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新产品手册-精密光学展&摄像头技术及应用展

CIOE精密光学展&摄像头技术及应用展是亚太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光学行业
专 业 展览会，展会汇聚光学元件及材料、镜头及模组、镀膜、机器视觉、
AR&VR、光学测量等光学全产业链的优质企业，搭建光学产业生态圈，助
力消费电子、先进制造、安防、医疗等光学下游应用企业挖掘行业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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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门产品

• 摄像模组及镜头

• AR&VR

• 光学元件

• 光学材料

• 摄像头生产设备

代表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联创、舜宇、诚瑞光学、凤凰、宇瞳、众盈、
海创、福特科、世大光电、松林光电、水晶光
电、爱普生、惠牛、耐德佳、灵犀微光、理湃
光晶、奥提赞、富兰光学、美题隆、福晶科技
、HOYA、北方光电、激埃特、鼎新光电、海
泰新光、成都光明、尼康、爱特蒙特、戈碧迦
、蓝特、皓天、大阪燃气、度恩、艾微视、捷
牛科技、王氏港建、灿弘、汇成真空、国泰真
空、新柯隆、阿石创、卡尔蔡司、基恩士、松
下、全欧光学、三丰、布鲁克、海克斯康、发
那科、璞璘等

• 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 镀膜材料

• 光学测量仪器

•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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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摄像模组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sunnyoptical.com

本公司聚焦于光电产业，主要从事光学、光电、仪器三大领域产品的开发、制造和销售，亦是首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的光学企业。 发展策略： 坚定不移实施名配角战略，打造驰誉全球的光电企业；实现从光学产品制造商向智能光学系统

方案解决商转变；从仪器产品制造商向系统方案集成商转变；改变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使人们的工作更加高效、生活

更加美好。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设备,光学镜头,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摄像头生产设备,光学测量仪器,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

化,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公司专业从事光学及光电相关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光学零组件：玻璃/塑料镜片、平面光学产品、手机

镜头、车载镜头、安防监控镜头及其他各种镜头；光电产品：手机摄像模组、3D光电模组、车载模组及其他光电模组；光

学仪器：显微镜及智能检测设备等。目前，公司已形成手机事业、汽车事业、安防事业、显微仪器事业、机器人事业、

AR/VR事业、工业检测事业、医疗检测事业八大业务板块。

展位号

7B61

高像素8M车载前视感知摄像模组

老

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
展位号

可变光圈模组

https://www.sunnyoptical.com/default.html

舜宇光电，是舜宇光学科技旗下的核心子公司，成立于2005年12月，主营产品光学影像系统解决方案，是国家级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拥有小米、Samsung、OPPO、vivo、荣耀、华为、联想、中兴、谷歌、索尼、夏普等国内外知名客户。 舜宇

光电拥有强大的光、机、电、算于一体的产品技术研发、自动化设备研发和柔性生产制造等能力。公司在海内外共设有五

个生产基地、三家子公司，在美国、韩国、印度、日本、台湾等国家或地区设立子公司或海外分支机构，在北京、上海、

深圳、东莞等地设立营销办事处。舜宇光电手机摄像模组市占率处于全球第一的地位。其中全球新型封装模组出货量第一、

多摄模组第一，潜望模组量产市占率第一。

产品范围:[摄像模组]

主营产品:Molding：MOB MOC AOA 长焦：8M 5倍光变潜望、64M 4倍光变潜望、10M 10倍光变潜望 OIS防抖：镜头

防抖、云台防抖、芯片防抖 大广角：8M 120°广角 大像面：64M 1/1.7" 0.8um、108M 1/1.3" 0.8um ToF。

高像素潜望

7B61

混动防抖模组更新产品图文

http://www.sunnyoptical.com/
https://www.sunnyoptical.com/default.html


舜宇车载光学
展位号

车载镜头

http://www.sunnyautomotiveoptech.com/

宁波舜宇车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一直致力于车载光学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主要产品包括车载镜头、激光雷

达、HUD和智能大灯等车载光学产品。 目前是全球最大、品种最全、技术和品质综合实力最强的车载光学器件提供商，车

载镜头市占率已经连续10年全球第一，与众多世界知名Tier1企业深入合作，最终应用的汽车覆盖全球知名品牌。 公司拥

有30Y+光学经验，15Y+车载镜头设计经验，通过IATF16949/IFO9001/OHSAS18001/GP等各类体系认证，依托完善的

质量管控体系，将品质落实到研发、制造、营销的每个环节，以真诚和奉献来服务于客户。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镜头,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 车载镜头、激光雷达、HUD、智能车灯。

摄像模组

激光雷达模组

舜宇智领技术

http://www.sunnysmartlead.com

浙江舜宇智领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舜宇集团子公司，专业从事车载摄像模组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
公司依托舜宇深厚的光学背景和丰富的模组开发经验及大规模制造能力，致力于成为全球核心的车载摄像模组供应商。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摄像模组]

主营产品: 环境感知、舱内监测、显像感知、外摄显像模组，后装主动安全整机系统

7B61

展位号

7B61

外摄显像模组

老

舱内监测摄像模组

老

智能大灯PGU

环境感知模组

http://www.sunnyautomotiveoptech.com/
http://www.sunnysmartlead.com/


摄像模组

重庆中舜微电子有限公司

www.ahdsensor.com

中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公司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专注于光学摄像头领域，为客户提供高品
质的摄像头解决方案，可量身定制产品。公司汇聚了业内顶尖的技术人员，在台湾、厦门设有办事处，在深圳、重庆设有
摄像头COB工厂，拥有专业技术支持团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镜头,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摄像头生产设备,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公司专注于各类摄像头及各类传感器封装，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人脸识别、移动支

付、运动相机、行车记录仪、无人机、医疗设备、广告机、可视门铃、ATM机、智能家居、物联网等

展位号

7D98

生物识别摄像头 USB摄像头 笔记本摄像头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车载镜头及模组

http://www.lcetron.com

联创电子成立于2006年，2015年深交所上市。光学产业创立于2009年9月，专业从事各类光学镜头及影像模组的研发、制

造。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和积淀，拥有国际一流的光学镜头研发能力、精密模具加工能力（玻璃非球面模具、塑胶镜片模具

和塑胶结构件模具）、模造玻璃镜片压型能力、镜头组装设备和模组AA调焦设备开发能力，在美国、韩国、德国设立了研

发营运中心，创新力、盈利能力和影响力在行业内不断提升。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镜头,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手机镜头及模组、广角相机镜头及模组(运动相机、警用执法、安防监控、全景相机等)、车载镜头(环视、后视、

前视、驾驶员监控等)、ARVR产品组件，小玻璃盖板，超声波/毫米波雷达、汽车触控显示屏等。

手机配套产品 广角相机镜头及模组

7B51

http://www.ahdsensor.com/
http://www.lcetron.com/


佛山市盈德顺商贸有限公司
展位号

KLT-3AMF-SC501AI V1.0

http://www.ydscam.com

佛山市盈德顺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CMOS摄像头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标准化工业厂房、

净化生产线，并从国外引进先进生产、检测设备、具备产品研发、设计能力。公司目前主要产品有各类摄像头模组，广泛

应用于移动电话、电脑设备、车载影像、安防监控、智能家居等领域。我们拥有顶尖的业务骨干和专业的海外销售团队，

能给您带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是您最好的摄像头合作伙伴！

产品范围:摄像模组

主营产品:我司主要产品包括各类常规摄像头模组以及微型防抖摄像头模组，防抖摄像头模组是我司独立自主研发的全球最

小机械防抖云台，有超过十项的专利，防抖摄像头模组广泛应用于各公检法移动式安防监控设备、智能机器人、AI移动人

脸识别等领域。

摄像模组

KLT-USB6A-OV5640-FF V1.0 KLT-USB1A-IRSW-OV2710 V4.0

高瞻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vit.com.hk/

高瞻是一间初创公司，是香港科学园的科技创业培育计划成員，拥有在机械、电子及光学等领域的专家团队，专注研发及

提供一站式创新防抖微云台技术，能有效减低因抖动造成相片模糊的痛点。我们的微云台是全球最小的云台，有超过50多

项国际专利保护，可以内置在手机或各种移动装置中使用，并以机械防抖方式达致极佳的防抖效果，防抖角度比最新

iPhone优胜高达4倍。现时高瞻已成功获得国内手机马达厂和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的支持，于2020年成功完成首轮融资，

成为Particle X的投资公司之一。我们亦于2021年加入香港科学园加速计划，并于半年内获得6个本地和国际奖项，当中包

括日内瓦发明2022银奖。

产品范围: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VIT的核心MGS技術通過同時轉動影像傳感器及鏡頭，達致優秀的防抖表現，比傳統的電子及光學防抖技術優勝。

在抖動及低光情況下，採用MGS的相機依然能拍出清晰的影像。專利設計的MGS採用一體式設計，體積遠比傳統防抖雲台

小。MGS相機模組已經在量產階段，應用廣泛，包括運動相機、機械人、智能手機及穿戴式相機。

7D16

展位号

5A05

微云台防抖

http://www.ydscam.com/
https://www.vit.com.hk/


诚瑞光学
展位号

AR光机和光波导一体化解决方案

http://www.aacoptics.com

诚瑞光学成立于2008 年，是全球领先的光学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覆盖光学镜头、传动、模组等光学元器件的研

发、制造与销售，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车载、智能穿戴、AR/VR、工业、医疗等领域。目前，诚瑞光学与主流手

机品牌均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是全球光学镜头前三大供应商之一。 公司以多品类、高品质的塑料镜头为基础，以

WLG玻璃镜片和WLG玻塑混合镜头为差异化突破口，结合自研图像调整算法、生产校准算法、图像软件处理、专业影像评

估系统等软件算法，构建了“软件+硬件”全面的光学综合解决方案能力，从而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客户服务和用户体验。

产品范围:光学镜头,摄像模组,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塑料镜头：产品像素覆盖200万至2亿、镜片数覆盖3P至8P。 WLG玻璃镜片及玻塑混合镜头：镜片数覆盖1G5P、

1G6P、1G7P、2G6P等。 摄像头模组：按手机应用功能分为主摄、广角、微距、景深等摄像头模组及玻塑混合摄像头模

组、光学防抖模组、高性价比潜望模组。 光学传动：AF VCM、OIS VCM、潜望式马达、升降式马达。

VR Pancake光学解决方案 VR感知镜头

5B51

中山市众盈光学有限公司

www.zenithpe.com

中山市众盈光学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1月，为国内最早一批引进非球面超精密加工设备的企业之一，在光学模具制造及
镜片注塑加工领域具备行业领先水平。公司可提供从光学设计、光学模具制造、注塑成型、镀膜到镜头组装的全套服务。
主要产品涵括高像素手机镜头、微型投影机、医用内窥镜镜头、指纹扫描类镜头、车载、车载前装HUD方案、红外识别/监
控类镜头等。使用进口的超精密加工机床、注塑机、真空镀膜设备、全自动生产线以及检测设备，产品精度在国内同行业
中处于领先地位。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镜头,镜头配套产品,AR/VR]

主营产品: ●光学镜头设计开发与制造---含手机镜头，车载广角镜头，扫描/红外识别镜头，医疗内窥镜等； ●光学塑胶镜

片制造及镀膜加工---含非球面镜片，菲涅尔镜片，自由曲面镜片，特殊镜片等； ●光学模具制造

展位号

7D51

车载镜头 各类光学镜头

光学镜头

镜片图文

http://www.aacoptics.com/
http://www.zenithpe.com/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展位号

手机镜头

http://www.sunnyoptical.com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是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 HK2382）的核心子公司是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中国大陆地区最大的手机镜头生产厂家。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镜头

主营产品:公司长期聚焦于光学产品领域，30多年来一直以光学零部件为核心，主要生产成像类镜头，还成功量产感知类镜

头、显示类和微纳光学器件产品。

光学镜头

菲涅尔镜片

舜宇中山光学

http://www.sunnyoptical.com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隶属于舜宇光学科技集团（股票代码：HK02382),是一家专注于光学镜头研发、生产及销售

一体化的高科技公司。 公司在光学设计，非球面及多层镀膜技术上的研究和应用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品。公司核心产品包括

定焦镜头，变焦镜头，投影光机等。能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光学成像系统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光学镜头]

主营产品:定焦镜头（包括广角鱼眼镜头） 变焦镜头（包括手动变焦、自动变焦，一体机） 投影光机

7B61

展位号

7B61

安防监控镜头

老

视频会议镜头

老

感知类镜头图文

http://www.sunnyoptical.com/
http://www.sunnyoptical.com/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凤凰光学模组系列产品

www.phenixoptics.com.cn

凤凰光学前⾝江西光学仪器总⼚,于1965年在江西上饶成⽴;1996年正式更名为凤凰光学,是⼀家超过半个世纪历史的世界知

名光学企 业。1997年，凤凰光学登陆上海证交所（上证代码： 600071），成为中国光学⾏业第⼀家上市公司。公司注册

资⾦2.37亿元，总部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占地⾯积约500亩，⽬前员⼯⼈数3100余⼈。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镜头,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光学测量仪器,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

化,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智能控制器]

主营产品:公司涵盖部品加工、光学镜头、光电模组、智能控制、科学仪器、电池六⼤业务板块的有机整合，为客⼾提供全

⽅位的产品和服务

光学镜头

车载镜头

7B56
老

机器视觉镜头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安防镜头

http://www.ytot.com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专业的光学解决方案提供商，专注于光学镜头的研发、生产、营销和售后服务，

为全球客户提供镜头产品和光学技术支持。产品主要应用在安全防范、消费电子、车载、机器视觉等领域。 公司总建筑面

积约43.9万平方米（部分在建），在职人员约2400人。总部设立在东莞长安，已成立3家全资子公司，并在江西上饶建立

宇瞳光学产业园。2019年9月，宇瞳光学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300790。 宇瞳光学始终秉持“和谐

共赢”的经营理念，以“为社会的安全与进步提供视觉支点”为使命，不断创新，追求卓越，愿“为推动行业发展，做行

业领跑者”而不懈努力。
产品范围:光学镜头
主营产品:安防镜头、消费类镜头、车载镜头、工业镜头

消费类镜头 车载镜头

7C52
更新公司简介

http://www.phenixoptics.com.cn/
http://www.ytot.com/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车载光学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成立，是一家专业从事精密光学元组件、精密光学镜头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

企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光学解决方案。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精密光学平面元件、精密光学透镜、精密光学组件等精

密光学元组件。产品服务于全球众多的先进装备制造、视频监控、汽车、医疗、科研院所等行业客户，并远销北美、欧洲、

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镜头,摄像模组,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AR/VR

主营产品: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精密光学平面元件、精密光学透镜、精密光学组件等精密光学元组件，高清视频监控镜头、 智

能交通ITS镜头、机器视觉镜头、车载镜头、智能识别镜头、红外镜头、紫外镜头、星光级超高清高速摄像镜头、防/耐辐

射特种镜头等精密光学镜头，广泛 应用于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半导体检测、光电仪器、智能制造、机器视觉、生物医疗、

汽车安全与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汽车激光雷达以及工业激光、5G 光通信、航空

光学镜头

非球面透镜 微光夜视仪

7A58

东莞市宇瞳玖洲光学有限公司

http://www.jz-optical.com

东莞市玖洲光学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始于2006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种光学镜头和光学元器件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

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多个产品专利，公司以“树立精神、创造财富、影响自己、成就他人”为使命，走高精度、

高标准、高速度的发展之路，并在公司全面推行ISO 9001&ISO/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建立了完善的生产管理，

质量控制及售后服务体系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镜头,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主要产品有广角镜头、高清镜头，标准定焦镜头、日夜共焦镜头，长焦镜头等。用于汽车影像类：RVC、

AVM/AVP、DVR、DRM、ADAS、DMS、OMS，CMS、SVC等摄像头、智能家居类：安防监控、APP Wifi camera、IP

camera、智能电子猫眼、可视门铃、扫地机器人、冰箱、空调等，消费电子产品类；工业识别类；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提

供匹配的光学镜头和光学元器件等各种研发和应用。

展位号

7B71

高清全景 JZ-9171AS 车载后装系列HK-6026 车载前装 OMS DMS HK-8254

更新产品图文

http://www.jz-optical.com/


光学镜头

福建海创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3A63

http://www.hi-tronics.com/

福建海创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福建海创）由业界三家拥有超过35年领先经验的光学企业合并而成。成立后公司规

模迅速扩大，并跻身为世界一流的精密光学制造商。福建海创致力为LiDAR、生物医学、电信、激光和仪器仪表等行业客

户提供各类光学元器件和解决方案。总部位于中国福州，在美国和欧洲设有办事处，由全球超过1500名员工组成，竭诚为

客户提供从光学设计到样品，再到批量生产的一站式服务。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 :主要产品有各种柱面镜、非球面镜、透镜、棱镜、窗片、反射镜、波片、PBS、滤光片以及激光器，隔离器，环

形器，准直器等光学光电产品。应用于光通讯、光纤激光、医疗，航空航天，汽车雷达和机器视觉等，

医疗&激光雷达滤光片镜头模组

莱特巴斯光学仪器（镇江）有限公司
展位号

热成像镜头

http://www.lightpath.com.cn

LightPath Technologies, Inc.(纳斯达克股票代码:LPTH)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垂直集成光学、光电子和红外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服务于工业、商业、国防、电信和医疗行业。莱特巴斯设计和制造专有的模压玻璃非球面和自由曲面光学组件，包括模压

玻 璃 非 球 面 透 镜 和 镜 头 、 自 由 曲 面 透 镜 和 镜 头 、 红 外 透 镜 和 热 成 像 镜 头 、 光 纤 熔 接 准 直 器 和 专 有 的 Black

DiamondTM(“BD6”)硫系玻璃透镜。公司已通过ITAR注册和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在过去的35年里，莱特巴斯一直

在为全球客户生产高质量的光学器件和组件。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

主营产品:模压玻璃非球面和自由曲面 热成像镜头 硫系玻璃生产 可见光和红外材料 AR/DLC膜层

光纤连接准直器 红外非球面透镜

7A57

1550nm脉冲光源&
1.5um 被动调Q激光模组

http://www.hi-tronics.com/
http://www.lightpath.com.cn/


光学镜头

上海嘉光一欧士多光学有限公司

上海嘉光光学成立于1989年，目前拥有员工300余人，注册资产1200万人名币。 公司根据客户图纸定制各种规格的高精

度光学元件及镜头组装，目前产品以广泛应用于军事，科学，医疗，光通信级消费品领域。公司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

认证。 凭借良好信誉和对质量更高的追求，嘉光集团愿意以最大的努力回报给广大新老客户，致力于成为‘世界光学元件

库房’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镜头,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

主营产品:棱镜类产品：三角棱镜，角锥棱镜，异形棱镜等； 各类透镜产品； 球透镜产品：可加工直径φ0.8mm~φ13mm；

柱面镜；光学镜头；大尺寸平面加工；光学镀膜。

展位号

3C63

球透镜 棱镜镜头装配

南京鼎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TOF镜头

www.njmacrooptical.com

上海鼎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集光学镜头设计、生产、销售、高精度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咨询与服

务、产品检测为一体的公司，专为客户提供定制服务，并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光学产品包括监控镜头、扫描镜头、医疗镜

头、触摸镜头、TOF镜头、AR/VR镜头等光学成像系统。光学元件以塑胶非球面镜片、玻璃镜片为主；经过多年的提升，

公司于2020年7月成立了南京鼎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承接上海鼎州公司的所有业务，并同时增加了塑胶非球面模具、玻

璃非球面模具等加工技术，水平处于国内行业同等水平。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镜头,镜头配套产品,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镜片：医疗镜头；监控镜头；TOF镜头；扫描镜头；精密光学-非球面&自由曲面；模压镜片

监控镜头 内窥镜

7C85

http://www.njmacrooptical.com/


世大光电（东莞）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学定焦镜头

http://star-optical.net/

世大光电（深圳）有限公司创立于2004年，是壹家专注于各种光学镜头和光学元器件，集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为壹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性能卓越的镜头。产品分别有广角镜头、百万高清镜头，小畸变镜头、长焦镜头、光学镜

片以及客户定制镜头。产品广泛应用于网络监控摄像机、可视门铃、人脸识别、执法记录仪、打猎相机、DV相机、高拍仪、

机器人等特殊定制行业。

产品范围:光学镜头,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光學定焦鏡頭、廣角鏡頭、百萬高清鏡頭、小畸變鏡頭、長焦鏡頭、光學鏡片以及客戶定制鏡頭

光学镜头

光学定焦镜头 光学定焦镜头

长春博信光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bxoptic.com

博信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专为机械视觉，现代工业，科研教育，激光应用，医疗仪器和自动化设备提供光学产品和技术

服务的生产型公司，也是从事产品外包及订约制造高精度光学元件公司的战略伙伴。产品销往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行业内

拥有良好。拥有Satisloh、Optotech、Trioptics等先进的加工设备和检测仪器500多台套。提供从研发设计，样品试制，

到批量生产的完整服务。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镜头

主营产品:光学元件：柱面镜，非球面镜，复曲面镜，平面镜，球面镜，大尺寸元件，棱镜等异形元件 光学镀膜：增透膜，

反射膜，滤光膜，金属膜，偏振膜，非偏振膜，激光晶体膜等 光学镜头：长焦镜头，大靶面镜头，红外镜头，工业镜头等

以上产品均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生产。

7A63

展位号

7B75

光学元件 特殊镜头

http://star-optical.net/
http://www.bxoptic.com/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识别类镜头

www.evetar.com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是国家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厦门市企业技术中心，是一家行业领先的光

学镜头研发和制造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光学解决方案。公司拥有国际先进的综合研发中心和各类专业设备齐全的

综合实验室，高度自动化信息化的生产车间，公司严格按照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和IATF16949体系进行

管理。

产品范围: [光学镜头,镜头配套产品]

主营产品:专注于光学镜头的设计和制造，并提供镜头定制服务。 产品应用领域涵盖安防、红外热成像、机器视觉、生物识

别、3D（双目视觉、结构光、TOF）、道路监控、车载、医疗、动漫影像、视讯会议、智能家居、无人机以及运动相机等。

光学镜头

红外镜头 机器视觉镜头

7B15

北京点阵虹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blroe.com

北京点阵虹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总部位于北京通州，研发生产基地位于天津清华高端装备研究院。 公司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光学解决方案，成为客户创意的推动者与实现者。 团队核心由光学和机械专业博士、硕士组成，专长于光

学系统设计、杂散光分析、光机结构设计与仿真分析和光学系统装调。 公司具有强大的光学镜头及系统设计、研发、批产

能力，可为不同领域客户提供从技术咨询到光学产品批量生产等完备的光学服务。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光学镜头]

主营产品:LDI激光直写镜头、光学镜头定制研发、空间激光通信产品

展位号

3B68

高精度光学系统研发 双远心投影镜头 紫外成像镜头

http://www.evetar.com/
http://www.blroe.com/


深圳市特莱斯光学有限公司
展位号

车载镜头 TRC-2308D6-01

http://www.traceoptical.com

特莱斯光学成立于2010年，研发中心和制造基地分别坐落在广东深圳及江西龙南，制造基地面积约17000平方米。我们 拥

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光学技术专家和资深工程师，以光学设计为基础，十年来始终专注于广角光学的领域，拥有各类光学专

利150多项。

产品范围:光学镜头,摄像模组,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产品主要专注于车载影像、行车记录仪、人工智能、IPC监控、VR/AR、航拍以及运动相机等领域。

光学镜头

车载镜头 TRC-F40205B6-01 车载镜头 TRC-F20218A46

7A88

华天慧创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http://www.hc-tech.com

华天慧创科技（西安）有限公司是天水华天电子集团新设立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公司以“晶圆级高精度

微纳米精密制造技术服务产业化”为核心，广泛提供的解决方案贯穿人类智慧科技新生活的各个领域，覆盖医疗成像、汽

车照明、生物识别、移动通讯以及AR/VR等多个市场。慧创集产品设计，工艺开发，模组生产为一体，整合光学与半导体

产业链，打造超一流的企业规模和创新能力，逐渐成为晶圆级高精度微纳米精密制造技术的“引领者”。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镜头,AR/VR

主营产品:Micro lens、、屏下超薄指纹识别模组、MLA投影灯、一次性医疗内窥镜镜头，AR光波导，diffuser、DOE、IR

滤光片、激光雷达

展位号

7C23

1*1mm内窥镜镜头 阵列式微透镜 光通信TO耦合镜头

http://www.traceoptical.com/
http://www.hc-tech.com/


松林光电科技（湖北）有限公司
展位号

镜头

http://www.matsubayashi-op.com

松林光电成立于2008年1月，是提供镜头、棱镜、透镜、平面镜及其它光学组件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投影仪、

激光电视、显微镜、移动及可穿戴产品、车载HUD等多个领域。拥有5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厂房、高精度的设备、领先的制

造技术和测量技术、品质管理系统，形成高水平的精密光学产品生产线，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松林光电

科技（湖北）有限公司与以质量放心、交期准确和价格优惠为服务方针，持续满足客户的需求。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镜头

主营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镜头、棱镜、透镜、平面镜等光学组件。 镜头：超短焦投影镜头及定焦投影、变焦投影、显微

镜、3D打印、机器视觉、测温装置、热成像系统镜头。

光学镜头

棱镜

7A81

厦门爱劳德光电有限公司

http://www.alaudoptical.com

厦门爱劳德光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公司品牌ALAUD。爱劳德是一家集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生产制造

型企业，致力于为全球成像领域客户提供专业、创新和精湛的镜头产品和解决方案。公司自主研发的镜头至今已获得多项

实用新型专利和多项国内发明。公司可为客户定制各种光学成像镜头和光学元器件。目前公司主要常规产品有TOF 镜头、

鱼眼镜头、百万像素镜头、板机镜头、低畸变镜头、针孔镜头和窗口保护片。应用于智能家居、门禁识别、深度摄像机等。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镜头,镜头配套产品

主营产品:目前公司主要常规产品有TOF 镜头、鱼眼镜头、百万像素镜头、板机镜头、低畸变镜头、针孔镜头、窗口保护片

和热成像红外镜头。应用于智能家居、门禁识别、深度摄像机、机器视觉、安防和网络摄像机、运动DV、行车记录仪、高

拍仪、医疗、军事、环境监测、航空和 其他高科技工业生产领域。

展位号

7A62

ABIR07712 ABFE020820 AB02616MG

http://www.matsubayashi-op.com/
http://www.alaudoptical.com/


深圳市方图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fatotek.com

方图科技（深圳市方图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 专注教育多媒体、工业相机、高清摄像头、视频图像功能板卡

等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方图科技拥有完善的研发团队及先进的设备、设施，对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有很深的研究，善于根据

市场需求，快速开发新品。 方图科技注重技术积累，坚持自主研发，产品的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化，是业界为数不多拥有自

主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厂家之一，这也是方图科技的核心竞争力。在技术创新及客户定制方面。

产品范围:光学镜头,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工业检测相机，4K测量相机，HDMI/VGA 多接口相机。

展位号

5E11

工业检测相机4K 4K工业相机

广东北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广东北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总部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经过多年发展积累，公司现具备了研发、

制造、销售的整体配套能力，主营光学检测仪器、光学镜头、光学镜片、自动化设备及技术服务。总部作为研发、企划、

营销、资本运营中心发挥关键作用，全资子公司佛山市联仪光学有限公司及镜头工厂是公司主要的制造基地，制造能力稳

健提升，控投子公司成都清仪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技术服务，以优质服务水平服务于国内外相关企业，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随著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和规范化程度的提高，公司吸引了许多投资机构、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加盟，发

展是我们当前直面的主题。 创新的脚步也从未停止。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光学镜头,镜头配套产品,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

主营产品:工业镜头，微单镜头，检测仪器，投影镜头。

5D42

工业镜头

光学镜头

http://www.fatotek.com/


AR/VR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crystal-optech.com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2002年8月2日，2008年9月19日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2273）。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8.09亿元，同比增长18.18%；实现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2亿元。水晶光电践行“成

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光电企业”企业愿景，沿着同心多元化发展战略布局，经过20年的发展，成为涉及五大产业

板块的研发与制造企业，产品包括光学元器件、半导体光学、薄膜光学面板、新型显示、反光材料等。公司下设十余家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并参股日本光驰株式会社、浙大创投、宁波基石投资、武汉物易云通、京浜光学、朝歌数码等多家企业。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材料,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公司主导产品光学低通滤波器（OLPF）、红外截止滤光片及组立件（IRCF）和窄带滤光片（NBPF），同时将继

续在薄膜光学元器件、薄膜光学面板、AR新型显示、汽车电子、半导体光学等领域继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以智能手机、

智能安防、智能家居、智能汽车等为场景，提供世界一流水平光学解决方案。

展位号

5A59

BirdBath光学模组 AR衍射波导 车载激光雷达保护玻璃

老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

VM-40 AR光学模组

www.epson.com.cn

爱普生是全球技术领先企业，总部位于日本，目前全球年销售额超过1万亿日元。 爱普生通过原创的“省、小、精技术”
和“数字技术”，致力于共同创建一个将人、物与信息互联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爱普生在AR
领域，专注光学系统自主研发11年，开发光学核心技术，并实现光学引擎全自产。为用户提供优秀的无边渲染技术，紧凑
型光学平台，完整的开发者套件，最大程度助力产品开发。
产品范围:其他项

主营产品:AR智能眼镜、AR光学模组、投影机、打印机、扫描仪、电子元器件业务、工业机器人业务

VM-40 AR光学模组

5A11

http://www.crystal-optech.com/
http://www.epson.com.cn/


深圳惠牛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AR Birdbath光学模组

www.huynew.com

深圳惠牛有限公司由三名光学博士创立于2017年，专注ARVR光学模组的研发和量产，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近百名研

发和量产员工，核心团队毕业于清华、中科大等知名院校并具备多年就职于华为、京东方、舜宇、欧菲光等大厂的相关经

验。惠牛具备设计研发以及量产与测试的一站式光学模组供应能力，拥有完整的注塑、镀膜、自动组装、快速测试等生产

制程。惠牛旗下的AR Birdbath光学模组，VR Pancake光学模组获得了业内品牌整机客户的广泛认可与批量采购，包括产

品已上市的业内独角兽、已众筹待上市的客户以及其他大品牌，有望今年达成十万级出货。

产品范围:AR/VR

主营产品:惠牛科技主营业务聚焦在近眼显示光学领域，产品包括：基于Birdbath的AR光学模组，基于超短焦Pancake的

VR光学模组，基于树脂材料的衍射光波导（预研）。旗下产品获得了业内品牌整机客户的广泛认可与批量采购，包括产品

已上市的业内独角兽、已众筹待上市的客户以及其他大品牌，有望今年达成十万级出货。

5B02

AR/VR

北京灵犀微光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lx-ar.com

灵犀微光致力于为消费级AR提供核心显示技术。 灵犀微光已经在光波导领域突破了多项生产工艺难题，在全球范围内率先

实现低成本量产光波导镜片，正着力布局集核心显示技术、硬件产品定制开发、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等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能

力，促进AR眼镜向消费市场更快普及。产品已投入教育、医疗、安防、工业维检、消防、特种行业等专业领域使用。

产品范围: [AR/VR]

主营产品:AW60 Pro FOV 36｜Thin｜Compact structure｜Excellent image quality AW7AW60 Pro FOV 36°｜轻薄｜

结构紧凑｜像质优秀 AW70Pro FOV 30°｜重10.9g｜体积小，结构节凑｜高对比度，画质更真实 AW81 FOV 40°｜

20mm大出瞳｜FULL HD｜真正透明｜上投式 2D-1 FOV42°｜25mm大出瞳｜重8g

展位号

5B21

光波导显示模组AW70Pro 光波导显示模组AW81

http://www.huynew.com/
http://www.lx-ar.com/


上海首镜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头盔式AR

上海首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专注于增强现实（AR）产品和服务的高科技公司。公司提供的光学模组、硬

件产品、应用引擎可广泛应用于军工、安防、工业等领域。公司拥有资深的光学、硬件、软件工程师及市场调研人员，提

供专业的AR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AR/VR

主营产品:产品1 名称：头盔式AR 型号：MC1 介绍：利用增强现实AR技术，通过各种传感设备，实时获得视、听、力、触

和动等感觉的立体环境 产品2 名称：头戴式AR 型号：MX1 优点：双目光波导，可3D显示，佩戴舒适，适配带眼睛使用者，

显示模块可旋转，磁吸式墨镜片 产品3 名称：AR眼镜 型号：MG1 介绍：AR智能眼镜基于增强现实技术，集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于一体的穿戴式智能设备。

头戴式AR AR眼镜

5B37

AR/VR

上海理湃光晶技术有限公司

http:// www.raypai.cn

理湃光晶成立于2012年，是业内领先的增强现实（AR）近眼显示模组供应商，同时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

术型企业。 理湃光晶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光波导显示技术，是目前国内少有的拥有几何光波导模组知识产权布局的公司，

核心团队拥有光学领域及AR领域多年的行业积累。 公司自主研发的光学模组重量轻、体积小、显示效果卓越，被广泛应用

于警用、安防、工业、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产品范围: AR/VR,光学方案订制

主营产品:AR近眼显示模组

展位号

5B11

光波导近眼显示模组

http://www.aview.com.cn/
http://www.raypai/
http://www.raypai.cncom/


北京耐德佳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AR049038B

http://www.nedplusar.com

北京耐德佳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由美国 亚利桑那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

科院 博士团队及资深光学工艺师团队创立的高新技术公司。 公司研发团队拥有十余年AR/VR设备设计研发及生产基础，

申请有百余项专利，含多项美国专利，参与两项头戴显示国家标 准的制定，掌握核心关键技术，产品性能指标已达到或超

过美国、日本等高科技公司相关产品，跻身国际一流增强现实光学模组供应商领域，已与多家世界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公司成立六年，累计获得联想创投、泰豪集团、爱建资本（均瑶集团）、歌尔股份、中关村协同创新基金系、真成投资、

文华海汇投资等超亿元投资。荣获30余项奖励。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AR/VR,视光学产品

主营产品: 自由曲面AR光学模组、自由曲面BB光学模组、超短焦（Pancake）VR光学模组、视光学产品。

5A31

AR/VR

广州市多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矩阵式LED模组聚光镜头-MATBEAM1000

www.led3d.com

多普光电(TOPLITE)成立于2003年，办公位于广州番禺创新科技园，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光学设计和创新，为全球范围客户

提供专业可靠的光学解决方案和高品质的光学产品。多普光电拥有一流的光学设计能力、高效的研发测试团队以及供应链

管理团队。经过多年的积累和不间断的创新，在高清成像与投影、VR短焦光学模组、AR高清光学显示模组、窄角度准直与

远程投光、高均匀性混色、超薄短焦聚光透镜、高密度聚光光学模组及大功率激光矩阵等领域研发出一系列高品质的光学

器件和系统。多普光电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为VR/AR、舞台照明、影视拍摄、文旅景观、室内外特种照明、医疗照明、工

业固化及光刻等领域快速提供光学设计方案和产品。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镜头,AR/VR

主营产品:全反射型菲涅尔透镜、VR短焦光学镜头、高密度聚光矩阵光学模组、无畸变高清成像投影镜头等。

5A34

耐德佳Pancanke VR光学解决方案 AR023024-S

更新产品图文

http://www.led3d.co/
http://www.led3d.comastarphotonics.com/


AR/VR

福州欧冶光电有限公司

www.oyeahoptronics.com

福州欧冶光电有限公司（www.oyeahoptronics.com）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致力于高功率激光、光通讯、生物医疗、无
人驾驶、AR显示等应用核心光学元器件的辅助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OY凝聚了一批在光学冷加工、光学镀
膜与光学设计方向经验丰富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在具备平面光学元件与光学镀膜设计、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整合供应链资
源，我们可以优质的为客户订制各类光学应用需求。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高功率激光棒、（消）偏振分光棱镜 、波片、旋光片、滤光片、反射镜、导光柱、微棱镜、基于低温键合技术的

各类光学组件。

展位号

5C83

AR显示眼镜片 滤光片 (消)偏振分光棱镜

老

奥提赞光晶（山东）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www.epson.com.cn

奥提赞光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泰山产业领军人员创办的一家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光电技术
企业。公司致力于增强现实（AR）光学显示技术与体全息光波导的研发与制造，是目前唯一的能够提供从光敏聚合物开发、
光波导仿真设计、制作工艺开发、光波导制造设备开发、光波导制造掌握全流程知识产权整体解决方案公司。
产品范围: [AR/VR]

主营产品: 体全息光波导

5A23

体全息彩色二维光波导 体全息彩色一维光波导 AR-HUD 大尺寸光波导

http://www.oyeahoptronics.com/
http://www.epson.com.cn/


舜宇信阳光学有限公司
展位号

IR滤光片

信阳舜宇光学有限公司是舜宇集团在河南省信阳市投资兴建的子公司，成立于2011年，现拥有员工近4000人，分为信阳和

余姚两个厂区。主要生产各类球面光学镜片、棱镜、平板、滤光片，应用于数码相机、单反相机、摄像机、投影机、手机

镜头、DVD、监控镜头、车载镜头、无人机系列等。主要客户有索尼、三星、松下、尼康、美能达、理光、奥林巴斯、

KEYENCE、乐视、华为、小米、中兴、VIVO、魅族等。目前已成为全球的光学冷加工加工基地。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

主营产品:各类球面光学镜片、棱镜、平板、滤光片等光学零部件。

光学元件

棱镜

7B61
老

宁波舜宇奥来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定位于“AR眼镜半导体光学综合方案解决商”，主要从事微纳米结构加工,研发制造AR波导片、微透镜阵列、DOE等

产品。能够提供一整套自有的完整技术方案，以纳米压印为核心的前道工艺，以及切割、叠合、检测等后道工艺。产品广

泛应用于AR眼镜、无人机、智能手机等领域。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AR/VR]

主营产品:AR光波导片、Diffuser扩散光学元件与DOE衍射光学元件

展位号

7B61

AR波导显示总承 扩散光学元件 微透镜阵列

老

更新产品



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

AR应用光学玻璃

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重点保军企业，以西安总部为中心，整合了西安应用光学研究所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平原光电有限公司、江苏北方湖光光电有限公司、山东北方光学电子有限公司、浙江华东

光电仪器有限公司等单位，资产规模160余亿元，员工总数约7千人。 光电集团以西安为中心，形成跨越陕西、河南、湖北

、上海、浙江、江苏、山东七省组成的跨区域集团化运营体系。拥有国防科技工业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防工委光学计量

一级站、国防西北区区域计量站、兵器工业第一与第二两个环境模拟与可靠性试验中心；建有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精密机

械加工中心、光学零件加工与镀膜中心和综合光电系统产品装配线。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镜头,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 光电集团持续推动军民融合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以光学玻璃及先进光学元器件、太赫兹系列产品、精密铸造

等为代表的民用产业布局。

光学元件

硫系镜头

3B51
老

微小型智能光电载荷系列产品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显微物镜

http://www.mloptic.com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专注于精密光学器件，光学镜头和光学系统的研发、设计、制造及销售，

服务于全球半导体（包括光刻机及半导体检测装备）、生命科学（包括基因测序及口腔扫描等）、航空航天、无人驾驶、

生物识别、AR/VR检测等应用领域。拥有全面的“光、机、电、算”一体化系统研发及设计能力，光学薄膜技术，主动装

调技术、定制化检测设备及其配套系统的开发技术等，致力于成为精密光学科技创新应用企业。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镜头,光学测量仪器,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AR/VR

主营产品:精密光学器件、光学镜头和光学系统等。

半导体DUV光学透镜

7A67

干涉仪

http://www.mloptic.com/


南阳利达光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

精密光学零部件

http://www.lida-oe.com.cn

公司成立于1968年，距今已有52年光学元器件加工历史。公司注册资本1.99亿元人民币，人员3300余人。生产产品广泛

应用于DLP、3LCD、LCOS投影系统、AR/VR微显示系统、手机潜望式镜头、环智能车载系统、安防监控系统、智能手机、

数码相机系统、激光雷达系统、生物识别系统、测量仪器、医疗仪器、3D打印和3D影院系统和航空航天系统。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光学棱镜、光学透镜、光学镀膜、光学辅材、镜头、投影机光学引擎，投影机，光学设备等

光学元件

光学功能薄膜

3B65
老

手机潜望式镜头用棱镜

住田光学（东莞）有限公司
展位号

工业及医疗内窥镜镜头

https://www.sumita-opt.co.jp/cn/

创立于日本，即将迎来100年诞辰的住田光学公司，在2018年成立了住田光学（东莞）有限公司。致力于更好的服务中国

的客户，为光学，医疗，工业等各个领域提供光学解决方案。从材料到加工件，从组件半成品和成品，相信住田多年光学

行业的经验和超长的产品链一定可以提供您满意的服务。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材料]

主营产品:光学设备用光学玻璃及加工品 / 光纤 / 导光束 / 传像束 / 光源设备 / 纤维内窥镜 / 内窥镜（OEM） / 非球面镜

片 / 荧光玻璃 / 机器视觉设备研发与生产/其他特殊玻璃的生产及销

光学玻璃材料

7D43

导光束

http://www.lida-oe.com.cn/
https://www.sumita-opt.co.jp/cn/


光学元件

深圳市激埃特光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

窄带滤光片

http://www.giaitech.com

激埃特光电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以研发、生产和销售光学元器件、光机电系统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深圳、鞍山、南

京分别拥有研发和制造中心，总厂房面积达8万平方米，员工500余人，是国内最具规模的光学企业之一。 产品广泛应用于

生物医疗、医疗美容、激光雷达、机器视觉、生物识别、红外传感、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驾驶系统、激光设备等领域。

产品包括滤光片、透镜、棱镜、柱面镜、非球面、镜头设计与组装等。为广大客户提供多元化的产品与应用解决方案。 激

埃特光电本着“精心设计、精工制作、精益求精、精诚服务”的质量方针，采用国际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

&IATF16949∶2016标准汽车质量管理体系。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镜头,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

主营产品:主要产品有：滤光片、反射镜、分光镜、ND镜、光学棱镜、光学透镜、红外滤光片、窄带滤光片、带通滤光片、

二向分色镜、长波通滤光片、硅、锗、硒化镜片、镜头加工、摄影滤镜、无人机滤镜

滤光片

7A72、1A42

光学透镜

深圳市纳宏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生命科学应用滤光片

http://www.nanomacro.cn

深圳市纳宏光电技术有限公司(NMOT)是一家专业提供光学技术解决方案和生产滤光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座落

于深圳市光明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已建有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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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光学镀膜设备和精密的分光光度计等检测仪器并通过了ISO9001、IATF16949等产品认

证。产品广泛应用于：无人驾驶车载智能应用、工业激光、生命科学应用、自动化设备、半导体生产、微测量系统、建筑

测绘、生物识别、医疗仪器器械、美容仪器、高能激光设备、军工设备、 红外成像、视觉光源、生化分析仪、酶标仪、指

纹识别、虹膜识别、微投与成像系统等领域。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镜头,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摄像头生产设备,光学测量仪器,机器

视觉及工业自动化,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窄带滤光片、带通滤光片、医疗仪器用滤光片、无人驾驶智能应用滤光片、车规级认证滤光片、激光应用滤光片、

长短波滤光片、高精度反射镜、生物识别用滤光片、透红外滤光片、酶标仪滤光片和光学透镜、光学棱镜、 球面镜、非球

面镜等光学元器件。

智能制造应用滤光片

1C41

高精度光学透镜

http://www.giaitech.com/
http://www.nanomacro.cn/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衍射光栅

http://www.castech.com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由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成立，2008年于深交所上市。是国际知名的非线性光学

晶体、激光晶体、精密光学元件及高功率光隔离器、声光及电光器件的领先厂商。产品广泛应用于激光、光通讯、半导体、

AR/VR、生命科学、无人驾驶、检测分析仪器等工业领域。公司发展了熔盐法、提拉法和水溶液法等多种晶体生长技术；

建立了全息光栅、非球面数控研磨抛光、离子束抛光、磁流变抛光、大型双抛与环抛等多条先进的超精密光学产线；开发

了IAD、IBS等镀膜工艺；拥有Zygo、Trioptics等齐全的检测仪器及IATF16949、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

主营产品:非线性晶体、激光晶体、精密光学元件、激光器件等。

光学元件

3B63
老

非球面和非柱面透镜 200MHz光纤耦合AOM

HOYA集团 光学材料事业部

http://www.hoya-opticalworld.com/chinese/

HOYA集团 光学材料事业部成立于1941年11月，总部位于东京。我们拥有5万多光学玻璃数据，从中研发出约数百种不含

铅和砷的环保型光学玻璃。从压型品到切片品、研磨镜片等，我们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提供各种形态的产品。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AR/VR

主营产品:光学镜片用玻璃材料及加工品。玻璃镜片用材料；玻璃镜片用压型品；模造玻璃镜片；模造玻璃鏡片用预成型品；

研磨玻璃镜片；电子玻璃制品：AR晶圆玻璃，蓝玻璃等

展位号

7A61

光学材料，光学镜片

老

http://www.castech.com/
http://www.hoya-opticalworld.com/chinese/


光学元件

美题隆精密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Materion是一家全球性的先进材料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使客户的技术得以发展并推动其发展。 我们的产品

包括贵金属和非贵金属特种金属、精密光学滤光片、无机化学品和粉末、特种涂料、特种工程铍合金、铍、铍复合材料，

工程覆层和镀金属系统。Materion的业务结构旨在增强我们为客户提供创新、最好的总成本的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AR/VR

主营产品:各类光学镀膜，光学元器件，各类光学组件，晶圆级别光学镀膜与封装，用于投影显示，智能手机，激光雷达，

HUD，智能车灯，生命科学，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等市场

展位号

5A03

激光雷达窗口片 静态荧光片 激光偏振二向色片

首次

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ranoptics.com

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系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专注于光学曲面微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的整体解决方案，旨在实现

先进光学关键元器件的自主研发与产业化。公司先进的微纳加工技术优势明显，可根据客户需求研发生产安防摄像机防护

视窗、车载HUD自由曲面镜、激光雷达视窗、AR&VR光学元件、菲涅尔透镜等高精度光学产品。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摄像模组,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1.HUD呈像镜和反射镜2.激光雷达视窗3.AR&VR光学元件4.菲涅尔透镜5.LED 透镜 6.光学球罩7.光学模芯

展位号
5A16

HUD光学元件 激光雷达光学元件 AR&VR光学元件

http://www.franoptics.com/


惠州市鼎新光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

IR650+AR 组件 /AR+AR 组件 等

惠州市鼎新光电有限公司前身于深圳创建 于 2011 年 3 月，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和服务为一体的专业的光学薄膜产

品服务 商。公司汇集了一群行业资深人士，组建了 强大的研发技术团队，拥有先进的日本新柯 隆光驰镀膜机， 日本进口

DISCO 切割机， ASM 自动点胶 贴片设备等高精密加工设备， 拥有确保产品洁净度万级和千级无尘车间及 百级净化台，

建立了完善的品质管理体系。 深圳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整体迁移到惠州 市惠城 区水口街道办统 昇东路 5 号亚林园区，

工厂车间面积约 5500 平米。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

主营产品:目前主要产品有光通讯滤光片贴片组件，蓝玻璃滤光片圆片/方片，红外截止滤光片IR-Cut Filter( 方形 / 圆形 ),

各类窄带滤光片，带通滤光片长波& 短 波通滤光片，光学 保护玻璃 Cover Glass，光器件球透镜镀膜 等。产品主要应用

于光通信连接器件，各类数码摄像镜头，车载镜头，安防监控镜头， 指纹识别，手机摄像镜头和 摄像模组，生物体征识别，

激光应用，生物医疗。

光学元件

HUD 冷光镜 车载摄像用滤光片

1D68

图像光学识别材料

中建材光芯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gxtechnology.com.cn/

中建材光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2月，由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控股，隶属于世界500强企业——中

国建材集团，公司专业从事图像光导识别材料、影像探测用光纤功能材料、微光夜视用特种光纤功能材料、微孔过滤功能

材料及毛细管阵列、聚合物光纤阵列功能材料等五大方向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

主营产品:智能手机屏下指纹识别用光准直材料、智能安防身份识别用光纤传像材料、大尺寸耐辐照光纤面板、光学纤维面

板、纤维光锥、光纤倒像器、微通道板、微通道板、柔性传像束。

光纤传像元件 医疗大健康类产品

3D29

图文

http://www.gxtechnology.com.cn/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美容机滤光片

http://www.novelbeam.com

自2003年成立以来，海泰新光光学业务完成了从光学器件到光机电集成产品设计和制造的转变，产品涉及领域主要包括显

微光学、体外诊断、口腔医学、工业激光等。凭借多年光学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创新应用，公司建立了光、机、电等多学科

综合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可迅速响应市场需求和技术变化。公司以质量和安全为根本，严格依循质量管理体系，致力于

达到产品安全法规的最高标准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其它光学器件]

主营产品:生命科学滤光片，生命科学模组，工业激光镜片，工业激光模组，工业激光光学系统。

光学元件

分光棱镜

3A52
老

深圳联纳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unt-nanofab.com

深圳联纳科技有限公司（UNT）由清华力合集团投资，于2019年3月成立。UNT专注于先进衍射光学元件（DOE）的设计、

制造和应用，并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衍射光学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衍射光学研发团队，完备的DOE生

产设备、技术和大规模量产能力，为智能3D传感、AR/VR、智能监控等诸多领域提供完整的衍射光学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设备,AR/VR

主营产品:DOE、MLA、AR、微流控芯片等.

展位号

5E06

DOE衍射光学元件 TOF diffuser 注塑微流控芯片

http://www.novelbeam.com/
http://www.unt-nanofab.com/


深圳市麓邦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仪器设备

http://www.lbtek.com

深圳市麓邦技术有限公司于2018年成立，是一家集光学、精密机械、材料、微纳加工于一体的高科技公司。目前，麓邦拥

有深圳与长沙两个研发与制造中心。 麓邦技术为光学领域研发人员打造了实验工具箱—麓邦商城，以专业的技术服务和严

格的品质要求为宗旨，致力于为广大科研客户提供高端的产品和服务。 麓邦技术以成为世界一流的光学产品及解决方案供

应商为目标，秉承“成就客户，创新进取”的企业精神，诚心聆听客户的需求，发扬创新精神，与客户合作共赢！

产品范围: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LBTEK产品线包括光学领域科研实验室产品线，微纳光学元件与模组产品线，以及精密光电仪器与设备产品线。

LBTEK从事微纳光学元件、偏振光学元件、透镜、反射镜、分束镜、滤光片、棱镜、窗口片等光学元件产品以及光学元件

安装架、同轴系统、运动控制等光机械产品、还有精密光电仪器与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是目前国内少数几家能

够实现涡旋波片量产的企业。

光学元件

微纳光学 光机系统

6D085

东莞市宇莱光学有限公司

东莞宇莱光电有限公司是精密光学元件和光学镜头的专业生产商，公司自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千光学部件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能够进行光学系统设计和相关配件的生产，并取得产品进出口权，产品销往多个国家和地区，凭借优质的产品获得

良好的声誉。公司通过强化管理制度，严格质量控制，并有专业的光学镀膜研发技术团队，公司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创新，

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供应给广大客户。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

主营产品:ND镜、可调ND、GND 滤镜、CPL胶合镜片、AR+AF、手机摄像头保护片镀膜加工 AR+AF、反射镜、棱镜、

滤光片、增透膜、高反膜、分光膜、金属膜等各种光学镀膜。

展位号

1C03

相机滤镜CPL ND减光镜 红色拉丝镜

图文

http://www.lbtek.com/


光学元件

惠州璀璨光影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中性高清超低反CPL

http://www.bstup.com

惠州璀璨光影技术有限公司（BST）是一家专注研发制造相机、无人机、手机、摄像机滤镜系统和镀膜技术的光学公司，

也是偏光镜、渐变镜、可调ND产品专家。 公司的制造工厂拥有4000平米的无尘车间。研发、技术、质量、制造管理团队

拥有15年光学产品从业经验，目前主要为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一线品牌客户提供OEM/ODM服务。 公司优势： 1.

经过系统培训的行业内管理以及技术人才； 2.可靠的生产安全以及设备管理； 3.完整的产品研发以及制造工艺管理； 4.稳

定且优秀的原材料供应链； 5.IQC/QC/IPQC/QE/QA=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6.客户第一的服务意识以及持续改善提高的

能力！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镜头,镜头配套产品

主营产品:1.相机滤镜以及电影滤镜； 2.大疆（DJI）、Gopro等品牌配套滤镜和外置镜头； 3.手机外置光学滤镜系统和镜

头； 4.光学滤镜太阳镜； 5.手机原镜头光学系统用内置滤光片； 6.精密金属加工和塑料结构件 7.其他光学镀膜类业务以及

精密光学产品组装

超低反高清紫外红外截止UV滤镜 无X标志可调ND

1B12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是始建于1961年5月5日的国家级科研院所，现隶属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被国机集

团定格为“核心业务企业”。沈阳汇博光学技术有限公司属于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是我国精密光学干涉滤光片

和反光镜等产品的主要研发生产基地。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

主营产品:精密干涉滤光片、生物医学光学滤光片、机器视觉滤光片、渐变密度滤光片、球面和非球面反射镜

展位号

1C21

集成电路装备用紫外光学薄膜反光镜 中性密度滤光片 生物医学光学滤光片

老

更新新产品图文

更新新产品图文

http://www.bstup.com/


沈阳万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激光配件

沈阳万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主要从事滤光片、密度片，激光雷达镜片、反光镜、反光碗、透镜、激光透镜、

激光保护片、紫外膜以及OEM、ODM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是一家集科技研发、技术服务、产品制造于一体的光

电专业化科技 公司涉及军工、激光、生物医学、红外光学、机器视觉、专业照明灯多个领域。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镜头,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AR/VR,蓝宝石加工应用

主营产品:滤光片、密度片，激光雷达镜片、反射镜、反光碗、透镜、激光透镜、激光保护片、紫外膜系列、LED发光模组。

长波通、短波通、宽带、窄带。

光学元件

滤光片 反光碗

1E30

理念光电（湖北）有限公司

http://m.czlens.com

湖北理念光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2月，总部设在广东深圳，集团下属生产及运营地分布深圳市、 湖北。员工总数逾

300人，集团客户遍布世界，产品主要运用于国内外知名手机终端及安防、 车载相关领域。是一家集生产制造、加工及研

发为主的光学镀膜，光学设计的高新科技企业。现已获得国际ISO质量体系认证，拥有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及发明专利。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红外截止滤光片（IR Cut）、紫红外截止滤光片，负性滤光片，吸收性滤光片，窄带滤光片，日夜两用型双通滤

光片，长波通滤光片，短波通滤光片，全介质反射镜，中性密度滤光片（衰减片）二色向镜，金属反射镜，窗口片-增透玻

璃，智能汽车HUD冷光镜，远距离红外测温传感器，车载激光雷达滤光片，医用微型滤光片

展位号

7A86

ND减光膜滤光片 光通讯WDM及光纤产品技术 红外截止滤光片

更新公司简介

http://m.czlens.com/


德康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非球面透镜

德康电子成立于2003年。我们深耕电子领域近20载,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与资源,成为业内卓越的电子元器件代理商及方

案供应商。代理经销品牌涵盖日本ALPS、SMK、TOKYO COIL、德国Rosenberger、 美国BOLB、台湾FORWARD、长电

科技、维安电子、瑞勤电子等,以及美心晟、SIGMA、WENERGY等无线充电IC及方案。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

主营产品:日本ALPS、SMK、TOKYO COIL、ZF（采埃孚）、德国Rosenberger、 长电科技

光学元件

7E35
老

傲德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http://www.kocanic.com

傲德光电（深圳）有限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与技术娴熟的制造团队，用心专注于激光应用市场、深紫外光UVLED应用

市场。主要生产的产品有：复眼光学透镜、微结构阵列透镜、非球面石英透镜、深紫外UVC石英透镜、激光与光纤光学透

镜等等。我们的石英透镜纯度高、热稳定性好，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都能确保透光度和UV穿透率的不变，现已得到广大

合作商的认可，可广泛应用于激光、投影、微显示器、3D打印、曝光、深紫外UVCLED等行业当中。公司提供一站式优质

服务，为有特殊需求的客户打造客制化产品，并提供各种光学方案供客户选择，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去满足当今市场与客户

的需求。

产品范围: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复眼光学透鏡，微结构阵列透镜，深紫外光UVC250-315nmLED石英透镜，激光、光纤光学透鏡，半球、非球面

石英透镜，封装类透镜，二次光学透镜等等。

展位号
6D045、6D046

半球/非球面石英透镜 微结构阵列透镜 复眼光學透镜

http://www.kocanic.com/


光学材料

日本尼康株式会社

https://www.nikon.com/products/components/

尼康自1917 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高品质光学玻璃的生产和研发。在之后的100 年里，尼康对玻璃材料的研发与尼康备

受赞誉的光学设计并行推进，掌握并构建了运用自主开发的熔制设备来制造玻璃产品的量产技术和体系，并将业务范围扩

展至半导体设备，平板显示器，信息和通讯技术设备以及测量仪器等尖端技术领域。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设备,光学镜头,镜头配套产品

主营产品:我们提供大口径高均匀性合成石英，单晶氟化钙，i线玻璃等光学材料，以及各种光学模组的从设计到量产的一站

式客制服务。

展位号

3B18

氟化钙 NICF系列 i-线玻璃 合成石英玻璃 NIFS系列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非球面透镜

http://www.edmundoptics.cn

Edmund Optics® (EO)作为全球领先的光学、成像和光子技术供应商，自1942年成立以来一直服务于生命科学，生物医

学，工业检测，半导体，研发和国防等各个行业。 EO设计并制造了一系列应用广泛的光学元件、多元件镜头、成像系统以

及光机械设备，同时批量生产标准产品和定制产品以支持OEM应用。 EO足迹现已遍布全球九个以上的国家/地区，拥有员

工1,000多名并还在继续扩大。 EO以帮助客户从原型制作到批量生产为荣，并专注于提供经济高效，符合客户规格要求、

时间表和预算的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镜头,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

主营产品:Edmund Optics® (EO) 主营产品包括：光学透镜、光学滤光片、光学反射镜、偏振片、分光镜、光栅等光学元

件，激光光学元件、成像镜头、工业相机、显微镜及物镜、光机械元件、实验室配件等。

7A75
老

TECHSPEC® 宽带非偏振分光棱镜 OD4 镀加硬膜的带通滤光片

https://www.nikon.com/products/components/
http://www.edmundoptics.cn/


光学材料

湖北戈碧迦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bjgd.com

湖北戈碧迦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光学玻璃、特种玻璃、车灯透镜及高端水晶玻璃材料的研发、熔炼生产与

销售，产销量多年稳居全国前三强之一。公司于2009年12月创建于湖北宜昌，占地110亩。公司新三板证券代码：

835438；企业不断创新发展平台，未来将奋力为客户提供更优的产品与服务。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

主营产品:光学玻璃材料相关产品：环保、镧系光学玻璃等各种牌号光学玻璃块料，各种DP&RP 透镜、棱镜毛坯，棒材与

PG品等；特种高铝玻璃，汽车车灯透镜，各种特种玻璃材料等；工艺水晶玻璃相关产品：工艺水晶玻璃，有色玻璃，锆晶

玻璃等。

展位号

3B11

光学玻璃块料及元件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dgmgd.com

成都光明光电始建于1956年，是中国南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重点骨干企业之一，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和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公司聚焦光电玻璃和贵金属双主业，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创新，日渐成为中国领先、

国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专业性光电材料研发制造企业和国内领先的铂族金属提纯加工制造企业。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成都光明光电玻璃材料年产销量位居全球第一，生产300余种光电玻璃，在全球具有最强的品种配套能力，我们

提供条料、棒料、型料、非球面预制件、非球面透镜等不同形态的产品。 成都光明同时拥有国际先进的贵金属（铂、铑、

钯、铱、钌、金）回收精炼、素材制备、器件加工、通道制造、化学品生产等技术及装备。

展位号

3B55

光学玻璃条料 型料 光件及非球面预制件

http://www.gbjgd.com/
http://www.cdgmgd.com/


光学材料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ante.com.cn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1995年。公司位于浙江嘉兴，地处上海与杭州中心，建筑面积超170000平方米，现

有员工1000余人。 公司主要生产非球面镜片、棱镜、玻璃晶圆以及镜头组装等光学元件，产品已涉足汽车镜头及自动驾驶

激光雷达、手机/AR/VR消费类电子、光通讯、激光照明、半导体、传统光学和光电显示等领域。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镜头,AR/VR

主营产品:玻璃非球面镜片、玻璃晶圆及制品、玻璃棱镜等

展位号

7A53

玻璃模造非球面镜片 传统棱镜及微型棱镜 高精度玻璃晶圆片

贵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ghtot.com

贵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皓天光电），成立于2010年，总投资22亿RMB，是全球领先的蓝宝石长晶与切磨抛加工的

制造型企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各种定制尺寸的蓝宝石晶锭、晶棒、晶片等蓝宝石产品。皓天光电也是一家集新材料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产品包含了多种精密加工的光电及半导体新材料，高精密功能性薄膜产品，5G射频

滤波器芯片及光通讯器件，生物及压电传感器等。公司拥有源自美国的、经验丰富的、优秀的技术团队与管理团队，公司

骨干成员有多年从事光学、光电、材料等行业的工作经验，致使公司在晶体生长、各种新材料的加工、工艺优化等方面最

有超强的研发创新能力和规模化生产的优势。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蓝宝石加工应用

主营产品:蓝宝石晶锭、晶棒、晶片；大尺寸20寸蓝宝石窗口片；常规光学薄膜产品、3D窄带滤光片；5G 射频滤波器芯片。

展位号

1A41

皓天大尺寸蓝宝石 皓天薄膜产品及3D窄带滤光片 5G射频滤波器SMR-BAW芯片

http://www.lante.com.cn/
http://www.ghtot.com/


苏州裕罗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

超加硬防水药

http://www.eurama.co.kr

（株）EURAMA设立于1980年，拥有自主品牌真空镀膜材料，并代理销售高品质光学研磨制品。产品广泛应用于光学和电

子领域。我们的AF-Coating抗指纹产品OR-112性能已领先国际同类，广泛应用于手机、照相机等数码产品触摸屏和精密

光学领域，具有优越的防油污、防水、耐擦伤性。

产品范围: [光学材料,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镜头配套产品]

主营产品:超加硬镀膜材料OR-112，真空镀膜材料SiO2、ZrO2、Ti3O5等产品

光学材料

3B67
老

度恩光学（常熟）有限公司

http://www.don21c.cn

（株）度恩光学成立于1980年，潜心致力于开发及生产光学领域使用的真空镀膜用特殊化学产品及塑料表面处理用加硬液。

度恩为了供应高品质和物美价廉的多种产品，成立了中央研究所，上市了高纯度复合材料SV系列，AF产品及优秀的加硬液

等符合光学行业要求的产品。并于2002年在中国成立现地法人公司 “度恩光学(常熟)有限公司”，实行科学管理，拥有自

主商标VACO使用权和自主出口权，并努力以高品质的产品，合理的价格服务于中国以及全球客户。

产品范围:光学材料

主营产品:以提高手机触摸屏钢化玻璃性能和稳定性为开发目的的新产品SH-HT是超硬防水材料，简称AF，是一种含活性硅

氧烷基团的氟改性高分子纳米新材料。主要提高了接触角、滑度和耐磨性等，且提高了10%~20%的品质。相比

Hydrophobic material，SH-HT具有更卓越的防水和防油性效果，可以很好地加强表面处理。使用此产品镀膜可以得到更

加牢固的膜层，容易减少有油印或水污染现象。

展位号

1B52

SH-HT SV-80

http://www.eurama.co.kr/
http://www.don21c.cn/


大阪燃气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学树脂(OKP)

http://www.ogc.co.jp/

大阪燃气化学主要生产光学用聚酯树脂OKP产品，用于智能手机，数码相机的高性能镜头材料。OKP是以芳香族特殊单体

作为原料的聚酯树脂，拥有高折射率1.6以上、低双折射等特征，适合用在车载、VR・AR・MR、监视镜头、高画素智能型

手机、指纹认证、虹膜认证等精密镜头。新产品OKP-1(Black) 仅能通过波长700nm以上的 红外线，应用于 人脸辨识、车

载倒车影像、智慧居家...等，皆有优势。

产品范围: [光学材料,光学镜头]

主营产品:光学树脂(OKP)、工程塑料用流動性提高助剤(OGSOL MF-11)、复合材料用相容剤(MARICOM)

光学材料

7B22
老

苏州恒嘉晶体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

蓝宝石光学材料

http://www.bestsapphire.cn

苏州恒嘉晶体材料有限公司（下简称“恒嘉晶体”），是昀丰科技旗下的蓝宝石生长和加工的制造工厂，设立于2013年11

月，现已成为全球领先的生产大尺寸蓝宝石晶体的制造厂商之一。此外，我们的产品在诸多高增长市场中广泛应用，如发

光二极管（LED），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和光学应用。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恒嘉晶体依靠专有的大尺寸蓝宝石长晶设备和生长技术，可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各种规格的蓝宝石晶棒（光学级

&LED级），可批量生产各种尺寸和各种晶向的蓝宝石材料，满足各类应用需求的高品质工业蓝宝石材料。

5B81

图文

http://www.ogc.co.jp/
http://www.bestsapphire.cn/


厦门新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陶瓷光阑

http://www.xmcera.com

厦门新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厦门新瓷）成立于2015年，位于国家级火炬园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虹路22号，

是一家专业从事先进陶瓷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科技型企业。 厦门新瓷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先进陶瓷精密零部件。产品

包括氧化铝、氧化锆、氮化铝和氮化硅等先进陶瓷材料，产品涉及陶瓷成型，烧结，机械加工和精密磨削等先进制造技术。

产品范围:光学材料,蓝宝石加工应用

主营产品:陶瓷机械手臂 陶瓷反射器腔体 陶瓷基体 陶瓷光阑 电子陶瓷零件 陶瓷绝缘基板

光学材料

激光用陶瓷零件 激光陶瓷反射体/漫反射体

5A92

上海德硅凯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德硅凯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核心业务是开展高端氟化物光学晶体及其元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德硅凯氟的晶体生长技术源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首席科学家为苏良碧研究员。苏良碧研究员团队持续研发氟

化钙晶体 18 年，在国内率先生长出高品质深紫外级大尺寸氟化钙晶体，依托新设立的上海德硅凯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建

设首期年产2 吨高端氟化钙晶体生产线，二期建设5吨高端氟化钙晶体生长线。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
主营产品:高端氟化物光学晶体及其元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1.氟化钙晶体 氟化钙-A级（193nm透过率≥99%、氟化

钙-B级（248nm透过率≥99.5%）、氟化钙-C级（365nm透过率≥99.8%）、氟化钙-D级（紫外、可见、红外普通透镜、

窗片、楔角片）； 2.MgF2晶体在120nm-7.5μm波段范围内具有很高的透过率，可用于深紫外激光及光刻及玻片。

3.BaF2晶体用于红外探测、窗口片及透镜。

展位号

3E01

氟化钙晶体 氟化镁 氟化钡

http://www.xmcera.com/


光学材料

上海联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oeengine.cn

联肯光电专注于面向天文、航宇、航天、高能激光、半导体光刻等工业领域，服务于国防、安防及科研等应用领域，为相

关机构提供前沿性质、高品质光学材料、光电探测器件、光机电定制产品、先进光电制造和检测设备、先进工艺技术转让、

以及国际技术合作等服务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全波段吸收型偏振片，肖特微晶，ULE，7980石英，GLE-PAK胶膜，低温蜡，N-SF11，N-BK7，硫化锌，硒化

锌，

展位号

3D22

红外光学材料 偏振片 肖特微晶

咸阳旭光晶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Cr4+: YAG晶体

http://www.xuguangjingti.com

咸阳旭光晶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YAG系列晶体、精密光学元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医

疗、美容等行业。公司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总投资8000万人民币，拥有现代化的办公和生产厂区，总面积4700多平方米。

公司秉承“勇于创新、精益求精”的团队理念，注重长远社会利益，维护由双赢关系构造的商业伙伴关系，以满足客户需

求为己任，为全球固体激光器厂商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

主营产品:键合晶体，Nd:YAG，Cr4+: YAG，Er: YAG，Nd:Ce: YAG，Yb: YAG，纯YAG，镜片，YAG板条

Nd:Ce: YAG晶体 Yb: YAG晶体

3D95

http://www.oeengine.cn/
http://www.xuguangjingti.com/


苏州艾微视图像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车载摄像头双AA工位组装设备 G6-AA

http://www.aview.com.cn

目前公司车载摄像头的自动调焦，主动对位(AA)，测试，标定设备以及生产组装线体，在与国内外主要车载摄像头制造商

的长期合作基础上，已发展成为车载摄像头组装与测试行业技术领导者，并持续研发满足新兴功能要求与新应用领域的图

像传感部件组装与测试方案。 公司将坚持开发图像传感应用领域新的核心技术，为增强客户的图像传感应用制程能力提供

全面的解决方案，与广大客户共同拓进图像传感部件测试技术水平，建立中国可靠性最高的组装与测控服务平台。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设备,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摄像头生产设备,光学测量仪器,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AR/VR,摄像头

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车载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组装及测试设备 平行光管 采集卡 内参标定设备 高低温老化设备 医疗内窥

组装及测试设备 镜头组装及测试设备

摄像头生产设备

镜头光学检测设备 高低温老化设备

7C68

深圳捷牛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agilebull.com.cn

深圳捷牛科技有限公司（原深圳市捷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2012年，是精密光学智能装备

&解决方案提供商。捷牛科技通过行业内多年的技术积累，建立了品质卓越、种类齐全的产品线，凭借快捷的交货速度和

优质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一致好评。

产品范围: [光学设备]

主营产品:涂墨机、全自动压圈锁附机、全自动镜头组立线、全自动胶合机、半自动胶合机、MTF检测机等精密光学自动化

设备；激光打标机、激光内雕机等激光微加工设备

展位号

7B63

塑胶镜片胶合机

老

http://www.aview.com.cn/
http://www.agilebull.com.cn/


东莞正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高精密全自动连线式
镜头组装生产线

http://www.wkk.com.hk

东莞正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坐落于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公司全新打造了一个高新技术研发基

地和一个智能装备生产基地，车间具备开发制造百级防尘的精密设备。公司主要是在高端智造领域提供以精密伺服驱动技

术、亚像素级机器视觉技术、精密光学设计技术、精密直线电机技术、精密机械系统工程技术为核心研发、生产的高精密

、高效率、高稳定性的精密生产设备。 我们服务的行业 镜头精密模组：手机、车载、安防镜头行业半自动、全自动精密组

装线方案 半导体：精密高效的转移、贴合、组装方案（固晶机、挑晶机） 摄像头： 手机、车载、安防摄像头DB、LA设备。

产品范围: [光学设备,摄像头生产设备,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

主营产品:1、手机/安防/车载等光学镜头组装设备，可实现4800万及以上像素镜头半自动/连线式组装。 2、手机/安防/车

载等各类摄像头DB、LA设备，实现产品的精密划胶贴合，可实现单机生产2种产品。 3、Memory、闪存的Ink Die等半导

体固晶设备，可实现划胶/DAF两种生产模式，可实现2层叠DIE组装。 4、半导体行业的挑晶设备。 5、精密组装贴合类旧

设备升级改造，提升精度跟效率，为客户降低成本。

摄像头生产设备

高精密双贴合头设备 高精密点胶贴合一体型设备

7C82

珠海市硅酷科技有限公司

www.silicooltech.com

珠海市硅酷科技有限公司，系专注于智能制造领域的独角兽种子企业。企业基于自有核心底层技术，对高精度组装的多项

应用进行深度研发，以设备为载体，完成其设计、制造、销售，服务于涵盖摄像头、光学镜头、半导体封装、新能源等领

域的相关头部客户。 我们秉承 "创造价值，共享价值" 的理念。目前，企业已经成功卡位光学模组镜头封装赛道，技术优

势快速转移到其他领域，亦将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芯片国产化封装设备浪潮中取得优势。 企业团队皆来自顶级半导体设

备公司，积累了深厚行业经验和技术专利。企业在头部客户和一线资本的助力下，快速发展，我们通过不断耕耘装备领域

所需的底层运控平台、核心控制算法等技术，筑起了企业的动态护城。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摄像模组,摄像头生产设备,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

主营产品:高速模组贴合设备；主动对焦AA机；镜头测试设备；倒装贴合设备；分体镜头组装设备；多器件贴合设备；激光

雷达贴合设备；大功率器件贴合设备等等。

展位号

7A79

分体镜头贴合设备 镜头模组贴附点胶一体机

http://www.wkk.com.hk/
http://www.icamsys.com/


摄像头生产设备

东莞市正远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7C77

www.zinyvan.com

正远精机是一家以人工智能和机器视觉为技术核心的专业智能装备制造商，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位于东莞，在上

海设有华东分公司，公司核心成员均为智能装备行业及领域的资深人士，已拥有自主开发的硬件及软件技术成果和专利

近百项，具有强大的研发实力。正远精机坚持“崇尚创新，追求严谨，精益求精，服务至上”的经营方针，明确企业发

展方向，赋能中国制造业，立志为客户及行业创造价值。公司成立以来在行业内口碑载道，已经和多家上市公司达成战

略合作。产品涵盖点胶、画胶、喷胶、全自动贴装、AOI、排片、分选等应用及相关一体化设备和自动化整线设备，涉

及摄像头模组、安防、光通讯、芯片封装、半导体、新能源、微组装等行业及领域。

产品范围: 【摄像头生产设备】

主营产品: 摄像头滤光片全自动贴合机、AOI、在线式烤箱、取片机等整线设备；安防双摄滤光片全自动贴合机；光通讯

滤光片全自动贴合机；分选机；排片机等。

全自动高精度排片机\分选机全自动摄像头滤光片贴合机

王氏港建科技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镜头模组全方位自动
光学检测设备

http://www.wkk.com.hk

WKK集团经营多样化，包括OEM及旅游，业务范围覆盖多层及挠性印制线路生产设备及生产物料、表面贴装 (SMTA) 及生

产物料及半导体设备 、光学设备及生产物料。三十多年来，集团活动不断壮大，所涉及到的业务和技术也随之不断地拓展

到世界各地。本公司凭借优良的管理系统，加上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竭诚为客户提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优良的技术服务，

令集团成功挤身于电子设备市场的领导地位。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设备,光学镜头,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摄像头生产设备,光学测量仪器,摄像头应用领域产

品

主营产品:通信、车载、半导体产品、电脑、家电、工业、医疗、服务器

Enscape高速变调焦检查设备
e-PI VI-100

PFA制智能手机用最
新型AA设备

7B81

http://www.oceanoptics.com/
http://www.wkk.com.hk/


摄像头生产设备

深圳市灿弘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www.canhong-auto.cn

灿弘自动化创立于2016年，坐落在冠有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三大

全国性金融中心的美丽大都市——深圳，一直专注于工业，车载，安防，激光等光学镜头和镜片行业的智能自动化应用领

域，是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全国领先的工业，车载，安防，激光等光学镜头与镜片行业智能自动化

终端供应商。

产品范围:【摄像头生产设备】

主营产品: 双工位全自动组装机、复合式自动组装机、镜头全自动组装机、镜头高速组装机、IRCUT自动组装机、IR点胶贴

片机、点胶固化一体机、无序摆盘机、全自动锁附机、镜片自动涂墨机、镜片厚度测量机、镜片外观检测设备等。

展位号

7A25

镜头自动组装机 镜头复合式组装机 胶合定芯机

深圳市科瑞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7C53

www.colibri.com.cn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股票代码002957，是领先的自动化设备及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以及精密零部件制造业务。 成都市鹰诺实业有限

公司是科瑞技术旗下子公司，其研发总部位于深圳。在光学模组领域，能够为品牌客户提供各类摄像头模组检测、整机

检测、AR/VR全功能检测、VCSEL全性能检测、光感应传感器检测等检测设备及自动上下料、高速贴片等装配设备。公

司自主研发的光学模组检测和标定技术广泛应用于行业内绝大部分领先品牌客户，代表着行业领先水平。

产品范围: 【光学设备,摄像头生产设备,AR/VR,其它@@@光学模组检测设备】

主营产品: 自动化检测设备：各类摄像头模组检测设备、整机检测设备、AR/VR全功能检测、VCSEL全性能检测、光感应

传感器检测设备、IMU标定测试设备等； 自动化装配设备：自动上下料机、高速贴片机、全自动镜头组装线、摄像头AA

设备、激光雷达组装线等。

AR/VR检测解决方案 摄像头整机检测方案摄像头模组解决方案

http://www.icamsys.com/
http://www.oceanoptics.com/


广东汇成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柔性电子卷绕真空镀膜设备

http://www.hcvac.com

广东汇成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面向全球的真空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类光学镀膜设备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专注设备与产品的相关制造工艺和应用技术、控制软件、工艺流程控制软件及相关生产自动化软件的研发、

应用，并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公司成立于2006年，聘请了国内真空行业资深专家高级工程师，专门指导

和负责公司新产品的研发与设计，取得多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和版权著作权

产品范围: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真空镀膜机，光学镀膜机，卷绕镀膜机，汽配镀膜机，连续线镀膜设备，功能性涂层设备，真空热处理炉

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连续式磁控溅射镀膜生产线 高精密电子束蒸发光学镀膜机

上海新柯隆真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http://www.shincron.co.jp

株式会社シンクロン（新柯隆）成立于1951年，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子公司及销售、售后等服务机构。2011年，

为应对中国光学及消费类电子市场的需求及更好的为客户提供服务，在中国上海市嘉定区设立了中国工厂---上海新柯隆真

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成为了继日本总部工厂以外的主力组装工厂，上海新柯隆秉承着“中国制造、日本品质”的原则，

为全球光学市场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1、用于精密光学的IAD镀膜设备MIC系列及Shincron精密磁控溅射设备RAS系列；2、大型AR专用设备ARC-

1900；3.业界高水准及市场占有率领先的防划伤防指纹AFS系列设备。4.高级眼镜用量产型镀膜设备VISION系列设备。

1B29

展位号

1C53

真空蒸发镀膜设备及磁控溅射镀膜设备真空蒸发镀膜设备及磁控溅射镀膜设备

http://www.hcvac.com/
http://www.shincron.co.jp/


布勒莱宝光学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

离子束表面校型设备IBF

http://www.buhlergroup.com

布勒莱宝光学总部位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高真空镀膜设备及薄膜技术服务商，拥有170多年的历史，于2012年被瑞士布

勒集团收购。自1979年进入中国市场，服务中国客户已有四十余年。应用领域涵盖精密光学、视光学、半导体、消费品、

汽车、节能玻璃、柔性、薄膜光伏等。

产品范围: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HELIOS 磁控溅射镀膜设备、ARES 等离子辅助蒸发镀膜设备、LEYBOLD OPTICS IBS 离子束溅射镀膜设备、

LEYBOLD OPTICS IBF 离子束表面校型设备

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蒸发镀膜设备ARES 磁控溅射镀膜设备HELIOS

广东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zhenhuavacuum.com

广东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总部位于广东省肇庆市321国道旁，占地面积50亩，现代标准厂房10800平方

米。 振华科技以研发、销售、生产、服务于一体，生产的设备广泛应用于光学、电子、玩具、建材、五金、钟表、汽车、

民用装饰品等行业。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镜头,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精密光学镀膜设备、高档塑料装饰膜蒸镀设备、 多弧磁控镀膜设备、连续式镀膜生产线、车灯保护膜镀膜设备、

PECVD卷绕镀膜设备、磁控卷绕镀膜设备、DLC\HCD类金刚石镀膜设备以及真空等离子清洗机等系列真空产品

1B51

展位号

1D43

手机后盖，PET膜片

http://www.buhlergroup.com/
http://www.zhenhuavacuum.com/


成都国泰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学真空镀膜机

http://www.cdguotai.com

成都国泰真空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公司主营产品有：光学真空镀膜设备、卷绕真空镀膜设备、连续式镀膜生

产线、磁控溅射真空设备、真空电气、真空配件及耗材。现目前公司已完全掌握RF离子源及红外镀膜设备专用的六位旋转

阻蒸等专项核心技术。公司生产管理和技术经验丰富，秉持“以诚为本，以质取胜，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经营理念，

经多年稳定发展，已成为西南地区真空设备研发、生产、营销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范围: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光学真空镀膜设备 *卷绕真空镀膜设备 *连续式镀膜生产线 *磁控溅射真空设备 *真空电气 *真空配件及耗材

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杭州驰飞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

http://www.cheersonic-liquid.cn

杭州驰飞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子领域30年，深谙晶圆制造、芯片封装、传感器、印刷电路板、显示器等多个行业

的专业知识，驰飞作为全球涂层工艺研发的重要力量，致力于开发适用于各个业务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与涂层解决方案，

帮助客户实现持续增长，为电子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凭借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要求，以客户为本的服

务理念，驰飞超声波已经成为电子功能性涂层制备领域的先锋。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光学镜头

主营产品:主要产品包括：实验室超声波精密喷涂设备、高精密超声波光刻胶喷涂机、超声波生产型流水线喷涂设备、系列

超声波喷涂系统、超声波纳米喷涂设备、超声波助焊剂喷涂设备、智能超声波分散设备。

1C55

展位号

1D35

UAM4000L桌面式超声波
精密薄膜喷涂设备

UAM6000中试型超声
波精密喷涂机

USE-40P精密超声波电烙
铁设备

http://www.cdguotai.com/
http://www.cheersonic-liquid.cn/


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深圳市生波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http://www.smee-china.com

浙江生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是浙江海宁经济开发区入园企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从真空渡膜工艺技术开发到成套设备设计

制造及生产交付，再到长期工艺及设备技术支持的智能制造全生命周期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平板显示、 新能源、 半导体

等领域。公司拥有—支国内最早从事真空渡膜设备及其工艺开发的技术团队，掌握了近百余项核心专利及技术， 同时与国

内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产品范围: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1、高透多层复合导电膜层生产线 镀膜技术：磁控溅射 应用：LCD液晶显示、PDP等离子显示、TP触摸屏等平板

显示器件和太阳能电池的透明导电电极材料；防静电、防微波辐射。 2、G6代多层AR连续镀膜生产线 镀膜技术：磁控溅

射 应用：显示屏、 触摸屏、 高端商业展示柜、 灯具、 建筑幕墙及室内隔断、 柜框、 太阳能光伏组件及温室等各个领域。

展位号

1D51

高透多层复合导电膜层生产线 G6代多层AR连续镀膜生产线

成都四盛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磁控溅射镀膜机

http://www.ss-vac.com

成都四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内集真空设备研发、销售、生产和服务于一体的较大型专业化公司。在行业内具有多年真

空专用设备的技术和生产经验. 公司本着“以人为本、科技领先、质量和服务并重”的经营理念，以“客户第一、责任为根、

诚信为本”的管理方针，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售后服务。公司多年来在与国内各大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国外

真空企业的交流和合作中，不断的提高自身制造能力和技术水平，成为了国内真空镀膜设备制造规模较大的公司之一。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镜头配套产品,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光学镀膜机、磁控溅射镀膜机、卷绕镀膜机、连续生产线、真空专用设备

溅射卷绕镀膜机 光学真空镀膜机

1A55

http://www.smee-china.com/
http://www.ss-vac.com/


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深圳市西朗德光学有限公司

Shinland西朗德光学拥有多年光学元件生产经验，总部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设立了研发中心、营销中心专注于光学解决方

案。 2019年于东莞塘厦购置工业园-广东西朗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工厂由工模部，注塑部，喷涂部、镀膜部，品质部等

几大核心部门组成，形成一体化生产。工作区为30万级无尘车间，喷涂及处理室为万级无尘环境，符合国家最新的排放标

准，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体系认证。 以品质打造市场，以诚信铸造品牌，成为诸多国内

外一线品牌商的战略合作伙伴。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 通用照明、汽车照明、舞台照明、医疗照明、环境监测等照明领域的光学元件生产制造，含模具制作、注塑成型、

自动喷涂、真空电镀等等OEM加工流程服务。

展位号

5C92

OEM-万级无尘镀膜车间

埃地沃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GXS干式螺杆真空泵

www.edwardsvacuum.com

EDWARDS是一家百年专注于真空设备、尾气处理系统和相关增值服务的开发商和制造商。其产品和服务在半导体、平板

显示器、LED和太阳能电池的制造流程中不可或缺；被应用于日益多样化的工业生产过程，包括镀膜、新能源、钢铁冶金

、制药化工，并用于科学仪器和多种研发应用。

产品范围: 【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真空解决方案，包括干式真空泵、油封旋片泵、机械罗茨泵、扩散泵及定制化的各种真空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EXS干式螺杆真空泵 Polycold

1B61

OEM-模具精密加工中心

更新公司简介

http://www.ss-vac.com/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baosivacuum.com

鲍斯真空成立于2011年，专业从事真空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旗下产品包括单双级油旋片泵、罗茨泵、螺杆泵、

涡旋泵、真空机组、真空阀门等相关配套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各个行业。 鲍斯真空以人为本，致力于真空获得技术的

创新与完善，以为客户提供真空获得一站式解决方案为目标，共同发展，创造价值，立志将鲍斯真空打造成世界一流品牌。

产品范围:其它 真空泵

主营产品:单、双级油旋片真空泵，罗茨真空泵，涡旋干式真空泵，螺杆干式泵，真空机组，真空阀门等相关真空配件。

真空泵

1B69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www.afapa.com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自然环境优美的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古镇,地处沪杭高速公路、沪杭高铁与320国道交会处,

位居长三角中心位置、地理位置优越。公司注册资本5.3亿元,厂区占地面积9万余平方米。 公司专门从事螺杆式压缩机相应

技术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主要产品有螺杆式制冷压缩机和螺杆式空气压缩机,其中螺杆式制冷压缩机主要应用

于制冷工业中的大型商用中央空调设备和冷冻冷藏设备,螺杆式空气压缩机主要应用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已

成为集压缩机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品质保证、销售服务各系统于一体的,在中国大陆颇有实力的压缩机生产厂家。

产品范围: 【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 汉钟产品包括R系列(螺杆式制冷压缩机)、A系列(螺杆式空气压缩机)、L系列(螺杆式冷冻压缩机)、P系列(螺杆式

无油真空泵)。

展位号

1A74

干式螺杆真空泵 永磁变频微油螺杆真空泵 旋片真空泵

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http://www.baosivacuum.com/
http://www.smee-china.com/


镀膜材料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cetron.com.cn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集PVD镀膜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合作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提供包括蒸镀材料与溅射靶材二大类共200余种产品，业已同京东方、蓝思科技、伯恩光学、群创光电等数十家国际

知名企业形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已经取得ISO9001和IATF16949认证，同时通过了ISO14001和ISO45001认证，所有

生产的产品均通过SGS的RoHS检测。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各类PVD镀膜材料，包括蒸镀材料与溅射靶材二大类，运用领域涵盖精密光学、光磁存储、光通讯、平板显示、

太阳能、Low-E玻璃、装饰镀膜等。

展位号

1B43

蒸发镀膜材料 溅射靶材 蒸发镀膜配件

老

安徽纯源镀膜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纯离子镀膜机&退膜机

http://www.100ion.com

安徽纯源镀膜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真空纳米镀膜设备的设计研发、加工制造、销售、售后服务和镀膜生产服务。公司在

纯离子镀膜、化学气相沉积、磁控溅射、多弧离子镀、离子束刻蚀清洗等真空镀膜应用领域都拥有国内外先进技术。其中，

自主研发制造的纯离子镀膜设备能够制造出性能优越的金属膜、合金膜、金属化合物膜和类金刚石薄膜；另一项核心技术

产品NDT能够制成性能优越稳定的类金刚石薄膜，可以广泛应用于3C消费电子、半导体、交通工具、和科研等行业。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镜头配套产品,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刀具、模具、真空镀膜设备和纳米薄膜的生产及销售，镀膜及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安装维护和技术服务，镀

膜用生产设备的租赁服务。

TAC涂层-无氢DLC（类金刚石）涂层 高致密金属膜&低温氮/碳化合物膜

7B13
首次

http://www.acetron.com.cn/
http://www.100ion.com/


镀膜材料

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
（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学镀膜材料

www.griret.com

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简称有研资环）成立于2019年6月，全面承继并提升了有研集团在有色金属

选冶、功能新材料、生态环保领域和资源开发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拥有高品质有色金属绿色特种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0多年来，4名院士为之做出过卓越贡献，共承担国家、省部

级科技开发项目630余项，有效授权发明专利170余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30余项，为国内外130多家大型矿业公司解决

了大量的工程技术问题。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公司主要产品镀膜材料和靶

材等已经批量出口至欧洲、亚洲、北美等地区。

产品范围:光学材料

主营产品:光学镀膜材料：五氧化二钽、二氧化铪，五氧化三钛、氧化硅铝；陶瓷靶材：氧化铟锌靶材、氧化铪靶材、薄膜

电阻靶材、磷酸锂靶材等。

陶瓷靶材 高纯锆铪及其制品

1B42

东莞市鸿睿光学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睿光学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精密光学加工所用镀膜耗材、溅射靶材、镀膜机配件、二手镀膜机设备等。公司致力于

帮助客户解决各类型镀膜耗材的及时供应，提供日本、韩国、德国、美国、中国等各品牌材料。且公司具有市场最专业的

镀膜技术人员，准确、有效的帮助客户解决生产、研发中所需的一切可靠性技术参数及材料的正确使用，给予您最佳的技

术建议与指导。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镀膜药材（氟化物，氧化物，金属材料，防雾药等） 设备耗材(国产及进口镀膜机配件及耗材，镀膜机维护保养）

二手设备（各种型号国产进口光学镀膜机）。

展位号

1C11

光学镀膜材料及配件

http://www.griret.com/


马尔精密量仪（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

MarSurf CM mobile 
光学3D显微镜

http://www.marh.cn

作为世界最大的计量设备制造商之一，德国马尔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测量解决方案。从卡尺到光学行业测量系统，马尔精密

量仪广泛应用于汽车、机械工程、医疗行业、电气工程、光学以及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中对于工件长度、形状及表面的精密

测量。 马尔成立于1861年，是一家享誉全球的企业，在全球拥有20家子公司和大约2000名员工。 无论何时何地，作为您

的全球合作伙伴，马尔将助您高效精准地解决测量任务，面向更长远的未来。

产品范围: [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MarOpto MFU 200-3D高精度3D光学元件加工测试工作站；MarSurf LD 130 / 260非球面测量仪；光学3D显

微镜；光学3D轮廓仪

光学测量仪器

MarSurf WI 50白光干涉三
维形貌测量仪

MarOpto MFU 200 
Aspheric 3D轮廓仪

5C23
老

普爱纳米位移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PI在精密定位领域的卓越技术和不断进步令人瞩目。PI集团的目标是拓展其目前在市场和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以帮助客

户获得决定性的竞争优势。 高度垂直化的制造使PI能完全控制其工艺流程，从而对市场发展和新兴需求做出灵活反应。分

形生产模型等现代化组织形式可确保各种批量尺寸的高效生产，例如仅生产一件产品、小型系列产品或大量的OEM产品。

PI在所有重要市场中都拥有自己的销售和服务办事处。此外，公司还在三大洲设置了纳米计量测试装置。PI China和PI

USA拥有额外的发展和制造资源，可实现对定制设计规格的快速当地反应。

产品范围: [光学设备,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六轴位移台、纳米运动平台、压电陶瓷、XY位移平台、自动化位移系统、运动控制软件

展位号

7A52

采用激光焊接对电子元
件进行气密密封

高密度微孔的激光钻孔 晶圆隐形切片
图文

老

http://www.marh.cn/


松下电器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

UA3P 超高精度三维测
量仪

http://www.industrial.panasonic.com

伴随着IoT和M2M等新技术的登场，近来的生产制造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以前较为困难的工厂整体优化、自动化、省人化

也变得令人期待。Panasonic主要从事【流通·物流】、【娱乐】、【公共安全】、【航空】和【制造】这5个领域。

Process Automation Business事业部隶属制造领域，将贴装设备·熔接设备与IoT相关联实现1+1>2的效果，为各业界的

客户创造新兴的解决方案。Pansonnic立志通过【强大的硬件】、【柔性的软件】、【灵活的方案】，对客户生产制造全

过程的革新与进化提供持续的动力。

产品范围: [光学测量仪器,其它@@@半导体组装系统]

主营产品:1.UA3P (Ultrahigh Accurate 3-D Profilometer) 超高精度三维测量仪 2.MD-P300 Flip Chip Bonder倒装芯片

接合机 3.APX300（Option S） Dry Etcher干法蚀刻机 4.APX300-DM Plasma Dicing等离子晶圆切割机

光学测量仪器

倒装芯片接合机/超声芯片焊
接机

5C43
老

北京全欧光学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http://www.trioptics-china.com

北京全欧光学检测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全欧光学”）成立于2005年，是德国全欧光学（TRIOPTICS GmbH）

与北京欧普特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组建。总部设在北京，在中国苏州设有办事处，全权负责德国全欧光学及其子公司的所有

产品在中国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工作。 北京全欧光学拥有深湛的技术和成熟的服务体系，并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计量院、

中航工业集团、中船重工集团、中国兵器集团、清华大学、天津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华为、苹果、富士康等众多

国内外知名企业、科研院所建立了良好、稳固的合作关系，目前已覆盖国内光学检测仪器领域的大部分市场。

产品范围: [摄像模组,光学测量仪器,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1.焦距测试系统；2.中心偏差测量系统；3.厚度测试系统；4.曲率半径测量系统；5.面型测试系统；6.光洁度检测

系统；7.角度测试系统；8.折射率测试系统；9.成像质量测试系统；10.波前测试系统；11.光学装调系统；12.相机模组生产

系统；13.光学加工系统

展位号

5C41

红外中心偏差测量仪 中心偏差测量仪 AR镜头光学参数测量仪

http://www.industrial.panasonic.com/
http://www.trioptics-china.com/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展位号

蔡司工业显微镜系列

www.zeiss.com.cn

蔡司工业质量解决方案是多维测量解决方案制造商先驱，致力于为工业制造领域及测量实验室的多维测量需要提供完善的

测量解决方案。产品涵盖桥式测量机、悬臂式测量机、在线测量机、三维光学扫描仪以及引领测量前沿技术的工业CT测量

机、复合式测量机、纳米级测量机和工业显微镜，可为广大客户提供新能源汽车、医疗、增材制造、电子等各个领域的先

进测量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设备,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 工业质量解决方案

光学测量仪器

ATOS Q

5B55
老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http://www.keyence.com.cn

作为传感器、测量系统、激光刻印机、显微系统以及单机式影像系统的全球知名供应商，基恩士不断推动工厂自动化的创

新与发展。我们一直致力于开发具有创新性的可靠产品，从而满足各类制造业中客户的需求。 除了创新的产品之外，基恩

士还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而进一步为客户提供帮助。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顾问式销售团队，不仅能解决难以处理的客

户应用问题，还能为客户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此外，我们的快速交货服务，可以帮助客户尽快改善他们的工作流程。

基恩士专注于通过技术与技术支持相结合来为客户提供附加值。

产品范围:其它，显微镜

主营产品:传感器、测量系统、激光刻印机、显微系统以及单机式影像系统

展位号

7D41

数码显微系统 VHX-
7000 系列

老

http://www.zeiss.com.cn/


光学测量仪器

三丰精密量仪（上海）有限公司

http://www.mitutoyo.com.cn

三丰公司成立于1934年，秉承“用精密测量为社会做贡献”的企业经营理念，以“向客户提供最高品质的服务”为宗旨，

持续不断地在精密测量领域精耕细作，向全球市场提供千分尺、卡尺等测量工具以及三坐标测量机、形状测量仪、影像和

光学测量仪等丰富的测量设备，设备种类达5500余种。三丰公司拥有在全球范围内以提案力、技术力、支持力的三位一体

的服务体质，销售网络遍及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仅在中国就开设了18个事务所，并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拥有7个

M3 Solution Center，全方位、全度度为您诠释镜头、镜片行业的创新测量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精密测量仪器设备，包括：三坐标测量机、影像测量机、圆度测量仪、表面粗糙度测量仪、轮廓测量仪、投影仪、

工具显微镜、激光扫描仪、高度仪及卡尺、千分尺、千分表等等。

展位号

3B52

CNC影像测量机
Quick Vision Pro系列

老

超高精度CNC三坐标测
量机 LEGEX系列

表面粗糙度/轮廓测量
CS-H5500 CNC

布鲁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bruker.com/nano

布鲁克是全球领先的分析仪器公司，布鲁克纳米表面仪器部作为其下属事业部，一直着眼于研发新的表面计量、检测方法

和工具，提供不同维度的表面表征测试的多种应用方案。我们的核心产品有原子力显微镜、探针式轮廓仪、纳米压痕仪、

三维光学轮廓仪、摩擦磨损测试机,、SEM/TEM 原位力学杆等。这些设备适用于从高校研究所到工业领域的材料、化学、

生命科学、物理、LED、太阳能、触摸屏、半导体、通信以及数据存储等领域进行科学研究、产品开发、质量控制及失效

分析的准确、高效分析测试的要求，帮助我们的客户在各自的表面测量测试应用中解决面临的问题，提升技术和工艺水平，

提高研发效率，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回报。

产品范围: [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原子力显微镜、探针式轮廓仪、纳米压痕仪、三维光学轮廓仪、摩擦磨损测试机,、SEM/TEM 原位力学杆

展位号

5A52

三维光学轮廓仪
ContourX-500

老

http://www.mitutoyo.com.cn/
http://www.bruker.com/nano


翟柯公司
展位号

https://www.zygo.com/

ZYGO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的康涅狄格州，研发部门遍布全美及世界各地，建有众多分公司及遍布全球的销售和支持网络，

是世界领先的精密测量仪器和光学系统的专业设计和制造企业。产品广泛用于半导体、光学制造、通讯、医疗、航天、汽

车制造和消费电子等生产和科研领域。主要产品有激光干涉仪，光学表面轮廓仪以及光学组件等。 ZYGO公司于2014年加

入AMETEK（阿美特克）集团，成为超精密技术分部的一员。AMETEK阿美特克是全球领先的电子仪器和电动机制造商，

全球范围内有超过150个地址，包括工厂、销售、产品展示、技术支持及维护中心。ZYGO和AMETEK集团下的子公司之间

的合作和资源共享让我们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镜头,摄像模组,镜头配套产品,摄像头生产设备,光学测量仪

器,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三维光学轮廓仪系统 激光干涉仪系统 绝对位置传感器 位移位置传感器 光学元件 光学组件

Dynafiz 激光干涉仪

5D41

NewView™ 9000 
三维光学表面轮廓仪

奥智品光学仪器（深圳）有限公司

http://www.smartscope-cn.com

OGP 成立于 1945 年，现今已成为世界上领先的制造业，拥有一 流的生产尺寸测量技术的完整设计，专业从事非接触式和

多传感 器测量系统的制造和设计。其技术被广大制造商应用于生产工序 的开发、维护和合格化。 为了给中国华南地区的

客户提供更好和专业的售前和售后服务， 奥智品光学仪器（深圳）有限公司于 2009 年在深圳成立。

产品范围: [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光学仪器、精密仪器的销售、校准、维修、技术咨询、技术支持、以及相关仪器配件、夹具、检具的销售，图像

处理系统维护，通用机器设备租赁及维护，仪器校准调试服务，产品测量服务。

展位号

5A21

SmartScope ZIP 250 SmartScope CNC 500 SmartScope Flash CNC 300

光学测量仪器

https://www.zygo.com/
http://www.smartscope-cn.com/


光学测量仪器

海克斯康制造智能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http://www.hexagonmi.com.cn

海克斯康是数字化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的革新者，秉承“智慧引擎，共赋未来”的理念，凭借“双智战略”推动制造业的智

能与创新，构建新基建智慧城市生态体系。海克斯康以“构建智能制造生态系统，赋能行业数字化转型”为核心，打造了

完整的智能制造生态系统，实现覆盖设计、生产以及检测的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达成绿色、高质量、低成本的智能工厂

目标。海克斯康智慧城市打破传统的信息孤岛，实现了跨部门的互联互通，通过完善的智慧城市运营平台架构，构建互联

互通的智慧城市网络基石，驱动城市管理业务和技术创新，创造更美好、更智能的生活。自2000年起，海克斯康集团在全

球范围内收购了超过200家高科技公司，每年净销售的10-12%投入

产品范围: [光学测量仪器,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其它三维检测设备]

主营产品:坐标测量机、影像仪、便携式测量臂、激光跟踪仪、3D 光学扫描仪和量具量仪，以及计量软件和统计过程控制

(SPC) 解决方案、工业CAD/CAM软件、设计仿真软件

展位号

5B31

智能反向定位蓝色激光
3D扫描仪

老

Leitz Reference HP光学
模具高精度检测方案

中山依瓦塔光学有限公司

http://www.uvataoptics.com

依瓦塔公司是一家专注光学测量镜头、光学测量仪器与紫外光源解决方案的领先制造商。主营产品：（中山光学）中继镜

头、影像检测平行光管、激光光刻镜头、一体式中继镜、胶合偏心仪、温漂测试设备、镜头偏心检测设备等。（上海紫外）

UVLED点光源、线光源、面光源，便携光源，UV测量设备：UV能量计，UV照度计.

产品范围: [光学设备,光学镜头]

主营产品:中山光学）中继镜头、影像检测平行光管、激光光刻镜头、一体式中继镜、胶合偏心仪、温漂测试设备、镜头偏

心检测设备等。（上海紫外）UVLED点光源、线光源、面光源，便携光源，UV测量设备：UV能量计，UV照度计.

展位号

7A68

紫外线固化机

老

中继镜系统 平行光管

电子零部件七轴外观瑕疵
缺陷解决方案

http://www.hexagonmi.com.cn/
http://www.uvataoptics.com/


光学测量仪器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7D52

http://www.yxopt.com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永新光学）成立于 1997 年，其子公司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最早成立于 1943 年。公

司在宁波、南京建有制造基地，占地 12 万平方米，员工约 1200 名，是精密光学仪器及核心光学部件制造商，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光学仪器分会理事长单位和光学显微镜国家标准制订单位，主导 ISO 显

微镜国际标准制定，拥有NOVEL、NEXCOPE、江南等自主品牌，并与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建立了稳定的产学研合

作关系。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镜头,镜头配套产品,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显

微镜

主营产品:光学元件、显微镜

光学元件 NCF950共聚焦显微镜显微镜

广州领拓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l-victor.com/

领拓成立于2009年。领拓从创立开始便一直致力于分析测试行业，为材料研发和材料失效分析、可靠性分析提供最专业的

设备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服务.客户群体包括高校、科研单位、汽车、航空、电子等行业。同时，领拓成立了自己的检测实

验室，以行业前沿的硬件设备和科学的专业水准，为客户提供精准的样品检测分析服务，提供金相切片分析、显微形貌观

察、力学测试、微型精密样品的失效分析、电镜样品的前处理与分析、无损检测等。

产品范围: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标乐金相制样设备（切割机、镶嵌机、磨抛机、硬度计）、徕卡显微镜、徕卡电镜制样（精研一体机、超薄切片、

离子束切割）、岛津分析检测设备（光谱仪 试验机）、科特台式电镜

展位号

5D73

徕卡Leica DVM6 超景深视频显微镜

图文
岛津IRAffinity-1S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岛津紫外分光光度计UV-

2600i

首次

http://www.yxopt.com/
http://www.l-victor.com/


光学测量仪器

北京博米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bomikj.com

北京博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高科技研发企业。公司涉及图像质量测试、机器视觉、自

动化控制系统等方向的自主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为手机、汽车影像、安防监控、平板电脑、无人机、医疗影像

、VR以及工业视觉等各行各业提供图像质量测试专用设备和工具，并设计搭建图像测试实验室、为图像质量测试提供整体

解决方案。博米科技可为客户提供“方案设计、技术研发、产品定制、品质把控、售后培训”为一体的全方位服务。多年

来公司产品已在众多科研院所、上市公司、汽车研究院、大中院校、国防科研、医疗影像等单位得到应用。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摄像模组,摄像头生产设备,光学测量仪器,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汽车影像测试方案（CMS/ADAS/DMS等）、汽车光源房、安防监控摄像头测试方案、手机摄像头测试方案、反

射光源、透射光源、产线光源、点光源、球形光源、箱式光源、自动化测试系统、图卡切换设备、FOV测试系统、帧率测

试仪、摄像头延时测试系统、图像测试卡等。

摄像头图像测试设备 CMS摄像头测试方案

7E43

图像测试实验室解决方案

北京正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colorspace.com.cn

北京正印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视觉、图像质量检测软、硬件方案与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我们为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

电子产品、安防监控、汽车影像、医疗影像、工业视觉、航空航天等行业提供一站式的图像检测方案，自动化测试解决方

案，测试与调优服务方案。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摄像模组,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摄像头图像测试标准光源、图像测试卡、图像分析软件、手机、消费电子、安防监控、汽车影像、医疗影像等行

业解决方案、产线图像检测方案、光学图像实验室搭建服务及摄像头测试服务。

7A83

摄像头图像质量测试方案 ADAS相机测试系统自动化图像实验室管理平台

http://www.bomikj.com/
http://www.colorspace.com.cn/


光学测量仪器

广东省傲来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7D73

http://www.auto-align.com/

广东省傲来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总部位于深圳，由毕业于国内外知名高校，曾工作于华为、中兴、ASM等国

内外顶级高科技公司的半导体、机器视觉、精密机械、精密运控等领域资深科技人士联合创立。 公司的产品定位于光学

半导体高端精密仪器与装备领域，在光学MTF检测、AR/VR AA精密组装与检测、半导体测试等方向提供领先的精密检

测仪器、高端智能装备、产线自动化解决方案。 在光学镜头检测领域，公司推出的、业界效率最快的高端镜头MTF测试

机成功实现了国产替代，规模进入多家头部公司，并获得了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赛大奖；在AR/VR领域，公司推出了

从光学检测到AA精密组装的产线整体自动化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光学设备,光学测量仪器,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

主营产品: 在光学检测领域，主要产品为单体镜头MTF测试机（手机镜头、车载镜头、高端安防镜头、数字投影大灯投影

镜头、内窥镜等），与组立一体化的线体MTF测试机，上下料+MTF测试自动化一体机等； 在AR/VR领域，公司的产品

主要为AR/VR眼镜的精密组装与检测，包括波导片检测、屏幕检测、镜头检测、光机检测、模组检测、光机的AA精密组

装、模组的AA精密组装，形成了精密组装与光学检测的自动化产线解决方案。

AR/VR 光学参数检测机 上料分选MTF测试全自动一体机 AR/VR AA精密组装机

欧拓飞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s://www.optofidelity.com

欧拓飞诞生于芬兰的高科技界，从独立测试模块到完整交付的全自动解决方案，都已成为全球公认的领先者，尤其是在机

器人辅助测试领域，同时荣获多项高新技术荣誉称号和产品认证。十多年来，服务于全球高科技中小企业和世界500强企

业。欧拓飞研发开发与技术创新组织管理体系健全，得益于科研团队在高精密测试领域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开发

经验。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摄像模组,光学测量仪器,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AR/VR]

主 营 产 品 :光学成像测量及光学仪器、AR/VR 测量产品及仪器、AR/VR、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智能手机测试仪器、高精

度运动平台、测试自动化、传感器检测、AR/VR检测服务。

5D33

AR VR Lens瑕疵检测 Buddy HMD IQ

http://www.oceanoptics.com/


光学测量仪器

瑞淀光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ARVR镜头

https://www.radiantvisionsystems.com/

瑞淀光学系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创造性的视觉检测解决方案，我们的方案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汽车

制造、航空航天等领域。 瑞淀先进的成像系统可严格评估各类显示器（如Mini/Micro LED显示器、AR/VR等近眼显示、

车载显示）、发光键盘和其他光源的亮色度。产品包括Truetest™自动化视觉检测系统；ProMetric®成像亮色度计；适配

各种专业应用的测量镜头及广泛应用于生产级测量的机器视觉软件工具库等。 瑞淀总部位于美国雷德蒙德，2015 年 8月

并入柯尼卡美能达集团传感事业部。目前已在上海、深圳、台湾、韩国和越南等地设立了直属办事处，并于2021年7月在

苏州建立了新工厂。

产品范围:【光学测量仪器,AR/VR】

主营产品 :用于测量和控制的Truetest™自动化视觉检测系统；ProMetric®成像色度计和亮度计；Source Imaging

Goniometers®光源成像测角仪系统；适配各种专业应用的测量镜头以及广泛应用于生产级测量的机器视觉软件工具库。

XRE镜头 ProMetric®Y成像亮度计

5E31

联合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http://www.gu-optics.com

联合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光学元件、激光光学元件、成像镜头、光机元件、光电仪器为主要产品的现货供应

商，为客户提供质量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一站式采购服务。我们也提供光学产品的定制服务，为用户提供系统集成方案，

与用户共同开发产品。 联合光科在北京和深圳自有光学元件检测实验室和成像检测实验室，使用Trioptics、Zygo等国际

标准检测仪器和设备，确保所销售产品的品质并提供对外检测服务。 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深圳、上海、山东、长春设有

分支机构，目前有近万种现货光学元件、成像镜头、光机元件等标准品供行业客户选购。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镜头,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光学元件，激光元件，光机械，工业镜头，光学材料，光学检测设备，成像及激光测试系统

展位号

7A66

激光功率计 360° 内侧环视镜头 高性能滤光片

https://www.radiantvisionsystems.com/
http://www.gu-optics.com/


光学测量仪器

蔚海光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3A12

http://www.oceanoptics.com

海洋光学作为光学解决方案提供商，多年来一直保持前列。我们提供从深紫外、可见光到近红外的光谱测量方案，可用

于吸光度、反射率、透射率、荧光和拉曼光谱的测量。海洋光学光纤光谱仪体型小巧，便于科研和集成开发，同时我们

还提供以应用为基础的光学传感、颜色测量等工业在线检测方案。

产品范围:光学材料,光学设备,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深紫外、可见光到近红外光纤光谱仪，拉曼光谱仪，LIBS，相关软件，光源，光纤及配件，

MX2500+ QE Pro HRS-5A 快速手持物质识别仪

上海蓝菲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

Spectra-FT精细可调光谱积分球校准光源

美国Labsphere Inc.（蓝菲光学）于1979年成立，是世界上最早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生产积分球及以积分球为核心的光电

检测仪器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在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Labsphere始终保持在全球光源计量、照明测量、辐射定标、反射率

透射率测试及光学漫反射涂料领域内的领先地位，Labsphere已为众多光学领域客户专业设计并提供多种用途的光电测量

系统，此外Labsphere还具备极其丰富的定制经验，可满足不同用户的特殊需求。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用于检测LED、SSL及其他光源的光色电测试系统 消费类电子产业中的镜头检测和修正，VCSEL检测方案 LIDAR

的检测和应用 用于空间研究、遥感、观测、计量等科研机构的辐射定标均匀光源系统 用于大功率或大发散角的激光功率测

试系统 用于众多行业的反射率及透射率测试系统 用于化妆品及纺织行业的紫外透过率及防晒指数分析仪 光学元件杂散光、

雾度、平板显示器特性等专业应用检

Spectra-UT 超可调光谱积分球校准光源

5D23

http://www.oceanoptics.com/


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CHT/CHS/CHX全自动影像仪

http://www.chotest.com

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精密测量、计量检测等仪器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中图仪

器经过十多年在几何量测量领域的潜心研究，设计制造了VX系列闪测仪、CH系列影像仪、Super View系列白光干涉仪、

GT系列激光跟踪仪、SJ6000系列激光干涉仪、SJ5100系列高精度测长机、SJ5700系列轮廓测量仪等众多高端测量、计量

设备。从纳米级的微观形貌检测到百米级的大尺寸高精度测量，为用户提供专业的精密测量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光学测量仪器,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

主营产品:VX系列闪测仪、CH系列影像仪、Super View系列白光干涉仪、GT系列激光跟踪仪、SJ6000系列激光干涉仪、

SJ5100系列高精度测长机、SJ5700系列轮廓测量仪、SJ5200系列螺纹综合测量机、SJ2000系列指示表自动检定仪。

光学测量仪器

VT6000共聚焦显微镜 激光干涉仪

5B15

东莞市兆丰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

LUXURY SERIES五轴全自动影像测量仪

http://www.dgzf.com.cn

兆丰精密仪器有限公司是研发及制造精密光学测量仪器的高科技公司。 公司秉承“以人为本、精益求精、开拓创新、永续

发展”的经营理念，以优秀的人才为基础，凭借丰富的测量经验和雄厚的技术力量，结合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开发了一系列

技术领先、品质过硬、功能强大的光学测量仪器，并提供完美的测量方案、优质的专业设备及新产品开发等综合服务，有

效提升客户的测量品质和市场竟争力，与此同时公司不断推出各类尖端科学技术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LUXURY五轴全自动影像测量仪、VIP全自动影像测量仪、VIP桥式全自动影像测量仪、MVP全自动影像测量仪、

MVP手动影像测量仪、MMA全自动工具测量显微镜、MMA桥式全自动工具测量显微镜、QVM一键式全自动闪测仪、

LUXURY双工位影像测量仪、非标定制化设备；

VIP SERIES全自动影像测量仪

5D11

http://www.chotest.com/
http://www.dgzf.com.cn/


上海珅视珐光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

3D光学轮廓仪 S neox

http://www.sensofar.com

Sensofar 是一家领先的技术公司，秉持最高质量标准，深耕表面测量技术领域。Sensofar R metrology 提供高端非接触

式3D表面轮廓仪，产品基于优缺点互补的共聚焦、干涉多焦面叠加和分光光度计技术。Sensofar Medical 提供最先进的

联机检测系统，帮助确保植入式医疗设备和组件（包括心血管支架）的质量。

产品范围: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3D光学轮廓仪

光学测量仪器

3D 光学轮廓仪 S wide

5C25

新思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必备成像系统设计工具 CODE V

新思科技是全球排名第一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 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排名第一的芯片接口IP供应商，同时也是信息安

全和软件质量的全球领导者。新思科技光学解决方案事业部前身为光学研究协会(ORA ®)，以世界领先的成像设计软件工

具CODE V®和照明设计软件LightTools®为企业提供一流的光学设计工程服务，迄今为止已在全球范围内协助企业完成超

过5000个成像、照明和光学系统的设计服务。

产品范围:光学镜头,摄像模组,光学测量仪器,AR/VR,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成像设计软件工具CODE V® 照明设计软件LightTools® 光子器件设计工具 RSoft 车灯设计工具 LucidShape

光学散射测量工具及服务

必备成像系统设计工具 CODE V 高效照明设计软件 LightTools

7B11

http://www.sensofar.com/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老 上海发那科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shanghai-fanuc-robomachine.com.cn

由发那科集团与上海电气集团联合投资的上海发那科智能机械有限公司，秉承发那科集团的技术优势，并以强大的工程集

成及技术服务能力，为广大的工业用户提供小型加工中心、精密电动注塑机、慢走丝线切割机在中国地区的销售、服务及

综合解决方案。 全球工厂自动化行业厂商发那科为用户提供高可靠性的智能机械、机器人、及自动化加工成套工程，帮助

用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发那科同时提供软件、控制及视觉系统，并将其融入我们开发的自动化工程。

产品范围: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

主营产品:小型加工中心、精密电动注塑机、慢走丝线切割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信息化解决方案

5C51

AR/VR镜片注塑 高精度模具板加工 菲涅尔透镜注塑

璞璘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公司成立于2017年9月。公司是一家纳米压印高端微纳制造服务商。企业技术团队师从美国工程院院士“纳米压印技术发

明人”；相关成果发表在«Science»、«ACS Nano»、«Nano Letter»等知名学术期刊，团队拥有相关知识产权100余项。

主要业务产品：纳米压印系统、纳米压印辅助系统、纳米压印胶、纳米压印耗材、压印模板、微纳加工和附属产品。产品

远销海外市场；已服务近百位客户群体。行业包括光电、半导体、显示、生物医学、科研、高端制造等。

产品范围:光学材料,光学设备,AR/VR,蓝宝石加工应用,其它

主营产品:科研型纳米压印机、全自动纳米压印机、多工位板压设备、模板复制系统、分子级表面处理系统、步进式纳米压

印系统、复合式压印系统、纳米压印胶、高折射纳米光学材料、纳米压印耗材、微纳加工服务

多功能纳米压印机 全自动纳米压印机

5A09

桌面型纳米压印机

http://www.shanghai-fanuc-robomachine.com.cn/


芝机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VR眼镜模具的镜面加工

www.shibaura-machine.co.jp/

芝浦机械株式会社 原名东芝机械 深耕超精密30年以上，光学镜头车载VR监控等光学行业专家。

产品范围: [光学元件,光学设备,光学镜头,AR/VR]

主营产品: 超精密非球面加工机ULC/ULG/LG系列 超精密加工中心UVM系列 玻璃模压机GMP系列 光通信切片机USM系列。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3D61
老

汽车抬头显示模具的镜面加工 单晶硅基板的微细孔加工

苏州博宏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bohong-mach.com

苏州博宏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制造、销售各类高精度单双面研磨/抛光、减薄边抛及各种异形件的软抛等专用

设备的高科技企业，自主研发的产品有：32B、28B、22B、18B、16B、15B、13B、9B、485、520等单/双面研磨/抛光

设备及2.5D/3D全自动扫抛机，用于蓝宝石、蓝玻璃、手机面板、陶瓷、触摸屏、光学、半导体、碳化硅、金属等硬脆材

料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

主营产品:自主研发的主要产品：2.5D/3D全自动扫抛机、32B、28B、22B、20B、18B、16B、16BD、16SF、15B、13B、

13.9B、9B、9.6B、485、520、DDG、SFG360等单、双面研磨/抛光设备与减薄设备等

减薄机

3C21

16BF 精密双面平面研磨/抛光机 22BF 精密双面平面研磨机/抛光机

http://www.thkchina.com/
http://www.bohong-mach.com/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浙江华盛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我司地处浙、赣、皖三省交界的浙江省开化县工业园区内,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 制造双面研磨、抛光机设备用夹

具、研磨盘、修正轮、清洗毛刷等产品，用于硅片、光学玻璃、手机玻璃、压电晶体、砷化镓、蓝宝石等器件研磨，采用

优质材料和先进工艺，使其产品具有精度好、平整度高、耐磨性强等特点。 浙江华盛模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共获得

18项专利证书，先后被衢州市政府以及开化县政府评为“衢州市高新技术企业”、“衢州市专利示范企业”以及“开化县

专利示范企业”。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镜头,蓝宝石加工应用

主营产品:研磨机、抛光机设备所需的游星轮(夹具）、镶嵌游星轮、研磨盘、修正轮、清洗毛刷等配件的生产与销售。

研磨机抛光机用游星轮、修
正轮、研磨盘、清洗毛刷

3C33

浙江森永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zjsygd.cn

浙江森永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司致力于高精度平坦化研磨抛光技术的研究与应

用，生产制造一系列高品质精密单双面研磨抛光设备。产品广泛应用于石英晶体、光学玻璃、LED蓝宝石衬底、电子材料

（硅片、锗片）、陶瓷基片、光学玻璃、液晶显示、记忆硬盘、碳化硅、磷化铟、砷化镓、铌酸锂、钽酸锂等行业。 公司

目前主要的双面研磨/抛光设备包括ED6B、ED9B、ED13B、ED16B、ED20B、ED22B、ED32B。 公司主要的单面抛光设

备包括ES32B、ES36B、ES50B。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摄像头生产设备,蓝宝石加工应用

主营产品:高精度双面研磨机/抛光机：6B/9B/13B/16B/22B/32B 高精度单面抛光机：ES32B/ES36B/ES50B 环磨机/环抛

机：ES16M 配件类：高精度研磨盘、抛光盘、齿圈、太阳轮、减速机、其它夹治具

3C68

高精密双面研磨机/抛光机

http://www.zjsygd.cn/


苏州赫瑞特电子专用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heruite.com

苏州赫瑞特电子专用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兰州瑞德），成立于1969年。公司是由赫瑞特集团于2010年6月投资的以研发、

生产、销售切割、研磨、抛光等专用设备及辅助产品、整体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设备主要应用于半导体、蓝宝石、光

学光电子、化合物半导体、各类晶体、陶瓷、金属元件、磁性材料等多个行业。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设备,摄像头生产设备,蓝宝石加工应用

主营产品:6S-32B 研磨、抛光设备，单线、多线设备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3C53

北京海普瑞森超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bjhprs.com

海普超精是一家超精密光学高端装备制造商，精密光学工艺技术服务商,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北

京市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公司通过了ISO9001管理体系认证，获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海普

超精自主研发的空气静压主轴、空气静压导轨、液体静压导轨，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涵盖了超精密装备、眼视光

学、凹印制版及办公耗材行业。公司成立至今已研制成功数十款国内首台、部分替代进口的精密与超精密装备，为相关产

业提供了关键技术、核心工艺。公司自主研发的超精密单点金刚石车床通过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定。量产后已经形成

系列化产品，满足不同产品的需求，得到广大客户的认可。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设备

主营产品:超精密单点车系列产品，超精密磨床系列产品，高精度数控车床，超精密光学定心车系列产品，空气静压技术系

列产品，液体静压技术系列产品，

3C05

超精密单点金刚石车床DJC-100A

研磨机

DJC-350A超精密单点金刚石车床 CGK-400V光学定心车床

http://www.heruite.com/
http://www.bjhprs.com/


先利士劳尔亚洲有限公司
展位号

SPM-200 精密光学銑磨机

http://www.satisloh.com

请到访Satisloh（11号馆）11D31展台 Satisloh 提供用于研磨、抛光、定心和镀膜的机器，以及用于自动化制造过程的设

备和概念。我们的产品组合由合适的软件解决方案、工具、耗材和服务组成，使我们能够满足光学行业客户的特定需求。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Satisloh的SPM / SPS-10是新一代研磨和抛光数控机床，用于生产低至亚毫米范围的微透镜以及高达10毫米的

微光学非球面。凭借新型SPS / SPM-10, Satisloh可扩展您的生产能力，对医疗，半导体和汽车行业中使用的复杂，小型

镜头，非线性形状和微光学非球面进行研磨和抛光，具有最高的精度。 SPM/SPS-200 是研磨和抛光数控机床，生产5至

200毫米范围的微透镜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SPS-200 精密光学抛光机 SPM-10微光学銑磨机

3D31

武汉大衍精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大衍精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各类超高精密光学元件抛光制造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站式光学元件

抛光方案解决供应商和抛光工艺解决商，力图实现“为光学核心元件的加工工艺带来颠覆式的突破和创新”。已突破机器

人磁流变柔性光学加工、高精度机器人小磨头等技术，并提供基于这些技术开发的一系列超精密光学元件加工装备。用于

解决大多数制造商无法生产的大尺寸，具有挑战性或高精度的光学元件。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

主营产品:公司主要产品有三大类：一是高精度机器人抛光装备，包括小磨头、气囊头、轮式等加工方式解决超高精密自由

曲面光学元件抛光方面的制造问题；二是磁流变柔性加工装备，对光学元件面形修整；三是根据客户定制的光学元件，提

供抛光整形加工工艺，根据自研机械手抛光运动控制软件能有效减小其中频误差。

展位号

301

全自动机器人抛光工作站

老

http://www.satisloh.com/


上海元成光学器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

德国XONOX网络化检测系统

http://www.yuanch.com

上海元成光学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4月，是一家全球性的贸易公司，业务主要涉及精密光学行业。在光学镜片的加

工过程中所用到的原材料、研磨抛光设备、各种检测仪器、镀膜设备及加工过程中所用的各种辅助设备和材料，我司都有

经营。产品来自于本行业内全球著名的生产企业。

产品范围:光学材料,光学设备,光学镜头,光学测量仪器

主营产品:检测仪器：干涉仪、偏心仪、准直仪、测厚仪，MTF等；

加工设备：数控加工设备、非球面加工设备、镀膜机,单点金刚车床等；

加工辅料：抛光粉、聚胺脂抛光片、沥青、蜡、丸片、砂轮等。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ZEEKO系列光学抛光机 光学数控加工设备

坂口电子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坂口电子机械（上海）有限公司，致力于薄物高精度研磨抛光设备的研究与应用，广泛应用于光学玻璃、陶瓷基片、液晶

显示研磨和抛光。迎接5G时代的到来，铸就中国芯；为中国半导体行业的腾飞打造一个高质量低价格的品牌。公司与有着

40年研磨抛光经验的日本技术团队合作定制适合客户需求的设备，为客户生产提供最适宜的解决方案；同时为客户提供高

效稳定节省成本的加工工艺，使客户能够实现低成本高质量高效率的量产。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

主营产品:平面研磨机，平面抛光机，上蜡机，环抛机

3A61

展位号

3E82

平面研磨机 平面抛光机

首次

http://www.yuanch.com/


上海日进机床有限公司
展位号

立轴全自动平面磨床NVG-6320

上海日进机床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1995年，成立之初的立项即专注于各类高精度电子材料加工专用设备的研发与制造；追

求客户满意是推动我们持续创新的动力，我们时刻保持联系畅通，以更快的响应速度，更优的解决方案，更好的现场维护

以及更细的文件追溯来服务好客户。 我们日进将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不断创新，通过对产品、技术的研发创新等三方面

进行调整，结合各类资源，优化企业配置，以高效管理、创新模式构筑国内机加设备制造一流企业。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

主营产品:铣磨机，平面磨床，多刀切割机，通过式研磨机、等等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立轴圆盘平面磨床 多刀切割机

3E61

唐山晶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多线切割机YBDX5056-Ⅲ

唐山晶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8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精密电子专用机床设备为一体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

主导产品是高精密多线切割机。生产的装备制造业产品主要面向电子行业、稀土材料、特种陶瓷、光伏、蓝宝石等新能源、

清洁能源行业。 公司典型客户有金力永磁、山西恒磁、中科三环、包钢稀土、航天科工、烟台首钢等大型国有集团和上市

公司。公司产品在我国电子专用设备行业的市场占有率连续三年达到50%以上、占据首位。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蓝宝石加工应用

主营产品:高精密多线切割机; 单线切割机; 截断机; 倒边机等

3B85
新



无锡连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数控晶体滚圆机

http://www.lintonmachine.com.cn/

无锡连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专注于半导体、碳化硅、蓝宝石、石英、光学等晶体材料自动化加工设备的研发制造，为行业

客户提供截、磨、切等相关设备及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和优质的服务。 连强智能以高科技技术企业为定位，秉承科技驱动

生产力的原则。连强智能以“牢靠、升值”为企业文化的理念，将持续为社会提供优秀的产品与服务，依托长期积累形成

的规模化生产优势、创新优势和人才优势，致力于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晶体加工全产业链设备供应商。

产品范围:蓝宝石加工应用

主营产品:数控截断机、数控晶体滚圆机、数控平面磨床、蓝宝石切片机、碳化硅切片机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碳化硅截断机 碳化硅金刚线切片机

5A88

沈阳汉为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yhanway.com

汉为科技位于沈阳国家高新区，专业从事半导体专用设备,非标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高科技公司。公司拥有专

业技术团队，具备先进产品技术及丰富行业经验。公司在科技创新上不断提升，取得专利20余项，汉为科技与东北大学，

中科院研究所有着广泛的交流和合作，企业通过了ISO9001管理体系，产品精益求精，严格遵守质量管理体系。不断的为

客户提供优质产品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摄像头生产设备

主营产品:精密砂轮划片机、贴膜机、晶圆清洗机、UV照射机

展位号

3B83

HAD3310精密砂轮划片机 精密砂轮划片机HAD1610

老

http://www.lintonmachine.com.cn/
http://www.syhanway.com/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温州永恒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http://www.wzyhjm.com

温州永恒精密刀具有限公司2001年春成立于浙江温州，是集超精密天然钻石刀具，MCD刀具，CVD刀具，PCD金刚石刀

具，PCBN金刚石刀具等超硬刀具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大型企业，目前，公司是国内最具规模的金刚石刀具生产商

之一。公司2015 年组建 了超精密刀具生 产研发 团队 ，并陆续获得 多项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 目 前，我司通过了

ISO9001:2015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被浙江省 评为“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光学镜头,镜头配套产品

主营产品:光学刀具、单点金刚石车刀、模仁刀具

展位号

3D76

单点金刚石车刀 单点金刚石车刀

首次

哈尔滨市博众泰达光学精密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

http://www.xinghaiguangdian.com

星海光电是一家专门从事超精密加工设备设计、制造、销售、工艺开发及相关技术服务的先进高技术企业，我公司拥有一

支超精密加工技术研究的专家团队，先后承担了多项国防基础科研、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863计划”项目、惯约专

项和04重大专项等课题，荣获多项省部级奖励，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超精密加工技术的研究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整体

学术水平和工程应用水平居国内前列。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设备

主营产品:一超精密加工设备（整机） 1、超精密辊筒模具加工设备DRL2000 2、超精密单点金刚石车床UPL350，UPL650

3、等离子体加工设备FP5-600 4、可订制二轴、三轴、四轴、五轴超精密加工设备 二超精密设备机加零部件 1、超精密气

体静压主轴/转台 2、超精密液体静压主轴/转台 3、可订制的主轴/转台

展位号

3C67

超精密液体静压转台 超精密金刚石单点车 大型辊筒光电模具超精密加工机床

新

http://www.wzyhjm.com/
http://www.xinghaiguangdian.com/


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
展位号

滚动导轨 滚珠丝杠 轴环

http://www.thkchina.com

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隶属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北京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其前身是北京梯爱取开产品服务

中心，成立于1989年5月，与THK公司有着长达31年的合作历史，为THK产品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产品应用

领域从最早的机床行业，逐步扩展到电子设备，橡胶机械，自动化，医疗设备等领域，目前是THK的A级代理商，公司的宗

旨是“提供最佳产品，服务国内客户”。主要负责的区域为华北，华东、华南和西部，总部在北京，在深圳设有华南办事

处，无锡、宁波设有华东办事处

产品范围: [其他项]

主营产品:THK直线导轨、滚珠丝杠、滚珠花键、直线轴承、 日本NBK联轴器、德瑞直线电机 韩国三益 高创伺服电机驱动

器等。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

http://www.zzsm.com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创建于1958年，是我国磨料磨具行业唯一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全国磨料磨具、超硬材料

行业技术研究、开发、信息和咨询服务中心。1999年转制为科技型企业，隶属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

改制为“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现为央企国机集团下属上市公司国机精工的全资子公司。

产品范围: [蓝宝石加工应用]

主营产品:半导体材料减薄砂轮、倒边砂轮，半导体晶圆切割用划片刀，半导体加工后道封装刀，半导体加工用陶瓷吸盘、

陶瓷载盘、UV膜等。

3D71

展位号

3C23

LED背减薄砂轮 光学器件封装切割用超硬材料砂轮 UV减粘膜

老

老

http://www.thkchina.com/
http://www.zzsm.com/


无锡邑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RTP/UV设备

邑文科技成立于2011年，主营业务为半导体前道工艺设备的研发、制造，公司主要产品为刻蚀工艺设备和薄膜沉积工艺设

备，应用于半导体（IC及OSD）前道工艺阶段，尤其是化合物半导体和MEMS等特色工艺领域。公司总部位于无锡市观山

路一号，制造中心位于南通市如东金山路一号。邑文科技秉持“态度、品质、效率”的企业文化，深耕于半导体设备行业，

一直致力于为国家半导体设备产业的国产化做出贡献。

产品范围: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全新装备：等离子刻蚀设备、等离子去胶设备、原子层沉积设备、化学气相沉积设备、UV/RTP设备 翻新装备：

AMAT P5000系列、LAM Rainbow系列、LAM TCP系列、AMAT Endura系列、AMAT Centura系列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PECVD系列设备 ALD系列设备

5A38

深圳市永成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cg-led.com/

深圳市永成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从事UV LED固化设备开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并拥有数十项专利发明。 专业生产销售UV LED点光源、线光源、面光源、固化箱、固化炉、非标自动化定制等产

品。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永成集团已成为UV LED固化行业的领导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3C电子、家具涂料、喷绘

喷码、光纤通信、医疗制造、工业打印机、轮转机、胶印机、柔印机、丝印机、曝光机等领域。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

主营产品:UVLED点、线、面光源，固化箱、固化炉、紫外辐照交联机以及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

展位号

7B23

UVLED固化灯 UVLED隧道炉 UVLED固化箱

老

http://www.ycg-led.com/


好利旺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精密空调机

http://www.orionsh.com

好利旺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在中国经营22年，作为制造业名企，已建立成熟的技术团队及销售服务团队。公司坚持推

陈出新并致力于打造性能极佳的产品。同时吸收日本好利旺株式会社近80年的冷冻、空压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加以完

善并精益求精。以"制造出使顾客感动而满意的产品"为目标，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满意的服务。虽然我们受到很多客

户的好评与认可，但我们将既往不恋，纵情向前，与客户共同成长。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镜头

主营产品:干燥机、冷水机、精密空调机、真空泵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冷水机 压缩空气干燥机

7A01

北京哲勤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gerchin.com

哲勤科技专业从事真空技术及相关设备研制、生产及贸易。负责PVA TePla 、IPI、HSR产品销售和维护，并提供定制化真

空系统及解决方案。 PVA TePla拥有超过50年的等离子体系统设计和制造经验，是全球等离子设备主要供应商。产品可应

用于光学、半导体、纳米、电子、医疗、通用工业等领域。

产品范围:光学材料,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主营产品:等离子体设备、等离子体去胶机、等离子体清洗机、等离子体刻蚀机、残余气体分析仪、在线质谱仪、电子水汽

分析仪、封装器件检测系统、充氦捡漏系统、除气充气系统、真空排气台、真空镀膜机、定制化真空设备。

展位号

5A82

超高真空除气及充气系统 超高灵敏检漏仪 大口径低温泵图文

http://www.orionsh.com/
http://www.gerchin.com/


深圳欧泊智造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超声波清洗机

http://www.chinaopal.cn

深圳市欧泊（opal）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全系列精密清洗设备、工业纯水设备、冷水设备、冷却塔、工业加热节能工程、

工业废液减排工程、应力测试仪及周边的研发、设计、制造及营销于一体的大型企业。公司凭着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不断进

取的信念，本着“快速响应、专业品质、优质服务、第一价值”的服务理念，全面贯彻执行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使“欧泊”的研发及制造技术处于清洗行业的前沿。

产品范围:其它超声波清洗机

主营产品:全系列超声波清洗机、喷淋清洗机、通过式清洗机、碳氢清洗机、光学离心甩干机、工业纯水机、工业废水回用

减排。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工业纯水机 离心甩干机

3D36

深圳市崧茂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离心微尘清洗机

深圳市崧茂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CCM行业上下游的半导体清洗设备的专业供应商，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我公司具备强大完善净化组装车间，千级无尘车间，长期为客户提供高标准的实验室，我们致力

于打造CCM行业上下游完整、齐全、成熟、高效的清洗工厂。公司凭着“为客户持续提升清洗价值”的信念，凭借着多年

来的技术优势，脚踏实地的用心拼搏，竭诚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服务。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摄像头应用领域产品

主营产品:1、离心微尘清洗机 2、晶圆清洗 3、全自动模组清洗干燥系统 4、半自动模组清洗干燥系统 5、黑料、Tary吸盘

塑盒自动清洗线 6、全自动网带式清洗干燥机等

全自动光学部品超声清洗干燥系统 Tary-吸塑盒清洗干燥机

7D49

http://www.chinaopal.cn/


北京长流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

水汽深冷捕集泵

长流仪器，公司团队由资深专家及专业技术研发工程师组成，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拥有精密恒温、超低温

及大制冷量控制等专业技术，从事各种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服务及系统改造等业务。 长流仪器，具有多年

的设计生产经验，产品系列覆盖了从紧奏型实验室恒温仪器和工业级循环冷却设备，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温度解决方案，有

着丰富的经验和自信。

产品范围: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摄像头生产设备

主营产品:冷却水循环机、雪花制冰机、冷水机、低温循环水浴、恒温循环水浴、低温冷阱、超低温制冷器、水汽深冷捕集

器、高低温循环机

光学加工设备及自动化

增强型冷水机 低温冷阱

1E41

浙江博开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低温泵、低温水汽泵、氦气压缩机

http://www.bwokai.com

博开公司专业生产：低温真空泵、超低温冷阱、低温制冷机、氦气压缩机。低温真空泵已从200mm~1320mm口径形成了

多种规格，真正实现了自主品牌产业化。产品广泛应用于真空镀膜、集成电路与半导体器件制造、真空排气台、平板显示

器件制造、科研设备及仪器（如新材料研究、超导、凝聚态物理和表面物理研究）、空间环境试验、工业气体处理和回收

等。

产品范围:光学元件,光学材料,光学设备,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镜头

主营产品:低温泵、超低温冷阱、制冷机、氦气压缩机等

1B73

http://www.bwoka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