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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PON 接入网络

展位号 6D01
邮箱：sales@azurioptics.com 艾锐光电1577nm DML助力POL

传统方案：烟囱式网络，大量机房和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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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方案：一张光纤网络减少机房和布线Passive Optical LAN - 全光园区/企业网解决方案

◆  10G-PON取代传统交换机级联

◆  光纤取代铜线

◆  节省空间，降低能耗

DML应用优势

◆  遵循10G-PON国际标准，依托FTTH成熟产业链

◆  无TEC封装，满足1577nm波长要求（Patented）◆  无TEC封装，满足1577nm波长要求（Patented）

◆  低成本、低功耗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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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行业应用
  助力产业互联

3,000+展商 70+会议 95,000+观众

一站看遍通信、光学、激光、红外、传感
等光电产业大融合。

产业
融合

汇聚光芯片、光模块、光学镜头及模
组、AR&VR、机器视觉、3D视觉、激光
雷达、红外热像仪、激光器、太赫兹、
紫外等高技术产品，看趋势，看发展。

前沿
技术
前沿
技术

重点展示光电在通信、制造、消费电子、
能源、安防、半导体、医疗、照明显示、传
感等行业应用领域核心技术、生产制造
设备等。

九大
应用
九大
应用

光电学术、产业、终端应用大咖齐聚，
高效拓展人脉，快速搭建商贸桥梁，达
成商业合作。

人脉
拓展
人脉
拓展

聚齐国内光电科研院所、高校和高新企
业，展示先进的科研技术，看研究成果再
现新突破。

科技
创新
科技
创新

2021年9月16-18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CIOE 官方微信号

CIOE 中国光博会
——科技、融合、未来发展成关键词

汇 聚光电硬核科技，极具规模影响力和商机的第 23 届中国国

际光电博览会（CIOE 中国光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中

心举办，展示总面积达 16 万平方米，开启 1-8 号展馆，覆盖信息

通信、精密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激光、红外、紫外、传感等产

业链，全球 3000 多家光电企业携创新技术及产品向业界闪耀发布。

展馆分布清晰明确，提升参观体验
【信息通信展】全链展示通信产业最新趋势，聚焦电信与数通市场最

新发展，探索 5G 光网络最新行业应用。特设 8 号馆为综合布线馆、6 号

馆为通信器件模块馆、4 号馆为通信系统设备馆。信通院、运营商悉数

亮相，共话行业发展方向。

【精密光学展 & 镜头及摄像模组展】垂直整合光学产业链，从光学产

业到应用，无缝连接。特设 7 号馆为镜头及摄像模组馆、5 号馆为精密

光学加工馆、3 号馆为精密光学加工馆、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馆，聚焦

光学在消费电子、半导体、安防、医疗、智能驾驶、先进制造等多领域

的最新发展。

【红外技术及应用展】1 号馆全链展示红外最新材料、器件、设备及

应用，聚焦红外技术在安防、电力、能源、消费电子、无人机、智能驾

驶等多民用领域的最新应用；为推动紫外 LED 产业链上中下游融通发展，

特设“紫外技术及应用展区”。

【智能传感展】1 号馆展示激光雷达、3D 视觉、工业传感器及测量、

光纤传感器等核心技术，聚焦传感在消费电子、智能驾驶、智慧安防、

智能制造、智慧物流、医疗等领域的最新应用；特设“3D 视觉体验区”，

打造沉浸式场景体验。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2 号馆全链展示激光产业最新趋势，聚焦

激光技术在工业加工、智能制造、激光通信、半导体、医疗美容等领域

中的创新应用。

【光电子创新展】2 号馆汇聚全国知名科研院所、高校、孵化企业的

光电创新产品和技术，集中展示中国自主研发力量。

聚焦“东莞制造”，超百家东莞企业推动产业新发展

随着上下游产业链的进一步集聚，“东莞制造”核心竞争力也在显

著加强。今年 CIOE 中国光博会上东莞将有超过 100 家的企业华丽亮相，

共同打造“东莞制造”品牌。

同期 70 多场系列会议，展与会的精彩结合
同期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将举办 70 余场会议，以产业、学术、

应用多维度解析光电技术及市场未来发展趋势。

【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论坛】聚焦智能化光网络、下一代光传送承载技

术挑战，千兆光接入技术，云数据中心光互连及高速光模块应用，新一

代光电子芯片集成及光模块、光器件等关键技术等技术话题，与信通院、

运营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设备商以及核心部件厂商共话通信产业最

新发展。

【第八届全球光学智能制造（深圳）高峰论坛】话题涵盖光学技术及应

用新风向、医疗内窥镜、手机及汽车摄像头模组、超构表面技术、光学

真空镀膜等，以光学领域中的热门应用与关键技术为双拉手，为光学技

术产业人士带来最新风向信息。

【CIOE & Yole 国际高端论坛】由国内外行业大咖组成的豪华演讲嘉

宾阵容，聚焦于汽车成像 & 激光雷达、光收发器 & 硅基光电子技术、消

费级 3D 传感热门领域，分享行业资讯和市场趋势。

【激光行业技术与应用创新峰会】探索激光在汽车、新能源电池、5G

及 3C 电子领域的创新应用，全球激光行业知名科研及企业专家、知名

调研机构分析师、证券分析师等齐参与。

【红外产业技术及市场发展前沿论坛】分别从产业链技术发展以及市

场应用的角度，国内外知名科研院所专家及行业知名企业高层汇聚一堂，

共同探讨红外产业的发展新机遇。

【光 + 应用论坛】联合知名媒体及行业协会共同举办一系列应用会议，

围绕 AR/VR、机器人、激光雷达、智能座舱、智能家居、智慧安防、

5G、工业互联网、3D 视觉等话题展开探讨。

CIOE 中国光博会与您共同见证，共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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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
应用
九大
应用

光电学术、产业、终端应用大咖齐聚，
高效拓展人脉，快速搭建商贸桥梁，达
成商业合作。

人脉
拓展
人脉
拓展

聚齐国内光电科研院所、高校和高新企
业，展示先进的科研技术，看研究成果再
现新突破。

科技
创新
科技
创新

2021年9月16-18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CIOE 官方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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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快激光于超精细加工中展现巨大应用前景
——访浙江大学教授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纳光子学研究所所长邱
建荣

立足光电技术创新，积极推进高质量双创发展
——访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务委员孙守红

浙大戴道锌：硅基光电子凭借其 CMOS 兼容性及
高集成度独有优势迈向大规模集成

激光制造技术助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
强国”飞跃
——访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激光智能制造技术研发
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杨上陆研究员

P14

P16

P20

P22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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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快激光于超精细加工中展现巨大应用前景

记者：王雅娴

邱建荣，浙江大学教授，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纳光子学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光学材料与器件、激光与材料的相互作用。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硅酸盐学会理事、特种玻璃分会副理事长；中国
激光杂志社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执行主编，中国硅酸盐学报副主编。
美国光学学会 Fellow。

前 言：微 纳光子器 件的高 精度、低损 耗 加工 对于其 在光信号处 理、量子计 算、微 波光子学 等方向的应用

具 有 重要意义，可以大幅度 地 提升高性能计算 机光 互 连网络的带宽、延 迟、功耗、集成 规 模等性能，为我国

高性能计算机未来的高速发展光 互连网络奠定了重要的微 纳光电子技术基 础。近期《中国光电》记者采访到

了浙江大学 教 授，光电 科 学 与工程学院微 纳光子学 研究 所所 长邱建 荣。邱 教 授为我们分享了光电 材料 领域

的研究热点等相关情况。

——访浙江大学教授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纳光子学研究所所长邱建荣

邱建荣  浙江大学教授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纳光子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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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电》: 请分享下选择如今所在行
业的初衷和契机。

邱建荣： 我大学时候学的是无机非金属材

料，硕士研究生期间学的是材料物理，博士研

究生期间学的是材料科学，主攻方向是相对比

较传统的玻璃材料。在日本京都大学工作期间，

接触到新型光功能材料以及超快激光，机缘巧

合，选择确定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现在我的

研究方向为玻璃与光纤材料，发光与非线性光

学材料，激光与材料的相互作用（超快激光制

造与激光 3D 打印）。方向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有

所调整，但主要还是做自己想做的，该做的，

能做的，对社会有益的事。

《中国光电》：所在的行业目前有哪些行
业热点，您是怎么看待它们对行业发展的推
动？

邱建荣：光电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譬如微纳

光电子材料像等离子激元，拓扑绝缘体，半金

属等等，可以说方兴未艾。我所从事的小领域

热点有宽带光放大材料，纳米上转换发光，长

余辉发光材料等等。超快激光制造和增材制造

也很热，国家布局了重点研发计划。有些属于

基础性和探索性的，通过发现新现象，提出新

原理，对行业未来发展能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有些属于基础应用或应用的方向，有望直接推

动产业的升级换代，譬如超快激光最近应用于

超精细加工，展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

《中国光电》：您所在的行业革新有哪些？ 
如何看待技术革新对整个行业的推动。

邱建荣：近年在材料方面不断有新的概念提

出来，如光子晶体。我们学院童利民老师团队

从事的微纳光纤在超灵敏传感等领域具有很好

的应用前景。新技术的诞生譬如超快激光的诞

生可以说不仅改变了相关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

还带动了相关的众多的产业，已应用于信息，

能源，环境，医疗，工业制造等领域。甚至可

以说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历史进程。

《中国光电》：分析当前行业竞争格局？未
来行业发展，技术和市场会遇到哪些挑战，以
及未来应用市场的发展契机？

邱建荣：当前光电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国

际形势风云变幻。另外资本越来越呈现它的影

响力。虽然小型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具有灵活性

等优点，但总体而言，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

未来行业发展依赖国际形势，政府导向，市场

需求等诸多方面，竞争会非常严酷。现在很多

技术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但面临短期内遭

遇淘汰的境遇，这个是需要发挥全人类的智慧

避免的。

《中国光电》：您觉得在技术发展之路上，
最大的关键词是什么？怎么理解的？请说一段
鼓舞的话语给所有光电企业及光电人。

邱建荣：最大的关键词是市场！是应用！即

使现在没有应用，也要考虑未来可能的应用。

圣经里上帝说的第一句话是“要有光”，光电

技术的发展给我们世界带来了根本变革，照明，

显示，通信，安防等等关联产品的应用无处不在，

我们每个人都从中受益。我们从事的是光辉灿

烂的事业。我们每个人都发光，这个世界就不

会有黑暗。

祝福和寄语：
中国光博会过去开得很成功，在行业很有

影响力。祝 CIOE 中国光博会今年一如既往，成

为展示我们中国在光电领域产业化实力的舞台。

祝 CIOE 中国光博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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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光电技术创新，积极推进高质量双创发展

记者：王雅娴

孙守红，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务委员

作 为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长春光机所

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研产

学并举”的发展道路，聚焦光电技术创新，

辐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建设成为国际世

界一流的精密仪器与装备创新研究基地而不

懈努力。

一、研、产、学一体化协同发展
孙守红介绍，十三五期间，长春光机所在

科研领域突破了以 4m 量级 SiC 光学材料制备、

高精度自由曲面制造、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

器、复杂系统装调、测试与环境控制为代表的

先进光学系统及关键核心部件制造技术，完成

了多项重大任务：碳卫星载荷为“碳排放”提

供了中国数据；GF-6 相机实现了自主图像传感

器及自由曲面光学系统在航天主载荷的首次应

用；90nm 光刻投影曝光系统打破了国外垄断、

填补了国内空白；太极一号核心测量系统迈出

了中国空间引力波探测的重要一步；三线阵立

体航测相机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且部分指标

国际领先。

同时，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制造业自

主创新亟需，长春光机所秉承创新发展理念，

对内挖掘孵化可转移转化成果，对外采取“走

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全面开展成果转化工作，

效果显著。

孙守红举例说， 04 国家重大专项顺利完

成并实现产业化；背照式 CMOS 图像传感器、

高通量基因测序仪等产品，填补了多项技术空

白；引进氰酸酯基碳纤维复合材料技术带动公

孙守红，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所所务委员，研究员，主要负责科技成果
转化、创新创业以及产业化等工作。主要社会
兼职：吉林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奥普光电（股
票代码 002338）、长光圆辰、国望光学、辰芯
光电、长光华大等十余家公司董事长 /董事。

——访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务委员孙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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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产品升级，获批吉林省高性能复合材料制造

业创新中心，为航空航天、武器装备等领域提

供关键部件。

长春光机所现有奥普光电、长光辰芯、长

光圆辰、长光华大、长光辰英等参控股企业73家，

其中上市公司 1 家，持有权益达到 50 多亿元。

作为中科院博士生重点培养基地，长春光

机所设有硕士点 8 个、博士点 6 个、博士后流

动站 3 个，在学研究生近千人，为广大科研院所、

高校、企业输送了大批高质量毕业生。

二、以需求创新为牵引，以实践探索

带动成果转移转化
以破解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为使命，坚持“科

技创新为源头，产业需求为牵引”，增强“中

国制造话语权”。 孙守红介绍，基于我国高端

制造对关键技术与核心器件的迫切需求，推进

国家 02 专项——极大规模 IC 制造投影光刻机

光学系统进行成果转化，吸引投资 20 亿元成立

国望光学公司进行光刻机物镜产业化，为光刻

机自主制造奠定了坚实基础；实施长光所与长

光辰芯的技术融合，实现高端 CMOS 图像传感

器研制与产业化应用，彻底扭转了天文、科研、

工业、安防等关键领域核心元器件被封锁的被

动局面，同时完成８K 高清领域的产业布局；

注入技术成立长光圆辰公司，吸引投资 3 亿元

建设国内首条背照式 CMOS 传感器生产线，实

现设计、制造的一体化与自主可控。瞄准高端

医疗行业，与华大基因合作成立长光华大公司，

实现世界最高通量 10000G 基因测序仪研制与

批量生产，通量效能可达国外同类产品 2 倍；

引进牛津大学团队进行技术合作成立长光辰英

公司，研制世界首台单细胞分选仪并批量销售，

使我国在这些领域从无设备可用到占据至高点

的跨越。

以破除“科技产业两张皮”为发力点，创

新运行体制，建设成果转化平台，拓展合作领域，

打通“两个一公里”。孙守红介绍，为打破从

样品到产品的“一公里”，2016 年专门成立中

试平台——精密仪器与装备研发中心，持续推

进工程技术创新研究，攻克关键技术瓶颈，培

养高水平工程师人才，不断开展可转化成果培

育与产品中试，依托该平台于 2020 年获批中国

科学院精密光电制造技术工程实验室；为打破

从产品到商品的“一公里”，设立佛山市南海

区长光智能制造研究、长光（滁州）高端智能

装备研究院、杭州长光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成果

转化平台，建立科技与经济的对接桥梁，精准

捕获产业发展对技术成果的需求，牵引可转化

成果自主研发与转化。同时，以光学技术为核心，

持续扩大合作领域，增大项目收益与转化效益，

探索出“双扩大 + 双收益”模式，例如在医疗

领域，与吉大一院联合组建白求恩医学工程与

仪器中心并设立成果培育基金，支持双方开展

的医工结合项目 ; 在汽车领域，与一汽集团、

吉林大学和长春应化所共同推动成立长春市红

旗产学研创新联盟，设立 10 亿规模资金，构建

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牵引汽车领域的成果培

育与成果转化;而在农业、通信等其他众多领域，

长春光机所的精密光电仪器也同样为地区发展

与行业进步持续不断地施加新动能、注入新活

力。

三、不断拓展平台，促进创新创业高

质量发展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第

二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

长春光机所成为中科院系统以及吉林省内首批

入选的单位。

孙守红介绍，自双创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

长春光机所聚焦光学，双创工作迅速发展，探

索形成了创新、资源双轮驱动，军民融合、平

台发展两翼齐飞，从创新链到产业链全链条的

长光双创模式。打造了覆盖成果转化到企业发

展各个阶段的“创业苗圃、企业孵化、金融支撑、

人才培养”等众多专业化、特色化的发展支撑

平台，有效嫁接了需求和技术的对接桥梁。

在成果转化阶段，为提供高质量的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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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储备，长春光机所成立长春中科长光知识产

权运营有限公司（中科院首家），打造集知识

产权创造、保护、运营及法务为一体的综合性

管理服务平台。

在创业苗圃阶段，长春光机所积极推动成

立了长光 T2T 创业工作室，作为衔接科技成果

产出部门和孵化器的重要纽带和桥梁，集聚了

各类双创资源，并坚持以 T2T 模式，即“从想

法到技术再到转移”的服务理念，为吉林乃至

全国的创业者们提供技术指导、创业辅导、科

研条件、创业资金等全方位的专业化服务，有

效促进了技术力量与市场需求的有效衔接，加

快了科技成果迈向市场化的步伐。先后被评定

为市级、省级、国家级众创空间以及国家专业

化众创空间。

在企业孵化阶段，与吉林省政府、长春市

政府合作共建吉林省内首家专业孵化器——吉

林省光电子产业孵化器，该平台连续多年获批

科技部 A 类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成功打通

了“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全链条孵化

体系，成为培育中小光电子企业和高素质创业

人才的重要载体，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促

进吉林省光电子产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金融平台建设方面，打造了覆盖成果转

化及产业发展全过程基金支持体系。设立 2 支

总规模 1.86 亿元的产业化基金，完成早期投资

1.58 亿元，带动社会投资 25 亿元，正筹建 5 亿

元长光富通科创基金，2亿元省光电子产业基金，

有力地推进成果转化与企业快速发展。

在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方面，瞄准“中国制

造 2025”及双创对工程师人才的战略需求，开

办工程师培训中心，为地方经济建设、高科技

产业发展培养光电、机电、信息方面的高水平

工程技能型人才，培训人数近千余人，毕业学

员就业率达 97%。

四、建设产业集群，构造精密仪器与

装备产业生态圈
现有控股 / 参股 73 家企业（其中上市公司

1 家，拟上市公司 5 家），系统规划为核心元器

件、智能制造、激光技术与应用、新材料、医

疗大健康、照明与显示、航空航天为核心的“北

斗七星”式产业发展新格局，推进企业集群化

发展。

孙守红介绍，长春光机所围绕现有的产业

基础，提出并实施了以构建产业链为目标，建

设细分领域产业园区的远景规划，与长春经开

区政府合作打造 10 万平方米的光电信息产业园

区，以核心技术为基础拓展链条，2019 年建成

吉林省内第一家细分领域高技术产业园区——

CMOS 相机产业园。目前，已形成了以“我国

唯一一家专注于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设计、

开发、测试和销售的图像传感器设计公司——

长光辰芯、国内唯一专门从事背照式 CMOS 图

像传感器芯片加工企业——长光圆辰两家公司

为核心，上中下游产业链不断拓展的良好发展

态势，通过孵化和引进实现了包括主打高端 8K

摄像机的新视公司、高端工业相机的英迪格等

为代表性的 14 家企业的集聚，打造了“上下游

联动、集群式发展”的园区式发展模式，将实

现核心产业规模放大 10 余倍。

截止目前，长春光机所拥有企业权益达 50

余亿元，近三年企业累计销售收入达 53.6 亿元，

企业销售收入年复合增速达 24.65%，直接提供

就业岗位 5000 余个，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光电产

业生态，为我省高新技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作

出了应有贡献。

孙守红介绍，长春光机所始终践行着研、产、

学协同创新发展模式，本次展会也是长光所综

合科技实力、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的一次集中

亮相。

最后，对于即将举办的 2021 年 CIOE 中国

光博会，孙守红表示，CIOE 中国光博会是展示

中国光电领域发展的最重要的窗口，也是中外

光电企业交流、对接的重要平台，希望光博会

未来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展会促进行业交

流，助推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拉动产

业创新，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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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戴道锌：硅基光电子凭借其 CMOS 兼容性
及高集成度独有优势迈向大规模集成
记者：王雅娴

戴道锌，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17年）、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浙江省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负责人、Springer	Nature 期
刊《Optical	and	Quantum	Electronics》主编，现为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教育
部光子学与技术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先进光子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致力于高性能高集成度硅基集成光子器件及应用研究，在 Nature、Nature	
Comm.、Proc.	IEEE、Light	Sci.	Appl.、Laser	Photon.	Rev.、Phys.	Rev.	Lett. 等期刊发
表论文 220 余篇（特邀综述 20 余篇）。论文被引用 12000 余次（Google	Scholar），
入选 2015-2020 年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顶级国际学术会议 - 美国 OFC 等
教程 / 主旨 / 特邀报告等 90 余次，任国际光通信与网络会议 ICOCN	2019、亚洲通信与
光子学会议ACP	2021/2018等大会技术委员会主席/共主席，任《Optics	Letters》、《IEEE	
PTL》、《Photonics	Research》（2013-2019）等期刊 Topical/Associate	Editor 等。
先后获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光学学会中国光学科技一等奖、王大珩光学奖、浙
江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

戴道锌，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 博士生导师

前 言：在以大 数 据为特征的现代信息社会，硅基光电子的发 展为数 据传输及处 理 提 供了一种极 最具 潜力

的高性能与低 成本关 键 技 术。其突出优 势主要在于其 CMOS 兼容性 和超高集 成 度。近年来，全 球各界对此

表现了极为深切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目前，硅基光电子研究取得了系列突出进展，其应用也 从 最初的光 互

联扩展到光计算、光感知、人工智能等方面。日前，《中国光电》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 授 / 博士生

导师戴道锌，他分享了对硅基光电子发展及挑战的思考，并展望了其巨大的应用潜力。

《中国光电》：请您分享选择如今所在行
业的初衷与契机？

戴道锌：我自博士生阶段开始一直从事硅基

光电子集成研究，选择这个方向主要是源于两

方面。其一是受自身科研兴趣所驱动，其二是

被其广阔发展前景所吸引。

集成光电子技术是实现光电器件及系统微

型化和芯片化的关键，充分演绎了宏观与微观

和谐统一，是集大成者的完美体现和诠释。

光电芯片通过采用光子 / 光波作为信息载

体，可实现巨量信息的精准获取、高速传输及

并行处理，具有运算速度快、信息容量大、消

耗能量少等突出优势，是支撑光互联及光计算

等信息领域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石，被全球

公认为“后摩尔时代”的核心技术，在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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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技术挑战中位居首位。因此，有幸进入

了这么一个充满挑战和充满希望的研究领域，

很希望继续努力为其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中国光电》：目前该领域发展格局以及
未来应用发展契机？

戴道锌：经过近 20 年的快速推进，硅基光

电子以其超高集成度和 CMOS 工艺兼容等突出

优点而成为集成光学领域的主流技术，被认为

是继硅基二氧化硅、III-V 族半导体等体系之后

的新一代光电子集成体系，在全球范围内获得

极高关注，在激光器、调制器、探测器、滤波器、

耦合器、光开关等核心器件方面取得了系列重

要突破。同时，在大规模光电子集成芯片方面

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标志着大规模集成

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集成规模扩大，片上系统对单元器件

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亟需从物理底层出发，

探索新结构、新材料和新工艺等新方法与新技

术，发展硅 +X 多材料体系，形成博采众长的硅

基异质异构集成技术。值得期待的是，硅基异

质异构技术有望在大规模集成方面取得更多突

破，在高性能和低成本方面形成突出优势，有

望全面贯通有源 - 无源、线性 - 非线性、经典 -

量子等体系，从而推动光互联、光传感、光计算、

光测量、光处理、集成微波光子学、集成量子

光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硅基光电子将迎来前

所未有的发展新格局和新契机，正所谓：

妙法自然，探波粒之二象，方显本色；

巧夺天工，集光电于一芯，乃为大成。

《中国光电》：您所在行业目前的热点及
其对行业发展的推动

戴道锌：经过多年的发展，硅基光电子技术

形成了材料 - 器件 - 系统 - 应用的全链式体系，

其热点主要与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及新应

用等方面息息相关。

在器件层面，人们对如何从新材料与新结

构出发以突破功能器件性能和集成度瓶颈始终

保持着高度关注，研究热点包括：基于亚波长

结构的新型光器件、突破单模条件的多模调控

器件、新型高效率硅基光源与集成、高速光调

制与光探测器件及阵列等。在系统层面，光互联、

光计算、光传感等重大应用领域不断涌现和革

新，引发了硅基光电子技术的应用热潮，人们

对光电子技术的产业潜力也充满期待，主要集

中于大容量光互联、大规模光计算、超灵敏光

传感等应用热点。光电子技术正发挥着其超高

速与低能耗的独有优势，并通过与微电子技术

融合协同在日益复杂的信息系统应用中发挥更

多作用。

《中国光电》：  技术创新发展的关键是什
么，您是怎么理解的？

戴道锌：创新发展贵在坚持。坚持灵动的思

考，坚持细致的实践。思考为实践指明方向，

实践让思考获得反馈。知行合一，方得始终。

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专注和开放。

专注让我们能够凭借水滴石穿的精神，将

全部的力量聚焦到核心问题，通过长时间持续

的专注，破解技术发展路上的重重关卡。

开放让我们能够秉承海纳江河的精神，兼

容并蓄、博采众长，凭借更开阔的思考触发灵感，

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秘钥，突破重重迷雾。

《中国光电》：您觉得行业未来发展会面
临哪些挑战 ?

戴道锌：硅基光电子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主

要是如何进一步确立其在高性能与低成本方面

的决定性优势，从而全面形成其独有的核心竞

争力。

与其它材料体系相比，硅基光电子最具特

色的是其 CMOS 兼容性，使之有望实现大规模

集成芯片，并像微电子芯片一样具有低成本的

潜力。但目前大多光电子芯片制造平台在加工

精度及均匀性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提升，致使集

成光电子器件及芯片在大规模集成 / 大批量制

造情形下的性能和良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因而造成其应用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如何

获得更高性能和更高良率是硅基光电子未来发

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要克服这一挑战，亟需从器件新原理和新

结构出发，在结构与工艺兼容的前提下突破传

统器件存在的容差小等瓶颈问题，构建具有更

大容差的新一代高性能单元器件体系。同时，

不断改进制造工艺，减小工艺随机误差，从而

更为精准地实现微纳结构制造。另一方面，更

高水平的制造工艺也为通过亚波长光场调控等

手段突破器件性能瓶颈创造了更多机会。期待

在不久的将来，硅基光电子在高性能和高良率

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进一步确立其在性能与成

本方面的明显优势，由此构建大规模集成芯片，

奠定在光互联、光计算、光传感等应用领域的

核心竞争力。

祝福 & 寄语
中国光博会的发展见证了我国及全球光电

子行业的蓬勃发展，祝愿中国光博会越办越好，

祝愿光电子行业未来越来越精彩，祝愿 2021 年

第 23 届 CIOE 中国光博会绽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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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制造技术助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
强国”飞跃

记者：王雅娴

杨上陆博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激光智能制造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及学科带头人，中国焊接学会和上海焊接
学会理事，中国光学学会高级会与及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和美国焊接学会高级会员，美国激光学会终身会员。
2009 年，其从美国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
处获得博士学位。曾获通用汽车“个人杰出奖”，2016 全球百大研发科
技奖（2016	R&D	Award），2017 全球百大研发科技奖入围奖 (2017	R&D	
Finalists)，2018	CLEO/Laser	Focus	World	Innovators	Awards 白 金 奖
（研发应用类最高奖，中国首次），上海市优秀技术带头人，2020	Laser	
Focus	World	Innovators	Awards	铜奖等。杨上陆博士已申请发明专利
120 多项，授权 45 项美国、德国等发明专利，其 6项发明专利在通用汽
车全球工厂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应用，其领导的项目曾获得通用汽车最高
奖（Boss	Kettering	Award），研究成果两次被美国工业界评为“美国重
大科技突破之一”并收录入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年刊中（2009/2012年）。

杨上陆博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前言：眼下，智能制造推动着中国制造 业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升级，而激光技术以其无法

比拟的优势，成为推动制造 业转型升级以及提升产品附 加值的重要途径和技 术而广受关注。然而，智能制造

是一项系统 工程，只有 夯实工 业 互 联网、机 器人、自动化控制软件 等 产业 基 础支撑，推 进 应用服务 创新，建

立标准行业体系，才能打造我国完整的智能制造产业链，才能推进制造 业生产模式的变革，从根 本上提升“激

光 + 智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近期《中国光电》记者采访到中国科 学院 上海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 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杨上陆博士，杨博为我们分享了激光智能制造学科的行业热点及技术革新等相关话题。

——访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激光智能制造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杨上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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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电》：请您分享下选择了如今所
在的行业初衷与契机？

杨博：选择这个行业即是偶然也是必然。

2004 年去美国读博士之前，我只知道有激光，

但激光具体可以做什么并不是非常清楚的。选

择美国学校及专业的时候，就查阅有关美国各

个大学及其机械工程系的相关资料，有一天，

在南方卫理公会大学先进制造研发中心的网站

上看到一段有关激光 3D 打印及其在国防上的应

用宣传片，就深深地被吸引了，从此就再也没

有离开了，越做越有兴趣，越做越觉得这个行

业有着无限的可能和充满机遇。

《中国光电》：您所在的行业目前有哪些
行业热点，您是怎么看待它们对行业发展的
推动？ 

杨博：目前我自己所从事的激光智能制造学

科方向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

之一，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已经将激光制造作为

一个重点部署的方向，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来

支持这个方向的发展，十三五期间我国在激光

核心元器件及激光制造的应用上迎来了快速发

展并在行业的应用比如激光切割，激光再制造、

激光 3D 打印上都取得长足进展并得到重大应

用，相信十四五期间我国还会持续重点支持这

个方向的发展。

当前这个方向的热点之一为激光焊接，超

快激光精密制造、激光清洗等。当前我国正处

在一个行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为实现“双碳政

策”，发展轻量化、高性能结构已经成为各行

各业的必然选择，这些必然需要引进大量新材

料的应用，同时需要发展绿色、高效、高敏捷

度的制造方法。传统的加工方法具有很大的局

限性、难以实现新材料高质量及高精度的制造，

此外传统的加工方法通常能耗高、易造成环境

的污染。推动激光焊接、超快激光精密制造等

技术的发展将不仅将推动整个光电行业上下游

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将为我国航空航天、船舶、

核电、汽车等行业的高质量提供新的制造手段，

将极大助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飞跃。此外随着“智能化”这个浪潮的到来，

光电传感和测量等技术与制造相结合，有望实

现制造质量的飞跃提升。

《中国光电》：您所在的行业的技术革新
有哪些？如何看待技术革新对整个行业的推
动？

杨博：当前光电行业技术发展非常快，我自

己所从事的激光制造领域涉及也非常广而且取

得进展也非常大，我自己知识有限加上当前国

际环境的一些变化使得国内外交流变得比较困

难，所以我个人难以对整个方向的技术革新进

行很好的概括。这里浅显地谈一下我个人的感

受：这几年，激光元件器发展非常快比如各种

类型激光器的出现，各种类型的光束调控手段，

这些技术的发展为激光制造的发展奠定了很好

的基础，我个人认为很多过去难以突破的关键

技术现在成了可能，这些技术革新为整个行业

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这些技术的革新

所带来行业的变化依然需要假以时日。一方面

需要人们观念的改变，打破传统的思维，拥抱

新的技术，另外一方面需要很好的积累。在激

光制造领域，一个技术的应用往往需要 5-10 年。

《中国光电》：请分析下目前行业的竞争
格局？您觉得在行业未来的发展、技术和市场
会面临哪些挑战 ? 以及未来应用市场的发展
契机？ 

杨博：目前这个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能够

较好生存的企业往往都是已经占了先机的。我

个人认为在行业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着

较大的挑战，在技术层面上依然是我们自己的

原始创新能力还不足，在前瞻性技术布局上不

够充分及重视，从而就难以在知识产权上进行

充分的布局；在市场方面，同质化现象过于严重，

另外就是行业将面临工程师的短缺。未来应用

市场的发展契机主要在于新材料及难加工材料

所需要新的加工方法。如之前所提，为实现“双

碳政策”和新型动力技术，发展轻量化、高性

能结构已经成为各行业的必然选择，这些都为

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中国光电》：您觉得在技术创新发展之
路上，最大的关键词是什么，您是怎么理解的？
请说一段鼓舞的话语给到所有的光电企业及
光电人。

杨博：我个人认为在技术创新发展之路上最

大的关键词是“选择”。人的一辈子，无论在

生活上还是技术上都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选择，

而能够真正称得上是创新的东西不会太多，大

的创新通常指一种体系的建立或开辟新的研究

领域，所以真正创新的东西都需要观念的突破

和深入的思考，所以选择做不同于别人的事和

长期主义我个人认为是技术创新发展的关键。

我想对所有光电企业及光电人分享我个人

的感受：光电技术正在快速地改变着这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生动和美好。未来的十

年，我国将加快转型，这将为光电行业提供无

限发展机遇，任何人、任何企业都将可能是那

个奇迹的创造者，我相信光电行业会发展得越

来越好，光电企业及光电人一定会闪耀中华大

地，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光电力量。

《中国光电》：对于 2021 年 CIOE 中国光
博会有什么祝福和寄语？

杨博：感谢 CIOE 中国光博会为我提供一个

与大家交流的机会，衷心祝福 2021 年 CIOE 中

国光博会成为四海宾客相逢的舞台和思想大碰

撞的时刻，衷心祝愿光电人在 2021 年 CIOE 上

相逢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创造新机遇、开创

新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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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于通信领域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可见光通信，阐述了其研究背景和基础系统架构，围绕材

料器件、高速系统、异构网络、水下可见光通信和机器学习等五个前沿研究方向展开了对可见光通信研究进展的探讨，

并概述了现阶段高速可见光通信技术面临的若干挑战。最后展望了可见光通信的前景：在未来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

可见光通信将以其高速传输的优势成为通信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其它通信方式合作互补共同造福人类生活。

关键词：可见光通信；材料器件；异构组网；水下可见光通信；机器学习

高速可见光通信的前沿研究进展

*E-mail：nanchi@fudan.edu.cn

1 引  言

随着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IoT) 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的

迅猛发展，人类正迈向以“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为特

征的智能时代。在智能时代，移动数字终端和通讯媒介的范畴将会

发生革命性变化，由此产生的海量数据对通信系统的高速率和低时

延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将给传统通信接入网技术带来巨大的考验。

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具有拓宽频谱资源、绿色节能、高速可移动接

入的新型通信方式——可见光通信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VLC) 应运而生 [1]，并被《时代周刊》评为 2011 年全球 50 大科技

发明之一。

可见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波长在 380 nm 到 790 nm 范围内的可

见光进行数据通信的无线光传输技术 [2]。相比于传统无线通信日

益匮乏的频谱资源，可见光的频谱资源丰富，频谱带宽约为 400 

THz，是人类有待研究的空白领域。此外，可见光通信兼具照明、

通信和控制定位等功能，易与现有基础照明设施相融合，符合国家

节能减排的战略思想。在电磁敏感区域如核电站、矿井、加油站

等和具有强电磁环境的特殊场所，如变电站、现代军事战场等，

可见光通信具有不受无线电干扰、无电磁辐射、高度保密性的优

势，是解决无法使用传统无线电通信时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3]。可见

光通信最大的优势是高速，目前已有的 VLC 实验可以实现每秒十

几吉比特的传输速率，这一优势使得可见光通信成为未来智能时

代 B5G/6G 超高速泛在光联网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无线通信方式。

由于具有众多优势，可见光通信一经问世便成为各国政府支持的

重要科学主题。日本在 2003 年成立了可见光协会 (VLCC)；美国

国家自然基金 (NSF) 成立了 ERC 中心和 FIWIN 中心研究可见光

通信；欧盟的欧盟第七框架协议 (FP7)、5G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项目中都重点支持了可见光通信。与此同时，我国科

技部将可见光通信列入重点研发计划中。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半

导体所、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等科研单位在可见光通信技术方

面开展了多年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科研成果。

本文首先介绍了可见光通信系统的基础结构，接着详细分析

了目前可见光通信领域的五个前沿研究方向，最后提出了对可见光

通信未来的展望。

2 系统结构

可见光通信系统的基础结构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包括可见

光信号发射端、可见光信号传输信道和可见光信号接收端，图 1 展

示了可见光通信系统的基础结构 [4]。可见光信号发射端包括调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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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驱动电路、光发射器等。原始的二进制信号首先经过编码、调

制和预均衡等变换，得到的预处理信号经过模数转换后驱动光发射

器如 LED(light emitting diode) 以控制其光照强度，从而实现电信

号到光信号的转换。此外，在光发射器后加上光学透镜和聚光杯可

以进一步提高接收端信号强度，从而增大传输距离。

经过调制后的可见光信号在大气或者水下等自由空间信道中

传播，到达可见光信号接收端。可见光信号接收端包括接收天线、

光电检测器、解调模块等。一般使用光电二极管 PIN、雪崩光电二

极管 APD 等光电检测器来检测光信号，实现光信号到电信号的转

换。得到的电信号经过后均衡、解调和解码等数字信号处理后，恢

复出原始发射信号。

3 前沿研究方向

目前研究学者对可见光通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分

别是材料器件、高速系统、异构组网、水下可见光通信以及机器学

习在可见光通信中的应用。其中，材料器件主要包括新型光发射器

件与光接收器件；高速系统介绍了可见光通信传输速率的发展情况；

异构组网围绕着可见光通信组网展开；水下可见光通信和机器学习，

是目前可见光通信领域发展较为迅速和热门的研究方向，也是本文

介绍的重点。

3.1 材料器件

可 见 光 通 信 中 用 到 的 光 发 射 器 件 有 激 光 二 极 管 LD(laser 

diode)、超辐射激光二极管 SLD(super lumi-nescent diode) 和发

光二极管 LED。其中，LD 属于受激辐射，它发出的激光在频率、

相位、偏振状态等方面完全一样，相干性 (coherence) 高是其最大

特点。LD 不存在效率跌落效应 (droop effect)，具有大于 1 GHz

的 3 dB 调制带宽，能够适应点对点的长距离 VLC 高速传输 [5]。然

而由于激光对人眼潜在的危险性以及相干产生的散斑效应，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 LD 的发展。SLD 是一种介于 LD 和 LED 之间的半

导体光源，具有宽光谱、弱时间相干性、低强度噪声、高效率的特

点 [6]。它不存在反射形成的光学反馈，因此不会产生激光，对人眼

安全。新型研制的基于 InGaN 的高功率蓝光 SLD 实现了 800 MHz

左右的调制带宽，而且不受散斑效应的影响 [7]。随着未来制作工艺

的日益完善，SLD 将会是一种很有前景的光发射器件。LED 是目

前广泛应用的低成本光发射器。LED 属于自发性辐射发光，具有开

启速度快、效率高、使用寿命长、对人眼安全等优势。然而，现有

商用LED的3 dB调制带宽小于100 MHz，限制了其高速传输。因此，

研究人员研制了相应的 LED 芯片来实现 LED 的高速传输。

在目前的高速 VLC 系统中，主要使用硅基 LED(Si-LED)、微

结构 LED(micro-LED) 和表面等离子体 LED(SP-LED) 三种 LED

芯片。硅基 LED 芯片抗静电能力强，使用寿命长、生产效率高。

南昌大学与复旦大学合作研制了一款基于 GaN 的共阳极硅衬底

LED 芯片，图 2 展示了此硅衬底 LED 的结构 [8]。芯片采用单面发

光具有垂直结构的硅衬底 LED、具有垂直结构的电机和特殊的量子

阱结构，有效提高了 LED 的调制带宽。基于此芯片的五色 RGBYC 

LED 在实验中首次实现了 15.17 Gbps 的水下 VLC 高速通信，这是

目前基于 LED 的水下最高通信速率。Micro-LED 具有寿命长、频

率响应快等优点，是实现照明即服务 (lighting as a service, LaaS)

和物联网的一种潜在光源。Micro-LED 因有较小的有源区域，

可实现电流高密度注入，从而将调制带宽驱动至数百兆赫兹 [9]。

Ferreira 等 [10] 研制了一种 Micro-LED 阵列，该阵列使用一个内部

和一个外部圆形 Micro-LED，分别包含 5 pixel 和 10 pixel，像素

的有效面积是 435 μm ～ 435 μm 和 465 μm ～ 465 μm。文献

[11] 的实验结果表明，该 Micro-LED 带宽可达 655 MHz，在低于

前向纠错 (FEC) 阈值 (7%) 的情况下，实现了 7.91 Gbps 的传输速率。

SP-LED 能够提高 LED 发光的内量子效率和外量子效率。中国科

学院团队 [12] 研制了一款基于 GaN 的 SP-LED，其中 Ag 纳米颗粒

横向沉积在多量子阱 (MQWs) 区域附近，这样的结构可以研究量子

图 1		可见光通信系统的基础结构



26

Academia学术

阱 - 表面等离子体 (QW-SP) 耦合效应。实验结果表明 Ag 纳米颗

粒的 SP 共振波长接近 QW 发射波长时，QW-SP 耦合效应显著提

高，当使用较短波长的光源时会进一步提高自发射速率，这对于高

速 VLC 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可见光通信光接收部分使用的光电探测器一般为 PIN 和

APD。PIN 成本低但灵敏度不高，APD 灵敏度较高但成本高于

PIN，且偏置电路需要高压，还会引入额外的噪声。复旦大学研究

了集成 PIN 平面阵列并首次设计了一种 3×3 的集成 PIN 阵列 [13]。

PIN 二极管通过快速热化学气相沉积 (RTCVD) 技术制成 [14]。此集

成 PIN 阵列将 PIN 阵列、光电检测器和相关电路同时集成到 PCB

上，集成的 PIN 阵列的尺寸小于 5 cm×5 cm，每个 PIN 的带宽为

25 MHz，最终实现了 1.2 Gbps 的可见光通信，实验证实集成 PIN

阵列的使用可以提升可见光通信系统的接收性能。在此基础上，文

献 [15] 实现了单输入多输出 (SIMO) 水下可见光通信系统，传输数

据使用 16QAM-OFDM 调制，接收机采用 2×2 集成 PIN 阵列，

实现了 1.2 m 的传输距离和 1 Gbps 的传输速率。表 1 总结了上述

不同光发射与光探测器件各自的特点。此外，特殊的光电探测器如

单光子探测器(single-photon avalanche diode, SPAD)价格昂贵，

但由于其具有的超低噪声以及超高探测灵敏度特性，也被研究学者

们尝试应用于长距离可见光通信系统中。Wang 等 [16] 使用 SPAD

作为光电探测器实现了传输距离高达 500 m 的水下可见光通信仿

真实验。Ji 等 [17] 使用 10 W LED 发射光信号，采用 NRZ-OOK 调

制格式，经过室外 1.2 km 的传输距离，接收端使用 SPAD 作为光

探测器，最终实现了传输速率为 2 Mbps 的实时可见光通信系统。

文献 [18] 利用 SPAD 能够在恶劣环境中探测微弱信号的特点，将

其用于车灯通信系统中并通过仿真实验探讨 SPAD 的性能。

3.2 高速系统

与其它通信方式相比，可见光通信在理论上具有超大的通

信容量。因此，可见光通信的最大优势是实现数据高速传输。

为了进一步提高可见光通信的传输速率，研究学者们从先进调

制技术、数据预均衡和后均衡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

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其中，先进调制技术包括无载波幅度相

位调制 (carrierless amplitude and phase, CAP)、正交频分复用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 和 离 散 多

音 (discrete multitone, DMT) 等。CAP 调制通过有效设计的正交

基函数脉冲，实现多维度高阶调制，在有限带宽的情况下实现高

频谱效率的传输。然而，LED 频率响应存在严重的高频衰落，会

影响单载波 CAP 信号接收频谱的平坦度并带来严重的码间串扰。

OFDM 调制利用相互正交的子载波，将发射端的串行数据转换成

多路并行数据，可有效抵抗可见光系统的频率衰落，最大化利用系

统的频谱资源，提升系统的频谱效率。但是 LED 无法直接调制和

发射复数信号，OFDM 调制需将生成的复数信号转换成实数表示，

增加了系统成本。在 DMT 调制中，频域信号经过共轭镜像对称，

产生时域实数信号，从而避免时域产生复数信号，减少了发射端、

接收端之间频偏的影响，但会损失了一半的频谱资源。表 2 总结了

三种调制方式的优缺点。数据预均衡 [19-20] 和后均衡 [21-22] 是为了补

偿接收发射器件、传输信道、噪声等对信号带来的失真，从而提高

系统性能。图 3 展示了高速 LED 可见光通信的部分重要研究成果，

方括号中的为参考文献序号。随着关于可见光通信研究的不断深入，

具有超高传输速率的可见光通信必将在未来万物互联的时代扮演及

图 2		硅衬底 LED垂直结构示意图和表面纹理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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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的角色，与其它通信方式合作互补，协同助力社会发展。

3.3 异构组网

可见光通信与其它通信方式的异构组网是未来实际应用中必

须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如何将可见光通信接入到现有通信网络中，

研究如何将多个可见光接入点 (VLC access point, VAP) 组成的可

见光系统组网，以及在异构组网中采用何种调制方式和接入协议、

发挥可见光通信的优势并支持大规模高速通信，是可见光通信实用

化的关键。

复 旦 大 学 在 2014 年 研 制 了 第 一 套 PON(passive optical 

network) 和 VLC 无缝组网的系统 [34]。该系统基于奈奎斯特单载

波频域均衡 (N-SC-FDE) 调制的方法，经过 40 km 的光纤传输和

30 cm 的可见光传输，实现了可供三个有线用户接入的 10 Gbps 

PON 和可供一个无线用户接入的 500 Mbps VLC，实验证实了可

见光组网的可行性。次年，复旦大学验证了多个可见光接入点接入

骨干网的可行性，如图 4 所示 [35]，实验采用光纤链路作为可见光

接入网络的主干路，利用 32QAM-OFDM 调制方式并经过 25 km
图 3		高速 LED 可见光通信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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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纤传输和 75 cm 的可见光传输，实现了 8 Gbps 的吞吐量，可

支持 8 个可见光接入点的高速无线接入。

此 外， 研 究 学 者 也 研 究 了 VLC 与 WiFi、VLC 与 RF 以 及

VLC 与 IR(infrared) 的异构组网 [36]。Shao 等 [37] 提出了两种 VLC-

WiFi 集成系统来论证 VLC 与 WIFI 共存的可行性。在第一种

VLC-WiFi 集成系统中，VLC 用于下行链路的数据传输，WiFi 则

用于上行链路的数据传输。实验结果表明，这种 VLC-WiFi 集成

系统比传统 WiFi 系统可以实现更高的传输速率。为了进一步利用

VLC 具有的高带宽特性以及 WIFI 具有的高可用性，第二种 VLC-

WiFi 集成系统使用绑定技术将 VLC 与 WiFi 信道结合一起，并在

实验中展示了强鲁棒性和大吞吐量的优势。Hammouda 等 [38] 提出

了一种 VLC-RF 系统旨在支持多种用户需求的服务质量 (QoS)。

Alresheedi 等 [39] 提出了一种快速自适应波束引导红外 (FABS-IR)

系统来增强接收的光功率信号，并减轻在高传输速率时的信道时延

现象。在此系统中，IR 用于上行链路传输，VLC 用于下行链路传输，

成像接收机用于提高系统性能。实验结果表明，FABS-IR 系统可

以在室内移动场景中达到 2.5 Gbps 的传输速率，为 VLC-IR 在某

些如飞机上通信、点对点通信等特定场景的应用提供了可能。

3.4 水下可见光通信

在未来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水下物联网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分。如图 5 所示 [40]，海洋观测传感器物联网的互联互通及信息回传、

水下运动装备与水面舰艇及通信浮标等目标的超高速非接触数据通

信、水下航行器集群及编队组网通信、海底光缆网与水下无线光通

信的无线融合组网等功能的实现，都需要水下通信技术作为支撑。

水下通信技术主要分为有线和无线两大类。水下有线通信主

要是在海底铺设使用光纤作为介质的电缆进行通信。由于光纤具有

传输容量大、传输损耗小、中继距离长、抗电磁干扰等优点，是目

前大部分越洋数据的主要传输方式。然而，由于有线通信需要物理

媒介传输信息，这将严重制约水下潜航器、传感器等动态通信网络

的灵活性。水下无线通信技术则不需要借助光纤等传输介质，目前

主要基于声波和射频进行水下通信。其中，声波是应用最广泛的水

下无线通信技术，声波在海水中衰减小，能够实现低速率长距离的

水下传输。但是水声通信带宽窄、载波频率低、时延大且安全性差。

射频传输适用于水下短距离高速率的通信。然而电磁波在海水中有

趋肤效应，穿透深度有限、数据传输速率低、发射功率高。因此，

研制新型水下通信技术成为迫切需求。在 1963 年，Duntley 等 [41]

在研究中发现海水对 450 nm ～ 550 nm 波段内蓝绿光的衰减比其

它光波段的衰减要小很多。这一物理现象的发现为水下可见光通信

(underwate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UVLC) 的发展奠定了

理论基础。相比于水声通信和水下射频通信，水下可见光通信具有

成本低、传输速率高、抗干扰能力强、保密性好等优势，已成为国

际竞争的焦点之一。

目前水下可见光通信主要包括基于 LD 的通信和基于 LED 的

通信。表 3 展示了最近几年水下可见光通信的部分研究成果 [42-50]。

基于 LD 的水下通信实现了越来越远的传输距离。日本山梨大学在

2015 年利用 64QAM-OFDM 的调制方式，实现了 1.45 Gbit/s 的

传输速率和 4.8 m 的传输距离 [42]。台北科技大学实现了 10 Gbit/

s 的传输速率和 10 m 的传输距离 [44]。NTUT 利用波长为 450 nm

的蓝光 LD 和 NRZ-OOK 的调制方式，在 60 m 传输距离的情况

下，实现了 2.5 Gbps 的传输速率 [49]。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传输距

离为 100 m 时获得了 500 Mbps 的传输速率 [50]。与此同时，基于

LED 的水下通信实现了越来越高的传输速率。在文献 [46] 中，作

图 4		可见光多用户接入网示意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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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未来水下无线光网络示意图 [40]

者提出了一种利用方形几何整形(SGS)调制128QAM信号的方法，

采用硅衬底蓝光 LED，实现了 2.534 Gbps 的传输速率和 1.2 m 的

传输距离。文献 [48] 研制了一种新型硬件预均衡板，将传输速率

提升至 3.075 Gbps。文献 [8] 实现了 15.17 Gbps 水下 LED 通信，

这是目前水下可见光通信的最高速率。文献 [47] 基于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在传输距离 10 m 的水中实现了 25 

Mbps 的实时传输系统。

在科研人员不断地探索中，水下可见光通信实现了更高的传

输速率和更远的传输距离。然而，由于水下环境恶劣，水中颗粒物

对可见光的遮挡、衰减、散射，水温变化以及水下气泡、湍流等因

素会严重干扰可见光通信信道状态，增加水下可见光通信系统性

能的不确定性。因此，水下可见光信道的建模至关重要。文献 [51]

利用基于 Henyey-Greenstein 函数的蒙特卡洛方法模拟水下激光

束多重散射效应。文献 [52] 提出了一种闭合双伽玛 (closed-form 

double-Gamma) 函数来对水下可见光信道脉冲响应进行建模。

Zedini 等 [53] 在 2019 年提出了一种统计数学模型来表征在淡 / 咸水

中存在气泡、湍流和温度阶梯差异的情况下水下可见光信道衰落特

性。在这个模型中，信道波动幅度用混合指数广义伽玛 (exponential 

generalized Gamma, EGG) 来刻画，利用期望最大化 (EM) 算法更

新并估计模型的最大似然参数。实验结果表明，此数学模型的特性

与实际水下信道的特性几乎完全吻合，这是首个能够解决由于气泡

和温度梯度引起的水下光束波动的信道模型。然而，目前对于水下

信道完整建模的研究还比较少，需要研究学者在未来进一步探索。

3.5 机器学习

随着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的迅猛发展，基于机器学习

的方法已广泛应用于数据挖掘、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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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机器学习能够在基础物理

和数学难以分析或无法明确描述的情况下，有效地逼近和拟合任意

复杂函数并提取和处理其隐含的特征。机器学习的目的是使系统从

经验中学习，自主提高性能。具体到可见光通信领域的研究中，如

图 6 所示，机器学习可以用于系统非线性抑制和补偿、光网络性能

监控、调制方式识别以及相位估计等任务中，是可见光通信系统实

现智能化的关键。

目前，一些经典的机器学习算法如 K-means[54]、DBSCAN[55]

等已被研究学者尝试用于解决可见光通信中的难题。可见光系统中

的 LED、发射驱动电路、接收放大电路等都会引入非线性，而非

线性会严重损害系统性能。文献 [56] 利用 K-means 算法补偿系统

非线性，并成功将误码率 BER 由 2.4×10-1 降低至 3.6×10-3。

卢星宇等 [57] 研究了 VLC 系统中非线性对多带 CAP 中不同

频带的影响，提出了一种聚类感知边界 (clustering algorithms 

perception decision, CAPD) 算法来代替原有的标准星座点判定边

界，以减小多带 CAP VLC 系统的非线性损耗。与纯线性补偿相

比，VLC 系统的 Q 因子提高了 1.6 dB ～ 2.5 dB。实验也对比了基

于 Volterra 的非线性均衡器，CAPD 比 Volterra 均衡器性能更好，

BER 至少降低 10%，并且复杂度更低，此实验证实了作者所提出

的非线性补偿方案的可行性。在可见光通信系统中会出现信号幅度

抖动的现象，这将会影响判决门限对于抖动时间点附近信号的误判。

针对此问题，文献 [58] 提出了一种基于 DBSCAN 的时间幅度二维

重新估计算法 (2DDB) 来区分有幅度抖动的信号。该算法将原有的

一维 PAM 信号扩展出时间轴，将信号变为二维，使用基于密度的

聚类 DBSCAN 算法实现信号的重新分类和判决，如图 7 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 VLC 系统的 Q 因子提高了 1.6 dB ～ 3.2 dB，

证明了 2DDB 可以减小 PAM8 系统幅度抖动所带来的影响，这是

DBSCAN 算法首次成功应用于可见光通信系统中。针对水下可见

光多输入单输出 (MISO) 通信系统中多个发射机存在的功率不平衡

问题，石蒙等 [59] 提出了一种基于 DBSCAN 的空间聚类方法用来

定位每个簇的实际中心点并区分 PAM7 信号的每个电平，最终实

现了 1.22 Gbps 的水下可见光通信。文献 [60] 等人利用概率贝叶斯

学习 (probabilistic Bayesian learning, PBL) 回归估计 LED 发射

端功率 - 电流的非线性曲线，从而补偿 LED 系统的非线性。文献

[61] 将 VLC 系统的非线性均衡看作稀疏恢复 (sparse re-covery)

的问题。在实验中使用匹配追踪 (matching pursuit，MP)、正交匹

配追踪 (orthogonal MP，OMP) 和正则正交匹配追踪 (regularized 

OMP，ROMP) 三种稀疏恢复方法来补偿 VLC 的非线性，实验结

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显著降低系统复杂性。

近年来得益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涌现，计算机的计算

能力得到了大幅提高，机器学习的重要分支——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获得了飞速发展。深度学习是一种深层的机器学习模型，

其深度体现在对特征的多次变换上。常用的深度学习模型为多层神

经网络，可以直接把原始观测数据作为输入，通过多层非线性映射

进行逐级特征提取与变换，从海量数据中学习规律。基于深度学习

强大的学习能力，研究学者尝试将深度学习应用到可见光通信领域

中来解决如数据后均衡、信道模型估计等问题，从而提升可见光通

信系统的性能。

文献 [62] 提出了一种基于高斯核函数 (Gaussian kernel) 的多

层神经网络 GK-DNN 用于水下可见光通信中的数据后均衡。高斯

核的加入使得网络收敛速度加快，训练次数减少了 47.06%，成功

实现了水下 1.5 Gbps PAM8 信号的传输。文献 [63] 首次将长短期

记忆网络 LSTM(long-short term memory) 应用于 VLC 系统中，

并利用 LSTM 进行数据后均衡，实现了 1.15 Gbps PAM4 信号的

传输。相比于传统的均衡方法，基于 LSTM 的均衡方法将系统 Q

因子提高了 1.2 dB，传输距离延长了三分之一，同时降低了系统

图 6		机器学习在可见光通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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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DDB 原理 [58]

复杂度，提高了系统性能。通信实时性对于可见光通信系统具有重

要的意义，深度神经网络应用于可见光通信实时系统中最大的障碍

之一是深度学习需要数量庞大的网络参数来提高网络性能，因此需

要考虑如何降低网络的参数量同时保障网络性能。在文献 [64] 中，

作者提出了一种异构双臂神经网络 TTHnet 用来估计水下可见光

信道模型。在图 8 中，TTHnet 由多层感知机 MLP(multi-layer 

perception) 和卷积神经网络 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两个分支网络构成，经过归一化的输入信号分别输入到两个分支中。

第一个分支 CNN 主要用来估计带内信道，第二个分支 MLP 加入

了预处理层 (hollow layer)，将输入信号中间的信号去掉，这样可

以使其主要估计带外信号。两个分支的结合，使得 TTHnet 能够

准确估计单载波和多载波可见光信道模型。与传统神经网络所需众

多的训练参数相比，TTHnet 只有 1932 个训练参数，极大地降低

了网络参数的复杂度，为神经网络用于可见光实时通信系统中提供

了可能。

图 8		TTHnet 原理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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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介绍了可见光通信系统的基本结构，接着从材料器件、

高速系统、异构组网、水下可见光通信和机器学习等五个前沿研究

方面展开了对可见光通信发展的探讨，并重点分析了本领域内的部

分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在研究学者们共同的努力下，可见光通信

已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可见光通信目前仍面临

着各方面严峻的挑战，例如现有的光发射和接收器件仍然限制了可

见光通信系统性能的提升，未来将需要研究更多的新型器件来突破

性能瓶颈；现有的可见光通信信道理论模型还没有全面涉及实际信

道中各种恶劣因素的影响，未来将需要研究实际且全面的可见光信

道理论模型，为高速可见光通信提供理论指导；现有的可见光异构

组网还处于初级研究阶段，未来将需要研究如何合理解决上行链路

传输以及可见光与太赫兹通信、毫米波通信和微波无线通信等通信

方式如何共存与兼容；现有的基于机器学习的可见光通信系统还没

有实现智能化，未来将需要研究更多的新型机器学习算法协同工作，

共同实现可见光系统的智能化。

随着可见光通信的不断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可见光通信

将会同其它通信方式一起，高效、智能地处理海量数据，服务于未

来万物互联的时代，造福人类生活。

参考文献
[1] Chi N, Haas H, Kavehrad M, et al. Visible light communica-

tions: demand factors, benefits and opportunities[Guest 
Editorial][J].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2015, 22(2): 5–7. 

[2] Chi N. LE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3. 

 迟楠 . LED 可见光通信技术 [M].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13. 
[3] Chi N, Shi M, Ha Y, et al. LiFi: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

spects of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J]. China 
Illuminating Engineering Journal, 2019, 30(1): 1–9, 24. 

 迟楠 , 石蒙 , 哈依那尔 , 等 . LiFi: 可见光通信技术发展现状与展
望 [J]. 照明工程学报 , 2019, 30(1): 1–9, 24. 

[4] Chi N. The transmitter of the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system[M]//Chi N. LED-Base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18: 13–38. 

[5] Fujieda I, Kosugi T, Inaba Y. Speckle noise evaluation and 
reduction of an edge-lit backlight system utilizing laser 
diodes and an optical fiber[J]. Journal of Display Technology, 
2009, 5(11): 414–417. 

[6] Zhao Y J, Fu H Q, Wang G T, et al. Toward ultimate efficiency: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n planar and 3D nanostructured 
nonpolar and semipolar InGaN light-emitting diodes[J]. 
Advances in Optics and Photonics, 2018, 10(1): 246–308. 

[7] S h e n  C ,  Le e  C ,  N g  T  K ,  et  a l .  H i g h - s p e e d  4 0 5 - n m 
Superluminescent Diode (SLD) with 807-MHz modulation 
bandwidth[J]. Optics Express, 2016, 24(18): 20281–20286. 

[8] Zhou Y J, Zhu X, Hu F C, et al. Common-anode LED on a 
Si substrate for beyond 15 Gbit/s underwate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J]. Photonics Research, 2019, 7(9): 1019–
1029. 

[9] Maaskant P P, Shams H, Akhter M, et al. High-speed sub-
strate-emitting micro-light-emitting diodes for applications 
requiring high radiance[J]. Applied Physics Express, 2013, 
6(2): 022102. 

[10] Ferreira R X G, Xie E Y, McKendry J J D, et al. High band-
width GaN-based micro-LEDs for multi-Gb/s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J].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2016, 28(19): 2023–2026. 

[11] Islim M S, Ferreira R X, He X Y, et al. Towards 10 Gb/s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base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using a GaN violet micro-LED[J]. 
Photonics Research, 2017, 5(2): A35–A43. 

[12] Zhu S C, Yu Z G, Liu L, et al. Enhancing the spontaneous 
emission rate by modulating carrier distribution in GaN-
based surface plasmon light-emitting diodes[J]. Optics 
Express, 2017, 25(9): 9617–9627. 

[13] Li J H, Huang X X, Ji X M, et al. An integrated PIN-array 
receiver fo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Optics, 
2015, 17(10): 105805. 

[14] Yang H D, Kil Y H, Yang J H,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n-Ge/i-Ge/
p-Si PIN photo-diode[J]. Materials Science in Semiconductor 
Processing, 2014, 22: 37–43. 

[15] Li J H, Wang F M, Zhao M M, et al. Large-coverage under-
wate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system based on blue LED 
employing equal gain combining with integrated PIN array 
reception[J]. Applied Optics, 2019, 58(2): 383–388. 

[16] Wang C, Yu H Y, Zhu Y J. A long distance underwate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system with single photon avalanche 
diode[J]. IEEE Photonics Journal, 2016, 8(5): 7906311. 

[17] Ji Y W, Wu G F, Wang C,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f SPAD-
based long distance outdoor VLC systems[J]. Optics 
Communications, 2018, 424: 7–12. 

[18] Karbalayghareh M, Miramirkhani F, Safari M, et al. Vehicula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with SPAD receiv-ers[C]//
Proceedings of 2019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Conference (WCNC), Marrakesh, Morocco, 2019: 
1–5. 

[19] Huang X X, Shi J Y, Li J H, et al. 750Mbit/s visible light com-
munications employing 64QAM-OFDM based on amplitude 



33

Academia 学术

   2021 年 第 3 期

equalization circuit[C]//Proceedings of 2015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FC), Los 
Angeles, CA, USA, 2015: 1–3. 

[20] Wang F M, Liu Y F, Shi M, et al. 3.075 Gb/s underwate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utilizing hardware pre-equalizer with 
multiple feature points[J]. Optical Engineering, 2019, 58(5): 
056117. 

[21] Wang Y G, Tao L, Huang X X, et al. 8-Gb/s RGBY LED-based 
WDM VLC system employing high-order CAP modulation and 
hybrid post equalizer[J]. IEEE Photonics Journal, 2015, 7(6): 
7904507. 

[22] Zou P, Liu Y F, Wang F M, et al. Mitigating nonlinearity char-
acteristics of gray-coding square 8QAM in underwater VLC 
system[C]//Proceedings of 2018 Asia Communications and 
Photonics Conference (ACP), Hangzhou, China, 2018: 1–3. 

[23] Le Minh H, O'Brien D, Faulkner G, et al. 80 Mbit/s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using preequalized white LED[C]// 
Proceedings of the 34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Optical 
Com-munication, Brussels, Belgium, 2008. 

[24] Vucic J, Kottke C, Nerreter S, et al. White light wireless 
transmission at 200+ Mb/s net data rate by use of discrete-
multitone modulation[J].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2009, 21(20): 1511–1513. 

[25] Vučič J, Kottke C, Nerreter S, et al. 513 Mbit/s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 link based on DMT-modulation of a white 
LED[J].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2010, 28(24): 3512–
3518. 

[26] Vučić J, Kottke C, Habel K, et al. 803 Mbit/s visible light 
WDM link based on DMT modulation of a single RGB 
LED luminar y[C]//Proceedings of 2011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 and the National 
Fiber Optic Engi-neers Conference, Los Angeles, CA, USA, 
2011. 

[27] Cossu G, Khalid A M, Choudhury P, et al. 2.1 Gbit/s visible 
optical wireless transmission[C]//Proceedings of the 
38th European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on Optical 
Communications, Amsterdam, Netherlands, 2012. 

[28] Wu F M, Lin C T, Wei C C, et al. 3.22-Gb/s WDM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of a single RGB LED employing carrier-less 
amplitude and phase modulation[C]//Proceedings of 2013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 
and the National Fiber Optic Engineers Conference (OFC/
NFOEC), Anaheim, CA, USA, 2013. 

[29] Wang Y Q, Huang X X, Zhang J W, et al. Enhanced perfor-
mance of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employing 512-QAM 
N-SC-FDE and DD-LMS[J]. Optics Express, 2014, 22(13): 

15328–15334. 
[30] Cossu G, Wajahat A, Corsini R, et al. 5.6 Gbit/s downlink and 

1.5 Gbit/s uplink optical wireless transmission at indoor dis-
tances ( ≥ 1.5 m)[C]//Proceedings of 2014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Optical Communication (ECOC), Cannes, 
France, 2014. 

[31] Wang Y G, Tao L, Huang X X, et al. 8-Gb/s RGBY LED- based 
WDM VLC system employing high-order CAP modulation and 
hybrid post equalizer[J]. IEEE Photonics Journal, 2015, 7(6): 
7904507. 

[32] Chi N, Shi J Y, Zhou Y J, et al. High speed LED based visible 
l ight communication for 5G wireless back-haul[C]//
Proceedings of 2016 IEEE Photonics Society Summer Topical 
Meeting Series (SUM), Newport Beach, CA, USA, 2016. 

[33] Chun H, Rajbhandari S, Faulkner G, et al. LED based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ed 10 Gb/s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s[J].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2016, 
34(13): 3047–3052. 

[34] Wang Y Q, Shi J Y, Yang C, et al. Integrated 10  Gb/s multi-level 
multiband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and 500  Mb/s indoo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system based on Nyquist single 
carrier frequency domain equalization modulation[J]. Optics 
Letters, 2014, 39(9): 2576–2579. 

[35] Wang Y G, Chi N, Wang Y Q, et al. Network architecture 
of a high-spee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local area 
network[J].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2015, 27(2): 
197–200. 

[36] Rehman S U, Ullah S, Chong P H J, et al.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a system perspective—overview and 
challeng-es[J]. Sensors, 2019, 19(5): 1153. 

[37] Shao S H, Khreishah A, Ayyash M, et al. Design and analysis 
of a visible-light-communication enhanced WiFi system[J]. 
Journal of Optical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2015, 
7(10): 960–973. 

[38] Hammouda M, Akln S, Vegni A M, et al. Hybrid RF/LC Sys-
tems under QoS Constraints[C]//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lecommunications (ICT), St. 
Malo, France, 2018: 312–318. 

[39] Alresheedi M T, Hussein A T, Elmirghani J M H. Uplink de-
sign in VLC systems with IR sources and beam steering[J]. IET 
Communications, 2017, 11(3): 311–317. 

[40] Chi N, Hu F C, Zhou Y J.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high-spee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J]. ZTE 
Technology Journal, 2019, 25(5): 56–61. 

 迟楠 , 胡昉辰 , 周盈君 . 高速可见光通信技术的挑战与展望 [J]. 
中兴通讯技术 , 2019, 25(5): 56–61. 



34

Academia学术

[41] Duntley S Q. Light in the sea[J]. Journal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63, 53(2): 214–233. 

[42] Nakamura K, Mizukoshi I, Hanawa M. Optical wireless 
transmission of 405 nm, 1.45 Gbit/s optical IM/DD-OFDM 
signals through a 4.8 m underwater channel[J]. Optics 
Express, 2015, 23(2): 1558–1566. 

[43] Shen C, Guo Y J, Oubei H M, et al. 20-meter underwater 
wireless optical communication link with 1.5 Gbps data 
rate[J]. Optics Express, 2016, 24(22): 25502–25509. 

[44] Ho C M, Lu C K, Lu H H, et al. A 10m/10Gbps underwater 
wireless laser transmission system[C]//Proceedings of 2017 
Optical Fiber 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Los Angeles, CA, USA, 2017. 

[45] Huang X H, Li C Y, Lu H H, et al. 6-m/10-Gbps underwater 
wireless red-light laser transmission system[J]. Optical En-
gineering, 2018, 57(6): 066110. 

[46] Zou P, Liu Y F, Wang F M, et al. Enhanced performance of 
odd order square geometrical shaping QAM constellation 
in underwater and free space VLC system[J]. Optics 
Communica-tions, 2019, 438: 132–140. 

[47] Wang P L, Li C, Xu Z Y. A cost-efficient real-time 25 Mb/
s system for LED-UOWC: design, channel coding, FPGA 
implement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J].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2018, 36(13): 2627–2637. 

[48] Wang F M, Liu Y F, Shi M, et al. 3.075 Gb/s underwate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utilizing hardware pre-equalizer with 
multiple feature points[J]. Optical Engineering, 2019, 58(5): 
056117. 

[49] Lu C H, Wang J M, Li S B, et al. 60m/2.5 Gbps underwater 
optical wireless communication with NRZ-OOK modulation 
and digital nonlinear equalization[C]//2019 Conference on 
La-sers and Electro-Optics (CLEO).IEEE, 2019: 1–2. 

[50] Wang J M, Lu C H, Li S B, et al. 100 m/500 Mbps underwater 
optical wireless communication using an NRZ-OOK 
modulated 520 nm laser diode[J]. Optics Express, 2019, 27(9): 
12171–12181. 

[51] Cochenour B M, Mullen L J, Laux A 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beam-spread function for underwater wireless 
optical communications links[J]. IEEE Journal of Oceanic 
Engineering, 2008, 33(4): 513–521. 

[52] Tang S J, Dong Y H, Zhang X D. Impulse response modeling 
for underwater wireless optical communication links[J].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2014, 62(1): 226–234. 

[53] Zedini E, Oubei H M, Kammoun A, et al. Unified statistical 
channel model for turbulence-induced fading in underwater 
wireless optical communication systems[J]. IEEE Transac-

tions on Communications, 2019, 67(4): 2893–2907. 
[54] K a n u n go  T,  M o u n t  D  M ,  N eta n ya h u  N  S ,  et  a l .  A n 

efficient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analysis and 
implementa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2002, 24(7): 881–892. 

[55] Khan K, Rehman S U, Aziz K, et al. DBSC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C]//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Information and Web 
Technologies, Bangalore, India, 2014. 

[56] Ma J, He J, Shi J, et al. Nonlinear compensation based on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for Nyquist PAM-4 VLC sys-
tem[J].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2019, 31(12): 
935–938. 

[57] Lu X Y, Wang K H, Qiao L, et al. Nonlinear compensation of 
multi-CAP VLC system employing clustering algorithm based 
perception decision[J]. IEEE Photonics Journal, 2017, 9(5): 
7906509. 

[58] Lu X Y, Zhou Y J, Qiao L, et al. Amplitude jitter compensation 
of PAM-8 VLC system employing time-amplitude two-
dimensional re-estimation base on density clustering of 
machine learning[J]. Physica Scripta, 2019, 94(5): 055506. 

[59] Shi M, Zhao Y H, Yu W X, et al. Enhanced performance of 
PAM7 MISO underwater VLC system utiliz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based on DBSCAN[J]. IEEE Photonics 
Journal, 2019, 11(4): 7905013. 

[60] Chen C, Deng X, Yang Y B, et al. LED nonlinearity estimation 
and compensation in VLC systems using probabilistic 
Bayesian learning[J]. Applied Sciences, 2019, 9(13): 2711. 

[61] Zhang G W, Hong X J, Fei C, et al. Sparsity-aware nonlinear 
equalization with greedy algorithms for LED-based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systems[J].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2019, 37(20): 5273–5281. 

[62] Chi N, Zhao Y H, Shi M, et al. Gaussian kernel-aided deep 
neural network equalizer utilized in underwater PAM8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system[J]. Optics Express, 2018, 26(20): 
26700–26712. 

[63] Lu X Y, Lu C, Yu W X, et al. Memory-controlled deep LSTM 
neural network post-equalizer used in high-speed PAM VLC 
system[J]. Optics Express, 2019, 27(5): 7822–7833. 

[64] Zhao Y H, Zou P, Yu W X, et al. Two tributaries heterogeneous 
neural network based channel emulator for underwater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systems[J]. Optics Express, 2019, 
27(16): 22532–22541. 



35

Academia 学术

   2021 年 第 3 期



Industry业界

36

2、我国车载激光雷达尚处于起步阶段

激光雷达由于激光的指向性特别好，因此可以准确测量视场

中物体轮廓边沿与设备间的相对距离，准确绘制出精度达厘米级别

的 3D 环境地图，是目前技术最可靠的的定位技术，暂无其他可替

代品，起初主要应用于军事领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激光雷达应

而汽车的智能化离不开传感器的辅助，按照用途来分，智能

重卡核心传感器包括激光雷达、摄像头、高精度地图、毫米波雷达

等。（图表 2）

摄像头成为我国自动驾驶传感器行业主要市场，
目前积极布局固态激光雷达领域

文章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汽 车传感器作为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信息源，是汽车电子控

制系统的关键部件，也是汽车电子技术领域研究的核心内

容之一。按照用途来分，智能汽车核心传感器包括激光雷达、摄像

头、毫米波雷达等。2020 年，我国自动驾驶传感器市场规模达到

月 343 亿元，毫米波雷达、摄像头的市场规模在 2020 年预计达到

378 亿元和 57 亿元。

本文核心数据：自动驾驶传感器市场规模、毫米波雷达市场

份额、车载摄像头市场规模

1、自动驾驶传感器行业发展迅速

汽车传感器作为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信息源，是汽车电子控

制系统的关键部件，也是汽车电子技术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传感层作为无人车的眼睛，是无人车智能性高低的关键因素。

汽车传感器对温度、压力、位置、转速、加速度和振动等各

种信息进行实时、准确的测量和控制。衡量现代高级轿车控制系统

水平的关键就在于其传感器的数量和水平。当前，一辆国内普通家

用轿车上大约安装了近百个传感器，而豪华轿车上的传感器数量多

达 200 多个。

中国自动驾驶传感器行业在自动驾驶汽车的快速发展下和政

府政策的支持下，行业规模迅速增长，自动驾驶传感器渗透率逐步

扩大，自动驾驶传感器市场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自动驾驶的实现

依赖于自动驾驶传感器等硬件，伴随着自动驾驶传感器逐渐成为汽

车出厂标配，其市场规模保持髙速增长。

中囯自动驾驶传感器市场规模由 2014 年的 25.4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61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34.4%，预估 2020 年中国

自动驾驶传感器市场规模将为 343 亿元。（图表 1）

图表1：2014-2023年中国自动驾驶传感器市场规模变化趋势（单位：亿元）

图表 2：核心传感器类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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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领域增加，我国激光雷达市场规模将会大幅度增长。

目前我国车载激光雷达尚处于起步阶段，自动驾驶企业尚未

大规模采用，竞争格局仍未稳定。国外主要的激光雷达公司包括

Velodyne、Ibeo、Quanergy、Innoviz 和 LeddarTech 等； 国 内

主要的激光雷达公司包括禾赛科技、北科天绘、速腾聚创、北醒光

子、镭神智能以及大族激光、大疆子公司 Livox 等。

目前仅法雷奥和 Ibeo 合作生产的扫描式激光雷达 ScaLa 实现

量产。国内公司在固态激光雷达领域积极布局，已经研制出较多的

产品，部分产品技术性能在全球领先，随着激光雷达往固态化持续

发展，国内激光雷达公司具备较大的发展机会。（图表 3）

件 CMOS，将光线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数字信号被传送到一个

专门的外理器 (DSP)。产业链角度来看，镜头、CMOS、DSP 和模

组是最重要的成分，其中 CMOS 芯片是摄像头的核心部件，价值

约占整个摄像头的三分之一。

车载摄像头主要包括内视摄像头、后视摄像头、前置摄像头、

侧视摄像头、环视摄像头等，各类型车载摄像头渗透率不同。（图

表 5）

图表 3：国内外激光雷达公司的产品布局情况

图表 5：2019-2020 年各类型车载摄像头渗透率情况（单位：%）

图表 4：2018-2020 年全球毫米波雷达市场规模（单位：亿元）

毫米波雷达主要用于探测距离速度，其主要工作频率是 24Ghz

和 77Ghz，其中 77Ghz 毫米波雷达是发展趋势，毫米波雷达具有

体积小、质量轻和空间分辨率高的特点。与红外、激光、电视等光

学导引头相比，毫米波导引头穿透雾、烟、灰尘的能力强，具有全

天候 ( 大雨天除外 ) 的特点。

近几年，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突破以及毫米波雷达技术水平

的提升，毫米波雷达是当下无人驾驶领域较为集中的竞争热点。根

据全球研究机构及公开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车载毫米波雷达

市场规模为 288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30%-35% 左右，初步预测

2023 年全球车载毫米波雷达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900 亿美元。（图

表 4）

3、各类型车载摄像头渗透率不同

车载摄像头主要有前视 ( 安装在前挡风玻璃上 )、侧视、后视

摄像头，其中前视摄像头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摄像头。摄像头的成像

过程就是将光信号数字化的过程。光线首先通过镜头，到达感光元

4、自动驾驶发展提高汽车平均搭载摄像头数量

目前车载摄像头主要应用于倒车影像 ( 后视 ) 和 360°全景 ( 环

视 )，一套完整的 ADAS 系统需包括 6 个摄像头 (1 个前视，1 个后

视，4 个环视 )，高端汽车的各类辅助设备装备的摄像头可达 8 个，

用于辅助驾驶员泊车或触发紧急刹车。（图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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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汽车平均每台搭载摄像头的数量有望快速增长。根据

Yole 数据，全球汽车平均每台搭载摄像头的数量将从 2018 年的 1.7

颗增加至 2023 年的 3 颗，CAGR 达 12%。2020 年，我国汽车摄

像头平均搭载数量为 1.3 颗，市场空间较大。（图表 7） 

图表 6：汽车行业应用摄像头情况分析

图表 8：不同自动驾驶级别汽车平均搭载摄像头数量（单位：颗） 图表 10：2020-2025 年中国车载摄像头市场规模（单位：亿元）

图表 9：我国车载摄像头市场出货量（单位：万枚）

图表 7：2018-2023 年汽车平均搭载摄像头数量（单位：颗）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高度和完全

自动驾驶汽车进入市场。如果要实现完全自动驾驶功能，车上至少

需要搭载前视、环视、后视、内置摄等五类摄像头。

为了达到更准确的识别效果，每一类摄像头会搭载不同焦段

2-3 只。有报告显示，L1/2 级车主要安装倒车或环视摄像头 ;L3

级还会安装前视摄像头;L4/5级基本会囊括各种类型的摄像头。（图

表 8）

5、2025 年我国车载摄像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230

亿元

近几年，尽管我国汽车产销量下降，但自动驾驶的发展提高

了汽车平均搭载摄像头数量，L4/5 自动驾驶级别汽车平均搭载摄

像头数量可达 12 个以上。汽车平均搭载摄像头数量的提升带动了

车载摄像头出货量。根据 OFweek 智能汽车网的测算，我国车载

摄像头出货量 2017年的 1690 万枚提升至 2020 年的 4263 万枚。（图

表 9）

2015-2020 年，中国车载摄像头市场规模呈现逐年增长的

态势。按 2020 年国内车载摄像头市场新增需求 4263 万枚，单价

150 元计算，2020 年中国车载摄像头市场规模达 66 亿元。

自动驾驶的发展会带来车载摄像头数量的增加，预计未来汽

车上的摄像头数量将达到 12 个以上，而 L3 以上的车型需求更高，

行业需求将不断扩增。根据 ICV Tank 数据，2025 年中国车载摄

像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230 亿元。（图表 10）

级别 平均搭载摄像头数量（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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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Laser Focus World 数据显示，2017-2018 年全球激光

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2019 年由于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

以及欧洲一些市场的疲软和光纤激光器产品价格的大幅下降，导致

全球激光器市场规模降至 147 亿美元。2020 年虽然受到新冠疫情、

一些地区经济衰退以及社会和政治动荡影响，全球激光器市场仍

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2020 年全球激光器市场总收入增长至

165 亿美元。

2021 年全球激光产业发展现状及应用市场分析

来源：激光行业观察

储市场、科研与军事市场、医疗与美容市场、仪器仪表与传感器市

场以及娱乐、显示与打印市场。

2020 年全球激光器应用市场中，材料加工与光刻仍然是全球

激光主要应用市场，占比 39.28％；其次为通信与光存储，占比为

24.35％，这是因新冠疫情而受益的少数几个市场之一，由于员工

办公的需求导致通信激光器收入大幅增长；科研与军事保持高增长

率，占比 14.04％，2020 年同比增长超过 23%，这是推动全球激

光器收入的重要因素；医疗与美容市场受疫情短期影响最显著，收

入同比下降 25%，2020 年占比 5.84％；仪器与传感器短期内未受

疫情影响，占比 12.84％；娱乐、显示及打印市场由于新冠疫情导

致许多激光电影放映机的订单被搁置，增速放缓，占比 3.65％。

图表 1：2017-2020 年全球激光器行业市场规模（单位：亿美元，%）

材料加工与光刻是全球激光器的主要应用领域

激光器应用领域广泛，Laser Focus World 将全球激光器市场

分为六大主要细分市场，分别为材料加工及通讯领域、通信与光存 图表 2：2020 年全球激光器应用市场结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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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球工业激光器市场规模增速放缓

2020 年，新冠疫情在武汉（中国工业激光技术之乡）爆发，

随后疫情很快席卷了全球，世界制造业随之遭受重创，全球工业激

光市场增长几乎停滞。然而，当西方国家还在共同制定应对新冠疫

情的措施时，中国政府已经对新冠疫情实现了有效防控，阻止了

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中国企业也基本恢复了正常运营。因此，在

2020 年第三季度，工业激光市场回暖，促使整个 2020 年实现了

低个位数的收入增长。根据 Laser Focus World 初步测算，2020

全球工业激光器市场规模约为 51.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2％。

图表3：2017-2020年全球工业激光器市场规模及增长情况（单位：亿美元，%）

光纤激光器是最主要的工业激光器品种

全球工业激光器主要分为四大类，分别为光纤激光器、固体激

光器 / 碟片激光器、导体激光器 / 准分子激光器，以及 CO2 激光器。

图表 4：2020 年全球工业激光器产品结构（单位：%）

2020 年，光纤激光器总收入为 27.17 亿美元，占据了工业激

光器总收入的 52.68%；其次为固体激光器，特别是用于金属切割

的千瓦级产品，总收入为 8.61 亿美元，占比 16.69%；用于增材制造、

精细金属和非金属加工的千瓦级 CO2 激光器，总收入为 8.04 亿美

元，占比 15.59%；主要用于移动通信设备显示器的退火的准分子

激光器，总收入为 7.76 亿美元，占比 15.04%。

金属切割是全球工业激光器主要应用领域

全球工业激光器主要应用于金属切割、焊接 / 钎焊、打标 / 雕

刻、半导体 /PCB、显示、增材制造、精密金属加工、非金属加工

及其他领域。

2020 年，金属切割应用占整个工业激光应用市场的 40.62%，

并且继续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订单的增加。随着新

冠疫情在先进制造业国家的传播，切割市场的增长率近年来首次下

降到 2% 左右。其次为焊接 / 钎焊应用以及打标 / 雕刻应用，分别

占比 13.52% 和 12.60%。

图表 5：2020 年全球工业激光器应用市场结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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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oT 推动卓越车载摄像头生产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td.	

什么是 AIoT ？

第 四次工业革命（工业 4.0），也可称为数字化时代，其特点

在于自动化、实时数据、连接性、嵌入式传感器和机器学习。

我们熟悉的智能手机就是数字化时代的标志性代表它将互联网的威

力、覆盖范围和多功能性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是一款功能强大的

D r. S o n g Ke n g Ye w, Ja m e s 宋 景 耀 博士
ASM 太平洋	副总裁及产品总经理

M r. C h o o W i n g C h e o n g , A d r i a n  朱 永祥先 生
ASM 太平洋资深市 CIS 汽車業務发展部经理	

手持电脑。伴随着智能手机给消费者和商业社会带来的变革，工厂

和生产车间也正在经历类似的变革浪潮，为未来彻底改变工业间，

与呈现智能工厂的希望。

然而，智能工厂的定义却是各不相同的。这也迫使世界各地

的制造业公司制定更長遠的计划，努力应对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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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由于汽车涉及到用户的性命与安危等重要因素，汽车

工业一直把安全和质量作为关键的产品标准。多年前，汽车行业推

出 ADAS（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 高级驾驶员辅

助系统），用意就是为了提高驾驶员及汽车的安全能力，减少缺陷

组件或人为失误带来的生命损失，同时大大的降低了有缺陷的召回

汽车产品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ADAS 技术主要基于视觉（摄像头

和激光雷达）、频率（雷达）和声学（声纳）的传感技术，多方位

精确地探测周围环境。

在基于视觉传感的技术中，车载摄像头的制造质量对车辆周

围的视野清晰度可是至关重要。多年来，汽车 OEM 制造商回收的

汽车中，有些案例就是涉及汽车摄像头相关的安全问题，而且这些

回收的汽车带来了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最近的案例有：

·2019 至 2020 年，奔驰：因后视摄像头缺陷召回 375,843

辆汽车 1

·2020 至 2021 年， 福 特 林 肯： 因 后 视 摄 像 头 缺 陷 召 回

34,975 辆汽车 2

而 AIoT 技术也有助于增强车载摄像头生产线中，包括生产性

能、投入质量、资源分配、过程一致性和精细化等，比如：

·管理和分析输入材料的质量和一致性 — 例如图像传感器

PCB、相机摄像头质量等；

·过程参数控制和下游过程反馈的分析补偿 — 例如来自生产

线末端测试仪系统的 MTF 变化校准后过程反馈，以补偿校准偏移

参数；

·通过对所选参数进行数据分析，并将「黄金配方」复制到

相应的机器上，减少过程中对操作员的依赖；

·通过对机器性能和趋势预测的诊断和分析，提供机器的预

防性机器维修。

不确定因素，以帮助企业在未来蓬勃发展。当今，世界对质量、安

全和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但讽刺的是，尽管机器之间的互联性、

实时数据采集和工厂间的通信越来越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仍

然存储在太多未被整合的地方，比如在机器中、客户站点中及云中

等地方。这使得协调数据成为一项挑战，从这些数据中生成作「可

操作的信息」也变得更加困难。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中加入大幅

度增长的生成数据，现有的数据管理模式將无法支撑未来所需。 

同时，这些合成的计算能力也允许了下一代的工业进化， 

犹 如 「 工 业 4.0」 的 可 能 性，。 其 「 物 联 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就是从中衍生出来的。物联网代表了一个设备相互

通信、协调、合作和调度任务的互联世界。

然而，未来的工业间不仅仅需要收集和分析信息，它必

须结合机器学习能力。物联网 「IoT」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结合成「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它涉及

将 AI 能力注入「智能装配线」，使设备能够独立地检查数据、执

行分析、做出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备受渴望的愿景，具有高

效供应链管理和优化的全自动化生产环境的体系结构，以及提高工

厂效率和产量的预防性维护，同时也能提供自动化，完全无需人为

干预的数据驱动的闭环判断力 。

AIoT 如何扩大车载摄像头生产

制造业朝着零 PPB（十亿分之一的缺陷零件）和接近零停机

时间（或更高的整体设备效率（OEE））的方向发展，这方向是

由一系列因素推动而成，例如減少高产品回收率、高额维修成本、

达致高安全标准以及可有更大的竞争压力。德勤（Deloitte）指示，

产品回收、维修成本和计划外停机这些因素，可导致工业制造商每

年损失约 500 亿美元（对公司声誉和客户心态的负面影响，更加

是不可以用经济角度可衡量）。

图 1：来自 Shutterstock 的图像 图 2: 来自 Unsplash,  Thisis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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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产环境的不同阶段 

以下描述看似是生产环境要达到的「香格里拉」级别，甚至

归类为无法达到的标准。但实际上，有了明确和实施步骤，也非是

不切实际的理想。

反应性和预防性维修

预防性维修大多由车载摄像头生产公司采用，通常涉及定期

停机维修和设备检查。尽管如此，当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时，如机

器恢复、材料短缺、材料质量评估或工艺程序优化等因素，仍能导

致划外停机。这些延误正正考验着整个系统的生產效能。

为改进管理过程，除了为维护和评估单个机器的效率而进行

的计划性停机时间外，我们还能采取的一些额外步骤，包括：

·将机台数据数字化，并且连接至中央系统进行概览管理；

·采用 KPI 管理工具，进行标准控制和实施方案以及过程控

制管理设置；

·使用远程监控，让操作员随时都能在厂外操控机器

在控制和管理此阶段，大多数生产管理仍因应特殊外在因素

作出反应，被动式人工评估和决策而做出判断。

视情维修

我们可以运用统计资料或基于规则的监控能力，制定机器和

设备的维护标准，从而增强机器维护。透过诊断这些元素，让生产

控制人员评估所有的 4Ms 关键元素，以及这些元素对产量和 OEE

性能的影响，從而提高生产连续性和效率。

视情维修能力则属于另一领域，视情维修能对生产情况进行

更深入的数据分析，进行全面评估，提供细致入微和更有针对性的

见解，以便决策和行动。需考虑的元素有 :

·机器健康管理，用于实时生产数据处理，以确定下一步要

采取的行动；

·通过闭环反馈测试进行异常评估，以评定输出差异和基于

分析的工艺参数优化评估；

·分析生产表现的数据，尤其是 4Ms 元素，通过所有因素的

数据输入进行评估，以检测生产表现下降的根本原因。

由于能够获得生产环境中现有的 4Ms 因素统计数据，可以通

过分析生产过程和结果来做出决策，并提高所行动的决策力和准确

性。机器利用率的提高和优化「黄金配方」的闭环反馈可以更好地

控制产量和质量。

预防性维修

这指的是通过机器学习与分析前一阶段的连接实施而采集的

大数据，从而提供真正的预防性维修。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和数

据分析，使制造商能够预测生产问题，从而能够及时采取先发制人

的纠正措施，以确保生产的连续性和高质量的产出。使得 AIoT 能

完全自动化整个生产分析过程，通过数据和基于规则的评估，实现

以上所提出的因素促进了 4 Ms (Man- 人员、Machine- 设备、

Materials- 材料、Method - 工艺 ) 在车载摄像头生产中的集成：

·Man ( 人员 ) – 精简生产生态系统各个部分所需的人力，包

括机器操作、经常性机器维护、流程和参数优化、材料使用监控和

补复。

·Machine ( 设备 ) - 一致性机器操作，从 PCB 组装、光学模

块和图像传感器对齐，到摄像头单元组装和交付前验证，实现对产

量和吞吐量性能的封闭治理 (closed governance) 。

·Materials ( 材料 ) – 优化并确保进入系统的来料质量与持

续供应，从而影响最终产品加工的零件数量。可靠与持续的物料供

应对生产车间的持续高效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Method ( 工艺 ) – 设备器材用于操作和验证输入和输出结

果的参数和过程标准。在车载摄像头生产中，这可以包括光学元件

传感器校准设置所需参数的选择和晶片放置重复性的工艺标准（「黄

金配方」），达成持续的高吞吐量与高产量。

图 4: 来自 ASM 太平洋

图 3: 来自 ASM 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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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ASM 太平洋 SkyEye, ASM 太平洋图像

了有效简化的自动化预防性维修能力。同时允许预测能力改善整体

生产量。例如 :

·智能工厂允许汽车摄像头自动化生产和连接性，以达到工

业 4.0 的标准；

·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提高预测决策和优化

改进，以优化工艺参数、材料资源分配、机器性能可持续性和维护

效率，以及减少人力和人为错误；

·利用云端科技或 HMTL、卫星远程访问和控制，实现全天

候监察，消除对生产状态和分析的地理限制；

·优化机器故障、材料质量不一致、工艺参数变化、人力不

足等方面的风险管理。

ASM 太平洋 ACamLine ™ 和 SkyEye — 卓越的车载摄

像头生产

作为 ASM 太平洋最新开发的车载摄像头装配线的一部分，

ACamLine ™体现了全摄像头装配的高产量和高批量生产能力。

ACamLine ™ 的模块化平台设计方法提供了机器配置的灵活性，以

适应每个客户的生产顺序，并易于扩展，以便客户在生产量需求的

不同阶段进行投资。

图 5: ASM 太平洋 ACamLine ™ ,  ASM 太平洋图像

AIoT 解决方案的核心由本集团的 SkyEye 软件提供支援，

SkyEye 采用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来处理制造中的数据。这个平台

提供几个渐进的入口点，从最初将工厂工具连接到 AIoT 生态系统

以自主性地提高性能，到应用人工智能以实现预防性维修和程序调

整，从而提高 OEE 和产量。最后，采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工具，

实现预测功能，防止生产程序受到阻碍。最重要的是客户将能够通

过 ASM 太平洋云服务同時管理多站点，根据自己特制的条件在当

地和全球性地扩展这些功能。SkyEye – 是 ASM 太平洋最新开发、

基于云服务的多层生产和设备管理系统，体现了 4Ms 要素集成和

同步的真正本质，赋予了机器学习和机器数据采集功能，以实现强

大的人工智能生产管理和控制，达成智慧工厂的愿景。

参考文献 :

1. Linkov, B. J. (2021, May 20). Mercedes-Benz Recalls 

More Than 375,000 Cars, SUVs, and Vans for Backup 

Camera Problem. Consumer Reports. https://www.

consumerreports.org/car-recalls-defects/mercedes-

b e n z - r e c a l l s - c a r s - s u v s - f o r - b a c k u p - c a m e r a -

problem-a8569016170/

2. Hyatt, K. (2021, April 6). 2020-21 Lincoln Aviator being 

recalled for faulty rearview camera. Roadshow. https://

www.cnet.com/roadshow/news/2020-21-lincoln-aviator-

rearview-camera-recall/



46

Applications应用

2023 年规模将超 155 亿！机器视觉或助 AI 安
防打开新格局
作者：东方

2 021 开年以来，在机器视觉领域已有图漾科技、梅卡曼德、

库柏特、视科普等超 17 家企业相继完成融资。6 月 22 日，

又一机器视觉企业——征图新视正式向上交所科创版提交 IPO 招

股书，凭借 3.36 亿元销售额在 2020 年机器视觉行业排名第六。

未来随着征图新视上市，业内人士猜测或将刺激机器视觉行业进一

步发展。

目前国际机器视觉领域可谓巨头林立，但在国内市场，更多

呈现出公司数量多、规模小、业务壁垒复杂的状况。近年来，机器

视觉一词在国内 AI 安防行业出现的频次越来越多，随着华为安防

改名为华为机器视觉后，更是将机器视觉推向了新的应用高潮，究

竟其具有什么魅力？

1、2023 将超 155 亿

机器视觉为机器设备装上 [ 感知外界的眼睛 ]

我们都知道，人类通过眼睛感知外界 80% 的信息，图像包含

的信息量巨大。那么机器视觉技术的出现，通俗来理解即为机器设

备安上了感知外界的眼睛，使机器具有像人一样的视觉功能，从而

实现各种检测、判断、识别、测量等功能。

作为数据收集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机器视觉是人工智能正

在快速发展的一个分支，通过使用光学非接触式感应设备，自动接

收大量真实场景图像数据并进行智能化分析处理，获得信息以控制

机器。其综合应用了机器视觉软件、人工智能、常规算法、光学成

像机制、运动控制、3D 视觉等底层技术，是众多厂商争夺的核心

竞争点之一。

通常机器视觉产业链大致分为上游零部件，中游装备及下游

应用三大环节：

1. 上游零部件供应商：被称为机器视觉产业的核心环节，占

据该产业 80% 的总成本，包含工业镜头、工业相机、图像采集卡、

传感器、视觉软件及算法平台；

2. 中游装备制造 / 集成商：视觉引导装备、视觉识别装备、

视觉监测装备及视觉测量仪器，能够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柔性和智能

化；

3. 下游应用：涉及领域较为广泛，消费电子、汽车、半导体、

虚拟现实、智能安防、健康医疗等。

随着全球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目前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

之后的第三大机器视觉领域应用市场。据中商情报网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机器视觉市场规模65.5亿元（不包含计算机视觉市场），

同比增长 21.8%。2014-2019 年复合增长率为 28.4%，预计 2023

年中国机器视觉市场规模将达到 155.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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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美巨头垄断 50% 市场

国内政策、标准助推产业发展

与全球机器视觉相比，中国机器视觉的发展晚了将近五十年。

1999 年，中国开始发展机器视觉产业，直到 2004 年，国内机器

视觉才迈入产业发展初期。机器视觉产业链上下游高端市场均被欧

美国际巨头占据，其中，康耐视和基恩士垄断了全球近 50% 的市

场份额。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逐渐走向全球化、信息化、专业化和服

务化，国家陆续发布各项政策推动行业发展，充分支持高端装备行

业的产品研发和市场扩展，中国的机器视觉产业迎来发展的良机。   

此外，随着政策不断加码，机器视觉应用在广泛应用下的执

行标准要求也不断提高。

近年来我国在不断制定机器视觉相关标准，其中机器视觉产

业联盟于 2020 年 8 月发布的《工业镜头术语》及《工业数字相机

术语》两项团体标准进一步推动国内机器视觉标准制定。同时《智

能制造机器视觉在线检测通用要求》等国家标准也正在制定……

3、国内后起之秀崛起 

AI 安防等应用场景潜力巨大

从盈利角度来看，工业领域的盈利相对较低，机器视觉企业

想要实现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则需要拥有向上游核心零部件领域拓

展能力。目前，机器视觉应用正从最初的工业领域延展到非工业领

域，以实现对事物的定位、检测、测量、识别和判断。

相对来说，机器视觉应用场景较多，竞争格局其实较为分散，

从其应用领域来看包括智能安防、消费电子、工业视觉、ADAS（高

级驾驶辅助系统）、AGV（自动引导车）、机器人等。

在众多场景中，AI 安防行业的平安城市、城市大脑等是国内

机器视觉较有发展潜力的应用场景之一。依靠 AI 监控、人脸识别

做身份核验的应用空间较广，尤其在疫情之后，包括园区、办公楼

宇带来了新一波人脸识别需求。机器视觉在传统行业，工业质检、

巡检的应用正在兴起。

国内机器视觉相关企业数量在逐年增长，机器视觉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但尚未出现主导行业地位的龙头企业。在机器视觉上游

的核心部件端，核心软硬件如光源、镜头和工业相机等还是以国外

公司为主。而国内企业如奥普特、海康威视、大恒科技等器件厂商

也逐渐具有竞争力。

从市场格局角度来看，在商汤、旷视、云从、依图四小龙的

整体份额之外，海大宇在机器视觉相关市场的份额也显著增长。在

质检、巡检方向，百度、华为、阿里、腾讯以及以创新奇智为代表

的创业公司也在崛起。

华为等科技巨头的入局，推动了国内机器视觉行业的重新洗

牌，各方正角逐不再局限于成像采集、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而是

自动接收大量真实场景图像数据，并进行智能化分析处理来辅助决

策。机器视觉市场空间的快速增长为产业链各大企业带来成长机遇，

也为 AI 安防行业发展打开新的格局。

总结

自打机器视觉爆火以来，中间或许有过沉寂期，但是目前国

内该赛道的企业入局势头正如火如荼，各家专注领域不同、打法不

同，在很大程度上，工艺算法是主要壁垒，行业落地是敲门砖。综

合来看，短期内技术密集型的机器视觉产业仍处在成长阶段。

未来，横向发展将渗透更多应用场景；纵向发展在现有领域

的深度拓展延伸将带来新的行业增长。真正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做到

场景落地的企业不多，国内机器视觉市场的未来趋势或将更多围绕

[ 渗透率和价值提升 ] 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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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推动 5G 应用规模化发展 增强经济发展
新动能
来源：讯石光通讯网

摘要 ：在广东深圳的妈湾港 5G 智慧港口，工人已经回撤到办公大楼里，他们端坐于屏幕前，动动手指就能远程操控

吊车。以前只能单人操控单台吊车，现在甚至可以单人同时操控多台吊车。得益于在此搭建的全国第一个 5G 港口商

用网络，通过 5G 港机远控，场桥作业司机减少了 65%，工人从蓝领变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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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起码头上的吊车工人，就会想到风吹日晒、冒险爬高、一

天不下机的场景，但在广东深圳的妈湾港 5G 智慧港口，工

人已经回撤到办公大楼里，他们端坐于屏幕前，动动手指就能远程

操控吊车。以前只能单人操控单台吊车，现在甚至可以单人同时操

控多台吊车。

得益于在此搭建的全国第一个 5G 港口商用网络，通过 5G 港

机远控，场桥作业司机减少了 65%，工人从蓝领变白领。

和妈湾港一样，5G 产业化带来的变化正遍地开花。创维

5G+8K 柔性智能工厂，对 181 个关键质检点进行数据融通，将检

测节拍由原来的 15 秒 / 台缩短到 3 秒 / 台；比亚迪部署 5G+AI 等

13 个应用，实现精益化生产和柔性制造，生产效率提升 25%；南

方电网鹏城变电站 5G 智慧电网，充分利用 5G+ 无人机等技术实

现自动化巡检，大幅提升效率和安全水平；华为 5G 全连接工厂，

打造“三个流、一朵云”，生产线调整时间从两周缩短为两天，每

28.5 秒生产一部手机。

近期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出席相关活动中表示。“推动 5G 应

用规模化发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要举措，对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工信部信息通信

发展司司长谢存就前不久正式发布的《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进行了深入解读。

《行动计划》为未来 3 年我国 5G 应用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

到 2023 年，我国 5G 应用发展水平将显著提升，综合实力持续增

强，打造 IT（信息技术）、CT（通信技术）、OT（运营技术）

深度融合新生态，实现重点领域 5G 应用深度和广度双突破，构建

技术产业和标准体系双支柱，网络、平台、安全等基础能力进一步

提升，5G 应用“扬帆远航”的局面逐步形成。在具体目标方面，

则包括到 2023 年，5G 在大型工业企业的渗透率要超过 35%，个

人用户普及率要超过 40%，每个重点行业 5G 示范应用标杆数超过

100 个等。

5G 商用两年来，我国 5G 技术创新不断突破，网络建设快速

推进，融合应用日趋活跃，产业生态稳步壮大，初步形成了系统

性优势。在网络方面，我国以中国速度建设起全球规模最大 5G 网

络，5G 基站 96.1 万个，占全球 70% 以上；在市场方面，截至 6

月底，5G 终端连接数超过 3.65 亿，占全球 80%，5G 用户渗透率

达到 17.8%；在应用方面，全国 5G 应用创新案例超过 1 万个，数

量和创新性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全国已有超过 600 个三甲医院

开展 5G+ 急诊急救、远程诊断、健康管理等应用；全国“5G+ 工

业互联网”项目超过 1500 个，138 个钢铁企业、194 个电力企业、

175 个矿山实现 5G 应用商用落地。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现身说法”，提到格力正在做的黑

灯工厂，在大量环节实现了无人化操作，人均效率翻两倍以上，以

前需要一万人来做的事情，如今 3000 人左右就能支撑。她表示，

5G 对企业的生产、研发、管理是一个颠覆性的事物，尤其是对制

造业企业来说，5G 的发展是不可逆的。

肖亚庆强调，全行业要以《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为抓

手，把 5G 建设好、发展好、应用好，全力推动 5G 行业应用创新，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需求导向，树立一批高水平

应用标杆，形成一批成熟的应用解决方案，建设一批行业特色应用

集群。坚持问题导向，增强芯片、模组等关键产业环节的供给能力，

提升 5G 网络的支撑能力，加强应用安全保障能力。坚持成果导向，

加快 5G 应用复制推广，加强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协同合作，

加快建立产品共同创新、价值共同创造、利益共同分享的合作共赢

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推动 5G 应用规模化发展，打造 5G 应用新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数字转型、智能升级、

融合创新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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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光协副会长单位珑璟光电与鹏城实验室、北航
合作的最新成果：三维纯相位彩虹全息计算研究

深光协监事长单位瑞波光电与深圳大学共建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

近期，珑璟光电与鹏城实验室及北航合作，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实现了白光照明的纯相位彩虹全息近眼显示，该研究成果被中文

权威期刊《光学学报》接收。在全息图计算中，使用带限角谱衍射算法

计算获得物光的复振幅分布，通过双相位编码技术编码参考光及物光的

相位获得纯相位彩虹全息图，该算法具有实现原理简单、计算速度快的

2 021 年 7 月 12 日，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与深圳大学达成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主要方向包括：大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半导体激光芯片自动表征

测试设备、缺陷自动检测等专业方向。深圳大学研究生院李国副院

长、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曹广忠教授等出席了授牌仪式。瑞波光电

总经理胡海博士、副总经理何晋国博士等人受聘为深圳大学的校外

研究生导师。

该基地致力于提高半导体激光与先进制造方向的研究生实践

能力，让研究生通过实践升华理论，在坚实的理论背景基础上，使

其在学校阶段即可获得生产实践的社会经验，提高其未来的择业、

就业能力。通过培养具备过硬专业技能的半导体激光与先进制造技

术人才，为我国现代半导体激光与先进制造行业提供年轻的技术力

量。
深圳大学研究生院李国副院长 ( 左 ) 与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海博士（右）

举行基地揭牌仪式

优势，进一步可采用分层的带限角谱衍射计算三维纯相位彩虹全息图以

实现彩色三维显示。所提出的显示方案具有光学系统体积小、非相干白

光照明无散斑噪声干扰及能量利用率高等优势，对未来 AR 全息三维显

示的应用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将该技术与车载 HUD 显示相结合，有

望实现全息三维 AR-H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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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链接光电子相关行业“政企学研资”五类渠道资源。

以技术共融为目的，推动技术创新与应用合作。

打通企业价值增值路径，促进企业共生共赢。

技术共融

价值共生

资源共享

深光协成立于1990年，是经深圳政府最早批准设立的行业类协会之一，由信息通信、精密光学、激
光制造、红外技术、光电传感、光电显示等领域相关企业、机构、高校组成，旨在促进光学光电子产业
聚合创新，以专业活动为支撑，以渠道资源为动力，以品牌推广为路径，以增量市场为目标，为会员
企业提供深层次、多元化、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

协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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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技术突围之路，创新驱动光越未来

激 光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是

20 世纪与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

齐名的四大发明之一。近年来，随着智能

制造引起的全球热潮，激光设备逐渐成为

智能制造领域的重要加工手段，光越科技

作为一家专业的光无源器件研发和生产企

业，其产品主要运用于激光加工、航空航天、

光纤通信、光纤传感、医疗设备等高科技

光电子领域。

国产替代进口，这一关键词早在几年

前就已经在光纤激光器行业发生，而受价

格战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光纤激光行业

的国产替代进口已是大势所趋，作为激光

器设备的元器件供应商，光越科技已经拥

有极具竞争力的光无源器件新技术，并且

通过技术研发能力，产品推陈出新，不断

提供对应的产品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拥有

更好的配套和更低的成本。

01、光越科技第一步

光越科技创立于 2007 年，投入研发

资金 200 万美金，确立以“保偏、高功率

器件产品”为重点研发方向。成立之初，

光越科技仅有 50 人，却凭着这行业资深团

队在工业脉冲激光器市场上创造出一片新

天地，短短两年，光越科技建立了国内第

一条商用高功率隔离器生产线并投产，并

于 2010 年成为国内第一大高功率隔离器供

应商。接下来的几年里，光越科技持续深

耕保偏器和高功率器件产品，成效卓越，

2012 年推出国内首批兆瓦级超快脉冲激光

器器件。2013 年，光越科技也成功认证“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02、市场价格冲击转化为光越契机

随着脉冲激光器应用领域越来越多的

生产商的投入，也更多竞品涌现市场，价

格战在所难免，尽管光越科技以严格的质

光越科技无尘车间一角

量把控和高标准设计引领市场，但也难以

抵制产品利润的严重压缩。面对价格急剧

下滑的市场，光越科技并没有沮丧，而是

更加奋发，力求寻找更新出路。在严谨的

市场调研后，快速果断转移主营方向，再

一次把握市场，开拓国内刚起步的工业连

续激光器领域，同时，拓宽公司产品业务

领域，除了高功率隔离器、高功率激光输

出头、还有通信类保偏器件、OEM 光模块。

至今，光越科技产品已涉足六大领域：工

业激光加工、光纤通信、航空航天、光纤

传感、医疗设备、测试应用等。

03、向光而行，创造卓越

既定方向和目标，便一往无前就是了！

看到了希望，光越科技上下一心，从研发、

生产、销售、售后，产业链环环相扣，一

如既往地坚持创立之初定下的质量方针：

以人为本、以质为先、精研创新、光越万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光越科技取得了以下主

要成就。

（1）高功率激光输出头
2015 年开始，光越科技开始量产千瓦

级 QBH，光越科技再次迎来成功的曙光，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确定了在工业连续激

光器应用领域中高功率激光输出头的重要

领先地位，成为了大规模高功率传能光缆

生产基地，月产能达 3-5 千件，并推出最

新万瓦级 QD 产品，光越科技将不断优化工

艺，提高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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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光协会员单位英诺激光创业板挂牌上市，十年
磨剑专注微加工领域

7 月 6 日，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英诺激光，股票代码：

301021.SZ）正式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英诺激光本次A股发行价格9.46元/股，

发行数量 3800 万股。

英诺激光是一家专业从事微加工激光

器和定制激光模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半导体、

3C 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疗、航

通信卫星“墨子号”项目和京沪干线量子

工程项目。2016 年，“墨子号”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

空，光越科技成为量子通信模块器件首席

供应商。紧接着，2017 年，京沪干线量子

工程项目也经过 720 小时长时间稳定性测

试，顺利完成专家评审和技术验收。

此外，今年，光越科技将推出一系列

新品，如透镜光纤、镀金光纤、超快激光

器全系列光无源器件、300 瓦在线风冷隔离

器、10 毫米大通光孔径自由空间隔离器等。

（2）保偏器件
光越科技在保偏器件上，精益求精，

为求不断提高保偏器件高性能，目前，保

偏产品具备高消光比特点，ER 值普遍为

22dB，光越科技最高可达 27-28dB，正是

因为工程部不断的坚持优化，产品获得了

客户青睐，达成了紧密合作关系，保偏器

件月产能达 1-2 万件。

（3）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项目和京沪
干线量子工程项目

光越科技有幸在 2012 年时参与了量子

至此，光越科技成立了 14 年，市场风

雨洗刷，光越科技却变得更强大，从 50 人

到 320 人，从 6300 平方到 9000 平方，其

中净化车间已达 5000 余平方米，产品线从

3 条到现在的 6 条。光越科技始终相信，机

遇和困难总是并存，坚持以不变的初心对

待万变的市场，脚踏实地，坚持创新，努

力为行业带来更多的创新产品，惠及大众

是光越科技不变的目标。

天航空等领域。

英诺激光自 2011 年成立以来，始终坚

持“技术为核心、应用为导向、产品为支撑”

的发展理念，专注于微加工领域的激光器

和定制激光模组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

国内领先的专注于微加工领域的激光器生

产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核心技术团

队是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和深圳市“孔

雀计划”重点引进的创新创业团队。在政

府的资助和股东的支持下，公司以激光光

源为起点，以微加工激光器和激光微加工

解决方案为核心，并战略布局激光医学医

疗应用领域。

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期，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激光技术

的研发。凭借着在激光行业多年来的持续

耕耘，英诺激光紧抓行业发展，布局新兴

领域应用。

本次发行上市，英诺激光将围绕主业，

募集资金净额 3.085 亿元，主要用于固体

激光器及激光应用模组生产项目；营销及

技术服务网络中心建设项目；激光及激光

应用技术研究中心建设项目；企业管理信

息化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创新

驱动发展是英诺激光的长期经营战略，英

诺激光有望借此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能力，

巩固市场地位，凭借广阔的市场应用空间

和丰富的产品应用场景，提升产品性能，

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

未来，英诺激光将利用自身优势，借

力资本市场，多层次、全方位提高持续发

展能力，提升核心竞争优势，稳步发展成

为国内微加工激光器的龙头厂商和激光医

学医疗应用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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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振镜技术应用场景，解读激光市场变革机遇，
激光专题高端沙龙成功举办

自 上世纪 60 年代激光问世以来，就被各界冠以“最快的刀”、

“最准的尺”、“最亮的光”等美称，并逐渐应用于工业生

产、通讯、信息处理、医疗卫生、军事、文化教育以及科研等方面。

超半世纪的快速发展历程，一方面促使“以激光器为基础的激光工

业”在全球迅猛发展，据统计，从高端的光纤到常见的条形码扫描

仪，每年和激光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高达上万亿美元，预计

2021 年我国激光设备市场规模将达 988 亿元；另一方面，得益于

激光应用场景不断变化和激光加工应用市场的不断拓展，振镜作为

激光设备中的核心部件，正广泛应用于激光加工、生命科学和医学

诊断等不同领域。

为促使激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把握激光振镜技术变革趋势。6 月

18 日，由深圳市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携手深圳市大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CIOE 中国光博会共同主办的【激光行业专题高端沙龙——振镜技术及市

场应用探讨】在深圳市南山区成功举办。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技术顾问盛辉、深圳市大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梁明波、

深圳嘉强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张宏圭、东莞市盛雄激光先进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新工艺研发中心经理蒋小君，从当下振镜技术发展趋势以

及成功产品案例，到热门应用层面的集成电路、3C 手机行业加工等相关

应用领域开展多层次、多角度分享。

此次沙龙吸引了大族激光、华为终端、欧姆龙、盛雄激光、海目星

激光、欧凌镭射、首镭激光、伽蓝特科技、赓旭光电、科洛德激光、仕

瑞达自动化、大族数控、伟杰激光、华为机器、光诺半导体、金威刻、

江苏亨通、深圳先进院、鹏城实验室等超 70 名企业高管、技术总监、行

业翘楚参与，以轻松愉快的氛围探讨振镜技术及市场新应用。

激光设备对振镜的应用要求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技术顾问盛辉分享了《激光

设备对振镜的应用要求》他围绕三维激光标记原理，对三维振镜存在问

题与应用案例进行了系统的讲解。他介绍：“泰德激光于 2009 年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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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自主开发的三维激光标记设备在 LDS 激光直接活化工艺中能完成

对手机三维天线进行激光标记工艺，填补了国内激光行业三维激光标记

设备空白。2019 年，公司在国内激光行业第一个自主研发出三维五轴联

动控制系统且应用于激光的切割和焊接设备中。”还将大量进口和国产

三维振镜就 Z 轴动态、紫外振镜镜片对激光圆度指标、长时间定位漂移、

晶圆激光标记等多个维度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在变小，

甚至可基本替代。他认为：“国产振镜与进口振镜差距主要在高端、超

大激光大功率振镜，镜片镀膜质量成为直接阻碍了国产品牌进入高端市

场的瓶颈。”

振镜在工业激光加工中的应用及发展趋势

深圳市大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梁明波从企业自身产品落地

实践案例，针对工业激光加工领域的振镜需求和振镜历史沿革，介绍了《振

镜在工业激光加工中的应用及发展趋势》。演讲中，他从传统的激光加工，

如打标、切割、钻孔、焊接、3D 打印等，到激光加工、扫描测量、医疗

美容、国家防务等新应用领域对激光振镜的技术需求进行了重点阐述。

他认为振镜正朝着两大趋势发展：一是“高大精”，即高精、高速、高能量、

大幅面、大入口光斑、多波长、多轴、多功能、多振镜多工位、多路分光，

二是“振镜 +X”。并以振镜在手机加工、增材制造领域中的典型应用案

例，说明振镜在激光加工中的广泛应用前景及技术发展趋势。而大族思

特凭借其强大的结构设计、软件、硬件、光学、电控、工艺测试团队，

专注于振镜应用及运动控制，向行业客户提供振镜 / 扫描头 + 控制 + 驱

动等定制化方案。

振镜技术在高功率激光加工领域的应用
深圳嘉强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张宏圭则结合公司自主研发的

“振镜 + 激光头”、“手持焊接头 + 控制”、“摆动焊接头 BF330”、“复

合摆动焊接头 BW290 dual band”及“2D 振镜头”等系列优势产品应用

案例就激光清洗、3D 打印、动力电池等激光智能制造领域解决方案，分

享了《振镜技术在高功率激光领域的应用》。他表示激光加工技术随着光、

机电、材料、计算机、控制等技术的发展，已逐步发展成为一项新的加

工技术。目前，嘉强依托多年产品技术的创新开发和行业工艺沉淀，已

形成智能激光加工模块、智能激光加工软件数控系统及智能电子硬件物

联云平台等核心产品线，所打造的 ABC（xAhead 软件数控、xBeam 激

光头、xConnect 工业物联）的激光综合解决方案平台，可为集成商和行

业客户提供各种激光加工应用的一站式集成方案，满足市场的需求。

随后，泰德激光副总经理盛辉、大族思特营销总监梁明波、嘉强激

光技术经理张宏圭、盛雄激光研发经理蒋小君还围绕激光振镜的国产化

技术变革机遇、生产加工工艺中的难点短板与突破，就振镜材料、工业

设计等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现场嘉宾进行激烈互动交流。

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启之年，是展望新希望，开辟新路径，

凝聚新优势，描绘新方向的关键之年，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随着激光

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有力地推动着激光技术的飞速发展，应用

端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给加工设备提出了更高精度的要求。深光协将持续

关注业界需求，定期举办技术专题沙龙，搭建创新交流平台，促进行业

思维碰撞，不断推动中国光电行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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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6D23

腾讯 TOOP DCI 光电平台
TOOP 是 简 单 易 用，可 靠 高 效
的 DWDM 开放通用平台，可以
满足 DCI 间海量带宽的低成本
传送要求，通过智能化控制器实
现开放解耦。TOOP 是光电一体
平台，即支持电层板卡，也支持

光层板卡。电层产品支持 2U 机箱 3.2T 的传输能力，光层产品支持
FLEXGRID 业务接入能力，具有功率、波长实施监测能力，具有光纤
断点诊断能力，支持 1 秒级别的 Telemetry 性能数据的数据订阅，
为精细化运营提供基础。

Analog Devices                   展位号：6B009、6B010

一专多能 - 打造新一代高集
成光模块控制底座
ADuCM320 是 一 款 片 内 堆 叠
式 芯 片 系 统，设 计 用 于 固 定 波
长光模块应用的诊断控制。 该
系 统 集 成 1 个 16 位（14 位
精 度）多 通 道 SAR ADC、  1 个

ARM® Cortex ™ -M3 处 理 器、8 个 电 压 DAC、4 个 电 流 输 出 DAC
以 及 flash/EE 存 储 器，采 用 6 mm × 6 mm 96 引 脚 BGA 封 装。
ADuCM320 开发系统可进行 ADuCM320 芯片评估。产品适用于数
据中心 100G/200G/400G 高速光模块控制解决方案。

江苏宇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C25

MPO/MT 跳线以及 MPO 连
接器（含插芯）全部组件
MPO 预端接光缆及全套组件（含
插 芯），40G/100G/400G 高 速 光
模块用微连接组件；光纤连接定

制开发微型、防水等光纤连接器的定制化开发服务，低插入损耗及
高回波损耗的特点满足严苛的高速网络环境。

【CIOE 信息通信展】全链展示通信产业最新趋势，聚焦电信与数通市场最
新发展，探索 5G光网络最新行业应用。吸引了光芯片、光模块、光纤光缆、
光器件、仪器仪表、光传输设备、生产设备等行业知名企业。特设 8号馆为
综合布线馆、6号馆为通信器件模块馆、4号馆为通信系统设备馆。信通院、
运营商悉数亮相，共话行业发展方向。小编四处搜寻，为大家呈现部分展商
的火热新品。（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是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4B26

800G 芯片 / 光模块先进研
究测试整体解决方案
IEEE 和 OIF 的 112 Gb/s 电气
一致性测试的解决方案已经
引入并可用。随着下一次速度
的 提 高，800G 将 切 换 到 224 

Gbps 的光口速率。提高速度可以减少通道数，降低能耗和成本。
然而，这需要新的测试解决方案来验证电气和光学接口，并加
快下一代数据中心技术的发展。是德科技是 1.6T 总数据速率，
112 GBd PAM4 系列或 90 GBd PAM6 系列通信行业的领导者。
业界仅有的 224 Gbps 光电测试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成功地设
计可插拔式、近封装光学器件 (NPO) 和共封装光学器件 (CPO)。

罗德与施瓦茨（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C70 

400G 光模块测试方案
光模块芯片的频域测试，是测量
和 评 估 光 模 块 芯 片 频 域 带 宽、
反 射、群 延 时 等 特 性 的 关 键 测
试步骤，是晶片在片测试、器件
封装测试等工艺流程中的必须
工 序。罗 德 与 施 瓦 茨（Rohde & 

Schwarz）和六幺四科技（Newkey Photonics）合作开发和推出的
400G 光模块芯片频域测试方案 ZNA-GOCA，将罗德与施瓦茨的矢
量网络分析仪 ZNA 和六幺四科技的光电底座 GOCA67 进行硬件和
软件集成，形成一套精确、稳定、高效的光模块芯片频域测试方案。

河北光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B011、6B012

高速光探测器芯片
1.25-200Gbps InGaAs PIN 高
速光探测器芯片及阵列；2.5-
10Gbps InGaAs 雪 崩 光 电 二
极管（APD）芯片；InGaAs PIN 
大 面 积 光 探 测 器 芯 片；1.25-

100Gbps GaAs PIN 高速光探测器芯片及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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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藏龙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D33

100G 10km EML TO TOSA 
The LDM5S608-10x TOSA is 
a cooled, 50GBD/s transmit 
optical sub-assembly,for 100G 
PAM4 applications, consisting 
of  a  high rel iabi l i ty,  h igh 
performance EML laser, Built-

in optical isolator, thermistor and thermo-electric cooler.

苏州镭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C02

空间激光通信
以激光为载体，大气 / 真空为信
道进行数据信息传输，是一种结
合了光纤高带宽和无线便捷性
两大优点的新型通信连 
接技术，主要应用于：
一、低轨卫星星座互连；

二、5G 基站前传；
三、军事、广电、应急通信等专网。

Soitec       展位号：6E021

Photonics-SOI
Soitec 的 Photonics-SOI 可 使
标准 CMOS 晶圆厂能够生产高
速 光 收 发 器 芯 片，为 数 据 中 心
互连提供高数据速率和经济高
效 的 解 决 方 案，产 品 包 括 用 于
100GbE 和 400GbE 数据中心内

链路的可插拔光收发器以及用于服务器交换机与芯片互连的下一
代 800GbE 光链路和多太比特 CPO 方案。从基础的独立设备到复
杂的电路，SOI 平台的高折射率对比度均允许其在小型封装中实现
高级光学性能。Photonics-SOI 对设备的最终光学性能起着重要作
用，因此 Soitec 不断创新与改进其功能，以支持下一代针对云服务
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发展。通过专利技术 Smart Cut，Soitec 多
年来为客户提供量产的 8/12 英寸 Photonics-SOI，尤其面向硅光子
收发器和数据中心光互连市场，同时提供定制服务。

湖北光安伦芯片有限公司    展位号：6C92 

10G EML
光 安 伦 主 营 业 务 为
2.5G/10G/25G DFB 系 列 产 品，
10G/25G PD 系列产品，2020 年
光 安 伦 推 出 10G 1577nm EML
和 10G 1550nm EML，该产品走
在国产芯片的前列；在此基础之

上，2021 年光安伦推出 10G DWDM EML 和 25G EML，致力于创立
国际一流的光电子芯片品牌，提供有竞争力的光电子芯片产品。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6A73

高速覆铜板 h360
PPO 体系，FR-4 无铅工艺兼容；
高耐热 TD ≥ 400℃ ；
Ver y low loss Dk 3.65&Df 
0.0048 （10GHz）；
Low CTE、低吸水率，高可靠性；
适用于交换机、路由、存储、

高端服务器、100G 光模块等高速传输用设备。

光子集成（温州）创新研究院      展位号：6B61

激光三维技术
依托自主研发的设备，开展应对
多种形式、不同需求、不同精度 
的三维测量项目，提供三维场景
重建服务。激光三维景观场景系
统具 有漫游、测量、统计分析等
G IS 功能，提供 3ds 数据格式 ,

可导入目前主 流的 GIS 平台系统中，同时提供 SDK 接口，支持二次
开发。

长园半导体设备（珠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4D53

半自动 / 全自动芯片拣选机
设备适用于薄、细长、易碎芯片如：
存储芯片 ( 薄芯片 ),Driver IC 等 
支持 8-12 寸晶圆铁圈或子母环 
兼 容 2/3/4 寸 Tray , 可 扩 增 分
bin 功能。



58

Products展品直击

Raith China Co., Ltd.                  展位号：4C61-2

EBPG Plus 高性能电子束曝
光系统
产 EBPG Plus 是一种超高性能
电子束光刻系统。这个经过现场
验证的非常成功的系列现在已
经 达 到 了 进 一 步 的 发 展 水 平。
100kv 写入模式和 5 nm 以下的

高分辨率光刻，涵盖了各种纳米制造设施中直接写入纳米光刻、工
业研发和批量生产的广泛前沿应用。新系统的集成协调的吞吐量，
稳定性，保真度和精度，确保最佳的高分辨率光刻结果的所有性能
参数之间的完美交互。

吉永商事株式会社     展位号：4C71

EBL 电子束光刻机
产品说明：具有 50kV 的加速电压，
在微细加工和光刻胶感光度之
间提供了良好的平衡。包括用于
研究和开发等各种应用的学术
和研发模型，以及用于生产通信
用 DFB-LD 半导体激光器的模型。

广东三石园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C01

环形器
单纤双向，两倍传输容量

先进光电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4B75   

DB808 高精度共晶贴片机
DB808 高精度共晶贴片机的规
格： 晶环上可放适配器，2 寸、4
寸 wafer PAK，Gel-PAK 上料、下
料； 2 组 双 晶 环，6inch COC 共
晶，可扩展电容、电阻共晶 设备
贴片精度 : ± 5um 设备贴片角

度： ±0.5° 芯片贴片压力：10~30 克 共晶温度最高至 380℃ 基板上
下料用 2 个吸嘴，上料和下料吸嘴分开 芯片标配为 1 个贴片头，可
扩展为 2 个贴片头，另一个贴片头未来可贴电阻、电容 相机可调焦距，
满足不同高度的视觉识别点。

北京汇德信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E028

高分辨紫外 / 深紫外
PHABLE 光刻机
PhableR 紫 外 / 深 紫 外 高 分 辨
光刻系统，是兼顾高分辨及高性
价比的革新性纳米周期图形解
决方案。光刻系统与传统 mask-
aligner 方式的光刻机工艺流程

类似，由接近曝光方式，紫外或深紫外光束穿过光刻版后，辐照涂有
光刻胶的基片。基于 Eulitha 公司开发的突破性的 PHABLE 曝光技术，
图形化过程不受光本身的干涉效应限制，具备纳米级的图形化能力。
光刻系统在 PHABLE 曝光模式下，能曝光亚微米级的线条光栅以及
密排六方阵列或四方阵列的二维图形结构。光刻系统在接触曝光模
式下，能曝光微米以上的任意结构。

莱特尔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8D91

光纤布拉格光栅
莱特尔的光纤激光光栅专为光
纤激光器设计。它可用于脉冲和
高功率连续激光器。产品具有低
热升的特点，高反 (HR) 和低反
(OC) 之间精密匹配，适用于高功

率工艺激光器应用。主要产品有 10/130、14/250、20/400 光栅。

黄山市光锐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6D126 、6D127

光引擎 &AOC 系列产品
SFP+，SFP28，QSFP+/QSFP28
光引擎 &AOC; 10G SFP+ SR,25G 
SFP28 SR,QSFP SR4,QSFP28 
SR4 光模块 ，基于光锐可靠的
COB 封装工艺，具备大规模量产

能力，可提供客制化标签烧码服务。

普天线缆集团        展位号：8D35

综合布线系统
普天汉飞—我们拥有完备的光
纤拉丝及全套光缆链路产品的
解决方案，及综合布线其他产品
的组合，为全球通信及其他行业
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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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ex       展位号：6D72

400G QSFP-DD ACC
1.Offer 400Gbps (QSFP-DD) 
to 2x 200Gbps (2x QSFP56) 
or 4x 100Gbps (4x QSFP56) 
configurations. 2.Meet IEEE 
8 0 2 . 3 cd  5 0 G B a s e - C R  a n d 
1 0 0 G B a s e - C R 2  s t a n d a r d 

with substantial SI margin providing high performance and 
bandwidth interconnect solution

四川江虹线缆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8E133

同轴线缆
高物理发泡同轴电是一种半空
气绝缘同轴电缆，内导体采用优
质无氧铜线（或铜包铝或铜包钢）；
绝缘由聚乙烯经高压氮气物理
发泡使其构成细小的互相封闭
的气孔，绝缘与内导体之间粘结

牢固；外导体采用铝箔纵包加铝镁合金或镀锡铜丝编织而成。产品
具有优良的高频性能，衰减低，一致性好，不易受潮，耐老化，弯曲半
径小等优点，广泛应用于 CATV 干线及分支分配网络。

上海沪菲电缆盐城有限公司                展位号：8A72-4 

通信电缆 HYA、HYAT、
HYA53、HYAT23
通信电缆是传输电话、电报、传
真文件、电视和广播节目、数据
和其他电信号的电缆。多根互相
绝缘的导线或导体构成缆芯，外
部具有密封护套的通信线路。有

的在护套外面还装有外护层。有架空、直埋、管道和水底等多种敷设
方式。

宁波元芯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B15

薄膜铌酸锂调制器
最新的薄膜 LiNbO3 技术，目前
性能已经完全达到 400G/800G
通信的指标：高带宽；低 Vpi；总
差损 <3dB。

江苏铌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C53

400G 铌酸锂光引擎
铌奥光电 400G 光收发引擎产品
包 含：DR4、FR4 和 LR4。得 益 于
铌酸锂调制器优越的特性，铌奥
光电光收发引擎产品将会具有
高速率、低功耗、高可靠的特性。

400G 铌酸锂光收发引擎可以应用于数据中心和电信级光模块。

米艾德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8A72-3

复合机器人 
与机械臂搭配，可替代人工，在
产线、生产设备间完成上下料动
作及物料周转。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C51   

一站式微数据中心   
一站式微数据中心主要应用于
边缘数据中心及分支机构数据
中心。为“即插即用”预制化的小
型微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它集成
了空调、UPS、蓄电池包、集中监
控、配电等子系统，具有降低成本、

绿色节能、智能管理、模块化等诸多优点，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小微型
机房的状态，解决传统小微数据中心缺乏统一规划的标准架构、部
署时间长、无法统一管理等一系列难题，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数据
中心典型应用产品，该产品处于国内外行业领先水平。

深圳市迅特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6A51     

数据中心综合解决方案
随着大规模云服务的爆发和不
断增长的数据中心存储和处理
需求，越来越多场景开始使用相
干光传输技术。过去，相干技术
主要应用在超过 1000 公里的骨
干网传输，现在逐步下沉到城域

甚至边缘接入网。同时，相干技术也成为数据中心间互联的主流方案。
相干光模块的应用在未来将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迅特通信提供的数
据中心综合解决方案可以协助高带宽和高密度数据中心互联及快
速部署、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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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精密光学展 & 镜头及摄像模组展】垂直整合光学产业链，从光学产
业到应用，无缝连接。集中展出光学材料及元件、光学成像测量及光学仪器、
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光学加工设备、机器视觉及系
统应用、AR&VR 等新产品新技术。特设7号馆为镜头及摄像模组馆、5号馆
为精密光学加工馆、3号馆为精密光学加工馆、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馆，聚
焦光学在消费电子、半导体、安防、医疗、智能驾驶、先进制造等多领域的最
新发展。小编四处搜寻，为大家呈现部分展商的火热新品。（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展位号：7B66

感知类镜头
通过光学镜头采集人体固有的
生理特性和行为特征来进行个
人身份的鉴定，高精度光学性能
与软件算法紧密结合，可以实时
迅速有效地完成其识别过程，并
提供多种专业的解决方案满足

不同客户的需求。应用于虹膜识别，眼球追踪，静脉识别等。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7C51

机器视觉镜头
宇瞳光学目前有 1/1.8"、  2/3"、
1.1" 三 个 系 列 的 机 器 视 觉 镜
头 产 品，焦 距 覆 盖 8mm 至
50mm，全系列产品均具有性能
稳定、分辨率高、畸变低等特性，
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 

成都国泰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B53

光学真空镀膜机
此台 GT-1550 镀膜设备是由成
都国泰真空设备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的全自动系统，集膜系软件、
射频离子源、熔料、镀膜、程序自
检为一体，实现了智能一键式全
自动操作；真空系统使用爱德华

原装进口的直连泵、罗茨泵和扩散泵，真空抽速快，稳定性好；晶控
使用美国英褔康晶控仪，膜系软件以 excel 表格的形式快速录入导
出，模块清晰，快捷；真空测量使用全进口仪器，量程宽、精度高；使
用 RF 射频离子源，产品膜层致密度、温漂和外观得到本质上的改善；
手机远程客户端可让用户在手机上，电脑上远程监视设备的运行状
态，必要时进行控制操作。

伯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展位号：7B21

光学专用机
1. 全国发明专利中心锁模 2. 拉
杆脱离 3. 模板支撑采用线性导
轨 4. 合模和射出采用专利封闭
式滚珠丝杆结构 5. 对称式双杆
移 射 6. 源 自 德 国 的 塑 化 系 统 
7.AI 智能注塑控制。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北方光电集团）展位号：5B51

低熔点玻璃系列产品
低熔点玻璃材料按照 -30℃ /H
达到标准值进行控制，允许波动
范围：nd±0.00050，υd±0.5% 。
可提供 -60~160℃每隔 20℃的
折射率温度系数、-50~160℃每
隔 10℃的膨胀系数、模压前后

折射率对照表、不同降温速率下折射率参考表等。并可根据客户需求，
提供非球面精密模压技术支持。

布勒莱宝光学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3B51

磁控溅射镀膜设备 HELIOS
HELIOS 系列磁控溅射设备拥有
高速稳定的沉积速率，极高的工
艺稳定性，高精度的超薄膜厚控
制。可用于超过 200 层和 20μm
厚的滤光片，具有最优膜层氧化
率，高密度，低损耗的特点。可加

工的薄膜器件包括激光带通滤光片，截止滤光片，单腔 / 多腔滤光片，
啁啾反射镜，偏光膜等，应用于消费电子，半导体，生命科学，医疗，计量，
基础科研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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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乾曜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D51

G150 卧式激光干涉仪
G150 卧式激光干涉仪的有效口
径 150mm（6 英 寸）。乾 曜 光 学
将世界先进干涉测量技术与大
尺寸、大曲率镜片测量的市场需
求相结合，优化光学系统和机械
系统结构，将高精度的成像系统

和图像采集系统，稳定的激光干涉技术和 1-6 倍图像放大功能等一
系列高精技术融合，满足科研级高精密光学元件和光学系统的测量
的高端要求。 G150 激光干涉仪配置 150mm 球面标准镜，能够有效
地解决大口径凸面镜的面型和曲率测试。

普爱纳米位移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7A52

快速多通道光子学对准系统
自动组装与校准系统可将硅光
子制造过程缩短至几分钟。然而，
由于在晶片级不易实现光源集
成并且光的输入与输出难以互
连，使得操作精密波导成为一大
挑战。 硅晶片上光波导管的内径

只有 150 到 200 nm，而单模玻璃光纤的平均内径约为 9 µm，是光
波导管的约 50 倍，相比而言光波导管要精细得多。因此，光波导管
的操作、定位和校准都需要最大精度，而且需要最高生产速度来满
足大众市场的需求。

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A51

行星旋转型溅射成膜装置 
NSC-S
NSC-S 是大型立体形状基板光
学薄膜用金属模式溅射装置。自
动搬送公自转工件（spindles）为
其特征。

• 利用轴公自转机构对应立体形状成膜；
• 成膜范围：H1100x φ2245mm；
• 搭载公自转基板托板 load-lock 搬运机构；
• 高量产效率、颗粒少；
• AR+AS 同一工艺成膜可能（AS 源选配项）。

青岛豪雅光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展位号：5A51

光学材料，光学镜片
HOYA 光学玻璃材料可为安防监
控，车载，无人机，人脸识别，相
机镜头，AR,VR, 智能家居等相关
的光学产品提供所需要的所有
光学材料。（包括球面，非球面相
关材料 非球面完成品，晶圆，蓝
玻璃，偏光片等）。

泰勒 • 霍普森有限公司     展位号：7C68

LUPHOScan 50 SL 非接触
式 3D 光学表面形貌测量系
统
LUPHOScan 50 SL 非 接 触 式
3D 光学表面形貌测量系统，是
手机镜片测量的一次革命。新型

“Blackpoint”传 感 器 可 测 量 镜
片薄至 0.1mm, 加上 7.5mm 的工作距离，使凹面陡度可以测量达
到 85 度。并可测量坎合面，承靠面和外圆等复杂几何特征。独特的
面间偏心测量方式，极大地缩短了测量时间，大幅度提升测量效率，
真正实现超薄和微小镜片的快速、三维非接触式测量。

江西华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C50

3D 车载中控面板
3D 车载中控面板全制程，完成
3A（AG、AF、AR）加工镀膜工艺，
蓝宝石级硬度 AR/AF 膜，3D 曲
面造型，专门解决客户对车载中
控显示系统的需求。
 

三丰精密量仪（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7D52

微细形状测量系统 UMAP 
Vision System 系列
配置最小 φ15μm 的测针，超
低测力达 1μN，无需担心工件
因测量而变形，可满足镜筒的
直径、同轴度以及镜筒壁面等
测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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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2号馆全链展示激光材料、激光组件及装
置、激光器、激光设备、高端智能装备、激光特种应用、激光显示与投影、
3D 打印 / 增材制造等激光产业最新趋势，聚焦激光技术在工业加工、智能
制造、激光通信、半导体、医疗美容等领域中的创新应用。小编四处搜寻，
为大家呈现部分展商的火热新品。（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大恒光电                     展位号：2D105

DH-MUV 系列紫外激光打标
机
紫外激光打标机特别适合于精
细加工的高端用户市场，主要用
于家电外壳内胆、硅晶圆片、薄
片陶瓷、各种玻璃、PCB 电路板、
电子元器件、高分子聚合物等材

料的打标和表面处理，可进行中英文字、数字日期、图形、二维码、条
形码等信息的激光标记。

苏州贝林激光有限公司                  展位号：2C220

30W 紫外皮秒激光器
（Amber NX UV-30）
新一代 Amber NX series lasers 
采用一体机设计方案，体积紧凑，
全新升级的控制系统，运行更加
稳定兼具多种控制功能。整机采
用皮秒光纤种子源配合自由空

间固体放大器实现高功率皮秒激光输出。采用光纤种子源相比传统
的固体皮秒激光器具有性能更加稳定，输出参数灵活等优点，采用
固体放大器保证高峰值功率激光输出。

光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2D110

10 毫米大通光孔径自由空间
隔离器 500W
产品特性：高透过率 、高隔离度 
抗高反、高功率 大通光孔径、高
可靠性。
应用领域 : 超快激光器 固体激
光器。

广东首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B182

激光分板机
该设备是利用激光技术和数控
技术设计而成的一种切割专用
设备，具有激光功率稳定、光束
模式好、峰值功率高、低成本、安全、
稳定、操作简单等特点。（此机台
为标准机，可选配全自动或片对

片、卷对片） 应用于 PCB、SMT 行业。对 FPC 软板切割钻孔、PCB 电
路板分板切割、摄像头模组切割、指纹识别芯片切割、半导体切割等。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B120

激光锡球焊接机
1. 适 用 于 高 精 度 焊 接，精
度 ±10um，产 品 最 小 间 隙
200um；2. 锡球范围可供选择范
围大，直径 0.2mm ～ 1.2mm；3. 应
用于镀锡、金、银的金属表面 , 良
率 99% 以上；4. 双轴送料，双平

台联动（UPH ≥ 10000 点） ；5. 无飞溅、无残留；6. 锡量稳定。

湖南大科激光有限公司                展位号：2C085

大科激光 20000W 多模连续
光纤激光器
大 科 激 光 基 于 平 均 功 率 ＞
2000W 的高亮度谐振腔型单模
激光器模块，使用 7 ╳ 1 合束技
术，打造业内顶级功率水平的 2
万瓦超大功率光纤激光器，性能

稳定，可靠性好，能够切割 50mm 以上厚度碳钢。并且极高的光束
质量和优异的抗回光性能使得该产品可以完美应用于铜、铝等高反
射率材料的各类焊接工艺，为新能源、3C、电力等行业所需的铜、铝
及其合金等材料的高质量、高精度焊接提供了优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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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泰德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A182

精密三维五轴联动激光系统
五轴联动技术较早的主要应用
五轴联动精密铣床在金属曲面
复杂的加工领域，例如：异形齿轮、
船舶的螺旋桨等异形曲面的加
工。
 

深圳活力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2D120

固体激光器泵浦源
固体激光器 / 光纤激光器泵浦源，
其 中 878.6nm/885nm/808nm
用于紫外、  超快固体激光器泵浦，
976nm 用于超快光纤激光器泵
浦 ,766nm/780nm 用于碱金属

气体激光器泵浦 ,793nm 用于掺铥光纤激光器泵浦源。

东莞市众诚皓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B210

滚珠螺杆
该产品主要通过螺旋机构把旋
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从而实
现工作台的精准定位或切削运
动。内部钢珠循环作为传动媒介，
把丝杆与螺母的滑动摩擦变为

滚动摩擦，从而大幅度地减少传动功率，提高产品精度，延长产品使
用寿命，该产品多为配合线性滑轨使用，是现代工业设备广泛使用
的产品。
 

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2D065

RTMBi 高性能分选台
与 TUCANA 和 AQUARIUS 力控
制短程执行器及 AccurET 控制
单元一起使用的 RTMBi，是半导
体后段高速转台测试方案的最
佳选择。 RTMBi 主要特点为高
动态分度应用的回转工作台、5

种不同高度、 大扭矩高度比、高动态性能能力、大空心轴、最高灵活
性、TMB 力矩电机提供大扭矩、最高转速 1200rpm、重复定位精度（双
向）±3 角秒 at ±3sigma、定位精度 ±20 角秒 (mapping 补偿前 )、
±6 角秒 (mapping 补偿后 )。

济南金威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2C090

BL6050 超快激光玻璃切割机
这是金威刻一款针对玻璃、蓝宝石
切割等脆性透明材料加工而研发
自主研发的超快激光精密切割机，
配备了电光转换率高的激光器，加
工精度高、热影响区域小、加工边
缘无毛刺和残渣、长期稳定性好。

也可以对多种材料进行精密钻孔、切割以及划线等微加工处理。配
备了全自动智能上下料装置，双机械手同步结构，自动化程度高，加
倍提升产能。

深圳精技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D086

SMC 温控器 HRS 系列
设置方便、操作简单、在任何地
点 都 可 产 生 冷 却 水。 . 设 置 温
度 范 围：5~40 ℃，温 度 稳 定 性：
±0.1℃。 . 广泛用于激光加工机
／分析装置／ LCD 制造装置／
模具温控等 . 定时运转、液面下降、

停电复归、防冻结功能等 . 有自我诊断功能 .CE 标识、符合 UL。

江苏凯普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A192

DS3 半导体激光器系统
半导体激光器子系统提供波长
范 围 450nm-1550nm 可 选，功
率 范 围 2mW-300W 可 定 制。通
过液晶面板显示功率、电流、温
度以及脉宽、频率等，并且可实

现面板调节或通过 RS232 串口远程控制。系统集成度高，便于操作。
主要应用于科研、系统集成等领域。同时，也可满足其他定制化需求。
 

Newport & Spectra-Physics – MKS 万机仪器集团展位号：2C150

IceFyre 355-50 皮秒紫外激
光器
全 新 IceFyre 355-50 是 市 面 上
表现极佳的紫外皮秒激光器，在 
1.25 MHz (>40 μJ) 时 提 供 >50 

W 的紫外输出功率，脉冲串模式下的脉冲能量为 100 μJ，脉冲宽度
为 10 ps。 IceFyre 355-50 设定了从单次激发到 10 MHz 的功率和重
复率的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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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红外技术及应用展】1号馆全链展示红外最新材料、器件、设备及
应用，聚焦红外技术在安防、电力、能源、消费电子、无人机、智能驾驶等多
民用领域的最新应用；为推动紫外 LED产业链上中下游融通发展，特设“紫
外技术及应用展区”，汇聚UV LED 产业链相关外延片与芯片、封装器件、
模组设计厂家，基板、透镜、胶水等相关配套材料制造商、设备制造商，UVA
固化设备代表及相关配套企业及产品。小编四处搜寻，为大家呈现部分展
商的火热新品。（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爱科敏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1D118

制冷 / 非制冷红外可见光复合
型全景监视预警系统
制冷 / 非制冷红外可见光复合
型全景监视预警系统采用红外
热成像探测器和彩色可见光图
像传感器，对 360 度周界进行扫
描、探测和处理，获取高清红外

和可见光全景视频图像，对视场范围内入侵的各种目标进行探测和
告警，可昼夜 24 小时正常工作，具有低成本、高可靠性等特点，可广
泛应用于机场、港口、边境、海岸等要地监控防护，野生动物追踪等。

深圳天盈光电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1E097 1E098

可见短波红外相机
SX1300 采用最新 SXGA InGaAs
探 测 器 技 术，1280×1024 高
分 辨 率，5μm 像 元 间 距，在
0.4μm~1.7μm 波段具有极高的
灵敏度。该相机具有很低的暗电
流和高动态范围，精确 TEC 温度

控制进一步降低了读出噪声。整机结构紧凑、性能稳定，体积小，功耗低，
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性。可广泛应用于光电任务载荷、科学研究，安
防监控、机器视觉、工业检测、系统集成等领域。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C058

医疗诊断分析系统 CK360M
CK360M 能够敏感地（小于 0.05℃）
接收人体细胞新陈代谢所产生
的热辐射，形成特定的红外热图，
结合本司专门研发的红外分析
诊断软件，测定体内异常的热源
分布，深度、强度、形态及走势，

从而全面、真实、动态地反映由人体代谢热所表达的整体健康状况。

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C120

智能巡检热像仪
T5|T6 采用 384×288|640×480
高像素非晶硅微量热型探测器，
50Hz 帧频，优秀的成像质量，测
温精准，搭配手自一体镜头，符
合人体工学设计，有效提供检测
效率。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B070

8μm 非制冷红外探测器
全球首款 8 微米像元间距红外
热成像探测器芯片，突破了低噪
声读出电路、高均匀性氧化钒薄
膜、亚波长光学吸收结构、小像
元自加热效应补偿等一系列核
心技术，能够实现更高的空间分

辨率，提升运动目标捕捉能力，是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技术发
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B180

重载双光谱云台摄像机
重载双光谱云台摄像机是专为
特殊应用场景设计的光电产品，
系统内部采用高清透雾日夜型
网络摄像机，配有大口径的非制
冷热成像摄像仪，搭载全放位一
体化重载云台，采用像方扫描重

载双光谱云台摄像机是专为特殊应用场景设计的光电产品，具有早
期火灾预警、发热异常监测预警、自动识别、自动报警等功能。 应用
领域：森林防火、林场防火、草原农场防火、景区自然保护区、输电线
路、变电站、发电厂、化学工厂、石油石化、高铁、机场、水资源保护等
远距离监控的场所。



65   2021 年 第 3 期

Products 展品直击

苏州东方克洛托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1C138

机载多光谱仪
机载多光谱设备可以对紫外、红、
绿、蓝、近红外和热红外等九个
波段进行图像的采集与存储，具
有体积小、重量轻、波段多的特
点。另外设备还可以同时采集位
置信息、姿态信息和环境信息等

多维信息，对目标的测量提供更准确的辅助信息，可以应用到特殊
目标探测、精准农业、地质探测、生态监测等领域。本产品可以对目
标和场景进行图像信息、光谱信息、环境信息、姿态信息和地理信息
进行多维度数据采集及校准。具有基于空中多视点的场景合成功能。
能够实现基于实时数据的光学遥感卫星等效仿真。

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A138

锗
光智科技生产高质量锗系列产
品，可用于制作红外光学镜头和
红外光学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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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重大民用中的热
成像仪与红外雷达及其他红外光学装置的窗口、透镜、棱镜与滤光
片的材料。

北京福托依莱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B120

热成像非制冷变焦镜头
15-75mmF1.2
超轻型、超小尺寸的非制冷连续
变焦镜头。实现 5 倍变焦，产品
仅 379g。
 

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1C100

S-12ZBFUD-A
1、实现芯片排布间距缩小，降低
颗数，节约成本 2、实现更好对比度，
鲜明度，高分辨率，视效品味更佳 3、
实现局部调光，多分区调节实现
省电 4、电流扩展性好 5、小电流

下光效高 6、长宽比设计合理，抗破断力风险强。

深圳市酷睿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D105

0.60 英寸微型硅基显示器
D060800PFD10（0.60 寸）是一
款专业级高分辨率 OLED 微型
显示器。在 0.60 英寸的显示拥
有 800×600，1024x768，
1280x1024 三种分辨率，单色版
本分辨率更是高达 2560×2048。

D060800PFD10 采用的尖端亚像素设计使得图像能在高亮和漆黑
环境中实现完美的色彩和细节重现。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A100

DM60-W3 体温筛检系统
红 外 热 成 像 体 温 快 速 筛
检 系 统 DM60-W3 系 列 为
384*288/640*480 像素，人工智
能算法，远距离、大场景测温更
精准。具有非接触快速、方便、直观、
安全等特点，克服了传统的体温

计、额温计、点温计和耳温计等仅针对个体测量，耗时多、易交叉感
染等不足，而可有效的控制疫情扩散，减少人员伤亡，非常适合于在
机场、码头、车站、医院和商场等人流量较大的场合进行体温快速排查。

杭州微影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C080

非制冷式红外探测器（1280）
本产品为 12µm 非制冷式红外
探测器，阵列规模：1280x1024；
相较于传统传感器有无 TEC、稳
定性好、灵敏度高、温漂小等诸
多优势，广泛应用于安防监控、
辅助驾驶、灾难预防、工业测温
等多个领域。

深圳市云硕灯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1D070

UVLED 固化系统
UVLED 固 化 设 备 用 于 电 子 UV
胶固化，UV 印刷干燥，UV 油漆干燥。
节能、环保、高效、安全。



66

Products展品直击

【CIOE 智能传感展】1号馆展示激光雷达、3D 视觉、工业传感器及测量、
光纤传感器等核心技术，聚焦传感在消费电子、智能驾驶、智慧安防、智能制造、
智慧物流、医疗等领域的最新应用；特设“3D 视觉人脸体验区”，打造沉浸
式场景体验。小编四处搜寻，为大家呈现部分展商的火热新品。（以下排名
不分先后） 

杭州蓝芯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B039

3D 视觉传感器 Eagle-M3
Eagle-M3 是一款专为移动机器
人研发的 3D 视觉传感器，主要
用于实现移动机器人的精确避
障和精准对接。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B052

Ordarray TM 系列 单光子面
阵激光雷达
Ordarray 发射端采用多节可寻
址 VCSEL，接收端采用 SPAD 阵
列传感器，雷达具备单光子探测
能力，探测灵敏度大幅提升，可
实现低激光功率下的远距离探

测；可通过调整 TCSPC 次数动态设置不同探测区域的测距性能，合
理分配系统能力。采用模块化设计，重构发射模块、接收模块、信息
处理模块等内部空间。硬件上只需更换光学镜头，即可精准获取不
同视场角及探测范围内的点云数据，大幅降低厂商适配成本。全固
态结构设计，机身内部无任何机械旋转运动部件，体积大幅缩小，故
障性大幅降低，可靠性大幅提升。 

广州景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C013 1C015

漫反射板
景颐光电的漫反射目标板使用
高品质的材料进行喷涂，漫反射
层稳定性高，适用于激光雷达标
定和辐射目标定位标定等，该板
的典型反射比值从 2%-97% 不
等，是在 250-2500nm 的波长范

围内优良的朗伯特反射体。漫反射目标板采用景颐光电独家喷涂工
艺，可以提供大面积的靶标，例如 1.5mX3m 的大面积靶标等。亦可
拼接更大尺寸。

上海鲲游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A052

晶圆级光学先锋
鲲游光电是专注于微光学、光集
成领域的高科技企业，总部位于
中国上海。公司由国际国内光电
子领域顶级学者、多年光电产业

经验的行业资深人员组成。依托自身深厚的技术积累、独特的制造
工艺，鲲游光电能够以无与伦比的性价比为国内外客户提供设计、
定制、生产一站式的精密微光学产品及服务。目前提供微纳光学、AR
光波导、光通讯高速光链路的量产产品，可以按照客户要求，为客户
提供一站式的 Foundry 服务，也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
整体解决方案。

深圳市光微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A031

ITOF 图像传感器 NP2F3202
NP2F3202 是 一 款 分 辨 率 为
320*240 的 相 位 式 TOF（Time 
of flight）深度传感器，可用于室
外环境的深度感测。NP2F3202
芯片精度高、具有环境光抑制和
温度补偿功能，适用于移动设备

摄像头、智能家居、工业机器视觉等场景。

深圳市光鉴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A019

Aurora 300 结构光深度相机
Deptrum Aurora 300 系列深度
相机利用 3D 结构光技术获取物
体和空间的三维结构，并将彩色
相机的 RGB 图像与深度数据融
合，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的 3D 
感知能力。 Aurora 300 深度相机

定位于高性价比市场，利用高度优化的深度重建算法在嵌入式处理
器上完成 3D 重建，无需额外的 ASIC 芯片，降低终端产品的硬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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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聚芯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1A051

ToF 飞行时间传感器芯片
聚芯微电子 ToF 飞行时间传感
器 芯 片 有 HVGA 级（480x360）
分 辨 率、VGA 级（640×480）两
组分辨率像素规格，采用了全球
领 先 的 背 照 式 技 术（Back-side 
illumination），在单芯片上实现

了感光器件与处理电路的高度集成。芯片针对 NIR（近红外）波长进
行了特殊优化，在 850nm/940nm 波段具有良好的感光度，QE（量
子效率）可以达到 30% 以上，典型场景下的测量误差（σ error）< 0.5%。
产品可广泛应用于人脸识别、AR/VR、动作捕捉、3D 建模、机器视觉
等领域。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B021

虹科 MEMS 激光雷达
虹科 MEMS 激光雷达具有宽视
野，远程检测功能以及超小尺寸。
此 3D LiDAR 传感器非常适合无
人机及城市移动应用，如停车位
检测和交通流量监控，以及工业
和安防等解决方案。

艾迈斯欧司朗集团                  展位号：1B056

增强双目视觉
ams 主动立体视觉技术是建立
在业内领先的 ams 照明模块上，
用于泛光和点投影仪的一款 3D
传感产品。这款立体视觉系统是
基于近红外传感器，可提供高质
量 3D 深度图，具有高性能、低成
本的特点。

明治传感器                   展位号：1C039

导航型激光雷达
高 度：72mm, 扫 描 范 围：360 度 
扫 描 频 率：10Hz/20Hz，扫 描 角
度 分 辨 率：0.05 度 /0.1 度 扫 描
距离：20m（10% 反射率），量程：
0.2m-100m 毫米级距离数据分

辨率，RSSI 功能，适合导航以及地图测绘。

探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1A029

16 单元固态激光雷达
Tensor-Pro
Tensor-Pro 激光雷达是探维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 2019 年推出
的一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 16 线三维固态激光雷达，它
是光机电一体化的精密测量设

备，能够对周围目标物进行光学测距，生成带有位置深度信息的三
维点云，实现对周围环境的快速精确感知。Tensor-Pro 具有量程大、
精度高、分辨率高、帧率快等优点，越来越多地应用在自动驾驶、辅
助驾驶（ADAS）、物流配送、智能仓储、无人机测绘等领域。

湖南北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A010

M1 车规级组合导航定位模块
基于北云自研 GNSS 芯片 Elsa
设 计，100% 自 主 知 识 产 权，单
面 表 贴 封 装，在 30x40mm 的
超 小 尺 寸 内 与 战 术 级 IMU 实
现深度集成。M1 采用了北云新
一 代 REAL 定 位 引 擎，支 持 双
天 线 RTK 定 位 定 向，支 持 全 系

统、全频点、单 / 双天线信号接收和 RTK 解算。车规级设计，满足
ISO26262、ASPICE、AECQ 认证，安全等级 ASIL B 级，通过了德国莱
茵 IATF16949 车规级认证。内置深耦合组合导航算法，在城市峡谷
等卫星信号遮挡及信号干扰等恶劣环境下，定位精度和稳定性表现
相较松 / 紧耦合可提升 4-5 倍。

南京芯视界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B051

单光子 3D-dToF 面阵传感器
VI4330（320x240）
VI4330 是一款单光子图像传感
器，集成了 76.8K 像素（320 行 x 
240 列）的 SPAD 探测器阵列以
及 3D 成像电路。基于芯视界的
单光子探测技术和直接光飞行
时 间（dToF）技 术，VI4330 可 以

输出精度为厘米级的 3D 点云数据及深度图。这款 Soc 为固态激光
雷达和 3D 成像提供了高效能、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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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光电子创新展】2号馆汇聚全国知名科研院所、高校、孵化企业的光
电创新产品和技术，集中展示中国自主研发力量，如光谱芯片、光刻系统、
激光驱动超宽光谱光源等新型光电产品，看光电研究成果再现新突破。小
编四处搜寻，为大家呈现部分展商的火热新品。（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展位号：2C035

航天微小型相机
浙大光电学院在航天微小型相
机研制方面深耕多年，相机具有
高可靠、高像质、低功耗的特点，
已经历多次飞行验证。浙大承担
了 从 嫦 娥 2 号 到 嫦 娥 5T 的 多
项工作，并在 SJ-20、XX-4、XX-23

等国家工程中完成研制任务，近期将继续在 XX-7、小天体探测等国
家重点工程中担任重要角色。

长春理工大学                    展位号：2B050

FPX1002 高清 CMOS 图像
传感器芯片
FPX1002 是 市 场 上 第 一 款
1/5 英 寸、分 辨 率 为 1280x720
的 100 万 高 清 CMOS 图 像 传
感 器 芯 片 产 品，采 用 先 进 的
110nmCMOS 工 艺，集 感 光、光

电转换、模数转换、数字图像处理等功能。

长春长光大器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B090

DQ-M 机床磁流变系列
DQ-M 机床磁流变设备 加工曲
面 类 型：球 面、非 球 面、同 轴 及
离轴非球面、自由曲面 加工轨
迹：螺 旋 轨 迹、光 栅 轨 迹、随 机
轨 迹 加 工 口 径：300-1000mm 
加 工 工 件 外 形：圆 形、椭 圆 形、

矩形及任意多边形 加工材料：K9(BK7)、熔石英、ULE、微晶、硅、碳
化硅、镍磷合金等 加工精度：面型精度 RMS ≤ 5nm, 表面粗糙度
Ra ≤ 2nm( 超光滑液≤ 0.5nm) 设备特点：超高加工效率，适用于
中大口径常规非球面及自由曲面高效加工 应用领域：高精度镜头元
件、高能激光元件、相位板，航空航天领域光学元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展位号：2A001 2A002

高灵敏度光声光谱痕量气体
监测仪
本产品基于光声光谱技术，突破
热粘性声学理论模型建立、微弱
光声信号解调和电路集成设计
等难题，实现了甲烷、乙炔、二氧
化碳等痕量气体的高精度监测，

检出限均≤ 1 ppm。可应用于工业监测、油气检漏、生物医疗等领域。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展位号：2B090

荧光成像仪
超高通量基因测序成像系统作
为第二代测序技术 -DNB 测序
原理的测序平台核心部件之一，
具有大光学视场、高分辨率、超
快扫描速率等特点。本系统可实
现测序通量 10000G/day，数据

质量满足 Q30 ≥ 85%。 主要应用于大型全基因组测序（人类、动物、
植物）、小型全基因组测序（微生物、病毒）、超深度外显子组测序、全
转录组测序、大型肿瘤靶向检测等，支持科研、临床、农业等多个领
域的测序应用与数据分析。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展位号：2A035

遥感、成像、微加工激光光源
AQNL 02/04/3/10/20 系 列
产 品 输 出 1064nm 基 频 能 量
从 200uJ ～ 30mJ， 重 频 从
1kHz ～ 10kHz，脉冲宽度＜ 1.5ns，
同时根据需求可扩展至 532nm
和 355nm 波段，具有光束质量好、

峰值功率高、性能可靠、结构紧凑、操作维护简单等优点。可满足机载、
车载、高低温等苛刻环境使用需求；广泛应用于点云成像、激光雷达
及精密微加工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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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展位号：2B080

杂散光测试系统
主要用于各类相机杂散光抑制
能力的测试，包括点源法和面源
法两种评价方式。系统包括 PST
测试系统和杂光系数（VGI）测试
系统，均可分别单独定制，其中
PST 测试系统针对口径＜ 1m（超

出需定制）相机，其测试极限能力可达 10-10，测试对数精度＜ 0.5，
波长覆盖可见至长波红外，测试精度和测试能力居国内第一；杂光
系数测试系统可完成口径≤ 200mm（超过需定制）相机的 VGI 测试，
其测试精度≤ 1%，波长范围覆盖可见至中波红外，目前已为国内某
单位研制出测试口径超过 0.8m 的杂光系数测试系统，其测试口径
居国内第一。

季华实验室                   展位号：2A068

射频电源
2MHz 5kW 射 频 电 源 是 常 用 等
离子发生器之一，主要用于高端
半导体材料、芯片生产领域的晶
体生长、离子刻蚀以及干法去胶
等工艺中，也是集成电路装备国
产化道路上“卡脖子”关键零部

件之一。并且 ALD、ALE 等复杂工艺对大功率脉冲射频电源提出了
大功率、高精度、高稳定等更高要求，国内现有产品还达不到应用指标。
该 2MHz 5kW 射频电源不仅能满足现有国内半导体设备使用，填补
国内在大功率射频电源系列上的空白，而且基于新的高稳定性功率
测量模块及扫频和功率控制系统，可满足下一代集成电路制程设备
的技术要求。

天津华慧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2A058

光电芯片
2021 年 9 月 16-18 日，在 第 23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上，天津
华慧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将展
出部分加工案例，如可用于 AR
镜片的加工的硅基纳米压印模
板；可用于光场调控的光学超表

面及 DOE；可用于 AWG 或电光调制的极化铌酸锂波导，微环，光栅
器件等。其他如氮化硅波导、等离子体激元、硅基光电子器件、光子晶体、
偏振光栅、悬臂梁、III-V 族激光器、超小线宽金属结构等微纳结构的
加工，我司均可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及工艺解决方案。

西安艾可萨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B080

方糖 - 宇航级 SSD 模组
Forejard 是我国第一款宇航级
高可靠性 SSD 模组，具有抗总
剂量效应、抗单粒子反转效应和
防闩锁设计，适用于宇航高可靠
性、大容量数据存储使用。对外
满足 PCIE/SATA 双接口。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展位号：2A100

视觉云参数观测仪 ASC300
视 觉 云 参 数 观 测 仪 ASC300 是
新一代的地基云参数自动化观
测仪器，用于云图获取、处理和
云的定量分析。本产品拥有独特
技术，可以在无太阳遮挡装置情

况下获取清晰无遮挡的全天空图像，自动化处理云图数据，登录指
定网站即可查询观测结果数据。可用于检测天气和云况变化、气象
科学、遥测太阳能资源研究等。仪器融合了计算机视觉、高动态曝光、
光流计算、深度学习等技术，可实现全天空云图的采集、处理和分析，
获得全天空的云量、云底高度等信息。

南京微纳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展位号：2A086

微型智能光谱仪
利用微纳结构光学设计 , 配合光
谱重构算法，极大的简化了光谱
仪的复杂度，从而使得光谱仪不
仅便于携带，而且可以被集成到
更为复杂的系统，如汽车，手机
当中。该产品项目解决了现有光

谱仪价格昂贵、体积较大、振动敏感的问题。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展位号：2A056

10kW 级 LMA-40/250-YDF
同带泵浦激光光纤
LMA-40/250-YDF 激光光纤，是为
了获得高光束质量的 10kW 级光
纤激光器而特殊定制的，可以有
效满足高光束质量特种光纤激光
器的关键材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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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时 间 会 议 地 点 会 议名称 价 格 语 言

信息 通 信产业论 坛

2021/09/16 -18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2021	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论坛	
（信息通信通票，含所有信息通信付费会议） 标准价￥1800 中文

2021/09/16	下午 6 号馆二楼 6A 下一代光传送网技术发展论坛 标准价￥800 中文

2021/09/16	下午 6 号馆二楼 6B 光电子芯片集成技术与应用论坛 标准价￥800 中文

2021/09/16	下午 6 号馆二楼 6C 打造超宽光联接，迈向 400G/800G 时代 免费 中文

2021/09/16	下午 2 号馆二楼 2B 2021 千兆光网创新发展论坛 免费 中文

2021/09/17	上午 6 号馆二楼 6A 光器件、光模块新技术进展与应用论坛 标准价￥800 中文

2021/09/17	全天 6 号馆二楼 6B 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连论坛 标准价￥1200 中文

2021/09/17	下午 6 号馆二楼 6A 千兆光接入技术发展论坛 标准价￥800 中文

2021/09/17	下午 6 号馆二楼 6C IPEC 国际光电领域标准创新和产业发展论坛 免费 中文

2021/09/18	上午 4 号馆内会议室 2021 亚太云峰会 - 绿色数据中心创新论坛 免费 中文

光学产业论 坛

2021/09/16 -18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2021 第八届全球光学智能制造（深圳）高峰论坛	
（光学通票，含所有光学付费会议） ￥1500 中文

2021/09/16	下午 5 号馆二楼 5B 光学技术及应用新风向 ￥800 中文

2021/09/16	下午 5 号馆二楼 5A 医疗内窥镜产业发展研讨会 免费 中文

2021/09/17	全天 5 号馆二楼 5B 基于镜头模组的成像技术高峰论坛 ￥1000 中文

2021/09/17	下午 5 号馆二楼 5A 微纳超构制造与检测技术论坛 ￥800 中文

2021/09/17	全天 3 号馆内会议室 CIOE 光学真空镀膜大会——高性能光学膜与镀膜技术的应用突破	
（此会议晚宴费用另收 200 元，有需要参加请前去论坛官网会议系统登记缴费） 免费 中文

激 光 产业论 坛
2021/09/16 -18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2021 激光行业技术与应用创新峰会 免费 中文

2021/09/16	下午 2 号馆二楼 2C 国际激光技术及创新应用市场发展研讨会 免费 中文

2021/09/17	上午 2 号馆内会议室 协同创新，促进激光技术向超快精密集成化应用发展 免费 中文

2021/09/17	下午 2 号馆内会议室 新基建赋能激光技术创新发展研讨会—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制造应用新发展 免费 中文

红 外产业论 坛
2021/09/16 -18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2021 红外产业技术及市场发展前沿论坛 免费 中文

2021/09/16	下午 1 号馆二楼 1A 太赫兹技术及应用论坛 免费 中文

2021/09/17	上午 1 号馆二楼 1A 国际红外材料，系统器件及市场发展高峰论坛 免费 中文

2021/09/17	下午 1 号馆二楼 1A 红外技术向民用领域进军发展研讨会 免费 中文

2021/09/17	下午 2 号馆二楼 2A、2B UVC	LED 进阶应用大会 标准价￥199、行
家说会员价￥99 中文

CIOE &YOLE 国 际 论 坛

2021/09/16 -18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CIOE&YOLE 国际论坛 2021	
（CIOE&YOLE 国际论坛通票，含所有 Yole 付费会议） ￥3200 中 / 英

2021/09/16	下午 5 号馆二楼 5C YOLE 汽车成像 & 激光雷达国际高端论坛 2021 任意 1 场￥1500 中 / 英

2021/09/17	上午 5 号馆二楼 5C YOLE 光收发器 & 硅基光电子技术国际高端论坛 2021 任意 2 场￥2200 中 / 英

2021/09/17	下午 5 号馆二楼 5C YOLE 消费级 3D 传感国际高端论坛 2021 任意 3 场￥3200 中 / 英

2021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一览表



会 议 时 间 会 议 地 点 会 议名称 价 格 语 言

光 + 应 用论 坛
2021/09/16	下午 1 号馆内会议室 2021 人工智能与智慧安防创新发展论坛 免费 中文

2021/09/16	下午 2 号馆内会议室 第二届 5G	AR( 增强现实 ) 技术应用高峰论坛 免费 中文

2021/09/16	下午 3 号馆内会议室 第三届	AR/ VR 光学应用高峰论坛 免费 中文

2021/09/16	下午 4 号馆内会议室 中欧硅基光电子论坛 - 开放式硅基光电子学制造平台 免费 中文

2021/09/16	下午 1 号馆二楼 1C 2021 智能传感器创新应用发展高峰论坛 免费 中文

2021/09/16	下午 2 号馆二楼 2A 2021	5G 新材料创新应用发展高峰论坛 免费 中文

2021/09/16	下午	
2021/09/17	全天 1 号馆二楼 1B 第三十一届“微言大义”研讨会：3D 视觉技术及应用 免费 中文

2021/09/17	上午 1 号馆二楼 1C 第三届中德合作创新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微纳光学制造 免费 中文

2021/09/17	上午 4 号馆内会议室 欧洲光电产业协会技术展望大会 免费 中文

2021/09/17	全天 1 号馆内会议室 2021 第四届“光”+ 智能汽车技术高峰论坛 免费 中文

2021/09/17	下午 2 号馆二楼 2C 2021	全球自主移动机器人产业峰会 免费 中文

2021/09/17	下午 1 号馆二楼 1C 第二届机器视觉在工业机器人中的应用 免费 中文

2021/09/17	下午 4 号馆内会议室 AR 显示与环境感测在智慧城市的应用 免费 中文

2021/09/18	上午 1 号馆内会议室 2021	A I+ 智能家居高峰论坛 免费 中文

2021/09/18	上午 2 号馆内会议室 人工智能在机器视觉的应用与展望 免费 中文

2021/09/18	上午 3 号馆内会议室 车载摄像头成像质量评估标准研讨会 免费 中文

2021/09/18	上午 5 号馆二楼 5C 英国光电日	-	非凡创新助力可持续未来 免费 中 / 英

2021/09/18	上午 5 号馆二楼 5A 第二届德国光电日	-	德国光电技术赋能未来应用 免费 中文

学术论 坛（OGC）（OGC 学术 会 议 投 稿 、听 会注 册，登 陆 地 址：ht tp://w w w.ipsogc .org /index .html）

2021/09/15 - 09/18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
安）LM103A、LM103B、
LM103C、LM104A、
LM104B、LM104C

S1	激光技术、S2	光通信与网络、S3	红外技术及应用、S4	精密光学、S5	光纤
技术及传感、S6	光电器件及应用、S7	生物光子、S8. 人工智能光子学、S9.	硅
光子学

￥2450	Non-
IEEE	Member	
￥2100	IEEE	
Member	 	

￥1700	Student

英文

同 期活 动
2021/09/16	全天 LM102ABC 绿色数据	赋能未来——长飞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发布会

2021/09/16	全天 6 号馆二楼 6D 亚德诺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租赁会议室

2021/09/16 -17	全天 5 号馆二楼 5E 重庆凌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租赁会议室

2021/09/16 -17	全天 6 号馆二楼 6E 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租赁会议室

2021/09/16 -17	全天 8 号馆二楼 8D、8E Semtech	Semiconduc tor	租赁会议室

2021/09/16 -18	上午 1 号馆二楼 1E 艾迈斯半导体租赁会议室

2021/09/16 -18	全天 4 号馆二楼 4D MARVELL 租赁会议室

2021/09/16 -18	全天 4 号馆二楼 4E Broadcom 租赁会议室

2021/09/17	上午 3 号馆二楼 3D 中机新材料会议

2021/09/17	上午 南登录大厅	媒体中心 A 见炬科技租赁会议室

2021/09/17	上午 南登录大厅	媒体中心 BD CIOE 光子产业发展及投融资论坛 - - - 与光同行	探索科技新生态

2021/09/17	下午 5 号馆二楼 5D 中科创星租赁 VIP 洽谈室

2021/09/17	下午 南登录大厅	媒体中心 A 肖特租赁会议室

2021/09/17	下午 南登录大厅	媒体中心 BD 太空信息时代的基石，中国首款宇航级存储控制器芯片发布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春耀路6号

联系人：Daisy        电话：0512-67996330

邮箱：sales@toptranscorp.com

苏州长瑞光电有限公司重组于 2018 年，是一家专业致力于Ⅲ-Ⅴ族半导体激

光器芯片研发、设计、制造及封装测试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产品主要为针对高速

光模块应用的 850-nm 多模 25 Gb/s 和 50 Gb/s 系列 VCSEL 芯片。此外，公司还

为各类 HDMI 光纤电缆及消费电子应用领域的客户提供定制化的 VCSEL 芯片设计与

制造服务。

长瑞光电拥有完长瑞光电拥有完整、先进的光芯片生产加工线和经验丰富的研发工程团队，

拥有数项高速 VCSEL 芯片技术的发明专利，以及近两年的产品量产经验。团队秉承

“ 专注、共享、协同、创新 ”的价值理念，力争打造一流的国产高端光芯片品牌。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