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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名称 页码
1 宁波舜宇红外技术有限公司 9C12-5 长波红外热成像镜头 6
2 江西联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D20 手机配套产品 6
3 深圳市深立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6D47 摄像头自动调焦检测机 6
4 深圳市纳宏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9E05 精密光学滤光片 6
5 上海晶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D04 光学球透镜（小球） 7
6 艾优威（苏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E17 UV-LED 点光源 7
7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C10A 微距镜头系列 7
8 贵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G12 皓天大尺寸蓝宝石 7
9 深圳市三海科技有限公司 9A08 渐变色镀膜 8

10 斯迈光学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9G08 LensMechanix 8
11 深圳市微阵技术有限公司 6A01 微透镜阵列 / 复眼透镜 8
12 深圳三恩时科技有限公司 6D22、6D23 影像测试灯箱 T90-7 8
13 耀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P27 人脸 3D 识别应用双波段类蓝玻滤光片 9
14 福州晨征光电有限公司 9E13 透镜 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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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6 南京波特光电有限公司 8L43 光学元器件加工以及光学镀膜 9
17 北京华维国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I04 全自动多功能贴片机 10
18 深圳市鹰眼在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K12 蓝膜固晶机 10
19 中韩映象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 9A19、9A20 Cover glass 检查机 10
20 东莞市泰诚光电有限公司 6D09 手机镜头全自动柔性组装线 SAL-200 10
21 奥智品光学仪器（深圳）有限公司 6C12 全自动影像测量系统 /QVI OCTO 300 11
22 PRO OPTICS Co., Ltd. 6C23 AOI Lens, C-Lens, Objective Lens 11
23 AG 光学 6C33 optical lens 11
24 威海世高光电子有限公司 6C32、6C31 11
25 中山依瓦塔光学有限公司 9C02 中继镜 12
26 中山市众盈光学有限公司 9F08 各类光学镜头 / 镜片 12
27 成都现代南光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7H78 光学镀膜机 12
28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A17 塑料激光焊接机 12
29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F01 PCB 专用激光打标机 MC-PCB-A 1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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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1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3E01 UW-25W、UW-75W 激光焊接机；六维工
作台 1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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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3 奇石乐仪器仪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A35 奇石乐压电式力传感器 14
34 深圳新亮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09 VCSEL 激光二极管 14
35 深圳市紫宸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A76 自动点锡膏激光焊接机系列 14
36 锐莱特精密光电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2A07 玻璃激光切割机 14
37 江苏锐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C01A 紫外皮秒激光器高重频产品 -Darren 系列 15
38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A28 紫外激光切割机 15
39 华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A93 940nm 高功率 VCSEL 系列芯片 15
40 东莞市盛雄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A11 全面屏异形激光切割机 15
41 东莞市光威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C21 三维相机 16
42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C11 大族点式 / 旋喷式等离子清洗机 16
43 上海巨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76 在线式热像仪 16
44 西安唐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4E03-1 GaAs 4 寸 940nm 外延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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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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机配套产品	 江西联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D20

联创拥有完整的手机配套产品，且设计研发 /
制造实力雄厚，包含手机镜头及模组、虹膜识
别模组、结构光模组、指纹识别模组等。服务
全球知名客户，主要包括：华为、三星等。

摄像头自动调焦检测机	 深圳市深立精机科技有限公司					6D47

1、可替代人工对各种镜头模组（手机、电脑、
平板、航拍、监控、汽车等）进行自动调焦，
并进行脏污检测。 2、数字化 5 点或 9 点控制
清晰度，品质稳定可靠一致性好。 3、兼容 FF、AF 多组光圈；兼
容 8 万像素到 1300 万像素。 4、系统柔性好，不同产品可快速切换。 
5、智能学习算法，较国内外同类设备速度快 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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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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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球透镜（小球）	 上海晶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D04

光学球透镜 尺寸范围 : Ф0.5~Ф30mm 尺寸公差范围 : 
+/-0.0015mm~+/-0.01mm( 具体按尺寸划分 ) 真球度 : 
0.001mm~0.005mm( 具体按尺寸划分 ) 外观 : 20/10 量
产（月产）：800 万

UV-LED 点光源	 艾优威（苏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E17

主要用于电声行业，摄像头行业，光通讯等行业
的 UV 胶水固化。可通过显示屏设置：照射时间，
照射强度，照射模式。耐折弯线缆，信号串口功能。

微距镜头系列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C10A

极低畸变、高性能设计； 专为满足微距精确成
像设计，工作距离：95.4-132.4mm； 1200 万
高像素； 大靶面，可配 IMX253LLR 芯片（1.1
英寸 12M）； 倍率范围：0.5×-0.8×。 

皓天大尺寸蓝宝石	 贵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G12

皓天光电蓝宝石是采用美国先进技术的改良热交
换法（HEM）生长的，其晶体形状规整、尺寸最
大可达直径或对角线 510mm、产品质量优、稳
定性好、利用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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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色镀膜	 深圳市三海科技有限公司					9A08

渐 变 色 产 品 镀 膜 1、 我 司 可 在 PET 膜 片， 玻
璃等基材上镀制渐变色； 2、主要终端客户为
HUAWEI、OPPO 等 知 名 客 户； 3、 配 合 使 用
SWOS-2000 型磁控溅射光学镀膜机，可稳定镀制
渐变色，良率高，产能大。

LensMechanix®	 斯迈光学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9G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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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透镜阵列 /复眼透镜	 深圳市微阵技术有限公司						6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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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测试灯箱	T90-7	 深圳三恩时科技有限公司				 6D22、6D23 

主要运用于摄像测试环境的反射光源，色温和照度可
调。 体积（宽 × 深 × 高）：1008×716×898mm 标准：
ASTM、BS、CIE、ISO、DIN、TL84、ANSI 光源配置：
D65、A、D50、UV、U30、TL84、U35 电 源：AC 220V~240V，
50/60Hz 重量：60kg 1. 新国际外观造型，综合了英式和美式灯箱
的优点。 2.7 种光源，4 组 LED 光源 ( 可点亮 25000 次）、3 组荧
光灯光源 ( 可点亮 10000 次 )。 3. 显示每种光源的使用时间名称和
开关次数，可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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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 3D识别应用双波段类蓝玻滤光片	 耀颖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P27

耀颖光电 (MOE) 人脸 3D 识别应用双波段 ( 可见光 +
红外光 (850nm/940nm)) 类蓝玻滤光片搭配 SONY
与 Omni Vision 以及 On-Semi RGB-IR CMOS Image 
Sensor 可以同时达到蓝玻璃的拍照效果与人脸识别的红外 3D 感
测能力。 耀颖光电 (MOE) 人脸 3D 识别应用双波段 ( 可见光 + 红外
光 (850nm/940nm)) 类蓝玻滤光片已经在笔记本计算机摄像头 (NB 
Cam) 大量量产出货，并且已经在感测芯片大厂搭配 1600 万像素
RGB-IR 感测芯片测试通过。

透镜	 福州晨征光电有限公司					9E13

球面：擅长 D3.0-D50.0 的高精度中小透镜加工，
镜头组装等。
应用于：美容 / 健康、 医疗影像、 光学材料及元件、 航空 / 航天、 
汽车电子、 材料 / 配件、 生物医疗、 平板 / 电脑 / 周边、 机器人
/ 无人机、 激光器、 智能装备 / 机器人、 机器视觉、 手机、 AR/
VR、 可穿戴产品、 红外产品、 3D 打印、 海洋 / 船舶、 消防 / 警用、 
激光加工设备、 视听 / 数码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 监控设备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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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元器件加工以及光学镀膜	 南京波特光电有限公司					8L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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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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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多功能贴片机	 北京华维国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I04

采用日本松下伺服系统 精度高稳定性强，永不
丢步保证 24 小时稳定贴装；XY 轴采用台湾 TBI
研磨丝杠传动，精度 0.018mm 静音寿命长效能
高；共十部相机，一部 MARK，一部高精密，八部高速识别相机，
八头同步识别 有效保证贴装速度和精度；核心主要体现在软件算
法处理上面，在编程环节做了深层次的数据优化，大部分繁琐的工
作都交由计算机完成，操作人员只需按照软件上给出的建议上料安
装飞达。

蓝膜固晶机	 深圳市鹰眼在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K12

蓝膜固晶机是一款专业用于膜装来料的芯片、玻
璃片、陶瓷片等薄片元件 , 精确贴装到产品上的
全自动贴装设备，主要应用于光通讯 BOSA 滤光
片贴装、手机摄像模组滤光片、陶瓷盖板摆盘等
场合。

Cover	glass 检查机	 中韩映象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					9A19、9A20

检查盖板玻璃制造全工程中出现的各种外
观缺陷。 可提高生产良率和生产效率，且
可以 In-line 方式使用。

手机镜头全自动柔性组装线 SAL-200		 东莞市泰诚光电有限公司						6D09

1.1 用途 SAL-200 光学镜头分站式一体机全自
动组装线主要用于手机镜头的高精度组装。 1.2
特点 • 高效率，高精度的分站一体流水线式组
装线 • 高精度影像识别 • 采用柔性组装线设计，每个机台可独立使
用，也可根据产品工艺两台以上任意搭配 • 工位皆为模块化设计，
可随时拆装更换，方便切换机种 • 多样的制程方式选择 • 丰富的功
能选配，包括影像对位，角度识别，高度检测，点胶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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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影像测量系统 /QVI	OCTO	300												奥智品光学仪器（深圳）有限公司						6C12

台面式系统 – OCTO 是一台经济实惠 , 全自动 3 
轴尺寸测量系统，合适安装 在桌面上使用 • 测
量稳定性 – 稳固的花岗石底座及立柱， 精密的
马达驱动 XYZ 测量 工作台 数控动力控制 – 3- 轴操纵杆全自动动力
控制 • 变焦透镜 – 马达驱动 6.5:1 兆像素彩色 变焦透镜系统。

AOI	Lens,	C-Lens,	Objective	Lens	 PRO	OPTICS	Co.,	Ltd.					6C23

- AOI Lens Used for industrial inspection 
and optical systems. Purpose : For machine 
vision, pattern inspection, LCD inspection, 
and PCB inspection - C-Lens It is a lens made to test the 
performance of and align the sensor of mobile phone cameras 
Purpose : equipment to inspect and align mobile phones.

Optical	Lens	 AG	光学					6C33

AG 光学拥有非球面玻璃镜片制造技术，超精
密的模具加工技术还有 PC,PPMA,Silicon 等注
塑技术。产品主要用在电子产品，激光打印机，
投影机，摄像机还有光通信系统。除了制造非球面镜片外非球面玻
璃的高新技术基础上，相机镜头 , 车载镜头 , 销控镜头，鱼眼镜头
的研发，设计，生产等方面给客户提供全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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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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继镜	 中山依瓦塔光学有限公司					9C02

随着手机摄像不断的往高像素大角度发展，模
组远距离大角度的图像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传
统的测试方法，将需要巨大的检测空间，且会
产生较大的检验误差。UVATA Relay Lens 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它能有效的将测试距离缩短，精确的模拟不同测试距离。UVATA
独创的双摄像头同时检测，Face ID 检测 relay lens 在业界广泛应
用并且得到众多客户的认可。 

各类光学镜头 /镜片	 中山市众盈光学有限公司					9F08

手机镜头 : 包括从 2M~16M 的各类手机镜头，涵盖
了超薄、大广角、大孔径、高性价比方案及低成本
方案。 目视镜头 / 镜片 : 如高清折射式 HMD 镜头、
VR 镜片、HUD 反射镜等。 5. 鱼眼镜头 : 如 210°车
载全景镜头、240°运动 DV 镜头等。

光学镀膜机	 成都现代南光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7H78

研发生产多种热蒸发及电子束真空镀膜机、磁
控溅射镀膜机、全自动车灯镀膜机、石英振荡
器专用真空设备、非标真空设备、超高真空双
向密封闸板阀、成套真空机组及冷阱和各种真空阀门、真空压封机、
真空被银机、激光真空测试台、提供 Parylene 真空涂覆加工等。

 

塑料激光焊接机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A17

华工激光专为满足工业、医疗和科研等市场不
断增长的透明塑料产品需求而研制，集激光器、
外光路运动焊接部件与夹具部件为一体，具有
高功率输出、尺寸小、效率高等诸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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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 专用激光打标机	MC-PCB-A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F01

专为 PCB 打标而设计，同时也适合塑胶、橡胶、
PVC、PET、皮革等材料打标，它具有高性能
CO2 激光器，标刻质量好，加工速度快，产能高；
高精度 CCD 实现自动定位、读码、评级；加工幅面跨度大、适应面广；
板料整形系统，可对 PCB 板料的变形进行自整形较平，确保打标
效果一致；同时能和成熟 SMT 流水线对接，还可对接客户 MES 系
统进行在线数据传输和信息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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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25W、UW-75W激光焊接机；六维工作台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3E01

YAG 激光焊接机是用高能脉冲激光对工件实施
焊接，它以脉冲氙灯作为泵浦源，以 ND：YAG
作为激光工作物质。激光电源首先将脉冲氙灯
预燃，通过激光电源对脉冲氙灯放电，使氙灯产生一定频率和脉宽
的光波，光波经聚光腔照射激光晶体，从而激发晶体产生激光，再
经过谐振腔后产生波长为 1064nm 的脉冲激光，激光经过光纤传输、
聚焦后辐射至工件表面，使工件局部熔化实现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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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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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乐压电式力传感器	 奇石乐仪器仪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A35

奇石乐提供压电式和应变式力传感器，可用于
各行业工业制造过程中对工艺过程精度和产品
质量的优化和监测，为零缺陷工业生产打下基
础。 

VCSEL 激光二极管	 深圳新亮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09

自 主 研 发 生 产 VCSEL 激 光 二 极 管， 可
用 于 3D 人 脸 识 别、 激 光 测 距 / 雷 达、
夜 视 照 明 以 及 智 能 驾 驶， 标 准 波 长 可 选
630nm,650nm,808nm,940nm,980nm，1550nm 等， 功 率 从 毫 瓦
到数十瓦。封装形式有平面封装，便于大规模生产应用；同时也提
供产品应用配套的光电解决方案。

自动点锡膏激光焊接机系列	 深圳市紫宸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A76

1. 带温度反馈半导体激光焊接系统：温度反
馈的功能可对焊接进行温度控制，可以对直
径 0.5-1.5mm 的微小区域进行温度监测。 2. 多
工位焊接系统：基于八轴高精度多 2 位的激光焊接系统，可实现视
觉对位及点锡膏与激光焊接并行工作，大幅度提高设备的制造产能。 
3. 送锡机构：高精度送锡膏机构，可以精确控制锡量大小。 4. 视
觉定位系统：采用图像自动捕捉自定义焊接轨迹，可对同一产品上
多个不同特征点进行采集，大幅提高加工效率和精度。

玻璃激光切割机	 锐莱特精密光电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2A07

锐莱特的 RayGlass T 系列玻璃激光加工方案具
有如下特点： 1、打孔速度快，精度高，稳定性好，
品质高，成品率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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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最小打孔直径 0.05mm，最薄玻璃厚度 0.1mm； 4、操作简单、
效率高、玻璃无需用水冷却； 5、可直接加工多种玻璃、石英等透
明脆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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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皮秒激光器高重频产品 -Darren 系列	 江苏锐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C01A

该系列产品是 OLED 切割、玻璃、蓝宝石和陶瓷等硬
脆性材料加工的优良工具；同时也应用于半导体、光
伏行业和材料的微加工以及医疗、科学研究等领域。
该系统基于全固态 sesam 皮秒锁模技术，稳定的种子源确保激光
器的高可靠性，激光器便于集成，能提供高能量激光脉冲且激光脉
宽小于 10 皮秒，激光器可以通过调节再生腔型参数实现优化的加
工状态，以实现更多工艺选择，为高精密快速加工提供保障。

紫外激光切割机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A28

应用： 适用于蓝宝石、玻璃、陶瓷的精密切割。 
FPC、PCB 板的精密切割与钻孔。 各类金属、
非金属薄板材的精密切割。 优势： 高精度：
大理石基座配直线电机、CCD 定位确保 X，Y 轴 ±2um 的定位精度。 
高速度：搭载扫描头、速度可达 8000mm/s，实现高产能。 自动化：
开放性接口设计，满足各类自动化需求。 

940nm	高功率 VCSEL 系列芯片	 华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A93

产品特征：940nm 多模激光输出；输出功率
定制化（100mW-2000mW）；芯片尺寸订制化；
芯片波段订制化（850nm-980nm）；高波长
稳定性。 应用领域：人脸识别；夜视安防；接
近式开关 。

全面屏异形激光切割机	 东莞市盛雄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A11

1、行业应用： 手机面板、车载面板等行业 2、
机器优点： 1、采用皮秒激光器、自行研发成
丝技术切割头，聚焦光束直径小到 1-2um，对
TFT 电路无损伤。 2、有效切割速度高达 120mm/s，对于厚度 1.5mm
内的单层玻璃，激光切割仅需一次即可折断，可切割任意图形。 3、
CCD 视觉预扫描 & 自动抓靶定位、最大加工范围 3-12 寸屏。 4、
无锥度切割，边缘光滑。 6、AOI 视觉检测可选配，节省后续检测
时间，裂片可选取超声波或机械裂片，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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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D01 三维相机	 东莞市光威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C21

GW-D01 三维相机 ( 又名 : 三维立体像机、三
维摄相机、三维照相机、三维立体照相机、三
维立体相机、三维立体摄相机 ) 是利用彩色结
构光的量测原理，采用多目视差法和光影梯度法，通过瞬间取像即
可一次性生成 180 度的真实立体模型及其表面色彩信息的三维相
机。广泛应用于医疗整形、数字娱乐、三维身份识别和个性化定制
等行业。三维成像系统具有成像速度快、精度高的突出优点，可对
脸部，胸部，背部，头部实行 360°的图像采像。

大族点式 /旋喷式等离子清洗机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C11

1. 用 途：COB/COF/COG 端 子 清 洗、 新 能 源
锂电池隔膜 、耳机振膜、手机中框、特氟龙
PTFE、塑料配件、指纹模组、薄膜、马达电机
配件、ITO 玻璃、LCD 的 ARRAY( 玻璃加工 ) 加工、LCD 的 CF( 玻
璃加工 ) 加工、手机各类配件等离子清洗，音箱配件除静电。 2. 特
点：A、可以选配微波电源 / 中频电源。B、关键微波电源部件自制，
设备性价比高。C、工作距离 4-20mm, 火焰直径 7-50mm, 宽幅直
线模组可调。 3. 使用气体 : 压缩空气（CDA）。

在线式热像仪	 上海巨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76

实现 24 小时连续不间断监控，可设定报警阈
值，多种像素、多种视场角及多种测温范围选
择，满足不同应用场景及集成需要。无人机载
热像仪：专为无人机搭载设计，凭借其小巧、精致、高科技感的外
观及 30 万像素的高分辨率，使得无人机在众多领域担当重任。

GaAs	4 寸	940nm	外延片	 西安唐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4E03-1

4 寸 GaAs 940nm VCSEL 外 延 片 : 用 于 光 通
信、 激 光 雷 达 , 3D 传 感 ( 手 机 ) （ 也 可 做 
850nm/905nm VCSEL 外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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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光 +”移动通信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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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09:30-09:50 签到
09:50-10:00 嘉宾致辞
10:00-10:30 5G 移动通信发展趋势及其关键技术 黄秋钦 , 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 , 通信工程师
10:30-11:00 拥抱光学创新 谢恒，东吴证券研究所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
11:00-11:30 手机光谱仪的未来世界 张春，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
11:30-12:00 手机镜头先驱者 SEKONIX Sekonix
14:00-14:30 5G 时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周罗红，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咨询业务部副主任 
14:30-15:00 5G 标准进展与业务创新 张晨璐，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5G 研发中心总监
15:00-15:30 基于 3D 结构光的人脸解锁应用 周有喜，爱华盈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15:30-16:00 垂直腔面发射激光（VCSEL）技术在
3D 传感中的应用 龚平，西安唐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6:00-16:30 移动终端认证概述 沈浩涛，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市场营销部主任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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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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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4:00 入场登记 / 证件收集
14:00-14:10 欢迎辞

14:10-14:35 消费级 3D 传感：改变用户界面的游戏 Pierre Cambou- 成像首席分析师 - 技术与市场
部，YoleDéveloppement

14:35-15:00 TBD
15:00-15:25 3D 传感 VCSELs 的量产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VCSEL 开发总监
15:25-15:55 茶歇 & 现场交流
15:55-16:20 消费级 3D 传感技术概览 System Plus Consulting 公司首席技术官

16:20-16:45 您的 3D 传感的 VCSEL 最佳拍档：量产经验、
技术竞争力和产能 王益，Philips Photonics 亚太区资深业务经理

16:45-17:10 用于 3D 传感的近红外光谱过滤器的批量生产 Dr.ClauMaissen, Evatec 资深产品市场经理
17:10-17:35 飞行时间 -3D 深度感知技术里的瑞士军刀 pmdtechnologies 公司首席营运官
17:35-17:45 感谢 & 休会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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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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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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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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9 月 6 日上午 主题大会

9:30-10:00 智能激光清洗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前景探索 姚建铨院士 , 中国科学院

10:00-10:25 高性能激光晶体研究的进展 张庆礼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副主任 / 研
究员 

10:25-10:50 海目星激光 & 自动化助力全面屏风潮 罗泽锴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技
术总监

10:55-11:15 超快激光的应用和市场前景 朱海波 广东华快光子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11:15-11:35 光纤激光器及其相关应用 刘洋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合作部 
11:35-11:55 中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应用和普及 汪伟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9 月 6 日下午 3C 制造
14:05-14:30 TBD IPG
14:30-14:55 3C 产品精密化带来激光加工应用新天地 牛增强博士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14:55-15:20 激光塑料焊接的主要工业应用 龚传波　南京帝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5:20-15:45 激光在 3C 领域的应用 杨田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总监

15:45-16:10 激光辐射安全关键技术研究 麻云凤　国家激光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常务副主
任

16:10-16:35 国产大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之发展 胡海　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16:35-17:00 激光在手机行业的应用技术要求（拟定） 小辣椒科技 副总经理 刘勇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采购对接

VIP特邀买家
INVITED  VIP

按采购需求精准匹配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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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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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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