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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名称 页码
核心技术

1 HGH Infrared Systems 1113、1115 全新一代的黑体控制器 8

2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31 全自动工具型热像仪 D600 8

3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D30 手持观测热像仪 8

4 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13 红外热像仪 8

5 浙江红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91 S300/S600 手持测温热像仪 9

6 育空河光电 ( 东莞 ) 有限公司 1D65 Axion 红外热像仪 9

7 东莞市鑫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1109、1110 红外热成像仪 9
8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51 D8X3NT 测温型红外热成像仪组件 9
9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D61 红外热像仪 10

10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2 双视红外热成像云台（ND40) 10

11 武汉格物优信科技有限公司 1D76 在线测温型红外热像仪 10
12 北京东宇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1D88 40-690mm 中波制冷红外热像仪 10
13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0 双视网络一体化快速云台摄像机 11
14 中光红外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1D66 双视窗云台热像仪 11
15 深圳市清华视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02 无人机预警低空防护预警拦截系统 11

16 三河市戎邦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263、1265 超远程制冷型红外热像仪 11

17 沈阳上博智像科技有限公司 1107、1108 Gen2 红外热像仪 12

18 深圳市三慧实业有限公司 1098 低照度夜视枪瞄 PQ1-0550 12
19 深圳市宋克威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36 光学瞄准镜 12
20 北方夜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D32 通用微光枪瞄镜 12
21 湖北视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128 欧瑞恩系列红外瞄准镜 13
22 广州科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D85 KL100 激光雷达无人机巡检系统 13

2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
研究所 1D75 警用空中巡查系统 13

24 北京星网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1129 光电转塔 SCB450 13
25 深圳市鸿威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3K31、3K32 夜视仪 14
26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 3C07 太赫兹人工智能安检仪 1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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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8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6A20 红外热成像仪，红外测温仪 14
29 泰安北方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9C17 手持融合望远镜 15
30 MKU Limited T15 Electro Optics 15
31 西安应用光学研究所 9C17 手持式反狙击手探测仪 15
32 华太极光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9C17 主动式太赫兹人体安检系统 15
33 佛山华国光学器材有限公司 9F06 62 倍透雾监控镜头 16
34 中电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72 二轴、三轴稳像云台 16
35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05 红外光电雷达 16
36 浙江兆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3 iThermal 3/6-S 网络型测温热成像机芯 16
37 西安泰豪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D92 光电吊舱 17
38 利卓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255 Littro EYE 双光融合相机 17
39 山西国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112 InGaAs 短波红外相机 17
40 深圳天盈光电系统有限公司 1259 光电吊舱隼之眼 100C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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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黄鹄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1126、1127 红外成像导引头 18
42 杭州光鸿科技有限公司 1095 红外消热差镜头系列 18
43 长春新产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2N18、2N19 激光雷达专用大能量激光器 18
44 山东富锐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3H07 工业级 2D 激光雷达 18
45 青岛镭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3H17、3H18 激光瞄准器 19
46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星载微小型光学相机 19
47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海洋激光雷达 19
48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多通道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 19
49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光纤光栅传感设备 20
50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A11 多谱段变焦相机 20
51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A11 视频光谱成像仪 20

52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4A16 轻小型光电吊舱 20

53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4A56 微光夜视仪 21
54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4A56 苏丹一号 5m 视频相机 21
55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4A56 高景一号相机 21
56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4A56 委内瑞拉遥感卫星二号红外相机 21
57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4A56 紫外电力巡检系统 22
58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4A56 微纳相机 22

59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808nm 多单管光纤耦合激光光源 22

60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808nm 5w 单管光纤耦合激光光源 22

61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
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红外夜视激光照明 23

62 江苏东方赛光电有限公司 1D95 DFS-EX2 双光系列 23

63 RP OPTICAL LAB 1090 MERCURY LINE 23
64 俊泰行（北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097 SPACECOM 电动变倍镜头 23
65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1D11 红外热成像镜头 24
66 河北长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86 中波连续变焦镜头 Z20 2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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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68 Ophir Optronics Solutions LTD. 1D15 LightIR ™ Continuous Zoom lenses 24
69 昆明凯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06 红外光学镜头 25
70 北京福睿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51 中长波双视场红外镜头 25
71 北京红源盛达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105 红外镜头 25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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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73 福建诚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6D56 机器视觉目镜、城市智能人像识别镜头 26
74 广州舜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E10 望远镜 26
75 深圳市中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C59、6C60 生物识别摄像头 26
76 奥谱天成（厦门）光电有限公司 6D23 ATR6500 超薄型 5 寸手持式拉曼光谱仪 26
77 武汉金石达光电器件有限公司 6A42 红外镜头 27
78 上饶市奥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D63、6D64 安防道路监控镜头 27
79 深圳市创芯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6E24 双目摄像头模组 27
80 江苏慕藤光精密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6C20 连续变倍镜头 27
81 厦门爱劳德光电有限公司 6D15 VGA 板机镜头 28



CIOE2019 主题参观路线国防安防 5

82 南阳市海林光学仪器加工有限责任公
司 6D37、6D38 光学镜头 28

83 大连佳益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6C01 镜头组 28
84 北京欧普特科技有限公司 7G21 SWIR 镜头 28
85 厦门豫鑫达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8M54 相机镜头 29
86 润坤（上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8L66 光学镜头 29
87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F03 双鱼眼镜头 Dual Fisheye Lens 29
88 世大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9D22 光学定焦镜头 29
89 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9C17 光电吊舱 30
90 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9D20 广角相机镜头 30
91 南阳弘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D11 光学镜头 30
92 福州威泰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H45、9H46 光学镜头 30
93 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9G11 光学镜头及光学组件 31
94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9C01 光学镜头 31
95 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 9H36 全景系列 HK-6020 31
96 福州宏旭科技有限公司 9C12 光学镜头 31
97 北京东方科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50 14000Z 系列目标投影器 32
98 LYNRED 1D03 Atto640 32
99 成都市晶林科技有限公司 1257、1258 红外热成像图像处理 ASIC 芯片 32

100 河北雄安太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52-1 太赫兹被动式安检芯片 32
101 兴晟光电技术 ( 上海）有限公司 1D52-5 便携式太赫兹光谱仪（OEM 机芯） 33
102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12 氧化钒无挡片机芯发布 33

103 浙江睿胜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091 R200M,R100mc，1024*768 
高清非制冷机芯 33

104 淄博新颖传感器有限公司 3Q05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33
105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3Q12 镭神 CX 系列 32/16 线激光雷达 34
106 北京华科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3Q16 全固态面阵激光雷达 34
107 上海新产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7I60 5 通道整片式滤光片 34
108 有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D81 硫系玻璃 34
109 宁波阳光和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34 硫系玻璃 35

生产制造
110 东莞市兰光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1D56 高功率场镜焊接系统 35
111 帝尔时代（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D52-3 太赫兹时域光谱仪 3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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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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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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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115 深圳水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H01 激光清洗设备 36
116 武汉赛斐尔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2E29 激光打标机 36
117 武汉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F25 陶瓷激光打孔机 37
118 东莞市德益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3E13、3E14 光纤激光焊接机 37
119 北京点阵虹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E38 高精度光学系统研发 37
120 珠海市华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D69 广角摄像头 AA 设备 37
121 福州锐景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D57、6D58 镜头参数检测仪 38
122 东莞市泰诚光电有限公司 6D09 光学镜头全功能高精度自动组装机 ZPD-F-16 38
123 贵阳瀚宇藤奇科技有限公司 6C43 光学特性检测仪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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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深圳捷牛科技有限公司 7G09 全自动光学镜头组装机 38
125 成都四盛科技有限公司 7F03 光学真空镀膜机 39

126 深圳市睿德锋科技有限公司 8J06  RDF-180252RSH 光学部品镀膜前半自动超声
波清洗机 39

127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A11 脆性材料激光精密加工设备 39
128 三丰力丰量仪（东莞）有限公司 9G06 CNC 表面形状测量仪 CS-H5000CNC 39
129 中山市艾励特电器发展有限公司 9B23 电子防潮防盗保险柜 40
130 北京全欧光学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9E01 AspheroCheck UP 40
131 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9E27 Contour Elite 三维光学显微镜 40
132 布勒莱宝光学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9E03 ARES 系列蒸发镀膜设备 40

采购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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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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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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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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代的黑体控制器	 HGH	Infrared	Systems					1113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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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工具型热像仪	D600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31

全 自 动 工 具 型 热 像 仪 D600 采 用 独 创 Duo-
vision PLUS 技术，可实现可见光与红外图像
的无缝融合，展现更多细节，更精准地定位，
快速辨别异常位置。D600 搭配 640*480 高灵
敏探测器，确保获得更清晰细腻的图像效果；搭载高速图像处理引
擎，全时动态图输出，图像绝不“拖尾、延时”。自动、电动、手
动三种调焦方式可自由切换，确保每一次都能获得完美对焦的图像。
D600 采用可翻转式触屏设计，人性化的 UI 界面，操作更方便，使
用更灵活。

手持观测热像仪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D30

手持观测热像仪可应用于行政执法、安保巡逻、
边境哨所、海关缉私、余火检测、码头巡逻、
海上搜救等。图像效果：清晰度高，细节多，
支持热点追踪：快速定位画面中的最高温并持续跟踪，支持测距：
准确探测设备与目标物体的距离，支持拍照 / 录像，WIFI 传输功能。

红外热像仪	 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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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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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00/S600 手持测温热像仪	 浙江红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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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可
实现多区域测温与异常报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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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ion 红外热像仪	 育空河光电 (东莞 ) 有限公司							1D65

Pulsar Axion 系列热成像仪采用最新型
12µm 像元尺寸传感器，设计娇小紧凑，
外壳由超轻镁合金材料制成，坚固耐磨。
可以单手轻松握住或放入口袋中，舒适
的抓握和操作体验，便于携带，是侦察和地理定位的最佳选择。用
户友好界面设计和符合人体工程学结构确保了超高舒适性和实用
性。可拍照，录像，WiFi 功能，支持 Stream Vision 应用。

红外热成像仪				 东莞市鑫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1109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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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8X3NT 测温型红外热成像仪组件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51

产 品 特 点 ◆ 640×480/384×288 像 素 非 制 冷
焦平面微热型；◆ 内置多种伪彩色标可选；
◆ 网络测温型通用组件；◆ 精确测温◆ 支持
1 路硬件报警输入、1 路报警输出；◆ 原始热图数据输出◆ 多种镜
头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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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像仪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D61    

1.-20~400℃宽量程和高精确度 , -20~800℃ (DT-
9875H) 2.3.5 英寸高清 TFT 触摸屏 3.IP65 防护
等级、2 米防摔的科学严谨设计 4.20 倍可调焦
功能 5. 全自动直方图的图像调节 6. 拍照和视频功能 7.19200 像素
（160*120）红外分辨率 8. 现场语音记录功能 9.USB 和 SD 卡输出，
机身附带 4G SD 卡，最大可扩至 64G 10.3 个可移动方框（最大值、
最小值、平均值）

双视红外热成像云台（ND40)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2

1、云台同时搭载，高清可见光相机和红外热成像
相机，云台 360 度巡检，监测范围广，应用广泛。 
2、通过标准 IP 网络格式将数据传输至 PC 后端监测平台进行存储、
分析和自动报警。 3、可全屏测温，支持点，线，区域测温，温度
自动报警。 4、支持绊线越界入侵报警。 5、支持手机客户端远程
实况查看和接收报警信息。 6、支持 onvif,28181 等标准通讯协议，
可快速接入第三方平台。 7、可提供 SDK 开发包进行二次开发和与
第三方平台进行对接。

在线测温型红外热像仪	 武汉格物优信科技有限公司					1D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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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90mm中波制冷红外热像仪	 北京东宇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1D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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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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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视网络一体化快速云台摄像机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0  

测温预警型热成像网络摄像机 + 300 万 30 倍高
清可见光” 双视网络一体化快速云台摄像机 可
见光 2048(H)×1536(V),30 倍高清光学变倍。 水
平 360°连续旋转，定位精度可达 ±0.1° 全天候环境设计，抗冲击、
防腐蚀 , 防护等级达到 IP66, 带雨刷功能 双外壳设计易于维护，采用
高强度铝合金压铸材料非常轻便。

双视窗云台热像仪		 中光红外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1D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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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机预警低空防护预警拦截系统	 深圳市清华视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02

无人机预警电磁干扰分系统，融合球型高速转台
机、反无人机电磁干扰球形转台、是一种利用高
功率微波能量，针对中小型无人机、 旋翼飞行器、
航空模型等目标，可车载便携，并进行非破坏式精准打击后端智能
识别跟踪目标软件，光电高清透雾镜头和热成像融合在一起，可以
在恶劣的环境中通过透雾技术更快捷准确的发现目标，热成像对空
中高低温目标扫描，局部温度只要有 0.1 度温差就可以扑捉到目标，
同时通过长焦透雾镜头获取到更加清晰的图像，配合激光照明器，
全天 24 小时无间断监控，高速球型转台机器人启动自动跟踪功能。

超远程制冷型红外热像仪	 三河市戎邦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263 1265

  
超远距离高性能执法热红外热像仪，是一款高
分辨率热像仪连续变焦。它采用高灵敏度第三
代制冷型探测器，非常适合夜视，智能，监视，
侦察。它可以安装在固定或移动车辆中进行远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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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2 红外热像仪	 沈阳上博智像科技有限公司					1107 1108   

Gen2 系列红外热像仪采用了兼容式设计，支
持外部标清或高清视频输入与内部热像仪视频
形成可见单光、红外单光、可见光 + 红外画中
画等多种显示模式，通过“画中画”显示模式有效弥补了依靠单一
波段探测的局限性。作为高度集成的全新产品，Gen2 系列红外热
像仪在任一模式下都可对选定目标进行跟踪。

低照度夜视枪瞄 PQ1-0550	 深圳市三慧实业有限公司					1098   

类别：观察、瞄准 产品介绍：昼夜观测型枪瞄，可
在白天、夜间和低照度环境下清晰地观察和瞄准目
标，外挂不可见红外照明灯，实现全天候 3 至 500
米精准瞄准射击，枪镜结合好、隐蔽性强、寿命长、耗电量少；自
带拍照、录音、录像功能，具备高抗冲击力并能快速更换夹具适配
各种枪型。

光学瞄准镜	 深圳市宋克威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36

  
用于狙击步枪对远距离目标进行精确瞄准的透
镜式光学瞄准镜，结构紧凑，光学设计合理。
在国内外反恐战场上获得客户认可。

通用微光枪瞄镜	 北方夜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D32  

通用微光枪瞄镜，是为满足在夜间和低
照度环境下进行反恐作战等任务需要而
研制的一种清晰度高、枪镜结合好、适
应性强、可靠耐用、性能稳定、人机功效好、成本低廉、解决基层
部队夜战需求的夜视枪瞄镜，适于夜间近距离精准射击，可解决
25 米至 100 米夜间快速瞄准，精准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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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瑞恩系列红外瞄准镜	 湖北视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128

欧瑞恩系列红外瞄准镜是为满足各种型号步枪
在夜间及不良天气下进行战场观察、对目标实
施射击的需要而设计的非制冷式热像瞄具。产
品采用了高性能非制冷性探测器及手动调焦镜头，具有图像清晰锐
利，结构坚固，工作可靠等特点，是白光瞄具及微光瞄具的不可替
代品。本品根据不同的观测距离要求提供多种分辨率及镜头的选择。

KL100	激光雷达无人机巡检系统	 广州科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D85

高集成度的激光雷达组件与无人机的飞控
系统深度整合，轻型便捷且使用操作简单，
完善的电力巡检系统，飞行成本相对较低。

警用空中巡查系统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1D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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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电转塔 SCB450	 北京星网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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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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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视仪		 深圳市鸿威盛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3K31 3K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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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赫兹人工智能安检仪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						3C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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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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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热成像仪，红外测温仪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6A20

UTi380 红外热成像仪，以先进的 UFP 非制冷
焦平面红外探测和高质量的光学镜头为核心，
将被测目标辐射的红外能量聚集在红外探测器
上，将探测器上每个像素点接收的红外数据进行处理后，对比预先
标定好的温度数据，转换成标准的视频格式并显示出来，从而实现
了将被测物的热分布转换为红外热图的过程。产品包含 100*80、
160*120、384*288、640*480 像素分辨率，体积精美、便易携带、
结实耐用，超高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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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融合望远镜			 泰安北方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9C17

手持融合望远镜主要用于昼夜对目标实施观
察，对目标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同时具有微光、
红外探测能力，优势互补，探测距离远，有微
光、红外、融合黑白、融合彩色四种工作模式，
有图像和视频输出功能。

Electro	Optics	 MKU	Limited				 T15  

NETRO TW-4000 thermal weapon sight is 
equipped with a high resolution thermal 
imaging camera and an in-built system 
for marking range. It is MIL-STD-1913 compatible and can be 
mounted on a range of weapons including small arms and 
heavier guns.

手持式反狙击手探测仪		 西安应用光学研究所				9C17

手持式反狙击手探测仪是一款利用迎面光电装
备对主动探测激光的“猫眼效应”来进行侦察
的装置。主要用于搜索、发现瞄向我方的复杂
背景中的白光 / 微光枪瞄具、激光测距机、白
光 / 微光电视、望远镜等光电设备，并进行声光告警，可用于执行
反狙击手、反光电侦察、反窃照与光电对抗等特战，防护、警戒任务。

主动式太赫兹人体安检系统	 华太极光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9C17

创新点： 1、 主动成像，高清晰度； 2、 采用
振镜扫描方式，弥补了国内高频芯片昂贵，一
致性差等问题 3、 高增益窄波束天线，大幅提
高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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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倍透雾监控镜头			 佛山华国光学器材有限公司					9F06

1. 12.5-775mm 电动变焦镜头，实现超远距离
摄像 2. IR 技术，适应日夜监控和低照度情况下
可以实现黑白画面监控 3. 光学透雾功能，在薄
雾 / 灰霾天气呈现轮廓清晰的黑白图像。

二轴、三轴稳像云台	 中电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72

二轴、三轴稳像云台可用于车载、小型无人飞
行器等平台，按照客户要求可配置 10X-30X 倍
光学变焦可见光探测载荷、（非制冷 / 制冷型）
红外探测仪设备，激光照射器等；主要完成侦察、目标定位及锁定；

红外光电雷达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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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hermal	3/6-S 网络型测温热成像机芯		 浙江兆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3

1、内置视频压缩编码，易于网络传输 2、智能
高温预警功能，多档阈值可调，高效检测 3、
全画面测温功能 4、AGG 自动增益调节、3D 降
噪、IDE 图像细节增强 5、具备优异的测温稳定性能，即开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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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吊舱	 西安泰豪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D92

   
泰豪小型化吊舱配置高分辨率可见光相机、非制
冷红外热像仪、人眼安全激光测距机等，稳定精
度可达 80urad。吊舱尺寸仅为 Φ180 x 260mm，
重量小于 3.6kg，有利于搭载平台实现长航时。具有稳定精度高、
作用距离远、集成度高等特点，可实现全天候搜索、识别、跟踪等
功能。

Littro	EYE 双光融合相机	 利卓创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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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aAs 短波红外相机	 山西国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112 

GH-SWU2 系列短波红外相机，最高支持 640 
x 512，50Hz，14bit 数 字 图 像 输 出， 配 备
USB2.0 接口，便于工业应用。可满足在短波
红外波段内高灵敏度系统的客户需求，用于质
量检测、工业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光电吊舱隼之眼 100C	 深圳天盈光电系统有限公司					1259

隼之眼 100C 光电吊舱配置高清摄像机和长波
非制冷热像仪，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两轴陀
螺稳定等特点，操作简单，适合各旋翼无人飞
行器 ( 六旋翼、八旋翼等 ) 以及轻小型无人机低空目标搜索、监测
拍摄等任务需求。 应用领域： 河道监测、电力巡检、边境巡逻 、
森林防火巡查 、油田管路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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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成像导引头	 黄鹄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1126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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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外消热差镜头系列	 杭州光鸿科技有限公司					1095

QUANHOM 在光学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
多年经验，利用创新技术为光电企业提供高标
准和贴近用户需求的产品定制服务和光学解决
方案。GLA 系列镜头运用专业的镀膜设计与高质量光学材料，可
24 小时应用于各类复杂环境下。其透射率高，可在较大温度范围
内保持成像稳定和清晰。镜头重量轻，精度高，密封性好，光学性
能优良。有多种型号可供选择，满足各类成像距离要求和不同场景
的应用需求，被广泛应用于手持设备，安防监控，无人机吊舱等领域。

激光雷达专用大能量激光器	 长春新产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2N18 2N19

作为一种有效的远距离传感技术，激光雷达已
经广泛应用到诸多领域，如陆地植被监测、大
气激光传输、地球气候及海洋环境监测等。激
光雷达可以在基站、汽车、潜艇和航天器上做
到高精确度、高分辨率和高空间分辨率遥感。 产品性能： 激光性
能可靠、配套附件可选、便于安装维护、客户定制产品 CNI 提供的
相关激光器： 355nm 激光器、532nm 激光器、1064nm 激光器、
1319nm 激光器、1573nm 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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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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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瞄准器	 青岛镭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3H17 3H18

近年来激光技术在军事方面的发展尤为明显。
激光测距、激光通信、激光对抗、激光模拟训练，
早已被广泛应用在部队中。其中小功率绿光激
光因其对人眼安全、人眼敏感度高、激光器稳定、体积小且后期维
护方便等优点在各类军用激光器中脱颖而出。

星载微小型光学相机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星载监视相机系列：包括固定焦距相机、双
分辨率相机等。光学参数和成像模式可按应
用需求定制，可满足安装在卫星舱内或舱外
的环境需求，重量 100 克 ~5000 克，功耗小于 5W/ 像面。相关产
品已经在探月工程和卫星型号中得到成功应用。
重点应用领域：应用于航天器运动部件工况光学监视，在轨服务与
操作光学监视、空间目标搜索成像等。

海洋激光雷达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针对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为解决
水色被动遥感仅能探测海洋表面信息的限
制，研制了海洋激光雷达硬件系统和仿真软
件，可高精度探测海洋次表层水体高垂直分辨率剖面信息，应用于
生物海洋学、海洋污染监测、赤潮监测、鱼群监测、海底形貌探测
等领域。该硬件系统集成度高、机动性强、稳定性强，已经历海试
实验，并实现了原理样机到工程样机的转化；仿真软件具有独立自
主的知识产权，具备为客户定制仪器的能力。重点应用领域：环境
监测、海洋监测。

多通道分布式光纤温度传感器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团队研制的多通道分布式光纤传感系统（体
积约为尺寸 440*266*89mm），可以用于桥
梁大坝的火灾监控、石油输送管道的泄漏检
测以及城市光纤接续盒的水汽泄漏检测等。传感距离约 10 公里，
定位精度约 1 米，测试时间少于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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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光栅传感设备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4A51

团队研制的多通道双模式光纤光栅解调仪（体积
约为 150*180*50 mm），工作波长为 1525 nm 
- 1565 nm，测量波长精度为正负 2 pm，具有低
速（5 Hz）和高速（可达几百 Hz）两种工作模式，
可以用于桥梁建筑的应变检测、滑坡检测和高精度测温等。
重点应用领域：传感及测试测量。

 

轻小型光电吊舱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4A16

轻小型光电吊舱是一种高集成度稳定平台，广泛适用于各种机载平
台。吊舱配备 30 倍光学变倍可见光相机和目标跟踪模块，结合无
刷专利技术的高精度斜交三轴视轴稳定算法，可实现远距离精准跟
踪功能。本产品具有结构紧凑、成本低廉、可靠性高、拓展性强等
优点。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按需定制，能够满足无人巡航、精
准农业、安防消防等多种需求。

多谱段变焦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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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光谱成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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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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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夜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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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手持式全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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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一号 5m视频相机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4A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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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景一号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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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内瑞拉遥感卫星二号红外相机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4A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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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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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nm	多单管光纤耦合激光光源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本产品采用进口大功率芯片封装，空间合束。有五合一、七合一两
种，满功率输出可达 20w，25w 左右。采用此光源做补光照明，
高清激光夜视仪夜视监控距离可达 3000 米。适合于安防监控行业
远距离监控使用。

808nm	5w	单管光纤耦合激光光源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本产品采用 5w 进口大功率芯片封装，125um 光纤输出，满功率
输出可达 4.5w 左右。
适用于 500 米左右激光夜视摄像机
照明光源使用。

紫外电力巡检系统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4A56

紫外探测器通过对高压线电晕的成像和强度测
量，能有效识别输电线外伤、绝缘子放电和污
染等故障，实现电力巡检的早期征兆预警。

微纳相机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4A56

高度轻小型、工作模式灵活、高智能化、扩展
性好，广泛应用于商业遥感、交通监控、资源
调查等，特别适用于星座组网，实现低成本高
时频全球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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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夜视激光照明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A58     

采用先进的主动激光红外夜视技术；在激光
与监控摄像机实现同步光学变焦、激光光束
的扩束整形、激光光束光强的均匀化处理、
红曝弱化等方面的技术得到了突破与应用；
适合在各种恶劣条件下 24 小时全天候连续、
稳定地工作；具有很强的穿透雾、霾、雨、雪的能力；监视距离
500m-2000m；

DFS-EX2 双光系列	 江苏东方赛光电有限公司					1D95

   
高度集成防爆云台、防爆热成像摄像机护罩、防
爆解码器等。 可用于多种可燃性气体或粉尘存
在的危险恶劣环境。 采用不锈钢材质，一体化
简洁设计，具有良好的屏蔽和散热作用。 防爆、
防水、防尘、防锈。 360°水平旋转、- 90° ~+90°
垂直运动，可全方位监测。 具有预置位、自动扫描、自动巡航、寻迹、
守望位等功能。

MERCURY	LINE	 RP	OPTICAL	LAB					1090

  
中波红外成像，焦距 15-430mm，光圈 F/4.0-
5.5， 连 续 对 焦， 准 确 度 高。 高 清 镜 头， 带
DSP 控制器。本款镜头专用于视轴偏差低、
消除画面卡顿的需求。主要特征： 持久耐用。适用于各种恶劣环
境。镜头拉伸过程中全程对焦。镜头拉伸迅速，对焦敏捷。可用于
x1.5, x2, x2.5 的扩束镜。

SPACECOM	电动变倍镜头	 俊泰行（北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097

  
用于道路监控的电动变倍镜头；5 百万机器视
觉镜头和 360 万电动变倍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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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成像镜头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1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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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波连续变焦镜头 Z20	 河北长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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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波非制冷连续变焦镜头 ZM-30/0.85-150/1.2					北京蓝思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1101 1102

产品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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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IR™	Continuous	Zoom	lenses												Ophir	Oaptronics	Solutions	LTD.					1D15

这款超轻、高性能的红外热成像变焦镜头专为
防卫、安防和民用领域的无人机载荷和手持设
备设计。 出色的光机设计使得这款 Light IR 成
为目前市场上体积最小、重量最轻、最为紧凑
的红外连续变焦镜头，同时仍保有最高的红外热成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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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学镜头			 昆明凯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06

设计制作各种致冷和非致冷探测器用定焦、变
焦、多视场等无热化红外光学镜头或光学系统。

中长波双视场红外镜头		 北京福睿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51

中长波双视场红外镜头有两个视场，可以实现大视
场目标搜索和小视场的跟踪。在军事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与连续变焦红外光学系统相比，更
加简洁、实用。我们提供优质的高精度的中长波双视场镜头。

红外镜头	 北京红源盛达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105

公司提供产品包括：定焦红外镜头、双视场红
外镜头、连续变焦红外镜头、无热化红外镜头、
显微红外镜头、增倍红外镜头、广角红外镜头、
红外热像仪及技术服务等。

革命性的工业与生物显微摄像头MIchrome	5	Pro	 福州鑫图光电有限公司					6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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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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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视觉目镜、城市智能人像识别镜头			 福建诚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6D56

机器视觉目镜 25mm（8G）、大通光 1:1.4、
实际应用像面 1 英寸、畸变超小！ 超清晰 4K
城市智能人像识别 10-40mm（14G）, 特点：
全程 1:1.4、超小畸变、像面 1/1.8 英寸 .

望远镜	 广州舜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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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识别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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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的生物识别摄像头，用于人脸识别，虹膜识
别，掌纹识别等安全系数高的环境。单目和双
目带补光产品。

ATR6500	超薄型 5寸手持式拉曼光谱仪	 奥谱天成（厦门）光电有限公司					6D23

具有超轻、超薄、小尺寸等特点，整机不到 0.6 
kg，适合单手操作，携带非常方便。可用于
海关、公安、实验室、车间、仓库、码头等
现场对毒品、易制毒化学品、爆炸物、珠宝
玉石、原料等物品进行快速识别。并且可用于对食品中的添加剂、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进行快速检测识别。 ATR6500 内置优秀的
拉曼光谱识别算法，并内置最高达 20000 余种物质的标准谱图库，
可对物质进行无差别检测，轻松识别物质，同时可以添加用户自己
的谱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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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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防道路监控镜头	 上饶市奥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D63 6D64

产品介绍：焦距：5-50mm ；相对孔径： 1：1.4 
；接口：CS； 相面尺寸： 1/2.7” 1/3” ；水
平视场：1/2.7” 51° ~6.1° ；外形尺寸： Φ44 x 
L76.7mm； 最小物距： 1.5m。

双目摄像头模组	 深圳市创芯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6E24

   
1/2.7”AR0230 CMOS， 支 持 的 分 辨 率：
1920*1080(MAX)，200 万像素；输出图像格式：
YUY2、MJGP； 信 噪 比 大 于 41dB； 宽 动 态 范
围： 96dB；宽动态、低照逆光效果好，标准版
38*25，可定制化 PCB 大小。

连续变倍镜头	 江苏慕藤光精密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6C20

MZ7.0X 变焦镜头：
 1、放大 0.7x 至 4.5x； 
 2、工作距离：93±2mm；
 3、传感器兼容：1 英寸；
 4、体积小，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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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A 板机镜头	 厦门爱劳德光电有限公司						6D15   

VGA 板机镜头： 1. 广角镜头，焦距 1.49mm-16mm 
；2. 所有玻璃镜片具有环保、稳定性； 3. 支持
1/3‘’ 1/4‘’芯片； 4. 应用：安防、汽车安全、
家居智能、FPV 相机和无线摄相机。

光学镜头	 南阳市海林光学仪器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6D37 6D38	

 
本公司致力于高端镜头设计、试制和量产，镜
头：安防镜头，车载镜头，行车记录仪镜头，
执法仪镜头、运动 DV 镜头、投影机镜、医疗
镜头。公司拥有自己的镜头研发团队，含多项
镜头设计专利，承接各种光学设计开发加工。

镜头组	 大连佳益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6C01

该产品是焦距 10-200 自动光圈、步进调焦、
步进变倍、1/3CCD 或 CMOS 高清监控镜头。
用于观察 2-3KM 范围内的物体。工作波长：
3500-9000； 相 对 孔 径 1/6-1/4， 视 场 角 1.7
度 -33.3 度。

SWIR 镜头	 北京欧普特科技有限公司					7G21

工 作 波 长 主 要 在 近 红 外 的 定 焦 镜 头。 全
称 为 Short Wave infrared Radiation，
SWIR 镜头也可以理解为工作波长在 800-
2500nm 的镜头。因近红外相机的波段一
般 为 900-1700nm， 也 有 厂 家 将 SWIR 镜
头定义为工作波段为 900-1700nm 的镜头。分辨率表现优异，透
过率高，外形紧凑，方便使用。其中线扫系列最大成像尺寸高达
25.6mm，工作波长 800-1800nm；1 英寸系列，工作波长为 700-
170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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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镜头	 润坤（上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8L66

按客户需要，可定制光学镜头。定制内容包括
光学设计，光机设计，系统装配。可应用于监
控设备及系统、 安防 / 国防等领域。

双鱼眼镜头	Dual	Fisheye	Lens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9F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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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定焦镜头	 世大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9D22

公司主要生产定焦镜头，产品主要应用于网络
监控摄像机、行车记录器、运动 DV 、数码相机、
高拍仪、医疗设备、投影仪、扫描仪、网络视
频会议、可视门铃、婴儿监视器等。

相机镜头	 厦门豫鑫达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8M54

厦门豫鑫达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为新设立的一家
以日本技术设备为主的具备先进加工能力的生
产企业。工厂设立样品加工、展示厅，CNC 加
工区、独立仓库、检测车间、成品包装车间以及办公区等。目前公
司拥有：日本西铁城走心机、北村数控车床、日本宫野刀塔机、进
口日本发那科加工中心，以及日本长岛超精密平面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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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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镜头	 南阳弘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D11

   
安防监控，汽车后视，可视门铃，行车记录仪，
航拍，运动 DV, 数码相机，医疗仪器光学镜头。

光学镜头	 福州威泰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H45 9H46

  我司专注精密光学镜头，特种定制镜头等的
研发，生产，销售。产品拥有：3MP 、5MP
高清变焦安防监控镜头、12MP 高清智能交通
镜头、5MP 像素机器视觉镜头、汽车车载镜头等。 我司生产的装
配在安防监控、道路监控、自动化驾驶，医疗设备、自动化设备等
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而且在机器视觉，智能交通，智能城市，人
脸识别，AR/VR 等新兴热兴热门领域上也飞速发展。

光电吊舱	 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9C17

此系列产品探测灵敏度高，可长时间连续工作，
能够在全黑暗和烟雾的环境下，远距离进行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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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镜头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9C01

凤凰镜头涵盖安防，车载，机器视觉等多个
领域。凤凰品牌监控镜头已大量应用于金融
系统，平安城市和智能交通等各类工程项
目，项目遍及中国，韩国，中东，美国，俄罗斯等地。小型化内置
镜头及车载镜头更是众多行业领导公司的首选。

全景系列	HK-6020	 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					9H36

VR 全景影像系列：VR 全景影像镜头 背靠背全
景镜头，此产品可应用于：航空 / 航天、 监控
设备及系统、  红外产品、 安防 / 国防等领域。

光学镜头	 福州宏旭科技有限公司				9C12

十多年的发展 , RISING-EO 提供一站式的镜头
解决方案。其镜头主要涵盖：● FA 工业镜头 
● 线扫镜头：16K 高分辨率线扫镜头，2-8K
低倍率线扫镜头 ● 远心镜头：变倍远心镜头， 双远心镜头，物方
定倍远心镜头 ● 显微物镜镜头 ● 内窥镜镜头。

光学镜头及光学元件	 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9G11

光学镜头及光学元器件，包括照相机镜头、扫描
镜头、指纹识别镜头、VR 镜头、激光测距镜头、
安防监控镜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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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Z 系列目标投影器				 北京东方科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50

SBIR 公司的 14000Z 系列反射式目标投影器是
测试 FLIR 和其它红外成像系统所需的完整测
试系统。标准的 14000Z 目标投影器由 STC 系
列平行光管、Infinity 黑体和 300 系列靶轮组
合而成。结合 IRWindows 自动测试软件，目标投影器成为进行红
外成像系统测试的闭环自动软硬件解决方案。

Atto640	 LYNRED					1D03 

The smallest VGA 12µm thermal imaging 
detector on the market Advantages :  Best 
in class SWaP characteristics High quality 
moving images Seamless integration into volum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  Compact

红外热成像图像处理 ASIC 芯片	 成都市晶林科技有限公司					1257 1258

   
晶 林 科 技 JL7605S 系 列（JL7665S、
JL7635S、JL7615S）是用于非制冷红外热成
像便携式系统信号处理和控制的专用芯片，采
用低功耗设计，拥有丰富的外围接口，可直接
驱动多种规格的显示屏，提供完整的低功耗、小体积、高性能、单
芯片红外手持解决方案。

太赫兹被动式安检芯片	 河北雄安太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52-1  

太赫兹被动式安检成像芯片突破了技术瓶颈，
实现了从芯片到模块的自主可控，并成功应
用于太赫兹人体安检整机中，相比于市场上
其他同类产品，无论从价格上还是性能上都具有显著优势，极大的
提升了太赫兹人体安检领域的技术水平，为全球日益严峻的安防问
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加速了全球太赫兹产业化进展，推
动了平安城市数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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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淄博新颖传感器有限公司					3Q05

   
专业研发、生产热释电红外探测器及其相关
部件的科技型企业，产品主要用于光谱测量、
辐射测温、火焰探测、气体分析等，应用范
围涉及物质热辐射特性研究、激光、汽车、
钢铁、石油、电力、国防、消防、环保、工
业生产过程检测等各个领域。能承接中、高端探测器的研制、生产
任务。

氧化钒无挡片机芯发布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12

艾睿氧化钒无挡片机芯采用基于场景的均匀校正
算法（Shutterless），取代传统快门校正，避免
使用过程中快门开合导致的图像卡顿，在手持、
无人机等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

 

R200M,R100mc，1024*768 高清非制冷机芯								浙江睿胜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1091

轻松连接，轻松集成。轻便、坚固、并且易于操作，
并且易于操作新的模块型产品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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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携式太赫兹光谱仪（OEM机芯）		 兴晟光电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					1D52-5

本产品通过测量样品在太赫兹波段的特征光谱，
实现对样品物质成分的快速测量鉴定。常见的毒
品等违禁品在太赫兹频段具有显著的特征吸收
峰，因此利用本产品能够对其有效成分进行快速
测量鉴定。由于太赫兹波能够穿透常见的包装材料，因此本产品能
够在不拆封包装材料的条件下对其内部的样品成分进行无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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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固态面阵激光雷达		 北京华科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3Q16

轻小型全固态面阵激光雷达是公司自主研发的
新技术体制的激光雷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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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通道整片式滤光片	 上海新产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7I60

   
产品特点：1. 多个光谱集合；2. 每个通带对应
特定的使用要求；3. 小尺寸设计；4. 航天、遥
感等特殊环境下极佳的耐候性； 5. 不同通带之
间的防串扰设计；6. 根据探测器的不同设计定制方案。

硫系玻璃	 有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D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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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镭神 CX系列	32/16 线激光雷达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3Q12

   
镭神 CX 系列 32/16 线激光雷达，采用领先
的核心信号处理 ASIC 芯片和先进的多次回
波检测技术、数据校准技术，每秒获取数据
可达 64/32 万点，可更精准、快速、清晰地 360°勾勒出周边环境
的 3D 轮廓信息，C32 和 C16 激光雷达的最远测量距离在目标反射
率 30% 的情况下都达到了 200m，测量精度也高达国际顶级精度
±2cm，垂直角分辨率精细至 0.33°，广泛应用于安防、地图测绘、
灾害检测、科研、汽车辅助驾驶 (ADAS)、工业自动化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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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功率场镜焊接系统	 东莞市兰光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1D56				

高功率场镜焊接系统由准直镜、振镜、
连接头、场镜、监控系统及辅助配件组
成。该系统光学元件采用公司自主研发
的超光滑表面加工技术及高损伤阈值镀
膜技术，通过全流程洁净闭环控制和高精密装调流程，从而保证了
系统在 3KW 激光功率下长时间稳定工作。 高功率场镜焊接系统可
广泛应用于汽车、钢铁、仪器制造、及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领域。

太赫兹时域光谱仪		 帝尔时代（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D52-3

系统性能：透射测量，有角度反射 / 透射扫描
测量，正反射测量，二维扫描成像。光谱范围（透
射）：0.2-3.5THz；光谱分辨率：＜ 3.5GHz；
一次成谱时间：＜ 2s；峰值动态范围：60dB ；时域范围：>300ps 
（如有需求时域范围可额外再增加 1120ps 的延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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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系玻璃	 宁波阳光和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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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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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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轨道交通行业中
的除漆、除锈、焊缝检修及焊前预处理等；模具行业中轮胎模具、
印刷模具和注塑模具清洗等；石油系统中的管道内壁；民用市场的
除漆、除锈、除镀层和除油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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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20 光纤激光打标机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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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双头覆盖膜激光切割设备	 深圳市韵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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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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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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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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精度光学系统研发	 北京点阵虹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E38

根据客户要求进行系统指标论证、确定总体方案；
完成光学系统设计、光机结构设计与仿真分析及
高精度定心车削装调；产品广泛应用于激光雷达、
激光通信、红外制冷和非制冷成像、星敏感器和
星模拟器、标准镜头 ( 可应用于 Zygo 等高精度光学仪器 )、工业显
微成像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研制出客户独有的光学系统并实现量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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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瓷激光打孔机	 武汉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F25  

精密激光陶瓷打孔机主要应用于氧化铝、氮化铝
陶瓷电路基片衬底材料的打孔。 设备特点： ·大
理石床基座，一体封闭式结构。 ·采用进口直线
电机驱动。 ·采用高精度、静音、防腐蚀的导轨导向。 ·采用固定光
路设计，稳定性极高。 ·采用进口高品质 CO2 激光器。 ·专用高速打
孔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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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镜头全功能高精度自动组装机 ZPD-F-16	 东莞市泰诚光电有限公司				6D09

用途： 主要用于中大光学镜头（安防、车载）
的全自动组装。 主要特性：  12 分度转盘结构，
最多 16 种物料，12 工位同时作业 8 套仓储系
统，每套可选装 5 层料盘 高效作业效率 高精
度组装 多样的制程方式选择 • 点胶制程（单头或双头组装） • 热封
制程（单头或双头组装） • 锁盖制程（单头或双头组装）  丰富的
功能选配 • 影像对位 • 角度识别 • 点胶固化 • 自动热封 • 翻转机构 • 
锁盖 • 防水圈高度组装形变判定。

光学特性检测仪	 贵阳瀚宇藤奇科技有限公司					6C43

  
DSC-E2 能支持 180 度的视角范围检测且在此
条件下还能具有使用料盘批量生产功能，非常
适用于广角或鱼眼镜头的 MTF 检测。 特点 : 
Reticle 结合 Distortion 补偿设计 ，量测精确且节省 Reticle 购买 
9~25 image regions 组合供客户选购及方便扩充升级。

镜头参数检测仪	 福州锐景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D57 6D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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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满足客户买得起、测得快准、使用方便。

全自动光学镜头组装机	 深圳捷牛科技有限公司					7G09

主要用于安防和车载等光学镜头行业的组装生
产。 模块化设计机器可由装配、打压、热熔、
点胶、MTF 检测、激光打标等模块自由组合，
满足镜头组装个性化需求。 装配精度高，速度快，调试简单，稳
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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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180252RSH光学部品镀膜前半自动超声波清洗机				深圳市睿德锋科技有限公司					8J06

产品功能： ■适用于高要求如数码相机 1200
万像素以上的光学部品清洗。 ■采用 28KHz、
40KHz 等中高频超声波频率。 ■超声波采用效
率高达 95% 的发生器，功率 10~100% 可调。 
■采用除油清洗、强碱脱膜、中性清洗剂、DI 水、IPA 脱水及慢拉
干燥多槽超声波清洗工艺，保证洁净度。 ■ IPA 清洗系统设有冷排，
过滤循环及液体串联装置，以便循环使用，最大程度管控 IPA 溶剂
成本。 ■导热油加热系统，杜绝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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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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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C表面形状测量仪 CS-H5000CNC			 三丰力丰量仪（东莞）有限公司					9G06

高精度触针型 CNC 表面测量仪可以同时进行
表面粗糙度和形状 / 轮廓的测量。X1 轴和 X2
轴的最大驱动速度分别为 40mm/s 和 200mm/
s，可以高速定位，从而提高了多截面 / 多工件
测量的效率。Z1 轴检出器集成了防碰撞安全装置，当仪器主体与
工件或夹具发生碰撞时，检测装置可以自动停止工作。并且 Z1 轴
检出器采用了主动控制方式，减少动态测力变化的同时扩大了测量
范围。另外，通过 X、Y 轴方向双轴同时控制，可以进行倾斜测量。 
并且在精度要求高的非球面透镜的测量方面本机也有卓越的表现。

光学真空镀膜机		 成都四盛科技有限公司					7F03

不仅能够按照您的技术要求和真空镀膜工艺需要
对系统的结构和控制进行最好的设计，而且能够
制造出一流的设备，很好的满足您制备薄膜的需
求。 性能稳定、质量可靠、精密度高、自动化程
度高，是“四盛科技”全自动精密真空镀膜设备有别于其他品牌镀
膜设备的最大优势。真空室大小 φ400 ~ 2700mm，可以满足不同
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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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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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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S 系列蒸发镀膜设备	 布勒莱宝光学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9E03

ARES 蒸发镀膜设备应用于航天航空、激光、精
密光学、光通讯、生物医学、消费电子、智慧汽车、
红外及工艺研发等众多领域。具有优良的重复
性和均匀性，适合高精密复杂膜系的大批量高效率生产。主要完成
实现窄带滤光片、激光相关薄膜、带通滤光片、截止滤光片、偏光
片等的镀膜工艺。

电子防潮防盗保险柜	 中山市艾励特电器发展有限公司				9B23

1. 采用加强型 42x28mm 实心镀铬钢栓，三
面打拴，使用更放心；2. 箱体厚度达 5mm,
门板厚度 6mm，更坚固 配备高灵敏度报警器，
在柜体受外力破坏或非正常开启情况，报警器将自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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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红外技术发展及应用创新论坛
会议时间：2019 年 9月 5日上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6楼郁金香厅

主办机构：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CIOE 中国光博会

承办机构：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办公室（CIOEC）		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机构：深圳市智慧安防商会			红外测温自治联盟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会议嘉宾主持：陈效双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9:00-9:30 报名签到

9:30-9:55 在空间对地观测中应用的红外光电技术发展
现状与趋势 陆燕 ,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9:55-10:20 从国际重大应用工程看高性能红外成像器件
的发展趋势 倪国强 , 北京理工大学

10:20-10:45 锑化物红外探测器技术进展 司俊杰 ,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光器件研究所特
级专务（副总师）

10:45-11:10 太赫兹探测与应用技术研究进展 王晓东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

11:10-11:35 低成本红外成像传感器的发展 陈文礼 ,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1:35-12:00 非制冷焦平面方面的器件和系统 姜利军，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AI+ 安防产业应用论坛——智慧安防的实际落地
会议时间：2019 年 9月 6日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8号馆会议室

主办机构：CIOE 中国光博会	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9:00-9:30 签到

9:30-9:35 主办方致辞 彭莉莉，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市场总监

9:35-10:05 物联网助力城市安防网络建设 杨会博，梆梆安全高级技术顾问

10:05-10:35 AIoT 在智慧社区领域的运用 黄启明博士，力维智联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产品线总经理

10:35-11:05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 谢军，和而泰水生态事业部总经理
11:05-11:35 AI 边缘计算助力安防新场景落地 王岽，深圳火眼智能有限公司创始人 &COO
11:35-14:00 午休
14:00-14:30 签到
14:30-14:35 主持人开场

14:35-15:05 智慧校园体温预警系统解决方案 黄刚，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营销中心
总监

15:05-15:35 预测让城市更美好—云天励飞人工智能实践分
享 王军，云天励飞方案总监

15:35-16:05 城市大脑的视觉识别 闫潇宁，安软慧视 CTO
16:05-16:35 智能化网络运维 TBD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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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太赫兹技术及应用论坛
会议时间：2019 年 9月 6日上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6楼郁金香厅

主办机构：	毫米波太赫兹产业发展联盟		CIOE 中国光博会

承办机构：毫米波太赫兹产业发展联盟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会议嘉宾主持：刘海瑞	毫米波太赫兹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

9:30~9:40 开幕致辞
刘海瑞 毫米波太赫兹产业发展联盟秘
书长

9:40-10:05 太赫兹产业与测试技术 姜万顺 中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10:05-10:30 毫米波太赫兹安检芯片进展
王亚冰 河北雄安太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

10:30-10:55 高精度毫米波雷达定位技术 廖振崴 硕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销总监

10:55-11:20
基于 CMOS 的汽车毫米波雷达片上系统及其
应用

王嘉锋 加特兰微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1:20-11:45 太赫兹光谱技术及其产业化
吴阳 东莞市明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
官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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