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产品手册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立足于华南，聚焦激光技术在下游加工应用领

域的创新发展，展会将集中展示材料、激光器、激光加工及自动化设备等
行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帮助下游应用领域挖掘激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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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激光设备
• 激光器
• 激光芯片及元件
•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
•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 激光特种应用

“ 光电小二”为您提供
一对一采购对接服务

及参观咨询

代表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大族、韵腾、华工、艾贝特、大恒新纪元、安格
斯、长春新产业、镭测科技、热刺激光、光至科
技、精英光电、光越科技、科铭仪器、 万机
仪器、创鑫激光、联品激光、奥创光子、星汉激
光、贝林激光、凯普林、筱晓光子、大族锐波、
蓝宇激光、活力激光、长光华芯、瑞波光电子、
强生光电、西诺光学 、铂镭激光、镭云
智能、光奥科技、德沃尔机器人、亿太诺气动、
牛津仪器、纳糯三维等。

所有信息最终以展会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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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工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POCT罐装封膜自动化线

http://www.hglaser.com

深圳华工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是高科技上市公司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核心子公司，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深圳激光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深圳市激光研究示范中心，是中国锂电池

行业协会、光伏行业协会等会员单位。 公司成立于2011年，在深圳市龙岗区建立研发生产基地，专注于新能源领域汽车动

力电池和太阳能光伏行业中的激光应用及其延伸业务，配备产品研发、工艺应用、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专业团队，重点

研究和开发激光应用工艺、高端应用设备、自动化配套设备等在消费锂电、动力电池、储能、太阳能光伏等方向的应用，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先进、优质的激光加工及相关配套设施等系统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激光购销及相关技术服务；激光设备的配套设施的购销；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的购销、新能源原动

设备制造技术及设备的研发、等。

激光设备

载板缺陷识别及分拣数字化
智能工作站

晶圆激光改质切割（隐
切）设备

湖南健坤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hnjkjm.com

健坤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致力于研发、生产和销售光学镜头组装&测试设备、VCM马达组装&测试设备、激光加工 &

焊接设备、精密治工具，是一家知名的光电一体化项目解决方案和设备提供商。健坤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湖南长沙，

公司坐拥中部，布局全国，俯视全球的发展战略。在东莞和苏州建研发中心，在深圳建销售中心。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3D打印/增材制造,高

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激光打标、切割、锡球焊接及相关自动化设备；VCM领域: 高精密插线机、马达组装和测试类设备；手机镜头组

装机；VR和车载项目类设备；六面外观检等

6B112

展位号

6D126

锡球焊接机 3D激光打标机 六面外观检

首

http://www.hglaser.com/
http://www.hnjkjm.com/


深圳市微组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AMX-III 晶圆在线粘片机

http://www.microasm.com

深圳市微组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上市公司易天股份控股子公司。专注于全自动微米级高精度微组装设备

的研发，集设计、生产和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半导体微组装设备专业制造商。产品应用领域：传感器组装，光器件光模块

组装，混合集成电路组装，微波器件组装，医疗/安防探测器成像模块组装，Mini LED贴装及返修等。公司始终坚持自主

研发，品质至上的理念，获得发明专利、实用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共60余项，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得中国

创新创业优秀企业称号。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其它@@@晶圆在线粘片机]

主营产品: Die Bonder微组装设备、Mini LED 激光返修设备、To系列共晶贴片设备、晶圆在线粘片机。

激光设备

AMR系列 Mini LED/IC全
自动激光返修设备

AMX 系列 在线式全自
动微组装系统

深圳市艾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anewbest.com

艾贝特成立于2005年，是国家和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艾贝特的技术团队在SMT行业沉淀25年，公司专注各种锡焊工艺及

自动化装备15年，主要帮助客户提供锡焊接整体解决方案，配合自动化更高效、智能、稳定的完成核心功能位价值转换。

是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引领国际先进激光锡焊工艺技术。目前客户群中有60%是500强企业及行业龙头。 艾贝特产品广

泛应用于光通信、摄像头模组、汽车电子、连接器、5G、军工、航空航天、声学器件、 微特电机、医疗电子、声学器件、

柔性线路板等行业，为客户提供全套焊接解决方案。 以客户为本，给予客户最佳的生产成本解决方案和服务，是我们恒久

不变的企业理念，艾贝特值得信赖.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 激光焊锡机。

6B052

展位号

6B110

全自动激光焊锡生产线 激光锡球喷射焊锡机 激光扫描焊锡机

http://www.microasm.com/
http://www.anewbest.com/


深圳市韵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FPC激光钻孔设备

深圳市韵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韵腾激光）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平台技术型公司，其致力于激光应用新智造，专

为用户提供先进的激光应用加工技术、应用设备、技术支持和服务，解决激光技术在线路板行业、消费电子行业、半导体

行业、新能源行业等各类行业领域的加工应用，力实现为用户和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目标。 韵腾激光依托惠州生产基地，

以深圳总部为中心在华东、华南等建立网点，服务国内外市场。在立足优势领域的同时，韵腾激光逐步拓展并布局产业链，

给上下游产业打造并提供更智能化、更高效、更全面的激光技术应用一站式平台，为用户保驾护航。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 FPC外形激光切割设备、全自动双头覆盖膜激光切割设备、FPC激光钻孔设备、大幅面玻璃激光切割设备、高精

密玻璃激光钻孔设备、UTG玻璃激光切割设备、OLED激光切割设备、全自动SD卡激光切割设备、全自动晶圆激光打标设

备。

激光设备

全自动双头覆盖膜激光切割设备 全自动SD卡激光切割设备

6A060

大恒光电

http://www.cdhcorp.com.cn/

大恒光电隶属于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288)，致力于精密光机系统、超快激光、太赫兹仪器、激光加

工以及高校实验产品的研发、制造。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基础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教学、精密智能制造。近年来一直致力于

激光类产品的研发，现已有纳秒脉冲激光器、激光加工设备、超快激光器，并且成为国内稳定的超快激光器制造商。并以

飞秒超快激光器为基础和契机，研发生产商用太赫兹时域光谱仪。目前建成有针对危险品检测、农产品检测领域、石油勘

探和运输等领域的太赫兹光谱技术应用实验室、软X射线/极紫外光谱实验室、中关村开放实验室。最大程度满足客户对光

机电产品的不同需求。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其它]

主营产品:光学元器件、精密光机系统、超快激光、太赫兹仪器、激光加工以及高校实验产品的研发、制造

展位号

6D100

DH-MUV05PCB激光打标机

老

太赫兹时域光谱仪 全固态大能量皮秒激光器

http://www.cdhcorp.com.cn/


杭州银湖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FPC绿光皮秒全自动卷对片设备

银湖激光是一家由国家级领军人才创办的高新科技企业，专注于高端激光微纳加工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的激光

设备应用于显示、微电子、新能源、5G通信、电路板、新一代汽车和传感等行业，尤其是玻璃、蓝宝石和陶瓷等高硬度脆

性材料及PCB的精密加工，在激光设备和加工方法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加工速度和精度方面国际领先。 银湖激光秉承

“专业、创新、共赢”的发展理念，始终坚持以优质的技术服务于每一位客户，为客户提供国际领先的激光制造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 玻璃类：玻璃钻孔设备、玻璃切割设备； 打标类：光纤打标设备、紫外打标设备； FPC类：FPC皮秒超快激光

双平台切割机、双平台激光分板切割机、PCB全自动激光打标机

激光设备

6A046

锐莱特精密光电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展位号

玻璃激光切割机

http://www.raylight.cn

锐莱特精密光电技术无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公司十年时间一直致力于先进激光技术应用于各种玻璃等脆性材料的打

孔、切割、雕刻、打码、除膜等领域。在激光器、软件、精密微加工等领域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范围: [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高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玻璃激光打孔机、玻璃激光切割机、玻璃激光打码设备、玻璃管激光打孔机、光伏玻璃激光打孔机、玻璃激光雕

刻机、Low-E玻璃除膜设备、内雕激光器、光伏玻璃自动倒角机、光伏玻璃自动检测机等

玻璃激光钻孔机 光伏玻璃倒角机

6A172

双平台激光切割机 玻璃激光切割设备

http://www.raylight.cn/


激光设备

武汉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激光精密加工机

http://www.whzglc.com

楚天激光公司成立1985年，是中国第一家民营激光企业，是中国光谷建设之初首批激光装备研发制造厂家，下设工业激光、

医疗激光、文化创意激光三大产业。 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楚天激光产业集团旗下工业激光板

块代表公司。 公司于2016年登陆新三板（股票代码838256） 。中谷公司拥有2万㎡的研发与生产基地，员工150余人，

研发团队50人，是“武汉·中国光谷”的核心企业、“湖北名牌企业”、“武汉十佳企业”、“光谷瞪羚企业”、“全国非

公有制经济明星企业”。产品以激光切割机、五轴联动激光加工中心、激光焊接机、精密激光加工机和激光打标机为主，

形成八大系列五十余种机型的完整产品线。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产品以钣金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激光切割机、五轴联动激光加工中心、激光焊接机、多工位自动化激光加工机、

激光打标机和激光电源为主，形成八大系列五十余种机型的完整产品线。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造船、轨道交通、高铁、

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电子、军工、五金工具、广告、钣金、机械制造等领域。

BASE自动激光打标机 自动压配穿透焊设备

6C001

广东华奕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紫外/绿激光精密切割设备

http://www.huayilaser.com

广东华奕激光技术有限公司座落于粤港澳大湾区中山火炬开发区，公司致力于超快激光精 密加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的研发、

生产及应用。产品主要面向为半导体、微电子、硬脆材料、线 路板、3C产业和精密医疗器械等行业。 公司多年来坚持自

主研发核心技术，掌握了超快激光微加工技术，实现了智能化装备研发 、生产的跨越式发展，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包括设备、

工艺和服务的整套激光精密加工智能化解 决方案。目前主要服务客户包括光宝、长电、舜宇光电、信利、合力泰、安捷利、

裕申电子、存邦、天创、佑量等。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全自动精密切割系统 紫外/绿激光精密切割设备 激光无损打标设备 硬脆材料精密切割设备 覆盖膜卷对片/卷激光

切割设备 大台面皮秒激光微加工系统 印刷不干胶标签激光切膜系统

6A025

激光无损打标设备 硬脆材料精密切割设备

http://www.whzglc.com/
http://www.huayilaser.com/


合肥市鑫仓工业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激光打标机

http://www.xcgy.com.cn

鑫仓工业是一家专业的工业激光设备生产商。主要员工皆从事激光行业十余年，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我公司旗下产品已

在航空、航天、光通讯、半导体器件等领域广泛应用，专为军工研究所研发定制的镀金元器件三防激光打标机在集成电路

封装行业占据80%市场，不但覆盖了国内诸多省份，更远销至港台、东南亚、欧美等地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

主营产品: 镀金元器件三防激光打标机，光纤激光打标机、紫外打标机、飞行打标机、高精度金属激光切割机、高精度陶瓷

激光切割机、激光切割机及其他激光微加工设备系列；军工行业专用加热台；代理进口氦质谱检漏仪及泵组产品；

激光设备

6D169
首

东莞市石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激光锡球焊桌面机

东莞市石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是国内激光锡球焊工艺应用专业供应商，定制化解决方案商。公司集研

发，生产销售，技术推广为一体的专业激光锡球焊技术及设备生产企业。石桥公司目前在东莞，苏州，天津等地设有分公

司及产品售后服务中心。公司以激光锡球焊设备为主。产品广泛用于微电子行业：如高清摄像模组、手机数码相机软板连

接点焊接、精密声控器件、数据线焊点组装焊接、传感器焊接。军工电子制造行业：航空航天高精密电子产品焊接。其他

行业：晶圆、光电子产品、MEMS、传感器生产、BGA、HDD(HGA,HSA) 等高精密部件、高精密电子的焊接。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激光锡球焊接桌面机/柜式机、锡球焊接模组、红宝石针头、螺杆阀、点胶配件

激光锡球焊柜式机 激光锡球焊接模组

6D168

共晶焊台 激光切割代工

http://www.xcgy.com.cn/


北京华奥复兴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真空焊接炉MUX400

http://www.hoare.cn

北京华奥复兴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中高端半导体封装焊接设备制造商，致力于打造国内半导体封装行业的先进单位。目前

主要经营封装设备包含真空焊接炉系列、平行封焊机系列、探针台系列、多功能键合机系列。主要服务于光电行业、电力

电子行业、微组装加工行业等等。 作为国内半导体封焊接行业的专业制造商，我公司还从事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的

封装代工，产品涉及二极管、三极管、MOSFET、IGBT、稳压器、放大器、激光器等，人员均从事半导体行业10年以上。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真空焊接炉、平行封焊机、探针台、多功能键合机

激光设备

半自动平行封焊机 多功能键合机（球焊、楔焊）

深圳市讯泉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zoscom.com

深圳市讯泉科技有限公司（OSCOM）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光纤处理技术、光电测试仪表、激光设备和特殊光

学元器件开发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认证企业，拥有超过20年的工业激光、光纤通讯、光纤传感、激光雷达和生物医疗等行

业的技术和市场积累，完整的组织架构包括市场、研发和生产管理等系统，能够源源不断的为用户提供相关的产品技术和

信息服务，秉持为用户创造价值的理念，与用户共同成长发展。 讯泉科技最主要的技术为基于光纤的处理技术开发，

包括光纤熔融拉锥机、特种激光/电极/石墨熔接机、特种光纤切割刀、光纤烧球、光纤剥除等处理技术， 讯泉的拉锥/熔接

/切割设备在国内市场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激光熔接机，三电极熔接，大芯径光纤切割刀，合束器光纤拉锥机，耦合器/保偏拉锥机，光源，功率计，石墨光

纤拉锥机，石墨熔接机，定制型光纤拉锥机，消光比测试仪。

4A132

展位号

6E060、6E061

多光束CO2激光熔接机 XQ7210 三电极光纤处理系统XQ7230 石墨光纤拉锥机 XQ7190

http://www.hoare.cn/
http://www.szoscom.com/


激光设备

HC-VS200型真空回流炉

烟台华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烟台华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电子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企业，全国照明电器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单位

（SAC/TC224 /SC4），烟台市装备制造业协会理事单位，依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国家半导体器件协同创新平台，搭建自

主半导体封装测试试验线，致力于光电器件、军用元器件、大功率激光器等关键封装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整线搭建，

同时为客户提供定制化器件的研发、试生产和工艺的探索。公司主要产品以半导体封装微组装关键设备真空回流炉、平行

封焊系统、开盖机为主，同步研发微组装辅助设备多功能贴片机、等离子清洗机、多功能键合机等，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与航空、航天、船舶、兵器、5G通信各领域客户达成合作。

产品范围: [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真空回流炉、平行封焊系统、开盖机

HC-DL145型开盖机 HC-SM150型平行封焊系统

6B190

深圳市安格斯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

激光冷水机

深圳市安格斯机械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安格斯），总部位于中国深圳，自2004年创立至今，始终坚持“环保、节能、智

能、高效”的理念，已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工业冷冻设备供应商。主要产品有：环保型冷水机，工业冷水机，螺杆式冷水

机，低温螺杆式冷冻机，激光冷水机，冷热两用控温机，低温冷冻机，APL冷水机，工业冷油机，冷却水塔，模具控温机。

深圳安格斯通过不断自主创新和引进德国先进的技术及管理，使产品畅销国内外，并继续保持在东南亚、欧美、中东等地

区的强劲增长势头。 深圳安格斯以其公司价值为导向，坚持持续稳定发展，注重供应商和周围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将继

续关注使用安格斯产品的客户群体。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 激光冷水机。

6A030



激光设备

光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https://www.optizonetech.com/

光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研发、生产和销售光学器件与模块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与名校广泛合作的产学研基地。

光越科技的产品应用及客户遍及激光加工、量子通信、光纤传感、生物医疗、航空航天等领域： ——中国量产高功率光隔

离器制造先驱； ——奉献了“墨子”号量子通信卫星量子收发纯光模块； ——中国规模化大功率传能光缆研发生产基

地； ——超快激光无源器件研发生产基地； ——保偏光纤器件高性能顶层供应商。 我们立志成为光学领域不断超越的杰

出科技企业。因此，我们一如既往地以开放的态度与全球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开展密切合作以达成多赢目标！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 光越科技成立于2007年，专注于高功率及保偏器件。 主营产品： 高功率光学器件：传能光缆（大功率激光输出

头），隔离器，准直器等相关产品； 保偏光学器件：标准及迷你保偏/单模隔离器，波分复用器，合束器/分束器，定制模

块等。

展位号

6B140

一体化风冷手持焊接枪

东莞市精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双轴摆动焊接头

东莞市精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光纤激光切割头和激光焊接头开发,生产及激光切割配件和加工为一体的企业。 公

司自创立以来,一直专业致力于激光切割和焊接,始终坚持发扬“诚信、创新、”为企业宗旨,执着于激光工艺研究开发，秉承

工匠精神。

产品范围: [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本公司生产光纤激光切割头和激光焊接头，激光配件，激光切割加工

光纤激光3D切割头JC-03

6D149、6D150

飞秒种子源 功率/泵浦合束器

https://www.optizonetech.com/


激光设备

深圳市顺昱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自动超声波粗铝丝压焊机

http://www.szcwx.com

深圳市顺昱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原名“创唯星”同时也是顺昱公司的品牌。是深圳认定的一家高新技术民

营企业，主要研发生产全自动超声波粗铝丝压焊机、铝带键合机、超声波金丝球焊机、超声波铝丝压焊机等半导体封装设

备。公司是深圳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民营科技企业、深圳市LED产业联合会理事单位，荣获了广东省名优产品

荣誉证书、是深圳市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促进会会员单位。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现有办公和生产场地总面积13000平方

米，拥有一支高素质员工队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员工占比达95%。 自创立以来，我们顺昱始终坚持着一个战略目标，那

就是“追求客户利益最大化、追求优质满意的服务”。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全自动超声波粗铝丝压焊机、铝带键合机、超声波金丝球焊机、超声波铝丝压焊机

6C141、6C142

深圳市睿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智能单摆手持焊接头（三合一）

http://www.relfar.com

深圳市睿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激光核心部件、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软硬件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

企业，着力于激光工业技术研发与应用领域，致力于提供智能激光制造综合解决方案，全心全意为激光设备集成商和用户

提供一站式服务。 卓越的品质与服务，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

主营产品:光纤激光头及配件

6C022

http://www.szcwx.com/
http://www.relfar.com/


激光设备

武汉六博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http://http://www.wh-fso.com/

武汉六博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7年5月，公司技术领域面向空间光通信技术。主营业务：空间光通信-FSO

（Free Space Optics Communication）相关技术服务及设备研发、销售。产品涵盖定点激光网桥、移动光通信、水下光

通信、光电探测设备与器件四大品类。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 定点激光通信设备，移动激光通信设备，水下无线光通信设备，空间光电探测模块，自动灯光通信设备，GPS辅

助精密跟瞄转台。

展位号

4B102、4B105

定点激光通信设备 GPS辅助精密跟瞄转台 自动灯光通信设备

长春新产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nilaser.com

长春新产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CNI）成立于1996年，注册资本2600万元，是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设立的高新技术

企业，主要从事激光器与激光系统、光谱分析仪、教学与实验设备、激光测量设备、激光加工设备、机器视觉与光电检测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精密机械、光学元件与光学镀膜产品的设计和加工。公司产品具有体积小、寿命长、

环境适应性强、方便实用等特点，在科学研究、教学实验、仪器制造、生物医疗、精密测量、娱乐显示、雷达通讯、材料

加工、过程控制、在线检测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激光器与激光系统、光谱分析仪、教学与实验设备、激光测量设备、激光加工设备、机器视觉与光电检测等产品

展位号
6D057、6D058

激光测量设备---光谱仪/功率计 医疗用激光器 激光雷达专用大能量激光器/测距机

http://www.qxptech.com/
http://www.wh-fso.com/
http://www.cnilaser.com/


北京鉴知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SR50C微型光纤光谱仪

北京鉴知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鉴知技术”， 是一家以光谱检测技术为核心的专业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安检、食品、

药品、毒品、医疗等诸多领域，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先进的产品和更快捷的物质识别方案。 鉴知技术公司源自同方威

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共建的“清华大学安全检测技术研究院”，历经10余年的孵育，公司的核心关键技术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专利累计申请数超过200件。公司所拥有的技术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成果鉴定证书及中国专利

优秀奖，相关产品获得了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证书、中国科学仪器年度优秀新品奖、朱良漪分析仪

器创新奖之“创新成果奖”等。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手持拉曼设备；便携拉曼设备；液体安检设备；便携红外设备；光纤光谱仪

激光设备

6C149、6C150

SR150S深度制冷光纤光谱仪 ST50S/ST90S/ST100S
透射成像光纤光谱仪

北京爱万提斯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迷你型近红外光谱仪

http://www.avantes.cn

Avantes公司是微型光纤光谱仪的制造商，公司的总部位于荷兰。Avantes公司在为客户提供定制光谱仪方面拥有将近30年

的经验，并广泛的在科研、工业和OEM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使得Avantes公司可以为客户提供适合于他们应用和研究

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光谱仪和服务，Avantes公司使大多数客户都得到了购买到超过他们预期的解决方案的体验。

产品范围: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光纤光谱仪

6D049、6D050

近红外光谱仪 高速光谱仪

http://www.avantes.cn/


北京镭测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LH3000双频激光干涉仪

http://www.leice.com

北京镭测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源于清华大学精密测试技术和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高科技公司，公司专注于为用户提供纳

米级激光精密测量仪器和测量技术解决方案。主要产品有氦氖双频激光器、半导体微片双频激光器、标准玻片、玻片相伴

延迟和应力测量仪、激光双频干涉仪、非接触式激光干涉仪、激光纳米测尺、激光纳米测长机等。

产品范围: [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激光干涉仪、双频激光干涉仪、非接触式激光干涉仪

激光设备

LH1000双频激光干涉仪 LS600单频激光干涉仪

6E063

深圳市彩煌热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台式激光功率计

http://www.chtetech.com

深圳市彩煌热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为客户提供激光功率测试解决方案的厂家，是集研发和生产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专注于功能薄膜材料的研发与应用，推出的自主研发激光功率测试设备，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涵盖连续与脉

冲的全波段激光的功率测试，是您身边的专业激光功率计开发与制造商。 深圳市彩煌热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彩煌集团

先进薄膜与器件研发中心，拥有一支从事功能薄膜材料以及器件研发与应用近20年的专业团队。目前，公司员工本科学历

以上占比超过80%，研发人员占比超30%，全部为硕士以上学历，参与市级以上项目十余项。拥有已授权国际专利8项、国

内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发明专利3项，并有多项申请中专利。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激光功率计、激光功率传感器

激光功率传感器 USB型激光功率计

6D035、6D036
老

http://www.leice.com/
http://www.chtetech.com/


宁波核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膜厚测量仪

宁波核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高精度大量程的光学相干层析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端激光测距和

三维成像检测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拥有完整体系的光学相干层析专利技术和丰富的光学检测产品开发能力，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高端检测设备和先进的系统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 光学间距测量仪、膜厚测量仪、可调谐单频激光器。

激光设备

光学间距测量仪 可调谐单频激光器

6C147
首

洛阳顶扬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顶扬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于2014年成立,位于洛阳市中电光谷产业园,拥有办公、研发、生产环境11000㎡,致力于小/微型

高可靠军用激光技术、激光信号探测技术、激光信号放大技术以及测距、测照相关技术的研究,专注于防务领域激光核心器

件、激光系统应用的研发生产和智能制造,能够实现光机电设计、研发、制造全流程自主制造。核心团队为国内行业专家，

骨干技术人员齐备，是一支成熟的研发生产团队。 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双软、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有GJB9001C-2017

质量体系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三级保密资格。国内最早推出全国产化微小型激光测距机,建设完成国内首条全产业链

的小型激光测距机生产线。

产品范围: [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

主营产品: 测距机、测照器。

展位号

6E048

DYA-05A DYB-00 DYC-02C



浙江热刺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FC系列高功率连续光纤激光器

热刺激光成立于2005年，是集激光系列产品的研制、开发和生产于一体的专业光学企业。2018年，热刺激光在浙江温岭兴

建面积逾2万平米的热刺激光产业园，总投资额近15亿元人民,是一家着眼于行业和公司长期发展的高科技企业。 多年来，

热刺激光坚持自主创新，位于北京的研发中心拥有拥有100多位光学、电学、机械结构、控制编程等方面的专家和工程师，

已获得几十项国内和国际PCT专利技术。 公司在2014—2017年累计投入超过4800万美元，在燕郊高科技园区建成了

22000 m2 的生产基2018年，热刺激光在浙江温岭兴建面积逾2万平米的热刺激光产业园，总投资额近15亿元人民币，投

产后可将现有产能扩大10倍。

产品范围: [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 产品涵盖了光纤激光器、超快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射频激光器、二氧化碳激光管及多种配套产品。

激光器

安徽华创鸿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huachuanghongdu.com/

安徽华创鸿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年3月，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天水路中科大校友创新园6栋，是一家专注

于高功率超快固体激光器研发与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团队为中科大的专业技术人才与中科院专家，采用创新型

“超高增益集成放大技术”能够给产品的研发带来高效技术创新与突破。 公司研发的 StarLight 系列工业级超快固体激光

器，单脉冲能量高，产品性能稳定可靠，满足精细加工的需求，拥有巨大的市场应用前景；MIR系列中红外固体激光器，

产品电光转化效率高，经过军用标准测试，能应用于高低温和振动环境等各种复杂场景，在光电对抗、测距、测风等军事

领域有广泛应用。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中红外固体激光器、120W红外皮秒固体激光器、70W红外皮秒固体激光器、40W绿光皮秒固体激光器、20W紫

外皮秒固体激光器

6C100

展位号

6D090

中红外固体激光器 120W 红外皮秒固体激光器 20W 紫外皮秒激光器

http://www.huachuanghongdu.com/


深圳联品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纤激光器、固体激光器、端
泵激光器、紫外激光器

http://super_laser.com

深圳联品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激光器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公司一直致力于激光器的研发、生产、销售、维修、技术

支持及提供解决方案。 我司将一直秉承“用激光服务大众”的服务宗旨，凭借多年的激光器研发、制造经验，依托强大的

实力和专业精神，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最贴心的服务。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我司产品涵盖光纤激光器、固体激光器、端泵激光器、紫外激光器等多种激光器；20W-200W调Q脉冲光纤激光

器，MOPA脉宽可调光纤激光器，200W-2000W连续光纤激光器.产品广泛应用于材料加工、医疗、通讯和科研等领域。

激光器

杭州奥创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https://ultronphotonics.com/index.php/zh/

奥创光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级超快激光及核心器件研发、生产与应用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部坐落于浙

江省杭州市，目前拥有约七千平方光学洁净室和办公区。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

主营产品:奥创光子的主营业务是飞秒激光器，目前产品线内拥有数个系列的产品，分别按技术路线和参数区分产品线和产

品，目前涵盖了高功率、高能量、窄脉宽、多种波长等各种特性的飞秒激光器。同时也辅以生产皮秒激光器与纳秒激光器，

从而实现系列化的超快激光器生产。应用领域涵盖3C电子，航空航天，激光医学，新能源，激光探测，国防安全等。

6C112

展位号

6C108

80W绿光纳秒激光器 50W皮秒紫外激光器 300W红外飞秒激光器

http://super_laser.com/
https://ultronphotonics.com/index.php/zh/


武汉华日精密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Femto-500-THG 三波段高能
量光纤飞秒激光器

http://www.huaraylaser.com

武汉华日精密激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中国武汉，公司秉承“用激光工具改变生活”的愿景，致力于为

全球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高端激光器产品和激光应用解决方案，服务高端制造业和生命科学，实现企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华日激光坚持以市场需求引领新产品的研发，具备多种脉冲宽度，多种波长的激光器核心技术和持续研发能力，在激光种

子源、脉冲电子控制、运动控制、应用工艺等领域拥有多项核心技术，通过与全球高端激光设备制造商在电子电路、硬脆

材料、半导体、新能源、生命科学等领域开展紧密合作，为用户提供全面的激光技术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

主营产品:固体纳秒激光器 固体皮秒激光器 光纤飞秒激光器

激光器

四川中久大光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daguanglaser.com

四川中久大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久远高新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和激光聚变研究中心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坐落于中

国唯一科技城——四川绵阳市，在成都设有研发中心。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光纤激光器、光纤器件等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提供高端激光系统解决方案，主要产品有（1）“四高”单模、多模光纤激光器系列：具有高功率密度、高抗返光、

高电光效率、高产品质量等特色；（2）“四超”单模、多模光纤激光器系列：具有超高功率密度、超窄光谱带宽、超轻量

紧凑、超稳定可靠等优点。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光学器件、光纤激光器（500W-4000W单模连续光纤激光器、6000W-30000W多模连续光纤激光器、3000-

12000W环形光斑激光器）

6C130

展位号

6B070

DGSM1500-APP环形光斑激光器 DGMM6000-APP

重要客户

华日激光40W绿光 1mJ高能量皮秒红外激光器

DGSM4000W单模连续光纤激光器

http://www.huaraylaser.com/
http://www.daguanglaser.com/


青岛自贸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超紧凑型光纤飞秒种子源
MINI-OSC

http://www.zimaolaser.com/

青岛自贸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青岛保税港区东京路52号，是国内最早从事飞秒激光技术研发的企业之一，研制出中国第

一台商业化飞秒光纤种子源和第一台工业化飞秒光纤激光器。公司在青岛建有百级、千级超净实验室和生产车间，在山东

大学建有飞秒激光实验室，在武汉建有飞秒激光技术研发中心。 公司拥有以国家特聘专家、激光行业领军人才领衔的飞秒

激光技术团队，自主研发出全自动锁模、超高精度色散管理、非线性放大、全光纤设计、模块化集成封装五大核心技术。

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和国家973/863课题，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助力经济2020项目、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优

选项目、泰山产业领军人才、青岛市高端装备优选项目等荣誉。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公司专业从事飞秒激光器及其核心元器件、飞秒激光应用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是国内少数能为客户提供非

标定制和全面技术解决方案的飞秒激光领军企业之一。 公司主营产品为飞秒激光器和飞秒激光应用装备。飞秒激光器包括

飞秒光纤种子源、掺铒和掺镱系列飞秒光纤激光器，功率从毫瓦到百瓦级，能量从纳焦到毫焦级，全面满足科研和工业应

用。飞秒激光装备包括：飞秒激光FPC加工设备、飞秒激光微纳加工平台、飞秒激光美容仪等。

激光器

6A158

重要客户

高功率高能量飞秒激光器TCR-
FS-1030-50-HE

高可靠性光纤飞秒激光器TCR-
FS-1030-20

深圳市星汉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xinghanlaser.com

深圳市星汉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由深圳国资委下高新投、达晨、东方富海等机构联合投资的高功率半导体激光

芯片、元器件的研发、制造及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工业激光泵浦、激光科研、生物激光医疗、激

光显示及激光雷达等领域。 星汉激光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客户的成功为己任，以奋斗者为根本，不断科技创新、持续研发

出世界领先的且性价比极致的半导体激光器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 企业荣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高功率光纤耦

合半导体激光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激光芯片联合实验室、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广东省专精特

新小巨人、深圳最快成长中小企业前100名、深圳明日之星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特种应用]

主营产品:星汉激光光纤耦合半导体激光器，包括105um、135um、200um等多种不同光纤芯径输出，激光功率涵盖几十

瓦到千瓦，输出波长涵盖400nm至1000nm，具备多单管耦合、高可靠性、防反射保护、高光电转化率、波长覆盖范围广

等特性。 星汉激光光纤耦合半导体激光器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加工、精密加工、医疗美容、科学研究、传感检测、安防照明

等领域。

6C140

光纤耦合半导体激光器

http://www.zimaolaser.com/
http://www.xinghanlaser.com/


苏州贝林激光有限公司
展位号

30W飞秒紫外激光器
（Axinite UV-30）

http://www.bellinlaser.com

苏州贝林激光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工业级固体激光器及超短脉冲激光器，产品主要由纳

秒激光器、皮秒激光器和飞秒激光器三大系列，波长有355nm、532nm及1064nm等，贝林激光本着“为客户创造价值”

的经营理念，注重研发，严控品质，产品得到了客户和市场好评，现已发展成年产量上千台的国内品牌，并远销美国、欧

洲、日本、韩国……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纳秒激光器、皮秒激光器和飞秒激光器

激光器

100W皮秒红外激光器

武汉光至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gzlasertech.com/

武汉光至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5月31日成立于武汉光谷，是一家专业从事先进光纤激光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提供红外、绿光与紫外的光纤及固体超快、MOPA、连续/准连续等激光器产品，并提供激光相关的机电产

品的技术咨询和开发服务。董事长黄志华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创始团队拥有十余年技术研发经历，具备深厚的理论分析、

技术研发和工程化经验。光至科技致力于与客户合作为新兴的3C/5G、光伏、新能源、半导体与显示等行业提供先进的激

光加工解决方案。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光至科技初步形成武汉总部和华南、华东两个营销中心的布局。武汉总部现有无尘

车间约5000平，可满足大批量先进光源的量产交付。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大功率脉冲及连续光纤激光器、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器、固体激光器、光电子产品及元器件、光学检测设备、激光

加工设备等

6C070

展位号

6A075

科研用光纤激光器 固体紫外激光器 100W GL系列脉冲光纤激光器

老

http://www.bellinlaser.com/
https://www.gzlasertech.com/


激光器

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aucore.com

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山东济南高新区天辰路1835号，拥有济南和潍坊两大生产研发基地，

主要产品有半导体激光器外延片、芯片、器件、模组和应用产品。自成立以来，华光光电与山东大学等科研机构建立了产

学研合作模式，被誉为行业内的典范。作为“山东省半导体激光器技术重点实验室”、“山东省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器工程

实验室”等5个省级研发平台的依托单位，华光光电先后承载了多项国家级和省级半导体激光材料、芯片等核心技术攻关任

务，并于2020年获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

主营产品:公司现有TO5.6、TO3.3封装，C-Mount单芯片封装，光纤耦合（FH、FM、FT）多芯片封装，微通道叠阵

（WD）封装、宏通道叠阵（HD）封装、传导冷却叠阵（GD）封装，直接半导体激光器系统等多个产品系列，功率从毫

瓦级到千瓦级，波长覆盖紫光波段到近红外波段，产品广泛应用于光刻、国家重点工程、先进制造、无人驾驶、人工智能、

医养健康、5G、量子通信等领域。

展位号
6A150

宏通道叠阵激光器 光纤耦合输出半导体激光器模组

皮秒紫外60W激光器

北京盛镭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uper-wave.com.cn

北京盛镭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是超快激光器专业生产商，2020年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2021年被授予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公司成立以来依托自主技术形成了皮秒、飞秒等十余种规格型号的系列产品

体系。 公司有人员50余人，近20名相关领域科技人员，核心研发人员10名以上，其中3名博士，4名硕士，核心技术团队

在业内有长达十年以上的积累。 成立四年时间，公司快速完成了核心技术开发和生产布局，申请知识产权近20项，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7项，自建1500余平方米的生产间，具备年产激光器500台的能力。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红外飞秒激光器 绿光飞秒激光器 紫外飞秒激光器 红外皮秒激光器 绿光皮秒激光器 紫外皮秒激光器

展位号
6A166

皮秒红外200W激光器 皮秒绿光90W激光器

http://www.haucore.com/
http://www.super-wave.com.cn/


西安精英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自由空间 RGB 激光模块

http://www.s-laser.com

西安精英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从2003成立至今，已经逐渐成长为高稳定Bios系列、均匀线系列、工业激光模组系列以及

DPSS激光模组的主要供应商，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公司，并成为国际激光领域的佼佼者。

通过不断整合优化研发制造和规模化的生产能力，精英光电已经跃居为行业的领头人。强大的硏发、生产、销售以及优质

售后服务能力，使得公司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激光应用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激光器,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均匀线激光器，高稳定激光器，DPSS激光器，RGB激光器，工业激光器模组，迷你激光器模组

激光器

6A035

均匀线激光 特殊透镜均匀线激光

12kw“三合一”一体化
智能激光切割解决方案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maxphotonics.com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首批研制、量产光纤激光器，实现光纤激光器、激光光学核心器件两

类核心技术国产化并进行垂直整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之一，也是国际知名的专业从事光纤激光器及其核心器件研发、生

产和销售为一体的激光器制造商。 创鑫激光已自主研发了脉冲光纤激光器系列、连续光纤激光器系列、准连续光纤激光器

系列、半导体激光器系列、科研类光纤激光器系列、激光解决方案等产品及数十种激光器核心光学器件。产品广泛用于航

空航天、3D打印、汽车、石油、电子、通讯、光伏等行业。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光纤激光器

展位号

6B100

MFMC 35000W多模
连续光纤激光器

http://www.s-laser.com/
http://www.maxphotonics.com/


江苏凯普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平顶方形光斑 R7 系列高亮度蓝光激光器

http://www.bwt-bj.com

凯普林光电成立于2003年，是面向全球的激光解决方案服务商。公司以“让梦想驭光而行”为使命，以“创变非凡”为价

值观，致力于创造更好的激光产品，为全球客户提供半导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超快激光器产品及解决方案。截至目前，

全球超过1000万只凯普林激光器在线稳定运行，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半导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超快激光器

激光器

6A115

深圳市国焱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深圳市国焱光电技术有限公司2018年3月7日成立于深圳，是一家专业从事先进光纤激光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提供红外、绿光与紫外的光纤及固体超快、MOPA、连续/准连续等激光器产品，并提供激光相关的机电产

品的技术咨询和开发服务。创始团队拥有十余年技术研发经历，具备深厚的理论分析、技术研发和工程化经验。致力于与

客户合作为新兴的3C/5G、光伏、新能源、半导体与显示等行业提供先进的激光加工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光电设备及配件、激光类产品、光无源器件、电子元器件及配件、机电设备及配件、阀门类产品及通信设备、光

电子辅料代理和销售；光电子及通信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激光器维修；计算机软件、硬件

及辅助设备技术开发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

定需前置审批项目)；

150/200W MOPA脉冲光纤激光器

6A075

20W MOPA脉冲光纤激光器 超快光纤激光器

闪电系列6000W光纤激光器 Topaz系列60W皮秒紫外激光器

http://www.bwt-bj.com/


激光器

深圳市大族锐波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785nm窄线宽半导体激光器

http://www.hanssensing.com.com/

深圳市大族锐波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锐波“）是一家光电传感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提供高端光

电传感产品与系统。 大族锐波由上市企业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归技术团队于2015年5月共同发起设立，

并引入了多家机构投资者注资。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公司是“中国传感器

与互联网产业联盟”的发起单位和副理事长单位，深圳市“智能制造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也是深圳市政府专项扶持发展

的重点企业。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 激光器件与模块、激光雷达、光电传感系统等。波长涉及1550nm、785nm、830nm、1064nm、1310nm等。

1064nm种子源激光器 1550nm单模激光器模块（PN）

6D147、6D148

飞秒光纤激光器

武汉安扬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slphotonics.com/

武汉安扬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由毕业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光电研究所的博士创立的高新技术公司。

公司主要从事高功率皮秒，飞秒光纤激光器和超连续谱光源的研发、生产和应用。 安扬激光拥有高水平的研发团队和技术

力量。我们掌握光纤种子激光源的产生和诊断、高功率高能量全光纤保偏光纤放大器设计及光纤制造、波长转换技术等关

键技术，部分生产所需核心技术，已成功申请专利保护。 结合自己设计制造的保偏增益光纤，光子晶体光纤等核心器件，

安扬激光已成功推出皮秒，飞秒脉冲光纤激光器和超连续谱激光器等系列产品，经众多客户反馈，产品的主要性能及指标

均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等产品水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飞秒光纤激光器，皮秒光纤激光器，纳秒光纤激光器

展位号

6B058

飞秒紫外激光器

http://www.hanssensing.com/
http://www.qxptech.com/
http://www.yslphotonics.com/


激光器

筱晓（上海）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microphotons.cn

筱晓(上海)光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光学服务公司，业务涵盖设备代理以及项目合作研发，公司位于上海CBD商圈繁

华地段，建有先进的AOL(Advanced Optical Labs)光学实验室，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服务。公司主要经营光学

元件、激光光学测试设备、以及光学系统集成业务。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遵循行业领先、诚信发展、探索创新、务实致

远、以质取胜的服务理念，并在产品开发和销售中贯彻到底。公司目前已获得ISO9001、ISO14001、ISO45001三大质量、

环保、安全的标准管理体系的认证，更是获得国际RoHS认证，自始至终秉承着国际标准的质量安全保障。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

主营产品:激光器/光源：半导体激光器、气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 光学元件：光纤光栅滤波器、光纤放大器、光学晶体、

光纤隔离器/环形器、脉冲驱动板、光纤耦合器、气体吸收池、光纤准直器、光接收组件、激光控制驱动器等各种无源器件

激光分析设备：高精度光谱分析仪、自相关仪、偏振分析仪，激光波长计、红外相机、光束质量分析仪、红外观察镜等 光

纤处理设备：光纤拉锥机、裸光纤研磨机

展位号

6D140

1550nm窄线宽单频半
导体激光器模块

InGaAs盖革模式雪崩光电二极管
(内置TEC制冷型)

半导体激光器二极管
(DFB/SLD/FBG)

山西汉威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jm-lasertec.com/

山西汉威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高端激光设备的设计、加工及整机制造，为用户提供多种激光模组，可应用于工

程投影、专业院线、激光加工、PCB印刷及其他应用领域的高端激光产品解决方案。 在激光加工领域，公司以强有力的创

新能力,面向新能源、半导体封装、PCB、先进光源、印刷与感光材料等领域提供定制光源解决方案,是涵盖设备、工艺、材

料、自动化的综合方案供应商。 在投影显示领域，公司自主研发的LRGB激光投影显示技术，将散斑抑制技术与大功率激

光光源集成技术相结合，实现了色彩绚丽、高亮度、无可视散斑的投影显示效果。同时，公司经TI授权成为亚洲首家拥有

0.95英寸3DLP投影技术的厂家。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激光工程投影机、专业院线投影机、旧投影机激光改造、桌面雕刻、大功率加工模组、远距离搜救灯、超大光速

灯、以及用于激光加工、特种照明和PCB曝光等领域的定制化激光模组。

展位号
6D029、6D030

大功率蓝色激光焊接模组 一字线白光照明模组 刑侦灯

http://www.microphotons.cn/
http://www.jm-lasertec.com/


激光器

北京镭志威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激光器

北京镭志威成立于2007 年，坐落于北京市东北四环旁，中关村电子城创新产业园，专业研发、设计、生产激光器。镭志威

激光器广泛应用在医疗，PIV，机器视觉，光热，光动力，光催化， 拉曼，全息，无接触式检测，荧光激发，探伤，痕迹

检测，道路检测，警用，宝石划线，激光雷达，激光制导等各领域。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 固体激光器、半导体激光器、片光源激光器。

激光器

6D054
首

深圳市楚韵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楚韵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专业从事激光光源研发，激光器、激光模组的设计与生产。公司成立了专业

的光电技术实验室，研发人员均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部分核心人员从事光电产品研发经验超过10年。配有多台自动化设

备和10余条完整的半导体激光器生产线，具有日产5万支激光器的生产能力。激光投影，户外工程亮化、激光医疗美容、

激光打标雕刻、农业激光以及科研侦探应用。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半导体激光器，光纤耦合激光器，科研定制类激光器，雕刻激光头，驱鸟激光器等，支持定制！

展位号
6D037、6D038

450nm 5.5W 蓝光激光器 科研物证勘探察定制激
光装备绿蓝激光器设备

RGB15w 红绿蓝光纤耦合激光器



佛山帕科斯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Ablator-NUV 系列工
业级紫外纳秒激光器

http://www.pulse-x.com/

佛山帕科斯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12月，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致力于研发和生产超短脉

冲光纤激光器、固体激光器及相关器件、高端激光装备与自动产线。公司研发生产的超短脉冲激光器主要应用于激光精密

加工、精密测量、科研航天、电子电路等诸多领域。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飞秒脉冲激光器（1030nm、1550nm）、皮秒脉冲激光器（1064nm）、工业皮秒激光器（1064nm、532nm、

355nm）、工业紫外纳秒激光器（355nm）

激光器

Ablator-PUV 系列工业
级紫外皮秒激光器

6B158

长飞光坊（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verfoton.com

长飞光坊（武汉）科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专注于光纤激光器相关的基础材料、特种光纤、芯片、

器件、组件，以及光纤激光器整机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依托公司领先的技术实力，各类产品在全球市场位居前列。 长飞

光坊汇聚了众多国内外顶级专家，拥有多项核心专利，具有光纤及光纤激光器行业完整的产业链，为全球用户持续创造智

能化、高品质、差异化激光应用解决方案。 秉承“正直、进取、尊重、责任”的核心价值观，长飞光坊致力于用领先光技

术造福人们生活。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

主营产品:连续光纤激光器、QCW准连续光纤激光器、便携式光纤激光器、特种光纤、光器件

展位号

6B060

350~500W便携式连续光纤激光器 4000~6000W光束可调连续光纤激光器

Ablator-PGL系列工业
级绿光皮秒激光器

20000W连续光纤激光器

http://www.pulse-x.com/
http://www.everfoton.com/


激光器

北京海科思锐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http://www.bjhksr.com

北京海科思锐光电仪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光电仪器代理商，目前已经与来自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美国等多家知名

光电仪器制造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产品包括：激光器、激光测试设备、激光元器件、光谱仪器、精密光机械、THz

产品等，所涉及的应用涵盖了激光加工，材料分析，量子光学等多个领域。 北京海科思锐光电仪器有限公司除了拥有一批

专业的销售工程师之外，还拥有一支强大的技术支持队伍。每个团队成员都拥有多年的光电仪器销售或技术支持经验，团

队成员的平均工作经验超过8年。北京海科思锐光电仪器有限公司不仅可以给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还可以根据客户的应

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和良好的售后服务。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

主营产品:激光器及应用系统；激光测试设备；激光与光学元器件；光谱仪器；光机械；THz系统与器件。

展位号
6C026、6C027

德国LASOS氦氖激光器 Wedge 1ns, Sub-ns脉冲调Q DPSS激光器 Dataray激光光束分析仪

安力光电有限公司

https://www.amonics.com/

安力光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由一批热愛研究的研究员和具備卓越能力的工程师團隊建立，在光纤和光学科学领域

拥有多年经验。 我们一开始是制造少量定制研发用的光学放大器，後來逐步建立自己成为各种不同類型的应用於高端的研

究和工业的高品质光子设备的国际供应商。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光纤放大器产品包括掺铒光纤放大器 ，掺镱光纤放大器，拉曼光纤放大器和混合拉曼/掺铒光纤放大器，这些都

适用於大都市和长途光纤通信网络的传输。 我们的宽带光源包括放大自发辐射，1050nm ASE和超辐射发光二极管

（ SLD ） 宽带源。

展位号
6C020

测风雷达激光器模块 高功率EDFA模块(自由空间通信应用) 高功率扩展C波段和扩展L波段
DWDM 掺铒光纤放大器

http://www.bjhksr.com/
https://www.amonics.com/


北京杏林睿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MCA系列 1.5ns 微片激光器系统

北京杏林睿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十余年来一直专注于激光器与激光应用系统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化，同时肩负为光电产业培

养优秀工程人才的使命，已经为分析仪器、医疗美容、雷达测距、激光加工和科研教学等多个领域的客户提供了诸多具有

创新性和竞争力的产品。 杏林睿光期望成为您的战略合作伙伴，助您的灵感受激发射！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亚纳秒固体微片激光器；铒玻璃（Er:Glass）1535nm人眼安全激光器；半导体MOPA放大窄脉宽高峰值功率激

光器；真皮秒灯泵固体激光器、光纤耦合半导体激光器、旋光器与隔离器。

激光器

1535nm铒玻璃人眼安全激光器 MOPA系列窄脉宽高峰值功率激光器

北京大族天成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tc-semi.com/

北京大族天成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十余年来一直专注于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组件及系统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公司生产高品质的半导体激光器产品，产品功率从数瓦到数千瓦，波长覆盖从375nm到2μm的紫外到近红外波

段，广泛应用于激光雷达、激光医疗美容、激光直接成像（LDI）、固体激光器与光纤激光器泵浦源、塑料激光焊接、激光

锡焊、蓝光激光焊接等多个领域。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高功率光纤耦合半导体激光器及系统

6B007、6B008

展位号
6D047、6D048

450nm蓝光激光器 405nm激光器

http://www.tc-semi.com/


大通激光（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牙科全组织CO2激光器

http://www.accesslaser.cn

ACCESS LASER 1999年成立于美国西雅图，专业从事CO2激光器的研发、生产以及销售。20多年来，公司从低功率CO2

激光器的研发开始，至今已开发并生产从平均功率100毫瓦到50瓦、峰值功率高达1kW的上百种射频激励CO2激光器。在

同类产品中ACCESS LASER以超稳定的高技术指标、独特的脉冲技术、良好光斑模式，在一定波长范围的谱线可调等技术

特色著称，其中多项技术至今无人突破。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二氧化碳激光器

激光器

牙科软组织CO2激光器 单波长CO2激光器

6D042

北京榜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532nm大功率激光器

http://www.viasho.com

本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泵浦的全固体激光器（DPSSL）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成立多年以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产

业强国”的理念，不断完善产品，时时技术创新，扩大生产规模。公司拥有自营进出口权，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德国、

日本、韩国、台湾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光电子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公司技术力量雄厚，产品种类齐全，质量

稳定可靠，供货及时，售后服务周到。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特种应用]

主营产品:公司产品主要有红光(635nm、660nm、671nm)、绿光(532nm)、蓝光(457nm、473nm),红外光(808nm、

946nm、980nm、1047nm、1064nm、1320nm等)固体激光器，功率范围由1mW延伸到百瓦级，产品广泛应用于科学

研究，工业检测，生物实验，激光演示，医疗检测，光谱分析，全息照相等众多应用领域中

589nm黄光激光器

6D132、6D135

窄线宽半导体激光器

http://www.accesslaser.cn/
http://www.viasho.com/


激光器

宁波远明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LSR808H-5W /10W

宁波远明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激光器产品的研发生产企业。公司以“专业生产激光器”为核心价值理念，希望通

过我们的专业水平和不懈努力，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更优良的服务。 本公司生产的各类激光器和相关光电器件，包括

半导体激光器、固体激光器，光学透镜模组，激光专用电源等。产品主要供给各光电仪器厂家，各类医学及美容、材料检

测、警用刑侦检测，测量仪器等的生产厂家；以及各大院校研究所，用于各类科研实验需要；以及各个激光灯厂家，用于

各种绚丽激光表演效果的需要。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激光器

LSR532NL-100mW, 
200mW, …, 700mW

LSR635NL-100mW

6D051、6D052
老

广州铭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oeabt.com

广州铭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光学实验仪器、仪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服务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高

端精密制造产业客户。我司拥有专业的光、机、电及其关联学科技术团队，具备完备的光学器材、仪器仪表检测、研发和

制造能力。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其它@@@显微观测系统、精密运动控制器]

主营产品:主营产品包括光学实验元件、光机械、镜片、光功率计、光频率计、实验平台运动控制器和激光光源等，同时承

接各类非标光学仪器仪表开发和定制。

展位号

6A156

激光定位模组 OsCam™ 系列科学相机 笼式光机组件

图三为新添加

http://www.oeabt.com/


上海瀚宇光纤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shconnet.com.cn

上海瀚宇致力于领先的光纤激光器、光纤放大器、激光雷达光源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以技术创新为先导，为激光

雷达、光纤传感、工业激光、光纤通信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应用提供代表前沿技术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产品和服务。经

过多年的积累和服务,已形成一系列技术领先的自主品牌产品,以单频光纤激光器、激光雷达光源、高功率光纤放大器、高性

能光纤激光器等产品为主导,为激光雷达、光纤传感、高功率光纤激光、相干通信等领域提供创新的产品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单频光纤激光器、激光雷达光源、高功率光纤放大器、单频保偏光纤放大器以及连续、脉冲的光纤激光器、冷原

子激光器、激光光源、高功率光纤光栅等

激光器

780nm单频光纤激光器 1550nm长脉冲单频保偏光
纤激光器(远距离)

6B162

东莞市蓝宇激光有限公司

http://www.bu-laser.com

东莞市蓝宇激光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9月，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半导体激光器、光纤耦合激光器的高新

技术型企业。公司以“创新、高效、品质、服务”为经营理念，与客户共同赢得市场为宗旨，致力于让科技改变生活的方

式！ 公司拥有自主品牌 BU-LASER、 及多项专利证书，被广大客户认可并获得了优秀供应商的美誉。产品通过了质检认证

及CE、ROHS、FDA、REACH、TUV、SGS等认证。公司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高新技术企业，以及

深圳市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产品范围: [激光器,激光特种应用,3D打印/增材制造,高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400nm~980nm之间的激光二极管、激光模组、光纤耦合激光器、生物检测光纤激光器、雷达激光器、3D机器

视觉激光器、DIY雕刻激光器、医疗美容激光器、粉尘检测激光器、红外安防激光器、军警激光器、结构光激光器、白光激

光器、舞台灯光激光器等。

展位号

6D160

375nm光纤耦合激光模块 DIY雕刻激光器 375nm~980nm半导体激光器

老

CoSF-D-YB-M窄线宽单频
光纤激光器

http://www.shconnet.com.cn/
http://www.bu-laser.com/


激光器

陕西澳威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awlasers.com

澳威激光成立于2010年，公司总部及研发中心位于中国西安，生产基地位于陕西省铜川市。我们在激光器、PLC分路器、

波分复用器, AAWG为客户提供独特的产品解决方案。我们的工程团队在光纤器件设计、制造及规模生产的可靠性资质方面

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业绩，为客户在光学产品定制、样件、零星生产试样、Telcordia资质认证及批量生产业务中提供

服务。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

主营产品:我们提供不同高质量的激光器产品，包括选择波长激光器，窄线宽激光器，超宽带激光器，波长可调激光器和波

长扫描激光器；以及无源光学器件，如不同用途的光纤光栅，无热AWG，具高可靠性和低成本的平面光波导分路器PLCS，

CWDM/DWDM器件和模组件以及不同的保偏光纤器件。

展位号
6D011、6D012

超辐射宽带激光器 窄线宽波长可调激光器模块

深圳活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活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半导体激光器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固体激光器的泵浦源，千瓦级半导体激光

器以及应用于医美、检测等领域的半导体激光器，产品已经被国内外客户广泛应用。 公司致力于技术创新、诚信合作，

致力于构建乐于创造、乐于分享的精品高科技企业。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泵浦源产品、小芯径光纤耦合半导体激光器、多波长半导体激光器、开放式半导体激光器、光斑整形点阵输出半

导体激光器。

展位号

6A146

可见光半导体激光器 半导体激光泵浦模块 KW-半导体激光器

半导体光放大器

http://www.awlasers.com/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everbrightphotonics.com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光华芯，股票代码：688048），是一家专业从事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

高效率半导体激光雷达传感芯片、高速光通信半导体激光芯片及相关的光电器件应用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

企业。2017年，长光华芯成立激光雷达与3D传感事业部，先后引进行业资深专家，组建专业研发团队，建成包含芯片设计、

外延生长、台面刻蚀、氧化工艺、电镀金、性能测试等工艺的完整6寸线工艺平台和量产产线，攻克了材料外延生长的精确

控制和稳定性难题以及激光电流的氧化限制控制难题，致力于高性能VCSEL芯片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实现了6吋

VCSEL产线的高良率生产。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长光华芯拥有结构光VSL、飞行时间VTOF、激光雷达VLR、激光雷达EEL四大系列产品亮相，四大类产品性能指

标先进，已向市场批量供应，并广泛应用于人脸识别、手势识别、激光加热、生物医学、安防照明等领域。

激光芯片及元件

6A125

结构光VSL芯片 飞行时间VTOF芯片 激光雷达VLR芯片

江西德瑞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

http://www.deray-semi.com

江西德瑞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激光器芯片研发与生产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于2015年8月正式成立，

落户于江西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 德瑞光电的核心团队成员均为来自海内外著名企业与相关学术领域的专家，并长期

担任产品研发、生产及管理的负责人，具有丰富的芯片研发与生产经验。德瑞光电拥有从外延结构设计、外延生长、芯片

设计、芯片制程、到测试老化与封装的完整生产线。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

主营产品:VCSEL 660-680nm 单管 850nm单管与阵列等芯片 940nm单管与阵列等芯片， EEL 1550nm高功率1W, 2W,

3W芯片, EEL 980nm 单模大功率芯片 激光器芯片老化与测试设备

综合性激光器芯片老化系统 VCSEL芯片940nm-13mil

6C052
首次

VCSEL 680nm ;670nm

http://www.everbrightphotonics.com/
http://www.deray-semi.com/


激光芯片及元件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http://www.aircas.cas.cn/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空天院”）在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光电研究

院的基础上整合组建，于2017年7月29日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空天院的成立，是中国科学院党组顺应党

中央对科技机构改革的总要求、深化四类机构改革的重要举措。空天院共有在岗职工2600余人，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5人；

在读研究生1800余人；拥有20个国家/中科院级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空天院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以重大产出和支

撑国家实验室建设为目标，已基本形成空天信息领域高起点、大格局、全链条布局的研究方向。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

主营产品:空天院形成了“平台—器件—载荷—数据接收—数据处理—应用”的全链条研究模式，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空天信

息领域、光电领域、航空遥感领域、对地观测领域。空天院在浮空器、地球大数据、遥感飞机、遥感卫星、微波与电磁载

荷、光学载荷、空间行波管、大功率速调管、先进微纳传感器、短脉冲激光器、激光雷达、微波微系统、地球大数据科学

工程、北斗导航、民用卫星综合应用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具有特色和优势。

展位号

6C080

微型静电传感器及监测系统 全集成TOF激光雷达接收机芯片

武汉锐晶激光芯片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锐晶激光芯片技术有限公司，坐落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科技三路99号。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激光器芯片

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维修服务和技术咨询等，是湖北省唯一一家、全球少数几家兼具研发、量产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

芯片的高新技术企业。 当前，锐晶公司已实现高功率激光主要应用波段（6XX-10XXnm)全覆盖，产品具有高效率、高亮

度、光束质量优、应用寿命长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工业加工、医疗、安全、传感、印刷、科研、激光显示等领域。 公司坚

持“锐意进取、精益求精”的企业精神，秉承“以不断创新的技术和忠诚的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为客户提供高

品质、多样化的产品服务和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单管芯、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巴条、外延片及外延生长服务、晶圆片及晶圆加工服务

展位号

6A142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巴条

首次

晶圆片及晶圆加工服务

http://www.aircas.cas.cn/


激光芯片及元件

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raybowlaser.com

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位于深圳市龙华德泰科技园，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大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研发和

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从半导体激光芯片外延设计、材料、制造工艺，到芯片封装、表征测试等全套核心技术，

可向市场提供高性能、高可靠性大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封装模块及测试表征设备，并可提供研发咨询服务。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大功导体激光芯片及测试解决方案，公司芯片产品形式包括：①单管芯片（single-emitter） 和bar条，功率从

瓦级到数百瓦级，波长覆盖从可见光到近红外波段（635nm—1550nm），性能达到国内领先、部分国际领先水平，替代

进口高端激光芯片；②封装产品包括、COS（Chip on Submount）、BOS（Bar on Submount)和TO/SF等；③表征测

试设备种类齐全、自动化程度高

展位号

6A062

大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EEL

西安立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808nm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

西安立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注册资金1.97亿元，是专业从事高端半导体激光器芯片及其相关产品研发、生

产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国内外专家组成的技术团队以及先进的化合物半导体激光器芯片制造生产线，主要从事砷化镓

基、磷化铟基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的外延、芯片及封装类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等业务。产品覆盖755nm-1550nm波段，

功率从毫瓦级到千瓦级，主要应用于工业加工、光纤通讯、激光显示、医疗美容、科研、印刷、照明等领域。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西安立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先进的生产平台，向市场提供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芯片及相关

产品。产品波长755nm-1550nm，单管功率丛毫瓦到数十瓦，巴条功率从数十瓦到上千瓦。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加

工、生物医疗、科学研究、激光照明、激光雷达、光通信等领域，可为客户提供高功率、高可靠性、高性价比、不同功率

及波段的激光器芯片，也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而定制。

830nm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
905nm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

6D017、6D018

http://www.raybowlaser.com/


激光芯片及元件

深圳镭尔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leirte.com/

深圳镭尔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半导体EEL、VCSEL、APD等光电子器件和模组的封装生产、研发与销售一体的

科技型生产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激光测距，激光雷达，激光传感，激光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公司现拥有完整的半导

体自动化生产线与检验检测设备，产品严格遵循RoHs,ISO9001,CE，AEC-Q102等行业标准执行生产，目前已同国内外众

多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

主营产品: 脉冲大功率激光晶圆、激光二极管、光纤耦合激光器、激光测距配套产品。

展位号
6D189、6D190

905nm空间准直激光模组 激光测距/雷达专用芯片 905nm/1550nm脉冲激光二级管

首

深圳市强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小角度发光LED光源

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于2020年1月迁入横岗228工业园区，厂房面积5000平米。我司专注于半

导体及红外LED封装产品的封装，是集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主要有红外发光二极管、血

氧传感器、智能穿戴传感器、热电堆传感器等。主要面对安防行业，美容医疗行业，消费类电子产品、以及手机数码行业。

公司目前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定位，现阶段产品主要有两个方向：810虹膜辨识LED产品（应用于手机及数码产品的虹膜识别）

及红外激光LED产品（应用与汽车轨迹纠正及汽车夜间远程照明和手机及数码产品的传感器）。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 发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灯具、交通补光灯具、安防产品、半导体、激光灯、传感器的生产。

红外激光器 808NM激光

6D108

http://www.leirte.com/


激光芯片及元件

武汉莱恩士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莱恩士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武汉•中国光谷，是一家从事光电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万级净化车间面积1100平米，总厂房面积达3000平米，具有国际化领先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成熟

的生产工艺，致力于成为光电子核心器件和设备系统的顶尖供应商。公司以技术为先导，拥有由多位博士、高级工程师领

军的核心技术团队，其核心成员均有10年以上的光电行业经验。公司拥有完整的蝶形器件封装生产线，TOCAN器件封装生

产线，光收发器件及模块生产线，产品广泛用于光纤通信，光纤传感及医疗电子等领域。 公司遵循“客户至上，高效优质”

的经营理念，秉持诚信共赢的发展宗旨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

主营产品:超辐射发光二极管，窄线宽激光器，DFB激光器，蝶形封装，TO封装

展位号
6B028、6B029

窄线宽激光器 超辐射发光二极管

无锡斯博睿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绿光激光二极管

无锡斯博睿科技有限公司（Superlight Technology Co., Ltd.）是韩国QSI激光二极管在中国地区总代理，主要为国内的客

户提供QSI的原厂产品和技术支持，同时经销夏普和欧司朗的激光二极管产品。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

主营产品:405nm-940nm波长范围内的小功率激光二极管。

6C192、6C195
首次

蓝光激光二极管红光激光二极管



西诺光学Sinoptix
展位号

特种光纤

http://www.sinoptix.com.cn/

西诺光学（艾颉熙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优质光电产品代理商，2010年成立于上海。主要代理产品包括：

LEUKOS超连续谱光源、自适应光学产品、Femto easy超快激光检测设备、Glo photonics紫外激光梳和脉冲压缩器、

ARGOLIGHT荧光定量标准片、GOYALAB手机光谱仪、特种光纤、显微镜3D成像插件等。多年来，我们不断努力，秉承

“用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为广大科研用户精选高科技光电仪器和配件，以满足中国用户的高标准和多变需求，至今已为

数十家机构提供了质量过关的高精仪器或光学元件。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自适应光学产品、超连续谱光源、特种光纤、自相关仪、荧光定量标准片、手机光谱仪、短波红外相机、红外探

测器、显微镜3D成像插件、紫外激光梳、脉冲压缩器、高温内窥镜

激光芯片及元件

超连续谱光源 自适应光学产品

武汉高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高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4年，位于“武汉·中国光谷”，注册资金1000万元，自有厂房面积1100平方米。公

司致力于各种行业应用的半导体光电器件的开发，为客户提供专业、可靠的半导体激光器、探测器产品和解决方案，涉及

不同的波长、光功率、带宽和封装形式，应用于激光雷达、气体检测、光纤传感等市场。公司配备完整的半导体光电器件

封装和测试平台，具备器件开发和芯片定制能力，可以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公司秉承“成就客户、成就

员工、专业品质、诚信经营”的理念，立足于对技术的理解和产品的创新，探索半导体光电器件的应用和市场，为客户创

造价值。

产品范围: [激光器]

主营产品:在激光雷达/激光测距领域，公司有多年的积累，可以提供905/1550nm 尾纤、TO和阵列封装的激光器产品和光

束整形、准直发射模组等解决方案。 在气体检测领域，可以提供甲烷、氨气、氧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氢、氟化

氢、乙炔、乙烯、水汽等气体检测用TO、蝶形封装的激光器。 在光纤传感领域，可以提供OTDR、DTS/FBG、FOG等应

用需要的激光器和探测器。

6C180、6C181

展位号
6B188、6B189

激光雷达系列光源 气体检测系列激光器 光纤传感系列光器件

http://www.sinoptix.com.cn/


激光芯片及元件

中山天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tx-laser.com

中山天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拥有15年以上经验丰富的生产管理人员和

10年以上研发团队可为客户提供设计符合需求的激光产品。 我们拥有提供最佳产品解决方案所需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以满足

客户的需求。无论您的激光产品需要什么，我们都有技术人员、销售代表和其他经验丰富的员工随时待命。 本公司生产的

激光模组产品可广泛运用在激光测距仪、激光扫平仪、激光标线仪（投线仪）、条码扫描仪、激光瞄准镜、激光水平尺、

电动工具、舞台灯光、测试探测仪器、军用器械、激光医疗等设备上。 本公司坚持生产一流品质的激光产品，给您最优惠

的价格与最真挚的服务，成为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合作伙伴。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DOE 激光模块,360度激光二极管模块,十字准线激光二极管模块,点激光二极管模块,线激光二极管模块，红光/绿

光/蓝光/红外线/紫外线/光纤激光器等。

展位号

6E062

点激光二极管模组 线激光二极管模组 Mini激光模组

老

深圳市铂镭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hwww. bolei-blaser.com.cn

深圳市铂镭激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业销售激光二极管、生产半导体激光模组及激光设备的技术企业。

提供的产品有：375 nm -1850 nm之间的激光二极管、激光模组、激光传感模组、激光防伪笔、激光水平仪、激光焊锡机、

光纤耦合激光器、人脸识别雷达激光器、植物生长激光模组及RGB激光模组。 产品广泛运用到激光医疗、激光美容、激光

焊锡、植物生长、激光雕刻、光通讯网、机器人传感、激光印刷、激光舞台、激光照明、激光扫描、激光安防、激光夜视、

地质勘探、激光指示 定位、光显、AR、等。 公司具有丰富的半导体激光产品开发及生产经验，按客户需求，在最快的时

间内为客户提供最最优秀的产品与服务。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工业机器人及

自动化]

主营产品:激光二极管、激光模组、激光传感模组、激光防伪笔、激光水平仪、激光焊锡机设备、光纤耦合激光器、人脸识

别雷达激光器、植物生长激光模组及RGB激光模组。

展位号

6E042

激光模组 激光器 传感模组 光纤耦合激光器 半导体激光二极管 激光焊锡设备 激光焊锡机光源

首次

http://www.tx-laser.com/
hwww.%20bolei-blaser.com.cn


北京瑞合航天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曲面光纤阵列

http://WWW.bjreful.com

我公司专业从事光纤阵列的研发与生产。可以制作单排线型、二维面阵、曲面阵列、三维球形光纤阵列，多项产品性能达

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凭借对超精密FA加工的深入理解，我们拥有了生产高精度定位基片、光纤阵列FA设计、FA封装、研磨

加工及检验的丰富经验和成熟工艺。产品具有高精度，高稳定性的特点。先后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我公司把握

全球信号传输领域发展趋势，潜心研究，将实现光纤传输密集化、阵列化，高精度化作为奋斗目标，并立志成为这一领域

的制作专家。为旨在每一位想实现高能量、高速率、多通道光传输功能的用户，提供更便捷的传输器件，成为世界一流的

光纤传输、光纤传感、光纤激光雷达探测的供应商。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3D打印/增材

制造,高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一维光纤阵列、一维FA、二维光纤阵列、2D FA、三维光纤阵列、3D FA、耐高温光纤阵列、真空穿墙光纤阵列、

保偏光纤阵列、PM光纤阵列、带透镜的光纤阵列、带透镜的保偏光纤阵列、带透镜的PM光纤阵列、空芯光纤阵列、光纤

激光器阵列、光纤束、光纤传像束、光纤激光器阵列、光纤耦合探测器阵列

激光芯片及元件

带透镜的2D PM光纤阵列 异形2D 光纤阵列

6E009、6E010

武汉长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cjphotonics.com

武汉长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特种光纤、特殊光纤激光器及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专门为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用户提供系列有源光纤、保偏光纤、光子晶体光纤等特种光纤、光纤激光器以及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业务。公司掌握从光纤预制棒制备,拉丝到光纤测试的全部核心工艺技术,具备高品质高批次一致性的

特种光纤批量生产能力,并可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各类光纤、光纤激光器产品及技术开发报务。公司于2018年开展高功率

光纤激光器用掺镱光纤产业化项目，产品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技术水平，目前，已迅速成为国内知名光纤激

光器厂商锐科，杰普特，创鑫等的重要稳定特种光纤供应商。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脉冲光纤激光器系列掺镱光纤、连续光纤激光器系列掺镱光纤、1μm无源匹配光纤、1.5μm铒纤铒镱光纤及无源

匹配、2μm掺铥光纤及无源匹配、保偏系列掺镱光纤及无源匹配光纤、泵浦能量传输光纤、信号能量传输光纤

展位号

6D171

1μm掺镱光纤及无源匹配 1.5μm铒纤铒镱光纤及无源匹配 能量传输光纤

http://www.bjreful.com/
http://www.cjphotonics.com/


激光芯片及元件

重庆巅慧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压电快反镜

http://www.dhwisdom.com/#/home

重庆巅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5日，是由重庆大学精密与智能实验室孵化的研发型高科技企业。经过5年的发展

年经营收入超过千万元以上。目前已开发出9大系列产品，多种产品已服务于科学研究、空间探索、武器装备等领域。其中，

快反镜、激光振镜、电容位移传感器、微装配机器人都属于填补国家科技空白，替代进口产品、解决行业卡脖子的高科技

战略产品。目前公司员工近30人，其中，教授级专家2人、博士学位的1人、硕士学位5人。已获得“巅慧”商标和“DH”

商标。已申请发明专利4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1项，并通过ISO9001和ISO14001认证。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压电微/纳定位系统：快速控制反射镜（快反镜）、微/纳定位产品、变形镜、光束指向镜系统、光束精跟踪系统、

扫描凝视成像系统、压电驱动电源/数字控制器、压电六轴定位/隔振平台、压电致动振动控制系统 音圈微纳定位系统：音

圈快速控制反射镜（快反镜）、音圈位移平台、音圈驱动电源/数字控制器、光束指向镜系统、光束精跟踪系统 光学振镜系

统：数字光学扫描振镜、双轴光学振镜、大角度光学振镜、跟踪系统、光学振镜驱动电源

微扫平台

4A120
首次

音圈快反镜

福建汉光光电有限公司

福建汉光光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位于福州仓山福湾工业区，主要从事晶体和光学元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

泛应用于激光、光通讯、光电子、医疗设备、科研等领域。 公司拥有完整的产品生产线、良好的质量体系以及优秀的管理

团队，建立了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已于2016年通过ISO9001:2015质量体系认证，并于2020年被认定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福建汉光光电本着为客户提供质量可靠、价格低廉、交期最短、服务一流四大基本原则，竭诚为国

内外广大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1、偏振光学元件： 格兰棱镜：格兰激光棱镜、格兰汤普森棱镜 、格兰泰勒棱镜 偏振分光棱镜：PBS棱镜、高功

率PBS棱镜、宽带PBS棱镜、洛凶棱镜、渥拉斯顿棱镜 波片：零级波片、真零级波片、宽带波片 2、晶体元件： 电光晶体：

BBO、LiNbO3 激光晶体：ND:YVO4、ND:YAG 非线性晶体：BBO、 LBO、 KTP 双折射晶体：CaCO3、YVO4 3、精密

光学器件: NPBS、直角棱镜

展位号
6D025、6D026

偏振光学器件 晶体元件 精密光学器件

http://www.dhwisdom.com/#/home


深圳市赛浦森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二维扫描振镜

http://www.sp-scan.com

深圳市赛浦森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专业研发和生产光学二维扫描振镜的高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包括: 8.5mm

入射光斑扫描振镜，10mm入射光斑扫描振镜12mm入射光斑扫描振镜,14mm入射光斑扫描振镜，16mm入射光斑扫描振

镜，20mm入射光斑扫描振镜，30mm入射光斑扫描振镜，3D动态轴等。 主要的应用设备:光纤激光打标机,Y AG激光打标

机,CO2激光打标机,C02大功率激光切割机，CO2激光飞行喷码机,532nm绿光内雕机,355nm紫外激光打标机和切割机，

SLA, YAG焊接机，光纤焊接机等

产品范围: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3D打印/增材制造]

主营产品:主要产品包括: 8.5mm人射光斑扫描振镜，10mm人射光斑扫描振镜12mm人射光斑扫描振镜,14mm入射光斑扫

描振镜，16mm人射光斑扫描振镜，20mm入射光斑扫描振镜，30mm人射光斑扫描振镜，3D动态轴等

激光芯片及元件

30光斑焊接振镜 SS-12-DA

6B030、6B031

深圳市福津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纤镀膜/镀膜尾纤

http://www.photonstream.cn/

深圳市福津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专业为半导体激光器制造商生产各种波段的镀膜光纤类产品的高新技

术企业。福津光电产品涵盖裸光纤镀膜，各种陶瓷插芯镀膜尾纤，SMA905/D80高能传输跳线镀膜，单斜面，楔形，锥形

透镜光纤。广泛应用于光纤激光器的泵浦激光器的耦合和传输，工业激光、医疗激光传输及光纤传感等领域。 公司创始人

具有14年光通信及工业激光行业经验，其带领的研发团队专注于各种光纤研磨抛光镀膜技术研究，拥有11项专利技术。福

津光电自主研发的裸光纤研磨抛光技术能够提供良好的光纤端面清洁度，为后续的镀膜层高损伤阈值提供了强有力的质量

保障。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高功率激光耦合尾纤，光纤镀膜，尾纤镀膜，跳线镀膜，柱面透镜，光纤透镜，来料加工等

6E045、6E046

透镜光纤/光纤透镜 裸光纤研磨抛光

http://www.sp-scan.com/
http://www.photonstream.cn/


激光芯片及元件

贺利氏(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https://www.heraeus.com/en/hca/fused_silica_1/home

贺利氏是一家总部位于德国哈瑙的技术集团，是一家专业的国际家族投资公司。今天，贺利氏集团包括环境、电子、健康

和工业应用等领域的业务，是制造和加工业界高纯度的熔融石英和其他高纯材料（如陶瓷和复合材料）的技术和高质量材

料专家。客户受益于基于广泛的材料专业知识和技术领先地位的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 在2021年的财政年度，贺利氏集团

上榜《财富》全球500。贺利氏是德国十大家族企业之一，并在其全球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贺利氏科纳米是制造和加工业界高纯度的熔融石英和其他高质量材料（如陶瓷和复合材料）的技术和高质量材料

专家。应用范围包括工业系统、国际科学项目和半导体行业。 在光电子领域，贺利氏提供广泛的光学熔融石英等级组合，

该产品组合包括用于近红外应用的低成本低吸收的熔融石英，也有大尺寸的熔融石英，以及用于紫外线范围的具有延长寿

命要求的熔融石英。我们的Fluosil®产品可用于生产光纤的预制件、棒材和管材。

展位号
6D080

石英玻璃

首次

安徽科瑞思创晶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crystro.cn

安徽科瑞思创晶体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产品为功能晶体材料及其应用器件。功能晶体材料主要有磁光晶体TGG铽镓石榴

石、TSAG；压电晶体LT钽酸锂、LN铌酸锂、LGS硅酸镓镧；闪烁晶体Ce:LUAG、Ce:GAGG；激光晶体Nd:YAG以及单晶

外延基片晶体GGG、SGGG、铝酸镧LaAlO3等。应用器件如电光调Q开关，光隔离器，旋光器等。晶体材料TGG主要应用

于法拉第旋光器和光隔离器；LT钽酸锂、LN铌酸锂是通信用SAW和BAW射频滤波器和高频换能器的关键材料。相关产品

广泛应用于激光加工与焊接、激光照明、移动通讯、光通讯、消费电子、医疗检测设备、医疗美容、科研等行业。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主要有磁光晶体TGG铽镓石榴石、TSAG；压电晶体LT钽酸锂、LN铌酸锂、LGS硅酸镓镧；闪烁晶体Ce:LUAG、

Ce:GAGG；激光晶体Nd:YAG以及单晶外延基片晶体GGG、SGGG、铝酸镧LaAlO3等。应用器件如电光调Q开关，光隔离

器，旋光器等。

展位号

6B001

TGG铽镓石榴石 LT钽酸锂晶体

石英玻璃

LBO-三硼酸锂

https://www.heraeus.com/en/hca/fused_silica_1/home
http://www.crystro.cn/


南京镭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聚焦镜

https://www.cloudraylaser.com/

南京镭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国际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型智能化企业。 公司拥有11项

专利，分别在南京和苏州建立了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产品包括激光镜片、激光光源、激光智能设备等。 我们专注于激光

领域，已出口到1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6个海外核心区域仓库，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全球销售网络布局，积累了

500000+客户。 目前以互联网与智能制造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在网上销售方面占据激光行业第一的位置。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聚焦镜，反射镜，保护镜片，扩束镜，场镜，激光管，喷嘴，陶瓷环，冷水机，切割头，控制系统，激光器，打

标机

激光芯片及元件

场镜 保护镜片

6C170、6C172
首次

福建致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TGG晶体

福建致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晶体业务为核心，从事磁光、激光、双折射、非线性光学、分光、声光等晶体材料和元件，

以及各类精密光学元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激光、光通讯、医疗设备、检测分析仪器等工业领域。公

司与福州大学光功能晶态材料研究所建立了校企合作平台，依托平台技术优势，已发展了提拉法、熔盐法和水溶液法等多

种晶体生长技术，相继开发出Nd:YVO4、Nd:GdVO4、TGG、KTP、TLAP、OHM、CGA、TeO2、α-BBO等多种晶体材

料。公司秉承“致力创新，追求卓越”的企业宗旨，坚守“诚实、创新、卓越、 共赢”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求实奋进，致

力于成为激光和光通讯产业的卓越供应商。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

主营产品:特种掺杂钒酸盐系列晶体（Nd:YVO4、Nd:GdVO4、Ho:GdVO4 等）、TGG、TSAG、α-BBO、TLAP、OHM、

CGA、KTP等多种晶体材料和元件，以及各类精密光学元器件。

掺钕钒酸钇Nd:YVO4 α-BBO

6B160、6B161
首次

https://www.cloudraylaser.com/


成都新源汇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Nd，Ce：YAG

http://www.yagcrystal.com

成都新源汇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一直专注于激光与红外器件的研发与生产，产品主要应用于军用领域。主

要产品有：一、激光晶体、调Q晶体、非线性晶体。其中浓度渐变晶体和高掺杂(2.5at%)晶体为公司特色产品。 二、探测

器（带强光保护的Si及InGaAs的APD及PIN探测器是公司特色产品。）三、光学器件：公司提供石英、K9、硅、锗、氟化

钙等材料的平面、球面、柱 面、非球面等光学器件的加工，如：棱镜、透镜、光窗、偏振片、滤光片、高斯镜等。高抗损

伤阈值的光学镜片以及窄带滤光片（带宽5nm）等为公司特色产品。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一、激光晶体、调Q晶体、非线性晶体。其中浓度渐变晶体和高掺杂(2.5at%)晶体为公司特色产品。 二、探测器

（带强光保护的Si及InGaAs的APD及PIN探测器是公司特色产品。）三、光学器件：公司提供石英、K9、硅、锗、氟化钙

等材料的平面、球面、柱 面、非球面等光学器件的加工，如：棱镜、透镜、光窗、偏振片、滤光片、高斯镜等。高抗损伤

阈值的光学镜片以及窄带滤光片（带宽5nm）等为公司特色产品。

激光芯片及元件

Nd：YAG 光电探测器

6D180

福州星科光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

RGB 合光键合体

http://www.xkpho.com

福州星科光电目前主要提供红外3-14um波长使用的非球面，抛物面，衍射面等镜片，RGB合光组件（包含极小尺寸的键

合体或者是分离结构的柱面镜，PBS，旋光片/波片和反射镜），铒玻璃和尖晶石1535nm键合晶体，TGG, TeO2晶体，飞

秒激光用的BBO超薄片, 倍频和OPO用的KTP和KTA晶体,蓝光雕刻合光和光束整形元件。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3-14um红外非球面等镜片，RGB 合光元件（包含极小尺寸的键合体，分体包含柱面镜，旋光片，PBS和反射

镜），铒玻璃+尖晶石键合体，TGG, TeO2晶体和BBO晶体超薄片等， KTP 和KTA，蓝光雕刻使用的合光和光束整形元件

等。

铒玻璃尖晶石键合晶体 3-14um 镜片

6C175

http://www.yagcrystal.com/
http://www.xkpho.com/


激光芯片及元件

北京中成石英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quartzwork.com

北京中成石英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玻璃加工高科技企业。

公司专业从事各种光学玻璃的定制加工。主导产品有：玻璃毛细管/棒、异型玻璃管/棒、玻璃激光腔体、光纤石英端帽、

石英零部件、石英片以及石英仪器等。 产品广泛应用于半导体、通讯、太阳能、电子、光学、光纤、航天、军事、化工、

镀膜、医疗等诸多高尖端行业。公司位于中国首都——北京，并在山东莱阳建立大型生产基地-莱阳中成石英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总占地2万8千平方米。公司以产品质量为宗旨，每件产品从选料、加工、检验、包装、运输到售后服务都进行严格

把控，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形成了规模化、系统化的生产模式。0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其它@@@半

导体、通讯、太阳能、电子、光学、光纤、航天、军事、化工、镀膜、医疗]

主营产品:玻璃毛细管/棒、异型玻璃管/棒、玻璃激光腔体、光纤石英端帽、石英零部件、石英片以及石英仪器等。

展位号
6B180、6B181

激光腔体 石英零件 玻璃窗口片

深圳市光波光能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gb007.net

深圳市光波光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集成于光学透镜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我司

拥有强大的光学技术研发团队，有先进的光学加工设备及核心技术，且享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发明专利。我司产品

运用广泛-服务于光学领域泛行业产品涉及菲涅尔透镜，投影机菲镜，医疗行业，VR，AR，LED照明，路灯照明，交通信

号灯，舞台灯透镜，智能家居红外感应，，太阳能发电等 我们的宗旨：科技创新，合作共赢 我们的理念：做行业最优质的

产品，做企业最贴心的服务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其它]

主营产品:菲涅尔透镜，投影机菲镜，医疗灯光，VR，AR，LED照明，路灯照明，交通信号灯、舞台灯透镜，智能家居红

外感应，太阳能发电等

展位号
4B100、4B101

圆形菲涅尔透镜 方形菲涅尔透镜 医疗光学菲涅耳透镜

http://www.quartzwork.com/
http://www.gb007.net/


青岛海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KD*P调Q开关

http://www.crystech.com

青岛海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海泰光电）成立于2001年2月，主要从事非线性光学晶体、755nm、翠绿宝石、KD*P

开关、电光开关、染料手柄、KTP、Nd:YAG、RTP、激光晶体、RTP电光开关、电光Q开关及精密激光光学元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激光医疗美容，激光工业加工及激光人眼安全等领域。公司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拥

有现代化的办公和生产厂区，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员工200多人，其中研发团队和专业技术人员占40%以上。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公司主要产品有KTP和HGTR-KTP等非线性晶体，翠绿宝石（Alexandrite），Nd:YAG和Nd:YVO4等激光晶

体,RTP和KD*P电光Q开关，薄膜偏振片和匀化片（Cell Mirror）等各类型激光光学元件。

激光芯片及元件

RTP电光调Q开关 翠绿宝石

中科芯电半导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http://www.acs-semi.com

中科芯电半导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成立，是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曾一平教授，张杨教授带领的顶

级科研团队的40年自主核心技术为引领，专业从事分子束外延工艺（MBE）Ⅲ-Ⅴ族化合物微电子与光电子芯片材料研发

并大规模生产的高端科技企业。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Phemt外延片，Hemt外延片，Mhemt外延片，Hall外延片，Qwip外延片,EE-lasers外延片，HBT外延片

6A045

展位号

6D170

外延片 砷化镓外延片

http://www.crystech.com/
http://www.acs-semi.com/


激光芯片及元件

北京有色金属与稀土应用研究所有限
公司

北京有色金属与稀土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所）成立于1963年，2000年转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2021年6月

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有色所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隶属于北京隆达合创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

市国资委重要子企业。 有色所从事有色金属焊接材料、功能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具备高纯金属加工、微

合金化、粉体成型、压力加工与成型、精密制品成型、热处理、表面处理以及性能检测评价分析等技术。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有色所主要从事有色金属焊接材料、功能材料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主要产品有微电子封装用系列钎

焊材料、高导热热沉材料、高纯贵金属溅射靶材及蒸发材、高铁机车用银基钎料、铝基中温钎料、电子封装用键合金丝及

扁线、贵金属导电摩擦材料等产品，理化检测分析中心拥有的先进分析检测仪器，更广泛地为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电

子材料、建筑材料等领域提供分析测试服务，支撑新材料行业的快速发展。

展位号

6E025

高导热热沉材料 微电子封装用钎焊材料 高纯贵金属溅射靶材

佛山华智新材料有限公司

http://www.fshzam.com/

佛山华智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大功率半导体器件散热及封装解决方案提供商，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我司主营多层CPC、

多层CMC，微流道（MCC），金刚石铜、金刚石银等芯片散热材料，是国内大功率芯片散热材料的领导者，同时能够为客

户提供低成本的ACP封装解决方案。 我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通信基站、大功率激光器、数据中心、红外探测、夜视仪、新

能源汽车、高铁、高压输电、风力发电等领域，满足了国家关键领域电子封装材料国产化的需求。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

主营产品:我司主营多层CPC、多层CMC，微流道（MCC），金刚石铜、金刚石银等芯片散热材料以及低成本的ACP封装

解决方案

展位号
6B005、6B006

CPC 微流道水冷器 金刚石系列

http://www.fshzam.com/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

上海昊量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http://www.auniontech.com

昊量光电 您的光电超市！ 上海昊量光电设备有限公司致力于引进国外先进性与创新性的光电技术与可靠产品！与来自美国、

欧洲、日本等众多知名光电产品制造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代理品牌均处于相关领域的发展前沿，产品包括各类激光

器、光电调制器、光学测量设备、精密光学元件等，所涉足的领域涵盖材料加工、光通讯、生物医疗、科学研究、国防及

前沿的细分市场比如为量子光学、生物显微、物联传感、精密加工、先进激光制造等。 我们的技术支持团队可以为国内前

沿科研与工业领域提供完整的设备安装，培训，硬件开发，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等优质服务，助力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 为

客户提供适合的产品和提供完善的服务是我们始终秉承的理念。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连续激光器(CW) ns | ps | fs 脉冲激光器 可调谐激光器 | 光源 激光量测设备 调制器 | 偏转器 | 滤波器 空间光调

制产品 电子学测试仪器 光谱仪器 相机系列 光学器件 光栅 | 晶体 | 玻璃 光纤 | 光纤器件 光量测设备 反射材料 | 涂料 位移

台 | 偏转镜 | 旋转台 冷原子 | 量子光学产品 材料分析设备 光学检测设备 显微成像系统及组件

展位号
6B182、6B185

激光光束分析仪 PPLN波导紫外高分辨率高速DMD空间光调制器

贝耐特光学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展位号

RD系列Ⅰ 空间光调制器(SLM)

http://www.bilightech.com/

贝耐特光学科技（昆山）有限公司创立于2016年，是一家基于硅基液晶(LCoS)光学器件与系统研发、生产和技术支持的高

新科技企业。公司长期深耕LCoS空间光调制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董事长肖峰博士从事LCoS光学相控阵技术研发15年有

余，是国际上LCoS技术领域活跃的青年学者，研发出多种型号的LCoS产品以及新型的光谱分析处理模块，在光通信、AOI

工业过程检测/监控 等应用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公司先后获得“姑苏科技创业天使计划”、“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江苏省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等荣誉。 我们的目标：努力成为光通信、3D AOI/SPI等众多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

产品范围: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3D打印/增材制造,高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LCoS空间光调制器模组、可调光学滤波器

RD系列Ⅳ 结构光模组 RD系列Ⅴ 可调光学滤波器

4D150
新

http://www.auniontech.com/
http://www.bilightech.com/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

科艺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anp.com.hk

科艺仪器有限公司在1984年成立于香港，本公司代理各种激光器件及系统、光学器件及系统、精密移动控制产品及光电测

试设备等；本公司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台湾、新加坡等地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欢迎访问

http://www.anp.com.hk、或致电订购热线：400-886-0017。

产品范围: [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3D打印/增材制造,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主营的部分产品包括：耦合对准系统／光伏测量系统／光测量设备／光学元件及光机械／精密定位及光学平台；

3D打印; 激光雷达；射频ＣＯ２激光器／可调谐激光器／ＯＥＭ固体激光器／激光加工系统及激光配件／防护设备；虚拟

实境系统等。公司产品还涉及教学仪器及实验室通用仪器等，欢迎访问网站http://www.anp.com.hk、或致电：400－886

－0017 和 400－886－0019，以获得更多资讯。

Apico AP系列全自动耦合系统

6A001

ELEN 金属射频管脉冲CO2激光器 激光雷达传感器

MKS 万机仪器集团
展位号

IceFyre >50瓦紫外飞秒激光器

http://www.newport.com.cn

MKS Instruments 是一家全球供应商，提供用于测量、监测、传递、分析、驱动和控制先进制造和研究应用中的关键参数

的仪器和解决方案。Newport、Ophir 和 Spectra-Physics 是 MKS Instruments 光电事业部旗下品牌。Newport 提供各

种光电解决方案，包括运动控制、平台和隔振系统、光电仪器和光机组件。Spectra-Physics 将突破性的激光技术与深厚

的应用专业知识相结合，为精密的工业和科学应用提供行业领先的激光器。Ophir 专业生产激光和 LED 测量产品，包括功

率和能量计以及激光束分析仪。Ophir 还提供高性能红外热透镜和光学元件。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激光器，运动控制平台、光学平台和隔振系统、光电仪器和光机组件，红外和激光光学元件。

MLT 系列薄型高精度直线电机平台

6A100

老

Co2激光光学：透镜，反射镜

http://www.anp.com.hk/
http://www.newport.com.cn/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

武汉来勒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whllgd.com/

武汉来勒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总部设在湖北武汉。 来勒光电拥有2000㎡办公区域，先进的生产设备、严格

的检测流程、完善的供应链以及高精尖的研发团队，能够迅速交付优质的解决方案。 公司重点发展高精度自动化设备，致

力于不断提升研发实力，成为全球领先品牌，目前已拥有核心技术专利几十项，并有多项软件著作权，处于行业内领先水

平。 来勒光电已为全球多家领先光电子及激光公司客户及重点大学国家级研究所提供高精度（亚微米级）运动控制系统，

为数据中心和5G核心光模块提供研发及生产设备，是国内光电及激光行业领先的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设备供应商。

产品范围: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 高精度运动控制系统、耦合系统、测试系统、温控平台、视觉系统、仪器仪表等产品领域。

展位号

6A015

蝶形激光器自动耦合系统

艾罗德克运动控制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http://www.aerotech.com

Aerotech始建于1970年美国匹兹堡，公司致力于运动控制，注重科技创新。Aerotech是全球领先的的运动控制系统及高

精度的运动平台供应商，其为各行业的用户提供完善的运动控制解决方案。 Aerotech公司的产品包括：控制软件、驱动器、

运动平台，纳米级定位平台，激光扫描振镜等一系列运动控制产品及解决方案。Aerotech公司的产品及方案广泛地应用于

各个行业：医疗器械、生命科学、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激光加工、光电、自动化、数据存储、航天航空、电子制造和测试、

高校科研等有高精度高稳定性要求的众多行业。

产品范围: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控制软件、驱动器、运动平台，纳米级定位平台，激光扫描振镜等一系列运动控制产品及解决方案

展位号
6B026、6B027

AGV 5D 5轴激光扫描振镜Automation 1

柱状透镜自动耦合系统 双六轴电动耦合测试设备

https://www.whllgd.com/
http://www.aerotech.com/


森泉（上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TMC主动隔振实验桌

http://www.sourcescn.com

森泉光电是专业从事光电相关领域仪器设备代理与系统集成业务的综合性服务商，专注于光电产晶及辅助设备的研发、生

产、代理与销售。公司总部设立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在上海、北京设有分公司，在西安、成都等地设有办事处， 业

务范围涵盖圄内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及众多知名企业，深受广大用户欢埋。 森泉光电代理和经销的产晶种类十分丰富，涉

及到激光、光学、光电子、光通讯、微机电、自动化、物理、化学、电子、生物、农业等等领域，可为科研及企业用户提

供光学实验及检测的全套解决方案，并提供全面的售前、售中、售后支持与服务。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半导体/固体激光器、激光控制与光学测量相关仪器、量子级联激光器及中红外光谱仪器、窄线宽可调谐激光器及

相关控制仪器、光纤光谱仪及解决方案、运动及振动控制、激光染料、激光护目镜、光学元器件等

6E011、6E012

北京茂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电动位移台

https://www.mfopt.com/

北京茂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中关村，与多个著名高校和中科院所为临，一流的产品质量，积极的服务态度，科学的管

理体系，让我们的工作不断的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肯定和支持，我公司立足自主研发、开发一流产品，产品主要涵盖： 光学

元器件，光机产品，光学系统，也根据客户的需要设计和组装相关系统，同时代理日本西格玛光机全系产品。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

主营产品:光学元器件，光机产品，光学系统

激光反射镜 手动位移台

6A007

TMC STACIS III主动隔振系统 半导体激光器电流源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

http://www.sourcescn.com/
https://www.mfopt.com/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

武汉红星杨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学平台及仪器架

http://www.whhxykj.com

武汉红星杨科技有限公司是致力于精密光机电产品制造商和智能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坚持自主

研发与创新，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同时长期与国内外高校产学研深度合作，为公司技术支撑和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基

础，拥有多位具有专业背景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授，博士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核心技术团队。主营产品包含：光学平台、

精密位移台、精密运动控制、光学调整架、光学元件、光器件耦合封装系统、视觉检测系统等。公司总部位于武汉光谷，

拥有研发、生产、办公一体的现代化办公大楼，同时在湖北十堰建有精密加工生产基地，北京、西安、深圳、长春、三亚

设立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

产品范围: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3D打印/增材制造]

主营产品:光学平台、精密位移台、精密运动控制、光学调整架、光学元件、光器件耦合封装系统、视觉检测系统等

光机械组件 耦合对准系统

6D020

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

BOSA 超高分辨率光频谱仪

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国内精密光学仪器和精密机械运动与控制技术产品的知名供应商之一，致力

于为广大光电行业从业者提供针对性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的位移台、光学调整架等产品已经形成产品系列化,规格

多元化,已广泛应用于国内高等院校和激光加工设备厂商等生产型企业用户单位中。自2002年通用型三光栅光谱仪量产后，

公司持续推出多个系列的荧光、拉曼、太阳能电池检测等光谱测量系统，同样在上述用户群体中收到欢迎。

产品范围:其他项

主营产品:激光器及激光测量、光度色度检测、荧光/拉曼光谱系统、各类光谱测量系统、太阳能电池检测仪器、光栅光谱仪、

各类型光源及探测器、电控精密位移台、手动精密位移台、光学调整架、光学平台、光学元件等系列产品。

FBP 系列焦斑分析仪ZTP系列半膜片式气浮隔振光学平台

6B040
/

http://www.whhxykj.com/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

东莞市瑞施博格导轨制造有限公司

http://www.swissberger.com

东莞市瑞施博格导轨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专注于交叉导轨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产品

广泛应用于： 自动化设备、工业机器人、光电行业、测量仪、影像仪、医疗器械等高精密设备/仪器领域。 公司总部坐落

于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 生产面积10000 ㎡（1万平米）。现有职工200余人， 机台设备完善，加工技术精湛，具备迅捷

高效的大批量生产能力。 瑞施博格凭借国际先进技术，一流服务水准， 陆续与国内外众多行业翘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为

客户产品竞争力提供强劲战略支撑。为客户持续性提供精密 V 型导轨的前期设计、样品开发、批量生产一站式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专注精密交叉导轨、保持架、滚柱/针、滑台、模组制造。

展位号
4A130

VR系列交叉滚子导轨 保持架 微型滑台模组

深圳戟纳瑞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TGHK环形导轨

http://www.tghk123.com.cn/

戟纳瑞公司是一家专注研发、生产与运用精密环形传动产品的科技型公司，我们拥有健全的技术支持体系，丰富的项目管

理经验，强大的方案解决能力，卓越的项目工程研发设计，安装服务团队，籍以此来满足各个行业对自动化应用的需求。

产品范围: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环形导轨、直线导轨、滚珠螺杆

6B032

首次

http://www.swissberger.com/
http://www.tghk123.com.cn/


北京宝伦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美国Galil运动控制器/卡

http://www.power-land.com

北京宝伦数控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以 “ 求实、勤奋、创新、发展 ” 为宗旨，秉承 “ 精、诚、盛、悦 ” 理念，

致力于数控技术、运动控制技术、交/直流伺服驱动技术、机器人控制技术、光伏半导体材料加工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经

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宝伦公司已成长国内工业自动化领域的知名企业。

产品范围: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专用数控系统、数控系统平台、运动控制卡/器，伺服驱动、电机，以及自动化完整解决方案等。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

专用数控系统及开发平台

苏州诚易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hxinglong.com

公司拥有雄厚的生产制造实力、强大的研发 团队、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公司主营：精密

滚珠丝杆、1-6轴电动滑台、UVW对位平台、手动滑台以及非标定制类滑台，主要应用于光通讯、新能源、激光、半导体、

3C电子等行业。 公司本着产品的精益求精，服务诚心诚意的宗旨，愿与广大新老客户建立长期友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创

美好未来。

产品范围: [其它]

主营产品:精密滚珠丝杆、1-6轴电动滑台、UVW对位平台、手动滑台以及非标定制类滑台

6E007、6E008

展位号
6C188、6C189

UVW对位平台 手动测角滑台 电动滑台

老

http://www.power-land.com/
http://www.shxinglong.com/


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

江苏集萃精凯高端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jitri-uptech.com

江苏集萃精凯高端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昆山市，于2019年4月成立。拥有一批包括机械、电气、控制、材料、制

造等技术领域与企业管理、市场销售、投融资等方面的行业高端人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学历占比40%，

拥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占比32%，公司依托自有核心技术、工程能力和先进的加工检测设备，集萃精凯在研发系列化

产品的同时，面向光学、医疗器械、汽车精密零部件、3C、半导体等领域的需求，专注于精密加工装备、刀具、工艺、检

测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

产品范围: [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多轴运动平台、气浮转台、气浮龙门、超精密加工

展位号

4D135

交叉滚子运动平台 ART300气浮转台 ARS5000-V高速气浮转台

深圳德沃尔机器人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s://www.de-robot.com

翰高是一个专业从事直线传动领域产品研发与制造的集团公司品牌。翰高的创立者---深圳零玖科技，自09年进入直线传动

领域，深耕行业13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翰高品牌总部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永凤凰山脚下，在册职员110余人，厂房

面积8500平，自有精密加工设备50余台，年产值约1.2亿。 翰高是一家具有自主研发生产能力的，精密直线传动部件综合

型企业。旗下共有五家分公司，分别为深圳零玖科技（台湾TBI滚珠丝杆代理）；德沃尔机器人（自主生产直线模组）；深

圳鼎翰（台湾鼎翰一级代理）；高晶传动（自主研发制造KK钢制模组）；玖德精密（自有机加产业）。21年成立了苏州翰

高精密传动有限公司，专注拓展华东市场。

产品范围: [高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其它]

主营产品: 精密滑台模组、钢制KK模组、滚珠丝杆、直线导轨。

Kk模组及直线模组

4B130

滚珠丝杆 非标十字滑台

http://www.jitri-uptech.com/
https://www.de-robot.com/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牛津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PlasmaPro100

http://www.oxinst.cn

牛津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隶属于英国牛津仪器集团。牛津仪器1959年创建于英国牛津，是英国伦敦证交所的上市公

司，为工业和科研客户提供分析设备、半导体设备、超导磁体、超低温设备等高科技解决方案及相关服务和支持。 在六十

年的发展过程中，牛津仪器公司凭借自身的科研优势、出色的技术管理和产品服务为全球科技发展作出了贡献。目前牛津

仪器现已成为科学仪器领域的跨国集团公司，生产基地、销售服务网络和客户遍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牛津仪器始终关

注和支持着中国的发展，产品于40年前就进入了中国市场，目前在上海设有销售、研发和全国售后服务中心 ，在北京、广

州设有办事处，旨在为广大中国用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

产品范围: [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3D打印/增材制造,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ICP电感耦合刻蚀机，RIE刻蚀机， Ionfab离子束刻蚀沉积， PECVD等离子、ICPCVD电感耦合等离子加强型介

质沉积以及ALD原子层沉积半导体设备；EDS、EBSD、WDS等纳米级材料表征和样品操纵的分析设备；原子力显微镜

（AFM）；科学相机及光谱解决方案；低温强磁场设备；台式核磁波谱共振仪等。

Ionfab 300 Jupiter XR™ AFM

6C046
新

复拓科学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

LITHOWAY无掩模微米级光刻机

复拓科学仪器（苏州）有限公司是致力于光电领域技术与产品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由多位长期从事技术研发和管理的博

士创立，具有自主研发、设计、生产能力。 公司生产且销售光学机械、光电子器件和设备，主要产品有：精密光学器件、

光纤与光纤组件、激光器、精密光学调节架、高精度绝对重力仪等。 公司成立七年来，产业化发展迅速，取得了较为显著

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广受关注，曾先后被评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部中小型科技企业”、“江苏省创新

创业领军人才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型企业”、“苏州市姑苏创新创业人才企业”、“苏州市最具投资价值企业”等

殊荣。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复拓学仪器主要从事物理、光学、以及精密测量等领域的相关教学及科研产品生产及销售。我们能够给用户提供

具体参考价值的教学、科研解决方案及产品。主营的科教实验有：MOKU:光速测量实验、引力波探测机原理实验、量子关

联成像实验、半导体光刻工艺实验、激光势阱（光镊）实验、白光干涉仪实验等。

6D185
首次

http://www.oxinst.cn/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魔技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魔技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是三维微纳制造领域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核心研发

团队拥有12年以上超快激光三维加工设备研发经验，致力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稳定纳米级三维激光直写制造系统，

提供集先进光学系统、控制系统、整机设计于一体的光机电系统完整技术方案。 深入生物医疗、光电通信、新材料、微纳

器件等多个产业应用领域，拥有应用于多行业场景的成熟加工工艺。可定制研发适配各产业领域生产需求的个性化设备和

产品，突破生物制药、传感、光电芯片、超材料等领域从科研到工业生产的屏障，将纳米级制造精度和大范围生产紧密结

合，提供针对精密智造领域的整套专业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3D打印/增材制造,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 纳米级三维激光直写设备。

展位号

6B020

MN-UV-Ultra无掩模激光直写设备 MJ-Works超快激光微纳加工中心 DLW-RD桌面级三维激光直写设备

矽万（上海）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矽万（上海）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高精密半导体设备的高新技术中外合资企

业。我们专注于为客户提供PicoMaster无掩模激光直写光刻机，包括设备的安装调试、工艺改进、软件开发、以及可选配

的涂胶显影清洗设备等。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应用于全息防伪、半导体、微纳光学器件、掩模版制作、光学衍射器件、

微流控芯片、MEMS器件等领域。高频光栅周期最小至500nm; 最小线宽250nm; 大幅面光刻至1000mmX1000mm。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其它]

主营产品: 从事Picomaster系列激光直写光刻机设备及服务。

展位号

6D172

PicoMaster XF 200 激光直写光刻机 MicroMaster激光直写光刻机 PicoMaster XF 500-H 激光直写
光刻机



东莞市熙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UV机

http://www.dghef.com

精工技术，缔造非凡；熙科科技,让您的微米切割顺畅高效! 东莞市熙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ISO9001:2008体系认证；专业提供半导体切割方案、HEF熙科划片刀、切割周边设备及耗材， 致力于为客户剔除

工艺缺陷，改善工艺制程。公司拥有资深的半导体材料切割研发团队，可提供优质切割环节技术支持服务，例如晶圆切割

机的安装、精密切割机维护、半导体材料切割，以及设计新产品最佳制程、进行指定目标的设备改造等。 公司主营产品包

括:HEF划刀片系列、清洗机、主轴、UV膜和UV机、切割机专用工作盘、切割胶带、特殊工作盘、框架和提蓝等。 其中

HEF熙科划片刀，己做到国内前列，行业

产品范围:[划片刀、UV机、贴膜机、清洗机等]

主营产品:HEF划刀片系列、清洗机、UV膜和UV机、NCS测试光头、切割机专用工作盘、切割胶带、特殊工作盘、框架和

提蓝等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晶圆清洗机 HEF 电镀轮毂刀片

6D120、6D121

三河建华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

BG-607全自动双面光刻机介绍

http://www.jianhuagk.com

建华高科成立于2003年，隶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五研究所。主营业务为半导体制造装备及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

产业化。产品包括光刻设备、匀胶显影设备、探针测试设备、内圆切片设备等整机设备及半导体关键零部件。以“打造中

国半导体设备引领者”为目标，致力于半导体材料加工、芯片制造与检测等领域提供工艺解决方案及局部配套装备。

产品范围: [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公司产品主要有：755nm、808nm、940nm、1064nm等波段半导体激光器，主要应用在脱毛、减肥、美白等

美容设备；光刻机、匀胶机、喷胶机、显影机、探针测试台、内圆切片机

探针测试设备 内圆切割设备

6B105

/

http://www.dghef.com/
http://www.jianhuagk.com/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青岛四方思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Beneq P800, Beneq P400A, 
P1500

http://www.sri-i.com

青岛四方思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是对标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面向“半导体装备”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智能科技公

司。2018年9月，思锐智能完成了对芬兰Beneq Oy 100%股权的收购工作。 思锐智能以Beneq为海外技术研发中心，逐

步开展ALD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通过整合 Beneq 近 40年成熟应用的 ALD 镀膜技术与国内产业化优势，聚焦集成电路、

功率与化合物半导体、泛半导体和光学固态锂电为代表的工业镀膜应用领域，为全球客户提供成熟领先的 ALD 镀膜解决方

案，助力半导体等相关行业发展。

产品范围: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Beneq ALD工业量产设备，是专为工业规模生产设计的原子层沉积系统，适用于各种基底类型和镀膜，是从研发

阶段到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的理想工具。 Beneq P800, P400A, P1500设备可用于各种基底、机械零件、镜片和光学球型

透镜等。 Beneq C2R 旋转式空间ALD设备,开创性地提高了ALD在保形光学镀膜生产的速率，基板在连续的工艺区域中旋

转，以实现超快速和高精度的薄膜沉积。

Beneq C2R Beneq Transform

6B046

郑州琦升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

划片机

郑州琦升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简称“琦升精密”），隶属于郑州宏拓集团，集团公司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成立于1997年，

是国内超硬珩磨油石行业的领军企业。琦升精密成立于2014年，由郑州宏拓调集核心管理团队成员组建，主要服务行业及

产品：电子行业：划片机、划片刀、陶瓷吸盘、修刀板等切削设备及超硬材料切削工具。是国内同时具备设备研发能力和

刀具制造能力的企业，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琦升精密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先进的生

产工艺、精良的检验设备、高素质的技术队伍、创新规范的管理模式、完善的质保体系，同时还凝聚了所在行业资深的专

家顾问

产品范围: [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划片机、贴膜机、电镀软刀、金属软刀、树脂软刀、陶瓷吸盘、减薄砂轮

6A050
新

划片刀 减薄砂轮

http://www.sri-i.com/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武汉弗雷德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

无限视野振镜加工系统

http://www.fredsins.com.cn

弗雷德斯是一家能为您的企业产品品质升级提供可行性方案的服务制造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为客户提供完

善的解决方案。基于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及强大的技术后盾，我们会根据客户具体需求，融入我们的设计理念 为客户提供

专业的、最具性价比和长久竞争力的产品，与客户共进共赢。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三维五轴加工系统 无限视野振镜加工系统 运动控制系统开发

三维五轴加工系统

6D031、6D032

上海心宸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心宸机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专注于先进光学制造设备及工艺研发，基于先进光学制造工艺，开发出系列小磨头

抛光、磁流变抛光和离子束抛光加工设备及配套加工工艺。 公司主营产品有系列磁流变抛光机床，小磨头抛光机床和离子

束抛光机床，可定制检测抛光一体化机床，大口径磨削研磨机床，设备加工能力覆盖1mm至5000mm口径。设备既有定型

规格（详细见产品手册），更有强大的为客户量身定制能力。

产品范围: [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公司主营产品有系列磁流变抛光机床，小磨头抛光机床和离子束抛光机床，可定制检测抛光一体化机床，大口径

磨削研磨机床，设备加工能力覆盖1mm至5000mm口径。设备既有定型规格（详细见产品手册），更有强大的为客户量身

定制能力。

展位号

6D001

先进光学制造设备

运动控制系统开发

http://www.freds.com.cn/


苏州晶淼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单片清洗机

http://www.szjmbdt.cn

苏州晶淼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位于苏州工业园区，致力于半导体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分立器件、传感器和光通信、

LED等行业，中高端湿法腐蚀、清洗设备、CDS集中供液系统、通风柜/厨等一站式的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与中

科院纳米所、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微系统所等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在半导体湿法设备研发生产方面建立了深度合作关

系。核心技术人员，在半导体湿制程设备领域拥有多年从业经验。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其它@@@湿法清洗设备]

主营产品:显影清洗机，酸碱腐蚀清洗机，研磨抛光清洗机，去胶清洗机，有机清洗机，无机清洗机，全自动RCA清洗机，

片盒干燥机，单片腐蚀清洗机，刷片机，芯片电镀设备及匀胶机等

4D160

晶圆自动刷片机 槽式清洗机

苏州麦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拉杆箱100瓦激光清洗系统

http://www.metlaser.cn

苏州麦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Suzhou MetLaser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公司核心技术包括：大功率激光光束整形技术、全自动激光三维自动清洗技术、机器视

觉辅助清洗优化技术、去边缘效应技术、基于工业物联网技术以及基于大数据的系统故障预判技术。公司设计水平、产品

质量和性能整体处于行业先进水平。公司可根据工业客户的不同需求，定制化解决方案。核心技术团队有多年海外相关领

域研发经验，各项技术参数相对国内外市场同类产品普遍有10％~50％的性能提升。整体技术先行优势在两年以上。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高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公司主营业务是研发、制造提高材料和模具使用性能的低、中、高功率激光清洗设备，以及智能可变光斑激光硬

化设备。

拉杆箱200瓦激光清洗系统

6A160
首次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http://www.szjmbdt.cn/
http://www.metlaser.cn/


纳糯三维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Quantum X bio

https://www.nanoscribe-solutions.cn/cn/

Nanoscribe公司成立于2007年，总部位于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经过十几年的不断研究，Nanoscribe已成为微纳米生产的

先驱和3D打印市场的领导者，推动着诸如力学超材料，微纳机器人，再生医学工程，微纳光学等等创新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并提供优化制程方案。 与传统光固化成型技术相比，Nanoscribe基于双光子聚合原理的系列3D光刻系统能够轻松打印出

精细结构分辨率高出100倍的三维微纳器件。 2018年，中国分公司-纳糯三维科技（上海）成立，在亚太地区进一步扩大

了客户服务范围。2021年，Nanoscribe加入BICO上市集团，拓展了高精度增材制造在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领域的更多可

能性。

产品范围: [3D打印/增材制造]

主营产品:Quantum X平台系列是全球首创基于双光子灰度光刻原理的工业级无掩模微纳3D微纳加工系统，可实现在生物

医学，微光学，MEMS，微流道等不同领域的高精度微纳加工制造。Align系列实现了亚微米精度的自由曲面微光学元件直

接打印到光纤或光子芯片上的操作。Shape系列除了现有应用，也成为基于晶圆的小结构单元的批量生产的简易工具。Bio

系列是具有最高分辨率的多功能生物打印系统。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Quantum X shape Quantum X align

6C168

无锡华琛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http://www.gedad.cn

无锡华琛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是佶达德产业集团下属子公司，专业从事精密自动化设备、半导体专用设备、精密仪器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为半导体、精密光学、激光器、光电子等产业提供全自动化设备和解决方案。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

街道石新路68号1栋4楼 电话：0510-68186368 手机：15999595899（郭总）

产品范围: [高端智能装备]

主营产品: 激光器寿命测试/老化设备(单管、光纤、Bar条、VCSEL) 、表征测试设备（全自动性能测试设备）、精密光学整

形设备（FAC/SAC准直系统、反射镜耦光系统）、混合电路/半导体贴装设备等。

展位号
6E003、6E004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BAR条/叠阵老
化测试机

单管类半导体激光器老化/寿命测
试机

全自动半导体激光芯片综
合性能测试机

https://www.nanoscribe-solutions.cn/cn/
http://www.gedad.cn/


浙江亿太诺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ETV电气比例阀

http://www.emc-machinery.cn

E·MC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庞大的气动元件产品体系及各种气动系统设计、高端品质的液压缸及液压系统设计、个性化的

行业解决方案和自动化应用领域的产品和服务。

产品范围: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气动元件及系统：标准气缸，精密气缸，电磁阀，集成阀组，阀岛，气源处理件，气动附件

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ESV总线阀岛

4A140

深圳气立可气动设备有限公司

http://www.chelic.com

台灣氣立股份有限公司 設立於1986年,公司設立於台灣新北市,目前主要生產基地有台灣新北廠及上海松江廠,主要產品為空

氣壓及電控自動化零組件,包含氣源處理元件、控制閥類、各式氣壓缸、輔助元件、真空元件、氣壓模組化元件及電控元件

等相關自動化產品,並廣泛地使用於各生產型自動化設備、檢測設備、包裝設備、加工機台、維修設備及整廠自動化等。 近

年來,我們不斷地投入研究發展與提升品質,提供多樣化之產品,使「CHELIC」品牌專注於自動化領域成長；我們願為產業盡

一份心力,提升生產效率並有效地降低成本,成為良好的合作夥伴及後盾,期待各業先進惠予支持與指教。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氣立可成立至今３５年，公司於2017年通過「經濟部A+企業創新研發淬煉計劃」首創「氣動元件節能智動化研

發中心」，投入研發設計之能量，每年自主開發逾十種以上系列的新產品，目前公司主要產品為氣動元件及電控元件，產

品種類豐富可供客戶多元的組合搭配，其中機械夾、無桿缸及真空元件為台灣氣立在市場中較為優勢產品系列。

展位号

4A110

電磁閥:SRVB 機械夾HDE/HDZ 真空:VKM+VKMT

首次

http://www.emc-machinery.cn/
http://www.chelic.com/


广州市竣智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蓝光大功率雕刻模组

广州市竣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实业型的综合性企业，公司凝聚了一批有着十多年实际研发、生产经验的技术人才，以

坚实的技术打造卓越的品质。公司致力于激光二极管、精密激光模组、高精度激光标线（一字线、十字线）；激光器相关

配件：激光功率计，激光专用光学透镜（球面与非球面），激光管驱动电路（高精密APC、ACC）。我司可根据客户的特

殊需要设计、生产各类激光设备、激光部件、光电仪器、光学系统等产品；并承接OEM和ODM生产。我们将为您提供具

有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我们坚持以“诚信、创新、责任”的理念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具有吸引力的价格和完善的服务。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组件、运动与切割系统及辅助系统,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3D打印/增材

制造,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激光模组、激光二极管、激光防伪笔、激光定位灯、激光驱鸟器、激光雕刻模组、激光器、激光组件等

激光特种应用

绿光激光驱鸟器、高速公路疲劳激光灯 激光模组

6C165

西安欧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OE-FL系列

www.oephotonics.com

西安欧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功率激光器及关键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2006年，

公司主营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和中红外固体激光器，为激光制造、激光照明、激光医疗和医美设备提供高性

能激光光源和集成应用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优质技术服务和定制化产品的高科技封装企业。 公司具有多年激光类产品研

发经验，在深圳拥有两个研发中心，在西安拥有两家科技产业园，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工业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等

科研院所进行项目研发合作，拥有多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实力雄厚。 西安欧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推广激光器封装与

应用为己任，创激光美容、医疗、安防、工业以及特殊行业等优质品牌。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特种应用]

主营产品: 公司产品主要有：755nm、808nm、940nm、1064nm等波段半导体激光器，主要应用医美领域的脱毛、美白

，除皱嫩肤，祛红血丝，祛疤痕，除皱，减肥，祛妊娠纹等方面；808nm、9xxnm、1470nm、1550nm光纤耦合半导体

激光器，对于医疗领域的消炎、组织切割、腰椎间盘消融、静脉曲张、治疗皮癣、牙科等治疗方面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其他行业应用：工业设备照明、激光舞台灯、无人机激光夜视照明等

MCC微通道系列 DVS系列

6C112

http://www.oephotonics.com/


中山市德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扫地机器人LDS激光管
/避障线性激光管

http://www.deye-laser.com

中山市德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成立，公司专注于激光模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公司产品主要配套机器人、

检测仪表、工业测检、医疗、户外运动等行业。主要产品有：扫地机器人避障和雷达激光器、PM2.5空气质量检测激光器、

医用扫描和化学检测激光器、焊缝追踪激光器、测距激光器、瞄准激光器等。通过多年的技术研发积累，以及设备和工艺

升级，可以为各类激光应用提供解决方案。公司并于2016年通过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持续按体系要求运

行，产品通过ROHS、FDA、REACH、SGS等认证。

产品范围: [激光器,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

主营产品:扫地机器人线性激光模组、LDS激光模组、测距激光模组、PM2.5激光模组、医用扫描线性激光模组、红外激光

模组、瞄准点状激光组、工业视觉激光模组

激光特种应用

医用激光扫描器 工业机器人焊缝追踪线性扫描激光器
，汽车工业检测线性激光器

6B142、6B145

南京盛略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njshenglue.com

南京盛略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特种光纤及其制品的研发、设计和制造。公司技术人员均从事光纤制品的生产制造多年，具

备一流的专业技术和经验，可以定做各种规格、接头的定制光纤产品，设计和提供完整的特种光纤解决方案。我们产品广

泛应用于工业、检测和医疗等行业。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特种应用]

主营产品:LDI光纤、传光束、激光光纤、光纤跳线等

展位号
6D027、6D028

激光光纤 玻璃光纤-治疗仪光纤 LDI光纤

http://www.deye-laser.com/
http://www.njshenglue.com/


西安立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数字红外辐射计

http://www.leadingoe.com

西安立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红外、激光类产品及光电测试仪器设备的研发生产、系统集成、销售服务为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专注于为客户提供从元件、组件、部件到全套光电系统产品的完整解决方案。近年来，公司研制

的短波红外相机（系统）在激光光斑检测、半导体检测、激光通信、光谱成像、激光切割、生物医疗、天文观测、安防等

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多年来，根据用户需求定制的多款光电测试仪器设备，为用户产品的性能指标保证发挥了重要作

用。

产品范围: [激光设备及配套,激光特种应用]

主营产品:[短波红外相机、科研级相机、光电测试仪器设备、激光测距仪、光电探测器]

人眼安全微型激光测距仪 短波红外相机

4C150 、4C151

激光特种应用

青岛镭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lasence.com

青岛镭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紧凑型、高精密激光器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现

有员工一百余人，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研发队伍,先后授权六十余项国内外专利，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荣获2017年度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产品在中小功率黄绿激光的微型化、宽温性、低功耗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广泛应用于激光测

指示、激光显示、自动驾驶、生物医疗、国防军工等领域。在民、军、医三个市场方向的引导下，公司将继续专注于中小

功率黄绿激光器研发，逐步扩展业务范围，早日完成“世界最大中小功率黄绿激光光源制造商”的目标。

产品范围: [激光材料及元器件；激光器；激光特种应用]

主营产品:医疗美容激光器，黄光激光器，全固态激光器，激光点模组，激光线模组，激光光学元件

展位号

6C158

激光瞄准器 军用激光器 绿激光模组

老

http://www.leadingoe.com/
http://www.lasen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