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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7 年 7 月 28 日，深圳市军民融合发

展协会在龙岗区园山街道召开“深圳

市军民融合发展协会 2017 第四次集体授牌

仪式暨赴美考察团第二次活动议程”，会

上授予深圳市泰鹏安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会长单位，授予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CIOE）为副会长单位，同时，中国光博

会秘书长杨耕硕也于现场向深圳市军民融

合发展协会段忠会长颁发了 CIOE 主席团副

主席的聘书。

出席本次授牌仪式的人士包括段忠会

长，以及深圳光辉电器、路远科技、中航

信托、国通克诺尔、广州北俊、深圳泰鹏、

深圳振华兴等企业代表。

中国光博会秘书长杨耕硕在发言中表

示，目前 CIOE 中国光博会已经发展成为世

界规模最大的光电专业展会，每年有 1600

家企业、3200 个品牌参与，涉及领域包括

光通信、激光、红外、光学、LED 等领域，

这些技术也大量应用于军用领域，包括预

警与遥感、侦察与监视、火控与瞄准、精

确制导、导航与引导、靶场测量、光通信、

光电对抗、模拟与训练以及网络安全与攻

击等领域。

军事应用历来是推动技术发展的重要

原动力，光电技术也不例外。相关技术的

发展及军事需求的推动和牵引，加速了全

球范围内军用光电系统的发展。光电系统

对武器系统、作战指挥及战场管理系统的

“赋能”和“倍增”作用，已在世界范围

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2017 年 6 月 20 日，习近平主席主持

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首次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会议强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加快形

成全要素，打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格局。

在此背景下，中国光博会联合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于中国光博会现场召开 2017

CIOE 中国光博会获授牌成为
深圳市军民融合发展协会副会长单位

深圳市军民融合发展协会段忠会长（前右）授予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为协会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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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科技军民融合大会，以军品釆购和企业入门资质为主

题，邀请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国

防科技工业局等专家担任演讲嘉宾，从国家大的政策、光

电与军民融合来深入介绍当前军民融合趋势和需求，并邀

请 4-6 位全军装备采购管理专家做现场点评，与现场路

演企业进行积极互动交流，提供建设性意见和指导，让更

多的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大潮。

2017 光电科技军民融合大会也在 CIOE 现场设有展

区，这吸引了多家深圳市军民融合发展协会会员单位的热

情关注，多家企业纷纷表示，希望参与本次军民融合大会

的活动。

段忠会长发表热情洋溢的总结讲话。他说，深圳市军

民融合发展协会是贯彻军民融合国家战略，按照大融合框

架建立的社会团体。协会成立以来，坚持“全要素、多领

域、高效益”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基础建

设、能力提升、项目对接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特别是协

会注重横向合作，有效整合利用社会优势资源，提高公益

化服务能力，得到会员单位理解和支持，也到社会各界的

认可和赞扬。目前，协会会员单位涉及经济、科技、教育、

金融、文化、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涵盖的产品与技术

也突破武器装备领域，逐渐形成以武器装备、后勤保障、

训练维修、军工服务为主的军民融合大体系。

在会议总结环节，段忠会长强调，现在军民融合的形

势非常好，中央刚颁布《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

展的意见》，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内军民融合

如火如荼，各地活动精彩纷呈。协会一定要精准定位、保

持定力，坚持走正确发展道路，不盲目、不跟风、不折腾，

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理念，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满足会员需求为出发点，以推进

全社会军民融合为落脚点，以工作业绩为衡量标准，提高

公益化服务能力和水平，努力建成有特色、有影响的专业

协会。

段忠会长希望深圳市军民融合发展协会要带领企业走

出一条军民融合的新路，起到标杆作用，带动全国，他强

调：军民融合现在要立足“主攻增量市场”，不要在成量

或存量市场上做文章，抢占高科技制高点，通过拳头产品、

过硬质量创出一条新路。要加强与军队、国家部委、军工

科研院所的联系和合作，拓宽交流渠道，成立专业委员会，

筹备公共服务平台，创造性开拓工作，为军民深度融合创

造条件。协会副会长单位、理事单位、会员单位一定要主

动作为，把国家战略转化为企业战略，抓住“十三五”规划、

国防和军队改革等重大历史机遇，实现新发展、新跨越，

开创出军民融合事业新未来。

中国光博会秘书长杨耕硕（右）向深圳市军民融合发展
协会段忠会长（左）颁发了CIOE 主席团副主席的聘书

深圳市军民融合发展协会段忠会长（中）总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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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光

电专业展览——第 19 届中国国际光电

博览会（简称：CIOE 中国光博会）9 月 6 日

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这个为期四天规模

庞大的行业盛宴，聚焦光电相关产品与应用的

展览和会议活动，邀请业界共同见证，共襄盛

事！

细分市场带来新需求，以创新促发展

目前，光电子行业是全球半导体行业中增

长最快的领域，并主导着产业的发展。随着全

球光电市场每年都呈现出成倍的增长，半导体

行业的发展势头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行业内的

强劲动力，尤其是那些迎合能源效率的因素，

已经导致了光子集成、图像传感器、LED 和

其他光电器件的创新。随着其他几项重大技术

进展的进行，专业市场研究认为，2016 年至

2024 年，全球光电市场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光电细分市场带来行业发展需求，比如说

移动互联网的大潮、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兴起引

发数据中心的爆发，引爆光互联和光模块市场。

CIOE2017 首次推出“数据中心生态体验区”，

以论坛加展示为一体，不仅为大家搭建现场交

流、沟通平台，还集中对光纤光缆、光芯片、

光模块、配线、光连接器到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云端应用等的全产业链进行一站式展示，包括

长飞、特发、奇芯光电、Macom、旭创、海信、

武汉锐奥特、海信宁波、凝网、超前通信、潮

州三环、天孚、利成光电、兴晟图等企业均带

来相关解决方案。

消费电子的升级换代引发镜头模组和红外

光源的海量需求；车载辅助驾驶和无人驾驶引

发了激光雷达和摄像头领域的投资热潮，新兴

应用和新兴市场的崛起对这些光电产品的需求

产生了指数性增长。针对观众关注度较高的行

业和应用，CIOE 首次设立了手机、汽车、数据
中心三条主题参观路线。每条参观路线直接体

现的都是经过筛选的企业及产品，让您的参观

之旅更精准，更省心，也更有成效！

另外随着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深入实

施，为推动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展会现场首次

举办“2017 光电科技军民融合大会”，以军

品釆购和企业入门资质为主题，邀请中央军委

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国防科技

工业局等专家担任演讲嘉宾，从国家大的政策、

光电与军民融合来深入介绍当前军民融合趋势

和需求，并邀请 4-6 位全军装备采购评审专家

做现场点评，与现场路演企业进行积极互动交

流，提供建设性意见和指导，让更多的企业参

与军民融合大潮。

6 大主题展 + 1 个光电子技术创新馆
搭平台跨界融合赢未来

随着新兴市场的逐渐增长，行业需求不

断增加，只有对市场发展趋势要有一定的预见

力和判断力 , 才能赢得商机，抓住市场先机。

2017 年 CIOE 中国光博会同期特设 6 大主题展

及 1 个光电子创新馆，总展出面积将达 11 万

平米，汇聚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0 家

光电企业及 3200 个优质光电品牌参展，专业

观众及买家数量超过 60,000 名。为期四天的

展会里，优质光通信设备商及器件商、系统集

成商、运营商、精密光学、激光及红外、LED

制造企业等将汇集在同一个“屋檐”下 , 资源

充分共享，各领域相互渗透交叉，跨界融合思

维碰撞。

深耕光电市场 19 载 
跨界融合创新发展
——2017第 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9月6-9日深圳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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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荟萃，不出国门看全球
  （以下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光通信展】是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最为

完整的光通信产业链商贸采购、展示、技术

及学术交流的平台，如三菱电机、Viavi、

SCHOTT 、Macom、EXFO、SENKO、

Photop、Semtech、Ilsintec、SUSS、京瓷、

旭创、一诺、德科立、海信、芯思杰、仕

佳科技、长飞、中科、三环、亨通、特发、

特恩驰、上海阳安、保视通等众多知名企

业参展，还有美国纽约州联合展团、德国、

丹麦、加拿大等国家展团。

2017 年 CIOE 重磅打造【激光技术及智

能制造展】 ，专注于激光精细加工、创新应

用，聚焦激光技术在电子制造、集成电路、

通信、医疗、能源、自动驾驶等领域的创

新应用。知名企业有 Newport、通快、相

干、大族激光、杰普特、武汉楚天工业激光、

大恒新纪元、北京凯普林、武汉赛斐尔、

福建福晶科技、武汉凌云、中国科学院光

电研究院等企业。

【红外技术及应用展】红外巨头齐聚，

全面展示红外材料、器件、设备及应用产品，

部分知名企业有：Ophir、FLIR、ULIS、

Thorlabs、Thales、PI、Hamamatsu、 大

立科技、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飒特红外、

海康威视、久之洋红外、高德红外、蓝思

泰克等。

【精密光学展、镜头及摄像模组展】是亚

洲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光学专业展览，受

到舜宇光学、利达光电、凤凰光学、华国

光学、成都光明光电、成都晶华、松下、

徕卡、激埃特、福特科、联创电子等企业

的鼎力支持，还有韩国、台湾、上饶经济

技术开发区、西安北方光电等展团齐亮相。

汇集前沿 LED 封装技术的【LED 技术

及半导体制程设备展】集结了 ASM、嘉大

电子、库力索法、先进光电、三一联光、

台工科技、德瑞茵等企业；同时汇集了【中

国蓝宝石技术及触摸展】蓝宝石及触摸屏

产业链从材料、器件、制造及测试设备海

量创新产品和尖端技术。以“展中展”形

式全新开辟“手机摄像头 / 生物识别展区”，

全面展示手机摄像头模组产业链及 AR/VR

相关技术及产品，生物识别产业链的新产

品、新材料及新工艺；强强联手艾邦智造

打造“3D 玻璃 / 陶瓷加工展区”；如世界

工业集团百强之一的圣戈班集团、国瑞升

科技、奥瑞德、赛贝尔等企业均有参展。

2017 年【CIOE 光电子技术创新馆】获得

更多科研院所及新创企业的鼎力支持，如保

千里、华拓光研、创景视睿、新视界、飞雨

光学、精测仪器、新则兴、知象光电、鞍山

睿科等企业，同时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

研究所、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

所、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中科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长春理工大学、华

侨大学机电及自动化学校等相关科研院所、

高校也给予了全力帮助。还有“光电科技军
民融合展区”20-30 家军民融合民企携技术

及新产品现场集中展示。

光电产业卓越技术峰会以及产业活动

2017 年 CIOE 中国光博会不仅仅是展

示平台，还是行业人士交流发展、探讨行

业发展趋势的交流平台。现场 20 多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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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覆盖光通信、光学、光纤传感、AR/

VR、红外、激光、数据中心、军民融合等。

譬如，在光通信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

【2017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三大运营

商、五大设备商强势登场、行业领头羊齐

聚高端对话；把握信息通信业发展新路径，

议题涵盖超高速传输、光层组网、光纤接入、

数据中心与光互联、光器件与光纤光缆等

关键技术与创新热点；IPTV 和智慧家庭、

大数据与云计算、5G 与移动互联网等相关

业务与应用场景的发展趋势。除此之外，

运营商对 CIOE 的参与度日益增加，2017

现场还将举办中国移动 5G 时代光网络发展

创新高峰论坛、中国联通家庭 WiFi 高峰论

坛暨 Wolink 发布会、2017APCA 亚太云端

+ 创新产业峰会绿色数据中心创新论坛等，

以应用带动上游产业发展。

【2017（深圳 ) 现代光学制造工程与

科学”国际研讨会】精选光学产业热门话题，

重磅嘉宾，精彩演讲，高峰对话；议题涉

及 光 学 智 能 制 造 与 AI、 机 器 视 觉、AR/

VR、光学测量技术等前沿话题，现场近 30

位产业大咖专家分享，300 多位光学领域精

英参会；水晶光电、阿美特克、泰勒霍普森、

哈挺等知名企业悉数亮相。

激光和红外方面，组委会也准备了饕

餮大餐，比如为应对日益激烈的非制冷红

外成像市场竞争，法国权威分析机构 Yole

携手 CIOE 中国光博会举办【第二届国际红

外成像高端论坛：非制冷红外成像技术的海

量应用】聚焦最新的技术创新及市场动态。

从技术、市场趋势、相关数据及竞争格局

等方面对红外成像行业做出全面分析，是

了解红外成像行业最新动态的绝佳机会；

此 外，Yole 与 CIOE 还 将 举 办【2017 国

际激光技术高端论坛 --- 从新技术到新应

用】，现场业界大咖云集，如通快，相干，

ITRI，大族激光，中国激光加工专委会等，

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您解读最新的激光

应用领域和新技术，发布全球独家激光行

业趋势分析报告，更有利于您更好地调整

企业的战略规划。同期也有针对消费电子、

医疗和航天航空领域的 2017 中国激光高端

精密加工创新大会等您参与。

引领未来的高科技热点项目盛宴的

【2017中国光电子投融资峰会暨项目路演会】
在 CIOE 中国光博会现场上演，论坛邀请与

高科技企业有过紧密合作、有多个成功投

融资案例的投资机构及创投孵化器、运营

代表参加，还有中国光电行业最具创新和

成长性的企业和机构带来路演项目。

鉴于中欧在技术交流、项目合作、人

才对接等领域的巨大合作商机，主办方与

欧洲光电子协会（EPIC）强强联手举办【欧

洲 EPIC 光电子技术讲座】18 位分别来自法

国、瑞典、爱尔兰、丹麦、德国、瑞士、

奥地利等欧洲光电企业高层为您开讲最新

光电技术。

在活动方面，CIOE 也筹备了许多参与

度高、互动性强的活动，包括买家采购对

接会、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光学镜头应用

设计大赛、光学创新产品奖、天文爱好者之

约、360°球幕电影体验互动、光电人才活动、

CIOE2017 光享会等，让观众近距离感受

光电科技的魅力，使参观之旅更丰富有成

效！



1212

Interview人物

6 月 23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

中心指导，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联合主办，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

先导技术研究院、中科创星孵化器、陕西

省光电子集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承办

的“国际化合物半导体产业技术”论坛在

西安成功举办。中国光电网 /《中国光电》

杂志作为本次大会的支持媒体也派员全程

参与了此次论坛。

论 坛 当 天， 耶 鲁 大 学 终 身 教 授、

saphlux 公司创始人韩仲以“The Advance 

and Outlook of GaN Laser Devices（氮化

镓激光器的进程与展望）”为题分享个人

学术观点。 

蓝光 LD：电光转换效率提升到 60% 以上

本世纪以来，GaN 基光电子器件正经

历快速发展阶段，其中，LED 和边发射激

光器已经实现产业化，但是，具有更优越

特性的垂直腔表面发射激光器（VCSEL）

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VCSEL 的独特优

点包括阈值电流低、易实现单纵模工作、

调制频率高、发散角度小、易与光纤耦合、

易实现高密度的二维阵列及光电集成，但

是，由于自身结构的特殊性，其激射条件

非常苛刻，除此之外，还要确保其发射波

长落在 DBR 的高反带之内，确保谐振腔的

谐振波长与有源区的增益峰对准等才能得

到激射，所以制备十分困难。

2016 年 10 月， 欧 司 朗 发 布 最 新 款

GaN 边发射激光器，其电光转化效率为在

20% 左右，韩仲教授表示，受限于 ηstim

和 ηext 等参数，当前的 GaN LD 效率在

30% 左右，未来 GaN  EELD 的目标是将效

率从当前 30% 提高到 60% 以上。

在如何解决效率问题时，韩教授给了

几个方案：通过采用半极性方案来获得更

高增益；通过使用 QD 来降低阈值；通过

增加光学限制因子来实现更好的波导等。

特别是韩教授采用类似塑料光纤的多孔概

念，将光限制在增益层，据了解这种多孔

GaN 能将光场提高三倍，最终效率也会达

到 60%。

蓝光 VCSEL 的应用大有可为

作为一种低功耗、长寿命、高光束质

量的激光光源，蓝光 VCSEL 的应用非常广

泛，韩仲教授就指出了几个主要应用场景，

包括用于移动显示和投影领域，用于照明

和微显示领域，以及高分辨彩色打印、扫

描和临摹等。

在显示和投影方面，高亮度的蓝色激

光器完全可以和发展相对成熟的红色 LD、

内腔倍频的全固化绿激光器一起，作为彩

色显示的全固体标准三基色光源。这种新

耶鲁大学韩仲：
氮化镓激光器前景可期
作者：中国光电网		于占涛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saphlux 公司创始人韩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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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激光光源不仅效率高 ( 与荧光光源

相比 )，而且更加忠实于自然光，能

够消除白炽光源产生的黄影和荧光光

源产生的绿影，实现三基色的平衡。

在照明与显示方面，LD 激光照

明，被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村修二认为

是第三代固态照明技术，未来的发展

潜力不可限量，目前已经有使用 LD

背光的液晶电视，除了传统的照明，

特别是西方人偏爱的暖光照明外，激

光用在汽车照明的未来也值得期待。

美国已经买得到 BMW 采用 LD 头灯

的汽车，未来这方面的发展非常被看

好，因此许多科学家和企业都在这方

面的开发上投入很多精力。

在通信领域，蓝光 VCSEL 可以

搭配塑料材料的光纤，对光纤成本可

以大幅度的降低，尤其是未来大数据

中心需要大量的光连接，如果蓝光

VCSEL 在工艺与成本可以突破，前

景可期，尤其是我们身处的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时代。

另外，由于 400 ～ 450nm 之间

的蓝色激光光源是感知系海洋水色的

有力武器，所以这种激光器也可用于

探测海洋渔业资源，以及海底光通信。

小结

尽管市场和应用在不断增长，

但是韩仲教授还是表示，目前 GaN

激光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或者说

远没有成熟。

在最好的状况下，进入 EELD

的能量 2/3 被浪费；未来迫切需要在

材料和模态增益方面做出重大突破。

GaN VCSEL 当前仍然无法作为

一个商用产品，打开移动和 AR/VR

应用市场。

纳米多孔 GaN 将来有可能成为

GaN 激光器的必要解决方案。

韩仲教授简介：
韩仲教授现任美国耶鲁大学电子工程系终身教授、是蓝光 LED、激光与光电子半导体领域的知名
专家。韩仲教授是 IoP、IEEE、OSA 的会士，曾担任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和国防部评审
小组的成员。他在若干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了超过 250 篇论文，获得了 9000 多次引用，H 因子达
到 50。此外，他拥有 12 项美国专利，联合创立了美国高科技公司 Saphlux。
韩仲教授在 1993 年国际上首次实现室温连续激射的 II-VI 族激光器；1997 年和 1999 年分别实
现了国际上首次 MOCVD 生长 GaN 材料的在位监测技术，包括反射率、样品曲率和应力等等，此
方法为 GaN 材料生长提供了便利，在工业界和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998 年国际上首次实
现 GaN 基量子阱紫外 LED，在 AlGaN 材料生长和紫外光源方面做了早期的开拓工作；1999 年首
次实现了 GaN/AlGaN 异质结双极性晶体管，此工作的文章得到了超过 180 次的引用；
2000 年首次实现了具有谐振腔的蓝光和近紫外 LED，并实现了光注入下的垂直腔面激光器；同年，
首次利用图形化蓝宝石衬底生长低位错密度 GaN 材料，为之后图形化蓝宝石衬底在高亮度 LED
的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工作也获得了 2004 年 R&D 100 奖；2005 年，由于实现了高 Al 组
分的 AlGaN 中稳定的 P 型 Mg 掺杂，获得了 MRS Ribbon Award 奖项；近年来，在半极性非极性
GaN 材料生长、以及多孔 GaN 材料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2015 年，由于韩仲教授的出色
工作，他被耶鲁校长任命为 William A Norton 科技创新讲座教授。

同期关注：2017CIOE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
随着消费电子产品轻薄以及美观要求的与时俱进，激光加工在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制
造中取代传统技术的趋势日益明显，预计未来小功率激光设备在消费电子领域的需求
将达到近年来的高点。CIOE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聚焦激光精细加工和创新应用，大
族激光、楚天激光、通快、泰德激光、JPT 等将现场展示激光打标机、激光切割机、激
光焊接机、激光钻孔机、紫外及超快激光器、激光雷达等众多行业领先新品。更多详情
登陆 www.ci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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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科技创新发展的今天，虚拟现实技术已经被业内公认为下一

个“风口”，保千里、华为、腾讯、小米等企业纷纷布局。

有机构表示，2016 年，中国 VR 市场规模为 34.6 亿元，预计 2018

年突破百亿元大关。未来五年，VR 市场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 80%，

到 2021 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 VR 市场。近期《中国光电》

/ 中国光电网记者采访到保千里集团董事、副总裁陈杨辉就相关问题

展开讨论。

记者：陈总，您好，面对虚拟现实技术已经被业内公认为下一个“风
口”的市场格局，请为我们介绍下保千里在这其中的布局有哪些？

陈杨辉： 保千里集团立足精密光机电成像 + 仿生智能算法的竞争

优势，研发一系列以高端图像采集、分析、显示、传输、处理技术为

核心的智能硬件产品，以及视像技术为基础的云平台，为客户提供高

端视像解决方案。

凭借高端视像相关核心技术的沉淀和积累，保千里全面发展电

子视像处理全系列技术，研发推出全新虚拟现实应用技术——全景成

像技术，打造以 3D 实时影像为虚拟环境，支持姿态和体感交互，并

以数字化信息动态标注为增强现实，实现可商用化的虚实结合的虚拟

现实产品和系统。2016 年底，保千里推出了全球首台 VR 手机——

打令 VR 手机，截至目前已在旅游、直播、房地产、汽车等行业应用

中取得务实成果。

在第一代产品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开发和持续优化，8 月 22 日，

保千里在北京盛大发布打令 VR 手机新品，新品全新升级将带来全新

体验。

记者：有业界专家表示，保千里打令 VR 手机的出现，让智能机从
平面拍摄进入了空间拍摄时代，可以说彻底的改写了智能手机定义，请
为我们介绍下打令全景拍摄手机都有哪些优于其他同款手机的特点？

陈杨辉： VR 是继计算机、智能手机之后极具可能的又一通用性

计算平台，全行业进入 VR 领域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各大

手机品牌均在加速跟进 VR 市场。

保千里打令 VR 手机不仅仅是一款手机，更是 VR 内容生成器。

通过保千里打令 VR 手机可以进行 360 度全维度球形空间拍摄，可

VR 浪潮 内容为王
——访保千里集团董事、副总裁陈杨辉

保千里集团董事、副总裁陈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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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随时随地一键生成 VR 内容，并进行实时预览、编辑、分享；可

广泛应用于房产、旅游、直播、展会、体育等行业，成为商家进

行场景化社交和营销的智能终端，应用于旅游、聚会、演唱会、

商超、直播、餐饮、美容、4S 店、婚礼、活动等场景，通过定制

LOGO、全景信息展示、地图导航、专场优惠券、门店列表、商城

链接、互动社交等个性化模板，创造“VR+”价值，成为商家拓客、

锁客、留客，提升客户转化率的新型营销工具。

保千里打令 VR 手机让手机不再只是通话工具和娱乐设备，更

是一款可以运用到百行百业的智能终端，为百行百业打开 VR 的新

大门，迈向一个全新的视界。

记者：目前，中国在整个产业体系中更偏重于行业应用，而在硬
件包括开发工具和操作系统方面比较薄弱，同时，虚拟现实领域也缺

少一个爆款级产品。您认为要想成为虚拟现实领域的爆款级产品应
该是具备什么样特点的产品？

陈杨辉： 内容是最终驱动整个 VR 产业的核心，是能够让消费

者真正去拥抱 VR 的原动力。其实，我国 VR 市场非常庞大，全国

已经有超过百家 VR 体验店，但很多 VR 体验店在经历短暂的火爆

之后便乏人问津。其主要原因是体验的 VR 内容不出色，造成用户

对 VR 兴趣有余而粘性不足。只有内容足够丰富和优质才能刺激消

费者对 VR 设备的购买欲望。

对于 VR 而言，内容是当下火爆并且紧缺的产业领域之一，抓

住了 VR 浪潮中的内容领域就相当于抓住了 VR 产业的核心。保千

里打令 VR 手机可以随时随地一键生成 VR 内容，并能实时预览、

随心编辑和一键分享，这对限制 VR 发展的内容瓶颈来说无疑是一

大突破。

记者：今年初，保千里集团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大剧院举行“2017
保千里大宝商用机器人发布会”。向到场嘉宾全方位展示大宝商用机
器人的特点及领先技术。能否介绍一下大宝采用了哪些领先技术？当
前发展服务机器人面临哪些挑战？

陈杨辉： 大宝商用机器人是保千里集团首款商用服务机器人，

是 7*24 小时的企业超级员工。它具有灵敏的视像捕捉、先进的语

音识别、强劲的机动性能，业内首创 3D camera SLAM 建模，能

够实现智能自主导航、敏捷的全方位避障；强大的负重搬运，兼顾

多种搬运模式，实现人工替代；灵活的仿生手臂，广泛适用于各类

商业场景进行表演展示；丰富的娱乐模式，为企业带去更为丰富的

娱乐互动场景；精准的对位充电技术，功耗低，待机长，有效节省

企业使用成本；采用互联网 + 设计思路，支持后台管理与控制，是

企业与用户的强连接器，有效拓展营销渠道，提升经营效率，打造

智能全营销平台。

目前，国产服务机器人仍以低端产品为主，自主创新能力弱，

缺乏核心及关键技术的原创性成果和创新理念，缺乏面向企业及市

场需求产品的问题依然突出。但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不断深

入、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逐渐增强及多种利好政策不断落实等有利因

素，将助推包括保千里在内的自主创新型企业加速在智能机器人产

业的发展。

记者：贵公司在本届 CIOE 中国光博会现场将为大家展示哪些产
品？请留下您对 CIOE 中国光博会的展商寄语。

陈杨辉：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是全球最具规模、影响力及权威

性的光电业综合展会。本次展会，保千里将携智能机器人、打令

VR 手机、汽车智能驾驶系统、智能云屏等系列产品与解决方案参展，

欢迎广大嘉宾莅临保千里展位参观、体验。在此，预祝本届中国光

博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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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国网络上，只要说起以华为、OPPO、VIVO、小米四家

为首的中国手机，经常看到这样的评论——“核心零部件

都在外国手里，中国只是做个组装”。

这种说法已经是完全错误的，系统集成也需要技术积累。

在中国，一个手机硬件工程师月入过万是很平常的事情，印

度的手机制造商，全部需要中国的手机 ODM 公司提供技术方案，

可见做集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在智能手机上游的零部件产业链，中国也已经出现

了大批营业收入超过 100 亿的大公司，光是一个显示面板产业已

经有京东方、华星光电、龙腾光电、信利国际等至少四家中国公

司跨过了 100 亿的门槛。

在玻璃盖板、金属壳、连接器、触摸屏这些领域也有 7 家中

国公司跨过了 100 亿的门槛，而且还有数家公司已经接近 100 亿

的门槛。

如果一个国家的手机品牌产业强大了，这个国家的零部件产

业链必然会被带动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智能手机零部件产

业的主要玩家——韩国，日本，台湾，美国，中国，都是有或者

是曾经有强大的品牌产业。

2017 年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品牌世界市场份额已经接近

50%，而非常显然，中国零部件厂家的世界市场份额没有手机品

牌那么高，这也恰好说明，中国的零部件产业和手机品牌的市场

份额之间的巨大差距，必然会给中国零部件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

势能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非常简单，如果中国的手机实现了零部件 100% 国产化，那

意味着中国零部件产业链的世界市场份额达到了 50%。所以不要

老是说某某零部件是进口的，是国外的，等我们真的全部国产化了，

对整个世界的冲击显然不是那些小国家所能比拟的。

今天我们来看看光学部件和指纹识别模组部分的竞争情况。

摄像头模组领域，哪家公司世界市场份额最高？是一家中国

公司。

指纹识别模组领域，哪家公司世界市场份额最高？也是一家

中国公司。

摄像头模组

如果中国人穿越到了古代，跟那个时候的人说：“未来的中

国人可以制造一种设备，这种设备能让人的眼睛看到过去，也能

够看到千里之外的人在干什么”。相信这个古中国人的反应十有

八九是“What the hell is that?”

这个东西就是摄像头模组，这个东西可以把光信号转化成电

信号形成影像。

在 21 世纪之前，摄像模组主要是装在相机上面，手机拍照功

能的出现是 2000 年之后才出现的事情。

不过在数码相机出现之前，成像的原理和现在不一样，那个

时候是用胶卷，通过胶卷上的材料曝光来实现记录影响。

在八十年代，上海制造的海鸥牌照相机，可是国内电子发烧

电子产业链国产化
——中国光学器件的崛起
作者：宁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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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眼中的奢侈品，比现在的苹果要贵多了。拍照用的一卷胶卷就

要十几元，二十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普通工人半个月

的工资了，而一卷胶卷，也不过只能照二三十张照片。

在那个时候，拥有一台海鸥牌照相机，绝对是朋友圈的中心，

帮你拍一次照片，就要用掉一部分胶卷，成本可不低。一个男生

如果对女孩子说，今天我们去公园，我给你拍几张照片，这绝对

是斥巨资，下了血本追求。拍了照片，当时还拿不到，要到照相

馆冲洗，几天后才能拿到照片，于是又有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

下图为八十年代的高富帅，手持海鸥牌相机，从站立的位置

就可以看出他是人群的中心，旁边的女生更是面对着他开怀大笑，

一看就是人生赢家。

到了今天，摄像头模组仍然是智能手机里面最贵的元件之一，

iphone 上的一个摄像头模组你就会掏出 100 多元人民币购买。

提起摄像头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想起索尼，索尼摄像头是苹果

等的供应商，不过现在索尼摄像模组业务在逐渐没， 其主要生产

工厂索尼广州厂已经在 2016 年底卖给了欧菲光，其熊本工厂目前

一直未能大规模量产，如果其日本的熊本工厂开始量产，索尼摄

像头模组才会重返市场行列。 

首先要说，摄像头模组是完整的一个系统，而不只是手机上

外露的那个镜头，镜头只是摄像头模组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的摄

像头模组，还包括 FPC，图像处理芯片，镜头，马达等。也就是

一个完整的能把光信号转化为图像，并且对外输出的系统。

我们先看下 2015 年上半年的全球摄像头模组厂家份额，数

据来自日本调查公司 Techno Systems Research Co. Ltd.，世界

第一是中国的 Sunny 舜宇光学 8.6%；世界第二是日本夏普 7.4%；

世界第三是韩国 LG 6.9%；世界第四是台湾光宝 6.3%；世界第五

是中国欧菲光 5.7%。我们熟知的索尼其实只占 2.6%，注意这是两

年前的排名。

下图是 2016 年上半年的全球摄像头模组厂家的排名，世界

第一是舜宇光学 8.9%，第二是欧菲光 8.7%，第三是富士康 5%，

第四是韩国高伟电子 4.7%( 该公司是苹果手机摄像模组的供应商 )，

第五是三星电机 4.5%。

明显看出下图这个排名和一年前日本人的排名不一样？这是

因为目前没有真正权威的份额排名，所以各种排名都是一个参考。

但是有两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排名里面中

国舜宇光学都是摄像头模组的世界第一。

1）  舜宇光学是全球最大的摄像模组供应商，包括手机，平

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在内。

2）  中国摄像头模组厂家都在高速增长，而且份额不断扩大。

目前国内摄像头模组的四巨头：欧菲光，舜宇光学，丘钛科技，

信利国际，这四家合计占了全球 25% 的市场份额，可以这样说，

遍布世界各地的人类，每用手机拍四张照片，就有一张是用这四

家中国公司的摄像头模组拍出来的。

确切说，信利国际弱了点，应该说是三巨头；欧菲光，舜宇，

丘钛。

当然，我们也要知道，中国公司份额虽然最大，但是占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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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还是中端和低端领域，高端还是索尼，LG，夏普三巨头。不

过他们发展基本停滞，而中国公司在迅速上升。

世界第一的中国舜宇光学 2016 年营业收入 146.1 亿人民币，

增长 36.6%，净利润 12.72 亿人民币，增长 66.8%. 其中以摄像

头模组为主的光电产品业务收入 114 亿，增长 38.8%，业务占比

78%，这是舜宇的主要业务。

可喜的是，舜宇 的出货 60.7% 为千万像素以上的高端摄像头

模组，例如华为的旗舰手机 P9，P10，Mate9 等，舜宇都是主要

供应商，除了手机摄像头，舜宇 2016 年来自数码相机摄像头模组

的业务收入为 6.67 亿人民币，增长 24.4%，主要供应日本品牌。

舜宇是日本电子品牌厂家的摄像头模组和镜头供应商，佳能、

尼康的数码相机，索尼的手机等都有使用舜宇的摄像头和镜头，

看下图，2016 年舜宇来自日本的营收为 5.42 亿人民币，大幅增

长 39.8%. 所以还在买日本数码相机的朋友就不要抵制日货了，日

货里面也有中国制造。

来自外部客户的收入 非流动资产

2016
人民币千元

2015
人民币千元

2016
人民币千元

2015
人民币千元

中 国（ 不
包括香港）
（居住国）

12,001,812 8,976,971 2,127,854 1,433,252

香港 432,532 247,452 - -

韩国 462,344 349,705 94 190

日本 542,250 387,922 93 1

美国 629,728 395,366 77 66

其他 543,112 338,816 622 929

14,611,778 10,696,232 2,128,740 1,434,438

更值得一提的是，舜宇光学还进入了光学仪器领域，开始研

发制造高端显微镜，2016 年收入为 2.53 亿人民币，增长 19.9%。

其中工业内窥镜收入 1707 万人民币，增长 17.2%。

仪器仪表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工业产业之一，舜宇这样的优秀

企业进入该行业，是一件大好事。

在摄像头领域营收排在第二的是欧菲光，这个第二是全球第

二。2016 年欧菲光摄像头模组实现营业收入 79 亿元，同比增长

44%，出货量达 3.1 亿颗，同比增长 46%，8M 以上中高端产品占

比超过 80%，产线自动化率很高，宣称达到 90% 以上。

注意舜宇和欧菲光对比一下，欧菲光说我 800 万像素以上的

摄像头占 80%，舜宇说我 1000 万像素以上的摄像头占 60.7%，

基本在一个竞争位面。不过比起位于高端的索尼和 LG 摄像头还

是有差距。

2016 年对欧菲光，或者对中国摄像头模组产业的标志性事件，

是 2016 年 11 月 7 日晚间欧菲光发布公告称与索尼中国就收购索

尼电子华南有限公司 100% 股权事宜达成一致意向。

本次收购支付价格 2.34 亿美元。索尼电子华南有限公司是索

尼最主要的摄像头模组生产工厂，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微型摄

像头及相关部件。公司 2015 年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净资产 6.15

亿元人民币，营业收入68.28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09亿元人民币。

根据当天欧菲光董事长对国君电子的交流，欧菲光董事长披

露的核心信息如下，请注意，他说的国际大客户，手机行业里面

国际大客户只有两个：三星和苹果。

1、索尼摄像头的行业地位

（1）摄像头模组的国际第一梯队，也就是国际大客户的三家

供应商，LG、SHARP和索尼，在这三家供应商中，索尼的技术实力、

自动化水平（包括设备自制能力）、工艺控制能力是三家里面最

好的，可以说全球第一；

（2）索尼摄像头模组的生产基地主要就是广州；2016 年初

的时候，在熊本给国际大客户投了双摄工厂，但没有正式生产即

遭遇地震，目前只有产线，没有量产；

（3）除了拥有摄像头模组以外，还有 CMOS 芯片和软件，

可以说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能力在国际第一梯队里面最强；欧菲

此次收购的就是索尼广州工厂、160 人的研发 + 管理团队和全部

专利技术；

（4）索尼拥有国际大客户 50% 前置摄像头 +10% 后置摄像

头份额；2015 年出货约 1 亿颗，营收 10 亿美金，68 亿人民币；

2016 年预计出货 1.4 亿颗，营收 15 亿美金，约 100 亿人民币。

2、欧菲光收购索尼华南厂，在技术上得到大幅提升

将摄像头模组水平提升到国际一流，与 LG 并驾齐驱（除 LG

以外再无对手）；

（2）大幅缩短了导入国际大客户的时间，欧菲光已经通过自

身实力切入了大客户多款产品摄像头，叠加上这次的索尼，目前

已经成为大客户单摄模组全球最重要的供应商，后续有望成为双

摄最重要的供应商；

（3）大幅增厚了营收净利水平，索尼摄像头模组业务盈利水

平较低主要是结算方式和流程所致，行业正常利润水平应该在 8

个点以上，100 亿的营收对应的就是 8 个亿以上的净利润；

（4）获得了索尼的技术支持，本次收购索尼向欧菲光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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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设备的所有专利和授权，并且派了 160 个人的工程师队伍

与欧菲光完成对接，欧菲光准备了 300 人以上的团队与其对接；

除了摄像头模组的关键技术，如 filp chip，更重要的是成产过程

中涉及的自制自动化设备，软件和硬件，通过这次收购全部获得；

（5）提前布局了大客户的双摄业务：目前掌握大客户双摄生

产能力的只有 LG 和索尼，SHARP 也在加快进度；之前索尼准备

为大客户做双摄模组，在熊本扩建的工厂还没有开始生产就遭遇

地震，只好作罢，但是生产能力完全具备；欧菲光通过自己扩产

的方式加紧大客户双摄的导入进度。

摄像头模组中国第三目前是丘钛科技，2016 年度集团营业收

入约为 49.91 亿元人民币（同下），同比增长约 126.6%；净利润

约为 1.91 亿元，同比增长约 87.0%。

丘钛科技的目标是要紧追欧菲光和舜宇，毕竟前面的两家发

展速度也很快，在营收规模相对较小的情况，如果不能保持高速

发展，就会掉队。

2016 年信利国际收益是 221 亿港元（约 196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3.6％。毛利 22 亿港元（约 2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3.5％。净利润为 5.82 亿港元（约 5.17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

降 31.2％。

不过信利国际的大部分业务收入来自液晶体显示器业务（包

括触控产品），占集团 2016 年收益的 77％，是其核心业务。而

微型相机模组和指纹识别产品，以及印刷电路板销售等其他业务

占集团收益的 23％，总共 45 亿人民币，所占并不多。

我们对比下我们的国际竞争对手的情况，相比于中国厂家的

突飞猛进，竞争对手就没有我们那么高兴了。

日本是比较郁闷的，索尼摄像模组 2016 年底主要工厂被欧

菲光收购，另外一家高端摄像模组制造商夏普 2016 年又被富士康

收购。

韩国方面，苹果的主要摄像头模组供应商——高伟电子，

2016 年营业额 9.145 亿美元，下降 6.7%，净利润 2849.5 万美元，

大跌 53.04%。这个营业额已经比舜宇和欧菲光都低了，但高于丘

钛科技。

LG 和三星的摄像模组收入没有公布，无从得知，不过不可能

大幅增长。

台湾方面，台湾光宝 2016 年光电产品的营业额为 561 亿新

台币，大约 127.5 亿人民币，增长 3.45%。

不过光宝这个光电产品是包括了 LED 照明产品，其摄像模组

的营收 2016 年大约在 70 亿人民币左右（按照其财报里面市场规

模 70 亿美元，光宝自称占有率 14% 估算）这样的话，光宝的营

收 2016 年也被欧菲光超过，下图是光宝光电产品的收入。

舜宇和欧菲光在营业额上已经是稳居全球前两名了，请丘钛

科技再加把油，超过光宝和高伟，进军全球第三。这样全球前三

都是中国企业。

不过有趣的是，台湾光宝似乎无视舜宇和欧菲光的存在，把

自己看成是高端供应商，在其 2016 年的财报里面，只说竞争对手

有夏普和 LG，看来光宝觉得索尼主要工厂被欧菲光收购之后，也

算不上主要竞争对手了。

实际上，以华为的 mate 9 为例，摄像模组供应商就是舜宇和

光宝，明明和舜宇就是竞争对手嘛。

2016 年度年报

产品竞争情形

主要产品 公司名称

光电产品 -LED 亿光电子、宏齐科技、佰鸿工业、东贝光电等

光电产品 -照相模组 夏普、LG	Innotek 等

我们总结下，摄像头模组领域，日本的两大主力索尼变卖了

主要工厂给欧菲光，夏普被富士康收购，韩国的主力公司高伟电

子营收下滑 6.7%；台湾的主力厂家光宝营收增长仅为 3.45%。

而中国摄像模组四强，舜宇增长 38.8%，欧菲光增长 44%，

丘钛增长 126.6%，信利国际增长 13.6%。

中国产业升级的态势非常明显。东亚四个地区，中国大陆在

不断蚕食其他三家的份额。

只是做个摄像头模组，显然并不能满足中国产业链的胃口，

那我们再看下其各个零部件的产业竞争情况，中国公司在上游也

在逐渐壮大。

一枚完整的手机摄像头通常由 CMOS（图像传感器）、镜组、

马达、FPC（柔性电路板）、connector（连接器）等组件构成。

摄像头马达主要是拿来移动光圈，使得成像清晰，在马达这

个领域，日本 TDK 是老大，我们看下 2016 年 12 月到 2017 年 1

月的发货量就知道了。

在 2012 年以前，世界上的摄像头马达（VCM 居多），是日

韩占了垄断地位，目前中国厂家也在迅速崛起，上面这个排行榜

里面，虽然 TDK 排名第一，但是第 2-4 位的新思考，比路，皓泽，

中蓝都是中国厂家。

未来几年，国产化替代将会逐渐进行，但是如上面所示，和

全球老大 TDK 差距不是一点点，即使在量这个方面，中国公司

最大的出货量也只有 TDK 的三分之一不到，更不要说金额二差

距更大了，因此这个取代只能是逐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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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OS 图像芯片是摄像头模组的关键部件，目前高端领域三

强是索尼，三星，美国豪威科技，目前高端手机的图像芯片，用

索尼的居多，三星主要自家用，豪威在高端领域有下滑的趋势。

曾经中国的北京君正在 2016 年想收购豪威科技，可惜今年 4

月宣布没有成功。

我们看到，2016 年全球半导体 20 强日本有三家，瑞萨电子，

东芝的内存，还有一家就是索尼，为什么索尼能进全球 20 强，半

导体业务营收 62.6 亿美元，相当大一部分来自 CMOS 图像芯片的

业务贡献。这个 CMOS 图像芯片可以说索尼集团近年来最大的业

务亮点。

索尼在 CMOS 图像芯片领域发展非常成功，其市场占有率，

尤其是高端市场占有率近年来逐渐攀升，堪称日本科技公司数年

来为数不多的份额在迅速上升的领域。

不过中国在中低端（好吧其实主要是低端）摄像头芯片领域

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下图是 2017 年 3 月全球主要摄像头芯片厂

家出货量，可以看到我国的格科微在出货量上占据了世界第一的

位置。

世界前六名有三家中国公司，格科微，思比科，比亚迪。

我国的三家芯片公司，尤其是老大格科微发货量虽然大，金

额上差距却非常大，因为国产芯片都集中在8M以下的中低端领域，

8M 以上出货量就很少，实际上我说的 8M 以下，其实主流还是集

中在 5M 左右。

而索尼的芯片基本用在 800 万像素以上摄像头，尤其是 1300

万像素以上的高端市场，索尼占据了市场份额优势。

上图中的 OV 就是美国的豪威科技，这家公司虽然产品算是

高端，但是业务进展上处于颓势，份额不断下跌，是中国公司收

购的绝佳对象。

在这里，你可能很意外，比亚迪是手机金属壳领域的国内老大，

没想到连在摄像头芯片上也是世界六强。

不过不管是格科微，思比科，还是比亚迪，虽然增长速度比

较快，但现在在技术上还无法挑战国际三巨头，营收和利润差的

也很远，要想真正取而代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希望国内企业能够想办法收购豪威科技，壮大实力，用并购，

或许是最快赶上索尼和三星的方法。

再说下光学镜头，普通人印象中镜头都是日本和德国强，但

是实际上在消费电子品牌领域，镜头份额最大的并不是德国和日

本。我们看下下图的全球份额，台湾在这方面优势非常大。

全球光学镜头世界第一是台湾大立光，这是台湾毛利率最高

的企业之一，超过70%，而且是台湾股王，2016年其股价高达3,980

元一股，是台股历史上股价最高的公司。

2017 年更是再创台湾股票历史新高突破 4000 元，大立光是

苹果手机镜头的主要供应商，我们看排在世界第二的舜宇光学，

镜头出货量是大立光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如果看营业额的差距更

大。第三名也是台湾的，叫玉晶光。

2015 年大立光营收 559 亿新台币，增长 21.96%，净利润高

达 241.6 亿新台币，增长 24.3%，按照 2017 年 6 月 4.4 的汇率，

也就是 127 亿人民币营收，54.9 亿人民币净利润。净利润高的惊人，

竟然超过 40%，达到 43.2%，可见其技术上的领先程度。

可以说，大立光和台积电，是台湾年轻人最想进的制造业公司。

全球第二的舜宇光学，以镜头为主的光学零件业务（包括

手 机 镜 头， 相 机 镜 头 等）2016 年 收 入 29.56 亿 人 民 币， 增 长

30.3%。而且为韩国客户和日本客户量产千万像素的镜头。

其中在汽车用的车载摄像系统镜头领域，舜宇 2016 年增长

37%，在该领域是世界最大的供应商。除了手机的镜头，舜宇光

学还是数码相机的镜头供应商，2016 年来自数码相机镜头的业务

收入为 1.22 亿人民币。

大立光和舜宇在镜头领域是世界两强，舜宇只是在摄像模组

领域做到世界老大是不够的，必须要在光学镜头领域打败大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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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还需要时间，看镜头营收的差距就知道了，大立光

镜头的营收是舜宇的四倍。

不过舜宇要有战略耐性，胜利的天平一定是在中国大陆这边，

把大立光打垮了，台湾少一个明星企业，是有助于两岸统一的。

世界第三的台湾玉晶光 2016 年下跌的比较厉害，营业收入

46.45 亿新台币，比 2014 年下跌 66.05 亿新台币下跌 29.7%, 净

亏损 1.54 亿新台币。

总结下摄像头模组，这个产业按照中国公司的发展速度，

2020 年就可以占到全球 50% 的市场份额，成为中国又一个成功

实现中国 VS 外国的产业，再过 5 年到 2025 年，实现更上游的零

部件实现自主化，那么世界一半的利润和产值被中国企业拿走，

将成为现实。

指纹模组

指纹模组的老大是谁，欧菲光。大家发现欧菲光这个名字怎

么老是出现？

欧菲光在其涉足的三个主要业务领域都是世界前两名，可以

说是一家非常优秀的中国企业。

在触摸屏领域，欧菲光是全球主要触摸屏生厂商四强之一，

也是中国最大的触摸屏生产厂家，2016 来自触摸屏收入达到

113.15 亿元。

在摄像头模组领域，欧菲光也是仅次于舜宇位列全球第二。

在指纹模组领域，欧非光在全球可以说是具备垄断地位，排

名世界第一。

欧菲光2016年在指纹识别模组领域实现营业收入69.35亿元，

同比增长 722.78%，作为指纹模组的龙头企业，欧菲光凭借国内

一二线终端品牌华为、OPPO、vivo、联想、小米等大客户资源优

势，保持平均月出货量 20KK，遥遥领先。

上图是 2016 年全球指纹模组识别厂家排名，中国欧菲光世

界第一，占了全球的 34%，遥遥领先。

世界第二的三星为 19%，第三名韩国的 crucial tec 只有 8%，

连欧菲光的四分之一都不到。第四名是中国的信利国际，份额 7%。

全球四强被中国和韩国瓜分。

除了欧菲光和信利国际以外，指纹识别模组领域还有一家中

国公司叫硕贝德，2016 年全年实现营收 17.25 亿元，同比增长

123.91%；实现净利润 6715 万元，同比增长 164.76%，实现了从

亏损 1.04 亿元到盈利 6715 万元的业绩大反转。其中指纹识别模

组业务实现营收 4.53 亿元，同比增长 430.61%。

另外 2016 年硕贝德手机天线业务实现营收 4.40 亿元，同比

增长 18.45%，整个天线业务营收达到了 6.3 亿，还记得中国还有

家苹果的天线射频产品供应商信维通信吗？他们都做手机天线。

是不是发现中国像硕贝德这样十几个亿的公司特别多？实际

上这些公司几年前的规模比现在小的多，都是近几年中国手机品

牌世界份额上去了，带动了大批中国零部件产业小公司飞速成长。

除了欧菲光，信利国际和硕贝德，前面的摄像头模组三强

的丘钛科技也切入了指纹识别模组领域，据丘钛科技 2016 年年

报显示，2016 年丘钛科技全年实现营收 49.91 亿元，同比增长

126.6%，其中指纹识别模块出货量约 2094 万件，同比增长超过

2000 倍，一年时间从无到有。

指纹识别模组的核心还是指纹识别芯片，美国 AuthenTec 应

该说是全球规模最大和技术最好的按压式指纹识别传感器供应商，

但是在 2012 年被苹果收购后，只对苹果提供产品和技术。

美国 Synaptics 的指纹识别传感器主要供应三星，国内的联

想、中兴、金立、酷派等也有采用 Synaptics 的指纹识别传感器。

除开这两家相对比较封闭的公司，在指纹识别模组的芯片领

域，已经形成了 FPC，汇顶科技和中国思立微三强的局面，其中

中国汇顶科技和瑞典的 FPC 是两家主要的厂家。

汇顶科技 2016 年其营收是 30.79 亿元，同比上涨 175.04%，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 8.56 亿元，同比上涨 126.46%。其

指纹识别芯片营收是 23.12 亿元，同比上涨 788.66%，占其总营

收比例高达 75%。

在 2016 年之前，瑞典 FPC（Fingerprint cards）公司是全

球最大的指纹识别芯片厂家，但是现在汇顶科技和 FPC 的实力已

经出现了逆转。

2017 年第一季度，汇顶科技营收达到 7.31 亿元，同比增长

90.21%，净利润达到 1.75 亿元，同比增长 150.04%。而最大竞争

对手FPC同期营收为685.9 百万瑞典克朗（约合5.36 亿元人民币），

下降 54%，利润更是同比下降 88%，仅剩约合 0.42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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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顶科技在营收上超过了 FPC，冲到了全球第二位，仅次于

苹果旗下的 AuthenTec，中国芯片公司在某个细分领域做到了世

界第二位，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华为海思在手机处理

器领域也还落后苹果，高通，三星，只是世界第四而已。

2017 年 5 月 9 日，汇顶科技宣布了其员工持股计划，619 名

员工获得股份（汇顶科技员工总数约 937 人），占比公司总人数

约 66%。其中两个高层各分得 15 万股，其余 617 名中层管理和

核心技术人员分得 1010 万股，平均每人 1.637 万股。

而汇顶科技的实际股票价格为大约 97 元左右。也就是说，

600 多名员工平均每人获得接近 160 万人民币的股票，减去员工

需要出钱买的部分（公司员工需以48.39元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

每人实际获得了 80 万人民币的收益。

也就是说，汇顶的员工到了 2020 年，即使汇顶股票这四年

一分钱不涨，即使这四年一分钱不分红，至少每年可以有 20 万人

民币的股票收益，这是相当可观的。

600 多人背后就是 600 多个家庭，汇顶所在的芯片行业薪资

是比较高的，年入 15-20 万或者以上并不困难。我们就保守按照

15 万年收入好了，加上股票的收益，意味着汇顶员工年收入上看

35 万以上。这还是保守的算法。

在中国产业升级的浪潮中，正在产生大批的中产阶级诞生，

公开市场，除了汇顶科技和 FPC 之外，中国思立微排在第三，另

外中国芯启航出货量也在快速上升。当然，还是值得一提的是，

比亚迪在也做指纹识别芯片。

比亚迪这家公司真的是很有意思，四处开花，然而为啥不能

专心做个精品出来？

手机产业

经常有人说，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靠房地产，

房地产在每个国家都是支柱产业，其实再稍微数据分析一下，中

国经济里面制造业的产值是房地产业的四倍以上，而制造业的突

破在这几年非常明显。

你在十年前，能想象中国手机品牌卖到全世界吗？然而现在

全球到处都是中国品牌手机在销售，世界各地的道路，机场，都

有华为，OPPO，VIVO，联想等公司的广告牌。

去过东南亚和印度的朋友都知道，当地的广告牌已经被

OPPO 和 VIVO 承包了。而在中国手机热销的带动下，国产手机

供应链也在迅速壮大，这是一种必然。

了解几个数字，可以知道中国在世界产业链的位置，就以智

能手机为例：

中国生产了全世界 90% 的智能手机；中国品牌手机占了全世

界份额大约 50%，且还在提升。中国手机产业链如果能做到自给

自足，那就意味着，全球手机产业一半以上的价值集中到了中国。

一半以上的价值在中国创造，这在以后的世界各个产业里面，

将是一种常态。实际上现在这样的产业已经很多了——

• 低端产业

低端的水泥，玻璃之类的就不用说了，中国的产量惊人，

500 多种工业品，有 220 种以上世界第一。比如说节日放的烟花，

中国占了世界 90%。而浏阳占了中国的一半。

• 中端产业

二战时期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关键指标的钢铁产量，中国

现在就是占了世界的一半以上；

例如光伏组件，70% 以上的市场份额被中国公司占领；

中国品牌智能手机世界 50%；中国海工装备 2016 年占了全

球 47% 以上；

中国的发电设备（其实可以算高端）占世界 60%；

手机的玻璃盖板，伯恩光学和蓝思玻璃垄断世界市场。再比

如安防系统，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为首的中国企业，世界市场占

有率也超过了 40% 且还在继续上升。

• 高端产业

高铁全世界 70% 的份额被中国占领；华为 + 中兴的通讯设备

占世界 40%；无人机占世界 70%；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占世界接近

100%；

世界产业链产值和利润的大头在中低端，例如很多国人看不

起的钢铁产业，就是典型的中端产业，投资一座钢铁厂，动辄数

亿甚至数十亿美元，不是谁都能玩得起的。当然我国除了中低端

之外，高端也是不会放过的。

例如我国进口比例高达 90% 的集成电路，其实从设计，制

造，封装到生产设备，材料，每个环节都有中国企业，这个一年

进口 2200 多亿美元的产业实现国产化，中国工业品进口能够下

降 15% 以上，如果不算初级工业品，中国中高级工业品进口能够

下降 30%。

这对世界的改变是巨大的。不知道世界各个角落，会有多少

外国人会因此丢掉工作或者工资不涨，而这些他们失掉的金钱，

会转移到中国公司员工的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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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米探测距离的 MEMS 激光雷达
仅需 50 美元

Draper 是一家非盈利性研发组织，其

正在开发的一款固态 LiDAR 传感器预计

在规模量产后，成本仅需 50 美元。这款

LiDAR 传感器将具有 300 米的探测距离，

角分辨率小于 0.1 度，扫描速率为 20 帧 / 秒。

自动驾驶汽车产业预计将带来 LiDAR

（激光雷达）传感器的巨大需求。这便是

许多知名供应商为什么在极力打造小型化、

低成本、专门为汽车制造商开发的 LiDAR

传感器。不过，它们也正在面临着许多新

兴初创厂商的有力竞争。

据 麦 姆 斯 咨 询 报 道，Draper（ 全 名

The Charles Stark Draper Laboratory）

便是这些新兴竞争者中的新面孔，这是一

家非盈利性研发组织，其正在开发的一款

固态 LiDAR 传感器预计在规模量产后，成

本仅需 50 美元。这款 LiDAR 传感器将具

有 300 米的探测距离，角分辨率小于 0.1 度，

扫描速率为 20 帧 / 秒。

Draper 的 LiDAR 传感器与市场上大部

分其它固态产品略有差别。凭借其在集成光

子学领域和 MEMS 领域的积累，Draper 利

用 MEMS 技术开发了这款 LiDAR 传感器。

市场上大部分的固态 LiDAR 采用了光学相

控阵技术来控制激光的方向，而 MEMS 技

术则采用了微型可动微镜技术。

当然，市场上采用 MEMS 技术开发

LiDAR 传感器的厂商并非仅有 Draper 一

家。例如，据麦姆斯咨询此前报道，荷兰

Innoluce 公 司 也 利 用 MEMS 微 镜 技 术 开

发了一款固态 LiDAR 传感器，能够在白天

实现单次发射探测距离 250 米、角分辨率

0.1°，预计将于 2018 年实现规模量产。

不过，Draper 仅需 50 美元的成本优势以

关于 Draper

Draper 是一家美国非盈利性研发组织，总部
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其官方名为“The 
Charles Stark Draper Laboratory, Inc”。该研
究组织专长于设计、开发并应用先进技术解决
方案，以解决国家安全、太空探索、健康医疗
和能源领域的各种问题。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 MEMS 音叉陀螺仪（tuning 
fork gyroscope）便是由 Draper 在 1993 年开
发的。1999 年，Honeywell（霍尼韦尔）收购了
Draper 开发的 MEMS 陀螺技术，以取代成本
高昂的环形激光陀螺仪，开发了更经济的小型
化 IMU（惯性测量单元）。
纵观 Draper 的历史，它早期主要为美国国防
部和 NASA（美国宇航局）专注于开发和早期
应用先进的制导、导航与控制（GNC）系统。
Draper 的研究成果包括：为海下发射的弹道
导弹设计和开发的精确、可靠的制导系统，以
及引导 Apollo 登月和返航应用的 Apollo 制导
计算机等。Draper 为商用和军用飞机、潜艇、
战略战术导弹、宇宙飞船及无人驾驶汽车应用
的 GNC 系统惯性传感器、软件以及其它系统
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及更具竞争力的性能指标，预计将“吊

打”Innoluce 宣称的 100 美元产品。

Draper 将 LiDAR 系统除了镜头以外

的所有组件，都集成在了一颗单芯片上。

Draper 运 输 及 能 源 部 主 管 Eric 

Balles 博士称，“这是一款芯片级封装

LiDAR，为汽车产业和其它应用的规模制

造而设计。作为一款片上 LiDAR，它和

目前市场上的其它产品在尺寸上完全不是

一个量级。Draper 的目标是打造一款高

清、大视场 LiDAR 单元，并将所有关键

组件都集成在一颗单芯片上，使其售价能

够低于 50 美元。”

Draper 的简介中描述道，“专注于

为全球最具挑战性的重要难题，设计、开

发和应用最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因

此，并不令人意外的是，Draper 希望将

其 LiDAR 传感器应用于自动驾驶汽车以

外更广泛的领域，例如无人机，甚至未来

的智能手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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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的不断推陈出新，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代工业制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触摸屏手机、液晶显示屏、

柔性面板等内置各种精密集成技术的产品问世，传统加工工艺迎来了巨大挑战，激光技术脱颖而出。 

2015 年通快亚太区微加工实验室在太仓正式成立，并举行了首届通快微加工技术开放日活动。两年来，通快微加工技术迅速演变的

成果有目共睹。产品的更新换代，技术的创新拓展，都是最好的证明。 

今年，通快微加工技术开放日将移师深圳，在第 19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期间，以“激光，开启未来无尽可能”为主题，

为各位展示通快激光在微加工领域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活动内容如下：

参会对象 :
激光设备行业专家 / 触摸屏及先进显示行业专家 
先进显示屏及保护玻璃行业专家 / 移动设备及手机行业专家 / 电池行业专家

通快激光技术的更新换代
演讲人： 张令开 - 通快激光技术部 固体激光器产品经理

全新透明材料上的微加工应用
演讲人：冯峰 - 通快激光应用中心 微加工技术经理

固体激光器在平板显示行业的应用
演讲人：李荣正 - 通快激光技术部 消费电子行业销售总监

电子行业的激光焊接技术发展
演讲人： 黄哲 - 司浦爱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激光焊接铜材料的挑战与突破
演讲人：刘源 - 通快激光应用中心 焊接技术经理

激光金属熔化：激光市场的最新趋势
演讲人：王锦军 - 通快激光技术部 增材制造产品经理

塑料焊接技术的发展前景：如何提升激光焊接稳定性
演讲人：蔡伟军 - 通快激光技术部 消费电子行业销售经理

现场展示：
时间：2017 年 9 月 6-9 日  CIOE 中国光博会现场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2 号馆  通快展位号：2N01

技术讲座：
时间：2017 年 9 月 8 日 9:00-16: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6 楼水仙厅

报名方式：
扫描右侧二维码

在此，诚挚地邀请您莅临现场，一同见证通快的技术成果。
若您有任何问题，请咨询：+86 512 5367-7191 激光市场部 - 方小姐

通快微加工技术开放日走进中国光博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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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几项新应用的驱动，红外光源将在 2022 年达到 15 亿
美元，2027 年达到 38 亿美元

红 外 LED 和激光器两种光源市场并非“新鲜”，但它们随着

固态照明（SSL）近期的发展而迅速成长壮大。起初，红

外光源主要应用于光通信领域；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红外 LED

开始被整合到各种消费类应用中，如遥控器；然后，红外光源市

场受夜视应用驱动，如安防监控摄像机；近期，随着智能手机的

发展，红外 LED 和激光器又焕发新的生机，预计红外光源市场将

迎来 10 年的增长。

红外 LED 和激光器的应用发展

如今，红外光源技术是智能手机应用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3D 成像、自动对焦、虹膜识别、人脸识别等突破性功能正在被整

合进手机中，从而拉动“小型且复杂的红外光源”市场的增长。

该趋势还将为红外激光器（主要是 VCSEL）创造巨大的市场机遇。

相比红外 LED，VCSEL 能够提供高频的调制、更快的响应速度、

高质量的光束，以及具有高指向性、低功耗、易于集成等优点。

基于上述驱动因素，我们预计红外光源市场将从 2016 年 4.5 亿美

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15.5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22.7%。

2017~2027年红外光源市场预测

红外 LED 和激光器技术、应用和产业趋势

导语：起初，红外光源主要应用于光通信领域；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红外 LED 开始被整合到各种消费类应用中，

如遥控器；然后，红外光源市场受夜视应用驱动，如安防监控摄像机；近期，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红外 LED 和激

光器又焕发新的生机，预计红外光源市场将迎来 10 年的增长。

来源：麦姆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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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其它几个新应用的出现，将促进红外光源市场未

来十年的繁荣。这些应用包括气体传感器、激光雷达（LiDAR）、

驾驶员监控系统和远程患者监护传感器。我们预计第二波新应用

将推动红外光源市场在 2027 年达到 38 亿美元。

本报告对红外光源应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包括：基本原理、

技术、趋势、关键厂商和市场规模。同时，本报告突出了红外光

源的全球产业布局，并对红外 LED、边缘发射激光器和垂直腔面

发射激光器（VCSEL）进行对比分析，详细预测了各种细分市场

的发展情况。

VCSEL 技术将在未来几年成为产业中心

在“令人沮丧”的可见光 LED 产业中，制造商们正在寻找

新的商业机遇来增加其收入和利润。在该情况下，红外 LED 市场

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新兴“蓝海”市场，为可见光 LED 厂商带来

了具有吸引力的商机。过去，只有少数厂商涉足红外 LED 业务，

但是截至 2017 年第一季度，厂商数量已激增至 40 多家。欧司朗

（Osram）和威世（Vishay）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也有一些厂商，

如 Everlight 和 Epistar，也获得了可观的投资收益。

虽然红外 LED 是重要的，但 VCSEL 技术却是真正的热门话

题。红外 LED 在 2016 年占据红外光源 65% 的市场份额，不过

在 2022 年，这一数据将可能下降至 45%。随着 3D 成像和自动对

焦等应用在智能手机和汽车中的发展，VCSEL 市场将实现强劲增

长。这种新技术使得一些新的感测方法“梦想成真”，如飞行时

间（ToF）。因此，VCSEL 将成为红外光源产业关注的焦点。一

些 LED 厂商可能会通过红外 LED 和激光器来最大限度地提升营

收。

红外光源市场份额（2016 年	vs.	2022 年）

红外 LED 和激光器的市场机遇也取决于能否克服当前的一些

局限，朝着“更长的波长、更高的性能、多光谱功能以及更低的成本”

方向发展。通常，大多数红外 LED 波长处于 850 纳米或 940 纳

米范围，为了实现一些新的应用，如气体传感器或便携式 / 集成

式光谱系统，更长的波长是必须的。

本报告详细分析了红外 LED 和 VCSEL，包括相关厂商的情

况、制造工艺流程和技术、当前面临的挑战等。此外，本报告还

介绍了智能手机和汽车等关键市场中的红外系统发展路线图。

我们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前夜

近些年来，光子器件、光子传感器和模块，以及采用红外光

源的光子系统越来越多地受到消费类、汽车和医疗领域的关注。

然而，光子与电子在封装和集成方面有很大不同，并面临着自己

的技术挑战。

目前在光子产业中一些厂商的定位

目前，全球还没有形成“结构化（structured）”的光子供

应链或产业，相关厂商开始采用不同的策略，以“追逐”这个高

潜力市场的最大价值。应该会有更智能的器件吗？更小的器件

吗？是的，这将很快催生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而且，根据当前的

定位和新市场的吸引力，每家厂商可能采用不同的策略来涉足该

产业。例如，艾迈斯（ams）通过收购 Heptagon 和 Princeton 

Optronics 来实现产业垂直整合。根据麦姆斯咨询报道，意法半

导体（STMicroelectronics）的单光子雪崩二极管（SPAD）成像

传感器很可能应用于 iPhone 8。一些光学器件供应商，如大立光

（Largan），正在进行专业化的布局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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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中心和网络中 100G 连接的广泛部署正在驱动 400G 解

决方案需求增长，并为 400G 器件开发提供资金来源。那

些已经成功开发出具有竞争力的 100G 光模块和组件的供应商，

在扩充 100G 产能的同时，也在开发更低成本 100G 解决方案，

并引入 25G、50G、200G、400G 和 600G 产品。

第一个 100G 以太网解决方案于 2010 年面世。从那时起，

受到成本高昂的光模块和需求的限制，100G 出货量增长缓慢。到

2016 年，QSFP28 模块的推出显著降低了 100G 端口成本，超大

型数据中心运营商朝云服务的迁移则带来了巨大需求。

因此，2017 年被证明是 100G 以太网的“曲棍球 *”一年，

光模块厂商正努力满足市场需求。现阶段，光模块和器件供应商

的重点是增加 100G 产能和降低成本，以此从这波需求中“套现”。

其降低成本的方法包括创新的模块封装、硅光子学、较小尺寸模

块如 SFP-DD，以及减少通道数 / 波长数。

第一款应用于数据中心和企业的 400G 光模块是 CFP8 封装

模式，并正在实现商用。下一代将采用 QSFP-DD 或 OSFP。采

用DP-QPSK相干接收器的100G已经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互连、

城域网和长途网。增强型 DSP 现在可以通过 16QAM 调制实现

200G，而下一代可以通过 64QAM 调制支持 400G 和 600G。这

些发展对于满足数据中心之间的带宽需求至关重要。

Heavy Reading 推 出 的 新 报 告《 从 25/100G 到

400/600G： 光 模 块 和 器 件 的 竞 争 分 析》 全 面 分 析 了 开 发

25G/100G/200G/400G/600G 端口的光模块和器件厂商，并介绍

了 49 家供应商的超过 450 款不同产品和产品组合，分析其主要

特性和优势。

Heavy Reading 表示，目前，为 100G 数据中心和企业应用

提供 QSFP28 模块和有源光缆的厂商近 30 家。许多厂商还推出

了支持 25G 以太网到服务器的 SFP28 模块。一些厂商可以提供

100G CFP、CFP2、CFP4 和 CXP 模块。QSFP28 中出货量最大

的是应用于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和其他应用的 PSM4 和 CWDM4 端

口。厂商推出的第一款 200G 光模块采用 QSFP56 封装和 PAM4

编码，或 QSFP-DD 封装和两个 100G 端口。

数据中心互连、城域和长途系统使用集成到线路卡模块或可

插拔 CFP-DCO 模块中的 DSP。大多数领先的电信系统制造商都

有自己的 DSP 设计。有几家公司使用集成在线卡上的 DSP 和只

包含模拟和光学组件的可插拔 CFP2-ACO 模块。这是开发下一代

400/600G DSP 设计、200G CFP2-DCO 模块和 400G 模块的供

应商的重要创新领域。OIF 正在制定 80-120 公里的 400ZR 接口

标准，Ciena 则授权三家光模块公司 (Lumentum、NeoPhotonics

和 Oclaro) 使用其 400G 相干 DSP 芯片。

相干收发器 DSP 和 Gearbox 组件、PAM4 PHY 和 CDR 组件、

光驱动器 / 接收器阵列和分组光传输平台组件是构建这些光模块

和线卡的关键。目前，最新一代器件是采用 16nm CMOS 技术，

下一代 DSP 预计将采用 7nm 技术。PAM4 PHY 和 50G CDR 可

以实现双波长 100G 和四波长 200G 解决方案。下一代组件将支

持单波长 100G。

Heavy Reading 表示，数据中心和其他应用市场对 100G 的

需求非常强劲，随着模块成本的下降和产能逐渐提升到满足需求，

2018 年的 100G 光模块市场将竞争激烈。目前，200G 和 400G

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已经可用。该行业目前正在努力降低 100G 成

本，开发更高密度 400G，以及 800G 和 1.6Tbit/s 的解决方案。

所有方法都在采用先进的编码和调制方式，尤其是应用于数据中

心和企业的 PAM4，以及应用于数据中心互连、城域和长途的

16/64QAM。这些研发都需要供应商大量投资，这可能导致行业

的进一步整合。

HR：100G 增长驱动朝 400G 及以上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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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D 成像，交互实现向三维的飞跃（见

上篇）

2. 3D 成像即将带动下一轮光学创新

浪潮（见上篇）

3. 3D 成像将是下一个爆发式的创新

3.1 回顾触控和双摄，真正的革命
渗透速度极快，享受估值溢价

3.1.1 触摸屏曾经的辉煌，大陆电子产业的启蒙

大陆电子产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在

2010 年以切入苹果产业为标志，享受下游

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台湾供

应链的节节胜利。其中触摸屏可谓是行业

的启蒙者：1）自 iPhone 带动以后，触摸

屏在 2010 年以后实现爆发式成长；2）以

莱宝高科为例切入苹果产业链以后业绩的

突飞猛进也让市场记忆深刻；3）随后国产

手机的跟进，造就了一批欧菲、合力泰、

信利等触控的大牛股。

图表1：	iPhone 带动触控屏行业爆发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2：欧菲光等大陆 TP厂实现戴维斯双击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苹果产业开始推动大陆资本市场对于

电子的研究范式大为革新，市场认识到电

子行业也是成长股的摇篮。7 年以后的今天，

虽然市场担心创新放缓，但是任何快速渗

透的技术都不应该忽视，真正的革命能够

享受估值溢价。

3.1.2 双摄带动摄像头空间翻倍，微创新也有大
能量

最近一个快速渗透的例子就是双摄像

头，自 iPhone7 推出以后，双摄已经成为高

端手机的标配，其渗透速度也经历快速爆发，

即使在手机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舜宇、大立

光、丘钛等相关公司也实现了戴维斯双击。

舜宇等公司不是个例，我们认为其股

价持续创新高，体现了光学杰出的行业属

性，即使是双摄像头个数的创新就能带动

行业持续成长。

图表 3：	未来两年双摄渗透率将爆发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4：	舜宇光学股价不受行业影响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3.2 预期差极大，产业和资本认识不足

3.2.1 大陆台湾产业链参与少 3D 成像预期差大

iPhone 刚上市的时候保密性极佳，尤

其是 iPhone4 的上市给市场极大震撼，但

随着销量规模的飞速成长和大陆台湾公司

越来越多的参与，iPhone 创新提前走漏的

案例比比皆是，大部分 iPhone8 的创新在

2016 年就已经提前被产业链所获知，所以

3D 成像：
光学大革命即将到来（下篇）
作者：段迎晟，谢恒，章书勤（方正证券）

前言：光学一直是科技创新的重头戏，智能手机摄像头经历了 2D 时代像素和个数的倍增，孕育了大立光等优质公司。

3D 成像技术的成熟拉开了二维向三维升级的帷幕，有望带动光学创新大革命（绝非“微创新”可比），本文作为市

场首篇深度剖析，将为投资者和产业界挖掘相关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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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提前会有预期，但是这次 3D 成像

保密性可谓前所未有，消息源是来自于美

股的公司业绩说明会透露的细节。

到目前为止，市场对于 3D 成像究竟用

结构光还是 TOF 尚未认识完全，至于具体

的产业链细节和工作原理更是知之甚少，

所以这次光学变革预期差充足。市场一度

有人猜测为苹果将采用 TOF 的成像方案，

也侧面说明了此次 3D 成像保密的成功。

图表 5：	LITE 业绩说明会透露订单后大涨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6：	VIAV 业绩说明会透露订单后大涨
	

资料来源：Wind，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 7：	结构光成像供应链基本都是海外公司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3.2.2 方正观点：预计苹果将采用前置结构光方
案，融合虹膜识别

苹 果 早 在 多 年 前 已 经 开 始 3D 成 像

的布局，2013 年收购结构光主要方案是

PrimeSense， 同 时 也 公 布 了 US9519396 

B2（ 利 用 三 维 信 息 完 成 合 成 ）、

US8933876 B2（三维空间手势识别）专利，

诸多线索指向苹果未来的 3D 成像意图。

图表 8：	苹果近 5 年持续收购 3D成像公司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 9：	苹果 PrimeSense 结构光方案拆解猜想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原理上来看，结构光只需要拍两次

照即可实现 3D 距离的探测，而 TOF 成像

延时较长，图像分辨率偏低；同时由于结

构光光斑较多，衍射范围大，如果探测距

离较远容易影响精度，所以探测距离是结

构光的劣势。

苹 果 2013 年 斥 资 3.45 亿 美 元 收 购

PrimeSense，而 PrimeSense 正是结构光

方案最主要的专利持有者。我们推断苹果

的 3D 成像将会以前置的方式配置，考虑到

在前置方案需要高精度、低延时，同时对

于探测距离要求并不高，所以我们认为苹

果的 3D 成像将会是前置结构光的方式呈

现。

同时，我们判断在该方案中除了传统

的前置 RGB 摄像头以外，会在两侧增加发

射和接收端用于探测景深信息，其中接收

端是特殊制程的 CMOS，用于接收窄带红

外光，同时该 CMOS 也会结合虹膜识别的

功能。

3.2.3 从 iPhone7 的 TOF 传感器窥探苹果的
3D 成像布局

iPhone5 开始，苹果已经在距离传感器

上面小试牛刀，最早是将 AMS 的距离传感

器放置在听筒附近，当接电话的时候利用

红外光飞行时间（time of flight）探测到脸

部距离以后控制屏幕的亮度，实现更省电

的方案。

图表10：	iPhone6 的环境距离传感器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1：	iPhone6 环境距离传感器拆解图
	

资料来源：ifixit，方正证券研究所

这 一 设 计 沿 用 到 iPhone6S， 直 到

iPhone7 开始，苹果将原来沿用的环境距离

传感器升级为更精确的 TOF 传感器。在新

的 TOF 方案中，利用高效率的 VCSEL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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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器和光子接收点阵 SPAD 作为发射和接

收端，VCSEL 发射出 16 个点阵激光，然

后利用 SPAD 能够探测到比单点距离传感

器更丰富的距离、脸型等特征信息。

图表12：	iPhone7 的 TOF 环境距离传感器

资料来源：chipworks，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3：	iPhone7	TOF 距离传感器拆解图

资料来源：ifixit，方正证券研究所

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出，苹果虽然前置

3D 成像不会使用 TOF，但是对于 TOF 苹

果的态度也是开放的，考虑到 TOF 在远距

离景深探测的优势，我们判断在 2018 年以

后TOF大概率将以后置摄像头的形式出现。

苹果在 3D 成像的雄心绝对不容小觑：前置

实现手势控制、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短

距精确的功能，后置实现 AI、AR 等长距

的功能。

4. 3D 成像产业链潜在受益环节分析

4.1 关键器件被锁定，严重供不应

求，核心零组件拥有充分定价权

这次苹果不仅领先了资本，还领先了

产业，在苹果精心的布局慢慢浮出水面后，

产业发现苹果早已将结构光产业的关键零

组件进行了深度绑定，其他品牌厂难以完

全复制。

所以，现在产业面临的问题的快速爆

发的需求和上游稀缺的产能，所以也不难

理解国产品牌对此的深深忧虑，所以我们

判断现在的 3D 成像和去年的双摄格局非常

像，品牌厂为了追求新功能，只有不惜血

本寻找有效产能，核心零组件公司将拥有

充分定价权，坐拥数年的黄金成长期！

4.2 发射（LDM）：高端光源被锁定，

准直镜头 heptagon 拥有专利

发 射 端 主 要 由 点 光 源 VCSEL、 准

直镜头和扩散片 DOE 构成。大致原理是

VCSEL 发 出 940nm 点 激 光 之 后 通 过 准

直镜头矫准为线性激光，线性激光照射在

DOE 上发生衍射，形成近千个具备调制信

息的光斑（lighting code）。由于扩散片对

于光束进行散射的角度（FOV）有限，所

以需要光栅（见下图）将散斑图案进行衍

射“复制”后，扩大其投射角度。这种“复

制”效果被称为光学卷积，能得到所需透

射角度的散斑。

图表14：	扩产片 DOE衍射分光
	

资料来源：Primesense 专利，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5：	经光学卷积后的光斑
	

资料来源：Primesense 专利，方正证券研究所

4.2.1 VCSEL 光源：小型化、转换效率高

红 外 光 常 被 用 于 3D 成 像， 发 射 红

外线的光源可以是 LED 或激光。VCSEL

（Vertical Cavity Surface Emitting 

Laser，垂直腔体表面发射激光器），具备

体积小、光电转换效率高、精度高、低成本、

窄波瓣等特性，成为最适合消费电子使用

的光源。波长一般选取 940nm。

图表16：	VCSEL 结构图
	

资料来源：KHT，方正证券研究所

图表17：	VCSEL 和 LED发光对比
	

资料来源：VIXAR，方正证券研究所

目 前 主 流 的 VCSEL 供 应 商 是

Lumentum、II-VI 和 Finisar，不排除都已

经被顶级客户深度绑定的可能，我们估计，

单个 VCSEL 的成本在 1.5-2 美金。

图表18：	LED 和 VCSEL 光源对比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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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准直镜头：WLO 工艺，大部分专利被
heptagon 掌握

利用光的折射原理，将波瓣较宽的衍

射图案校准汇聚为窄波瓣的近似平行光。

目前大部分专利都掌握在 heptagon 收购

的 mesa 手上。该镜头是利用 WLO 的工艺

制程，我们判断是 4P 的结构。其分为上

下两片的结构，其中每片中间是滤光片，

由类似于水晶光电的镀膜厂在白玻璃上镀

完 AR 膜以后交给 heptagon，后者在玻璃

上利用晶圆级工艺上下生长出 replication 

material，并加工成透镜的形状，最后将两

片滤光片粘合并切割，完成 WLO 工艺的制

作。

图表19：	准直镜头构造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不 同 于 普 通 的 lens， 一 片 8 寸 的 白

玻璃可以切割成数千颗准直镜头，而利用

WLO 工艺可以有效降低制造成本。相对普

通的手机摄像头 lens，其缺点在于不能调

焦，但是 LDM 本身只需要将定点的点光源

转换成线光源即可。经过我们调研，单颗

准直镜头成本在 2-3 美金。

图表 20：	LED 和 VCSEL 光源对比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

4.2.3 DOE 扩散片：门槛高，供应商较多

DOE 是利用光的衍射原理，将点光源

转换为散斑图案（pattern）。先制作 3 维

的母模，其 3 维图像具备调制信息，然后

母模再制作镜头。制作出的镜头拥有 3 维

的图案，同时间隔都在微米级别，线性激

光通过的时候发射衍射，同时衍射的角度

和个数是受 pattern 影响的，衍射出来的光

斑具备 lighting code 的信息。

我们估计，目前 DOE 扩散片主要有德

国的 CDA 公司制作，ASP 约 2-3 美金。

图表 21：	DOE 扩散片工作原理

资料来源：Silios，方正证券研究所

4.3 接收端：融合虹膜识别，low pass 

filter 是主要瓶颈

4.3.1 Low pass filter 只有两家供应商，充分享
受行业爆发

相对于 LDM，接收端相对要简单很

多，主要是 lens、pass filter 和特制 CMOS

构成。由于接收端主要是接收反射回来的

lighting code 来生成对象景深信息，所以

只需要通过 940nm 的红外光即可，在 lens

下面的 pass filter 需要过滤掉其他多余的

光线，而该窄带 pass filter 制作工艺远大

于传统的滤光片（需要镀 50 层以上的膜实

现窄带带通，同时为保证透光性，不能使

用蒸镀工艺），目前基本只有美国的 VIAV

和中国东部某滤光片大厂拥有。而从 VIAV

的业绩说明会来看，也验证其获得国际顶

级手机客户的订单意向，考虑到该行业仅

有两家供应商，该客户巨大的出货量，将

为 VIAV 带来充足的业绩弹性。

根据我们的测算，接收端 lens 不超过

1 美金，pass filter 约 0.6 美金。

4.3.2 特制红外 CMOS，融合虹膜识别功能

该 CMOS 和普通的 RGB 不一样，因

为主要是接收反射回来的 lighting code，

发射光在通过 Low pass filter 之后，本身

就是窄带光，所以不需要其他波长的感光

点。而由于 LDM 的光斑本身不超过千个，

接收反射光也不需要太高的像素，每幅图

像素不会超过 2056*1024，所以 2M 像素

的 CMOS 即可。

另外，该 CMOS 也融合了虹膜识别功

能，我们判断在前置模组中还包含一颗类

似波段的红外 LED，用于照射虹膜，反射

光照射在特制 CMOS 上实现虹膜识别。

经过我们的产业调研，我们判断该

CMOS 的 ASP 不超过 2 美金。

4.4 模组厂：ASP 接近双摄，摄像头模

组厂受益

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LDM 单

价在 7 美金左右，接收端在 3 美金左右，

整个发射、接收和前置 RGB 摄像头做成一

个模组，目前主要是 LG 和 sharp 在配合前

期开发，我们认为普通的摄像头模组厂如

舜宇、欧菲、丘钛等也有能力进行配合，

所以摄像头模组厂也会受益于前置摄像头

单价的提升。

5.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 3D 成像未来两年将实现快速

普及，目前存在强烈的预期差，强烈看好

产业链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公司，首推滤光

片龙头水晶光电，看好核心器件：

VCSEL：LITE.O、II-VI.O、FNSR.O

VCSEL 晶圆：Winsemi

准直镜头：AMS.SIX

CMOS 芯片：STM.N

CMOS wafer：Tong Hsing

模组公司：LGI、Sharp，另外舜宇、

欧菲光、丘钛等大概率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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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宽带中国”、“提速降费”等政

策的积极推动下，宽带网络作为经

济社会发展基础平台的作用日益突出；互联

网视频应用快速普及，4K/8K 高清、家庭云、

视频通话等高带宽业务也在不断发展。为应

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运营商已普遍提供百兆

（如 100M、200M、500M）业务，并在部

分发达地区开通千兆业务作为方向引领。

目前 1G-EPON 及 GPON 已在中国大

规模部署。政策推动、竞争驱动、需求拉动，

促使宽带接入网开始迈向百兆、千兆，为

满足用户需求，接入技术需要向基于 10G

速率 PON 技术的新一代平台升级，10G 速

率 PON 技术主要包括 10G-EPON、XG-

PON、XGS-PON。

10G-EPON 技术逐渐成熟 

10G-EPON 标 准 为 IEEE802.3av

（ 后 并 入 IEEE802.3）， 包 括 10G/10G

对 称 和 10G/1G 非 对 称 两 个 模 式。 目

前 10G-EPON 技 术 和 设 备 已 经 非 常 成

熟， 中 国 电 信 早 在 2011 年 就 成 功 实 现

10G-EPON 的 芯 片 级 和 系 统 级 互 通。

10G-EPON 设备已在 FTTB 场景规模部

署，并开始了 FTTH 场景的部署。由于

对称和非对称 PON 口成本差距不大，为

减少板卡种类，OLT 侧原则上仅部署对称

10G-EPON 口。由于 OLT 的 10G-EPON

口可兼容三种类型的 ONU，包括 10G/10G

对称、10G/1G 非对称的 10G-EPON ONU

以及 1G/1G EPON ONU，因此，ONU 可

根据用户需求灵活部署。

近 期， 中 国 电 信 重 点 推 动 了

10G/1G EPON 上行波长范围收窄。按照

IEEE802.3 标准规定，10G/1G EPON 的上

行波长范围为 1260nm ～ 1360nm。此规定

的初衷是为了与 1G-EPON 的上行波长范

围保持一致，但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占用了 O

波段 100nm 的宝贵资源。中国电信提出将

此波长范围收窄至 1260nm ～ 1280nm（如

图 1 所示），即与 10G/10G EPON 的上行

波长范围保持一致。在 10G/1G EPON 的

FTTH ONU 尚未规模部署的情况下进行上

行波长收窄，可将 O 波段更多的波长资源

用于未来的 PON 技术，对于保持 PON 网

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图1	10G/1G	EPON 上行波长范围收窄示意图

XG-PON 技术进展及共存方案

XG-PON 标准为 ITU-T G.987 系列，

为下行 10Gbit/s、上行 2.5Gbit/s 的非对称

模式。目前 XG-PON 技术和设备已经成熟，

特别是中国电信经过近两年的测试于 2016

年成功实现 XG-PON 的实验室互通，并在

现场试验中得到验证。近期，XG-PON 将

在 FTTH 场景部署。

XG-PON 的部署需重点解决 GPON 与

XG-PON 共存问题。由于 GPON 与 XG-

PON 的下行、上行波长范围均不同，二者

以波分方式共存。共存方案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采用 WDM1r（如图 2 所示），这

是 ITU-T 标准中描述的方式；第二种是采

用 GPON/XG-PON 双模 PON 口（光模块）

共存，这是由中国电信提出的创新性方案

（如图 3 所示）。中国电信创新性方案的

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引入 WDMr1 带来约

1.5dB 的插入损耗，导致链路预算紧张或不

足的问题，同时工程实施也更为简便。总

体上看，这两种方案在是否对 ODN 引入插

损、升级时工程施工难度、设备开发难度、

是否能够利用原有资源等方面各有特点（两

种共存方案对比见表 1 所示），都会有应

用场景。目前，两种共存方式，特别是基

于 GPON/XG-PON 双模 PON 口的设备得

到了实验室和现场试验的验证。

图 2	GPON 与 XG-PON 采用WDM1r 共存

图 3	GPON 与 XG-PON 通过双模 PON口（光模块）
共存

表1	GPON 与 XG-PON 共存方式的对比

双 模 PON 口 通 常 实 现 两 种 链 路

部署 10G PON 技术已成业界共识
PON 融合任重道远
作者：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技术部		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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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算 等 级， 一 种 是 GPON Class B+ 与

XG-PON Class N1 集 成， 另 一 种 是

GPON Class C+ 与 XG-PON Class N2a 集

成。 由 于 GPON、XG-PON 的 标 准 规 定

的链路预算值略有差异（GPON Class B+

是 2 8 d B ， X G - P O N  C l a s s  N 1 是

29dB；GPON Class C+ 是 32dB，XG-

PON Class N2a 是 31dB）， 二 者 集 成 时

需要形成统一的链路预算值。考虑到双模

PON 口需兼容现网已部署的 GPON ONU，

因此应按照 GPON 链路预算值进行统一（示

意图如图 4 所示）。中国电信提出了用于

双模 PON 口 Class D1（28dB）、Class D2

（32dB）两个链路预算等级，并在 ITU-T

标准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形成了光接口参

数的具体指标。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双

模 PON 口的指标只涉及 OLT 侧，ONU 光

接口指标没有变化。

	

图 4	双模 PON口链路预算等级示意图

XGS-PON 技术进展及部署策略

XGS-PON 是 ITU-T 近 期 规 范 的

10Gbit/s 对称速率的 PON 技术，其标准

G.9807.1 于 2016 年 6 月发布。XGS-PON

的部署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如图 5

所 示） 是 OLT 侧 直 接 部 署 XGS-PON，

这种模式可以细分为 GPON 与 XGS-PON

以 WDM1r 方 式 共 存、 以 及 采 用 GPON/

XG-PON/XGS-PON 三模 PON 口支持共

存 两 种 情 况。 由 于 OLT XGS-PON 口 能

够 兼 容 XG-PON 和 XGS-PON ONU（ 当

采 用 Basic wavelength set 时，OLT 支

持 10G、2.5G 双速率接收），这种模式下

OLT 侧不需再部署 XG-PON 口。第二种（如

图 6 所示）是 OLT 侧以 XG-PON 为主，

满足住宅用户等主要需求；XGS-PON 面

向有高上行带宽需求的特殊场景（如企业

用户等），按需部署，不考虑与 GPON 共存。

考虑到网络情况不同、部署时间不同

等 因 素， 不 同 运 营 商 部 署 XGS-PON 可

能 采 取 不 同 的 策 略。 由 于 XGS-PON 的

ITU-T 标准发布时间不长，设备成熟度、

互通性尚未充分验证；同时，近期 OLT 侧

XGS-PON 口与 XG-PON 口的成本差距仍

不可忽略，而且从需求角度来看，主要是

住宅用户的非对称带宽需求，因此，近期

XGS-PON 的部署以模式二为宜。

（a）GPON 与 XGS-PON 以WDM1r 方式共存

（b）采 用 GPON/XG-PON/XGS-PON 三 模 PON
口支持共存

图 5	XGS-PON 的部署模式一

（a）GPON 与 XG-PON 以WDM1r 方式共存

（b）GPON 与 XG-PON 以 GPON/XG-PON 双 模
PON口方式共存

图 6	XGS-PON 的部署模式二

PON 融合成为未来重要方向

对于 PON 技术未来的演进，ITU-T

已 制 定 NG-PON2（G.989 系 列 ） 标

准，IEEE 802.3ca 任 务 组 正 在 制 定

100G-EPON（ 含 25G、50G、100G 三

种速率），但“PON 融合”是更值得关注

的方向。长期以来，ITU-T 与 IEEE 分别

制定 PON 标准，两大体系各自演进，但

满足的需求基本相同，这在设备开发上造

成了很大的浪费，也增加了网络部署的复

杂度。PON 融合将为运营商、设备厂商、

芯片及器件厂商等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带

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自从 2016 年 11 月在

Broadband Forum 开始讨论以来，作为原

则和方向，在产业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共识。

但是，真正实现 PON 融合，却是一个长期

而复杂的过程。目前这方面的基本共识是，

各标准组织的研究范围、运行机制等很难

改变，PON 融合主要应通过标准组织成员

自下而上的努力来实现。 

为推动 PON 融合，下一步需要在非技

术、技术两方面开展工作。非技术因素更

为重要，因为导致目前存在两大 PON 标准

体系的不完全是技术因素。需要探索在不

同标准组织之间形成有效协同的具体机制，

采取多种形式逐步凝聚共识，消除对 PON

融合相关的担忧，推动相关标准组织在新

制定标准时都要有利于 PON 融合。在技术

方面，需要 ITU-T 与 IEEE 之间逐步汇聚

下一代 PON 的部署时点、速率、链路预算、

与原有系统共存等方面的共同需求；同时，

重点分析评估单波长与多波长、每波长速

率、固定或可调波长等关键问题，选择融

合 PON 最合适的技术方向。

由于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PON 市场，

中国的运营商、厂商应当在推动 PON 融合

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 2017 年 7 月

中旬举行的 IEEE 802.3ca 会议中，基于中

国运营商、厂商的联合提案及大力推动，

在 25G、50G 及 100G EPON 考虑 PON 融

合已得到广泛支持，标准的时间进度已面

向 PON 融合的目标进行了调整，50G 及

100G EPON 的实现方式开始重新论证，

PON 融合又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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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发到产线量产
ADAS 产品要经历哪些测试 ?

导语：为什么仪表厂商、特别是射频仪表的厂商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到自动驾驶这个话题中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自

动驾驶带来的技术变革，其实十分类似十多年前手机从传统手机转变为智能手机的那次变革。 

作者 : 方勤

如 果从测试的类型上来看，从实验室到产线测试，一个电控

模块会包含表征测试、系统验证测试、软硬件在环测试、

路测和产线下线测试这样几个不同阶段。

智能网联汽车给传统意义上机械为主的交通工具带来很多新

的技术，最明显的就是汽车会越来越多的用到感知和通信技术。

比如说蓝牙、雷达、无线通讯。这些技术其实使得整个汽车载电

子系统的复杂度上大大的提升。

这种复杂度的提升体现在电子传感器和模块数量的不断增多，

也就是我们讲的硬件复杂性。其次是在识别和电控的系统算法的

代码也会不断增多，也就是我们讲的软件的复杂性。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的复杂性，在质量控制流程中，这就映

射到“相应的硬件和软件测试验证能力的建设”这个话题上来。

在这次分享之前，我们收到一个线下的问题：ADAS 产品从

研发到产线量产，这个过程中要经历哪些测试？这张图刚好回答

了这个问题。

如果从测试的类型上来看，从实验室到产线测试，一个电控

模块会包含表征测试、系统验证测试、软硬件在环测试、路测和

产线下线测试这样几个不同阶段。

本文会重点介绍一些雷达模组的功能测试方案，然后在这个

基础上引入一些场景模拟的测试技术，之后我们会讲到雷达加相

机加激光传感器和整车动力学模型的融合测试方案，此外，也会

提及一些汽车互联通信的测试工具。

雷达模组的功能测试方案

目前常见的汽车雷达有 24GHz 和 77GHz 两个频段。现在出

货量最大的几个欧美国际雷达厂商中，除了海拉还在主推后向的

24GHz 产品之外，其他几家基本上主推的都是 77GHz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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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由于 77GHz 的技术在模块尺寸、角度分辨率和高带

宽带来的高距离分辨率等方面都有先天的优势。也因为这个原因，

77GHz 已经被公认是未来汽车雷达的主流发展方向。当然在中国

由于成本的原因，还能看到有大量的 24GHz 雷达在市场上，包括

一些在非汽车的领域中。

雷达目标识别的基本原理

和所有的主动雷达一样，汽车雷达是通过发射波束，然后接收

回波来探测目标位置和距离信息的。目前常见的汽车雷达调制方式

是调频连续波，也简称 FMCW。雷达波是通过判别自己接收的目标

反射波和自己发射波之间的时间差，然后通过波速来反推目标的位

置。同时通过反射波和发出波之间的频偏，来判断检测的目标是接

近还是远离，并且它的速度如何，这也就是多普勒频移的原理。

NI 提供的雷达测试系统也是通过这个原理来进行仿真的。这

个系统的构成见上图，包括一个 3U PXI 的系统主机，主机里包含

的是控制模块和 6G 以下信号单元。主机外有一个毫米波的射频前

端，本文后面会介绍为什么要把这个前端要放在主机之外。

毫米波的前端会接收雷达发射机发射的波形，然后根据用户

在系统中设置的希望模拟的目标状态（包括距离和位置信息）在

波形上叠加延迟和频移，然后发还给雷达接收机，从而让雷达误

认为探测到了一个真实移动目标物体。

与业内其它雷达对象模拟器非常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

这套系统除了目标模拟功能，也包含了发射机的测试功能。也就说，

这个系统其实还集成了另外一个射频分析仪，能够检测雷达天线

以及雷达功率频谱和时域上的一些特性。这是一个把测试和仿真

结合在一起的系统。

这个是一个更完整的实验室测试系统搭建的示意图。左侧虚

线标出的地方是我们上一张演讲 PPT 中所包含的仪器系统。图片

中间的蓝色部分是一个微波暗室。右侧长方形盒子是示意的雷达

传感器，这个雷达传感器被安装在一个可以水平和垂直自由运动

的转台上。

这样设置首先是为了满足雷达的测量功能。一般来讲，要做

雷达的验证首先要测量雷达的一些参数，包含雷达的天线方向特

性。在功率上，我们需要测试 EIRP。在频谱上，会检测雷达发射

机发射信号所占的带宽、波形宽度以及噪声。时域上，也会把雷

达信号进行解调，然后看信号的调制时间、调制宽度，以及调制

信号的线性度。

除了附加测试功能，其实设备本身是一个雷达目标的仿真器，

在目标仿真中，我们不得不说单角度和多角度的区别。

由于任何雷达仿真器都是通过一个射频天线来收发雷达信号

的，所以理论上来讲，无论这个设备能仿真多少目标，这些目标

都只能限定在雷达天线和仿真器天线两点之间的连线上。

简单来讲，由于任何的雷达仿真都是点源，只能仿真被测件

和仿真器连线上接近的物体，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单方向。在这样

一个单方向仿真过程中，前向常见的是仿真 AEB、ACC，当然也

包括一些其他场景，我们现在仪器距离上可以做到 4 到 250 米，

移动分辨率做到 0.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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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在单目标模拟场景下的一些常见的场景。包括在任意

方向上的接近、道路切换以及目标穿越道路。这些都是把单点的

模拟场景通过软件的方法连续起来，就可以成为一个单目标的场

景仿真。

相对单目标，我们就会讲到多目标多角度，角度其实是这里

边的核心概念。仿真器上如果叠加一个额外的基带模块，加外围的

一个射频前端，可以在一个仪器上实现两个方向对象的目标模拟。

这一页就比较形象地解释了在什么样的场景下，需要两个角

度以上的雷达目标模拟器。比如在跟车的情况下需要识别不同车

道上的两辆车，或者在跟车行驶过程中需要仿真第三辆车 Cut In

或 Cut Out 的场景，这时我们都会同时在雷达的两个直线方向上

产生不同的目标。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把雷达的模拟射频前端放置在仪

器之外。由于射频前端本身的尺寸比较小，在这种多目标的仿真

场景下，射频前端就可以安装在一个可以移动的平台或机械臂上，

通过设备带动一个横向运动，加上仪器本身速度和距离的仿真，

实现多维度的对象仿真。

机器视觉和雷达协同工作时的测试

讲到了雷达，讲到了 IPG 和 PreScan，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

了是否可以将机器视觉和雷达进行协同工作，答案当然也是肯定

的。

融合机器视觉和雷达两种传感器，是现在主流的 ADAS 避撞

方法。我们的案例可以将机器视觉摄像头通过 TASS 主机，或者

是直接连接到我们的主机，将视频和雷达仿真连接到一起，并且

两者之间实现同步，模拟一个真实路况场景中多种传感器所采集

到的一个道路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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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X 测试

相机之外智能互联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车辆通讯。

由于国内 LTE-V 的标准还在制定过程中，我们现有的车联通

讯的方案主要集中于 802.11p 这样一个协议。

这里包含实现部分车联通讯的应用，包括 SAE J2735 里面所

谓的基本安全信息发送。我们在车联通讯的常见场景就是通过协议，

在汽车行驶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周围车辆发送自己的车辆安全信息。

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是提供基于 802.11p 收发接收模块，以及

具有标准测试功能的一些解决方案。对于收发模块，它既可以仿真

一个车辆节点也可以仿真一个路测设备，用来与真实的车辆和路测

设备进行上下链路的车联通信数据交互。从而和我们汽车上的其他

传感器，包括雷达、相机、激光传感器和 GPS 定位这些信号的进

行互联。

传感器融合的测试

从雷达讲到相机，讲到互联汽车。那自然而然就会涉及到下一

个话题——传感器融合。

融合也是目前来讲，ADAS 技术的一个主流方向，第一个层面

的融合是在 ADAS ECU 进行的。我们刚才介绍这些方案里可以看

到，现在已经能够从技术上实现雷达、相机、V2X 仿真信号的发生、

传递以及同步在相同的平台上进行实现。

进一步来讲融合，当汽车的 ADAS ECU 接收到这些信号，传

递到真实的汽车制动控制单元以后。这辆车是否真正能够在期待的

距离之间实现制动，或者实现自动驾驶的变道来避免事故的发生。

这里其实会涉及到 ADAS 感知系统之外的整车动力学模型，也就

是添加整车动力学模型的硬件在环。

在 ADAS ECU 融合之后，我们还可以将包括车辆的悬架刚度，

轮胎摩擦系数、整车的备重以及路面的信息和天气的信息，都加载

到一个硬件在环的整车动力学模型仿真器上。

这个仿真器还会通过 CAN/LIN 和之前的 ADAS ECU 进行数

据交换，从而实现从 ADAS 到车辆动力学模型的整体仿真。

业内现在第一个真正实现传感器融合的系统验证平台显示，机

器视觉相机拍摄到的模拟真实路面场景，雷达传感器所接收到雷达

仿真器发给它的相应对象的目标返波信号。激光传感器的对象模拟

器，和我们的场景进行同步仿真卡车接近的过程。雷达、相机、激

光传感器都会传递到一个整车动力学模型来和车辆最终的制动和控

制进行互连，从而最后反馈到场景模拟器上来仿真真实路况中变道

的测试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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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于 2017 年 9 月 6-9 日，行业翘

楚绚丽登陆深圳会展中心，作为光电行业的一大盛事，CIOE 中国光博会已

经成为业内企业展示新产品、推广新技术的重要平台。小编四处搜寻，为

大家呈现部分展商的火热新品，下面随小编来围观下。（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厦门优迅高速芯片有限公司  展位号：1B53

10Gbps SFP+ 收 发 合 一 芯 片
UX3260

厦门优迅高速芯片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3 年 2 月，是中国大陆
第一家专业从事光通信前端高

速收发芯片的设计公司，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产品涵
盖了 155Mbps ～ 100Gbps 的高速收发芯片组，是国内光通信
前端收发芯片主流供应商和应用方案提供商。UX3260 是一款
集成了激光驱动器和限幅放大器的适用于 SFP+ 光模块的收发
芯片。它的典型应用是 10Gbps 短距离和长距离的 SFP+。

三菱电机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1C10

三菱电机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是一家面向中国客户的综合性
销售公司。经营三菱电机的电机、
电子、系统技术等集结而成的
多种产品；提供系统集成服务；

还为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的关联工厂采购中国品质精良的零
部件以及开展软件开发委托业务。
ML958N60 产品特性：工业级温度 Tc= -40~95deg.C TEC 功耗
典型 0.5W 适合于 SFP+ 光模块，电气隔离设计符合 XMD-MSA
标准。

扇港元器件（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1B70

CS 连接器
CS 连接器适用 400G 新一代数
据中心，相比 LC 双芯连接器尺
寸缩小 36%，适用 1.25mm 插
芯，带推拉杆，通过 IEC 随机互

配测试 Grade B 等级。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C30

旭 创 科 技 100G QSFP28 光 通
信 模 块 包 括 SR4, AOC, AOC 
100G-4*25G, CWDM4, CLR4, 
eCWDM4, PSM4, PSM4 pigtail, 
LR4, LR4 Lite, ER4 Lite 系 列，

该 系 列 产品 采 用 LC 或 MPO 光 口，兼 容 IEEE802.3bm, SFF-
8636 等标准；具有功耗低、体积小、速率高等特性，有利于数
据中心增加容量、提高端口密度和降低功耗。主要应用于 100G
数据中心内部网络、数据中心互联、城域网络等环境。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1D12

FLIR Lepton® 长波红外（LWIR）热
像仪机芯

FLIR Lepton® 是 一 款 长 波 红
外（LWIR）热 像 仪 机 芯，价 格
不到传统热像仪的十分之一。 

Lepton 拥有 80 × 60 有效像素的分辨率，可将热成像技术用
于新一代电子设备，能够满足工作、娱乐和任务关键型应用的
需求。 Lepton 拥有三种不同型号： 50°视场角（不带快门）、
25°视场角（不带快门）以及 50°视场角（带快门，手动校准）。

滨松光子学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1116、1117

9xx 半导体激光芯片
经历了几十年的卧薪尝胆，滨松
推出了主要应用于光纤激光器
的泵源的高功率 9xx 半导体激
光芯片产品，为半导体激光芯片

市场输送了新的血液。我们设置了一系列产品生产、测试、分析
系统，以保障激光芯片产品的各项性能。而且我们掌握了芯片的
整套激光芯片生长工艺，我们努力为客户提供更加称心的产品。

Optical Communications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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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仪器（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1C51

View500 便携式光时域反射仪
高 精 度 测 量：距 离 采 样 点
达 160000 个， 动 态 范 围
1 3 1 0 / 1 5 5 0 n m  3 5 / 3 3 d B
或 1 3 1 0 / 1 5 5 0 / 1 6 2 5 n m 

35/33/31dB，事件盲区仅 0.8m，衰减盲区仅 4m，保证测量精
度。智能光纤动态测量程序：SOLA 程序简化测试过程，先进算
法动态定义测试参数，并根据测量曲线数量及网络来源确定最
合适的采样点，与多个脉冲宽度的多个波长相关联，最高分辨
率定位识别故障，测量后智能分析自动生成报告。功能齐全：光
功率计可分析多种波长光；端面检查保证光纤清洁度和平整度，
红光笔准确检测故障点，外接 USB，支持一键截图、WIFI 传输，
具备强大的文件管理功能。

四川汇源塑料光纤有限公司     展位号：6162、6163

650nm 光收发器件
塑料光纤组件成本较低，阻燃
性好，抗干扰性高，可用于单向，
双向和闭锁式连接器，最高带
宽可达 dc-5MBd 低电流链接：

6 毫安电源峰值电流，发射器为 650nm 的红色发光二极管，易
识别兼容标准的 TTL 电路

深圳市芯思杰智慧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1B11

光芯片
芯思杰公司是一家从事光学材
料、光器件产品研发、生产和销
售的高科技公司，拥有国内先
进的、高效的光芯片和光隔离

器工艺制造平台，及光芯片同轴封装平台。研发和生产基于磷
化铟 (InP) 基底的半导体光电探测器和激光器系列光子芯片

特恩驰（南京）光纤有限公司     展位号：1139、1150

200μm 特微系列光纤
2011 年，TFO 率先研发并商用
200µm 系列单模光纤。在与传
统光纤完全兼容的前提下，有
效降 低了涂覆 直径，使光纤截

面积降低约 40%，从而显著减小光缆直径。广泛应用于 FTTX、
大芯数光缆、微缆中，提高管道利用率并大量节约资源。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1C50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光电子技
术及其产品开发的高技术企业，
核心产品是光纤放大器系列产
品，光模块系列产品，子系统和

光组件系列产品。我们为电信运营商、电力、石油及其它领域的
客户提供对应的光传输方案。单跨传输线路最大支持 86dB，
最长传输距离 400km，甚至更长。



Products展品直击

4646

第 19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于 2017 年 9 月 6-9 日，行业翘

楚绚丽登陆深圳会展中心，作为光电行业的一大盛事，CIOE 中国光博会已

经成为业内企业展示新产品、推广新技术的重要平台。小编四处搜寻，为

大家呈现部分展商的火热新品，下面随小编来围观下。（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7F24、7F25

大恒光学一直致力于成为高品
质光学镀膜加工服务企业，所
加工波长涵盖紫外 197nm 至红
15um，其光学镀膜产品被广泛
应用于激光及其加工系统、探

测传感系统、医用生物光学、环境分析仪器、视频光学、光纤通
讯等领域。
AR 增强现实用分光元件的特点：K9 或 ZF 材料棱镜具有高光效，
入射角超宽在 45+/-20°使用无色偏，超高对比度，可见光范围
内消光比大于 300：1，同样指标均可以在板式结构上实现。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8N16

作为传感 器、测 量系 统、激 光
刻印机、显微系统以及单机式
影像系统的全球领先供应商，
KEYENCE 一直致力于开发具有
独创性的可靠产品，不断推动

工厂自动化的创新与发展。公司研发的超景深三维显微镜无需
焦点调整，可瞬间全幅对焦的实时深度合成，拥有提高极限分
别率的超清晰 HDR 功能，任何人均可轻松运用高性能的简便
模式，可观测、拍摄、测量，给人震撼视觉的观测效果和立体感。

阿美特克•普瑞思泰克有限公司              展位号：9J12-1

Freeform® L 五 轴 超 精 密 加 工
系 统 Precitech 在 经 过我们证
明的大框架平台上增加了创新
的的垂直轴技术，提高了灵活
性和精密性。使用 Freeform® L，

客户可以进行金刚石车削、微铣削、微磨削和加工非回转对称
的槽。增加第三个直线轴可以给客户带来使用两个直线轴可能
无法加工的自由曲面的灵活性。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9F01

成都光明光电始建于 1956 年，
是中国领先、世界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专业性光电材料供应商。公
司光学玻璃年产销量位居全球
第一，在全球具有最强的品种配

套能力。公司始终瞄准光电产业前沿，突破了多个配方系统高
难度产品的配方研发和连熔工艺技术瓶颈，成功开发出 240 余
个牌号的光学玻璃毛坯、压型件、光学元件等产品，全部实现
环保化，具有较强的品种配套能力。

翟柯莱姆达计量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9I12

NexView3D 光学表面轮廓仪擅
长测量各种表面的微观形貌，
从超光滑到非常粗糙的表面，
都能准确计量。无论视场范围
多大均可以达到亚纳米级的测

量精度。可以测量平面度、粗糙度、大的台阶、薄膜和陡坡等。
测试范围从小于 1 纳米到 20000 微米。你不再需要根据你要
测量的表面类型来选择一台轮廓仪。NexView 轮廓仪几乎可以
测量任何表面的形貌，从亚埃级的超光滑表面，到高达 85 度
的大坡度机械件，全部采用 3D、非接触式测量，克服了其它测
量技术（探针式、共聚焦、聚焦扫描）的缺点，提供了最好的计
量检测方案。

苏州久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B01、7B02

分划板一般安装在望远镜或者
瞄准镜的右目镜焦平面上，它是
一块极薄的表面刻有分划密位
线的薄玻璃，由于这块薄玻璃
理论上讲也参与了成像，延长了

物镜的焦距，会对右目镜的长度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Precision Optics, Lens & Camera Module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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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通用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9I10-6

隔墙三维探测雷达产品说明：
该雷达是在一维、二维的基础上，
对三维雷达成像的理论算法进
行仿真，建立一套独立的成像
算法，制定成像软件和硬件测

试平台，可以完成对人体目标的三维探测雷达。该雷达可穿透
30cm 砖墙，探测墙后 15 米内的人体运动目标，通过一个发射
天线和四个接收天线，对接到的四路电磁波信号进行三维成像
处理，完成对人体目标的三维（距离 - 方位 - 高度）成像。

京瓷光电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展位号：9D08

京瓷光电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是日本京瓷（kyocera）集团在
中国设立的一家独资企业。产
品主要有：玻璃球面镜片、玻璃
非球面镜片、硅镜片、车载镜头、

扫描仪镜头、相机镜头、投影机镜头、安防监控镜头、红外工业
镜头、光学用塑胶件 / 塑胶镜片、金属等高精密光学零部件制
造。企业拥有先进生产设备及一批优秀的开发、技术团队。企业
已通 过 ISO/TS16949、ISO14001、OHSAS18001 体系认证，产
品销售至世界各地，为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是我们的宗旨。

上海新柯隆真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9I07

真空蒸发镀膜设备及磁控溅射
镀膜设备说明：
1、用于精密光学的 IAD 镀膜设
备 MIC-1350 及 Shincron 专 利
溅射设备 RAS 系列；

2、大型 AR 专用设备 ARC-1900；
3、业界最高水准及市场占有率第一的防划伤防指纹 AFS 系列
设备；
4、高级眼镜用量产型镀膜设备 VISION-1500 系列等。

上饶光科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8A07

上饶光科光学仪器有限公司是
一家研制、生产、开发光学冷加
工成套设备的专业性厂家。主
要产品有：下摆机、精磨机、抛
光机及精磨抛光和修皿机。公

司以诚信为本，视质量为生命，把开发、研制作为企业的发展方向，
以合理的价格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为企业宗旨服务于客户。公司
生产的下摆机基性能、精度、稳定性国内领先，达到国外同等品质。
所应用的空气能主轴系统，属专利产品，全球首创。

布勒莱宝光学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9D07

“莱宝光学”公司（现名称：布
勒莱宝光学设备（北京）有限公
司）是 一家拥有 170 多年专业
制造经验的镀膜设备供应商。
于 2012 年底，被瑞士布勒集团

收购。产品涉及到眼镜光学、精密光学、汽车行业、卷绕包装、
投影显示及大面积镀膜（建筑玻璃）等不同领域的应用。在精
密光学领域，莱宝光学 leyboldoptics 一直是技术领先的代名词，
而作为技术呈现的载体，ares 系列产品以镀膜技术领航者的姿
态，一直引领科技变革和创新。莱宝光学的专业水平不仅体现
在杰出的镀膜技术和镀膜设备方面，而且更加突出的体现在莱
宝光学完全按照客户的特殊要求所提供的特殊研发定制的工艺
技术。

泰安北方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9I10-9

泰安北方光电仪器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生产光电类仪器设备
的企业。凭借三十多年的专业
经验，依靠军工体系的强大技
术优势，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发展。

公司的 “泰山”牌显微镜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得到了客户的广
泛认可；夜视仪和瞄准器产品具有国内领先的技术优势。公司
秉承 “顾客至上”的原则，时刻为您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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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普瑞斯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9M17、9M18

屋脊棱镜可加工角度 1”的高精
度产品，可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
加工各种高精度的产品，并可根
据要求进行各种光学镀膜。应用：
望远镜、观景镜、天文望远镜、

测量仪器、航空航天、医疗、激光。

福州锐景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K06、8K07

机器视觉和光学成像测量产品
说明：1. 使 用先进的图像测量
技术，测量精度不依赖精密的
光学、机械设计；2. 专用嵌入式
智能软件替代传统测量人工读

数、计算方式、自动对焦、自动测量、自动判断、提高了测量精度；3.快
速一次性测量、同时显示镜头焦距、法兰后截距；4. 首创快速准
确测量镜头任何异形光阑（圆、多边、三角形等）的等效入瞳直
径和相对等效孔径（F 数）；5. 首创快速测量镜头红外清晰度值
和红外离焦量、量化镜头红外偏焦效果；6. 具有联网功能。

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  位号：9D06-4

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开
发，全球第一也是全球唯一可
量产的 MOC 封装摄像模组。取
代传统镜座，将芯片、金线、电容、
电阻等电子元器件一体密封在

线路板上，使摄像模组的尺寸、精度、可靠性、强度、散热、芯片
脏污等客户痛点获得了飞跃式的整体改善。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开发并量产了 MOC 双摄模组，直接舍弃繁冗昂贵又占用手
机宝贵空间的金属支架，获得更小尺寸的同时保持更佳强度。
知识产权方面，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已申请专利 150 篇
以上，获得授权 30 多篇，获得多篇美国专利授权，具备自主知
识产权。

奥普泰克亚洲有限公司        展位号：9J17、9J18

奥 普 泰 克 亚 洲 有 限 公 司 于
2013 年 8 月 在 香 港 成 立，是
OptoTech Optikmaschinen 
GmbH 在亚洲地区设立的负责
销售和售后服务的全资子公司，

我们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销售和专业技术团队，为整个亚太地
区的客户提供专业优质的光学设备、相关零配件、耗材和工具，
以及提供快速和有效的维修保养服务。公司生产平面、球面、
非球面铣磨机及抛光机、激光定心磨边机、棱镜铣磨机、干涉
仪等。

中山泰维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9H16、9H17

晶振片用于精密光学镜片在镀
膜加工时对镜片膜层厚度的监
控。合金电极晶振片，适用于高
应力膜料的镀膜控制，这些膜
料包括：氧化硅、氟化镁、氧化钛、

氧化铝等。高应力膜料在镀膜过程中形成的压力或张力会造成
晶体性能的不稳定，而合金能够有效的消除这些应力，使晶振
片的性能保持稳定。金电极晶振片由于具有较低的接触电阻、
高化学稳定性和良好的沉积性能，适合于低应力材料的镀膜监
控，如金、银、铜等的膜厚控制。

浙江蓝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9K01

产品信息：
1. 模造玻璃非球面镜片：高精
密玻璃模压非球面镜片，应用
于高清成像（车载、手机镜头）、
激光准直、高清投影等；

2. 高精度玻璃晶圆片：超高精度的玻璃晶圆衬底片，TTV ＜ 1μm；
3.传统棱镜及微型棱镜：公司生产的光学棱镜工艺先进，产能大，
涵盖种类多。广泛应用于各类光学仪器以及消费电子类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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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D31

全自动工具 型热像仪 D600 产
品说 明：采 用独 创 Duo-vision 
PLUS 技术，可实现可见光与红
外图像的无缝融合，展现更多
细节，更精准地定位，快速辨别

异常位置。D600 搭配 640×480 高灵敏探测器，确保获得更清
晰细腻的图像效果；搭载高速图像处理引擎，全时动态图输出，
图像绝不“拖尾、延时”。自动、电动、手动三种调焦方式可自
由切换，确保每一次都能获得完美对焦的图像。D600 采用可
翻转式触屏设计，人性化的 UI 界面，操作更方便，使用更灵活。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D52

一元机芯
高德红外自主研发的一体化超
小 机芯，采用集高德自产探测
器成像处理芯片 ASIC、高德红
外晶圆级探测器、微动电磁阀

快门以及通用光学接口于一体，研制成 400X300 分辨率红外
超小机芯。此机芯能提供完善的成像处理算法，以及丰富的对
外接口。此外还具有满足移动互联的 MIPI 接口，并同时提供一
个 32 位处理器以及完备的 SDK 开发包 , 可方便进行相关二次
开发工作的功能，适用于各应用领域的快速集成相应产品，让
红外热像从此简单。

索雷博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1D11

Thorlabs 由前贝尔实验室科学
家 Alex Cable 于 1989 年 成 立
于美国新泽西州，是光电子产
品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为激
光和光电研究领域提供高质量

的支持与服务。随着市场推进多元化技术革新，Thorlabs 全力
扩展核心竞争力，不仅在光电子产业的研究领域发挥日益重要
的作用，同时还跨入了工业、生命科学和医学等领域。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D50

中波 / 长波制冷红外热像仪系
列具有探测器距离远、分辨率
高、成像质量优、可靠性好、环
境适应性强等特点。该红外热
像仪系列主要应用于目标探测、

海洋监察、维权执法、战场观察、搜索救援等领域，适装于各类
光电系统中。

上海巨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D76

热成像解决方案
公司拥有核心探测器和热像仪
系统的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完
整产业链整合能力，产品种类
丰富，性能优异，支持二次开发，

并可定制。可提供红外 / 可见光双视场、多客户端和远程控制
功能，支持双码流传输，以太网输出 50Hz 纯温度数据及 H.264
视频。

第 19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于 2017 年 9 月 6-9 日，行业翘

楚绚丽登陆深圳会展中心，作为光电行业的一大盛事，CIOE 中国光博会已

经成为业内企业展示新产品、推广新技术的重要平台。小编四处搜寻，为

大家呈现部分展商的火热新品，下面随小编来围观下。（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Infrared Applications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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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赛光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1134

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和管
理团队，基于国内著名科研院
所的技术积淀，目前已成功开
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红外成

像机芯，DFS-SC321 非制冷红外机芯采用自适应无挡片校正技
术，具有 15 种伪彩色输出、低功耗、低电压工作、宽温工作稳
定、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性能稳定等特点。DFS-SC641 非
制冷红外机芯采用自适应无挡片技术及超小型结构电路设计，
具有低功耗、低电压工作、低延时热像输出、宽温工作稳定、环
境自适应强等特点。

昆明全波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099、1100

全波红外科技是国内较早从事
红外光学技术研发、生产的企
业，在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公司做国内最专业的红外光学
零件、红外光学镜头供应商，

并在“完美品质与服务”的基础上，提出支持的理念，为国内外
整机厂商提供高品质的红外光机组件、技术方案，包括长波非
制冷无热红外镜头、长波非制冷红外镜头、双视场红外镜头、
OLED 目镜、连续变焦红外镜头、短波红外镜头。与供应商、客
商形成共同创新、协调发展的新型商务关系。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D51

S240 非制冷红外望远镜
S240 是 一 款 袖珍 型 红 外热 成
像单筒望远镜，能够在夜晚和
光线不足的条件下进行户外观
察 和 目 标 追 踪。S240 能 够 清

晰显示周围状况的红外图像，帮助您看清人形、物体和动物。
S240 简单易用，具有静态图像和视频记录功能，无论是徒步荒
野还是近郊散步，都将成为您的完美搭档。

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D13

非制冷热像机芯 -TC790 产品说
明：TC790 系列 组 件为 最 新 一
代的微型组件，在高密集成度
的电路结构设计上实现基础热
成像功能。组件采用无挡片技术，

开机时间短，功耗超低，接口标准，可满足对空间有严格要求的
红外热成像系统的集成与二次开发需求。

广东聚航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展位号：1109、1110

聚航新材专业从事硫系红外光
学玻璃材料的研发与生产。公司
技术力量雄厚，核心技术团队
由世界顶尖的红外光学玻璃材
料领域的科研专家组成，拥有

长期从事红外材料研究及生产的经验。其中 As-S、As-Se、Ge-
As-Se、Ge-Sb-Se 系列是公司可批量供应的产品，同时还可根
据用户的特殊需求进行设计、开发和生产，产品具有良好的折
射率均匀性和批次折射率稳定性。

杭州麦乐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D06

杭州麦乐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中高端红外特
征敏感元件，传感器及传感技
术的研发、生产、销售并为客户
提供技术支持等全套产品解决

方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麦乐克专注于红外技术、传感技术
的研究，是目前国内信噪比和透过率、截止率、敏感度最高的
红外特征敏感元器件和传感器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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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1C12

大族激光是世界主要的激光加
工设备生产厂商之一，国内激光
设备占有率第一位。大族激光
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一整套激光
加工解决方案及相关配套设施，

该公司的点锡膏焊接解决方案，HDW2020 是为汽车倒车雷达、
手机无线充电、风扇马达等多个应用领域而开发的全自动点锡
膏加激光同轴测温焊接设备。 HDW2020 具有高度集成性，解
决了市面点锡膏和激光焊接分离的情形，且加有同轴测温反馈
系统，保证实际焊接曲线与理想曲线相匹配，最大限度保证激
光焊接的质量和稳定性。该机台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输送
轨道宽度可调、可广泛应用于点锡膏焊接领域。

武汉楚天工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M10

楚天工业激光产业集团成立于
1985 年，拥有一批国内顶尖的
激光科 技人才，在“武汉·中国
光谷”、苏州、北京、深圳建有
生产基地。公司主要产品涉及：

激光焊接、激光打标、激光热处理和激光切割等。本次展出的
多工位激光加工站的主要特点包括：采用进口激光器，工业机
器人，西门子操作系统；运行稳定，零故障停机率；拥有多工位
和流水线不同加工模式； 采用模块化的管理方式，智能化程度
高。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N28

本次展出的紫外 3D 激光打标
机适用于三维曲面的各类金属
和非金属产品的激光加工；特
别适合手机、电脑、消费类电子
产品、汽车的零部件等领域。自
主研发的三维动态激光标记控

制硬件、软件，配置专用的三维振镜，完美控制激光光束焦点
在任意三维曲面进行标记。激光器类型与功率可选，满足广大
用户对各类材料三维表面进行标记、切割或深雕的加工需求 。

福建福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A28

晶体元件包括非线性晶体（LBO、
BBO、KTP…）、 激 光 晶 体
（Nd:YVO4、Nd:GdVO4…）、
声 光 和 电 光 晶 体（LiTaO3、
LiNbO3）、双折射晶体（YVO4、
LiNbO3）、 闪 烁 晶 体（CsI、

NaI(Tl)）、磁光晶体（TGG、TSAG）等，广泛应用于大功率、高
品质激光器制造，各类固体和光纤激光器的基频、倍频、谐振腔、
输出光路，激光雷达，工业激光系统等等。

第 19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于 2017 年 9 月 6-9 日，行

业翘楚绚丽登陆深圳会展中心，作为光电行业的一大盛事，CIOE 中国

光博会已经成为业内企业展示新产品、推广新技术的重要平台。小编四

处搜寻，为大家呈现部分展商的火热新品，下面随小编来围观下。（以

下排名不分先后）

Lasers Technology &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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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凌云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2L41、2L42

全 自动 免 抛 光 光 纤 切 割 系 统
LC-100 是 公 司自 主 开发 的 光
纤切割设备，主要应用于直径
125um 及以下通讯光纤切割，
切割可直接形成光滑的切割端

面，无需再进行后期抛光处理，有效降低生产成本。LC-100 适
用于 AOC、多芯连接器及裸纤的直接切割，可以在 0~45°范围
内灵活调整切割角度。LC-100 为全自动化集成，一键式完成多
个连接器或裸纤中每根光纤切割点自动定位、切割和切割后的
在线监测。

长春新产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2Q31、2Q32

该 超紧凑小体 积 OEM 激 光器
适用于仪器设备和系统的组装，
也是终端用户用于研发项目的
最佳选择。激光模组可广泛用
于科学研究、医学治疗和工业
加工等应用。我们通过最优化

的设计，将激光二极管、激光谐振腔及光学件密封在管壳中，客
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安装温控或适当的热沉。我们也可提供
PC 板，并且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客户所需要的不同波长的
激光器。

广州创乐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M25

CK-FB MINI 台式激光机，轻便
巧小，功能齐全，带给您不一样
的加工方式。MINI 台式激光机
采用国内顶尖的光纤激光器，
高品质振镜扫描系统，输出功

率稳定，光学模式好，光束质量优异、打标速度快、效果好、效
率高、能充分满足客户大批量生产需求。
本系列外观美丽、操作简单、无耗材、折旧成本长期运行无故障、
免维护、能充分满足工业化连续工作需求。

 深圳市紫宸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N23

紫宸本次展出的激光焊接机的
特点包括：1. 带温 度 反馈半 导
体激光焊接系统；温度反馈的
功能可对焊接进行温度控制，
可以对直径 0.5-1.5mm 的微小

区域进行温度监测，温度精度为正负 2 度。2. 多工位焊接系统：
最多可选配八轴工作台多工位焊接系统，上下料、图像自动捕
捉及点锡膏、激光焊接可并行工作，大幅提高设备制造产能。3. 送
焊锡机构：高精度送焊锡膏机构，通过程序可以控制送焊锡膏
的适量，致以来控制焊点的大小。4. 视觉定位系统：采用图像自
动捕捉自定义焊接轨迹，可对同一产品上多个不同特征点进行
采集，大幅提高加工效率。

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2Q19、2Q20

大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器件老
化 / 寿命测试机是由瑞波公司
自主研发的、可配置的专门为大
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进行烧测
及寿命 测试的设备，针对封装

之 后（TO56、COS、C-mount、F-mount、CCP、Butter-fly 等 封
装形式）的半导体激光芯片提供老化和寿命测试，并在线实时
监控和记录激光芯片器件参数。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2N01

TruMicro 2000 系 列 的 超 短 脉
冲激光器基于光纤技术，具有
结构紧凑且轻巧的特点。聚焦
于中等功率级 别，搭配了优越
的光束质量为您开辟出新的应

用领域，例如医疗制造技术以及薄膜加工。TruMicro 2000 系列
同时能非常成功地应用于抗腐蚀打标。这种打标有高强度的对
比度，即使在阳光直射光照下也能容易地被读取。可在阳极铝
甚至是在镀铬塑料材质上也能取得深黑色的打标效果，且不伤
害底层的材料。同时，它也能精心处理玻璃内部，激光打标点产
生如彩虹般绚丽的光谱颜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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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科晶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P27

公司可根据客户需要定制 PPXX
晶 体（LN、LT、KTP），光 栅，
532nm 固 体 绿 色 激 光 器 等 产
品。
1、PPXX 可制成不同结构的极

化晶体器件，并广泛应用于激光显示，全光波长转换、光学传感、
中远红外激光和 THz 光源产生等领域中。2、光栅是使入射光
的振幅或相位受到周期性空间调制的光学元件，其主要功能在
于实现对不同波长或偏振的光进行分光和滤波处理。3、532 绿
光激光器可定制，功率稳定、可调节、操作简便，应用于舞台灯光、
激光照明、激光显示等。

深圳市赛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2J22、2J23

TO46 全 自 动 封 帽 机 适 用 于
TO46 金 属封装 产品的自动 封
焊。采用基座帽盖预装配方式，
提篮式供料，每载盘 100PCS，
每 提 篮 500PCS；采 用 载 盘 提

篮收料，每个载盘 200PCS，每个提篮 10001 PCS；供料与收料
提篮仓具备抽真空及充氮气功能；采用日本 THK 高速运动模
组及松下伺服电机；采用日本 SMC 及台湾 AIRTAC 气动元件；
采用日本松下 PLC 及台湾 WENVIEW 触摸屏控制。工作仓具备
露点控制及检控功能。工作效率：约 800PCS/HR。

深圳市韵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L10

深圳市韵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Inte Laser）是一家自动化高
精密激光应用专业设备制造商，
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为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目前已有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公司主要生产 Inte Laser 自主研
发生产的摄像头模组 / 指纹模块激光切割设备、PCB/FPC 激
光切割设备、全自动激光微焊接设备、全自动激光切割贴片设
备全自动 Micro SD Card 激光切割设备等。

深圳市华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J51、2J52

高温合金，国际上称其为超级
合 金 (Superalloys)，是 一 种 在
600℃ ~1100℃条件下，可长期
承受复杂应力，具有优异的耐
疲劳性能、耐腐蚀性能、抗氧化

性能以及断裂韧性等综合性能的重要金属材料，是航空发动机
与燃气轮机制造的关键性结构材料。对于高温合金零部件，金
属 3D 打印技术不仅能够缩短生产时间、降低生产成本，还能
优先考虑功能设计。非常适用于制备飞机环控部件、航空发动
机及燃气轮机中喷嘴、叶片、燃烧室等热端部件以及航天飞行器、
火箭发动机等复杂零部件。

深圳市瑞欣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Q35-2Q36

深圳市瑞欣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类激光类
光器件研发和生产的企业。公
司 成 立于 2006 年，位 于 交 通
便利的宝安大道旁，经过几年

来坚持不懈的持续发展，瑞欣峰已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光器件制造商。公司主要生产全波段半
导体激光二极管（520nm，635nm，650nm，660nm，670nm，
780nm，808nm，830nm，850nm，980nm 等）、激光模组、绿
光模组 532nm、激光笔、绿光指示器及 LED 应用产品。

深圳市阿集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J41、2J42

深圳市阿集比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生产的复合激光光源模
组，拥 有自主 知 识 产权，采 用
RGB 多重激光匀化技术，实现
真正 RGB 合成白色及任意彩色

激光，输出激光光斑为标准圆形，色边比例≤ 3%；采用模块化
设计方案，极易实现激光光功率扩展，以及可见光、红外、紫外
等波长复合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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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年风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Q07、2Q08

EBL 电子束曝光系统 (2”-12”
晶圆或 7”-12”掩膜版 )产品说明：
特点：
1．最小 2nm 束斑、5nm 线宽；
高 速 2x2mm 大 写 场；0.6nm

分辨定位、±9nm 套刻 / 拼接精度；
2．TFE 热场发射，圆形束斑矢量扫描，DF/DS 象散、球差校正
和失焦动态补偿；
3．25~100kV 加速电压、50~125MHz 高速扫描、19 位 DAC 高
精度定位；
4．适用 DFB 光栅间距的 FPC 精准调控，精度小于扫描步进；
5．双刻写模式 ( 高速 / 高精度 )：远程控制、自由切换、混在刻写；
6．专业的微纳刻写软件；多样的选配；多重的海内外支持保障；
7．应用于 MEMS、光电子、光通讯、微波 / 功率器件、微纳加工。

东莞市蓝宇激光有限公司     展位号：2Q05-2Q06

东 莞 市 蓝 宇 激 光有 限 公 司 是
一家专业从事激光模组、激光
二极管、激光光源等激光周边
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从
2010 年成立至今，始终坚持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企业发展源动力。自公司成立
以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事业稳步发展，业务范
围涉及光源行业、汽车行业、机器人、测量测距光源等行业领域。

宁波尚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M43

波尚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半导体封装设备和
精密自动化装备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坐落于浙江宁波，是宁波
市 3315 计划创新企业，公司总

经理入选第五批国家“千人计划”。公司汇集了国内外各专业精英，
在机械、电气、电机、视觉、超声波驱动和超声波焊接方面都有
深入的研究。公司主要生产全自动引线键合机、压焊机、各种
深腔球焊机和楔焊机等产品。

环球（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L24

LASOS 氦氖激光灯管和模块具
有结实耐用的机 械设计，极 好
的 光 束 质 量 和 高 达 20,000 小
时的超长寿命。我们可提供各
种标准或定制的型号，覆盖红光、

绿光和黄光，功率可从 0.5mW 到 35mW 不等。并可提供众多
不同选项，比如单模或多模输出、随机或线偏振，以及用于教
学和科研应用的具有布鲁斯特窗的灯管。多种功率等级的红、绿、
黄光、单模、多模、随机偏振、线偏振的氦氖激光器：543nm，
594nm，632.8nm0-15mW 偏振，多模。

北京凯普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Q01、2Q02

北京凯普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致力于研发、设计和制造
性价比最优的半导体激光器件。
成立 10 余年来，不断的技术积
累和创新，持之以恒的生产工艺

改进，对更高产品质量标准的追求，使其在直接制版印刷（CTP）、
激光泵源、激光医疗、照明、科研等多个领域得到国内外用户
一致认可，成为半导体激光器封装耦合领域的领导者。

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2N25

ZTP 系列半膜片式气浮隔振光
学平台产品说明：1．采用（进口）
半膜片式空气弹簧，隔振性能好，
固有频率通常小于 1.5 ～ 3Hz；
2．整体焊接支架，具有更好的

刚性和稳定性。支架上方带三个高度调整机构，支架下方带升
降高度机构和脚轮；3．台面材料为 SUS410 铁磁不锈钢，具有
较好的耐腐蚀性能；4．台面厚度 100/200/300mm，具有很好
的厚重比和刚性，台面侧面采用黑色铝塑板包边，美观、实用；
5．隔振效果好、性价比非常高的科研级气浮隔振光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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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广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E36

产品为 PU 聚氨酯泡棉，应用在
手持电子设备上。产品应用如下：
PT 系列：应用于缓解水波纹，
保 护 OLED；PZ 系 列：应 用 于
LCD 密封，音腔密封，连接器衬

垫；PI/PS/PM/PH 系列：减震衬垫和一般工业需求衬垫；其他：
工业领域和硅胶领域的应用。泡棉有以下几款型号：-P（带有
PET）、-A（自带胶）、-AR（网纹胶）、-RP（可剥离 PET），其泡
棉厚度可做到 0.08mm 到 10mm, 其中 -AR（网纹胶）就可以做
到 0.08mm，该技术目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浙江开利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3C06、3C07

浙江开利电子是制作游星轮（蓝
钢、不锈钢、环氧树脂）的专业
制造商。公司致力于半导体、光
学材料平面研磨、抛光领域，与
客户一起开放合作，推出合理

的解决方案。公司的目标是提高产品稳定性的前提下，围绕客
户的需求持续创新。
公司生产的蓝钢游星轮、不锈钢游星轮、环氧树脂游星轮的规
格 型 号 主 要 有：9B、12B、13B、14B、15B、16B、18B、20B、
22B、24B、28B、30B、32B、40B。蓝钢厚度：0.08---20mm；不
锈钢厚度：0.03--1.0mm；环氧树脂厚度：0.18---20mm。

盘锦国瑞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09、3H10

CMP 抛光液是以硅溶胶为原料，
针对不同研磨材料的特性进行
独特配方设计，保证抛光过程中
PH 值基本保持不变，从而保证
抛光速率的稳定及节约抛光时

间。可广泛用于多种材料纳米级的化学机械抛光。如，蓝宝石材料、
硅片、不锈钢、铝镁合金、化合物晶体等的抛光加工。

南京科尼奇光学晶体有限公司   展位号：3D17

该公司专门从事蓝宝石窗口，玻
璃棒，棱镜，透镜等光学元件业
务，展品包括：
1．蓝宝石晶棒：广泛应用于各
种外科手术上的激光应用，可

用于冠状动脉支架。
2．蓝宝石光导块：光导块是脉冲机器上光学组件的重点，可用
于去除毛发的治疗。
3．蓝宝石窗口：适用于高压，高真空，或高腐蚀环境的理想材料，
并且广泛应用于光学，航空，医疗美容领域。

第 19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于 2017 年 9 月 6-9

日，行业翘楚绚丽登陆深圳会展中心，作为光电行业的一大盛事，

CIOE 中国光博会已经成为业内企业展示新产品、推广新技术的

重要平台。小编四处搜寻，为大家呈现部分展商的火热新品，下

面随小编来围观下。（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China Sapphire Technology & Touch Screen Expo

3D玻璃/陶瓷加工展区
手机摄像头/生物识别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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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亚龙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3B08

亚龙公司专业生产优质金刚石
微粉，拥有先进的全自动 微粉
生产线，配备有高端的微粉分
析检测设备，公司依托强大的
研发实力和团队，能够充分满

足客户订制的所有规格产品。公司生产的人造金刚石破碎料采
用优质单晶体金刚石为原料，晶形较规则，以多角块状为主，耐
磨性出众；粒度分布集中，严格的粒度控制，杂质含量低。广泛
用于宝石切割，石材、陶瓷和硬质合金的磨抛，以及制造砂轮、
磨块等金刚石工具。

上海舒伯哈特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3D20

舒伯哈特 1991 年成立于上海，
一直专注于超精密加工领域，产
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
中国第一批专业生产单晶金刚
石（ND、MCD and CVD）、聚晶（PCD）

和立方氮化硼（PCBN）刀具的高新技术企业，商标“SUPORHARD”。
产品应用领域：军工、航天航空、光学、模芯、镜片、晶体、汽车
行业等。

青岛扶桑精制加工有限公司  展位号：3B05

超高纯二氧化硅粉产品说明：具
有粒径，形状可改变；对有机溶
剂有良好的分散性；通过表面
改性可以改变表面特性等特性，
可用于光学薄膜填充机，电池

材料 IC LED 的密封材料，涂料，功能性树脂的添加剂等。
硅溶胶说明：青岛扶桑现在推出普通硅溶胶，并以稳定的品质
和优质的技术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青睐。普通硅溶胶的用途：
蓝宝石 LED 抛光研磨，表明涂层，催化剂载体，涂料，纺织纤维，
精密铸造等。

深圳市利兴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B09、3B10

超 声波清洗机 产品说明：1. 清
洗触摸屏玻璃、手机蓝宝石玻璃、
TFT-LCD 基板玻璃等表面残留
的手印、油污、白点；增加玻璃
表面的光亮度；2、连续式作业，

产量大，清洗良率高，节省人力成本效果明显；3、全自动清洗工艺，
节能环保，具有最佳清洗效果。

西安创联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H06

CL-B 系列蓝宝石晶体生长炉：
1．泡生法（KY）
2．高精度电源控制系统
3．晶体生长过程自动化控
4．多重安全防护，提供晶体生

长整套工艺
5．高精度称重系统

质朋仪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H01、3H02

非接触式表面形貌测量装置产
品说明：PF-60 由自动对焦光束
显微镜（AF 显微镜）和高精度
移动 的 XY 载 物台 组 成。AF 显
微镜测量 Z 方向的高度变化，

搭配载物台 XY 方向的移动，可对样品表面做二次元或三次元
的测量。产品特点主要有：1. 强大的迷光分离系统确保高精度
测量；2. 断面粗糙度形状测定；3.3D 形状面领域粗糙度测量；4. 多
样的辅助功能：图像拮取，温度补正软件，Mask 测量，分割测
量等自动分析工具软件，提供表面形貌的完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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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3D01

内蒙古晶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是从事蓝宝石晶体材料研发、
生长、加工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占
地 106 亩。一期投资 10.3 亿元，

达产后可年产 2500 万 mm 蓝宝石晶棒，二期预计增资 6.2 亿元，
达产后可达年产 8000 万 mm 蓝宝石晶棒，共计规划 600 台长
晶炉，将成为国内最大的蓝宝石生产基地。

 

东莞市捷扬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G05

显微透过率光谱检测仪可以检
测手机面板、遥控设备、小孔透
过率、滤 光 片等。运 用显微 共
聚焦技术，使得光谱、图像、检
测光源共焦于被测物体上，外

界光无法进入系统光路，同时用相机观察被测物体的位置，使
得检测更方便更准确。显微透过率检测仪可检测 400-1000nm
范围内的透过率，采用宽波段消色差技术将色差控制在较小范
围内。采用积分球检测，解决了普通镜头采集所产生的离焦色
差问题。

帕莱克机械（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3F06

帕莱克对刀仪采用优质延展性
铸铁材料，对称式的结构设计，
通过有限元分析以保证可靠的
稳定性，适合在相对恶劣的车间
环境使用，先进的 ParleVision® 

G3 刀具测量与检测系统，可配置功能强大 ParleVision® PGC 
Plus 的刀具管理与通讯系统，及 ParleVision® CNC 三轴全自动
测量解决方案。几乎在任何条件下都可提供精确的重复测量精
度，满足各类型机加工生产企业的刀具测量和刀具管理与通讯
的实际需要。

东莞上善精机有限公司   展位号：3A12

干式石墨专用机、玻璃磨边机
产品特点：超 级智能自动编程
系统、机床数据采 集 \ 远程监
控系统、首创自动排屑系统；全
封闭环高精光栅尺控制；零间

隙专利伺服刀库；开放型自动化拼接端口；自动变频节能集尘器；
三轴润滑自动回油系统。

深圳西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B11、3B12

深圳西斯特科技专业制造精密
超硬磨具，根据客户需求深度
定制最优化的工具，使 用性能
稳定，加工精度高、品质好。此
次参展的产品包 括：1. 用于蓝

宝石、玻璃面板，LED 衬底等成型加工的精密刀具；2. 用于切
割硅晶元、半导体材料的超薄切割片；3. 加工陶瓷手机后盖等
精密陶瓷构件的专用高精刀具。

广东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3E39、3E40

广东振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
要成立于 1992 年，总部位于广
东省肇庆市，占地面积 50 亩，
现代标准厂房 10800 平方米。
公司拥有独立的办公、科研大

楼和现代标准化生产车间。 振华科技以研发、销售、生产、服
务于一体。公司主要生产精密光学镀膜设备、高档塑料装饰
膜蒸镀设备、多弧磁控镀膜设备、连续式镀膜生产线、车灯保
护膜镀膜设备、PECVD 卷绕镀膜设备、磁控卷绕镀膜设备、
DLC\HCD 类金刚石镀膜设备以及真空等离子清洗机等系列真
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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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 RAIL POWER SUPPLIES• 12Vac / 24Vac output / ranges 20VA to 100VA 
• 12Vdc / 24Vdc output / ranges 16 Watts to 60 Watts. 
•  Built for IP 20 / Ta = 40C • Shorted circuit proof & thermal cut off protection. 

• IEC 61558 certified with TUV/ CE / RoHS & REACH.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CHOKES 
IEC 60068-1 standard / RoHS & REACH. 
Convenient printed circuit board mounting 
• Active type / input 120Vdc to 375Vdc• Operation temp.  =  -40C to 125C • UL Class F / 155 C insulation • Low leakage flux & parasitic capacitance 

• Hi saturation current & thermal stability
• Passive type / input 85Vac - 265Vac  50/60Hz
• Stable inductance at +/- 20% • Ta = 40C / UL Class B / 130C ins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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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于 2017 年 9 月 6-9 日，行

业翘楚绚丽登陆深圳会展中心，作为光电行业的一大盛事，CIOE 中国

光博会已经成为业内企业展示新产品、推广新技术的重要平台。小编

四处搜寻，为大家呈现部分展商的火热新品，下面随小编来围观下。（以

下排名不分先后）

先进光电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E08     

双 头自动 换 晶 环 高 速 固 晶 机 
针对平面型 LED、COB 产品自
动固晶：双焊头固晶超高产能、
自动上下料系统减少换料时间、
不间断进出料提升效率、上下

料台和工作台宽度可调、一人操控多机降低人力成本、固晶后
质量检测功能、晶片分选功能、固晶前晶片反向检测功能、晶片
自动校正功能、Wafer 自动换晶环功能。

深圳市德瑞茵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F05   

MFM 系列多功能推拉力测试机  
经 典 产品 MFM 系列半 导体 微
焊点强度测试系统及动态力学
衍生产品、流体力学产品打破
国外垄断、性能业界领先、占据

同类设备主流地位。产品特点包含推力、拉力多种测试功能、高
精密动态力学检测、高度集成、自主化状态检测。

库力索法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A06   

ConnX-LED PLUS 高速 焊线机 
特性：高速 X-Y-Z 动作控制系统；
全新互动式可编程图像预识别
系统令初次设置简单易行；对
一般中断自动修复路径；配备

可编程红蓝光的 WAVI( 广角垂直照明 )系统；角度侧光照明系统；
2 倍放大单镜；LED 高级线弧和 LED 高级 SSB 线弧。

广州市科唯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F39、2F40

广州市科唯仪器有限公司研发
推 出 A300CNC 全自动 影 像 测
量仪（索必克影像测量系统），
该测量仪汇集了精密机械、测
控系统、软件算法、探针系统、

光学设计激光、白光等多个领域的尖端技术，实现一体化精准
测量。尺寸：1800（桌子 + 仪器正面宽）×1050（仪器侧面宽）
×1700（仪器高度）。

LED & Semiconductor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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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希太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E41、2E42

希太 人以科 技创新为先导，以
服务顾客作为自我行动的最高
准则，致力于多家半导体企业
提 供 最 优 质 的 半 导 体 检 测 设
备。作为半导体的一支新力量，

希太人栉风沐雨，从事半导体检测设备及其备件的开发、制造
并销售最可靠的、安全易用的技术产品及优质专业的服务，帮
助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取得成功。公司生产研发的一键闪测仪
领先业界水平，其优点主要包括：产品尺寸测量；一键一秒测量
100 个测量点；自动校对，消除人为误差；自动调整，任何人员
都能操作；自动生成报告，可视化监控。

深圳三和波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H51、2H52

在线低温等离子表面活化产品
说明：汽车行业车灯粘接，镀铝 ,
注塑，预处理；刹车片、点火线
圈、引擎控制盖、保险杠等可经
过等离子清洗技术得到清洗和

激活，使其绑定性更加牢靠；车身及零部件的喷漆，镀膜预处理
等塑料行业塑料与橡胶、金属、玻璃等的粘接预处理，经过等
离子清洗可大大提高表面活性；玩具、手机壳、电脑壳、文具壳
等喷漆前预处理，可提高油墨的附着性；其他行业手机，生物，
航空，军事，医学，器械，电镀，微电子等。

深圳市鼎准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E51、2E52

高温试验箱用于工矿企业、化验
室、机电、化工、塑料、轻工、科
研单位、专院校、及各类实验室
等作烘焙消毒及一般物品恒温
干燥使用，不适用于挥发性物品，

以免引起爆炸。其性能，通过电加热转变热能，使之恒温干燥。

珠海市远康企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D71、2D72

远科照明 LED 灯采用环保型高
分子复合材料散热器代替了金
属铝材及陶瓷散热材料，填补
了国内外空白。产品具有防爆、
抗摔、高效散热、防潮、防火、

防雷、防尘、防虫、绝缘、耐高压、耐酸碱、防腐蚀、耐高低温、
安全环保等特性，制成了目前世界上最环保、最安全、最耐用、
最省电的 LED 灯。除此之外，公司还生产复合材料散热器、LED
光扩散材料。

东莞市瑞施博格导轨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P22

东莞市瑞施博格导轨制造有限
公司定位于快速智能化生产，
复杂精密运动一站式直线运动
解决方案的高新科技技术企业，
目前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导轨保

持架生产商，各种保持架类型齐全，生产各类型精密导轨。公
司生产的交叉滚子导轨适用于各种精密直线运动组件，采用欧
洲的生产技术及加工工艺，产品具有高精度、高耐磨、高产能等
优势，并且还有适用于高速运动、重载荷的防爬防蠕动系列导轨。
另外还可以非标定制导轨、滑台。

东莞市泰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D05

直线电机特点：
1. 精 度 高，定 位 精 度 可 达
±1μm；
2. 直接驱动无背隙，噪音小，寿
命长；

3. 速度高，可达 5m/s 以上，加速度达 10G；
4. 配置高，国际大品牌零部件，刚性强；
5. 采用标准化直线电机模组设计，按需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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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A01

广东和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5 年 1 月，是一家专
业从事有机硅材料科研、开发、
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聚集了一大批行

业顶尖技术专家，知名顾问团队，是中国有机硅产品领域的后
起之秀。该公司的主要产品有：LED 封装硅胶、液体硅胶、综合
性灌封胶、单组份电子用粘接硅橡胶、导热阻燃硅橡胶、导热硅
脂、太阳能硅脂、硅油及硅树脂等数十个规格产品。

深圳市一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H25、2H26

顶针（材质：钨钢）通过精密设
备研磨而成，目前使 用在光电
和半导体行业，尖部角度控制
在 8°，10°，15°，20°，30°之前，
主要用于自动固晶机设备上，

支撑（向上顶）辅助真空吸附系统。

深圳新宇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H36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专业从事
AC/DC/EC 散热风扇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公司产品主要服务于：
医疗设备、通信设备、大型服务
器、安防监控、专业功放、室内

通风、仪器设备等多个领域。目前本公司拥有员工 200 余人，
年产量达到 2000 万以上，经过本公司员工长期以来不懈的努力，
秉承“以质量取胜，以服务最好”为原则，使得“新宇杰”“xinyujie”
风扇在海内外都有了良好的声誉。

中山市北斗万得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H27、2H37

WONDERFUL 创立于 1995 年，
自主研发制造用于相机镜头防
潮保管电子防潮柜。2002 年在
国内率先研发独创造型的防水
器材箱系列产品同样也成为防

水器材箱的优质品牌，继续秉承万得福“专业专注，质量为命，
客户为先，真诚友善”精神，把 WONDERFUL 提升更高更强，
真正成为追求品质创造美好生活的践行者。

北京中宝伦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B09、2B10

专用数控系统及开发平台是中
宝伦公司为适应先进制造技术
发 展的需要而开发的产品。该
产品高度集成嵌入式主板、多

轴运动控制、I/O 及人机显示操作界面于一体，省去了繁杂的内
部连接电缆，大大提高了电磁兼容性，避免了由于振动、工业现
场粉尘、油污、湿气所引起的系统工作不良，同时使客户能够真
正实现一站式采购，得到全方位技术支持与服务，从而潜心专
注于专用数控应用软件的研发。

沈阳汉为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H41、2H42

精密划片机HW1601/HW1801，
是综合了工业图像、传感技术、
精密机械传动、自动化控制、控
制软件等专业技术的精密数控
设备。可精密切割硅片、砷化镓、

铌酸锂、氧化铝、陶瓷、玻璃、石英、蓝宝石、磁钢等硬脆材料，
也可用于精密开槽。在二极管、三极管、可控硅等分立器件及 IC
晶圆片、B 超换能头、光伏、NTC、光通讯、光学元件等领域应
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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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总丰过滤器材厂     展位号 : 2F41、2F42

公司产品涉及“液体过滤和空
气过滤”二大领域，现共有产品
13 个类型，50 多个产品，数百
个规格型号，并有 10 多个国内
首创或专利产品，产品有：高精

密折叠式 微孔膜滤芯（包括：PP 膜、PES 膜、NY 膜、PTFE 膜
空气除菌滤芯、PTFE 膜液体滤芯），普通型线绕式滤芯，高拦
截率型线绕滤芯，不脱毛型线绕滤芯，熔喷式 PP 滤芯 , 高精密
熔喷式 PP 滤芯，高效型活性炭滤芯，净水用活性炭滤芯，油墨，
胶水用滤芯，高锰酸钾用滤芯，不锈钢过滤器，空气过滤器，滤
清器，过滤袋，高精密阳极袋 ,PP 过滤纸等。

上海广中电子电器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C08

上 海 广 中 LED 照 明 由 HTC 集
团董事长 王雪红 1994 年 独 资
创办，于 2007 年正式进入国内
照明行业。公司主要生产销售
LED 平板灯、筒灯、轨道射灯、

台灯等照明灯具，提倡健康、节能、创新的照明理念，是国内
LED 照明标准的领导者。广中 LED 平板灯具有光效高、出光均匀、
无频闪、无蓝光危害、抗电磁干扰等特性，广泛适用于学校、医
院、工厂、办公楼等室内场所，并提供客制化服务。

深圳市良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D08

LJ8000 测试 编带一 体 机 是一
种将半导体器件进行测试编带
的全自动化设备 , 具备参数测
试、外形检测、分类选别、激光
打标、编带包装等功能，其运行

速度最高可达 50K/H（测试时间 30ms），是一款高性能、高性
价比的测试编带分选机。产品特点：1、适应产品 SOP、SSOP、
TSSOP、MSOP、DIP；2、含 18 工位的转塔式输送机构；3、具备
4 组测试站并行测试功能；4、具备 5 组图像系统检测功能，包
括 3D 检查；5、具备激光打标及字符检查功能；6、设备采用高
速 PLC 进行运动披制。

深圳市恒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E25、2E26

深圳市恒昱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是一家以技术为依托的专业运
动控制公司，致力于运动控制
工业自动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自主研发的基于 PC 的开放式

运动控制卡、网络式运动控制器，综合性能已达到了国际一流
水平，填补了国内同行业的多项空白。恒昱控制的产品广泛应用
于机器人、电子加工和检测设备、生产自动化等工业控制领域。
公司主要生产 HY1400 四轴点位运动控制卡、HY1800 八轴点
位运动控制卡、HY5400 四轴线性运动控制卡、PCI408 高性能
轨迹运动控制卡、PCI5800 八轴高性能点位运动控制卡。

深圳市盛世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 2K21

直线电机超小螺丝锁付机产品
说明：本 项目采用独特的上料
机构，可以完成小长径比螺丝
的吹气式螺丝上料，在打完一
颗螺丝的时候，另一颗螺丝就

送到了批头下，可以连续操作，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尤其适用
于不同规格螺丝、在多工位大尺寸工件上的锁付。特殊设计的
分料机构，解决了叠料、卡料的问题，可靠性大大增强。另外不
仅可以在平面工作，也可以打斜面、垂直面的螺丝。本项目的研
制成功，将解决困扰制造业多年的小长径比螺丝自动锁付问题，
极大地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且对电子设备行业的质量控制
也有这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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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多层次交流平台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2018

2018年9月6-8日
深圳会展中心

与光电行业大咖面对面交流，为您带来一场行业视听盛宴，
全方位推广渠道期待您的加入，9月深圳会展中心期待您的莅临！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大厦东座607室    传真：0755-88242599

参会赞助
贺小珈 电话：0755-8824 2563 邮箱：Jesse.he@cioe.cn

2017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CIOEC）系列活动一览
时间：2017 年 9 月 6-9 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论坛名称 时间 地点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7）开幕式 9 月 6 日 09:00-10:00 深圳会展中心六楼茉莉厅
全球光电子技术及产业发展与趋势高端峰会 9 月 6 日 10:00-12:00 深圳会展中心六楼茉莉厅

2017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 智能光网 业务创新
5G 时代光通信网络与宽带接入创新发展论坛（主论坛） 9 月 6 日 09:30-18:00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牡丹厅

2017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 智能光网 业务创新
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技术研讨会（分论坛） 9 月 7 日 09:00-12:00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牡丹厅

2017 中国国际大数据云计算高峰论坛
大数据时代云数据中心与光互联发展论坛
中国国际大数据云计算 • 聚变未来峰会

9 月 8 日 09:00-12:00
9 月 8 日 13:00-18:00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牡丹厅

中国移动 5G 时代光网络发展创新高峰论坛 9 月 6 日 14:00-17:00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玫瑰 3 厅
4K 云享  光网联通

“中国联通家庭 WiFi 高峰论坛暨 WoLink 发布会” 9 月 7 日 14:00-17:30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牡丹厅

2017 光纤传感技术及产业化高峰论坛 9 月 8 日 09:00-17:00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玫瑰 3 厅

2017 深圳“现代光学制造工程与科学”国际研讨会
9 月 6 日 13:00-17:00
9 月 7 日 08:30-17:00
9 月 8 日 08:30-11:00

深圳会展中心六楼郁金香厅

2017 中国光电产业投资对接大会 9 月 6 日 14:30-18:00 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桂花厅
2017 深度学习与机器视觉研讨会 9 月 7 日 09:00-12:00 深圳会展中心八号馆会议区域（3 号门）
2017 AR 显示及感测技术研讨会 9 月 7 日 14:00-17:00 深圳会展中心八号馆会议区域（3 号门）

2017 国际红外成像高端论坛 --- 非制冷红外成像技术的海量应用 9 月 7 日 09:00-18:15 深圳会展中心五楼菊花厅

2017 国际激光技术高端论坛 --- 从新技术到新应用 9 月 6 日 14:00-20:00
9 月 7 日 09:00-17:30 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水仙厅

Semtech 洽谈会 9 月 6-8 日 09:00-17:30 深圳会展中心荷花 3 厅、5 厅
2017 Broadcom 洽谈交流会 9 月 6-8 日 09:00-17:30 深圳会展中心 606B 贵宾室

2017 LED 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 9 月 6 日 14:00-16:30 深圳会展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2017 中国光电子投融资峰会暨项目路演会 9 月 7 日 09:40-16:30 深圳会展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2017 中国激光高端精密加工创新大会 9 月 8 日 09:40-16:30 深圳会展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CIOE2017 光享会 9 月 6 日 15:30-16:30 深圳会展中心 3 号馆一号会议室

欧洲 EPIC 光电子技术讲座 9 月 7 日 10:00- 16:30 深圳会展中心 3 号馆一号会议室
欧洲 EPIC 光电子技术讲座 9 月 8 日 10:00- 16:30 深圳会展中心 3 号馆一号会议室
大数据与创新商业模式论坛 9 月 6 日 14:00-16:00 深圳会展中心 3 号馆二号会议室

2017 数据中心市场应用发展趋势报告 9 月 7 日 10:30-12:00 深圳会展中心 3 号馆二号会议室
2017APCA 亚太云端 + 创新产业峰会绿色数据中心创新论坛

2017APCA AWARD 颁奖 9 月 7 日 14:00-17:00 深圳会展中心 3 号馆二号会议室

光电行业 HR 论坛 （200 人） 9 月 8 日 14:00-16:00 深圳会展中心 3 号馆二号会议室

人才展 9 月 6 日 14:00-17:00
9 月 7、8 日全天 深圳会展中心 3 号馆活动区

人才墙 全展期 深圳会展中心 3 号馆活动区
360° 球幕影院互动体验 全展期 深圳会展中心 3 号馆活动区

2017 光电科技军民融合大会 9 月 6 日 13:30-16:00
9 月 7 日 09:30-12:00 深圳会展中心 4 号馆会议室

苏州慧利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2017 新品发布会 9 月 8 日 09:00-11:30 深圳会展中心 4 号馆会议室
2017 长春理工大学产学研资光电论坛 9 月 8 日 14:00-16:30 深圳会展中心 4 号馆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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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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会展中心

与光电行业大咖面对面交流，为您带来一场行业视听盛宴，
全方位推广渠道期待您的加入，9月深圳会展中心期待您的莅临！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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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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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光学镜头产业的良性发展，推动产业创新进步，CIOE 携手行业机构权威专家，联手 Zemax	China 继续举办“第二届

Zemax 杯光学镜头应用设计大赛”活动，欢迎行业企业、院所、高校及个人踊跃参加！

2016 年首届CIOE光学镜头应用设计大赛，由 Zemax	China 冠名赞助。大赛吸引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中电十一所、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深圳市安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李光學工作室、杭州瑾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长春迪瑞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汉光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菲尼萨光电通讯(上

海 ) 有限公司等近 100 位参赛选手报名。最后李介仁、陈杭、邱孙杰、聂瑾禄、张振洲五位选手脱颖而出分别获得最佳设计奖、最具创

意奖以及入围奖。

第二届Zemax杯光学镜头应用设计大赛，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光学学会、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等主办，广东省光学学会、

深圳市光学学会、斯迈光学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协办。本次大赛紧抓行业热点，赛题突显手机摄像头设计技术领先概念。大赛以分

享光学设计经验、交流光学设计心得、聚焦行业技术热点、推进光学技术发展为宗旨，设置评选、路演、颁奖等多个环节，是中国国际光

电博览会重要的活动之一。

【大赛评委】
1）	上届最佳设计奖获得者；

2）	CIOE组委会专家组资深专家；

3）	Zemax	China	高级工程师；

4）	品牌手机厂商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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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权益】
1）高度活动热度。持续高密度曝光，CIOE展会现场专业人士瞩目聚焦；

2）颁发奖金奖牌。大赛由赞助商设置奖金，CIOE现场颁奖牌或证书；

3）获得无形荣誉。组织单位将通过CIOE展会平台以及行业媒体公布大赛结果。

4）现场技术解答。邀请行业资深专家对入围选手作品点评，开拓设计人员的眼界，改变固定思维；

5）获得投资机会。获奖作品推荐给创客VC，获得投资机会。

【如何参赛】
1）请将您的参赛报名表以及设计作品，发送至：china@zemax.com	截止日期 2017 年 8月 31 日。

2.	每位参赛者需要在提交作品的同时提交一份参赛报名表，若是参加学生组请同时提交学生证扫描件。

【参赛须知】
1）报名参赛即同意按照活动规定时间参与比赛，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比赛资格；

2）所有参赛作品版权归参赛选手与 Zemax	LLC 共同所有，Zemax	LLC 有权公示参赛作品细节。本次大赛只接受使用 Zemax 正

式版所做的设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China@zemax.com；

3）每个参赛选手只能获得一个奖项，优胜奖限定在学生组。一、二、三等奖不可同时获得；

4）参赛作品如为多人合作所制作，需征求团队成员同意，并标注所有成员名字；

5）报名参赛即同意主办方享有无偿对参赛作品进行公开大赛宣传、报道、公布、署名等权利；

6）主办单位CIOE组委会及赞助商 Zemax 对本届设计大赛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

【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分专业组与学生组

1、一等奖				一名，奖金 3000 元；	

2、二等奖				二名，奖金各 2000 元；

3、三等奖				三名，奖金各 1000 元。

4、优胜奖			三名，每人获得 300 元京东消费券。优胜奖限定在学生组，学生组需提交学生证扫描件以验证在校生身份。获得优胜奖

的学生可以进入Zemax	China 人才库，有机会获取在Zemax	China 的实习。在校生也可自愿选择参加专业组竞赛。

说明：每一位提交有效的参赛作品的参与者都能获得Zemax	提供的 50元京东消费券。一等奖获得者可以额外获得 LensMechanix

正式版 3个月的使用权。LensMechanix 是 Zemax 公司最新开发的光机结合软件，适用于镜头机械结构件的建模分析。大赛获奖选手

除获得赞助方Zemax	China 颁发奖金外，同时CIOE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或奖牌。

【大赛流程】
1、报名及初选    2017.08.01-2017.08.31

大规模宣传，广泛邀请参与团体、企业、院校、个人、专家等，收集参赛项目。

2、复选          2017.09.01-2017.09.04

评选出入围参展企业和个人（15强），同时评出学生组优胜奖获奖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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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演          2017.09.08

在入围 15强中选出前 6强在CIOE现场进行路演，嘉宾现场打分，根据成绩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奖项。

4、颁奖          2017.09.08

进行现场颁奖。

5、后期服务      9 月 9 日之后

协助入围项目后续服务跟踪和对接。大赛结果对外公布。

【参赛题目】
手机摄像头的发展日新月异，在非球面注塑和压模工艺的帮助下，现在主流手机摄像头已经做到 F/1.8	甚至更大的光圈。以某著名

品牌手机的摄像头为例，1200 万像素，1/3 英寸传感器（4.80mm*3.60mm），长宽比例 4:3，在这样的配置下，手机摄像头的成像效

果已经可以媲美一些专业相机。

为了进一步发展手机摄像头，可以引入曲面传感器技术。此举可以有效地帮助修正场曲，而使得相机的技术指标进一步提高。本题

旨在探索在曲面传感器技术的帮助下，手机摄像头的光圈还有多大的提升空间。

设计要求：保持上述某品牌手机的传感器的单像素大小、像素数、长宽比不变，允许把该传感器从平面改变为球面，球面曲率可自由定义。

设计一款视场角为 60°，物在无穷远处的手机镜头。镜片数为 3-6 片，镜片材料可以自选，但是需具有公开的具体的光学参数，且适合

非球面制造工艺。从最后一片镜片到传感器距离应保持在0.25mm以上。最终封装大小需保证在6mm*6mm*6mm以内。光学性能方面，

要求MTF曲线自然平滑，在 200lp/mm处大于 0.25，且最大畸变不超过 5%，相对照度大于 45%。为了保证镜头的可加工性，光线在

镜片上的最大入射角需小于 55°。像面上主光线的入射角需小于 30°。	

本次大赛分学生组与专业组两个组别，所有组别的选手均需根据上述要求在报告中以表格形式罗列出设计指标，完成设计，提交.ZAR

格式的设计文件和说明文档作为参赛作品到	 China@zemax.com
对于专业组选手，需在以上基础上考虑镜片的可生产性与可装配性。增加手机镜头的热分析（温度范围为0-60℃）、加工公差分析、

OpticStudio 软件非序列模式下的鬼像分析 / 杂散光分析。

【本次大赛优胜作品的评选标准】
1）	 镜头设计指标是否正确达到

2）	 在指标正确的基础上能把光圈推进到多大，目标为F/1.0

3）	 可生产性、环境、生产公差、鬼像分析等报告的完整程度

所有参赛作品版权归参赛选手与Zemax	LLC共同所有，Zemax	LLC有权公示参赛作品细节。本次大赛只接受使用Zemax 正式版

软件所做的设计。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China@zemax.com

《2017Zemax 杯光学镜头应用设计大赛》参赛申请表

参赛选手姓名 电话和手机 邮箱

单位名称 网址

作品介绍
（100 字以内）

报名及参赛热线：Zemax	China		周小姐 021-62713200						CIOE	汪先生 0755-88242535

每位参赛作品发送到 china@zemax.com

      微信公众号是：Zemax_China，名称是：Zemax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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