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院所有创新能力，但产业化需求相对较少；企业有需求，但又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这致使许多科研

成果被束之高阁，导致科技资源浪费和国有资产流失.

CIOE量身打造的光电子创新展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旨在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中小企业之间提供对

接转化平台，为有发展前景和市场急需的项目技术提供投融资渠道，为稚嫩的孵化企业提供发展商机，为

科研人员提供多层次的技术交流。

“CIOE2019绽放科研之光(SRIP)”计划聚焦中国科研院所最前沿创新光电子技术，集中展示其孵化企业

最新产品，帮助CIOE买家和投融资机构精准对接科研院所资源，寻找发展合作商机平台。

光通信展

光通信系统设备、光通
信器件（有源器件、无
源器件）、光纤光缆/光
纤传感器、光测试仪器
仪表、光器件生产设备、
广电光传输设备、数据
中心，云计算/大数据

红外技术及应用展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
外设备及应用、太赫
兹监测与成像、紫外

技术

精密光学展& 镜头及摄像模组展

光学材料、光学元件、光学成像
测量及光学仪器、光学镜头及摄
像模组、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光学加工设备、机器视觉及工业
应用、蓝宝石及触摸屏制造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

激光材料、激光组件及
装置、激光器、激光设
备、激光特种应用、智
能装备、3D打印/增材制
造

光电传感展

光电传感器、光纤
传感器、视觉传感
（机器视觉）、激
光测距雷达、物联
网

光电子创新展

生物光子、医疗成像、健康光电子、光电
显示及模组、光电芯片、智慧医疗及养老、
集成电路及集成光子、物联网、大数据及
云计算、机器人、人工智能、军民融合

你可以看到的展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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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展位号：4A36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苏州医工所”）是中国科
学院唯一以生物医学仪器、试剂和生物材料为主要研发方向的国立研究机构，由中
国科学院、江苏省和苏州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同出资建设。自2012年11月正式成立以
来，研究所始终秉承“忠诚 务实合作创新”的发展理念，定位于“面向生物医学的
重大需求，开展先进生物医学仪器、试剂和生物材料等方面的基础性、战略性、前
瞻性的研究工作，引领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发展，建成医疗仪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
化平台，成为不可替代的国立研究机构”。

研究所围绕医用光学技术、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医用声学技术、医用
电子技术和康复工程技术等研究方向，设立了9个研究室。已建成中国科学院生物医
学检验技术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医用光学重点实验室和9个苏州市高技术研究重点实
验室。研究所园区占地面积208亩，现有总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的科研及配套用房，
装备投入2.48亿元，总资产10.29亿元。

截止2018年6月，人员总量 679人：其中江苏省双创人才22人；研究员50人，副
研究员76人；博士生导师58人，硕士生导师44人，在学研究生196人。硕士及以上学
历占96%，35岁及以下青年职工占85%。累计授权专利近700项，其中发明专利200余
项；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近1000篇。共承担国家、中科院及省市各类科技项目、军
工项目、企业委托项目60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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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国科视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A36

简称PVT检测仪，主要用于睡眠健康与认

知能力测评，通过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测评，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

心境状态量表等十八种心理健康测评，

及视警觉性测试警觉测试（PVT）等六种

认知能力测试，评估相关行业人员的中

枢疲劳程度，评价用于相关行业人员作

业疲劳卫生防护措施的应用效果，进一

步提升一体化睡眠觉醒与认知功能的实

时监控与评估技术水平。

苏州国科视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A36

脑疲劳预警与干预眼镜

脑疲劳预警与干预眼镜是一种便携式或可

穿戴式的眼动及头动参数在线监测系统，

对佩戴人员进行长时间的连续监测，达到

实时判定佩戴人员觉醒状态的功能预期，

并在设定条件下对觉醒状态不足的人员，

进行状态预警和物理刺激，以期达到提高

人员觉醒程度的目的。该产品可用于准确

评价相关行业人员持续作业条件下生物节

律及功能状态，并给予科学的干预，从而

提升作业效能。

睡眠健康与认知能力测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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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国科视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A36

关键岗位人员预警评估系统，通过高速跟踪

瞳孔对光反应过程，定量检测瞳孔对光反应

潜伏期PCL、瞳孔初始直径PID、瞳孔最小值

PMD、瞳孔收缩梯度最大值潜伏期PSM、瞳

孔收缩时间PCT、瞳孔收缩速度PCV、瞳孔

恢复梯度最大值时间PRM以及临界闪光融合

频率等参数，以此反应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

经系统的抑制或兴奋程度。用于关键岗位人

员疲劳检测、药品使用效果评估、神经系统

功能定量评价等领域。

苏州国科视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A36

数字化RAPD检测仪

数字化RAPD检测仪，可实现人眼瞳孔的高速跟

踪，可单独或同时对瞳孔进行光刺激并记录双

眼瞳孔对光反应曲线，通过分析曲线以及双眼

曲线偏差，定量评估瞳孔对光反应能力以及

RAPD（相对性传入性瞳孔障碍）。本产品可替

代现有的RAPD定性检查手段，客观定量检测

RAPD并缩短测量时间，可用于体检中心综合评

估视神经传导能力的总体效能（如青光眼、黄

斑病变早期诊断），配合视觉电生理检查可进

一步明确相关神经传导通路的异常段位，还可

评估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兴奋程度变化

（疲劳度变化）以及退行性神经病变（阿尔兹

海默病、帕金森综合症）的状态评估。

关键岗位人员预警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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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国科康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A36

本项目产品由健康一体机（包括主控和血压、

血糖、血氧等检测终端）和配套的云健康管理

软件（一体机软件、健康管理软件和用户APP）

系统组成，可将检测终端上产生的多参数健康

数据（检测信息、图片、音视频等）可自动传

输存储到云端进行管理分析，可为实现社区居

民、老年人、肥胖患者和慢病患者等人群建立

连续、在线的个人健康档案，为智慧养老、健

康管理和慢病管理行业的健康医疗数据采集、

存储和大数据分析提供全面支持。

苏州国科康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A36

肝癌消融手术计划导航系统

本项目产品包含手术计划导航软硬件系统，具

有CT/MR的DICOM文件显示、处理、测量、分

割、配准和三维可视化等功能，可实现C T / M 

R 多模态影像融合的消融手术计划、导航和效

果评估，为介入科医生提供穿术前刺路径规划、

热场规划、术中实时定位和术后精准评估功能，

实现肿瘤消融治疗全流程覆盖。同时还可为放

射科医生提供包含肿瘤在内的多种组织三维建

模功能，实现临床教学、手术模拟、临床辅助

诊断和评估等。

智慧云健康一体机及其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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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展位号：4A56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BISME）成立于1958年8月21日，隶属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是我国最早从事空间技术研究的单位之一。研究所从探空火箭起步，先后成功

完成了我国飞行器数据舱、返回式卫星，神舟系列飞船等数十种型号回收系统的研

制，回收成功率100%。研究所回收着陆技术还应用于武器整体回收、无人机回收、

武器稳定减速及布撤、深空探测等领域，开拓了空间充气结构，地外天体着陆试验

等新兴领域。研究所已为我国提供了百余台（套）空间光学遥感器，成功率100%，

获取的极具价值的信息资料广泛应用于国土普查、资源开发、环境监测等领域。此

外，还是火工装置、航天器复合材料结构件的重要研制单位；是空间激光雷达、激

光测距、激光攻防等装备的总体研制单位；是国内航空光学遥感载荷的主要研制单

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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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4A56

产品构建了我国首个0.5米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

星座，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实现“准时传”及

全球任意地区一天内重访、全球80%地区每天两

次重访。

重点应用在侦察监视、空中目标监测、海洋观测、

气象观测、陆地观测、预警与态势感知、国土测

绘、资源探测、灾难/环境监测、深空探测和科

学试验等领域。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委内瑞拉遥感卫星二号红外相机

作为国内首台出口国外的红外相机，VRSS-2 

红外相机在实现较高分辨率的同时，还在长波

红外设置了分裂窗，可以有效剔除水汽影响，

提高相机对地探测获取的目标温度的反演精度。

重点应用在国土资源普查、环境灾害监测、农

业、林业调查与城市建设等业务领域。

4A56

高景一号相机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日盲紫外搜救系统

利用紫外线波段不可见、谱段窄的特征，提取

其抗干扰

能力强，破雾性能好的优势，实现图像极高信

背比，使得目标识别难度大大降低。可依据观

测目标特性搭载有人机或无人机进行目标探测

作业。重点应用在单兵搜救等领域。

4A56



1 CIOE2019 绽放科研之光 前沿科技宣传册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4A56

微光夜视产品采用完全国产自主超低照度CMOS

器件，具有无月夜星光全彩色成像、动态范围大、

识别能力强等优点，可用于手持、固定安装或搭

载于无人机平台。

长焦全彩微光夜视仪，在无补光的情况下，应用

于固定岗哨2km目标侦查。夜视能力达到

0.0001lux下全彩色清晰成像。

微光夜视产品采用完全国产自主超低照度CMOS

器件，具有无月夜星光全彩色成像、动态范围大、

识别能力强等优点，可用于手持、固定安装或搭

载于无人机平台。

手持式全彩微光夜视仪在无补光的情况下，可以

应用于单兵手持500m目标侦查。夜视能力达到

0.0001lux下全彩色清晰成像。

微光夜视仪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苏丹一号5m视频相机

正样产品2019年9月发射，已完成结构件研制。

重点应用在5m分辨率遥感、远距离安防。产

品适用于商业遥感卫星制造商、安防领域设备

制造商。

4A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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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展位号：4A11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西安光机所）创建于1962年，是
中国科学院在西北地区最大的研究所之一。经过五十多年的创新历程，已经发展成
为一个以战略高技术创新与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综合性科研基地型研究所。

西安光机所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基础光学、空间光学、光电工程，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瞬态光学与光子学理论与技术、空间光学遥感技术、干涉光谱成像理论与技术、
光电信息技术。研究所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两个中科院重点实验室，分别是瞬
态光学与光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超快诊断技术重点实验室、中国科
学院光谱成像技术重点实验室；另有若干研究单元，以及检测中心、系统工程部等
完整的技术支撑体系。

十一五以来，研究所以改革创新、服务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己任，承担并
圆满完成探月工程等多项国家重大任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4项、一等奖1项、
二等奖4项，省部级奖36项。2010年2项成果入选“中国航天遥感领域十大事件”，
2011年研究所获中科院杰出成就奖， 2012年1项成果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2010年，赵卫研究员获得国际高速成像和光子学领域的最高奖“高速成像金奖
(High-Speed Imaging Gold Award)”，这是继学部委员龚祖同之后，时隔29年，中国
科学家又一次获得该项奖，充分表明西安光机所在高速成像和光子学领域所具有的
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西安光机所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
济主战场，以创新驱动发展，大胆创新科技体制机制，拆除“围墙”、开放办所，
探索“人才+技术+服务+资本”四位一体科技成果产业化及服务模式，创办了专业
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创业投资的国家级一站式硬科技创业投资孵化平台——中科
创星。发起设立国内第一家专注于硬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天使基金——“西科天使”
基金，创建了国内第一家专注于“硬科技”的光电产业孵化器——陕西光电子集成
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发起创办了专注于硬科技创业者的硬科技创业营。打造以研
究机构+天使基金+孵化器+创业培训”为一体的科技创业生态网络体系。

2016年7月，陕西省政府制定并印发2016年西安光机所西北有色院创新模式复
制推广工作方案，指出在全省推广复制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西北
有色金属研究院创新模式（简称“一院一所模式”）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任
务，将在全省确定“一院一所模式”试点单位30家。
2017年，研究所被列为第二批 “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基于研究所提出的 “硬科技 ”
概念，西安市成功举办“全球首届硬科技大会”，“硬科技”已成为西安市打造科
技之都、全面实现追赶超越的城市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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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 展位号：4A11

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导院”）是国内首家以光
电子集成为发展方向，集该领域国家战略智库规划、国际前沿技术研究、高端创新
创业人才引进、创业投资与孵化为一体的创新型机构。

由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发起成立，统筹学科、人才、技术优势等资源，打造国内
首家以政-产-学-研-资-用-孵相结合的光电子集成产业创新型服务平台。探索金融+
服务+市场+研究机构的混合所有制形式，采用一站式服务孵化体系，为创业团队提
供专业人才、专业知识、专业技术、专业导师、专业基金、专业装备和专业孵化服
务等。先导院占地83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拥有先进设备仪器2800多台（套），
累计引进30多个国内外高端创业团队、入驻企业24家、储备项目500多个、组建高
端导师团200多人，发起成立陕西省光电子集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并组建陕西
光电子集成产业专利池，不断整合全球芯片领域创新资源，推动芯片领域的创新发
展，同时发起成立了“陕西先导光电集成科技基金”（总规模10亿元），已投资孵
化硅光子集成传感芯片、InP外延材料、霍尔传感器等60余个项目。先后获得“光电
子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光电子集成创新中心”、“服务型制造示范平
台”“中国创新创业100强”等多项荣誉和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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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A11

多谱段变焦相机覆盖可见光、近红外至长波红外波段，包括可见光数码遥感与测绘

相机、可见光高清变焦电视、变焦红外热像仪、多光谱相机等系列。产品用于各类

军民用航空、陆基、车船载装备，广泛适用于探测预警、安防监视、环境监测等领

域，实现全天候搜索、识别、跟踪等功能。

多谱段变焦相机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高功率、高效率半导体激光芯片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是整个激光产业链的基石与源头,是战略新兴产业的技术核心

与瓶颈。本项目开展了自主可控的高功率、高效率半导体激光芯片研制，突破了低

损耗外延设计、高损伤阈值腔面技术和精细化的材料器件制备工艺，研制出808nm-

9xxnm系列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及器件，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A11

双波段变焦相机 双波段变焦相机 双波段变焦相机

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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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A11

FSM通过高精度、高带宽的角度偏转控制，获得微弧度级的动态跟瞄精度，是高能激

光武器，空间激光通讯、量子通讯、空间目标监视、主动成像、激光精密加工等领

域的关键技术之一。突破解决了大口径快速反射镜系统大惯量负载因素的制约系统

高响应的难题，实现了大口径、高响应、高精度性能的完美结合。

快速反射镜（Fast Steering Mirror，FSM）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APHIS高光谱成像仪

该高光谱成像仪在中科院光谱重点实验室基金支持下研发，具有高聚光能力、高光

谱分辨率、体积小、重量轻、稳定性高的特点。该系统的光谱分辨率达到1.6nm,具

有512个光谱通道、重量1.8kg。可用于地面、实验室试验数据采集、分析、无人机

平台、立方星平台搭载等。

4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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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A11

视频光谱成像仪可以在采集的一帧图像中同时得到目标的二维空间信息和一维光谱
信息，对搭载平台没有要求，可以对运动目标、瞬时变化现象进行快速三维信息采
集，具有以下优点：1.体积小，重量轻，对搭载平台无要求；2.可实时得到运动目标
的光谱信息；3.高帧频光谱数据采集，每秒最大可采集90帧的数据立方体。
可应用于安防监测、火灾预警、刑侦现场勘验、农作物生长态势监测、运动目标跟
踪、文物实时鉴定等方面。

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1. 光谱范围：450nm—850nm
2. 光谱通道数据：9个
3. 帧数：最大全视场输出90fps
4. 空间分辨率：0.8m@5km
5. 数据接口：USB3.0/2.0，以太网
6. 工作温度：0~60℃
7. 功耗：2W

应用场景：
（1）复杂背景中识别目标

（2）运动目标实时跟踪

视频光谱成像仪

采集的多光谱图像 可见光相机图像 多光谱合成伪彩色图像

多光谱图像 运动目标跟踪结果

mailto:0.8m@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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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A11

文化遗产数字化、书画艺术品一致性认证、
艺术品高保真复制等应用对于原始输入图像
质量具有十分严格的要求。本扫描仪采用高
性能线阵探测器，通过逐行扫描的方式实现
高精细图像获取，其特点主要有：（1）行
业最高成像分辨率：1200DPI，突破人眼细节
辨析能力极限，极大丰富图像信息；（2）
工业级几何精度，图像无失真变形，满足精
细尺寸测量要求；（3）国际最高水准的色
彩保真度：Delta E<2.0，忠实记录原稿色彩
信息，满足艺术家挑剔的眼睛；（4）国内
最高分辨率红外图像，获得人眼所不可见。
可用于国画、油画、唐卡、壁画等文物的数
字化，书画艺术品的归档备案，工程图纸、
地图的永续保存，装饰行业中大理石、木纹
的制版印刷等。
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1. 图像传感器：线阵CCD
2. 成像分辨率：300—1200DPI
3. 色差（Delta E）<2.0
4. 图像类型：彩色+红外
5. 光源：专用冷光源（LED）
6. 图像存储格式：Tiff
7. 图像拼接方式：自动拼接

文化遗产超高精细数字化扫描仪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A11

我国首款实际达到全海深工作能力的高清相机。攻克了深海专用成像物镜、全海深
光学干舱密封、图像校正等多项关键技术。可为深海科考、深海作业、海洋知识宣
传等提供重要的视频数据。
该相机已多次下潜至万米深度，最大潜深达10911米，采集到数百小时的全海深高清
视频数据。并首次记录下了位于8152米深处的狮子鱼（这是国际上首次观测在8000
米以深的水域观测到鱼类生存）。

全海深高清相机 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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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A11

设备名称：脆性材料激光加工设备
设备功能：搭载进口绿光光纤激光器，主要
用于普通玻璃、石英玻璃、蓝宝石等脆性材
料的切割、钻孔等。
应用领域：家电、汽车、生物医疗、半导体、
太阳能、航空航天、平板显示等。

脆性材料激光精密加工设备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A11

水下无线光通信由于具有传输速率高、体积功耗小的突出优势，被认为是解决水下
近距离高速数据无线传输的有效手段，在深海数据回收、水下机器人远程控制、海
底观测网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是未来水下数据传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针对这一应用需求，开展水下无线光通信关键技术攻关，完成了
多个系列工程样机的研制，并开展了多次外场试验。工程样机可支持链路传输速率
20Mbps，清洁水质下可支持传输距离50m，样机工作深度可覆盖全海深环境。

水下无线光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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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A11

西安光机所在条纹相机研究方面取得了如下成绩：形成系列核心器件/系统自主研制
能力；条纹相机具备产业化能力；先后多次获得国际高速摄影“最高成就奖”，另高
性能条纹相机荣获2018中国创新设计银奖；为国家大科学工程、基础前沿和国防安全
提供了核心技术保障。

高性能系列条纹相机

全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4A11

全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成立于2016年11月，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专注于
III-V族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外延片和芯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包含InP和GaAs及多种
光电产品，主要为光通信和智能传感行业客户提供高性能的激光器（FP/DFB/VCSEL）
和探测器（MPD/PIN/APD）外延片，产品技术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凭借领先的研发技术、行业先进的设备及完善的质量管理保证体系，相继建立
了稳定的客户网络，产品已广泛供应给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多家客户。

DFB Wafer

获国际奖项



1 CIOE2019 绽放科研之光 前沿科技宣传册

西安唐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4A11

重点应用于用于光通信、激光雷达、手机3D传感。

940/850nm VCSELs:4英寸&6英寸

飞秒光电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4A11

2001年开始，飞秒凭借中科院技术优势，以陕西华圣集团资金优势为依托，连续攻
克技术难关，打破长期以来日本厂家对自聚焦透镜产品的垄断。飞秒自聚焦透镜产
品以一致性好，稳定性高在光通讯行业和其他领域内备受关注及好评，已成为家喻
户晓的名牌企业并逐步成为国内外光通讯厂家的首选供应商。为光通讯器件发展、
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公司是国内第一，全球最大自聚焦透镜厂商，产品水
平达到国际一流

自聚焦透镜（Grin Lens）

用于工业焊接、打标、医疗、测距。

980nm VCSELs 4英寸

用于工业焊接、打标、医疗、测距。

980nm VCSELs 4英寸

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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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澳威激光器件有限公司 4A11

窄线宽波长调激光器模块是DWDM光网络的核心组
件，可以降低多通道DWDM系统网络安装和管理成
本。澳威激光ITLA模块具有良好的波长精度和超窄
的线宽，可用于40G/100G高速网络系统中。
C/L-Band ITU Grid 准连续波长可调；
输出激光器线宽：≤50KHz；
输出激光功率：≥20mW；
输出激光功率稳定性：
输出激光波长稳定性：。

940/850nm VCSELs:4英寸&6英寸

武汉中科锐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A11

武汉中科锐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特种光器件技术研究、光电子产品开
发和制造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座落于中国光谷武汉市邮科院内。武汉中科
锐择光电的核心团队由英美留学归国博士及行业精英组合而成，在国内外相关产业
中拥有多年生产管理、技术研发、产品推广、资本运作及产权保护的经验。武汉中
科锐择光电的技术优势和产品研发集中在"光纤传感"，"光纤激光"，"水声"领域的特
种器件，均拥有自主研发的、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核心技术。

武汉中科锐择光电采取以专网特种光器件为产业基础，搭载以光纤传感产业架构的
前进策略。广泛用于航空、航天、水声、雷达、石油等特种光学领域。武汉中科锐
择光电公司全体同仁，将共同致力于打造国内顶尖的军用特种器件供应的光电企业。

光纤陀螺光路结构图

测风雷达光路图超快光纤激光光路结构图

光纤水声光路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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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全通激光芯片技术有限公司 4A11

西安全通激光成立于2017年3月，主要从事激光器芯片、创新型激光器，调制器和光
子集成芯片的研发与生产，为光纤通讯，传感，生物医疗， AR等领域提供高性能的
芯片产品和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不同的FP激光器芯片，宽带光源，激光增益芯片，MZ调制器，PIN, 
PD，窄线宽DFB激光器芯片等。产品的波段包括 8xx, 9xx, 13xx，15xxnm 等。

西安赛富乐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4A11

西安赛富乐斯所研发的NPQD色彩转换技术，通
过结合纳米孔和量子点技术，成功实现高良率、
低成本、可量产的Micro-LED全彩显示屏的制备。
公司的核心团队来自耶鲁大学，研究人员从事半
导体材料和光电子器件研究十数年，拥有丰富的
研发、设计及生产经验。他们通过在LED内部形
成创新型纳米孔结构，增强了其内部光的散射效
应，提高了所容纳的量子点的光转换效率，实现
了小尺寸（<30µm）RGB Micro-LED阵列的制备，
同时又大大缩减了制备成本。
公司采用的NPQD技术解决了目前市场主流巨量
转移Micro-LED的技术难题，带来新一代低耗能，
高分辨率、对比度、响应速度的Micro-LED显示
屏，未来将在商用小屏上产生海量级应用，包括
智能手表、智能手机、AR/VR显示器等。
通过NPQD技术，赛富乐斯团队能够为Micro-LED
制造商提供高性价比的色彩转换方案，推动属于
Micro-LED的显示新时代的到来。

NPQD全彩Micro-LED显示屏

选择波长激光器SLED宽带光源窄线宽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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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镭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4A11

北京卓镭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产业化公司之一。公司主要
从事以高能量激光器、超快激光器为代表的大
型复杂激光系统的设计、研发和制造。公司总
部位于北京，在西安、深圳两地均建有全资子
公司。卓镭激光产品应用于工业微加工、科研
和医疗美容等多个领域。公司成立四年以来，
开发出用于精细微加工的高功率超快皮秒激光
器（BLAZER系列）、用于材料改性、科研的
大能量激光器（LAMBER系列）、用于医疗美
容的专用皮秒激光器（ALICE-PS系列）等20余
个系列近40种型号激光器产品，是目前国内激
光技术覆盖面最广、产品线最丰富的激光器公
司之一。

苏州帕沃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4A11

PR系列紫外激光器采用半导体泵浦激光技术，
结合独特的热透镜补偿激光腔型设计、声光调Q
技术、高效率的频率变换技术及高精度温控系统。
依照全固态激光器工业要求进行设计，具有长时
间工作稳定性高和光束质量好等优点，可提供不
同的功率和重复频率输出，经过长时间验证满足
24/7的工业制造环境，来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PR-紫外激光器

LAMBER系列大能量激光器

BLAZER系列高功率皮秒激光器

PW系列激光器是工业级高功率皮秒激光器；通
过皮秒激光种子源、脉冲选单模块得到较低重
复频率的皮秒激光，再经通过预放大装置及功
率放大装置产生高平均功率的皮秒激光。该系
列经过24/7的工业制造环境长时间验证，是微
细加工的理想选择。

PW-工业皮秒激光器

国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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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展位号：4A21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简称光电所）始建于

1970年，是中国科学院在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研究

所。光电所始终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社会经济发展

和科学技术进步，开展光电领域基础性、前瞻性、

战略性高技术研究与系统集成创新研究，形成了院

士、国家高技术专家和省部级学术带头人为主的创

新团队,在光电跟踪测量、光束控制、自适应光学、

微纳光学与微电子光学、空间光学、航空航天等领

域取得了包括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内的540余项丰

硕成果。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4A21

SP超分辨成像光刻设备

产品重点应用在科学研究、生物医学、信息技

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目标客户为有微

纳加工需求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产品水

平在超分辨成像光刻领域国际领先。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压电驱动器

产品重点应用在精密制造、光学仪器、生命医

学、半导体、流体控制等领域。

目标客户为精密制造、光学仪器、半导体、流

体控制、生命医学等领域的企业、高校、科研

院所。产品水平为国内领先。

4A21

国内领先

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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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展位号：4A90

根据中央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和国家中长期科

技发展规划纲要，结合中国科学院科技布局调整的要求，围

绕深圳市实施创新型城市战略，2006年2月，中国科学院、深

圳市人民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学友好协商，在深圳市共同建立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进院”），

实行理事会管理，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经过十二年发展，深

圳先进院目前已初步构建了以科研为主的集科研、教育、产

业、资本为一体的微型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由九个研究平台

（中国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先进集成技术研究所、生物

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所、先进计算与数字工程研究所、生物

医药与技术研究所、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脑认

知与脑疾病研究所、合成生物学研究所（筹）、先进电子材

料研究所（筹）、前瞻性科学与技术中心），国科大深圳先

进技术学院，多个特色产业育成基地（深圳龙华、平湖及上

海嘉定）、多支产业发展基金、多个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新

型专业科研机构（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深圳北斗应用技术

研究院、中科创客学院、济宁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天津中

科先进技术研究院、珠海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苏州先进技

术研究院、杭州先进技术研究院）等组成。

广东省海洋声光探测集成技术及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A90

深圳海洋声光探测技术及装备工程实验室

研究团队主要从水下激光照明、选通成像、图像增强等

核心技术进行攻关，积极推进水下光学成像技术研究成

果应用转化，从核心技术攻关、仪器装备研制、产业等

方面与深圳多家涉海企业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并与德国

ProxiVision GmbH等探测器公司开展国际合作，在选通

型图像增强器等成像核心器件上共同开发，形成具有国

际一流产品，为水下光电成像技术的产业落地打下基础。

应用方向：水下搜救、水下工程、水下安保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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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趣方科技有限公司 4A90

FluoSieve流式细胞荧光成像分析仪产品介绍：

功能：专门用于浮游植物自动分析，

可对大量悬浮浮游植物细胞或群体颗粒实现快速二维荧光

显微成像。成像具有灵敏度高、分辨率高、对比度高、通

量高等优点。通过软件自动分析，可实现浮游植物计数、

粒径分布、分类和水样叶绿素浓度测量。

用途：可测量浮游植物细胞丰度、粒径分布、分类和叶绿

素浓度，对于研究海洋生态学、赤潮机理、水色遥感等具

有重要意义，可以广泛应用于科研教育机构、环保部门、

海洋局以及环境监测站等进行科学研究或者水环境监测。

重点应用在：海洋科学研究、水环境监测、船舶压载水快

速检测、大规模微藻养殖等领域。

FluoSieve流式细胞荧光成像分析仪

深圳市趣方科技有限公司 4A90

水下微小生物及颗粒物成像仪

水下微小生物及颗粒物成像仪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与趣方科技联合研发的小型化、集成化、智能化

的浮游生物原位观测系统。该系统采用了先进的多色暗场

闪光照明，可对500mm-10mm的水下浮游生物或其他颗粒

物实现高分辨率、高对比度的彩色成像。结合成像仪附带

的软件，可对海水、淡水和实验室样品中的微小浮游生物

进行识别、分类、统计分析。系统拥有高疏水性镀膜的光

学窗口和深紫外LED定时照射，可以有效地防止生物附着，

延长系统的原位部署工作周期。系统可以水下定点、垂直

剖面等多种模式工作，未来也会拓展至水下拖曳工作。在

这些观测平台上，系统可以方便的与多种其他传感器（如

CTD等）和电池仓集成使用，使用户可以对浮游生物的生态

和生理过程进行长时间的原位观测。重点应用在：水生生

态学及环境科学研究、近海及湖泊水库水质监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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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阿珂法先进科技有限公司 4A90

基于光谱分析的砷化镓吸收式光纤温度传感技术，具备电磁免疫、尺寸小、响应快、

可靠性、互换性好等优点，可应用于油浸变压器内部绕组热点温度在线监测、MRI/射

频/微波热疗等设备温度在线监测、水轮机定子内部热点温度在线监测等。

重点应用在：电力电气、轨道交通、国防装备、石油化工、生物医疗、工业微波、钢

铁冶金、食品安全等领域

砷化镓光纤温度传感器 砷化镓光纤温度解调仪

中科华邮（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4A90

远距离虹膜识别系统

可在0.8米-1.2米距离下实现1.5米-1.9米身高人

群的虹膜快速识别，具有识别距离远，无需或

仅需少量用户配合，舒适度高、识别速度快，

用户体验度好等优点，相关技术指标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

产品用途：为高安全性区域提供精准的身份识

别，如银行金库、海关、数据中心、监狱等。

国际领先

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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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以上产品感兴趣，欢迎联系：

项目负责

刘小姐市场拓展部

咨询电话：0755-8824 2575
邮箱：shuiqing.liu@cioe.cn

对接院所

彭小姐客户关系部

咨询电话：0755-8824 2552
邮箱：annie.peng@cioe.cn

如果您想参加展会，欢迎联系：

项目负责

曹小姐光电子创新展

咨询电话：0755-8824 2570
邮箱：Teresa.Cao@cioe.cn

mailto:shuiqing.liu@cioe.cn
mailto:annie.peng@cioe.cn
mailto:Teresa.Cao@cio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