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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CIOE 深挖智慧城市产业链  多渠道助光电厂商拓展新兴市场

2014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涉及最新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包括智能家居、智能照明、

智能安防、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能园区及楼宇等，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等关键技术应用，以及光电技术创新应用体系，如智能可穿戴设备、3D 打印 、生物光学

/ 医疗项目等。

08 / CIOE 买家邀请活动火热进行中 观众预登记系统已成功上线

09 / CIOE 加快海外推广步伐

12 / CIOE 应邀参加国际先进光学制造与检测学术会议

13 / CIOE APP 上线    随时“掌”握光电商机

下载 CIOE APP 即能随时关注国内外光电产业最新资讯、预约现场会议及活动、便捷收

集参展企业信息、提前制订自己的参展与参观流程以及快捷查询展会现场的所有公众服

务信息。

视点 POINTS

14 / 烽火：光纤光缆企业必须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光纤光缆行业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表现在行业竞争态势升级，为获取竞争优势，

目前各大主流的光纤光缆企业都已形成了完整“光棒 - 光纤 - 光缆”产业链布局；光纤

光缆企业要生存发展还必须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提供差异化产品、定制化服务、海

外市场开拓是必由之路。

18 / 光迅科技：从传统走向未来

如果说光纤和半导体激光器是光纤通信的第一次革命，DWDM 和 EDFA 是光纤通信的第

二次革命，那么作为 100Gbps 及以上速率系统关键技术的相干探测和高阶调制则可以被

认为是第三次革命，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三次革命席卷天下的前夜，以改善光信噪比特型

为特点的拉曼放大器和混合集成放大器对 100Gbps 及以上速率光纤通信系统的大规模成

功十分关键。

20 / 创显光电：差异化产品掌控市场命脉

LED 显示屏具有多视角的呈现方式、全方位的感官体验和高效率的信息传播功能，这些

是其他视觉方式所不能比拟的。随着受众要求的不断提高，对 LED 视觉呈现系统将会提

出新的挑战。而对众多的 LED 研发制造商来说，如何为客户提供具有最佳整体效果的视

觉解决方案、精确传达客户的表现意图，才是制胜的关键所在。

24 / 康宁：蓝宝石不会大规模取代玻璃

可穿戴设备作为目前科技产品中最炙手可热的领域受到追捧。无论是华尔街的分析师还

是谷歌、三星、英特尔等科技巨头，都把可穿戴设备作为下一个科技革命。目前发布的

品类最多的可穿戴设备无疑是智能手表和智能手环，而石墨烯的机械强度和柔韧性无疑

是需要弯曲的可穿戴设备屏显技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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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半导体激光器用于塑料焊接与选择性焊接
激光焊接已经与传统的材料连接方法产生了竞争，而且相关的工艺优势在未来将越来越

突出。特别是，控制能量输入到连接区域的方法已被发现，这对于许多生产线是一个重

要的优势。

28 / 机器视觉在半导体封装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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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装行业，不但要保证包装后的产品无磨损， 同时对该包装后产品的便利性需求正在

逐渐上升。柔性薄膜的激光划线系统可以加强产品的易用性，同时不会损坏柔性薄膜的

结构完整性，使得包装的形式丰富多彩。

32 / 利用 ARM MCU 设计激光电源控制系统
激光焊接是以聚焦的激光束作为能源轰击焊件所产生的热量进行焊接的方法，是激光材

料加工技术应用的重要方面之一。 基于 ARM 的数字化控制系统能够有效解决激光器的

准确、稳定和可靠性问题，数字化、智能化是激光器的必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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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宽带中国 2013 专项行动”计划的提出，标志着国家宽带提速工程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这既是对通信设备供应商面临的行业性机遇，但同样也存在艰巨挑战。烽火通

信推出了一系列的光纤光缆产品解决方案，包括从干线光缆、FTTH 网络接入、数据中

心的建设等几大方面，全面的支撑国家宽带提速工程，为宽带中国战略目标的顺利实施

提供可靠的保障。

40 / 基于 ARM 的光学指纹识别系统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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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指纹识别技术方式，现已发展成为应用最广泛的生物识别技术之一。因此，研究

基于嵌入式架构的指纹识别系统具有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44 / 高密度 LED 显示屏工艺研究

高密度 LED 显示屏具有先天优势，可以实现无缝拼接。高密度显示屏像素越来越小，分

辨率越来越高，显示画面更加清晰、细腻。在显示标准的高清图像时，可以完全达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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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年前，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创办于深圳，顺应快速发展

的光电技术和会展产业需求，CIOE 的诞生，可谓恰逢其时。

12 年前，举办短短五届的 CIOE 一举发展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光电专

业大展并保持至今。五年时间内展览面积、展商数量、专业观众等数据连

年翻番，被媒体誉为“创造了专业展会的发展神话。”

6 年前，CIOE 创新推出 “国家科技成果（光电）展”，盘点国家光

电科技发展最新成就，集中展现光电科技进步蓝图。

1 年前，CIOE 迎来十五周年的盛大庆典，“光电万里行”活动拉开了

CIOE 第三次长征的序幕，半年时间里 CIOE 共走访 27 个城市，拜访近百

家光电机构与企业，举办十余场企业交流会、招商推荐会等。

CIOE 历史上发起的三次长征，足迹遍布全国绝大部分省市，走访光电

产业园区、企业、科研机构、协会院校，调研光电产业发展风向，站在产

业一线触摸市场最新的脉动。CIOE 关注的产业重点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

整而不断变化，陆续加入了 LED 显示、LED 照明、太阳能光伏、触摸屏、

智慧城市等最领先的技术领域。

一直以来，CIOE 以光电科技记录者、见证者，光电产业推动者的平台

角色，坚持推陈出新，除展览和会议本身外，不断拓展光电人才招聘、光

电投融资大会、光电园区推荐、光电项目转化等服务产业的配套活动，参

与承办国际光学大会、中国光学学会学术大会等权威会议，推出在线展览

会系统延伸展览会的线下互动，创办光电行业杂志与网站等，全面营造服

务于产业、企业、同业的立体网络。

CIOE 十六年，始终行走在创新的路上。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 CIOE

站在又一个五年计划的起点，鼓足劲扬满帆，开启新一程的光电远航。

扬帆破浪 16 载  
CIOE 再续创新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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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深挖智慧城市产业链
多渠道助光电厂商拓展新兴市场

姚建铨院士受邀担任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主席

日前，CIOE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宪承一行

专程赴天津拜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智慧城市产

业联盟理事长姚建铨，特邀姚院士担任“中国智慧

城市创新产业大会”主席，姚院士愉快地接受了

邀请，并对该项目提出了积极建议。与此同时，

CIOE 也成为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单

位。

“智慧城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

市建设的一个高级阶段。‘智慧’是用信息技术以

及其他的所有高科技，为城市建设来服务，让城市

生产力提高，让百姓生活质量提升。”姚建铨院士

强调，智慧城市是国家的长远发展方向，未来不可

缺。姚院士表示，希望CIOE 在未来加强在智慧

城市方面的展示力度，更好地服务广大企业。

随着新兴光电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延伸，影响现代生活、科技的光电时代已经全面启动。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全

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提出培育新的需求增长点，即主要集中在智慧城市、信息消费等重点领域。工信部已于

年内启动第二批信息消费试点建设和智慧城市试点。

智慧城市、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系网等产业的飞速演进为光电相关企业带来新一轮利好。为协助国内外光电厂

商全面拓展市场抢占先机，CIOE2014 同期重磅打造“2014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大会集展览、会议、

产研对接、人才交流、投融资等于一体，集中展示最新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及智慧城市领域的科研成果，观众并可

亲身体验光电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各种应用，感受光电技术的发展给大众生活带来的影响。

据介绍，2014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涉及最新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包括智能家居、智能照明、智能安防、

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能园区及楼宇等，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关键技术应用，以及光电技术创新

应用体系，如智能可穿戴设备、3D 打印 、生物光学 / 医疗项目等。配套论坛分设中国智慧城市市长论坛、移动

互联与物联网产业创新论坛、智慧城市运营及实施解决方案论坛、可穿戴设备技术研讨会等，全面探讨智慧城建

设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

CIOE 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宪承为姚建铨院士颁发“2014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主席”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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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与 CIOE 达成战略合作

日前 ,CIOE 杨宪承秘书长一行与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

（CCIT）熊垓智秘书长一行就双方共同举办“2014 中国智慧

城市创新产业大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合作细节进行

了深入探讨。

针对 2014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与中国智慧城市产

业联盟的战略合作，熊垓智秘书长表示：“这是一件意义非凡

且值得高兴的大事，双方的合作是互补的，非常有助于推动中

国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他指出，联盟有政府资源，顶层规

划设计资源，投融资服务，项目考核等服务团队，占有需方市场。

2014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以及同期举办的中国光博会

（CIOE）拥有庞大的企业群体资源、专家团队，占有供方市场。

“双方互补，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杨宪承秘书长表示，如何让参展企业、单位更好地为智慧

城市建设服务？如何策划和完善本届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

会？这都是双方共同考虑的关键问题。要充分利用好剩下时间，

为本次大会做好准备，预热工作，使得中国智慧城市产业创新

大会成为国家级国际性智慧城市综合性大展。

熊垓智秘书长表示，智慧城市的特点是政府主导的产业，

以政府组织观展为益。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愿意在本次大会

上组织沈阳、牡丹江，樟树、赣州等地的政府资源，以项目展

示的形式加入 2014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此外，双方

还将从主题论坛、智慧城市市长论坛、标准化研讨会等活动开

展全面合作。

CIOE 智慧城市项目组
走访各地调研智慧城市实施现状

作为CIOE2014 重点打造的重头戏，CIOE智慧城市项目

自立项以来进展迅速，项目组成员先后赴武汉、成都、无锡、南京、

上海、北京、重庆等，与智慧城市相关的科研机构、代表企业、

协会学会、投融资和政府主管单位进行深入的交流，了解智慧

城市发展现状，整个产业链完善程度以及当前的热点，调研智

慧城市在各地的实施现状，同时寻求更多更广阔的合作商机。

“智慧城市中国行”的第一站定在武汉，作为中国宽带互

联网全国八大中心节点之一、中国新一代高速环网唯一的五环

交汇地，这里积聚了大量与智慧城市相关的创新企业、研究机

构和高端人才，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汉期间，

CIOE先后走访了武汉光电工业研究院、三奥信息、全真光电、

光谷奥源、武汉 •中国光谷地球空间信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武汉智慧城市研究院等企业和单位，与受访单位进行了深

入的沟通和交流，并初步达成多项合作的意向。

南京自 2006 年以来开始探索“智慧南京”发展模式，目

前已成为全国智慧城市示范中心。项目组先后拜访了江苏省邮

电规划设计院、南京云商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南京物联传

感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南京紫东国际创

意产业园等单位，受益非浅，感慨良多。走访发现，南京在智

能家居、智慧医疗、智慧园区、智慧交通等方面都已形成或逐

步形成规模。比如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在智慧城市推进方面

已经创新性地完成了“南京市智慧城市顶层规划设计”、“智

慧泉州顶层规划设计”、“智慧前海总体实施方案”等数十个

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重量级智慧咨询服务，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实际应用方面，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已经开展了 6大版块的

业务，包括智慧社区、智能家居、智慧旅游、智慧水务、智慧

交通、智慧农业，目前这 6大业务都有落地项目。此外，智慧

医疗项目—“江苏省居民健康信息挡案”已经筹备试点运行，

智慧园区、食品溯源等民生项目也正在陆续推进中。

无锡作为全国传感网创新示范区，投入了近百亿元发展物

联网产业，并初步形成自己的发展路径，向物联网产业技术的

制高点稳步前行。随着“智慧城市”从概念走向应用，与此相

关的物联网产业迅速发展，目前无锡已集聚物联网企业超千家，

去年总产值超过 1400 亿元。在无锡，物联网技术在百姓生活

中已经随处可见。近年来，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的迅猛发展，

以南京、无锡等物联网产业为代表的我国智慧城市业务已深入

城市各个领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项目组走访各地机构的详细报道，可登录www.cioe.cn 查

询。CIOE“智慧城市中国行”活动特别鸣谢以下单位（排名不

分先后）：

武汉光电工业研究院、三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全真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光谷奥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

中国光谷地球空间信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武汉智慧城市

研究院、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云商天下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南京物联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大学智

慧城市研究院、南京紫东国际创意产业园、无锡泛太科技有限

公司、江苏数字信息研究院、江苏数字信息产业园、无锡智科

传感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

江苏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无锡智慧家居展厅、深圳市柚子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科道智能、轩瑞光电、深圳硕腾科技、深圳

蜂之舞、中科院先进研究院、深圳星航智能、深圳联赢科技、

深圳胜创科技、深圳富视康科技、深圳西莓移动科技、深圳达

实智能、深圳弗优其、智慧中国、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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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CIOE 观众和买家邀约工作都被作为展会工作的重心，

越来越多的采购商把CIOE作为不可错过的优质供应商平台，通过在

CIOE 展会现场了解和接触供应商、观摩业界最新的产品趋势，是关

注行业发展进程的专业观众和买家群体的共识。

近期CIOE买家邀请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相关团队工作人员陆

续赴广州、成都、厦门、北京、上海、香港、中山等地，参与多场行

业展会及活动，宣传本届CIOE展会的最新进程，邀请观众赴会交流，

并重点拜访多家采购商企业，听取他们对于作为参展企业与采购商桥

梁的工作建议。此举得到了众多采购商企业的一到好评。

CIOE 工作人员先后专程拜访了四川天文协会、天燕光学、成都

泰瑞创、成都市广告协会、上海Materion、联想（上海）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等买家

群体所在单位，听取他们对于CIOE买家服务工作的反馈，收集采购

需求与意向供应商以便在参展商群体里为其搜索更加配对的供应商，

保证提高其在展会期间的采购效率。

CIOE买家对接会活动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切实链接参展

企业与采购商的重要活动，每年通过此活动寻找优质供应商的企业不

在少数。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李翔经理在接受拜访时表示，每年 9月

到CIOE参观和采购已经成为研究院的例行行程，院里主要采购的镜

头、镜片、检测仪器等产品系列，大多是通过展会发展的供应商。

成都天燕光学总经理、四川天文协会会长张春来先生则认为，随

着国民对天文知识的了解和国家相关科普教育的普及，近几年来国内

天文爱好者数量呈几何形增长，这也更直接的促使了各地天文协会会

员数量的逐年递增。同时，消费水品的提升进一步带动了高端天文观

测器材市场。中国光博会在这个大环境下更突显了他的平台作用和强

大的产业包容性。也正因此，每年 9月初的深圳行成了协会的固定出

行项目。每年中国光博会现场的“天文爱好者之约”更是协会成员企

业关注的重点。

距离今年展会开幕不足百天，目前CIOE国内外买家邀请活动正

在紧张时行中，展会观众预登记系统目前已经成功上线，通过在线预

登记注册观众可享受诸多便利，详情可登录www.cioe.cn	了解更多信

息。

CIOE买家邀请活动火热进行中
观众预登记系统已成功上线

CIOE 工作人员拜访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

CIOE 工作人员拜访成都市广告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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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加快海外推广步伐

随着 CIOE 在国际光电领域知名度和影响力的

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海外光电机构与企业开始把

CIOE 作为接触入融入中国光电市场的首选平台。经

过十余年连续不断的海外宣传，CIOE 展会每年吸引

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光电人员现场了解中国光电市场

发展现状，共同分享海内外光电技术的最新发展成就。

CIOE组委会常年与多国驻华使领馆、科技中心、

贸易总署等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通过他们加深中外

光电企业交流与商机互通。日前，CIOE组委会在深圳、

广州举行一年一度的国际合作伙伴联谊活动，邀请了

包括巴中工商会、比利时布鲁塞尔外国投资与贸易局、

俄罗斯萨玛拉州工商会、美国加洲洛山矶郡投资及贸易中国代表

处、深圳电子行业协会、法国驻华领事馆广州商务处（深圳办事

处）、卢旺达投资与出口促进局中国代表处、丹麦王国驻广州总

领事馆、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韩国光州广域市投资雇用

局、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处、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欧美商会等单位代表现场交流，共

同解析新一年里国际国内光电产业发展趋势。

巴中工商会代表姚先生表示，2014年适逢巴西世足赛举行，

LED看板采购需求大幅回升，巴中工商会正在积极促进两国之间

的贸易来往，也肯定了汇聚大量光电商机的中国光博会在各项采

购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表示会继续在中国光博会的这个平

台上寻求商机。

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卢先生认为，近年来，各国的照

明产业都随着LED的全面普及而发生巨大变化，韩国也不例外。

韩国政府提出了“成为世界前三名的 LED产业强国”的目标，

政府和企业等都在大力推进 LED产业化进程及应用普及。他同

时表示，今年会积极组织韩方 LED企业参与到CIOE 这个行业

盛会中来，与各国 LED企业同台竞技。

美国代表肖女士介绍了过去几年间美国宽带基础设施进程和

普及情况，快速增长的商用和民用网络需求大大刺激了政符对高

速网络设施的投资。肖女士也表示，CIOE已经是他们的老朋友了，

每年都会通过CIOE这个平台获取到很多有用的优质供应商企业

及产品信息。

联谊会期间，英国、德国等驻华参会代表均表示今年仍然会

组织国家展团参展、组织商贸团交流等形式，共同参与CIOE这

一不可错过的年度盛会。俄罗斯萨玛拉州工商会代表透露说，素

有光电行业风向标之称的中国光博会也被俄方工商会列入重点考

察项目。与会同时，美国、法国的代表均表示将继续与CIOE保

持更加紧密的联系与友好合作。

同时，CIOE“走出去看世界”的战略仍在继续进行中，最

近一段时间以来，CIOE国际拓展团队已经先后前往美国拉斯维

加斯CES展、日本 FOE光通信展等国际活动现场，收集最新

的光电技术与产品发展动态，邀请国际光电同仁前往CIOE现场

与国内光电企业交流等。在CES展现场，杨秘书长一行拜访了

高通Qualcomm，亲自体验高通现场设置的智慧家庭样板间 , 走

访了长虹、三星、夏普、LG等企业，体验现场展出的智慧家庭

案例和智能产品。随着智能产品近年来的不断被追捧，相信业界

势必将刮起新一轮的智慧生活风。

CIOE国际拓展团队还将陆续通过海外展会、活动等深入推

广CIOE在国际光电领域的知名度，更大幅度邀请海外光电同仁

前往CIOE展会现场观摩交流，最新报道可关注CIOE官网、微

博、微信等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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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应邀参加
国际先进光学制造与检测学术会议

第 7届国际先进光学制造与检测学术会议（AOMATT	

CHINA	2014））于 4月 26-28 日在哈尔滨举行，中国国际

光电博览会（CIOE）作为中国光学学会合作伙伴应邀参会。

本届会议由中国光学学会、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和美国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联合主办。大会主席中

国工程院院士周立伟教授致开幕辞，美国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SPIE）2014 年主席 H.	Philip	Stahl 博士代表 SPIE 发来

贺信，称赞AOMATT 国际学术会议已成为在先进光学制造

与检测领域的国际知名学术会议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姜文

汉研究员等主持了大会报告。

AOMATT2014 国际会议共设 6 大专题 : 大型反射镜

和望远镜、先进光学制造技术、光学检测技术与装备、微纳

光学装置或系统的设计制造与检测、光电材料与器件和制造

与检测中的智能结构和材料。会议特邀了 9位来自中国、美

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国际知名专家做精彩的大会演讲，

全方位描绘了现代光学制造科学与工程的最新成果及发展

前景。会议共吸引国内外 600 余名光学精英到会。据悉，

AOMATT国际会议创立于 2000年，迄今已成为本领域国内

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系列国际学术会议精品之一。

此外，由中国光学学会先进光学制造技术专业委员和

CIOE 共同主办的 2014 中国国际光学创新技术研讨会将于

2014年9月2-5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与CIOE2014同期举行，

届时将邀请光学产业界国内外科研院所知名专家、政府部门

权威人士、行业专家及企业精英，就中国光学的发展方向、

前沿动态、如何提高原创型技术能力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探析光学技术的演进路线，把握光学应用的发展脉络，并充

分结合中国光学产业发展现状要求，进一步寻找产业新的发

展机会，为光电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建议和指

引，同时举办的Optical	Workshop	2014 也将吸引国内外知

名企业技术代表积极参会，同与会者展示光学产业最新的产

品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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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走访多家展商代表

近期，CIOE展览总监魏珂一行陆续拜访了多家参

展商，回访展商企业对于CIOE 服务的建议与意见。

CIOE举办 16 年来，与诸多光电企业共同携手一起发

展，连续多年参展的企业不在少数，显示出展商企业对

CIOE的认可及强大的客户忠诚度。

魏珂总监一行分别拜访宏凯光缆、一普实业、金

巨机械、精治光电、欣诺通信、同星光电、大族激光、

易诺仪器、上诠电信等，听取企业对于参展及服务工作

的评价，调研目前产业链的现状，并感谢企业坚持与

CIOE共同发展的支持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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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光缆企业必须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访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刘骋

刘骋，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现任烽火通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中国通
信标准化协会线缆
标准工作组组长、湖
北省光学学会副理
事长。

文		|		李永江		战涛

编者话：光纤光缆是“宽带中国”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发展趋势一直受到业内专家的关

注和研究。近日《中国光电》杂志 / 中国光电网记者采访了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刘骋（以

下简称刘总），就当前行业热点、技术发展趋势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记者：长期以来大多数人认为光纤光缆属于产能

过剩行业，事实上，自 2009 年以后，由于宽

带建设的快速推进，以及中联通、中电信在城市基

础传输方面建设的强化，2009 年之后的光纤市场需

求仍然持续快速增长，没有出现大幅回落。2012 年

行业产能经历了 2009 年后最大的一次扩张，但从

2013年初来看，光纤价格仍然维持70元 /公里左右，

这是否意味目前的产能扩张仍与市场需求契合？能否

预测下今年以及未来数年光纤光缆市场的增长趋势？

烽火能完成预期的目标吗？

刘总：国内市场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

经成为全球第一的光纤光缆需求大国和制造大国。目

前，中国市场光纤需求量在全球市场中的占比已经超

过 45%。预计 2013 年相比于 2012 年市场需求会保

持 10% 左右的增长，将达到 1.38 亿芯公里。2014 年

将达到需求顶峰，预计在 1.45 亿芯公里；至 2015 年

之后将出现回落，但仍会保持较高的市场需求，约在

1.4 亿芯公里左右的需求规模。

值得指出的是，2013 年上半年，国内光纤光缆

市场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但随着扩产产能的持续高强

度释放，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上半年光纤价格持续

走低，并出现了近年少见的光纤库存现象，提示出行

业风险正在积累之中。

作为业界领军企业，2013 年烽火通信“光棒 -

光纤 - 光缆”产能均突破 2000 万芯公里，三大环节

完全匹配，提前三年实现“十二五”产业布局目标。



Points 视点

15			2014 年	第 2 期

记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促进信息消费，拉动国内有效需求，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会议要求，要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网络、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推进光纤入户，大幅度提高网速，

全面推进三网融合。4G时代的到来是否意味光纤光缆企业仍

将延续行业的春天？迎接新的发展机遇？

刘总：回顾国内 3G 建设历程，2009 年 1 月发放牌照，

当年国内三大运营商 3G 网络建设就带动了光纤光缆需求较

2008 年将近翻了一倍，从 4200 万芯公里增长到 8000 万芯

公里，至 2012 年底，经过 4 年的网络建设，3G 建设基本接

近尾声，2013 年 3G 需求不再是国内光纤光缆市场的主要驱

动力。

4G 牌照发放和网络的建设都有利于通信行业的持续发

展，带动新一轮的光纤需求。但与此同时，行业新技术、新产品、

新应用演进加快，下一代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深

度融合产生的新的业务形态，将对传统电信业产生新的冲击

和影响，运营商面临的经营压力影响到整个通信产业链。

可以说，光纤光缆行业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表

现在行业竞争态势升级，为获取竞争优势，目前各大主流的

光纤光缆企业都已形成了完整“光棒 - 光纤 - 光缆”产业链

布局；光纤光缆企业要生存发展还必须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

点，提供差异化产品、定制化服务、海外市场开拓是必由之路。

记者：随着国内规模建设 FTTH，软光缆在整个光缆产

品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目前所占比例能达到多少？烽火

的软光缆产能目前是多少？最近有推出新产品吗？

刘总：目前 FTTx 已成为光纤光缆产业发展的最主要驱

动因素，因此随着 FTTH 加快推进，软光缆用量将会快速增

长，其在整个光缆产品中的比重将不断提升。目前按照芯公

里计算，软光缆在整个光缆产品中占比在 10% 以内，但若按

产值计算，在 10%~15% 之间。

烽火通信自 1998 年开始进入室内光缆领域，软光缆产品

一直是行业先驱和领导者，产品规格最为齐全和广泛，目前

年产能为 150 万芯公里。

在软光缆产品创新方面，烽火通信从最早在国内生产单

芯光缆开始，到蝶形引入光缆，到光电混合缆，再到圆形引

入光缆，烽火始终坚持“持续创新”的核心价值观。近年来，

烽火通信在软光缆产品开发方面紧跟国际发展趋势，以客户

为导向，走出了一条向高端发展的特色道路。近期主要新产

品有：适合 MPO 的带状软光缆和裸纤束光缆、大芯数垂直布

线束状光缆、传能光缆系列、耐高温软光缆、12 芯紧凑型配

线光缆、适合 4G 应用的拉远光缆系列、2 芯一体化拉远束状

光缆等等，这些产品基本上以出口应用为主。

记者：软光缆市场目前也存在诸多问题，包括生产厂家

众多、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标准化程度低、产能过剩等，随

着大厂的介入，这种情况是否会得到改善？能否谈下当前国

内外软光缆竞争现状和趋势？

刘总：的确，当前国内软光缆行业竞争现状具有以下特

点，一是生产厂家众多，产品质量控制良莠不齐；二是产品

标准化程度不高，客户需求差异化明显；三是产能急剧扩张，

产能过剩情况已明显显现；四是综合实力不足，高端产品研

发受到制约。

随着大厂的深度介入，目前软光缆市场鱼龙混杂、质量

良莠不齐的局面将会逐步改观，但过程可能是漫长的，市场

只会按照优胜劣汰的法则向几个大厂集中，然而有自身特色

的小企业也将会长期生存下去。

我们认为，软光缆行业发展趋势将是，1）加强应用研究

是软光缆企业必须重视的关键环节；2）国际化市场是软光缆

企业规模扩张的重要途径；3）依靠差异化产品提升利润空间

和品牌价值。

记者：除了FTTH应用，软光缆也可以应用到传感、监控、

制导、传能等领域，贵公司比较看好哪些应用领域并为此做

好准备？

刘总：烽火通信的软光缆自 1998 年开展业务以来，或多

或少都直接或间接地应用于传感、监控、传能等领域，也长

期与相关行业用户进行技术交流。这些应用领域都有着鲜明

的特点和自身特殊要求，依据现在的发展状况，目前需求比

较零散，需求量时还不大。但烽火通信对于软光缆在传感、

监控、制导、传能等领域的应用前景都十分看好，正在为此

做着准备，包括技术、生产、设备、人员和市场等等。

记者：烽火本次参展中国光博会（CIOE），带来哪些产

品和解决方案与同行交流？

刘总：烽火通信在 CIOE 展示了四大系列软光缆（连接组

件用单双芯光缆、楼宇布线光缆、FTTH 引入光缆、光纤带软

光缆 )，还有新研发的几款出口应用型软光缆作为新品展示。

另外烽火锐光展出保偏光纤、掺稀土光纤、传能光纤、980nm

光纤、光子晶体光纤、耐高温光纤等特种光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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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走向未来

供稿		|			光迅科技

传统与发展

说
起光迅科技光纤放大器产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全球首台掺铒光纤放大器问

世不久，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就安排资源进行国产掺铒光纤放大

器的开发。1994 年由光迅公司的前身邮电部武汉固体器件研究所

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并实现系统商用。在迄今 20 多年的发展历程

中，光迅公司的光放大器先后实现了国内首个 DWDM EDFA 及

商用；国内首个拉曼放大器及商用；全球首次提出通过带外监测

实现拉曼自动增益控制技术；全球首个 IPBCD 器件及专利；全球

首个波长再生拉曼放大器等等诸多第一。目前，光迅公司的光放

产品主要分 3 大类，分别为 EDFA、Raman 以及 EYDFA。起步早、

积淀深，光放产品已然成为光迅的传统强项。根据最新的 OVUM

调查报告，光迅公司已成为光放大器商用市场全球第三大供应商，

在细分的拉曼放大器市场，光迅公司更是排名世界第一。

然而，当今光通信技术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都觉得不够。

早期，EDFA 和 Raman 放大器主要用于长途骨干光纤通信系统。

随着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城域应用也越来越多。而现在，

随着数据业务、企业通信、云服务等新业态的崛起，EDFA 和

Raman 放大器在这些网络基础设施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随着

4G 的商用，用于基站互联以及回传的网络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

EDFA 或 Raman 放大器的身影。EYDFA 则广泛应用于 CATV、

FTTH 等需要弥补大分支光路损耗的场合。

当传统强项迎来新的机遇，光迅光放产品由于其多年的技术

积累和市场优势表现出更为令人憧憬的未来。事实上，目前全球

主要的光纤通信系统设备商都是光迅公司的客户，光迅公司的光

放大器在这些系统商的遍布全球的光纤系统中已占到约十分之一

的份额。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打电话、看电视、上网

等活动的背后，都可能有光迅公司的光放大器在提供业务传输服

务。

——专访武汉光迅科技传输业务部副总经理卜勤练

武汉光迅科技传输业务部
副总经理卜勤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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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品质
光迅公司的光放大器业务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我们长

期以来坚持的高强度投入密不可分，作为国内最早从事光

放大器研发的企业，光迅公司目前拥有除光纤以外的所有

光放大器所需器件 / 技术的研发能力，对光放大器的研究

也不仅仅停留在光放大器本身而是深入到前端的器件、材

料、原理以及后端的系统应用、发展趋势等全局性，战略

性的层面，在核心结构、核心控制、核心器件等方面形成

了 60 多项专利，为光放大器在 100Gbps 及超 100Gbps 系

统中的应用提供了核心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长期持续

的投入所带来的人才，技术的积累是我们参与市场竞争的

优势之一；同时我们服务于全球主流客户所带来的经验使

我们获得了规模和成本的优势；而聚焦系统应用、服务客

户需求的理念也是我们能站在客户的角度替客户着想从而

赢得众多客户的长期合作的关键。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全面品质管控的公司，光 迅公司

在 2000 年 左 右 即 相 继 通 过 了 ISO9000、ISO14001、

ISO18001 等体系认证，在这一体系框架下，光放大器更是

很早就获得了诸如 UL、CE、CB、TUV、FDA 等一系列认证。

对产品的可靠性的关注从产品的概念设计、开发、生产制造

到包装运输都被高度关注，这也从公司的“让您的光网络

更可靠”这样的口号深得业界认可即可见一斑。在“全周期

开发，全要素控制，全流程管理”的推动下，通过一系列自动

化管理软件如 FIS、ADMIRE 等的实施在提高生产效率的

同时持续提升产品品质。

变革与未来
随着光纤通信系统朝着更高速率，更广交叉，更泛

重构的发展，系统对光放大器的要求应经从早先的单纯

信号衰耗补偿向光信噪比改善，动态自适应等方向发展。

如果说光纤和半导体激光器是光纤通信的第一次革命，

DWDM 和 EDFA 是光纤通信的第二次革命，那么作为

100Gbps 及以上速率系统关键技术的相干探测和高阶调

制则可以被认为是第三次革命，现在我们正处在第三次革

命席卷天下的前夜，以改善光信噪比特型为特点的拉曼放

大器和混合集成放大器对 100Gbps 及以上速率光纤通信

系统的大规模成功十分关键，光迅公司在拉曼放大器以及

混合放大器技术方面多年来的一系列技术储备将可以大

有作为。同时我们注意到目前光纤通信系统主流发展都还

集中在 EDFA 所能放大的 C 波段，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

EDFA 已经对光纤通信系统造成了一定束缚，我们目前

也在与相关方面合作进行下一代光放大器的一些探索。

光放大器作为光纤通信系统中的关键器件，是光迅

公司未来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继续做强做大光放大

器业务是我们的一项长期任务。相信在未来从光迅走出的

光放大器将越来越多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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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产品掌控市场命脉

文		|			王雅娴

——访深圳市创显光电有限公司创始人成卓

近年来，LED 显示屏行业发展迅速，技术也齐头并进，从户外到室内，从

P10、P8、P6、P2.5 到 P1.6, 小间距 LED 显示屏的应用越来越广，“小间距”

也成为了 2013 年 LED 显示屏行业的热门关键词，在舞台、体育馆、会议室等

众多领域怒刷存在感。记者近期走进了深圳市创显光电有限公司，与公司创始人

成卓先生就 LED 显示屏现状及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高、精、尖是公司产品的定位方向，这虽然难度会很大，但是从

理论上讲，越往上走，竞争就越小，并且经销商的层次也会得以提高；同理，

往下走竞争态势则截然不同。”创显光电的创始人成卓，有着对市场非

常敏锐的前瞻性。

创显光电是一家定位于高端显示屏产品的企业，相较以前的业务多

元化，目前创显光电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 LED 显示屏产品上，成卓对

记者说，“LED 行业很大，细分市场是非常必要的，经过一系列对比淘汰，

公司产品在逐步提升高度，所以目前创显只把产品线关注在 10mm 以下

的高清屏，同时还有一些高端的租赁市场及电视台、指挥中心等控电室

里面使用。”

整体方案彰显 LED 显示屏优势
LED 显示屏具有多视角的呈现方式、全方位的感官体验和高效率的

信息传播功能，这些都是其他视觉方式所不能比拟的。随着受众要求的

不断提高，对 LED 视觉呈现系统将会提出新的挑战。而对众多的 LED

研发制造商来说，如何为客户提供具有最佳整体效果的视觉解决方案、

精确传达客户的表现意图，才是制胜的关键所在。

“未来显示屏的发展肯定会在应用上下功夫，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成卓对《中国光电》记者说，“显示屏发展到最后不单是一件商品，而

是一个立体的组合、一个灯光秀、一种感受，通过 LED 显示屏配合激光、

音响、水幕等多种元素的综合运用。”如创显近期为中山古镇的著名灯

饰品牌中心——星光联盟，设计制作的整体视觉方案，让受众能够充分

深圳市创显光电有限公司创始人成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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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科技带给人身临其境的愉悦感。

据悉，星光联盟总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60 米高大中空，

1600 ㎡超高清 LED 天幕，4 块 48 ㎡大型 LED 隐形纱幔。其中，

星光联盟项目最具挑战的是中庭 LED 天幕设计方案。项目方

经过多番考察论证，由创显光电联合国际顶级设计大师研究设

计出了大屏幕解决方案，完成了 1600 ㎡的奢华 LED 天幕显示

屏工程，是全球悬吊最高、最高清的 LED 天幕屏，试想该巨

幅天幕，若是立起来要有 13 层楼高、5 层楼宽，把它放平再固

定在 60 米的高空，怎一个壮观了得？

产品优势掌握市场的命脉
“任何一个产品的研发，都是一个需要长期的市场考察，

善于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做好详细的市场调研，认真考察产

品方案的过程。”成卓说，“产品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钱投

在哪里，哪里就更强。”

LED 显示屏融合了光学、机械、电子及图像信号的处理等

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一家企业的产品有竞争力，一定是综

合能力强，才能把产品做到极致。显示屏始终是个载体，就是

一种显示器，为什么苹果显示器在印刷领域就可以做到标杆？

因为它的色度就是一个标准。LED 显示屏如果能够把色品真实

的还原出来，那也就可以形成这个行业的标准，但市面上目前

还是没有这样的标准，成卓说：“因为这个产业发展太快了，

我们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做产品拼的就是产品的稳定性”，成卓继续说，这会直

接决定产品品牌定位的高度。一个产品经过了 5、6 年的使用，

产品品牌定位就能形成了。价格战这条路是条不归路，企业产

品被廉价的市场定位之后，想要再提升产品价值是很困难的。

成卓对《中国光电》记者说，创显公司的口号就是：“真正掌

握市场命脉的是独一无二的产品优势”，这一定是靠大家共同

努力的结果。

高附加值提升小间距的价值
2010 年以来，常规 LED 显示屏竞争尤为激烈，价格战几

乎侵占了企业的基本利润。随之，各种新兴领域市场发展迅速。

户外传媒、广告业、户外表贴、异型屏等市场表现亮眼，其中，

高密度小间距 LED 显示屏更是成为业内炙手可热的产品。

“小间距产品的发展是需要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市场不

可能突然全部更换到小间距时代。”针对目前很多人认为小间

距 LED 显示屏将成为室内外市场应用主流这个话题，成卓表示，

目前不同国家的市场需求是不同的，欧美及日本对高档显示屏

的需求量很大，但相比较东南亚一些地区需求就弱些。创显提

供多样的产品系列和平台，做到“对症下药”，即根据不同的

市场需求平台来搭配属于这个市场的产品类型。

面对目前制约小点间距发展的成本问题，成卓说，小点间

世界顶级穹顶天幕——星光联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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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的发展肯定是被看好的，但是目前的关键是，业内哪些企业

能制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一支矿泉水，依云的水为什

么可以卖那么贵，这就是这个品牌的附加值。企业要知道自己

的对手是谁，如果是高端对手，那么自身的价值也会相应增加。”

“有小点间距采购需求的客户肯定意味着是接受高成本

的”，这个观念很有道理。“小间距这个市场一定是存在的，

且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客户是不缺钱的，他需要寻找到可以

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如果我们的产品和国际上一些高端厂家

来比，两者的产品质量都很接近，价格优势大，产品就一定极

具竞争力。”成卓对记者说。

正如之前创显一举拿下韩国三星总部显示屏的项目，当时

的竞争对手有巴可、达科、松下还有索尼。为什么能在这些优

质竞争对手中获胜，“这绝不是靠运气或人脉决定的”，成卓说，

“因为我们快速反应，提供多元化解决方案，并且价格也很有

竞争力。”

差异化更有利产品定位
“差异化竞争就是走出自己的风格，一款产品不可能让所

有人都满意，设计的产品一定是适合一部分人的”，成卓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创显的工程师研发团队有 30 多人。所有

的产品方向都是研发设计出来的，这是与市场紧密相连的结果，

一个产品的研发是要包含设计文化和理念的，根据不同的市场

需求做设计，这样客户可以对产品设计师的理念一目了然。

企业一定要善于发现一个产品的差异化，并很快做出反

应，设计出来适合市场的产品，这就是商机，比的就是综合竞

争力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成卓很幽默的道出这番话。

显示屏市场面对同质化竞争的情况下，一定会有人跳出来

做差异化的产品，这一定是有市场需求的，这个行业还是要理

性竞争，各自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比如在 70 万 -130 万之

间价位的 SUV 车系里有奥迪、宝马、途锐这三款，我们能看

到这三款车各有各的优势，这说明企业处于一种理性的竞争状

态，“这样大家都有生存空间，同质化竞争走到最后一定是越

走越窄的”。

市场定位偏重海外
据悉，创显光电国内、国外市场的占比是 2:8，由此可见

公司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放在了海外市场。“国内我们只做针

对性市场的典型项目，”成卓对记者说。

谈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成卓表示，中国企业聚众心理

很重，很少人会愿意坐下来理性的做市场分析，中国企业的理

念一定要更新，要更多的考虑如何去卖产品的价值。后续创显

光电的市场定位还是会偏重海外，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但是

在国内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的情况下，不会贸然投入很大

精力去经营国内市场。

“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将会反受其害”, 成卓很中肯的说，

“在外贸中的商业成本、沟通成本包括时间成本都会低很多，

而国内则刚好相反，往往一个项目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沟通，才

能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

经销商渠道建设已成熟
目前，创显光电国内国外都在走经销商路线，成卓说：“LED

显示屏这个产业是需要分工的，经销商可以提供强大的本地化

门到门服务。我们只需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制造和研发方面，这

也是我们的强项。”未来也会寻找更多有实力的优质经销商加

盟。

当然在选择走经销商路线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实际的困

难，中小厂家更倾向做价格更有竞争力的 B 2 C 业务，创显走

经销商渠道就意味着在市场上价格不具竞争力，不过通过这么

多年的努力和发展，经销商的渠道建设已经很成熟了，公司也

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过程虽然痛苦，但越走越明

朗”，成卓对此很有信心。

同时产品售后也实施本地化操作，创显光电的工程师会每

个季度到各个渠道点巡察，集中解决包括售前、售中、售后等

一系列问题，“通过这么多年发展，我们在经销商群体中的口

碑已经形成，我们不会做违背商业道德的事”。

谈到近期火热的众多行业并购，成卓首先肯定了并购这种

业界大合作的形式，“确实有很多良性循环的企业，但别忽略

了存在的风险。而且每个企业有其自身的出发点，有些就是希

望通过并购迅速扩大公司规模；创显有自己的原则，就是怎样

在这个领域继续做精做强”，面对并购，成卓还是很理性的看

待目前的现状，“我们还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如果要选择

并购，经销商是首先考虑的方向，企业只有互补才能持久。

总结：
谈到行业发展，成卓对未来的发展表示出很大的信心，“中

国企业要积极改变自己的经营理念，显示屏这个行业肯定会越来

越好，行业竞争也会越来越趋于理性化。虽然竞争依然激烈，但

是相信不会像前几年那么惨烈，目前市场格局已经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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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宁：蓝宝石不会大规模取代玻璃
文		|		战涛

康宁公司是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的全球领导厂商。基于 160 多

年在材料科学和制程工艺领域的知识 , 康宁创造并生产出了

众多应用于高科技消费电子、移动排放控制、通信和生命科学

领域产品的关键技术。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国已向康宁提供

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他们的技术专长得以将康宁的创新技术引

入中国市场。截止目前，康宁在大中华区的投资额已超过 30

亿美元，拥有 5000 多名员工。日前，本刊记者采访了康宁

（Corning）中国区销售经理秦奋，就当前的市场热点进行了

沟通和讨论。

蓝宝石不会大规模取代玻璃

去
年底，苹果与 GTAT 公司签订价值 5.78

亿美元的蓝宝石订单，买断该公司未来

三年的供货，让蓝宝石一举成为市场关注热点。

苹果新品导入蓝宝石盖板引领创新，一方面是

蓝宝石坚硬抗刮、薄且能腾出空间给其他零部

件，另一方面寻求差异化竞争、引领创新。

苹果未来将使用蓝宝石盖板无疑是要放弃

长期使用的大猩猩玻璃屏幕，这对大猩猩玻璃

的生产厂商康宁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

但康宁显然并不认为蓝宝石会大规模取代

玻璃，“蓝宝石比大猩猩玻璃贵 10 倍，重 1.6

倍。对环境污染严重，生产蓝宝石比大猩猩玻

璃要消耗超过 100 倍的电力。蓝宝石玻璃的透

光性很差，意味着要么屏幕很暗，要么就提高

亮度，这样就会牺牲续航。而且蓝宝石玻璃还

会破裂。”

康宁（Corning）中国区销售经理秦奋表示，

蓝宝石玻璃的抗刮性能好，但抗摔、抗跌性能

不佳，他指出蓝宝石在消费电子上的广泛使用

还需克服两个难题：第一，生产工艺高难度使

得成本居高不下。高成本源于生产复杂性，长

晶、切割、加工等各环节都有难度。第二，必

须保证充足的产能，GTAT 在长晶上的技术与

良率突破是关键。

换句话说，康宁仍看好玻璃的发展前景，

该公司在 2014 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推

出了新一代大猩猩抗菌玻璃 （Antimicrobial 

Corning® Gorilla® Glass）就是明证。目前，

多家生产商正对康宁大猩猩抗菌玻璃进行各种

应用试验，并证明这种玻璃可用于产品的大批

量生产。

康宁（Corning）中国区销售经理秦奋（中）接受
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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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还无法

取代玻璃

除 了 蓝 宝 石，

Graphene（石墨烯）

的未来美好也让人

难 以 置 信。 业 界 描

述石墨烯的未来远

景 有 种 种： 这 种 世

界上硬度最大的材

料， 还 能 同 时 做 到

透明、导电、可变形、

防 水 …… 有 专 家 指

出， 这 种 材 料 将 会

对目前的电子设备

有着颠覆性的影响。

由 于 石 墨 烯 具

备 柔 韧 性、 导 电 性

和导热性等，它不仅适合用来制造透明触摸屏、液晶显示、

有机光伏电池、有机发光二极管等等，甚至还可以用在制造

防弹衣、航空航天材料，并有可能成为硅的替代品，用来制

造用在超级计算机上的超微型晶体管。

可穿戴设备作为目前科技产品中最炙手可热的领域受

到追捧。无论是华尔街的分析师还是谷歌、三星、英特尔等

科技巨头，都把可穿戴设备作为下一个科技革命。目前发布

的品类最多的可穿戴设备无疑是智能手表和智能手环。这类

设备十分爱慕我们的手腕，这也对它们的外观设计提出了要

求，就是此类可穿戴设备的屏幕也需要是弯曲的，而目前市

面上很多智能穿戴设备的屏幕依然是平面型的，和我们的手

腕不能很好贴合，而石墨烯的机械强度和柔韧性无疑是可穿

戴设备屏显技术最佳选择。

谈到是否石墨烯会取代现在手机或其他电子设备上的

玻璃时，秦奋表示，石墨烯只会在某一领域取代玻璃，但要

完全取代是不太可能的。如石墨烯显示技术目前还不适用于

大屏幕的情况下，让它关注 2 英寸以下屏幕无疑是最好的

选择，而目前大多数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屏幕都在 2 英寸以下。

中国成为康宁海外最大市场

康宁公司 2013 年核心销售额为 79.5 亿美元，相比

2012 年增长 5%。秦奋表示，其中中国市场的表现一年比一

年好，“中国已经成为康宁在美国本土市场之外的最大应用

市场。”

“2013 年对于康宁来说是成功的一年，”康宁董事会

主席、首席执行官兼总裁魏文德曾表示，“2014 年，我们

有信心继续打造更大、更强且更活跃的康宁，”康宁近期完

成了对三星康宁精密材料有限公司另外 50% 股份的收购，

期待看到康宁获得直接的财务和战略回报。通过充分利用康

宁灵活的熔融玻璃生产设备并改进经营效率，康宁正在提高

服务全球客户的能力。

康宁预计 2014 年 LCD 玻璃市场将呈增长态势，零售

需求将达到 5 － 10% 的增长。光通信业务方面，康宁预计

今年第一季度销售额将实现 15% 左右的增长，较上年第一

季度有大幅提高。特殊材料业务销售额预计同比持平，原因

是第一季度是每年最为低迷的一个季度。同时预计大猩猩玻

璃销售量在第一季度将实现同比增长，并且随着时间推移，

将更加符合行业整体设备玻璃的消费。

康宁预计本年度消费者对大尺寸电视和平板电脑需求的

增长将推动显示业务销售量的增长。“我们对于大猩猩玻璃

面临着新的市场应用机遇而倍感兴奋。我们在消费电子展上

新推出的抗菌型康宁 ® 大猩猩 ® 玻璃收获了积极的反响。同

时，我们预计大猩猩玻璃将在本年度进入汽车和建筑市场，”

董事会副主席兼首席财务官 James B. Flaws 表示。

康 宁（Corning） 中 国 区 销 售 经 理 秦 奋 最 后 表 示，

OLED 也是康宁关注的重点，其他如创新的光通信产品、生

命科学产品和环保产品同样也是关注的重点。“康宁将再一

次经历快速增长、盈利提高，对此我们满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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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传统的焊接方法，激光焊接塑料已被证实是一种可

靠的材料焊接方法，并广泛应用在汽车、电子、医疗、

保健、食品包装和消费电子产品市场。直接输出半导体激光

器由于具备灵活的功率可控性和非接触式温度测量功能，使

其尤其成为此类应用理想的工具。当它们被用于焊接微小和

敏感的塑料部件或在温度敏感的环境下焊接细小部件时，这

些优点都将得以充分体现。

选择性焊接

电子元件的选择性焊接是一种使用填充材料（焊料）

填充到连接间隙让物质表面连接起来的方法。选择性焊接主

要用于把电子元件连接到电路板或传导路径上这类生产工艺

中。

对于一些电子应用，例如在电子元件和 PCB 包括焊料

在一个热箱中同时被加热，大量采用焊接加工是非常合适的。

对于热敏元件或在热敏环境下的焊接（如塑料外壳），选择

性焊接的方法是非常理想的必选方案。传统的选择性焊接要

求热表面有机械接触，但在空间有限、限制接触或流入连接

口热量被控制的情况下，激光焊接发挥了明显的优势。激光

焊接能将所有输入能量精准有效地转化与应用。例如，小元

件可获得良好的焊接效果，同样对于一些不可加热的元件或

热敏焊接部件，效果非常显著。案例见图 1。

光纤耦合直接输出半导体激光器往往被用于选择性激

光焊接工艺。在光纤的输出端，激光束会通过一个固定的聚

光元件或扫描镜。该光源常见的输出芯径是 180μm。加工

所需的焊接材料可由送丝系统提供或通过预先添加焊膏或镀

锡。

	a) 温度敏感环境																			b) 不良接触																								c) 敏感 LED 设备
图1：常见选择性激光焊接应用案例。

高温计加工控制

焊接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加热、变形和润湿。第一

阶段需要提高被焊接部件的温度至焊材的要求。在第二阶段，

焊材流入被润湿的部分，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需要根据部件

的大小、以及焊接连接处的大小与情况相应地调整。焊接温

度必须保持不变。最后阶段，熔化的焊材将被焊接的金属部

件表面件，过程中要求表面无杂质和氧化物层。

温度优化与时间特征对于选择性焊接能否取得最佳效果

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图 2 显示的适时温度走势，是由一个

非接触式温度测量结合半导体激光系统得到的，这里面一个

高温计观察路径与聚焦激光束位于同轴。焊接口温度与半导

体系统的功率输出形成闭环回路，这为加工提供了精确控制。

需要注意的是高温计测量，也可用于良好焊接口的自动验证

和排除不良接口。

图 2：焊接加工的温度控制。蓝色线显示的是焊接过程中使用高温计控制
激光功率后的接口温度。红色线显示的是没有温度控制情况下的温度波动。

Dilas 的加工头集成了在线温度测量的高温计。

塑料焊接

激光焊接塑料是一种传输加工，这一过程中，被焊接的

元件部分是重叠的。正如图 3 所示，上面连接口传输的激光

辐射被下面即将被连接的部分吸收了，它被熔化了。热量传

输也熔化了上层材料，并在两个部件之间产生了焊缝。采用

这种方法，激光波长的传输属性对于部件焊接的效果是非常

重要的。

半导体激光器用于塑料焊接与选择性焊接
文		|			DILAS半导体激光有限公司工业激光系统部产品与销售经理					Steffen	Reinl

http://laser.ofweek.com/CATMore-240009-hanjie.html
http://laser.ofweek.com/CAT-240002-jiguangqi.html
http://laser.ofweek.com/CAT-240002-jiguangq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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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半导体激光器用于塑料焊接的输出近红外

波长在 800 至 1000 nm 之间。大多数非染色的热塑性塑料

在此波长范围有着良好传输效果。

一种吸收材料，如碳黑可以被添加到空隙和 / 或特殊的

添加剂也可以掺入到塑料中。颜色的组合是可能的，对于普

通光它是几乎透明的，但对上述波长的激光它是可吸收或可

达到强烈吸收。

图 3：	塑料焊接的原理

图 4：扫描振镜 -组合了高温计的优点，实现快速光束偏转的在线加工控制。
高温计测量的波长范围在 1800 至 2100nm之间，所以必须根据情况调整光

学聚集系统。这一光学系统也保证了高温计点与激光聚焦重叠。

使用激光加工的优势

激光焊接已经与传统的材料连接方法产生了竞争，而且

相关的工艺优势在未来将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控制能量输

入到连接区域的方法已被发现，这对于许多生产线是一个重

要的优势。

质量和加工控制

与其它连接方法一样，激光焊接也出现了质量控制的问

题。怎样才能在焊接过程中确保质量和 / 或将劣质部分从良

好部分中分离出来？如何通过适当的加工控制减少废弃部件

的数量？一个质量评估的方法，也被用来在超声波焊接，就

是用来测量一组焊接路径的参数变化。这一路径可由一个扫

描振镜得以实现，它驱动激光束围绕一个固定的封闭路径，

快速使用两个内部的反射镜，如图 4 所示。

激光束被迅速偏转到一个可编程焊接轮廓，这轮廓几乎

同时被熔化。使用机械夹具按压上部使之进入熔化材料，可

以测量到一个有限的塌陷。如果连接的两部分是相容的和可

焊接的，其中一部分可填平坍塌处，并产生质量良好的焊缝。

如果预定的时间距离曲线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焊缝质量可能

不够充分，这一部件也可能最终被废弃。

一种评估焊接质量的替代方法是，通过使用远程高温计

测量焊接过程中的熔融材料。装备高温计的加工头结合半导

体激光器可快速控制焊接温度和焊接缺陷的检测。当被焊接

元件相关的光学性质表现出某些不均匀时，焊接过程中温度

控制的优点（所谓的闭环过程）就非常明显了。当部件被玻

璃纤维强化时这样的不均匀性可能会出现。例如，有了自动

激光功率控制维持所需的温度，这些不均匀都可以被补偿。

此外，尽管一个有缺陷的焊区不能通过测温控制得到补偿，

但温度信号的突然升高（其原因，例如，一个受污染的表面

吸收更多的激光辐射，或两个焊接部件缺乏或不存在机械接

触）可以表明这一点。同样，高温计可以测量所需的焊接温

度能否达到，例如激光功率不足。如果上部和下部的温度超

出了软件定义的温度，受影响的部件可能会被废弃。每个焊

缝允许的单独的加工量是可映射和可追溯的。

总结

选择性焊接

激光选择性焊接在实践中逐渐完善，它广泛应用于许多

工业领域。对输出功率良好的可控性使半导体激光成为这一

技术的理想工具。结合高温计，温度控制焊接带来了高加工

稳定性和稳定的高质量。因此，焊接内部温度敏感的外壳（例

如塑料外壳）和对温度敏感的设备如 LED 元件的可靠焊接，

都是可能实现的。

塑料焊接

激光焊接塑料是一个既定的加工，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不

同的市场，并取代传统的焊接方法。在医疗装置制造中，例

如，清洁加工是强制要求的。因此，激光焊接特别适用于这

一市场。在汽车供应行业，部件配备了敏感电子元件或导航

与容器液体，在这里激光焊接成了必选的方法。与加工控制

相结合，半导体激光器未来将应用于更多不同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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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ser.ofweek.com/CATMore-240009-hanji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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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采
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解决大功率晶体管在封装过程中位

置的闭环控制问题。晶圆在切割与拉伸过程中会产生

间隔不一致的问题，而平台的 X、Y 移动量却是固定，这样

一来就会造成机械手只吸取到晶片的边缘或根本吸取不到晶

片。为了知道晶片的中心位置，目前采用机器视觉的定位技

术是一种可靠与经济的方案。

实现过程：

使用机械视觉技术就要使用到 CCD、光源、图像采集

卡、计算机等设备。CCD 与光源固定在晶圆的上方，高度

要根据镜头与放大倍数来调节，一旦设置好就锁紧它。为了

提高视觉定位精度视野设置在 10X10 的范围内，在达到精

度的情况下同时要兼顾它的经济性，可选用 44M 像素相机

与采集卡，那么在 X 方向与 Y 方向的分辨率都达到 0.01mm

的精度要求。软件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ckvision 视觉

系统来开发视觉定位软件。ckvision 具有丰富的基本功能和

多种高级功能，高级功能都是在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开发出来

的，同样晶片定位功能也是在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开发出来，

它首先调用画图工具选定好 ROI 的范围，然后调用 CK_

IcSearch() 函数找到晶片的位置。

除了要检测它的位置还要判断晶片的好与坏。晶圆在成

型后需要经过电检测判断它好坏，坏的晶片需要打上标志点，

坏的晶片还包括晶圆边缘不完整的晶片。在此选取需要检测

的 ROI 图像，采用了平均直方图功能，只要底于预制的阀值

就判断是坏品。

结语：

由于采用了 ckvision 视觉软件视觉技术使到机械手每

次都能准确地吸取到晶片，提高了产品的封装质量，而且能

替代价格昂贵的进口产品。本公司配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对它

不断的升级来完善其性能。ckvision 视觉软件的功能越来越

丰富，能更好的应用在半导体领域。目前它已经可以完全地

替代进口的视觉软件包。同时公司为客户定做各种视觉应用，

以满足不同领域或用途的需求。

机器视觉在半导体封装中的应用

【关键字】 机器视觉；半导体封装；闭环控制

【简介】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视觉软件开发公司，为客户定制各种视觉应用，

提供丰富的视觉功能。并且用户可以通过 VC、VB、DELPHI 等工具进行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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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包装行业，不但要保证包装后的产品无磨损， 同时对

该包装后产品的便利性需求正在逐渐上升。很明显，

包装供应商必须寻找工艺上的解决方案来实现包装的灵活性

和价值，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柔性薄膜的激光划

线系统可以加强产品的易用性，同时不会损坏柔性薄膜的结

构完整性，使得包装的形式丰富多彩。

柔性薄膜的激光划线是一种非接触式的洁净解决方案，

避免了对工装或消耗品的需求。全数字化工序流程，在最短

时间内调整模式或设计，从而显著降低生产中的停机时间。

此外，激光模块可方便地集成到新的材料处理系统中，或是

改装到工厂内现有系统中。这些激光系统进行的精密划线可

以赋予产品精准的特性，而这是机械方法所办不到的。

先进的划线技术

如今，高质量的激光系统可以对柔性薄膜进行精密划线，

并且可以很好地控制划线的深度。这项技术的关键包括先进

的激光系统控制软件，它可以持续监控并调整激光的功率来

确保划线深度的一致。通过气化柔性薄膜上的指定区域以在

材料上形成狭窄的裂缝， 从而实现划线。激光可以只对特

定的薄膜层进行划线，而不会损害柔性薄膜的阻隔性能。数

字化的工序流程可以根据材料和规格的不同进行随时调整，

不需要根据不同的工作来更换模具。

在激光划线的热力过程中，激光束的能量会汽化和熔化

柔性薄膜的顶层。当材料被气化后，在薄膜上会形成椎槽（V

形槽），这就是划线的基础。在 V 形槽的任意一边，热量

被吸收，随着被熔化的薄膜在冷却后从液态变为固态，会形

成略微凸起的切缝（图 1）。数字转换系统利用矢量格式软

件来控制激光光束的路径，从而可以实现实时调整。最后得

到的是精确的划线或者说撕开线，并且可以干净利落地撕开，

给终端用户带来方便的使用感，从而提升品牌形象。

激光源和材料选择

最适合激光加工的柔性材料是那些气化温度范围窄的材

料，包括聚酯、聚乙烯、聚丙烯、PVDC 阻隔层、聚烯烃热

收缩膜、尼龙和金属化薄膜。多层材料非常适合激光划线，

当激光束在实施精密划线时产生的能量被一个层吸收时，其

他层便不会被激光束损伤。不同材料吸收能量的速度不同，

因此气化的温度不同。适应性强的激光加工系统可以调整激

光功率来满足不同柔性材料的要求。

低功率 CO2 激光器是柔性包装材料的理想选择。这种

激光器占地面积小，维护要求低，可靠性高，是处理相对较

薄的薄膜的一种经济高效的方法。通常情况下，柔性包装

适用的 CO2 激光器的标准输出功率在 40 到 300W 之间。

CO2 激光输出是在 10.25 和 10.6μm 的红外区域。激光束

的光斑直径为 100μm。加工区域范围从 70mm×70mm 到

500mm×500mm。

柔性薄膜包装的精密激光划线应用

图1		控制好深度的激光划线的截面，图中能看到所形成的 V 形槽和切缝。

　　图 2	LaserSharp	PL40 激光划线系统集成到装袋生产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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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系统的特点

当考虑在生产工序流程中加入激光划线时，有多项激光

配置需要选择。可以用一个或多个激光模块来配置系统，最

多可达 25 个模块。每个激光模块都是单独控制的。这些系

统可以单独设置，或是集成到现有设备中，例如分切复卷机

或装袋生产线。正如图 2 所示， LaserSharp ？ PL40 系统

在装袋线中实现纵向的直线形激光划线。可以设置独立的顶

部和底部激光模块，以实现在线精密划线。此系统可以较为

容易地集成到折叠工序之前或者之后的连续加工区。

激光系统可以纵向和横向进行直线型或是指定形状的激

光划线。还可以精准地按照材料上的印刷信息的指示来进行

激光划线。集成到激光加工系统内的指示传感器和视觉系统

可以根据印刷的指令来自动控制激光加工过程，从而确保模

式的准确性。如图 3 所示，直线形横向划线、直线形纵向划

线、指定形状的纵向划线和横向模式可以在一个生产周期内

全部实现。

此外，许多激光系统可以在单个工作站的同一生产周期

内实现多个加工步骤，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像划线、分切和

穿孔都可以用同一个激光系统来实施。激光可以在包装上加

入额外的功能，例如通过激光蚀刻的方法在包装上加入产品

识别信息，或是加上透气孔。最重要的是要铭记最终用途或

应用领域的需求，这将决定如何选择激光系统。

选择高质量的激光系统

当选择高质量的激光系统时，必须考虑几个因素。首先，

持续的、可重复的划线深度是关键。那么就有必要使用嵌入

式的控制技术，它通过监控在线速度然后自动调整激光功率

来适应，这样才能确保准确、可控的划线深度。高端激光系

统的嵌入式控件可以连续地监测速度，这样，不管是在停、

开机的低速情况下，还是在连续加工中的加速过程以及全速

运行时，都能确保实现划线深度的一致性。

此外，有必要对激光划线的薄膜进行拉伸强度测试方面

的微观分析，以确保激光系统的划线不会对薄膜的阻隔层产

生负面影响。分析薄膜横断面的影像，我们可以看到划线的

深度非常精准，还能看到基材在激光加工的热量作用下发生

的变化。当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时，我们发现， 用低质量的

激光系统处理薄膜的话，由于它不能很好地控制激光脉冲，

划线深度会随着速度的变化而变化，或者产生豁口（而不是

一条光滑、连续的线）。

安装和操作

激光划线系统对于制造业来说是一种少维护、极具成本

效益的解决方案。在安装方面，水冷激光系统需要水冷机和

洁净的空气。高质量的系统具有 Class 1 等级的工作防护罩，

这样在平时的操作中就不需要特别的安全预防措施或眼镜。

集成的传感器、空气面板和换热器管理着激光模块的内部环

境，这样，即便外部温度发生变化，仍然能确保获得一致的

激光划线结果。这些监测可以防止激光系统受到负面影响，

极大地降低了维护的要求。触摸屏终端的操作界面使得该系

统易于使用，也便于换岗的工作交接。

数字化的优势

激光划线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用于立式可再封袋、

带倾倒口的包装、微波包装袋等等的易开型撕口条。激光划

线技术的进步使其不再限制在直线形、纵向加工这些方面，

从而带来更为多姿多彩的包装设计。例如，如图 4 所示，在

滑动拉链袋上进行指定形状的激光划线。打开这种包装时，

顶部的材料被丢弃，留下的滑动拉链便可以让消费者更为容

易地移动滑块来拿到包装内的产品。

虽然有其他的机械方法可以对柔性材料进行划线，但是

那些方案得到的划线结果往往都很不可靠，这会让撕口不均

匀，降低包装的等级，也无法为消费者提供易开的包装解决

方案。而激光系统在如今的工业环境下可实现高速、精密的

功能性划线。全数字化的工序流程可以大大减少花费很高的

停机；同时生产交接也变得简单起来，只需要打开一个新的

文件。激光划线系统带来的是用户友好型的增值功能，同时

也能保护好包装内的产品。如今对品牌所有者和生产商来说，

若想改进产品的包装，那么成本效益高的激光划线方案便是

他们的最佳选择。

图 3	易开拉链袋中的指定形状的激光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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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
着激光行业的飞速发展，激光器已广泛应用于工业加

工领域，如激光切割、激光打标、激光调阻、激光热

处理等，除此之外还被作为诊疗设备应用于医疗领域。 激

光焊接是以聚焦的激光束作为能源轰击焊件所产生的热量进

行焊接的方法，是激光材料加工技术应用的重要方面之一。 

基于 ARM 的数字化控制系统能够有效解决激光器的准确、

稳定和可靠性问题，数字化、智能化是激光器的必然发展方

向。使用 ARM 对激光电源进行功能扩展控制，能有效提高

电源的性价比，简化激光电源的硬件结构，增强整机的自动

化程度，为整机的功能扩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本文重点针对

激光焊接应用中的激光电源控制系统进行功能扩展设计，利

用 ARM 控制激光电源的系统设置，包括开关控制、激光参

数设置、光栅控制、光阀控制、温度控制等，有效地解决了

激光器在焊接过程中的准确、稳定和可靠性问题，同时增设

人机界面 (HMI) 显示控制的友好界面，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1 激光电源的控制功能要求 
激光焊接目前已涉及航空航天、武器制造、船舶制造、

汽车制造、压力容器制造、民用及医用等多个领域，因此激

光电源在激光焊接工艺中应用时具有其独特的设计需求，除

了激光发生器的性能要高外，还要求其具有高效率、高可靠

性、工作寿命长等优点，实际应用中的激光电源产品还需要

对其控制系统进行功能扩展和优化，设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考虑： 

1.1 显示和控制 

传统激光器的显示屏多采用点阵液晶显示，由于液晶显

示屏只能单纯作显示设备使用，所以系统需要利用键盘或按

键作为输入设备，对激光光源的参数进行设置。这里采用人

机界面 ( 即触摸屏 ) 作为显示和控制界面，操作更加方便，

界面也更加友好。以 ARM 作为 CPU 来对系统进行控制，

可以对输出的激光脉冲波形进行精确控制，满足不同工件的

焊接要求。 

1.2 散热 

激光电源的许多参数 ( 如波长、阈值电流、效率和寿命 )

都与温度密切相关，因此希望尽可能低而稳定的工作温度。

实验表明，当工作环境温度升高时，激光电源的输出功率将

降低，且激光电源外壳每升高 30℃，使用寿命将减少一个

数量级 [6-7]。本激光器系统采用水冷的方式进行散热降温，

因此系统要求具有过温检测功能。

1.3 气阀和光栅 

针对激光焊接的实际应用，在焊接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

到操作人员的人身健康和安全。因此在设计激光电源控制系

统中，还需要综合考虑其他辅助功能，比如在焊接时高温会

使金属汽化产生烟雾，同时在焊接过程中激光散射也会对操

作人员的眼睛产生影响，因此需增设气阀控制和光栅控制功

能。 气阀控制的主要功能是，在激光焊接的时候，高温会

让金属汽化从而产生烟雾，设置一个空气泵把产生的烟雾吹

走，而且焊接结束后，再延时吹 5~10s。为了在激光焊接的

过程中保护操作者的眼睛，要求焊接瞬间光栅闭合，避免焊

接时散光辐射人眼，因此系统需具有光栅控制功能。 

1.4 光斑调节

对光斑的控制有两个要求，一是能够设置光斑的上、下

限；二是能够通过人机界面调节光斑的大小，也就是能对光

斑的直径进行调节。 

1.5 精确激光脉冲控制 

IGBT 功率控制器作为主开关器件用于控制激光灯的输

出脉冲 [8-9]。一般的激光电源多采用单段方形的激光脉冲，

激光打出的焊点可能会出现溅射、坑洼、穿孔等现象。 激

光焊接的基本原理为： (1) 金属表面活化，前期预热，避免

加热过快让金属表面溅射； (2) 激光打在金属表面初期，需

要较大的功率让金属表面融解； (3) 表层金属融解后，进行

深层融解过程中，就不在需要这么大功率，否则会出现很大

熔池，这时需要适当降低功率，才能保证金属熔池不继续扩

大； (4) 当达到需要的融解深度时，如果直接切断激光，熔

池表层硬化闭合可能会出现气孔等现象，这时需要进一步降

利用 ARM MCU 设计激光电源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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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激光功率，缓慢淡出激光功率，才可以让熔池中融解的金

属回流凝固，保证激光焊点的平整。

2 器件选型和系统硬件组成 

2.1 主要器件的选型 

CPU 选 型。 系 统 控 制 单 元 的 核 心 是 完 成 控 制 任 务

所 必 须 的 关 键 电 路， 本 设 计 以 集 成 ARM 公 司 高 性 能

“Cortex-M3”内核的 STM32F101C8T6 为核心来设计激

光电源的数字控制系统，发挥其高速、低功耗的功能，可以

实现各种复杂控制功能，同时简化激光电源控制部分的硬件

结构，增强了自动化程度和功能扩展能力 

人机界面选型。人机界面选用的是型号为 FE2070 的 4

线工业电阻触摸屏，用它代替传统的分离式按键控制和液晶

显示，用户只要用手指轻轻地触碰显示屏上的图符或文字就

能实现对主机的操作，从而使激光电源的人机交互更为直截

了当。 

2.2 系统硬件组成 

系统的控制指令是由 CPU 发出的，负责系统的显示和

各项控制。STM32F101C8T6 有 3 串口：一个连接 IGBT

控制板，一个连接 HMI 通信，一个连接 PC 用于控制系统

升级。系统的硬件电路整体结构框图如图 1 所示。

激光器的开启和预燃使用脚踏开关来实现，激光电源开

光栅控制即为一个光栅开关，光栅电源的要求是当开机后，

踩下脚踏开关，光栅电源就打开。光栅控制通过光耦输出后，

通过一个三极管来控制 15V 电源的通断，从而控制光栅的

开闭。激光电源中光斑的大小是通过驱动步进电机来实现的，

步进电机控制透镜的移动，从而调整激光的焦距，实现光

斑调节。硬件电路中，光斑控制通过一个 3PIN 插座控制步

进电机调节光斑直径，为脉冲方向控制，三个 PIN 分别为

GND、方向和脉冲。气阀控制用于控制气阀的开启，报警检

测主要用于过温检测。

3 软件实现 
系统软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Modbus RTU 通信处理

程序，负责和 HMI 的通信；操作流程控制，瞬变脉冲的

输出；数字输入和输出量的处理；STM32 的内部资源、

FLASH 容量和 SRAM 容量都比 51 单片机要丰富，对于本

系统，非常适合用实时操作系统进行软件的编写，所以本系

统采用了 Keil 自带的 RTX 实时操作系统，共开启了 4 个进

程：Task_init()，Task1_Modbus()，Task2_Laser-CTL()

和 Task3_IO()；基本软件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4 调试结果 

4.1 人机界面控制调试 

图 3 显示的是系统搭建完成后液晶控制触摸屏上显示调

节光斑直径的界面。在该界面上通过增、减调节，在上、下



Technologies技术

34

限范围内设置光斑直径的实际值。内部是通过控制步进电机

调整透镜位置，调整激光焦距，从而使光斑直径发生改变。

在图 3 触摸屏界面中，点击“光闸设置”可以进入光闸

控制的设置界面，如图 4 所示，智能光闸控制，ms 级时间

内的延迟时间可根据需求定制，保证完全遮光，功能稳定，

而且操作界面显示和设置都非常友好方便。

设置激光输出参数的界面如图 5 所示。

共有 99 组参数设置，可以对 15 段波形编程，两组参数

切换，能满足使用者的各种需求。使用触摸屏控制，人机界

面十分友好、操作功能强大，并且可实现用户的远程操作，

因为触摸屏可远离激光设备使用。

4.2 脉冲控制调试 

针对以上问题，设计的这款激光电源控制器，可以控制

每个打出的激光脉冲的功率，并对单个激光脉冲，进行精确

分段，每段设置，保证焊点光滑平整。图 6 是针对某种焊接

工件给的激光波形预览。 实际使用中，可以根据焊接工件

的要求，设计不同的波形和焊接频率，例如针对金属激光切

割，可以设置单段很大电路的激光脉冲和高频率的波形。

4.3 激光焊接结果 

理想的激光电源是提高激光供能系统效率的关键，利用

本设计实现的激光电源具有很好的焊接效果。图 7 是焊接成

品图示，从细节图中可以看出焊后外观精美，结合度高，效

果理想，很好地实现了设计目的。

5 结语 
激光电源的功能扩展控制系统主要针对激光焊接行业设

计，具有控制简单、精确度高、稳定性好、符合人机工程学

等优点。随着激光焊接行业的蓬勃发展，该系统的成本较低，

具有很好的市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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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烽火光纤光缆解决方案
全面支撑国家宽带提速工程

【摘要】工信部“宽带中国 2013 专项行动”计划的提出，标志着国家宽带提速工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既是

对通信设备供应商面临的行业性机遇，但同样也存在艰巨挑战。烽火通信推出了一系列的光纤光缆产品解决方案，

包括从干线光缆、FTTH 网络接入、数据中心的建设等几大方面，全面的支撑国家宽带提速工程，为宽带中国战略

目标的顺利实施提供可靠的保障。

【关键词】抗弯低损耗光纤 防鼠光缆 气吹微缆 圆形引入光缆 微光纤束光缆

引言

工
信部在 2012 年“宽带普及提速工程”的基础上，提出了

“宽带中国 2013 专项行动”计划，总结了我国宽带提速

的具体实现情况，并对 2013 年的宽带建设提出了明确目标：新

增 FTTH 覆盖超过 3500 万户；新增固定宽带接入互联网用户超

过 2500 万户；新增 18000 万个行政村通宽带；使用 4M 及以上

宽带接入产品的用户占比超过 70%。同时随着 FTTH 两项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工信部和住建部要求从 2013 年 4 月 1 日起，

新建小区必须光纤入户，同时具备接入多家运营商的能力。这两

项措施将加速推进光纤网络更新和新建进程，范围涵盖了从骨干

干线网络、城域网到 FTTH 接入网的整个光纤网络。

对此，烽火通信推出了一系列的光纤光缆产品解决方案，包

括从干线光缆、城域网改造，FTTH网络接入、数据中心的建设等，

全面支撑国家宽带提速工程，为宽带中国战略目标的顺利实施提

供可靠的保障。

1. 干线光缆解决方案
自 2008 年以来，我国 3G 网络和 FTTX 的快速发展，光传

输设备的传输速率从 10G 到 100G，甚至以后的超 100G 高速系

统，但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带宽需求，干线资源急待进一步扩

宽，就在此刻，国家提出“宽带中国”战略、宽带提速工程，开

启了新一轮国家干线光缆网建设的序幕。

1.1 抗弯低损耗单模光纤

随着 100G 高速系统中引入了相干检测，高效频谱调制和数

字信号处理（DSP）等技术，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制约速率的

关键不再是 CD 或者 PMD，而是非线性和损耗。为解决上述问题，

理论上应开发大有效面积、低损光纤。但其兼容性差，出路就在

于低损光纤。特别是超 100G 系统长距离传输亟需低损光纤的有

效支持。

低损耗光纤可以在适度增加光纤成本的前提下，减少系统总

成本，优势明显。假设，骨干网 10 年内需要新建 5 万公里超高

速系统，全部线路采用低损耗光纤布放，尽管相比于普通光纤，

光缆工程成本增加不到 1%，但是由于 100G 和 400G 高速系统

站数减少，反而可以使总的传输系统成本降低约 10%（约 10 亿

元）。

烽火的光纤预制棒在低损耗方面具有领先的竞争力，加上

烽火自制的高速拉丝塔技术，进一步降低了光纤的衰减系数，能

够很好地满足 100G 通信商用系统的需求。FiberHome® SMF-

plus 系列抗弯低损耗单模光纤能够实现更低的光缆损耗，成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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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损耗可小于 0.185dB/km，降低了成缆的附件损耗；更低的线

路综合损耗，降低了光缆在盘留、接头盒内的损耗；更长的线路

寿命，更多的损耗冗余，提供更多的割接次数；更长系统传输距离，

通过在高速传输及高容量传输系统中改善 OSNR，提高整体网络

传输距离。

1.2 防鼠光缆

干线光缆一定要以质量为重，特别是新建的干线光缆一定要

为未来三十年的安全使用打好基础。此外，干线光缆敷设环境复杂，

对光缆的物理机械性能要求相对更高。野外敷设时，防止老鼠等

啮齿类动物损害必将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通常防鼠光缆有化学方法和物理方法，化学方法是在外护套

中添加防鼠剂，主要成分是辣椒素，但是对生产人员和环境危害

较大，不推荐使用；物理方法是增加护套或复合带的厚度或层数，

甚至可以加细钢线绕包，成本较高。为此，在保证光缆质量的基

础上，同时控制成本，烽火通信开发出了环保物理型防鼠光缆，

该光缆采用 0.3mm 不锈钢带作为保护层，光缆结构如图 1 所示，

检测结果表明，该光缆具有优良防鼠效果，并首次大规模应用于

国内一级干线，质量可靠，运行稳定，受到运营商的极大欢迎。

图1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烽火光纤光缆

2. FTTH网络接入解决方案
FTTH 网络接入包括从城域网到接入网的光纤网络建设，在

网络新建和改造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城市中日益匮乏的

管道资源，小区内光缆分支及入户光缆的选择及施工等等。对此，

烽火通信推出了完整的解决方案。

2.1 气吹微缆

随着 FTTH 规模化发展，各地均出现管道资源匮乏的情况，

节约管道资源、突破管道瓶颈是当前建设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气吹微缆技术是当前最佳解决方案之一。以一根 40/33 的子管为

例，如图 2 所示，采用气吹微缆技术，管道的最大总芯数可以达

到 480 芯，极大的提高了管道的利用率。此外，技术施工速度快，

布放灵活，不仅节约了建设成本，还在短时间内解决了管道资源

紧张，而且为以后的管道扩容提供弹性的空间。

图 2	传统管道敷设与气吹微缆技术对比

烽火通信是国内最早成功开发出气吹微缆的厂家之一，能提

供全套解决方案，包括从微缆、微管到气吹施工等一揽子工程。

新开发出的 96 芯气吹微缆的外径仅为 6.0mm 左右。微缆的气吹

性能得到国外专业的气吹测试机构 VETTER 的肯定，见图 3，气

吹效果优良，气吹距离一次可达 1.5km 以上，平均速度可达 80m/

min。

图 3	气吹性能测试

2.2 大芯数可分支室外光缆

近年来小区宽带化越来越热，最后一公里的宽带接入网的方

式也很多，接入网用大芯数可分支的室外光缆需求也不一样，传

统的室外分支光缆多选用带状光缆或大套管的层绞光缆，但是由

于光缆分支点较多、分支芯数小，施工效率和分支方便成为了一

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为此，我们采用了 4 芯 / 管的设计，光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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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 144 芯，如图 4 所示，可以轻松实现管道 / 架空接头盒内分支。

图 4	大芯数可分支室外光缆分支示意图

2.3 圆形引入光缆

在大量 FTTH 网络建设中，传统的蝶形引入光缆在结构上存

在缺憾，光缆布放过程中易扭曲，光缆凹槽积水、渗水、结冰等

会造成光纤衰减增加，而且施工不便。为此，在保证与现有的网

络布放、施工方式和相关接头配件等协调一致的前提下，烽火通

信成功的开发出了圆形引入光缆，典型结构图如 5 所示。该光缆

以紧套光纤为基本光单元，周围对称分布非金属加强元件，光缆

在抗拉强度、耐侧压力、抗扭转等机械性能和对光纤的保护方面

有显著优势。图 6 为圆形引入光缆的应用场景，由于尺寸与蝶形

光缆一致，蝶形缆配套的产品均可以用在圆形引入光缆上，实现

与现有光缆完美兼容和替代。

图 5	典型的圆形引入光缆结构图			 	 图 6	圆形引入光缆应用场景

2.4 微光纤束室内光缆

现有室内布线光缆多采用的束状缆和分支光缆，在光缆的分

支、剥离时均需借用外部工具来完成，施工效率不高。烽火通信

新开发出 Module 套管，该套管具有阻燃，易分支等特点。凭借

着无与伦比的柔软性、优异的弯曲性能和不用任何工具即可实现

开剥的优异特性，如图 7 所示，Module 套管系列产品非常适合

FTTH 的楼层光纤分支接入，必将在未来 FTTH 中得到广泛的应

用。

图 7 新型Module 套管剥离示意图

3.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云计算数据中心将普遍地采用核心加接入层两层网络构架方

式。核心网络采用 40G/100G 网络端口，接入层网络与服务器

采用 10G 端口。网络带宽的提升将对布线系统提出的更高的要

求，当服务器端采用 10G 的端口形式时，铜缆类的布线至少需要

采用 Cat6A 级别的线缆，具体应用可参考 IEEE802.3an 标准的

10GBase-T 传输协议。如果 10G 采用光纤布线，则优先采用多

模 OM3 级别及以上的光纤系统来支持服务器端口的应用，参考

IEEE802.3ae 标准义的 10GBase-SR。

烽火的多模 OM3 类光纤是全球最早的抗弯型宽带多模光纤发

明专利：内包层下凹形多模光纤预制棒，它有效地解决了宽带多

模光纤的抗弯曲和低损耗技术难题。其核心波导结构采用自主创

新，实现申报 2 项发明专利：内包层下凹形多模光纤预制棒和一

种带宽优化的多模光纤及其制造方法。采用在线分段补偿沉积工

艺技术进行带宽优化，如图 8，目前已形成多个系列的 OM3 光纤

产品，包括 OM3-150，OM3-300，OM3-500 等多个系列产品，

能提供完整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图 8	在线分段补偿沉积工艺技术进行带宽优化

4. 结语
伴随着“宽带中国”战略逐步推进落实，将带来巨大产业机会，

其概念实际上是一个从骨干到接入端到端、贯穿了最底层光纤网到高层

业务网建设的网络。烽火通信具备建设骨干、汇聚到接入全网的能力，

具备光通信网络、光纤光缆等领域全系列产品解决方案，理应为“宽带

中国”战略积极做出贡献，保障宽带提速工程专项计划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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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
着电子信息技术应用面日益拓展，不少场合需要对特

定用户群体进行身份识别或身份记录，如门禁系统、

考勤系统、安全认证系统等，在各种系统中运用的技术形式

多样，如视网膜识别、面相识别、指纹识别、RFID 射频识

别应用等。其中，生物特征识别方式以其方便性强、安全性

高等特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接受，特别是指纹识别

技术方式，现已发展成为应用最广泛的生物识别技术之一。

因此，研究基于嵌入式架构的指纹识别系统具有现实意义和

广阔的应用前景。

1. 系统整体结构
系统采用光学指纹传感器（内建格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的光学 GC0307 CMOS 图像采集芯片）与 ARM Cortex M3 

内核意法半导体公司的 32 位高性能单片机 STM32F205RE 

组成功能主体，采用 Sobel 边缘检测算子、Gabor 滤波、图

像二值化等图像采集与处理算法对指纹图像进行识别，构建

了小体积的嵌入式指纹识别模块，具有积木式嵌入、微功耗、

程序接口简单易用、便于二次开发、识别准确度高、高性价

比等特点。

2. 系统硬件电路设计
整个系统设计构成了一体化光学指纹识别模块。模块设

计采用光学暗背景成像原理，加入特有活体检测芯片，在解决

干手指效应的同时解决残留指纹误识别、橡胶假指纹等问题。

图 1 所示为格科微电子有限公司的光学 GC0307 CMOS 

图像采集芯片应用电路原理图。该款 CMOS 图像采集芯片

是高精度、低功耗、微体积的高性能相机的内置式组件，它

把实现优质 VGA 影像的 CMOS 影像传感器与高度集成的影

像处理器、嵌入式电源和高质量的透镜组结合在一起，输出

JPEG 图像或图像视频流，支持 8/10 位数字传输 JPEG 图

像和 YCbCr 接口，提供了完整的影像解决方案。

CMOS 图像采集芯功能输出串行数据引脚、时钟信号引

脚、复位引脚、串行总线引脚等都接入到 STM32F205RE

的 GPIO 口， 通过 GPIO 口模拟时序读取 CMOS 芯片采集

到的图像信息。由于 STM32F205RE 的 GPIO 口工作频率

基于 ARM 的光学指纹识别系统的设计方案

摘 要：本文介绍了一种基于 ARM 的光学指纹识别系统的设计方案。本方案采用 ARM 处理器作为控制核

心，构建指纹识别算法的嵌入式系统的设计方法及过程。该系统采用光学指纹传感器（内建格科微电子有

限公司的光学 GC0307 CMOS 图像采集芯片）与 ARM Cortex M3 内核的意法半导体公司 32 位高性能单片

机 STM32F205RE 组成功能主体，采用 Sobel 边缘检测算子、Gabor 滤波、图像二值化等图像采集与处理

算法对指纹图像进行识别。经过反复实践证明，该方案适合嵌入式组件开发中需要进行生物指纹特征提取、

识别，指纹身份认证、比对等场合。系统具有高性价比且交互简易、识别率高、扩展性强，便于嵌入式应用。

http://wiki.dzsc.com/info/3361.html
http://wiki.dzsc.com/info/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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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 120 MHz, 因而可以非常准确高效地模拟时序，实测

640×480 的原始图像能以 10 帧 /s 的速度采集到主处理器

STM32F205RE 中进行图像处理。

3. 系统软件功能设计
本系统的指纹图像采集过程如图 2 所示。系统软件设计

部分则针对畸变纠正采用了四点转正算法。

通过公式（1）和公式（2）可以得到从（x,y） 到（u,v） 

的变换，其中，A ~ H 由光路决定，可以由具体测定数据最

终确定，通过实测可以获得原始数据。图 3 所示展示了原始

图像和畸变纠正前后图像的效果差异。通过变换可见，畸变

纠正后的图像通过变换可达 500 DPI 分辨率，为后续获得高

质量图像处理数据奠定了基础条件。

然后送入算法处理。由于嵌入式系统的图像处理算法必

须运算量小、占用 RAM 存储器空间小，才能在运算性能有

限的单片机系统中运行，故而本系统通过小块方向替代点方

向，减小 RAM 占用。

在图像增强方面，可以将图像以 L 为长宽划分为小块，

再按如下公式求取每一块的均方差 :

根据实验数据测定和分析，当 Aver>36 时，可认为该

区域内有图像，否则认为是背景。利用均方差区分出了前后

景，还可以据此判断图像的对比度。根据对比度的差异分别

来增强图像，可以使得不同曝光亮度的图像得到一致增强。

对原始图像进行了算法处理，提取处理前后效果进行比对，

具体效果如图 4 所示。

软件算法中对于指纹处理中的求取图像方向场问题，采

用了基于原 Sobel 算子改进后的 Sobel 算子。

原 Sobel 算子如下：

改进后的 Sobel 算子为：

改进的 Sobel 算子能增加方向场的准确性，实测通过率

从采用标准 Sobel 算子的 93.3% 提高到 95.8%. 图 5 所示为

其变化情况。

http://www.dzsc.com/product/searchfile/3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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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 可见，改进的 Sobel 算子在原 Sobel 算子的基

础上，能显着地分割出正确图像的面积，几乎能在整个画面

区域提取出正确的方向来。系统对图像进行了 Gabor 滤波

和图像数据二值化。指纹图像属于纹理图像，纹理图像采用

Gabor 滤波器，利用每一点的点方向沿方向指向增强，沿方

向的法线方向减弱。Gabor 滤波器能很好地拼接断纹，滤除

环境噪声，最后将 Gabor 滤波后的图像做双窗口均值门限

二值化：

门限 1 : 均值化算子矩阵： 7×7 的单位矩阵。

门限 2 : 均值化算子矩阵： 3×3 的单位矩阵。

具体运算表达式如下：

当每一点的值 g（x,y）>p（x,y） 时，则赋值 g（x,y）

=1, 否则赋值为 0, 以此得到二值化最终的结果，提取图像

进行实测效果的比对如图 6 所示。

图 7 是最后根据图像纹理的粗细二值化图像，并根据端

点和交叉点提取特征点。

经过上面的步骤，即可从原始图像里面提取出有效的特

征信息。特征信息描述了特征点的位置、方向等信息，最终

形成一个大小不超过 512 字节的特征模板。指纹的比对就是

在特征模板的基础上，构建两个点形成的杆对集，而杆对所

包含的杆长度、端点方向与杆的夹角等信息已经是相对量，

与位置无关。理想状况下，同一枚指纹，采集的两幅图像能

找到的杆对的每一个量（长度、夹角）在数学上是完全相等

的。以此为基本数学模型，构建整个比对算法。

4. 结语
本文的基于 ARM 的光学指纹识别系统的设计方案，经

过实物测试， 模块录入用户指纹图像时间为 500 ~ 800 ms,

拒真率小于等于 1%,平均 4.2 ms 即可比对一枚指纹，支持

1∶1 指纹验证和 1∶N 指纹搜索。在硬件设计中引出了通信

端子，系统支持 3.3V TTL 串口通信，可以通过串口对模块

进行用户注册、删除特定用户、删除所有用户、复位模块、获

取用户总数、获取用户权限、1∶1 比对、1∶N 比对、设置串

口波特率、读取图像并提取特征值、获取图像等 30 个常规

或扩展功能命令，能满足大多数的指纹应用场合，可以很好

地运用于嵌入式领域，从而证实了本方案的可行性。

http://www.dzsc.com/product/file398.html
http://www.dzsc.com/stock_3.3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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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LED显示屏工艺研究
文 |  厦门强力巨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张余涛

【摘要】：目前，随着 LED 显示屏技术的不断发展，各 LED 厂家加快节奏开发高密度 LED 显示屏，从今年

上半年举行的各大LED展纵观各展示屏，高密度显示屏有所突破，但灰度、色彩均匀性、明暗线等问题仍是

需要攻克的硬伤。本文就工艺进行探讨，供同行及专家参考、讨论。

【关键词】：高密度；明暗线；像素间距；矫正

引言：

随
着 LED 显示技术的快速进步，LED 显示屏的点间距

越来越小，现在市场已经推出 P1.4、P1.2 的高密度

LED 显示屏，并且开始应用在指挥控制和视频监控领域。

在室内监控大屏市场上 DLP 拼接和 LCD 液晶拼接这两

种显示技术的占据着市场先机，他们虽然各有优势，但是却

都共同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显示单元之间的拼缝。高密度

LED 显示屏具有先天优势可以实现无缝拼接。高密度显示

屏像素越来越小，分辨率越来越高，显示画面更加清晰、细

腻。在显示标准的高清图像时，可以完全达到分辨率的要求。

如果高密度灯管价格越来越低，势必高密度 LED 显示屏将

在室内视频监控领域占有更大市场。

高密度 LED 显示屏具备高清显示、高刷新频率、无缝

拼接、良好的散热系统、拆装方便灵活等特点。伴随像素间

距越来越小，对 LED 的贴装、组装、拼接工艺及结构提出

越来越高要求。本文就工艺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1. LED 选择：
P2 以上密度的显示屏一般采用 1515、2020、3528 的

灯，LED 管脚外形采用 J 或者 L 封装方式。侧向焊接管脚，

焊接区会有反光，墨色效果差，势必需要增加面罩以提高对

比度。密度进一步提高，L 或者 J 的封装不能满足最小电性

能间距需求，必须采用 QFN 封装方式。国星的 1010 和晶

台的 0505 均采用此种封装。

独创 QFN 封装焊接独特工艺，这种工艺的特点是无侧

向焊接管脚，焊接区无反光，从而使得显色效果非常好。另

外采用全黑一体化设计模压成型，画面对比度提高了 50%，

显示应用画质效果对比以往显示屏更加出色。

2. 印刷电路板工艺选择：
伴随高密度趋势，4 层、6 层板被采用，印制电路板将

采用微细过孔和埋孔设计，印制电路图形导线细、微孔化窄

间距化，加工中所采用的机械方式钻孔工艺技术已不能满足

要求。迅速发展起来的激光钻孔技术将满足微细孔加工。

3. 印刷技术：
过多、过少的锡膏量及印刷的偏移量直接影响高密度

显示屏灯管的焊接质量。正确的 PCB 焊盘设计需要与厂家

沟通后落实到设计中，网板的开口大小和印刷参数正确与否

直接关系到印刷的锡膏量。一般 2020RGB 器件采用 0.1-

0.12MM 厚度的电抛光激光钢网，1010RGB 以下器件建议

采用 1.0-0.8 厚度的钢网。厚度、开口大小与锡量成比例递

增。高密度 LED 焊接质量与锡膏印刷息息相关，带厚度检测、

SPC 分析等功能印刷机的使用将对可靠性起到重要的意义。

4. 贴装技术：
高密度显示屏各 RGB 器件位置的细微偏移将会导致

屏体显示不均匀，势必要求贴装设备具有更高精度，松下

NPM 设备贴装精度（QFN±0.03mm）将满足 P1.0 以上贴

装要求。

5. 焊接工艺：
回流焊接温升过快将会导致润湿不均衡，势必造成器件

在润湿失衡过程中导致偏移。过大的风力循环也会造成器件

的位移。尽量选择 12 温区以上回流焊接机，链速、温升、

循环风力等作为严格管控项目，即要满足焊接可靠性需求，

又要减少或者避免器件的移位，尽量控制到需求范围内。一

般以像素间距的 2% 范围作为管控值。

6. 箱体装配：
箱体是有不同模组拼接而成，箱体的平整度和模组间的

缝隙直接关系箱体装配后的整体效果。铝板加工箱、铸铝箱

是当下应用广泛的箱体类型，平整度可以达到 10 丝内 . 模

组间拼接缝隙以两个模组最近像素的间距进行评估，两像素

太近点亮后是亮线，两像素太远会导致暗线。拼装前需要进

行测量计算出模组拼缝，然后选用相对厚度的金属片作为治

具事先插入进行拼装。

各公司 P2.5 高密度显示屏箱体列表

厂家
箱体
尺寸

模组
尺寸

箱体
结构

箱 体 拼 装
连接方式

安装
方式

维护
方式

利亚德 400*300 200*150 压铸箱体 连接片 座装 后维护

洲明 480*480 160*160 压铸箱体 连接片
座装 /
吊装

后维护

蓝普 400*400 200*80
铝 板 加 工

箱体
连接片 座装 后维护

路升 400*300 200*150
铝 板 加 工

箱体
连接片 座装 后维护

7. 屏体拼装：
装配完成的箱体需要组装成屏体后才可以显示精细化的

画面、视频。但箱体本身尺寸公差及组装累积公差对高密度

显示屏拼装效果都不容忽视。箱体与箱体之间最近器件的像

素间距过大、过小会导致显示暗线、亮线。暗线、亮线问题

是现在高密度显示屏不容忽视的、需要急待攻克的难题。部

分公司通过贴 3M 胶带、箱体细微调整螺母进行调整，以达

到最佳效果。

箱体拼装间隙导致以箱体为单位的明暗线

8. 系统卡选择：
高密度显示屏明暗线及均匀性、色差是 LED 器件差异、

IC 电流差异、电路设计布局差异、装配差异等的积累诟病，

一些系统卡公司通过软件的矫正可以减少明暗线及亮度、色

度不均。诺瓦推出亮度、色度矫正系统已经应用到各高密度

显示屏，并取得了较好的显示效果。

矫正前                                                                  矫正后

矫正前                                                                  矫正后

9. 结论：
高密度显示屏具备精细化显示效果，必须从材料选择、

电路设计、温升控制、工艺等各个环节着手。相信高密度显

示屏随着技术的进步、价格的民众化，将会取得更大、更广

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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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LED显示屏工艺研究
文 |  厦门强力巨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张余涛

【摘要】：目前，随着 LED 显示屏技术的不断发展，各 LED 厂家加快节奏开发高密度 LED 显示屏，从今年

上半年举行的各大LED展纵观各展示屏，高密度显示屏有所突破，但灰度、色彩均匀性、明暗线等问题仍是

需要攻克的硬伤。本文就工艺进行探讨，供同行及专家参考、讨论。

【关键词】：高密度；明暗线；像素间距；矫正

引言：

随
着 LED 显示技术的快速进步，LED 显示屏的点间距

越来越小，现在市场已经推出 P1.4、P1.2 的高密度

LED 显示屏，并且开始应用在指挥控制和视频监控领域。

在室内监控大屏市场上 DLP 拼接和 LCD 液晶拼接这两

种显示技术的占据着市场先机，他们虽然各有优势，但是却

都共同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显示单元之间的拼缝。高密度

LED 显示屏具有先天优势可以实现无缝拼接。高密度显示

屏像素越来越小，分辨率越来越高，显示画面更加清晰、细

腻。在显示标准的高清图像时，可以完全达到分辨率的要求。

如果高密度灯管价格越来越低，势必高密度 LED 显示屏将

在室内视频监控领域占有更大市场。

高密度 LED 显示屏具备高清显示、高刷新频率、无缝

拼接、良好的散热系统、拆装方便灵活等特点。伴随像素间

距越来越小，对 LED 的贴装、组装、拼接工艺及结构提出

越来越高要求。本文就工艺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1. LED 选择：
P2 以上密度的显示屏一般采用 1515、2020、3528 的

灯，LED 管脚外形采用 J 或者 L 封装方式。侧向焊接管脚，

焊接区会有反光，墨色效果差，势必需要增加面罩以提高对

比度。密度进一步提高，L 或者 J 的封装不能满足最小电性

能间距需求，必须采用 QFN 封装方式。国星的 1010 和晶

台的 0505 均采用此种封装。

独创 QFN 封装焊接独特工艺，这种工艺的特点是无侧

向焊接管脚，焊接区无反光，从而使得显色效果非常好。另

外采用全黑一体化设计模压成型，画面对比度提高了 50%，

显示应用画质效果对比以往显示屏更加出色。

2. 印刷电路板工艺选择：
伴随高密度趋势，4 层、6 层板被采用，印制电路板将

采用微细过孔和埋孔设计，印制电路图形导线细、微孔化窄

间距化，加工中所采用的机械方式钻孔工艺技术已不能满足

要求。迅速发展起来的激光钻孔技术将满足微细孔加工。

3. 印刷技术：
过多、过少的锡膏量及印刷的偏移量直接影响高密度

显示屏灯管的焊接质量。正确的 PCB 焊盘设计需要与厂家

沟通后落实到设计中，网板的开口大小和印刷参数正确与否

直接关系到印刷的锡膏量。一般 2020RGB 器件采用 0.1-

0.12MM 厚度的电抛光激光钢网，1010RGB 以下器件建议

采用 1.0-0.8 厚度的钢网。厚度、开口大小与锡量成比例递

增。高密度 LED 焊接质量与锡膏印刷息息相关，带厚度检测、

SPC 分析等功能印刷机的使用将对可靠性起到重要的意义。

4. 贴装技术：
高密度显示屏各 RGB 器件位置的细微偏移将会导致

屏体显示不均匀，势必要求贴装设备具有更高精度，松下

NPM 设备贴装精度（QFN±0.03mm）将满足 P1.0 以上贴

装要求。

5. 焊接工艺：
回流焊接温升过快将会导致润湿不均衡，势必造成器件

在润湿失衡过程中导致偏移。过大的风力循环也会造成器件

的位移。尽量选择 12 温区以上回流焊接机，链速、温升、

循环风力等作为严格管控项目，即要满足焊接可靠性需求，

又要减少或者避免器件的移位，尽量控制到需求范围内。一

般以像素间距的 2% 范围作为管控值。

6. 箱体装配：
箱体是有不同模组拼接而成，箱体的平整度和模组间的

缝隙直接关系箱体装配后的整体效果。铝板加工箱、铸铝箱

是当下应用广泛的箱体类型，平整度可以达到 10 丝内 . 模

组间拼接缝隙以两个模组最近像素的间距进行评估，两像素

太近点亮后是亮线，两像素太远会导致暗线。拼装前需要进

行测量计算出模组拼缝，然后选用相对厚度的金属片作为治

具事先插入进行拼装。

各公司 P2.5 高密度显示屏箱体列表

厂家
箱体
尺寸

模组
尺寸

箱体
结构

箱 体 拼 装
连接方式

安装
方式

维护
方式

利亚德 400*300 200*150 压铸箱体 连接片 座装 后维护

洲明 480*480 160*160 压铸箱体 连接片
座装 /
吊装

后维护

蓝普 400*400 200*80
铝 板 加 工

箱体
连接片 座装 后维护

路升 400*300 200*150
铝 板 加 工

箱体
连接片 座装 后维护

7. 屏体拼装：
装配完成的箱体需要组装成屏体后才可以显示精细化的

画面、视频。但箱体本身尺寸公差及组装累积公差对高密度

显示屏拼装效果都不容忽视。箱体与箱体之间最近器件的像

素间距过大、过小会导致显示暗线、亮线。暗线、亮线问题

是现在高密度显示屏不容忽视的、需要急待攻克的难题。部

分公司通过贴 3M 胶带、箱体细微调整螺母进行调整，以达

到最佳效果。

箱体拼装间隙导致以箱体为单位的明暗线

8. 系统卡选择：
高密度显示屏明暗线及均匀性、色差是 LED 器件差异、

IC 电流差异、电路设计布局差异、装配差异等的积累诟病，

一些系统卡公司通过软件的矫正可以减少明暗线及亮度、色

度不均。诺瓦推出亮度、色度矫正系统已经应用到各高密度

显示屏，并取得了较好的显示效果。

矫正前                                                                  矫正后

矫正前                                                                  矫正后

9. 结论：
高密度显示屏具备精细化显示效果，必须从材料选择、

电路设计、温升控制、工艺等各个环节着手。相信高密度显

示屏随着技术的进步、价格的民众化，将会取得更大、更广

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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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ED 显示屏行业标准化

我
国 LED 显示屏产业的发展，主要技术和主导产品

基本上都是立足国内自主开发的，在技术发展历程

中，形成了一系列代表产品，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单色

显示屏到 90 年代末的全彩色显示屏，关键技术不断深化。 

 在标准化方面， 1998 年电子信息行业标准《LED 显示屏

通用规范》发布。长期以来，行业协会积极组织对信息产

业行业标准《LED 显示屏通用规范》和《LED 显示屏测试

方法》等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宣贯实施。同时，许多企业

也积极参加了 LED 器件、半导体照明以及其他行业应用标

准的相关工作。目前，LED 显示屏相关的标准， 《LED

显示屏通用规范》和《LED 显示屏测试方法》、《体育场

馆用 LED 显示屏规范》等电子行业标准己颁布实施。另

外，相关的应用领域也制定了有关的应用标准，如铁道部

的《旅客引导 LED 信息显示标准，交通部的《高速公路

可变情报板标准》、《高速公路可变限速标志标准》，公

安部的《城市交通诱导情报板标准》等。这些标准的发布

和宣贯实施，构成了我国 LED 显示屏的标准化体系基本

框架，对规范市场发展、促进产业提升具有主要的作用。 

然而，对于 led 显示屏产业来看，标准化历程才刚刚开始，

对于众多 led 显示屏生产企业来说，无不面临着如下几个问

题，首先，显示屏生产中，显示屏是属于工程类和产品类的

性质之争，其次，系列点间距的各个厂家不同，造成后期维

修，互换的困难，还有，对 led 显示屏模块中，由于上游封

装生产 led 的不同，各模块灯的参数不一致的原因，使得即

便是在最小显示功能单元也难以进行标准。困难重重，使得

行业内，显示屏各类参数混杂，使得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和社

会财富浪费巨大。

齐普光作为行业中的老企业，至始至终对企业惯彻”三

化”的工作不断地努力，黑金刚就是齐普光在 led 显示屏生

产中常年总结的结晶，在通用化，系列化和组合化的不断完

齐普光电“黑金刚” 催促行业标准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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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改进中，给企业带来许多的好处 ，减轻了设计工作量 ,

有利于提高设计质量并缩短生产周期 ; ; 便于组织标准件的

规模化 , 专门化 , 易于保证产品质量 , 节约材料 , 从而降低

其成本；提高互换性 , 便于维修 ; 便于评价产品质量 , 解决

经济纠纷等。

二、黑金刚的通用化
所谓产品通用化是指同一类型不同规格或不同类型的产

品和装备中，用途相同、结构相近似的零部件，经过统一以

后，可以彼此互换的标准化形式。显然，通用化要以互换性

为前提，互换性有两层含义，即尺寸互换性和功能互换性。

功能互换性问题在设计中非常重要。例如显示屏的模块，驱

动板等。通用性越强，产品的销路就越广，生产的机动性越

大，对市场的适应性就越强。 

产品通用化就是尽量使同类产品不同规格，或者不同类

产品的部分零部件的尺寸、功能相同，可以互换代替，使通

用零部件的设计以及工艺设计、工装设计与制造的工作量都

得到节约，还能简化管理、缩短设计试制周期。 

黑金刚通用化的必然性 

显示屏通用化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产

品规格、品种日益繁多，生产和需求反映在品种规格上的矛

盾日益突出，因此，将作用相同、尺寸接近的各种零部件和

技术文件，经过比较分析，合理归并，使其统一，既在技术

上是可行的，又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显示屏通用化是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重要方向之一。它

能够减少生产重复现象，消除产品及其元件种类以及工艺型

式的不适当的多样化。在通用化基础上增加批量，是建立专

业化生产的有效条件，对采用先进设备、改善产品质量的更

新速度，缩短掌握新技术的时间，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起着积

极作用。齐普光由于产品结构中尽量采用通用件，可以简化

产品设计、减少工艺准备的工作量，从而使生产组织和生产

计划工作进一步完善。 

齐普光黑金刚的通用化 

1、在箱体的基础上，使各种用途的模块系列通用化。 

1）套件外形尺寸一致：均为 320mmX320mm。

2）套件底壳定位孔一致：所有此规格的套件，底壳锁

定螺丝孔位一致。

3）可实现箱体共用。

2、在各种不同的模块中，最大限度地采用同一类型的

零部件。

1）各类螺丝和紧固件

2）驱动 IC，led 灯，PCB 等 

3、设计含有一般元件的典型方案，即工艺过程典型化。 

通用化是一个综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对产品制造的各

个环节都会发生深刻影响。通用化不仅会完善纵向的联系，

而且会完善横向的联系──它可减少各部门的企业内所生产

的同类部件、零件和工具的型式尺寸的数量。因此，通用化

工作只能综合地进行，才能获得最佳效果，而不能将这项工

作局限在个别企业或一些企业范围内。

三、黑金刚的系列化
标准化的常用形式有简化、统一化、通用化、系列化等。

系列化是标准化的高级形式，是标准化高度发展的产物，

是标准化走向成熟的标志；系列化是使某一类产品系统的结

构优化、功能最佳的标准化形式。系列化通常指产品系列化，

它通过对同一类产品发展规律的分析研究，经过全面的技术

经济比较，将产品的主要参数、型式、尺寸、基本结构等作

出合理的安排与计划，以协调同类产品和配套产品之间的关

系。

系列化产品的基础件通用性好，它能根据市场的动向和

消费者的特殊要求，采用发展变型产品的经济合理办法，机

动灵活地发展新品种，既能及时满足市场的需要，又可保持

企业生产组织的稳定，又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设计力量，因此

产品系列化是搞好产品设计的一项重要原则。企业必须按照

产品系列化的要求进行设计，对没有系列型谱的要逐步形成

系列型谱，对已有系列型谱的应严格按照系列型谱进行设计，

保证新产品按系列发展。 

“黑金刚”系列产品主要包括：P10 户外全彩、P10 表

贴 5050 户外全彩、P13.33 户外全彩、P16 三灯户外全彩、

P16 四灯户外虚拟全彩、P16 表贴 5050 户外全彩、P20 三

灯户外全彩、P20 四灯户外虚拟全彩、P26.66 户外全彩、

P5 表贴户内全彩、P6.67 户内全彩和 P8 防水户内外表贴全

彩。

黑金刚系列化的工作内容 

系列化工作的内容，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制订黑金刚基本参数系列 

产品的基本参数是基本性能或基本技术特性的标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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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iki.mbalib.com/wiki/%E4%BA%A7%E5%93%81%E8%AE%BE%E8%AE%A1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C%81%E4%B8%9A
http://wiki.mbalib.com/wiki/%E6%96%B0%E4%BA%A7%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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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或确定产品功能范围、规格、尺寸的基本依据。产品基

本参数系列化是产品系列化的首先环节，也是编制系列型谱，

进行系列设计的基础。 

制订基本参数系列的步骤是： 

1）选择主参数的基本参数 

反映显示屏亮度的基本特性 ； 

反映显示屏中稳定的参数（如刷新频率）； 

从使用出发，选结构参数点间距为 p10。 

2）确定主参数和基本参数的上下限。 

即确定系列的最大、最小值。这个数值范围的确定，一

般要经过近期和长远的需要情况、生产情况、质量水平、国

内外同类产品的生产情况的分析、并尽量符合优先数系列。 

3）确定参数系列 

主要是确定在上下限之间的参数如何分类、分级，整个

系列安排多少档，档与档之间选用怎样的公比等。

黑金刚系列主要采用几何级数（等比级数） 

几何级数的特点是任意相邻二项之比为一常数，即： 

Nn = N1.rn − 1 或  

式中 r 为公比，N1 为首项，Nn 为第 n 项 

除了一般数值系列之外，另一类是优先数列。由于各种

产品的特点不同，不可能都按一个公比形成系列，客观上需

要一种数列能按照十进的规律向两端延伸，这便是十进几何

级数优先数列。以 为公比形成的等比数列： 

R5 数系：以 为公比形成的数系； 

R10 数系：以 为公比形成的数系； 

R20 数系：以 为公比形成的数系； 

R40 数系：以 为公比形成的数系； 

以上称为基本系列。 

R80 数系：以  

它称为补充系列，仅在参数分级很细、基本系列不能适

应实际情况时，才可考虑采用。根据规定，确定产品的参数

系列时，必须最大限度地采用，这就是“优先”的意义。 

2、编制黑金刚系列型谱 

因为社会对产品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只是对参数分档分

级：有时还不能满足需要，还要求同一规格的产品有不同的

型式，以满足不同的特殊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便是系列型谱

的任务。系列型谱是对基本参数系列限定的产品进行型式规

划，把基型产品的与变型产品的关系以及品种发展的总趋势

用图表反映出来，形成一个简明的品种系统表。 

编制型谱是一件很复杂、很细致、又需要很慎重的工作，

要以大量的调查资料和科学的分析预测为基础，一经确定，

轻易不宜改变。 

3、黑金刚的系列设计 

1）首先在系列内选择基型，基型应该是系列内最有代

表性，规格适中，用量较大，生产较普遍，结构较先进，经

过长期生产和使用考验，结构和性能都比较可靠，又有发展

前途的型号。 

2）在充分考虑系列内产品之间以及变型产品之间的通

用化的基础上，对基型产品进行技术设计或施工设计。 

3）向横的方向扩展，设计全系列的各种规格，这时要

充分利用结构典型化和零部件通用化等方法，扩大通用化程

序或者对系列内产品的主要零部件确定几种结构型式（叫做

基础件），在具体设计时，从这些基础件中选择合适的。 

4）向纵的方向扩展，设计变型系列或变型产品，变型

与基础要最大限度地通用，尽量做到只增加少数专用件，即

可发展一个变型或变型系列。 

黑金刚系列化的目的 

黑金刚系列化的目的，是为了简化产品品种和规格，尽

可能满足多方面的需要。黑金刚系列化，便于增加品种，扩

大产量，降低成本。 

黑金刚系列化的经济意义 

1、320x320 通用模组平整度高：960x960 尺寸的箱体，

只需要 9 个模组，比常规 160x160 模组拼接缝小，使整屏

平整度得以明显提高。

2、拆装方便：960x960 的标准箱体，只需拆装 9 个模组，

工作量有效减小。

3、箱体接线简洁：由于通用模组在标准箱体上的数量少，

箱体内部走线较常规箱体更加简洁明了，工艺整齐漂亮。

4、可实现箱体的标准化：通用模组底壳定位尺寸一致，

因此箱体可实现通用。

5、为产品备库存及缩短生产周期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

6、品质上可以作到精细化管控。有利于提高专业化程度。

7、极大地方便经销商作方案设计及结构施工，因为所

有的种类都统一到 320X320 模组，统一到 960X960 的箱体。

8、由于规格统一，不卖东家，可以卖西家，经销商可

以大胆的进行预下订单，制造厂家可以大胆库存。

9、缩短产品工艺装置的设计与制造的期限和费用。

http://wiki.mbalib.com/wiki/%E6%8A%80%E6%9C%AF%E8%AE%BE%E8%A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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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黑金刚的组合化 
组合化是按照标准化的原则，设计并制造出一系列通用

性较强的单元，根据需要拼合成不同用途的物品的一种标准

化的形式。 

组合化是受积木式玩具的启发而发展起来的，所以也有

人称它为“积木化”和“模块化”。组合化的特征是通过统

一化的单元组合为物体，这个物体又能重新拆装，组成新结

构的物体，而统一化单元则可以多次重复利用。 

 黑金刚组合化的主要内容 

无论在产品设计，生产过程中以及产品的使用过程中都

可以运用组合化的方法。但组合化的内容，主要的是特殊和

设计标准单元和通用单元，这些单元又可称做“组合元”。 

确定显示屏组合元的程序，大体是：先确定其应用范围，

然后划分组合元，编排组合型谱（由一定数量的组合元组成

产品的各种可能形式），检验组合元是否能完成各种预定的

组合，最后设计组合元件并制订相应的标准。除确定必要的

结构型式和尺寸规格系列化，拼接配合的统一化和组合单元

的互换性是组合化的关键。 

此外，就是预先制造并储存一定数量的标准组合元，根

据需要组装成不同用途的物品。 例如，显示屏整个系统的

功能经过分解，不外是驱动单元，前部防护单元，中部拼接

单元，模块单元，通信单元，供电单元，箱体连接单元等，

每一类单元根据其作用和使用范围，又可设计成几种结构型

式，每种结构型式的单元又可形成不同的尺寸规格系列，并

按一定的编号原则编号。这些统一化的单元成批制造，分类

保存，反复使用。 

 黑金刚组合化的作用 

1）依据对功能结构的分解而确定的单元能以较少的种

类和规格组合成较多的制品，它能有效的控制零部件（功能

单元或结构单元）的多样化，从而取得生产的经济性。 

2）组合化开创了适应多种组装条件的可能性，从而为

实现既满足多种要求又尽量少增加新的产品型号这样理想的

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 

3）按系列化原则设计的单元以及单元的分类系统为实

行成组加工打下基础，批量较大的标准单元还可组织专业化

集中生产。 

4）由于通过组合化能更充分地满足消费者的要求，用

户能及时地更换老产品（如设备更新），同样会给消费者带

来经济效益。 

5）在基础件（单元）统一化，通用化的条件下，对产

品的结构和性能采用组合设计，可以实现多品种小批量，产

品性能多变的生产方式，既满足市场需要，又保证零部件结

构相对稳定，保持一定的生产批量，不降低生产专业化水平。

这就为那些单一品种大批量生产的企业向多品种小批量生产

的转变，找到了一条出路。 

6）运用组合设计系统，还可改变过去那种产品投产后

再强行统一化的传统作法，有可能引起标准化的方法和形式

发生深刻变化。

“黑金刚”系列产品参数

参数 P6.67
户内全彩

P8
户外全彩

P10
户外铸铝

P10
户外全彩

P13.33
户外全彩

P16
户外全彩

P20
三灯户外全彩

P20
四灯户外全彩

色彩类型 实像素全彩 实像素全彩 实像素全彩 实像素全彩 实像素全彩 实像素全彩 实像素全彩 虚拟像素全彩

模组尺寸 320*320mm 320*320mm

LED封装方式 SMD3528 SMD3528 DIP346 DIP346 DIP346 DIP346 DIP346 DIP346

显示分辨率 48*48 40*40 32*32 32*32 24*24 20*20 16*16 16*16

驱动 IC	 MBI5024 MBI5024 MBI5024 MBI5024 MBI5024 MBI5020 MBI5020 MBI5020

工作电压	 DC5V DC5V

像素点间距 6.67mm 8mm 10mm 10mm 13.33mm 16mm 20mm 20mm

像素点结构 1R1G1B 1R1G1B 1R1G1B 1R1G1B 1R1G1B 1R1G1B 1R1G1B 2R1G1B

扫描方式 1/8	扫 1/4 扫 1/4 扫 1/4 扫 1/2 扫 静态 静态 静态

显示密度 22477	点 / ㎡ 15625	点 / ㎡ 10000	点 / ㎡ 10000	点 / ㎡ 5625 点 / ㎡ 3906 点 / ㎡ 2500 点 / ㎡ 2500	点 / ㎡

显示亮度 ≥ 1500cd/ ㎡ ≥ 6500cd/ ㎡ ≥ 5000cd/ ㎡ ≥ 5000cd/ ㎡ ≥ 6900cd/ ㎡ ≥ 5500cd/ ㎡ ≥ 5000cd/ ㎡ ≥ 5000cd/ ㎡

模组功率 120W 130W 100W 100W 67.5W 100W 65W 50W

箱体分辨率 96*96 80*80 96*96 96*96 72*72 60*60 48*48 48*48

防水等级 IP31 IP65 IP65 前 IP65/
后 IP43

前 IP65/
后 IP43

前 IP65/
后 IP43

前 IP65/
后 IP43

前 IP65/
后 IP43

工作温度 -30℃	-	+50℃

寿命 >100000	小时

http://wiki.mbalib.com/wiki/%E6%A0%87%E5%87%86%E5%8C%96
http://wiki.mbalib.com/wiki/%E8%AE%BE%E5%A4%87%E6%9B%B4%E6%96%B0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8F%E6%B5%8E%E6%95%88%E7%9B%8A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A%A7%E5%93%81%E6%80%A7%E8%83%BD
http://wiki.mbalib.com/wiki/%E4%BA%A7%E5%93%81%E6%80%A7%E8%83%BD
http://wiki.mbalib.com/wiki/%E5%A4%A7%E6%89%B9%E9%87%8F%E7%94%9F%E4%BA%A7
http://wiki.mbalib.com/wiki/%E6%A0%87%E5%87%86%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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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禾苗分析仪器有限公司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研发、生产、销售科学分析仪器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以“安全、

环保、诚信、尊重、协作”为核心理念，凝聚中国近几十年分析仪器先进技术，大胆改革创新，着力打造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的分析仪器企业。

E8-SPR 和 E3 是配备高规格的硬件和先进的软件算法，针对 RoHS 无卤测试、合金成分分析、贵金属分析、

玩具检测、都有很好的测试效果，性价比高。

深圳市利兴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由一批拥有 10 年以上超声

波清洗行业经验的精英管理团队组建的

大型工业清洗设备制造企业，本司现拥

有近 3000 ㎡的洁净生产车间，拥有高级

机械设计工程师 6 名，中级设计工程师 5

名，电气工程师 3 名，全厂 90% 以上中

高级技工，现主营产品：全系列光学部件

超声波清洗机，全自动精密零件清洗机，

全系列喷淋清洗机及工业纯水机。利兴

隆公司经过了 5 年的高速发展，凭借着

丰富的行业经验及一流的研发制造水平，

已成为了中国超声波清洗行业的十佳品

牌之一。“不求最贵，但求最好”是利兴隆

公司的产品定位，竭诚愿与广大新老客户

达成长期合作，共创美好的明天。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口二路智恒产业园 27 栋 2 楼
电话：400 800 9363 传真：0755-86218323
网址：www.heleex.com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同富邨工业区鸿万邦科技园 B 栋
总机：0755-28037768   28067979（10 线）
传真：0755-28037340    销售热线：0755-28037955  28037655
网址：www.szlxljd.com

深圳市禾苗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利兴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全自动光学玻璃清洗干燥机

全自动光学镜片超声波清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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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东莞市东城区莞长路牛山上山门村（东风日产旁）
电话：0769-22775361 22781561 传真：0769-22785372 E-Mail:lbt@lbt.tw

晋江办事处 地址：晋江市陈埭镇双沟新街西八栋   电话：0595-85693431   传真：0595-85693431
厦门办事处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路 327 幢     电话：0592-2611431      传真：0592-5621904
昆山办事处 地址：昆山市中华园路四季华城31栋电话：0512-88843261  88843262  88843263   传真：0512-88843260

东莞市莱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平行光曝光机

AB02524MG AB02916MG ABFE0112033-S

卷对卷自动覆膜裁切机

R2R 自动老化线

厦门爱劳德光电有限公司

厦门爱劳德光电有限公司是中国一家专业从事光学镜头和光学部件生产的厂家。我们致力于光学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我

们的主要产品包括 360 度全景镜头，行车记录仪镜头，高清百万镜头，CCTV 镜头，板机镜头，热红外成像镜头，数码摄像机镜头，

变焦镜头，光学元器件，光学窗口，光学镜片，光学棱镜，滤光片等。这些产品在运动 DV，行车记录仪，安防，网络摄像机，高拍仪，

医疗，军事，环境监测，航空和其他高科技工业生产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它们也用于医学成像设备，小型投影仪，激光和红外设备。

从公司成立，我们爱劳德旨在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优质产品。我们根据航空和其他高科技工业生产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地址：厦门翔安工业区翔岳路一号
联系人：张昌英
联系电话：0592-5770718  手机：18950151355
联系 QQ：1206639499 



Italian Lighting

International magazine for foreign markets dealing in interior 
and exterior lighting products and italian industrial design.

Compoarredo

International magazine on components and accessories 
for the furniture industry. 

Compolux

International magazine on components and accessories 
for the lighting industry, distributed in Italy and abroad.

Compolux

International magazine for foreign markets dealing in interior 

International magazine on components and accessories 

Staff Editoriale s.n.c. 
20158 Milano - Via B. Davanzati, 5 (Italy) - Tel +39 02 48007449 - Fax +39 02 48007493 - www.staffedit.it - staffedi@staffedi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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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一厂：东莞市东城区牛山创富工业园 D 栋
生产二厂：上海市松江区塔汇路 505 号台工科技园
营销热线：0769-27283028 021-37010055    
     13412265111（樊先生）

东莞市台工电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一联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适用于 SMD 各类型号，如：010/020/0603/0805/1206/2835/573

0/7020 等；

✽采用高精密转盘机构，噪音小速度快；

✽高速影像识别具有独特的记忆功能，最高时速（如：2835 实际产能

每小时可达 42K)；

✽此外，经封装厂商用户测试表明，台工分光机产品 2835 实际产能可

达 26-28K 之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预计今年产值会达到 1.5 亿元。

台工编带机系列产品

全自动 COB 分光机：
振动盘上料或料盘上料，伸入积分球测试，测试
更精确，测试电压可达 100V，可分 20 个 BIN

在线测试机：
整板 LED 测试，用于打样或量产前品质控制，可以
任意选择自动测试哪一排或一列，产品和标准灯放
置方便，操作简单，不同型号或支架可共用，积分
球高度可以微调，精密 XY 方向移动丝杠滑台。

灯管组装机：
自动喷胶、灯条穿管、贴合，左右开工，
一个周期完成两条。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上村莲塘鸿富民高新科技园 D 栋 4 楼
电话：0755-27906089  传真：0755-89473353
网址：www.sunyilg.com
邮箱：sunyi@sunyil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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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2014

时间：2014 年 9 月 2-5 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同期展会：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4）

论坛名称 时间 地点

第16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4）开幕式 9月2日上午 6楼茉莉厅

2014大智移云时代光通信及光电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主题论坛 9月2日上午 6楼茉莉厅

2014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2014光通信网络及技术创新与发展专题分会 9月2日下午 6楼茉莉厅

2014光子集成技术与光器件技术研讨会 9月3日上午 5楼牡丹厅

2014智能ODN技术用与光纤接入技术应用专题分会 9月3日下午 5楼牡丹厅

2014光纤传感与红外创新技术国际研讨会 9月2下午至9月3日上午 6楼郁金香厅

2014 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

2014可穿戴设备技术研讨会 9月3日上午 5号展馆2层会议区

2014智慧城市创新模式及建设方案分论坛 9月3日下午 5号展馆2层会议区

2014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产业创新分论坛 9月4日上午 5号展馆2层会议区

2014中国国际光学创新技术产业发展论坛 9月2—3日
5楼玫瑰3厅、7号馆
会议区

2014 LED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

2014	LED照明时代突破与创新高峰论坛 9月3日全天 6楼水仙厅

2014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及应用发展国际研讨会 9月2日全天 6楼水仙厅

2014	LED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9月2日下午 3号展馆会议区

其他会议、活动

中国光电投资对接大会 9月2日下午 6楼桂花厅

光电产业其他会议活动（技术推荐、技术培训、产品发布、联谊、洽谈交流会） 9月2—5日 3、5、6楼会议厅

所有会议日程以现场为准。

各会议最新信息请关注：www.cioe.cn   www.opto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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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2014

主办机构：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组委会

中国通信学会光通信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

承办机构 :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IOEC) 办公室

深圳贺戎环资展览有限公司

协办机构：

国家光纤接入（FTTX）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下一代互联网接入系统国家工程实验室

光纤通信技术和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海峡两岸通信产业联盟

论坛背景

我国宽带战略发展步骤及实施方案已经确定，TD-LTE 经营牌

照已经正式向三大电信运营商发放，这对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稳步向前

发展，实现我国信息产业创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光纤到户与宽带中国相辅相成，互动发展，“宽带中国”战略将

促进我国 FTTH 的长远发展和网络建设；LTE 技术的演进和发展以

及网络建设将对 LTE 的承载网 PTN、IP RAN 和 OTN 等传送网建

设提出新的要求。

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新浪潮，

促成了大智移云时代的到来，拓展了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领域和范围，

将对我国宽带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变革和创新发展提出新的

挑战。

智慧城市、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是催生大数据的源泉，大数据的

大带宽和高速率应用需求，将进一步促进光通信向更高速率和更大容

量方向演进和发展，同时，对高速光电子器件的快速信息处理能力和

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大数据的应用和发展需要一个智慧的云计算数

据中心做支撑，而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安全运行则需要一个坚强可靠的

光网络和一个覆盖全国的光纤光缆网做保障，这将给整个光通信带来

新的增长机会，推动光通信市场蓬勃发展。

基于当前通信行业背景的分析，2014 年光通信及光电产业发展

论坛将在巩固前期专业议题的基础上，按照技术和市场的发展趋势围

绕 4 个专题论坛展开深入探讨，包括大智移云时代光通信及光电产业

发展机遇与挑战、光通信网络及技术创新与发展、光子集成技术与光

器件技术、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与智能 ODN 技术等细分专题，结合一

天的 2014 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包括物联网与移动互联

网产业创新、智慧城市创新模式及建设方案 2 个分论坛共同探讨光通

信及光电产业领域的创新发展及市场前景。

论坛主题：

“创新、机遇、发展”

论坛宗旨：

以反映新一代光通信技术应用为驱动，推动光通信市场为导向，

强化光通信产业路径，为全球通信业各界搭建一个高档次、高水平的

技术交流平台为已任。将全面促进光通信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国内外

光通信企业提供下一步参考和指引。

论坛亮点：

※ 三大运运营商、五大设备商强势登场，为光通信产业健康发展

提供下一步参考

※ 把握信息通信业发展新路径，诚邀国内外业界权威、产业链知

名企业，探寻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解析光通信领域创新技术

和实际应用、探讨交流光通信市场发展新机遇。

※ 本次论坛与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同期举办，前沿技术

引领产业发展。

※ 光电行业各主流、专业媒体持续宣传报导，有效扩大论坛和参

会企业的品牌、行业影响力。

论坛听众群体：

相关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主管领导、光通信营运商、网络规划、

网络维护相关技术工程师、光通信系统设备供应商、光通信器件制造

商、光通信数据研究机构、光通信行业协会、光通信专业媒体、光电

投资界精英。

2014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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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2014

论坛日程安排：

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开幕式 9月2日上午 深圳会展中心茉莉厅

2014大智移云时代光通信及光电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主题论坛 9月2日上午 深圳会展中心茉莉厅

2014光通信网络及技术创新与发展专题分会 9月2日下午 深圳会展中心茉莉厅

2014光子集成技术与光器件技术研讨会 9月3日上午 深圳会展中心牡丹厅

2014智能ODN技术及应用专题分会 9月3日下午 深圳会展中心牡丹厅

议题介绍：

2014 大智移云时代光通信及光电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主题论坛

分会主席：
毛谦		原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现任高级顾问

1．大智移云时代光通信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2．光纤通信新技术和物联网

3．光通信及光电产业发展展望

4．未来全光交换的技术演进

5．宽带战略及未来网发展前景

6．智慧城市与智慧园区的发展

2014 光子集成技术与光器件技术研讨会

分会主席：
刘		文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周小平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博士，高级工程师

1．大智移云时代光子集成技术与光器件的发展新需求

2．新型光子集成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3．新型光器件的技术发展与应用

4．BOSA（BOSA On Board）制造技术

5．基于 PLC 平面光波导工艺的集成器件

6．PIC 技术及在高速光通信系统中的应用

7．100G 高速光通信对光器件的需求分析

8．400G 高速光通信对光器件的需求分析

9．1Tbit 高速光通信对光器件的需求分析

10．100G 高速光通信系统、模块与器件

11．400G 高速光通信系统、模块与器件

12．1Tbit 高速光通信系统、模块与器件

13．硅基 PLC 技术与应用

14．全球光子集成技术与光器件市场分析与展望

2014 智能 ODN 与光纤接入技术应用专题分会

分会主席：
敖	立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究所副所长

1．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情况综述

2．光接入网技术的发展与演进方向

3．下一代 PON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探讨

4．驻地网光网网络建设探讨

5．ODN 的应用现状及发展

6．智能 ODN 的发展及应用现状

7．智能 ODN 的标准进展及关键技术

8．智能 ODN 光配线设施总体介绍

9．智能 ODN 的规划与设计

10．智能 ODN 的工程建设与实施

11．智能 ODN 的运行维护与管理

2014 光通信网络及技术创新与发展专题分会

分会主席：
张海懿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究所传送与接入部主任

1．光通信技术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分析

2．400G 高速光网络技术及发展

3．1Tbit 高速光网络技术及发展

4．面向 LTE 承载的光传送网关键技术分析   

5．OTN 技术与标准新进展及在骨干网 / 城域网中的应用

6．Mini OTN 技术及在县乡的应用

7．ROADM 技术在骨干和城域网中的应用

8．分组增强型光传送网 POTN 技术与应用

9．LTE 时代 PTN 与 IP RAN 分组传送网融合解决方案  

10．SuperPTN 新型光传送网技术及 SDN 应用

11．软件定义光网络（SDON）技术创新与发展

12．IP RAN 分组光传送网及虚拟化解决方案

13．新型光纤光缆技术及标准进展与应用

14．智慧城市背景下城域光传送网的建设探讨

15．大数据与云计算背景下数据中心互联光网络建设探讨

16．三网融合发展新动向与广电光网络建设探讨

17．智能电网及电力通信光传送网发展需求与建设

18．全球光通信市场产业的分析及展望

联系方式：  贺小姐  

0755-86270601    13128700961       cioec01@cioe.cn

mailto:cioec01@ci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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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主办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

支持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部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电子商会  中国光学学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

深港投资促进中心（ IIMF )

协办机构：

武汉光华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下一代互联网接入系统国家工程实验室（NGIA）

北美中国理事会

武汉物联网产业联盟

承办机构：

深圳贺戎环资展览有限公司

二、背景

智慧城市是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形

成的一种新型信息化的城市形态，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

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应用系统，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新模式。

建设智慧城市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型城

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通过积极开展智慧城市建设，

能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发展。

2014 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部署了 2014 年

的工作要求和任务，提出培育新的需求增长点，培育新的增长点主要

集中在智慧城市、信息消费等重点领域。智慧城市方面，2014 年工

信部将制订智慧城市建设标准，开展第二批信息消费试点市 ( 县、区 )

建设和智慧城市试点。

为了更好地推动智慧城市的实施和发展， CIOE 联合中国智慧城市产

业联盟、深圳市智慧城市研究会、深港投资促进中心（ IIMF ) 等多家

单位，共同打造“2014 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

三：会议议程

本次论坛分为四个子论坛，每个论坛分半天进行：

2014 中国智慧城市市长论坛

1、住建部或工信部领导    

主题：国家政策和产业规划

2、姚建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联盟理事长

主题：智慧城市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3、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市长（2-3 位） 

主题：智慧城市建设所面临的难题、挑战与机会

4、优秀企业代表

主题：智慧城市体系构架和解决方案

5、金融单位代表

主题：投融资机构如何深度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6、对话环节（头脑风暴）：

嘉宾就如何让智慧城市健康良性发展进行深度探讨

2014 移动互联与物联网产业创新论坛

1．我国物联网发展专项行动计划及相关政策

2．物联网领域相关标准体系及发展

3．物联网的基础设施及建设

4．智慧城市建设中物联网企业的市场定位分析

5．物联网产业利益机制及商业模式创新探讨

6．云计算及大数据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7．物联网技术在电力、交通行业的应用

8．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架构及发展

9．LTE 时代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业务创新

10．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与变革

11．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 LTE 核心网发展及演进

12．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O2O 商业模式探讨

13．大数据时代的 O2O 运营

2014 智慧城市运营及实施解决方案论坛

1．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及创新模式

2．我国智慧城市的标准体系及发展

3．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现状及试点情况介绍

4．“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智慧城市的相关政策

5．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普遍关注及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6．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思路与建设模式探讨

7．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商业模式探讨

8．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产业链分析

9．智慧城市主要参与方及定位分析

10．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探讨

11．云计算、大数据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探讨

12．智慧城市的总体架构及顶层规划与设计

13．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的实施与评估方案

14．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及案例分析

2014 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

2014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2014

2014 年 9 月 3-4 日   深圳会展中心 5 号馆 2 层会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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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光纤传感与红外创新技术国际研讨会

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承办单位：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CIOEC）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卓越光子研究中心

合作背景：

2014 光纤传感与红外创新技术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eminar 

2014 on Fiber Sensor and IR Technologies) 简称（FSIT），是由中

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携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卓越光子研究中

心共同打造的一个高水平、高质量、多渠道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此

次会议将汇集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学术机构和企业，共同围

绕“光纤传感技术及其应用”、“红外创新技术、新应用”两个主题，

就新型光纤传感器件、子系统及其传感技术在专业领域的全新应用进

行全面的解析，并对光电子学领域的近红外、中红外与远红外的相关

材料与器件及其应用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2014 光纤传感与红

外创新技术国际研讨会”将坚持学术交流、技术应用与产业发展并重，

多方位、多层次的推进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大会主席：

沈平 教授  新加波南洋理工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卓越光子研究中

心主任

分会主席：

孙琪真 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及下一代互联网

接入系统国家工程实验室副教授，英国 Aston 大学光子技术研究所访

问学者

何浩培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香港光学工程学会副

会长

分会主题：

专题一：光纤传感技术应用国际研讨会 

光纤光栅传感技术

光纤激光传感技术

微结构光纤传感技术

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

光纤传感器网络技术

新型传感光纤、器件及子系统

光纤生物、化学、环境和医疗传感器

光纤传感器应用、现场试验与标准化

专题二：红外创新技术、新应用国际研讨会

Mid-IR 和 THz 源：半导体，光纤，固体激光等

Mid-IR 和 THz 探测器：半导体，辐射热计和量子阱红外探测器 (QWIP) 等

量子级联激光器

Mid-IR 传感和光谱仪的应用

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的 THz 成像和光谱学                             

Mid-IR 和 THz 纳米光子学，表面等离子体光子学和超材料

红外和 THz 石墨烯光电子

Mid-IR 和 THz 光学有源器件，如调制器、接收器、有源滤波器和偏

振器等

Mid-IR 和 THz 光学无源器件，如波导、滤波器和光栅等

Mid-IR 和 THz 在自由空间光通信、安检和遥感等领域的应用

Mid-IR 和 THz 应用领域的新型器件和设备

THz 器件、元件和设备；频率和时间域

Mid-IR 和 THz 的未来应用、市场和方向

                   

联系方式：

联系人：Sophie Li  电话：86-(0)755-86290437 

邮箱：international01@cioe.cn 

2014 可穿戴设备技术研讨会

1、穿戴式显示设备的核心显示器件

2、穿戴式设备的高性能电池

3、穿戴式电子保健设备

4、穿戴式设备的现状及展望

联系方式：

联系人：于先生 贺小姐 

电话：86-0755-86290859/　86270601

邮箱：it@cioe.cn

网址：http://www.smartcityexpo.net

2014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2014

2014 年 9 月 2-3 日   深圳会展中心 6 楼郁金香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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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2014

2014 LED 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
2014 年 9 月 2-5 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水仙厅、3 号馆会议区

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承办单位：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办公室（CIOEC）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深圳贺戎环资展览有限公司

会议背景：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下游应用需求的带动下，国内 LED 行业发展迅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 LED 产业生态链体系。中国 LED 市场依然是

全球产业链中的一块热土。 

为了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更好的促进 LED 供应商和行业客户之间的互动，搭建一个 LED 技术交流、资源分享、深入讨论、

工艺创新、学术研究、难题攻关的产、学、研交流平台，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CIOEC）将于 2014 年 9 月 2 日 -5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2014 

LED 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届时，本论坛将与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CSA）和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继续携手，围绕 LED 热

点技术、最新应用领域、市场发展方向等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进 LED 产业的创新、推广和健康发展。

参会人员：

研发工程师、研发和设计经理、首席技术官、CEO、采购工程师和主管等。

分会一：LED 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主  题（拟） 演讲单位（拟）

四元 LED的创新应用 晶圆光电

生物医疗 中山大学医学院

农业生物照明 台湾光茵生物科技

车用 LED 欧司朗 / 比亚迪

智慧照明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 飞利浦

中国 LED产业链垂直整合 德豪润达

蓝宝石基板的技术及应用前景 重庆四联

LED的二次光学设计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主题待定 Zhaga

分会二：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及应用发展国际研讨会

时间：2014 年 9 月 2 日全天  地点：6 楼水仙厅

会议日程敬请期待……

分会三：2014 LED 照明时代突破与创新高峰论坛

时间：2014 年 9 月 3 日全天  地点：6 楼水仙厅

会议日程敬请期待……

联系方式：

朱小姐 电话：0755-86290815 18948731027 Email: cioec02@ci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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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2014

主办单位： 

中国光学学会光学制造技术专业委员会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2014 中国国际光学创新技术产业发展论坛
2014 年 9 月 2-3 日   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玫瑰 3 厅、7号馆会议区

承办单位：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办公室

深圳贺戎环资展览有限公司

大会主席：

杨 力  

中国光学学会光学制造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会议目的：

1. 迎接 2015 年光和光基技术国际年；    2. 呼吁官产学研的联合，大力发展光电产业技术；

3. 建立全新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的创新平台；  4. 联合组织中国光电产业各界，得到来自国家、政府的支持。

议题方向：

新型光学材料   /   精密光学测试   /   光学薄膜技术   /   光电技术与系统   /   生物医学

工程光学和光学设计及制造   /   光学、光电子学产业技术研究   /   激光红外技术

参会人员：

国内外大学、科研院所、军工单位、企事业单位等从事光学工程领域的专家、科研人员、生产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研发人员和商业人士。   

联系方式：

朱小姐 电话：0755-86290815 18948731027 Email: cioec02@cioe.cn 

CIOE2014 现场系列论坛听众参会费用说明

会议项目 听众类别
7月 31日之前 7月 31日之后

含餐 不含餐 含餐 不含餐

分论坛入场券
个人听众 900 元 / 人 700 元 / 人 1100 元 / 人 900 元 / 人
团体听众 700 元 / 人 500 元 / 人 900 元 / 人 700 元 / 人

会议通用入场券 VIP 听众 1600 元 / 人 1800 元 / 人

说明：
持分论坛入场券的听众：
1、会议期间现场听众需持入场券到各分论坛注册听会，注册时赠送所参加分论坛的会议资料和精美礼品一份；
2、购买含餐入场券的听众可获得 2张午餐券，凭券可参加：
							2014 年 9月 2日：	光电产、学、研交流午餐——它将为您搭建与演讲嘉宾近距离交流的平台；
							2014 年 9月 3日：	商务套餐
3、组织 5人或 5人以上即可享受团体听众优惠服务。

持会议通用入场券的听众：
1、可参加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下属所有分论坛（2014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2014 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
							2014中国国际光学创新技术产业发展论坛、2014	LED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及中国光电投资对接大会），并赠送所有分论坛的会议资料和精美礼品一份；
2、提供 2张午餐券，凭券可参加
							2014 年 9月 2日：	光电产、学、研交流午餐——它将为您搭建与演讲嘉宾近距离交流的平台；
							2014 年 9月 3日：	商务套餐
3、参加 2014 年 9月 2日晚光电行业高端沙龙，您将与光电领域权威人士共度美好夜晚。

Ø	 汇款信息
账		户：深圳贺戎环资展览有限公司							账		号：755919939110669							开户行：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山支行							行		号：308584001153





光通信展 激光红外展 精密光学展 LED
四大专业展会

同期展会同期论坛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9月2-5日  深圳会展中心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第16届

了解更多展会信息，请详询：

+86-755-8629 0901 CIOE@CI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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