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产品手册 智能传感展
智能传感展专注于智能感知技术及应用解决方案 完整展示 视觉、

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 传感等传感器产业中的新产品、新技术、
新工艺和新应用，聚焦传感在消费电子、智能驾驶、通信电子、智能制造
等重要应用领域的新需求。促进传感产业及上下游企业进行商贸沟通，达
成商业合作，获悉前沿应用、洞察新兴趋势。

热门产品
• 3D视觉技术
• 激光雷达
• 
• 与工业传感器
• 测试测量

“ 光电小二”为您提供
一对一采购对接服务

及参观咨询

知名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奥比中光、银牛微电子、芯视界、炬佑智能、
驭光科技、长光辰芯、光鉴科技、世瞳微电子
、飞芯电子、光微科技、灵明光子、锐思智芯
、洛微科技、探维、岭维、力策、玩智商、炬
光、旷能电子、思岚科技、光秒科技、天河电
子、通快、 、长光华芯、乾照、
睿熙科技、瑞识科技、西铁城、艾迈斯欧司朗
、美思先端、虹科电子、锐芯微、高谱成像、
海伯森、米铱、 等

所有信息最终以展会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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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U3

orbbec.com.cn

奥比中光是行业领先的3D视觉感知整体技术方案提供商。公司已构建起“全栈式技术研发能力+全领域技术路线布局”的

3D视觉感知技术体系，在技术纵向上对包括深度引擎芯片、感光芯片、专用光学系统等在内的核心底层技术以及SDK、行

业应用算法等全链路技术进行全栈式自主研发，在技术横向上对结构光、iToF、双目、dToF、Lidar、工业三维测量进行全

领域布局。 以“让所有终端都能看懂世界”为使命，奥比中光坚持“3D 视觉传感器+自主底层核心技术+完整应用方案”

的市场定位，致力于将3D视觉感知技术应用于“衣、食、住、行、工、娱、医”等领域，服务全球超过1000家客户及众多

开发者。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

主营产品:奥比中光主要产品包括3D视觉传感器、消费级和工业级应用设备。 3D 视觉传感器是由深度引擎芯片、深度引擎

算法、通用或专用感光芯片、专用光学系统、驱动及固件等组成的精密光学测量系统，可采集并输出人体、物体和空间的

三维矢量信息；消费级应用设备是基于 3D 视觉传感器的功能特点，设计并开发的一体化设备产品；工业级应用设备是面

向工业领域高精密检测、测量需求，应用工业三维测量技术。

Ordarray TM 系列 单光子面阵激光雷达

4C61

XTOM三维光学扫描测量系统

3D视觉技术

重 要 客
银牛微电子（无锡）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

成立于2020年8月，是一家专注3D和AI芯片、模组及产品设计的高新科技企业，注册地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并在北京，上

海、深圳、南京和成都设有办公室。 银牛微电子一成立便完成了对以色列Inuitive的投资，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Inuitive是全球双目立体3D视觉芯片的持续引领者，其芯片高度集成了3D视觉深度引擎技术、SLAM技术及AI功能，模拟

人脑+人眼，为客户提供前沿的实时3D感知、计算到系统一体化的解决方案。银牛微电子致力于成为全球3D机器视觉时代

的引领者和赋能者，旨在助力中国市场的产业升级，引领全球的3D行业变革。

产品范围: [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

主营产品:芯片类：银牛NU3000芯片、NU4000芯片、NU4100芯片； 模组类：银牛3D相机C158模组、R132模组、

R112模组； 方案类：XR解决方案、无人机解决方案、辅助驾驶解决方案、机器人技术解决方案等

银牛3D机器视觉模组C158

4D69

银牛3D机器视觉模组R132

orbbec.com.cn


3D视觉技术

上海炬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opnous.com

炬佑智能是一家专注于高端模拟芯片和智能光电感知芯片的创新型芯片设计公司,。炬佑在国内率先布局ToF 3D传感芯片与

系统解决方案研发，同时也是行业内唯一在ToF系统发射、接收和信号处理三大子系统全面布局的芯片公司。 炬佑依托在

光电传感和模拟芯片设计方面的深厚积累,在ToF传感, 智能光电传感, 传感器模拟前端, 高功率激光驱动等技术领域均有布局。

炬佑凭借全方位的技术积累，不断研发创新智能芯片产品，持续赋能AIoT时代。

产品范围: 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MEMS与传感器

主营产品: 3D ToF芯片，高端模拟芯片，智能光传感芯片

展位号

4C69

USB ToF 相机解决方案 高端模拟芯片(VCSEL Driver) IoT解决方案

嘉兴驭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3D结构光人脸门禁模组

http://www.uphoton.com

北京驭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以微纳光学元件（DOE、ROE）的设计和制造为核心技术，提供国际领先的三

维视觉模组及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主要产品：微纳光学元件（DOE、MLA）、投射模组、激光模组、3D结构光智能门锁/

门禁模组、3D刷脸支付模组、AR光波导等。 应用领域：3D人脸识别（刷脸支付/门禁/门锁）、机器人视觉、消费电子、

车载电子、人机交互AR/VR、安防监控、智能家居、物流仓储等。

产品范围: 其它

主营产品:微纳光学元件（DOE、MLA）、投射模组、激光模组、3D结构光智能门锁/门禁模组、3D刷脸支付模组、AR光

波导等。

投射器模组 3D结构光视觉模组

4D61

http://www.opnous.com/
http://www.uphoton.com/


3D视觉技术

长春长光辰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gpixel.com

长春长光辰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光辰芯”）成立于2012年，是国内专注于高端CMOS图像传感器设计、开

发、测试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先后在日本东京、比利时安特卫普、杭州、北京、大连等地设立了子公司或分支机

构，形成了科学、高效、创新驱动的集团化运营模式，业务遍及全球20多个国家。

产品范围: 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其它

主营产品: CMOS图像传感器

4B31

GTOF模组

宁波飞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ToF模组参考设计方案

http://abax-sensing.com/

宁波飞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10月成立，是一家专注于光电设备，激光雷达及其核心芯片研发设计的高科技企业。

秉承“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光学3D传感器供应商”的企业宗旨，公司专注于车载固态激光雷达和3DToF传感器芯片的设

计、研发与生产，为全球客户提供以三维传感接收阵列芯片为核心的系统解决方案。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驾驶、消费

电子、智能安防、工业自动化等3D 视觉应用领域。

产品范围:激光雷达,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

主营产品:车载固态激光雷达、3D iToF传感器芯片、3D dToF传感器芯片

ABAX QVGA ITOF 传感器芯片 车载固态激光雷达

4C41

GL7008 GSPRINT4502

http://www.gpixel.com/
http://abax-sensing.com/


3D视觉技术

深圳市光鉴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Aurora 300 结构光深度相机

http://www.deptrum.com

光鉴科技成立于2018年，总部坐落于深圳，是一家专注于3D视觉技术研发的高科技公司。我司已在上海、深圳、重庆等地

设立研发、市场和生产中心，组建了百余人规模的核心研发团队，并拥有近三百项专利。目前已获得来自北极光、松禾资

本、双湖资本和软银中国等多家一线基金的多轮投资。光鉴科技首创地将世界上前沿的纳米光学技术应用于3D视觉领域，

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实现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栈式3D视觉解决方案。目前已应用在支付、物流、智能机器人等多个领

域，有优秀的量产供应与实际落地能力。光鉴科技也将继续深耕3D视觉感知技术，推动其在智能终端、AR/VR、AIoT等多

个领域的大规模、创新型应用，用3D视觉创造新维度。

产品范围: 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

主营产品: Aurora 300、Aurora 700、Aurora 900 结构光深度相机 Stellar 400、Stellar 400MIPI、Stellar 420 ToF深度

相机

Deptrum® Aurora 700
结构光深度相机

Aurora 900 结构光深度相机

4B55

青岛维感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高精度高稳定性DS系列

http://www.tof3d.com

青岛维感科技有限公司自2016年开始从事三维图像，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传感器融合，手势和面部识别等研究，近两

年来，结合团队自身优势，将ToF(Time-of-Flight)技术的应用与解决方案定制化确定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方向。针对ToF技

术几大核心应用场景，维感科技陆续推出多款标准化工业产品，同时，结合具体应用需求，与客户协同开发了多款定制化

的产品和软件。

产品范围: 【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

主营产品: 3D TOF深度相机及方案。

高性价比深度相机DCAM系列

4D12

http://www.deptrum.com/
http://www.tof3d.com/


3D视觉技术

世瞳（上海）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1D TOF 激光测距传感器

世瞳(上海)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设计开发和销售3D SPAD D-TOF传感器、接近光、环境光传感器的芯片公司。

公司的目标是研制高精度、低功耗、并具备成本竞争力的传感器芯片， 公司愿景是形成传感器芯片全流程设计能力，建立

全国产化供应链，实现该领域国产化和技术创新的双重突围。 目前公司将推出的产品 1.光感产品线将推出 TWS耳机和手

机应用的光学传感器 2.SPAD 产品线将推出单点测距(1D TOF)、SPAD面阵及激光雷达方向的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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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SPAD D-TOF传感器、接近光、环境光传感器。

SPAD HDR成像模组 点阵直接飞行时间（Spot dToF）系统

4A49
首

苏州小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小优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3D感知技术及其应用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致力于为消费、工业和安防等多领域提

供3D视觉核心器件和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2019年8月底在苏州市吴中区成立，目前已融资千万元，团队由国家“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国家“特支计划”专家和中科院研究员领衔，集聚硬件（光学、电路、MEMS、封测）、软件（底层算法、

上层AI应用）等各领域专业人才，硕博占比50%以上。公司知识产权储备丰富，已授权专利80余项，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知识产权贯标体系等认证。

产品范围: 【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MEMS与传感器,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MEMS振镜芯片，3D相机模块，单轴红外激光扫描模组，UTECH 3D Scan Module，三防DLP3D机器视觉模组

，3D医美数字整形系统，便携式现场痕迹提取系统，UTECH 3D Scanner L，UTECH 3D Scanner M，，UTECH 3D

Scanner LV。

展位号

4D16

智能3D面部扫描仪 高精度微型三维扫描模组 智能AI三维人脸皮肤检测仪



南京芯视界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单光子3D-dToF面阵传感器
VI4330（320x240）

http://www.evisionics.com

visionICs成立于2018年，系南京市培育独角兽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南京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理

事单位，设有南京、上海、硅谷三处研发中心和深圳的市场营销中心，南京芯视界在单光子直接ToF（SPAD ToF）技术和

实用性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是全球率先研究单光子d-ToF三维成像技术的先驱之一。

产品范围:激光雷达,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MEMS与传感器,其它

主营产品:主营基于单光子探测的一系列一维和三维ToF传感芯片。

3D视觉技术

单光子1D-dToF传感器VI4300 单光子1D-dToF传感器VI5300

4B59
老

融合式高端视觉传感器
ALPIX-Eiger™

北京锐思智芯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alpsentek.com

锐思智芯是全球的新型视觉传感器技术引领者，以深圳为运营总部，在北京、瑞士、南京设有研发团队，发布全球首款融

合视觉传感芯片，为智能手机、智能安防、消费电子、智能汽车提供视觉解决方案。研发进程、产品性能全球领先。集团

国内外员工近百人，研发人员占比超85%；获海康威视、OPPO、科大讯飞、虹软科技、舜宇光学、中科创星、联想创投、

同创伟业等机构超亿元投资。

产品范围: [其它融合视觉传感器芯片]

主营产品:融合视觉传感器芯片ALPIX系列及基于芯片产品的解决方案服务。

超低功耗融合式视觉传感器ALPIX-Titlis™

4C45重 要 客

http://www.evisionics.com/
http://www.alpsentek.com/


3D视觉技术

光微信息科技（合肥）有限公司
展位号

QVGA面阵TOF芯片

http://www.tof3d.com

光微科技是一家专注于3D TOF芯片和视觉解决方案研发的高科技企业，成立于2016年，总部位于深圳，并在上海和美国

俄勒冈州成立了研发中心。公司的核心技术涵盖I-TOF和D-TOF两个方向，从成立至今，瞄准市场需求，并坚持走自主研

发路线，从底层芯片设计、工艺制程到上层算法、产品集成等全流程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推出了包括国内第一颗单点

TOF传感器在内的多款1D TOF微型传感器和TOF芯片产品。同时，发表了50余篇3D视觉系统相关的论文，并取得了20多

项发明专利、若干软件著作权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光微科技积极与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共同打造更精准，贴合行

业需求的3D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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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ITOF和DTOF核心技术，应用于消费类、工业安防类、汽车类等领域的TOF芯片、TOF模组(相机）和软硬件

集成方案

3m微型TOF传感器

4C49

深圳市灵明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灵明光子科技有限公司（“灵明光子”），成立于2018年5月， 灵眀光子致力于用自研的，国际领先的单光子探测

器（SPAD）技术为手机、激光雷达、以及其他先进物联网应用研发制造高性能直接飞行时间（dToF）3D传感器芯片。产

品类型包括硅光子倍增管（SiPM）、单光子图像传感器（SPADIS）等。灵明光子采用了国际领先的高光子探测效率SPAD

技术和3D堆叠技术，使产品性能媲美甚至超越国外竟品。
产品范围: 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
主营产品: SiPM: P5P系列硅光⼦倍增管能实现在较低偏压下保持⾼PDE和最⾼到105°C的⾼温⼯作范围，适用于激光雷达。

ADS6101:⽤于⼿机相机对焦，进近检测，智能家居智能⼯业物联等多种应⽤场合 ADS6303：3D堆叠，最远距离可达室内

26⽶、室外10⽶，帧率最⾼达60Hz，拥有厘⽶级的精度，可⽤于3D物体识别、SLAM、AR交互、补盲避障等应用。

展位号

4C65

ADS6303单光子成像芯片 硅光子倍增管

http://www.tof3d.com/


激光雷达

探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http://www.tanway.com

探维科技成立于2017年，总部位于北京，车规量产基地位于苏州，并在成都设有电子研发中心。探维科技在2021年完成了

1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目前已累计完成3轮融资。 探维科技的创始团队主要来自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早在2008年即开始从事星载激光雷达的技术研发，在固态扫描、芯片化TOF和图像融合领域拥有多项全球领先的技术

成果。 目前，探维科技的激光雷达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车路协同、智慧交通与智慧物流等多个行业

领域。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探维科技有两条产品线，其中工规级产品Tensor系列与Scope系列均为混合固态激光雷达，提供16-192线的感

知性能，覆盖智能工业、V2X与低速自动驾驶等场景，年出货量逾千台。 车规级产品Duetto和Scope-V系列均为混合固态

激光雷达，提供96-192线的感知性能，聚焦乘用车场景，为车企客户提供高度集成化的硬件设计方案，实现性能、体积、

成本的极致平衡。

展位号

4B39

192单元车规级混合固态激光雷达Scope-V 64单元混合固态激光雷达Scope

岭纬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

固态高分辨率激光雷达

https://www.neuvition.com/

苏州岭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提供与人工智能相关的3D固态高分辨率视频激光雷达传感器，激光雷达配套软件服务

和云端平台服务。固态激光雷达具有小尺寸，低成本，低功耗，可靠性高，坚固耐用，适应性强的特点，以及数据采集速

度快，分辨率高，对于温度和振动的适应性强等优点。 产品主要应用于自动驾驶、车路协同、智慧高速，轨道交通、电力

巡检，安防和机器视觉，3D成像和无人机等领域。公司不仅提供激光雷达传感器，还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项目解决方

案，提供激光雷达软件客户端SDK或API数据接口和算法。 苏州岭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A轮融资，总部位于苏州吴江，

在美国旧金山，厦门，深圳均有团队。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MEMS与传感器

主营产品:高分辨率固态激光雷达以及配套的算法方案。

4B26、4B27
首

http://www.tanway.com/
https://www.neuvition.com/


杭州洛微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纯固态大视场近场激光雷达D系列

https://www.luminwave.com/

洛微科技(LuminWave)是全球领先的芯片级激光雷达(LiDAR)开拓者。致力于通过自主研发的基于硅光子技术的光电芯片，

为市场提供芯片级激光雷达硬件以及解决方案。洛微科技拥有雄厚的硅光子芯片集成技术及软硬件开发能力，创造性地将

调频连续波(FMCW)相干探测和固态扫描等技术应用到LiDAR领域，致力于为市场提供更有价值、更智能、可扩展、更经

济的激光雷达产品，推动全球激光雷达和自动驾驶产业升级。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 :洛微科技自主研发了纯固态大视场近场LiDAR D系列 (Diversity Series)和硅光FMCW 4D LiDAR F系列

(Foresight Series)产品。D系列用于自动驾驶和工业自动化中补盲、避障、定位、测绘（SLAM）和3D建模等应用，F系列

是基于FMCW相干探测和固态扫描技术开发的高分辨率、高精度、4D维度车载前向主LiDAR。

激光雷达

硅光FMCW 4D 激光雷达

4B47

深圳力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litratech.com

深圳力策科技有限公司是领先的激光雷达和智能传感器提供商，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向服务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工业

AGV、物流自动化、智慧安防、智能家居、智能交通等领域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产品主要包括单线激光雷达、多

线激光雷达。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深圳力策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单线激光雷达、多线激光雷达以及固态激光雷达。产品应用领域主要包括服

务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工业AGV、物流自动化、智慧安防、智能家居、智能交通等。

展位号

4B28、4B29

单线脉冲TOF激光雷达 工业级激光雷达 LTME-02A单线TOF脉冲激光雷达

https://www.luminwave.com/
http://www.litratech.com/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

LS-S1系列 图像级1550nm光
纤车规激光雷达

www.leishen-lidar.com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以强大的自主研发实力成为全球领先的全场景激光雷达及整体解决方案

提供商，致力于以高端、稳定、可靠的激光雷达环境感知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服务覆盖自动驾驶、智慧交通、轨道交通、

机器人、物流、测绘、安防、港口和工业自动化等九大产业生态圈。秉持着“让驾驶更安全，让机器更智能，让生活更美

好”的使命，镭神智能始终坚守“专业 · 创新 · 品质”，以卓而不同的感知精品为客户创造价值，立足全球构建智能感知的

黄金时代。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 激光雷达，激光雷达整体解决方案。

激光雷达

LS-S2系列 图像级1550nm
光纤车规激光雷达

4D48、4D49

深圳乐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乐动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专注于机器人移动感知技术自主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构建智能机器时

代基础设施”为使命，目标成为全球领先的移动机器人传感器和移动机器人解决方案供应商。 乐动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多

维度的持续创新，基于全系列传感器、自研算法、云平台三大核心服务，创新性研发出独有的机器人定位与导航技术，以

及全系列的传感器，可广泛应用于：家庭服务机器人、商用服务机器人、无人机、工业视觉测量等众多应用场景。乐动用

“感知”赋能移动机器人“看懂”世界，构建出智能时代下全新机器人形态的跨越式发展。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 DTOF激光雷达；超声波传感器；三角激光雷达；固态线激光；移动机器人解决方案。

展位号

4C30

DTOF激光雷达 STL-06P 三角激光雷达 LD14 固态激光雷达 LD07

CH128系列 车规混合
固态激光雷达

https://ydlidar.cn/index.html


深圳玩智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YDLIDAR GS2

https://ydlidar.cn/index.html

深圳玩智商科技有限公司（简称“EAI科技”）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专注于智能传感器及解决方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旗下拥有3家全资子公司，在深圳设立研发总部，在武汉、西安设立研究所。EAI科技坚持芯片自研

+算法创新，研制出专用芯片填补国内空白，独创皮秒级飞行时间测量、ToF光路收发同轴等技术，打破国外专利垄断，主

导产品实现自主可控，性能国际先进，解决AI产业传感难题。EAI科技拥有超120项专利，自主品牌YDLIDAR涵盖三角、

ToF、线激光、超声波测距等多类智能传感器，应用覆盖扫地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数字多媒体互动、工业自动化等，已服

务40+个国家及地区，1000+客户。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EAI科技以高品质、寿命长、成本低的激光雷达为核心，可为扫地机器人、陪伴机器人、送餐机器人等多类型服

务机器人定制一个集环境感知、定位建图、导航避障等功能于一体的应用解决方案。该方案识别精度高、反馈速度快、环

境适应能力强，可实时检测周围环境，并通过SLAM算法对激光雷达获取的数据处理分析，进一步为家庭服务机器人构建

精准的地图导航与全局路径规划，实现房间、办公室、商场、餐厅等空间的自主导航和避障。

激光雷达

YDLIDAR X4

4C21
首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ocuslight.com

炬光科技成立于2007年9月，主要从事激光行业上游的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元器件（“产生光子”）、激光光学元器件

（“调控光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正在拓展激光行业中游的光子应用模块和系统（“提供解决方案”，包括激

光雷达发射模组和UV-L光学系统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炬光科技拥有半导体激光、激光光学、汽车应用（激光雷

达）、光学系统四大业务，在中国西安、东莞、海宁，德国多特蒙德拥有生产基地和核心技术团队，并已通过ISO 14001、

ISO 45001、ISO 9001:2015和IATF 16949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21年12月，炬光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成功上

市。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元器件、激光光学元器件、激光雷达发射模组、UV-L光学系统等

展位号

4A51

Flux H系列可变光斑激光加工系统

YDLIDAR TG30

蓝光弯月型慢轴准直镜 BeamRazor™系列 - LE02 Pro

https://ydlidar.cn/index.html
http://www.focuslight.com/


旷能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基于激光雷达的周界防护系统

www.quanergy.com

旷能电子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硅谷的高科技公司，致力于为汽车行业和物联网（loT)行业开发智能化激光雷达(LiDAR)解决

方案。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旷能电子的产品包括高性能机械式激光雷达，基于光学相控阵（OPA)技术的纯固态激光雷达，以及基于人工智能

技术的3D智能感知软件系统。主要应用行业包括智慧城市，安全防范，工业自动化，地理测绘以及自动驾驶。

激光雷达

Quanergy流量管理平台和智慧空间解决方案

4B01、4B02

上海思岚科技有限公司

思岚科技（SLAMTEC）成立于2013年，专注于机器人自主定位导航技术，针对垂直行业深度应用，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商

用机器人整机解决方案，包括机器人外观结构设计服务、软硬件开发、应用层交互设计、梯控调度系统、自主返回充电技

术等。 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完成了三轮融资，累计融资超2亿元人民币，并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上海优秀创新创业

公司、英特尔机器人创新生态合作伙伴等荣誉。 思岚科技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深圳、成都等地设有办事处和运维中心

，为全国各地客户提供及时售后运维响应，提升机器人运行效率。目前，思岚科技业务遍布亚洲、欧洲、北美等全球20多

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企业用户超过2000家。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 低成本激光雷达RPLIDAR、工业级DTOF激光雷达、机器人通用型移动底盘、机器人整机、定制化整机解决方案

展位号

4B41

室内外中远距离激光扫描
测距雷达LPX-T1

高性能、紧凑型DTOF激光雷达
RPLIDAR S2

轻便款TOF激光雷达RPLIDAR S1

https://ydlidar.cn/index.html


激光雷达

北京光秒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lisecond.com/

北京光秒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创立。公司自成立之初的发展愿景即推动高性能激光雷达的大规模普及，凭借对激光雷达

产品的深刻理解和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致力于实现激光雷达高性能化、低成本化，使其像摄像头一样得到普及应用，为

机器赋予人眼一样的3D感知能力，加速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主要产品为1024线激光雷达，512线激光雷达，256线激光雷

达，128线激光雷达，64线激光雷达，16线激光雷达等。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1024线激光雷达，512线激光雷达，256线激光雷达，128线激光雷达，64线激光雷达，16线激光雷达等。

展位号

4B22、4B23

GM1024

首次

保定市天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激光雷达

http://www.galaxy-elec.com

保定市天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位于保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注册资金1亿元，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现有员

工300余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90%以上。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激光传感和智慧物联产品的研制与应用，

为通信、交通及智能制造业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天河电子

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河北省优秀民营企业、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国家发改委确定的激光雷达产业

化基地。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 激光雷达系列产品。

4B07、4B08

http://www.lisecond.com/
http://www.galaxy-elec.com/


VCSEL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http://www.cn.trumpf.com

通快是一家高科技企业, 致力为机床、激光、电子及光通信和消费电子领域提供制造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众多工

业及消费电子产业。在柔性板材加工、工业激光和半导体激光(VCSEL)领域，通快是全球市场的技术领导者。通快在全球范

围内拥有超过14800名员工, 年销售额达35亿欧元。

产品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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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电子及光通信: VCSEL 和 PD，碟片激光器 TruDisk，半导体激光器 TruDiode，超短脉冲激光器：TruMicro

等工业激光器，激光打标机：TruMark，3D打印：TruPrint。

展位号

4C39

Datacom 850nm 56G VCSEL & PD 940 nm多模VCSEL 通快高功率VCSEL加热系统

Lumentum Operations, LLC
展位号

https://www.lumentum.com/

Lumentum 的创新光电产品组合可在整个通信网络中实现敏捷性、灵活性和高速性。Lumentum 的产品可满足越来越多

数据需求，这些需求遍布于网络中并通过大型数据中心进行处理和存储等。这些数据流量中的大部分是由云应用产生，包

括传输到移动设备、计算机和智能电视的视频流。Lumentum 为游戏和计算机的 3D 传感应用提供二极管激光器，是 3D

传感业界的领导者。

主 营 产 品 : Diode lasers for 3D sensing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ultrafast lasers for micromachining

applications, source lasers for data center applications

FemtoBlade™

4B57

M 系列：
适合多场景应用的多结 VCSEL 阵列

10 W Flood Illuminator Module, 
FOI: 103 x 84 degrees

http://www.cn.trumpf.com/


VCSEL

浙江睿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规则/非规则阵列VCSEL芯片

http://www.rayseasc.com

浙江睿熙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技术领先的VCSEL供应商。睿熙科技定位高端市场，从事VCSEL芯片的研发量产，全面布局

消费电子、数据通信及车载领域。核心成员拥有20年在世界一流VCSEL公司领导产品设计和生产制造的经验， 涵盖外延生

长、工艺制程、芯片设计与模拟、封装、高频测试、大数据分析、失效分析等所有VCSEL设计、制造管理领域。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

主营产品:非规则阵列VCSEL芯片（用于散斑结构光），规则阵列VCSEL芯片（用于编码结构光），规则阵列VCSEL芯片

（用于TOF），泛光源和VCSEL投射灯模组，25G VCSEL芯片和PD（用于数据通信）

线光斑投射模组 车载VCSEL芯片及多结VCSEL芯片

4C36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ww.everbrightphotonics.com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成立，公司主要致力于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芯片、高效率半导体VCSEL芯片、

高速光通信芯片及相关器件及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泵浦、激光装备、生物医学、激光通信、

机器视觉与传感等。 公司拥有一批高层次人才队伍，包括多名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行业资深管理和技术专家以及4位

院士组成的顾问团队等，公司研发技术队伍硕博占比超50%，团队多次获得各级部门重大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殊荣。已建

成从芯片设计、MOCVD外延、光刻、解理镀膜、封装测试、光纤耦合、直接半导体激光器等完整的工艺平台和量产线，

是全球少数几家研发和量产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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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

4A52

激光雷达VLR芯片 结构光VSL芯片 飞行时间VTOF芯片

老

http://www.rayseasc.com/
http://www.everbrightphotonics.com/


VCSEL

厦门乾照激光芯片科技有限公司

www.everbrightphotonics.com

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乾照光电”）是国内LED芯片上市企业，公司主营半导体光电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包括全色系LED及砷化镓（GaAs）空间太阳能电池外延片和芯片，公司是国内红黄光LED龙头企业。 厦门乾照激光芯片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乾照激光”）是由厦门乾照光电投资建立，凭借在GaAs光电器件领域的多年积累，乾照激光建成了垂

直腔面发射激光器（VCSEL）的含外延生长、芯片流片、点测分选和可靠性验证等完整工艺环节的一站式VCSEL产线。目

前乾照激光为3D结构光、TOF和距离传感器客户提供大批量VCSEL芯片。

产品范围: 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

主营产品: 多种波段和功率的VCSEL芯片 波段：940nm/850nm/808nm 功率：10mW~8W 同时还提供芯片定制（含结构

光芯片）。

展位号

4C26、4C27

VCSEL（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 940/850/808nm VCSEL

常州纵慧芯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www.vertilite.com

常州纵慧芯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型的光电半导体高科技公司，由多位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创立，拥有资深技

术团队，丰富的工业界量产经验。公司主要以研发生产VCSEL芯片、器件及模组为主营业务（650到1000纳米波段）。服

务全球客户超过100家，公司产品广泛应用在3D感知、AR/VR、自动驾驶等领域。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

主营产品:纵慧芯光拥有全波段（650到1000纳米波段）产品制造能力，现已有850nm，940nm波段的标准产品系列。产

品规格和封装形态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灵活定制。

4A39

VCSEL

http://www.everbrightphotonics.com/


VCSEL

深圳瑞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raysees.com

瑞识科技拥有国际领先的VCSEL光芯片设计、光学集成封装、算法研发、光电系统整合优化等核心技术与量产能力，打通

“芯片+光学+应用”的全产业链条，推出自主研发的全系列高性能VCSEL芯片和光学集成产品，致力于为智能硬件、智能

驾驶、人脸识别、激光雷达、医疗健康等领域客户提供全球领先的VCSEL芯片和光学解决方案。目前已申请国内外技术发

明专利超80项，服务全球超过100家客户。 瑞识科技深度耕耘化合物半导体光芯片领域，凭借强大的半导体光芯片设计能

力突破VCSEL光芯片的性能瓶颈，并在与国内外顶级代工厂合作过程中依靠专业高效的代工管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其光芯片产品量产良率和稳定性均达世界领先水平。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VCSEL芯片及光源

主营产品: ①VCSEL光芯片：单孔/规则/随机阵列、单结/多结、消费级/车规级； ②VCSEL激光模块：VCSEL+透镜，单点

激光，一字线激光 ③VCSEL泛光源模块：VCSEL+Diffuser/VCSEL+透镜，1D/3D ToF ④VCSEL点阵投射器：

VCSEL+DOE，随机散斑，规则散斑，方框图案，网格图案 ⑤红外补光光源: IRED+LENS ⑥IR/PD对管触控模组

展位号

4C35

VCSEL光芯片

/

西铁城电子株式会社

www.citizen.co.jp

西铁城电子擅长的领域是要求小型、精密以及高精度的元器件及模块领域。我们正在拓展以LED为中心的电子元器件事业

、融合了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按键开关事业。本公司一方面致力于提供让顾客可以安心使用的产品，同时为了赢得信赖，也

将致力于创造更高品质的产品、培育人才并提高生产力。此外，我们充分利用 本公司作为开发提案型企业这一强项，发挥

自创业 以来继承至今的“创造产品的激情”和“挑战精神” 来挑战创造更加新颖且令人惊叹的产品。并且在继续发扬至今

为止的优势和强项的同时，我们将继续 秉持着强大的意志，纠正不足，建设更好的公司。

产品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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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用LED，植物栽培用LED，微型芯片型LED，轻触开关，Vcsel红外LED，深紫外LED组件。

展位号

4E30

新型超小级驱动内置VCSEL元器件

VCSEL光学集成光源 3D结构光模组

http://www.quantum-info.com/index.html


VCSEL

深圳市柠檬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柠檬光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半导体激光行业海归专业团队和风险投资机构创办的高科技企业，致力于高端半导

体激光芯片、模块及系统产业化。现有团队~40人，硕士以上学历过半数，核心团队来自Lumentum、AMS、华为等。 柠

檬光子拥有国际领先的半导体激光技术和工艺，着眼于以自主的核心技术为基础，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性能的产品及解决

方案，立志成为国际半导体激光技术的领导者。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 Vcsel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 Hcsel水平腔面发射激光器 EEL边发射激光器 Vcsel系列点/线模组 Vcsel系列阵列模

组。

展位号

4C01

垂直腔面发射半导体激光芯片
VCSEL芯片

深圳市金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www.jinyuanmotor.com

深圳市金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是国内的直流无刷减速电

机研发和制造企业，经过多年累积现已发展为激光雷达，无刷电机，步进电机，直流齿轮马达，行星减速电机，无刷减速

电机，步进减速电机等完整的产品体系，公司的高层管理团队全部来自于知名上市电机企业，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发展

规划。

产品范围:【激光雷达】

主营产品: 激光雷达。

展位号

4E24

水平腔面发射半导体激光芯片
（HCSEL）芯片

VCSEL点光源&线光源模组

转镜式激光雷达车载电机

http://www.quantum-info.com/index.html


VCSEL

中山市禾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htgdlaser.com

创立于2016年1月，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科技现代化的台资企业，并于2021年通过ISO 9001质

量管理系统认证。 拥有20年以上的激光模组生产经验并采用优质、进口的原材料，主要从事生产销售激光类产品：如可见

光激光模组、红外光激光模组、PM2.5传感器激光模组、智能机器人传感激光模组、智能家居传感激光模组、人脸辨识传

感激光模组、测距仪激光模组、测温仪激光模组、大功率激光器等。 目前禾统光电的产品被广泛应用在激光灯、智能机器

人、智能家居、各类传感器、测温仪、测距仪等各种灯具、工具、仪器上，并也被国外几家著名品牌企业指定使用激光模

组，一直在行业上拥有着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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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光激光模组、红外光激光模组、PM2.5传感器激光模组、智能机器人传感激光模组、智能家居传感激光模组

、人脸辨识传感激光模组、测距仪激光模组、测温仪激光模组、大功率激光器等。

展位号

4D03

红外激光模组

西安唐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waferchina.com

西安唐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成立。主要从事半导体激光器外延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拥有国际一流的技术

研发团队并提供国际顶尖外延工艺设计和服务，致力于我国半导体激光器外延片的产业化。

产品范围:【激光雷达,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其它外延片】

主营产品: VCSELs: (3&4&6 inch): 980; 940; 905; 850; 808; 795; 680; 670; 660(nm) EELs: (3&4&6inch): 980; 940;

925; 905; 808; 650(nm) HBT InP 1.3μm/1.5μm(PIN, APD, DFB)。

展位号

4C24、4C25

结构光 PM2.5粉尘传感器激光模组

InP 2/3英寸 外延片 GaAs 3/4/6寸 940nm VCSEL 外延片

http://www.quantum-info.com/index.html


MEMS与工业传感器

艾迈斯欧司朗集团
展位号

Vegalas™RGB激光模块

艾迈斯欧司朗集团，是光学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我们为光赋予智能，将热情注入创新，丰富人们的生活。拥有超过

110年的发展历史，以对未来科技的想象力为引，结合深厚的工程专业知识与强大的全球工业产能，我们长期深耕于传感

与光学技术领域，持续推动创新。 • 2021财年，艾迈斯欧司朗在全球市场总营收约为50.4亿欧元 • 全球约24,000名员工，

5,500名工程师 • 3个重点关注领域：传感，光源，可视化。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MEMS与传感器,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LED, 激光器，光电探测器，传感器，光源和系统

Mira220全局快门图像传感器 AS705x模拟前端系列

4C68

Prophesee S.A
展位号

封装的Metavision®传感器

普诺飞思（Prophesee）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神经拟态视觉系统的发明者。 普诺飞思为机器视觉开发了突破性的基于事件的

视觉（Event-Based Vision）解决方案。这种新的视觉方法可显著降低功耗、延迟、及数据处理的要求，能够获得传统基

于帧的传感器不能获取的内容。普诺飞思获得专利的 Metavision® 传感器和 AI 算法，模仿人眼和大脑的工作方式，能够

显着提高机器视觉在自动驾驶、工业自动化、物联网、安防监控和 AR/VR 等领域的效率。 普诺飞思总部位于巴黎，并在

格勒诺布尔、上海、东京和硅谷设有办事处。公司有 100 多名有远见的工程师，拥有 50 多项国际专利。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普诺飞思高清视觉评估套件EVK 3具有价格优势，可为设计人员提供首次快速操作的机会。EVK 3 现提供两个版

本，分别搭载由普诺飞思与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共同开发的 3.1 VGA 传感器或 4.1 HD 传感器。 普诺飞思高清视觉评

估套件EVK 4可对与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共同开发的基于事件的视觉传感器IMX636ES进行全面性能评估，该传感器具

有业界最小的像素和卓越的HDR性能。

Metavision®智能套件 普诺飞思高清视觉评估套件EVK 4

4E43



深圳市美思先端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红外滤光片、红外光源

http://www.memsf.cn

深圳市美思先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思先端”）创立于2015年，是国内MEMS传感器与精密光学设计制造高新技

术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致力于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感器企业。 历经近7年的深耕细作，

美思先端攻坚“卡脖子”MEMS传感器技术，凭借MEMS传感器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和测试等环节雄厚的自主研发

实力，构建了温度、气体、压力、粉尘、流量、光学组件六大产品体系，成功研制了50多种MEMS传感器与模组、100多

种精密光学组件，可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暖通空调、医疗器械、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监测、安防监控、智慧能源、

智慧农业、航空航天、公共安全、半导体等领域。

产品范围: MEMS与传感器

主营产品:红外滤光片、MEMS红外温度传感器、MEMS热电堆气体传感器、4系气体传感器、NDIR气体传感器、PM2.5粉

尘传感器、红外测温模组、压力传感器等。

MEMS与工业传感器

美思先端PM2.5 粉尘传感器 美思先端红外测温模组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hkaco.com

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身是宏科）成立于 1995 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方经济和文化中心-广州。目前在上海、北京、台

湾、香港、美国硅谷设有分公司，在西安、成都设有办事处，苏州、韩国、日本办事处已经在积极筹备中。同时，为了实

现本地服务，特在以下工业城市设立销售代表：沈阳，天津，南京，合肥，杭州，武汉，深圳，郑州，重庆，青岛。 我们

是一家资源整合及技术服务落地供应商，与全球顶尖公司深度技术合作，专注于制造业、汽车、光电等领域提供3D激光雷

达，工业相机，视觉处理平台，AI平台，图像采集卡及视觉系统集成，一站式AR解决方案，激光产品、光电仪器、太赫兹

以及视觉成像等相关产品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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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产品:1）视觉检测方案：工业相机、图像采集卡、视觉成像、视觉处理平台、AI平台、视觉系统集成等； 2）传感器：

激光雷达、MEMS传感器、激光测距传感器、工业测试测量传感器； 3）AR方案：AR眼镜，AR平台，数字化工作流； 4）

光电：激光产品、光电仪器、太赫兹。

4A47

展位号

4B21

虹科毫米级工业用激光测距传感器 虹科图像采集卡 虹科一体化推理相机解决方案

/

http://www.memsf.cn/
http://www.hkaco.com/


MEMS与工业传感器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思特威车规级ISP二合一全高清
图像传感器SC220AT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思特威，股票代码：688213）是一家从事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产品

研发、设计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设立于中国上海，在多个城市及国家设有研发中心。 自成立以来，思特威始终专

注于高端成像技术的创新与研发，凭借自身性能优势得到了众多客户的认可和青睐。作为致力于提供多场景应用、全性能

覆盖的CMOS图像传感器产品企业，公司产品已覆盖了安防监控、机器视觉、智能车载电子、智能手机等多场景应用领域

的全性能需求。 思特威将秉持“以前沿智能成像技术，让人们更好地看到和认知世界”的愿景，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动力，

与合作伙伴一起助推未来智能影像技术的深化发展。

产品范围: MEMS与传感器

主营产品: CMOS图像传感器。

思特威旗舰级智能手机主摄应
用图像传感器SC550XS

4A59

锐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X射线MonetX series
CMOS TDI线阵探测器

http://www.brigates.com

锐芯微由海归博士团队创办于2008年，专注于高端图像芯片定制业务、高灵敏度图像传感器芯片和摄像机芯的研发、设计

和销售业务。总部位于昆山，在北、上、深均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

产品范围: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锐芯微多年以来一直深耕于图像传感器及光电传感器的自主研发，拥有像素设计、模拟/数字电路设计、抗辐照设

计、系统设计等核心技术，产品在高灵敏度、大面阵、高帧率、耐强辐照、高动态范围等各方面性能达到或超过业内领先

水平。

口内X射线CMOS图像传感器 X射线CMOS平板探测器

4C22、4C23

思特威SmartGS®-2系列900
万图像传感器

http://www.brigates.com/


无锡微视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VS-PDR0700

无锡微视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成立，是一家以MEMS芯片与应用模块开发为核心技术的高科技公司。 创始团队

自2008年起开始进行MEMS芯片相关研究，并与2013年开始专注于MEMS微镜芯片及其应用模块、产品与方案的技术研

究。 公司推出了国产化的高性能、低成本、微型化的MEMS微镜芯片、结构光投射模组以及3D深度相机。相关产品可广泛

应用于3D支付、3D机器视以及光通讯等相关领域。目前已经和国内多家行业应用领头企业展开应用合作。

产品范围: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

主营产品:MEMS红外结构光3D相机；MEMS振镜芯片；MEMS红外3D编码结构光投射模组。

西安知微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zhisensor.com

知微传感于2016年成立于硬科技之都西安。经过多年的飞速发展，知微传感已成为国内光学MEMS芯片的知名品牌，团队

在光学MEMS芯片的原理仿真、结构设计、工艺开发、集成封装、系统测试及应用开发等多个维度均有着雄厚的技术积累。

在光学MEMS芯片行业内，知微传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知微传感的

MEMS芯片广泛应用于激光显示、激光投影、VR/AR、激光通信等需要对激光光束进行程控的领域。此外，知微传感以

MEMS芯片为起点，向下游分别研发了3D相机和MEMS固态激光雷达等人工智能视觉硬件模组及产品。

产品范围: 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MEMS与传感器

主营产品:1、MEMS微振镜；2、MEMS单轴扫描模组；3、高精度工业3D相机

4C05、4C06

展位号

4C46

Dkam系列高精度工业3D相机-D132 MEMS单轴扫描模组--P1150 MEMS微振镜单轴扫描模组

老

VS-PDN0600 PPN2000

MEMS与工业传感器

http://www.zhisensor.com/


MEMS与工业传感器

优尼科（青岛）微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Monarch II 近红外多光谱相机

优尼科（青岛）微电子有限公司是以色列Unispectral Ltd.的全资子公司，Unispectral Ltd.是全球领先的多光谱成像

MEMS芯片设计公司，专业从半导体事微机电（MEMS）多光谱成像芯片及模组的设计、开发和应用。其MEMS多光谱成

像芯片具有成本低、微型化、低功耗、高可靠性的特点，Unispectral将多光谱成像技术带入了消费电子及物联网领域。 该

芯片可以集成进手机，并在智慧农业、食品安全、人脸鉴权、智能家电、工业检测、医疗健康、智慧驾仓等方向具有广泛

的创新应用。公司拥有全球领先的多光谱成像MEMS芯片设计及流片工艺。

产品范围: MEMS与传感器

主营产品:1.MEMS近红外可调谐滤波器芯片 * 成本低 – 尺寸小 * 良好的环境适应力、如温度、噪音、机械冲击等 * 可以集

成在双孔径系统中 * 灵活的架构 * 低功耗 2.Monarch II近红外便携式光谱相机 * 高速镜头 * 单波段模式下60帧/秒，双波

段模式下25帧/秒 * 兼容Windows/Android平台，提供API接口 * 705nm-920nm * 60x40x14.5毫米,30克。

近红外可调谐MEMS光谱成像芯片

4D25

朗思传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超高精度碳元素分析仪

http://www.lasensetech.com/

朗思科技是一家激光气体传感公司，基于香港中文大学、斯坦福大学海归研发团队在激光传感领域多年的原创技术积累，

在深圳前海和中国香港两地自主研发和生产超高灵敏度气体传感仪器。团队聚焦含碳气体元素的精准测量和温室气体污染

源的实时监测，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中，朗思运用世界领先的激光光谱技术对气体浓度精确定量测量，解决

政府监测和企业客户碳交易的气体数据需求，在“双碳”时代打造国产精密仪器的新标杆。

产品范围: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朗思-精准碳测传感仪器是基于原创激光光谱技术，打造的碳元素实时精准测量仪器。小型且载重轻，面向城市碳

溯源、工业园区碳排放定量监测等场景，达到ppb-ppm级超高灵敏度，可结合巡检车辆和卫星GPS快速实时响应。

精准碳测传感器

4D45

半导体激光驱动器

http://www.lasensetech.com/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线性图像传感器

https://www.yitoa.com/

公司成立于2001年，并于201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简称：英唐智控，股票代码：300131），公司总部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海纳百川总部大厦，主要从事芯片研发、设计、制造及电子元器件分销等业务，在全球四个国家或地区

设立有22个分公司和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半导体元器件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MEMS与传感器

主营产品:光电传感器、 MEMS Mirror、 光传感器客制化设计服务

MEMS与工业传感器

4D46、4D47

微机电振镜 RGB 颜色传感器

上海恩弼科技有限公司

www.nbfamily.com

上海恩弼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光电半导体器件研发制造的技术型公司。技术聚焦于高可靠性核心光电传感器件，

包括特殊光电传感应用场景的LED光源，光探测器，光电集成电路，智能光电传感模组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传感、光

电编码器、运动控制、激光雷达、仪器仪表、医疗健康、智能家居，移动汽车等领域。 主要产品包括平行光LED光源、光

电编码器用光电芯片、硅光敏二极管及阵列、雪崩型光敏二极管、光电集成芯片、距离传感器、激光测距模块等。同时，

能针不同应用场景的特殊光电技术参数需求，提供定制型/半定制型光电传感器件设计和应用技术解决方案。公司在中长期

产品线拥有充足的技术储备和技术创新能力，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MEMS与传感器,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平行光发光二极管、增量型光电编码器用硅光电池阵列芯片（半导体光敏二、三极管阵列）、雪崩型光敏二极管

、超小型反射式光电开关、光电式距离传感器模组、高性能大面积硅光电池芯片（半导体光敏二极管及光敏二极管阵列芯

片），阳光倾角传感器等。同时，能针对细分领域下特殊光电技术参数需求，提供国产化、定制型/半定制型光电传感器件

设计和应用技术解决方案，解决客户产品长期依赖海外厂商产品导致的长周期、高成本等问题

展位号

4C13

硅雪崩二极管 APD 光电编码器 IC 平行光光源

https://www.yitoa.com/
http://www.zhisensor.com/


MEMS与工业传感器

海伯森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http://www.hypersen.com

海伯森——致力于建立一流的高端智能传感器品牌。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专注于工业级传感器的技术创新，并具备将光、机、电、算技术综合应用于传感器产品

的研发能力和规模化生产能力， 公司全面布局海内外市场，旨在为消费电子、工业自动化生产等领域提供精密智能传感技

术，助力实现智慧工业和万物互联，让精密智能传感产品能够在工业4.0时代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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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闪测仪、3D线光谱共焦传感器、点光谱共焦位移传感器、超高速工业相机、六维力传感器、面阵固态激光雷

达、激光对针传感器、单点ToF测距传感器和激光三角位移传感器等。

展位号

4A55

3D闪测传感器 点光谱共焦位移传感器 线光谱共焦传感器

老

Fiber X100/Y2000系列白光
干涉信号解调仪

北京佰为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

Fiber S100/Fiber S200法珀
腔压力传感器

http://www.bws-tech.com

北京佰为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点式光纤传感器及其解调技术的开发与推广，自有技术包括高性能的MEMS法珀

腔光纤传感器技术、光纤布拉格光栅（FBG）传感器技术、基于白光干涉和扫描光谱的光纤传感解调技术.是全球仅三家将

FP压力传感器商品化的厂家之一，业务和产品遍及全球，是一家世界领先的微型光纤传感器公司，目前产品主要应用于医

疗、电力、石油、地热、高铁等领域的物理量精准测量。

产品范围: MEMS与传感器,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Fiber S100/S200法珀腔压力传感器 Fiber S300/S400/S500光纤光栅温度传感器 Fiber S600光纤光栅微应变传

感器 Fiber S700光纤光栅加速度传感器 Fiber X100白光干涉法珀腔解调模块 Fiber X300/X500光纤光栅解调模块 Fiber

Y2000白光干涉法珀腔解调仪 Fiber Y3000高速法珀腔解调仪。

Fiber X系列光纤光栅解调仪

4D26、4D27

http://www.hypersen.com/
http://www.bws-tech.com/


深圳市诺安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NAS-IR500 红外气体传感器

http://nuoansensor.com

诺安传感是深圳市诺安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从事专业工业传感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科技型企业。

依托母公司在气体检测行业20多年的技术积累，组建了一支高层次研发队伍，与天津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建立稳固的产学

研合作关系。 诺安传感坚持以技术创新为驱动，致力于研发智能化高端光学传感技术及其在气体检测领域的应用。目前已

成功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离子传感器、红外气体传感器系列产品，并广泛应用与挥发性有机物、碳氢可燃气体

、二氧化碳等气体的检测。其光离子传感器、长光程红外可燃气体传感器产品，技术先进，性能稳定，已在石化检测领域

实现了部分国产化替代。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红外可燃气体传感器、PID光离子传感器、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激光传感等环境监测和气体检测类传感。

MEMS与工业传感器

4E45

NAS-IR300 红外气体传感器 NAS-IR317 红外二氧化碳气体传感器

普芮玛光电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普芮玛半导体是一家全球发展的半导体公司，拥有50多年发展历史、具有德国技术基因和工匠精神，有着6MeV高能离子

注入机制造技术，研发了6MeV高能离子注入机以及先进的、独特的U6/U8和BCD制程工艺；公司集模拟和数模混合芯片

设计、制程工艺研发、芯片制造、芯片封测于一体，是一家创新的、可靠的、优质的芯片产品定制服务供应商。 主要业务

：硅基光电传感器、MEMS传感器等；硅基功率器件、GaN功率器件、GaN射频器件、GaN光器件；SiC功率器件、功率

器件控制芯片（DCDC、ACDC、GateDriver）等；高能离子注入机、重质子治疗仪等。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光传感芯片、光电器件、光电传感器的设计、研发、生产与销售，具有IC设计、制程工艺研发、晶

圆加工、产品封测、模块开发等业务能力，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智能、智能办公、消费电子等领域。 目前公司

有近20款光电类产品，涉及光电二极管、光电开关、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环境光检测传感器、位置传感器芯片、背景抑制

传感器芯片、微光探测芯片、红外遥控接收芯片、碳粉浓度传感器等。

展位号

4E53

Dual-PD PCA4540 激光打印头起始位置传感器PCC1540 光电集成IC PCC4330

https://www.yitoa.com/


MEMS与工业传感器

武汉光实科技有限公司

www.optplabs.com.cn

武汉光实科技（Optolabs）有限公司由多年工作经验的博士、硕士组成团队，公司致力于光纤传感，光纤通信，激光雷达，

大气遥感，光学相干层析等系统光电模块的研发，为客户提供相关领域高品质、高性能的光电模块以及解决方案。 公司主

要产品有InGaAs光电探测器、 InGaAs光电平衡探测器、雪崩光电探测器、DVS相干接收模块、微弱光相干接收模块、偏

振分集相干接收模块、MZI干涉仪、全光纤相位调制器等。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其它@@@光纤传感、OCT】

主营产品: InGaAs光电探测器、 InGaAs光电平衡探测器、雪崩光电探测器、相干接收模块、DVS相干接收模块、微弱光相

干接收模块、偏振分集相干接收模块、MZI干涉仪，超低噪声光电探测器、蝶形封装平衡探测器。

展位号

4E48

DVS相干接收模块 光电平衡探测器 APD雪崩光电平衡探测器

通用技术集团国测时栅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gctg.cn/

通用技术集团国测时栅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重庆市高新区西部（重庆）科学城。 公司面向国家和集团高端装备领域的重大需

求，围绕原创纳米时栅技术打造“科学装置+国家工程中心+产业化基地”三合一平台，构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

发-产业化”的创新链条，着力突破高精度高可靠性位移测量领域核心技术。同时以纳米时栅技术为核心竞争力，发展测量、

驱动和控制一体化技术，研发“纳米时栅+”关键功能部件和智能装备。 通用技术集团国测时栅科技有限公司将秉承“守

正、创新、精进”的经营理念，肩负起服务国家战略，创造客户价值，谋求员工幸福的重要使命，努力成为全球领先的精

密位移测量全国产解决方案提供商。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圆时栅角位移传感器、直线时栅位移传感器

分体绝对式圆时栅角位移传感器

4A01

分体绝对式圆时栅角位移传感器 增量式直线时栅位移传感器

http://gctg.cn/


西安远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可调焦光纤准直器器

www.ysenser.com

西安远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光纤传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 远讯光电致

力成为光纤传感产业链中光纤敏感探头、光纤组件、光电模组的核心供应商，为智能工业设备、生命科学仪器、精密测量

分析仪器领域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优质的服务及专业的技术支持。 远讯光电凭借数十年在光纤光学系统设计、优化、实

施积累的丰富经验、持续研发投入，专注深耕产品质量、关注产品使用环境可靠性，为远讯产品带来了广泛的应用场景。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非球面带纤准直器、消色差光纤准直器、大光束光纤准直镜、可调焦准直器、同轴光纤准直器、远距离光纤准直

器、遥测发射光纤准直器、无磁保偏光纤准直器、双波长共焦光纤准直器、五维调节光纤准直器、反射式宽光谱准直器。

MEMS与工业传感器

4E50

非球面带纤准直器 大光束光纤准直镜

深圳市浩源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www.hoyatek.com

深圳市浩源光电技术有限公司2005年成立于深圳南山国家高新技术区，注册资金1000万人民币，是一家致力于光纤传感、

光纤通信领域产品开发与技术应用、光纤安全监测系统开发与技术应用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院士领衔的博士研发团队，

拥有丰富的行业产品研发及应用经验，资深工程技术与生产管理团队为公司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公司自成立以来，专

注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及技术服务；自主研发的各类激光光源、光放大器、光通信测试设备、光纤传感系统产品广泛

应用于坡与桥隧管道、石油化工、电厂及电力传输、矿山安全、IDC机房、仓储、综合管廊、海洋监测、周界安防、铁路周

界安全等多个领域，并在国内市场形成了良好口碑与竞争优势。

产品范围: 【MEMS与传感器,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全宽带光源、激光放大器、高功率光纤放大器、准分子激光器、ASE光源、扫描光源等。

展位号

4D50、4D51

准分子激光器 光放大器 光源

https://www.yitoa.com/
http://www.zhisensor.com/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quantum-info.com/index.html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大规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设计供货和部署全能

力、超导量子计算机搭建能力。在十余年的产业化实践过程中，国盾量子深入研究光量子的产生、调制、传输、接收和探

测等操控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系统集成经验和弱光探测优势，发展了业界领先的高速精密光源制备、高效率低噪声的近红

外与可见光波段的探测等精密光电调控技术，并广泛应用于量子通信、量子计算、激光雷达、光纤传感等领域。

产品范围:激光雷达,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光电类产品：飞秒激光频率梳、长脉冲单频光纤激光器、近红外自由运行单光子探测器、近红外雪崩光电探测器、

近红外线阵传感器、量子随机数发生器。 量子通信产品：小型化偏振编码QKD产品、时间-相位编码QKD产品、高速偏振

编码QKD产品。 量子卫星地面站产品：小型化量子卫星地面站产品。 量子计算产品：ez-QTM Engine超导量子计算操控

系统。

展位号

4A12

近红外雪崩光电探测器 长脉冲单频光纤激光器 飞秒激光频率梳

山东中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中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高端可调激光器芯片及光模块的研发与生产。公司研发团队负责人为国际光电技术

专家、浙江省“千人计划”专家、泰山产业领军人才、济南市泉城“5150”创新人才章雅平教授，其研发的可商业化量产

的高端可调激光器芯片，被评为“2016年中国十大亮点光学产业技术”。该项技术让我国不仅拥有了高端光电子“中国

芯”，还在同类技术发展方面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中芯光电已经为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华为、中兴通讯、烽

火通信等客户设计并制造了第一批针对5G和F5G用RF直调和EA外调可调激光器芯片以及针对各类光传感应用的窄波段和全

C波段可调激光器芯片。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14针DFB蝶形激光器、14针DBR蝶形可调激光器、SLED、SOA、980泵浦激光光源、XMD BOX。

展位号

4D05、4D06

40nm Tunable Laser Module

MEMS与工业传感器

光纤光栅解调仪

http://www.quantum-info.com/index.html


CDA GmbH
展位号

衍射光学元件

http://www.cda.de

CDA是领先的聚合物材料微纳光学元件制造厂商之一，我们提供包括光学设计、快速样件、批量生产及模组封装的整套服

务。 CDA已经拥有长达近30年的聚合物生产经验，我们利用此技术可以大规模制造复杂的微纳级光学产品。我们服务于汽

车、消费电子及元宇宙、机器视觉、生命科学等行业。正如CDA的宣传语一样“激发灵感，制造价值”，借助各种功能集

成和模组封装，我们为客户提供独特的定制化增值方案。

产品范围: 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

主营产品:产品组合包括衍射元件、光波导、微透镜阵列、菲涅尔透镜、光束整形装置等。

MEMS与工业传感器

4D34、4D35

北京中新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新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文化型科技公司。公司所属微光学中心专注于设计、

研发、生产、推广微光学元件，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和专业服务，具备完善、高效的生产运营系统和质量管理体系。

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测绘定标、人脸识别、3D感知、文旅文创、特殊图案定制领域。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工业测绘光栅，特征图形光栅，文旅动图光栅。

展位号

4D04

衍射光学元件-激光图案镜片 工业激光光栅

http://www.cda.de/


纽斯德浦电气系统科技（无锡）有限
公司

展位号

www.ysenser.com

纽斯德浦电气系统科技（无锡）有限公司的产品包括线材，网络线组，电源线组和接插件等，所有产品和原料符合RoHS标

准。公司从模具设计，模具制造，注塑到组装，我们有完整的设计和生产能力。 并且具有高频电容测量能力，通过TDR或

网络分析仪，可以准确地测试差分阻抗等。 纽斯德浦具有大规模的生产设备和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开发新产品

和新工艺的改进是维持公司竞争力的两个关键方向，使得我们的产品非常有竞争力。目前， 纽斯德浦销售的产品遍布全球

，包括美洲，欧洲，亚洲，非洲，澳大利亚等。纽斯德浦已取UL，CSA，ETL，3P，TUV，PSE等认证。追求创新、服务

与分享，立志成为全球领先的布线产品制造商。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工业传感器线缆及连接器，工业网线及连接器。

MEMS与工业传感器

4D13

工业传感器线缆及连接器

深圳图驿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图驿光电有限公司（简称“图驿光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子连接解决方案，服务于世界知名的电子

产品制造商，产品类型包括：圆形推拉连接器、国军标连接器、医疗连接器、非标连接器及各类订制线缆连接组件等。 多

年来，我们与客户合作生产高精密的连接产品，致力于打造互连世界。我们的解决方案助力于军事安全、通信网络、汽车

电子和数字化工厂等领域。我们的创新在医疗护理领域拯救生命，同时让建设可持续性的社区、高效的公用事业网络以及

超大规模的通信系统变为可能。 凭借对高可靠性和耐用性的重视、对进步的承诺以及出众的产品组合，我们帮助各种规模

的公司将创意转变为技术，改变未来世界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3D摄像头、3D成像与传感,MEMS与传感器,毫米波雷达,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深圳图驿光电有限公司（简称“图驿光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子连接解决方案，服务于世界知

名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产品类型包括：圆形推拉连接器、国军标连接器、医疗连接器、非标连接器及各类订制线缆连接组

件等。

展位号

4D07、4D08

高速信号连接器

https://www.yitoa.com/


测试测量

杭州高谱成像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无人机机载一体式激光雷达高光谱成像系统

http://www.hhitgroup.com

杭州高谱成像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7月，是一家专注光谱成像技术，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光谱视觉综合解决方案的高

科技创新企业。 公司围绕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高光谱成像技术，陆续开发了包括紫外、可见光至近红外谱段高光谱相机、

无人机载高光谱成像系统等系列光机电一体化精密仪器，并形成了从高光谱核心部件设计装调，到成像仪整机研制以及高

光谱数据处理软件和算法应用的完整技术链，解决客户在应用领域的深层次感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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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产品:精密光学组件、高光谱相机、高光谱成像系统、微型光谱仪、软件与配件、行业应用产品、技术服务。

高光谱相机 实验室高光谱成像仪

4C28、4C29
首次

米铱（北京）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电容式位移传感器和测量系统

http://www.micro-epsilon.com.cn

从一个小手工作坊成长成为全球范围内精密测量领域的领导者，德国米铱讲述了一个经典的成功故事。位于德国巴伐利亚

州的米铱公司，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测量领域经验。您在米铱可以找到包括高精度激光位移传感器、电容位移传感器、电

涡流位移传感器、拉绳位移传感器、激光轮廓扫描仪、光谱共焦位移传感器，以及复杂的机电信息一体化成套测量检验设

备。丰富的产品线可以适应不同用户对测量、检验及自动控制的特殊要求。德国米铱的使命：不断追求精益求精的理念，

与客户一起创造双赢解决方案。 目前全球超过10,000家用户正在使用米铱技术——令人震撼的测量技术！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传感器：光谱共焦传感器、激光位移传感器、激光三角反射位移传感器、电容位移传感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

拉绳位移传感器、颜色传感器、各类探头导线等。

光谱共焦测量系统 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和测量系统

4E59、4E60
老

http://www.hhitgroup.com/
http://www.micro-epsilon.com.cn/


天津瞭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高尔夫激光测距仪

www.lookoutlaser.com

天津瞭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瞭望光电”），2016 年以天津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两支核心技术团队融

合后组建的一家高新科技企业，瞭望光电坐落于中国·天津，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瞭望光电秉承 “自主研发、追求卓越

、合作共赢”的理念，专注于激光测距望远镜 & 工业激光测距模块的光电系统研发和生产。拥有强大的光学设计能力和电

子设计匹配能力为客户提供外观开模，机芯结构、光学设计、电子设计＆匹配等一系列定制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其它@@@激光测距模块及激光测距仪】

主营产品: 激光测距传感器和激光测距望远镜。

小尺寸轻量激光测距仪

8E17

杭州隆硕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longshuo-tech.com.cn/index.html

杭州隆硕科技有限公司创始团队成立于2012年，并于2015年在浙江省杭州市正式注册，注册资本为1000万（RMB)。公司

致力于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始终专注于全球领先的传感技术相关领域的研发及创新，

目前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光电测绘传感技术，光电感应传感技术，高精度加速度计技术，高精度陀螺仪技术等，并致力于

相关领域技术解决方案及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团队为基础，以技术为加速剂，不断

的为客户提供更优的解决方案及产品，最终成就客户的同时，也成就自己。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测绘产品】

主营产品: 高尔夫系列\狩猎系列\测绘系列\手持激光测距仪等

展位号

4D19

TOP A01 激光雷达 狩猎系列LS产品系列 高尔夫系列GS产品系列

模块

测试测量

https://ydlidar.cn/index.html


测试测量

上海拍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双频干涉光栅测量系统

上海拍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双频激光干涉测量技术研究及其产品开发。服务于半导体装备、超精密运动控制、长度

计量、精密机床校准、振动、速度、加速度测试等领域。公司核心团队由光学、机械、电子、销售等专业人员组成，均具

有十多年双频激光干涉仪产品开发及其市场开拓经验。是国内工程经验最丰富的双频激光干涉仪团队。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双频激光干涉仪，双频激光器，激光干涉仪镜组，激光信号处理系统，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同步卡，温湿压采

集系统。

非接触式双频激光干涉仪 多轴激光干涉测量系统

4D42

深圳市天安至远传感有限公司
展位号

www.tianansensor.com

深圳市天安至远传感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深圳大学和天安数码城集团合资形式成立的产学研技术合作型平台企业，更紧

密有效地汇聚双方在技术和产业两侧的优势资源。 核心团队由深圳大学光电物理实验室博士团队及国内优秀的科技研发、

生产品控和市场人员组成。在中国制造2025 的驱动下积极响应国家对高端技术的号召，天安传感致力于建立国内一流的高

端传感器品牌，提供各类光学应用传感器系统解决方案和软硬件方案定制服务，公司具备超一流光、机、电一体化技术结

合深度算法技术综合应用于传感器产品的研发能力。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环保检测、工业4.0、智能交通、物联网、汽车、消

费电子等领域。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 营 产 品 :主要研发光电传感器及光纤技术应用，产品包括:工业自动化控制传感器（如：平行 激光位移测量仪、高精度激

光位移传感器等）、汽车尾气颗粒物检测传感器、林格曼黑度检测仪、车载原油硫元素检测传感器等。

4E54

激光直线度测量仪



测试测量

中山市博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激光雷达整线测试解决方案

www.boostertech.cn

中山市博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山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单位 于

2010年2月成立中山市博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于2019年7月成立越南博测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于2019年11月成立深圳

博测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范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专注于各类电子产品的制造测试和自动化测试方案及设备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和相关的技术服务。包括电

子产品板级、系统级功能测试开发；系统集成；测试夹具&测试设备设计、复制；机械手辅助ICT；功能测试自动化开发设

计；定制化自动化设备设计；ODM&标准电子模块开发设计；测试仪器开发；智能化工厂系统开发等。

毫米波雷达测试站 天线OTA测试站

4E26、4E27

柯泰光芯（常州）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VCSEL晶圆量产测试台

www.cotest.com.cn

柯泰测试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专注于测试领域的测试设备供应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柯泰起步于湖北省武汉市，现已在

长沙、成都、合肥、常州和北京成立了分公司，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布全国。 位于常州的柯泰光芯（常州）测试技术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9年，是柯泰测试专攻光电半导体测试设备的分支机构。柯泰光芯专注于光电半导体器件测试装备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服务，致力于帮助用户加速完成从研发测试出样、小批量测试到大规模量产测试的链路建设，为用户提供多元

化的测试产品和解决方案，

主营产品:柯泰测试凭借多年测试服务的经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细分领域测试系统，包括LIV测试系统（LED或VCSEL）

、PD响应度测试系统、低功耗测试系统、激光人眼安全检测系统等。 本着“专业、高效、灵活”的服务宗旨，柯泰测试亦

可提供定制化的测试咨询服务和合作开发服务，包括VCSEL Wafer测试系统、Diffuser一体化检测系统、EML器件自动测

试系统等，帮助用户有效验证产品性能，快速突破测试瓶。

VCSEL封装体量产测试台 VCSEL晶圆窄脉冲测试台

4A29

http://www.hhitgroup.com/
http://www.kowintest.cn/


广东科文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恒温恒湿试验箱

http://www.kowintest.cn

广东科文试验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全球可靠性试验技术研究和气候环境模拟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及系统整合

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科文不仅研发、设计制造全系列的气候环境试验设备，并为各类气候环境模拟试验工程提

供解决方案，主要产品涵盖高低温湿热试验箱、ESS快速温变试验箱、冷热冲击试验箱、温度/湿度/振动三综合试验箱、材

料老化试验箱、盐雾环境模拟系统以及非标试验设备等。 广东科文试验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全球可靠性试验技

术研究和气候环境模拟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及系统整合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科文不仅研发、设计制造全系列

的气候环境试验设备，并为各类气候环境模拟试验工程提供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高低温试验箱，恒温恒湿试验箱，冷热冲击箱，快速温变箱，材料老化箱，精密烤箱，LED测试设备，半导体试

验设备，电池测试设备，老化箱，IP防水防尘设备，盐雾箱，力学检测仪器，振动/冲击试验机，可靠性测试设备等。

测试测量

冷热冲击试验箱 快速温变试验箱

江苏维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vptek.com

维普光电(www.VPTek.com)是半导体制造领域自动光学检测AOI设备制造商。VPTek的解决方法可满足苛刻的半导体晶圆

制造、半导体掩模版的AOI检测，产品应用于泛半导体、CMOS图像传感器、MEMS和RF领域，服务于行业领先的IDM、

OSAT和代工厂。

产品范围: 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 晶圆自动光学检测设备，掩模版自动光学检测设备。

4D21

展位号

4E21、4E22

半导体晶圆AOI自动光学检测设备 掩模版AOI自动光学检测设备

http://www.kowintest.cn/
http://www.vptek.com/


其他

3M中国有限公司

http://www.3m.com.cn

3M公司创建于1902年，全球总部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作为一家世界知名的多元化科技创新企业，3M的产品

和技术早已深深地融入人们的生活。100多年以来，3M开发了六万多种产品，从家庭用品到医疗产品，运输、建筑到商业、

教育和电子、通信等各个领域。 3M中国有限公司是3M公司于1984年在中国成立, 是国内外少数能够同时提供多种胶带与

胶粘剂解决方案的供应商。3M多年累积家电, 智能家居, 物联网智能硬件, 汽车内外饰, 传感器与激光雷达组装解决方案，能

为寻找新材料与新工艺的厂商提供创新粘接方案，优化设计。

产品范围: 激光雷达,工业传感器及测试测量设备

主营产品:3M™ VHB™ 多功能强力双面胶，压敏胶，3M™Scotch-Weld™结构胶，防水密封胶， 耐高温胶带， 遮蔽胶带，

布基胶带， 高强度胶带， 纤维胶带， 特种胶带，防火封堵方案等。

展位号

4B35

3M Sctoch-Weld 低温固化环氧
结构胶 5520

天津斯迈利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smalley.cn/

成立100 多年来，Smalley Steel Ring 公司已发展为制造和开发如下产品的世界领导者： Spirolox 弹性挡圈、等截面挡圈

和波形弹簧。Smalley 在推出最先进的产品方面始终居于领先地位，并在未来的创新中继续走在前列。 我们的品牌和文化

代表着品质、诚信、精确与稳定。我们充满热情地为客户及其业务提供服务。我们时刻致力于为您带来理想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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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弹簧将弹簧高度降低百分之五十，与普通螺旋具有同样的力值和变形量；采用碳素钢和不锈钢为原料的4000

多种标准弹簧（直径范围5mm 到 400mm）。 Spirolox弹性挡圈不会对配套组件产生凸耳干扰，Smalley等截面挡圈是

Circular Grain，采用卷绕方式而非冲压方式制成。采用碳素钢和不锈钢为原料的6,000多种标准弹性挡圈（直径范围6mm

到400mm），弹性挡圈易于安装和拆卸。

展位号

4E58

波形弹簧 弹性挡圈

http://www.3m.com.cn/
https://www.smalley.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