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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官方应用

随光前行 中国光博会助推产业变革

如今，众多的创新光子技术正在不断引领

携手毫米波太赫兹产业发展联盟举办“毫

产业的变革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也在不断

米 波 太 赫 兹 展 示 区”， 展 示 区 位 于 1 号 馆

术所具备的硬核体质，所以光电产业才能无

条，如芯片、器件、材料、测试及系统应用

影响和创造新的应用市场。正是基于光电技
惧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在这个光电领域焕发
出勃勃生机的时刻，全球极具规模及影响力和
权威性的光电专业展览——第 21 届中国国际

1D52 展位，展示涵盖毫米波太赫兹全产业链
等产品。

绽放科研之光 硬科技定义中国力量

CIOE2019 特 别 启 动“ 绽 放 科 研 之 光

光电博览会（简称：CIOE 中国光博会）9 月

(SRIP)”计划，展会期间，4 号馆【光电子创

到场观众达 58616 人，同比增长 16%，创下

如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科学

4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展会开幕两天，
历史记录。

六展联动，光电行业盛宴覆盖全产业链

本次展会规模升级，总面积突破 110,000

平方米占深圳会展中心全馆，同期特设【光

通信展】、【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红
外技术及应用展】、【精密光学展镜头及摄

像模组展】、【光电传感展】、【光电子创
新展】等六大主题展，汇聚来自 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2,000 家光电企业及超 4,000 个优质
光电品牌参展。

汇聚产业核心亮点，解读热点关键词

科技创新交融，展会现场聚焦众多行业热

新展】全面展示国家科研机构光电前沿产品，

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北京空间机电

术突破。同时携手 LightCounting 为大家带

CIOE 中国光博会面向光通信、信息处理及储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长春理工大学、

进的进程。为了更好地为中国光电业界链接

体加工、能源、传感及测试测量、照明显示、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中国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等科研院所及孵化企业都将携带领先产品及
技术集中展示，向全球展示中国的科技力量。

深化国际交流 不出国门也能看世界

本次展会有来自德国、丹麦、加拿大、韩

国、美国、日本等六大国际展团齐聚深圳会

展中心，向来自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主要企

来欧洲、美国以及日本运营商当下在网络演
欧洲光电专业人士，CIOE 再次携手 EPIC 欧

洲光电产业协会举办 EPIC TechWatch 欧洲光

电产业协会技术展望大会。一系列的展示及

现场会议活动让光电人士了解前沿技术发展，
拓展业务发展。

光 + 创新促发展，细分市场带来新应用

随着光电技术的迅速发展，其应用层面扩

业和决策者展示其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展至通讯、电子、制造、医疗、民生等领域，

光子、光学镜头、数据中心、镜头模组、机

Yole Développement 继续携手举办 4 个热门

的需求产生了指数性增长。无人机、人工智能、

激光清洗等；

成像，激光雷达和 3D 传感的新应用趋势和技

点产品及技术，特别重点聚焦芯片、5G、硅
器视觉、VCSEL、激光雷达、毫米波太赫兹、

CIOE官方微信

欢迎投稿：lisa.deng@cioe.cn

展会期间国际交流和行业活动繁多，与

领域论坛，全面探讨硅基光电子技术，红外

新兴应用和新兴市场的崛起对这些光电产品
自动驾驶、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等行业的

发展，也让光电科技与大众生活完美结合的。

存、消费电子、先进制造、国防安防、半导

医疗等九大应用领域，展示前沿智能制造技
术及创新综合解决方案。为了促进光电技术
及应用领域更多的融合，了解未来趋势发展，
展会还举办了丰富的“光 +”应用高峰论坛系

列，话题涵盖机器视觉及工业、智能驾驶、

5G+AIOT、AI+ 安防、AR/VR 光学应用、车载

摄像头影像质量评估、数据中心、军民融合等，
业内专家分享了他们对市场趋势及行业发展
的精辟见解。

第 21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闭幕仅剩 2

天，期待与全球光电行业同仁一起，聚焦中
外光电子前沿科技，见证光电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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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关注光宽带接入：业务驱动光接入网向千兆演进

9 月 4 日，第 21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力，并增强深度覆盖能力。此外，张德朝强

会是 10G PON 之后的最佳选择，10G 之后，

院家庭互联网研发中心总监及中国联通 4K 实

通信产业转型与应用创新论坛”的“光宽带

满足同一张网络承载多种质量诉求的千兆业

一代 PON 的关键技术在于高功率预算的光收

慧家庭，通过智能网关构建家庭智能化业务，

在深圳盛大开幕，在同期举行的“5G 时代光
接入与智慧产业融合发展”的专题报告上，

来自信通院，运营商、设备商的专家学者齐

聚一堂，共同探讨千兆时代光接入的发展与
演进，以及千兆光网络下的典型应用场景。

业务驱动千兆接入技术升级

当前，信息和通信技术引领时代变革，

催生的新业务持续驱动接入技术发展。对此，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网络与 IT 技术研究所传

送与接入网研究室室经理张德朝表示，未来
接入网需要向管道能力、网络架构、智能化

三个维度发展，满足在千兆业务时代具备同
时面向家宽、中小微企业和 5G 小站各项新业

调，未来应该打造统一的多业务接入网络，

务。谈及接入技术的发展时，张德朝认为将

当然，随着千兆接入网的不断演进，我国

验室总监张沛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联通千兆智
再基于机顶盒提供智能化的业务，并通过组
网服务为用户提供优质的家庭 WiFi 体验。与
此同时，通过沃家固话构建智能家庭新入口。
后续，中国联通希望通过开放合作，多智能

示随着入云业务、云 VR 业务、高清视频业务、

千兆宽带的普及率也在进一步提升，据中国信

带宽、低时延、大吞吐量以及网络隔离的需求，

绍：“在产业和政策的持续推动下，千兆宽

生则从工业园区应用的角度阐述了基于开放

已有 25 个省的 38 家省级运营商实现了千兆

专网、数字化管理、定位服务以及工业控制

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所长敖立介

行业应用的不断出现，对网络提出了上行大

带接入成为我国宽带发展的重点，目前全国

驱动着千兆城市的发展。而对于千兆宽带网
络的发展，蒋铭认为将向更高带宽、全业务

业务商用，而运营商之间的业务竞争，争夺

承载以及更强智能方向发展，从而提升千兆

高价值用户市场，正推动千兆宽带接入业务

网络品质。

快速发展。”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光接入高级架构师、国

球范围内随着 GPON/EPON 建设高峰的结束，

和中小微企业专线等需求，提升智能网关能

千兆业务相继涌现

入研究部副主任蒋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她表

础能力建设思路，要以开放性、兼容性为标

业等多业务承载需求，同时要面向数字家庭

FEC（软判 LDPC）等等。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研究院光接

际电信联盟 SG15 Q1 副主席刘德坤则阐述了

准构建千兆接入网络，满足家宽、中小微企

发期间、高速数字信号处理 oDSP、高增益的

从 10G PON 向 50G PON 演进。

务的灵活快速部署和高效运维的支持能力。

与此同时，张德朝认为，当前接入网基

PON 产 业 将 会 在 ITU-PON 融 合。 此 外， 下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光接入总工李明

型 POL 的园区方案能够满足企业园区的虚拟

等场景需求。与此同时，未来与 5G 园区专网
的融合方案将实现更广泛的应用。

针对千兆接入的应用场景，华为技术有

敖立表示，千兆宽带发展正加速孵化包括

限公司刘德坤则表示，随着光纤网络发展，

业模式和生态。对此，敖立强调，运营商不

工业园区、数据中心等等，实现更广泛的万

下一代 PON 标准和关键技术。他认为，在全

像 CloudVR、智慧家庭、企业上云等千兆商

未来几年 10G PON 将会迅速上量。与此同时，

仅要为各行业的客户提供服务，更需要快速
有效的将这些服务商业化。

由 于 TWDM-PON 产 业 的 不 成 熟，25GPON

叠加，共同构建联通智能家居产业生态。

PON 网络应用将会进一步扩展到全光家庭、
物互联。

针对 TO C 业务，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

升级带宽颗粒太小，ITU-T 50G TDM-PON 将

来源：C114

2019 年中国光博会直击：手机光学产品抢先看

对于光学厂商来说，中国光博会既是一场

主要是为了应光学式屏下指纹识别技术的需

而今年的光博会如往常一样，吸引了很多业

据了解，目前多为 2P 或 3P 结构并具备

盛大的“光学展会”，同时也是一场大型聚会。

据了解，都乐拥有一些列的高精密光学模

模组、智能驾驶核心传感器（车载摄像头、毫

备，光学模具年生产约 1000 套以上，模具周

其合作客户主要包括舜宇光学、欧菲光、

求，主要被放置于手机触控屏下方。

具加工设备及日本进口的高精密注塑成型设

内外人士的眼球。

大光圈、广角 / 超短焦功能的单颗镜头，功能

期 7—25 天。

学的手机镜头、模组产品吸引了不少前来参

用于屏下指纹识别的镜头技术难度不高，主

学非球面镜片、自由曲面、手机闪光灯镜片、

而 3D 交互镜头最早应用于军工产品，后

镜片，智能家居、电子、医疗、汽车、工业

9 月 4 日，在 2019 年光博会上，舜宇光

展的观众，笔者便是其中一位。且颇为幸运
的是，笔者从光博会现场了解到，目前手机

在于将取得的影像传递到传感器。业界认为，
要商机在于数量规模。

摄像头相关产品类型、应用场景及发展趋势。

在民用产品中发展。笔者获悉，TOF 镜头实

“舜宇光学多款 7 P 高阶镜头、4800 万

现人机交互，超薄化可实现终端产品小型化，

舜宇光学 7p 镜头已量产

像素超薄镜头，大像面，多摄镜头研发成功

并量产，同时，结构光、TOF 摄像头模组项

时测距获取物体深度信息，双摄光学方案实

在光博会上展示了其被动式立体视觉相机模

在此次展会上，笔者看到，舜宇光学手机

置自动对焦模组、双摄—双 SMA OIS 模组和

镜头端主要展示了 7P 镜头、玻塑混合镜头、
超广角镜头、准直镜头 +DOE 组件、衍射光

而受市场推动，都乐在手机镜头这一市场

趋势，同时他们认为受应用场景影响，未来

四川泸州都乐精密制造有限公司，计划总投

非球面准直透镜等产品。

TOF 这一技术也将成为一个趋势。

上述人员继续补充道，7P 镜头是指镜头

镜头的搭载率较以往相比有着明显的提升。

也不断壮大。除 2018 年收购国内两家中型镜

数的增加，未来马达领域 SMA 或将成为一个

里面的镜片数量，从过去手机高阶主力结构

事实上，除了上述趋势外，三摄及多摄

趋势也颇为明显，因三摄、多摄影响，手机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随着手机镜头 P

学元件、菲涅尔镜片、自由曲面、匀光片、

TOF 接收镜头、屏下指纹识别镜头、TO 管帽、

及其他设备。

成为趋势。

MEMS OIS 模组。

头厂外，据了解 2019 年 6 月份都乐正式投资

除了舜宇光学外，在 2019 年光博会上，

常成像效果越佳，包括解析力、对比度都会

产品。

技术有限公司、广东赛宏精密清洗装备有限

的镜头体积内放进更多层镜片，还要品质好、
良率高，就要考验厂商的技术能力。

笔者了解到目前国内 7P 镜头真正实现量

产的厂商屈指可数，而屏下指纹识别镜头它

在 2019 年光博会上，惠州市德赛自动化

笔者从现场获悉，在此次展会上，都乐对

其表示，该设备是通过机台对接装置链接

射出成型机械手取出的塑胶镜片后处理设备，
同时灵活对应机械手高度可调，自动接料后以
特制的剪切刀进行镜片的浇口剪切，并且依据

模穴将镜片依序排列在独立对应的包装盘上，
包装盘是以托盘承载便于作业中取出或送至

下一制程，即自动送料、自动换盘、自动仓储。
而除了上述设备外，该工作人员还详细介

声波后的自动排盘设备，适用于一模出 4 穴、

镜头 / 清洗设备创新应用

提升，但因手机镜头讲究轻薄，如何在有限

片全自动剪切的设备，适用于各种光学镜片。”

素手机镜头月产能达 35kk 以上。

手机镜头厂深圳市都乐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都乐”）在展会上也展示了其主营

德赛自动化现场一工作人员介绍，“全自

动剪切设备为一款可弹性应用的光学塑胶镜

绍了全自动超声波排盘设备。据了解，全自动

的 6P，提升至 7P。由于光线通过层层镜片会
不断过滤杂光，因此镜头内镜片数越多，通

声波排盘设备、全自动高精度手机镜头组装线

资 3 亿元，第一期于 2019 年 11 月份正式投产，
新购进 FANUC 高精度注塑机等 100 台，高像

都乐—手机镜头系列产品

笔者从现场获悉，在此次展会上，德赛自

用塑胶配件等，其核心客户 60% 为上市公司
像素趋势外，超薄、大广角、超大广角将会

组、散斑结构光—投射模组、TOF 模组、前

电产株式会社等知名客户。

动化对外展示了其全自动剪切设备、全自动超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手机镜头端，除了高

当然，除了手机镜头产品外，舜宇光学

瑞声科技、凤凰光学、华为、德赛西威、日本

VR 镜片投影仪镜片、高端精密部件和菲涅尔
及一线的国际品牌企业。

应用于运动追踪，人机交互。

目也已研发成功并量产。”舜宇光学展会现
场一工作人员对笔者透露到。

而其主导开发的模具及产品领域包括光

米波雷达）、新能源电池的智能制造。

超声波排盘设备为一款应用在微型零部件超

8 穴、16 穴自动分穴排盘，并能按 0 度、90 度、
180 度、270 度依指定流道方向排列。

此外，德赛自动化现场一工作人员对其全

公司在展会上也展示了其相关产品。

自动高精度手机镜头组装线做出了介绍。其

屏下指纹识别镜头、人脸识别镜头、复眼镜头、

光学装备和技术的研发为核心，同时展开新

13M、16M 及 20M 以下等微型镜头的超洁净、

他产品。

该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光学镜头、光学摄像

外展示了其用于手机的超薄大广角手机镜头、

惠州市德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以精密

3D 结构光 TOF 窄带及超小型化医疗镜头等其

能源、汽车电子智能装备、技术的研制和服务，

2

表示，全自动高精度手机镜头组装线适用于
高精度要求的手机镜头组装。

来源：摄像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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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800G Pluggable MSA 定义下一代数据中心网络光学连接规范
续可拔插模块的优势，在数据中心网络

大多数 800G 将仍然是可插拔模块，同时

宽能力翻倍，以最优的数据中心光互连

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首席光电专家张

架构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实现数据互连带

解决方案满足云计算、人工智能、5G 等
发展带来数据流量激增的诉求。

在可以预见的 2025 年，全球年存

储数据量将高达 180ZB。这些数据大部

分将在数据中心内进行交换。如何满足
数据传输的带宽、成本、功耗诉求并且

我们也希望能看到一些合封模块。”

乐伟说：“800G 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速率

节点，我们认为整个产业协同找到最优的

模块架构与技术方案，将使整个产业受益。”
领先光模块厂商海信宽带技术专家张

华博士说：“800G 采用直检技术可以满足
DCN 场景的诉求，将延续可插拔光模块在

实现平滑演进，是产业面临的共同挑战。 成本、功耗等方面的优势，需要产业聚焦
800G Pluggable MSA 工 作 组 将 通

过产业协同，聚合客户、设备商、模块
生产商、光模块芯片生产商和连接器生
产商等整个产业链的力量，重点聚焦数

据中心网络互连场景，确定 800G 可插
拔光模块的最佳架构和接口指标，构筑
800G 可拔插光模块行业规范，共建产
业链生态，牵引产业的健康发展。

9 月 5 日，在第 21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上， 800G Pluggable MSA 工作组，推动制定 800G 可拔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所属泰尔实验室、腾讯、华为、 插光模块的行业规范。
山一电机等 9 家行业组织、客户和厂商共同成立

the
Pick up es
su
latest is
from the s.
ion bin
publicat

800G Pluggable MSA 工作组将向所有

公司和组织开放，欢迎加入！

800G Pluggable MSA 联系方式：
张华博士

zhanghua8@hisense.com

光领域知名的市场研究公司

图: 800G Pluggable MSA成立发布会

新华三、海信宽带、光迅科技、住友电工、立讯精密、

客户需求、加大投入。”

800G Pluggable MSA 工作组将面向未来的数据

中心，定义超宽带的 800G 速率光接口连接规范，延

LightCounting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博士说：“我们
的 LightCounting 预测模型表明，云数
据中心的运营商需要在 2023-2024 年部

署 800G 光模块以跟上数据流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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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中国电信千兆网络时代的光接入网发展及应用论坛议程
时间：2019 年 9 月 6 日上午

时间

16:30-17:30
17:30-20:3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牡丹厅

演讲题目

9 月 6 日上午
嘉宾签到
08:30-08:50
08:50-09:00

开幕致辞

09:00-09:20

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发展

09:20-09:40

超前规划 建设千兆第一城

09:40-10:00

千兆产业发展趋势及应用

10:00-10:20

千兆网络时代的光接入发展的趋势和挑战

10:20-10:30

下一代 OLT 演进

10:30-10:50

茶歇

10:50-11:10

千兆时代赋能家庭娱乐 推动 VR 极致体验

11:10-11:30

千兆业务白皮书

11:30-11:50

千兆网络的低延迟挑战

结束

张东
中国电信政企客户事业部
产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中心主任
吴飞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网络发展部规划处副处长
王丽彪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传送与接入产品线副总裁
王志军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宽带业务产出线研发部技术总监
陈爱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光接入规划总工

9 月 6 日下午 论坛签到
13:30 -13:50 Registration
13:50-14:00

张航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VR/AR 事业部负责人
李少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技术与标准研究所
高级主管 / 博士 / 高级工程师
岳勇
飞思达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会主席 / 总工程师

14:20-14:40

行业报告： 长飞 5G 全联接战略

郑昕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电信事业
部副总经理、线缆产品线总经理

15:00-15:20

15:20-15:30

15:30-15:50

15:50-16:10

16:10-16:30

行业报告：5G 产业创新，赋能智慧未来

Industry Report: 5G Industry Innovation, Empowering
the Future of Wisdom

Industry Report: 5G wireless communication driving
smart industry

行业报告：拥抱 5G，创建未来

Industry Report: Embracing 5G for the Future

行业报告：“5G+ 宽带 +4K”助力智慧广电

Industry Report : “5G+FBB+4K”Promote Intelligent
Broadcasting Network

以跨境巴士为载体的大湾区合作项目展示

10:50-11:10

欧美如何利用智能科技保持健康及高品質生活

11:10-11:25

算力经济机遇

11:25-11:40

让 beitong 智能穿戴品牌响应一带一路走向国际市 许育槟
场
深圳市优沃奇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1:40-11:55

对话：一带一路及大湾区的机遇及合作

11:55-12:00

听众抽奖，合影留念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20

APCA、深圳市智能穿戴行业协会、香
港一带一路区块链协会
李煜
香港生产力发展局 研发经理

黄健民
香港一带一路区块链协会 会长
林明（链哥）
明日云链计算 首席执行官

特邀嘉宾

演讲主题
会议签到 / 宣传视频播放

APCA、香港物联网商会、大计算星球
联盟、香港一带一路区块链协会

金碟软件 - 领先 SaaS 云企业应用

徐峰 售前总监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胡伟斌
香港物联网商会 副会长
尹文豪
深圳文交所文化艺术品版权区块链应用基地——文
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战拓部商务机构管
版通平台
理中心 副总经理
姬翔
智慧物联网的机遇与挑战
深圳华创深大投资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投资专家，合伙人
万物互联之 - 国际物联网应用平台

区块链应用 +SEP 专利创新服务模式

17:00-17:10

听众抽奖，合影留念

Mr. Zheng Xin,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General Manager of Cable Product Line, YOFC

演讲嘉宾

主持人开场、嘉宾介绍
APCA 签约仪式

16:20-16:40
16:40-17:00

Li Yizhe, New Media Chief Experts of China
Unicom 5G Innovation Center

对话：区块链与物联网的结合发展

商松
中国链谷 执行总裁
特邀嘉宾

第六届全球光学智能制造（深圳）高端论坛
分会三：光学镀膜与检测技术应用研讨会

蔡月民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9 月 6 日上午 五楼玫瑰 3 厅

Cai Yueming, Deputy Chief Engineer of Datang
Mobile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Co. Ltd

时间 /Time

茶歇
Teabreak
行业报告：5G 无线通信驱动智慧工业

10:30-10:50

15:00-15:20

Jiang Zhifeng, Vice President, China Telecom
Telecom Operator Report: 5G+MEC, enabling industrial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applications’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model

Industry Report: YOFC’s 5G ComprehensiveConnection Strategy

主持人开场、嘉宾介绍
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14:50-15:00

Opening Presentation:： CIOE、ASTRI

李一喆 中国联通 5G 创新中心新媒体首席
专家

14:40-15:00

10:15-10:30

14:30-14:50

开幕领导致辞：CIOE，香港应科院

Telecom Operator Report：5G is Leading the
Digitization Wave in the Future

会议签到 / 宣传视频播放

时间

Speakers and Attendees Check-in

运营商特邀报告：未来已来，5G 引领数字化浪
潮

演讲嘉宾

时间：2019 年 09 月 06 日（周五）下午 14:30-17: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4 号馆会议室

演讲嘉宾、听众入场

14:00-14:20

演讲主题

2019 亚太云峰会
亚太区块链与物联网应用论坛

演讲嘉宾 /Speakers

江志峰 中国电信战略与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晚餐 演讲嘉宾与受邀企业 / Dinner

10:00-10:15

张德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

运营商特邀报告 : 5G+MEC，使能产业应用的技
术和商业模式思考

Panel Discussion

时间

时间：2019 年 9 月 6 日下午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牡丹厅
演讲题目 /Topics

圆桌会议

时间：2019 年 09 月 06 日（周五）上午 10:00-12: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4 号馆会议室

5G+ 产业 + 新一代信息技术 打造产业核心价值（分论坛）
时 间 /Time

CHINA OPTOELECTRONIC EXPRESS

2019 亚太云峰会
一带一路及大湾区合作高峰论坛

演讲嘉宾

中国电信

11:50-12：10 千兆光接入网的发展和应用
12:10

中国 光博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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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 /Topics

演讲嘉宾 /Speakers

主持嘉宾：付秀华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罗为 富华科精密工业 ( 深圳 ) 有限公司总
经理

Host ：Xiu-Hua Fu，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 Wei, General Manager, Fu Hua Ke Precision
Industry (Shenzhen) Co.,Ltd

9:20-9:45

庄哲义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ASTRI) 副总裁

Dr. Justin Chuang, Vice President, Hong Kong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李伟强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广
电行业中心主任 / 高级工程师
Li Weiqiang, Director of Broadcasting

9:45-10:10

Industry center/Senior Engineer of GUANGDONG
PLANNING AND DESINGING INSTITUTE OF
TELECOMMUNICAITONS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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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光学薄膜研制

High Performance Optical Coatings

从激光雷达到抬头显示器 (HUD)——高性能汽
车应用的薄膜大规模生产解决方案

From LIDAR to Head up Display (HUD) - thin film mass
production solution for high performance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王占山 同济大学

Zhan-Shan, TONGJI University

苏恒辉 意发薄膜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大中华区销售和服务总监
Heng-Hui Su，Evatec China Ltd
Head of Sales and Service Greater China

中国 光博快讯

会议活动
黄伟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研究
员

中红外低吸收薄膜研究

Wei Huang，Institute of Optics and
Electro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OE, CAS)

10:10-10:35

Study on low absorption thin films for medium
infrared

10:35-11:00

Applications of high performance thin film technology
on AI and 5G chip

高性能薄膜技术在 AI 和 5G 芯片上的应用

季泳 贵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博士
/ 董事长
Yong Ji，CEO,Guizhou Haotian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12:00-13:30

午餐 & 休息

大尺寸镀膜机的蒸发均匀性和重复性研制

鲍刚华 成都国泰真空设备有限公司工
艺总监

14:20-14:50

蓝宝石晶体生长系统使用石墨热场的优劣浅析

黄小卫 CTO
元亮科技有限公司

14:50-15:20

氮化镓相关

Troy Baker 博士 /CTO
加州大学

15:20-15:30

茶歇时间

15:30-16:00

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和碳化硅芯片和器件失效分析技术

方方 博士 / 董事长
广东金鉴实验室科技有限公司

16:00-16:30

化合物半导体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郑中屏 研究员
台湾工研院

16:30-17:00

高性能薄膜技术在 AI 和 5G 芯片上的应用

季泳 博士 / 董事长
贵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7:00-17:30

蓝宝石在 5G 智能移动终端的应用前景

陈洪建 教授
河北工业大学

时间 /Time

Gang-Hua Bao，Chengdu guotai vacuum
equipment co., LTD

演讲题目 /Topics

演讲嘉宾 /Speakers

主持嘉宾：孔令豹教授 复旦大学
Host：Prof. Kong Ling Bao，Fudan University

超精密光学元件制造与检测技术

侯溪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纳米光学抛光的工艺技术

王健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Ultra-precision optical components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technology

Xi Hou, Institute of Optics and Electro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OE, CAS)

Nano optical polishing technology

Jian Wang, 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

第四代高精度非接触轮廓测试技术介绍

14:50-15:20

Introduction to the 4th generation of highprecision non-contact contour testing
technology

15:20-15:30

茶歇 Tea break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Gerard Cornelis van den Eijkel, Business Unit Manager,
DUTCH UNITED INSTRUMENTS B.V.

2019 激光技术及市场应用创新峰会
分论坛二：激光先进制造在汽车领域的新应用
会议时间： 9 月 6 日上午 地点：会展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航天大型空间光学元件超精密制造技术现
状及发展
张继友 北京 508 所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ultra-precision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for aerospace large
space optical components

紫外光学材料及其制造技术

时间 /Time

Ji-You Zhang, China Acadamy of Space Technology

Chang-Shun Hui, China Acadamy of Space Technology

9:30-10:00

章启人 松下电器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超高精度三维检测方案

Ultra-high precision 3d detection scheme

日期 :2019 年 9 月 6 日全天
时间

议题范围

Qi-ren Zhang ,Panasonic Industry (China) Co., Ltd.

地点 :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水仙厅

10:00-10:30

拟定演讲嘉宾

10:30-11:00

主持嘉宾：陈洪建 河北工业大学教授
嘉宾致辞

9:50-10:30

光电功能晶体发展趋势

王继扬
山东大学教授、天津理工大学
特聘教授

10:30-11:00

半导体研磨抛光技术和设备崛起的难点和机遇

杨涛 高级工程师
振华半导体科技 ( 深圳 ) 有限
公司

宽禁带半导体氧化镓晶体和器件研究进展

演讲嘉宾 /Speakers

会议嘉宾主持：唐霞辉 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回长顺 天津 8358 所副总工艺师

Ultraviolet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演讲题目 /Topics

Xia-hui Tang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Laser Processing，Huazhong Uni, of Sci. and Tech.

“振华半导体”2019 蓝宝石 & 化合物半导体
& 光电功能晶体深圳高峰论坛

11:00-11:30

陈东坡 博士 / 副总经理
三安集团北京公司

徐军 教授
同济大学

9 月 6 日下午 五楼玫瑰 3 厅

9:30-9:50

化合物半导体制造助力 5G 产业高质量发展

蓝宝石产业对我国晶体生长技术的推动

第六届全球光学智能制造（深圳）高端论坛
分会四：极端制造 - 超精密 / 微纳制造与检测技术

16:30-17:00

12:00-12:30

13:50-14:20

Development of evaporation uniformity and
repeatability of large-size coating machine

16:00-16:30

刘召军 博士 / 副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Xiu-Hua Fu，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1:25-11:50

15:30-16:00

氮化镓 Micro-LED 新型显示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

付秀华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film thickness
uniformity in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system

14:20-14:50

11:30-12:00

物理气相沉积系统中膜厚均匀性的模拟及优化

11:00-11:25

13:50-14:20

2019 年 9 月 6 日 第三期

CONFERENCE

CHINA OPTOELECTRONIC EXPRESS

11:00-11:30

11:30-12:00

陶绪堂 教授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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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激光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挑战及机
遇

The Applic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Remote Laser Technology in Automobiles

杨上陆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全固态激
光器与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Shang-Lu Yang ,Shanghai Institute of Optics
and Fine Mechanic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激光先进制造技术提升汽车产业

唐霞辉 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加工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

等离子体在光电行业的应用

王飞 深圳市东信高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

激光技术在锂电池智能制造中的应用

王明睿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
公司专用系统事业部副总经理

Laser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enhances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pplication of plasma in photoelectric industry

Application of laser technology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f lithium battery

智能环保激光清洗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Environmental Laser
Cleaning Technology in Industrial Field

Xia-hui Tang,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Laser Processing，Huazhong Uni, of
Sci. and Tech.

Fei Wang , Tonson Tech Automation Eoumpent
Co., ltd

Ming-rui Wang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For Machinery Industry (RIAMB)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For
Machinery Industry (RIAMB)

谢曦宇 深圳市汇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
Xi-yu Xie, GM，Shenzhen Huize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CONFERENCE

2019 激光技术及市场应用创新峰会
分论坛三： 超快激光微纳制造技术及市场发展研讨会
演讲题目 /Topics

10:10 am - 10:35 am

Host：Quan-Zhong Zhao，Nanjin Institute of Advanced Laser Technology

14:15-14:40

14:40-15:05

15:05-15:25

赵全忠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5G 电子产品及 OLED 折叠屏中高功率紫外
皮秒激光加工工艺

田志宏 Spectra-Physics 光谱物理——MKS
万机仪器集团应用与技术支持经理（理波）

Ultra-fast laser micro-nano processing in
intelligent age

准分子激光在柔性材料加工和光伏材料表
面改性上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s of Excimer Lasers in Flexible
material Processing and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photovoltaic materials

微纳加工在 3c 行业玻璃材料上的应用

short pulse laser technology and testing
technology

15:50-16:10

Laser creat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material
surface structuring

方晓东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 主任

Presentation of thermal technology, product and
12:05 pm - 12:30 pm market trend

Xiao-Dong Fang，Anhui Institute of Optics and
Fine Mechan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分享热成像技术、产品和市场趋势

12:55 am - 1:00 pm Thank you and adjourn 感谢 & 休会
时间
9:00~9:25
9:25~9:30

张楠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高级
项目经理

Ultra-fast laser micro-nano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16:30-16:50

Laser micromachining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precision electronics

Nan Zhang，Senior Project Manager,Shenzhen
JPT Opto-Electronics CO., LTD.

精密电子领域中的激光微加工技术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TETE Laser Technology Co.,Ltd.

2019 太赫兹技术及应用论坛
日期：2019 年 9 月 6 日上午 6 楼郁金香厅

时间 /Time
9:30~9:40
9:40-10:05

10:05-10:30
10:30-10:55
10:55-11:20
11:20-11:45

演讲题目 /Topics

开幕致辞

太赫兹产业与测试技术

Terahertz industrialization and test
Technology

毫米波太赫兹安检芯片进展

Progress of Millimeter wave and Terahertz
chip for Security Application

高精度毫米波雷达定位技术

High precision millimeter wave radar
position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院 院长 付跃刚（90
级在校老师）

9:50~10:10

光学干涉技术和产业应用

苏州慧利仪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上每理
工大学教授 韩森（78 级校友）

10:10~10:25

红外光学元件加工的前景和发展

昆明南旭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贾耘（86 级校友）

校友项目、校科技项目路演，校友专家及投融资专家点评

刘海瑞 毫米波太赫兹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

10:25~11:10

姜万顺 中电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Wan-shun Jiang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Instruments CO.,LTD

王亚冰 河北雄安太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Ya-bing Wang ，Hebei Xiongan Taix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11:10~11:50

廖振崴 硕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销总监

Mick Liao，TRC-TRAINING RESEARCH CO.,LTD

Time
时间

Topics
演讲题目

吴阳 东莞市明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11:50~12:10

Yang Wu，Dongguan Meyon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校友专家现场指导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5 楼菊花厅

Registration / Badge Collection 入场登记 / 证件收集

9:15 am - 9:20 am

Welcome 欢迎辞

佛山
项目 1：姚治海教授：智能光谱芯片及其应用项目
项目 1：曹国华教授：飞机线束智能装配技术及设备研发
项目 1：王劲松老师：自动报靶光电系统及其产业化
项目 1：宋晓龙老师：基于大数据智能存储管理关键技术的数据可视化产品产业化项目

创新联合实验室——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产品质量解决方案 深圳市新则兴科技有限公司
王绍军（93 级校友）
光纤微损伤的危害和对策 中山市华思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冰（97 级校友）
AI 赋能智能制造 东莞品图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吴克毅（01 级校友）

拟邀请光电行业专家、投融资专家及企业家校友：朱健强、崔洪亮、季刚、李智超、龚俊强、
刘大凡、胡志伟、郑宇、金光、韩森、回长顺、杜春雷等
1、 点评校友项目及中小型企业如何融资的角度展开讨论
2、 学校和专家校友们可以协助年轻校友企业在研发和技术上的支持 !

2019 AR/VR 光学应用高峰论坛

Speakers & Companies
演讲嘉宾和企业

9:00 am - 9:15 am

学校科技处成果项目路演
项目路演 1：面向定制化表面处理的的智适应喷涂机器人——苏成志老师
项目路演 2：无线激光通信系列成果转化——常帅老师
项目路演 3：光学薄膜激光损伤阈值测量仪产业化开发——王菲老师

部分展团校友企业分享

第四届国际红外成像高端论坛
时间：2019 年 9 月 6 日上午

主持人：刘洋（2000 级校友，深圳新美亚科技任职，深圳校友会副秘书长）
现场签到、来宾交流

构建校企深度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Jia-feng Wang ，Calterah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The features of Calterah’s new generation of
（Shanghai）Co., Ltd.
CMOS radar SoC and its applications.
Terahertz Spectroscopy and its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演讲嘉宾

9:30~9:50

基于 CMOS 的汽车毫米波雷达片上系统
王嘉锋 加特兰微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及其应用
太赫兹光谱技术及其产业化

主题内容

长春理工大学校领导

演讲嘉宾 /Speakers

Hai-rui Liu ，Secretary general of Millimeter Wave and
Terahertz Alliance

Opening address

凌在龙，热成像业务部总经理， 海康威
视

开场演讲（副校长杨华民）

会议嘉宾主持 Host：刘海瑞 毫米波太赫兹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

Hai-rui Liu，Secretary general of Millimeter Wave and Terahertz Alliance

Ling Zailong, General Manager of Thermal
Department, Hangzhou Hikvision Digital
Technology Co., Ltd

王雪任，研发经理，宁波舜宇红外技术有
限公司

小型智能化热成像镜头的挑战与突破

Chao Zhang ，TRUMPF (China) Co. Ltd.

16:10-16:30

Dr. Jörg Schieferdecker, CEO, Heimann Sensor

Xueren Wang, R&D Manager, Ningbo Sunny
Infrared Technologies Co.,Ltd.

Challenges and breakthroughs of compact
12:30 pm - 12:55 pm thermal imaging lenses

张潮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激光产品经理

超快激光微纳加⼯技术及其应用

Mike Walters, FLIR 微型摄像头产品线副
总

11:40 am - 12:05 pm 非制冷红外成像仪：低成本解决方案的结构 Romain Fraux， 首席执行官， System
Plus Consulting
和成本审查

Yun-feng Ma，National Laser Device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enter

激光为材料表面处理创造更多可能

热像仪助力行车安全

Uncooled IR imagers: Structural and cost review of
Romain Fraux, CEO, System Plus Consulting
low-cost solutions

Zhi-hong Tian, Applica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Manager of Spectra-Physics—MKS
Instruments

麻云凤 国家激光器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常
务副主任

15:25-15:50

Mike Walters, VP Product Managements, Micro
Cameras, FLIR Systems

Thermal Cameras for Safer Cars

11:00 am – 11:40 am Tea break and Networking 茶歇 & 现场交流

Wei-cheng，Wuhan HGLaser Engineering Co.,Ltd

短脉冲激光技术及其测试技术

Aurélien Dariel,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LYNRED

Jörg Schieferdecker 博士，Heimann
用于热成像，人体检测，楼宇控制和安全应 Sensor 首席执行官
用的新型热电堆阵列

程伟 华工激光微加工事业部副总经理

Application of micro-nano processing in glass
materials of 3c industry

Eric Mounier 博士，资深研究员，光电、
传感和显示部门，Yole Développement

New Thermopile Arrays for Thermal Imaging,
Person detection, building control and security
10:35 am - 11:00 am applications

Quan-Zhong Zhao,Nanjin Institute of Advanced
Laser Technology

High power UV picosecond laser processing for
next-generation 5G electronics and foldable
OLED displays

非制冷红外产业生态的进化

Aurélien Dariel，产品推广经理，LYNRED
专为具有批量生产 SWaP 应用而设计最小的
（原 ULIS）
VGA / 12 微米热图像传感器

演讲嘉宾 /Speakers

智能时代的超快激光微纳加工

Eric Mounier, Fellow Analyst, Photonics,
Sensing & Display Division, Yole
Développement

Evolution of the uncooled IR landscape

The smallest VGA/12-micron thermal image
sensor, designed for SWaP applications with
9:45 am - 10:10 am volume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会议嘉宾主持：赵全忠 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13:50-14:15

CHINA OPTOELECTRONIC EXPRESS

9:20 am - 9:45 am

会议时间：9 月 6 日下午 地点：会展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时间 /Time

中国 光博快讯

会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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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2019 年 9 月 6 日 下午

Yole Développement & CIOE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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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

地点 : 深圳会展中心 6 号馆会议室
演讲嘉宾

中国 光博快讯

会议活动

AI+ 安防产业应用论坛——智慧安防的实际落地

彭莉莉，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市场总监
钟建辉，深圳市增强现实技术应用协会、微
泽网创始人

14:00—14:10

主办方致辞

14:10—14:40

5G 环境下，AR 在消费端大规模落地及光
李建亿，太平洋未来科技创始人兼 CEO
学应用方案

14:40—15:10

5G 环境下自由曲面 AR 光学模组及行业整 段家喜，北京耐德佳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联合
机应用
创始人兼 COO

15:10—15:40

利亚德 optitack 光学动捕产品介绍及应用 郭树旺，利亚德集团 AR/VR 事业部销售总
方案
监

15:40—16:10

珑璟光电 AR 光学模组产品优势

16:10—16:50

自由交流、互换名片、资料索取等

时间：2019 年 9 月 6 日

9:00-9:20

9:20-9:25

09:25-10:00

10:00-10:35

开幕致辞

面向产业需求的智能驾驶

Intelligent Driving for Industry Needs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秘书长，杨耕硕

A Fool's Err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LiDAR
for Avs

12:20-13:30

13:30-14:05

14:05-14:40

14:40-15:15

15:15-15:50

15:50-16:25

16:25-17:00

17:00

10:05-10:35

AIoT 在智慧社区领域的运用

黄启明博士，力维智联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
产品线总经理

AI 边缘计算助力安防新场景落地

王岽，深圳火眼智能有限公司创始人 &COO

午休

14:00-14:30

签到

14:30-14:35

主持人开场

14:35-15:05

智慧校园体温预警系统解决方案

黄刚，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营销中心
总监

城市大脑的视觉识别

闫潇宁，安软慧视 CTO

5G 与智慧工厂

金志虎，友华通信研发总工

9:40-10:00

10:00-10:05
10:05-10:10
10:10-10:25

Cibby Pulikkaseril, 首席技术官兼联合创始
人 ,Baraja

10:25-10:30

Cibby Pulikkaseril,CTO&Co-founder,Baraja

Elie Luskin,Mobileye 中国区汽车业务地区经理
Elie Luskin,Automotive Business Development
Regional Manager – China,Mobileye

10:30-11:15

交流午宴 Networking Lunch

多传感器融合的自动驾驶

Multi-sensor Fusion for Automated Driving

基于 MEMS 镜的 LIDAR 传感器激光扫
描

广汽智驾部部长 郭继舜

Jishun GUO, Head of Intelligent Driving, GAC

11:15-12:00

OQmented 总经理，Dr.Ulrich Hofmann

MEMS Mirror Based Laser Scanning for LIDAR Dr.Ulrich Hofmann, Managing Director, Oqmented
Sensors

先进传感器解决方案赋能固态激光雷达 艾迈斯半导体市场与业务开发总监，金安敏

ams Solution to Empower Solid-state LiDAR Anmin JIN, Marketing&BD Director, ams

3D 高清视频固态激光雷达

High-resolution solid state LiDAR for
Autopilot

12:00

岭纬科技（厦门）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黎洪

Hong LI，CEO，Neuvition Technology (Xiamen) Co.,
Ltd.

符合 ISO 26262(ASIL-B) 标准的 360 度
瑞萨电子香港有限公司汽车电子销售中心汽车
全景可视系统
电子应用技术部部长 , 林志恩
360 Surround View System Consistent
with the Standards Requirement of ISO
26262(ASIL-B)

新型汽车 CCD LiDAR/TOF 成像仪

A Novel Automotive CCD LiDAR/TOF Imager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智慧城市中的
谢军，和而泰水生态事业部总经理
应用

11:35-14:00

时间

Rick MO, Senior R&D Manager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11:10-11:45

Vision Only Advantages

杨会博，梆梆安全高级技术顾问

9:30-9:40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汽车科技研发中心高级研发
经理，莫天德

Zhiguang XIAO,Director of Autonomous Driving
A Future Car that Achieves Intelligent Driving
Center at XPENG Motors
Safety and a Balance of Driving Pleasure

视觉的唯一优势

物联网设备的安全应对方案

预测让城市更美好—云天励飞人工智能
王军，云天励飞方案总监
实践分享

时间：2019 年 09 月 07 日（周六）上午 9:30-12:00

Baicheng SONG, Senior Researcher, Gasgoo Research
Institute

10:35-11:10

11:45-12:20

9:35-10:05

2019“天文爱好者之约”主题论坛 暨 全国天文摄影比赛颁奖

Eric YANG, Chairman of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Exposition(CIOE)

实现智能驾驶安全及驾控乐趣平衡的未
小鹏汽车自动驾驶产品开发部总监，肖志光
来汽车
无用之功？自动驾驶激光雷达现状

彭莉莉，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市场总监

16:05-16:35

智能驾驶及车载激光雷达和摄像头产业
盖世汽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宋佰成
报告

Intelligent Driving and Automotive LiDAR
and Camera Industry Report

主办方致辞

15:35-16:05

签到

Opening Remarks

9:30-9:35

15:05-15:35

Registration

演讲嘉宾

签到

11:05-11:35

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9:00-9:30

10:35-11:05

王开，珑璟光电联合创始人兼销售总监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三号馆会议室

演讲题目

时间 : 2019 年 9 月 6 日
地点 : 深圳会展中心 8 号馆会议室

时间

第二届“光”+ 智能驾驶技术高峰论坛
时间

2019 年 9 月 6 日 第三期

CONFERENCE

CHINA OPTOELECTRONIC EXPRESS

Paul Lam, Senior Manager, Renesas Electronics

瑷镨瑞思光学有限公司 (ESPROS)CEO 兼创始
人,
Beat De Coi
Beat De Coi, CEO& Founder, ESPROS Photonics AG

论坛结束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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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抽奖

演讲主题

南美日全食与欧南天文台之旅
活动开始介绍领导、嘉宾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8 号馆会议室
演讲嘉宾

梅林
深圳市天文台负责人

科协领导发言

2019“天文爱好者之约”全国天文摄影比赛 获奖作品颁奖 ——
公布太阳系组、深空组、星野组，
每组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奖 5 名 获奖名单
第二次抽奖

自动化天文台发展史（现场翻译）

Chris Houghton（USA）
克里斯．霍顿（美国）

民用 CCD 的演变（现场翻译）

Alan Holmes（USA）
艾伦·霍姆斯（美国）

克里斯．霍顿 Chris Houghton 是一位业余天文学家及斯普林菲尔德望远镜制作者
（Springfield Telescope Makers）的成员。在 90 年代初，克里斯结合其机电工程的背
景及对天文学的热情，发展出一套望远镜控制集成系统，一直以来在望远镜自动化上帮
助世界各地的业余及专业天文学家。
第一次来中国的克里斯亦会介绍近代业余天文爱好者如何克服建造自动化遥控天文台
中的挑战，向我们分享多年来所见证的天文望远镜变化，以反映出美国在天文望远镜制
作技术的变迁。

艾伦·霍姆斯 Alan Holmes。他是 SBIG (Santa Barbara Instrument Group) 的创办人，
也是民用冷冻天文 CCD 相机之父。他虽然已经从 SBIG 退休了有数年，但现在仍然为科
硏机构在发展用于人造卫星在太空拍摄关于海洋学的照相机。
同样是第一次来中国的他将通过大量天文图像展示 CCD 成像的发展，叙述如何从 1989
年的 ST-4 导星望远镜演变成现在的 CCD 摄像机并以海鹰一号人造卫星的鹰眼成像仪拍
摄的最新地球彩色图像做总结。
第三次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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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途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光通信LD器件用相关制程设备
大功率LD器件用相关制程设备

日本制造

大途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茂名南路205号
瑞金大厦辅楼7楼701室
电话：021-60932193
http : //www.daitron.com.cn

直接合作台积电
创新科技
自研IP
数据中心

5G

消费性电子产品

HDMI 2.0 与 2.1光电芯片
光通信850nm SR 电芯片與光电二极管
10G 25G 100G Tx 与 Rx
光程研创股份有限公司
服务据点：新竹/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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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ING PHOTON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EXPLORING MARKETS
EXPANDING APPLICATIONS
CONNECTING PEOPLE

EPIC fosters a vibrant photonics ecosystem by maintaining a strong network and acting as a catalyst and facilitator for technological and commercial

advancement. EPIC publishes market and technology reports, organizes technical workshops and B2B roundtables, international delegations, engages in

advocacy and lobbying, European funded projects, finance and invest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tivities, standards and roadmaps, and pavilions at exhibitions.

www.epic-ass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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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3G/2.488G，上行 2.488G/1.244G 通信。

光模块支持 D2/D1/N1/N2a 等级应用，得益

小编带你看展会

于 QXP 独特的设计，D2 等级模块业界良率

金信诺展出 100G QSFP28 光模块
展位号：1B70

最 高， 性 能 最 好。 模 块 符 合 ITU-T G.984.2
GPON 和 ITU-T G.987.2 XG-PON 标 准 以 及
ROHS2.0 要求。目前模块处于量产发货阶段。

雷特展出免熔连接系统
展位号：1036 1037

产品亮点 传输距离达 10km 两款规格 :

4*25G 4WDM10、4*25G LWDM4 超低功耗，

行业龙头聚集，展示创新光通信产品与技术

低于 3.3W @ 25℃ 工业级高温可达 95℃ 测

主要看实力

试眼图增益余量约 40% 全面遵从各项国际标
准 应用场景 4*25G 4WDM10 无线前传 4*25G

LWDM4 传输 核心特点 兼容高速数据差分信

安立展出 MP1900A 信号质量分析仪
展位号：1012 1013

光纤免熔连接只需三件简单低值工具，人

更高密度，特殊设计的超小型 MPO 模块盒，

人普及，操作非常简单、施工高效灵活，普

16 个 LC 型光纤连接器并转接为 MPO 接口标

井道、狭小空间、高原、极冷热等恶劣环境

更节约空间，容量更大，每个模块盒可容纳

通人员通过自学即可组装，适合野外、登高、

准。1U 高度标准尺寸能容纳 144 芯标准 LC

装维。因无特别技术要求，不受环境限制，

接口，4U 更能达到 576 芯配接容量，比市面

更适合非专业人员随时随地抢修装维，与传

上 1U 高度仅能容纳 72 芯的配接系统更具优

统建设方案相比，其综合成本降低 30%，工

势，在寸土寸金的今天，为大型数据中 心节

扇港元器件展出 CS 连接器
展位号：1B73

PPG、32G PAM4 ED 及抖动 / 噪声发生器等

翔光展出 Ultra Compact Z-Block
for TOSA/ROSA
展位号：1008

展位号：1C13

速、灵活可适应未来发展的连接。此系统以

行信号完整性分析。除了针对宽带网络接口

发早期阶段精确评估高速接口设计。

一舟展出高密度光纤配线系统

高密度光纤配线系统为数据中心提供快

扩展测量应用，从而支持更快速度设备以进

MP1900A SQA 高性能误码率测试仪可以在研

光通道代价测试小于 0.7dB

展位号：1A03

32 Gbit/s 多 通 道 PPG/ED、32G/64G PAM4

还 支 持 了 PCI Express 总 线 等 接 口 的 测 量。

控失效 工作温度 : -40℃～ +95℃ /0 ℃ ~70 ℃

村田展出支持 100GHz+ 的表面封装
硅电容器

备 8 个模块插槽的高性能 BERT，通过包括

的 物 理 层 测 量 功 能 外， 一 体 化 的 MP1900A

的光纤通道 3.3V 单电源供电 独立的通道使监

效提升 40%

约宝贵的空间，使综合成本降到更低。

MP1900A 信 号 质 量 分 析 仪 是 一 款 具

号 I/O; MPO 接口 : 4 路发送、4 路接收并行

最低的成本、最少的时间和最低的影响来适
CS 连接器是 SENKO 新推出的一款高密

XBSC/UBSC/BBSC/ULSC 系 列 是 以 光 通

度型连接器，1U 最大可容纳 320 个端口，面

信系统（ROSA/TOSA、SONET 等所有光电产

普通 LC 连接器的面板设计，CS 连接器面板

为 DC 阻塞、耦合、旁路接地用途设计的。依

板密度比 LC 双芯连接器多达 2.65 倍。相比

品），以及高速数据系统和产品为目标，专

设计最显著的特点在于：1 个 45RU 机柜可放

靠村田＊的半导体（硅）技术开发的独特的

34 组 160 个 CS 双芯连接板，单面机架容量

为 5440 个双芯端口，总共 10880 个光纤接口，
大概 13RU 电缆管理空间。

集成无源器件和设备，实现低插入损耗、低

反射、高相位稳定性。（支持的频率范围，

应数据中心未来发展的不断变化。根据位置、

业务模型和数据需求采用何种数据传输速率，
本系统完全适应此需求的混合部署。

兴启航展出 25G/40G/100G TX/RX
COB 耦合机
展位号：2C38

最低为 16kHz，最高为 100+GHz）。表现极

高的可靠性，对于电压和温度的高静电容量

天孚展出线缆连接器产品

稳定性（0.1%/V，60 ppm/K）。

展位号：1B13

博创展出 10GEPON OLT PR40 SFP+
展位号：1A85

Ultra Compact Z-Block for TOSA/ROSA

普天线缆展出高密度 MPO 配线架
展位号：2080 2081

单通道、4 通道或 8 通道自动耦合峰值中

心线 自动点胶、自动照射、 TX/RX 一机完成
发射端与接受端 设备可兼容 SR LR 多光路耦

提供 100G/200G 高速光模块及 AOC 线缆

合 设备核心构架全部采用大理石搭建 性能稳

连接解决方案和数据中心及接入网高密度线

定 自动门防护紫外线设计 具自动抓料 自动耦

缆连接解决方案。

10GEPON Symmetric OLT, PR40; 遵 循

奇芯展出 Combo PON OLT
Transceiver

IEEE802.3bk 的 PR40 比 传 统 的 PR30 有 着

更高的功率预算，在弱光改造项目中可以有

展位号：1B50

效提高用户接入率；标准 20 脚的 SFP+ 小封

装较之传统的 XFP 大封装，在部署密度上可
以帮助机房从 16 口 EPON 直接切换到 16 口

高密度 MPO 光缆解决方案是基于高密度、

高性能的数据传输速率要求，结合绿色、低

能耗的设计要求，而专为光纤系统应用环境
设置的解决方案。配线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

10GEPON；单 3.3V 供电更是简化了系统主板
的供电电路，同时也降低了功耗。

Combo PON OLT SFP 光 模 块 集 成

了 GPON 和 XG-PON 功 能， 支 持 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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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自动点胶 自动照射 快速提升耦合效率 设备
采用进口位移耦合平台 性能问题 运行平稳 可
进行多路透镜与芯片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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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商贸展出高精度非接触式非球面
/ 自由曲面 3D 形貌测量仪 MFU 200

小编带你看展会

展位号：9A09

１)135 种一般光学玻璃材料，21 种模压

专门针对光学元件面形轮廓的快速检测

高品质工艺成就精品

展位号：7G33

光硝子展出光学材料

展位号：9F19

精密制造“来袭”
鲍斯能源展出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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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实现生产闭环修正以及最终质检。 应
用领域：光学元件（球面，非球面，柱面镜，

自由曲面），手机镜片模具检测 产品优势：

全欧光学展出 AspheroCheck UP

• 光学非接触式探头以及接触式探头一体 •

展位号：9E01

自动调心调平 • 磁吸式探针，自动识别功能

• 非旋转轴对称元件可测 • 主动跟踪， 自动
测量未知形貌 • 动态实时补偿

布鲁克展出 Contour Elite 三维光学
显微镜

用低温玻璃材料。 3 种高透过率新硝种介绍

2）小口径～大口径 (Φ8 ～ 300 ㎜ )、异形状
压型毛坯。 3) 9 个硝种系列非球面镜片模压
用精密滴料材（GOB 材）。 可量产提供体积

0.1cc~0.7cc 范围产品。 如需其它形状与尺寸
欢迎商洽！

东芝机械展出超精密非球面加工机
超精密加工机 汽车透镜模具
展位号：9F21

展位号：9E27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德国全欧光学 (TRIOPTICS) 设计研发的

2005 年，于 2015 年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 <

AspheroCheck Ups 是 基 于 OptiCentric® 检

弥勒圣地——奉化，目前公司主要生产压缩机、

器对非球面对称轴相对于镜片光轴的测量仪

股票代码：300441>。公司总部位于蒋氏故里

刀具、精密机件、真空泵、液压泵等高端精密
零部件及成套设备。鲍斯股份于 2011 年设立

真空事业部，并在 2018 年正式发展成为真空

事业群，专业从事真空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
制造及配套销售。鲍斯股份真空事业部以企业

文化为核心思想，用务实的心铸造每一个零件，

超精密非球面加工机 ULC-100F(S) 本机

测技术基础上进行并配合非接触式位移传感

械用于镜片和相关模具的非球面切削加工，
为 3 轴联动 CNC 加工机。作为过去机型 ULC-

器，是非球面偏心倾斜最理想的测量仪器。

华盛模具展出研磨机、
抛光机、
游星轮、
修正轮、研磨盘、清洗毛刷
展位号：9F22

光干涉技术，超大视野内埃级至毫米级的垂
功能最全的自动化检测、分析功能，方便用
户快速高效的获得材料粗糙度、二维 / 三维表

展位号：9D05

面分析以及高分辨成像，广泛应用于 LED、

太阳能电池、薄膜材料、MEMS、精密机械零

先利士劳尔展出 SPM-10 & SPS-10
铣磨和抛光机

层构造，强化 对于镜片的应力的抵抗性，与
SV-55 一起使用可 提高信赖性。

模具 镜面加工 汽车透镜模具 UVM3 轴加工

新华光展出超低色散氟磷酸盐玻璃
展位号：9C17

95.10, 属于超低色散氟磷酸盐玻璃材料，具

有较大相对部分色散偏离值，能够简化和优
化光学系统结构，尤为重要的是其能够消除
二级光谱的特殊色散，提高成像质量。新华

光的 H-FK95 产品具有更高透过性能，较好的
化学稳定性，可为客户的加工提供便利。

度恩在相机模组领域，为了解决因设计的

可以形成 比常用的 TiO2 和 Ti3O5 更紧密的膜

实机展示 采用东芝机械独家空气主轴 高精密

折射率 (nd) 为 1.43700，色散系数 (υd) 为

展位号：9E19

展位号：9E14

SV-80。 SV-80 作为复合氧化物的高折射材料，

提升皆有贡献。 超精密加工机 UVM-450C(H)

展位号：9G02

压电陶瓷等行业的研磨抛光。

应品质优秀的产品，在反复试验后， 开发了

晶钻石刀具作切削加工、镜片模仁的表面质量

戈碧迦展出光学玻璃块料及元件

要适用于单晶硅片、光学玻璃、蓝宝石晶片、

改善 了可替代 SiO2 的 SV-55。 为了给客户供

密相机镜片 ( 百万画素 ) 市场为对象，对于单

测量的实际需求。

具、超薄片）、研磨盘、修正轮等载体。主

超薄化和 高像素引起的破裂的问题，开发并

的程序指令。以应用在高端智能型手机的高精

部件、摩擦磨损等各个领域，满足各种表面

双面研磨机、抛光机用游星轮（牙板、夹

度恩光学展出 SV-80

工业领先的测量性能和灵活性，采用专利白
测量重复性，凭借其独特的直观用户界面和

蓝特光学展出玻璃非球面镜片

φ1mm-100mm 高精度玻璃模造及冷加

面测量和分析的新标准， 这套测量系统拥有

直计量范围，具有业界最高的垂直分辨率和

致力将鲍斯真空打造成世界一流品牌。

工非球面。

Contour Elite 三维光学显微镜完善了表

100D(S) 的升级机种，此机型可使用 0.1nm

SPM-10 & SPS-10 铣磨和抛光机 配有 5

我司生产环保，镧系等各种牌号的光学玻

轴、线性驱动和完整的温度管理，将功能和

璃块料，各种 DP&RP 透镜，棱镜毛坯，棒材

和工艺，SPM-10 您可以选配空气轴承或者混

各牌号产品均通过 SGS 等质量体系认证。型

精准度拓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根据您的需求

与 PG 品等。汽车车灯透镜等。产品性能优越，

合陶瓷轴承刀具轴，两者转速均可达到每分

件产品系全检生产，检验标准高，尺寸精准，

钟 100,000 转。

广受各采购生产商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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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空河展出 Accolade 红外双筒热像
仪

小编带你看展会

展位号： 1D65

到诸如利用琼斯矩阵算法评估光学元件等复
杂任务，也非常适合用来确定保偏光纤的消

光 (ER)，以及将保偏光纤对准激光器模块。
测量的入射光必须为单色相干光 ( 即激光 )，

且光会在模块内终止。软件包含直观的 GUI,
最多可同时获取五个不同来源的测量结果。

浙江红相展出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
人
展位号： 1D13

汇聚海内外一线品牌

Accolade LRF 热成像仪采用双目镜结构

设计，可有效减少长时间观看导致的眼疲劳，

展示红外从军用安防走向消费端的硬实力
北京东宇宏达展出 40-690mm 中波
制冷红外热像仪
展位号：1D88

并最大程度还原观测效果，内置激光测距仪，

能 够 准 确 计 算 和 显 示 目 标 距 离。 产 品 具 有

先导按客户要求定制的锗片，是用于制作

红外光学镜头和红外光学窗口最常用的材料。
由于锗在红外有极好的透光性和在可见光谱
的不透明性，它非常适合用于制造在红外激
光和红外热成像应用的光学元件。

IPX7 防水等级，带拍照及录像模块，多种颜
色制式和观测模式，功能强大。

法国 HGH 展出
大视场相机测试系统
展位号： 1113、1115

东莞市宏格电子展出精密划片机 (12
寸双轴 )

TR100 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以自主或

遥控的方式，在无人值守的环境中，完成对

展位号：1D70

高压设备进行红外温度监测和仪表油位的图
像识别等任务，替代人工完成巡检中遇到的
繁、难、险和重复性的工作。

1) 探测器：LEO( 进口 / 国产 )； 2) 分辨

率：640×512； 3) 焦距：40-690mm； 4) 视
频：PAL，Cameralink/SDI/LVDS； 5) 通讯：
RS-422/RS-232； 6) 尺

寸：210 mm×210

通过配合高精度转台，被测产品的角度可

mm×391mm; 7) 主要功能：细节增强，极性

度。通过 IRCOL 的高精度平面镜以及自动管

直镜像，图像冻结，亮度 / 对比度调节，虚焦

集成于光电吊舱、转台等观瞄系统，用于目标
探测、跟踪、识别，安防，森林防火，环境监
测等领域。

理的相机参数，软件能够提供对大视场相机
的各个参数的测试。

DS9200 型 精 密 划 片 机 适 合 大 型 封

装 基 板 类 材 料 切 割， 最 大 工 作 尺 寸 可 达

310*310mm，切割效率比单轴机型最大可提

升 90%。可精密切割硅片、PCB、陶瓷、玻璃、

瑞典爱尔诺红外展出 Idun 1055
展位号：1122

展位号： 1D83

以通过 INFRATEST 软件自动旋转过一定的角

切换，十字标，无级电子变倍，图像水平 / 垂

校正，背景校正，自动聚焦等； 8) 应用：可

浙江兆晟展出 ThermEye 3/6-T 网络
型测温热成像机芯

铌酸锂、氧化铝、石英，广泛应用于 LED 封装、

昆明凯航展出电磁屏蔽网栅
展位号： 1D06

1、内置视频压缩编码，易于网络传输 2、

QFN、BGA、光学光电、通讯等。

智能高温预警功能，多档阈值可调，高效检

有研光电展出标准 & 多光谱硫化锌

测 3、全画面测温功能 4、非接触式在线实时

温度成像分析，支持测温图 像事后分析 5、

展位号：1D81

AGC 自 动 增 益 调 节、3D 降 噪、IDE 图 像 细
节增强 6、双串口通信：1 路 RS-232 和 1 路
电磁屏蔽网栅 可在各种整流罩或窗口上

光刻各种形状的电磁屏蔽网栅，在满足光学

透过率的同时对特定频率的电磁波进行屏蔽。

索雷博展出高动态范围偏振测量仪

Idun 1055 是 一 种 先 进 的 光 学 气 体 成

像（OGI） 探 测 器， 适 用 于 六 氟 化 硫， 氨

气，乙烯和许多其他气体，响应峰值大约为

积工艺制备标准 ZnS 多晶材料 , 多光谱 ZnS

能标准的系统制造商的明智选择。依靠高分辨

研国晶辉的多光谱 ZnS 在可见光到长波红外

界首创，很快成为愿意在 OGI 市场树立新性
率和优化的 F 值，Idun 满足了行业对泄漏检
测系统提出的最严格的要求和规定。

广东先导稀材展出锗（Ge）
展位号：1D73

朗驰欣创展出网络型红外热成像机芯
（M10)
展位号： 1D82

展位号： 1D10

有研国晶辉采用自主研发的化学气相沉

10.55μm。这款新一代 640x512 探测器是世

RS-485

是由标准 ZnS 经过热等静压处理后获得。有

1、采用美国 FLIR TAU2 热成像机芯，性

能稳定，图像清晰。 2、通过强大的前端处理

全波段范围内具有极佳的光学透射性能 , 能够

能力与后端的转换板，输出高质量网络格式的

满足激光一红外复合光窗、可见光激光一红

热成像视频。 3、热灵敏度达到 50mk, 可全

外“三光合一”窗口等先进应用的需求。实
现了理论致密度和极佳均匀性 , 在长波红外波

PAX1000 系列偏振测量仪使用旋转波片

段 (8-12um) 具有优异的光学透射性能 , 且具

法测量准直入射光的偏振态 (SOP)，系列专门

备良好的力学强度和环境稳定性 , 是军用长波

用来精确测量高动态功率范围内与偏振相关

红外窗口和头罩的首选材料。

的效应，适用 400 到 1700 nm 波长范围，是

配置灵活、功能强大的偏振分析系统。它们设
计用于不同的应用范围，从传统的偏振测量，

15

屏测温，支持点，线，区域测温和报警，支

持绊线越界入侵报警。 4、支持 onvif,28181

等标准通讯协议，可接入第三方平台。 5、提
供 SDK 开发包，功能丰富，拓展性强，接口

标准，运行稳定，易于系统集成和二次开发。
6、适于红外热成像仪，红外热成像云台和枪
机及红外热成像巡检机器人等设备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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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新产业展出机器视觉用一字线
激光器，结构光

小编带你看展会

一字线激光器（模组）是由点光源通过线

性发生器产生功率密度均匀，直线度高，稳

助力传统制造业华丽转身

定性好并呈一字线型输出的激光器。广泛应
用于机器视觉，扫描，大气勘测，建筑及加

展位号：2Q01

工等领域。常用的波长为 405nm、450nm、
520nm、532nm、635nm、637nm、

全密封模块可供客户进行二次开发应用。优

655nm、808nm、980nm 等。常用的一字线

越的产品性能指标使得他的应用范围也非常

大恒光电的标准远心镜头产品覆盖不同

视野，不同工作距，不同靶面的需求，在检测，
测量，定位等应用中广泛使用。另外大恒光
电还提供各种远心镜头周边的辅助产品。

韵腾激光展出全自动激光大幅面玻
璃切割裂片设备
展位号：2A13

扇角有 15°、30°、45°、60°、90°等。长春新

广泛，尤其在激光测量方面，可以满足很多

产业公司可以根据客户具体要求提供相应波

不同种类的测量需求，另外在激光种子的应

长，角度及线宽的一字线激光器（模组）。

用上也具有出色的表现。 脉宽可达 500ps 脉
冲能量可达 170μJ 最高重复频率可达 1kHz。

基 材： 氧化铝 / 氮化铝 / 氧化铍等 尺 寸：

展位号：2J09

展位号：2N18 2N19

展示精细加工，创新应用
奥夫特展出金属化陶瓷基板

大恒新纪元展出远心镜头

海特光电展出半导体激光器脱毛模
块系列

中谷联创展出手持激光焊接机

展位号：3K17

展位号：2F25

按照客户要求订制； 图 形： 按照客户要求订
制； 金 属 化： CrNiAu/TiNiAu/TiPtAu/AuSn
或按照客户要求，厚度按照客户要求 表面质

机台特点： 全自动、无损切割、无尘切割、

量： 20/10（MIL-13830B）

瑞波展出激光雷达 LiDar 用 905nm
测距芯片
展位号：2H13

效率高、无锥度、无崩边。

通快展出 3D Sensing VCSEL( 车载
用)

楚天激光手持式激光焊接机，采用最新

一代光纤激光器，配置自主研发激光焊接头，

填补激光设备行业手持式焊接的空白，具有

该系列 808nm 高功率垂直叠阵半导体激

操作简单、焊缝美观、焊接速度快、无耗材

光模块产品为激光脱毛应用设计，可提供多

的优势，在薄不锈钢板、铁板、镀锌板等金

达 10 个激光巴条垂直堆叠封装，形成高功率

属材料方面焊接，可完美取代传统氩弧焊、

激光输出，其中最高单巴条激光连续出光功

电焊等工艺。手持式激光焊接机可广泛应用

率 100W。该系列产品采用高密度激光巴条堆

于橱柜厨卫、楼梯电梯、货架、烤炉、不锈
瑞波光电在发力激光雷达领域之后，就开

始专注于上游的激光雷达芯片的研发和生产
制造，目前已经向市场推出了 15W、25W、
50W 和 75W 级 905nm 芯片，应用于测距望
远镜、扫地机器人、无人物流车、无人驾驶

等领域。具有电压低、效率高、耐高温的特点。

展位号：2E21

叠技术，巴条间距小，使模块在保持小尺寸同

钢门窗护栏、配电箱、不锈钢家居等行业复

时获得高亮度激光输出，提供高效工作。 该

杂不规则的焊接工序。

系列具有激光输出功率最高达 1000W、紧凑
封装，高效散热设计、无铟化封装提供更高

赛斐尔展出电子陶瓷激光精密划片
切割机

可靠性、宏通道水冷，无特殊水质要求等特点。

展位号：2E29

山东华光展出光纤耦合系列
展位号：2E13

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和可靠性，目前正在大批量

出货。针对部分应用领域对高温特性的迫切
要求，瑞波光电针对 905nm 芯片的高温特性

3D Sensing VCSEL ( 车载用 ) 严格按照车

载应用标准设计，制造及生产。面向目前最
火热的车辆距离识别，车内手势操控，驾驶

员状态监视等应用。已被国内外一线车厂认
可使用。 通快 VCSEL，源于欧洲，服务全球！

蓝宇激光展出光纤激光器
展位号：2E09

进行了优化，可以实现 25℃ -125℃的 100℃

温差内功率约衰减 30%，即在 16A 驱动电流
下每升高 10℃，其峰值光功率降低 1.75W。

杏林睿光展出 MCB 系列 500ps 微片
激光器系统
展位号：2Q06 2Q07

为满足客户在泵浦、安防监控、材料加

工等领域对高功率 808nm 光纤耦合激光器的

需求，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近期新
推出了采用 400μm 芯径，NA0.22 的光纤开
发出输出功率 90w 808nm 光纤耦合激光器。
该款产品封装形式为 H9，见图 1，通过优化

的外延结构设计及生长、改进的金属层结构，

电子陶瓷激光精密划片切割机

先进的腔面钝化技术、出色的热管理技术及
高效的光纤耦合技术，能够保证光纤耦合模

本 系 列 产 品 包 含 1064nm、532nm、

块具有优异的光电性能和可靠性。

355nm 和 266nm 四种波长，激光头内部的

16

光纤激光器性能稳定可靠，光点小 . 应用

范围广泛 LDI 蓝光制网、PCB 曝光、激光光
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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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视清展出数字化 RAPD 检测仪

小编带你看展会

奥普展出静脉穿刺引导仪

光电子创新展
Photonics Innovation Expo

融合了光电子创新技术和项目
投融资及成果转化的孵化平台
成光所

展位号：4A21

成光所展出 SP 超分辨成像光刻设备

数字化 RAPD 检测仪，可实现人眼瞳孔

管发射装置和对应近红外线接收器及监视器

激并记录双眼瞳孔对光反应曲线，通过分析

外线照射人手，人手静脉血液中的血红蛋白

中枢疲劳程度，评价用于相关行业人员作业

的高速跟踪，可单独或同时对瞳孔进行光刺

一体化睡眠觉醒与认知功能的实时监控与评

曲线以及双眼曲线偏差，定量评估瞳孔对光

疲劳卫生防护措施的应用效果，进一步提升

反应能力以及 RAPD（相对性传入性瞳孔障

估技术水平。

碍）。本产品可替代现有的 RAPD 定性检查

手段，客观定量检测 RAPD 并缩短测量时间，

国科视清展出脑疲劳预警与干预眼镜

静脉穿刺引导仪是由近红外半导体二极

可用于体检中心综合评估视神经传导能力的
总体效能（如青光眼、黄斑病变早期诊断），

配合视觉电生理检查可进一步明确相关神经
传导通路的异常段位，还可评估交感神经与
副交感神经的兴奋程度变化（疲劳度变化）

组成的静脉血管成像系统。本设备采用近红
吸收峰值最高，所以在监视器上能够清晰显

影，本设备具有引导穿刺作用。本设备体积小、
展开 / 撤收快，大大降低了救灾、抢险等情况
需静脉穿刺时对场地环境、辅助设施的要求，
适用于常规医院、部队等在医疗、救灾、抢
险等各环境下的应用。

奥普展出立体视觉及色觉功能检查仪

以及退行性神经病变（阿尔兹海默病、帕金
森综合症）的状态评估。

长光所

该 设 备 在 365nm 光 源 波 长 下， 可 实 现

脑疲劳预警与干预眼镜是一种便携式或

22 ～ 100nm 钱宽分辨力光刻，在原理上突

可穿戴式的眼动及头动参数在线监测系统，

成本的纳米光刻新路线，可广泛应用在纳米

时判定佩戴人员觉醒状态的功能预期，并在

破分辨力衍射极限，建立了一条高分辨、低

尺度科学研究和器件制备，包括生物医学、
纳光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

成光所展出压电驱动器

展位号：4A16

长光所展出单细胞精准分选仪

对佩戴人员进行长时间的连续监测，达到实
设定条件下对觉醒状态不足的人员，进行状

态预警和物理刺激，以期达到提高人员觉醒
程度的目的。该产品可用于准确评价相关行

业人员持续作业条件下生物节律及功能状态，
并给予科学的干预，从而提升作业效能。

单细胞精准分选仪，是一款基于光与物质

相互作用原理的单细胞精准分离设备。该设

备可实现对复杂生物样本中单细胞的精准分

国科视清展出

离，具有无标记、非接触、准确率高、广泛

关键岗位人员预警评估系统

适用等特点，在精准医疗、环境资源开发与

这款压电驱动器目前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利用等领域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

能广泛应用在精密制造、光学仪器、生命医学、
半导体、流体控制等领域。

长光所展出轻小型光电吊舱

苏州医工所
国科视清展出睡眠健康与认知能力测评
系统

轻小型光电吊舱是一种高集成度稳定平

关键岗位人员预警评估系统，通过高速跟

台，广泛适用于各种机载平台。吊舱配备 30

踪瞳孔对光反应过程，定量检测瞳孔对光反

倍光学变倍可见光相机和目标跟踪模块，结

应潜伏期 PCL、瞳孔初始直径 PID、瞳孔最小

合无刷专利技术的高精度斜交三轴视轴稳定

值 PMD、瞳孔收缩梯度最大值潜伏期 PSM、
检测仪，主要用于睡眠健康与认知能力测评，

通过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测评，焦虑自评量
表、抑郁自评量表、心境状态量表等十八种心

理健康测评，及视警觉性测试警觉测试（PVT）
等六种认知能力测试，评估相关行业人员的

视觉及色觉功能检查的专用仪器，是临床眼
科诊疗、视觉光学研究的基本仪器，也是综

合性自动检测评定运动员、飞行员、航海员
视觉功能的仪器。本仪器是采用光学技术、

计算机技术、图像处理技术将立体视觉检查

及色觉检查集成于一体，单人操作、携带方便，
具有精度高、体积小等特点。是部队及驾驶

员选拔和眼科检查及各疗养院及医院眼科检
查的必备设备。

展位号：4A36

睡眠健康与认知能力测评系统，简称 PVT

立体视觉及色觉功能检查仪是人眼立体

算法，可实现远距离精准跟踪功能。本产品

瞳孔收缩时间 PCT、瞳孔收缩速度 PCV、瞳

具有结构紧凑、成本低廉、可靠性高、拓展

孔恢复梯度最大值时间 PRM 以及临界闪光融

性强等优点。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按需

合频率等参数，以此反应交感神经和副交感

定制，能够满足无人巡航、精准农业、安防

神经系统的抑制或兴奋程度。用于关键岗位

消防等多种需求。

人员疲劳检测、药品使用效果评估、神经系
统功能定量评价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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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带你看展会

专注于光电传感应用领域拓展
助力中国智造 2025 计划
北醒（北京）光子展出 CE30-A/C 固态
激光雷达（3D 激光雷达）
展位号：3G01 3G02

对雷达、光电进行了集成优化，同时融合了
AIS、ADS、声纳等信号源，各类目标综合显

示在一张海图上，具有探测、跟踪、识别、警

戒和取证等功能；主要用于岛礁、海防、船载、
港口码头、要地安防、对海监视、边境防卫、
船舶管理、安防报警、反恐取证等。

CE30-A/C 是一款大视场角固态面阵激光

雷达，内部无任何机械旋转部件，拥有更高

鲲游光电展出 TOF 用 Diffuser 与结
构光用 DOE
展位号：3J14 3J15

的可靠性与稳定性。CE30-C 点云模式专注视

野范围内的三维信息，CE30-A 避障模式专注

视野范围内的障碍物，把点云数据进一步的
处理后，输出最近障碍物的距离和方位信息。

可用于仓储物流 AGV 避障和辅助定位、机器
人避障等领域。 产品特点：132°水平和 9°垂

直视场角具有 1°的角分辨率，清晰定位物体
位置尺寸小，背面的安装孔更易于集成刷新

TOF 用 Diffuser 和结构光 DOE 已成功导

率高达 20-30fps，满足高速运转的 AGV 小车

入大规模量产 支持出射光场的全面定制。比

尚茂科技展出 1064nm 声光 Q 开关

强度均匀性等 支持多种材料的产品。包括树

的避障需求。

展位号：3G07、3G08

如结构光的散斑分布、TOF 的出射角度分布、
脂玻璃材料（POG，可过回流焊要求）、纯
石英材料、纯树脂材料（可过回流焊）等 支
持 ITO 玻璃的定制化处理。自有 ITO 玻璃量

产生产线支持快速小规模打样，和多种尺寸
大规模生产（4、6、8 寸 wafer）支持单台阶

与多台阶设计（32 台阶）提供完整的解决方

案与建议。依托深厚的产业链关系同股东关
系，为客户提供完整的产业链支持
利用声光方式制作的激光器腔内调 Q 器

件，采用了独特的、专有的声光器件制备和
封装技术，以确保我们的产品坚固耐用、结

构紧凑。性能特点： • 频率稳定度高 • 响应

佰为深展出 FBG-HT 光纤光栅高温
传感器
展位号： 3J18

时间快 • 插入损耗小 • 消光比高 • 高损伤
阈值 • 功耗低 • 温度稳定性和可靠性高

顶亮科技展出 DLLG01 雷达光电综
合探测系统
展位号：3B12

通过对普通紫外光写入的Ⅰ型光纤布

拉格光栅进行退火处理后得到的再生型布
拉 格 光 栅（Regenerated Bragg Gratings，
该系统是针对复杂的近海环境而设计研

发的数字化雷达光电综合探测系统。该系统

RBGs），可以用于室温到 1000℃以上的工作
范围的温度测量，且反射率稳定，反射波长
和被测温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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