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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会决定，2011年中国光学学会学术年会将于2011年9月5日至8日与第十三届中国

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1）暨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CIOEC）在深圳会展中心同期举行。本届会议与深

圳光博会同期同地举行，意在构筑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多层次、多视角、多渠道的交流平台，促进光学与光学

工程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中国光学学会学术年会被认为是中国业界最顶级、规模最大的学术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意在总结交流我

国光学、光子学、光电子学和工程光学等光电领域的最新成果，在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加强与企业之间的交流，

展示当代光学领域最新的科研成果，展望光学、光电子学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为行业人士提供探讨新思想、交

流新技术的平台。本届年会将设立17个专题分会场，涵盖光学及光学工程领域近100个子专题研究方向；预计参

会人数将超过1300人，参会的两院院士将达到20多位；会议还将同期举行院士、专家与企业研发、管理人员参

加的高峰论坛、企业发展恳谈会等，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及发展空间的拓展提供专家的咨询及建议。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1999年创办于深圳，是中国科技部批准举办的光电行业最大展会。每年9月

6日至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迄今已成功举办过12届。CIOE已经发展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国际光电专业大展。

今年展会总展出面积将达到100，000㎡，近3000家国外国内参展商同台亮相光通信与激光红外展、精密光学

展、LED展、消费电子展，将展示当今世界光电行业最先进的技术及产品，届时将有来自43个国家的八万多专

业买家莅临现场交流技术和市场信息。同期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CIOEC）还将举办光通信、LED等专题论

坛、研讨会、联谊会等形式多样的技术交流会。

2011年9月5-8日 · 深圳会展中心

中国光学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

会议主办单位：中国光学学会（COS）

会议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深圳大学    深圳市光学学会

会议支持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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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学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

大会主席团



中国光学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

■ 会议日程

      9月5日  各参会代表报到 

      9月6-8日  大会开幕式（各领导及院士致辞）及大会特邀报告；

   各领导及参会代表参观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各专题学术报告会、专委会、编委会活动；

   企业发展恳谈会；

   光电行业人才推介会

■ 同期活动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系列论坛

     ·2011年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2011 LED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

     ·2011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创新成果对接会

      2011光电新品/新技术发布会

      2011 光电企业商务洽谈会

 

 

■ 听众群体

      会议规模1000-1500人左右；

    参会人员将包括大学、央企、科研院所、军工单位、企事业单位等从事光学及光学工程领域的专家、科研人

员、生产人员、研究生、博士生及企业管理人员和商业人士等。

活动简介



1． 光学材料研究进展与应用  

光学晶体  

玻璃与光纤\透明陶瓷与发光材料  

信息光存储材料  

光学薄膜材料  

光子晶体材料  

新型微纳光学材料

2． 精密光学测试新进展   

非球面、自由曲面等光学元件面形的精密测试技术

衍射元件等二元光学元件光学参数的精密测试技术 

空间光学遥感测试技术 

微光学、集成光学与光波导器件的测试技术 

现代光学与光电测试仪器现状与发展动向 

精密光学测试技术的新原理、新方法、新装置

3． 光学薄膜技术新进展

4． 非线性光学与介观光学

非线性光学新效应和新应用 

波长、亚波长尺度下光传播、作用与调制 

金属微纳结构与表面等离激元

介观光子学器件 

5． 激光物理技术与应用暨激光专委会学术年会

激光物理 

高功率激光与新型激光器

超短脉冲激光与非线性光学 

激光光束传输与控制

新型激光器件与材料 

 6．红外与光电器件   

红外探测器、材料与应用  

可见光和微光器件与应用  

紫外探测器、材料与应用  

高速光探测器件与应用  

远红外(THz)探测器件与应用

7．光电技术与系统   

现代光电器件及其集成   

先进的光电传感器技术及其应用   

光纤物联网及其关键器件与技术   

光电检测技术及应用   

光电信息技术及光存储技术   

发光及光显示技术   

红外和太赫兹技术及其应用   

光电成像及处理技术 

8．生物医学光子学   

组织光学理论与技术  

显微光学成像   

多模式生物医学成像  

微/纳生物光子学   

先进光诊断与治疗技术

9． 瞬态光子学   

飞秒/阿秒技术和瞬态过程诊断技术  

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超快现象研究  

高速成像和高速图像处理技术

10．纤维光学与集成光学  

特种光纤与光子功能材料  

光纤通信与信息光子技术  

光纤传感技术与物联网系统  

微纳光子学与集成光子器件  

光子能源技术与应用

11．全息与光学信息处理   

全息技术及其应用   

光信息处理技术其应用   

光学信息获取与检测   

光信息处理材料与器件 

12．颜色科学与影像技术  

颜色视觉与色差评价   

颜色测量   

彩色影像技术  

13．工程光学和光学设计及制造  

非成像光学系统及其优化设计   

自由曲面光学元件的设计、制造及测试技术   

衍射光学系统的设计、制造技术   

新型光学材料及其在光学系统中的应用   

光学系统超分辨及焦深延拓技术   

光学成像的矢量场理论   

高效光学加工工艺研究   

微纳光学制造技术  

14．环境光学技术与应用   

环境光学及环境监测技术  

大气光学及大气探测技术  

海洋光学与探测技术  

光学遥感技术及其环境遥感应用

15．空间光学与光学遥感应用   

空间对地观测与大气探测技术  

深空光学探测技术（行星探测与天文观测）   

新型光学成像技术（强度关联量子成像、太赫兹成像、偏振

多角度成像、光学合成孔径成像、激光雷达）  

光学遥感数据处理与应用技术  

先进空间光学公共支撑技术  

16．光学与光学工程教育教学研究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育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光学与光学工程学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讨与实践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本科生实习实践模式的探讨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类专业、课程、实验建设的改革与实践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类青年教师教学技能交流

17. 光学、光电子学产业化技术研究进展  

平板显示  

LED白光照明  

太阳能利用  

物联网中的光电技术

中国光学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设立的专题分会及相关议题包括：

中国光学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



9.0级强震、大规模海啸、核电站爆炸并发生泄漏，史无前例的灾难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包括日本支柱产

业之一消费电子。 

日本出品几乎覆盖了全球电子产业链的所有环节，从上游的设备制造、关键原材料提供，到中游的芯片、电子元

器件制造，再到下游的终端产品提供，都有着强大的竞争力和客观的份额。

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次地震海啸直接造成的工厂受损和停产，电力紧张和糟糕的交通状况对产品运输与出口的限

制，必将波及到整个电子产品的供应链。目前，包括面板、芯片、LED以及相机等电子产品市场均受到一定程

度的冲击。中国位处全球电子产品供应链的末端，上述四大产业对日本息息相关——一只蝴蝶在热带雨林扇动翅

膀，引发了地球另一端的狂风暴雨。这场蝴蝶效应，中国已然身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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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余波
“冲撞”中国光通信产业

处
于产业链下游的中国光通信厂商

有可能在未来数月感受到来自日

本的“地震余波”。

记者调查得知，目前国内200家左

右的光纤光缆厂商2011年对于上游原材

料——光纤预制棒的需求量约为3000

吨，7成以上需从海外进口，而这7成

中，5成以进口来自日本，如果信越化

学、住友电工、滕仓、古河等日本公司

受地震影响不能尽快恢复生产，国内厂

商可能会在3个月后逐步感受到日本地

震的影响。

采购风险正在发酵之中

3月22日，烽火通信副总裁熊向峰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光纤

光缆的需求量约为9000万芯公里，其中

1000万芯公里光纤光缆对应约300吨的

预制棒需求量，国内预制棒需求量接近

3000吨。预制棒是用于光纤“拉丝”的

一种原材料，据记者了解，国内光纤光

缆产能占据全球5成以上，预制棒自产

却只有几百吨，日本预制棒占据全球3

成以上份额。

信越化学、住友电工、滕仓、古河

电工等日本公司是国内光纤光缆厂商的

主流供应商，目前由于地震影响都处于

停产状态。据记者了解，信越化学的部

分工厂位于震区，震后已经停产，并宣

布近期内停止对外供应光纤预制棒。信

越化学是全球最大的光纤预制棒的供应

商。滕仓的生产基地不在震区，地震本

身对滕仓并无实质影响，但供电却是个

问题。

记者采访了A股以光纤光缆为主业的

3家上市公司——烽火通信、亨通光电、

中天科技。熊向峰透露，烽火通信除自主

生产外，每年还需进口大约300吨的预制

棒，主要来源于日资企业，其中又以滕仓

为主，“滕仓非常重视对烽火的供应，它

的库存可保障烽火的短期供应”；亨通光

电相关人士表示，该公司预制棒自产大约

200吨，100吨需要进口。中天科技董事长

代表杨日胜介绍，该公司从武汉长飞采购

预制棒，因此没有影响。

但是整体而言，熊向峰认为，如果

日本厂商3个月以后还不能恢复生产，

将造成预制棒全球供应的短缺，如果这

种情况出现，国内中小厂商受到的影响

将增大，并有可能转为向其他厂商采

购——除日本的供应商外，美国的康

宁、欧洲的阿尔卡特、韩国的LG电缆等

也是预制棒的主要供应商。

但问题在于，预制棒存在4种不同

的生产工艺，需要和不同的拉丝塔等设

备配套，业内围绕不同的预制棒技术已

形成许多小的生态圈，如果厂商采购不

到对应的预制棒，就需要修改自己的拉

丝塔等设备。这种抉择也将考验公司的

平衡判断力。

危机中蕴含的产业链机会

日本地震对光纤光缆行业的另一个

影响就是预制棒生产可能加速向中国内

地转移。日本信越震后表示，信越化学

的预制棒在中国内地生产计划将提速，

预计在2011年底完工并投产。据记者了

解，此前日本信越和江苏法尔胜分别在

江阴、无锡签约2个预制棒项目。

前述亨通光电人士介绍，该公司募

投的预制棒生产线一期项目已于2010年

10月投产，产能为200吨;产能300吨的

二期项目今年底达产，亦可贡献50吨产

能；2012年产能达到500吨~600吨时，预

制棒可完全自给自足。亨通光电的预制

棒项目已并入上市公司业绩。

烽火通信相关负责人还透露，滕仓

烽火的预制棒合资项目4月初将投产，

一期产能为300吨，立足于自我生产；

生产稳定后将扩大产能，争取达到500

吨~600吨的生产规模，满足自我供给的

同时还将对外进行销售；未来可能继续

扩大产能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在光纤光缆行业，预制棒是“源

头”项目，一致的说法是预制棒：光

纤：光缆利润比为7:2:1。据了解，国内

真正具备预制棒自研、自产的公司是脱

胎于武汉邮科院的武汉长飞和烽火通

信，其他如亨通光电、富通集团、中天

科技、法尔胜等公司都是合资公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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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3亿元，下降

11.49%。 

2010年厂商的营收增长但是利润下

滑，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

大运营商缩减开支，用于光纤网络建设

的费用下降；二是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光纤价格进一步下滑，集采均价为70元

每芯公里。三是厂商大幅扩产(扩产也增

加了公司的支出)，而国内总需求同比略

微下降;四是一些厂商加大了对光纤上游

产品光纤预制棒的研发力度，研发费用

投入增加。 

2010年光纤市场总体需求为9000万

芯公里,行业产能为1亿芯公里。据行业

预测，2011年国内光纤光缆行业光缆的

产能达到1.2亿芯公里，而国内的需求预

计在7200万芯公里。这将出现比较严重

的供需失衡现象。 

那么2011年光纤竞争是否将更加激

烈? 

特发信息表示，2011年的光纤光

缆市场需求将维持或略低于2010年的水

平，公司主导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将更

加失衡，市场竞争加剧。据一些证券公

司分析，光纤价格可能下探到65元每芯

公里的新低价，但是一旦移动,联通仿效

电信高调上马FTTx，光纤供求关系可能

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光纤价格提升。 

笔者向长飞光纤光缆公司战略市场部

韩庆荣经理咨询，韩经理表示，对于今年

的形势，原本市场竞争会加剧。但由于日

本地震，对其光纤和预制棒厂有一定影响

（具体还尚需评估）。因而，这一突发灾

难可能会影响全球光纤供应，可能又会出

现光纤短期的短缺现象。 

韩经理同时表示：“长飞自身具有

很大的预制棒制造能力和全球化的供应

链，对长飞将没有什么影响。长飞去年

的光纤产销量是2500万芯公里，所卖的

光纤预制棒、光纤和光缆折合成光纤突

破5000万芯公里，在销售价格下降的情

况下，销售额继续保持增长，在继续加

大研发投入的基础上，保持了相对稳定

的利润。” 

日本地震对中国光纤厂商的影响

主要在于，地震毁坏基础设施，重建需

要大量的光纤。另外，中国厂商的光纤

预制棒大部分依赖日本供应，地震对供

应造成了不确定因素。西安飞秒的一位

人士向笔者表示，日本的光纤企业和国

内的企业合资已经把很多光纤预制棒放

到国内生产了，估计短期内影响不会太

大。中国厂商要应对这种外力的影响和

利润下滑，光纤预制棒的自主研发成为

当务之急。当前长飞已经掌握了光纤预

制棒的核心制造技术，亨通光电也将进

行项目扩产，加强光纤预制棒的自给能

力。我们希望国内光纤厂商在今年能够

抢占产业链高端地位，取得好的成绩。            

                            （光纤在线）

日本地震将影响
中国光纤市场 

（接上页）是这些项目正逐步拉低采购

成本——目前国内自产预制棒的价格在

120~140美元/公斤，日本进口预制棒的

价格在160~170美元/公斤。

熊向峰认为，日本地震造成的预

制棒供应紧张的局面并不一定是坏事，

“现在国内主要厂商都瞄准了预制棒，

我认为5年之内供应情况将会发生逆

转，70%的采购将来自国内厂商，届时

我们的全球竞争力也将加强。”

另外，记者从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获悉，由该协会起草的《电线电缆行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建议主管部门在

未来5年内通过国家立项、集中资金，

重点扶持2~3家适合批量生产预制棒的

企业，烽火通信、亨通光电等具备生产

能力的企业有望承担起预制棒国产化的

重任。

                             （中国经营报）

近
日特发信息、亨通光电等国内光

纤制造大厂披露了2010年的财

报。特发信息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6亿

元，同比增长22%;实现净利润6275.76万

元，同比增长51.88%，但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公司净利润为1632.2万，同比下

降48.25%。亨通光电2010年实现营业收

入20.85亿元，同比增长10.49%;实现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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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次地震直接影响的区域包括宫

城县、岩手县和福岛县。三个地

区占日本总国土面积的9.5％，占日本总

人口的4.5％，占日本GDP总量约4％。不

幸中的万幸是，人口和工商业重点区域

东京、神奈川和大阪离震源相对较远，并

未遭受到直接冲击。

次生灾害冲击，电子、汽车、农业受

影响较大。此次地震引发了海啸、火灾、

疾病以及潜在核污染等较为严重次生灾

害。岩手县是日本农业和渔业第一大县。

福岛县和宫城县是日主要汽车零配件和电

子液晶半导体生产基地。此外由于核电占

日本能源比重超过30％，福岛两座核电站

的停运可能会对相关行业的用电需求产生

冲击。此文仅摘录此次灾害对电子行业和

通信行业的影响，供参考。

电子行业：
将推升近期电子上游价格

电子上游强周期行业影响较大。地

震的宫城县虽然有尼康(单反相机)、富

士(数码相机)、索尼(蓝光盘片)等I T业

者工厂，索尼亦疏散在东北部包括生产

磁头、锂电池等6座厂房，但上述工厂

皆不是关键零组件生产基地，影响较有

限。LED行业主要厂房在日本南部（如

德岛县)，影响亦有限。我们判断受地震

直接影响最大的是硅晶圆(Silicone Wafer)

的生产：另外闪存（Nand Flash)、与液

晶面板(TFT LCD)、以及被动元件行业

短期受地震间接影响较大。

半导体硅晶圆供应将受直接冲击。

信越化学(Shin-Etsu)位于福岛县(东北6

县之一，亦是核电厂事故地区)的白河工

厂，占全球半导体硅晶圆生产量比重约

22％：而信越集团硅晶圆出货2010年全

球市占率达32％，居世界第一。若该工

厂停工在2周以内，半导体厂商库存应

可短期支应，对于行业影响将仅是短期

价格上涨。若影响达到1-2个月，2011

年半导体行业将出现较大供应缺口。短

期关注有研硅股（将受惠于硅晶圆价格

上涨）。

闪存价格可望上涨，不利二线供

应链。地震影响较大的应是平板电脑与

智能手机大量使用的闪存行业。日本东

芝(Toshiba)是仅次于三星的全球闪存制

造商，占全球产能约35％，并且是苹果I 

pad2的闪存供货商。虽然东芝工厂在三重

县四日市(YokkaI chI)，距离震央较远，

但地震后短暂的停机将造成晶圆报废及

运输中断，闪存的现货价格可望短期上

扬。虽然上周五报价仅小涨，但厂商周

一开始将限量出货，价格涨势确立。

我们认为闪存现货价格的上涨对于

一线厂商影响甚微(如苹果或三星)，对

于二线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厂商短期影

响较大：若价格涨幅较大，可能使厂商

原定的出货时程延后，并影响相关零组

件的供货商。

液晶面板价格将反弹。日本大尺寸

液晶面板约占全球供应的6.2％。夏普的

液晶面板厂在三重县龟山市，震度仅为

2级，直接的影响并不严重。影响较大

的应该是面板上游材料，如康宁的玻璃

基板厂位于静冈市，震度影响为4级。

另外，受到余震波级，韩国三星电子以

及LG Display部分设备亦短暂停机。面

板价格经历9个月的下跌后，3月上旬监

视器面板价格已经开始小幅上涨、笔记

本电脑面板价格亦止跌。我们判断此次

地震影响将进一步确立价格触底反弹。

被动元件产业链亦将受影响。日

本被动元件大厂TDK在秋田等县的13

座厂房因停电而停止逼作。该厂主要生

产电容、电感等零组件，包括供应苹果

IPhone的元件。我们了解目前该产区停

止供电3日后已经开始恢复供电，但设

备仍需经一定时间的调试。虽然供应商

将有一定的2-3个月的安全库存，短期

可望驱动产品价格上涨。

结论：

此次地震对于电子行业的整体的出

货影响应在2-3周可恢复正常，而短期

的影响主要在上游强周期产品价格的上

日本大地震对我国
电子、通信行业的影响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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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包括硅晶圆、闪存、液晶面板、以

及被动元件等，近期价格均可望反弹。

潜在受害主要是二线的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供应链。中长期将持续加速日本电

子行业的产能与供货商转移，潜在受益

的公司包括主要客户为日系的公司。

通信行业：
有望推动国内应急通信建设

灾后建设对中国通信设备商影响微

弱。地震造成震区移动通信系统瘫痪，

随后通信系统的恢复会带来一定设备需

求量，但华为、中兴进入日本市场皆不

长，来自该市场的收入较少。华为05年

进入日本，帮助日本新兴移动商eMobile

建设3G网络，估计来自日本市场的收

入约占总收入的1％：中兴10年5月凭借

终端在日本市场获得突破，10年12月为

KDDI部署WIMAX，估计来自日本市场

的收入比不足0.5％。

国际数据通信服务影响不大。本次

地震对于中国经日本的出口国际光缆有

损坏，主要影响的是部分访问北美的互

联网通信，据报道中断的互联网电路占

中国电信总出口带宽的13％，占北美方

向出口带宽的22％，总体影响不大，光

缆修复将随后展开。

有望推动国内应急通信网络建设。

当前我国的公众通信网络基础设备较为

完备，但是该通信网络依赖于光缆等传

输介质的完好，其抵御强震的能力差，

08年我国汶川地震及本次日本地震皆反

映出该问题。此次日本地震加上国内的

盈江地震有望推动我国应急通信网络建

设，卫星、通信电台、应急通信车等通

信设施与器材可受益。

LEDinside：

日本宫城地震对
LED产业整体影响不大

全
球的LED产业当中，以亚洲为LED产业的生产重镇，而根据LEDinside统计，

2010年全球LED区域排名当中，日本地区的产值位居世界第一，市占率高达

29%，稳居全球龙头宝座。

日本发展LED产业的历史悠久，

自从中村修二开发出蓝光LED之后，使

得LED产业于日本蓬勃发展。尤其是日

本地区的LED产业供应链完整，除了几

家生产 LED的大厂之外，上下游的材

料占全球供应链当中也扮演举足轻重的

角色。如荧光粉、封装硅胶等、蓝宝

石晶棒的产业。而在LED产业的聚落分

布上，LED大 厂的聚落主要位于关西

地区，而部分材料厂商工厂位于关东地

区。

而本次日本的宫城大地震对于LED

产业影响，据LEDinside了解，对于整

体产业的影响并没有很大。而部分位于

关东地区的厂商，其厂房与设备也大多

安然无恙。但还由于福岛核电厂停止运

作，加上海啸造成部分地区交通中断，

造成供应炼当中，某些零组件与材料供

给吃紧的现象。

LED生产厂商

日本最主要的LED大厂，日亚化(德

岛阿南市)、丰田合成(名古屋)，均位于

关西地区，因此本次震灾对于该两家厂

商的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至于昭和

电工，由于该公司位于千叶县有一部分

的生产线，在电力吃紧的状况下，多少

LED package revenue ranking b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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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其产出状况。至于另外一家封装

大厂Citizen，由于该公司的部分产线位

于福岛县，因此受灾状况仍需要进一步

了解。

LED材料厂商 

蓝宝石基板部分，主要生产厂商为

京瓷与并木，该两家公司占全球的市占

率约25%。不过日本的蓝宝石基板厂商

货源主要供应日本国内的LED厂商所使

用，外销比重并不高。而虽然并木的生

产线部分位于青森县，据侧面了解厂房

并没有受损，反倒是因为限电等因素而

影响产出。而供给受限下，是否会影响

日本的 LED厂商走出日本对外寻求蓝宝

石基板仍值得关注。至于提供四元所使

用的砷化镓基板，主要供货商由住友电

工所提供，目前并没有传出有供应吃紧

的情况。

MO源(MO Source)，日本的MO 

Source供货商，主要由住友化学与信越

化学所提供。而该两家公司均提供日本

国内市场所使用，并没有对外作销售，

估计不会影响其它区域的LED生产厂

商。但是由于该两家公司有部分生产线

位于关东地区，在缺电与交通运输不便

情况下，后续产出状况值得观察。

MOCVD用承载盘(Wafer Carrier)，

搭配MOCVD机台所使用的石墨承载盘

也是相当重要的关件耗材，现阶段由于

MOCVD机台大量扩产，加上该产品技

术门坎高、供货商不多，使得石墨承载

盘本来就已经出现供给吃紧的状态。目

前日本最主要供货商为东洋碳素(Toyo 

Tanso)，工厂位于香川县，不过由于远

离灾区，因此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封装硅胶(Silicone Lens)部分，全球

的封装硅胶主要由信越化学与道康宁

(Dow Corning)所提供，而日本的信越化

学的工厂位于群马县，在交通运输不便

与缺电的情况下，目前已经有许多封装

厂商表示供给出现吃紧状况。

荧光粉(Phosphors)，日本荧光粉主

要提供厂商包括日亚化与三菱化学，日

亚化一直以来提供黄色荧光粉(YAG)，

而在强调高演色性领域的LED背 光电视

应用当中，三菱化学的红绿荧光粉则是

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目前三菱化学

位于小田原市的工厂虽然离灾区有段距

离，但是由于交通因素与限电影响，部

分 封装厂商也反映供给稍为吃紧。

根据EnergyTrend的分析，此次日

本地震对于全球太阳能产业的影响的程

度相较其它产业而言显得轻微，主要影

响范围集中在单晶硅晶圆与多晶硅的供

应。

以产业分布来看，日本太阳能电

池产业集中在关西地区，主要大厂如

Sharp、Kyocera、Mitsubishi、与Sanyo的生

产基地集中在大阪、滋贺、奈良与京都

等地区。现阶段在设备机台与电力并未

受到影响下，供应链的运作完全正常。

而 在 多 晶 硅 供 需 来 看 ， 主 要 以

M.Setek与Tokuyama二家厂商为主。目

前M.Setek的工厂座落于此次震灾的重灾

区，使得目前年产能 3000吨的多晶硅供

应完全停摆。另一方面，由于M.Setek是

全球主要单晶硅晶圆的主要供货商，同

样受到此次震灾的影响，年产能120MW

的工厂目前 也是停止运作的状况。目前

M.Setek的8成产能全数供应给美国Sun-

Power，估计SunPower将受到不小的影

响，连带也将造成单晶硅晶圆的现 货供

应吃紧。而在Tokuyama方面，生产多晶

硅的工厂位于山口县，并未直接受到地

震的影响，但受到关东电力供给短缺的

影响，预计8200吨的年产能将无法全数

产出。



2011年第2期 15

特别关注
SPECIAL REPORT

日 本布局着大量面板相关供应链生

产工厂，包括面板厂、玻璃基板、

彩色滤光片、偏光板、LED芯片、半导体

IC等。群智咨询（∑ intell）分析得出结

论，日本强震可使中国面板行业在二、三

季度出现短期性缺货，国内高世代面板

生产自主化进程延期。以下从面板材料

和设备供应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材料方面： 异方性导电膜和中小尺

寸玻璃基板等材料供应紧张，使中国面

板呈现短期性缺货和成本上升。

日本强震对材料方面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异方性导电膜及中小尺寸玻璃基板

上。其中异方性导电膜 （简称ACF） 

是LCD模组工艺中用于IC贴合的不可替

代材料。群智咨询（∑ intell）分析认

为，目前索尼和日立占有全球ACF市场

超过60%的市场份额，三星，LG Display, 

新奇美，友达光电均有50%以上的ACF

来源于这两大厂商。在中国面板厂商

中，两者的市场占有率甚至高达90%。

而索尼和日立的生产基地分别位于櫪木

縣的鹿沼市和茨城县，正好处于此次地

震灾区。此次强震已导致工厂停工，并

对厂房和设备造成严重损坏，预计短期

内难以恢复。这将导致ACF的交货期大

面积延后及采购成本上升，中国大陆地

区众多模组厂将面临因材料短缺而不得

不降低产能或面临短暂停产的风险。

其次就玻璃基板方面，据群智咨询

（∑ intell）了解位于灾区石川县的TMD

的一座4.5代低温多晶硅（LTPS）面板生

产线和千叶县的松下6代LCD面板工厂已

全面停产。同时位于神奈川县横滨的一座

旭硝子熔炉以及静冈县的康宁生产基地也

需要设备检修后才可复工。供应彩色滤光

片的Toppan与DNP在新潟县与琦玉县的

3.5～4代工厂也已停工。这些日本厂商的

停工将导致5代线以下的低世代生产线受

到影响，对中小尺寸面板的产能供应形成

短暂性强冲击。

设备方面：因交货延期，中国在建

高世代面板项目的设备移入时间预计延

后3~6个月   

曝光设备和蚀刻设备为TFT阵列

前段工程的两个主要生产设备，在TFT 

LCD前段所有制造设备中，属曝光设

备金额最高、交货期最长、安装调试工

作难度最大。一般而言，一座新生产线

在进入试产前，曝光和蚀刻设备应提前

2~3个月移机进入生产线。佳能和尼康

为全球仅有的两大高世代曝光设备供应

商，东京电子为最大的蚀刻设备供应

商。目前这三家公司位于福岛和宫城县

的设备生产厂均处于停工状态，并且厂

房和设备严重受损，复工时间未定。虽

然设备厂商将在一个月后选择其他生产

基地代替，但设备的制造周期已无法满

足中国客户方面原先设定的时间要求。

华星光电8.5代线和京东方8.5代线的

设备的移入时间预计将延后3~6个月。国

内高世代面板生产自主化进程将不得不因

此而延后，下半年面板供应产能将比预期

减少，进而加快推动面板价格上扬。

综上所述，群智咨询（∑ intell）

认为中国面板行业将面临短暂性产能短

缺。从现有产能角度来看，短期内国内

面板产能将被迫下调，受冲击最大的是

模组制造产能。而在新增产能方面，受

设备交货时间延后影响不能按时开工。

因此预估下半年国内平板电视整机厂商

的面板来源仍将依赖进口，面板涨价的

局面难以避免。这一影响预计将持续3~6

个月，到第四季度，供应链紧张和设备

交货时间延后的状况方可得到改善。

有“危”就有“机”，群智咨询

(∑ intell) 认为在此次无可预料的行业震

荡面前，国内面板厂商也存在宝贵的的

“替代性”机遇。首先，由于日本中小

∑ intell：

面板将短暂缺货 国内厂商存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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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特大地震的发生，震动了全球

电子信息产业的神经，此次地震

不仅直接给日本电子信息产业带来了强

烈冲击，同时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市

场也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数码产品电脑配件暴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多年来在半导

体、芯片、玻璃基板等核心电子元器

件、零部件组件等领域，对日本依赖性

较大。就目前来看，北京中关村、南京

珠江路等地的电脑市场上，不少电子产

品售价飙升，闪存、高档数码相机等产

品的涨幅最高时超过了30%。

目前，国内电子信息产业各领域

受日本地震的影响各不相同。传统家电

产业中，空调、冰箱、洗衣机等的进出

口业务，受影响尚不明显，电视、手

机、电脑市场的预期压力已经出现，数

（接上页）尺寸面板产线停工影响，预

计iPad2等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将面临短

暂性缺货。中国在4.5代方面拥有丰富

的产能，日厂的供应不畅将给国内的天

马和京东方带来中小尺寸市场机会。其

次，在一些材料的供应保障上，比如有

机硅胶、光刻胶，群智咨询（∑ intell）

认为国内厂商已经实现本土化生产，可

以借此机会发挥替代效应，成功替代日

产材料，进而抢占高端市场并顺势扩大

市场份额。

码产品、电脑配件已出现暴涨，以佳能

5DMark II数码单反相机近日的售价为

例，地震之前配标准镜头的套机价格是

2.1万元，地震之后每天涨500元，最高

时涨到了2.6万元，整整涨了5000元！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日本相关

的电子信息企业恢复生产时间一直无法

确定，将会对中国相关市场二、三季度

的供应产生严重影响。需要注意的是，

一旦中国失去了日本的核心技术和材料

供应后，将在全球市场竞争中面临欧美

韩等国企业的冲击和挤压。

不利影响表现在三方面

日本是全球重要的电子产品生产

国，也是全球领先的元件厂商主要出口

地。此次地震导致震区的工厂、电力、

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由于不少生

产原材料的工厂都位于震区，日本厂商

的内存和闪存产量受到了明显影响，而

在该领域，日本厂商的地位举足轻重。

专业人士分析，此次地震对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一，上游原材料将出现供货紧

张，国内相关企业生产将受制约；二，

上游产品价格将止跌上涨，下游企业成

本负担将有所加重；三，日企本土母公

司受灾减产，将影响国内相关代加工企

业订单。

此次地震对日本硅材料、液晶材料

以及部分半导体、电子元件的生产造成

的直接损失较大。目前受电力不足、物

流不畅的影响，各行业未来的整体开工

状况也难以确定。因而，一段时间内，

全球电子材料和元器件市场将出现供应

短缺状况。国内LCD面板、电子元器件

制造行业中依赖日本原材料供应的企业

以及依赖日本核心部件进行组装的中国

电子企业，将面临短期负面冲击，原材

料缺货将直接造成企业产量下降。

二三季度影响不容小觑

面对地震带来的对国内市场的强烈

冲击，此次电子产业的普涨会持续多久

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对此，德州仪器相关人士坦陈：

“公司东京以北制造厂遭受重大损失，

预计未来两季度营业收入减少，恢复至

满负荷发货能力要到9月份。”

分析人士同时指出，此次地震对电

子产业上游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影响会经

历多个环节和过程，如果国内企业找不

到替代品或主动减产，今后二三季度电

子市场出现增速下滑将不可避免。更为

重要的是，当前受到交通、电力等方面

的影响，日本受影响企业的复产和供货

周期尚无法确认。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以及中国企业无法从中承担对日本停产

断货企业的职能替代，直接影响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人民日报海外版）

日本地震后遗症之
中国电子商品价格普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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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芯片重灾区

“地震对供需的具体影响，还真没

法说。但是，采购与供应链确实是我们

目前第一要务，每天都会关注。”全球

第三大面板企业奇美电台湾南科分公司

的王志超对记者说。

如王志超一样，IT产业链上的人

们，这几天谈论的大部分话题是“日本

大地震”。大多数人说基本不会受到太

大影响，观望是主流表态。

面板业： 等待重建

王志超解释说，上游生产面板的材

料产品部分超过了100种，只要一种材

料供应出现问题，面板就没法出货。

100种材料中，至少接近50%需要从

日本采购，包括玻璃、彩色光组等。王

志超说，每类产品至少都有三家供应商

可以替换。而且，现有材料储备能满足

近一个月的需求，因此目前生产并没受

到太大影响。

“重建快的话没问题，但重建时间

往后推的话就有问题。”王志超说。

对手友达显得直接一些。友达光电

执行副总经理彭双浪表示，目前可以观

察到，地震对异方性导电胶(ACF)影响

比较大，不过日企已尝试恢复生产。

台湾地区工研院发布的一份《日本

地震对台湾相关产业的影响评估报告》

显示，异方性导电胶市场，日立化成

市占超过50%，三星、LGD、友达、奇

美、夏普五家大面板所使用的日立化成

编 者按：停产、复工、涨价……日本

地震后，全球电子产业链正在接

受着新一轮的考验，而这一切只是一个

开始。大部分产业链上的公司正在谨慎

考量这一轮冲击波带来的影响，他们不

肯或者不愿意说出最快的判断，唯一肯

定的是，此次灾难发生后，冲击波正在

发酵。

日本地震后遗症之
厂商积极寻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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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CF的比例超过四成。目前，该公司

一座厂停产。

若日立化成全面停产，全球面板将

面临“断炊”风险。

除了ACF的短缺困境外，液晶面板

制程的曝光设备工厂尼康和佳能工厂都

分别位于宫城县和枥木县等重灾区，这

对面板行业都将形成影响。

京东方有关人士表示，日立化成、

JX日矿是京东方的上游供应商，目前还

不太清楚这些工厂受到损伤的情况，但

短期内电子材料受到影响成为了必然。

王志超说，目前，“全世界唯一一

个确定受到影响的面板企业是IPS Al-

pha，夏普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IPS Alpha之前由日立、松下、东芝

联合成立，它在日本千叶县茂原市的6

代线受到明显地震影响。而夏普的生产

基地则在中南部，除了一座工厂地震时

自动关闭、之后恢复生产外，没有受到

更多影响。

芯片业： 正在告急

让半导体业担忧的事实是，位于日

本东北的信越化学受到严重影响，它与

另一家日本企业SUMCO占据着全球50%

以上的半导体硅芯片出货。目前，两家

公司生产均受限，其中信越半导体白河

工厂已停工。

本土半导体企业是否将遭受压力？

中芯CEO王宁国回应说，日本是材料、

设备、配件要地，不过目前芯片供应没

问题，公司有库存，可度过一段时间，

但设备因运输问题，需延迟一周。

德州仪器相关人士则坦陈，公司东

京以北制造厂遭受重大损失，预计未来

两季度营收减少，恢复至满负荷发货能

力要到9月份。

不过，iSuppli分析师莱恩·杰利内

克表示，受此影响，半导体业下季度都

可能显出“强震后遗症”。

IT代工业也遭受考验。代工老二伟

创力总部高新技术部副总裁上官东恺表

示，公司有很多设施、人员在日本，地

震后很快取得联系，受地震影响不大。

不过，他坦陈，供应链非常重要，目前

正逐个进行评估。

涨价： 商业伦理考验

供应链吃紧到底对相关产品的价格

上涨有怎样的传导效应？

中国台湾地区专业的闪存芯片调

研机构集邦科技旗下DRAM exchange

的现货报价系统显示，所有产品价格箭

头全部翻红，闪存芯片价格大涨，其

中全球两大巨头韩国三星与海力士的一

款16G产品现货颗粒分别涨了22.09%、

13.81%，创几个月来最大涨幅。

这类信息已经引发中国大陆一些品

牌企业、渠道企业开始提前备货，部分

电脑城的小型代理商甚至出现抢货。

面板价格上涨似乎在面板厂商的期

待中。友达光电执行副总经理彭双浪表

示，面板价格处于低档水位已经一段时

间，由于地震造成上游化学材料供给出

现问题，面板供货也将趋于吃紧，今年

第二季度，面板报价有望跟着上扬。

“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去年预期

太高，面板行业供大于求，价格下滑很

多，第二季度有望回升。”京东方副总

裁张宇预期与彭双浪出奇一致。

连日来，下游终端企业、渠道企业

对于涨价显得很“热心”。一些电子市

场上，存储卡、优盘以及部分相机等已

开始出现涨价。

大家电包括电视产品并无涨价迹

象，苏宁电器相关人士说，具体影响还

没感受到，因为从上游到下游终端，需

要一个过程。而且，许多家电产品都是

本地生产，一般都会有大量备料备货。

深圳厂商已在寻找替代方案

“锂电池原材料都是日本的比较

好，而这些原材料生产基地工厂基本位

于此次地震灾区或靠近灾区，估计受影

响比较大。我们也在考虑原材料的替代

方案。”深圳比克电池总裁助理刘厚德

表示。

其实，受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笔

记本锂电池，还有数码相机、液晶面板

等，而正在热销的苹果iPhone4和iPad2

都可能面临供货难题。日本是全球电

子材料的领导国家，许多电子材料都由

日本厂商所主导，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七成。尽管大部分电子材料工厂不在灾

区，但也可能因电力供应中断或不足而

影响生产，进而影响下游电子产业的生

产。

笔记本锂电池： 影响较大

台湾Digitimes的调研报告显示，虽

然三洋、松下和索尼笔记本锂电池在全

球市场上的占有率，正在被韩国LG、

三星以及中国大陆厂家挤压，并逐年下

滑，但日本古河电工、日立化成、JX日

矿和三菱化学4家材料厂家却占全球锂

电池四大材料市场的55.9%份额。四大

锂电池材料分别是分隔膜、正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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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极材料和电解液。

在此次地震中，除索尼工厂关闭

外，古河电工、日立化成、JX日矿和三

菱化学均有工厂位于灾区或靠近灾区。

其中，古河电工占有锂电池用电

解铜箔市场达55%份额，而其工厂在枥

木县今市灾区；日立化成是全球锂电池

负极材料的最大厂家，市场份额也高达

50%，其工厂在茨城县；JX日矿是全球

锂电池正极材料主要厂家，其工厂也在

茨城县；三菱化学占有锂电池电解液原

料市场25%的份额，也有部分工厂在茨

城县。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研究报告指

出，茨城县虽然并没有处于此次地震的

中心，但五至六级的地震强度还是会对

生产造成影响，以及对设备和建筑物造

成破坏。

“现在笔记本电脑比较重要标准就

是电池续航能力，用日本材料做出来的

电池，性能稳定。”刘厚德指出，虽然

比克电池也在考虑替代方案，但最终产

品还要通过客户检验。

虽然目前全球笔记本电脑锂电池市

场还有点供过于求，包括比克电池在内

都有些库存，但按现在的库存量估算，

两三月内就会消化完毕，刘厚德补充

说，未来几个月笔记本电脑锂电池就可

能出现供应短缺危机，锂电池生产设备

也主要产自日本。

比克电池是惠普、戴尔、联想等

国际笔记本电脑巨头锂电池供应链，目

前在笔记本电脑锂电池市场份额接近两

成。

比亚迪股份电池事业部有关负责人

也表示，此次日本地震对笔记本电池供

应会有影响，但对手机用锂电池影响不

大。因为，手机锂电池材料基本已国产

化。

iPhone零部件： 三成日本采购

然而，电子上游材料的恐慌还在蔓

延。

“iPhone和iPad的元器件供应将出

现问题。”富士康一位供应商表示，

iPhone和iPad很多精细元器件都是从日

本厂家采购，所以苹果公司亚洲区相

关负责人都已经飞赴日本，协调供货问

题。

不过，富士康方面并没有证实该说

法。

iSuppli分析师顾文军指出，苹果对

日本零部件的依赖程度一向很高，除了

东芝产的NAND闪存外，村田的新版蓝

牙/WLAN模块也是iPhone的重要部件，

还有AKM旭化成半导体、尔必达等日系

厂商都是苹果的重要供应商。

顾文军表示，按照日本一家研究机

构的说法，iPhone中从日本采购的零件

占到总成本的34%。“尽管苹果的供应

商体系很健全，绝大部分配件和元器件

的供应商都有两至三家，但此次地震肯

定会给苹果供应链带来很大压力。”顾

文军说。

惠普CEO：正在评估日
本地震对产业链影响

惠普也正在全面评估日本地震给其

IT产业链带来的影响。

去年11月上任的惠普CEO李艾科公

布惠普新战略时，也谈到日本地震对行

业的影响。“一些高端内存和显示器的

生产受到了影响，幸运的是公司员工没

有受到损失，但是目前尚没办法评估日

本地震对惠普IT供应链的影响，还需要

继续观测一段时间。”李艾科表示。

目前惠普是全球最大的打印设备和

电脑销售商，惠普希望借此建设一个开

放的应用程序平台，以吸引第三方开发

者。李艾科表示，云计算和设备的互联

性将让惠普在未来更具竞争力。在李艾

科的云计算计划里，惠普预计每年将销

售超过1亿台平板电脑、打印机、智能

手机等设备，这些设备将通过惠普去年

以12亿美元收购的手机商Palm的WebOS

移动操作系统来连接到一起，并将惠普

擅长的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者市场的需

求结合到一起，“1亿台的设备将是任

何厂商都无法竞争的数量级别。”李艾

科说。

惠普的说法看起来是在应对苹果挑

战，苹果公司的移动设备目前销量增长

同样惊人。

对于此前有消息称惠普有意出售其

PC业务予三星电子或者台湾代工厂商，

李艾科向记者强调这是一个谣言，“PC

在惠普未来的业务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

位，我们绝不会出售PC业务。”

      日本地震影响全球电子产业链：受到影

响的上游产业包括半导体、液晶组件、液晶

面板、芯片(闪存芯片)、笔记本电池；关联

的下游产品包括智能手机(iPhone为代表)、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iPad2为代表)、数码

相机、优盘、液晶电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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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LED产业方面，由于制程以化

学反应为主，不像半导厂商必须

经过多道制程，且大部分厂商离震区较

远、防震要求高，地震对其影响程度较

低。

日本LED两大巨头无碍

封装厂商供给吃紧

LEDinside报告表示，日本地震对于

LED产业影响较小，小部分位于关东地

区的厂商，其厂房与设备也大多安然无

恙，不过受到福岛核电厂停止运作，加

上海啸造成部分地区交通中断影响，某

些零组件与材料出现供给不足现象。

生产厂商方面，日本两大LED龙

头，日亚化和丰田合成，工厂位置都在

关西地区，地震并未对它们造成太大的

影响。这两家公司在LED晶粒产能占日

本80%左右。另一生产厂商昭和电工，

由于该公司有一部分的生产线位于千叶

县，在电力吃紧的状况下，或会影响其

产能状况。

日本LED产业生产所需原材料均由

日本国内提供，由于原材料厂商或多或

少受到地震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对

LED产业造成影响。

蓝宝石基板、MO源和荧光粉厂商

虽然没有在地震中遭受过多损失，但是

由于交通因素与限电影响，后续产出状

况还不能确定。

其中，蓝宝石基板是目前大部分

LED产品所使用的原材料，日本主要生

产厂商为京瓷与并木，京瓷由于离灾区

较远，故影响不大；并木的生产线部分

虽然位于青森县，但厂房并没有受损。

MO源则是LED产品生产不可缺少

的原料，日本主要厂商为住友化学与信

越化学所，但其以日本国内市场所使用

为主，对其他区域的LED生产厂商无大

影响。

荧光粉是决定LED产品颜色的原

料，日本荧光粉主要提供厂商包括日亚

化与三菱化学，据业内人士表示，日本

目前是荧光粉材料的最大供应商。但

是，现在国内与台湾相关产业也已建

立，故不会有过大影响。

但日本LED硅胶厂商则会对LED产

业造成一定困扰。据悉，硅胶主要用于

LED封装，而全球的封装硅胶主要是由

日本信越化学与道康宁所提供，信越化

学的工厂位于群马县，在交通运输不便

与缺电的情况下，目前已经有许多封装

厂商表示供给出现吃紧状况。

运输与电力为震后产业羁绊

虽然LED整体产业在地震中并未受

到过大的打击，但是震后所带来的运输

与交通成为两大难题。

高盛称，日本本土的能源供应链暂

时断裂，短期内，日本国内的运输能力

受到限制。

目前，日本东北部地区道路损坏严

重，高速铁路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东北

部机场设施遭到一定破坏，客流量在后

续行动中将会大大减少，加上部分港口

的损坏，短期内日本运输将会影响LED

产业。

电力方面，为应对供电不足，在东

京电力公司与东北电力公司电网覆盖范

围内“为防止发生突然的大规模停电，

可能在各地区实施计划性(轮流)停电。

很有可能面临供电不足的异常局面”。

据悉，计划性停电“可能持续数周以上

时间”。

中国LED产业
迎来抢占市场契机

由于之前国内曾出台《半导体照

明节能产业发展意见》，国内LED厂商

发展态势良好，尤其是广东省内。2009

年，全省LED照明及相关产业产值达310

亿元，占据国内LED总产值的半壁江

山。其中广东全省LED封装产量约占全

国的70%，约占全世界的50%。目前，

广东省以深圳为龙头的LED照明企业有

2600多家。

日本地震后遗症之
危中有机抢占市场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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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日本大地震，受运输、物流等

影响，短期内日本LED供应会减少，这

也给国内厂商抢占市场的契机。

而且LED照明在日本的需求量正

在逐渐攀升，尤其在本次地震后，随着

灾后重建工作的启动，全球正在正视核

能发电危险性，提升节能环保意识，对

LED照明的需求也会加大，有助于提升

国内出口LED芯片企业的销量。

从产业角度说，几乎在整条产业链

上，国内都有比较好的项目和企业。尤

其在封装、灯具制造等方面基础是非常

好的，优势明显；在上游的芯片制作，

衬底材料等方面，国内企业成长也很

快，如果抓住时间，极有可能获得较大

收益。

另外，台湾LED产业与日本属竞

争合作关系，台湾磊晶厂晶电、光磊、

泰谷分别为丰田合成、日亚化、昭和电

工代工，有机会受惠代工订单增加的效

益。以泰谷为例，其负责人称，3月接

单金额已高于2月营收，因应LED需求

大幅增长，泰谷今年上半年将月产能从

6万片一举增加到10万片，扩产幅度约6

成；晶电为丰田合成代工，在日本供电

不足与日元升值之际，也有机会受惠转

单效益。

日本地震后遗症之
惠州拟建国内首个
光电产品生物辐射评估中心

近
日，国家光辐射 安 全标准 起草

人、浙 江 大学副 教 授牟同升在

惠州举办的“绿色光电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上表示：“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日本福

岛由地震所引起的核辐射问题，但很少

有人知道，光电产品本身也会有生物辐

射危害。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这种危

害也将成为光电产业发展过程中新的技

术贸易壁垒。”惠州市相关政府部门透

露，将在“十二五”时期内建成国内首个

光电产品生物辐射安全风险评估与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

绿色光电成产业发展方向

牟同升介绍，近年来，世界各国都

开始重视生物辐射所带来的危害，并不

断加强对光电产品辐射安全评估工作，

从而控制光电产品生物辐射危害，也正

因如此，光电产品正在面临着出口贸易

壁垒的高筑。

“就目前情况来看，光电产品生物

辐射安全评估在我们国内还处在空白阶

段。”牟同升在对惠州市发展光电产业

提出建议时指出，惠州现在必须在发展

光电产业的同时，高度重视生物辐射安

全的问题。

计划明年建生物辐射实验室

“为有效推进光电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绿色光电发展，‘十二五’时期

内，惠州将完成国家光电产品生物辐射

安全风险评估质检中心项目的建设，在

我国建立首个光电产品生物辐射安全实

验室。”惠州市质监局局长张国强在论

坛上透露，该项目总投资1亿元，分两期

完成，计划2012年前投资5000万元完成第

一期建设，并在惠州市质监基地建成实

验室；2015年前，在仲恺高新区内新建

实验大楼，完成该中心的全部筹建。

据了解，以LED为代表的光电产业是

一项广东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珠三

角地区从事LED产业的企业已近3000家，

并逐步形成了从原材料、外延生长、芯片

制造、器件封装、应用产品和配套等较完

善的产业链，产值占全国的2/3。

“惠州作为珠三角地区一个新兴光

电产业基地，集中了多家在光电显示应

用领域具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并占据了

较高的市场份额，建设光电产品生物辐

射安全风险评估与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也 是 机 遇 所 在 、大 势 所趋。”惠州

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所长胡昆介绍，

光电产业所涉及的生物辐射安全风险评

估公共平台是空白，客观上要求建立与

之相适应的光电产品生物辐射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

牟同升也认为，该项目的建成，不

仅符合光电产业发展的需求，而且也将

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制定光电产业国

际标准的重要地位，从而更好地参与到

光电产业评估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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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40家厂商。不过，该机构认为，有

许多厂商都低估了生产大尺寸、高品质

蓝宝石基板的技术门槛。您是如何看待

当前蓝宝石基板行业的竞争格局的？

Mr. Oleg Kachalov：蓝宝石晶圆

生产领域对于新企业来说技术门槛非常

高。尽管已有超过四十家企业加入这一

领域，80%的市场仍然被四家主要生产

厂商控制，这四家生产商都有一个共同

特点，即具有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

完善的生产工艺。我们不认为这一情况

会在近期以及短期内发生任何改变。得

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为：晶圆生产工

蓝宝石巨头MONOCRYSTAL专访：

2011年蓝宝石晶圆增产50%  
看好中国LED市场

——访俄罗斯Monocrystal Inc.公司首席执行官Oleg Kachalov先生

□   文 / 于占涛    翻译 / 朱爱红

编 者按：继6英寸晶圆产线陆续启

动后，发光二极管(LED)制造商

已投入8、12英寸晶圆的研发，如而蓝

宝石基板供货商Monocrystal和Rubi-

con分别开始供应8英寸和12英寸蓝宝

石晶圆，显见未来两年LED芯片产出量

将以类似摩尔定律(Moore’s Law)的

成长速度剧增。 目前总部设于俄罗斯

的LED蓝宝石基板制造商Monocrys-

tal已宣称将开盒即可用(Epi-ready)的

8英寸C-plane蓝宝石基板出货给全球

领先的LED制造商用于研发工作。该公

司首席执行官Oleg Kachalov先生指

出，LED市场激烈的竞争将促使LED

制造商导入更大尺寸的晶圆，因此，相

比6英寸蓝宝石基板问世后3年后，才

有LED厂用于生产研发，8英寸基板导

入研发的时程已明显缩短。为了更好地

了解蓝宝石晶圆今年的供求状况，以及

厂商的扩产情况，《中国光电》杂志（中

国光电网）编辑采访了俄罗斯Monoc-

rystal公司首席执行官Oleg Kachalov

先生，一起听听他的观点。

《中国光电》：在韩国、台湾、中

国大陆LED芯片商大举扩张MOCVD

机 台 的 带 动 下 ， L E D 上 游 材 料 ─ ─

蓝宝石基板日益成为行业关注焦点。

DIGITIMES Research指出，2010年

蓝宝石基板缺口最高曾达四成，主要原

因为2010年上半年蓝宝石大厂Rubicon

及Monocrystal扩产态度保守。您如何

看待这一观点？然而，有鉴于LED芯片

商对于蓝宝石基板需求居高不下的市场

情况，Monocrystal于2011年是否有大

幅扩产计划呢？未来扩产的主流是什么

尺寸的蓝宝石基板？

Mr. Oleg Kachalov：的确，我

们将在2011年就蓝宝石晶圆增产50%以

上。所有扩产产品均为适于制造2到8英

寸外延片的产品。

《中国光电》：市场调查公司Yole 

Developmen报告指出，拜LED市场出

现前所未有的成长之赐，预料2010年蓝

宝石基板(Sapphire Substrate，用来制

造蓝光、白光GaN LED)的月需求量将

由2009年12月的100万片(以2寸硅晶圆

计算)大增近倍至200万片。许多新兴企

业开始积极加入战局，目前市场上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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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难度以及高质量大尺寸蓝宝石晶圆

生产技术（研发）的耗时。 

《中国光电》：LED行业不断向

更大尺寸衬底发展，并努力降低成本以

及提高高质量LED芯片产量，近日，

Monocrystal公司推出了新一代10英寸

C-plane开盒即用蓝宝石衬底，能否确

定明年大尺寸蓝宝石基板将成主流？是

4英寸还是6英寸？贵公司在生产计划上

有什么调整吗？

Mr. Oleg Kachalov：大尺寸蓝宝

石衬底可以帮助LED生产商有效减少

LED生产成本，这也是为什么LED生产

商已积极向4英寸及6英寸转移的原因。

并且，8英寸衬底的研发已经启动，这

一尺寸也将成为未来几年产业发展的下

一个主流。

《中国光电》：如前所述，由于

存在供应上的不足，加上厂商开始转换

至尺寸较大的蓝宝石基板也令原料供应

压力上升，使得蓝宝石基板涨价再所难

免，你预期2011年蓝宝石基板价格将上

涨多少？

Mr. Oleg Kachalov： 蓝宝石衬底的

价格主要取决于市场的供需平衡情况。 

尽管主要的蓝宝石生产企业产能增长迅

速，LED产业及蓝宝石产品的需求也在

同步增长。引起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基

于以下三点原因：2011年LED电视的需求

成倍增长；LED照明产业的迅速发展；

衬底尺寸的变化（2英寸到4英寸，直至

目前的6英寸）直接要求大量的蓝宝石材

料来生产相同数量的LED产品。

《 中 国 光 电 》 ： 我 们 记 得 去 年

Monocrystal莫斯科上市案则因"市场形

势"因素而延搁，请问Monocrystal最近

是否仍打算积极上市呢？

Mr. Oleg Kachalov：我们(Monoc-

rystal)不断扩张蓝宝石衬底和太阳能产品

的产品份额。目前，我们通过营业流动

资金及银行贷款双向注资来扩充我们的

产能。我们会根据金融市场情况来考虑

未来上市的可能性。然而，目前这个阶

段，我们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计划。

《中国光电》：中国LED市场近年

来发展异常迅速，您如何看待中国市场

的？针对中国市场贵公司又做了那些准

备？

Mr. Oleg Kachalov：我们坚信，

中国的LED市场有巨大发展潜力。在

未 来 几 年 ， 中 国 将 成 为 世 界 最 大 的

（LED）市场之一。我们已经在长期为

一些主要的生产厂商提供蓝宝石衬底产

品。在2010年，我们开始为中国的LED

龙头企业提供4英寸抛光晶圆。我们一

直注重开发维系中国客户关系，并且为

中国LED生产商提供优质的大尺寸蓝宝

石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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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按：LED应用端市场近年发展

飞速，LED显示屏、背光源、照明

市场都呈几何级增长。市场需求拉动了

生产环节的发展，国内生产质量有保证

的LED生产商近年来都收获大量的订

单，同时也让许多中小型LED企业发展

壮大，深圳艾比森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

者，日前《中国光电》（中国光电网）编辑

有幸采访到了艾比森公司创始人之一任

永红先生（以下称任总），一同来分享他

的精彩观点。

《中国光电》：近年来，国内led

（发光二极管）显示屏的应用不断增

多，目前led显示屏已被广泛应用到银

行、火车站、体育馆中，可以说led显示

屏市场已经相当成熟，您如何看待当前

LED显示屏市场？能否谈下竞争割据？

任总：目前LED显示屏的使用量越

来越大，市场需求给LED屏带来非常多

的机会，而LED显示屏由于具备节能环

保的特性，也吸引很多企业加入到这个

市场里来。

关于未来发展趋势，我把LED显示

屏的发展趋势总结成4点，一是轻便，

二是稳定，三是节能，四是高清。

关于轻便，一定要把重量降下来，

这样方便安装，成本也降低，而稳定性

实际上也就是可靠性的问题，未来LED

显示屏必须在可靠性上下功夫，关于

节能，艾比森的新产品就比老产品节能

30%以上，这都是趋势。

关于市场格局，根据行业协会统

计数据看，从产业布局上，我国LED显

示屏产业主要集中在华东和华南地区，

这两个地区的产业总体规模占到全国的

60%以上，这一趋势近两年更为明显。

关于市场竞争格局，2007年度LED

显示屏行业企业规模和构成方面有较

大的变化，总体上行业内20%企业的销

售额占到行业销售总额近70%，行业形

成了一批规模骨干企业；2007年度销售

额亿元以上企业数目比2006年增加了4

家，达到了11家，其销售额占到了行业

销售总额的43.2%以上。2008年市场销售

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08家，占到

85%，反映出行业内企业平均规模水平

在提升；2008年市场销售额在5000万元

以上的企业有38家，占30%，其销售额

合计40.8亿元人民币，销售额占到了全

行业的67.9%，反映出LED显示应用产业

的集约化发展趋势；2008年销售额在1

亿元以上的企业有17家，占13.4%，其销

售额合计28.08亿元人民币，销售额占到

了全行业的46.7%。

2009年LED显示行业国内市场规模

超过300多亿，年产值过亿的企业有30

多家，过千万100多家，大小有上千家

企业从事显示制造行业。LED显示屏继

续保持15%增长速度，技术日渐成熟。

我国大型赛事工程不断，带动LED增长

强劲。比如：奥运、世博、亚运会、上

海迪斯尼、地铁、高铁等工程赛事。

《中国光电》：目前国内外市场的

需求情况如何？有什么区别？贵公司侧

重在哪一块？

任总：目前艾比森国内国外市场都

在做，过去艾比森国外市场所占收入比

例比较高，而国内市场则低价竞争比较

激烈，但是去年我们发现国内市场表现

艾比森：

永做行业弄潮者
 ———访艾比森公司创始人之一任永红先生

□   文 / 于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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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好。 城市化，媒体的发展趋势都

让我们认为未来LED显示屏在户外的应

用将越来越普及。

《中国光电》：在第七届广州国际

LED展上贵公司宣布展示多款最新的显

示屏和照明产品，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任总：艾比森此次展出的A1089产

品，是户、内外两用租赁显示屏，具有

高刷新率、高亮度和高灰度的视频处理

技术，使得其在专业摄像机摄影时画面

清晰、颜色过渡柔和、无水波纹，从而

保证高质量的现场直播视频效果，满足

户、内外租赁领域对高品质的追求；艾

比森C30窗帘吊装屏，轻、薄、透，高

品质的SMD技术和独特的硬件系统，

保证画面具有完美的显示效果；艾比

森EI06户内全彩屏具有高对比度、重量

轻、厚度薄、解析度高等中高端产品特

征，完全满足租赁市场的需求；艾比森

公司专门为球场租赁设计开发的Ａ90显

示屏，安装方便，省电节能。此次参

展，艾比森公司还特别展出了E1088显

示屏产品，和包括LED射灯、LED日光

灯、LED球泡灯等在内的LED照明系列

产品。

《中国光电》：除了显示之外，

LED近年来在照明和背光领域也获得

突飞猛进的成绩，我们也看到2010年3

月，艾比森成立LED照明事业部大举进

入到LED照明市场，能否透露下贵公司

在照明方面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更长远

的规划？

任总：目前我们照明业务已经初

具规模，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是显示和照

明并重，在照明领域主打室内和商业照

明。同时，由于艾比森是从显示屏起家

的，是LED显示屏厂家中唯一涉足封装

的业内厂家，目前我们月封装量50kk，

这样可以最大化的保证产品品质，交货

期和成本，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这一领

域的投资力度。

《中国光电》：贵公司是最先提出

“零首付”概念的企业，这是否会给贵

公司带来很大的资金压力，这种销售模

式目前来看成功了吗？

任总：零首付是以客户为导向，减

少了客户资金压力，对客户而言没有任

何风险，所以这种模式在业内获得普遍

欢迎是必然的。

毋庸置疑，在买卖关系中，“首付

款”可以将合作双方的关系更加固定下

来，并且可以提前给LED生产企业注入

相应的运作资金。但是，支付首付款，

多多少少都会让客户有些犹疑和担心，

这也正是艾比森选择“零首付”的一个

重要原因。作为LED显示屏的生产和销

售企业，艾比森不希望用首付来约束客

户的选择，“零首付”，可以让客户不

必再为产品支付定金，而是直接现货交

易，眼见为实，买得放心。

然而，在LED行业，“零首付”，

必须要有相当的实力。经过多年的经营

和发展，艾比森公司拥有了雄厚的资

本，不必依靠客户的首付做生产资金的

周转，这是“零首付”存在的必要前

提条件。同时，艾比森公司是国内少有

的建立了LED封装生产线的显示屏生产

企业，自主研制封灯技术，艾比森LED

显示屏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不仅有

效保证了产品的品质，同时保证了每月

3000㎡常规产品的现货供应，客户再也

不用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产品提前

买单，省去诸多后顾之忧。

《中国光电》：越来越多的光电企

业开始或者已经上市，请问贵公司是否

有这方面的打算或计划？

任总：艾比森正在紧张筹备上市工

作。事实上，“深圳市艾比森实业有限

公司” 于2010年12月16日正式更名为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公

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6000万元人民币。

艾比森公司顺利完成了股份制改

造，标志着公司在上市发行股票的道路

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具备了成为一

家公众公司的前提条件。股份制改造

的顺利完成，也使艾比森公司整个法人

治理机制得到了全面的完善，公司新建

和完善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诸如《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等等。

但是我们认为，上市不能作为目

的，也不能作为圈钱的借口，它只是公

司发展的一个过程。

《中国光电》：对CIOE的展会和

论坛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任总：CIOE我们已经参加过很多

次了，我们也是与CIOE一同发展起来

的，关于CIOE我有两点建议。一是一

定要加强现场声音的管理，不要让声

音太过嘈杂，这样也可以帮助展商营造

一个舒适的商务环境，方便客户相互交

流。二是希望展会主办方建立参展商的

资信评估体系，比如根据企业参展次

数、付款等情况纳入资信体系，让好的

企业得到更好的展示机会，得到更好的

展会服务等。



TECHNOLOGY

技术

2011年第2期26

一、技术特点

真
空角阀作为真空系统的一种重要阀门组件，由于焊接

波纹管等新技术新材料的引入，使其密封等级、使用

寿命等各项性能符合或远超过JB/T 6446-2004有关电磁高真

空挡板阀的相关要求，其中无油气的结构设计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可适用于更加广泛的高科技领域。主要有：

1. 达到高真空等级

适用于低于一个大气压至5*10-4Pa真空度范围，经氦质谱

检漏仪确认，漏率小于1.3*10-7Pa.l.s-1，目前在高真空系统中

具有广阔的推广空间。

2. 无油气

其它同类阀门因阀座、阀杆、活塞等部件都会使用润滑

油，在高真空度环境下这些润滑油气的混入会对整个系统工

艺造成不利影响。本真空角阀由于在结构上的改良，实现了

无油密封，特别适用于半导体、微电子、精密机械等行业中

的干法清洗 (依靠等离子体中活性粒子的“活化作用”达到去

除物体表面微尘、金属离子及有机物等，也称气体清洗) 系

统。上述干法清洗由于在环境污染及生产效率等方面的明显

优于传统的湿法清洗（用酸碱液或超音波清洗）而正迅速发

展并应用于上述行业中。

3. 使用寿命达三十万次

其它同类阀门的使用寿命只有3~5万次，本真空角阀在一

分钟两次启闭的频率下，曾测试到三十万次之后才发生泄露。

二、技术简介

1. 焊接波纹管的应用

其它同类真空角阀在用阀杆、活塞密封时，润滑油在高

真空下容易被气化并带进系统，特别是在微电子、半导体等

行业的干法清洗系统中，不允许存在油气污染产品的可能 。

如下图所示，波纹管的一端

跟上阀盖焊接在一起，另一

端 通 过 扣 式 连 接 与 阀 杆 连

接，从而实现阀杆与真空系

统 的 隔 离 ， 避 免 油 气 的 进

入。

右图中焊接波纹管1上部

与上阀盖2焊接，下部与挡板

【摘要】：源于采用高性能焊接波纹管的技术设计及应用水平，并替代真空角阀之活塞功能，实现了真空角阀长效

无油密封应用技术的成功典范。

【关键词】：焊接波纹管，无油气，高真空

真空角阀的技术革命
                     ——焊接波纹管在真空角阀上的应用

□   文 /  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王正巧   姚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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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焊接，所以上述真空角阀的驱动机构3内活塞及阀杆4与真空

系统完全隔离开来，彻底解决了活塞及阀杆润滑油的污染问

题。

2. 焊接波纹管材料的选择

除要求耐高温、耐腐蚀之外，还要求波纹管有足够的

刚度。本真空角阀用波纹管采用高性能的AM350不锈钢为材

料，除具有极耐腐蚀的特点外，其弹性及抗拉强度也都是较

好的。表一是几种主要的焊接波纹管材料对比情况。

3. 焊接波纹管的设计

波纹管总的变形量固定，增加波片的数量，减少每个波

片的变形量可以延长波纹管的寿命。但是增加波片的数量，

材料
密度

g/cm3
热膨胀系数
X10-6/K

弹性模量
X104MPa

屈服极限
MPa

抗拉强度
MPa

备注
（相当于国产品）

热处理的AM350 7.75 3.83 20.99 1171.89 1399.41 0Cr15Ni7Mo2A1

HastelloyC 8.94 3.9 20.49 469.74 885.54 Ni56Cr15Mo17Fe5SW4

Incone1718 8.19 4.39 20 1068.92 1274.86 GH169

加长波纹管也会导致新的问题，比如因振动剧烈碰撞、有气

流时波纹管向旁边弯曲变形导致破坏等。所以波纹管的设计

要结合长度、形变、波片数量等各方面因素。

三、结语

该真空角阀结合我司多项专利，并在2009年获得江苏省

高新技术产品荣誉称号，同时广泛应用在光电、溅镀行业，

每年需求量逐渐上升。

参考文献

胡剑英 《焊接波纹管在热声机械中的应用》 中科院理化所

JB/T 6446-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表一

昆山新莱洁净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CIO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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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聚
合物光子学是光子学和聚合物科学交叉形成的前沿学

科，研究内容从单一分子到凝聚态体系，从简单波导结

构到复杂波导结构，从宏观性质到亚微观性质，从线性到非线

性的各种光子学基本规律和特性，研究工作最终实现优良的

光信息传输、显示、调控和存储等分立器件和具有复合功能的

光子集成器件。近年来，有机聚合物光子集成器件的研究已取

得了很多的成果，在有机聚合物光波导器件材料、有机聚合物

光子集成器件及制备工艺等方面都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1、有机聚合物光波导器件材料

有机聚合物光子学材料是一类可对光子进行产生、传

输、调制、显示和存储的一类新型聚合物功能材料。它既符

合光子学要求，又具有聚合物材料可进行分子裁剪、凝聚态

结构可控、生物相容和柔性易加工的特点。它不同于无机光

子学材料研究，是近十多年来才逐渐展开，并迅速成为一个

活跃、充分体现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与无机材料相比，聚

合物作为光子材料具有以下的优点：一是结构的多样性，可

以根据需要通过分子设计进行合成和裁剪，制备出特定的功

能材料；二是在红外至毫米波段，具有低色散；三是在微波

频段，具有低介电常数，容易实现光波与微波的相速匹配，

可使电光器件获得大调制带宽；四是具有高的光热系数和低

热传导率，柔韧性强，造价低廉，可加工性好[1]。

1.1 低传输损耗聚合物研究状况

传统的聚合物光波导器件材料应用的最大障碍是在近红

外波段（1.0－1.7μm）的传播吸收损耗，比如聚甲基丙烯酸

甲酯（PMMA）、聚苯乙烯（PS）、聚碳酸酯（PC）等，

虽然在可见光范围内都是性能优异的光学材料，但它们不适

用于光纤通信波段，主要原因是分子结构中含有的C－H或

O－H键的振动会引起光在近红外区域的吸收[2]。为解决这

一问题，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是用较重的原子，比如氘、卤

素（如氯、氟）等代替氢，通过调节取代基的含量，可以减

小或完全消除C－H键的振动造成的传输损耗。对于O－H键

【摘要】：聚合物光子学是光子学和聚合物科学交叉形成的前沿学科，并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它涉及到光的产

生、传输、控制、存储、显示等，并由此形成了诸多相关有机聚合物光子集成器件。本文介绍有机聚合物光波导器件材

料的发展与有机聚合物光子集成器件的应用，并简单介绍了我们在有机聚合物光子集成器件方面所作的一些工作。

【关键词】：光子学，光子集成，有机聚合物光波导材料，有机聚合物光波导器件

有机聚合物光子
集成器件研究与发展
□   文 /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刘永智，廖进昆，陆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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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吸收，主要解决方法是在分子结构中尽量减少O－H

键，同时应该使聚合物有较小的吸水率。当前研究的波导型

器件用材料主要是低传输损耗聚合物，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及其衍生出来的氟化物和氘化物，耐高温的氟化

聚酰亚胺，交联聚芳醚和聚硅氧烷等[3]。

1.2 二阶有机电光聚合物研究状况

二阶有机聚合物体系研究的重点是线性电光系数的大小

和在一定温度下和相当长的时间范围内保证发色团偶极子的

非中心对称取向的稳定性。对聚合物体系的研究涉及众多高

分子种类。从结构特点来看（发色团分子在聚合物体系中的

存在方式），极化聚合物体系可分为两大类型：主客型和键

合型。后者又可分为侧链型、主链型、交联型[4-6]。

主客型(Guest-Host)有机聚合物系统也叫掺杂型有机聚合

物系统，是人们最早研究的极化有机聚合物系统。把有机非

线性发色团作为客体掺到有机聚合物主体中形成的系统就是

主客型聚合物系统。主客型有机聚合物系统几乎适用于一切

有机非线性分子，容易合成，成本低廉，成膜性能好，容易

形成光学薄膜波导，且容易同其它器件集成。然而，由于发

色团客体是以自由分子的形式掺到主体有机聚合物中的，不

可避免会出现许多不利的问题，如以自由分子形式存在的发

色团的驰豫，掺杂浓度低，发色团凝聚（结晶）和相位分离

引起的光学损耗增加，系统的玻璃化转变温度降低，极化过

程中发色团分子的升华等等。正是由于这些问题限制了主客

型聚合物系统的实际应用。

侧链型(Side-Chain)有机聚合物电光系统是把发色团挂接

到有机聚合物的主骨架上而形成的聚合物体系。相对于主客

型有机聚合物系统，这种有机聚合物系统有很多优点：由于

发色团被挂接到主链上，发色团浓度可以非常高，不会出现

结晶、相分离和浓度梯度；极化后发色团的转动活性受到主

链的牵制，驰豫速度将慢得多；大多数情况下侧链系统的玻

璃化转变温度将比主客型有机聚合物系统高。

主链型(Main-Chain)有机聚合物系统是指用化学的方法把

发色团插入或部分地插入到聚合物的主链中，成为主链的一

部分。与侧链型聚合物系统比较，主链型聚合物体系在极化

或驰豫过程中，就需要带动很长的一段主链，相对而言，对

这个系统中的发色团极化要困难些，在低于玻璃化转变温度

时，序列化的官能团驰豫也困难的多。主链型聚合物在延展

性和机械强度方面比侧链型聚合物系统有所提高。

交联型（Cross-linked）体系通过热交联或光交联来增强

聚合物链的相互作用，提高聚合物非线性光学(NLO)响应的

长期稳定性。其原理为在极化过程中或极化后来完成交联反

应，形成三维聚合物网络，聚合物的局部链段不可移动或很

难移动，从而锁住已经取向的发色团分子。因此，交联型聚

合物的取向稳定性较好。

图1为反映了电光聚合物电光系数的增长情况，由图可

见，目前电光聚合物AJ600的电光系数已超过400pm/V。

图1 聚合物电光系数的增长情况                                                                 图2 有机聚合物AWG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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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三阶有机电光聚合物研究状况

三阶非线性光学材料主要用于全光信息处理、高速光开

关、光学限幅等方面，要求材料不仅有大的三阶非线性光学

系数，而且还应具有极高的响应速度。具有共轭链的聚合物

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7]，实验表明，它有大的非共振三阶

非线性极化率和超快的非线性光学响应时间，这些特性可以

随着其主链和侧链的变化而改变。

2、有机聚合物光子集成器件

目前，有机聚合物材料已经被使用制作阵列波导光栅复

用器(AWG)、光开关 、电光调制器[8-10]等。可以看出，有机聚

合物器件几乎已经涉及了光电子的各个领域。随着光通信系

统和光电子器件的飞速发展，有机聚合物光子集成器件的研

究必将更具有吸引力。下面分别简要地介绍几种典型的聚合

物无源和有源器件。

2.1 波导型器件

非晶态聚合物一般在宏观上具有光学各向同性，其波导

器件具有光偏振不敏感性质，在各种波导器件中减小了由偏

振相关引起的损耗和双折射色散。AWG和光波导延迟线都属

于这一类的器件，图2为AWG实物图，图3为光波导延迟线实

物图[11]。

2.2 热光开关器件

聚合物普遍具有较高的热光系数，比二氧化硅高一个量

级，是很好的热光调制材料。可以应用在热光开关及开关阵

列中。目前已经有MZI(Mach-Zehnder Interferometer)型热光开

关和各种数字开关(Digital Optical Switch，DOS)，在消光比、

串扰、消耗功率和响应时间等参数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并且在温度及湿度稳定性方面的提高使得聚合物光开关已经

进入市场的发展阶段。利用热光特性还可以制作可调谐器

件，如可调谐AWG和可调谐滤波光栅等。当然热光特性也给

聚合物器件带来较大的温度不稳定性，受到环境温度较大的

制约[12]。图4为有机聚合物可调谐滤波光栅实物图。

2.3 电光调制器

当聚合物中掺入或挂接非线性分子并通过极化使其同相排

列时，聚合物将具有很大的非线性系数，利用此电光特性和较

图3 有机聚合物光波导延迟线实物图 图4 有机聚合物可调谐滤波光栅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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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介电常数，使极化聚合物电光调制器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宽

的调制频带113GHz[13]，这是电光调制器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结果。2008年，美国Lumera公司宣布其基于聚合物

电光技术的100GHz调制器成功通过Telcordia可靠性标准测试，

其半波电压为5v，插入损耗为7dB，图5为实物图。lumera公司

的合作者华盛顿大学的知名学者Larry Dalton表示，“传统的晶

体材料调制器在你降低驱动电压的时候带宽也受到压缩，为了

解决这个难题，Lumera采用电光聚合物材料，这是目前已知的

最好、最正确的解决方案，这种调制器可以在采用低驱动电压

的同时提供极高的带宽。”他认为电光聚合物调制器技术大规

模使用的时机已经到来。

2.4 有机聚合物集成光学RF移相器

在相控阵系统中最常用来产生延迟和控制相位的方法有

两种：真实时间延迟法和移相法。绝大多数常规相控阵目前

所采用的就是移相法，它是利用电子移相器如PIN二极管移

相器、铁氧体移相器以及SBT移相器来实现波束控制。因为

来自每个天线单元的辐射都存在相移，而辐射方向与微波频

率成函数关系，每当频率发生变化时，阵列天线的辐射方向

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在同时发射多个频率时，采用移相法就

会出现波束偏斜等问题。另外还存在诸多弊端，例如移相器

笨重、成本高等。为此，基于集成光学的移相器已经成为了

研究的热点。通过采用集成光学移相器，光载波频率极高，

信号带宽相对光载波频率极小，因而允许加载高频信号，从

而可以解决带宽窄、扫描角度小的问题；同时能够精准地提

供光学移相，这是高性能相控阵雷达系统进行无偏斜、宽瞬

时宽带工作的关键，只有用光学移相技术，才能实现与频率

无关的有效的单元矢量累加（在接收模中）或分配（在发射

模中）；此外集成光学技术的发展使系统重量减轻、体积减

小、无相互辐射干扰、抗电磁干扰和抗电磁脉冲的能力强，

极大地提高了雷达的生存能力。

1999年Sang-Shin Lee， Anand H. Udupa， Hernan Erlig等

人利用有机聚合物材料CLD2-ISX制成了移相器[14]，图6为其

实物图，其对16GHz的信号移相108°所要调节的DC控制电压

为7.8V左右。2003年，Jeehoon Han等人在单片上同时集成了

移相器单元和四路相移控制单元，该移相器在20GHz线性移相

范围超过360°，并且器件的线性度和RF功率平坦度等性能也

大有提高[15]，器件的尺寸为3.8 cm ×0.5cm。图7为器件的实物

图。

3、有机聚合物光子集成器件制作工艺

作为新近发展起来的光电子材料，聚合物完全不同于已

有的具有规则结构的晶体材料，它是一种非晶态的固体，具

有一定程度的柔韧性和可塑性。与半导体材料采用MOCVD、

MBE和CVD等生长方法不同，聚合物材料主要使用旋转抛涂

法来制备薄膜。同时，在聚合物器件的制备中也用到了半导

体中的一些现有工艺，这也是聚合物能够迅速制备成器件的

基础。但因聚合物材料所具有的许多特殊的性能，所以在波

图5 100GHz有机聚合物电光调制器

图6 CLD2-ISX移相器实物图

图7 多路移相器的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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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制作工艺上与传统的半导体材料具有一定的差别。当前聚

合物光波导及其器件的制作工艺主要有以下5种方法：

①光漂白技术：这一方法是利用某些聚合物材料所具有

的光敏成份在光照的条件下发生光化学反应，最终在曝光部

分和未曝光部分形成折射率差，从而获得所需的光波导。

②反应离子刻蚀技术或电子回旋共振刻蚀技术：这一

方法并不改变材料的折射率，而是利用传统的半导体工艺中

的等离子体干法刻蚀技术直接在聚合物薄膜上刻蚀出所需的

波导。电子回旋共振刻蚀技术是其进一步的改善，它能提供

更加高度控制的离子，从而获得侧壁更为光滑的高质量的波

导。

③激光直写技术：利用355nm的近紫外波长的二极管泵浦

固体激光器进行直写，光敏聚合物经过紫外激光照射成型后

溶解掉未经照射的部分便得到波导。这种方法无需采用掩模

工艺步骤就可以用于单模波导的制作。

④空间选择极化技术：这一技术利用了聚合物材料在极

化后，其偶极取向将使得极化方向的折射率会稍微增大的特

性，从而通过对聚合物薄膜的特定区域进行极化便可获得所

需的光波导。

⑤微纳米模压技术：这一技术包括通过在图案化的硅模

板上注入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成型后得到PDMS膜板构

造，然后利用制作的PDMS膜板通过压印等一系列的方法，灵

活的在不同基底上复制出预期的图案。

4、有机聚合物光子集成器件的应用

如图8所示，聚合物可以用来制备高速电光调制器、波导

放大器、光开光等光子集成器件，下面简单介绍这些器件的

应用情况[16-19]。

4.1 聚合物电光调制器在CATV中的应用

CATV传输系统的功能是将中心站各种电视信号转送到众

多的用户或收集系统的信息并返回到中心站或中间站。1993

年Smith等人报道了他们第一个有机聚合物电光调制器。这个

调制器成功地用于光学传送和接收6个无线电频率的电视信

号，电视图象的颜色和声音逼真。其后，TACAN公司的王等

人在商用CATV外调制系统中，试验了他们的封装好的聚合物

调制器，在模拟信号传送中，使用了从55.25到313.25MHz载

波的40个频道的NTSC CATV，测量得到的信噪比为50dB。这

与他们通常从铌酸锂外调制器得到的结果相当。在1997年，

南加州大学成功地制备和表征了响应超过110GHz的大带宽聚

合物调制器。这个原型器件被用于传送了80个频道的NTSC视

频信号，信噪比高于53dB。

4.2 用于计算机系统互连的聚合物调制器阵列

随着计算机处理速度继续增加到超过100MHz，在信息处

理机以及到外部设备之间的数据传送，经常成为限制因素。

近来，人们研究用激光二极管和调制器阵列来进行平行互

连。由于低的电容，本能的高速和可高度集成的性能，聚合

物调制器对于这种平行互连是特别有吸引力的。

4.3 调制器和光开关在相控阵技术中的应用

相阵列雷达系统是一个通过电操纵光束的相位移而进

行接收或发射信号的天线阵列。它具有高的方向性、高灵敏

度、快速、易控和维修容易等许多优点。可快速定位的相控

阵光学时间延迟网络是各种应用的关键组件，而光开关、调

制器和波导是延迟线的主要部件。

4.4 聚合物热光开关在热调通讯器件中的应用

聚合物热光开关在热调通讯器件中的应用很有吸引力。

图8 基于有机聚合物的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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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器件中，毫秒级响应是足够的。它们可以被用于在数

字交错联结、并联的网络系统或电缆中发送高比特光学讯

号，在地区网络中开关电缆电视。它们还可以用于如象计算

机光学控制板上的开关操作和自动化汽车线控系统的信号发

送等。

4.5 聚合物光学互连技术

在国防先进研究项目办公室(DARPA)的资助下，Allied 

Signal公司开展了制作适合航空电子器件用途的聚合物光学线

路板(backplanes)，并且使用聚合物波导开发高速数据光学互连

系统。

5、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现状

电子科技大学是国内最早从事集成光学研究单位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计划以及

其他国家项目的支持下，就开始了铌酸锂与玻璃光波导器件

的研究，近几年又开始对硅基和聚合物基光波导器件进行研

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集成光波导器件的理论分析、模拟仿

真、器件设计、器件工艺和器件测试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十一五”期间，开展了有机聚合物光波导基础与高速调制

器研究，同时与美国Corning公司合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已制备出Y分支波导、条形脊波导电光调制器等器件，获得

6.2V的半波电压（图９）。研究中建立了有机聚合物光波导传

输损耗的测量系统。图15为利用液体耦合法测量有机聚合物

光波导传输损耗的系统图。液体耦合法是在棱镜偶合法的基

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利用折射率高于波导芯层的液体来取代

输出耦合棱镜，将波导中传输的导波光耦合出后进行测量，

该法可获得高的测量精度。与此同时建立了有机聚合物极化

系统。经过处理的聚合物在宏观上便表现出二阶非线性光学

效应，图16为搭建的接触极化实验系统。

研究中我们还建立了基于简单反射法的电光系数测量系

统（图17）。简单反射法由Teng和Man于1990年提出的，其原

理是在正交偏振系统中，测量s光和p光通过极化聚合物后的干

涉情况来测量聚合物的线性电光系数，目前该法是采用得较

多的测量线性电光系数的方法。

图9 条形脊波导样品                                             图10 对称Y分支波导样品                                            图11 非对称Y分支波导样品        

图12 有机聚合物电光调制器样品 图14 有机聚合物电光调制器测试曲线图13 有机聚合物电光调制器测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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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发展趋势

6.1 探索光子学聚合物的极限性质     

聚合物是人工合成材料，其分子结构可以通过化学手段

进行分子水平的裁剪。化学结构的多样性直接导致光子学性

质具有很宽的可调范围。结构与性能的关系是聚合物科学的

永恒话题。就聚合物光子学材料而言，发展新的合成方法和

新材料，从理论和实验上探索光子学聚合物的极限性质，是

设计和优化聚合物光子学器件的前提。另一方面，极限性质

的追求要受到器件稳定性的制约。两者之间的平衡要通过不

同领域专家的通力合作，在全面评价各种影响的基础上获得

器件设计的优化。

6.2 光响应性现象和机理研究    

光子与聚合物的相互作用会使聚合物发生不同层次上的

结构变化，如发生非线性电极化、吸收双光子或多光子引起

的电子跃迁、生色团分子的顺反异构、双键的可逆环化反应

等。这些结构变化会使聚合物材料表现出非线性光学效应、

光致变色、光致形变和光致质量迁移等各种物理效应。光响

应特性可用于制备具有光调制、光存储和光传感等功能的光

子学器件。有关研究可拓展物质与光相互作用的研究领域，

为新的光子学材料和器件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6.3 不同层次结构与光子的相互作用    

聚合物链结构、凝聚态结构和人工微结构（特别是聚合

物金属复合微纳结构）对光子会产生独特作用，是进行聚合

物光子学器件设计和获得优化性能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包

括采用化学和/或物理手段可控制备各种结构，研究光子与各

种结构的相互特点作用，实现光子特性的有效调控。特别是

近几年发展非常迅速的聚合物自组装结构、聚合物光子晶体

和聚合物微结构光波导提供了这一研究的基础材料，结合光

子学原理可以进一步产生新型聚合物光子学器件。

6.4 聚合物光子学器件和系统的先进制造技术

在新原理、新材料和新设计的基础上，高品质聚合物光

子学器件的实现和市场应用，需要研究发展能充分发挥聚合

物材料特点的先进制造技术，如近几年极受重视并迅速发展

的微纳米模压（Nano-imprint）、激光直写等新技术。不同于

图15有机聚合物光波导传输损耗的测量系统

 图16接触极化实验系统

 图17电光系数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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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的聚合物加工方法，聚合物光子学材料的加工要求高洁

净度和微纳尺寸稳定性。特别是聚合物结构的特殊性使得聚

合物光子学中的加工方法也不宜简单地借用无机材料光子学

（如硅光子学）的加工方法，需要在方法学上进行研究，系

统地建立新原理，新方法和新工具。

6.5 开发新原理、新器件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将光子学原理和聚合物光子学材

料特性相结合，设计和制备新型光子学器件是长期战略性任

务。目前已经有很多很好的例子，例如高速电光调制器、光

放大器、特种光纤光栅，等等。然而，光子学聚合物的独特

性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与光子学原理相结合的设计还有

待于发掘。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如下层次：一、优化聚合物结

构，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聚合物性能，如三阶非线性光

学效应等；二、建立聚合物光子学材料和原理性器件的表征

手段和系统，这对于创新研究体系尤为重要；三、结合光子

学原理，充分利用聚合物材料的独特性质，设计新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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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D 照明灯具作为第四代新型灯具，节能低碳和无污染

是其显著的优点。LED 照明以其高节能、长寿命、利环

保的特点成为大家广为关注的焦点。这几年高亮度的LED 光

源因其制造技术突飞猛进，而其生产成本又节节下降，销售价

格连续几年年降率达30-35% 。如今使用LED 光源作为高亮

度、高效率而又省电、无碳排放的节能照明光源已成为全球的

海量需求，一个以制造LED 照明灯具的新兴行业正在崛起，产

业链正在日益完善，技术正在日趋成熟。

LED 照明灯具与传统的照明灯具最大的区别，LED 照明

灯具是一个完全的电子产品，而传统的照明灯具仅是一个电

器产品。因此LED 灯具可以很方便地与各种类型的传感器关

联，从而实现光控、红外控制等多种自动控制功能。如LED 

路灯的自动开关，用一个光敏传感器就可简单实现；社区夜

间走道和庭院照明，可以用红外传感器采集人类活动信息，

自动开闭照明灯具。

LED 照明灯具开关自动控制

传感器作为信号采集和机电转换的器件，其机电技术都

已相当成熟，近几年MEMS 技术兴起又将传感器技术向小

型化、智能化、多功能化、低成本化大踏步迈进。光敏传感

器、红外传感器等各种类型的传感器都可与LED 照明灯具组

成一个智能控制系统，传感器将采集来的各种物理量信号转

换成电信号，可以经由集成电路化的AD 转换器、MCU、DA 

转换器对所采集的信号进行智能化处理，从而控制LED 照明

灯具开启和关闭。人类可以籍此在MCU 上设定各种控制要

求，控制LED 灯的开关时间、亮度、显色、多彩变幻，从而

达到省电节能的目标。传感器与LED 灯具组成的系统框图如

图1 所示。目前的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已经可以将AD、DA、

MCU 集成在一个5X5mm 或更小的封装内，安装在灯具内既

不占面积而且十分方便。

图 1 传感器与LED 灯具系统框图

光敏传感器与LED 灯具组合

风光电LED 路灯是一种高度智能化和无人值守的道路照

明灯具，利用风力、阳光发电，用蓄电池储能，因此能源的

自动管理是十分重要的。光敏传感器是比较理想的因天亮、

天暗（日出、日落）时照度变化而能控制电路自动开关的电

子传感器。图2 所示是一种光敏传感器的外貌。图3 是光敏传

感器的光敏电阻板，它对光线的明暗亮度十分敏感。图4 是光

电转换的基本原理图。光控LED 灯具照明系统工作原理如图1 

所示。

【摘要】：从技术的角度对传感器技术在LED 照明灯具应用设计技术进行分析，详细论述有关设计的方案、工作

原理和关键技术。 

【关键词】：LED 照明灯具，光敏传感器，红外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LED照明灯具
与传感器技术
□   文 /  颜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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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光敏传感器外貌

图3 光敏传感的光敏电阻板

图4 光电转换原理图

光敏传感器，可根据天气、时间段和地区自动控制商场

LED 照明灯具开闭。在明亮的白天通过减少其输出功率来降

低耗电量，与使用荧光灯时相比，店铺面积为200m2 的便利

店最大可降低53％的耗电量。寿命也长达约5--10 万小时。

一般情况下，LED 照明灯具的寿命为4 万小时左右；发光的

颜色也可采用RGB 多彩变幻的方式，使商场灯光更多彩，气

氛更活跃；与配套使用黄色荧光体的原蓝色LED 相比，配套

使用红、绿、蓝三色荧光体的紫色LED 的演色性更高。

红外传感器与LED 灯具组合

红外传感器是靠探测人体发射的红外线而工作的。主要

原理是：人体发射的10um 左右的红外线通过菲涅尔滤光透镜

增强后聚集到热释电元件PIR 上，当人活动时红外辐射的发

射位置就会发生变化，该元件就会失去电荷平衡，发生热释

电效应向外释放电荷，红外传感器(PIR)将透过菲涅尔滤光透

镜的红外辐射能量的变化转换成电信号，即热电转换。在被

动红外探测器的探测区内无人体移动时，红外感应器感应到

的只是背景温度，当人体进人探测区，通过菲涅尔透镜，热

释电红外感应器感应到的是人体温度与背景温度的差异，信

号被采集后与系统中已存在的探测数据进行比较以判断是否

真的有人等红外线源进入探测区域。

被动式红外传感器有三个关键性的元件：菲涅尔滤光透

镜，热释电红外传感器(PIR)和匹配低噪放大器。菲涅尔透镜

有两个作用：一是聚焦作用，即将热释红外信号折射在PIR 

上：二是将探测区内分为若干个明区和暗区，使进入探测区

的移动物体（人）能以温度变化的形式在PIR 上产生变化的

热释红外信号。一般还会匹配低噪放大器，当探测器上的环

境温度上升，尤其是接近人体正常体温(37℃)时，传感器的

灵敏度下降，经由它对增益进行补偿，增加其灵敏度。输出

信号可用来驱动电子开关，实现LED 照明电路的开关控制。

图5 是红外传感器外貌，图6 是红外传感器内部结构与内部

电路图。图7 是带红外传感器的LED 照明灯具，这是一款E27 

标准螺口灯头的灯具，它的电源适用范围是AC180V-250V 

(50/60Hz)，红外传感器检测范围大约在3M—15M，它的标准

产品 IFS-Bulb 3W 灯具达80 lm ，5W 灯具达140 lm 。在LED 

光源模块的中央部分嵌入红外线传感器。一旦红外传感器检

测到人的体温，LED 电灯泡将会在50 秒内自动开启与关闭。

适用于任何一种室内应用，如走廊、储藏室、楼梯和大厅入

口处。

图5 红外传感器外貌

图6 红外传感器内部结构与内部电路图

图7 带红外传感器的LED 照明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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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红外传感器应用相仿的超声波传感器近年在自动探测

移动物体中得到更多的应用。超声波传感器主要利用多普勒

原理，通过晶振向外发射超过人体能感知的高频超声波，一

般典型的选用25～40kHz 波，然后控制模块检测反射回来波的

频率，如果区域内有物体运动，反射波频率就会有轻微的波

动，即多普勒效应，以此来判断照明区域的物体移动，从而

达到控制开关的目的。图8 是超声波传感器和微处理器组合的

应用方案。

超声波的纵向振荡特性，可以在气体、液体及固体中传

播且其传播速度不同；它还有折射和反射现象，在空气中传

播其频率较低，衰减较快，而在固体、液体中则衰减较小，

传播较远。超声波传感器正是利用超声波的这些特性。超声

波传感器有敏感范围大，无视觉盲区，不受障碍物干扰等特

点，这项技术已经在商业和安全领域被使用25 年多了，已经

被证明是检测小物体运动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与LED 灯具组

成系统可灵敏控制开关。

图8 超声波传感器和微处理器的应用方案

由于超声波传感器灵敏度高，空气振动、通风采暖制冷

系统及周围邻近空间的运动都会引起超声波传感器产生误触

发，所以超声波传感器需要及时校准。表1 是关于红外PIR 传

感器和超声波传感器的性能比较。

表1  被动红外传感器和超声波传感器性能比较

温度传感器做LED 灯具的过温保护

温度传感器NTC 做LED 灯具的过温保护被比较早的广

泛应用。LED 灯具如采用大功率LED 光源，就必须采用多翼

的铝散热器，由于室内照明用的LED 灯具本身空间很小，散

热问题到目前还是最大的技术瓶颈之一。LED 灯具散热不爽

的话，会导致LED 光源因过热而早期光衰。LED 灯具开启后

热量还会因热空气自动上升而向灯头富集，影响电源的寿命

（图9）。因此在设计LED 灯具时可以在铝散热器靠近LED 光

源方紧贴一个NTC，以便实时采集灯具的温度，当灯杯铝散

热器温度升高时可利用此电路自动降低恒流源输出电流，使

灯具降温；当灯杯铝散热器温度升高到限用设定值时自动关

断LED 电源，实现灯具过温保护，当温度降低后，自动再将

灯开启（图10）。

来源：《中国电源博览》110 期

图9 LED 灯具热量富集现象             图10 NTC 过温保护方案

结语

正因为LED 灯具是一个完整的电子产品，随着LED 灯

具结构多样化、应用扩大化，随着LED 照明灯具设计的更多

的创意、创新，将有更多的传感器被结合应用在LED 照明和

亮化工程的系统中去。一个智能化的LED 照明新时代正在到

来，人类的照明生活将越来越亮堂和舒适。

参考资料 

《新型实用传感器应用指南》 颜重光等主编电子工业出版社 1998/04 《TPMS 专

用传感器模块技术剖析》 颜重光 2006-8-28 《绿色照明LED灯具驱动技术》 颜

重光 2008-9-16 《LED 灯具低压驱动技术》 颜重光 2008-9-18 《LED 照明

系统中的智能占用有传感器》 罗佳明 《中国电源博览》 110期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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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Thermostream

型号：TP04300A 

品牌：Temptronic

优 势 ： T P O 4 3 0 0 系 列 产 品 的 温 度 范 围 广 ，

从-80℃  ~ +225℃；温控精确，最小显示温度

0.1℃，温度误差±1℃；

系统性能: 

·仪器拥有触摸式的Windows 操作系统；

·能根据实际测试情况自动生成图表；

·有USB插口，可随意导出数据。

·气流：高容量(9l/s (18 scfm)) 连续的气流优选

温度转折率和生产量。

·温度控制：空气或者授予专利的待测元件双重圈直接是±0.1°C 

·典型的温度转化率:

 -55° ~  +125°C: 最多用 7 秒

 +125° ~ -55°C: 最多用 13 秒

·待测元件传感器接口: 型号 T 或者型号 K 的热量偶。

·温度设置, 显示和解决: ±0.1°C 

·温度精确度: 1.0°C ( 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协会校验) 

·远程界面接口: 三个: IEEE-488, RS232C, SOT/EOT/SFF 

名称：Thermostream

型号：TP04310A 

品牌：Temptronic

优势：TPO4300 和 TPO4310A 系列产品的温度

范围广，从-80℃  ~ +225℃；温控精确，最小显

示温度0.1℃，温度误差±1℃；

系统性能: 

·气流：高容量(9l/s (18 scfm)) 连续的气流优选

温度转折率和生产量。

·温度控制：空气或者授予专利的待测元件双重圈

直接是±0.1°C 

·典型的温度转化率:

 -55° ~  +125°C: 最多用 7 秒z

 +125° ~ -55°C: 最多用 13 秒

·待测元件传感器接口: 型号 T 或者型号 K 的热量偶。

·温度设置, 显示和解决: ±0.1°C 

·温度精确度: 1.0°C ( 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协会校验) 

·远程界面接口: 三个: IEEE-488, RS232C, SOT/EOT/SFF 

3MP710  3D播放器

·7寸狭缝式光栅立体显示屏

·800x600分辨率，全格式解码，1080P视屏播放

·2D/3D显示灵活转换，电子书与3D电影同时可以兼得

·按键操作，内置电池

·最大支持32G SD/MMC卡扩充

·单声道喇叭，立体声输出，打造完美音质效果

·内置4GFLASH，MINI USB可连接电脑

·配播放器支架，舒适观看

伯东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广州市晶华光学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12号(510760)  
电话:(86)20-82053975   传真:(86)20-82253866  
邮箱:service@joctech.com  网址:www.joctech.com  

Tel：（86）755 2547 3927  
Fax：(86) 755  8250 3439
E-mail：samiya-xie@hakuto.com.hk 
Web site：http://www.hakuto.com.hk/sz/main.asp 

显示屏
型号 3MP710
显示屏 TFT＋狭缝式光栅 3D显示屏
屏幕尺寸 7inch
2D/3D切换 支持
分辨率 800x600
2D亮度 400cd/m2
3D亮度 120 cd/m2
2D对比度 400：1
3D对比度 440：1
2D可视角度 130°（H）110°(V)
3D可视角度 TBD
观看方向 6 O’ CLOCK
3D光栅 PIXEL/RL TYPE
3D视点数 2VIEW

主要功能

视频格式支持
RM、RMVB、AVI、DIVX、MKV、MOV、HDMOV、MP4、M4V、
PMP、AVC、FLV、VOB、MPG、DAT、MPEG――1080P/30PF

支持音频格式 MP3、WMA、AFE、FLAC、DTS、AAC、OGG、AC3
图片格式支持 JPEG（不限制大小）；GIF、BMP、PNG――（最大2.5M像素）
支持电子书 TXT，C，LRC
3D格式支持 SIDE BY SIDE
支持存储介质 SD/MMC，最大扩展到32G
内置FLASH 4G/8G可选
功放 最大1W，单声道
接口 耳机立体声输出，DC 5V 3A输入，MINI USB插座
控制方式 电源硬开关，按键操作，无遥控器
特殊功能 2D虚拟为3D显示，实时转换
电池 3200mAH/3.7V电池，3小时连续工作
附件 5V/2A/100V-240V充电器，站架
本机功率 5W
工作温度 -10°C---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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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台式、模块式、1U机架式结构可选

◆高功率输出：最大功率可达20mW

◆超宽带工作带宽：最大可达650～1700nm 可选

◆在光谱范围内具有极好的平坦度

◆独创多只SLED拼合设计技术

◆高稳定性和高可靠性

◆采用微处理器控制操作智能化

◆LCD显示

小型化ASE光源模块 

应用                          

◆光纤传感系统                              

◆光纤陀螺                                   

◆国防军事研究                       

◆无源器件测试、生产         

◆光纤通信

特点

紧凑结构：90×70×15mm

高功率输出：最大功率可达50mW

宽工作带宽：可覆盖C-Band或/和L-Band

在光谱范围内具有极好的平坦度

单+5V或+3.3V供电可选

高稳定性和高可靠性

具有高精度的ATC和APC控制电路

可为用户定制各种功率与谱型

采用微处理器控制操作智能化

平坦度<1.5dB

FTTH系统用高功率光纤放大器

应用

●模拟CATV传输系统

●FTTH光接入系统

●光功率分配系统

●自由空间光通信

●教学科研领域

●相关合成

●教学科研领域

 

特点

● 超 高 功 率 输 出 ： 可 达

2W的总输出功率，1台可带

2000～4000个光节点

●低噪声系数：+5dBm输入时低于5.5dB

●宽增益谱1540～1565nm

●平坦化处理可选

●可控性和可操作性强:双CPU分别处理底层控制环和上层界面

●高稳定性和高可靠性：MTTF＞150000小时

●3U台式机架式、1U机架式、模块式

●完善的网管接口：以太网、RS-485和RS－232网络接口

●智能化温控系统：采用专用控温芯片，散热和功耗比常规产品降低30％

●独创高效激光器控制电路

●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OEM定制产品

●所有性能符合Bellcore GR-1312-CORE 要求

 

SLED超宽带光源

应用

◆光纤传感系统

◆光纤陀螺

◆国防军事研究

◆无源器件测试

◆实验室测试

上海拜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张江蔡伦路150号4号楼4楼   邮编：201210
电话：021-58550298-608,58550398
传真：021-58551092
邮箱：hmei@bapho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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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60 / 140系列多功能铣磨机及SPS60 

/ 140多功能抛光机的构造特点：

·极其紧凑的整体聚合花岗岩（整个外壳）结构，

抗震、耐腐蚀、热膨胀低、稳定性高

·革新的模块化组合系统。可升级设计，最多5轴数

控，便于将来灵活投资

·万能的360°旋转工具头具备多重功能

·创新的双工具轴设计，最多可配置2个双工具轴4

把刀具

·可选第2个工件轴（或修模轴）

·感应直线马达快速水平运动

·水冷直接驱动主轴保证高精度加工

·大而明亮的工作舱密封设计

·Bosch MTX数控系统，15”触摸屏操作面板

·图形用户界面，全方位3D仿真加工过程

·综合质量控制系统IQS用于矢高测量及磨轮损耗

自动补偿

·组合液压膨胀接头的工件装夹系统，适合机械夹

盘、真空吸附及粘接夹具

·机床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便于操作与维修

·工件自动装及翻面实现完全双面加工

SPM60 / 140系列多功能铣磨机标准应用：

·球面的粗磨及精磨

·磨边、多角度倒角 

·G-code代码编程

·铣磨机内修抛光模

·加工过程全方位3D仿真

可选：

·非球面铣磨具备杯形磨轮（离轴、同轴）及

碟·形磨轮3种模式，通过3种铣磨模式的优缺点互

补，最优化各种形状的非球面加工

·机床内在线测量非球面轮廓并自动修正的OMM

系统

·铣磨表面光滑处理Smoothing软件（预抛光） 

·捞球

·非对称外形的加工  

·CAM软件界面  

SPS60 / 140系列多功能抛光机标准应用：

·Synchrospeed 模式抛光常规球面

·大孔径角及大口径镜片采用Variospeed模式抛光

·2步抛光功能

可选：

·ASP-Tool工具抛光非球面

·ADAPT非球面确定性自适应抛光技术修正非旋

转对称误差

先利士劳尔亚洲有限公司

香港真明丽集团
（股票代码：香港01868.HK/台湾911868.TW）

广东银雨芯片半导体有限公司
中文网址：http://www.neo-semi.com      http://pro.neo-neon.com/
英文网址：http://www.neo-neon.com
电话：(86)750-8300941 8318872

地址：香港九龙九龙湾启祥道9号信和工商
           中心3楼21室
电话：（852）2756 7711  
传真：（852）2796 6175
Email：asia@satisloh.com
网址：www.satisloh.com

香港真明丽集团

产品特点：

·户内外应用

·高亮度、长寿命

·百分之百测试分选

·波长和光强良好的一致性

性能参数 符号 测试条件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正向电压 VF IF=20mA 2.9 3.8 V
反向电流 IR VR= 5V 0 1 μA
主波长 λd IF=20mA 450 470 nm

发光强度 IV
BS3

IF=20mA
50 70

mcdBS4 70 90
BS5 90 110

反向电压 VR IR=10μA 10 V
半波宽度 Δλ IF=20mA 25 nm
最大电流 IMAX DC 10 mA

芯片尺寸 185±25μm *230±25μm（7*9mil）
芯片厚度 80±10μm
焊盘尺寸 82±10μm
P 电极 金
N 电极 金

物理参数：

光电参数（25℃）：

蓝光芯片产品（规格：NNBC97CC-###）

其它说明:

·芯片封装工艺的温度不得超过270℃，
   持续时间小于10 秒。
·该产品属于静电敏感元件，产品传输和
   封装过程中应有静电保护措施。
·亮度值是基于真明丽晶片厂裸芯测
   试台。
·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特殊规格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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