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新产品手册-红外技术及应用展
CIOE红外技术及应用展是亚太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红外技术专业展览会，展

会全面展示红外、紫外及太赫兹领域的材料、器件、设备及应用的新产品

、新技术、新趋势，推动产业从军事走向工业和民用市场，搭建集品牌展

示、商贸洽谈、高效维护及开拓客户关系为一体的专业交流平台。

热门产品
• 红外设备及应用

• 红外镜头

• 红外传感器

• 红外器件及材料

• 紫外技术与应用

• 太赫兹

代表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飒特红外、华感科技、睿创微纳、大立、

久之洋、HGH、LYNRED、华盛昌、富吉

瑞、优利德、天津津航、兆晟科技、鑫泰

、东帝光电、森霸、麦乐克、InfraTec、

Ophir、升谱、高芯科技、珏芯微电子、

威派视、国惠光电、国兆光电、湖畔光电

、酷睿特、芯视元、欧特光学、青源峰达

、赛凯微电子、福机装等。

“CIOE光电小二”为您提供
一对一采购对接服务

及参观咨询

*所有信息最终以展会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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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VS1280

https://www.sat.com.cn/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飒特红外”）是一家总部设在中国广州、专注于红外热像仪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的

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第一家立项从事民用红外热成像产品研发的专业技术企业，具备三十一年的专业红外热成像技术研

究开发经验，是工业检测型红外热像仪国家标准制定者。作为世界知名的红外热像仪主要制造商，“飒特红外”产品线涵

盖了入门迷你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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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监控型等十大系列超过60种热像仪产品，年产量达五万台套整机及红外机芯配件等。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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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监控型等红外热像仪产品。

红外设备及应用

V系列气体泄漏检测红外成像仪 GF5000 多功能消防热像仪

8C51

法国HGH红外系统股份公司 展位号

可见光和红外传感器系统测
试平台IRCOL

自 1982 年以来，HGH 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光电测试平台，工业热像仪和广域监视全景红外相机等光电设备。凭借红

外技术的积累和创新，HGH 已成为国际光电行业的标杆，致力于为科研，工业，民用和国防安全等领域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近郊 Igny 市，业务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黑体系列和光电测试平台系列；工业红外扫描仪；广域监视解决方案：全景红外相机

红外焦平面阵列探测器测试平
台BIRD 210

双黑体PCN系列

8B05、8B06



浙江华感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华感热成像防爆双目枪

浙江华感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236）旗下创新业务子公司。华感科技以热成像技术

为核心，面向全球提供机芯、模组、整机产品、视觉产品以及完整解决方案。公司产品及方案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温、生物

测温、自然生态、新能源、碳中和、周界防范、户外运动、消费电子等众多领域。公司致力于用温度感知世界，研发领先

的热成像产品和解决方案服务于全球客户。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 机芯、模组、整机产品、视觉产品以及完整解决方案

红外设备及应用

华感热成像望远镜 华感热成像双目6寸球

8B35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ww.raytrontek.com

睿创微纳（股票代码688002）是领先的、专业从事专用集成电路、特种芯片及MEMS传感器设计与制造技术开发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具备多光谱传感研发、多维感知与AI算法研发等能力，为全球客户提供性能卓越的MEMS芯片、ASIC处理器

芯片、红外热成像与测温全产业链产品、激光、微波产品及光电系统。 睿创微纳旗下拥有InfiRay®等品牌商标，产品广泛

应用于夜视观察、人工智能、机器视觉、自动驾驶、无人机载荷、智慧工业、安消防、物联网、医疗防疫等领域。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睿创微纳围绕电磁波谱布局，重点发展红外（长波、中波、短波）、微波、激光三大技术方向，为市场提供专业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主营产品包括红外探测器芯片，热成像机芯模组，测温/安防/户外/汽车等红外应用终端产品。

展位号

8C49

8μm非制冷红外探测器 车规级激光雷达 LR-Pilot-M2 IR-Pilot系列汽车红外热成像夜视仪

图文

http://www.raytrontek.com/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红外热像仪

http://www.dali-tech.com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1984年成立的浙江省测试技术研究所，2001年完成改制， 2008年2月上市（股票代码

002214）。 大立科技是专业从事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红外热成像系统、智能巡检机器人、惯性导航光电产品研制

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少数技术自主可控、完全知识产权、独立研发；从生产热成像核心器件、机芯组件到整机系统制

造，并具有完整产业链的专业制造商之一。公司先后承担了“核高基”、“重大科学仪器”等多项国家级科研专项。设有

杭州、上海和北京三个技术研发中心，是国内唯一实现量产双技术路线（非晶硅与氧化钒）非制冷焦平面红外探测器的红

外企业。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红外热成像产品

红外设备及应用

S25X系列非制冷红外单目望远
镜

ZE1920红外热成像模组

8B51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bjir.com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红外热像仪、激光测距仪和光电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国内少有的、同

时具备红外热像仪和激光测距仪自主研发与生产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海洋监察、维权执法、安防监控、

森林防火监控、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和救助、搜索救援、工业检测、检验检疫以及辅助驾驶等领域。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具有先进水平的各型制冷红外热像仪、非制冷红外热像仪、激光测距仪以及光电系统等产品。

展位号

8C56

制冷手持红外观测仪 热像仪模块 半导体激光测距模

http://www.dali-tech.com/
http://www.hbjir.com/


无锡迅杰光远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IAS-7000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

www.nir-ias.com

无锡迅杰光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IAS）是一家行业领先的专业从事近红外光谱分析仪器研发及提供行业定制化解决方案的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围绕着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全生命周期，可以针对不同的用户特点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产品及服务

。 公司专注于近红外光谱技术及近红外分析在线控制系统的创新研发，拥有一支多年从事相关行业经验且硕博占比达40%

以上的重量级研发团队，专业覆盖电子学、光学、自动化、结构、软件、算法等多领域跨学科，以专业赋能技术创新。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 便携式近红外分析仪，在线式近红外分析仪。

红外设备及应用

IAS-PAT L1在线式近红外光谱仪

8D17

天津津航技术物理研究所

天津津航技术物理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隶属于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是国内最早建立的国防红外工程技术研究

机构，拥有国内一流的光电产品研发和生产条件，具备航天用光电装备的快速研发能力和系统级光电产品的规模化敏捷制

造能力，是国防和航天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光电工程技术研究所。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太赫兹监测与成像]

主营产品: 光电载荷、红外热像仪、车载夜视辅助驾驶系统、多功能瞄准镜、分布式光纤感温火灾探测设备。

展位号

8A28

车载夜视辅助驾驶系统



红外设备及应用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uni-trend.com.cn/join/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利德）成立于2003年，总部设于东莞松山湖园区。优利德致力于测试测量

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电子电工测试仪表、温度及环境测试仪表、电力及高压测试仪表、测绘测量

仪表和测试仪器等，优利德致力成为世界一流的仪器仪表民族品牌。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主要产品包括电子电工测试仪表、温度及环境测试仪表、电力及高压测试仪表、测绘测量仪表和测试仪器等。产

品广泛应用于电力建设及维护、高等教育、冷暖通、建筑工程、汽车制造、IOT传感器、测绘测量、轨道交通、医疗防疫、

环境测温、安全检查、电子制造、电器维修、机电设备等专业化应用场景，是国内知名的仪器仪表公司。

展位号

8A71

UTi384G手持式手动对焦红外热成像仪 UTi384H红外热成像仪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手持热像仪DT-9897

http://www.cem-instruments.com/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980）是一家拥有自主品牌、集测量检测精密仪器仪表专业自主设计、

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创立至今，相继成功研发生产了红外热像仪、颗粒物PM2.5空气质量

检测仪、激光测距仪、非接触式人体测温仪、工业红外测温仪、数字万用表、数字钳形表、电力测试器、照度计、噪音计、

风速计、气体检测仪、酒精测试仪、甲醛测试仪、涂镀层测厚仪、工业内窥镜、差压计和多功能测试仪器等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系列产品，拥有国内外有效专利权200多种。行业深耕31载，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品质测量测试产品解决方案制

造商”。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红外热像仪、颗粒物PM2.5空气质量检测仪、激光测距仪、非接触式人体测温仪、工业红外测温仪、数字万用表、

数字钳形表、电力测试器、照度计、噪音计、风速计、气体检测仪、酒精测试仪、甲醛测试仪、涂镀层测厚仪、工业内窥

镜、差压计和多功能测试仪器等和旗下子品牌路卡智能酒精检测手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产品。

空气质量检测仪DT-9880系列 人体测温系列DT-8806H

8A29
老

UTi260M红外热成像仪手机模组

123

https://www.uni-trend.com.cn/join/
http://www.cem-instruments.com/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红外热像仪

http://www.fjroe.com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红外热成像产品和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红外热成像技术为基础，以图像处理为核心，逐步向固态微光、短波、紫外、可见光等方向拓展。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机芯、热像仪和光电系统等。客户对产品性能、应用场景及效果的要求均有差异，因此，公司需要对产

品进行定制化设计开发和持续的技术跟踪。公司从功耗、重量、体积、图像质量、灵敏度、作用距离与范围、成本等多个

方面形成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整体方案，通过样品研发、测试、生产、检验等业务流程，向客户提供相应产品。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红外组件、整机，和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红外设备及应用

红外气体检漏仪 双光谱跟踪仪

浙江兆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uncti.com

本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4500万元，总部位于人间天堂杭州，新三板挂牌上市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红

外热成像系统研发、生产、销售与红外整体解决方案，是目前国内量产无挡片红外机芯及成套系统的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

自主研发核心产品22款，提供机芯定制开发。广泛应用于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无人机、油田等领域，为森林防火、

安防监控、应急救援、抓逃搜救、电力测温、事件检测、辅助驾驶等提供可靠监测保障。目前，市场已经覆盖全国，辐射

海外。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红外机芯，红外镜头等结构件。测温整机摄像机，人体测温系统等测温产品。车载船载，安防监控，森林防火等

安防产品。户外探险，动物测距等单双目手持望远镜。

8A59

展位号

8B21

HMX210体温筛查系统 ZS-HM3/6热成像双目筒机 iThermal-S 3/6 网络型测温热成像机芯

http://www.fjroe.com/
http://www.suncti.com/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东莞市鑫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http://www.hti-meter.com

东莞市鑫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业从事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仪器仪表高新技术企业。旗

下拥有“ HTI”和“鑫思特”两大品牌。工厂座落在东莞市塘厦镇，厂房占地面积4000余平方米；工厂自成立以来，始终

坚持以人才为本、诚信立业的经营原则，荟萃业界精英，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深耕于红外热成像技术，经过多年不断创新，

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组建了一支具有丰富开发经验的优秀技术团队，为公司的业务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红外热像仪、气体检测仪、歧管仪、测厚仪、差压计、温湿度计、噪音计、风速仪、测振仪、PH计等仪器仪表类

产品。

展位号

8B63

户外热像仪 双目户外望远镜 手持红外热像仪

深达威光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手持式激光测距仪

司多年来一直从事手持式激光测距仪、环境测量仪器、无损检测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工作。公司自主品牌“深

达威”系列的营销网络已经遍及全国五金工具，仪器仪表，测绘，家装建材等各行业。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手持式激光测距仪、手持式望远镜测距仪、智能管道测度仪等

手持式测距望远镜

8A08
首次

http://www.hti-meter.com/


红外设备及应用

深圳市东帝光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

东帝夜视DM2021/DM3021
单目单筒头戴夜视仪

深圳市东帝光电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成立于2012年，我们专业致力于夜视仪及相关的光学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高科技技术企业，拥有多项核心技术的国家专利。公司拥有一只强大的高科技技术团队，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在

高科技电子、软件、光学成像、光电材料 、镀膜工艺、 真空工艺等各领域均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在高技术产品的复合研究

及产业化方面走在国际前列。 我司主要以微光夜视仪为其产品核心业务，以全球为市场，产品广泛涉及特警、反恐处突、

公安侦查、武警、边防海关、油田仓储、消防救援等相关领域，已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夜视仪生产厂家，售前、售中、售后

服务工作均得到用户一致好评。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微光头戴夜视仪，微光手持夜视仪，数码夜视仪，红外热像仪

东帝夜视DAKNGNV-
DB1920L双目双筒数码夜视仪

东帝夜视DAKNGNV-DB2061
二代+微光头戴夜视仪

8D82、8D83

成都盈盛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iescd.com

成都盈盛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光电领域产品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是为光电成像系统研制单位提

供器件级和整机级的测试解决方案，并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研发通用型和自动生产型测试系统。 主要产品有黑体系列产品、

红外焦平面探测器测试系统和红外热像仪测试系统。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黑体系统产品、红外焦平面探测器测试系统、红外热像仪测试系统

IBBE系列高精度面源黑体 IRDT红外探测器测试系统

8B09、8B10
老

IRCM红外热像仪综合性能测试系统

http://www.iescd.com/


红外设备及应用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安防热成像

www.tvt.net.cn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2016年12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股票代码 002835。同为股

份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视频安全领域产品及系统方案提供商, 拥有65000m²独立的生产制造中心，

6800m²深圳研发基地，1000m²+武汉研究所。同为股份坚持“至臻至精，品质为本”的产品理念，持续进行技术创新，

拥有一大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解决方案。同为股份在全球建立了完善的营销服务体系，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用户提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视频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 与合作伙伴携手创建更加智慧的生活、更加安全的世界。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 人体测温热成像摄像机、安防热成像摄像机、人脸识别摄像机、车牌识别摄像机、警戒摄像机、网络高清摄像机、

网络全彩摄像机、网络高清AI高速球机、拼接全景摄像机、智慧通行产品、模拟高清摄像机、NVR、Hybrid DVR、平台服

务器、存储服务器、高清解码器、网络键盘、综合安防管理平台、星视云等。

健康码智慧通行产品 人体测温热成像

8C75

深圳网联光仪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www.moiiot.com

深圳网联光仪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分子光谱技术为核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于2017年11月在深圳创立，自成立以来一

直坚持自主知识产权研发，并致力于将先进的分子光谱技术赋能应用于大生态安全多元领域，成为全球领先的光谱技术方

案提供商。 网联光仪突破国际技术垄断，拥有从激光芯片、核心器件到系统设备的全栈技术实力，将前沿的光谱技术突破

性地广泛应用于公共安全、环境监测、毒品毒驾、电力系统等领域，已研制出包括自助检爆闸机、化工/环保/应急管理监

测仪、痕量毒品爆炸品快检仪、变压器油气在线监测系统、珠宝鉴定仪等在内的系列核心产品。 以“让世界更安全”为使

命，网联光仪将持续赋能传统检测模式转型升级。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 自助检爆闸机 化工安全生产/环保监测仪 便携式QCL助燃剂快速侦检仪 变压器油气在线监测系统 痕量毒品爆炸

品快检仪 珠宝鉴定仪。

助燃剂快速侦检仪 化工安全生产/环保监测仪

8C86

智能自助检爆闸机

http://www.iescd.com/


深圳市迈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激光测距传感器

www.mileseey.com

迈测科技是一家集设计、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专注于激光测控领域十余年，主营业务涵盖智能测量类、

视觉成像类、智能检测类、工业传感类等，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多元化的高品质激光测控产品和专业的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毫米波技术与应用,紫外技术与应用]

主营产品: 激光测距传感器，激光雷达、红外热成像、夜视仪。

红外数码双目夜视仪 带激光测距的手持式GPS红外
热成像仪

8D72

广州紫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手机热成像仪系列

www.purpleriver.cn

广州紫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领先的人工智能热成像技术提供商，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专注

于AI热成像技术研究和产品制造，致力于“让热成像变得更智能”。我们深耕行业，不断提升技术创新，率先突破了热成

像在边缘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技术，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在技术创新方面，我们站在行业的前沿，正引

领着“AI热成像+”的新时代。 紫川科技为客户提供高度定制化的AI热成像解决方案，覆盖、电网监测、森林防火、能源

安全、要地防务、智慧消防、人体测温等领域，累计已为120多个城市与地区提供技术与服务，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与信任 。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 : 紫川的产品线涵盖热成像机芯组件、双光谱一体化设备、便携装备等等，配套自研的嵌入式应用软件HSD-INV

【智能热源与热点识别探测软件】，为客户的关键设施与重要资源提供高效广域、无人值守的热成像智能监测。

头盔智能热像探测模块 热成像机芯组件HSD-CD

8B01

展位号

红外设备及应用

http://www.nysenba.com/
http://www.hupanoled.com/


红外设备及应用

深圳市佳赛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红外高清望远夜视仪

公司业务范围包括电子影像及数码陈品，户外装备，电子元器件的设计，研发，加工和生产。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 红外高清望远夜视仪，高尔夫激光测距仪，红外高清数码夜视瞄。

高尔夫激光测距仪 红外高清数码夜视瞄准镜

8E60、8E61

深圳市酷睿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0.60英寸微型硅基显示器

http://www.cicoled.cn

深圳市酷睿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Micro-OLED的研发、生产

与应用。拥有多年红外夜视、AR/VR等行业经验，并积极响应国产化的需求，拥有完全自主可控的国产化Micro-OLED生

产线。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微型硅基OLED，及其配套的驱动、光学产品。 产品可用于：VR/AR、可穿戴设备、体育光学（如：测距仪）、

防务与安保执法（如：红外和夜视瞄具）等近眼显示领域。

0.61英寸微型硅基显示器

8C76

http://www.cicoled.cn/


南京国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guozhaotech.com/

南京国兆光电专业从事新型显示器的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完整的硅基OLED工艺线，具有完善的驱动芯片设计、器

件工艺、封装、电路开发等硅基OLED显示技术体系，产品性能和生产能力处于领先地位。国兆光电通过向客户提供硅基

OLED微型显示器和整体解决方案，与客户实现共赢，为使用者打开新的视界。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 SVGA、XGA、SXGA系列硅基OLED微显示器，尺寸包括0.36英寸、0.39英寸、0.60英寸、0.61英寸

展位号

8C71

SXGA060型硅基OLED微显示屏 XGA039型硅基OLED微显示屏 SVGA060型硅基OLED微显示屏

湖畔光电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展位号

.6/XGA 硅基OLED微显示器

http://www.hupanoled.com

湖畔光电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注册资本3.32亿元，主要从事硅基OLED微型显示器研发、生产业务。

已建成了覆盖动态万级、千级、百级及十级的超净生产车间，形成了一条以有机蒸镀、TFE封装和CF光刻为核心工序的完

整量产生产线。 公司拥有一支技术先进、团结拼搏的人才队伍，在微显示领域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并进行了完整的知识

产权布局，已申请发明专利36项，含已授权美国发明专利3项，掌握了硅基OLED微型显示器相关芯片设计、器件加工及应

用电路开发等核心技术，已量产产品在分辨率、亮度、功耗等多项性能指标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0.2-1.3英寸硅基OLED微型显示器

.3x/XGA 硅基OLED微显示器 1.3/2.6K 硅基OLED微显示器

8A69
老

红外设备及应用

http://www.guozhaotech.com/
http://www.hupanoled.com/


红外镜头

Ophir 红外光学—MKS万机仪器集团

http://www.ophiropt.com/infrared/zh-hans

作为MKS仪器（纳斯达克代号: MKSI）的红外光学子公司，Ophir Optronics Solutions公司积累了数十年的专业技术知识

与经验，是红外热成像镜头和光学元件的设计生产厂商，产品满足监测与多种商用需求。 我们的产品覆盖：短波、中波和

长波红外热成像用定焦、电动调焦和长焦距连续变焦等复杂镜头。

产品范围: [其它IR Thermal Imaging Optics]

主营产品:高性能短波、中波和长波红外光学镜头 侦查观测用长距离连续变焦红外镜头 用于无人机等小型平台的轻量化连

续变焦红外镜头

展位号

6A100

远距离变焦镜头 全套产品系列 中波VGA f/5.5 系列化红外镜头 中波红外 f/4.0 远程产品系列

老

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红外材料的研发、生产企业，具备坚实的技术积累。公司坚持垂直一体化发展战略，涵盖了

从原材料到深加工产品。其团队在业内有超过30年的从业经验，精通多种红外光学材料的生长、加工技术。 光智科技红外

材料系列产品涵盖了锗、硒化锌、硫化锌、硫系玻璃、硅、红外级砷化镓等红外材料，以及LYSO晶体材料，各产品均达到

业内认可的水平。我们竭诚为客户提供卓越品质的光学产品和最优质的服务。 光智致力于各类激光器及激光元器件的生产

、研发和销售。包括各类半导体激光器、各种固体激光器和光纤激光器，如各种微型化激光模组、光纤耦合激光器、脉冲

激光器、皮秒激光器、飞秒激光器等。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 锗、硒化锌、硫化锌、硫系玻璃、硅、红外级砷化镓等红外材料，以及LYSO晶体材料

展位号

8A31

硫系玻璃红外镜头 锗

http://www.ophiropt.com/infrared/zh-hans


红外镜头

南京波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wave-optics.com

南京波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从光学设计，光学材料，制造，镀膜，组装，品控，系统集成的全套解决方案；覆盖

机加、模压、注塑、超声波清洗、组装五大产线，形成封闭链式供应体系。我司拥有高功率激光镜头、红外硫系玻璃材料

的提纯生长、激光辅助超精密单点车加工、无应力精密光机装配、激光光束整形设计与制造、光学表面亚纳米超光滑抛光

、非球面、衍射面加工、光学薄膜的设计与制备、短中波宽波段及红外连续变焦等多项核心技术。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 模压镜头、无热化红外镜头，观瞄镜头、变焦镜头、显微物镜、可将光物镜与目镜、微光镜头、近红外镜头、短

波镜头、中波镜头、长波镜头、倍镜、各种波段窗口、红外镜片OEM、可见红外模压镜片OEM、扫描透镜，远心钻孔镜头

，紫外/绿光扫描透镜，动态聚焦组，扩束镜，聚焦镜，反射镜，合束镜，腔内输出镜，腔内反射镜，整形器，能量衰减器

，随动切割头，水冷准直镜，低吸收大功率镜片。

展位号

8D71

红外模组镜头 8um超高分辨率红外镜头 消色差目镜

北京福托依莱科技有限公司

www.peoptics.com

北京福托依莱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为一体，专业生产红外光学镜头的厂家。公司坐落于北京，具备全套红外

加工、装调及检测设备包括球面抛光及检测、超精密非球面加工及检测、镀膜及透过率检测、综合系统的装调与检测等。

公司通过ISO9002的质量体系认证。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其它@@@红外镜头】

主营产品: 我司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红外镜头包括红外导引头、复合导引头，非制/非制冷手动/电动镜头，无热化镜头，连续

变焦镜头，多视场镜头等。产品应用于国内外边海防、无人机、枪瞄等项目。

展位号

8A39

热成像非制冷变焦镜头15-
75mmF1.2

热成像制冷变焦镜头
19-275F5.5

热成像非制冷宽光谱镜头
50mmF1.2

http://www.peoptics.com/


红外镜头

三河市蓝思泰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www.lenstechs.com

公司专业从事中波红外和长波红外光学系统研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装备承制

资格单位，是光学行业的综合性领先企业，产品归属于光学仪器领域。凭借优秀的光机电设计能力，在中波连续变焦、长

波双视场及无热化、导引头、枪瞄镜头技术研制方面做出突出成绩，跻身于行业前列，成为国内光电行业领军企业，身为

行业主导者，我司坚持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产业化、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为管理理念，以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为发

展根基，以品牌形象为竞争力的经营战略。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 中波制冷镜头、长波非制冷镜头、红外光学透镜、红外光学物镜、定制化红外光学镜头

展位号

8D49

ZM 30-180 F0.8-1.2 长波
连续变焦镜头

ZM 30-240 F4.0 中波
制冷连续变焦镜头

北京万腾达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万腾达斯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北京西南四环，是一家专注于红外热成像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高科技公

司。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红外热成像镜头，如手动调焦镜头、电动调焦镜头、无热化镜头、倍镜、双视场镜头、连续变焦镜

头、中波制冷镜头等。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人才为本、诚信立业的经营原则，荟萃业界精英，将国外先进的信息

技术、管理方法及企业经验与国内企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

能力，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竞争力，实现企业快速、稳定地发展。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 一、固定焦距镜头：手调镜头、电调镜头、无热化镜头等； 二、变倍镜头：倍率有0.5X、2X、4X等； 三、连续

变焦镜头：如20mm～100mm连续变焦镜头； 四、双视场镜头：如35&150双视场镜头； 五、显微镜头：观看微小目标

； 六、广角镜头：视角范围大，涵盖大范围景物。

展位号

8B99

锅炉测温用红外镜头中波制冷连续变焦镜头 瞄具用红外镜头
图文

http://www.lenstechs.com/


无锡中科德芯感知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zkdex.cn

为响应中国科学院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国家战略，2020 年 1 月无锡中科德芯感知科技有限公司在

无 锡高新区注册成立。 中科德芯拥有全面的短波红外 InGaAs 探测器相关的设计与 研发能力，目前有多款不同规格的典

型产品，瞄准国际高端装备 制造前 沿，可广泛应用于视频监控、粮食色选、安防、工业检测、 医疗影像、 森林防火、文

物鉴定、空间遥感等领域。 中科德芯致力于红外光电感知技术，以服务国民经济、传承 航天科技为使命，秉承“红外感知

世界”的理念，发展具备自主 可控的光电材料与器件核心技术，推动相关技术的成果转化与产 业化，抢占红外核心芯片技

术制高点。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InGaAs 单元探测器、512×2InGaAs 线列探测器、800×2 InGaAs 线列探测器、1024×2 InGaAs 线列探测器、

320×256 元InGaAs 面阵探测器、640×512 元 InGaAs 面阵探测器、1280×1024 元 InGaAs 面阵探测器、640×512 元

短波红外成像相机机芯、InGaAs 盖革雪崩焦平面相机

展位号

8E11、8E12

NIR-512×2 型 InGaAs 线列探测器SGA1664型64×64元
InGaAs盖革雪崩焦平面相机

红外镜头

InGaAs短波红外相机

山西国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国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位于太原高新区，始终致力于光电行业前沿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拥有国际水

准的4英寸III-V族半导体化合物芯片生产线，自主研发并实现工程化生产的红外焦平面探测器芯片及其成像系统，其指标已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具有微纳米半导体光电器件设计、制造、测试、封装等专业生产设备及其工艺实现条件，以及整

机装配、环境试验、系统测试等全过程的检测与生产能力。同时，公司在武汉光谷投资设有光电产品研发中心，在北京设

立了营销中心，并与多家科研院所、高校及企业达成了合作关系。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国惠光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及产品体验，不论是公司还是高校亦或是科研院所，都可以在国惠找到最

合适的解决方案。我们的三大主要业务包括：芯片代加工服务、标准InGaAs 器件焦平面探测器制造和定制红外器件制造。

主要产品涵盖InGaAs短波红外芯片、InGaAs短波红外相机。

展位号

8E56、8E57

InGaAs可见-短波红外芯片

1024×1 型 InGaAs 线列探测器
图文

http://www.zkdex.cn/


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http://www.nysenba.com

森霸传感始终追逐传感器制造领域的梦想，以掌握核心技术和引领行业发展为战略目标，专业制造各类传感器产品，提供

传感器综合解决方案。凭借扎实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技术服务，成为业界知名传感器供应商。 公司具有极强的自主研发实

力，拥有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多项专利技术涉及红外敏感陶瓷材料、红外滤光片镀膜、贴片式智能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等，

是全球少数掌握热释电红外传感器核心材料的生产配方与工艺，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之一，具备显著的竞争优势。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PIR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红外窄带滤光片、红外长波通滤光片、红外火焰传感器、红外热电堆传感器、NDIR气体

传感器、可见光传感器、菲涅尔透镜以及综合解决方案。

红外传感器

光敏传感器 红外滤光片

8B61

杭州麦乐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mirhz.com

麦乐克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业从事“中高端红外特征敏感元件、物联网传感器·模组、智能传感器”研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并为客户提供传感技术全套产品解决方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中高端红外特征敏感元件、物联网传感器·模组、智能传感器

物联网传感器·模组 智能传感器

8B81

中高端红外特征敏感元件

http://www.nysenba.com/
http://www.mirhz.com/


LYNRED
展位号

ATTO1280-02

http://www.lynred.com

LYNRED及其子公司Lynred USA, Lynred Asia-Pacific是专业设计和制造高性能红外探测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之一，产品应

用于航空航天、安防和民用市场。公司生产的红外探测器产品被欧洲制造商优先应用于航天领域。LYNRED生产的红外探

测器覆盖了从短波红外到超长波红外的整个电磁波段，作为著名品牌民用热成像设备的核心器件，产品远销欧洲、亚洲和

北美。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 制冷&非制冷红外器件。

红外器件及材料

PICO640S ATI320

8C61

INFRATEC红外传感与测试技术
中国代表处

https://www.infratec.cn/sensor-division/

在位于德国德累斯顿的公司总部，InfraTec研发并生产种类丰富且品质优异的热释电红外探测器。 公司主要面向生产高精

度气体分析仪，高性能火焰、火情探测仪的制造商。InfraTec拥有超过200名员工和设计、生产、销售中心。在美国，英国

以及中国当地均设有办事处，支持本地客户的技术需求。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太赫兹监测与成像]

主营产品:红外热释电探测器

展位号
8A62

热释电红外探测器

https://www.infratec.cn/sensor-division/


武汉高芯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非制冷红外探测器

http://www.gst-ir.com

武汉高芯科技有限公司掌握了红外热成像技术的核心——红外焦平面探测器，致力于为全球红外热成像用户提供专业的非

制冷和制冷红外探测器、机芯模组以及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在红外探测器及相关领域获得多项技术专利，可同时提供非制

冷和制冷红外探测器， 建立了氧化钒、碲镉汞和二类超晶格三条探测器批产线，自主完成原材料提纯、生长，到芯片的流

片、制造、封装与测试的全套工艺。 公司产品品类丰富，覆盖多种面阵规格、多种像元尺寸以及多种波段组合 。产品热灵

敏度高、可靠性好，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已广泛应用于人体测温、工业测温、安防监控、无人机载荷、消防

救援、户外运动、智能驾驶、物联网、智能家居、智能硬件等领域。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红外热成像探测器及机芯组件 非制冷红外探测器 TIMO系列微型红外模组 COIN系列非制冷红外机芯 TWIN系列

非制冷红外机芯 PLUG系列非制冷红外机芯 iLC系列消费级红外机芯 iTL系列无人机红外机芯 iHA系列红外医疗测温机芯

N-Driver系列红外车载机芯 制冷红外探测器 EYAS系列制冷AD模组 GAVIN系列制冷标准机芯 GAS系列气体检漏解决方案

红外器件及材料

iTL系列无人机/可穿戴红外机芯 TWIN系列非制冷红外标准机芯

8B59
首次

浙江珏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珏芯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是一家立足自主技术，集制冷红外探测器研发、生产、销售

与服务为一体的创新型高科技公司，核心技术团队由中国科学院褚君浩院士、李言谨、杨建荣等科学家和行业资深工程师

组成。 制冷红外探测器生产涵盖衬底、外延、芯片、封装、制冷机等5大工艺段，142道工序，共712道工步，安排120道

制程检验项目。形成光电探测器研发、设计、生产、封装、测试等一体式的完整产业链条。 2020年12月公司通过

GJB9001C-2017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严格按照要求建立质量体系、编制来料、半成品及成品检验规范对来料、制

程及成品质量进行控制。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公司主营产品：640*512中波红外探测器、640*512中波红外探测器-高温器件、320*256中波红外探测器、

1280*1024中波红外探测器、320*256长波红外探测器，320*256中波红外探测器-气体检测、制冷机、杜瓦封装。

展位号
8D42

MW1280×1024 HOT MW640×512 LW 320×256

更新产品

http://www.gst-ir.com/


中航凯迈（上海）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红外中波320×256（30um）
凝视型焦平面探测器

中航凯迈（上海）红外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其前身为航空工业导弹院光电器件研究所，从上

世纪60年代开展探测器研究，是国内最早锑化物探测器研发生产的国家队。80年代引进国际先进InSb探测器生产线，90年

代建成国内第一条红外探测器国军标生产线。30年来研制生产的各类探测器，拥有国内列装红外空空导弹的95%以上，国

内便携式地空导弹约50%的市场占有率。公司成立以来，不短满足部队的战备需求，为保障国防建设的顺利完成做出了重

要贡献。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中行红外在红外探测器领域主要聚焦于以InSb和InAs/GaSb超晶格为代表的锑化物红外探测器，依据探测器生产

设计需要，涉及探测器总体、探测器仿真、焦平面探测器、双色及多光谱探测器、探测器芯片、杜瓦、制冷机、读出电路、

光学薄膜、和探测器测试与可靠性研究等。

红外中波128×128（30um）
快速启动焦平面探测器

红外中波640×512（15um）
凝视型焦平面探测器

8E51

红外器件及材料

超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超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立足于开展新一代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和光电子器件的研制与产业化。公司组

建了一支强有力的研发及产业化团队，形成了一条具有国际水平的覆盖“材料设计-材料外延-芯片制造-器件封装-组件测试”

的完整产业链。超晶科技研制的新一代光电探测器具有材料均匀性好、质量稳定等特点。目前，公司已推出的系列产品包

括：面向边海防的中波3.7微米探测器；面向“碳达峰、碳中和”中重点检测的烷烃类气体探测的中波3.2微米探测器；面

向有毒危险气体探测的长波7.7微米探测器。此外，中波高温3.6～4.2微米探测器正在研制阶段。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公司主营产品为以InAs/GaSb三五族化合物材料为基础的制冷型红外探测器。目前公司已推出了：中波3.2-

3.5μm 640*512、中波3.7-4.8μm 640*512以及长波7.7-9.3μm 640*512的新一代制冷型探测器组件。各项指标均已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且具备量产能力。

展位号

8B85

中波3.2微米制冷型红
外焦平面探测器

长波7.7微米制冷型红外焦平
面探测器组件



淄博新颖传感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

PYD-1220系列（红外消防专用）

我公司生产的热释电红外探测器，有多个系列、多种规格，能满足不同领域、不同仪器的需要。产品具有性能稳定、探测

率高、抗干扰能力及抗过载能力强、使用方便等优点。主要用于光谱测量、辐射功率和能量测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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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环保、工业生产过程检测等各

个领域。 我公司对热释电红外探测器的设计、制造技术有深入研究和实践，能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我公

司的芯片设计技术、滤光片技术、制造技术、产品的工艺技术、封装技术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红外热释电探测器及其相关配套器件

红外器件及材料

PYD-1420系列（红外光谱专用） PYD-3218系列（外红多种气体及
冷煤检测专用）

8D23、8D24
老

浙江焜腾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Qinfrared.com.cn

焜腾红外是专注于高端光学气体成像及VCSEL激光器领域的高科技企业，总部位于浙江嘉兴，公司由相关领域顶级的专家

及多年从事成像技术的行业资深人员组成。 焜腾红外依托自身深厚的技术积累、以先进的晶体材料生长方式, 配合独特的

芯片制造工艺、致力于VCSEL技术的国产化解决方案。公司研发生产的VCSEL芯片主要用于5G通信、3D传感、激光雷达等

领域。“创新、专业、诚信、团结” 是我们公司企业的宗旨；“专业品质、追求卓越” 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力争成为世界

级的红外芯片及探测器主流供应商。公司坚信 “诚信立足，创新致远” 的企业文化。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VCSEL 测温系列：工业测温、人体测温 VOC气体成像探测器 光学镜头及成像电路板

展位号

8B23

长寿命型气体成像探测器

http://www.qinfrared.com.cn/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六研究所
展位号

斯特林制冷机

http://16.cetc.com.cn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六研究所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倡导下于1966年创建，坐落在全国四大科教城市之一的安徽

省会合肥，现有在职员工近千人。十 六所是国家军工一类研究所，主要从事低温与制冷、超导电子与低温电子、微波与毫

米波技术的应用研究与产品开发，也是国内唯一专业从事低温电子技术工程应用 研究的研究所。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斯特林制冷机服务于各型光电子装备；超导与低温接收机服务于探月工程、火星探测工程、深空探测等国家重大

工程和雷达装备；环控与热管理产品服务于雷达、通信及其军民装备系统；微波毫米波器件服务于各型雷达、通信、对抗

设备；众多民用产品应用于数据中心建设、智慧产业、半导体集成电路制造、大科学工程、特种气体处理等领域.

红外器件及材料

8E36
重要客户

深圳市名扬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经济型轻便车载球/4G布控球

http://www.mytech.net.cn/

深圳市名扬时代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专注于视频图像产品十余载，是以移动视频技术和云台控制技术为核心的软

硬件解决方案提供商，产品研制聚焦于公共安全防范、视频智能控制，结合图像识别技术和自主研发终端产品，为行业用

户提供领先的解决方案和专业化、定制化产品。目前，我们拥有一支两百多名年轻、专业、优秀的研发业务制造团队，核

心产品通过CE、FCC、ROSE、SGS、国家公安部一所检测中心等权威机构认证，同时拿到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和

软件著作权。与国内众多知名企业和海外客户建立多年长久合作。公司荣获 “中国平安城市推荐品牌”、“百家诚信安防

供应商”、“中国安防十大新锐产品”等殊荣。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 公司专注于传统云台步进电机和高精度伺服电机传动控制系统及控制键盘技术的应用开发。产品覆盖超高精度伺

服光电转台、陀螺仪稳像船载光电转台、可见光热成像双光谱转台雷达联动转台、长焦远距离激光热成像三光谱夜视转台

、目标识别自动跟踪转台、4G/5G高清布控球、4G/5G双光谱布控球、车载云台、传统安防高速球、视频会议控制键盘、

录播控制键盘、安防控制键盘等产品。针对车载、船载、机器人、无人车船等特种应用等领域。

船载光学热成像云台 多光谱转台

8D98、8D99

展位号

http://16.cetc.com.cn/
http://www.hupanoled.com/


深圳市五颗星马达有限公司
展位号

红外热成像专用电机

http://www.wkxmotor.com

深圳市五颗星马达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微型马达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公司主营：空心杯减速电机、无刷减

速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编码器、驱动控制、精准控制系统。 且公司尤以研发能力强、管理制度完善、检测手段先

进、质量稳定可靠而著称。拥有自主研制的绕线设备、精密加工设备、滚齿设备、检测设备及配套的管控系统。组装为无

尘车间环境、自动化与半自动相结合生产线 我公司坚持以：“功率最贵必不能省物力，效率虽繁必不能省人工”严格执行

生产！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太赫兹监测与成像,毫米波技术与应用,紫外技术与应用]

主营产品:直流电机、空心杯有刷电机、空心杯无刷电机、减速电机、伺服电机，准备控制驱动系统

红外器件及材料

空心杯有刷减速电机

北京宇桥信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http://www.utop-sino.com

北京宇桥信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前身为北京宇桥速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色列CI系统公司中国独家授权代理。 自

2004年6月成为以色列CI系统公司在中国的独家授权代理以来，我们凭借对高科技产品的深入理解和细致周到的售前、售

后技术支持服务，为客户提供了专业的增值服务，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在航空、航天、兵器、电子和中船等领域不

断地被客户认可和接受。 CI系统公司在光学设计、光电集成、遥感辐射测量等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多年的技术储备以及对不

同应用的深刻理解，保证了其产品在先进性、实用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占有世界优势，从而使其在世界国防领域具有很

高的信誉和广泛的客户群。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模块化光电测试系统、黑体、遥感红外光谱辐射计等。

8C81

展位号

8D01

红外光谱辐射计 光电测试系统 黑体

http://www.wkxmotor.com/
http://www.utop-sino.com/


红外器件及材料

南京芯视元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天目Ⅰ-050-B

南京芯视元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慧显示芯片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坐落于“芯片之城”南京江北新区核心地

带。公司产品主要有硅基LCoS微显示芯片、硅基OLED微显示芯片、硅基Micro LED微显示芯片、空间光调制器。产品广

泛应用于AR/VR/MR眼镜、车载HUD、头戴显示器、光通讯、光计算、3D打印等新兴领域。 芯视元凭借过硬的技术、一

流的产品、全面的服务在业内具有良好的声誉。一直以来对自主创新的坚持，使得芯视元在行业中具备独有的竞争优势，

获得了众多企业的认可并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AI为脑、AR为眼，未来已来。芯视元欢迎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来推动产业发

展，共创美好未来！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硅基LCoS微显示芯片、硅基OLED微显示芯片、硅基Micro LED微显示芯片、空间光调制器

天目Ⅰ-040-B 芯光101

南京威派视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大视野高分辨数字显微芯片及其Demo应用

http://www.vpssemi.com

威派视以自主创新的垂直电荷转移成像器件（VPS）为核心，聚焦下一代超大规模像素图像传感芯片产品研发与应用设计，

致力于为医疗、商业卫星等领域提供面向未来和优质成像性能的超大规模成像芯片和解决方案，是亿级像素成像芯片解决

方案的引领者。公司创始团队来自南京大学、英飞凌等知名高校和海外著名芯片公司，研发团队平均拥有10年以上业界经

验。团队已完成首款芯片的研发和验证，像素规模6亿，像素尺寸0.5微米，是已报道的像素尺寸最小，像素规模最大的成

像芯片，主要用于医疗体外诊断、科研等领域，帮助医生提高诊断效率，产品在开发完成后5年内预计达到10亿元/年产值，

目前已申请40+项核心知识产权。

产品范围: [红外设备及应用,太赫兹监测与成像,其它@@@图像传感器芯片]

主营产品:超大规模图像传感芯片 数字显微芯片

8B65

8D48

http://www.vpssemi.com/


宁波升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VCSEL

http://www.sunpu-opto.com

升谱光电创立于2003年，专注于LED光电半导体器件的封装和研发事业。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亚太地区及国际市场

有影响力的LED厂商之一。 公司运营管理按ISO9001、IATF16949、ISO14001体系执行。拥有中国CNAS实验室、德国

TUV莱茵现场测试实验室和SGS认可实验室。 核心产品有车规级共晶LED、车规级TOP LED、COB、LAMP LED、IR LED、

UV LED、CHIP LED、DISPLAY、VCSEL、LED模组等。 产品应用于汽车、照明、工业电器、交通显示、家电仪表、触屏、

烟感、光幕、安防、杀菌医疗、智能穿戴等领域。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紫外技术与应用]

主营产品:传感器TWS、UV紫外灯珠、UV紫外模组

红外器件及材料

红外产品--触摸屏 TWS传感器

8C37
/

深圳市唯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知名的光电产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的团队具有多年的

光电行业工作经验，长期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航天军工以及企业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促进国内光电

产业的升级和国际化。 唯锐科技一直关注光电前沿技术，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涵盖：DFB/ICL/QCL激光器，碲镉汞

MCT/InAs/InAsSb探测器，中红外LED，III-V族外延片，高温镀铜镀金光纤，中红外光纤和光纤探头，激光驱动和温控模

块，以及TDLAS和光声光谱一体化解决方案等。产品主要应用于：高灵敏度激光气体分析，红外探测，光纤光谱，医疗健

康，量子通信，航天军工，科学研究等领域。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太赫兹监测与成像,毫米波技术与应用,紫外技术与应用,其它]

主营产品:FP/DFB/ICL/QCL激光器，高功率FP激光器，SLD超辐射发光二极管，碲镉汞MCT/InAs/InAsSb探测器，中红外

LED，III-V族外延片，VCSEL外延晶圆，QCL外延晶圆， InGaAs外延晶圆，高温镀铜镀金光纤，中红外光纤和光纤探头，

激光驱动和温控模块，气体吸收池，C14-SCAR放射性碳分析仪，以及TDLAS和光声光谱一体化解决方案等。

展位号

8E64、8E65

nanoplus公司760-14000nm FP/DFB/ICL/QCL激光器 VIGO公司III-V族/VCSEL/InGaAs外延晶圆

http://www.sunpu-opto.com/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http://www.peoptics.com

中国建材总院是中国建材与无机非金属领域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科研开发中心，完成国家和行业科研项目3500多项，荣

获省部级以上奖项1200多项，发布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1400多项，专利2800多项。拥有8个国家、省部级实验室，13

个国家、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个联合国工发组织，7个省部级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室，34个国家行业

质检中心，7个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5000名科技研发人员，材料学无机非金属专业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建有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和院士专家工作站。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 红外玻璃；封装玻璃；特种玻璃；光学玻璃。

展位号

8D58

中波透过红外玻璃 硫系玻璃 红外镜头

昆明凯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kh-optics.com

昆明凯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红外光学，拥有从红外光学材料、加工镀膜、非球面、电磁屏蔽网栅、红外光学镜头

（系统）到光电装调检测仪器设备等完整的设计、加工、装调和制造能力。专业的员工队伍和先进齐全的生产检测设备，

使我们能为客户提供在品质、交期、成本等方面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特种红外光学材料（热压MgF2、多光谱ZnS、蓝宝石、激光级硒化锌、硫系、锗、硅等）、红外光学镜片、轻

质反射镜、特种焊接件、高精度大口径非球面镜、大尺寸的整流罩及窗口、电磁屏蔽网栅、精密光学组件、光电仪器和设

备等。

展位号

8A55

特种红外光学材料 整流罩、窗口

老

电磁屏蔽网栅、轻质反射镜、
特种焊接件

红外器件及材料

http://www.peoptics.com/
http://www.kh-optics.com/


红外器件及材料

武汉特光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wheo.cn

武汉特种光学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领先的高精度光学设备制造商，已通过ISO 9001:2015认证。 公司拥有研磨

抛光机、高抛光机、低抛光机、镀膜机等60余套生产设备，以及干涉仪、分光光度计、精密测角仪、数字千分尺等先进检

测仪器。 我们的产品不仅限于光学窗口、镜子、透镜、棱镜和滤光片，我们还可以帮助客户根据其独特用途开发全新的光

学产品。此外，我们在超高精度、超大尺寸、超薄和异型红外光学元件的制造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现在我们正在为几家

著名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小批量生产多边形扫描镜。 我们始终秉承一个理念：客户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我们将不断努

力为客户提供更强大、更好、更完善的服务。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紫外技术与应用]

主营产品 : 不仅限于可见/红外光学窗口、反射镜、透镜、棱镜和滤光片，我们还可以帮助客户根据其独特用途开发全新的

光学产品。此外，我们在超高精度、超大尺寸、超薄和异型红外光学元件的制造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现在我们正在为几

家著名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小批量生产多边形扫描镜

展位号

8D22

红外光学器件 激光雷达多面体铝反射镜 激光振镜

首次

红外滤光片

江西欧特光学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s://www.ootee.cn/

我们建有6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和千级无尘净化车间以及整套的精密光学产品后续加工生产线，拥有多台国内外先进的外形

加工设备、真空光学镀膜设备和精密的分光光度计等检测仪器。已成为一家拥有高效管理团队、优秀的光电工程研发人员、

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为一体的精密光学元件制造商。 我公司的镀膜产品包括：可见光、近红外、中远红外、类金刚石碳膜、

金属膜等。 锗基片双面AR8-12μm，平均透过率达到97%以上 锗基片4-12μm，平均透过率达到96%左右 硅基片3-5μm，

平均透过率达到98%左右 锗基片AR&DLC8-12μm，平均透过率达到91%以上 硅基片AR&DLC3-5μm，平均透过率达到

85%以上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紫外技术与应用]

主营产品:主要产品：光学透镜：柱面透镜，弯月透镜，激光聚焦镜，消色差透镜，平凸透镜，双凸透镜，平凹透镜，双凹

透镜 红外透镜：ZnSe 硒化锌透镜，ZnS 硫化锌透镜，CaF2 氟化钙透镜，BaF2 氟化钡透镜，Ge 锗透镜，Si 硅透镜， 光

学棱镜：直角棱镜，五角棱镜，角锥棱镜，整形棱镜，直角三棱镜，等边三棱镜，屋脊棱镜等 光学滤镜：窄带滤光片、中

性密度滤光片、分光镜、反射镜、二向色镜、截止滤光片、增透膜

红外透镜 红外窗口片

8A22
首次

http://www.wheo.cn/
https://www.ootee.cn/


红外器件及材料

优美科金属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优美科是一家全球材料科技集团。优美科侧重于应用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在材料科学、化学、冶金方面的专业知识可

以发挥真正的作用。优美科有三大业务集团：催化、能源&表面处理技术和回收。每个业务集团又划分为以市场为导向的

不同业务单位，这些业务单位提供走在技术发展前沿并且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材料和解决方案。

优美科光电业务单位为全球各地的客户提供锗基材料解决方案以及光学镀膜材料及辅材。我们主要为热成像和光电应用领

域提供锗晶片、红外镜片和光学镜片以及锗基化学品。

我们不仅能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保证供货的稳定性，还能为其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并协助其进行各种含锗溶液的

回收处理。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 红外光学镜头镜片、琉系玻璃材料，锗晶片、金属靶材、镀膜材料及辅材。

展位号

8D61

红外光学镜头镜片 晶圆级红外镜头镜片

成都优山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碳化硅轻质反射镜

http://www.u3-tech.com

成都优山光电技术有限公司(U3)，位于中国成都双流航空港开发区，研发及厂房超过一万平方米，是一家以技术为先导的

光学器件加工与镀膜、高功率激光器件和特种陶瓷的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企业。成都优山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从基材选择、

精密抛光、高质量镀膜以及最高检测标准的全套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 结合抛光和涂层工艺方面的优势，我们提供的产品包括高反射镜、窗口、分光镜、柱面镜、球面镜、金属铝镜、

碳化硅反射镜等。

8B95
老

http://www.u3-tech.com/


江苏宇迪光学股份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展位号

红外光学元件

http://www.fyoptics.com

宇迪光学是专业从事光学玻璃元件冷加工的高新技术企业,重点开发单晶锗、单晶硅、硫化锌、硒化锌、氟化钙、硫系玻璃

等红外材料的透镜、窗片、棱镜及异形光学零件的试制和加工，满足科研机构与各厂家的需要。 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奖

励，企业先后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管理认证，ISO14001环境体系管理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管理认证。产品广

泛应用于航天航空，美容医疗，无人驾驶，生命科学等领域。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1.光学玻璃、有色玻璃2.锗、硅、石英、水晶、蓝宝石3.氟化钙、硫化锌、硫系玻璃4.镜头组（可根据客户要求设

计和组装

红外器件及材料

保护窗口 光学透镜元件

厚朴传感

http://www.gem-on.com

本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美资公司技术管理专家等一批优秀人才于2011年6月创建成立的“研—产—销”三位一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 凭借自身精湛的研发实力、新技术成果的积累和从事航天航空工程的经验，围绕半导体金属化、金属封装、玻

璃封装、光学薄膜等核心技术为突破口，为用户提供从研发到生产所需要的光电封装设计、工艺、制造整体解决方案。 始

终遵循“科学、卓越、创新、务实”的理念，以成为“您身边最好的合作伙伴”为服务宗旨，共同赢得价值增值。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 根据客户需求，自主设计研制各类红外增透膜、红外截止膜，吸气剂，单面及侧面金属化结构，便于封装焊接；
封装产品有CLCC 陶瓷无引线式，PGA插针型，PGALCC无引线式载体封装系列和CQFN陶瓷四边无引线扁平式封装系列

8D84、8D85

展位号

8A72

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封装窗口及组件

老

更新公司简介

http://www.fyoptics.com/
http://www.gem-on.com/


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

超纯碲

http://www.cnbmcoe.com

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是隶属于凯盛集团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高纯金属及半导体化合物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公司先后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1项，实用新型专利34项，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成都市军民融合企业”、中

国建材集团“六星企业”等认定证书。公司现有生产设备包括：精馏炉44台，中频炉4台，蒸馏炉140台，单晶炉11台，区

融车12台，反应釜4台等。我司主要产品有纯度为5N-7N的碲、镉、锌，5N-6N锑、铟、硒、硫、碲化镉、硫化镉、硒化

镉、锑化镉、锑化铟、氧化碲、氧化镓等半导体产品，并可以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定制开发新产品，广泛应用于红外探测、

成像、窗口、薄膜太阳能、热电，光通信等领域。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太赫兹监测与成像,毫米波技术与应用]

主营产品:5N-7N（99.999%-99.99999%）碲、镉、锌，5N-6N锑、铟、硒、硫、镓、碲化镉、碲化铅，硫化镉、硒化镉、

锑化镉、锑化铟、氧化碲、氧化镓等半导体产品，并可以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定制开发新的高纯材料产品。

红外器件及材料

高纯锌 高纯硒

8E58、8E59
老

有研国晶辉新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

锗晶体

http://www.guojing-tech.com

有研国晶辉新材料有限公司是有研科技集团旗下的先进光电材料生产企业，位于河北省廊坊开发区，主要产品包括红外锗

单晶(Ge)、红外光学加工产品、硫化锌(CVD ZnS)、硒化锌(CVD ZnSe)、硫系玻璃(Chalcogenide Glasses)等，广泛用于

红外热成像、LED显示激光加工等领域，产品技术、质量和市场均居全球领先水平。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主要产品包括红外锗单晶(Ge)、硫化锌(CVD ZnS)、硒化锌(CVD ZnSe)、硫系玻璃(Chalcogenide Glasses) 和

红外光学加工产品等。

红外光学元件 硫系玻璃

8D41

http://www.cnbmcoe.com/
http://www.guojing-tech.com/


云南驰宏国际锗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区熔锗

http://www.chxz.con

云南驰宏国际锗业有限公司是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16日，注册资本25000万元，位

于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驰宏锌锗战略性锗产业发展的专业公司。公司是国内锗提纯技术的领先者，也是中国锗产业

龙头之一。目前，公司主要有二氧化锗、区熔锗、锗单晶、红外锗镜片等产品。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高纯二氧化锗、区熔锗锭、锗单晶、红外锗镜片、其他定制锗产品

红外器件及材料

二氧化锗 红外镜片

8D32
老

东方电气（乐山）峨半高纯材料有限公司

东方电气（乐山）峨半高纯材料有限公司创建于1964年，是东方电气集团四川东树新材料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是我国第

一家集半导体材料科研、试制、生产相结合的科技开发型企业，是国内最早从事高纯金属及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的研究、开

发和生产的公司，拥有现代化的千级净化厂房和百级超净室，国内领先的GDMS、ICPMS检测设备，多年来研发、生产的

高纯金属及半导体材料品种数量位居国内榜首。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公司主要产品分为单质元素、化合物以及氧化物三大类，涵盖为5N～7.5N（即99.999%～99.999995%）碲、

镉、锑、铟、磷、银、碲化镉等20余种高（超）纯材料，产品广泛应用于探测、航天、军工装备、半导体材料等行业，在

军工和高新技术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高纯碲、镉、锌制备的碲锌镉单晶、是红外制导和红外探测的关键材料。

展位号
8D33、8D34

高纯碲

http://www.chxz.con/


红外器件及材料

保定晶泽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保定晶泽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河北省保定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为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 晶泽光电具有完备的光学镜片生产线，技术成熟，工艺稳定，可对锗、硅、硒化锌、硫化锌、硫系玻璃等红外材料进

行抛光加工，非球面加工以及表面镀膜。 晶泽光电在锗晶体材料生产及研发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稳定的工艺保障，年生产

锗晶体系列产品可达10吨。 公司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在狠抓质量管理的基础上，坚持技术创新，产品广泛应用于军

事、安防、车载夜视、等高新科技领域。 展望未来，晶泽光电将继续秉承“诚信为本，品质保证“的企业精神，为光学行

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

主营产品:可生长加工材料类：Φ2.5-380mm的光学级锗晶体、 各类锗毛坯产品； 可抛光加工材料类：锗、硅、硒化锌、

硫化锌、硫系玻璃、氟化镁（整流罩）等各种球面、非球面、衍射面、异形件的光学抛光镀膜的加工。 可镀膜系列类：：

锗、硅、硒化锌、硫化锌、硫系玻璃、氟化镁。

展位号

8D67

锗透镜 氟化镁，硫化锌，K9 IRG206抛光片

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红外材料的研发、生产企业，具备坚实的技术积累。公司坚持垂直一体化发展战略，涵盖了

从原材料到深加工产品。其团队在业内有超过30年的从业经验，精通多种红外光学材料的生长、加工技术。 光智科技红外

材料系列产品涵盖了锗、硒化锌、硫化锌、硫系玻璃、硅、红外级砷化镓等红外材料，以及LYSO晶体材料，各产品均达到

业内认可的水平。我们竭诚为客户提供卓越品质的光学产品和最优质的服务。 光智致力于各类激光器及激光元器件的生产、

研发和销售。包括各类半导体激光器、各种固体激光器和光纤激光器，如各种微型化激光模组、光纤耦合激光器、脉冲激

光器、皮秒激光器、飞秒激光器等。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

主营产品:锗、硒化锌、硫化锌、硫系玻璃、硅、红外级砷化镓等红外材料，以及LYSO晶体材料。

展位号
8A31

硒化锌 锗



福机装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s://www.nkfg.com.tw

福机装股份有限公司为台湾产业界龙头台塑集团携手在医疗设备领域具专才实力的日本日机装公司， 引进日本诺贝尔得奖

主深紫外线技术，持续创新，永续经营，将太阳光带进室内， 提供人们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产品范围: [紫外技术与应用]

主营产品:紫外线UVC LED封装品，应用于表面除菌，空气除菌，水除菌 UV LED除菌模组: UV LED两呎石英灯管，UV

LED两呎灯条，UV LED七吋灯条，UV LED出回风口空气除菌模组，UV LED VRV空调除菌模组，UV LED电梯空调除菌模

组，UV LED除菌平板灯，UV LED水除菌模组

紫外技术与应用

NKFG UV LED封装品 型号：
NFPC6J

8C35

NKFG UV LED封装品 型号：
NPS16E

NKFG UV LED封装品 型号：
NPL16F

海盐赛凯微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赛凯微电子有限公司是德国MSG Lithoglas公司为开拓中国及亚洲市场和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合作孵化的中国地区授权

子公司。公司成立于2018年12月，主要聚焦晶圆级封装以及高性能、高可靠性、高附加值的半导体芯片封装技术，目前开

展的项目为深紫外UVC LED芯片的高可靠性及气密封性封装技术研究及应用产品。

产品范围: [紫外技术与应用]

主营产品:先进进口封装组件：源自德国的硅基围坝和石英玻璃封装微结构组件。 230nm UVC LED灯珠产品：德国进口

230 nm 波段，基于 AlGaN 的深紫外UVC LED 4040 表贴式灯珠。 S. 系列 UVC LED灯珠产品：采用定制化设计的平面氮

化铝基板和进口大功率UVC芯片，配套先进德国封装组件。 N.系列 UVC LED灯珠产品 ：采用市场主流公版基板，3535尺

寸及7070尺寸。

230nm UVC LED灯珠产品

8C27、8C28

矩阵系列 UVC LED 灯珠 S. 系列 UVC LED 灯珠产品
图文

https://www.nkfg.com.tw/


中山市光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greatshine.cn/index.html

中山市光圣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31日在中山市古镇镇成立，是由国内知名光电专家李炳乾教授带领一批有抱

负的年轻专业技术骨干创办的专注于新型LED封装技术研发及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当前注册资金1000万元，有标准

洁净厂房3000平米，研发实验室面积超过800平米，员工120人。经过10年的发展，公司凝聚了一个高学历、高水平的经

营团队，承担了多项省市科技攻关项目，销售额连年增加，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产品范围: [紫外技术与应用]

主营产品:UV COB LED、UV 3535 LED、UV 6868 LED及各类UV LED模组，产品覆盖UVA、UVB、UVC全系列UV光源

器件。

紫外技术与应用

GS3535UVC-0210-P20

8C25

GS5342UVB-0404-P20 GS9914UVC-0206-P10

至芯半导体（杭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

至芯半导体（杭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6月，总投资约5亿元人民币，是一家致力于建设国际领先的深紫外LED光源及

芯片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专注于深紫外材料的研发和生产，围绕水、空气、表面杀菌以及紫外探测紫外通讯等方向，生

产和销售紫外杀菌、紫外探测及紫外通讯等产品。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专利技术，范围涵盖了从外延材料、

芯片制造、灯珠封装、模组制备以及器件制作等产业链的各环节。团队成员拥有丰富的深紫外实践经验，由海内外博士后

、博士、硕士等组成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公司秉持团队协作、持续创新、严于执行及专于紫外的经营理念，以卓越的科技

创新能力打造丰富的行业解决方案，构建开放共赢的深紫外产品生态。

产品范围: [紫外技术与应用]

主营产品:1，紫外外延片（包含可定制探测器外延片）。 2，紫外芯片（尺寸：1020，2020，3030，4848），波长涵盖

UVB和UVC波段。 3，紫外灯珠：（尺寸型号：3535单芯，3535双芯，6868多芯，6868单芯），波长涵盖UVB和UVC波

段。 4，表面模组，空气模组，水模组。

紫外模组

8C39

紫外外延片 紫外灯珠

https://www.nkfg.com.tw/


青岛青源峰达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太赫兹三维层析成像系统
QT-TO1000

http://www.quendathz.com

青岛青源峰达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是由青岛盛瀚色谱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于2019年共同

合作成立的高科技产业公司，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员工硕博比例达90%。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人员6人。在太赫兹技

术方向申请专利27项，实用新型21项、外观专利5项及软件著作权7项。是中物院博士生实践基地及委培单位。 青源峰达

致力于全球顶尖的太赫兹时域光谱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于全国率先成为太赫兹三维层析成像系统技术产业孵化试点单位。

公司致力于太赫兹时域光谱系统、太赫兹三维层析成像系统及其核心关键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提供全球领先

的工业检测及系统生物医学解决方案，接收个性化定制。

产品范围: [太赫兹监测与成像、毫米波技术与应用]

主营产品:基于中物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在太赫兹光谱和成像技术积累，完成高精度THz-TDS、快速THz-TDS、太赫兹三维层

析成像3款系统的成果转化，并推出教研THz-TDS、高速THz-TDS及自动随形太赫兹无损检测系统3款新产品。开展多款光

纤延迟线、太赫兹源和探测器、飞秒激光器、集成太赫兹镜头、高精度二维扫描平台、锁相放大器等核心部件的开发工作，

是国内少数具备全链条太赫兹核心部件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厂家之一。

太赫兹

高精度太赫兹时域光谱系统
QT-TS1000

太赫兹时域光谱教研系统

8B91

汇睿光电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http://www.hr-eo.com

汇睿光电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专注于太赫兹光学研究，开发高端精密太赫兹光学器件的行业领军

企业。汇睿光电基于国家政策支持，以高端精密太赫兹光学器件国产化替代为目标，致力于为全球太赫兹设备制造商提供

高精度、高耐用性、高性价比的太赫兹光学器件，为特殊企业提供专业定制化服务。目前汇睿已成为国内发展最快的太赫

兹光学企业，产品应用领域覆盖物质/生物检测、环境检测、医学成像、安全检查、通信及能源等领域。

产品范围: [红外材料与器件,红外设备及应用,太赫兹监测与成像,毫米波技术与应用,紫外技术与应用]

主营产品:工业级、科研级微光相机/微光制冷相机；太赫兹相机；光谱仪；功率计；太赫兹镜头；微光镜头；夜视仪；搜瞄

一体机；离轴抛物面反射镜；高阻硅分束镜等光学元器件。

展位号

8D03、8D04

定制光学元件 太赫兹镜头 瑞士太赫兹

http://www.quendathz.com/
http://www.hr-e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