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第 2期 / 总第81期  CHINA  OPTOELECTRONICS  MAGAZINE

WWW.CIOE.CN    |    WWW.OPTOCHINA.NET中国光博会旗下杂志

“CIOE服务年”半年行程汇报 CIOE2015现场会议活动预告 互联网+时代下传统企业转型思考

中国光博会

App 微信

品质服务年



聚焦智慧社区、智慧家庭、智慧养老、
智慧旅游、智慧教育、智能制造、
智能可穿戴等主题......

2015.8.31-9.3
深圳会展中心

微博

Smartcity china

智慧城市

微信

International 
Year of Light 
2015

In support o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组委会
王小姐 / 86-0755-86270600 / fendi.wang@cioe.cn
于先生 / 86-0755-86290859 / it@cioe.cn

Smartcity china

慧及你我
智引未来

2015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 
    顺应大势 再次登陆中国深圳

www.smartcityexpo.net



各嘉宾、参展企业、买家观众、合作单位等全体光电同仁：

接国务院国发明电（2015）1 号文件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调休放假的通知》， 2015 年 9 月 3-5 日为国家公众假期。

为配合党和国家举办相关纪念活动，经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主席团及组委会与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圳会展中心等相关机构紧急协商并研究决定，将原定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的第 17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5），调整为 2015 年 8 月

31 日至 9月 3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

再次感谢社会各界的长期关注与大力支持，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组委会将尽一

切力量协调各方工作，全力确保展会取得圆满成功。

特此通知。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关于调整第 1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展览时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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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CIOE2015 现场专题会议介绍

展会同期将举行全球光电大会、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智慧城市战略发展论坛等专题峰会，是为所

有参展商提供产业交流、技术服务的又一重要平台。届时将有十余位两院院士、近百位海内外光电领

域权威专家莅临现场与所有光电同仁互动。

07 / CIOE2015 现场专题活动介绍

2015“CIOE 展会品质服务年”启动近半年时间里，CIOE 服务团已经走访上百家展商和买家，参与 30

余场国内外展会集中宣传，与近 50 家行业协会、学会、研究机构等达成深度合作，并通过 300 余家国

内外专业媒体传播展会信息、邀请买家群体。

10 / 2015“CIOE 服务年”半年服务行程汇报

为配合 CIOE 转型发展战略、进一步树立 CIOE 在光电领域的品牌形象，CIOE 组委会将 2015 年确定

为“CIOE 品质服务年”，全年通过各种形式的拜访洽谈、宣传合作走近光电企业、院校、研究所等，

听取业界的建议与反馈，促进展会规范化服务与专业化发展。

视点 POINTS

14 / 引领行业发展 创造动力无限
——专访烽火通信软光缆产品线总监黄非

进入 2014 年，4G 竞争全面“打响”，带来传输网络的带宽升级，同时“宽带中国”战略持续实施。

虽然 2014 年运营商市场的投资重点是 4G，宽带整体投资下降，但中国移动拿到固网牌照之后在宽带

上的投资相比 2013 年猛增 60%; 而烽火通信作为一家专注光通信市场的主流设备供应商，在 2014 年

也持续发力，日前本刊采访了烽火通信软光缆产品线总监黄非，一起聆听下他的精彩观点。

18 / 我国光纤电缆迎来新拐点  浅析 FTTH 市场与未来发展方向
——东莞市宏凯线缆设备有限公司

从 2014 年电线电缆行业发展情况来看，2015 年仍将是我国通信电缆行业的发展之年，质量仍然是全

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面对着全行业产能过剩的压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装备加速走出去

都将为我国光纤电缆行业提供新机遇，整个线缆行业需要在质量上继续苦练“内功”，而企业如何争

取做到让国内国际市场“双满意”？

18 / 光纤光缆市场发展趋势看好
——访东莞市弘力线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近年来光纤光缆市场持续火爆，而受到 4G 热点的带动、国家大力推进网络应用升级等因素利好，光纤

光缆全球市场仍将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基本态势。未来两到三年，单中国光纤光缆市场的年需求就将

保持在 1.2 到 1.3 亿芯公里。

22 / 互联网 + 时代下传统企业如何实现华丽逆袭
—深圳之窗	CEO	陆亚明谈互联网变革

企业社交包括三个纬度，第一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碰撞、竞赛，第二是企业人相互之间的交流碰撞，

第三是整个价值链上的交流碰撞。说到底，就是要为客户带来客户，为客户创造价值，形成这样一个逻辑，

才是展会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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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腾盛：切入舜宇、光宝供应链 发力摄像头领域

点胶设备在摄像头领域的竞争不算什么，在其他的行业可能会更加激烈，其实竞争也是很好

的事情，有竞争公司的实力才会体现出来，技术制程方面才会得到创新，用户才会有更好的

体验，因此这是很好的事情。尤其是在智能手机点胶这块的竞争，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创新的

竞争。

32 / 首届“国际蓝宝石市场与技术论坛”将在 CIOE 期间举行

Yole 与 CIOE 共同举办的首届国际蓝宝石市场与技术论坛将聚集全球顶尖蓝宝石行业专家与

企业，共同探讨蓝宝石行业的现状与未来。Eric Virey 认为，本次论坛必将是蓝宝石行业从

业人员以及用户不容错过的一场盛会，让与会者不仅获得最新最有价值的行业分析，同时也

为企业搭建了交流的平台、为与会者提供与行业先锋面对面洽谈的机会。

33 / 全球最大雷射二极体代工厂—联钧（eLASER）首次亮相 CIOE

联钧光电董事长郑祝良博士表示，联钧光电已发展成为全球前三大专业雷射二极管封装测试

厂商。公司成立 15 年来，鲜少参加业界相关展览。但近几年感受到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对业界的影响力，今年特地安排子公司合钧科技 (eLASER Technologies) 参展，希冀藉由

CIOE 的号召力，让更多客户认识合钧科技。

技术 TECHNOLOGIES

34 / 光放大器发展简析

光通信技术中，光放大技术是支撑技术之一，光放大器技术随系统的要求不断向前发展。

OEO 技术、掺杂光纤放大器、SOA、拉曼放大器、参量放大器，这些放大器随不同的系统要求，

以各种形式应用在不同的系统节点。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适合于不同波段和不同应用的放

大技术必将推陈出新，带来光放大器行业的持续发展和繁荣。

36 / 大功率 LED 照明在商业空间的研究与应用

LED 照明在户内小功率照明 (1-50W) 及户外中功率照明 (50W-200W) 这几年的发展迅速 , 

但在 200W 以上这块 , 产品做得好的不多。深圳市耀嵘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 LED 

灯具研发与生产的企业，在 LED 大功率照明方面做了多方面的研究与应用，也有多项成功案

例与大家共同分享。

38 / 激光材料加工中的光束指向稳定和自动对准

复杂的光束对准和高指向稳定要求是激光材料加工设备尤其是非光纤龙门加工系统的最大挑

战，它们对设备机械元件的设计和处理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使用简单机械结构的光束指

向稳定系统 Aligna，不仅降低了设备成本，同时又显著提高了加工精度，并且这一系统还为

整体光路提供全自动对准。

附录 SCHEDULE

72 /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通告

目录  

主办 /Sponsors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Exposition

协办 /Co-Sponsors 

中国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中国电子商会
China Electronic Chamber of Commerce

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Academy of Opto-Electro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China North Industries Group Corporation

中国国科光电科技集团公司
GK Opto-Electronics Co., Ltd

中国光学学会（下属 18个专业委员会）
Chinese Optical Society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China Optics and Opto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WNLO）
Wuhan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Optoelectronics (WNLO)

广东省光学学会
Guangdong Optical Society

深圳市光学学会
Shenzhen Optical Society

环球资源
Global Sources

深圳贺戎环资展览有限公司
Shenzhen Herong GS Exhibition Co., Ltd.

总编 /Editor-in-Chief 

阳子		Yang Zi

主编 /Chief Editor 

赖	寒  Lai Han

编辑 /Editors  

于占涛			Yu Zhantao					王雅娴		 Wang Yaxian     黄旭珊 Huang Xusha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王刚		Toni Wong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红瓤子	Hong

网络编辑 /Website Editor 

姚浩 Yao Hao

发行 /Publisher	

李洁		Li Jie

地址 /Address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大厦东座 607 室

Room 607, East Block, Coastal Building, Haide 3rd Road,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P.R. China

邮编 /P.C.  

518054

电话 /Tel. 		 	
（0755）86290865		86290901			

传真 /Fax.	 	

（0755）86290951		

电邮 /E-Mail  			
edit@cioe.cn

网址 /Website 	
http://www.cioe.cn				http://www.optochina.net

COPYRIGHT 版权



66

Specical Focus
特别关注

为更好地服务展商和专业观众，探讨行业发展趋势，寻找未来产业商机，展会同期将举行全球光电大会、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智慧城市战略发展论坛等专题峰会，是为所有参展商提供产业交流、技术服务的又一重要平台。届时将有十余位两院院士、近百位海内外

光电领域权威专家莅临现场与所有光电同仁互动，为所有参展商提供多层次的技术交流，让国内外光电同仁在各专业领域激起全新的技术

与思想碰撞、产业与市场共享。

第 17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5）
现场专题会议（部分）

论坛名称 时间 地点

2015 全球光电大会（OGC）
专题一、以光纤为基础的技术和应用 / 专题二、红外技术和应用 / 专题三、激光 / 专题四、照明与
显示 / 专题五、光电器件与应用 / 专题六、生物光子 / 专题七、光通信与网络 / 专题八、精密光学 /
Workshop:
研讨会一、特种光纤的下一代模型：从智慧城市到外层空间 / 研讨
会二、光电科技创业 / 工业短期课程 (Gerd Keiser)

8 月 29-31 日
09：00-18：00

深圳会展中心五、六楼（玫
瑰 1、玫瑰 2、玫瑰 3、荷
花 1、荷花 2、荷花 4、荷
花 5、荷花 6、桂花厅）

第 17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5）开幕式 8 月 31 日 09:00-10:00 六楼茉莉厅

2015 光和光基技术——光电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8 月 31 日 10:00-12:00 六楼茉莉厅

2015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2015 下一代光接入网及智慧家庭网络发展与应用专题分会 8 月 31 日 14:00-18:10 五楼牡丹厅

2015 光通信网络与技术创新发展专题分会
技术分会 1：新一代光传送网技术与应用      技术分会 2：软件定义光网络技术及发展

9 月 1 日 09:00-17:30 五楼牡丹厅

2015 光子集成技术与光电器件技术研讨会 9 月 2 日 09:00-12:00 五楼牡丹厅

2015 数据中心与光互连技术及发展研讨会 9 月 2 日 14:00-17:00 五楼牡丹厅

中国联通宽带网络千兆到户发布会 9 月 1 日 14:00-17:00 一号馆会议区

第二届“现代光学制造工程与科学”国际研讨会（深圳 2015） 

2015 知名国内光学企业技术研讨会（workshop） 8 月 31 日 13:30-17:00 七号馆会议区

2015 光学专家授课与技术培训 9 月 1 日 08:45-17:00 六楼郁金香厅

2015 知名国际光学企业技术研讨会（workshop） 9 月 2 日 09:00-17:00 六楼郁金香厅

2015 机器视觉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9 月 1 日 09:00-11:30 七号馆会议区

2015 红外光源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9 月 2 日 09:00-17:00 一号馆会议区

2015 国际蓝宝石市场和技术论坛 8 月 31-9 月 1 日 四号馆

2015 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

2015 中国智慧养老高峰论坛 8 月 31 日下午 玫瑰三厅

2015 中国智能制造与智慧工厂创新论坛 8 月 31 日下午 五号馆

2015 中国智慧社区新趋势交流大会 8 月 31 日 五楼菊花厅

项目路演及投资对接会 8 月 31 日上午 四号馆

2015 智能硬件创客创业设计大赛 8 月 31 日下午 五号馆

2015 中国智慧城市政企交流高峰论坛（市长论坛） 9 月 1 日上午 六楼茉莉厅

2015 智慧城市创新模式及建设方案论坛 9 月 1 日下午 六楼茉莉厅

2015 智慧安防高峰论坛 9 月 1 日下午 四号馆

2015 中国智慧家居高峰论坛 9 月 1 日下午 五楼玫瑰三厅

2015 互联网 + 时代智慧家居新趋势战略研讨会 9 月 1 日全天 五楼菊花厅

时间：2015 年 8 月 29 日 -9 月 2 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会议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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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5）
现场专题活动（部分）

2015“CIOE 展会品质服务年”启动近半年时间里，CIOE 服务团已经走访上百家展商和买家，参与 30 余场国内外展会集中宣传，

与近 50 家行业协会、学会、研究机构等达成深度合作，并通过 300 余家国内外专业媒体传播展会信息、邀请买家群体。展会期间除各类

行业交流会议、活动外，组委会还将着重通过大巴接送等形式邀请珠三角地区的光电专业观众与买家群体光临展会现场与参展商交流洽谈。

• “国际光年”中国区系列活动：

两院院士进校园、进企业科普报告会； 光电专家专场讲座、交流会；

• 现场专题发布会：

光通信展、激光红外展 （1 号馆）
8 月 31 日上午：
光纤激光器专场      
8 月 31 日下午：
芯片专场 
9 月 1 日上午：
通信光学与激光晶体专场
9 月 1 日下午：
中国联通宽带网络千兆到户发布会
9 月 2 日全天：
2015 红外光源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精密光学展、镜头及摄像模组展（7 号馆）
8 月 31 日下午：
超精密加工技术的最新进展专题
9 月 1 日上午：
2015 机器视觉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9 月 1 日下午：
光学测量测试技术专场
9 月 2 日上午：
光学镀膜技术专场
9 月 2 日下午：
新型光学材料专场

LED 技术及应用展（4 号馆）
8 月 31 日下午 -9 月 1 日：
首届国际蓝宝石市场与技术论坛
9 月 2 日上午：
LED 新技术新产品发布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4 号馆）
智能可穿戴专场
智能家居专场
智能硬件专场

• 采购商：

买家采购发布；特邀买家专场采购对接；

• 专项服务：

产业高端交流酒会；光电人才交流；

• 系列科普活动：

智能机器人观赏及体验 / 3D 打印专区 / 智慧社区、智慧园区展

示 / 智能家居体验专区 / 智能可穿戴体验专区 / 智慧教育 ( 远

程智能教育系统应用、互动式智能化教学系统、个人智能教学

产品、校园内智能化系统设施等 ) / 创客落地——中国创客设计

大赛暨投资对接会

• 系列趣味活动：

炫彩激光秀；

“天文爱好者之约”天文摄影展及天文器材展示与体验活动；

趣味问答，有内涵有大礼；

微信照片自助打印、手机壳自助打印，你的世界你做主；

微信大转盘抽奖，你到，礼到；

2015 年智能家居创新创业大赛 9 月 2 日 四号馆

2015 中国国际大数据云计算应用论坛 9 月 2 日上午 四号馆

2015 亚太云端应用 CEO 高峰论坛 9 月 2 日下午 四号馆

2015 互联网 + 物联网服务技术创新论坛 9 月 2 日上午 五楼玫瑰三厅

美国日 American Day 9 月 2 日上午 四号馆

参展商新技术新产品推介会 8 月 31 日 - 9 月 2 日 四 / 五号馆

其他会议、活动

2015 中国光电产业投资对接大会 9 月 2 日 14:30-17:30 六楼桂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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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3、5、6 楼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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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公司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广东尼康照相机有限公司

欧司朗（中国）照明有限公司

创维液晶器件 (深圳 ) 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鸿超准精密工业 (深圳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深圳分公司

中国电信广东研究院

菲尼萨光电通讯（上海）公司

光库通讯（珠海）有限公司

深圳新飞通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宏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族元亨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族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深圳分中心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山东微感光电子有限公司

博世激光仪器有限公司

台湾数字光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微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新美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珠海光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德豪锐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常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奥兰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信泰光学有限公司	

信泰光学（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长濑贸易有限公司

维达力宝（深圳）有限公司平湖分公司

深圳市亚派光电器件有限公司

第 17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5）
已报名团体观众单位（部分） 

每年前往展会现场参观交流的近十万专业观众中，更有一大部分通过团体观众渠道报名参观。CIOE 为每家超过 10 人以上的团体参

观单位提供了更为个性化的参观服务，如通过 CIOE 观众预登记系统提交团体观众参观名单的单位，可提前收到制作好的入场证件、免费

公交地铁票，现场享受团体观众专属免费茶饮休息区以及专人接待或带领参观讲解等服务，超过一定数量的团体观众组织者更可获得由组

委会提供的餐券、礼品等。组委会还将在展会期间组织专线大巴往返深圳周边城市接送团体观众至展会现场与参展商交流洽谈。今年展会

观众预登记系统自开通已来，已收到 200 余家团体观众参观申请，以下为部分团体参观名单 ( 申请团体参观可登录 www.cioe.cn“首页—

我要参观—团体预登记”报名 )：

深圳市特发信息光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自动化控制设备研究所

丹阳丹耀光学有限公司

三洋光部品（惠州）有限公司

山洋电気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大恒光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朗光科技有限公司

北极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爱普迪光通讯科技 (深圳 ) 有限公司

东莞市铭普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电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索尔思光电 (深圳 ) 有限公司

富创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衡东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住电光纤光缆（深圳）有限公司

光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硕展电子有限公司

京瓷光电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中山众盈光学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宇光纤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星数字系统有限公司

国际商业机器系统集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华科光电有限公司

湖南省康普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奥立通讯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华拓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福道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京瓷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源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诺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连展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春欧科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振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安捷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烽火藤仓光纤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福光电子有限公司

星源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钞科信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正源高理光学有限公司

昆山迎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明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院光研院

城市规划设计院

香港应科院

中科院光电所

中科院半导体所

中科院能源所

深圳光启高研院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中航工业航空研究院

陕西省建科院机械研究院

上海电子工程设计研究院

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 34研究所

中国电科第二十八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

广州工研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四十六研究所

武汉邮科院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八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浙江师范大学信息光学研究所

中铁十八局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四十五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五研究所

南京五十五所

深圳华中科技大学研究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八三五八研究所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中科院安徽光机所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

航空六一八所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技术物理所

国家光盘研究中心

广州能源研究所

苏州大学现代光学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中航工业上海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

韩国参观采购团

美国家得宝公司亚太区采购总部

麦格纳亚洲采购中心

中国教学仪器设备

华强 LED采购中心

采禾国际集团

IBM采购（中国）有限公司

SVM

LIGHT	IN	THE	BOX

LIVERPOOL

SAVWATT.USA

Union	Led	Brasil	

Envirosys	International

GTB

DR.LED

中巴工商总会

印度通信协会

苏格兰国际发展局

俄罗斯萨玛拉州工商会

加拿大高新科学技术协会

韩中经济贸易促进协会

韩国显示产业协会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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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5）
已提交采购需求单位（部分） 

每年展会现场举行的“CIOE 买家采购对接会”举办几年来，已成为 CIOE 服务采购商与参展商的“王牌项目”。该项目借助 CIOE

十七年积累的参展企业数据库，在买家单位提供采购意向后，组委会可第一时间在的所有参展商中精准匹配符合要求的参展商名单，并通

过前期大量的对接工作和信息完善，保证采购商和参展商在展会现场的“采购对接会”上高效交流，为参展商无限拓展商机，同时也有效

帮助采购商节省筛选时间。截止目前已有百余家有明确采购意向的单位通过各种方式向组委会提出采购清单，以下为部分已提交采购需求

单位（申请成为展会现场采购商，可登录 www.cioe.cn“首页—我是采购商”报名 )：

通信产品大类：
阿里巴巴集团、杭州安远科技、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CETC	8 所、CETC	23 所、上海航天科工电器研究院、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山东省科学

院激光研究所、北交大光波所、吉林大学、NEC日电（中国）、爱普迪光通讯、德国蒂尔、科雄光电、嘉迅光电、明德光通讯器材厂、东芝（中国）、世纪联通、富士康、

百源实业、路林电子、美商黑盒、中广通通讯、海德电信工程、万科物业、易联中国、展达通讯、中太数据通信、康宁光缆系统、彩虹广播电视工程、东源光电、爱普

科斯、华彩电子、溪头菲太电子、昭信半导体、光建通信技术、骜腾光电、发艾博光电、兆腾机电、吉品科技、洪迪实业、皓华网络通讯、科健有线网络新技术、阳卓

晟创、泰瑞创、微弱通信技术等

激光红外产品大类：
爱普科斯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德国蒂尔上海代表处、东莞市桥头明德光通讯器材厂、东莞市艺伸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银特丰光学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百源

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省国科精研太阳能有限公司、金赛讯（天津）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康宁光缆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汕头市博特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圭光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奥姆特光电有限公司、博世激光设备东莞公司、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深圳市科健有线网络新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岸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

市阳卓晟创科技有限公司、沈阳沈大内窥镜有限公司、天津华彩电子科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温岭市明强光电仪器厂、中南大学高性能复杂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

光学产品大类：
联想中国、索广映像、日立数字映像、欧司朗、TCL多媒体全球研发中心、大族激光、中南大学重点实验室、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CETC	23 所、肖特茉丽特、

莫廷影像、麦格纳（亚洲）采购中心、Excelitas	 Technologies、万佳安实业、佩斯顺光学、华鑫光电、UNIOPTICS（印度）、海云海量、百源实业、瑞盛贸易、

龙投光学、爱图仕影像器材、艾睿光电、艾戈尔系统、国科精研、高渝国际、粤阳光电、友为光学、华阳多媒体、红蝶科技、英国工业显微镜、易联中国、埃赛力达、

迪珥医疗等

LED 产品大类：
万科物业、兰江房地产、千百辉照明、金彩建设、恒福临建筑装饰、分众传媒、溥天传媒、联顺广告装饰、昕辉广告、鸿彩广告、亮而彩广告、睿来广告、皇杰影视

文化传播、东岳阁广告、白云国际广告、万广图文、英豪广告、南风风尚传媒、彩虹广播电视、中建东方装饰、华彩电子科技、维易传媒、新时空照明、视觉深壹度、

德呈灯光音响、艺苑婚庆公司、波峰演艺、最高灯光、爱图仕影像器材、圣威斯舞台设备、开元广告、欧司朗、SVM、Light	 In	The	Box、Liverpool、SAVWATT.

USA、Union	Led	Brasil（巴西）、Envirosys	International（印度）、GTB（印度）、DR.LED（新加坡）、美国家得宝、麦格纳（亚洲）采购中心、华强 LED采

购中心、采禾国际、浦源电子、康佳视讯、创维液晶、阳卓晟创、奥地利乐之两合、杰睿科技、博睿进出口、智达电子、巴中工商总会、欧美工商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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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服务团在行动 全国拜访活动持续升温

C IOE 展会运作 16 年来，逐渐形成了以展览为基础，会议、媒体、买家发展等为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于国内外

光电产业界的综合性平台。为配合 CIOE 转型发展战略、进一步树立 CIOE 在光电领域的品牌形象，CIOE 组

委会将 2015 年确定为“CIOE 品质服务年”，全年通过各种形式的拜访洽谈、宣传合作走近光电企业、院校、研究

所等，听取业界的建议与反馈，促进展会规范化服务与专业化发展。

//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CIOE 服务团拜访东芝（中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并与负责医疗系统设备采购

的马音纯科长进行深入交谈。马科长告诉

服务团成员：她是通过供应商的邀请开始

了解 CIOE 的，由于第一次参观准备不够充

分，在紧张的行程中除了与约定的供应商

见面外，参观过程中还意外地发现一家来

自西安的 CIOE 参展商产品十分符合东芝的

采购要求。马科长果断把现场相关厂商产

品介绍一一收集，以方便后期筛选，“可

是 CIOE 展太大了，那么多展商难免有漏掉

的，下次一定要好好提前做准备才行。”

马科长感叹到。 

CIOE 服务团向马科长介绍直接有效面

向高质量买家服务的“CIOE 2015 买家采

购对接会”活动，买家可在展会开展之前

获得第一手的参展企业及产品信息，尊享

现场独立洽谈室无缝对接及专人服务，节

省寻找时间，还有独立会议室、茶点、午餐、

精美礼品、现场一对一协助等贴心服务。

马科长认为 CIOE 为采购商量身定做的这个

服务非常有意义，大幅度提升了采购商在

展会现场产品采购的效率。 

// 浙大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

CIOE 服务团成员走进坐落在西湖西北

角、江南名校之首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浙江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光学工

程教授、博导徐老师热情地接见了 CIOE 服

务团成员，并介绍了实验室的基本情况。

据悉，该实验室现拥有总值 2.2 亿元的设

备，单套价格 30 万以上实验设备超过 1.38

亿元，科研用房 5000 余平方米，建有光纤

传感、微纳光纤、光电薄膜、生物光子学、

光电子激光等研究平台及微纳加工、表征

等大型研究设施。作为实验室的带头人，

徐教授表示一直将发展国家急需的先进光

学仪器技术作为主要工作目标，实验室大

部分设备的购置都是自己亲自做调研，而

由于所研究的项目大都属于光学前沿课题，

这使得实验室对设备的硬件要求十分高，

基本上都需要定制。

徐教授提及他们在 CIOE 展会现场更关

注参展商的技术研发力量，CIOE 服务团重

点介绍了 CIOE 在同期专题论坛以及参展商

新技术、新产品方面的特点、亮点，将帮

助徐教授及团队同事通过 CIOE 平台的采购

进一步优化实验室设备水平，让浙大通过

CIOE 平台接洽到更加对口的供应商。

// 杭州照相机机械研究所

连续多年参加 CIOE 的杭州照相机机

械研究所也是本次服务年拜访的重要一站。

研究所特色镜头工程中心张主任接待了

CIOE 服务团一行。据介绍，杭州照相机机

械研究所创建于 1978 年，是中国照相机械

行业唯一的行业归口和科技开发类研究所。

近年来，凭借深厚的技术基础以及经常与

国内外同行技术交流和合作等有利条件，

杭照所突破原有的照相机械的范围，以特

色镜头工程中心和光学加工中心较强的产

品开发和生产能力，研发生产了各种功率

型 LED 透镜、虚拟成像显示器镜头、照相

手机镜头、投影仪镜头、数码相机镜头、

变焦监控镜头以及各种球面、非球面塑料

镜头等，产品在光学仪器、激光测距、激

光扫描、激光准直和指纹识别等应用领域

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  

会谈中，张主任讲述了杭照所多年

参加 CIOE 感受到的变化。他认为，参加

CIOE 之初，所里主要精力都放在寻找订单

上，到后来杭照所注意到展会对品牌宣传

的作用比很多方面都重要，慢慢地每年参

展的关注点都转移到所里对外的品牌宣传

上，杭照所做非标光学器件质量很好，好

多客户都是在展会现场同行口中听说后慕

名前来了解的。CIOE 服务团成员与张主任

深入交谈了解所里的需求，向张主任介绍

CIOE 如何在国内外进行宣传推广的案例，

并针对张主任提出多邀请欧洲区域买家观

众的建议，表示后期会下更大的力度进行

邀约，相信杭照所参展 CIOE2015 将得到

更多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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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 LED 行业协会

杭州市 LED 行业协会（杭州市半导体

照明行业协会），现拥有主要会员企业 60

余家，集中了全市主要知名企业，会员企

业产品分布在上中下游，形成了包括“外延、

芯片、封装、检测设备、荧光粉、硅胶及

产品开发”在内的较完整的产业链，在业

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CIOE 服务团成员近

期拜访杭州市 LED 行业协会，受到徐前秘

书长的热情接待。

谈及杭州 LED 行业，徐秘书长如数家

珍地介绍道：远方、中为、三色、虹谱、伏

达等在国内乃至世界上赫赫有名的 LED 测

试、在线监测仪器仪表公司都在杭州，杭

州在芯片、封装和荧光粉等产品上都各自

有行业领先的代表性企业，杭州地区现已

形成配套较为完整、基础较为夯实的 LED

产业链。徐秘书长认为：在目前经济形势

较为沉闷的背景下，杭州 LED 的企业根据

市场变化，主动调整经营方向，保持了理性、

健康和稳定的发展局面，协会成员单位之

一的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在此之前已经

迈出了积极步伐，与士兰明芯、中宙、杭科、

英飞特、网新中博、方大智控、浙江三色、

中为光电、固态照明等一批杭属企业形成

战略合作，在推动区域 LED 产业发展方面

起到了拉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会谈中，徐秘书长大力称赞 CIOE 在服

务上做得十分不错，认为杭州企业在 CIOE

上都得到非常完善的服务，与此同时徐秘

书长还对今年在 CIOE 现场举办的“首届国

际蓝宝石市场与技术论坛”（详细信息可

登陆 www.cioe.cn 查看会议日程）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届时将邀请会员单位一同参

与。

// 阿里巴巴集团总部

CIOE 服务团成员一行走进与 CIOE 同

龄的阿里巴巴集团，拜访了负责集团设备

采购的盛经理。据介绍，“阿里巴巴欧洲

供应链”、在印度布局电商、“吆喝”大

数据催生个性化服务，阿里近期可谓大动

作频频。随着阿里云、天猫、淘宝等业务

的不断快速增长，阿里的服务器采购需求

不断攀升，每年需要更新维护的光模块、

光存储等器件数量也十分庞大。在集团开

始之初，阿里采用的器件设备都是国际一

线一流品牌，但随着集团业务的快速增长，

集团对采购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去年

通过 CIOE 平台找到一家国内一线品牌的供

应商，而且提出的解决方案十分符合阿里

的需求，希望能在展会前了解到更多品质

相当的参展商信息。”盛经理直截了当地

向 CIOE 提出协助采购的需求。

CIOE 服务团成员向盛经理介绍直接有

效面向高质量买家服务的“CIOE 2015 买

家采购对接会”活动，买家可在展会开展

之前获得第一手的参展企业及产品信息，

直接匹配采访意向，大力提高供应商筛选

效率。盛经理对这个活动十分认同，并表

示今年会积极参加。

// 浙江省照明电器协会

CIOE 服务团拜访浙江省照明电器协会

时，华工详细地介绍了浙江照明产业的情

况。据悉，全省 50%~60% 的照明企业已经

转型生产 LED 类照明产品，LED 产业已形

成了包括“外延—芯片—封装—应用产品”

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且在产业链各个环

节均有标志性的龙头骨干企业。长期以来，

浙江的市场格局一向以自由竞争为主，浙

江的政府行为是通过扶持骨干企业推动产

业链上“强强联合”，同时营造自由竞争

的良性发展环境。 

CIOE 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各地方 LED

相关行业协会、学会的推广活动中，会谈

中 CIOE 与浙江省照明电器协会探讨了新的

合作方式，将通过双方的渠道和力量，为

协会会员提供更多资讯及服务的同时让更

多的行业同仁了解并参与到 CIOE 中来。

// 杭州安远科技有限公司

CIOE 服务团拜访的杭州安远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光纤路侵报警系统研发

和生产的高科技公司，公司采购总监沈先

生接待了 CIOE 服务团一行。沈总向 CIOE

服务团成员介绍系统的原理：当外界干扰

作用于光纤时，通过专门的光路构建和信

号解调技术就能有效地监测光的特性变化，

进而达到监控外界的突发事件，如：张力、

位移、损坏、振动、冲击、声波、温度、

负载等。系统还可与各种音响、声光报警

装置实现联动功能，在监测、识别、定位

侵入行为后，启动报警装置，威慑、制止

侵入行为，并可联动相应位置视频摄像头，

追踪侵入对象。系统大部分核心元器件都

使用无源器件，由于系统广泛应用在军队、

法院、电力、石化等环境复杂的区域，故

系统面临在 -40 度到 70 度范围甚至更为严

酷的环境下要稳定工作，这对系统中无源

器件能承受的工作温度要求十分之高。“由

于工作十分之忙，去年能安排去 CIOE 采购

只有半天的时间。”沈总很无奈地表示采

购时间过于匆忙，无法达到采购的目的。

CIOE 服务团成员向沈总介绍针对高质量买

家的“CIOE 2015 买家采购对接会”活动，

沈总对这个活动十分认同，并透露公司已

经准备向民用方向发展，需要采购更多质

优价美的材料及设备，表示今年会积极参

加到 CIOE 现场采购中来。

CIOE 服务团拜访了 TECDIA 销售技术部江斌经理（左
一）、行政管理部李霜（右二），了解行业发展现状，听取
参展商对 CIOE专业服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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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CIOE 服务团近日拜访了深圳大学光电

工程学院（光电子器件与系统）重点实验

室屈军乐副院长、深圳大学电子科学与技

术学院徐平副院长、深圳市政府专项支持

深圳大学首批特聘教授王义平、深圳大学

特聘教授张晗等，介绍今年展会现场包括

全球光电大会在内的系列主题活动，进一

步落实今年展会现场的会议议题与研讨方

向。屈军乐副院长建议在全球光电大会现

场张贴优秀论文，并做会后评选，为优秀

作者颁发证书等，并建议可开展光电院校

的博士生、博士后专题论坛或座谈会，充

分吸纳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建议，激发他们

的热情。徐平副院长就与 CIOE 合作举行

2016 年主题会议达成一致，将共同举行微

纳光电子及激光前沿技术研讨会，重点邀

请微纳光电子、激光、光纤激光器、新型

激光器方面的嘉宾做演讲，给参展企业更

多有价值的信息。

// 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CIOE 在拜访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光电子

科技学院王金东副院长时，王副院长详细

向 CIOE 服务团成员介绍了信息光电子科技

学院学科专业概况。CIOE 服务团成员向学

院领导班子介绍了中国光博会今年的展会

亮点及同期举办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的

会议安排，以及“2015 国际光年”在中国

光博会期间将举行的系列活动。CIOE 服务

团成员非常感谢学院师生每年在中国光博

会期间为参展商及观众提供各种现场服务，

也非常感谢学院一直给 CIOE 大力的支持，

双方交换了去年展会期间的一些经验总结，

同时也就一些新的领域合作展开探讨，并

协助在校园内做 CIOE 展会及会议的推广。

// 暨南大学光子技术研究所

CIOE 服务团成员一行来到位于广州市

中心的暨南大学，拜访了暨南大学光子技

术研究所关柏鸥所长、暨南大学理工学院

光电系办公室幸主任，了解学院今年学生

开学情况以及参观听会的需求，并就今年

学院师生参观中国光博会事宜达成初步的

共识，同时幸主任也表示向学校相关专业

的师生推荐 CIOE，共同参与这一行业盛会。

// 广东省光学学会

CIOE 服务团成员拜访了广东省光学学

会理事长、中山大学教授、博导江绍基老

师。作为 CIOE 的老朋友，江老师向 CIOE

服务团成员介绍了近些年来光电技术发展

的情况，以及行业发展中发生的一些趣事。

CIOE 服务团成员向江老师发出诚挚的邀

请，希望今年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及高峰

论坛江老师能积极参与，江老师欣然表示

会支持 CIOE，学会和学校都会一如既往地

参与其中。

// 东莞市石碣半导体照明行业协会

6 月 2 日 上 午，CIOE 服 务 团 一 行 前

往东莞拜访了东莞市石碣半导体照明行业

协会王立慧秘书长，去年王秘书长参观了

CIOE 展会，对展会专业度和服务工作都给

出了极高的评价，当时一同前往参观的会

员单位都各有收获。协会依托于东莞市石

碣镇技术创新服务中心，致力于给会员多

样的活动体验，例如检查培训、大学技术

讲座等，协会希望更多地了解 CIOE 的情况，

在参观前更多地做好准备工作，提高参观

效率。

// 广东工业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广东工业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光

电系系主任雷亮教授热情接待了 CIOE 服务

团成员。他表示现在企业对光电人才需求

主要在高精尖的方向上，所以学院每年招

生人数不是很多，由于专业比较年轻，学

院师生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与企业及其他

相关机构建立联系，学院同时为了更好地

促进学生发展，还成立了光学爱好者协会，

平时会组织一些光学相关的讲座以及趣味

性活动，光学爱好者协会对参观中国光博

会表示有浓厚的兴趣，今年的参观将由协

会统一组织。

// 广州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广州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张承志

老师在接受 CIOE 拜访时表示，院系里面培

养的学生实际进入行业的比例不高，主要

课程比较难，学校在学生培养方向也是比

较疑惑，像一些职业学校为企业定制的企

业班对于本科院校来说比较难，主要是基

础课占用学分比较多，老师为学生开展一

些针对性的课程帮助学生进入行业的课程

CIOE服务团拜访藤仓（中国）有限公司。左二起：阮军（情
通融接机部总监代理），大森雅人（光通信技术中心主任，
通信部、熔接机部门技术总监），俞旻瀚（情通融接机部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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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安排；因为去年有授课任务没能去展

会现场表示遗憾，今年会带领项目小组以

及学院师生前往 CIOE 观展。

CIOE 服务团近期还拜访了深圳市科学

技术学会、深圳机器人协会、东莞 3D 打印

协会、中山火炬开发区以及中科创客学院、

宝安可穿戴联盟、深圳智能控制应用协会

等。半年来受访的百余家相关协会学会、

院校、研究机构以及光电企业都将在第 17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现场参展参观、参

与采购或演讲等。以下列示为 CIOE 服务团

2015 年上半年拜访过的单位、参加过的展

会一览（排名不分先后），CIOE 组委会一

并对所有受访人员、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		

中国光学学会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研究院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研究院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网络技术研究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信部电信研究院 )				

深圳科学技术协会			

深圳中国科学院院士活动基地

深圳中国工程院院士活动基地

深圳物联网智能协会

深圳智能控制技术及应用协会

华南师范大学

暨南大学

中山大学

广东省光学学会

东莞市石碣半导体照明行业协会

广东工业大学

广州大学

浙江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杭州照相机机械研究所

杭州市 LED行业协会

阿里巴巴集团

浙江省照明电器协会	

杭州安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商旅文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中科源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英盟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老龄事业服务联合会

3W咖啡

中科创客学院

宝安智能穿戴联盟

深圳小猫当家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夏通宝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住建局

深圳创客艺术有限公司

前海股权交易中心

广州纽酷网络科技

深圳房地产协会

深圳星航智能科技

深圳低碳城

深圳亚太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得力数据

嘉兰图老龄事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银河风云网络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创力高科技有限公司

清华研究院

深圳机器人协会

深圳市前海堃元智慧有限公司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顺德家电商会

深圳市智慧城市产业促进会

亚太云应用联盟

佛山珠江传媒智慧驿站有限公司

创新企业家俱乐部

广东北斗平台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智家科技有限公司（千家网）

斯里兰卡信息技术联合会																																						

深圳爱美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南京分公司

中国电信物联网分公司

慧聪网顺德基地

广州市河东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省 3D打印产业创新联盟

中科院广州电子所

深圳市酷达通讯有限公司

中加韩国际创新科技创客孵化中心

三星SDS广州分公司

深圳市均益安联光伏系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三帝梦工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无锡国家传感信息中心管理委员会

Cali-medi

深圳市华龄老年服务中心

种子互联

艾拉物联

中国可穿戴联盟

深圳市浩普莱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和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

彩生活彩韵科技

深圳市饭店业协会

深圳市丰泰瑞达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国家工程实验室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启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思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广宇通信）

深圳哈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古镇秋季灯博会

香港秋季灯饰展

惠州物联网 •云计算技术应用博览会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

深圳天文学会

深圳手机行业协会

深圳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深圳市广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市尚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友为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微信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维示泰克技术有限公司

三诺集团

深圳众势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深圳中科源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粤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众势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深圳华强电子市场有限公司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深圳市微尚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新飞通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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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们发现，今年以来各大媒体关于烽火通信的报

道很多，能否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烽火通信近期在业务发展

方面的新变化、新动态？

黄非：电信设备市场是一个变化凶猛的市场，大学毕业

那会“巨大中华”是毕业生的最爱，如今已是“阿诺爱中华，

烽火普天下”，嘿嘿。烽火通信从 10 亿到今年加入 100 亿

俱乐部，用了 9 年时间。从 100 亿到 200 亿，我们将至少

节省一半的时间。很自豪的是，我们一直伴随着烽火成长，

我们对烽火的未来充满信心。

公司基于组织绩效的管理变革，核心是把发动机装在每

位员工身上，终极目标是提升组织绩效，提升员工能力，让

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在这个的队伍里，国内市场、国际市

场和信息化市场三位中场大师负责组织进攻，四条产出线稳

固后防，公司整体协同战斗能力不断加强，真正做到了相互

配合，相互补位，面对压力和挑战持续前进。同时，在激烈

的市场对抗中，烽火也不断完善战术打法。我们的全资子公

司烽火集成如今规模已超 10 亿；今年 4 月新成立了技术服

务公司，想必大家也都在媒体上看到烽火技服的持续曝光。

正如在国家部委主导下三大运营商联合成立‘铁塔服务

公司’的初衷，在我来看，顺应信息服务产业ICT发展大趋势、

紧紧抓住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并将其落到实处，肯定会

大有作为。烽火技服虽然仅成立了短短几个月，但已颇有建

树：烽火成为中国电信主导的智慧城市副理事长单位，与武

汉的地方政府建立战略发展联盟，在海外大量开展信息服务

工程，等等，公司业已进入积极稳健的发展阶段。

记者：烽火是中国室内光缆的早期引领者，能否给我们

介绍一下烽火室内光缆发展方向？

黄非：“室内光缆”这个概念是相对“室外光缆”而言

的，但从光缆实际应用环境看起来，室内光缆已经远远超出

其字面上的定义，我认为“特种光缆“这个定义更合适。早

期的室内光缆只有单芯缆和紧套纤，此类产品直到现在仍在

大量应用。2005 年左右光纤到户开始建设，蝶形缆、器件

用带纤等产品大量应用，2007 年起 3G、4G 建设，拉远光

缆出现并大量应用、近年来数据中心大量建设，MPO 缆也

随之出现并大量应用……，从这些趋势可以看出，相继出现

的新产品并未替代之前的产品，而是同时共存，使得产品具

备多样性的特征。

由于使用领域和环境的差异性较大，大多数特种光缆都

具有个性化，即使同一种型号产品，面对不同的客户、区域

或设备等，其特性可能大相径庭，这就需要订制，也就是烽

火提出的“私人定制“的概念。

好比装修，老两口喜欢古朴的中式风格，那就必然不能

提议花哨的马赛克电视背景墙吧。我们一定是根据客户的应

用场景、真实功能，提供最科学的解决方案。举个例子，最

普通的 2.0 单芯缆，我们就有上百种方案，每公里价格也从

几百元到上万元。

烽火的室内光缆技术人员是幸福的，也是痛苦的。感谢

光纤连接器，正是由于连接器的使用，使得光通道间的可拆

式连接成为可能，为我们提出更多的应用难题，最大限度地

发挥我们技术人员的持续创造力。（痛苦吗？）痛并快乐着，

嗯，就是这样。

记者：随着 4G 牌照的发放，年初的时候几大运营商纷

纷调低 FTTH 领域的投资，而将重点转移到 LTE 移动通信

方面，你对此如何看待？会采取何种举措应对？

引领行业发展 创造动力无限

文		|			战涛

——专访烽火通信软光缆产品线总监黄非

编 者按：进入 2014 年，4G 竞争全面“打响”，带来传输网络的带宽升级，同时“宽带中国”战略持

续实施。虽然 2014 年运营商市场的投资重点是 4G，宽带整体投资下降，但中国移动拿到固网牌照

之后在宽带上的投资相比 2013 年猛增 60%; 而烽火通信作为一家专注光通信市场的主流设备供应商，在

2014 年也持续发力，日前我们采访了烽火通信软光缆产品线总监黄非，一起聆听下他的精彩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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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非：LTE 在大规模部署前期，无线宽带接入对固定宽带

会带来较大冲击。比如基础设施投资方面，LTE 初覆盖需要大

量投资，一定会对 FTTH 投资产生影响；在用户发展上，LTE

部署后，申报固定宽带的用户数短期内将会减少；在使用流量上，

LTE 用户将会减少固定宽带的使用；在资费方面，FTTH 将被

迫降价以应对 LTE 的冲击——实际上，业内甚至出现了 LTE

将取代固定宽带的说法。

但是，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待 LTE 对 FTTH 的替代作用。

LTE 作为一种长期演进技术，本身并没有颠覆式的创新，较现

阶段的 3G 技术没有太大的优势，主要是由竞争驱动而非新业

务需求驱动。LTE 和 FTTH 都面临一些较难克服的发展困难，

比如 LTE 站址和天面资源匮乏以及辐射问题，FTTH 入户难、

投资回报率低等问题。

因此，单纯依靠 LTE 或者 FTTH 都不能满足所有场景需

求，两者在速率、覆盖、应用场景、承载业务、商业模式等领

域存在互补关系，一定会长期协同发展。

我们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运营商采购 FTTH 光缆看起来

确实减少了，但运营商将有线宽带业务大量转包给三产公司、

地产商等第三方承建，实际总体业务还同比增长。

当然，驻地网乱象不止、ODN 是否可靠都是面临的新问题。

按照 FTTH 现网场景，25 年也没有任何问题。而现在，国内

的可见问题主要集中于：假冒伪劣产品、质检门槛过低、施工

和维护不严。国内多地发现假冒烽火室内光缆，今年有关部门

已查处了几个造假场所，但屡禁不止，这是很头疼的事情。

记者：近几年，烽火通信的国际市场突飞猛进，能请您分

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或建议吗？

黄非：众所周知，2013 年烽火通信的国际市场突破 2 亿美

元大关，特别是光纤光缆产品方面，成绩显著。虽然烽火的成

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大的国际销售平台，但是这一切，得益

于烽火对全光网络产品充分理解，系统性的开发能力和对产品

质量的坚守。

海外客户的每次需求，烽火都不是简单地快速复制，

而是充分沟通客户的应用场景，完成私人定制开发，然后在

ODN、光网络相关部门的配合下进行模似测试分析，最终提

供绿色的解决方案。为了验证单芯缆基本拉脱力，技术人员

会模拟实际操作，进行上百次试验。中国室内光缆品质一直

得不到欧美国家的认可，但今年海外订单足以说明，这种偏

见正在被烽火改变。

国内室外光缆走过了辉煌的三十年，走向全球，各方面

技术相当成熟，关注重点已经转移到成本控制方面。室内光

缆历史相对短很多，由于应用场景复杂多变，确实存在相当

多的技术难题没有解决。烽火通过近十年探究，建立了一套

基于应用的品质管控体系，并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NAS 认证

光缆企业。令人担扰的是，国内部分室内缆企业在没有理解

产品的情况下，为降低生产成本，放低品质标准，最终导致

光缆组件背负退货风险，同时也为国家网络安全留下极大的

隐患。所以，不管行业恶性竞争多严重，也不要做品质上逃兵，

品质永远是企业的基石，更是不可推脱的社会责任。

记者：烽火通信参加本次 CIOE 展会，带来了哪些新产

品和新技术？

黄非：本次烽火的展品主要集中于“光电线缆”，展示

产品包括低损耗光纤、低摩擦光缆、光电复合缆类别、集束

化小型光缆以及一些智能 ODN 产品等，都是行业的热点方向。

此外，烽火还带来了许多国际市场的热门产品和技术，

如 MODULE 系列、气吹微缆系列、4G 的拉远系列等，希望

能够和国内外光电同仁一起探讨。当然，考虑保密性，有关

最新的专网安防、智能化光缆连接器产品等，不会在现场展出。

但我们可以向大家承诺，烽火通信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创新和

研发，最大限度地挖掘光纤潜力，造福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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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调查，从 2014 年电线电缆行业发展情况来看，2015

年仍将是我国通信电缆行业的发展之年，质量仍然是

全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面对着全行业产能过剩的压力，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装备加速走出去都将为我国光纤

电缆行业提供新机遇，整个线缆行业需要在质量上继续苦练

“内功”，而企业如何争取做到让国内国际市场“双满意”？

记者日前采访国内较早从事电线电缆研发公司——东莞

市宏凯线缆设备有限公司周细毛总经理，了解周经理对于目

前国内光纤光缆市场的发展前景的看法。

记者：首先，请周总为我们介绍一下贵公司的成立背景

与主要发展历程，如主营产品、研发情况、技术优势、市场

分布等；

周总：东莞市虎门宏凯光缆设备有限公司（原东莞市虎

门宏凯电线机械厂）位于工业发达、交通便捷的历史名镇——

虎门镇，工厂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光纤光缆设备、

电线电缆设备、通信电缆设备等机械设备的研发与制造的高

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业界已享有较高的声誉，

产品畅销国内外。凭借宏凯人对技术创新的追求、重信守信

的原则、积极奋进的拼搏精神，迅速赢得了众多用户的信赖

与支持。工厂由最初的小门店，迅速成长为较具规模与实力

的高新科技企业。为顺应客户和市场需求，公司于 2006 年初，

开始大量投入对光纤光缆设备的研制与开发，取得了重大的

成果。八年来，宏凯服务了上百家电缆企业，得到了他们的

肯定与支持，成为了他们长期的忠实合作伙伴。宏凯创始人

有着十多年的线缆制造经验与近二十年的设备制造经验，同

时工厂也有着一批中高级科技设计研发人员及专业生产技术

人员，可为客户提供整厂规划、配套设备、人员培训、售后

服务等一站式全程服务。

记者：周总您是如何看待目前通信线缆市场的激烈竞争

现状？

周总：近年来我国通信行业，特别是电力通信行业得到

了极大的发展，对电线电缆行业尤其是通信电缆起到极大的

推进作用。但目前来看，目前我国通信电缆的产业重复投资、

盲目效仿跟进现象十分严重，生产能力过剩，供大于求的矛

盾突出，市场竞争很激烈，特别是在技术附加值相对较低的

中低端通信电缆产品市场中，加上这两年原材料价格的大幅

攀升，更加剧了市场的竞争程度。结合现如今市场不断扩大

的现状，中国光纤光缆行业的发展十分让人期待。

记者：您认为当前热点产品（或技术）集中在哪些方面？

周总：光缆就是以光纤为载体、以光波为传输媒介的光

纤通信缆，故称光缆，主要用于通信行业，比如电信、移动

和联通等运营商，另外广电领域也会用光缆作为广电网络的

传输媒介。

记者：2015 年贵公司有什么新产品、新技术在 CIOE

展会上展出？

周总：从去年在 CIOE 展会现场信息反馈，大多数人对

光纤光缆行业还处在观望状态。所以今年的展会上，我们公

司将会展现当前最热销的产品：FTTH 皮线光缆生产线，主

要是用来生产皮线光缆，蝶形、皮线光缆。

FTTH 常用于建筑物的引用缆、室内布线、终端用户

的直接用缆，通过展会现场展示，让更多的人了解光缆的生

我国光纤电缆迎来新拐点  
FTTH 市场浅析与未来发展方向
——东莞市宏凯线缆设备有限公司

文		|		黄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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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流程。

记者：您认为通信线缆未来几年的主要应用领域 / 主要技术走向 / 主要市

场需求在哪里？

周总：光纤通信的应用领域很广泛，未来几年光纤通信技术将迎来新的拐

点，主要技术走向偏向于：

1）发展环境完善，区域和城乡发展平衡；

2）光通信产业链上下游协调发展，产业配套能力强；

3）宽带网络覆盖全面，传输和接入能力不断增强；

4）宽带技术创新能力强，应用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5）光缆技术发展方向：新材料、小结构、环保可靠；

6）光纤入户发展方向：一站式服务、安全、智能。

记者：与同类产品相比，贵公司光纤电缆产品有哪些优势？

周总：宏凯线缆设备产品的七大优势表现在：

1）通信容量大、传输距离远；一根光纤的潜在

带宽可达 20THz。采用这样的带宽，只需一秒钟左

右，即可将人类古今中外全部文字资料传送完毕。

目前 400Gbit/s 系统已经投入商业使用。光纤的损

耗极低，在光波长为 1.55μm 附近，石英光纤损耗

可低于 0.2dB/km，这比目前任何传输媒质的损耗

都低。因此，无中继传输距离可达几十、甚至上百

公里。

2）信号串扰小、保密性能好；

3）抗电磁干扰、传输质量佳，电通信不能解决

各种电磁干扰问题，唯有光纤通信不受各种电磁干

扰；

4）光纤尺寸小、重量轻，便于敷设和运输；

5）材料来源丰富，环境保护好，有利于节约有

色金属铜；

6）无辐射，难以窃听，因为光纤传输的光波不

能跑出光纤以外；

7）光缆适应性强，寿命长。

记者：未来几年，贵公司有何战略规划及发展

目标？

周总：中国的光纤光缆产业也必然会成为世界

范围的制造基地，中国企业在发展到当前规模后，

面临的不再只是国内的阵地，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

消退，世界经济的复苏必将带来新一轮通信建设的

增长，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是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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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光纤光缆市场持续火爆，而受到 4G 热点的带动、

国家大力推进网络应用升级等因素利好，光纤光缆全

球市场仍将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基本态势。未来两到三年，

单中国光纤光缆市场的年需求就将保持在 1.2 到 1.3 亿芯公

里。东莞市弘力线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1992

年，致力于线缆设备制造领域的专业技术服务公司。该公司

负责人日前接受《中国光电》杂志、中国光电网记者采访的

时候表示，今年上半年的设备销售额度在增长，可以看到光

纤光缆市场在迅猛增长，而且下半年还有上升的趋势。

该负责人表示，4G 市场的启动，带动着数据中心的建立。

而东莞弘力主要生产室内光缆，数据中心室内线的增加并高

性能的要求，对东莞弘力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

据介绍，当前东莞弘力主要热销产品是室内光缆挤出生

产线，设备主要用于室内布线生产商，建筑市场光纤入户，

光缆通信设备等接线市场。除了国内市场，东莞弘力的光缆

设备海外市场的开拓比往年增长的幅度则不大。

谈到未来公司新的市场计划，该公司负责人表示，用户

对网速要求的提升，FTTH 现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因此未

来东莞弘力将聚集在光缆入户和数据中心联接线设备开拓。

将于 8 月 31 日至 9 月 3 日在深圳举行的第 17 届中国光

博会（CIOE2015）上，东莞弘力将展出绞笼机等系列新产品，

该产品负责绞笼放线张力的恒定，在线盘满轴到底轴的放线

张力做到恒定不变，通过 PLC 无线跟踪光缆的多少来控制放

线张力，定将受到现场观众和买家的大力关注。

光纤光缆市场发展趋势看好
——访东莞市弘力线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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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之窗是深圳特区第一家本地生活资讯门户网站，网

站以提供深圳本地新闻资讯和生活便民信息为主；覆

盖深港及珠三角 3000 万人口、辐射东南沿海周边 1 亿人群、

影响国内外 3 亿网民，是目前国内最优秀的互联网信息传播

服务商之一。

陆亚明，如假包换的“深圳主义者”。18 年前初到深

圳的他，以通讯设备制造领域的行业精英、营销和研发管理

的身份为业界所知。如今，他是深圳之窗的 CEO，更多地

以大学教师、电视台嘉宾、意见领袖等社会公共身份来做自

己想做的事。这种变化是他在深圳这座城市提供的舞台上，

追寻理想和不断改变调整的结果。在管理企业过程中，他的

人生信条是：“求仁得仁”。

面对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不断上升的原材料价

格，很多传统企业纷纷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传统企业在市场、

环境、资源等要素的倒逼下，如何推动自身转型升级 ? 怎样

根据自身条件来选择创新突破？本刊记者近日非常荣幸约访

深圳之窗 CEO 陆亚明，与陆总一起来探讨关于传统企业如

何转变思维自我改革，让传统企业在互联网 + 时代下逐渐重

放异彩。

陆总表示：“目前在民生、医疗、教育、交通、金融、

互联网 + 时代下传统企业如何实现华丽逆袭
—深圳之窗CEO陆亚明谈互联网变革

文 /黄旭珊					摄影 / 唐小婷

深圳之窗 CEO 陆亚明，如假包换的“深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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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等领域，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提升作用越来越明显。在

“everything+ 互联网”时代下，把“互联网”当工具，工

具对产业的影响体现在效率上，为什么要用工具，就是为了

提高效率。但是我们都知道效率一定有一个最大值，过去

10 年以来，“互联网”作为工具的价值已经发挥到极致，

这样的时候，突破传统、创新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企业发展的

关键。”

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 +”，

据了解，“互联网 +”概念最早是由马化腾提出来。这个概

念突出的变化在哪里呢？最大的不同是他把互联网当成产业

经济的血液、神经系统、有机体，而这些因素都是内在性的，

以往人们把“互联网”当工具，而工具则是外在性的。所以

“互联网 +”的核心实际上是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方法来重

构全能产业。

面对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传统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传统产业中互联网人才奇缺，具有互联网思维、

了解互联网规律、熟悉互联网生态的人才少之又少，社会没

办法在短时间内突然释放和提供这么多的人才，这是一个重

要的瓶颈。从组织的原因来讲，互联网的“原教旨主义”精

神是是无边界的、去中心化、扁平化，而传统企业的组织方

法恰恰是跟互联网精神背道而驰的。一个充满组织边界壁垒

的传统企业要去拥抱互联网，是充满困难和挑战的，所以在

他看来，传统企业想要完全转型的成功概率是极低的。

第二，传统企业在管理和运营过程中，强调的是组织化

的控制，这个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但它也完全背离互联网精

神。所以互联网 + 最大的挑战是人，以及人背后的观念、思

维和方法。如果说传统企业的人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不能获

得、不接受或抗拒互联网思维，就无法具备互联网方法和技

能，所以 90% 的传统企业要实现完全转型是非常困难的。

目前，在互联网时代要完成转型的过程中充满各种障碍，

这些障碍包括传统文化里面的因素、教育和产业结合的因素、

企业业者自身的因素。传统企业无法完成正常互联网时代发

展的“嬗变”，即“脱壳、长大、脱壳”，加上传统企业较

为缺失的合作精神，特别是在光电行业里面非常明显，小企

业好不容易发展起来，又开始一分为二、一分为三，这种典

型传统企业是过去 30 年整个中国传统企业的基调。但是互

联网时代我们看到影响权重最大的核心要素就是资本要素，

比如前段时间滴滴和快滴、58 同城和赶集的合并，说明未

来互联网行业里更多的是并构，而不是分裂。传统企业人有

没有这种胸怀呢？如果没有，传统企业要完全转型那就非常

困难。互联网最明显的特点可以形象地把它比喻成一个镜面

的桌子，每个企业都是镜面上的一个水珠，这个水珠不断长

大，表面的张力互相吸引就会不断地连成一片。而传统企业

就像在干涸的泥土上，一滴水下去，慢慢地分裂，慢慢变小。

实际上完成转型的这些挑战都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很多传

统企业不愿去正视它。

第三，“互联网 +”。“+”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

是：未来互联网也不再是传统的（过去二十年的）互联网，

互联网本身也需要升级，包括基础承载的技术。我们知道互

联网的几个核心技术，未来在内容的生产、存储、分发、呈

现这四个环节都会有更新的变化。互联网内容生产从过去的

PGC 转向 UGC 加上 PUGC，存储从过去的私有服务器向云

服务器方向去转，分发从过去的单一通道（PC 通道）分发，

现在会转向更多的通道，包括移动的通道。有人和机器的交

互，也有机器与机器的交互，过去我们把传统互联网叫做

PC 互联网，现在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移动设备作为终端，

最终在这些终端设备里去做呈现，这里面都会因为技术的进

步，产生巨大的变革。当然从承载技术角度来讲，也会发生

深刻的变化，日前李克强总理也提到了网速和流量价格的问

题，从现在 4G 的开始普及到未来的快速发展，这里面有多

个变数，也会涉及到互联网本身升级。所以从各个产业的角

度来讲，企业首先要持有更加开放的心态，互相学习。

传统企业应该向谁学习？

过去，企业做管理的人谈管理大师必然谈彼得·德鲁克，

谈企业榜样必然谈华为、中兴、海尔等优秀企业。今天，我

们再谈企业管理，彼得·德鲁克还会有效吗？这个是我在思

考的问题，通过阅读、研究，我自己下了一个大胆的结论：

或许彼得·德鲁克（创造的企业奇迹）只到华为为止，企业

管理需要找到新的思想源泉。彼得·德鲁克研究管理哲学，

确实是一代管理宗师，但是他很多对于企业的假设其实都是

基于过去那个时代，他创造很多奇迹，包括通用电气、家喻

户晓的华为，都是在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原则上建立起了成就，

发展到今天一个伟大的奇迹。今天再谈企业管理，我会为大

家推荐阅读查尔斯·汉迪（如《思想者：查尔斯·汉迪自传》

和《非理性的年代》），他很好地回答了在互联网时代关于

传统企业的组织、流程等等问题，从现在来看有相当的超前

性，比如说企业组织将会从森严的刚性的组织结构走向去组

织化和自组织化，不是仅仅涉及权利和行政资源分配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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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基于事务的组织。新的互联网企业更多的是基于事务，

有这一件事情存在，为这件事情自动自发的来形成一个团队，

同时为这个项目配备相关的资源，这个过程是完全动态的。

员工和公司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都是通过

一份简单的劳动合同来缔结一种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在互联

网背景下，这种雇佣关系会弱化，更多的会出现社会化组织

的趋势，一个公司可能由三类人来构成，一类是核心人员（这

些人员大多数是公司的股东），一类是通过商业合同的方式，

第三类是完全通过社会化方式临时承担相关任务。回到查尔

斯·汉迪《非理性的年代》，我觉得这个名字还可以多层解

读，所谓非理性不就是感性吗，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开始进入

感性的时代，从社会学角度来讲社会变得更浮躁，所以我们

看到社会上很多流行的都是快时效、冷笑话、各种段子，这

种东西流传的寿命很短，却很有爆发力。在这个背景下我们

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更加感性化，所以冲突也就更多。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需要企业主更开阔的胸怀，可能更

多的企业都会转向于一个创业孵化器的形态。以后，公司更

倾向于鼓励更多员工在利用公司的资源平台，通过契约关系

来创业。走在比较前面的 IT 企业，海尔、万科等传统大公

司纷纷步互联网公司的后尘，开始了“裂变创业”的尝试，

鼓励员工内部创业。这不仅是大公司解决自身危机的方式，

也是解放员工创造力去为未来布局的好方法，有时候还能顺

便减员增效，这两个企业都是提倡鼓励员工内部创业，鼓励

员工内部创业可能会成为重要的潮流。因为看到互联网无论

是从政治、民生、经济到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个速度比我们预想的速度要快很多。而传统产业更多的是

看风险，新产业的人更多的是看机会。所以作为企业你还用

传统企业的方式去生存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就好比恐龙生

存在这个时代，那是不可能的，肯定会被灭绝的。

关于传统企业的转型好像我说的都是比较悲观的，但实

际上对未来我是充满乐观的，乐观体现在哪里 ? 我们只要知

道问题出现在哪，我们就不怕难处理了，互联网人才不够，

所以导致转型障碍，那我们就想办法去培养更多合适的人才，

招募合适的人才。最终极的乐观来自于我们对未来的信仰，

我们相信未来。现在企业界里面持有话语权的是 60、70 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退出这个舞台。而当出生在 85 后、

90 后的这群互联网原住民，走向社会前台的时候，他们拥

有天然的互联网思维，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

说终极的信仰是乐观的，我们都要有耐心。

在互联网时代下社交媒体的重要性

展会类的传统形态也面临着互联网深刻的挑战，过去展

会主要的功能可能更多的是展示和交易。他认为现在不能再

以这种传统方式生存下去，因为互联网的存在，一年 365 天

每天 24 小时，透过技术的手段，展示和交易可以全时在发生。

这个行业就他个人的看法，展会类传统企业应该向企业社交

平台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我们要把以前的“Exhibition”

变成一个“Carnival”，让更多的业者利用这个机会，去交

流思想、碰撞思想，这个应该是未来一个展会成功必备的条

件。例如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它是拥有 17 年历史的传统

展会企业，同样面临着互联网的挑战，但我们可以看出，在

面临挑战的同时，展会已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策略。每年 ,CIOE

会把光电产业的学者、精英们聚集在一起，就光电产业发展

的核心技术、资本运营、产业链配套等问题展开交流与碰撞，

这无疑为光电产业更好地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交流平台，随

着光电联盟不断地发展壮大，CIOE 影响力也会不断地攀升。

企业社交包括三个纬度，第一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碰

撞、竞赛，第二是企业人相互之间的交流碰撞，第三是整个

价值链上的交流碰撞。说到底，就是要为客户带来客户，为

客户创造价值，形成这样一个逻辑，才是展会存在的意义。

在社交传播场域里，新媒体从内容角度来说，陆总总结了“四

个有”，“有料、有用、有趣、有槽点”。“有料”说明你

有专业的高度，有人关注你；“有用”，就是能够给人带来

价值；“有趣”，才能触发受众更多的传播；“有槽点”就

是为互动留下机会，没有互动的传播都不是新传播。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都在谈“营销 3.0”，它的核心是

价值观营销。消费者在寻找跟自己的价值观契合的那些商家，

选择他们的服务、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时代的很

多品牌要包含更多企业家的个人品牌，因为社交媒体的核心

是人格与人格的碰撞。传统的营销就是一个被塑造的品牌和

消费者的互动，而在新的营销 3.0 背景下，会揉进更多企业

家的个人人格。所以传统企业在组织方式方面也要改变，要

鼓励更多的企业家愿意主动直接面对消费者，企业家们很有

必要学一点传播学，要懂得如何在社群传播场域和公众打交

道的艺术。所以我的观点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要学

传播学，每个人要去了解传播的规律，懂得传播学就好比每

个人学会开车一样重要，成为一个基本的职场技能。

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有效地开拓市场，提高销售额，不

仅仅是需要解决产品架构、售后服务等问题，还要借助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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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等新型营销方式，对营销资源进行高效地整合，建立企

业与企业间的更强大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移动

互联时代提高效率，从而让品牌在市场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

当然，这里也要指出一个误区，在企业界一直有一个误

会，觉得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再做营销传播就可以省很多钱

了，不用去投广告了。其实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个错

误的印象、一个错误的结论。

企业要如何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

投放精准广告的目的，一个是提高预算使用效率，不做

无效传播，另一个是不对那些不需要我们产品信息的人造成

叨扰。传播的起点是聆听，从聆听出发，通过相关的技术手

段或者人工的方法，通过社交场域去聆听，哪些人对这些话

题感兴趣，那这些人就是我们要锁定的目标客户。把我们的

产品信息告诉这些目标客户，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广告投放得

更加精准。

传统企业为何要做数据精细化管理运营

首先传统企业要积累数据，积累数据的过程当中要注意

去选择，实际上传统的数据和大数据的区别是什么呢？传统

数据是结构化数据，可以通过传统数据库来解决。所谓大数

据包含更多的是非结构化数据，通过常规的方法是无法处理

的，需要人工智能技术来处理大数据。

大数据和小数据的追求不一样，小数据的追求是一个因

果关系，大数据追求的是相关性，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相

关性是什么，这种相关性可以指引到我们的生产。

过去 3 年里产生的数据量比以往 4 万年的数据量还要多，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已经毋庸置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数

据在企业运营中打破时空局限提供了新思路，为“解放数据

生产力”提供了新办法。

海量的用户访问行为数据信息看似零散，但背后隐藏着

必然的消费行为逻辑。大数据分析能获悉产品在各区域、各

时间段、各消费群的库存和预售情况，进而判断市场趋势，

有的放矢地刺激用户需求，并依此按需配产并优化产品，实

现从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到物流等的整个链条的智能化和

快速反应。

大数据驱动精细化运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大数

据对精细化运营的重要性，大数据能够让企业进行数据建模

和收集有效的数据进行分析，帮助企业更好地解决用户的异

常信息；2、方便企业对目标用户进行细分，所谓的细分就

是摒弃过去一对多的运营模式，通过技术分析出关注企业的

用户具体属性和用户行为的画像；3、大数据能够让企业有

效地激活用户，大数据技术可以让企业对用户生命周期进行

管理和挖掘，让企业对不同生命周期的用户进行标签化的管

理，让企业及时把相关运营信息推送给不同生命周期的用户。

总之，对于企业来说，大数据的运用无疑是一个不可错

过的机会，企业必须利用好大数据做好精细化运营，这样的

企业才能在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走得更加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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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盛：切入舜宇、光宝供应链 发力摄像头领域
编辑	/ 黄旭珊

瞄准摄像头领域

Q. 腾盛去年的营收以及今年的营收目标是多少，月产能状

况如何？

卢国明：腾盛去年营收一个多亿，今年的营收目标是 1.6

亿。现在公司的点胶机月产能大大小小能达到 2000 多台。

腾盛从 2003 年发展至今，目前做点胶机的员工就达

260 人，其中研发人员接近 50 人，这种规模在点胶机行业

算是比较少见的。

虽然腾盛进入摄像头领域的时间不长，但是凭借过硬的

技术实力已经和舜宇、丘钛微、信利、欧菲光等一线模组厂

商有过合作。

另外，年底腾盛将会推出一整条 VCM 全自动线，可以

缓解人力问题。现在半自动化设备的一条线是 25 个人，而

通过投入这样一条全自动化设备的产线，可以将一条线的人

数减到 10 个人左右。

Q. 伴随着功能机不断向转智能机的转变，国内摄像头模组

市场的总量大概是 160KK 到 200KK 每月，而针对摄像头

领域，腾盛会加大侧重点吗？

卢国明：明年腾盛会将会把重点集中在摄像头领域。在

此之前，公司一直在关注手机摄像头行业，只是在市场上、

技术上都没有形成聚焦，在通过与很多摄像头领域的专业人

士们聊过之后，也认识到这个行业的巨大潜力。后续，腾盛

将会加大在摄像头的市场力度，将侧重点转向摄像头行业。

在手机这一块，明年腾盛也会做窄边框点胶，目前已经

与联想、TCL、VIVO、OPPO 达成了合作以及华为也在对

公司产品进行测试。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设备朝着轻薄化、精密化发展，粘接工艺也正不

断取代传统的螺丝工艺成为移动终端设备实现轻薄、精密的主要手段，

基于此，点胶技术也随之应用在手机、平板电脑上，从而抛弃了原有的

传统工艺。

点胶技术的发展也推动着点胶设备的更新换代。一直以来，国产设

备都受限于技术和资金等条件，饱受争议。同样，作为设备厂商的深圳

市腾盛工业设备有限公司（下称“腾盛”）也未能避免这样的遭遇，公

司总经理卢国明毫不避讳地对媒体谈到，前几年推出第一代点胶机送样

给国内上市封装大厂的时候，直接遭到对方的回绝，因为其点胶精度只

有日本武藏点胶机的 85%，即使价格非常优惠。“国产设备要想走进大厂，

前提是精度与武藏差不多，价格至少比武藏便宜 30%，最好 50% 以上，

还要包括付款和售后等在内的服务。”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卢国明下定决心专注于点胶设备的生产和技术研发，立志打造出国内一流的点胶设备。从 2003 年

到现在，腾盛已经走过了 11 个年头。从最开始的计算器、MP3、DVD 激光头，再到太阳能设备、LED、手机摄像头镜头、

VCM 马达以及手机触摸屏领域，腾盛靠着其过硬的技术实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而发展至今，腾盛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在摄像头领域已经与光宝、舜宇、丘钛微、信利、欧菲光这些在行业中举足轻

重的大客户展开合作，“到目前，腾盛已经向舜宇光学提供一百五十多台 TS300HP+CCD 带数据定位、测高的点胶机。”卢

国明对记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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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腾盛在摄像头领域是如何定位的呢？

卢国明：目前公司主要是集中在中高端，公司聚焦服务

好这些客户。公司将通过不断的资源整合，为分散型的小客

户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公司长期的服务宗旨是：全力心地

服务于客户，并致力于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

创新、定制化服务赢得市场

Q. 目前在市场上做摄像头点胶机的企业也比较多，那腾盛

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卢国明：首先，腾盛是个技术型公司，有非常充沛的技

术人员，共有技术人员 70 多人，技术研发人员就有近 50 人。

其次，在技术上，公司与一些知名的大企业形成友好合作——

为舜宇、信利、丘钛微提供过点胶机。因此，在客户在与我

们谈合作时，听到这个就产生很大的兴趣了，合作之前，我

们先提供方案给客户，与客户共同协调并选择最合适机型。

所以说，腾盛在手机设备这一块有一定的积累，有为大公司

服务的经验。公司一直在产品设计上不断寻求创新，为客户

提供不一样的产品体验。

Q. 如何解决设备的稳定性和易操作程度

卢国明：从客户角度来说，主要看的是性价比；从用户

的角度来说，还有使用的习惯性。像舜宇用了腾盛的一百多

台点胶机，员工对现有的机器操作已经很熟练，如果换一个

不一样的设备，他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不好用，这就是使用

的惯性。

另外也有易操作性。这不仅仅是员工的事，也是我们设

备厂商要去做的事。我们设备商必须了解客户的工艺制程，

提供简便，易学、好用的这个点出发，作为设备商需要带领

客户的员工，让他习惯这个设备。

其次，设备的稳定性其实是最重要的，设备的稳定性与

技术的先进性、主板的稳定性这些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

设备出货量有多少台决定我的稳定性。出货量 1000 台与出

货量 100 台相比，通常是出货一千台的稳定性高。

目前，腾盛的出货量在国内是最大的，加上在这个行业

有 11 年的生产销售经验以及独立开发的系统，所以公司占

了很大的优势。目前市面上很多设备的系统可能是外包的，

或者是用通用版本，而腾盛采用的是个性化的版本，从这一

层面，可以保证迅速为客户进行修改。响应速度快、创新能

力快这都为公司赢得市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至于售后，腾盛负责售后的只有两个人。这都是基于对

产品的信心。作为用户来讲，如果在两年三年之内设备经常

坏掉，那还不如买一台新的，因此腾盛的产品对客户来说投

资回报率是最高的。

市场竞争催促技术创新

Q. 如何看待于目前点胶设备市场？

卢国明：点胶设备在中国点胶电子设备里面不算小。如

果说持续发展的话，发展也是很久的。以前手机打螺丝的多，

现在的手机基本上没有打螺丝的了，有也是后盖板有几个螺

丝，基本上都是用粘接，包括边框点胶。而未来，手机越来

越薄、平板电脑越来越薄、这都需要粘接来实现，所以从一

开始做 DVD 的激光头点胶，到后来的手机的整个全贴合、

TP，包括现在比较火的喷射式点胶，这都是一个趋势，随

着智能便携式设备的越来越小、越来越精密，这个问题在工

艺固定这块都是要通过粘接，所以点胶技术还有很长的发展

时间。

就拿 VCM 来说，VCM 的制成工艺出来至少有四五年

的时间，但是这四五年内基本上没什么变化，还有说法是五

年时间内制成工艺变化不是很大，但是五年后会怎么变化，

我不知道，所以点胶这个市场有比较长，虽然在手机市场不

是占最主要的，但他是不可缺的。

Q. 点胶设备市场竞争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卢国明：点胶设备在摄像头领域的竞争不算什么，在其

他的行业可能会更加激烈，其实竞争也是很好的事情，有竞

争公司的实力才会体现出来，技术制程方面才会得到创新，

用户才会有更好的体验，因此这是很好的事情。尤其是在智

能手机点胶这块的竞争，更多的是一种技术创新的竞争。

但到今天为止很多做 LED 封装的，或者其他的更低端

的竞争，其中纯粹的竞争就是价格的竞争，不考虑服务、售

后、技术创新的一种恶性竞争。但是智能手机的门槛比较高，

技术要求比较高，技术团队要求跟得上。像联想、TCL 的

工艺制成一直在变，因此点胶设备厂商必须有能力跟着这些

手机终端的技术而改变，否则产品一定会被淘汰。

所以腾盛在做点胶机以前，一种产品在市场上能销售 3、

5 年。而现在技术在一年或者半年就会出现变化，因此在点胶

设备市场要用新的产品来打败旧的产品，不断上升的产品才

能取得市场，所以智能手机市场一定是技术路线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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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4 曾是蓝宝石产业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如今 2015 年已经过

半，产业仍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蓝宝石产业继一段长时间

的价格低迷和收入停滞后，2014 年开始迎来了价格的复苏，不少

业内人士都感到振奋。但最重要的，是缘于大家对一个新的杀手

级应用的前景充满信心。目前，蓝思科技准备投入 6.2 亿美金用

于蓝宝石的生产制造——这会是蓝宝石行业一个新的开始吗？ 

2013 年底 GTAT 和苹果宣布共同投资 10 亿多美金建立世界

规模最大的蓝宝石晶体生长设备生产基地，这一消息为智能手机

迅速大规模的采用蓝宝石屏幕带来了希望，因为苹果这一举措将

迫使其竞争对手纷纷效仿采用蓝宝石手机屏。苹果显示盖板和蓝

宝石配件供应商伯恩光学和蓝思科技也于 2014 年也为这个新兴的

机遇及苹果手表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

据国际权威光电市场分析机构、本次“国际蓝宝石市场与技

术论坛”主办机构 Yole développement 分析， 估计以上两个公

司在蓝宝石相关投资总额已超过 6 亿美元。多家二线手机设备制

造商也曾一度加大力度致力于蓝宝石开发并试图抢先在苹果 6 手

机发布之前宣布或推出运用蓝宝石盖板的智能手机以击败苹果公

司。这也促使中国大量的蓝宝石生产商制定计划大幅上涨产能以

满足这个新市场的需求。但随着苹果宣布苹果 6 手机未采用蓝宝

石盖板，GTAT 于 2014 年十月宣布破产，给整个蓝宝石行业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并引发多种猜测：

• 苹果公司仍然对蓝宝石感兴趣吗？蓝宝石显示盖板大规模量产
能否实现？

• 相应技术达到了吗？

• GTAT 和苹果安装的超过 2100 个高产量熔炉将如何消化？

• 其他手机设备商是否仍然考虑应用蓝宝石？

• 蓝宝石的传统应用，如 LED 衬底或者手表窗口片的需求能否维
持 100 多家制造商的生存？

• 其他应用领域会不会异军突起？如果没有，行业的重组将如何影

响整个产业？

• 中国是否将最终主宰蓝宝石产业？

Yole développement 高级技术和市场分析师 Eric Virey 博

士认为，近期供应链的发展表明投资者和大型企业仍然愿意大量

投资蓝宝石。2015 年 5 月 27 日，蓝思科技宣布经过 2015 年 3 月

以 10% 股份成功上市后，目前公司市值超过 130 亿美元。该公司

宣称正试图筹集 10 亿美元用于一私人配售并计划投资 5.32 亿美

元在长沙建立一个新的蓝宝石工厂。在工厂投资达到 0.87 亿美元

时，这笔款项将到位。预计此项目将于两年内完工，并将推动公

司蓝宝石投资累计超过 9.2 亿美元，这意味着蓝思每年提供 3 亿

个镜头盖、2.4 亿个指纹阅读器盖和 3000 万个智能手表盖。几周

前，伯恩及其合作伙伴露笑科技宣布他们在内蒙古合资投建的蓝

宝石工厂的投入资金将翻倍并增加 80 公斤熔炉的数量：从 2014

年已经安装的 200 个到 2015 年 8 月底增至 700 个。同时 ,2014

年产能几乎翻倍后 , 哈尔滨奥瑞德蓝宝石也正计划在 2015 年再翻

一番 , 达到熔炉总数接近 1400 个。

蓝思科技 6.2 亿美金投资蓝宝石
是否意味着蓝宝石第二个春天的到来？
文 /		Eric	Virey(Yole)		 译 / 聂维维（CI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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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钧光电成立于 2000 年 9 月，建立了台湾最早的全自动电射二极管生产线，提供质量稳定、

价格合理的产品与服务。凭借着坚实的技术能力及规范的质量管理 , 深获得中、美、日、欧

等二极管雷射大厂的肯定与认证。

联钧光电主要提供二极管雷射系列代工服务，含 TO-CAN 及 OSA 的组装测试等。其主要应用为

光驱、光纤通讯、全彩雷射光源及 3D 感测等。经过多年的努力，联钧光电已发展成集团公司，旗下

除联钧光电外，尚包括捷敏电子与合钧科技。

联钧光电董事长郑祝良博士表示，联钧光电已发展成为全球前三大专业雷射二极管封装测试厂商。

公司成立 15 年来，鲜少参加业界相关展览。但近几年感受到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对业界的

影响力，今年特地安排子公司合钧科技 (eLASER Technologies) 参展，希冀藉由 CIOE 的号召力，让

更多客户认识合钧科技。

合钧科技成立于 2011 年 8 月，聚焦于使用精准的 COB 技术，设计和制造各式“光引擎”，应

用于可插拔式收发器及主动光缆（AOC）。这些“光引擎”经整合后可形成：数据通信应用的 SFP+ AOC、QSFP+ AOC、SFP+ SR、

QSFP+ SR、光纤式 HDMI 以及消费型 USB3.1。搭配“光引擎”的 AOC 可以 10G 到 56G 的传输速度，支持远达 100 公尺的传输距离，

而插拔式光收发器，更可远达 300 公尺。

合钧光电参展 CIOE2015 展位号位于 1号馆 1138展位，欢迎业界同仁届时光临展位交流。

全球最大雷射二极体代工厂
——联钧（eLASER）首次亮相 CIOE

联钧光电董事长郑祝良博士

如此大规模的投资也给蓝宝石行业带来了新一轮的希望：苹果、

华为等消费电子企业在未来 2 年内采用蓝宝石显示屏的可能实现。

这可能会波及整个行业，也让 GTAT 的债权人重燃希望，市场对

其 ASF 生长炉的大批量需求最终得以实现。目前 GTAT 在苹果梅

萨工厂有多达 2100 台生长炉急待新的主人。

在此背景下，法国 Yole développement，“超过摩尔定律”

的市场研究、技术和战略咨询公司与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组委会共同打造首届国际蓝宝石市场与技术论坛，为蓝宝石行业及

用户提供一个交流讨论的平台。论坛将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下午到

9 月 1 日全天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同期展会为第 17 届中国国际

光电博览会（8 月 31 日 -9 月 3 日）。会议组织方准备了高规格的

会议，主要分会有：蓝宝石市场、技术和供应链；现有和新兴的蓝

宝石应用；晶体生长；制造技术……，截止目前已确认演讲企业有：

华为、奥瑞德蓝宝石、GTAT、Monocrystal、梅耶博格、元亮科

技、Arc Energy、 重庆四联光电、圣戈班晶体、Namiki、DK-

Aztek……

Yole 与 CIOE 共同举办的首届国际蓝宝石市场与技术论坛将聚

集全球顶尖蓝宝石行业专家与企业，共同探讨蓝宝石行业的现状与

未来。Eric Virey 认为，本次论坛必将是蓝宝石行业从业人员以及

用户不容错过的一场盛会，让与会者不仅获得最新最有价值的行业

分析，同时也为企业搭建了交流的平台、为与会者提供与行业先锋

面对面洽谈的机会。

了解更多全球蓝宝石产业最新资讯，请参加 8 月 31 号至 9 月 1 号
在深圳举办的首届国际蓝宝石市场与技术论坛。详细议程见本刊封三了解，
听会预登记请登录 www.cioe.cn 报名，席位有限，敬请提前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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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放大器发展简析
供稿		|			无锡市中兴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 背景

光通信系统中的光信号，经过一定距离

或者一些功能器件后，引起的损耗必须进行

功率补偿，才能在接收端正确接收。完成这

些功率补偿的器件，就是光放大器。最早的

光放大器是光电光（OEO）方式，即接收下

来的信号光转换成电路信号，经过电路处理，

再通过光发射器发射出去。这种形式的放大，

受电路器件频带的制约，放大的功率也不大。

现在波分复用系统（WDM）中已经基本不

用 OEO 放大，但在在一些低速的短距离传

输中，还有这种应用。后来发展的全光放大

器，信号光直接在光波导中放大，不经过电

路转换，解决了 OEO 电路制约的问题，并

且提供宽谱多波放大，在长距离密集波分复

用（DWDM）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光

放大器经过多年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类：

（1）反转粒子放大器：掺杂离子光纤

放大器，例如掺铒光纤放大器（EDFA）、

掺镨光纤放大器（PDFA）、掺铥光纤放大

器（TDFA）等，半导体光放大器是直接电

泵浦的反转粒子放大器；

（2）非线性散射放大器：例如：拉曼

放大器、布里渊放大器；

（3）非线性折射放大器：参量放大器；

第一类放大器的放大波段取决于放大介质

掺杂离子或材料类型，第二类和第三类放

大器放大波段取决于泵浦波长和材料类型。

各种类型的光放大器，应用于光通信系

统的不同应用中，主要有应用为三类：后置（功

率）放大器、线路放大器、前置放大器。这

些放大器提供放大的同时，也给系统带来了

放大的自发辐射（ASE）噪声。降低噪声的

设计，在近来高速系统中是一个迫切的要求。

2. 光放大器现状

光放大器目前的主流是掺铒光纤放

大器（EDFA），掺铒光纤放大器适合于

CBand、 L Band，速率透明、大增益、大

带宽、低噪声、高功率是使其成为光通信低

损耗窗口理想的光放大器。经过多年发展，

EDFA 发展了多种应用形式，有单波应用、

多波应用、增益可调、可重构等多种形式；

EDFA 的小型化和密集程度也在提高，小

型 化 方 面， 从 MSA 模 块 到 HalfMSA 模

块 甚 至 Micro 模 块， 阵 列 式 放 大 器 从 4 

Array 到 8 Array 甚至 16 Array。各种系

统应用形式不断推动了EDFA 行业的发展，

近年来 ROADM 和高速系统的发展，使小

型化、阵列化成为发展趋势。拉曼放大器，

主要是分布式拉曼放大器（DRA）， 用于

长距离传输， 传输光纤作为放大介质，可

以在光通信的任意波段进行放大，带宽大、

有效噪声小，和 EDFA 相比，提高了系统

的信噪比。经过多年发展，拉曼放大器应

用也有很多形式，单波、多波、前向、后

向、分布式、分立式等。近年来，随系统

速率的提高，对信噪比越来越敏感，系统

对放大器的噪声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利用 DRA 的低噪声特点，发展了 DRA 和

EDFA 的混合放大器。多阶分布式拉曼放

大器的进一步降低了噪声，在 400Gbps 系

统中已经有应用。

半导体放大器（SOA）是放大器中唯

一电泵浦的放大器，可以和很多器件一起

实现集成，实现放大、开关、转换再生等

功能。其放大波长范围宽，可以从 0.6um

到 1.6um，带宽也比较宽。不过 SOA 饱和

输出功率小、饱和时多波串扰、噪声大、

偏振相关增益大，限制了它的应用。近年来，

SOA 在 PON 上有多种应用，用量也逐渐

大了起来，不过价格是个问题。

3. 光放大器发展

随 着 光 通 信 的 发 展， 通 信 容 量 的

增 长 是 永 不 停 息 的 追 求。 近 年 来， 随

400Gbps、T bps 甚至 P bps 量级的研究，

一些不同的光放大器显露身影。

光参量放大器（OPA），特别是相位

敏感放大器（PSA），在 2010 年后相继出

现在一些文章中。PSA 在放大的同时，可

以提供 0dB 的噪声极限，是高速系统中理

想的放大器。

空分复用（SDM） 放大器，分为多芯

放大和多模放大。这两种放大，都是单个

放大器并行多路放大的概念，每路也可以

再实现 WDM。2012 年，有试验报道，通

过 12 芯 SDM+222 波 WDM，可以实现 52

公里 1Pbps 的传输。

这两种放大器，目前多是试验阶段，

还没有正式商用。

4. 结论

光通信技术中，光放大技术是支撑技

术之一，光放大器技术随系统的要求不断

向前发展。OEO 技术、掺杂光纤放大器、

SOA、拉曼放大器、参量放大器，这些放

大器随不同的系统要求，以各种形式应用

在不同的系统节点。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

适合于不同波段和不同应用的放大技术必

将推陈出新，带来光放大器行业的持续发

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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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D 照明在户内小功率照明 (1-50W) 及户外中功率照明

(50W-200W) 这几年的发展迅速 , 但在 200W 以上这块 ,

产品做得好的不多。深圳市耀嵘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

LED 灯具研发与生产的企业，在 LED 大功率照明方面做了多方

面的研究与应用，也有多项成功案例与大家共同分享。 

一、大功率 LED 照明的优势 

首先，传统的户外大功率照明主要集中在 400W-2000W（主

要是金卤灯）这个应用段。根据这个段需要 200W-800W 的 LED

灯具来替换：

除了节能这项优势外，LED 由于配光上面的优势，可以将光

分布于需要的地方，最小限度的减少光污染。同时由于 LED 的智

能化控制使得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段来做节能调光的设置，使 LED

节能的优势相比传统灯具更凸现。

二、大功率 LED 照明灯具的散热研究及长寿命研究

通过尝试不同的散热方案，最终我们采用压铸式的漏空散热

器结构。最大的做大散热面积减轻灯具重量。

大功率 LED 照明在商业空间的研究与应用
文		|			于欢欢 ( 深圳市耀嵘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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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选用的 PHILIPS REBEL ES 的灯珠，根据 LM-80

报告，我们的可以推算出，灯具的寿命是 >23，9284 小时，根据

TM-21 灯具寿命 >54000 小时，结合高性能的明纬电源，这样可

以保证我们的灯具寿命大于五年。

三、大功率 LED 照明灯具的配光研究

不同于市面常用的珠面配光技术，耀嵘采用小曲面配光技术。

将 LED 发出来的光，按一个一个小曲面，形成一定角度出射。解

决掉本身 LED 各个方向颜色不均匀的问题。使灯具的空间分布的

光的颜色一致性提升。 

同时采用小曲面配光技术，使得透镜可以分部控制 LED 的出

射光线，使得出光斑的杂射光大大减少。可以减少灯具的眩光。

 

四、大功率 LED 照明灯具的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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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材料加工中的光束指向稳定和自动对准

在
材料微加工中，激光器覆盖了在越来越多的应用领域。这

种定制化的加工方式拥有超高的分辨率，可以轻松完成错

综复杂的机械与光学元器件的制造。特别是超快激光所展现出的

材料上最低限度热传递的优势，极大降低了机械应力和表面损坏。

实际上，通过使用这种超短脉冲，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的材料上

进行简单精确的织构。

不过，只有保证激光源和光路上的所有的光学机械元件都没

有任何漂移时，超高的分辨率才可能实现。通常情况下，避免漂

移是极其困难的，甚至不可能实现。因为高能短脉冲激光器的内

部结构非常复杂，其对环境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即使在激光器

完成预热的情况下，环境温度的轻微变化也常常导致出射光束产

生不容忽略的角度漂移。

此外，激光光束必须相对于加工目标进行精确移动。通常我

们将设备设计成 1 轴，2 轴或多轴的龙门系统。光束不仅要贯穿

这些不断振动与自由漂移的轴，而且还必须与每一个移动轴均匀

平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将导致聚焦透镜上的光束会随龙门轴

的移动而移动。这反过来会导致焦点位置的误差和光斑质量退化 

( 主要归结于透镜像差 )。

供稿		|			上海昊量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摘要：复杂的光束对准和高指向稳定要求是激光材料加工设备尤其是非光纤龙门加工系统的最大挑战，它们对设备

机械元件的设计和处理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使用简单机械结构的光束指向稳定系统 Aligna，不仅降低了设备成本，

同时又显著提高了加工精度，并且这一系统还为整体光路提供全自动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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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描述 Aligna 系统给激光材料加工带来的巨大革新，昊量

光电的工程师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日常生活的其它领域，例

如 CD 或 DVD 播放机，在亚微米范围的主动指向稳定是自我理解

的。即使它们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如汽车中或慢跑），这种主

动稳定结构也不过花费几欧元。而与它们相比，激光材料加工的

主动位置稳定应用仍然处在类似于光学存储介质占用大面积光学

平台时的早期阶段。

在反馈控制系统中，稳定角度 XY 和位置 XY 这 4 个自由度

并不轻松，因为它们都是强耦合的。移动反射镜架的任何一个千

分丝杠（或致动器），都会同时影响角度和位置，严格区分发现

X 和 Y 也是耦合的。通过恰当的正交化（通过使用 4x4 "Cross-

Link Matrix"），可以完全独立的控制 4 个自由度，这使得反馈

回路更快也更精确。

在工业环境中，光束指向稳定系统 Aligna 可以轻而易举的自

主学习所有的关联参数。这一切都是通过致动器的全自动扫描以

及 4D PSD 的测量结果的拟合转换来进行的。因此，不需要客户

拥有专业知识也无需手动调整就可以将系统安装在不同的光学装

置上。沿着光路的所有扩束镜，缩束镜，透镜或其它光学装置都

不会干扰到学习程序。

昊量光电的这套 Aligna 系统将带宽达到 20KHz 的高速高精

度压电陶瓷和大冲程线性致动器结合使用来驱动两个或更多快速

放射镜架。这种组合不仅克服了分辨率和冲程之间的矛盾，而且

与压电陶瓷摩擦传动相比，它的小幅度与大幅度运动的速度更高，

而且也没有使用寿命限制。

这种更小更轻的机械结构不仅可以增加指向的稳定性，而且

也能够执行全光路的彻底的自动对准。通过紧挨着或放置在快速

反射镜后面的附加的 AIM 探测器的帮助，系统可以持续扫描第一

个反射镜，直到第二个反射镜被找到，然后持续扫描第二个直到

第三个反射镜被找到，依次类推，最终光束打到 PSD 4D 探测器上。

不但不需要专门技术人员戴着护目眼镜和十字准线进入到机器中

进行旷日持久的冒险的手动光束对准，而且即使机器在封闭的状

态下也可以执行这一过程。此外，只要有需要，这种自动对准过

程就可以随时进行，所以客户可以随时迅速的更换反射镜甚至激

光器，且不会对光路准直产生任何影响。

结论：

在激光材料加工设备中，光束指向稳定系统使用更小，更轻，

更快和更便宜的机械结构，能够主动高动态补偿漂移，空气波动

和动态变形。不仅如此，客户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手动调节，可以

在数秒之内更换光路元件甚至激光器。

典型的对策是使用一些坚固且精度很高的机械结构，通常这

些机械结构不仅昂贵而且非常沉重，并且需要进行旷日持久的人

工调节。这种发源于机械铣床的构建方式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与传统的机械铣削头相比，激光束的最大特点是几乎没有质

量。所以即使平均功率达到几千瓦的光束都可以使用小巧轻质的

反射镜进行 X&Y 方向的位置和角度的高动态移动。上海昊量光电

提供的 Aligna 系统使用纳米级分辨率位置敏感探测器（PSD）以

几十 MHz 的速度测量光束位置和角度，并使用基于压电陶瓷的伺

服反馈机构对测得的偏移可以进行快速纠正。

乍一看，这样一个主动的稳定系统比被动的机械结构稳定显

得更加复杂。不过再仔细想想：被动稳定需要相当多的努力——

空间温度变化或高功率线性模组散热产生的热漂移必须避免或屏

蔽，如果可能的话，也要通过机械结构进行补偿。高动态运动需

要坚固沉重的龙门架和机械底座（通常由混凝土或花岗岩建造），

这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电力，从而导致更多的散热，当然也会增

加更多的成本。 

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激光束位置的快速测量和精确纠正，设

备都可以被构造的更小，更轻，更简单，而且机械结构会更便宜。

这时由内部或外部散热的温度变化产生的热漂移就变得无关紧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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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鹏大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Pengda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工业区青松路 56 号友利通电子科技园 B 栋 4 楼
电话：0755-28464099  传真：0755-28464066
邮箱：market@pd-optic.com  网址：www.pd-optic.com        

PD’s	PLC	splitters	meet	Telcordia	

GR1209&GR	1221	reliability,	low	insertion	

loss	and	variety	packages	(standard	size,	

ABS,	LGX	and	1U	chassis)	applications:	

FTTX、PON	networks

MPO&MTP		low	insertion	loss,	high	

density	and	reliability,	applications:	data	

centers、FTTB、Campus	Networks

Mini	CWDM	small	size,	low	insertion	loss,	

applications:	CWDM	system、CATV、

Communication	networks	system

可信赖的 OEM&ODM专业合作伙伴

迪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D-Tech Optoelectronics (Taiwan) Corp.

D-Tech Optoelectronics Taiwan Introduction
D-Tech Taiwan consists of a facility in Jung-Li which packages 
optical chips, and a team with many years of packaging 
experience. The company's major products are TO-CAN 
devices containing FP, DFB and APD chips, targeting fiber 
optics communication.

Add: No. 1, Nanyuan 2nd Rd, Jungli, Taoyuan, 320, Taiwan, R.O.C. 
Tel: +886-3-4345088 ext 8001  Fax: +886-3-4345099

New Products To Be Announced:
• 10G FP/DFB Laser Diode TO CANs, in TO56 Packages
• 10G APD/TIA TO CANs, in TO46 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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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玉路众恒晟高新科技园 B 栋 402
电话：0755-23575296             传真：0755-23724779 
邮箱：zfx@163.com     网址：www.mijiaoguang.com

深圳市米椒光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陶瓷
内径研磨机

机型特点：
人机界面全面操
作，全自动装卸
料，全自动检测毛
坯料是否过小，有
故障自动报警功
能，可以加个各种
规格的插芯或者
非标插芯，德国原
装进口高速旋转
主轴，精度高，加
工件的光洁度高，
单个毛坯单独研
磨，产品品质一致
性好，加工过程中
进给速度和力度
可以随时改变。

全自动陶瓷
外径研磨机

机型特点：
加工速度快，上
下料定位精度高，
上下料重复定位
精度高，实时在
线检测，能够保
证加工出来的产
品外径达到一致
性，设备维修调
试方便，操作简
单。

Waveplate

Including	λ/8、λ/4、	λ/2	and	λ	
plates	with	available	wavelengths	
from1290-1670nm,	are	widely	
used	in	Circulator,	Interleaver,	
Transceiver,	DGE,	DCE,	etc.

PBS

PBS	are	used	to	split	or	combine	
two	perpendicular	polarization	laser	
beams.	Extinction	Ratio	>30dB,	
Available	wavelengths:	S，C，L-Band
Cemented	PBS		&	Optical	Contacted	
PBS	are	both	available.

福州荣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Fuzhou RD Photonics Co., Ltd

Add：15#, Kuai'An Road, MaWei District, Fuzhou, Fujian, 350014, China
Tel：+86(591)88025902  Fax：+86(591)88025862
E-Mail：sales@rdphotonics.com Website：www.rdphotonics.com



Products产品

46

中电科技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
Chongqing Acousitc-Opitc-Electric Corporation

中国电科重庆声光电公司是以 CETC 在渝三所（24 所、26 所、44 所）所整合而成的区域子集团，是汇合模拟集成电路、微

声电子、光电子三大技术方向的专业型集团公司。相关代表产品有 2.5/10Gb InGaAs APD 探测器芯片、FP/DFB 激光器芯片、

TO46/TO56 封装外壳、脉冲光纤激光器以及各类光收发器件 / 模块，在光纤通信、激光探测、数据处理、成像探测等方面得

到广泛的应用。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花园路 14 号
电话：023-62830965     传真：023-62831524
邮箱：cetc44@163.com  网址：www.cetccq.com.cn

重庆航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Associated Opto-electronics(Chongqing) Corp.

公司现有 LD/PD/PT/LD 组件三条主要生产线，是高功率 TO18/TO5/TO3/C-Mount 650/808/830/940/980nm LD、

TO46/TO5 InGaAs PIN/APD PD/PT、405/830nm 耦合激光器的主要生产制造商。产品广泛应用于绿光泵浦、医疗美容、

红外光源、激光印刷、光纤 CATV 和光仪表、光纤通信 FTTX 网络等。

地址 :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花园路 14 号
电话 :023-62803251  传真 :023-62804240
邮箱 :liubin@aoecq.com  网址 :www.aoec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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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TH 皮线光缆 + 单双芯软光缆生产线：

1. 用途：主要适用于 FTTH蝶形皮线光缆的生产；亦可适用于圆形
皮线光缆、室内单双芯软光缆的生产
2. 挤出外形圆整、直径均匀、光滑；外形美观、光纤附加损耗小
3. 放线架采用交流电机 +丹佛斯变频器控制，稳定性好
4. 排线采用伺服电机 +驱动器 +威纶人机界面控制

光纤高速着色复绕机：

1. 设备用途：主要适用于对光纤表面进行染色

2. 采用国际先进的PLC和工业级人机界面控制

3. 着色速度：1000-1200m/min

4. 复绕速度：1500-1800m/min

东莞市宏凯线缆设备有限公司
Dongguan Hong Kai Cable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赤岗二马工业区      
电话：0769-85569780  传真：0769-85560216          
网站：http://www.hongkaijx.com 邮箱：hongkaidianxian@163.com

地址：东莞市虎门镇大宁大板地工业区创业二路
电话：0769-85551701            传真：0769-85156369 
邮箱：market@hlcablemachine.com    网址：http://www.hlcablemachine.com

东莞市弘力线缆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Hongli Cable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

设备用途：用于生产单芯、2芯及以下室内光缆，蝶形引入光缆，
自承式蝶形引入光缆，FTTH	光缆等；护套材料为PVC、低烟
无卤阻燃料等。

设备用途：主要用于生产单双芯及 12芯以下软光缆的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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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y' Arrow
Spy’Arrow操作简

便，重量轻，支持微型

无人机。擅长执行快

速、高效的短程观测任

务，同时可传送稳定的

地理参考实时视频。

泰雷兹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37 号盛福大厦 1300 层
电话：+86(10)65875000   传真：+86(10)65875095
微信号：thales_china   网址：www.thalegroup.com        

Sophie系列手持
热像仪 (HHTI)
泰雷兹拥有市场中最全

面的手持式热像仪：

长波红外（唯一供应

商）、中波红外、成像

器（单一功能）或目标

定位器（多功能），制

冷式&非制冷式。

Catherine-XP
Catherine-XP是一款

制冷型长距离热像仪，

能够为装甲战车提供战

场上的卓越的观测能力

和火控性能。

Catherine-FC
Catherine-FC是一款

适合战场条件的轻巧加

固型热像仪。其坚固性

使其适用于各种履带或

轮式车辆；同时其体积

较小，易于安装在大多

数瞄准镜上。

广东恒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Hengda New Materials Technology Co., Ltd.

光学封装胶

双组分，热固化有机硅弹性体

用于 LED 光学器件封装

产品特点：

耐高温性能好，粘接力强 

用途：

用于镜面铝 COB 光源封装

应用 Application

集成模组，COB 封装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龙丰都田工业区
电话：0752-2372651  传真：0752-2372654
邮箱：kafuter@kafuter.cn  网址：www.kafuter.cn

卡夫特镜面铝COB封装胶K-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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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东莞市南城区宏图路高盛科技园 F 栋 1 楼
电话：0769-28682236  400-870-0162 传真：0769-22701251 
邮箱：win@chi-win.com      网址：www.chi-win.com

特性：

精准、高效、实用型工业机器人；

广泛应用于点锡、涂胶、生产组装、CCD 检测等。

东莞市智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Dongguan Smart-Win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Ltd.

KYAC	系列无铁芯线性电机

滚珠花键

KYDD	系列直接驱动旋转电机

KYFS	系列有铁芯线性电机

SCARA

东莞市环测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东城区温塘茶下工业区
电话：0769-27232241/27232242  传真：0769-27287481
网址：www.dgfantic.com.cn

产品特点：
1、此设备分为高温区、低温区、测试区三部分，采用独特之断热结构
及蓄热、蓄冷效果，采用冷热风路切换方式导入试品中，做冷热冲击测试。
2、采用原装曰制微电脑大型液晶(320x240dots)中英文显示控制系统。
3、高程式记忆容量，可设定储存 100 组程式，最大循环设定
999cycles，每段时间最大设定 999Hrs	59Mins。
4、具有RS-232C通信界面装置，可与电脑联线操控编辑记录及十组
动态连接(TIMER	SINGALRELAY)，使用便捷。执行冷热冲击条件时，
可选择 2Zone 或 3Zone 功能。
5、具备全自动、高精度系统，任一机件动作，完全由P．L七锁定处理。
6、机件故障时，配自动线路及警示讯号，发现输入电力不稳定时，具
有紧急停机装置。

产品特点：
1、采用原装进口微电脑大型液晶LCD(320X240dots)中英文触摸式显示控制系统。
2、高功能高容量可设定程式 120patterns；1200steps；999X999cycles，程
式间并可任意串接 (LINK) 执行，无限次重复循环测试，每段时间最大设定 99Hrs	
59Mins。
3、控制方式：采智慧型PID+SSR／ SCRIT 逆双向同步输出，内含电脑先进之
斜率控制逻辑，具有RS-232C)~485 通信介面装置，电脑联线操控编辑／记录及
二组动态接点 (TIMERSINGALRELAY)，使用便捷。
4、可规划 LCD显示幕BackLight 之开启时间，延长BackLight 之使用寿命。具
程式修正、清除、预约启动、停电记》乙等功能。
5、升温、降温、加湿、除湿之所有元件，完全由微电脑自动控制，系统个别完全独立。

冷热冲击试验箱 FTST 可程式恒温恒湿试验箱 FTH-C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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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咸阳市玉泉西路西延段秦都科技产业园
电话：029-32021818            传真：029-32021828 
邮箱：lzlkx.100@163.com     网址：www.xylbjx.com

咸阳蓝博机械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精密交叉滚柱、滚针导轨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和平村和平路锐明工业园
电话：0755-61500168            传真：0755-61500273 
邮箱：hech001@126.com     网址：www.szhech.com

GS100 系列固晶机是深圳市新益昌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历时三年

打造的一款高端 LED 固晶机，代表行业最高标准。具体特性如下：

1、采用双取晶、双固晶工作台，两个工作台可单独工作，亦可同

时工作，操作非常方便，产量可达 40K。

2、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都采用直驱方式，核心运动部件全部都采

用THK导轨，使设备可保证长期可靠和长期精度保持不变。

3、为了适应不同环境温度、不同胶水，GS100 系列采用了本公司

具有专利的可加热点胶机构，确保点胶量稳定。

4、GS100A机型采用本公司具有专利的堆叠支架进料方式，大幅

提高设备的自动化，一个人可操作 8台以上设备。

5、GS100 系列主要部件全部由国际大厂提供，如：THK导轨、

SMC气动元件、日本欧姆龙光电、日本山洋伺服系统、研华工业

电脑等，确保设备长期稳定可靠。

深圳市新益昌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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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腾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Hi-Test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Co., Ltd.

华腾 HT7900-0404- 简介 ：

HT7900-0404是华腾为了填补国内小间距显示屏全彩LED分光设

备的空白，而专门研发的一款全自动测试分选设备，目前，已收到良好的

客户反馈。

此款设备，适用LED的最小尺寸为1*1(mm)，在底部引脚尺寸仅

为0.3*0.3——0.4*0.4（mm)的情况下，保证探针准确接触各引脚，

接触不良率≤1‰；与此同时，相同LED在各吸嘴上的四方向VL总偏差

≤5%，为行业领先水平。在保证130ms的测试时间前提下，机台运行速

度≥15K/H。

为了方便设备的日常维护，一方面，在程序上添加了转盘吸嘴定时

自动清扫功能；另一方面，将转盘吸嘴设计成可分离互换的形式，方便清

理被LED碎屑堵住的吸嘴，μm级别的重复定位精度，保证拆下来清理

后的吸嘴重新装上之后，不用调试，直接可以重新正常生产。在其它需要

日常保养的环节也做了适当的人性化设计，可以有效缩短维护时间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河堤路上村莲塘工业城冠城低碳产业园 A 栋 9-10 楼
电话：0755-27590933/27595966 转 8001 传真：0755-27599008
邮箱：libojie@hi-test.com.cn   网址：www.hi-test.com.cn

◆产品名称：
晶圆片智能高速贴片机

◆国家专利号：ZL201510185093.4

◆适用范围：
直径 360/485mm陶瓷盘（粘贴 2寸
晶圆片，4寸晶圆片，6寸晶圆片）

◆主要技术与性能指标：
1、贴片合格率 99.998%
2、贴片速度 6min 每盘
3、提供一种采用人机交换界面和PLC
可编程控制器对系统内取片、滴蜡、甩
蜡、翻转、烘烤、贴片、预热、冷却、
陶瓷盘搬运。在线检测、故障分析，实
现自动化
4、双通道机械手搬运，提高贴片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5、设有回收蜡装置，降低生产成本，
符合环保要求

◆产品名称：
全自动晶圆片双面刷洗机

◆国家专利号：
ZL201510182665.3

◆适用范围：	
2 寸、4寸晶圆片刷洗

◆主要技术与性能指标：
1、刷洗片合格率 99.998%
2、刷洗片速度 10min25 片
3、提供一种采用人机交换界
面和PLC可编程控制器对
系统内自动取片、抓片、传
输、刷洗、甩干、自动出片。
在线检测、故障分析，实现
自动化
4、多臂机械手搬运，提刷洗
片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地址：常州市戚墅堰区潞城镇富民路 299 号
电话：0519-88406980            传真：0519-88406985 
邮箱：cz-kpd@163.com     网址：www.kepeida.com

常州市科沛达超声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科沛达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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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Munich ■ Scientific Award ■ Premium Expo with Top 7 Global LED Manufacturers

■ Design meets Technology Day for Designers & Archit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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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

2015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系列分会：

•  2015光和光基技术⸺光电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  2015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  第二届“现代光学制造工程与科学”国际研讨会（深圳2015）
•  2015机器视觉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  2015红外光源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  2015全球光电大会（OGC） 
•  2015光电投资大会
•  2015国际蓝宝石市场和技术论坛 
•  2015 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含多个分论坛）
•  2015中国智慧城市政企交流高峰论坛（市长论坛）
•  2015中国智能制造与智慧工厂创新论坛

即将举办的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CIOEC）借助中国
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雄厚的政府资源、行业资源、企业资
源和观众资源，为中国光电技术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得天独
厚的交流平台，其技术议题涵盖光通信、精密光学、激光与
红外、半导体显示与照明、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等方向，将
深入探讨光电领域的最新技术和研究方向、行业热点和市
场趋势。

主办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
中国光学学会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组委会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办公室
贺小姐 Tel：0755-86290601 cioec01@cioe.cn
朱小姐 Tel: 0755-86290815 cioec02@cioe.cn
宋小姐 Tel： 0755-86290437 cioec03@ci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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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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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第二通告）

同期举行：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光通信展

2015年8月31日-9月2日     深圳会展中心

论坛背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2015 年确定为“光和光基技术国际年”。作为对光电领域这一国际盛事的响应和支持，2015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将于 8

月 31 日 -9 月 2 日与“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同期盛大召开。作为光通信技术、产业、学术相结合的专业论坛，“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已成功举办了 16 届，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中国通信学会光通信委员会等专业学会协会以及光通信领域各大高校、重点

实验室的鼎力支持，已成为通信行业三大运营商、系统集成商及国内外光通信器件、模块制造商、光电行业协会学会、光电领域高校、重点实验室、

各专业媒体、投资界精英的年度聚会盛宴，是促进光通信产业进一步发展，增进企业、学术和政府部门之间沟通与交流的高效平台。    本次论坛结合

2015 国际光年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以及习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

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的总体思想，本次论坛主题思想为“融合创新、发展共赢”，将以市场为导向，强化产业路径，以新一代

光通信技术和市场发展趋势的最新动态，为企业的一下步发展提供参考和导引。会议将按照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趋势，设置光通信网络与技术创新发展

论坛、下一代光接入网及智慧家庭网络发展与应用专题分会、软件定义光网络技术及发展研讨会、数据中心与光互连技术及发展研讨会、光子集成技

术与光电器件技术研讨会等专题研讨会。

论坛主题：“融合创新、发展共赢”

论坛亮点：

※ 三大运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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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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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论坛与第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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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委主管领导，电信运营商高层领导和技术专家；广电运营商及电力、铁路、船舶、金融行业专网技术高管；通信系统设备供应

商及相关设计研发管理工程师；光器件、光模块和光纤光缆生产企业领导及技术高管；高等院校、研究院所、设计施工部门专家学者；通信行业学会协会、

专业媒体、数据研究机构、光电投资界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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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传送与接入网专家咨询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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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邮电大学光子学与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区域光纤通信网与新型光通信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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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机构：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官方媒体：
《中国光电》杂志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网站 www.cioe.cn

中国光电网 www.optochina.net

战略合作媒体：
C114 、通信产业报

支持媒体： 
环球资源 Global Sources 网络电信、光纤在线、赛迪网、搜狐、腾讯大粤网、

凤凰网、CCTV、人民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

论坛主席： 
毛  谦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传输网和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主席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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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安排：

日 期 时 间 名称 地点

8 月 31 日
上午

09:00—10:00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开幕式
深圳会展中心茉莉厅

10:00—12:00 2015 光和光基技术——光电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10:00—12:00 与会嘉宾参观光通信展，并与重点光通信企业进行对接 深圳会展中心 1号馆、6号馆

8月 31日
下午 14:00—17:30 2015 下一代光接入网及智慧家庭网络发展与应用专题分会 深圳会展中心牡丹厅

9月 1日
全天

09:00—17:30
2015 光通信网络及技术创新与发展专题分会
技术一、新一代光传送网技术与应用
技术二、软件定义光网络技术及发展

深圳会展中心牡丹厅

9月 1日
下午

14:00—17:00 中国联通宽带网络千兆到户发布会 深圳会展中心 1号馆会议区

9月 2日
上午

09:00—12:30 2015 光子集成技术与光电器件技术研讨会 深圳会展中心牡丹厅

9月 2日
下午

14:00—17:30 2015 数据中心与光互连技术及发展研讨会 深圳会展中心牡丹厅

主要议题方向：

下一代光接入网的光接入技术与应用、智慧家庭网络的技术与发展、智能 ODN、PON 技术、SDN/NFV、可见光通信、100G/400G、PTN/

OTN、SPTN、SDN、ROADM、光子集成技术、新兴光器件与光模块、下一代光接入网中的核心光器件技术及应用高速光通系统对光电器件的要求、

高速光调制编码技术与模块、硅光子技术、硅基光子芯片集成与器件、数据中心、超级计算机对光互连的应用需求、光互连对底层光电子器件产品的需求、

光互连光电子器件的新机理

   

论坛日程（部分参演机构与嘉宾）： 

2015 光和光基技术——光电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时间：8月 31日 10：00-12：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茉莉厅

大会主题报告：	韦乐平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

2015 下一代光接入网及智慧家庭网络发展与应用专题分会
会议时间：8月 31日下午 14：00-17：30				会议地点：会展中心五楼牡丹厅

分会主席：唐雄燕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首席专家				

主旨报告：		毛谦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传输网和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主席

运营商特邀报告：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行业报告：	中兴通讯、华为、深圳雍邑科技

专家报告：	复旦大学

2015 光通信网络及技术创新与发展专题分会
新一代光传送网技术与应用 / 软件定义光网络技术及发展

会议时间：9月 1日	9：00	-17:30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牡丹厅

分会主席：

张		杰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院副院长

张海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究所传送与接入研究部主任、CCSA	TC6	WG1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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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	余少华	中国通信学会光通信委员会主任委员

运营商特邀报告：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行业报告：	中兴通讯、上海贝尔、烽火通信

专家报告：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究所、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联通宽带网络千兆到户发布会
会议时间：9月 1日下午 14：00-17：00			会议地点：会展中心 1号馆会议区

会议主席：唐雄燕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首席专家

现场发布会 +行业趋势报告

2015 光子集成技术与光电器件技术研讨会
会议时间：9月 2日上午 9：00	-12:30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牡丹厅

分会主席：刘		文			中科大光电子重点实验室、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主旨报告：祝宁华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副所长、863 专家

行业报告：意法半导体、NANO科技、长飞光纤光缆、武汉光迅、苏州旭创

专家报告：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

2015 数据中心与光互连技术及发展研讨会
会议时间：9月 2日下午：14：00-17：30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牡丹厅

分会主席：	

周林杰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张昭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教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

主旨报告：周治平		北京大学教授

行业报告：华为、CORNING、	AVAGO

专家报告：上海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PETRA、香港理工大学

会议日程以现场告示为准，组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会议注册

（1）参会代表会务费：

参会代表会务费（2015.8.31-9.2）1200 元，学生（凭学生证）700 元。

提前汇款优惠：

2015 年 7 月 31 日前交费：

参会代表会务费 1000 元， 学生（凭学生证）500 元。含会议资料、午餐券，精美礼品；如有英文报告和英文交流的场合不提供同声传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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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务联系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组委会 :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大厦东座 607 室

传  真：0755-86290951

会议负责人：贺小珈   0755-86270601 13128700961 cioec01@cioe.cn

会务负责人：宋金娇 0755-86290437 15813874873 cioec03@cioe.cn

展位预订：魏珂（COCO） 0755-86290861 13602601075 cioe-coco@foxmail.com

mailto:cioec01@cioe.cn
mailto:cioec03@ci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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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现代光学制造工程与科学”国际研讨会（深圳2015）（第二通告）

同期举行：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精密光学展、镜头及摄像模组展
2015年8月31日-9月2日     深圳会展中心

论坛背景：

庆祝联合国 2015 国际光学年，鼓舞当代中国光学工作者再接再厉，国际光学年必将迎来光学及光基技术的重大发展机遇和新的挑战。“现代光学

制造工程与科学”是一门光学与制造科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光学制造业已成为世界性新兴产业，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以智能化为主线的新工业革命的重

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必定融入“中国制造 2025”发展规划之中。

第二届“现代光学制造工程与科学”国际研讨会（深圳，2015），将继续关注当代光学制造工程与科学领域的前沿学术技术热点。本届论坛将聚

焦高精度单点金刚石加工技术及相关的精密检测技术的发展。诚然，这项技术被认为是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发展历史并进入成熟期，然而，应该指出，

这也是近年来最具活力不断具有重大创新发展的一项前沿制造技术。在红外材料、晶体和有色金属加工成型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近年来还在微结构

功能面和自由曲面单点金刚石加工技术等方面有了长足进展，如高频宽、长行程伺服加工，超声、激光辅助、高速研磨、多轴联动等金刚石切削工艺，

以及原位测量、误差实时补偿等，成为超精密微纳工程不可或缺的支撑技术。近年我国引进的高精度单点金刚石车床和我国自行研制的专用金刚石切

削设备当数以百计，普及程度可谓不低，但利用效率严重失衡，装备潜力远未发挥。其中不乏有的设备已能够不断做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成

为创新利器，但也有的高端设备常年闲置、埋没坊间，冤乎惜哉。毋庸讳言，此间的差距，源于需求牵引，但归根结底人才是关键。

本届论坛将聚焦单点金刚石加工装备技术及相关光学测试技术这一专题热点，诚邀国际名家、世界名企、光学精英，买家卖家，供方需方，同场

相聚，切磋交流。坦率而言，以单点金刚石车削装备技术为专题的学术会议曾在苏州大学和上海复旦等地成功举办过，但是像这样集中和系统地、拓

展到全球视野、站在市场和创新的高度，同全球最大规模的光电展同期举行、进行技术培训和互动交流的专题会议国内尚属首次。回首过去，放眼世

界、指引未来，作为圈内单位和有影响的专家，您若与此次会议失之交臂，必有自闭自弃之嫌。“高端、互动、创新、提高”是本届深圳论坛的宗旨，

满足产学研用各界的实际需求是我们寻求的目标。

朋友们，第二届“现代光学制造工程与科学”国际研讨会（深圳，2015），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期待你的合作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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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合作主办：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复旦大学

苏州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精密机械中心

北京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超精密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第六研究所

承办单位 : 
复旦大学上海超精密光学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办公室（CIOEC）

深圳贺戎环资展览有限公司

组织架构 ( 拟 )：

协办单位：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苏大明世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he Laboratory for Precision Machining (LFM) at the University of Bremen

Keio University JAPAN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NSW 

清华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天津大学

湖南大学

深圳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航天科工集团 8358 所

四川省光学学会

会议主席： 潘君骅 院士、姜文汉 院士

执行主席： 杨  力 中国光学学会光学制造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宪承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

共主席：  徐 敏、余景池

组委会主席：辛企明、李圣怡、房丰洲

程序委员会主席：盛永江、袁巨龙、李四清、回长顺

秘书长：彭文达、伍 凡、杜 雪、王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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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安排

日期 时间 日程 地点

8 月 31 日
09:00-12:00 论坛全体代表参加“第 1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开幕式暨 2015 光和光基

技术—光电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参观同期展会 六楼茉莉厅

13:30-17:00 专题一：超精密加工技术的最新进展（现场报告） 七号馆会议区

9月 1日

08:45-09:00 论坛开幕式，会议主席致辞

六楼郁金香厅09:00-12:20 专题二：世界超精密金刚石车床微纳米加工技术前沿与发展

13:30-17:00 专题三：超精密金刚石车床的技术挑战与应用

9月 2日
09:00-12:20 专题四：超精密加工设备与应用（报告与互动）

六楼郁金香厅
13:30-17:00 专题五：前沿超精密光学检测技术与应用（报告与互动）

会议日程（拟邀请）

专题一：超精密加工技术的最新进展（现场报告）
08 月 31 日	13:30-17:00 深圳会展中心	七号馆会议区

嘉宾主持：		彭文达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秘书长
报告主持人：袁巨龙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尹韶辉	湖南大学教授

邀请单位 演讲嘉宾 嘉宾职务

更多知名企业邀约中

专题二：世界超精密金刚石车床微纳米加工技术前沿与发展
09 月 01 日 08:45-12:20	深圳会展中心	六楼郁金香厅

开幕式嘉宾主持：杨	力					中科院光电所研究员				中国光学学会光学制造技术专委会主任委员
																													潘君骅院士				致开幕词
报告主持人：杨	力					中科院光电所研究员				中国光学学会光学制造技术专委会主任委员
																					辛企明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邀请单位 演讲嘉宾 嘉宾职务

苏州大学 潘君骅 中国工程院院士

香港理工大学 / 复旦大学超精密技术研究中心 孔令豹 研究员、超精密制造技术专家

日本庆应大学	PMNP Jiwang	Yan 教授、超精密制造技术专家

新南威尔士大学 Liangchi	Zhang 教授、超精密制造技术专家

德国不莱梅大学 Oltmann	Riemer 教授、超精密技术专家

台湾屹立科技 龚大焜 协理、超精密技术专家

专题三：超精密金刚石车床的技术挑战与应用
09 月 01 日	13:30-17:00 深圳会展中心	六楼郁金香厅

报告主持人：	程雪珉		清华大学教授			赵青亮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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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目的：

深化国际交流、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科技合作、搭建本领域产、学、研、用四位一体多层次、多视角、多渠道的高端交流平台。

会议规模：300 人

参会人员：

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家暨部委重点实验室、金融投资行业等等从事光学、光电、光子学及其工程领域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

技术人员，生产人员、策划、管理人员，研发人员和商业人士等，以及硕、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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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单位 演讲嘉宾 嘉宾职务

云南北方驰宏光电有限公司 陈光文 总经理

中物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许		乔 博士、研究员副主任

苏州大学 余景池 教授

航天科工集团天津 8358 所 回长顺 副总工艺师

中国工程物理院第六研究所 岳晓斌 研究员、金刚石刀具研究专家

专题四：超精密加工技术的微纳米精度的挑战（Facility Workshop）
09 月 02 日 09:00-12:20 深圳会展中心	六楼郁金香厅

报告主持人：康仁科	大连理工大学				对话主持人：杜	雪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企业报告：
邀请单位：德国 LT技术 /	Toshiba/	Moore/	Son-X/	Precitech

各设备技术提供商专家答疑与对话：单点金刚石加工技术中的难点技术交流
杜雪、李圣怡教授等 5位专家

专题五：超精密制造中的光学检测技术的挑战（Facility Workshop）
09 月 02 日	13:30-17:00 深圳会展中心	六楼郁金香厅

报告主持人	：伍凡	研究员					对话主持人	：韩森	上海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企业报告：
邀请单位：德国Zeiss	/ 英国泰勒 /	Zygo 技术 / 瑞士 FISBA	/ 美国 4D技术 / 美国QED技术

各设备技术提供商专家答疑与对话 :	加工中检测技术的难点互动交流高峰会
徐敏、房丰洲等 8位专家

会议日程以现场告示为准，组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会议注册

（1）参会代表会务费：
参会代表会务费（2015.8.31-9.2）1200 元，学生（凭学生证）700 元。

提前汇款优惠：

2015 年 7 月 31 日前交费：

参会代表会务费 1000 元， 学生（凭学生证）500 元。含会议资料、午餐券、精美礼品；如有英文报告和英文交流的场合不提供同声传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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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务联系

复旦大学
联系人：于 芳
手 机：13817978975
邮 箱：yufang@fudan.edu.cn

联系人：王 伟 
手 机：13817896146
邮 箱：wei_w11@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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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组委会
联系人：朱吟吟
电话：0755-86290815
手 机：18948731027
邮 箱：cioec02@cioe.cn

中国光学学会光学制造技术专委会
联系人：杨 力 
联系电话：028-85100583（O） 13608090778
邮 箱：yangli@ioe.ac.cn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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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机器视觉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2015年9月1日  深圳会展中心（七号馆会议区）

会议背景

机器视觉是用机器代替人眼来做测量和判断，提高生产的柔性和自动化程度。如今，中国正成为世界机器视觉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应用范围

涵盖了工业、农业、医药、军事、航天、气象、天文、公安、交通、安全、科研等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其重要原因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加

工中心，在大批量工业生产过程中，用人工视觉检查产品质量效率低且精度不高，用机器视觉检测方法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的自动化程度，

而且机器视觉易于实现信息集成，是实现计算机集成制造的基础技术。

为了配合国家近期提出的“中国制造 2025”规划，更好地展现机器视觉在先进制造的重要性，由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主办，中国国际光

电高峰论坛、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联合承办的“2015 机器视觉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于 9 月 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此次研讨会将邀请机器视觉

领域的多名专家学者，业界先进共聚一堂，互动交流，共同探讨机器视觉的技术现状、发展前景及趋势。

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承办单位：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深圳贺戎环资展览有限公司

议题方向（拟）

演讲单位 演讲主题
Keyence	日本基恩士 三维显微重构或机器视觉系统

Basler 机器视觉相机及其应用
视觉系统集成商 机器视觉的系统集成及应用案例
富士康自动化处 待定
香港中文大学 计算机视觉与机器人运动控制的融合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机器视觉在检测中的应用

会议日程以现场告示为准，组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赞助、参会、会务请联系

联系人：宋金娇    电  话：0755-86290437 Email ： cioec03@cioe.cn  网  址：www.cioe.cn

2015互联网+时代智慧家居新趋势战略研讨会
2015年9月1日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玫瑰3厅

论坛背景

随着互联网深深融入生活，政府极力推进“互联网 +”战略，2015 年是智能家居爆发年，随着互联网企业如小米、京东、360、阿里、百度进入和宣传，

智能家居已经步入公众视线，消费者有跃跃欲试之意，但是有难以找到解决痛点的智能家居产品，本论坛邀请国家国际标准、产业联盟、互联网企业、

电信企业、芯片企业、家电企业和照明企业共同探讨：

• 互联网 + 如何助力智能家居发展？   •  如何改变厂商热闹、用户看热闹的局面？

• 什么是智能家居的用户需求痛点和痒点？  •  智能家居如何进化？从智能单品、智能套件到智能系统

• 如何打造超酷智联家居产品，建立智能家居生态圈 •  国内国际智能家居标准发展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支持单位： 深圳智慧城市促进会

承办单位：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组委会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办公室  会议主席： 黄 峰  飞利浦互联照明标准总监

会议安排 ( 拟 )

上午：政策及行业展望 下午：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演讲单位：
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 / 闪联产业联盟（IGRS）

海尔集团 /TCL 半导体光源研究院 / 飞利浦

演讲单位：
芯片企业 / 智能家居单品厂商

智能家居系统厂商 / 智能家居云平台厂商
智能家居电商 / 营销代表

会议日程以现场告示为准，组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听众邀请

智能硬件，智能家居，智慧社区企业，房地产、物业公司、政府部门、设计 / 建设单位、系统集成商、工程公司、施工总承包、设计师、勘察设计、

建筑装饰、金融投资机构等。

mailto:cioec03@ci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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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红外光源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2015年9月2日     深圳会展中心（一号馆会议区）

会议背景

近年来，红外光源已成为光电产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除了遥控器、红外热成像、监控摄像头红外补光等传统应用，红外光源还被广泛应用于生物照明、

医疗电子、人机互动等多个新兴领域，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值得关注。

为了更好地展现红外光源的技术和市场发展方向，由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主办，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承办的 2015 红外光源创新技术与

应用研讨会于 9 月 2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此次研讨会将邀请红外光源领域的多名专家学者，从技术、产品、市场等多个维度讨论红外光源未来的发

展趋势。

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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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贺戎环资展览有限公司

议题方向（拟）

时	间（9月 2日） 议题方向 演讲嘉宾 嘉宾职务 演讲单位
09:00-10:00 红外 LED芯片技术 待	定 待	定 台湾晶元光电
10:00-11:00 红外 LED器件封装技术 待	定 总经理 / 研发总监 台湾兆龙科技（CT	Micro）
11:00-12:00 红外触摸交互技术研究与应用 王晨晟 博士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4:00-15:00 红外光源在工业及医疗领域的创新应用 蔡振荣 博士 / 研发总监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15:00-16:00 红外触摸技术与进展 管	健 博	士 / 副总经理 北京汇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6:00-17:00 红外成像在计算机视觉中的应用 邱国平 博士 / 教授 / 院长 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计算机学院

会议日程以现场告示为准，组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赞助、参会请联系：

联系人：朱小姐 0755-86290815 Email: cioec02@cioe.cn 官网：www.cioe.cn

展位预订：魏珂（COCO） 0755-86290861 13602601075 cioe-coco@foxmail.com

8 月 31 日下午
时间 演讲企业 演讲题目

1:45 PM – 3:00 PM: 行业与市场分会
1:30 PM–1:45 PM Yole Développement /CIOE 欢迎致辞

1:45 PM -2:10 PM
Eric Virey, 

高级市场技术分析师 - LED 器件与
材料 , Yole Développement 蓝宝石行业现状

2:10 PM–2:35 PM Ludmila Zubova, 
高级市场经理 - Monocrystal

蓝宝石产业发展：优胜劣汰，适者
生存

2:35 PM–3:00 PM 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待定

3:00 PM–3:45 PM 茶歇 & 交流
3:45 PM – 5:00 PM: 消费电子应用分会

3:45 PM–4:10 PM Geng Lin, 
先进装配技术中心 – 华为

高强度蓝宝石盖板玻璃应用于智能
手机

4:10 PM–4:35 PM Jeff Nestel-Patt,
 GTAT 加速蓝宝石显示屏的采用

4:35 PM–5:00 PM
Mike Feng, 

首席技术官 , 重庆四联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蓝宝石产品在消费市场的应用

5:00 PM–6:30 PM 会议总结 - 交流酒会
9 月 1 日上午

9:20 AM–9:30 AM: Yole Développement /CIOE 大会欢迎辞
9:30 AM–10:20 AM：晶体生长分会 #1：限定形状生长

9:30 AM–9:55 AM John Frank,
法国圣戈班晶体

多片 EFG 蓝宝石晶体生长技术的发
展和成果

9:55 AM –10:20 AM Dr. Hovhannisyan Levon,
HIC 水平定向生长方法和下一代生长炉

10:20 AM–10:50 AM 茶歇 & 交流
10:50 AM–12:05 AM：晶体生长分会 #2：大尺寸块状晶体生长

10:50 AM–11:15 AM 黄小卫 , 
首席技术官 , 元亮科技 如何获取高质量大尺寸单晶蓝宝石

11:15 AM–11:40 AM Jong Kwan Park,
DK - Aztek

KY 泡生法 120 公斤蓝宝石的批量
化生产

11:40 AM–12:05 AM Rick Schwerdtfeger,
副总裁 - Arc Energy

自动化生长 300 公斤蓝宝石晶体的
可控热提取系统 (CHES®)

12:05 PM – 1:05 PM 午餐 & 交流
9 月 1 日下午

时间 演讲企业 演讲题目
1:05PM – 1:55 PM：晶体生长分会 #2 : 大尺寸块状晶体生长

1:05 PM – 1:30 PM Heike Larcher, 
单晶生长应用组经理，攀时材料

难溶金属的新产品提高蓝宝石生长
的效益

1:30 PM – 1:55 PM Andrey Smirnov, 
产线经理 - STR

建模和优化 100 公斤热交换法 HEM
蓝宝石晶体生长过程以减少位错密

度、残余应力和气泡的消除
1:55 PM – 3:10 PM 成型与制造分会

1:55 PM – 2:20 PM Christoph Eggiman,
Meyer Burger AG

用于蓝宝石切片的金刚石切割线管
理系统

2:20 PM – 2:45 PM Christoph Ruettimann, 
罗芬激光 蓝宝石的激光切割

2:45 PM – 3:10 PM Marcel Patraschkov，
Dopa Diamond Tools 蓝宝石晶圆表面制程的新进展

3:10 PM – 3:40 PM 茶歇 & 交流
3:40 PM–4:05 PM 加工与表面处理分会

3:40 PM – 4:05 PM Natsuko Aota，
Namiki

用于高性能氮化镓基 LEDs 蓝宝石
基底的先进加工技术

4:05 PM–4:30 PM
Kan-Yin Ng，

Sandvik 蓝宝石晶圆研磨和抛光的进展

4:30 PM - 4:55 PM Paul S Lugg, 
高级专家，3M

3M Trizact 复合浆和抛光垫用于蓝
宝石加工

4:55 PM–5:00 PM Yole Développement /CIOE 感谢 & 会议结束

会议日程以现场告示为准，组委会保留最终解释权；

首届蓝宝石市场与技术论坛会议日程
2015年8月31日-9月1日   深圳会展中心（四号馆会议区）

Seminar Registration/ 会议注册：Ms. Fabre Clotilde, fabre@yole.fr

Sponsorship Opportunity/ 会议赞助：Ms. Hyacinth Nie, international02@cioe.cn



主办 协办

深圳会展中心

同期举办
第17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国际蓝宝石
市场和技术论坛

2015

WWW.CIOE.CN

会议主题

-蓝宝石市场，技术及供应链
-蓝宝石应用
-晶体生长
-制造技术

听众注册： 聂小姐   +86-755-86290819   international02@cioe.cn
展位预订： 罗先生   +86-755-86290863   akeeluo@cioe.cn

2015.8.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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