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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名称 页码
1 速腾聚创 RoboSense 3G04 RS-LiDAR-16 6
2 安森美半导体 3F09、3F11 　 6
3 上海朗尚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3H09 激光测距雷达 6
4 西安知微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3J06 MEMS 微振镜单轴扫描模组 6
5 北京杜尔润博商贸有限公司 3B06 固态激光雷达 7
6 麦克赛尔株式会社 3A06 W-HUD(Windshield 小型 Head Up Display) 7
7 广州群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E07 VCSEL 激光芯片 7
8 金华市蓝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3G09 LDS-150 7
9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4D05 3D 曲面结构光条纹测量仪 8

10 无锡安静静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3H04 AJ-DC2020 直流离子风机 8
11  北京北科天绘科技有限公司 3E66 R-Fans 无人驾驶激光雷达 8
12 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 2A83 25W，50W，75W 级 905nm 激光芯片 8
13 深圳市易恬技术有限公司 3J04 Argus 系列多点 3D TOF 传感器 9
14 深圳新亮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09 3D 激光测距雷达 9
15 山东富锐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2A86 工业级 2D 激光雷达 9
16 浙江舜宇智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9C12-4 ToF 模块 -Mars04 9
17 宁波舜宇红外技术有限公司 9C12-5 长波红外热成像镜头 10
18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9C01 高清车载镜头 10
19 江西联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D20 车载类产品 10
20 深圳市特莱斯光学有限公司 9P03、9P04 光学镜头 10
21 宁波永新诺贸易有限公司 9D11-1、9D11-2 车载镜头 11
22 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 9H04 行车记录仪镜头 HK-8246 11
23 奥托仑光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9D02 镜片及摄像头 11
24 上海光和光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9A05B 车载盖板玻璃 11
25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C10A 360°内外壁成像系统 12
26 深圳市璟晖光电有限公司 6A22 AHD 星光夜视镜头 12
27 苏州艾微视图像科技有限公司 6D54、6D55 车载摄像头组装线体方案 12

28 深圳市创芯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6E39 800 万像素 USB 摄像头模组支持
USB3.0 12

29 福建富兰光学有限公司 8K13 激光雷达测距视窗 13
30 深圳市睿光达光电有限公司 8L05 投影镜头组 13

31 东莞市泰诚光电有限公司 6D09 光学镜头全功能高精度 自动组装机
ZPD-F-16 13

32 威海世高光电子有限公司 6C32、6C31 　 13
33 中山市美景光学信息有限公司 9C06 测距系列模组 14
34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A17 LSU 系列多轴激光打标机 14
35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A15 全自动全面屏切割线 14
36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F01 紫外激光打标机 MUV-B-A 14
37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3A03 声光调 Q 脉冲光纤激光器 15
38 深圳市韵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A55 高精密玻璃激光钻孔设备 15
39 深圳晶森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A08 视觉自动识别定位多头激光打标机 15
40 深圳市紫宸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A76 自动送锡丝激光焊接机系列 15
41 深圳市瑞欣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1、2022 激光二极管 激光模组 16
42 深圳市大鹏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A12 激光切割机 16
43 东莞市光威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C21 超大幅面内雕机 16
44 奥徒（上海）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3A05 Satsuma 16
45 深圳市纳宏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9E05 精密光学滤光片 17
46 轩辕智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D52 毫米波雷达防碰撞预警系统 17
47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1D75 民用汽车平显（小乐） 17
48 Ophir Optronics Solutions LTD. 1D15 Automotive IR Optics 17
49 浙江兆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3 ThermEye 3/6-T 网络型测温热成像机芯 18
50 河北长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86 电动双视场镜头 18
51 天津津航技术物理研究所 1263、1265 车载夜视辅助驾驶系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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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森美半导体     3F09、3F11

安森美半导体 (ON Semiconductor，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代号：ON) 致力于推动高能效
电子的创新，使客户能够减少全球的能源使用。安森美半导体领先于供应基于半导体
的方案，提供全面的高能效电源管理、模拟、传感器、逻辑、时序、互通互联、分立、
系统单芯片 (SoC) 及定制器件阵容。

激光测距雷达 上海朗尚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3H09 

CJ01 是一款结构紧凑，高度可靠的激光扫描测
距雷达，可以实现在二维平面 6 米半径的范围内
进行 360 度全方位激光扫描，并产生所在空间的平面点地图信息。
这些地图信息可用于机器人定位导航、避障等实际应用。 CJ01 主
要包括激光测距核心以及使激光测距核心高速旋转的供电与机械部
分。正常工作时，测距核心将开始顺时针旋转扫描。用户可以通过
CJ01 的通讯接口获取 CJ01 的扫描测距数据。

MEMS 微振镜单轴扫描模组 西安知微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3J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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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LiDAR-16 速腾聚创 RoboSense     3G04

RS-LiDAR-16 是深圳市速腾聚创科技有限
公司已经量产的 16 线激光雷达 , 是国内首
款、世界领先的小型激光雷达。
主要面向自动驾驶汽车环境感知、机器人环境感知、无人机测绘等
领域。
RS-LiDAR-16 通过 16 个激光头同时发射高频率激光束对外界环境
进行持续性的扫描，经过高速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和测距算法提供三
维空间点云数据及物体反射率，可以让机器看到周围的世界，为定
位、导航、避障等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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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激光雷达 北京杜尔润博商贸有限公司     3B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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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UD(Windshield 小型 Head Up Display) 麦克赛尔株式会社     3A06

麦克赛尔的 W-HUD( 小型 HUD) 实现了产品
小型化与低电耗化。 产品小型化：是市场现
有同等产品体积的 50% 左右。提高了设计自由度，可搭载于各种
车型上。特别适用于安装空间小的小型汽车上。 低电耗化：是市
场现有同等产品电耗的 1/3 左右。特别适用于对续航距离要求高的
新能源汽车 (EV/HV/PHV/FCV)。

VCSEL 激光芯片 广州群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E07

主要产品应用：近距离感测、高速光纤
传输，Gesture 手势识别、体感测器领域、
雷射监视器、车用长距离警示 Night Vision, 光通讯等。

LDS-150 金华市蓝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3G09

此产品测距能力可以达到 200 米，频率可
以做到 200-400HZ ，带红光模组，精度可
达 0.3-0.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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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曲面结构光条纹测量仪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4D05

基于反射式结构光条纹投影测量原理，利用探测到的结构
光条纹变形信息，结合系统标定，得到待测曲面的三维微
观形貌（包括表面面形、表面疵病缺陷和外观尺寸等），
测量精度可达微米量级。
3D 曲面结构光条纹测量技术原理结构简单，成本较低、灵敏度高、动态
范围大，可广泛应用于 3D 曲面和自由曲面的表面微观形貌测量，特别是
工业电子产品的在线快速检测，实现产品质量的全面监测，有效满足工业
生产厂商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控制要求。

AJ-DC2020 直流离子风机 无锡安静静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3H04

DC-2020 直流离子风机的电路采用国际先进的闭环控
制系统，电路能根据装置在风机出风口的传感器上的
电压来自动控制正负离子的产生量多少，从而保证了
器良好的离子平衡度。

R-Fans 无人驾驶激光雷达  北京北科天绘科技有限公司     3E66

R-Fans 是为自动驾驶和智能机器人以及在无人
机测绘和 SLAM 上的应用所开发的导航型激光
雷达，具有测距长，重量轻，体积小的特点，
水平 360°视场，可以快速获取测距半径内周边环境的所有信息。
北科天绘应用半导体技术实现了导航型激光雷达的量产。

25W,50W，75W 级 905nm 激光芯片 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      2A83

激光雷达：
展示 25W,50W，75W 级 905nm 激光芯片
针对当前热门的激光雷达市场，深圳瑞波光电子
有限公司开发出了 25W，50W，75W 级 905nm 脉冲式半导体激光
芯片，产品具有低电压、高效率、长寿命、高可靠性等特点，主要
应用到无人驾驶、无人机、机器人等激光测距雷达上，同时支持塑
料封装或 TO 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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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s 系列多点 3D TOF 传感器 深圳市易恬技术有限公司      3J04

Argus 系列产品是一款基于 TOF（Time-Of-Flight）
技术的高性能多点激光雷达测距传感器，满足数据
刷新率高、中长距离的测距需求。本模组内部集成
了自主研发的嵌入式数据处理算法，抗光学干扰能力强，适用场景
多，可通过 Mircro USB 2.0 接口输出 QVGA(320×240) 尺寸的深度
图、灰度图和云点图。应用场景有手势识别、人数清点、3D 建模、
虚拟试衣、隐私监控等等。

3D 激光测距雷达 深圳新亮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09

3D 激光测距雷达，可实现 3D 成像测距，适用于机
器视觉，姿势识别，工业控制行业（自动仓储、3D
测量）、ADAS 近距避撞及行人检测以及交通流量
检测（路口流量，人流统计，卡口车辆车牌识别等）。此外还提供
各种用途的激光测距传感器和激光雷达，能广泛用于汽车辅助驾驶、
交通监控、机器人导航、无人机防碰撞以及工程控制行业，从点测
距到 3D 雷达，精度从 mm 级到 m 级，量程从几米到几十公里，
是业内产品最齐全的产品提供商。

工业级 2D 激光雷达 山东富锐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2A86

我们的产品在设计过程中考虑了严苛的工业环
境，针对抗强光干扰，EMC、高低温、抗振动、
抗冲击设立了严格的测试体系与质量体系。广
泛应用于交通轨道、AGV 导航、避障、自动化流水线安全防护 。

ToF 模块 -Mars04 浙江舜宇智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9C12-4

Mars04 是智能光学自主开发的集成模块，内置
TOF、RGB 模组和 IMU 模块。通过 TOF 技术来
实现高精度深度信息输出，探测距离最远可达
4M。该模块搭载 Movidius 芯片，结合智能光学自主开发的嵌入式深度感
知算法，终端只需通过其 USB3.0 接口连接即可获得高精确的 3D 深度信息、
RGB 信息和 IMU 数据供后端应用调用。Mars04 小尺寸低功耗、抗非炫目
强光干扰，可实现高帧率实时处理 3D 动态捕捉数据输出，并能够将 3D 点
云输出误差控制在 1% 以内，同时支持自动曝光和宽动态，在众多视觉应
用领域有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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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波红外热成像镜头 宁波舜宇红外技术有限公司     9C12-5

热成像镜头，包括手动调焦、电动调焦，无
热化、变焦等各种调焦方式的镜头。

高清车载镜头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9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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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载类产品 江西联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D20

联创拥有完整的车载产品线， 包括环视 / 后视、
前视传感、车内监控等镜头。是全球知名算法公司
Mobileye 认证的两家镜头制造公司之一，同时与 Tesla、百度、
Valeo、Aptiv、Bosch、松下等知名公司广泛开展合作。 

光学镜头 深圳市特莱斯光学有限公司     9P03、9P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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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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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镜头 宁波永新诺贸易有限公司     9D11-1、9D11-2

该款工业检测显微镜用于微电子及半导体检测，
超大载物平台，高质量图像处理分析系统。

行车记录仪镜头 HK-8246 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     9H04

应用影像系列 ： 行车记录仪、 航拍 、家用云端 WIFI、
可视对讲门铃、运动 DV 、智能穿戴、智能电子猫。

镜片及摄像头 奥托仑光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9D02

（株）OPTRONTEC 在光学系统（单镜头
或照明系统）的，图像传感器，图像处理
板，等组成元件上，不断地挑战与创新的精神，一直在研发 成像
系统，照明系统，图像传感器，与图像处理电路组合的摄像头模组，
LWIR Set UET 引擎，2D 扫描仪等，励志成长为传感与视觉技术的
领先企业。

车载盖板玻璃 上海光和光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9A05B

目前该产品主要应用于车载显示屏领域，2016 年
我公司全面启动触摸屏玻璃面板的加工制造。尤
其是汽车导航玻璃将作为光和光学重要的发展项目。在 2017 年公
司投入专项资金进行设备增加、技术优化、工艺改进来实现车载工
控面板的良率提升及产能扩充，在 2018 年 1 月生产线已达到量产
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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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内外壁成像系统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C10A

360°成像系统（外壁） 360°成像系统 紧凑型设计和高
分辨率性能 用于实现小物体的 360°侧视图成像 工作
距离：19mm-46.2mm 5、适用于检测药物容器，塑料盖，预成型件，瓶
颈，螺丝和其他螺纹物体等组件 360°成像系统（内壁） 高分辨率及紧凑型
设计； 镜头自带集成式 LED 光源； 凸显被检测物体微小的缺陷； 能清晰
地检测隐藏在内部的特征和缺陷； 能在非常广的视角下检测微小的缺陷； 
适用于内部特征只能通过内壁检测镜头进入孔洞检查的物体。如发动机零
件、容器、管子等。

AHD 星光夜视镜头 深圳市璟晖光电有限公司     6A22

大广角星光夜视镜头 水平 140 1080P
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
视听 / 数码电子产品、 汽车电子、 机器人 / 无人机、

车载摄像头组装线体方案 苏州艾微视图像科技有限公司     6D54、6D55

AA 调焦设备和测试设备适用于全景、后视和前
视 Camera 的生产、测试。包含镜头和前壳（前
壳上 PCB 板已锁好）自动上下料、在线 Plasma 清洁、点胶、AA
调焦、测试等一体的自动化设备，且设备采用柔性设计预留扩展接
口，便于衔接前端的 PCB 和前壳的自动上料锁付组装设备，整条
线体自动化完成。

800 万像素 USB 摄像头模组支持 USB3.0 深圳市创芯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6E39

自 动 对 焦（AF)， 采 用 800 万 像 素 COMS 感 光 片
IMX179 1.USB3.0 的接口，速度更快，在 YUY2 的
方 式 下， 高 分 辨 率 也 可 以 高 速 运 作。 通 常 采 用
MJPEG，传速输度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2. 兼容 USB2.0 接口； 3. 自
动对焦的速度（0.1S），具有不可比拟的快速稳定性； 4. 具有特
别的功能，焦距（F）可调， 焦点从 0-1023 值可以选。 具有特别
近的近距的同时，保证远视距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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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雷达测距视窗 福建富兰光学有限公司     8K13

富兰高精度的激光雷达测距仪视窗在如：无人驾驶、
机器人、采矿、测绘、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有广泛
应用。

投影镜头组 深圳市睿光达光电有限公司     8L05

基本信息 型号：RGD-YBD01-5 直径：15MM 长度：
26mm 材 料：ABS+PMMA 耐 温：-35+80 度 匹 配
LED：Edison、CREE、Seoul、Luxeon、Nichia 应用：汽车迎宾灯，
后视镜投影灯，玩具投影。

光学镜头全功能高精度 自动组装机 ZPD-F-16 东莞市泰诚光电有限公司    6D09

用途： 主要用于中大光学镜头（安防、车载）
的全自动组装。 主要特性：12 分度转盘结构，最多 16 种物料，
12 工位同时作业 ，8 套仓储系统，每套可选装 5 层料盘，高效作
业效率，高精度组装，多样的制程方式选择 • 点胶制程（单头或双
头组装） • 热封制程（单头或双头组装） • 锁盖制程（单头或双头
组装） u 丰富的功能选配 • 影像对位 • 角度识别 • 点胶固化 • 自动热
封 • 翻转机构 • 锁盖 • 防水圈高度组装形变判定。

威海世高光电子有限公司     6C32、6C31

SEKONIX 作为 韩国光学事业的先导者，成立于 1988 年，致力于开发、生产、销售
多种光学镜头和元件 SEKONIX 拥有专业制造高精密度微透镜的射出机、严谨完善
的冷气控制系统和净化车间，全球最初生产手机镜头、车载镜头等微小型镜头以及
摄像机模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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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距系列模组 中山市美景光学信息有限公司     9C06

产 品 有 相 位 测 距 和 脉 冲 测 距， 测 距 距 离 从 3m 到
2000 米。欢迎定制。

LSU 系列多轴激光打标机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A17

LSU 系列多轴激光打标机是华工激光针对 3C 电子行业
加工需求专门开发的 4 轴专机设备。该设备性价比高，
采用高品质的紫外激光器、高稳定性的振镜系统，多
轴运动控制系统，高像素 CCD 视觉定位系统，广泛应用于陶瓷加工，
玻璃打标、切割，油墨去除，快速消费电子部件加工等领域。

全自动全面屏切割线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A15

采用大理石精密平台，稳定承载，耐腐蚀，使用寿命长； 
采用进口真空发生元件，保证产品吸附定位稳定性；  
采用进口光学元件，质量可靠、功率损耗低； 采用进口
的先进皮秒激光器，PSO 信号控制模式，加工热影响 区小，保证异形切割
任意位置切割品质的一致性； 设备内置电源稳压器，安全保护设备电源，
稳定可靠； 采用直线电机搭配光学尺全闭环驱动加工平台，易维护、精度
高； 配置多 CCD 及视觉镜头自动对位系统，确保高精度切割品质； 配置
自动上下料结构，减少人工操作，大幅提高产能和质量。

紫外激光打标机 MUV-B-A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F01

紫外激光打标机采用源装进口紫外激光器，光束质
量高，聚焦光班小，超精细打标，清晰度高；热影
响区域较小，避免被加工材料变形、损伤或烧焦，
成品率高；适用材料广，弥补目前广泛采用的红外激光标记加工效
果不佳的缺陷；采用数字式高速扫描振镜，体积小，速度快我，稳
定性极好；本产品常用于电子行业的精密打标，适用金属、非金属
等多种材料的精细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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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光调 Q 脉冲光纤激光器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3A03

MFP 声光调 Q 光纤激光器是创鑫激光开发的高效
率、高可靠性、高性 能的脉冲光纤激光器系列， 
波长范围 1060~1070nm，是用于激光打标、激光雕刻工业的理想
激光源。 创鑫激光 MFP 声光调 Q 光纤激光器属于四类（Class 4）
激光器产品，产品的设计和测试都充分考虑了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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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自动识别定位多头激光打标机 深圳晶森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A08

视觉自动识别定位多头激光打标机，采用视觉识别功能，
2 秒内识别 500-2000 个产品，把每一个产品的坐标精准
传达到激光打标软件，大大提高产量，产能是普通光纤
激光打标机的 5-10 倍。

自动送锡丝激光焊接机系列 深圳市紫宸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A76

1. 半导体激光焊接系统：搭配温度控制系统的激光
焊接系统，可以充分把握焊接效果和避免焊接工件
受损。 2. 工作台：采用高精密的 XYZ 三轴工作台，定位精度正负
0.02mm。精确的运动控制，保证批量生产稳定性和一致性。 3. 送
焊锡机构：高精度的送锡机构，可传送焊锡丝直径 0.2mm-1.5mm，
传送精度 0.1mm；通过程序可以控制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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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二极管 激光模组 深圳市瑞欣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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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切割机  深圳市大鹏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A12

激光切割机是将从激光器发射出的激光，经光路系统，
聚焦成高功率密度的激光束。激光束照射到工件表面，
使工件达到熔点或沸点，同时与光束同轴的高压气体
将熔化或气化金属吹走。 

超大幅面内雕机 东莞市光威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C21

GW － B06C 激光内雕机是一款开放式的超大幅面高
速激光内雕机，主要用于工业方面。该设备不但能
雕刻三维的大幅面的玻璃、水晶、亚克力等材料，
同时还能平面内雕、打标等。根据雕刻材料的不同，市场上也称为
玻璃激光内雕机、亚克力激光内雕机、水晶激光内雕机、多功能内
雕机等。 

Satsuma 奥徒（上海）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3A05

Satsuma is a compact, high energy ultrafast 
fiber laser, delivering ultrashort pulse duration 
( as low as 350 fs), high repetition rate (2 MHz or more) and high 
energy (up to 20 µJ) in a compact, and highly stable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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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光学滤光片 深圳市纳宏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9E05

深圳纳宏光电拥有优秀的光学工程团队，以及先进的多台
进口光学真空蒸镀设备可生产种类多样滤光片，纳宏光电
生产的滤光片有中心波长准确、透过率高、截止深度好、
膜层牢固度高等有点。深圳纳宏光电可根据客户的光学指标需求予
以生产定制滤光片。

毫米波雷达防碰撞预警系统 轩辕智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D52

结构小巧
结构精美小巧，易于安装；
人性化二级预警
LED 和音频双重提示预警
恶劣天气适用
雨雪天气、雾霾、黑夜等     可见度极低的恶劣气候均可正常适用
无死角盲点监控
超大探测区域，集多种探测功能    卓越的盲点防护能力

民用汽车平显（小乐）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1D75

民用汽车平显（小乐）是一种增强现实型汽车显示设备，
从航空机载平显技术衍生而来。利用离轴光学系统将路
径导航、车速、油耗、发动机转速等各种重要信息准直
显示在驾驶员前方平视范围内，解决了“抬头看路、低头看表”的
问题；同时汽车平显还可加装微光、红外探测器以实现视景增强的
效果，有效提高行车的安全性。 

Automotive IR Optics Ophir Optronics Solutions LTD.      1D15

• Exclusive manufacturer for the 
automotive market 
• QVGA or VGA resolution
• 24° HFOV • High MTF 
• High volum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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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Eye 3/6-T 网络型测温热成像机芯 浙江兆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3

内置视频压缩编码，易于网络传输 智能高温预警功能，
多档阈值可调，高效检测 全画面测温功能 独特的光
电一体化变倍技术 AGC 自动增益调节、3D 降噪、IDE
图像细节增强 双串口通信：1 路 RS-232 和 1 路 RS-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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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载夜视辅助驾驶系统 天津津航技术物理研究所     1263、1265

本产品可实现在全黑夜间、车灯眩光、雾霾、雨雪
等人眼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通过输出前方路况的
清晰热图像，辅助驾驶者看清道路，结合智能行人
识别、前车碰撞报警功能，提前发现行人、车辆以
及障碍物，减少事故发生，提高驾驶安全性。



CIOE2018 主题参观路线汽车电子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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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馆会议室

主办机构：	盖世汽车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9:00-9:20 签到

9:20-9:25 开幕致辞

9:25-9:55 车用激光雷达专利概览 Knowmade 专利和科技分析师，
Paul Leclaire

9:55-10:25 推动自动驾驶变革  Velodyne LiDAR 亚太区总监翁炜

10:25-11:00 激光雷达在 AGV 物流车上的应用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11:00-11:35 面向自动驾驶用激光雷达的核心半导体器件  滨松市场高级技术支持工程师，
鲍泽宇

11:35-12:10 强大的视觉处理系统保障自动驾驶车辆安全 Mobileye 中国区汽车业务负责人，
苏军

12:10 交流午宴

13:30-14:05 激光雷达前沿技术 北科天绘 CEO, 张智武

14:05-14:40 专为 ADAS 和自动驾驶而设计的下一代图像传感器平台 安森美半导体市场总监，郗蕴侠

14:40-15:15 人工智能，服务民生 深兰科技创始人 /CEO，陈海波

15:15-15:50 适用于自动驾驶的红外焦平面芯片研发与产业化进展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总监 , 王鹏

15:50-16:25 高可靠性、高精度的晶振电子元件保障自动驾驶安全 京瓷晶振产品技术课副课长，齐藤
伦大

16:25-17:00 车载 AR-HUD 光学设计挑战和工程实践 深圳京龙睿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晓华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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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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6楼桂花厅

主办机构：麦姆斯咨询、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上午场主题：毫米波雷达系统技术及应用
9:00~9:30 签到 & 交流

9:30~9:35 开场 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 / 副总裁 / 李宏

9:35~10:0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中的毫米波雷达技术
与产业发展 清能华波科技 / 技术顾问 / 张雷

10:00~10:25 毫米波雷达关键技术指标剖析 轩辕智驾科技 / 常务副总经理 / 王珂

10:25~10:50 面对智能驾驶的汽车雷达技术 行易道科技 / 产品总监 / 林大洋

10:50~11:15 毫米波雷达的开发与机会 豪米波技术 / 董事长 / 白杰

11:15~11:50 圆桌会议：毫米波雷达芯片国产化之路 

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 / 副总裁 / 李宏
豪米波技术 / 董事长 / 白杰
意行半导体 / 总经理 / 杨守军
亚德诺半导体 / 应用技术支持经理 / 范晨
清能华波科技 / 技术顾问 / 张雷
矽杰微电子 / 董事长兼总经理 / 卢煜旻

11:50~13:30 自行用餐、展示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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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3 等级自动驾驶的应用 亚德诺半导体 / 应用技术支持经理 / 范晨

13:55~14:20 意行半导体微波雷达 MMIC 与 FMCW 雷达
系统方案 意行半导体 / 总经理 / 杨守军

14:20~14:45 毫米波雷达测试 美国国家仪器 / 亚太区半导体业务拓展经理 / 何为

14:45~15:00 茶歇

15:00~15:25 应用于汽车辅助驾驶的毫米波雷达芯片技术 矽杰微电子 / 董事长兼总经理 / 卢煜旻

15:25~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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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16:15 5G 通讯及汽车雷达 PCB 基材的选择 生益科技 / 高频市场开发经理 / 栾翼

16:15~16:40 待定 意法半导体 /ADAS 应用技术经理 /Daniel Wang

16:40~17:00 会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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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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嘉宾主持：陈建龙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显示和传感技术平台组长

14:00-14:25 激光雷达市场趋势
周彦武 研究总监
北京佐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4:25-14:50 镭神 - 激光雷达汽车 ADAS 驾驶系统
胡小波 董事长 &CEO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14:50-15:15 光学在智能驾驶中的应用和未来前景
谷春燕  市场总监
宁波舜宇车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15:15-15:40 未来汽车中的先进显示技术
徐俊峰 CEO
未来（北京）黑科技有限公司

15:40-16:05 车用固态激光雷达
张忠祥 总经理 / 博士
深圳力策科技有限公司

16:05-16:30 汽车智能辅助驾驶的抬头显示技术
朱秀玲 高级经理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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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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楼菊花厅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	YoleDéveloppement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 – 09:20 入场登记 / 证件收集

09:20  - 09:30 欢迎辞 Yole Développpement & CIOE

09:30 – 09:55 激光雷达 : 数十亿美金的商机 Guillaume Girardin 博士，Yole 
Développement 光电子、传感和显示部门总监

09:55 – 10:20 实现汽车安全与自主驾驶的实用激光雷达 Dr. Pei, CeptonTechnologies 首席执行官及联
合创始人

10:20 – 10:45 法雷奥 SCALA – 世界上首款为自动驾驶打造
的车规级激光雷达 顾剑民博士，法雷奥中国首席技术官

10:45 – 11:10 汽车激光雷达：知识产权所有者如何面对自
动化和机器人汽车革命？

Paul Leclaire，Knowmade 公司专利及技术分
析师

11:10 – 11:40 Coffee Break and Networking 茶歇 & 现场交流

11:40 – 12:05 传感器融合，助力汽车应用市场发展 Wade Appelman- 安森美半导体 SensL 分部营
销和业务发展副总裁

12:05 – 12:30 汽车激光雷达：成本视角下的实际解决方案
及未来发展

Romain Fraux，System Plus Consulting 公司
首席技术官

12:30 – 12:55 解密激光雷达技术在汽车自动驾驶领域应用 Michael Poulin，Leddar Tech 汽车应用解决方
案，总经理

12:55 – 13:05 感谢 & 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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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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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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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