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光电小二”为您提供
一对一采购对接服务

及参观咨询

新产品手册 光电子创新展
光电子创新展重点展示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前沿光

电创新产品及技术，集中展示其孵化企业最新产品， 帮助光电企业及投融
资机构精准对接科研院所资源，进行商贸沟通达成商业合作，获悉前沿应
用、洞察新兴趋势。

知名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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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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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信息最终以展会现场为准

2023年9月6-8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第23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0
研究所

展位号

磁罗盘

www.weakm.com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〇研究所（以下简称七一〇所）是集顶层研究、总体设计、系统集成、总装建造、服务保障

“五位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所。致力于水下攻防、水面对抗、防化等军工领域的装备发展和技术创新，并积极开拓智慧海

洋、智能装备、信息产业和磁学产业等应用产业。

主营产品:水下攻防、水面对抗、防化等军工领域的装备

4B110

磁通门传感器 惯性测量单元

北京大学长三角光电科学研究院
展位号

临近空间钙钛矿光伏电池

http://www.ydioe.pku.edu.cn

北京大学长三角光电科学研究院是由北京大学与南通市人民政府共同发起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研发机构，位于

南通市创新区。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院士和南通市委书记王晖任研究院共同理事长，龚旗煌院士兼任首席科学家。研究院

依托北京大学的科研、人才优势以及南通创新区的政策优势，围绕先进光电材料、器件、装置和系统中的核心科学技术问

题，开展前沿引领创新研究，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育孵化科技企业，集聚培养高端英才。 目前，研究院已建有5个

先进光电技术方向的研究室，正在建设光电器件微纳加工与测试平台、众创空间和孵化器；此外还在北京大学本部设立了

前沿创新中心，开展前沿创新研究，为研究院提供创新源泉和技术储备。

产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信息光电子技术,光电子新材料,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多模块高分辨光学显微镜、超短脉冲光纤激光器、硅基光电子芯片及模块、新型钙钛矿太阳电池材料、新型钙钛

矿太阳电池组件印刷与装备、回音壁微腔器件与模块。

高精度印刷涂布机 200 Gbps硅基光收发模块

4C90

光电子创新

http://www.weakm.com/
http://www.ydioe.pku.edu.cn/


季华实验室

http://www.jihual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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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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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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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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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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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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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材料大面积微加工设备；Micro-LED晶圆级光致发光巨量检测系统；多功能皮肤偏振激光检测设备；中医孙络宽场显

微健康检测仪；仿生智能中医脉诊仪；全自动数字PCR；元学习视觉自编程分拣抓取系统；免编程型电力塔脚焊接机器人；

碳化硅陶瓷反射镜；高性能金属增材制造成形装备；智能光谱快速检测系统

展位号

4D86

中医介护用皮肤偏振激光检测设备 元学习视觉自编程分拣抓取系统
面向可见光波段应用的全铝

非球面主反射镜组件

长春理工大学
展位号

医用硬性内窥镜

http://www.cust.edu.cn

长春理工大学原名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创办，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经

过6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学校现已成为一所具有鲜明光电特色和国防特色的吉林省省属重点大学，是吉林省、国家国防科

技工业局、长春市共建院校，享有“中国光学英才摇篮”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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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设备

FPX1002高清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 鹰眼E1光谱相机

4C106

光电子创新

http://www.jihualab.com/
http://www.cust.edu.cn/


长春理工大学中山研究院
展位号

工业激光3D投影机（激光铺层
定位仪）

https://zs.cust.edu.cn/

长春理工大学中山研究院由中山市人民政府和长春理工大学共建，于2021年3月28日正式落户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

是中山市首个高精尖领域硕博联合教育培养基地。未来中山市预计投资十亿余元，打造1000人规模的硕士、博士培养基地。

研究院本着“全球视野、争创一流、服务湾区”的原则，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为导向，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保障，基于政、

产、学、研等多种资源融合发展理念，构建紧密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教学研究机制，致力于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培养基地、高水平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基地、高水平国际交流合作基地，建成国内外知名的国际

湾区战略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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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产品:工业激光3D投影机（激光铺层定位仪）、太赫兹二维无损检测系统、智能太赫兹无损检测系统、分布式光纤传感

器、激光光斑全角度分析与测量仪、AoC/AIP片上天线测试系统、微波暗室远场测试系统、AGE无创检测仪、手术导航系

统、中红外半导体激光芯片及器件、近红外光谱检测仪、染色体纳米多维信息检测仪、硼改性酚醛树脂、基于混合现实

（Mixed Reality，MR）的脑控机械臂、复合仪器舱（器件隔离室）

分布式光纤传感器

天津华慧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hchiptech.com

华慧芯科技集团成立于2017年11月，是国内高端光电子工艺研发代工的开拓者，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首批瞪羚企

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微纳结构光芯片与激光芯片的设计、研发和生产，

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孵化，已完成B轮融资。 公司是天津市科技局立项支持的省部级中试平台，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及工程硕士培养基地。公司目前拥有百余人的高水平技术团队，1500㎡的超净实验室，以及18000㎡的产业化基地，承

担有多项省部级、市区级科研项目；2021年获得首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金奖第一名，2022年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联合建立“微纳光电子技术实验室”。

产品范围: 信息光电子技术,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 多材料体系压印模板、纳米波导、超结构超表面、多层膜结构以及各类激光芯片产品

4C100

展位号

4C86

光电芯片

首
创新

老-

SEE8810光谱成像模组 活体生物识别

光电子创新

https://zs.cust.edu.cn/
http://www.hchiptech.com/


南京微纳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电芯片&高光谱相机

www.njnano.com

南京微纳科技研究院是江北新区政府2019年重点引进、扶持的国际一流的高新科技产业孵化器，致力于微纳技术领域创新

资源的整合，打造世界顶尖的微纳技术产业转化、产业制造的科创平台。主创团队由资深科学家和国内外重点院校教授组

成，借助在二维材料、微纳光电、智能数码等重要方面的系列技术进展，集中开发信息技术、消费智能、大健康等领域的

深科技产品。 研究院下设研发平台，引入国际一流的研发领军人才团队专注原创性产品技术开发；下设产业平台，为孵化

的初创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产业化服务和支持。研究院现本着一事一议的原则，欢迎前来洽谈相关项目的产业推进合作和基

于微纳科技的新产品开发事宜。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光学技术及应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主营产品:工程与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创业空间服务；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物业管理；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形象策划服务；

高精准分子影像肿瘤手术实时导航系统

北京特思迪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https://www.tsd-semicon.com/

北京特思迪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秉承“用技术与服务助力客户发展”的使命，专注于半导体领域高质量表面加工设备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以更平、更薄、更快的技术导向，重点针对半导体衬底材料、半导体器件、先进封装、MEMS等领

域，提供减薄、抛光、CMP的系统解决方案和工艺设备。 引领创新，助推智造，特思迪以技术创新为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为客户和市场提供性能优越、高生产效率、高性价比的减薄抛光设备和解决方案，带

给产业无限可能。

产品范围: 其它@@@半导体设备

主营产品: 减薄机 单面抛光/研磨机 双面抛光/研磨机 化学机械抛光机 贴蜡机 清洗机等

4A96

展位号

4C98

抛光机

基于超颖材料的超薄光学成像系统

减薄机 化学机械抛光机

光电子创新

http://www.njnano.com/
https://www.tsd-semicon.com/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展位号

全固态飞秒激光器

www.xidian.edu.cn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光电工程学院肇始于1960年学校设立的无线电物理系（五系），在国内最早设立了激光技术专业和红外

技术专业，2022年成立光电工程学院。设激光技术系、红外技术系、光电信息系、光电仪器系、计算成像研究所和光电实

验中心等“四系一所一中心”。现有光学工程一级学科，物理电子学二级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2个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40余项。涌现出中科院院士、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中科院西安分院院

长赵卫等一大批行业领军人物。在高重频固体激光器和超快激光技术、红外目标特性与仿真、计算光学成像、激光雷达与

探测等方向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光学技术及应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显示应用

主营产品:高功率全固态超快飞秒激光器、紧凑型纳秒脉冲激光器、激光诱导击穿光谱仪器（LIBS）、声光痕量物质检测仪

器、广域高分辨率相机、偏振成像相机、水下光通信设备等。

广域高分辨相机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http://opt.cas.cn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西安光机所）创建于1962年，是中国科学院在西北地区最大的研究所之一。

西安光机所主要研究领域与方向：在基础光学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为瞬态光学与光子学理论与技术；在空间光学领域主要研

究方向为高分辨可见光空间信息获取和光学遥感技术、干涉光谱成像理论与技术；在光电工程领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速

光电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先进光学仪器与水下光学技术。

产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信息光电子技术,光电子新材料,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研究光学精密机械，促进科技发展。光学研究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凝聚态物理研究物理电子学光学工程、信息与通

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摄影测量与遥感、海洋工程探测技术、海洋测绘、生物医药光学、环境观测

相关仪器仪表研制、相关学历教育、博士后培养、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学术交流与咨询服务《光子学报》和《超快科学

（英文）》出版

4C96

展位号

4B80

XX宽幅测绘相机

老

老-

高灵敏度光声光谱痕量气体监测仪

微光真彩色成像相机 神舟载人飞船推进舱外摄像机

光电子创新

http://www.xidian.edu.cn/
http://opt.cas.cn/


西安工业大学
展位号

数字全息显微镜

https://www.xatu.edu.cn

西安工业大学是陕西省“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试点高校，是国家“兵工七子”成员

之一，是我国兵器行业部署在西北地区唯一的一所本硕博培养层次完整的院校，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共建高校。学校拥有光学先进制造与光电检测”国际科技合作基

地等3个国家重点科研平台，拥有省部级研究基地27个。近年来，学校承担军委科技委、军委装备发展部、国防科工局、

科技部、教育部以及各军种、企事业单位委托的科研项目1000余项，荣获4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90余项国防及各

类省部级科学技术成果奖，学校获评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先进单位。

展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信息光电子技术,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1、微光电器件制造技术与应用—红外成像探测器件、新型成像光学元件以及微小型光电探测系统的应用研究。

2、薄膜与等离子体技术—脉冲等离子体源、非平衡磁控溅射装置、等离子体增强霍尔源、双束溅射离子源等，开发出高性

能薄膜。 3、光学加工与检测技术—中大口径超精密低损耗光学元件的加工与检测。 4、靶场光电测试技术—动态或瞬间

非电量参数光电测量技术，高射频连发射击密集度、近炸引信作用距离等靶场测试设备。

4A88

大口径高精度平面干涉仪 线性渐变滤光片;集成多通道滤
光片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展位号

便携式红外激光雷达

http://www.aiofm.cas.cn/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安徽光机所）成立于1970年12月，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西郊蜀山湖畔风景秀

美的科学岛上。2001年5月，安徽光机所进入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行列，成为合肥研究院主要研究单元之一。建所50

年来，安徽光机所始终秉承“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办所理念，致力于光学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科学前沿、先进技术和仪

器设备及应用示范研究和开发工作。现已发展成为以大气光学、环境光学、光学遥感、激光技术、大气物理化学和光电子

技术等交叉学科并存、以大气环境遥感监测技术及应用和战略高技术为重点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展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信息光电子技术,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航天载荷\便携式红外激光雷达\AG-FTIR-DA3000型开放光路傅立叶变换红外气体分析仪\机动车尾气颗粒物数

浓度（PN）监测仪\分布式光纤声波传感解调主机\高精度大气温室气体CO2、CH4、H2O光谱分析仪\光学元件\光学镀膜

元件

机动车尾气颗粒物数浓度（PN）监测仪 分布式光纤声波传感解调主机

4A86

光电子创新

https://www.xatu.edu.cn/
http://www.aiofm.cas.cn/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展位号

紫外光刻机

http://www.ioe.ac.cn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简称光电所）始建于1970年。建所以来，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开展

光电领域基础性、前瞻性、颠覆性的创新研究，逐步成为国家科技战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光电科技力量。申请专利1700余

件，授权专利1000余件，发表论文5700余篇。光电所主要在自适应光学、光束控制、微纳光学等领域取得了多项重大成就，

先后取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内的500余项科技成果。

动态干涉仪 非接触式轮廓仪

4A80

光电子创新

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中科西光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率先整合所内外商业航天资源，利用商业化、产

业化的方式，基于研究所成立的混合所有制公司。公司主要从事星座规划、卫星整星、卫星数据、应用开发等，涉及商业

航天全产业链布局。 公司基于西光所国内顶尖卫星载荷技术，利用“需求带动牵引，载荷引领平台”理念，自主设计研发

并运营商业遥感星座，整个星座由108颗卫星组成，部署于太阳同步轨道和低倾角轨道涵盖了高光谱卫星、高分光学卫星、

红外卫星等。面向自然资源监测、侦察测绘、国防安全、环保监测、海洋监测、双碳监测等领域，向全球用户提供高空间

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的全天候卫星遥感大数据服务。

产品范围: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星座组网构型设计、星座运营服务； 整星地面与在轨交付； 载荷单机交付； 遥感应用系统开发运维及遥感数据

销售。 卫星产品：高光谱遥感卫星、双碳监测卫星、高分光学卫星； 载荷产品：高光谱成像相机、全色/ / 多光谱相机、

红外探测相机；

展位号

4B80

高光谱遥感卫星

http://www.ioe.ac.cn/


陕西光电子先导院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hinaoeic.com

光电子先导院是中科院西安光机所联合西安高新区、科技厅于2015年共同发起设立的技术服务平台公司，创新打造公共平

台+技术服务的光电芯片孵化模式。 现拥有完整的工艺技术团队及最先进的化合物芯片关键设备500余台(套)，拥有千级、

万级、十万级洁净厂房8000㎡（研发平台5000㎡，先进光子平台3000㎡），可为光子产业孵化项目提供产品研发、中试、

检测等全流程技术服务。 其中新建的“1+N”先进光子器件工程创新平台，围绕光子器件主工艺平台，延伸共建N条特色

器件工艺平台，扩展了面向光子产业各类创新主体的工艺技术服务能力。 未来，公司将积极打造区域光子技术领先创新高

地，助推千亿级光子产业集群形成。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

主营产品:技术服务（咨询服务、测试服务）、工艺技术服务（代工、代加工）

展位号

4B80

6寸VCSEL晶圆代工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硬科技创新研究院
展位号

BLD-455系列半导体蓝光激光
器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硬科技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硬科院”）成立于2019年8月2日，是由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举办，由西科控股负责运营的省属事业单位，获批建设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省高水平创新研究院。硬科院以“致力创新

技术赋能产业升级 助推中国重返世界之巅”为使命，围绕激光制造、光电芯片、商业航天等硬科技领域建设新型创新创业

平台，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开展硬科技技术及产品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等工作，重点推动光电技术、人工智

能、视觉识别、大数据、机器学习技术升级，加速数字技术带动技术研发升级、企业创新转型、数据转化，提高制造效率、

提升产品质量。

展品范围: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蓝光半导体激光器、紫外皮秒激光器、技术解决方案

RS系列远程拉曼光谱仪

4B80

光电子创新

BLF-455系列蓝光半导体光纤输出激光器

http://www.chinaoeic.com/


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南京牧镭机舱式测风激光雷达
Molas NL

http://www.movelaser.com

南京牧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5月，是风电产业测风激光雷达系统应用的领导者。公司技术探索起源于中科

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经过10余年的技术沉淀积累，实现了全部核心模块的独立自主研发，具备研发-工艺-生产-测

试等全链条开发能力。公司拥有员工近200人，研发团队80余人，相关专利37项，引领了国内测风激光雷达技术发展，推

动了风电产业的技术升级，是国际领先的测风激光雷达企业。牧镭激光现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江

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江苏省及南京市培育独角兽企业。

产品范围:光学技术及应用,其它@@@智能制造

主营产品:牧镭专注于测风激光雷达系统的研发、生产、制造、数据服务，目前公司已推出地基式、机舱式、3D等多款测风

激光雷达产品，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测风激光雷达生产线，年产能可达3000余台。

恒迈光学精密机械（杭州）有限公司

http://www.hm-optics.com

恒迈光学精密机械（杭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坐落于富春江畔的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是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重点孵化的高科技创新性企业。公司技术团队由多名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博士、博士后以及具有光学领域深厚背景的专业人

士组成，研发人员中硕士以上学历比例达80%。公司拥有近2000平方米千级洁净等级的关键技术实验室，检测类设备齐全，

具有较强的硬件支撑能力。公司专注光学和半导体领域高端加工与检测设备的设计研制与开发。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

权的设计技术，加工装备与检测仪器双引擎驱动，双剑合璧。“hand to hand”经营服务理念：立足光学加工与检测装备，

为客户提供全工艺链研发与供应。

产品范围:光学技术及应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其它@@@光学加工装备

主营产品:机器人研抛一体机、激光干涉仪、化学机械抛光单模组

4C80

展位号

4C80

机器人研抛一体机

重要客户
创新

上海光
机所孵化

激光干涉仪 化学机械抛光单模组

南京牧镭激光净空监测雷达
Molas CL

南京牧镭地基式测风激光雷达
Molas B300

光电子创新

http://www.movelaser.com/
http://www.hm-optics.com/


上海莱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便携式气体遥测仪LD-RM30L

上海莱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集研发和生产为一体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军用装备承制单位，公司总部设在上

海松江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设有技术研发中心、生命安全装备生产组装车间、激光仪器车间、电子仪器生产线具备

CMA资质的检测实验室。公司主要提供核、生、化的公共和工业安全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包括远程智能非抵近式多功能侦

测车、实时生物气溶胶监测仪、自动化仪表、生产过程分析仪器及特种安全设备等。

主营产品:远程智能非抵近式多功能侦测车、实时生物气溶胶监测仪、自动化仪表、生产过程分析仪器及特种安全设备等

4C80

开路式激光气体探测器LD -
OP10T

尘埃粒子计数器LPC-D01
（0.1μm）

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

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现有研发及孵化场地超过4万平米，建有智能激光制造公共服务技术平台和激光精密检测公共服务

技术平台，研究院已建成激光显示组件与系统研发中心、激光检测仪器研发中心、先进全固态激光技术研发中心、激光装

备及工艺技术研发中心、精密生物检测技术研发中心和无人机应用研发中心等六个技术研发中心。研究院重点研究解决高

端激光装备及工艺、激光显示、光电检测等领域中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服务范围涉及工业制造、医疗检测、光电显示、

生物识别、先进材料、环境安全等行业。

产品范围: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单频激光器 纳秒脉冲全固态激光器 亚纳秒激光器 纳秒脉冲光纤激光器 光谱共聚焦位移传感器 激光电子学

展位号

4C80

稳频锁相模块 激光电子学模块 纳秒脉冲光纤激光器

光电子创新



杭州拓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8××，9××nm，10××nm，
15××nm锁波体光栅

杭州拓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属于杭州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重点定向孵化公司，公司核心创始人和技术团队由在中科院从

事近二十年研发的、具有材料及光学领域深厚背景的、专业人士组成。公司拥有近千平方米的百级、千级洁净等级的关键

技术实验室与生产车间，各类检测类设备齐全，具有较强的硬件支撑能力。 公司秉承“开拓创新、追求极致”理念，聚焦

于激光产业领域的上游核心光功能元器件的技术开发，是国内首家实现光热折变玻璃及体光栅器件研发、生产、销售的规

模化供应的公司。现拥有多套体光栅曝光及检测生产线，可实现百万件体光栅的年生产能力，已累计向国内多家行业头部

激光器公司提供包括8××nm，9××nm锁波体光栅器件几十万件！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光电子新材料,光学技术及应用,显示应用

主营产品:特种光功能玻璃；光热折变玻璃；多波长反射式锁波体光栅；啁啾式体光栅；透射式体光栅

4C80

上光通信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轻小型化高速率星间激光通信
终端

上光通信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是由相关产业专业人士共同组建的新一代高速激光通信研发、生产与平台化服务的科技公

司。公司的核心目标是为中国在新一代天基通信的全球格局中，提供先进、可靠且高性价比的激光通信核心技术、技术部

件及模块化制造方案，同时也为相关商业公司提供新一代激光通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空间激光通信在轨终端、M21/M22激光通信终端、跟瞄望远镜

4C80

光电子创新



长春中科长光时空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长春中科长光时空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依托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在激光芯片领域20年的技术积累，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定制

化的高性能激光芯片解决方案，主要产品为垂直腔面发射激光（VCSEL）芯片，覆盖近红外及长波人眼安全波段；垂直外

腔面发射激光器（VECSEL），覆盖可见光波段；同时能够提供基于以上激光芯片的传感器、模组等，产品应用于通信、导

航、航空航天等领域。

主营产品:垂直腔面发射激光（VCSEL）芯片，覆盖近红外及长波人眼安全波段；垂直外腔面发射激光器（VECSEL），覆

盖可见光波段

展位号

4B96

高温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 垂直外腔面发射激光器

普通客户
长光所孵化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

http://www.ciomp.ac.cn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始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在光学领域建立的第一个研

究所，主要从事发光学、应用光学、光学工程、精密机械与仪器的研发生产。建所70年来，长春光机所在以王大珩院士、

徐叙瑢院士等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的带领下，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第一台大型电影经纬仪等多种先进仪器设

备，创造了十几项“中国第一”；组建、援建了10余家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和企业单位，并为其输送了2200多名各类专业

人才；先后参加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等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为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

出了突出贡献。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光学技术及应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主营产品:碳纤维复合材料、SIC复合材料、大口径SIC反射镜、中阶梯光栅、全息光栅、CMOS图像传感器、编码器、旋转

变压器、半导体激光器、激光雷达、高光谱与高空间分辨率CO2探测仪、风云三号05星-太阳X-EUV成像仪、太阳辐射监测

仪、太阳辐照度光谱仪、高分六号卫星宽幅相机、AMS-3000大视场立体航摄系统、全海深微光超高清成像系统、90nm

光刻投影曝光系统、单细胞分选仪、高通量基因测序设备。

展位号

4B96

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小机械臂 杂交水稻繁殖系种子荧光检测分选仪
直径4.03米

世界最大口径单体碳化硅反射镜

光电子创新

http://www.ciomp.ac.cn/


长春长光精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机一体化碳化硅反射镜材料

http://www.hooke-intruments.com

长春长光精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与研究团队自然人合资组建，主要从事以碳化硅为代表的高性能

陶瓷及其复合材料研发与生产。公司传承长春光机所“反应烧结碳化硅”技术，采用凝胶注模成型与反应烧结相结合的工

艺方案，制造大尺寸、复杂结构碳化硅反射镜与结构件等产品，不仅具有比刚度高、热稳定性好、光学加工性好等性能优

势，更可实现近净尺寸成型，制造背部半封闭、镂空等复杂结构，为先进光学系统等高端装备发展提供核心光学、结构元

件支撑。相关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载荷、“吉林一号”系列光学遥感卫星、国产地基光电跟踪测量

系统等国家重大任务中。

产品范围:光电子新材料

主营产品:公司从事以碳化硅为代表的高性能陶瓷复合材料及制品的研发与制造，目前主营产品为轻量化碳化硅反射镜坯及

碳化硅结构件，其具有高比刚度、高热稳定性、高度轻量化的特点，经特殊工艺可实现镂空、半封闭等各种复杂结构，不

仅零部件粗成型尺寸精度高，同时结合铣磨、抛光等加工工艺，可达到纳米级光学表面，特别是在先进光电系统、半导体

制造装备、高速轨道客车/智能汽车等领域，碳化硅陶瓷复合材料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长春长光大器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daqioptics.com

长春长光大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光大器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及研究团队自然人

等合资成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长光大器公司是一家面向中大口径非球面及自由曲面的高端精密光学元件加工及检测装

备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先进光学技术公司。本公司致力于满足我国在高端超精密复杂曲面光学元件制造装备产业发

展方面的急迫需求，研制以超精密磁流变加工技术、计算机数控小磨头加工技术为基础的一系列光学复杂曲面加工装备，

以快速相位偏折检测技术、高精度子孔径拼接技术为基础的一系列高端复杂曲面检测装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光

学装备生产商及面向高端客户定制的光学产品研制服务提供商。

产品范围:光学技术及应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主营产品:基于小型机械臂的磁流变柔性在线加工检测装备、DQ-M机床磁流变系列、DQ-R机械臂磁流变系列、DQ-R机械

臂数控磨头系列、DQ-IBF系列、中大口径非球面超精密加工检测服务、非球面超精密检具制作、中大口径非球面金属镜加

工服务。

4B96

展位号

4B96

DQ-M机床磁流变系列

重要客户
创新

长光所

DQ-R机械臂磁流变系列 DQ-R机械臂数控磨头系列

超轻碳化硅反射镜 碳化硅结构件

光电子创新

http://www.hooke-intruments.com/
http://www.daqioptics.com/


长春长光睿视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

三轴稳定平台

长春长光睿视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长光睿视”）于2014年10月由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9人科研团队创立，其中

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7人，团队长期从事高端光学遥感技术的研究和设备开发，掌握了多项国内领先的专有技术。 长

光睿视致力于航空光学遥感、光学探测、搜索与跟踪等领域的高端光电设备的研发、生产及服务，长期与国内多家高校、

科研院所、地理测绘单位及飞机设计单位进行良好合作。

产品范围: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三轴稳定平台、大面阵航摄系统、中波红外镜头、光电吊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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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96

展位号

4B96

激光雷达专用大能量激光器/测距机

重 要 客
-
长

光 所 孵

重要客户
创新

长光所

医疗用激光器 激光测量设备---光谱仪/功率计

轻型大面阵航摄系统 RS-L300IR中波红外镜头

光电子创新

http://www.cnilaser.com/


长春长光格瑞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spktrm.cn

长春长光格瑞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出资注册

成立，企业注册资本2700万元。 长春长光格瑞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主要开展高端光谱仪器研发生产、核心分光模块制备、为

企业提供产品中试技术服务和技术解决方案。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主要包括：提供光电类产品的中试服务；对具有产业化

潜质的专利技术、科技成果进行整合和二次开发；同时借助公司在光谱技术研究及其它应用领域多年的技术积累及经验，

为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产品范围:光学技术及应用,其它@@@环境水质检测

主营产品:微型光纤光谱仪、中阶梯光谱仪、成像光谱仪、总氮检测消解分光套件

展位号

4B96

总氮检测消解分光套件 微型光纤光谱仪 PG成像光谱仪

长春长光辰谱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hampionoptics.com

长春长光辰谱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辰谱”）成立于2019年1月，位于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是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和研究团队自然人合资组建的集光学薄膜研制、新型

光谱仪器研发、光谱图像处理与应用的科技创新型企业。 公司拥有具备高水平专业知识和研发能力的博士、硕士等组成的

年轻化科研团队，配备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执行严格的质量管控流程，建设了优越的生产和工作环境。在空间应用高端

光学薄膜以及小型化光谱仪器研发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光学技术及应用,其它@@@光学镀膜及光学仪器

主营产品: 1.光谱滤光片（400nm-1000nm线性渐滤光片、多光谱滤光片、马赛克滤光片）、生物医疗滤光片（生化滤光

片、荧光滤光片） 2.Lambda高光谱成像系统、Lambda显微高光谱成像系统、Specvision无人机光谱成像指数分析仪、

VisionStar像元级马赛克成像光谱仪、LambdaNIR光谱相机、VisionField地面光谱成像指数分析仪。

展位号

4B96

Lambda高光谱成像系统 Specvision无人机光谱成像指数分析仪 VISIONFIELD
地面光谱成像指数分析仪

光电子创新

http://www.spktrm.cn/
http://www.championoptics.com/


长春长光圆辰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8寸背照式混合键合晶圆

http://www.ycmec.com

长春长光圆辰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YCMEC）成立于2016年12月，位于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注册资本3.6亿元人民币，是

一家独立的、专注于背照式CMOS图像传感器晶圆加工的半导体制造企业，致力于为200mm和300mm晶圆制造提供BSI、

SOI及特殊的芯片级加工服务。此外，公司支持彩色滤镜（Color Filter）和微透镜（Microlens）工艺的研发及加工服务，

同时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广泛的、定制化的工艺技术，包括：MEMS、光纤波导、TOF，Fusion & Stack Bonding、精准

减薄、光学薄膜、焊盘打开工艺等。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光电子新材料,光学技术及应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主营产品:公司致力于为200mm和300mm晶圆制造提供BSI、SOI及特殊的芯片级加工服务。同时，公司支持Color Filter

& Micro lens工艺的研发与制造；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广泛的、定制化的工艺技术。

8寸彩色滤光片&微透镜工艺晶圆 CLGA封装芯片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1年6月，其前身是始建于1958年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实验工厂。2010年1月15日“奥普光电”A股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证券代码为“002338”。主营业务为光电测控仪器设备、新型医疗检测仪器及光学材料等产品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凭借在光学与精密机械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综合制造优势，曾参与了包括“神舟”号载人航天飞船

在内的许多重大国家工程任务，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发展，已在光电测控领域形成强大的综合优势，并在技术、生产上处于

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公司拥有近2000台/套先进的设备仪器，具有国内一流的光学精密机械与光学材料研发和生产能力。

主营产品:电视测角仪、天线座、光电经纬仪光机分系统、航空/航天相机光机分系统、雷达天线座、新型医疗检测仪器、

K9光学玻璃等。

4B96

展位号

4B96

酸性氧化电位水生成器 高速相机 大视场生物成像分析仪

创
长光所孵化企

光电子创新

http://www.ycmec.com/


长春长光辰英生物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

超快三维荧光成像系统

http://www.hooke-intruments.com

长光辰英（HOOKE INSTRUMENTS）是由牛津大学李备博士团队于2017年归国创立的，注册资金4350万元，现占地

2000平方米。公司依托于中国光学摇篮——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具有强大研发与产业化支撑。长

光辰英致力于应用光学技术解决生物学、医学难题，研发与制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物医学仪器。现有核心科研团队70

余人，硕士、博士占比50%，专业方向涵盖光学、机械、电子、软件、大数据分析、生物等，具备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综

合能力。公司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省拉曼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吉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吉林省生物拉曼

快速检测与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等。

产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长光辰英核心产品—PRECI SCS单细胞分选仪，是公开发布的首款基于激光诱导向前转移技术的商品化单细胞分

离产品，此外，公司自主研发的P300共聚焦拉曼光谱仪、S3000超快三维荧光成像系统、MicroRaman颗粒物检测仪等产

品，为科研、医学、制药等领域提供有力工具。

4B96
普 通 客

新 -
长

光 所 孵

桂林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

一键式图形测量仪

http://www.sinshan.com

作为中国国内知名的量具制造企业，桂林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原部属国有企业桂林量具刃具厂改制成立的，具有60

多年生产精密量具的历史，其生产的“山”字牌量具几十年来一直以完美的质量和优秀的售后服务成为国内外量具采购商

的首选，并多次荣获国家级、部级、省级银质奖和优质产品称号。年产各种通用量具100多万件，其中40%出口欧、美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产品范围: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量具、卡尺、数显卡尺、千分尺、仪表、尺寸测量设备、影像测量设备、线径尺寸检测设备、齿轮尺寸检测设备

4D125、4D126
重 要 客

-

线径线缆检测仪 小模数齿轮检测仪

光电子创新

http://www.hooke-intruments.com/
http://www.sinshan.com/


太原理工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新型传感器与智能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是山西省测控技术与新型传感器工程技术中心、山西省新型智能传

感与检测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的主要依托单位，现有山西省光电传感与检测技术科技创新重点团队，并建设有山西省分布

式光纤传感检测科研仪器共享平台、太原理工大学光纤传感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实验室瞄准新型传感器理论与技术的学科

前沿，结合国家与地方产业转型的需求，围绕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问题，探索传感检测中的新原理、

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器件，并借助传感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重点攻关矿业、交通、安全、通信等产业中的核心传感技术。

展位号

4C142

光纤光栅解调仪（FBG） 分布式光纤声波检测仪 (DAS) 光纤多通道周界安防系统

北京师范大学新器件实验室 NDL
展位号

硅光电倍增器，SiPM

http://www.ndl-sipm.net

新器件实验室 (NDL) 新器件实验室（NDL）致力于弱光探测器SiPM (SILICON PHOTOMULTIPLIERS)及相关测量技术的

创新与研发，独有的外延电阻淬灭型（EQR） SiPM，具有结构紧凑、微单元密度高、动态范围大、探测效率高、响应速度

快、时间分辨率好、对环境温度较不敏感、性价比高，并且特别适合制作高分辨位置灵敏（PS）SiPM等优点，已经成为

SiPM有代表性的器件结构之一。 NDL擅长于为客户设计和生产定制的器件产品。这些产品按标准的半导体IC行业无晶圆

厂（FABLESS）模式设计，委托知名的半导体代工厂生产，并与北京师大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经营和销售。

产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信息光电子技术

主营产品:硅光电倍增器，雪崩光电二极管，“盖革”光电探测器

4C122
重 要 客

首次

位置灵敏型硅光电倍增器，PS 
SiPM

低增益雪崩光电二极管，
LGAD

光电子创新

http://www.ndl-sipm.net/


广东省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展位号

紫外激励光源

http://www.gdisit.com

广东省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是广东省科学院下属骨干研究院所之一，主要聚焦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应用技术研究，兼顾重大

技术应用的基础研究，立足于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从事电子信息、半导体领域应用基础性、关键共性技术研

究，以及行业应用技术开发。在第三代氮化物半导体领域具备贯穿全产业链的研发与中试支撑能力，在集成电路领域具备

设计、封装、评测等多点支撑能力。拥有MOCVD等100多台/套关键设备，设备总价值过亿元。目前已建立材料外延、微

纳加工、封装应用、分析测试四大科研平台，硬件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国内第三代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研究的重要基

地，也是国内少数拥有完整半导体工艺链的研究平台之一。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超高功率LED光源系统、多波长通道光纤耦合LED、UV-LED固化光源、UV-LED光刻机光源等；半导体微纳加工

及测试服务、集成电路设计服务

超低光学噪声的紫外LED光源 多通道高亮LED光纤光源

Obducat AB

http://www.obducat.com

Obducat 公司总部位于瑞典的隆德市 (Lund)，是全球第一的纳米压印设备制造商，提供纳米压印领域生产及科研产品的

全套解决方案。公司同时也是瑞典最早一批风险投资的股票上市公司, 拥有先进的微纳米尺度结构生产和压印复制成套解决

方案，是世界销量第一的纳米压印器材供应商及系统方案提供者。我们能够为从事微纳米结构生产或复制的工业化大生产

或实验室研发者提供完整的压印解决方案，产品包括纳米压印设备、模版、过程优化方案以及耗材等。Obducat公司的德

国工厂同时还提供用于旋涂、冷/热板及湿法工艺的匀胶、清洗、显影设备，尤其擅长超大尺寸（＞300mm）及方片、异

型片的处理工艺。产品范围: 其它@@@纳米压印设备及工艺

主营产品: 瑞典Obducat公司为您提供Eitre系列手动/半自动纳米压印设备，最大压印面积可达500mmX500mm；Sindre

系列全自动压印设备，最大压印尺寸直径300mm晶圆；以及各类超大尺寸（直径300mm以上）晶圆的旋涂、清洗和显影

设备，尤其适用于各类方片及异形片的湿法工艺产品线。最大加工晶圆直径可达1800mm。

4C120

展位号
4C149

纳米压印设备及超大尺寸匀胶、清洗、显影设备

重 要 客
首次

重要客户
创新

光电子创新

http://www.gdisit.com/
http://www.obducat.com/


飞秒光电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http://www.feteco.com

飞秒光电科技（西安）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光通信设备的核心光学元器件，广泛应用于光电信息、成像等领域。自聚焦透镜

（G-Lens）是由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研成果转化的产品，飞秒拥有从透镜材料配方到产品的一整套独立知识产权，

采用先进的大型生产设备，年产能可达5000万支。拥有生产、检测各种光通信无源器件、光纤传感器和其他光电器件的仪

器设备，以及成熟的生产工艺技术，年生产各类器件达300万套，可满足客户对各种产品的需求。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光电子新材料,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自聚焦透镜 准直器 光分路器

展位号

4B80

准直透镜 耦合透镜 成像透镜

上海神光激光技术制造装备研发
有限公司

http://www.cnilaser.com

上海神光激光技术制造装备研发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嘉定区，面向高端光学装备应用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构建

完善的创新产业链，建立“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研发和转化应用体系，解决高端光学装备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问题。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激光技术制造装备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工业设计服务；标准化服务等，同时面向企业、

高校提供超快激光精密加工实验室等公共服务平台。 公司诚邀先进技术团队及企业入驻平台，结合上海的人才、技术、政

策等软实力优势，为团队及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和上海本地科研院所、高校等进行精准的科技对接、资源对接以及技术支持

等服务。

产品范围:光学技术及应用,显示屏面板制造设备

主营产品:超宽光谱检测光源 检测设备用氙灯 定制紫外定焦镜头、变焦镜头及显微物镜

展位号

4C80

超宽光谱检测光源 检测设备用氙灯 定制紫外定焦镜头、变焦镜头及显微物镜

光电子创新

http://www.feteco.com/
http://www.cnilaser.com/


山东恒元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8英寸铌酸锂

山东恒元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铌酸锂、钽酸锂等光电材料、声学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公司联合山

东大学、济南大学科研团队，率先突破了8英寸铌酸锂晶体的生长技术，公司正在建设一条8英寸铌酸锂晶体生长、加工量

产生产线，以解决新一代通信技术中集成光学器件大规模量产急需的“卡脖子”关键基础材料的国产化问题。

主营产品:铌酸锂晶体

4A121

北京与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SEE8610光谱传感模组

http://www.seetrum.com

北京与光科技有限公司（与光科技Seetrum）专注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先进的光谱芯片、AI算法和智慧感知方案，为行业赋

能，支撑客户高效发展。与光科技由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领衔，是一家清华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高科技公司。我们的创新性

成果快照式CMOS超光谱成像芯片具有精度高、成本低、可量产的优势，将为智能手机、医疗器械、机器视觉、增强现实、

自动驾驶、智慧城市等行业拓展新的传感维度。与光科技，让光谱感知无处不在。

产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信息光电子技术,光电子新材料,光学技术及应用,其它@@@光谱芯片

主营产品:1）SEE8610光谱传感模组 复虹®系列光谱传感模组SEE8610采用与光科技的创新UltraPix技术，可在400-

1000nm连续波段范围内达到精准的波长量测，具有波长重复性、稳定性良好的工作性能。适用于光源、显示屏、纺织品

等光谱检测分析、颜色分析等应用。 2）SEE8810光谱成像模组 斓彩®系列光谱成像模组SEE8810采用与光科技的创新

UltraPix技术，兼具多光谱快照式成像功能。

4C86

SEE8810光谱成像模组

光电子创新

http://www.seetrum.com/


金朗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

ATS9371采集卡

https://www.alazartech.com.cn

金朗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9年09月30日，位于深圳市坪山区。公司为Alazar Technologies Inc.公司中国地

区（含香港）总代理，主要从事Alazartech采集卡的销售、售后及技术支持工作。 公司一直秉承诚信经营、用心服务、合

作共赢的理念，为客户提供快速、便捷、优质的服务，助力客户研发项目的快速推进、产品落地。 目前客户群主要聚集在

从事OCT医疗成像、医疗光声成像、光纤传感、量子计算、激光雷达等技术研发及应用的企业、高校及研究所。在长期的

经营中，与客户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关系。

产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信息光电子技术,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公司主营产品为Alazartech 品牌采集卡。Alazartech 采集卡根据通道数、采样率、分辨率、传输率、传输接口

的不同而不同，总计二十多个型号。客户可以根据项目需求选择合适的采集卡。

南京奂美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奂美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专业从事光学镜头、精密仪器及精密光学元件的生产和研

发，产品广泛运用于军事国防、公安安防、工业视觉、检测计量、科学研究等领域。 公司拥有一支优秀的研发队伍，在光

学系统及精密结构设计上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产品案例涉及目视系统、成像系统、变焦系统、激光系统、红外系统、紫

外系统、天文系统等。公司长期为国内多家研究所、高等院校、科技集团公司、军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产品配套，高质

量高效率完成产品研发和生产配套任务。

主营产品:各类平行光管、各类激光雷达天线，眼科诊断镜、各类光机定制仪器等。

4C139

展位号
4C145、4C146

平行光管 激光雷达天线 眼科间接诊断镜

ATS9352采集卡 ATS9130采集卡

光电子创新

https://www.alazartech.com.cn/


上海中科神光光电产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基于牛顿环®技术的铝合金电
阻点焊产品

http://www.seetrum.com

2017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嘉定工业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大恒光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2500万元注册成立上海中科神光光电产业有限公司（简称“上海中科神光”），作为上海先进激光创新中心的实

体运营平台，承接创新中心园区管理、企业孵化、投融资、综合保障等功能，同时依托上海光机所的先进激光应用技术研

究成果，围绕嘉定及上海市支柱产业，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先进激光技术研发与示范服务基地、成果孵化及产业化基地，

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产品范围:智能制造和机器人,其它@@@新能源汽车

主营产品:从事激光技术行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产品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物业管理

上海飞博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nilaser.com

上海飞博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由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共同创建。强强联合，

高端技术产业化。核心团队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十数年前沿技术研究。2013年启用976nm泵源，电光转化更高效。自主研

发环形光斑、点环光斑和穿孔增强技术，引领光纤激光发展方向，显著提升加工效率。优越的抗回返光处理，轻松应对高

反材料的加工应用。专注于光纤激光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现有中高功率连续、点环能量可调（PAM）、2μm掺铥、

MOPA脉冲、绿光、高功率窄线宽、线偏等系列产品，窄线宽、非线性抑制、信噪比控制等方面研究成果业内领先。

产品范围:其它@@@光纤激光器

主营产品:公司专注于光纤激光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现有中高功率连续、点环能量可调（PAM）、2μm掺铥、MOPA

脉冲、绿光、高功率窄线宽、线偏等系列产品，多类产品具有国内乃至国际领先水平，广泛应用于钣金加工、智能制造、

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科研、医美等行业。飞博致力于通过技术差异化实现产品性能差异化，提升产品技术

附加值，带来更优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更好地服务新应用和新市场。

4C80

展位号

4C80

PAM点环能量可调光纤激光器

客

普通客户

20kW长光缆（40米）光纤激光器 PreciCut系列光纤激光器

激光焊接铝硅涂层热成型钢安
全结构件

激光焊接式新能源电池冷却板

光电子创新

http://www.seetrum.com/
http://www.cnilaser.com/


苏州美图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阳极键合机

苏州美图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是从事半导体和MEMS领域微细加工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

业。 美图半导体的产品研发以工艺技术和用户需求为导向，坚持自主研发路线，坚持全面国产化路线，为众多客户提供了

大量新型半导体装备，自主研发了国内众多首创设备。 美图半导体的团队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完全自主

研发了各类核心设备，具有非常强的独创性。研发团队不仅掌握了成熟的半导体工艺技术，研发生产了标准化的半导体设

备，而且对于MEMS领域特殊工艺需求，具有强大的设备定制能力。

产品范围:光电子新材料,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主营产品:主要从事半导体和MEMS领域微细加工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4B87、4B88
客

新 -

键合对准机 紫外光刻机

中科睿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

探针台

http://www.china-foresight.cn

中科睿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简称中科睿华（China-Foresight），是中国半导体和射频微波及毫米波测试领域解决方

案领先的服务商。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总部设在北京，并在合肥、 石家庄、沈阳、 深圳、香港都设有全资业务办事处。

中科睿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公司一直努力致力于成为中国半导体晶圆测试和射频微波及毫米波测量领域领

先的系统集成服务商。 我们可以提供的系统解决方案： RF、mmW&及负载牵引系统；IV、CV、PIV及硅光测试系统；存

储器芯片及传感器系统；大功率及MEMS系统；ESD静电系统；红外热像可靠性测试系统；键合封装系统；激光检漏系统

产品范围:其它@@@半导体检测设备

主营产品:探针台，太赫兹扩频系统，仪器仪表，封装检测设备，自动化控制软件。

4C88
客

太赫兹扩频

光电子创新

http://www.china-foresight.cn/


托托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http://www.opnous.com

托托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及TuoTuo Technology (Singapore) Pte. Ltd是—个快速成长的技术驱动型企业集团，专注于

光学设备的开发与制造。坐落在世界第—大工业城市苏州，配合国内全面且高效的生产制造能力，确保产品的交付并提供

优质的本地化服务。我们的工程师队伍全面覆盖了光学，机械，电子，电气，软件，系统这些领域开发能力强大。TuoTuo

Technology (Singapore) Pte. Ltd也担负着全球供应链整合的使命。通过整合全球优质供应链，为客户提供极致性价比

的免税设备，汇集全球的资源，为中国的科研及教育添砖加瓦。

产品范围: 光学设备

主营产品: 光学设备

展位号

4A122

无掩模板紫外光刻机 磁光克尔显微系统 光电流成像显微系统

南京超维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EasyPulse非偏振相关快调自
相关仪

超维景是一家专注于高端生物医学成像装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创始研发团队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北京大学生物

学、医学、物理学和生理学等多学科背景专家组成，致力于自主高新技术的转化。 公司研发和生产的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

基于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取了自由行为小鼠大脑细胞和亚细胞结构的清晰、稳定的动态图像。这项发

明于被Nature Methods 评为“2018年度方法”，被国家科技部评为“2017度中国十大科学进展”。 基于公司研发生产

微型化双光子显微镜的成功经验和专业优势，超维景生物还提供了一系列的光电产品和成像周边产品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和显微镜生产制造商的需要。

产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信息光电子技术,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双光子显微镜成像系统、光机电产品（激光器、自相干仪、特种器件、光机械器件、光学元件、光电控制及测试

模块等）、成像周边（小鼠固定头件、清醒小鼠固定架、微型化显微镜镜座、负重训练器）

4C136

780nm飞秒光纤激光器

光电子创新

http://www.opnous.com/


中科盛视（中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全光谱紫外像增强相机

http://www.zszkss.cn

中科盛视（中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致力于成为特种相机及其成像应用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团队在

特种相机领域具有多年的研发经验，销售产品包括：全光谱紫外像增强相机、选通型增强相机、近红外相机、短波红外相

机、热成像相机等。公司本着“需求牵引发展，科技赋能未来”的发展理念，努力推动特种相机在科学仪器、生态监测、

安防监控、工业制造等领域的应用，促进社会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

产品范围:光学技术及应用,其它@@@光学成像及应用

主营产品:选通型像增强相机、全光谱紫外像增强相机、短波红外相机、高分辨率面阵工业相机、可见光成像仪、双光成像

仪、热成像仪等

背照式USB3.0 CMOS 紫外相机 InGaAs 短波红外相机

深圳市中达瑞和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opnous.com

深圳市中达瑞和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达瑞和）创立于2005年，是集液晶分光芯片研制、光谱产品开发、解决方案实现、

行业应用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设有深圳和美国硅谷两大研发实验室，并与中国科学院及国内多所知名高

校、研究所建立了“高光谱联合实验室”，取得国家专利100多项。 公司自2012年开始自下而上进入到分光器件、光谱相

机、光谱软件、光谱智能云平台等技术及产品的研发与创新，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掌握凝采式、推扫式、光计算三种高光

谱技术路线的光谱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公司产品在科学研究、生态环境、精

准农业、工业检测、生物医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

产品范围: 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 光谱器件 凝采式高光谱相机 推扫式高光谱相机 多光谱全光谱相机 光谱系列软件

4C126、4C128

展位号

4C130、4C131

可见光/近红外/短波红外高光谱成像仪 液晶可调谐滤波器（LCTF） 可见光/近红外/短波红外推扫式高光谱相机

重 要 客
首次

重要客户
创新

光电子创新

http://www.zszkss.cn/
http://www.opnous.com/


浙江晶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激光扩散片

http://www.hzjzgd.com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基于微纳设计制作技术的各种衍射光学元件（DOE）、结合超精密光学元件超光滑加工技术及表面

微结构设计制作技术的激光扩散片等，用于消费电子产品应用的各种光机模组、光电模组等。目前，本公司生产的激光光

扩散片已经广泛应用在激光照明及激光投影显示系统。

产品范围:生物医疗光电子,信息光电子技术,光学技术及应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主营产品:激光扩散片，衍射光学元件DOE，光机模组和光电模组。

衍射光学元件 激光照明模组

山东圣海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dshgk.com

山东圣海光纤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专注于光纤光栅刻写，为光纤传感、光纤激光器、

光通讯等领域提供参数优异的光纤光栅产品，并衍生为光纤传感及智能化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为多种不同应用场景提供

了一系列完整先进的综合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 光纤布拉格光栅、光纤激光器光栅、光纤传感器、光纤跳线等

4C108

展位号

4C116、4C117

光纤光栅 光纤激光器光栅 光纤光栅串

重 要 客
老 -

重要客户
创新

光电子创新

http://www.hzjzgd.com/
http://www.sdshgk.com/


利满洋行
展位号

LAB 光学光刻(3D)仿真软件

http://www.raymondnco.com

(1)提供设备、软件、材料、化學分析、技朮转移及顾问服务予光刻胶及其原料供应厂商，推动国内光刻胶发展。 (2)半导

体、微纳加工、光通訊及光学器件制造行业中提供材料、设备及软件。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光电子新材料,光学技术及应用,显示屏面板材料,显示屏面板制造设备

主营产品:1. 日本LTJ - 光刻胶开发、质控、评估。 2. GenlSys – LAB光学仿真软件。ProSEM SEM图象自动测量分析软件

3. Micro Resist Technology特殊光刻胶。 4. DisChem Inc. – SurPass增黏剂替代HMDS。Discharge电子束除电荷 5.

Nano System Solutions 激光直写设备

纳米压印模具脱模剂) –
BGL-GZ-83. 

LithoTrac DUAL-1000 
3合1组合旋涂、曝光、显影系统

苏州研材微纳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opnous.com

苏州研材微纳科技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半导体、MEMS、生物芯片等方面耗材和委托加工业务的科技创新公司。 研材微纳

目前的经营产品有各类衬底、光刻胶、光刻版、超净耗材、MEMS设备等。仓库储备超百种光刻材料，近千款衬底，总价

值超千万，国内外货源充实。产品货源优质，团队响应速度快。销售队伍熟悉产品，常年的积累让工程师对器件与工艺有

广泛和深入的了解，能帮助客户实现最快速度取得最优质量的科研和生产用耗材。

产品范围: 光电子新材料

主营产品: 提供各类村底、光刻胶、MEMS设备、无尘耗材及提供工艺流程设计咨询和微细加工服务

4B82、4B83

展位号

4B87、4B88

光刻胶 晶圆喷胶机 晶圆

重 要 客
老 -

重要客户
创新

光电子创新

http://www.raymondnco.com/
http://www.opnous.com/


无锡博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双光瞄准镜

无锡博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注册资金1000万元。是专业从事红外、可见光模组，图像处理电路等光机电

产品研制、生产、销售与服务，嵌入式系统（软件、硬件）开发与应用，装备电气系统开发与维修（服务），集成电路类

电子产品开发、组装、调试的民营企业。 公司核心团队主要来自国有军工企业、研究所、院校，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方

面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技术基础。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昼夜观瞄、跟踪、监控、定位、导航、辅助驾驶等军、

警、民用领域。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光电子新材料,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红外瞄准镜、多光谱融合瞄准镜、头盔式微光夜视仪、多光融合观测仪、手持多功能红外热成像观测仪、光学吊

舱、非制冷红外机芯、低照度微光机芯、红外微光融合模组、单兵红外/微光识别牌、无源红外靶

4D80

多光谱融合瞄准镜 头盔式微光夜视仪

无锡集光锡达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激光抓拍单元

http://www.jgtd.cn

无锡集光锡达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半导体激光器和特种监控技术相关的，集自主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装备制造型企业。主要产品包括激光夜视监控系统、激光夜视智能识别系统、激光透窗智能识别系统、激光测距仪、激光

眩目器、激光干扰仪器、红外热成像、智能声光察打一体系统、激光检查设备、多光谱光电探测等高科技产品及系统整体

解决方案，其主要服务于城市安防、智能交通、自然资源保护、警用反恐，军民融合等各行各业。 集光锡达将一如既往秉

承成为世界级光电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企业愿景，抢抓AI+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构筑“激光+”、 “Al+” 的

“双+”战略产业集群，打造激光监控系统顶尖品牌。

产品范围:信息光电子技术,光电子新材料,光学技术及应用

主营产品:手持多光谱取证系统、便携式透窗透膜取证仪、便携式手持激光夜视仪、激光透窗抓拍单元、双目激光透窗抓拍

单元、激光眩目手电、声光驱散系统、透窗观瞄镜、光电探测与干扰系统、多光谱光电转台等。

4D80

双目激光透窗抓拍单元 超员算法边缘计算系统

光电子创新

http://www.jgtd.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