快速定位画面中的最高温并持续跟踪，支持测距：
准确探测设备与目标物体的距离，支持拍照 / 录像，WIFI 传输功能。

日全盲紫外破雾导航系统	 江苏南大五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13

  
产品由导航仪和标识光源组成。导航仪不仅可穿雾对
泊位紫外成像，而且通过计算摄像方式实时精确获取
船舶与泊位的相对位置和姿态，并实时输出船舶相对于泊位的第三
视角图像和泊位日盲紫外图像，并标注船首船尾与泊位的相对距离。 
靠泊过程定位精度优于 40cm，整机响应时间 150ms，满足引航靠
泊精度要求。整机人性化设计，便于引航员携带操作。

红外热成像镜头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1D10

   
无热化设计，长波红外透过率 85%(DLC 膜 )，
工作温度：-30° c~80° c 可定制结构 (DLC 膜、
AR 膜可选 )。

测温型双光谱红外球机	 武汉格物优信科技有限公司					1255

  
DS 系列双光谱红外球机集可见光、红外热成像、
高性能转台和智能算法于一体，产品适用于实时
预览、自动检测、自动报警、数据存储与分析等
重要安全场合。热成像组件测温精确，图像清晰，可见光支持高清传输。
运行稳定，适应恶劣天气，支持自动巡航模式，自动预警。单网线同
时传输红外温度和可见光图像，支持各类 NVR，网络带宽占用低，组
网灵活。各类报警、安全、设备运行状态记录。自带系统软件，方便
系统集成。完善、丰富的 SDK 开发包，支持用户快速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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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无人机热像仪 +Uranus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2

Uranus 是一款专门为无人机开发的网络双视
红外热成像产品，机身上集成了 640 * 480 高
分辨率的红外探测器和 1200 万像素的高清可
见光相机 ，单通道即可实现红外 、可见光或画中画影像自由切换。
Uranus 拥有双镜头实时视频输出选项—模拟视频，或通过网口的
数字视频—无人机操作人员可在无人机飞行时随时对红外热成像及
可见光成像进行切换 ，或通过画中画模式查看热成像及可见光图
像。

红外热像仪	 北京东宇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1D88

本公司的红外热成像产品包括各种制冷型热像仪、非
制冷型热像仪 制冷型热像仪涵盖长波、中波、短波各
个波段，面阵型、线列扫描型热像仪，可广泛应用于机载、弹载、
星载、车载等光电平台，以及单兵手持设备。 产品体制涉及碲镉汞、
锑化铟、二类超晶格等各种类型探测器。 对国产探测器、法国、英国、
以色列等国探测器均有较为成熟的应用。 非制冷红外热像仪立足
于行业应用相结合，为用户提供满足行业应用的小型化低功耗非制
冷红外热成像产品。

短波红外成像仪	 西安泰豪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238

  
C-S 系列短波红外机芯采用 InGaAs 焦平面探测
器， 有 640×512@15μm、320×256@30μm
两种规格，分 TEC 制冷和非制冷型两种。具有
透雾能力强、帧频高、接口丰富等特点。可应用于安防监控、工业
故障检测、激光检测等方面。

制冷型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组件及设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					1D92

   
中波 320×256 红外探测器组件是典型的二代
凝视型红外焦平面探测器件，由高灵敏度的中
波 320×256 碲镉 汞光电二极管阵列、硅基读
出电路、全金属微杜瓦、斯特林制冷机组成。 产品具备技术成熟、
高可靠性、成本低、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中波 320×256 红外探
测器组件是车载、手持 等热像仪的核心探测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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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成像机芯	 杭州汇睿科技有限公司					1095

   
30mk 的氧化钒探测器，体积和接口与 Tau 机
芯完全一样。 

DFS-SC321 非制冷红外机芯	 江苏东方赛光电有限公司					1D95

  
分辨率：384x288 像元间距 17μm；自适应无挡片校正
技术，具有 15 种伪彩色输出、低功耗、低电压工作、
宽温工作稳定、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性能稳定
等特点，适用于车辆辅助驾驶、手持成像仪、无人机侦察、反恐维
稳、国防安全等要求日夜实时监控的场合。

12μm百万级像素数字输出陶瓷封装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05

  
艾 睿 光 电 推 出 国 内 首 款 12μm、1280×1024
探测器，是一款面向高端应用研发的新产品。
SXGA 的面阵规模，非常适合边界安防、要地
监控等高端应用场合，12 微米像元间距也带来了更加细腻的图像
品质。这款产品延续了艾睿探测器的高灵敏度特点，在阵列规模大
幅提升的情况下实现了 14 位 ADC 的片上集成，极大提高了产品的
易用性，降低了用户开发成本。

MERCURY	LINE	 RP	OPTICAL	LAB					1089

中波红外成像，焦距 15-430mm，光圈 F/4.0-
5.5， 连 续 对 焦， 准 确 度 高。 高 清 镜 头， 带
DSP 控制器。本款镜头专用于视轴偏差低、
消除画面卡顿的需求。主要特征： 持久耐用。适用于各种恶劣环
境。镜头拉伸过程中全程对焦。镜头拉伸迅速，对焦敏捷。可用于
x1.5, x2, x2.5 的扩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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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SL320X256 中波红外探测器组件	 浙江焜腾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251

T2SL320X256 参 数 ,  Detector Type：
T2SL,  Resolution：320*256,  Pixel size ：
30μm,  Spectral：3-5μm,  NETD：15mk,  
Operability：99.90%, F number：F2/F4,  Cooler：Rotary Stiring 
Cooler,  Cool Down time：6

红外热成像图像处理 ASIC 芯片			 成都市晶林科技有限公司					1257、1258

JL7603B 是一款用于非制冷红外热成像图像处
理和控制的专用处理芯片，JL7611 是一款用
于 160x120 及以下分辨率的高性价比非制冷红
外热成像图像处理的专用处理芯片。 芯片集成专用图像处理算法
加速引擎及丰富的外围接口，内嵌 32 位微控制器，提供灵活的算
法参数调整和系统配置，满足各种应用场景的需要，为红外热成像
系统提供完整的低功耗高性能集成机芯解决方案。

光电吊舱	 彼岸实业有限公司					1260

彼岸公司是国内第一家研发和生产民用陀螺稳
定光电吊舱的企业，有超过 20 年经营光电吊
舱的相关经验，彼岸自主研发的光电吊舱已经
广泛的用于电力巡缐、公安巡逻执法、森林防
火、海岸巡防、海事救援、体育赛事转播等领域，例如：专门针对
电力巡线应用的天眼 3X，专门针对警用和航拍应用的天眼 3X-1, 专
门针对人员搜救及森林防火的天眼 3X-F2, 专门针对船载应用的海
狮 3XT 以及轻小型光电吊舱 2X-1，微型光电吊舱 3X-UAV 等等。同
时彼岸公司也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实现独家定制吊舱。

红外硫系玻璃			 清远聚航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1109、1110

清远聚航光学材料有限公司是红外光学材料的
专业供应商，其中 Ge-As-Se、Ge-Sb-Se、As-
Se、As-S 系列是我公司批量生产的产品。公司
可提供玻璃材料直径范围 6 mm-100 mm。产
品具有优越的折射率均匀性和批次折射率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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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系玻璃				 宁波阳光和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61

硫系玻璃是一种新型红外透镜材料，相对于
传统的红外 Ge 单晶材料而言，硫系玻璃镜片
加工效率高，可以精密模压；其次硫系玻璃
原料成本不到锗单晶的 1/3；硫系玻璃折射率温度系数低，可以
在 -40~70℃大温度差范围温度工作。

Littro	AI	BOX				 利卓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234

Littro AI BOX 支持端上视频流的人工智能在线实时
解析与识别分析，同时可推送识别后的视频流，并
实时显示结果，AI BOX 支持多种物体在线式识别
算法，包括行人、车辆以及特殊指定物体类型，支持红外、可见光
多个波段的多种分辨率与帧频的视频输入、接口上满足多类型输入
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产品中同时支持视频编解码、视频压缩、
在线存储等辅助功能。 产品作为端上人工智能通用平台，用于安防、
无人机与机器人集成、工业检测与控制、无人驾驶等行业。

人体测温仪	SN-T5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0

“测温预警型热成像网络摄像机 + 高清可见
光”双视网络摄像机，集成了热成像、测温、
可见光融合、图像智能识别等多项核心于一体。
热成像高精度人体测温，精度≤ 0.3℃，内置
自动测温修正；实时测温，多目标同步自动测量，响应时间在 30
毫秒以内；智能人体测温，可见光图像测温显示；智能超温报警和
定位，声光报警。

0.0001Lux 超低照度微光夜视相机			 福州英迪格成像技术有限公司					1D62

采用新型高性能背照式 CMOS 成像技术，无需
辅助光源，夜间成像照度最低可达 0.0001Lux；
同时拥有 93dB 超宽动态范围，即使面对野外
各种复杂成像环境，也能呈现清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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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型多功能红外热像仪	 三河市戎邦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D61

  
迷你型多功能红外热像仪，可在各种恶劣环境
下完成全天候观察，如大雾、浓烟和夜间全黑
的环境下等；消防安全；非干扰性测试；便携
式边界防护，可有效防范各种入侵、走私、反
扒等。

iThermal	mini	300/600	热像仪		 浙江兆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3

非接触式在线实时温度成像分析，支持测温图
像事后分析 全画面精确测温 两档测温范围可
切换，亦可定制 自带防阳光灼伤功能，避免探
测器灼伤专业测温镜头，适应各种工作环境 小体积，低功耗，外
部接口加固抗振设计。

HT-18 手持式红外热成像仪	 东莞鑫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1103

该产品广泛应用于医疗、消防、考古、交通、
农业、地质、能源、治炼、电子制造等领域，
是电工和维护技术人员的理想之选，可用于快
速找到问题区域。以下几大功能增加了产品的测量准确性和可用性： 
1. 可以调节发射率来提高半反射表面物体测量的准确性 2. 最高温
度和最低温度光标可准确判断热图像温度最高和最低的区域 3. 调
色板可选。

MT384G 红外机芯组件			 杭州微热科技有限公司					1092、1093

此款非制冷红外热成像机芯组件采用 ULIS 公
司 Gen2 高灵敏度探测器，尺寸极小（PCB：
24mm X 24mm），功耗极低（最低功耗小于
0.6W），紧凑设计使其完全适合 OEM 组装和集成，具有多种配置，
可选装多款镜头，并提供二次开发包，几乎可以满足所有应用需求， 
最适合需要轻便、小型、低功耗低成本热成像机芯的应用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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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Z9259(25-225mm)				 昆明全波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099、1100

VZ925：25-225mm 连续变焦镜头，9 倍大变
倍比，独有的曲线拟合变焦技术，成像清晰，
视场大。

电动双视场镜头	 河北长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86

   
型号：D13244EA6 产品类型：电动双视场 分
辨率：640×512 17μm 镜头焦距：132/44mm 
F/#:1.15 产品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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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00M,R100mc，1024*768 高清非制冷机芯		 浙江睿胜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129

轻松连接，轻松集成。轻便、坚固、并且易于操作，
并且易于操作新的模块型产品线，专门设计用于集成
到复杂的光学系统中，十分便捷的为您的应用而提供
清晰，尖锐的红外图像。最高分辨率 IR OEM 模块，
用于可视化或准确测量热量分布，非制冷 OEM-M 模
块 1024*768 可输出高达 2048×1536 红外光谱空间分辨率的详细辐
射图像，并可实现 40mk 的净距离分辨率。在高达 30 赫兹的帧大
小的情况下，该模块可提供 1024×768 像素的实时图像分辨率。产
品应用于工业和科学研究与发展，热系统检测系统等。

光电雷达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63

   
本产品实时周视告警、全被动探测，具备多目
标同时探测和跟踪能力。是现今雷达防空系统
的重要补充。高精密光学运动补偿 ; 高精度同
步控制 ; 高速光电转台等相关核心技术的突破，打破了国外技术壁
垒，实现了性能超越。本产品在军工领域可应用于对空目标搜索告
警，对地人员、装甲车辆搜索告警，还可应用于无人机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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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用空中巡查系统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1D75	

 
Loongeye330 型光电吊舱系统（系统）主要挂载于
AC311、Z9 等直升机，为警航提供跟踪监控、城市
巡逻、反恐防暴、紧急救援、抗险救灾等方面的应用。
可满足搜索、观察、跟踪、定位和执法取证等多种使用需求，适用
于海洋、高原、严寒等环境。该系统可提高警航执法的现代化水平、
提升快速反应能力、增加执法半径。 

高清安防镜头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9C01

我司 PB 系列高清安防镜头，产品齐全，具有
清晰度高、综合性能优良（杂光、鬼影少，清
晰度均匀）的特点，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玻塑混
合技术，性价比高，应用于目前正大量兴起的
超高清监控领域。

单筒望远镜	 杭州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6C09

手持单筒望远镜，便携小巧，单眼可观看，充
氮防水。

高清航拍类镜头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C10A

星光集成像； 超低畸变； 超高分辨率； 紧凑
的结构设计； 适用于无人机航拍，智能家居、
安防监控，可穿戴设备、运动 DV 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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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30 倍高清摄像机模块	 深圳市轩展科技有限公司					6C20

产品型号： FCB-CV7520A/FCB-EV7520A, 1/2.8 
英寸 Exmor R CMOS，像素高达 213 万，30 倍
光学变焦（f=4.3mm( 广角端 ) 到 129.0mm( 远
端 )F1.6 到 F4.7），16 倍电子放大。最低照度 (50%) 高灵敏度模式 
彩色 : 0.01 lx (F1.6, 自动增益控制打开 ,  1/30 秒 )，星光级超宽动态
效果，最小物距 10mm( 广角端 ) 到 1200mm ( 远端 )( 默认 :300mm)，
尺寸：50.0×60.0×89.7 mm，重量 255g，小巧的身材，是高清视
频会议、医学检测、安防监控和无人机航拍首选摄像机。

万兆网 4300 万相机				 深圳市度申科技有限公司						6D57

万兆网 4300 万，17fps；光纤传输、低能耗、
抗干扰、高精度、大靶面；支持多相机同时工作，
低温升、无噪点。

工业机器智能、城市智能、冶金镜头	 福建诚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6D60

福建诚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专注于工业
机器视觉、城市安居、智能交通、高温冶金熔
炉等系列光学镜头。 广泛应用与银行、地铁、
学校、超市等

单兵高清双筒红外侦测摄录夜视仪	 深圳市思远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6E51

   
VC-1000 单兵高清双筒红外侦测摄录夜视仪
Digital Night Vision Binocular wide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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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制冷红外模组	 杭州光鸿科技有限公司					6A35

  
主要用于红外热成像系统和设备的应用及开
发。

淄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光学滤光片、传感器模块		 淄博博山新颖传感器厂					3H06

1. 气体、消防、各类红外传感器设计与销售、
可依据客户需求定制； 2. 各波段红外滤光片设
计、制造、销售； 3. 各种传感器专用组件设计、
制造； 4. 各种智能化传感器模块设计、制造。

Quadro-S	 General	Starlight	Company	Inc./GSCI					6C50

Quadro-S is the patented augmented vision/
fusion system with high situation awareness 
and 100% detection capabilities for tactical 
surveillance, aiming and engagement.

 

AMS-3000 大视场三线阵立体航摄系统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4D02

AMS-3000 是一款大视场三线阵立体航测相机，
能够满足应用单位在数字城市建设、抗震救灾、
资源航遥、环境保护、国土安全等方面的需求。
装载在通用的航空平台上，可快速、机动灵活的
获取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实现 1:1000 大比例尺的高精度测绘。
AMS-3000 的关键技术比国际上最先进的 ADS40/80 高了数倍，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相机的研制成功将极大地促进我国航空测绘领域
的发展。



CIOE2018 主题参观路线国防安防18

短波红外成像仪	 山东大学					4E07

   
短波红外成像仪是一种军民两用型的产品。在军
事上适合直升机和车辆的头盔夜间驾驶仪、轻武
器的夜瞄、单兵侦察；在准军事方面可用于消防
的火情监控、火灾救援等；公共安全、边防与海
关监督：可用于边界入侵探测、辑毒缉私监控、海岸警戒、非法狩
猎和捕鱼的监视。民用方面可用于交通上的雨雾天车船辅助驾驶，
工农业生产过程监控，半导体检测，森林防火等领域。

人体识别传感器	 天津煋鸟科技有限公司					4E05-5

该识别传感器以一替三，同时具备了门磁传感
器、红外传感器、烟雾报警器的三重功能。它
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进行深度学习，通过不断地
优化来提供高效、舒适、安全、便利、环保的居住环境。可进行静
态识别，对房间内人的数量具体的状态一目了然。通过全方位的信
息交互功能，帮助家庭与外部保持信息交流畅通，优化人们的生活
方式。

点式光纤温度传感系统	 飞秒光电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4E03-4

    
本产品基于保偏光纤的温度双折射效应，是一
款偏振调制功能型光纤测温产品，系统采用无
源光纤器件及耐高温绝缘材料作为测温探头，
使用单模光纤实现远距离信号传输，运用特殊的信号解调及滤波算
法提高产品的测量精度及稳定性。产品成本低、抗振及抗电磁干扰
能力强、精度高、响应速度快、分辨率高、传输距离不受限制、可
扩展。可用于供电困难、密封、高电压、强磁场、微波场、核辐射、
严格防爆、防水、防腐、特小空间或特小工件等场合。

微型 1530nm光纤滤波器	 武汉中科锐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E03-6

超迷你 1530nm 光纤滤波器是锐择光电推出
专用于陀螺系统的定制化产品，其独有的滤波
和整形特性，能够实现高精度陀螺惯导系统的
ASE 光源波形完美输出，是高精度陀螺 ASE 光源的核心光学元器件，
同时锐择的产品以超迷你的尺寸和超高的环境适应性，被广泛的应
用于高精度陀螺惯导系统中，为高精度陀螺惯导系统的高精度和小
型化提供了革命性的思路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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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通信地面站望远镜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4D05

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研制的量子通信地面站
望远镜，是国际上首台集量子通信、相干激光
通信和天文观测功能于一体的望远镜，应用于
星地间量子通信。该成果突破了高动态范围高精度望远镜机架控制、
宽光谱光高效率传输以及量子纠缠和密钥光的高保偏接收等多项关
键技术，是一项自主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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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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上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5楼菊花厅

主办机构：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	YoleDéveloppement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09:00-09:20 入场登记 / 证件收集

09:20 –09:30 欢迎辞

09:30 -09:50 非制冷红外成像：发掘“看不见”的新商机 Eric Mounier 博士，高级分析师，
YoleDéveloppement

09:50 -10:15 中端红外成像传感器在批量生产中的现状 François Trolez, ULIS 公司产品经
理

10:15 –10:40 InGaAsSWIR 短波红外传感技术及其应用 倪杨，New Imaging Technologies
公司首席技术官

10:40 –11:05 小型阵列探测器的发展及应用 Jiang Lijun, 大立科技

11:05–11:35 茶歇 & 现场交流

11:35 –12:00 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技术为更安全的自动驾驶汽车铺路 王鹏博士，艾睿光电芯片事业部研
发总监

12:00 –12:25 基于下一代非制冷探测器模压 GASIR 光学 Tom Krekels， 战 略 主 管，
Umicore

12:25 –12:50 非制冷型红外成像：低成本的解决方案的结构和评估 Romain Fraux，System Plus 
Consulting 公司首席技术官

12:50–13:15 红外微测辐射热计封装的现代化组装技术 Alex Voronel, SST Vacuum Reflow 
Systems 全球销售总监

13:15 –13:25 感谢 & 休会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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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红外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创新论坛
会议时间：2018 年 9月 7日下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6号馆会议区

主办机构：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4:00-14:25 待定 TBD YOLE 资深分析师

14:25-14:50 集成微腔分光器件及在微型光谱仪中的应用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红外物理国家重点
实验室 王少伟博士

14:50-15:15 红外技术在电力行业的应用 飒特红外副总经理 张小清

15:15-15:40 红外技术在安防领域优势应用及前景分析 海康威视热成像产品总监 郭海训 博士

15:40-16:05 红外技术在智慧校园中的应用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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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光电科技军民融合大会
会议时间：2018 年 9月 5-6 日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4号馆会议区

主办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分会一：军民融合政策及趋势				时间 :		9 月 5 日下午			

主持人：刘晋豫	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教授

13:20-13:30 领导致辞

13:30-13:55 军事高科技与武器装备军民融合发展 杜文龙 著名军事专家

13:55-14:20 光电领域“民参军”资质分析 高崇武 国防科工局许可专家组长，研究员

14:20-14:45 军民融合与创新驱动深度发展的历史机遇 谭云刚 空军军械通用装备军事代表局大校 

14:45-15:10 中国航天军民融合 开启产业共兴“双引擎” 吴志坚 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委员会秘书长

15:10-15:35 海军装备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探讨
陈书海 中船重工军民融合与国防动员发展研
究中心高级顾问

15:35-15:50 从军民融合的视角看颠覆性技术
许  嵩  中船重工军民融合与国防动员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

15:50-16:10 红外干涉光谱成像技术及其应用
岳松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高级
工程师

	分会二：军民融合需求和应用		时间 :		9 月 6 日上午			
会议主持人：邓梦琪	深圳量子防务在线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09:30-09:40 领导致辞

09:40-10:10 军用光电装备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汪岳峰  原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博导

10:10-10:40 从 BSIM 和 FinFET 故事看硅谷创新模式
何进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深圳系统芯片
设计重点实验室主任

10:40-11:00 军民两用项目工厂的孵化模式 夏良华 原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

11:00-11:30 高性能半导体激光器技术及其应用 李春来   深港产学研基地 研究员

11:30-11:50 激光雷达测距先进技术发展 谭成珍 深圳市迈测科技有限公司

11:50-12:10 高端对话 现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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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对接

VIP特邀买家
INVITED  VIP

按采购需求精准匹配并推荐
供应商节约您的逛展时间

CIOE2018 VIP特邀买家项目仅针对专业人士开放
采购对接是VIP特邀买家免费专享服务之一

提高观展效率 | 拓展人脉 | 实现采购

您可以在以下位置免费获取此服务:

•北门入口问讯处
•4号馆VIP特邀买家服务处（4B60)
•8号馆VIP特邀买家服务处(8J11)

成功参与展商推荐服务将免费获取高端礼品一份

扫微信添加客服立即加入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ANNIVERSARY



2019年9月4-7日
深圳会展中心

助力产业互联

关注CIOE官方微信

精密光学展
镜头及摄像模组展
Precision Optics, Lens & Camera Module Expo

光通信展
Optical Communications Expo

激光技术及
智能制造展
Lasers Technology &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xpo

红外技术及应用展
Infrared Applications Expo

光电创新及
军民融合馆 同期论坛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光电传感展
Optoelectronic Sensor Expo

数据中心展
Data Center Expo

更多展会详情请浏览

WWW.CIOE.CN

面向九大应用领域，展示光电前沿技术  

光通信、信息处理及存储  |  消费电子  |  先进制造  |  国防安防

半导体加工  |  能源  |  传感及测试测量  |  照明显示  |  医疗

聚焦行业应用

第21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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