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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名称 页码
核心技术

1 Innoviz Technologies 3J16 3J17 InnovizPro 6
2 Innoviz Technologies 3J16 3J17 INNOVIZONE 6
3 科艺仪器有限公司 2A05 Velodyne LiDAR Puck LITE 6
4 北醒（北京）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3G01 3G02 CE30-A/C 固态激光雷达（3D 激光雷达）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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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3Q12 镭神车规级 128 线混合固态激光雷达 7
7 海伯森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3Q08 3Q09 纳米级精度激光位移传感器 7
8 安森美半导体 3J06 3J07 Pandion 短程激光雷达 (LiDAR) 演示系统 7
9 深圳市易恬技术有限公司 3B15 CRE Rotating TOF Lidar Sensor 8

10 岭纬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3J11 3J12 3D 高清视频激光雷达 8
11 洛伦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3G05 3G06 洛伦兹 I 系列固态激光雷达 8
12 西安知微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3J04 3J05 MEMS 微振镜单轴扫描模组 8
13 傲迪特有限公司 3Q10 3Q11 Encoder 光传感器 9
14 深圳市佰誉达科技有限公司 3Q13 激光雷达 9
15 北京华科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3Q16 全固态面阵激光雷达 9
16 OQmented GmbH 3Q03 MEMS scanner 9
17 SLD Laser inc 3G03 3G04 LaserLight Fiber Module 10
18 ESPROS Photonics AG 3A03 epc6xx 系列 10
19 中山市禾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Q15 红外激光模组 10
20 宁波睿熙科技有限公司 3B11 规则 / 非规则阵列 VCSEL 芯片 10
21 First Sensor AG 3J19 3J20 雪崩光电二极管（APD） 11
22 Baraja Pty Ltd 3F03 3F04 Spectrum-Scan ™ LiDAR 11
23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 3C07 紧致型光纤脉冲激光器 11
24 深圳立仪科技有限公司 3F08 光谱共焦位移传感器 11
25 浙江舜宇智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9C16 深度感知系列远距离应用模块 --Mars F1 12
26 浙江舜宇智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9C16 深度感知系列 ToF 方案模块 -Mars04 12
27 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 9C16 新封装模组 12
28 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 9C16 ToF- 深度测量模组 12
29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9C16 感知类镜头 13
30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9C16 菲涅尔镜片 13
31 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9D20 车载镜头类产品 13
32 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9D20 广角相机镜头 13
33 南阳利达光电有限公司 9C15 合色棱镜 14
34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9C01 模组产品 14
35 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 9H36 行车记录仪镜头 HK-8246 14
36 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 9H36 车载后装系列 HK-8077 14
37 天津峰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D59 6D60 车载高清摄像头 1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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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39 佛山华国光学器材有限公司 9F06 光学元件 15
40 深圳市中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C59 6C60 USB 摄像头 15
41 厦门云之拓科技有限公司 6E40 客制化摄像头模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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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深圳前海汉视科技有限公司 6C15 6C16 车载黑光镜头 16
43 厦门豫鑫达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8M54 车载镜头 16
44 杭州隆硕科技有限公司 6A45 激光望远镜测距仪 16
45 深圳市创芯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6E24 800 万像素 USB 摄像头模组支持 USB3.0 17
46 福州锐景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D57 6D58 镜头参数检测仪 17

47 江苏慕藤光精密光学仪器有限公
司 6C20 导轨自动变倍镜头 17

48 深圳市睿光达光电有限公司 6D13 6D14 投影镜头组 17

49 莎益博工程系统开发（上海）有
限公司 T9 车载光学解决方案 18

50 福建富兰光学有限公司 8K35 激光雷达光学视窗 18
51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F03 F1.5/F1.2 Star Light Lens 18
52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C07 光件及非球面预制件 18
53 奥托仑光电子有限公司 9C18 汽车电子光学镜头 19
54 武汉金石达光电器件有限公司 6A42 红外镜头 19

55 捷西迪（广州）光学科技有限公
司 8K16 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 19

56 SCHOTT AG 9E20 SCHOTT RealView ™ 19
57 豪雅光电科技（威海）有限公司 9E04 光学材料，光学镜片 20
58 日本尼康株式会社 9A09 i- 线玻璃 20
59 康宁（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9E16 康宁先进光学材料和产品 20
60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D09 精密光学元件 20
61 AG 光学 6C25 玻璃非球面镜片 21
62 瑞士商瓯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6D20 光束控制器 21
63 Himax IGI Precision 6C55 光学元件 21
64 通快 ( 中国 ) 有限公司 2E21 3D Sensing VCSEL( 车载用 ) 21
65 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 2H13 激光雷达 LiDar 用 905nm 测距芯片 22
66 深圳新亮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E25 激光测距传感器 2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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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68 山东富锐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3H07 工业级 2D 激光雷达 22
69 北京瑞合航天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2P12 保偏光纤阵列 23
70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31 维护型“手自电”调焦一体化热像仪 G96 plus 23

71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D82 网络型红外热成像机芯（M10) 2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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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73 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13 在线监测红外热像仪 24
74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12 12μm 全系列红外探测器量产 24
75 北方夜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D32 红外微光融合手持观察镜 24

76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1D30 在线监测红外热像仪 24

77 育空河光电 ( 东莞 ) 有限公司 1D65 Accolade 红外双筒热像仪 25
78 武汉高芯科技有限公司 1D71 晶圆级封装非制冷探测器 25
79 矽典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1D52 智能毫米波传感器 25
80 广州三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401 面向辅助驾驶的热成像行人检测系统 25
81 深圳柏瑞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D60 精密步进电机及齿轮箱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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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造
83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D21 M7 20-200W 26

84 武汉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F25 手持激光焊接机 26

85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2D36 PCB 激光打标机 26

86 蓝思智能机器人（长沙）有限公
司 2E33 3D 曝光机 27

87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D56 双工位紫外切割机、纳秒焊接 27
88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3A12 25000W 多模连续光纤激光器 27
89 深圳市紫宸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E50 激光锡膏焊接机 27
90 武汉赛斐尔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2E29 激光打标机 28

91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C11 小幅面紫外加工系统 28

92 深圳市汇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G05 移动便携式激光清洗系统 28
93 深圳水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H01 激光清洗设备 28
94 东莞市德益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E13 3E14 光纤激光焊接机 29
95 江门珠西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E19 3E20 YlaserClean-200 通用型激光清洗机 29
96 上海致凯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D01 激光玻璃切割钻孔系统 29
97 深圳市艾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J05 激光扫描焊锡机 29
98 苏州艾微视图像科技有限公司 6D65 车载摄像头全自动主动对位设备 30
99 东莞市汇成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9A34 HCAR-1300 AR+AF 磁控溅射镀膜机 30

100 深圳捷牛科技有限公司 7G09 镜头 MTF 检测机 30
101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C16 ACF 导电粒子检测机 30
102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C16 蓝玻璃组件外观检测机 31
103 宁波舜宇仪器有限公司 9C16 SZX12 31

104 布勒莱宝光学设备（北京）有限
公司 9E03 HELIOS 系列磁控溅射镀膜设备 31

105 北京全欧光学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9E01 AspheroCheck UP 31

106 深圳市鹰眼在线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9F16 全自动点胶贴合设备 32

107 珠海市华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D69 广角摄像头 AA 设备 32
108 三丰力丰量仪（东莞）有限公司 9G06 接触式扫描 + 影像测量 MiSCAN Vision System 32

109 泰勒 • 霍普森有限公司 9G15 Form Talysurf® PGI Freeform 自由曲面测量系
统 32

110 先利士劳尔亚洲有限公司 9E19 SPM-10 & SPS-10 铣磨和抛光机 33

111 北京海普瑞森超精密技术有限公
司 8K25 CGK-200 卧式超精密数控光学定心车床 33

112 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9E27 Contour Elite 三维光学显微镜 33
113 上海乾曜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9D10 大口径激光干涉仪 33

114 视耐德光学设备（上海）有限公
司 9F15 UPC 300 34

115 上海东芝机械有限公司 9F21 超精密非球面加工机  汽车透镜模具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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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IZONE	 Innoviz	Technologies					3J16 3J17

InnovizOne 车规级激光雷达能够为 L3 
到 L5 级量产自动驾驶汽 车提供卓越的 
3D 感知能力。这款固态传感器极具经
济效益，同时 其独特的设计也保证了产品的可靠性。InnovizOne 
与 Innoviz 感 知软件搭配使用，能够以极高的角分辨率和帧频实现
物体的探测、分类与跟踪。

Velodyne	LiDAR	Puck	LITE	 科艺仪器有限公司					2A05	

Velodyne 雷达的 Puck LITE VLP-16 Puck 是该公司
产品系列中的一种较轻版本，该产品适用于要求较
低的重量以满足其应用要求。除了重量，Puck LITE
的性能与 VLP-16 相同。体积小和重量轻的激光雷
达传感器高分辨率使它成为无人机、移动三维制图
/ 成像、勘测和导航方面的理想选择。它支持 16 个通道，从 360°
的水平视场和 30°的垂直视场 (+15° to -15° ) 能够产生约 30 万点 /
秒的三维点云数据。

CE30-A/C 固态激光雷达 (3D 激光雷达 )			北醒（北京）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3G01 3G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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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vizPro	 Innoviz	Technologies					3J16 3J17

InnovizPro 可以为汽车、测绘及其他应
用领域带来卓越的性能和超凡的 价值。
这款激光雷达可在高帧频下产生致密的 
3D 点云，具有出色的感知能力。InnovizPro 具有像素密度高、垂
直视场均匀等特点，探测距离 可达 150 米。这款传感器采用先进
的设计，能够智能聚焦感兴趣区 (ROI, regions of interest)，并且不
受日照和天气条件的影响，具有出 色的可靠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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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NE8008	3D 飞行时间传感器评估套件	 上海炬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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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镭神车规级 128 线混合固态激光雷达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3Q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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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级精度激光位移传感器	 海伯森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3Q08 3Q09

HPS-LC010 是基于激光三角测距原理进
行测量的高精度非接触式传感器，具有
直射 / 斜射式兼容结构，既能检测漫反
射表面也能检测镜面反射表面，控制器
部分加入了人性化触摸屏操作界面，丰富的通讯接口，方式用户使
用及后期集成开发。

Pandion 短程激光雷达 (LiDAR) 演示系统	 安森美半导体					3J06  3J07

此成像单光子雪崩二极管（SPAD）阵列集成
CMOS 元件，由 400 x 100 阵列的可单独寻址
的 SPAD 像素组成。 这用于 3D 测距的高分辨
率飞行时间（TOF）图像传感器使用逐列读出
的架构，因此 40k 阵列元件仅需要 100 个读出通道。 它非常适合
用于汽车 LiDAR 以及工业、运输和机器人的 3D 感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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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	Rotating	TOF	Lidar	Sensor	 深圳市易恬技术有限公司					3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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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高清视频激光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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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系列固态激光雷达		 洛伦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3G05 3G06

洛伦兹全固态激光雷达具有全固态高可靠、抗
强光干扰、测量距离远的优势，结合 3D 点云
和 RGB 融合，具有智能检测定位功能。广泛
应用于各级别自动驾驶车辆、无人送货送餐车、机器人及 AGV；周
界防护、区域监控、人员计数及行为监控预警；港口自动化、仓储
自动化；以及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等。

MEMS微振镜单轴扫描模组	 西安知微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3J04 3J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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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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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der	光传感器	 傲迪特有限公司						3Q10 3Q11

由 Emitter 和 多 数 Photo Diode Array 组 成
的 产 品， 适 用 于 Rotary Encoder 和 Optical 
Module。

激光雷达	 深圳市佰誉达科技有限公司					3Q13

结合受专利保护的固态激光雷达设计以及独有的信
号处理算法，Leddar 公司带来革命性的技术突破，
解决了传统激光雷达高成本的问题，为客户提供高
性价比的激光雷达传感器。Leddar 产品现已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
无人机、智能交通等领域。

全固态面阵激光雷达	 北京华科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3Q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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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S	scanner	 OQmented	GmbH					3Q03

OQmented 在 AR，LIDAR 和 3D 相机中拥
有世界上第一批可用于商业化 MEMS 镜。 
我们独特的密封包装可提供无与伦比的性
能，提供 最大的扫描角度，最低的能耗，
最高的可靠性，经过验证，可大规模生产，是汽车公司唯一的解决
方案。 OQmented 为汽车，消费者和工业背景的客户提供一站式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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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Light	Fiber	Module	 SLD	Laser	inc					3G03 3G04 

SLD Laser 激光光纤模组是世界上首款高亮
度，长距传输的激光白光光源。经高效率
光纤传输的蓝光半导体激光汇聚在荧光材料上产生宽光谱，非相
干及人眼安全白光。光通量达 400lm, 发光中心亮度超过 1400cd/
mm2。SLD Laser 激光光纤模组可应用于汽车前装市场，特种照明
等领域。

epc6xx	系列	 ESPROS	Photonics	AG					3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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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激光模组	 中山市禾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Q15

禾统光电生产的红外激光模组可以广泛的应
用在智能机器人传感、智能家居传感、人脸辨
识传感、测距仪、3D 扫描 ... 等各类产品上，
以专业的服务、优质的质量和最快捷的速度替您提供所有传感、识
别、智能方案。 

规则 /非规则阵列 VCSEL 芯片	 宁波睿熙科技有限公司					3B11

该芯片充分考虑产品在室温、高温等不同应用环境
下的性能与可靠性，具有光电转换效率高、阈值电
流低、均匀性优、可靠性高等特点，适用于散斑结
构光、编码结构光、TOF 等各种 3D 感应相关应用
场景，并可依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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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崩光电二极管（APD）	 First	Sensor	AG					3J19 3J20

First Sensor9 系列提供品种丰富的极高敏感
性近红外（NIR）硅雪崩光电二极管，特别
是在 905nm 波长范围内。得益于产品内部
的增益机制、宽动态范围和快速的上升时间，该系列雪崩光电二极
管产品非常适用于激光雷达系统，根据渡越时间法完成光学测距和
物体识别。应用领域包括驾驶员辅助系统、无人机、安全激光扫描
仪、三维测量和机器人技术。

Spectrum-Scan ™	LiDAR		 Baraja	Pty	Ltd						3F03 3F04 

Baraja's Spectrum-Scan ™ LiDAR offers new 
ways to integrate LiDAR into vehicles. It's highly 
versatile, modular design, provides choice 
and flexibility when making tricky performance and packaging 
decisions. 

紧致型光纤脉冲激光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					3C07

矽 赫 科 技 紧 致 型 光 纤 脉 冲 激 光 器 
TeraComm ™ 纳 米 高 效 掺 铒 光 纤 放 大
器 EDFA，无光致发黑现象； 长时间稳定性好，脉冲重复频率可
调； 可调输出脉冲峰值功率大于 23.5W； 单色性好，光谱宽度 
Δλ=2nm； 支持矽赫智能光电工作状态联网监测与控制； 过流、
过压、过热保护。

光谱共焦位移传感器		 深圳立仪科技有限公司					3F08

立仪科技光谱共焦位移传感器： 采用白光光谱共焦
原理，此原理的优点是： 测量材质不受限制； 无
阴影效应； 高分辨率； 温度稳定性好； 可模块化
小型化； 我司是国内首家开发出的光谱共焦位移传
感器，拥有明显的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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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感知系列远距离应用模块 --Mars	F1	 浙江舜宇智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9C16

该产品可以应用在 3D 量测、场景重建、
安防、机器人的导航避障等领域。该模块
尺寸小、功耗低，探测距离最远可达 30M，能够将 200k 分辨率高
精度 3D 点云信息误差控制在 1% 以内；支持 9 轴 IMU，能够实现
多自由度动态姿态实时输出；同时支持 USB3.0 和 Ethernet 接口，
用户通过上位机即可获得高精确的 3D 深度信息和 IMU 数据，提供
后端二次应用开发 SDK。

深度感知系列 ToF 方案模块 -Mars04		 浙江舜宇智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9C16

该产品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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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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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体追踪、3D 物
体识别、导航、探测等应用领域有着关键作用 。

新封装模组	 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					9C16

实现摄像头模组尺寸更小，可靠性更高，性
能更好。

ToF- 深度测量模组	 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					9C16

实现实时测距（高精度、远距离、小尺寸），
适用于人工智能、消费电子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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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类镜头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9C16

通过光学镜头采集人体固有的生理特性和行
为特征来进行个人身份的鉴定，高精度光学
性能与软件算法紧密结合，可以实时迅速有效地完成其识别过程，
并提供多种专业的解决方案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应用于虹膜识别，
眼球追踪，静脉识别等。

菲涅尔镜片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9C16

菲涅尔镜片与传统的非球面镜片相比更
轻、更薄，更加贴近终端产品小型轻薄化
的需求。成熟的功能性设计开发、高精度注塑工艺可满足不同客户
需求。

车载镜头类产品	 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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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角相机镜头		 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9D20

联创在广角相机镜头及模组，从设计研发
到制造都有丰富的经验，产品覆盖运动相
机、无人机、警用执法仪、家居监控和全
景相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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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色棱镜	 南阳利达光电有限公司					9C15

合色棱镜是于 LCD 和 Lcos 投影机的核心光学
元器件，利达目前产能可达到 500K/M。世界
市场占有率超 75%。

模组产品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9C01

基于各类光学镜头的研发与创造能力，凤凰光学
将光电产品延伸到整个模组产品系统。目前凤凰
研发与制造的模组产品己应用于数码、安防、汽
车、工业生产、医疗等各个领域。

行车记录仪镜头HK-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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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载后装系列HK-8077		 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					9H36

车载前装系列、车载后装系列：智能辅驾 2D 3D 
360 鸟瞰全景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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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高清摄像头	 天津峰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D59 6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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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厂提供红外、全景、记录仪等优质的解决方案。 

激光雷达（LiDAR）长距离灵敏度标准测试目标板							上海蓝菲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6D41 6D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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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元件	 佛山华国光学器材有限公司						9F06

消费类镜头用透镜，超高面精度、超小偏芯控制， 
高透过率多层膜工艺。

USB摄像头	 深圳市中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C59 6C60

提 供 标 准 的 外 形 尺 寸 及 定 制 各 种 像 素， 各
种 尺 寸 的 即 插 即 用 USB 摄 像 头， 用 于 车
载， 人 脸 识 别 考 勤， 智 能 家 居， 会 议 系
统， 楼 宇 视 听 对 讲， 机 器 人， 验 钞 机 等 方
面。 目 前 主 要 有 GC0308,OV2718,OV2710，
OV2732,AR0130,AR0230,MI510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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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制化摄像头模组	 厦门云之拓科技有限公司					6E40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 Sensor 需求的镜头模组； 
同时根据海思方案客制化摄像头模组，以及其它
客制化项目支持。

车载黑光镜头		 深圳前海汉视科技有限公司					6C15 6C16

24 小时全天候彩色采图，即使在微光环境下依然
呈现彩色图像，且在光照极低或无光环境，自动采
取暖光补光，实时拍摄到全彩动态图像。

车载镜头	 厦门豫鑫达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8M54

从设计到产品，镜头下的美。 

激光望远镜测距仪	 杭州隆硕科技有限公司					6A45

朗尚激光测距望远镜采用高品质 6 倍单筒望远
镜，多层镀膜，视野明亮清晰。无论距离远近都
能提供快速、稳定的测量。可用于远足、高尔夫、
野外作业、狩猎或者是林业电力勘测。测量距离
可达 2000 码，精度高达 ±0.5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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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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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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参数检测仪	 福州锐景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D57 6D58

很多中小镜头生产商缺乏高效实用设备检
测镜头参数、往往对焦距、相对孔径、红
外离焦、后截距等参数描述往往很随意、存在参数虚标、以次充好
的行为，消费者难于判别其优劣；我们根据市场需要研发系列检测
仪，测量镜头多个参数值、比对同类参数值方式。

导轨自动变倍镜头	 江苏慕藤光精密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6C20

自动变焦镜头 MAZ12.0X-LZ： 直线导轨运动系
统 彻底解决变倍卡死和次数限制 彻底解决中心
偏移 彻底解决视野模糊 彻底解决销钉和曲线套
筒磨损。 

投影镜头组	 深圳市睿光达光电有限公司					6D13 6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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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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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光学解决方案	 莎益博工程系统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T9

Synopsys 光学设计软件车载解决方案 : 抬头显示
器 HUD 模拟挡风玻璃 折迭系统控制 自由曲面优
化 视觉性能分析 镜头设计 行车纪录器镜头 监测辅助镜头 夜視辅
助镜头 镜头杂散光分析 激光雷达 取像镜头设计 杂散光 / 环境光 雷
射光源设计 检测器微结构 光学膜设计 光学膜微结构 穿透反射分析 
波动光学仿真 BSDF 巨观分析 昼行灯 导光管设计 微结构设计 各视
角辉度分析 优化计算 车内照明 仪表板设计 车内阅读灯 车内情境
照

激光雷达光学视窗	 福建富兰光学有限公司					8K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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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5/F1.2	Star	Light	Lens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F03

1. 全金属、玻璃材质 2. 红外校正 3. 彩色夜视 .

光件及非球面预制件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C07

光件公司拥有专业设备可进行球面或平面的抛光、
镀膜； 产品的面形精度、光洁度和尺寸精度等指
标均达到相关的国内外标准要求。 非球面预制件 
可提供多种规格非球面预制件产品，生产能力达到 600 万件 / 年； 
产品质量指标达到国内外相关标准要求。



CIOE2019 主题参观路线汽车电子 19

汽车电子光学镜头	 奥托仑光电子有限公司					9C18

主要应用于汽车电子、汽车主机厂商的光学镜
头。

红外镜头		 武汉金石达光电器件有限公司					6A42

红外热像是采用红外探测器接受温度差别信息形成
图像，或对温度进行精密探测。 红外光学产品包
括长波红外镜头，中波红外镜头，短波红外镜头，
近红外镜头及 机器视觉工业镜头。这些镜头所用
的材料为 Ge，Si，ZnSe,GASIR( 硫系玻璃 )、玻璃等， 采用进口单
点金刚石车床进行精密加工非球面或衍射面，或用德国进口数控抛
光设备 进行非球面精密加工。

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	 捷西迪（广州）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8K16

TOF 镜头飞行时间 3D，适合无人机，传感及
测量。

SCHOTT	RealView ™	 SCHOTT	AG						9E20

• 具有高均匀性和高透明度的光学玻璃，以获
得靓丽的图片效果和导光特性，同时将光线损
失降到最低。 • 高折射率可放大视场（FoV），
极大提升视觉体验。 • 卓越的生产过程，极低的整体厚度变化（TTV），
可为具有最佳锐度和对比度的图片提供辅助支持。 • 玻璃晶圆厚度
最小化以降低增强现实设备的重量，但保持其强度以适应日常使用。 
• 光学镀膜实现最佳无反射视线穿透体验。



CIOE2019 主题参观路线汽车电子20

精密光学元件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D09

精密光学元件包括：球面镜、柱面镜、棱镜、
波片、保护窗片、反射镜、偏振器、PBS 等，
主要用于激光器制造，激光仪器设备，激光美容仪，精密镜头，微
测量系统，测绘仪器，军用激光系统等场合。

光学材料，光学镜片	 豪雅光电科技（威海）有限公司					9E04

影像业务（光学玻璃和镜片，相机模具，塑胶
镜片，激光设备），公司产品可为安防监控，
车载，无人机，人脸识别，相机镜头等相关的光学产品提供光学材料。

i- 线玻璃	 日本尼康株式会社					9A09

尼康致力于研发用于公司生产的光学产品上的高
品质材料并可提供于尖端技术领域中不可或缺的
各种高精度光学材料和元件。尼康 i- 线玻璃是为
运用在 i- 线光刻单元（365 nm）中所研发的材料，
即便是大口径的产品也同样具有极高的透过率及
优异的均匀性。

康宁先进光学材料和产品	 康宁（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9E16

康宁先进光学在特殊玻璃和光学物理方面
拥有精湛的专业知识，提供从材料到完整
系统在内的多种产品，此次参展的产品包
括：1. 用于半导体 , 激光和精密光学领域的各种石英玻璃抛光，镀
膜加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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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非球面镜片	 AG	光学					6C25

Optical  design faces with challenges to lower 
the aberration ,afocus point of center and 
a foces point of sides are different causing 
averration.

光束控制器	 瑞士商瓯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6D20

精密的 MR-15-30 结合了大镜面与极大倾斜角
的优点，並可选择任一轴共振。此镜片适用于
汽车工业 ( 激光雷达、动态大灯、ADAS)、生
物识别、机 器视觉与医疗应用。内置反馈系统保證了高精度的定
位控制。 

光学元件	 Himax	IGI	Precision					6C55

奇景提供图像处理技术至全球的消费性电子， 
OA 应用及车用电子产品。

3D	Sensing	VCSEL( 车载用 )	 通快 ( 中国 ) 有限公司					2E21

3D Sensing VCSEL ( 车载用 ) 严格按照车载应用
标准设计，制造及生产。面向目前最火热的车
辆距离识别，车内手势操控，驾驶员状态监视
等应用。已被国内外一线车厂认可使用。 通快
VCSEL，源于欧洲，服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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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 2D激光雷达	 山东富锐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3H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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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雷达 LiDar 用 905nm测距芯片		 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						2H13

瑞波光电在发力激光雷达领域之后，就开始专注
于上游的激光雷达芯片的研发和生产制造，目前
已经向市场推出了 15W、25W、50W 和 75W 级
905nm 芯片，应用于测距望远镜、扫地机器人、无人物流车、无
人驾驶等领域。具有电压低、效率高、耐高温的特点。具有极高的
性价比和可靠性，目前正在大批量出货。

激光测距传感器	 深圳新亮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E25

新亮智能提供各种用途的激光测距传感器和激
光雷达，从点测距到 3D 雷达，以及各种不同
量程的激光测距 / 雷达传感器；精度从毫米级
到米级，量程从几米到几十公里，是业内产品最齐全的产品提供商。

激光测距传感器、激光测距雷达		 深圳市迈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M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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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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偏光纤阵列		 北京瑞合航天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2P12

PM 光纤阵列可以实现 X、Y 双方向 ±2um 的精度，
没有累计误差。每根光纤都可以带出准确的位置
信息。产品具有光路平行、垂直，且没有串扰。 

维护型“手自电”调焦一体化热像仪G96	plus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31

入门迷你型、普通工具型、工业维护型、高
端研究型、消防救援型、矿用防爆型、安全
侦察型、夜驾辅助型、医疗诊断型、智能监
控型 红外热像仪，头戴式红外热像仪。

网络型红外热成像机芯（M10)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2

1、采用美国 FLIR TAU2 热成像机芯，性能
稳定，图像清晰。 2、通过强大的前端处
理能力与后端的转换板。3、热灵敏度达到 
50mk, 可全屏测温，支持点，线，区域测
温和报警，支持绊线越界入侵报警。 4、支持 onvif,28181 等标准
通讯协议，5、适于红外热成像仪，红外热成像云台和枪机及红外
热成像巡检机器人等设备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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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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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红外热像仪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D30

海康威视 H36 手持测温热像仪拥有 640x480
的高分辨率 3.5”阳光触摸屏，配备 384×288
红外探测器和 200W 像素可见光探测器。同时，
轻量级的设计，机身重量只有 650g。可选择显示可见光与热成像
的双光融合图像，兼顾细节和热点。最后 H36 具有 wifi 连接移动
设备的功能，可多人连接同一台设备，在手机上进行截图录像方便
分享。

在线监测红外热像仪	 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13

TI35S|TI65S 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
性能稳定，具有灵敏度高、图像清晰、测
温准确、控制灵活等特点，可结合专用红外镜头、可控制云台、护
罩等设备，集成一套完整的红外在线监控系统。可以满足工业、电
力、电子等行业的过程状态检测领域进行非接触实时测温。

12μm全系列红外探测器量产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12

为 满 足 各 个 领 域 对 热 成 像 SWaP-C (Size, 
Weight, Power and Cost) 持续升高的要求，全
球非制冷红外探测器厂商纷纷加速从 17μm 到 12μm 的技术升级。
艾睿光电（IRay）12μm 系列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实现量产。

红外微光融合手持观察镜	 北方夜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D32

红外微光融合手持观察镜，利用图像融合
技术，增强场景理解、突出目标，有利于
在隐藏、伪装和迷惑的背景下更快更精确
地探测目标，具有作用距离远、操作简便、功耗低、便携等特点。
用于边境监控、环境侦察、岸防及安防警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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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lade 红外双筒热像仪	 育空河光电 (东莞 ) 有限公司				1D65

Accolade LRF 热成像仪采用双目镜结构设计，可
有效减少长时间观看导致的眼疲劳，并最大程度
还原观测效果，内置激光测距仪，能够准确计算
和显示目标距离。产品具有 IPX7 防水等级，带拍
照及录像模块，多种颜色制式和观测模式，功能
强大。

晶圆级封装非制冷探测器	 武汉高芯科技有限公司					1D71

晶 圆 级 封 装 非 制 冷 探 测 器 面 阵 规 格 及 像 元
间 距： 640*512/12μm，400*300/12μm，
256*192/12μm，120*90/17μm。

智能毫米波传感器		 矽典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1D52

高精度传感器； RF-to-Bit 单芯片方案； 智能化多
应用场景； 超低功耗灵活配置。

面向辅助驾驶的热成像行人检测系统	 广州三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401

热成像技术是全天候人体感知的重要利器之一，
本公司研发的基于车载热成像摄像头视频的行人
检测系统，能同时在白天、夜间、强逆光、雾霾、
沙尘等恶劣环境下进行辅助驾驶。本系统的行人检测率达到 95%
以上、虚警小于 5 个 / 小时、实时性高达 22 帧 / 秒、检测范围
5~120 米、功率 5W 以内、使用温度 5~32 度，系统稳定不卡顿。
本系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是能够满足实际辅助驾驶需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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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 激光打标机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D36

激光组件安装在传输系统的上方伺服驱动 X/Y
轴。需要标记的 PCB 自动传输，以固定的位
置移动到目标激光雕刻区域，进行视觉定位。
激光移动到一个预先设定的位置，根据不同的
内容。

精密步进电机及齿轮箱	 深圳柏瑞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D60

静音 . 寿命 . 效率是目前步进齿轮减速箱的需求
方向，我司依据强大的市场资讯，不断创新研究，
目前已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品质产品，公司
已在行业内形成较高的知名度。产品广泛应用于：安防系统，保全
系统，相机，消费性电子产品，汽车与家电用品等产业。

M7	20-200W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D21

杰普特 M7 系列是采用直接电调制半导体激光器
作为种子源（MOPA）方案的高功率光纤激光器，
具有完美的激光特性和良好的脉冲形状控制能
力。与调 Q 光纤激光器相比，MOPA 光纤激光器脉冲频率和脉冲
宽度是独立可控的，通过两项激光参数调整搭配，可实现恒定的高
峰值功率输出以及能适用于更广泛的标刻基材。

手持激光焊接机	 武汉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F25

采用最新一代光纤激光器，配置自主研发激光焊接
头，填补激光设备行业手持式焊接的空白，具有操
作简单、焊缝美观、焊接速度快、无耗材的优势，
在薄不锈钢板、铁板、镀锌板等金属材料方面焊接，可完美取代传
统氩弧焊、电焊等工艺。手持式激光焊接机可广泛应用于复杂不规
则的焊接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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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曝光机		 蓝思智能机器人（长沙）有限公司					2E33

用于手机前后盖玻璃曝光、车载玻璃曝光工艺。

双工位紫外切割机、纳秒焊接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D56

纳秒焊接：适合手机、摄像头、医疗器械、汽车
零部件的同种金属薄片、异种金属薄片的焊接 
铜 - 铜、不锈钢 - 不锈钢、铝 - 铝、铜 - 铝、铜 -
不锈钢、铝 - 不锈钢，的相互焊接。 双工位紫外切割机：适用金属
材料（碳钢、不锈钢、铝及铝合金、铜及铜合金、钛及钛合金、镍
合金等）、脆性材料（玻璃、蓝宝石、陶瓷、硅芯片等）等材料的
划线、切割、钻孔等精细精密加工工艺。 

25000W多模连续光纤激光器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3A12

创鑫激光 25000W， 内置高功率单模块，独特的
背反光保护技术及内部模块化布局，具有高能量
密度（150um 输出），在实现超高功率输出的
同时，形态更小、节能省电。激光功率连续可调，
电光转换效率高、拥有较高的光束质量。 

激光锡膏焊接机	 深圳市紫宸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E50

多工位同时进行动作，通过 DD 马达 R 轴与双 X，Y，
Z 轴同时联动，保证上下料，点锡膏与焊接同事
进行，提高产能。采用视觉自动定位，可对同一
产品上多个不同特征点进行采集，提高加工的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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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清洗设备	 深圳水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H01

水滴激光产品包括 100W，200W，500W 和
1000W 激手持式纳秒脉冲光纤激光清洗系
统，设备集成化设计，运输过程十分方便。
激光头小巧轻便，重量 <2kg，装有辅助支架和防尘保护镜，可广
泛适用于各种清洗领域。

激光打标机	 武汉赛斐尔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2E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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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幅面紫外加工系统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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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便携式激光清洗系统	 深圳市汇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G05

移动便携式激光清洗系统是新一代材料表面处理
的高科技激光产品。具有清洗效率高，适用范围广，
无耗材，结构简单便于集成和运输等特点。设备
操作简单，通电即可使用，手持式清洗枪可贴合
各类异形件表面进行清洗，能够有效清除物件表面油污、污垢、锈
蚀、油漆等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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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激光焊接机	 东莞市德益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E13 3E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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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池盖帽，精密焊接行业具有独特的优势。适用于手
机，光通信，电池盖帽，电池极耳，电池防爆阀，仪器仪表，医疗
器械等精密焊接。 

YlaserClean-200 通用型激光清洗机	 江门珠西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E19 3E20

该产品是一种采用光纤激光器的激光清洗设
备，该产品操作简易，性能稳定，主要用于清
除工业产品表面的树脂、油污、污渍、污垢、
锈蚀、涂层、镀层、油漆等物质，并且具有不损伤底材的特性。 

激光玻璃切割钻孔系统	 上海致凯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D01

1：使用直线电机搭配光学尺全闭环驱动加工平
台，精度高 . 2：采用进口光学元件，质量可靠、
功率损耗低 . 稳定可靠寿命长 3：配置自动对位
CCD 及视觉镜头，能精确识别各种 Mark 点，自
动补偿，保证加工精度。领域：光学镜片、汽车玻璃的钻孔及切槽。

激光扫描焊锡机	 				深圳市艾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J05

设备特点： 1. 配备四轴焊料供给系统，精准灵
活 2. 同轴测温系统，输出实时温度控制曲线 
3. 针对 FBC 和 PCB 焊接，贴片不耐温元件，热
敏元件焊接优势突出，效率高，性能好。 二、应用领域： 1. 光电
行业； 2.FPC 柔性线路板行业； 3. 线材行业； 4. 通讯类产品、光
器件焊接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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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F 导电粒子检测机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C16

用于液晶面板模组段 COG 和 FOG 邦定后点胶之
前，ACF 导电粒子的压痕检测，包括粒子的数量、
分布、压合强度、偏位等等，并根据一定的标准
判断面板的 OK / NG。其基本原理是利用线阵相机
对液晶面板 COG、FOG 上 Bump 区域进行图像采
集、通过算法分析最终得到该目标检测对象是否合格。

镜头MTF 检测机		 深圳捷牛科技有限公司					7G09

用于车载、安防等行业镜头的 MTF 检测；
包括三个机台：上料机、检测机、分级收
料机。 工作流程：人工将装有待检镜头的料盘放在上料机台上，
上料机台自动将镜头取放到指定位置，分级收料机台通过流水线将
镜头送到检测机台进行检测，并将检测完成的镜头按照等级分别收
进不同的料盘内。

车载摄像头全自动主动对位设备	 苏州艾微视图像科技有限公司						6D65

艾微视新推出全自动模块化车载摄像头主动
对位设备，由自动上下料模组，等离子清洁活
化，点胶，主动对位和 UV 固化部分构成，可
兼容车载各类摄像头的主动对位组装需求，各自单元拥有自检功能，
一键启动和更换产品配置，在产线布置更加灵活，可整体全自动运
转，也可单机独立运作，满足客户更深度更便捷的车载摄像头生产
需求。

HCAR-1300	AR+AF 磁控溅射镀膜机	 东莞市汇成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9A34

镀 膜 区 域 Φ1300x H700mm， 适 用 波 长
380nm~780nm，应用于 AR、AF、硬质 AR 膜、
硬质膜、装饰膜、HR 膜等，可客制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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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玻璃组件外观检测机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C16

采用高清 CCD 检测相机，并结合图像识别算法，
精准分辨各类 IR 组件模组的缺陷，并分类放置。
适用于蓝玻璃 IR 滤光片组件外观缺陷检测。 

SZX12		 宁波舜宇仪器有限公司						9C16

采用高清 CCD 检测相机，并结合图像识别
算法，精准分辨各类 IR 组件模组的缺陷，
并分类放置。适用于蓝玻璃 IR 滤光片组件
外观缺陷检测。

HELIOS	系列磁控溅射镀膜设备		 布勒莱宝光学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9E03

HELIOS 系列磁控溅射设备拥有高速稳定的沉积
速率，极高的工艺稳定性，高精度的超薄膜厚
控制。可用于超过 200 层和 20μm 厚的滤光片，
具有最优膜层氧化率，高密度，低损耗的特点。可加工的薄膜器件
包括激光带通滤光片，截至滤光片，单腔 / 多腔滤光片，啁啾反射
镜，偏光膜等，其应用于消费电子，半导体，生命科学，医疗，计
量，基础科研等领域。 

AspheroCheck	UP	 北京全欧光学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9E01

德 国 全 欧 光 学 (TRIOPTICS) 设 计 研 发 的
AspheroCheck Ups 是 基 于 OptiCentric®
检测技术基础上进行并配合非接触式位移
传感器对非球面对称轴相对于镜片光轴的测量仪器，是非球面偏心
倾斜最理想的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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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	Talysurf®	PGI	Freeform	自由曲面测量系统	 泰勒 • 霍普森有限公司				9G15

随着市场上自由曲面光学零部件的兴起和对日益
复杂测量解决方案需求的不断增长，研发生产出
可满足自由曲面测量要求的多用途、高分辨率接
触式测量系统，使制造商能够精确测量其光学零部件并与设计资料
进行比较。该系统采用栅式 / 径向扫描方式进行测量，可提供球面
零部件、非球面零部件、衍射零部件及自由曲面等面的三维光栅及
径向分析。

接触式扫描	+	影像测量MiSCAN	Vision	System	 三丰力丰量仪（东莞）有限公司				9G06

可在超级细微领域针对小型工件进行高精度
3D 扫描 , 基于最小直径为 125µm 测针的新开
发“MPP-NANO”实现了超细微领域的 3D 扫
描测量。 配备观察摄像头，可在确认工件状态的同时轻松靠近。
还备有高可靠性扫描测头 SP25M，也能在小型工件中普遍使用。
具备高级性能的影像测量功能，配备了影像测量机畅销的“Quick 
Vision 系列”影像测头。

全自动点胶贴合设备	 深圳市鹰眼在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F16

全自动点胶贴合设备，是一款专业应用于摄像
头、晶振、滤光片、芯片封装等行业需要点胶、
组装新型设备。采用了全自动送料模式，对不同的产品进行点胶、
贴装；高精度视觉定位系统和自动视觉角度修正系统，贴装速度快、
精度高；可实现上料、工作、下料不间断作业。

广角摄像头 AA设备	 珠海市华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D69

高精度：±0.002mm；大广角：最大可达
210 °；UPH：100pcs · 全 球 最 小 型 的 AA
设备（1.0*1.2*1.8mm) · 单位面积产量最
大化 (UPH=100) · 超大广角摄像头模组，最大 210° · 标准机设计，
交期短（≤ 2 个月） · 高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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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10	&	SPS-10	铣磨和抛光机	 	先利士劳尔亚洲有限公司					9E19

SPM-10 & SPS-10 铣磨和抛光机 配有 5 轴、线
性驱动和完整的温度管理，将功能和精准度拓展
到一个新的水平。根据您的需求和工艺，SPM-
10 您可以选配空气轴承或者混合陶瓷轴承刀具轴，两者转速均可
达到每分钟 100,000 转。

CGK-200 卧式超精密数控光学定心车床		 北京海普瑞森超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8K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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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our	Elite	三维光学显微镜	 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9E27

Contour Elite 三维光学显微镜完善了表面测量和
分析的新标准， 这套测量系统拥有工业领先的测
量性能和灵活性，采用专利白光干涉技术，超大
视野内埃级至毫米级的垂直计量范围，具有业界最高的垂直分辨率
和测量重复性，凭借其独特的直观用户界面和功能最全的自动化检
测、分析功能，方便用户快速高效的获得材料粗糙度、二维 / 三维
表面分析以及高分辨成像。 

大口径激光干涉仪	 上海乾曜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9D10

大口径激光干涉仪有效口径有 600mm，450mm
和 300mm， 均 是 双 路 测 量 系 统： 一 路 是
100mm（4 英寸）或 150mm（6 英寸）小口径
测量系统，另一路是大口径平面测量系统。小口径系统可以进行平
面元件和球面元件的测量。大口径平面测量系统从 100mm 口径扩
束到 600mm，450mm 或 300mm，大口径标配平面透过标准镜和
平面反射标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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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	300	 	视耐德光学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9F15

自由曲面超精密单点车加工中心 紧凑高灵敏度的
多轴超精密加工中心 UPC300 以其独特的方式集
生产效率和加工精度于一体，超大行程快刀系统
（选配）可以加工更为广泛的自由曲面形状，显
著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且通过加装 B 轴（选配）
可进一步拓展 UPC300 的加工能力。

超精密非球面加工机		汽车透镜模具	 上海东芝机械有限公司						9F21

超精密非球面加工机 ULC-100F(S) 本机械用于
镜片和相关模具的非球面切削加工，为 3 轴联
动 CNC 加工机。作为过去机型 ULC-100D(S) 的
升级机种，此机型可使用 0.1nm 的程序指令。对于单晶钻石刀具
作切削加工、镜片模仁的表面质量提升皆有贡献。 超精密加工机 
UVM-450C(H) 实机展示 采用东芝机械独家空气主轴 高精密模具 镜
面加工 汽车透镜模具 UVM3 轴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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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光”+智能驾驶技术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2019 年 9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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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OE 中国光博会

协办单位：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汽车科技研发中心

赞助单位：艾迈斯半导体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9:00-9:20 签到

9:20-9:25 开幕致辞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秘书长   杨耕硕

09:25-10:00 智能驾驶及车载激光雷达和摄像头产业报告 盖世汽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宋佰成

10:00-10:35 面向产业需求的智能驾驶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汽车科技研发中心
高级研发经理    莫天德

10:35-11:10 实现智能驾驶安全及驾控乐趣平衡的未来汽车 小鹏汽车自动驾驶产品开发部总监  
肖志光

11:10-11:45 无用之功？自动驾驶激光雷达现状 Cibby Pulikkaseril, 首席技术官兼联
合创始人   Baraja

11:45-12:20 视觉的唯一优势 Elie Luskin   Mobileye 中国区汽车业
务地区经理

12:20-13:30 交流午宴

13:30-14:05 多传感器融合的自动驾驶 广汽智驾部部长 郭继舜

14:05-14:40 基于 MEMS 镜的 LIDAR 传感器激光扫描 OQmented 总经理
Dr.Ulrich Hofmann

14:40-15:15 先进传感器解决方案赋能固态激光雷达 艾迈斯半导体市场与业务开发总监
金安敏

15:15-15:50 3D 高清视频固态激光雷达 岭纬科技（厦门）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  黎洪

15:50-16:25 符合 ISO 26262(ASIL-B) 标准的 360 度全景可视系统
瑞萨电子香港有限公司汽车电子销售
中心汽车电子应用技术部部长    林志
恩

16:25-17:00 新型汽车 CCD LiDAR/TOF 成像仪 瑷 镨 瑞 思 光 学 有 限 公 司 (ESPROS)
CEO 兼创始人   Beat De Coi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CIOE2019 主题参观路线汽车电子36

第二届国际汽车激光雷达创新论坛——汽车市场成就激光雷达量产

会议时间：2019 年 9月 5日上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5楼菊花厅

主办机构：CIOE 中国光博会				Yole	Développement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及企业

9:00 - 9:15 入场登记 / 证件收集

9:15 - 9:20 欢迎辞 Yole Développement & CIOE

9:20 - 9:45 用于机动车的激光雷达传感器 Guillaume Girardin, ，光电、传感和显示部门总监，
Yole Développement

9:45 - 10:10 法雷奥 SCALA® - 世界上最畅销的 3D 激光扫
描仪 顾剑民博士，法雷奥集团中国区首席技术官

10:10 - 10:35 汽车激光雷达：实际解决方案的可实现性和
成本审查、以及未来的演变

Romain Fraux， 首席执行官， System Plus 
Consulting

10:35 - 11:15 茶歇 & 现场交流

11:15 - 11:40 RoboSense( 速腾聚创 ) 为高级辅助驾驶和
自动驾驶打造的智能激光雷达传感系统 篠原磊磊博士，速腾聚创 研发副总裁 & 合伙人

11:40 - 12:05 固态激光雷达的大规模商用 David Oberman,，销售副总监，Innoviz 
Technologies

12:05 - 12:30 用于汽车应用的 LiDAR 接收器 Uwe Wielsch, 亚洲销售总监 , First Sensor

12:30 - 12:55 TBD Dirk Seebaum 博士，全欧光学自动化业务经理

12:55 - 1:00 感谢 & 休会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2019	车载摄像头影像质量评估研讨会

会议时间：2019 年 9月 5日上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6号馆会议室

主办机构：CIOE 中国光博会&上海研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时 间 主题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9:30 -- 10:30

车载摄像头测试标准与
方案

ISO 国际标准介绍及案例分享
车用摄像头测试方法和问题
IEEE-P2020 介 绍 及 ADAS 综 合
测试仪

上海研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丁文江

10:30 -- 12:00 车 载 影 像 测 试 与 CMS
方案

车载摄像头和显示屏测试方案
车载 CMS 测试方案 柯尼卡美能达销售经理   邵炜宇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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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AR/VR 光学应用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2019 年 9月 6日	下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6号馆会议室

主办机构：CIOE 中国光博会	深圳市增强现实技术应用协会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4:00—14:10 主办方致辞

彭莉莉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市场总监
钟建辉
深圳市增强现实技术应用协会
微泽网创始人

14:10—14:40 5G 环境下，AR 在消费端大规模落地及光学应用
方案

李建亿
太平洋未来科技创始人兼 CEO

14:40—15:10 5G 环境下自由曲面 AR 光学模组及行业整机应用
段家喜
北京耐德佳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兼 COO

15:10—15:40 利亚德 optitack 光学动捕产品介绍及应用方案 郭树旺
利亚德集团 AR/VR 事业部销售总监

15:40—16:10 珑璟光电 AR 光学模组产品优势 王开
珑璟光电联合创始人兼销售总监

16:10—16:50 自由交流、互换名片、资料索取等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激光先进制造在汽车领域的新应用
会议时间：2019 年 9月 6日	上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2号馆会议室

主办机构：CIOE 中国光博会

合办机构：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				雅时国际商讯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会议嘉宾主持：唐霞辉  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9:30-10:00 远程激光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挑战及机遇 杨上陆 ,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全固态激光
器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10:00-10:30 激光先进制造技术提升汽车产业 唐霞辉 , 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

10:30-11:00 等离子体在光电行业的应用 王飞 , 深圳市东信高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1:00-11:30 激光技术在锂电池智能制造中的应用 王明睿，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
公司专用系统事业部副总经理

11:30-12:00 智能环保激光清洗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谢曦宇 , 深圳市汇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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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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O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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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馆VIP特邀买家服务处（3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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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九大应用领域
  展示光电前沿技术
面向九大应用领域
  展示光电前沿技术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2020年9月9-11日

先进制造

能源

安防 /国防照明 /显示

光通信、信息处理 /存储

传感及测试测量

消费电子

医疗半导体加工 /制造

红外技术及应用展
Infrared Applications Expo

光电子创新展
Photonics Innovation Expo

精密光学展
镜头及摄像模组展
Precision Optics, Lens & Camera Module Expo

光电传感展
Optoelectronic Sensor Expo

光通信展
Optical Communications Expo

Lasers Technology&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xpo

同期六展联动

了解更多，请关注

WWW.CI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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