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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拟监控到数字监控，从标清到高清，由可见光到红外，视频监控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尤其红外

热成像技术在视频监控领域的应用，扩大了监控的应用范围，为摄像机在夜间和恶劣环境下打造了一对

“透视眼”，对于整个安防行业的发展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21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2019）作为覆盖光电领域全产业链的专业展会，将集中展示安防镜

头、红外热像仪、红外探测器、红外传感器等，聚焦光电技术在国防安防的应用及发展，是监控设备及系

统商、消防警用、航天航空等企业寻找解决方案与产品市场拓展的一站式平台。

主要展品范围

红外热像仪、红外探测器、红外测温仪、红外夜视仪、红外遥感、红外测距、红外摄像

机、安防镜头及摄像系统、光纤传感器、机器视觉系统及应用、激光测距雷达、军民融

合等；

目标观众

安防视频监控企业、安防方案模组厂商、安防生产厂商、安防系统集成商、AI安防企

业、航天航空、国防军工、海洋船舶以及红外设备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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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H Infrared Systems 1113 、1115

全新一代的黑体控制器

新一代电子控制器是黑体控制和监控的核心。这

种先进的黑体控制器非常适合红外系统的测试和

校准，具有智能设计，可实现无与伦比的性能水

平，温度分辨率为0.1 mK，调节稳定性为0.5mK。

改进的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现代化的设计 - 电容式

彩色触摸屏，可直观显示数据和功能 - 紧凑：尺

寸减小到2U，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黑体 - 可折叠，

可伸缩的底部支架 - 风扇可单独停止转动 - 用户

界面友好直观，带颜色代码。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31

车载融合双通道夜视观察系统 NV618S

此产品采用红外热成像与微光（低照度摄像头）

相结合技术，能够显著增强汽车驾驶员在黑夜

（全黑）、雾霾、强炫光下的视野，在视线不良

情况下提前发现车辆前方的行人、车辆和障碍物

等目标，保障行车安全。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JIR-1123A手持式红外热像仪

特点：1）体积小、重量轻、适合手持使用、便于

携带；2）图像监视、拍照、录像与下载；图片预

览、删除；3）环境适应性强、可靠性高。

1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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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D30A

极佳的热成像图像效果:384*288分辨率、1024×768

的OLED显示器,支持3D降噪功能，图像细节增强功

能,3种伪彩可调，IP67防护等级、2米防摔。支持：

热点追踪、测距、Wifi、GPS、激光指示和白光照

明。

东莞市鑫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1109、1110

红外热成像仪

红外热成像仪主要应用电力设备维护与检修、电子、

汽车制造业、地暖测漏等领域；产品的测温范围：-

20~300℃，分辨率：220*160，视场角：27°*35°，帧

率：9HZ,带3.2英寸显示屏，五种调色板可选择；测量

精准并成像清晰，产品内置3G内存，方便存储图片及

查看；内置可充电18650锂电池（配备充电器+USB

线），续航5~8小时，方便户外检测。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51

T1手持式红外热成像仪

120*120像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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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持观测热像仪

CIOE2019 国防安防主题参观路线-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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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格物优信科技有限公司 1D76

在线测温型红外热像仪

YOSEEN X系列热像仪测温精准、性能卓越，适用于各种

复杂恶劣使用环境，是红外热像仪高端应用的首选产品。

产品基于微测热辐计特性设计的专有测温校正算法，实

现全天候实时精确温度测量。针对高温、户外、防爆等

特殊行业工作环境深度优化。完美兼容现有安防监控系

统，无缝接入主流安防NVR产品。数据带宽自适应，满足

组网要求。配套专业软件，助力用户更便捷地实现复杂

业务应用。

北京东宇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1D88

40-690mm中波制冷红外热像仪

1)探测器：LEO(进口/国产)； 2)分辨率：640×512； 3)焦

距：40-690mm； 4)视频：PAL，Cameralink/SDI/LVDS；

5)通讯：RS-422/RS-232； 6)尺寸：210 mm×210 

mm×391mm; 7)主要功能：细节增强，极性切换，十字

标，无级电子变倍，图像水平/垂直镜像，图像冻结，亮

度/对比度调节，虚焦校正，背景校正，自动聚焦等； 8)

应用：可集成于光电吊舱、转台等观瞄系统，用于目标

探测、跟踪、识别，安防，森林防火，环境监测等领域。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2

FLIR Vue Pro R无人机用红外热成像仪

FLIR Vue Pro R 配备了全球最受青睐的热像仪所采用的

功能强大的热成像机芯，为无人机操作人员提供极高的

性价比和校准辐射测量功能，广泛应用于屋顶检测、电

力线检查、变电站检查、手机信号塔检查、搜索与救援、

精细农业、安防、消防、测量等领域。

CIOE2019 国防安防主题参观路线-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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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光红外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1D66

双视窗云台热像仪

CR-PD长焦系列热像仪设备90mm/25-100mm/25-125mm焦

距640*512或336*256像素红外摄像机，可以实现24小时

全天候监控。系统能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下正常工作，具

有抗低温、抗高温，高湿度的性能，无论是低温严寒，

雨雪大雾，还是酷暑潮湿，都能实现不间断的自动监测。

热像仪采用以太网连接方式，可以独立寻址或组成监控

网络，通过网络将红外图像、监测数据实时传输到信息

中心或现场工作站。由于红外热成像独特的技术特性，

广泛应用于森林防火、海岸边防、电力检测、消防救灾、

高速公路等重要领域。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1D62

HY-5800远程红外监控系统

远程红外监控系统是集可见光、红外热成像的实时监控

系统，系统可对运行中的变电站设备自动巡检、实时检

测、自动预警、实时获取设备故障状态的热信息，并可

生成相应的温度变化报表。通过各变电站工程实践证明，

本系统作为连续、在线的变电站安全运行的监测系统，

具有非接触、不间断、监测精度高等特点，是实现在线

监测和设备状态检修非常有效的手段之一。

浙江兆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3

iThermal 300/600 在线式测温热成像仪

1）非接触式在线实时温度成像分析，支持测温图像事

后分析；2）全画面精确测温；3）两档测温范围可切换，

亦可定制；4）自带防阳光灼伤功能，避免探测器灼伤；

5）内置存储功能，可实现本地抓拍和录像；6）专业测

温镜头，适应各种工作环境。

CIOE2019 国防安防主题参观路线-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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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鸿威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3K31、3K32

夜视仪

光学仪器腔体，CNC 精密加工，黑色阳极氧化。

可应用于安防/国防、海洋/船舶、 航空/航天等

领域。

浙江红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91

S300/S600手持测温热像仪

系列智能手持式红外热成像仪集成高灵敏的

384x288/640x480像素红外探测器，能帮助用户快速

清晰呈现热图像细节，并智能跟踪热点。仪器集成

了多种图像处理算法和测温模式，实现多区域测温

与异常报警，极大满足不同应用领域需求。Sherlock

系列采用大屏显示，结构紧凑，外形简约，使用方

便。应用于电力行业、电气与机械行业、建筑检测、

电池生产与检测、钢铁冶金、煤矿生产、消防、科

研等。

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13

红外热像仪

TI600S是浙江红相第四代红外热像仪，凝聚了

ULIRVISION红相人五年来的技术研究和技术突破，

采用640x480高像素非晶硅微热量型探测器，50Hz

帧频，完美的成像质量，满足科研机构对高端热像

仪的严格要求。

CIOE2019 国防安防主题参观路线-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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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05

红外光电雷达

本系统利用制冷型及非制冷型红外热像仪实时

周视告警、全被动探测，具备广域、多目标同

时探测和告警能力。是电子雷达防空系统的重

要补充。本系统可以主要用于要地防御、移动

目标搜索等领域。主要部署在重要集会场所、

机场。港口、监狱、军事基地等全景监控的场

所，用于对无人机、直升机、移动车辆、人员

等高威胁目标的搜索侦测。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0

配全天候室外防护罩型热成像，可选配安

装支架或云台。

ULIS 1D03 

Pico 1024 1024x768 Gen2

我们专注于为国防和商业应用设计和制造高

质量的热成像传感器。ULIS还使消费电子和

红外设备制造商能够生产出具有成本效益，

重量轻，节能的日常使用的热像仪。

热成像双目护罩网络摄像机SN-TPH4230ST

CIOE2019 国防安防主题参观路线-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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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泰豪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D92

短波红外相机

C-S系列短波红外相机采用InGaAs焦平面探测器，

响应波段0.9～1.7µm, 有640x512、320x256 两种规

格，噪声电子数30e-，量子效率70%，可定制斯特

林制冷产品。具有透雾能力强、帧频高、接口丰富

等特点。

利卓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255

Littro EYE双光融合相机

Littro EYE是一款集成了可见光、红外热成像和嵌入

式处理技术于一体的实时监测、监控 设备， 全被动

式热成像与可见光细节完美结合，大幅提升画面质

量和轮廓清晰度。可对 目标实时监测、物体自主识

别、自动预警等功能, 具有远距离、安全可靠、检测

精度高 等特点，是实现在线监测和设备状态检修，

物资消防和防盗安全的重要手段。

山西国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112

可见-短波红外探测器

国惠光电自主研发生产的可见光-短波红外焦平面阵

列探测器，将传统的铟镓砷探测器光谱响应范围从

900-1700nm延展到400-1700nm。可同时实现对可见

光、近红外和短波红外的探测和成像。有效的结合了

不同波段在其成像及光谱分析方面的优势，在多光谱

和高光谱成像等方面都有十分广泛的应用。

CIOE2019 国防安防主题参观路线-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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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舜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E10

望远镜

较好的性价比产品，从源头环保材料制

作开始，品质层层把控，全光学玻璃，

耐热性的镜身框架，优美的外观设计，

全身可充氮防水新概念。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一研究所 1D72

高光谱成像分析仪

高光谱成像分析仪通过配合适当的光学

机械扫描装置，可进行不同类型的高光

谱图像采集，并通过后端软件加以分析。

此外高光谱成像分析仪不仅可以用于食

品安全检测，还应用在水质监测、大气

监测、地质监测、生态环境监测、医学

应用、军事目标识别等领域。

福州鑫图光电有限公司 6C12

革命性的工业与生物显微摄像头--MIchrome 5 Pro

高速实时图像拼接+实时景深融合两大核心

功能 USB3.0接口，支持OEM/ODM开发，可

应用于 航空/航天、 安防/国防等领域。

CIOE2019 国防安防主题参观路线-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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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1D11

红外热成像镜头

光学无热化设计，长波非制冷红外透过率88%，

工作温度：-40°c~80°c，适用于电力、石油、

矿场等测温检测，结构支持定制。

河北长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86

中波连续变焦镜头Z20

本产品属于中波连续变焦镜头。 焦距：

420mm~21mm F/#：4.0 探测器：640×512，

15µm 重量：5.75kg(含电机驱动板，不含机芯）

视场角：1.31°×1.05°~25.75°×20.72° 工作成像

范围：10m～∞ 适用温度：-40℃~+60℃ 波段：

3.0um~5.0um。

北京蓝思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1101、1102

长波非制冷连续变焦镜头 ZM-30/0.85-150/1.2

焦距/Focal Length：30mm~150mm 光圈/F/#：

0.85～1.2 水平视场角/Horizontal Field of View：

20.6°～4.2° 竖直视场角/Vertical Field of View：

16.5°～3.3° 调焦方式/Focus Machanism：电动

/Motorized 工作波段/Spectral Range：8~14 

适配探测器/Detector：640×512-17μ

CIOE2019 国防安防主题参观路线-核心技术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F03

双鱼眼镜头 Dual Fisheye Lens

1. 双鱼眼，单芯片，专利设计 2. ROHS, CE 等环保

检测认证 3. 预制玻璃，光学冷加工技术 4. 防水涂层，

防划伤。可广泛应用于海洋/船舶、 监控设备及系

统、 消防/警用、 红外产品、航空/航天、 安防/国

防等领域。

黄鹄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1126、1127

红外成像导引头

红外成像导引头是精确制导导弹控制系统的“眼睛”，

通过测量导弹偏离理想运动轨迹的失调参数，形成

控制指令，传送给弹上控制系统，从而操纵导弹精

准飞行。具备接收目标和背景红外辐射产生红外图

像的成像功能；隔离导弹姿态扰动影响的图像稳定

功能；从红外图像中测量目标失调角的目标检测识

别功能；根据失调角信息控制随动平台的目标跟踪

功能；计算目标视线角和目标视线角速率的制导信

息生成功能和与其他系统通信等功能。可有效应用

于空地导弹末制导、灵巧炸弹、反坦克导弹和其他

末制导的导弹。

杭州光鸿科技有限公司 1095

非制冷红外模组

QUANHOM在光学领域拥有创新技术和领先产品，

机芯设计紧凑，功耗低，有强大的图像处理能力，

多个接口易于集成，适用于热像仪。

CIOE2019 国防安防主题参观路线-核心技术10



有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D81

硫系玻璃

硫系玻璃是一种透过波段范围宽、光学性能优

异,具有广泛用途的特种红外玻璃材料。其化学

性稳定,抗酸性强,在红外光学系统中可以消陶色

差,是理想的红外透镜材料,也是精密模压成型红

外透镜的首选材料。有研国晶辉生产6种牌号的

硫系玻璃,产品最大直径150mm,可提供毛坯、抛

光件、镀膜件等不同产品形式。

宁波阳光和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34

硫系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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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睿胜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091

R200M,R100mc，1024*768高清非制冷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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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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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
3C07

太赫兹人工智能安检仪

矽赫科技太赫兹人工智能安检仪TeraRobo ™ 智能

光电实时太赫兹可视化透视物检，无人值守实时识

别危险物品，实时炫灯告警，实时透视告警； 支

持常规行李箱无辐射快速安检； 支持一体部署作

业； 支持历史可追溯； 支持矽赫TeraNDT ™ 太赫

兹实时跨平台可视化零辐射透视监测。 应用场景：

安检排查、仓储系统、轨道交通等场所的太赫兹监

测。

北京星网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1129

光电转塔SCB450

1）多种光学传感器组合；2）高精度光纤陀螺稳

定平台；3）集成自动跟踪；4）三防密封设计，

恶劣环境使用。用于：军事侦察、瞄准、搜救、

缉私、取证、环境监测、辅助导航等领域。 该产

品可装备于岸基监控及各型执法舰船。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1D75

LEYE330型光电吊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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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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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莱宝光学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9E03

真空镀膜机系列

旨在满足东亚制造商在精密光学行业的成本优化、批

量生产方面的特定要求。该系列来源于布勒阿兹瑙的

SYRUSpro 系列，其易用性与经过生产验证的本地部

件相结合使得 ARES 系列成为一款基于百分百布勒莱

宝光学技术的强大工具，适用于具备成本效益的全天

24 小时大批量生产。

北京全欧光学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9E01

AA相机模组设备

CamTest R&D系列是用于研发全能高分辨率相机模组

范围光学参数测试设备。最大离轴角度可达到﹢/-

110°，采用电脑控制可调焦光管，可实现有限远到无

穷远物距的模拟，多种波长范围可选，如可见光、近

红外、中波红外、长波红外等。

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9E27

三维光学显微镜

布鲁克三维光学显微系统在业界一直以最佳服务和支

持著称，在性能稳定性上一贯口碑良好。从研究型实

验室到生产型车间和半导体无尘间，数以几千计的系

统被广泛使用。作为专门为先进质量控制和研发设计

的测量仪器，可用于精密加工制造类应用的监控，在

汽车、航空航天、高亮度LED、太阳能、半导体和医

疗器械领域，布鲁克总有一款适合您应用和与预算的

三维光学显微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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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9C10

工业机器人

FANUC致力于机器人技术上的领先与创新，是世界上由机器

人来做机器人的公司，是世界上提供集成视觉系统的机器人

企业，是世界上既提供智能机器人又提供智能机器的公司。

FANUC机器人产品系列多达240种，负重从0.5公斤到2.3吨，

广泛应用在装配、搬运、焊接、铸造、喷涂、码垛等不同生

产环节，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成都南光机器有限公司 7H11

高性能全自动真空镀膜机

产品特点：1）适应于玻璃、塑胶等基片上镀制各类光学薄

膜和其它机能性装饰薄膜的批量化生产；2）采用先进的电

气控制系统，良好的用户操作界面，大大减轻作业人员的负

担；3）RCS自动镀膜控制系统保证整个镀膜过程自动完成；

4）基片架转动采用磁流体密封技术保证真空密封，中心驱

动方式保证薄膜产品的均匀性及重复性；5）优化的配置、

严格的品质控制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重复性；6）排气

速率.镀膜效率的提高，大大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

成都国泰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7H10

真空设备

成都国泰真空设备有限公司是西南较大的真空设备研发、生

产、营销和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企业。公司主要管理、

技术、经营和装配人员以原南光厂的骨干人员为主，具有多

年真空产品生产管理和技术经验。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

质的产品和良好的售后服务。以较强的技术力量与新的经营

理念同国内大学和实力雄厚的企业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成套

设备设计、加工和配套的能力。企业在新生力量下规模会不

断壮大，我们有信心在真空行业做的更好！

CIOE2019 国防安防主题参观路线-生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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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韵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A13

全自动双头覆盖膜激光切割设备

机台特点： ① 覆盖膜产品可实现卷对卷、卷对片或片对

片加工； ② 相对纳秒激光加工，可降低切割边缘碳化，

达到无碳化加工； ③ 双台面加工，提高加工效率； ④

高效率的软件处理功能，人工介入少，实现全自动化生产。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C11

HS20光纤激光打标机

1.性能稳定：采用工业级激光器、高速专用振镜； 2.功能强

大：集图档编辑、硬件设置和打标控制于一体的嵌入式打

标专用软件； 3.操作简便：界面友好，操作简洁快速，容

易上手； 4.兼容性强：支持DXF、PLT矢量和图片格式导入；

支持点阵字和 TTF字体以及自主开发字体；支持多种振镜校

正方式；大大满足不同 层次客户需求； 5.适用材料广泛：

可以选择不同的激光器，对PET、PP、PVC、ABS、纸、不

锈钢、铝、铁等多种金属或非金属包装材料均可适用。

CIOE2019 国防安防主题参观路线-生产制造

TruLaser Cell 3000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2E21

TruMark 3000 系列提供激光打标机集成的一切所需。您可

在适用于所有常见波长（红外线、绿光以及紫外线）的激

光器间进行选择。与此同时，激光器还因其高达 100 kW 的

脉冲峰值功率以及很高的脉间稳定性而出众。TruMark 3000 

系列由此覆盖众多应用领域及材料。 通过模块化结构使激

光打标机理想适配需求。非常便捷：尽管 TruMark 3000 系

列的结构极其紧凑，但激光头内仍集成有软件控制的聚焦

位置调整装置、导引激光以及机械式激光光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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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赛斐尔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2E29

激光打标机

光纤激光打标机是集光纤激光技术、计算机控制、

机械及自动控制技术于一体的新技术产品。 该系统

采用的光纤激光器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主机免维

护，可长时间工作,能对大多数金属材料进行加工。

本公司随机安装的是基于Windows平台下的专用操

作软件。用户可以直接在操作界面上手动操作,也可

在AutoCAD等其它软件下进行图形编辑，再通过软

件导入进行标刻处理。

深圳市大鹏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K21、3H27

小幅面精密光纤激光切割机

中高功率光纤激光切割机DPE-F0503可对大部分金

属板材进行切割加工， 机床配件一体化设计,快速

拆装, 节省空间.专业用于切割0.5~6mm碳钢板, 

0.5~3mm不锈钢板, 镀锌板,电解板,硅钢等多种薄金

属材料。

武汉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F25

75W光纤传输激光焊接机

YAG脉冲光纤传输激光器通过柔性光纤传输出激光

能量，实现非接触长距离操作方式，激光器与工作

台分离，场地布置灵活，可与生产线和自动线集成.

激光器采用了电源实时闭环控制系统，通过对激光

能量的实时检测，保持激光输出能量的稳定性，激

光器可实现能量分光，时间分光等多种输出方式，

可实现多个工位抢答工作，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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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德益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E13、3E14

光纤激光焊接机

光纤激光焊接机：采用光纤传导激光输出，

看灵活搭配各种工作台。独特的光学系统设

计，光学性能稳定。独特的能量反馈技术，

可以精确控制每一个激光点的能量，有效保

证焊接效果的均匀，一致。光斑小，穿透力

好，在精密焊接行业具有独特的优势。

深圳市迈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M05

激光测距传感器、激光测距雷达

激光测距传感器，量程为：1~400m，利用激

光技术进行测距，作为前端设备为后台实时传

输数据，主要应用于自动化仓储，AGV叉车、

智能交通监控系统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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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地点

2019红外技术发展及应用创新论坛
CIOE / 中科院上海
技术物理研究所

9月5日
上午

6楼 • 郁金香厅

红外探测技术材料与器件发展论坛
CIOE / 中科院上海
技术物理研究所

9月5日
下午

6楼 • 郁金香厅

第四届国际红外成像高端论坛 CIOE / Yole
9月6日
上午

5楼 • 菊花厅

AI+安防产业应用论坛
——智慧安防的实际落地

CIOE / 深圳市人工
智能行业协会

9月6日 8号馆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