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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感知是实现智能驾驶的基础，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红外夜视系统等正迎来活跃的技术创

新，据预测2025年，全球智能网联汽车传感器市场规模将达54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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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展示自动驾驶

领域中ADAS与环境感知系统、5G相关技术及产品、车联网等，聚焦光电技术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应用及发

展，是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主机厂等企业寻找解决方案与产品市场拓展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主要展品范围

车载镜头及摄像头模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抬头显示系统、车载红外夜视系统、

5G技术在车联网中的应用、激光打标及激光焊接等激光加工设备、光纤光缆及滤光片等

原件及材料、AR、VR；

目标观众

传感器企业、汽车主机厂商、系统方案集成商、汽车电子、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投

融资机构、智能驾驶等创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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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醒（北京）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3F07、3F08

CE30-A/C是一款大视场角固态面阵激光雷达，

内部无任何机械旋转部件，拥有更高的可靠性

与稳定性。CE30-C点云模式专注视野范围内的

三维信息，CE30-A避障模式专注视野范围内的

障碍物，把点云数据进一步的处理后，输出最

近障碍物的距离和方位信息。

上海炬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C01

OPNE8008 3D飞行时间传感器评估套件

套件依托自主研发设计320x240像素850mm NIR 

ToF传感芯片及算法设计,采用脉冲式调制，具

有高精度、低功率、抗太阳光、抗不同材料反

射率的的特点，测量距离为0.15~5m，精度＜

1%，尺寸仅有20mmx50mmx30mm，带USB3.0

接口，方便使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CE30-A/C固态激光雷达（3D激光雷达）

3Q12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车规级128线混合固态激光雷达是镭神智能专为

针对L4、L5级别无人驾驶汽车和车规级标准设

计，以自主创新的模块化的发射和接收技术，

实现128线高密度与高精度的三维扫描。其探测

范围可达200米之远，轻松应对高速、低速等不

同道路场景的环境感知需求。

镭神车规级128线混合固态激光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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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佳光科技有限公司 3J16、3J17

INS-1 是具有 360°广视角的单线扫描测距激光雷

达。 INS-1 采用 PTOF（脉冲飞行时间法）配合先

进的信号处理算法，使其具备 100m（80%反射率）

以上的探测能力，具有测量精度高，回波强度准

等技术特点。

北京华科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3Q16

全固态面阵激光雷达

该面阵全固态激光雷达可同时采集拍摄目标的灰

度信息和深度信息，深度成像分辨率为320×240；

产品使用850nm激光主动光源，抗干扰能力强，在

任何光照条件下均能获取深度信息，生成深度图

和点云图；有效测距距离广、精度高，产品的有

效测距范围为0.3m~100m，测距相对误差约为2‰。

单线激光雷达INS-1

3B15深圳市易恬技术有限公司

CR-E作为二维SLAM高性能旋转测量激光雷达，采

用无线供电和光学数据路径设计。CR-E使用寿命可

高达1500小时。距离测量范围是 0.1-6.0米。全向

扫描速度在2-5Hz之间可调，最小角分辨率是0.2°。

每个测量点在提供距离的同时能够同步输出测量

置信度信息，帮助识别环境中玻璃面的物体。

CRE Rotating TOF Lidar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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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纬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3J11、3J12

拥有多达480条激光扫描线和每线17500像素的分

辨率。每秒可产生视场为水平80°及垂直25°的

200万个点的点云，探测距离最远可达200m，激

光点云的帧频率可以通过 API 从0.5fps 动态调整

到20fps,系列运行的环境温度为 -20℃到 +65℃。

洛伦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3G05、3G06

IM 系列产品

IM系列产品特点突出，具有高精准度，测绘距

离远等方面优势，在动态三维监测方面尤为突

出，性能强大，外观简洁大气，实力首选。

3D高清视频激光雷达

3J04、3J05西安知微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Rig系列激光雷达使用MEMS振镜作为扫描元件。

Rig系列定位为长程前向主激光雷达。其帧率，

视场角，探测距离和角度分辨率都都是为了

L1/L2级别先进辅助驾驶应用场景特别设计，并

兼顾自动驾驶向L3级别发展的需要。

MEMS固态激光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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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伯森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3Q08、3Q09

面阵固态激光雷达利用飞行时间（ToF）原理

进行3D深度测量，与机械旋转式扫描雷达不

同，本产品内部无任何机械旋转部件，可保

证更高的可靠性与稳定性。产品可以工作在

全黑暗或强光。

深圳市佰誉达科技有限公司 3G05、3G06

FCW/ACC/AEB用77GHz毫米波雷达传感器

FCW/ACC/AEB用77GHz毫米波雷达传感器，

探测距离150米，车规芯片设计，数字信号

输出，多目标识别和跟踪，可定制输出接口 。

面阵固态激光雷达

ESPROS Photonics AG
3A03

epc6xx 系列

3D-TOF成像芯片包含一定数量的像素。每个

像素都能够测量到各自物点的距离。由于超

快的光响应时间和电子电路设计，可以很轻

松地实现厘米的分辨率该系列芯片基于我们

独特的OHC15L CMOS / CCD工艺和完整的片上

系统设计以及超小型CSP封装。该工艺技术具

有出色的光敏性和非凡的环境光抑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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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舜宇智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9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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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D抬头显示器

安全驾驶不低头，开启智能视驾之旅通过投

影到前档玻璃，给驾驶员提供各种驾驶提示

信息，使驾驶更轻松更安全。

ToF模块-Mars04

宁波舜宇红外技术有限公司

长波红外热成像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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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C16

9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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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C15

产品参数：8mm±0.2焦距，光圈2.0±5%，

总长22.2mm±0.2，机械后焦5.2mm±0.2，

1/3″像面规格，M12*0.5的接口。

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9D20

车载镜头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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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mm-2MP车载镜头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9C01

车载模组HC14ATA

用于车载环视拍摄采用宽动态范围的车规

级芯片和镜头体积小。

防水等级接口方向采用后出和侧出,便于整

体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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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 9H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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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蓝菲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6D41、6D42

激光雷达（LiDAR）长距离灵敏度标准测试目标板

特点：近完美的朗伯漫反射板，反射率5%~94%可

选；尺寸最大可达数米，抗污染可水洗可野外使

用，提供喷涂服务应用成像系统平场校正，成像

系统线性度校正，不同工作波段的传感器融合标

定，激光雷达定标的2D或3D目标物， TOF 测试。

行车记录仪镜头HK-8246

天津峰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D59、6D60

车载高清摄像头

拥有高速传输方案的车载高清摄像头，，为国内

知名新能源车厂配套360全景摄像头，先进的国

际AA设备厂商为制程提供可靠保障，产品覆盖了

国际知名传感器厂商的全系SENSOR，为全国各大

主机厂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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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Sensor:  1/3.6” CMOS，Lens: 6G+IR, 

F=2.5，FOV: H: 96°, V:69°，Output: NTSC，

Dynamic Range: 71dB，Water-Proof: IP68，

Working Temp: -40°C ~ +85°C，Dimension: 23.48 x 

23.48 x 28.04 (mm)。

上海朗尚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6A45

二维激光测距雷达

TOF高精度激光测距，测距范围可达10m。结构紧

凑，工作温度范围内性能稳定，不同目标物测量距

离稳定，数据更新频率 1800Hz（最快到10000Hz），

高效无线供电，可客制化不可见外壳或特定颜色外

壳。

车载侧视影像摄影机VN2259 Series

深圳市创芯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6E24

汽车后拉摄像头模组

720P 30帧实时预览，低照度好，具有非常优秀的

室外效果，色彩逼真，支持UVC协议，无需驱动，

即插即用，支持USB2.0 OTG协议，可接入OTG设备，

支持linux、Android等嵌入式系统。

合盈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9F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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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匹配1/4”图像传感器，产品适用

于 PC7070，芯片规格1/4，视角

FOV165°&112°&85°，光圈2.4，光学总长

12.9mm，螺牙规格M8XP0.5，镜头直径

13.8mm。

东莞市普密斯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6C09

汽车档位视觉检测方案

汽车档位检测仪机台主要用于配件是否漏

装、装错、字符位置是否正确、字符是否

有错字、条码是否正确等特征检测。

车载后视环视镜头TRC-4005-J1

深圳惠牛科技有限公司 6E23

共轴曲面方案

采用创新的曲面反射光学设计，在实现大

视场角的同时，降低光学组件的重量，提

升AR眼镜的佩戴体验。

深圳市特莱斯光学有限公司 9P03、9P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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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1-1.3百万像素相机，全防水，镜面不入水

不起雾，室内外环境均可使用，采用铝合金材

料、表面氧化处理，经久耐用，全黑环境设计，

可选择自动红外感应，适用于行车记录仪，车

载前视、后视、侧视镜头等场所。

福建富兰光学有限公司 8K35

激光雷达光学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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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较广泛的应用。

对应1/4英寸车载镜头

东莞市泰诚光电有限公司 6D09

车载镜头组装机

ZPD系列组装机主要用于中大型光学镜头

（安防、车载）的全自动组装。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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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628内置式热成像夜间驾驶辅助系统设计极其

轻巧，可以轻易集成在任何汽车上，不影响汽车

外观。可与各大汽车厂商合作，开发适合不同车

型的夜视辅助驾驶系统, 在有效增强汽车安全性

的同时，也提高了汽车档次。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D50

JIR-6247激光测距仪

用于目标距离测量，适合于各种光电观瞄设备

和光电系统配套功能特点，人眼安全激光，测

距精度高，操作使用方便，体积小、重量轻、

适装性好，环境适应性好，可靠性高。

车载专用热像仪NV628

北方夜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D32

HCZ-1 车载红外热像仪

车载红外热像仪采用组件化、标准化设计，可快

速、简便的安装到目前所装备的各种车辆上，不

仅可以固化到车辆中成为车辆辅助驾驶系统的一

部分，还可以临时、无损伤的安装到各种车辆上，

组件化、标准化设计，可快速简便的安装到各种

车辆上；军标设计及生产，IP67防护等级；体积

小、重量轻、易于集成；使用操作极简易，上电

即成像。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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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在全黑夜间、雾霾等恶劣天气以及车灯

眩光等人眼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输出前方路

况的清晰热图像，有效提升驾驶员视觉范围。

同时智能行人识别和前车碰撞报警功能可提前

发现人、车辆以及障碍物，大大提升了驾驶的

安全性。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12

Xsafe红外车载夜视系统

IRay新一代汽车红外夜视系统，IATF16949认

证，更快一秒发现危险，无惧黑夜、雾霾、

防眩光，行人识别，让安全×安全。

Selin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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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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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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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快的 3D 激光加工机床 TruLaser Cell 3000 

适用于二维与三维切割和焊接、激光金属

熔覆 (LMD) 以及增材制造。从样机到大批

量生产，皆显示出这款全能产品的优势。

小幅面紫外加工系统

DRACO系列激光器具有了极高的激光功率

稳定性，功率不稳定度小于±1.5%。因此，

即使是对激光非常敏感的材料, 用DRACO激

光器加工也可得到一致的标记效果。激光

由于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多个行业正在

迅速的替代传统加工手段，但复杂的、高

要求的应用需要针对性强的激光输出参量。

TruLaser Cell 3000

全防护超高速光纤激光切割机系列

整机全包围设计，减少激光辐射，高低双

工作台、节省上下料时间，高速度，每分

钟切割速度可达24米，ALPHA齿条，减速机，

最高速度可达120m/min,1.5g加速度。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2E21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C11

深圳市大鹏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K21、3H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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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线是结合车载镜头产品的特点以及行

业的特殊要求，在ZH400的基础上开发而成，

各个工序也是模块化设计；具有上料机台、

激光打码机台、单工位组立机台、双工位

组立机台、三工位组立机台、点胶机台、

压圈锁附机台、热封机台、MTF检测机台、

MTF分级收料机台、收料机台，用户可根据

需要而随意配置。

AR+AF溅射镀膜机

专门为层数不多但要求扩大产能、高效率

的光学薄膜产品镀膜生产而设计，适用于

玻璃和塑胶光学镜片，眼镜片AF、AS膜的

镀膜生产，也适用于手机视窗、塑胶片材

彩色光学膜的制备。

CZ500系列车载镜头组立线

车载摄像头组装线体方案

艾微视图像科技提供了一整套车载摄像头

测试方案，可用于各类摄像头的清晰度调

整，光轴的平行度垂直度调整，摄像头各

项性能指标测试。我们还提供车载摄像头

流水线整合方案，从镜头与前壳锁付，点

镜头密封胶，后壳锁付，密封性检测等自

动化方案。

深圳捷牛科技有限公司 7G09

东莞市汇成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9A34

苏州艾微视图像科技有限公司
6D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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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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Cam® Align Smart

用于研发的相机模组装调系统。通过自动对准待

测模块，可为模组提供最高光学性能的独立加工

方案。加工开始后，设备自动点胶，接着校准成

像到传感器或其他器件上。校准包括精确的平移、

倾斜、调焦和旋转，以获得最佳成像质量。最后，

设备将自动完成固化模组，结束加工过程。通过

使用可更换的装配夹具，

ARES 真空镀膜机系列

GENER-1300DBI

真空室：SUS304,Ф1300×1610mm(H)；工件架 ：

Ф1200mm；工件架转速：10rpm to 30rpm(可变)；

光学膜厚控制：HOM2-R-VIS400A（可选）；光

学膜厚监控仪 波长范围：400nm to 1100nm ；

反射式/透射式；尺寸约

5000mm(W)×6500mm(D)×3500mm(H )

布勒莱宝光学设备（北京）有限公司9E03

北京全欧光学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9E01

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9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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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机器人，拳头机器人二号

完全密封结构(IP69K)，高压喷流清洗

高速搬运、装配机器人。应用于装配、拾取、

包装、物流搬运及材料加工。

ProCam® Align Smart

CNC三坐标测量机可实现高效、可靠的测量。

可进行车身测量。也可进行双测臂同时测量

和非接触测量。

M-2iA

多功能连续镀膜设备

该系列镀膜线主要用于平板玻璃、压克力、PC、

PET等基板上镀膜，各种金属膜，介质膜，介质

金属复合膜，透明导电膜，CF等膜层。本公司可

按照用户要求提供设计，提供全套设备，负责工

艺，按“交钥匙”工程服务。（此处链接“交钥匙”

工程服务页面）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9C10

三丰力丰量仪（东莞）有限公司 9G06

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G18



Satisloh提供一系列适合于精密光学在聚合物、

玻璃和红外光学的物理气相沉积全方面的镀

膜机；1200-PO Satisloh的高容积镀膜机,能最

大限度提高生产率、可靠性和能源效率。

1200PO

PCB速诊仪是全球首款利用双光谱交织定位技术，

通过PC端分析软件，利用智能算法可以在软件上实

时显示出被检测主板各芯片、电阻、电容的运行温

度数据，可通过温度数据来判别主板运行状态；另

外软件端可实现一键秒杀查漏电，快速定位出维修

主板漏电位置；并且软件端通过对正常/异常主板

比对模式分析功能，快速找出异常问题点。

先利士劳尔亚洲有限公司 9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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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K-200卧式超精密数控光学定心车床

用于镜片光学轴线与镜框几何轴线偏差的数控

检测、加工修正的专用机床；可实现光学镜片

与镜筒的加工、检验、修正与测量等一系列工

作；加工直径范围5mm到200mm，提高了镜头

组整体的成像质量；解决我国高端光学镜头自

检的加工技术难题。

北京海普瑞森超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8K25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2

PCB速诊仪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 时间 地点

第二届国际汽车激光雷达创新论坛 CIOE / Yole
9月5日
上午

5楼 ●菊花厅

车载摄像头和自动驾驶摄像头评估
方案

CIOE / 52RD
9月5日
上午

8号馆会议室

2019Zemax光学镜头应用设计大赛 CIOE / Zemax
9月5日
下午

8号馆会议室

第二十七届“微言大义”研讨会
机器视觉及工业检测

CIOE / 麦姆斯咨询 9月5日 6楼 ●桂花厅

2019激光技术及市场应用创新峰会
分会场三：
激光精细加工在汽车领域的新应用

CIOE 9月6日 2号馆会议室

第二届“光+”智能驾驶技术高峰
论坛

CIOE / 盖世汽车 9月6日 3号馆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