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光电小二”为您提供
一对一采购对接服务

及参观咨询

知名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光电子创新展：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中科院西安光机
所、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中科院安徽光机所、中国科
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广东省科学院半导体所、季华
实验室、长春理工大学中山研究院、中国船舶 研
究所、长春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工业
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及相
关孵化企业等。
新型显示创新技术展：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

华星、季华实验室、思坦科技、华引芯、科汀光
学、君万微电子、光微显、北京芯能、睿显科技等。

新产品手册 新型显示创新技术展
展会聚焦前沿显示技术，完整展示芯片、材料、模组、设备、面板、终端
应用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趋势及新应用，并同期与 及行家说等
知名机构举办同期学术与产业高峰论坛，汇聚行业顶级大咖，助力消费电
子、汽车电子、医疗、先进制造下游应用企业挖掘新型显示行业新应用及
新需求，进行商贸沟通达成商业合作，获悉前沿应用、洞察新兴趋势。

所有信息最终以展会现场为准

2023年9月6-8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第23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
展位号

微显示孵化成果

https://www.nctid.com

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简称“国创中心”）是我国新型显示领域唯一的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国创中心以广东聚华

新型显示研究院作为依托管理单位，是一家非营利性创新平台机构。国创中心作为新型显示领域专业化的创新平台，集中

了产业链面板龙头企业、领域类高校及科研院所等100余家单位的优势资源，致力于以产业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为核心，开展应用基础研究，推动新型显示行业持续创新，促进新型显示技术成果转化。

产品范围:光学技术及应用,显示应用

主营产品:国创中心凭借强大的显示与光学技术开发能力，提供自主研发、可适用于小型化VR产品的高性价比超薄Pancake

光学系统，该系统具备轻薄、超大FOV、高清晰度、屈光度可调等优势。国创中心还可为客户提供适配主流量产的VR显示

屏与手柄6DoF交互技术及Pancake VR一体机方案。

4D82

新型显示创新技术

微显示孵化成果 微显示孵化成果

季华实验室

http://www.jihualab.com/

季华实验室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启动的首批4家广东省实验室之一。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原副部长曹健

林担任首任理事长和主任。季华实验室先期确定了光学工程、机械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

与工程及生物医学工程等六个学科方向，部署了机器人及其关键技术、半导体技术与装备、高端医疗装备、新型显示装备、

先进遥感装备、增材制造、新材料新器件研究、微纳制造等八个研究方向。季华实验室将形成顶尖人才、领军人才和核心

人才为主导的强大科研队伍，取得一批“顶天立地”的重大科研成果，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机构，力争成为本领域

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主营产品:超高分辨率OLED发光层像素喷墨打印成套验证装备；新一代有机电致发光显示材料；4K超高清Mini LED直显电

视；有机材料大面积微加工设备；Micro-LED晶圆级光致发光巨量检测系统；中医介护用皮肤偏振激光检测；中医孙络宽

场显微健康检测仪；仿生智能中医脉诊仪；元学习视觉自编程分拣抓取系统；智能无人化焊接系统；全铝非球面主反射镜

组件；高性能金属增材制造成形装备；人工智能光谱快检系统。

展位号

4D86

超高分辨率OLED发光层
像素喷墨打印成套验证装备 新一代有机电致发光（OLED）显示材料

中医介护用皮肤偏振激光
检测设备

https://www.nctid.com/
http://www.jihualab.com/


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1500 PPI VR显示器

TCL华星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注于半导体显示领域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作为全球半导体显示龙头之一，TCL华星以深

圳、武汉、惠州、苏州、广州、印度为基地，拥有9条面板生产线、5大模组基地，投资金额超2600亿元。 TCL华星积极布

局下一代Mini LED、Micro LED、柔性OLED、印刷OLED等新型显示技术，产品覆盖大中小尺寸面板及触控模组、电子白

板、拼接墙、车载、电竞等高端显示应用领域，构建了在全球面板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展望未来，TCL华星将持续迎接挑

战，保持效率领先；加快产品和技术开发，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调整产品结构，加强与客户的协同，共创双赢。

产品范围:显示屏,显示应用

主营产品:TV显示面板、商用显示器、电竞显示器、交互白板、数字标牌、拼接屏、LTPS平板面板、笔电面板、LTPS手机

面板、柔性OLED手机面板、车载显示、可穿戴（手表/VR）。

4D82

6.91" 530PPI车载E-mirror Mix Fold

新型显示创新技术

深圳市思坦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Micro-LED AR眼镜

szsitan.com

深圳市思坦科技有限公司是Micro-LED全套解决方案技术提供商。公司成立于2018年，由深圳市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和

南方科技大学公司联合创建，获得科技部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天使轮投资和中国最佳半导体投资机构强力加持。思坦科技秉

承着“用我微芯，点亮世界”的美好愿景，以解决Micro-LED技术与产业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实现Micro-LED量产为目

标，致力于推动和领导Micro-LED新型显示产业发展。

产品范围:显示屏,显示屏面板材料,显示屏面板制造设备,显示应用

主营产品:Micro-LED芯片 Micro-LED显示模组

4D110、4D111

szsitan.com


杭州科汀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koti-hz.com.cn/

科汀光学，创建于1996年初，致⼒于光学薄膜器件和光机系统的⽣产与 研发，是国家⾸批⾼新技术企业。公司以浙江⼤学

光电学院为技术依托，建有浙江省研究院，⾼ 新技术研发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等多个研发中⼼，拥有⼀⽀⾼层

次⾼⽔平的技术研 发团队。公司批量⽣产应⽤于各类投影机，穿戴显⽰，智能⼿机，⻋载摄像以及⾼端精 密仪器⽤的各种

光学薄膜元器件及组件，同时⾃主研发⽣产AR增强现实等光机模组。公司在光 学薄膜元器件的研究开发以及制造⽅⾯⼀直

处于国内领先⽔平，产品绝⼤多数出⼝国外，部分领域产品占据市场⾼份额，2016年荣获“隐形冠军”称号，在国内外享

有盛誉，已成为关键光学薄膜器件及光学系统解决商。

产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光学技术及应用,显示应用

主营产品:各类光学滤光片：分色镜，反射镜，负滤光片，光棒，合色棱镜，IRCUT滤光片，医美滤光片，中性密度滤光片，

带通滤光片等。 光机系统：AR光机 阵列光波导

展位号

4E80

分色镜 红外截止滤光片 分色合色棱镜

老-

绍兴君万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Micro-LED微显示器

http://www.joinwintek.com

上海君万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全资子公司绍兴君万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君万致力于

Micro-LED微显示芯片的产业化落地，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是一家全球领先的Micro-LED微显示器企业。公司拥

有独立自主开发的Micro-LED微显示芯片核心技术与生产工艺，已顺利实现高亮度、高分辨率单色芯片的批量生产。彩色

Micro-LED微显示器已开发成功，将于2022年底正式推向市场。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显示屏

主营产品:君万自主开发的Micro-LED微型显示器，可应用于AR/VR等可穿戴智能设备、微型投影、汽车/飞机抬头显示

（HUD）、3D打印等领域

4D122、4D123
重 要 客

新 -

新型显示创新技术

http://www.koti-hz.com.cn/
http://www.joinwintek.com/


华引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医用级空气循环消毒器

华引芯（武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海外团队创立，专注于高端光源芯片与光器件研发、封测且拥有多项核心专利技术

的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位于中国光谷，拥有独立技术研发中心，自成立以来，公司相继承担湖北省多个重点研发项

目。公司聚集大量高学历科研人才及多年LED龙头厂商工作经验的研发人员组成研发团队。目前，华引芯科技自主研发的

倒装LED、垂直LED、高压LED、Mini/Micro LED芯片及其封装器件、半导体光器件的光电性能均已达到世界一线水平，

广泛应用于车载光源、特种光源和显示背光光源市场，产品已成功打入国内知名品牌前装车厂，并进入多家显示面板龙头

厂商合格供应商列表。

产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信息光电子技术,光电子新材料,光学技术及应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显示屏,显示屏面板材料,显示

屏面板制造设备,显示应用,其它@@@健康光源，车载光源

主营产品:主营业务覆盖全波段光谱，产品广泛应用于①车载光源②背光显示光源③工业医疗光源④健康光源⑤高功率光源

⑥VCSEL/IR传感器件⑦车载激光雷达器件等细分市场，是一家集芯片设计开发、封测、模组集成及终端应用等全产业链一

体化运营的“高端半导体光源IDM厂商”。

4D90
新

全无机UVC灯珠 车载光源

新型显示创新技术

北京芯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bxet-vision.com

北京芯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在北京，通州设有Mini LED直显产品封装工厂，研发团队在韩国，且深圳也有办事处。 北

京芯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探路者控股的芯片设计公司，主营业务为模拟芯片设计及相关IC及模组的销售，主营产品包括

Mini LED 显示驱动IC及模组、压力触控IC等。 北京芯能核心研发团队在模拟驱动类芯片设计开发、 模组封装及测试等方

面积累相应产品、 技术及专利储备。 北京芯能的显示驱动芯片产品采用其独特的主动式（AM）驱动方式，在Mini LED直

显和背光领域具有技术领先性。 北京芯能的Mini LED 主动式驱动芯片已在国内及韩国的显示行业中得到认可，并且与行

业内客户们建立了紧密

产品范围:显示屏,显示屏面板材料,显示屏面板制造设备,显示应用

主营产品:主营产品包括Mini LED 显示驱动IC及模组、压力触控IC等。 北京芯能核心研发团队在模拟驱动类芯片设计开发、

模组封装及测试等方面积累相应产品、 技术及专利储备。北京芯能的显示驱动芯片产品采用其独特的主动式（AM）驱动

方式，在Mini LED直显和背光领域具有技术领先性。 北京芯能的Mini LED 主动式驱动芯片已在国内及韩国的显示行业中

得到认可，并且与行业内客户们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展位号

4D129

Mini LED 背光 Mini LED 直显

http://www.bxet-vision.com/


深圳市光微显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硅基OLED 高性能微型显示器

http://www.guangweixianbandaoti.com

专业从事新型微型显示技术研发、销售，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优质的硅基OLED微型显示器件和基于硅基OLED显示器件

技术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现有0.71英寸产品，分辨率1920×1080，具有功耗低、体积小、分辨率高、对比度高、可靠性

高以及温度工作范围宽等优点，同时可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产品范围:显示屏,显示应用

主营产品:硅基Micro OLED 高性能微型显示器. 光波导显示模组. 光学仪器及方案。

4D101、4D102

硅基OLED高性能微型显示器

新型显示创新技术

广西自贸区睿显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RVXR039/RVXA060

http://www.rayvision-tech.com

广西自贸区睿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8月，是南京睿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在北美/上海/深圳设有产

品设计和研究院，产线坐落于广西钦州中马产业园区，是园区重点引进的高科技企业，专注于从事OLED微型显示芯片的研

发、制造、销售。 公司坚持从客户需求出发，以产品品质为依托，以领先技术为核心，以高效管理为手段，致力为客户提

供品质优秀、性能卓越的产品和定制化的系统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和职业化

的管理团队，由国际顶尖的OLED材料专家领军，负责OLED结构开发，并指导技术升级和产线迭代，可确保项目产品性能

指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产品范围:显示屏

主营产品:0.4～1.0英寸、高分辨率、硅基主动式、全彩色的“OLED微型显示芯片”

4D115、4D116
重 要 客

新 -

http://www.guangweixianbandaoti.com/
http://www.rayvision-tech.com/


深圳赛时达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16英寸直播显示终端

一家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客制化显示产品解决方案和快速服务支持的创新型科技企业。 公司围绕着“显示硬件+软件平台

+应用场景”的市场方向，秉承“创新、融合、价值、服务”的价值观，致力于推动显示新技术服务于全球消费者。

产品范围:显示屏,显示应用

主营产品: 10.1inch——32inch液晶显示模组。

4E91、4E92

新型显示创新技术

深圳臻像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臻像光场全息高清显示设备
65寸/32寸/拼接屏

https://www.imagetru3d.com/

深圳臻像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光场全息显示技术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臻像科技拥有近百项专利技术，自主研发

的多款高性能光场全息显示设备，提供颠覆性的视觉体验，可实现大视角、高清晰度、逼真自然的3D显示效果，无需佩戴

辅助设备，超现实的真实世界即可被还原在人们眼前。目前臻像科技多款产品在军政应急、智慧城市、广告传媒、教学展

示、智慧医疗等多个相关行业领域得到落地应用。公司核心团队均来自清华北大等知名院校，目前总部位于深圳，在北京

，山东均设有研发中心。

产品范围: 光学技术及应用,显示屏,显示屏面板制造设备,显示应用

主营产品: 臻像光场全息高清显示设备 32寸 臻像光场全息高清显示设备 65寸 臻像光场全息高清显示设备 拼接屏 臻像光场

全息高清画报

4D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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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显示创新技术

湖北宇创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展位号

液晶显示屏、触摸屏

WWW.yihuatft.com

亿华显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TFT液晶显示模组(TFT LCD MODULE)设计、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产品广泛应用

于仪器仪表、智能穿戴、手机、电子辞典、智能家居（空调、冰箱、洗衣机等）GPS、工控产品、车载应用产品、医疗设

备等。 公司拥有2个厂区，汇集了一批行业高级管理人才与产品研发、销售、制造精英等组成的核心团队。花园式的工业

园区，现代化的厂房，投入了先进的LCM生产线、B/L组装线、玻璃切割线，拥有先进的全自动COG/FOG邦定机、全自动

背光贴膜机、全自动偏光片贴附机、TAB等液晶显示模块生产设备。配备有实验室，有恒温恒湿机、冷热冲击机、盐雾机

、静电枪、振动机等试验设备。

产品范围: 显示屏

主营产品: 手机、穿戴、POS机、汽车、智能家居、家电、平板电脑、医疗设备仪表仪器等液晶显示屏、触摸屏

4D95、4D96

无锡美科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美科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硅基OLED微型显示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硅基

OLED微型显示器件和基于硅基OLED微型显示器件技术的近眼显示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具有功耗低、体积小、分辨率高、

对比度高、可靠性高等优点，多项指标国内领先。产品主要应用于头戴显示、智能眼镜、VR/AR等领域的近眼显示系统，

面向行业应用与消费类应用。

产品范围:显示屏,显示应用

主营产品:公司提供优质的硅基OLED微型显示器件和基于硅基OLED微型显示器件技术的近眼显示解决方案。其中硅基

OLED微型显示器产品有0.39英寸、0.60英寸等多种规格。

展位号

4D80

0.61英寸微型硅基显示器 D060800PFD100.39英寸微型硅基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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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百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百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百柔科技）成立于2015年10月, 是一家专注于柔性电子材料研发与生产的高科技创新

企业。公司以“构建柔性电子世界”为发展愿景，致力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柔性电子材料、器件与产品之间的无缝链接，

为客户提供成熟可靠的柔性电子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光电子新材料,显示屏面板材料

主营产品:G2.5-G6.0 PI 、PET、PEN等柔性复合基板/背板

展位号

4D80

G2.5-G6.0 PI 、PET、PEN等柔性基板/背板

新型显示创新技术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wazam.com.cn/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华立集团的控股成员企业，2017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股票代码：603186），是

国内最早研发生产覆铜板的企业之一，获得“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公司主要从事覆铜板（包括粘结片）、复合材料

和锂电池软包用铝塑膜等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5G通讯、数据交换、新能源汽车、智慧家电、

医疗设备、轨道交通、绿色物流等领域。截止到2021年底，公司拥有员工约2000人，拥有有效国家专利228项，其中发明

专利82项，实用新型专利138项，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及行业标准20项。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光电子新材料,显示屏,显示应用,其它@@@覆铜板

主营产品:覆铜板（包括粘结片）：普通FR-4、无铅板、无卤板、高速材料、高频材料、导热材料、BT材料 复合材料 锂电

池软包用铝塑膜。

展位号

4D112、4D113

Mini LED 背光用BT 
覆铜板HW20-M2

Mini RGB分离器件用BT 
覆铜板HB20-M1

FCBGA用CBF积层胶膜 HX18



东莞威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http://www.wb-yiqi.cn

威邦仪器是一家专业从事环境及可靠性试验设备研发和生产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冷热冲击试验箱、恒温恒湿试验箱、快速

温变试验箱、推拉力测试机等。公司拥有业内专业从事环境及试验设备技术开发的研发机构和企业中心，具备成熟的环试

研制手段与试验室，聚集了行业内一批专业人才。公司凭借专业的技术优势及多年产品研发的技术和经验，拥有了一支技

术专业的团队。公司已经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公司拥有优良的生产加工设备。

具有设计、制造和安装大型非标复杂试验设备的成熟经验和能力，产品技术和质量处于较好的地位。

产品范围: 其它@@@检测仪器、试验仪器

主营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拉力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推拉力试验机、恒温恒湿试验箱/高低温试验箱、冷热冲击试

验箱、HAST高压加速老化试验箱、PCT高压加速老化试验箱、快速温变试验箱、氙灯老化试验箱、淋雨试验机等及定制各

类非标试验机.

展位号
4D119、4D120

二槽冷热冲击试验箱 可程式高低温湿热试验箱 快速温变试验箱

重要客户
显示

新型显示创新技术

深圳市新凯来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sicarrier.com/

深圳市新凯来技术有限公司隶属于深圳市重大产业投资集团，注册资金5亿，自主研发和生产半导体零部件、电子产品测试

设备。 提供零部件包括：蝶阀、磁悬浮液体泵、真空计、LDLS、SiC部件等，测试设备包括：IGBT/SiC测试机和贴片机、

RF测试机、色度仪等，相关产品应用于国内头部制造企业。

产品范围: 显示屏面板制造设备,其它@@@零部件

主营产品: 半导体零部件、电子制造设备

展位号
4D99、4D100

RATE800 色度仪

重要客户
显示

http://www.wb-yiqi.cn/
http://www.sicarri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