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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中国乃至全球光电产业风起云涌，大型兼并重组、新创企业蜂拥，成为
众多投资机构眼中的香饽饽。大量资金、人才、机构开始跑步进入该领域，以 5G、激光雷达、
3D 传感、医疗美容、新兴显示和照明等为代表的新兴应用正在急速引爆产业，从 2018 年
国内突然冒出多家 VCSEL 厂商就可以看出当前光电产业的火爆程度，由此可见，光电产业
仍处于科技领域的焦点区域。

但是从大环境来看，2018 年也是动荡的一年，有经济长期增长后进入衰退周期的担忧；
有中国股市的跌跌不休，再到美国股市由牛转熊；有苹果订单的大幅缩减带来大范围潜在
负面影响；更有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价格和订单压力以及面对不明朗未来的那种不知所措。
这种状态很可能会延伸到 2019 年，今年经济仍然有很大的下行压力。

这种大环境或多或少会影响光电企业的发展，但是从过往经验来看，无论是本世纪

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到 2008 年的金融危机，都没有影响到光电产业的整体良性和快速

发展，虽然这些经验未必适用于将来，但是从光电技术的应用来看，光电技术作为光通
信 / 信息处理与储存、消费电子、先进制造、国防安防、半导体加工、能源、传感及测试测量、
照明显示、医疗等九大应用领域的核心基础技术，越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自动化时代和人
工智能时代，市场对它的需求潜力就越大，所以我们有信心、有理由相信：光电产业在未

来仍将有稳定的增长速度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那么，如何积极地应对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何找准市场爆发的脉搏和潜在需求，这大
概是光电从业者当下正在考虑的问题。

消费电子永远是一个重要热点。例如应用于手机、AR/VR、安防等领域的 3D 传感和成
像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应用市场，知名研究机构法国 Yole Développement 预计全球
3D 成像和传感市场将从 2017 年的 21 亿美元增长至 2023 年的 185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
率高达 44%。目前安卓阵营对 3D 传感应用还没有大规模普及，这将是 2019 年重点关注
的领域。

汽车市场也是热点之一。自动驾驶是大势所趋，各大车企都将时间表定在了 2020。未
来已来，或许比预想的慢一些，但是很多企业仍没做好准备。汽车产业将对激光加工设备、
激光雷达、光学摄像头、激光照明、红外监测、显示、包括车联网领域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其他热点方面，5G 的商用会引发许多新兴的应用场景，新兴的显示和照明产品让

人期待。当然，令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工程师潜心研发的新兴技术，比如可商用的光子

集成技术、带胶囊内窥镜的激光手术刀、不用玻璃的 3D 显示……

光电的细分行业也是各具特色，比如激光产业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而光通信产业则是
一个倒金字塔结构，但无论是处于底部还是顶部，我们要做的是，努力磨练内功，不断提升
研发能力，积累更多的实力和资源，将产品和服务做到极致，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以应对
正在爆发或即将爆发的市场需求。

《中国光电》杂志旨在反映全球光电行业最新动向和热点；促进光电行业技术深度交流；
展现业界最新技术成果；及辅助光电博览会平台建设发展。是国内唯一整合光电技术、产品、
资讯、商机、应用于一体的综合性光电杂志。

积极蓄势，厚积薄发！

卷首语
Preface

《中国光电》 总编

CIOE 执行副主席

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

杨宪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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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 / 太赫兹智能光电感知真实世界
——专访矽赫科技 CEO 洪鹏达博士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开始，智能光电产业逐渐成为国家重点扶持与关注的领域。这一切都在说明，中国光电

产业的深度发展已经刻不容缓。本期光电与时代同行，《中国光电》记者采访到了致力于智能光电感知产品和

服务的矽赫科技 CEO 洪鹏达博士。

P12 / 3D 打印浪潮即将刮起
——专访日本激光领域教父汤本润司教授

2018 年末，《中国光电》记者前往汤本教授于东京大学理学院的办公室，就 3D 打印等话题进行采访探讨。

P14 / Ovum 对光器件的推动因素的洞察

2019 年初 Ovum 分析师 Lisa Huff 来华，《中国光电》团队受邀对其进行专题访问，让《中国光电》的读者

能对中美光器件市场的现状和未来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P18 / 激光应用发展促光学产业加速
——专访深圳市鼎鑫盛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随着激光应用的快速发展，上游光学元器件企业也同时受益产业发展，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基础元

器件也对激光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应用 Applications

P20 / 看看 5G 商用步伐有多快？
——5G 近期动态汇总

2019 是 5G 商用被寄予厚望的一年，新年刚过，四面八方就传来了 5G 商用的“捷报”，今天小编带大家一起

盘点一下 2019 年 5G 商用落地的最新进展。

P22 / 2019 年安防行业发展趋势展望

安防行业的战场已经被不断拉伸，一场场升维思考与降维攻击的较量，少不了短兵相接、近身肉搏，未来充满

疑问与无限可能，在大方向与大趋势下，找到企业的立足点，才能保持企业的生命力。

P24 / 2018 半导体并购之变：

尽管全球半导体届第三次并购热潮（2015 － 2016 年）已经逐渐退烧，并购的数额和规模都在减少，但在半导

体产业集中度持续加强的总体趋势下，新技术的兴起和摩尔定律的动摇，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的持续升温，使得

半导体江湖依然变数连连。

P30 / 传感器数量暴增让车载通信系统发生重构，以太网准备好了没？

随着传感器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汽车内的通信系统正在被重新架构。

在汽车中添加更加复杂和安全的电子部件的军备竞赛正在迫使汽车制造商重新审视日益电动化、连接性日益丰

富的汽车内的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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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 机器视觉定位技术助力工业机器人智能化

伴随着工业机器人的飞速发展，辅佐工业机器人更快、更准、更灵活地工作的衍生产业也在悄然崛起。

本文针对为工业机器人赋予“慧眼”的机器视觉，着重介绍了二者结合在机器人定位引导类项目中的

应用。

P36 / 阿里巴巴发布 2019 汽车产业发展趋势，未来开车不需要带驾驶证

从长期来看，我国汽车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汽车配置的提高，零部件国产化比例的提高，电动化、

智能化、互联化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汽车产业的扩大开放都将有助于汽车产业的升级。

P38 / 能救命的可穿戴设备都长什么样？

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达到 1.253 亿部，较 2017 年增长 8.5％，

并有望在未来五年以 11.0％的复合年增长率持续突破。

业界 Industry

P42 / VCSEL 为何突然火了？什么是 VCSEL ？

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VCSEL）是一项久经验证但直到最近才被挖掘的利基技术，由于智能手机及

其它移动设备中引入的 3D 人脸识别应用，而突然变得非常热门。

P46 / 这些数值变化的背后，通信行业正在经历什么

无论是欣欣向荣的朝阳业务，还是日落西山的夕阳业务，其发展一般都是遵循渐进规律，如无特殊情

况，虽然偶发不可避免，但是戛然而止一般不会出现。然而 2018 年通信行业的这几组数值变化的背后，

正在经历着什么呢？

P48 / 2018 年度光通信行业十大言论大盘点

对于光通信行业而言，2018 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随着 5G 商用化的不断逼近，关于 5G 的讨论

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接地气。因此，随着 5G 的逐渐到来，其形态正在由模糊走向清晰。无疑，受益

于 5G 的整体趋势，光通信产业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大潮。

P51 / 激光技术潜力巨大，光纤激光器市场概况及国内外巨头对比分析

“嫦娥四号”激光测距、激光三维成像技术更加坚定激光市场的潜力，而光纤激光器综合性能优异，

兼具高光束质量和高功率、散热性好，结构简单可规模化生产等诸多优势，已成为新一代先进武器的

首选光源之一，并成为激光市场主流选择并有望继续高增长。

P54 / 超全面的芯片百宝箱，十种最常见的芯片产业特点

芯片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国家对芯片产业的重视加强，越来越

多的中国芯片企业开始在全球市场上崭露头角。

P62 / 展商动态

关于 CIOE2019 光电传感、光电子创新、光通信、红外技术及应用、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精密光学

& 镜头及摄像模组等展示区域的展商动态。

P66 / 科研院所孵化成果推荐

科研院所不仅仅承载着科研的工作，也同时肩负着各类高科技企业的孵化，通过深入的产学研协同合

作，会大力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高精尖的孵化企业推荐。



光电先锋人物专访

66

这是所有光电人共同创造的时代，这是我们的时代！
2019 年 CIOE 中国光博会联合《中国光电》杂志共同启动【光电，与时代同行】专题栏目，将聚焦

光电行业及其应用领域中在研发、技术等岗位上不断钻研技术、创新以及与时俱进的追光人，他

们分享的行业经验、技术干货，以及如今前行过程中的所思所想，用这些坚持与努力去激励大家

创造更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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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智能光电感知真实世界
——专访矽赫科技 CEO 洪鹏达博士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开始，智能光电产业逐渐成为国家重点扶持
与关注的领域。这一切都在说明，中国光电产业的深度发展已经刻
不容缓。《中国光电》记者采访到了致力于智能光电感知产品和服
务的矽赫科技 CEO 洪鹏达博士。

3D 打印浪潮即将刮起
——专访日本激光领域教父汤本润司教授
2018 年末，《中国光电》记者前往汤本教授于东京大学理学院的办
公室，就 3D 打印等话题进行采访探讨。

Ovum 对光器件的推动因素的洞察
2019 年初 Ovum 分析师 Lisa Huff 来华，《中国光电》团队受邀对
其进行专题访问，让《中国光电》的读者能对中美光器件市场的现
状和未来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激光应用发展促光学产业加速
——专访深圳市鼎鑫盛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随着激光应用的快速发展，上游光学元器件企业也同时受益产业发
展，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基础元器件也对激光产业的发
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P12

P14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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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智能光电感知真实世界
——专访矽赫科技 CEO洪鹏达博士

记者：王雅娴

导语：光电技术是精密科技的重要基础，掌握其中的核心技术，对整个产业链稳健发展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愈发

重视光电子技术研究，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开始，智能光电产业逐渐成为国家重点扶持与关注的领域。这一切都在

说明，中国光电产业的深度发展已经刻不容缓。本期光电与时代同行，《中国光电》记者采访到了致力于智能光电感

知产品和服务的矽赫科技 CEO 洪鹏达博士。

洪鹏达，博士，广东潮汕人，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官。主要从事太赫兹、激光传感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
硕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物理系，后赴美国理海大学攻读电机工程
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在美国硅谷从事前沿光电研究。在海
外期间，专注从事前沿光电底层技术的研发，取得了多项技
术突破，积累了深厚的产业经验。曾为 20 余个国际会议委员
会成员，5次担任国际会议分会主席，5次作国际会议特邀报告，
并担任 20 余个国际著名杂志同行评审，累计申请海内外专利
40 余项。洪博士最近的产学研活动包括担任国际 NANOfIM
会议主席及 IEEE 成像系统和技术国际会议创新项目主席。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洪鹏达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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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 洪博士，您好，请您分享下选择了
如今所在的行业——智能装备电子等

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的初衷与契机？

当前，中国作为智能光电技术最为重

要的市场之一，市场需求保持强势增长。

据 MarketsandMarkets 预 测，2020 年 全

球光电市场将达到约 5,000 亿欧元，这是

一个巨大的红利市场。但从技术水平上看，

中国与美欧整体差距仍然明显，很多领域

产品与技术仍依赖进口。

本人和矽赫团队核心成员，作为光电

行业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老兵，专注从事前

沿技术的研发，已经深耕行业多年，积累

了深厚的技术和资源。结合中国实际需求，

我们选择智能光电行业来作为突破口。而

做出这一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

为本人热爱这个方向，把它作为我研究和

工作的方向，因此创业并继续深耕智能光

电行业，也是水到渠成。

光电技术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以此为支撑的智能光电产业是未

来世界各国的支柱产业，是高速发展的信

息技术产业的主导力量。其中，矽赫科技

团队聚焦太赫兹、激光传感和 AI 算法在光

电行业的应用，力求在相关方向做出突破

与进展。其中太赫兹技术在智能光电行业

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太赫兹是一种新的、

具有诸多独特优点的电磁波，而太赫兹技

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叉前沿领域，给技

术创新、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

一个非常诱人的机遇。

此外，激光传感在安防、自动驾驶和工

农业等领域正发挥越来越多作用，市场空间

巨大，前景大好。AI 算法方面，人工智能

是全球科技大势所趋，世界各国在这一重点

方向倾注了巨大的资源，而人工智能和前沿

光电的结合，必然会为光电行业带来革新。

智能光电行业未来将会是国家重要支

柱产业之一，它的发展将会影响一个国家

在国际前沿技术领域的地位，我认为中国

需要这样一份力量。

Q2: 请分析下目前行业的竞争格局，以
及未来应用市场的发展契机？

矽赫科技着力于将前沿光电与人工智

能结合，在安防、车载、工业和医学等领

域实现应用，同时与多所研究机构保持密

切的技术合作，努力推动国内智能光电产

业发展。矽赫科技以材料技术、光电技术、

人工智能及其他关键技术作为突破点，为

太赫兹的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坚实基础。整

体而言，这是一个新兴市场，市场竞争格

局尚未明显。

矽赫科技专注于太赫兹技术、激光传

感和人工智能算法，市场聚焦在安防、车载、

工业和医学上。在安防领域，矽赫科技的

智能安检产品具有无损、安全的优点，是

传统安防行业升级的利器。智能车载也是

一个新兴产业，在 ADAS 方向，太赫兹产

品在智能驾驶应用中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

例如在雨雾天等低能见度场景，矽赫科技

的车载产品能提供比其他传感器更远的探

测距离。此外，矽赫科技聚焦的太赫兹和

激光传感技术，也已经落地工业应用场景，

以其无损和精密探测的性能，为传统工业

带来质的飞跃。而在医学领域，矽赫科技

也正在探索太赫兹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

在人工智能方面，矽赫科技在光电智能控

制和自动识别上也取得了创新突破。

Q3: 如何看待技术的革新对整个行业的
推动？

智能光电行业作为新兴技术产业，近

几年的蓬勃发展世人有目共睹。在这一新

兴领域，有广阔的奥秘亟待探寻。因此，

任何一点的技术革新、技术突破，都有可

能成为撬动行业发展的支点，甚至推动行

业飞跃式的前进。智能光电方兴未艾，整

个行业如日方升，令人振奋。太赫兹技术、

激光传感、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都极大

地推动了行业的革新。矽赫科技致力于将

太赫兹和激光传感技术应用到安防、车载、

工业应用和医学等领域，同时结合人工智

能，实现技术优势融合，引领技术创新，

为行业变革储蓄能量。AI 在光电行业的应

用与技术融合，将进一步提升光电行业的

效能。更安全的社会生活环境，更舒适的

汽车驾驶体验，更智能的工业检测与环境

控制，以及更高质的人体医学检测质量，

会陆续呈现在我们眼前，这是矽赫科技一

直努力与前进的方向。

技术的革新意味着产品的革新。智能

光电关键技术的突破意味着产品商业化、

投入市场量产成为可能。而产品进入市场

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显现出光电行业潜力，

从而推动行业发展。目前来看，智能光电

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对诸多产业的

推进非常明显，亟待开拓。

Q4 您所在的行业目前有哪些行业热点，
您是怎么看待它们对行业发展的推动？ 

我这里分享矽赫科技行业探索中的三

要点：

第一点是太赫兹技术在安防和工业等

行业的应用热点。太赫兹技术对被检测的

人体和物体的无损性这一特点，在安防和

工业检测上将大有作为。而在这两个方面，

矽赫科技均有布局。如在传统安检的基础

上进行升级，采用太赫兹智能技术，能够

提供更安全、更可靠、更快速的检测方法，

这是安检行业升级换代的趋势之一，其中

有着巨大的行业增长空间。再者就是工业

检测。太赫兹技术能够提供精确实时的检

测数据，是工业无损检测方面新兴的技术，

其市场容量庞大。据了解，美国等发达国

家已经开始将太赫兹技术用于食品加工等

行业，进行作业流程的监控。

第二点是太赫兹技术和激光传感技术

在车载——如自动驾驶等方面的行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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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Lidar 从最初被硅谷自动驾驶企业

应用在无人车开始，已经展示了其作为无人

自动驾驶必备的“眼睛”的重要性。目前，

激光雷达还处在产业探索的阶段，无论是机

械式还是固态激光雷达，要做到正式的车规

量产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这同时也表明其中

蕴藏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激光雷达能够满足

普通环境下的探测和预警，但是在苛刻的环

境下，如在雨雾天等空气中悬浮物很多的环

境，其探测距离和分辨率就会受到较大的限

制。而太赫兹传感器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

题。太赫兹对浓雾的强穿透性，是一个很好

的技术路径。我们相信，在无人驾驶的情况

下，太赫兹波段的探测，能够提供可靠的精

确数据，从而解决汽车在苛刻驾驶环境下的

精确探测周围环境的需求。激光雷达和太赫

兹技术的融合，在自动驾驶领域是一个很有

技术竞争力的传感器融合手段。

第三点是光电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结合。

近几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 AI 在光电

行业的应用与结合提供了可能。有不少光

电技术急需 AI 算法的支持，如矽赫科技开

发的光电系统，需要运用 AI 算法进行多维

度精细计算分析，以获得单纯人工算法无

法达到的效率、精度。矽赫 AI 团队拥有丰

富的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项目背景，这

为矽赫的光电产品注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基因，让我们的产品在与传统光电产品

的较量上具备明显优势。光电技术和人工

智能的技术融合是一个很大的技术趋势，

同时 AI 也正在加速光电行业的发展，是行

业增长的新引擎。

Q5: 您觉得在技术创新发展之路上，最

大的关键词是什么，您是怎么理解的？

我认为最大的关键词是坚守。技术的

钻研不仅是对脑力、体力的考验，还是对

研发者心理、信念的考验。技术的创新发展，

需要研发者数年乃至数十年的不断坚持与

完善。每一项新技术的问世，背后都经过

了成千上万次不断重复的实验，花费了研

发者无数个日夜的心血。如果不能做到坚

守，所谓的技术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不能做到稳定，也不能长久。

在我看来，这一“坚守”的意义包含

着几个“坚持”。

首先，是必须坚持做好产品和底层技

术研发。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一个技

术的成功，必须经过研发、产品、市场等

环节的考验，需要创业者持之以恒去打磨

产品，做好市场。团队非常重视底层技术

的研发，其研发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

完成的。一项技术的成熟，一个产品的落地，

是一个不断研发的过程，对于研发者而言

也是不断学习、突破的过程。这个过程是

艰辛而枯燥的，需要研发者不厌其烦、精

益求精，发挥工匠精神，不断进行技术研发、

产品完善。

其次，是坚持对人才引进和团队建设的

重视。矽赫团队始终坚持对尖端人才的引进

以及对团队年轻一代的培养，如何打动人才

加入团队，成了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矽赫

科技虽然是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但是我们

的经验不年轻。团队聚集了一批海内外的人

才，既有智能光电的老前辈，如 IEEE 院士；

也有新一代的智能光电力量。矽赫目前取得

矽赫公司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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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离不开大家夜以继日的钻研，扎实

的基本功，和团队的默契协作。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坚持攻克关键技

术。我们团队致力于技术的研发，力争在

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矽赫科技聚

焦的太赫兹技术，是一个与底层技术关系

非常密切的技术，既需要理论物理和光学

的理论支撑，又需要精密的加工技术做实

践支持，而同时工程落地也是一个重要的

考验。在这几个维度，矽赫团队一直在持

续不断地做深度的积累。我相信，只有掌

握关键技术，才能手握主动权，这也是个

人在海外研究机构和企业学习工作十几年

的深刻体会。

技术是产品的基础，是产品的核心竞

争力，而技术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这就

要求研发者必须日复一日地坚持，坚守技

术研发创新这一最本质的工作——不忘初

心，方得始终。

Q6: 在创新发展这条路上，您有哪些故

事愿意跟大家分享？

我这里分享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技术的创新首先来源于对科技的严

谨态度。国内的团队成员在与海外团队及

合作机构的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就一个小

小的技术难点，反复进行多次远程沟通。

而由于时差的关系，创业核心团队加班到

凌晨成了家常便饭。“锲而不舍，金石可

镂”——通过不懈努力，团队在技术积累

和产品开发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目

前，团队已经申请了超过 40 个海内外专利，

开发了太赫兹和激光传感等系列产品，并

逐步开发行业市场。

其次，技术创新要重视细节，细节决

定成败。智能光电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

科，容不得一点马虎。矽赫团队有一整套

完整的技术和产品开发体系，团队中汇聚

了光电、材料、嵌入式、硬件、软件、AI

算法等不同背景的人才，成员之间密切协

作，在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每个技术细节

都是我们研发人员关注的焦点。让矽赫的

产品经得起推敲，为用户提供最可靠的智

能光电产品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宗旨。

再次，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现在产品

的创新。企业的产品开发，必须经得起市

场的考验，这一点是和大学研究有所区别

的。对于技术创新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

研发费用，往往占据了企业支出的一大比

例。以矽赫科技为例，研发费用一直占到

75% 以上的支出比例。但这是完全值得的，

新技术的研发和持续创新就是矽赫科技的

发动机，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同时通过

团队技术创新研发的新产品，必须贴近市

场，服务产业。

“Sensing the rea l  wor ld  with 

intelligence”, 用智能感知真实世界——这

是矽赫创立的初衷，也是我们未来的愿景。

太赫兹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必将碰撞

出美丽的火花。“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矽赫科技希望站在技术前沿，用我们的技

术，在未来科技世界点亮一片天地。

Q7: 您觉得在行业未来的发展、技术和

市场会面临哪些挑战 ?

首先，智能光电行业作为一个新兴技

术产业，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技术。对矽赫

科技而言，太赫兹技术的可控性、稳定性，

在各个领域、各项设备上的应用——如安

防、车载、工业以及与人工智能的结合，

是我们要着力突破、落实的重点。

其次，智能光电行业是目前世界各国

紧锣密鼓发展，并不断攻城掠地的领域。

可以想见，打造高技术壁垒对企业的发展

至关重要，这也是对企业的一个考验。因此，

拥有这一尖端科技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非

常重要，这也催促着我们必须加快研发的

步伐，占领制高点。一言以蔽之，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坐拥技术实力，是拥有

市场的关键。

前沿技术的产业落地，市场是最关键

的试金石，是检验技术的重要指标。但是

推广新技术，一开始往往会有市场接受难、

认可度低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进行产业沟

通，让市场采纳团队研发的产品，这是一

个重要的挑战。通过大量的市场反馈与数

据分析，我们也在不断迭代自身产品，使

技术愈加完善，使产品更适应市场需求。

在这一过程中团队也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成

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智能光电领域，

矽赫科技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Q8: 对于 2019 年 CIOE 中国光博会有

什么祝福和寄语？

中国光博会已经走到了第 21 个年头。

光阴流转间，中国光博会二十余载如一日

的坚持为中国光电行业技术交流做出了重

大的贡献，用行动极大推动了中国和世界

光电产业的发展，使中国在这一关键技术

领域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大

家有目共睹的。祝愿 2019 年第 21 届 CIOE

中国光博会光耀神州，再续辉煌！

公司专利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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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誉为日本激光领域教父级的人物，

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院光子科学与技

术学院汤本润司教授，主要从事光物质相

互作用和激光物理方面的研究。其主要取

得的成就包括但不限于：偏振光双稳态和

半导体量子点的光学非线性增强效应研究、

波长转换技术和业务建设的发展、美国

NTT 实验室和公司的研发活动及其管理，

研究成果的商业化等。同时，他管理三家

激光企业的业务和发展，是世界范围内激

光领域首屈一指的的大咖。

汤本教授与 CIOE 已经连续三年保持

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对 CIOE 激光领域的

规划和业务提出过不少独到的见解和支持。

借 CIOE 代表团于 2018 年末赴日招募更多

日本企业和买家之际，《中国光电》记者

前往汤本教授于东京大学理学院的办公室

进行了拜访。以下是双方对话精选：

《中国光电》：汤本老师很久不见，请问

您最近在研究什么课题吗？

汤本教授：最近都在拓展 3D 打印的业务。

《中 国 光 电》：那 真 是 不 谋 而 合，CIOE 
2019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里面，我们也
将全新特设 3D 打印及增材制造的专区。因
为这个行业还非常之新，您对这个领域有什
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汤本教授：虽然可以看见很多的展会以

及有相关的设备展出，但 CIOE 应该是我知

道的第一个策划出 3D 打印展区的展会，非

常厉害。现在行业应该是还处于萌芽阶段，

3D 打印浪潮即将刮起
——专访日本激光领域教父汤本润司教授

记者：邓柏迪

《中国光电》记者采访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院光子科学与技术学院汤本润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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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讲 3D 打印技术比起例如：切割和雕

刻等的激光技术，市场规模还是十分之小。

在我看来，目前 3D 打印的发展瓶颈主要处

于打印材料和打印速度，但从应用领域来

看，3D 打印将解决制造复杂物件和重复建

模、人力组装、技术组装、边角废料等的

诸多问题，是一项未来十分有前景的先进

制造技术。CIOE 能有这样的前瞻性不愧为

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光电展会，我知道德国

是投入最大的力度研发 3D 打印及其相关技

术支持的，因为这能解决实现工业 4.0 途中

的很多麻烦。

《中国光电》：如老师所说，3D 打印这种
技术前景还是十分可期的，但会不会能应用
到产业里面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汤本教授：应该不会很久，现在欧美国

家已经开始慢慢普及，也能看见研究人员

也越来越多了。这种技术因其特殊性，主

要会应用这种技术的主要都是非常尖端的

产业，比如现在的航空业就已经用到很多

3D 打印技术来取代传统的制造，另外补充

一下，跟他比较相关的还有医疗行业。基

本上这种技术能适用于所有制造企业并高

效地取代原来工序繁琐、资源浪费的制造

过程。我个人是十分看好，近两年也凭着

之前取得的 3D 打印的专利，获得了不少大

学和研究院的业务支持。

《中国光电》：听汤本老师这么一说，对
CIOE 2019 年新设的 3D 打印及增材制造专
区也是充满信心。请汤本老师跟大家分享一
下，对于中国和日本在激光领域上的感悟。

汤本教授：因为我既是科研人员也是业

内从业人员的双重身份，我的感觉可能不

是太有代表性，但也不吝跟大家分享。我

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日本的研发能力和专

研能力，在科学研究上还是较于中国领先

一点，但由于中国国内的巨大的市场和产

能推动下，中国对激光技术的实际运用，

也就是投产和解决方案，跟日本的水平应

该说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还超越日本。

《中国光电》：对于两国之间激光产业
之间，您觉得是比较像竞争关系还是合作
关系？

汤本教授：日本和中国本来就是一衣

带水，我觉得竞争关系当然是有的，但我

更希望看见的是中日企业之间能产生更多

的交流和合作，也是因为这样我个人绝对

相信并支持 CIOE 平台，作为中日企业交

流的桥梁。比如说我知道的，滨松、三菱

电机就长期参加 CIOE，另外我在 Disco 和

Electro Scientific Industries 的好朋友，去

年也在你们的国际激光论坛发表演讲。这

种交流我个人觉得就非常好。

《中国光电》：那老师您是否也考虑在
CIOE 2019 也来给我们讲一场？

汤本教授：这地球上名列前茅的激光企

业都在你们那儿讲了，还需要我吗？（笑）

开玩笑的，当然，我也很希望到 CIOE 跟

中国的业界产生联系，但每年的 9 月份都

是我研究生答辩的时间，非常难以抽空，

我今年尽量安排，详细日程安排可能要到 4

月份才会有。

《中国光电》：老师平时会有什么兴趣吗？

汤本教授：我每周都需要游泳来增加我

的活力，一般周六早上我工作，下午就会

去我们东大的游泳馆游上 20-30 分钟，游

大概 1 公里。

《中国光电》：这难道就是老师保持常
青的秘诀？

汤本教授：这是一方面，游泳可以让人

保持头脑放松，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科研

人员，适当减压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就是

为了减肥。（笑）

在会面的最后，汤本教授拿出了他的

3D 专利技术生产出来的样品，及非常详细

地介绍了专利的原理和实现。谈到技术时，

汤本教授再次展现出顶尖科学家的风采：

热爱、求真、有序、激情的演讲让 CIOE 代

表团更全面地了解到 3D 技术的现状和发展

方向。

将于 2019 年 9 月 4-7 日在深圳会展

中心举办的 CIOE 2019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

造展，特设 3D 打印及增材建造展区，期待

各界 3D 打印相关企业及用户到场交流，一

起引领 3D 打印技术即将在中国刮起的浪

潮。

汤本老师设计的 3D 打印机制作的不规则隔断效果打印模型



14

《中国光电》：Hi Lisa.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for taking this interview. Your 
sharing of some Ovum insights towards market will absolutely beneficial to Chi-
na Optoelectronic  readers.

Lisa 您好。感谢您抽空接受访问。相信您即将分享 Ovum 对市场的洞察会造福许多
《中国光电》的读者。

Lisa: Not a problem. It's Ovum's duty to provide objective and insightful data to 
the professionals who cares and now that Ovum and CIOE are under Informa, it's also 
our duty to provide the first-class information and valuable services to our customers.

客气了。Ovum 的责任所在就是为有需要的专业人士提供客观和有价值的数据服

务。既然现在 Ovum 和 CIOE 都属于 Informa 旗下了，我们自然将提供一流的信息和

服务给我们的客户。

《中国光电》：True, So how's the first impression towards China or Shenzhen?

说得对，那么，您来到深圳或者中国的第一印象如何？

Insights of Futures Drives in 
Optical Components by Ovum
Ovum对光器件的推动因素的洞察

Ovum 是全球通信、数字媒体与 IT 行业中富有权威的独立研究机构，为

各国运营商、设备供应商等 TMT 行业参与者提供客观和极具商业价值

的市场研究与咨询服务。同属于 Informa 集团旗下的 Ovum 与 CIOE 更

是一直保持紧密合作关系。每年度 Ovum 都会派出分析师到 CIOE 光通

信会议上分析他们对市场的洞察和预测，借 2019 年初 Ovum 分析师来

华公干之契机，《中国光电》团队受邀对其进行专题访问，让《中国光电》

的读者能对中美光器件市场的现状和未来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记者：邓柏迪

Lisa Huff
Ovum光器件首席分析师

Lisa	Huff 作为首席分析师于 2018 年 3 月加
入 Ovum，拥有丰富的行业专业知识，在通
信、IT 和电子行业拥有超过 30 年的经验。她
专注于通信和物联网应用中的光学组件的研
究，同时也是一名认证数据中心管理专业人员
（CDCMP）和一名具有数据中心、LAN、光
学组件、铜缆和光纤连接器以及布线经验的高
级电气工程师。
Lisa	Huff 还撰写了 50 多篇技术论文和市场研
究报告。她是一位成功的项目经理，具有成熟
的创收能力。目前担任 OFC 市场观察计划小
组委员会主席，享有声望和行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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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Actually it's my first time here 
in China, and Shenzhen has more English 
signs than I imagined. The weather is a little 
bit dusty but generally it's fine.

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来。深圳有

着比我想象要多的英语指示牌。天气有点霾

但总得来说都还可以。

《 中 国 光 电 》：If you can at summer, 
say early September, during CIOE show, 
the weather is just lovely. Great sunshine. 
Speaking of which, what types of optical 
events you regularly go to.

如果您夏天来，比如说九月初当 CIOE
举办的时候，天气会比较好些。阳光很棒。说
起这个，平常一般有哪些展会您会去参观呢？

Lisa: Well, as the chair of OFC Market 
Watch planning subcommittee, I attend 
OFC a lot.  Sometimes I am invited to give a 
presentation at ECOC in Europe. And some-
times NGON in Nice. 

作为 OFC 市场观察计划小组委员会的

主席，我经常到 OFC 参观。有时候我会受

邀到欧洲的 ECOC 发表演讲，有时候也会

去尼斯的 NGON。

《中国光电》：Well CIOE hosts seminar 
at OFC every year, and partner with ECOC 
in some resources as well. NGON belongs 
to Informa Knect365 so basically CIOE 
has connections to all important events.

CIOE 每年在 OFC 的时候都同期举办研
讨会，跟 ECOC 长期保持合作关系。NGON 也
是 Informa 旗下的会议，所以可以说 CIOE
跟重要的展会都建立起了联系。

Lisa: True, you do have a good reputa-
tion in China. Now that you are also under 
Informa brands, you have more interna-
tional resources and will easily make you a 
better event.

当然，CIOE 有着非常好的业界口碑。

既然现在你们属于 Informa 集团了，那自然

会有着更多的国际资源来支持你们成为更好

的展会。

《 中 国 光 电》：We've been trying hard 
to connect all useful resources for our 
customers. It's the value as a platform 
would ultimately provided. So Lisa, can 
you introduce to our reader what's the 
main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ill be in 
the coming 3-5 years?

我们一直为我们的客户努力连接所有有
用的资源。我们相信这就是一个平台的最终
价值。那么可以请您向中国光电的读者介绍
一下未来 3-5 年的主要趋势或者商机吗？

Lisa: Well, in the U.S, I would say there 
will still be a huge increase in Data Center.

可以。在美国的话，我会说将有一大波

的增长出现在数据中心上。

《中国光电》：Why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您为何这样认为？
Lisa: First of all, Ovum did spend some 

effort in collecting information to come up 
this insights. It shows that, the main drives 
in 3-5 year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s (ICPs).

首先，Ovum 收集了许多信息来得出这

个结论。我们收集到的信息显示，未来 3-5

年内的主要增长将来自互联网内容供应商

（ICPs）。

《中国光电》：Well, you mean like Nelf-
lix?

例如 Netflix（网飞）这类型？

Lisa: At some point yes, I think so.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drives are Amazon, 
Google, Microsoft and Facebook, for the 
reason of increasing cloud services.

有一部分我认为是，但更重要的增长主

要来自于像亚马逊，谷歌，微软和脸书这样

的公司，原因是云服务带来的增长。

《中国光电》：Well currently what's your 
opinion on the advantages of China's and 
America's in optical components?

400G 用户端和数据通讯技术以太网产品路线图
400G Client-side and Datacom Technology Ethernet 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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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器件上您认为中国和美国分别的
优势是什么？

Lisa:  Well I would say for 400G sys-
tems, the U.S is leading, but following by 
China. But regarding the PON, China no 
doubt has it's volume and leading the busi-
ness.

我会说在 400G 系统上，美国还是领

先一些，当然中国就紧随其后了。但说到

PON 的话题，中国无疑还是从体量上领先

市场。

《 中 国 光 电》： Another very hot sub-
ject as you may get asked a lot is 5G.

另外一个非常火热的话题是 5G。

Lisa: Yes.

没错。

《 中 国 光 电 》：We can hear see right 
now all over the world the slogan says 
that “5G is here” since 2017. However it's 
not really arrival judging today is already 
2019. What's your comments about that.

从 2017 年起，我们几乎可以看到现在
世界各地都有类似“5G 来了”这样的标语，
但直到今天了，似乎还是没有来。您的意见
如何？

Lisa: Well as you may know 5G is 
driving upgrades for mobile fronthaul and 
backhaul, which companies have been 
working on for several years. In the U.S, it 
starts working with the 10G right now while 
in China the Chinese carriers like the all 
three of them, China Mobile, China Tele-
com and China Unicom, especially China 
mobile is will be using 25G and then 100G 
working with Huawei.

你也应该知道，5G 是手机升级的主要

推动，前传和后传，许多公司已经致力研

发多年了。在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有 10G 了，

在中国的话由三大运营商推动下，应该将

会用到 25G 和 100G 来自华为的设备。

《 中 国 光 电 》：Not so much updates 
though from the 5G experimental zones 
set up in Shenzhen last year from Hua-
wei or from the operator. I know Ovum is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Huawei also, 
do you have something that can share?

自深圳去年成立 5G 试验区以来就几乎
没有什么新的进展消息。我知道 Ovum 跟华
为也合作很密切，有什么消息您这边可以分
享一下的吗？

Lisa: Huawei will most likely provide 
some update after the first quarter in 2019 
as they are working on commerecialization. 
And also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as all in-
dustrial professionals knowing that CIOE is 
annually held in Shenzhen and Shenzhen 
being the 5G experimental city in China 
which also owns Huawei and ZTE. It can be 
expected that great attentions from the op-
tical communication industry will be drawn 
to the world by CIOE 2019.

华为在努力实现 5G 的商用，因此很可

能在 2019 年的第一季度以后才会发布一些

消息。我会觉得现在所有的行业人士专家

都知道 CIOE 是在深圳举办，深圳同时是中

国 5G 试验区，深圳也有着华为和中兴这样

的大企业。整个光通信行业都在关注 CIOE 

2019，届时一定会吸引大量的业内人士到

场交流。

《 中 国 光 电 》：Thanks and besides, 
the three carries also being the regular 
speakers at CIOE's optical communica-
tion conference. It's not sure what they 
will present this year but every year they 
would bring something new and make 
its debut at CIOE to the business also. 
Let's going back to 5G a little bit, person-
ally I have this assumption that when 5G 
actually came, the screen of our mobile 
will become smaller while more screen 
will be added to some smart home ap-
plications like refrigerators, a speaker or 
even a desk.

谢谢您的推荐。除此以外，CIOE 的光通
信会议还云集中国的三大运营商。现在还未
能确定他们今年会在 CIOE 发布什么，但每
一年他们都在 CIOE 带来一些新的话题和首

硅光电子技术和市场热销产品
Silicon Photonics Technology and Market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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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业务。我们还是继续说回 5G，个人我觉

得当 5G 真的到来时， 我们的手机屏幕会变

得越来越少，但其他智能家具，例如冰箱，音

箱甚至桌子的屏幕数量会增多，你觉得呢？

Lisa: I think I'll hold the total opposite 
thoughts. Yes it will be true finally, but in 
the coming 3-5 years will only more relying 
on the mobiles phones since 5G will bring 
much more interactions and new applica-
tions in the phones! Your assumption may 
realize in much longer time but we can see 
right now the Echo from Amazon, Home 
from Googlel.

我正好持跟你相反的意见。是的你说

的也最终实现，但不是现在。在 3-5 年内，

尤其是 5G 出现以后，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对

手机的依赖出现，因为 5G 将带来更多新的

交互，新的应用！你的想法需要更加长的

时间才会实现，当然我们现在也能看见亚

马逊出的 Echo 和 Google 出的 Home 这种

智能设备。

《中国光电》：Another very hot topic is 
silicon photonics, so can you also share 
with us some of your observation on this 
topic.

另外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硅光子，关于这
个话题您有什么能给《中国光电》的读者分
享吗？

Lisa: I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for one 
of the reason is that I'm writing one report 
of silicon photonics estimably to be pub-
lished after Q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中一个原

因是因为我在写一个关于硅光子的报告，

预计第二季度后完成。

《 中 国 光 电 》：Well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will some key insights of your 
silicon photonics report being shared with 
China Optoelectronics' readers?

十分期待，这个报告的主要观点会不会
跟《中国光电》的读者们分享呢？

Lisa: Absolutely.  Sometimes it 's 
great to be your reader or your customer 
because CIOE always prepares the latest 
information for them. 

Regarding silicon photonics, the opti-
cal component market is right now shared 
by Intel and Luxtera, which is being ac-
quired by Cisco. New photonics technology 
for transceivers is being driven by Google, 
Apple, Facebook, Amazon and Microsoft 
(GAFAM) and now by Baidu, Alibaba and 
Tencent (BAT) in China right now. Silicon 
Photonics will be one of the technologies 
that will help them get to lower power and 
lower cost.

那当然没问题的！作为你们的读者真

幸福。CIOE 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他们找各种

新鲜资讯。

说回来硅光子，在光器件市场这块主

要由英特尔和被思科收购的Luxtera主导。

崭新的收发器光电子技术主要由 GAFAM

（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和微软）来推动，

在中国的话则是 BAT（百度，腾讯，阿里

巴巴）。

《 中 国 光 电》：Final questions, what's 
the US-China trade world affect the busi-
ness in 2018 according to your observa-
tion.

最后一个问题。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对
行业有没实质影响呢？

Lisa: I would say there was some on 
the equipment level, but nothing serious 
about the optical components business, 
especially not on transceiver. 

对于设备商层面来讲可能会有点冲击，

但对普遍的光器件和收发器业务来说，可

能影响不太大。

电信依然是最大的一部分 12 大供应商的在数据通讯的排位变化
Telecom is still the largest portion

Top 12 suppliers are shifting positions – especially in 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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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激光应用的快速发展，上游光学

元器件企业也同时受益产业发展，

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基础元器

件也对激光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此，《中国光电》记者采访了深圳市鼎

鑫盛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吕兵（以

下简称李总），一起探讨光学元器件产业

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光电》：李总您好，请介绍一下贵
公司的主要情况。

李总：好的，我司主要生产光学元件产

品，包括以下几个类型：

一、准直聚焦镜片，镜片直径范围6-300

毫米，最高透过率可以做到大于 99.9%；

二、 保 护 片， 可 以 承 受 激 光 功 率

300W-15KW；

三、反射镜，反射镜的波长从 193nm-

2500nm，反射率最高可以做到 99.8%；

四、滤光片，半波宽度目前可以做到

15nm，后续又增加了一台高配置进口镀膜

机，它可以把半波宽度做到 5nm。

《中国光电》：随着光学产品的推陈出新

和光学技术的不断提升，您如何评价国内光

学加工产业目前的市场现状与技术水准？

李总：光学产品的加工技术含量还是

比较高的，当然国内也有做得好的厂家。

七八年前，国内的镀膜水平还不高，但是

这几年提升很快，我们公司也是快速提升

的其中一员。随着镀膜设备、检测仪器和

工艺技术的提升，现在很多产品已经达到

国外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了。

随着功率的增加，比如达到 6kW~8kW

的时候，对透过率的要求就很高了。现在

我们批量生产的透过率已经可以做到 99.9%

的精度以上，同时，针对一些要求特别高

的镜片，我们可以做到透过率 99.95% 的精

度。因为针对高功率的镜片，哪怕是损失

0.1% 的精度也是不允许的。

目前我们主打的适用于 6-8kW 的镜

片，已经稳定生产了，2-15kW 的镜片目

前也已经推出。

《中国光电》：当前光学镜片加工市场的

情况如何？热点产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李总：应用领域比较广泛，目前我们公

司的产品主要用在激光切割、激光焊接、

激光 3D 打印、激光熔覆、打标场镜，还有

一些产品是用在医疗、VR 以及相机行业。

《中国光电》：激光应用市场的拓展将给

鼎鑫盛带来哪些方面的发展机会？请预测下

今年的激光市场将给贵公司带来的收益情

况？

李总：我们公司这几年随着激光市场的

激光应用发展促光学产业加速
——专访深圳市鼎鑫盛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记者：王雅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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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也从中受益很大，这几年鼎鑫盛的

发展势头较好，基本上每年都保持 30% 以

上的增长，而我们 2019 的发展目标是希望

在 2018 年的基础上增长 40%，我们的中期

目标是 3 年内产值达到 2 亿元。

《中国光电》：请为我们介绍下，如何选
择合适的激光镜片？及如何清洁？

李总：市面上保护镜片的价格都不等，

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价格差别都很大，品质

也都不尽相同，当然以次充好的也屡见不

鲜。如果镜片选择不当会造成激光损耗大、

频繁损坏保护镜片、产品质量不稳定，给

企业造成严重损失。所以，选择合适的保

护镜片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事情。

♦选择激光切割机的保护镜片三个步骤：

1）外形尺寸匹配，这个容易理解；

2）材质，根据不同激光功率，考虑使

用成本，可以选择 K9、石英，其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专业厂家将这两类材质分为多

个等级，客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用相应

的规格；

3）镀膜，激光增透膜，根据使用环境

采用不同的镀膜技术参数。

♦ 激光镜片虽然属于易损件，但是为了提高
它的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可以通过定时
清洁激光镜片，实现重复利用的目的，下面
是鼎鑫盛光学总结的三个清洁步骤：

1）激光镜片材料为 ZnSe（锌化砷），

比较脆，怕摔；在拆装时要注意：不能过

于用力，不能和硬物发生碰撞。表面有增

透膜，怕污染、怕湿、怕油性、怕刮擦；

故要求在工作中提供干燥、去油的空气，

千万不要直接用手处理激光镜片，因为皮

肤油脂会对镜片表面产生永久性的伤害。

相反的，您可以带手套及其专用套具进行

操作，对更小的镜片，使用光学镊子或真

空镊子会更方便。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夹激

光切镜片，只能沿非光学表面夹持，比如

镜匾边的磨砂边缘；

2）一般情况下，在使用前和清洁的前

后都需要检查激光镜片的情况。因为大多

数污染物和表面缺陷的尺寸比较小，在检

查镜片时我们经常需要用到放大设备。除

了放大设备，有时我们还需要用一束比较

亮的光来照射光学表面，增强表面污染物

和缺陷的镜面反射强度，这样可以更容易

地发现污染物和缺陷；

3）当清洁一个激光镜片时，经常使用

干净的擦拭纸和光学级别的溶剂，以防止被

其它污染物破坏。擦拭纸必须用合适的溶

剂润湿，千万不能干燥使用。出于对柔软

度的考虑，可用的擦拭纸为纯棉的 Webril

擦拭纸或者棉球、镜头纸和棉签等涂敷器。

《中国光电》：请介绍下鼎鑫盛对技术研
发及培训的投入（资金投入、研发队伍建设

方面）的概况？

李总：为了实现我们的中期目标（3 年

内产值达到 2 亿元），我们又新增加了两

千多平方的光学元件生产车间，追加投资

一千多万元来购买一批进口设备和进口测

量仪器，用于更高功率的激光镜片和高要

求镜头的研发和生产。

《中国光电》：2019 年 9 月 4-7 是我们

中国光博会 21 届展会，请为我们展会做些

评价及寄语。

李总：作为展商，位于深圳的 CIOE 中

国光博会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光学展览会，

行业影响很大，给我们公司也带来了不少

的收益，所以我们会一直支持参加 CIOE 中

国光博会，希望 CIOE 中国光博会越办越好。

2019，再创辉煌！

镀膜车间

透镜抛光车间一角

检验车间一角

Zygo 激光干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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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 5G 商用步伐有多快？

2 019 是 5G 商用被寄予厚望的一年，

新年刚过，四面八方就传来了 5G 商

用的“捷报”，今天小编带大家一起盘点

一下 2019 年 5G 商用落地的最新进展。

国家发放临时牌照加速 5G 商用步伐
1 月 1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将进行

5G 商业推广，国家将在若干个城市发放

5G 临时牌照，使大规模的组网能够在部分

城市和热点地区率先实现，同时加快推进

终端的产业化进程和网络建设。下半年还

将用上 5G 手机、5G iPad 等商业产品。

运营商跑马圈地抢占市场
从 3G、4G 时代的市场表现就能看出，

能占得先机就能获得用户和市场。因此 5G

网络也是三大运营商必争的领域，面对 5G

的来临，三大运营商都铆足了劲研发和试

验。

早在去年 10 月就有消息称，中国电信

与诺基亚贝尔展开以人工智能优化 5G 网

络的合作。该项目向引入人工制鞥服务，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

术，对 5G 网络资源进行深层次的优化。

导读：2019 是 5G 商用被寄予厚望的一年，新年刚过，四面八方就传来了 5G 商用的“捷报”，今天小编带大家一起盘点

一下 2019 年 5G 商用落地的最新进展。

来源：36 氪

——5G近期动态汇总

双方将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全面合作，共

同推进人工智能在移动通讯领域的应用，

进而推动行业整体的垂直应用数量。中国

电信方面表示，其正在积极布局人工智能

以及 5G 等新兴技术领域，目前已启动了＂

Hello 5G ＂计划，立志于打造以 5G 网络

为载体的智能互动生态。

1 月 25 日，广州联通则表示携手广州

白云国际机场，正式宣布首个 5G 信号覆

盖机场网络正式开通。此次广州联通 5G

基站开通，标志着白云国际机场成为首个

基于 3.5GHz 频段 5G 网络覆盖的机场。中

国联通应用新型 5G 数字化室内分布技术，

做到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的 5G 覆盖。这

也是广州联通继 2018 年 9 月 5G 行业发布

会和 2019 年 1 月 5G 赋能羊城新警务活动

后的 5G 又一重大举措动作，也意味着“5G

羊城”建设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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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中国联通无线网络整合项

目招标已于日前结束，中国联通公布中标

候选人，新年第一大单成功落地。据集采

结果显示，本次招标共有四家系统设备厂

商入围，其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获得第

一名；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第二名；

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获得第三名；

诺基亚通信系统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获

得第四名。招标主要涉及 L900 及 L1800

基站 41.6 万站、L1800 整合、软件功能等，

有消息称是 5G 商用之前国内最大规模的

招标项目。

此外，中国联通方面公布了包括北京、

上海、深圳在内的十余个试点城市。

2 月 12 日，中国移动湖北公司与合作

方推进了全国首个 5G 智慧高速公路项目

落地。目前正在规划选择该省境内高速路

段进行前期的 5G 基站选址建设，同步进

行智能收费测试。根据协议，实验室未来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在高

速公路场景的技术试验、开展 5G 智慧高

速公路示范段的共建和运营以及智慧高速

公路的 5G 网络覆盖方案、整体信息化提

升方案等技术标准验证、智慧高速相关终

端产品的研发、设计等。

中国移动日前还公布了 2019 年 5G 规

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无线主设备租

赁单一来源采购结果。据悉，此次需租赁

5G 试验网络无线主设备，以及配套的天线、

相关软件、OMC － R、各类辅材工具和相

应的服务。

中国移动也选择 12 个城市如沈阳、天

津、北京、雄安特区等作为 5G 应用示范点。

手机商 5G 争夺火药味十足
多家 5G 设备提供商从去年开始奏响

了规模部署 5G 的序章。华为目前在全球

已经拿下超过 30 个 5G 商业合同，其中欧

洲地区 18 个、中东地区 9 个、亚太地区 3 个，

5G 基站全球发货量则是超过 25000 个。

1 月 24 日华为公司在北京召开发布会，

正式发布业界首款 5G 基站核心芯片——

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

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据 36 氪透露，近日华为联合中国电信

在成都顺利完成首个 5G IPRAN 的现网试

点，实现现网 IPRAN 升级支持 5G 业务、

新老设备混合组网等多种复杂场景验证，

并针对 SR ／ EVPN ／ IPv6 等关键技术点

以及新旧技术互通等的场景进行试点，标

志着 5G 承载已经初步具备商用能力。

而近期，手机厂商也祭出一系列大招：

2 月 20 日，三星发布一款全功能折叠

屏手机。

2 月 24 日，华为发布首款折叠屏 5G

手机。

2 月 25 日，OPPO 宣布发布可折叠手

机。

手机厂商众多利好因素的刺激下，

5G，离我们真的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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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8 年安防市场景气度并不如预期，

一方面是国家宏观层面，国家财政政

策收紧，强调经济去杠杆、严控银行信贷、

控制土地经济等，导致地方政府可支配收

入减少，贷款获取难度加大，安防项目受

到“挤压”；另一方面受到中美贸易战的

影响，给国内厂商海外市场拓展带来新的

挑战。同时受资本市场观望、企业去库存

等因素的影响，安防行业景气度并不如前。

未来几年内国内的安防厂商更多会把

焦点放在新技术的落地上，结合 2019 年国

内经济环境——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国

外需求回落，经济运行放缓，因此预估未

来一年的市场变化与 2018 年相比不会有太

大的变化，应对新技术对市场格局的冲击

与探讨新技术商用仍然会是市场主旋律。

人工智能带来的裂变与聚变

近三年人工智能产业的投资非常火热，

据统计 2017 年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规模已

达 120 亿元，2018 年前三季度的投资规模

也超过了 2016 年、2017 年的总和。计算

机视觉是人工智能技术目前落地程度最为

顺利的领域，2018 年中国计算机视觉领域

获得超过 230 亿元的投资，在中国人工智

能领域的投资当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根

据中国信通院 2018 年 2 月发布的报告数据，

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中计算机视觉占

比 37％，以 80 亿元的行业收入排名第一。

安防视频分析作为计算机视觉最大的

应用，在 2017 年的占比高居 67.9%，据

Memoori 调研报告指出，2017 年基于人工

智能的视频分析解决方案的全球销售额（包

括测试产品）约为 1.15 亿美元，而其中大

部分解决方案的使用者来自中国。虽然当

前国内“安防＋ AI”还未大规模的普及，

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从数据可以得

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智慧视频产业发展

的标杆。

以 2018 年人工智能与安防产业的结

合的趋势分析，预估 2019 年基于人工智能

与产业需求的融合，新技术的落地将得到

进一步深度发展，超高清、热成像、低照

度、全景监控、红外探测、平台集成融合

技术等安防技术，与人工智能、计算机视

觉、AR/VR、生物识别、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无线传输、ICT 等新技术融合，

推出了多维数据融合、软件定义、可调度

智能算法、云边端深度结合等新的业务形

态与解决方案，主流厂商更打破了传统安

防行业的界限，开始搭建能融合第三方资

源的生态圈与平台架构，预测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融入，行业间的界限将逐步模糊，

城市公共安全将成为最大的垂直市场，但

与传统的平安城市不同，其以城市为中心，

面向公安、交通、司法等政府类市场，打

通传统安防行业间的隔阂，让数据资源更

好的发挥价值。

近年来，无论是产品方案还是功能业

务，厂商间的差异化越来越不明显，我们相

信未来企业比拼的重点会放在产品品质与总

体应用成本上，无论是功耗的设计还是存储

效率的提升，虽然会是基本功，但对于用户

而言这些具体的指标与成功的案例会成为判

断厂商解决方案优劣的重要指标。

除此之外，近三年人工智能投资的火

热程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在过去的 40 年中，

中国是商业实践最为激进以及成长最快的

国家，拥有着全球最多的创业企业，但也

同时面临着一个尴尬的事实——每天有 1

万家企业创业，97% 会在 18 个月里面死掉。

过去或许是产业周期、品牌营销、战略规

划、资本设计、政商关系这些可控性较强

的范畴中犯错，但近年来却有了不可控的

因素——企业对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的消

化能力。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需要注意的是，

在与行业结合的发展初期，人工智能估值

2019 年安防行业发展趋势展望

导读：安防行业的战场已经被不断

拉伸，一场场升维思考与降维攻击

的较量，少不了短兵相接、近身肉搏，

未来充满疑问与无限可能，在大方

向与大趋势下，找到企业的立足点，

才能保持企业的生命力。

来源：安防知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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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并不见得会是好事，这会给相应的企

业带来持续融资的压力。同时从相关投资

人处获悉，2018 年下半年开始，没有行业

基础的 AI 公司已经少人问津，是否拥有核

心技术与全球比赛获奖的重要性已经变淡，

而拥有自主算法并且能根据用户需求不断

迭代升级的能力、技术能够在特定应用场

景解决实际问题、技术能在解决问题的基

础上提高生产力甚至改变生产关系等具有

真正实现落地能力的厂商，正成为用户及

资本市场关注的核心。

海外市场：病树前头万木春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

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根据“301 调查”对

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

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涉及征税的中国商

品规模达 600 亿美元。美国限制中国的主

要领域包括：高性能医疗器械、生物医药、

新材料、农机设备、工业机器人、新一代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航

空产品和高铁产品。针对这次贸易摩擦，

专家指出在上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日

本与美国打了将近 20 年的贸易战，并没有

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但这场摩擦

也会相对漫长，中间的回合也会较多。对

安防行业而言，其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无论是企业的股市走势，还是产品海外部

署上，都会形成极大的阻力。

虽然贸易摩擦仍然是未来市场最大的

不确定因素，但在东南亚、南美、俄罗斯

等市场的开拓上，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安防

企业共识。尤其是这些地区智慧城市、智

能交通、智能零售、智慧楼宇等项目方兴

未艾，同时民用市场需求旺盛，成为中国

品牌拓展市场版图的最佳沃土。

客户、渠道、物流、售后等问题曾经

是中国安企的难题，但随着海外市场让企

业营收增长实现高效率增长后，越来越多

的企业通过成立供应中心的方式，不断优

化供应链管理、提升全球产品交付能力以

及售后服务能力。同时在全球营销网络上，

企业在提升海外子公司的本地化运营和服

务能力，优化营收结构上也作出相应的挑

整，进一步降低运营的成本。

因此即使目前贸易摩擦的影响，但相

比国内接近饱和的竞争环境，积极推进海

外政策仍会是企业的工作重点之一。另外

安防企业应该密切关注国家走出去战略，

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最新

动态，抓住更好的机遇。

AI 生态推动市场格局变化

近年来，随着 IT 智能技术与制造业的

充分融合，在越来越开放的体系下，原本传

统与封闭的行业也逐步走向开放，拥抱生态

环境，安防行业便是其中之一。也许在去年，

还有人对生态的体系架构或产业链闭环的模

式的理解仍然未透彻，但在今年行业内有人

工智能技术实力的公司已经纷纷开放技术，

搭建技术平台构建智能生态圈，同时也让缺

乏研发能力的企业，依靠这些平台快速转型

为安防人工智能企业。我们认为行业掀起的

构建平台和生态圈，完成闭环的热潮主要由

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是安防市场用户不集中、产品应用

分散、客户定制化多，要真正满足客户碎

片化的需求开发响应到快速交付能力的建

设，困难重重。尤其在人工智能的时代，

其能衍生的价值及影响力将远超于过去的

网络化、IT 化、云化等时代，但多数的企

业受限于技术能力和范围的限制，仅仅只

能提供碎片化的解决方案；

二是随着技术的融合，安防与其他行

业的界限正在模糊，市场也出现了领先算

法厂商、专注行业的应用厂商，这些新角

色打破了传统由一个厂商提供解决方案的

局面，同时也在催生各种类型的生态合作

伙伴的诞生。

目前的生态与平台建设，对于小企业

或创业公司而言，能在初期带来明显的效

益提升，但如果只停滞在当前的算法及应

用上，这些企业被取代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对于平台与生态的主导企业而言，产品为

王的时代已经过去，必须在新的时代找到

新的“护城河”，应对产业新的挑战者，

从端到端的综合解决方案到系统化的转型，

真正提升集成交付、商业咨询、行业赋能

能力。因此平台的开放性程度，也将是生

态间竞争以及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以目前的市场接受程度而言，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认可这样的做法。如果所有的

厂商提供从应用到终端的服务，对于用户

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如因系统不开放，

用户需要新的业务解决方案，能否实现都

会与该厂商的能力直接挂钩，但如果是全

开放的模块，便能很好避免这样的问题，

因为用户自己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应用开

发商，从而避免被一家企业漫天要价。

2019 展望

2018 年，迷茫是安防业内大部分企业

的真实写照，但只要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

便值得褒奖，毕竟当前选择的方向是对的，

企业仍然在行业发展的规律及逻辑上运转

着。2019 年，市场环境也许会进一步严峻，

毕竟这场 AI 赋能的战争，较量的是平台、

技术、场景、生态等多方面的综合实力。

万物皆有裂缝处，那是光射进来的地

方。在过去的一年里，得益于企业不懈的

努力，我们很欣喜地看到安防企业保持稳

步增长的佳绩。人工智能是实现物联网、

大数据、云技术进一步“变现”的动力，

企业如果抓住技术变革的机遇，向用户提

供更有价值且可量化的服务，便能突破阴

霾，迎来新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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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半导体并购之变：
科技巨头阔斧收编，中国“芯”势力多拳搅局

2 018 年，半导体并购事件接连在整个

上下游产业界密集地释放炸弹，半导

体产业的地壳已然开始龟裂。

这一年，博通千亿美元并购高通告吹，

高通恩智浦在中国的沉默中遗憾分手，贝

恩财团挖走东芝存储芯片业务……多起备

受瞩目而旷日持久的并购事件终于尘埃落

地。

来源：智东西

尽管全球半导体届第三次并购热潮

（2015 － 2016 年）已经逐渐退烧，并购

的数额和规模都在减少，但在半导体产业

集中度持续加强的总体趋势下，新技术的

兴起和摩尔定律的动摇，以及全球贸易摩

擦的持续升温，使得半导体江湖依然变数

连连。

智东西从全球 61 起半导体并购案中抽

丝剥茧，发现潜藏在 2018 年半导体并购潮

背后的五大变数：

1、有人进、有人出：阿里、格力、富

士康跨界入局半导体，博通从硬件迈向软

件，一批半导体重要玩家从此在市场上隐

去姓名；

2、有人变强、有人变弱：并购发起方

通过交易后提升实力和影响力，而并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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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者受到不同程度的挫伤；

3、规则在变：行业重点转移，AI 催

生的物联网、自动驾驶等新兴领域成半导

体企业必争之地；

4、行业势在变：巨头聚焦，局部效应

明显，汽车电子、光器件行业巨头鏖战；

5、搅局者出现：艰难的贸易环境逼迫

中国半导体产业加速成长，中国军团开始

大刀阔斧多拳出击。

有人进、有人出：
跨界造芯成热点，半导体公司觅新出路

半导体产业的高门槛将千千万万垂涎

者拒之门外，能够快速在强手如林的半导

体江湖占据一角的企业，莫不是拥有先进

的技术，或者坐拥充沛的资金。

谷 歌、 苹 果、 亚 马 逊、 华 为、

Facebook 等一众国内外科技巨头无一例外

都盯上了芯片这块诱人的肥肉。在缺乏技

术支撑和产业积累的前提下，并购成为非

芯片公司快速切入芯片市场的一条相当奏

效的捷径。

半导体圈外的人卯足了劲儿想往里挤，

圈里也不乏想要跳出来走软硬件结合之路

的玩家。

1、阿里、格力高调入局，非芯片公司跨界造芯

要说跨界造芯这件事，2018 年的重头

戏基本被海峡两岸承包了。

阿里巴巴去年在芯片界一路高歌猛进，

先是在 4 月宣布全资收购中国大陆唯一的

自主嵌入式 CPU IP Core 公司中天微，转

眼 5 个月后又宣布将中天微和达摩院的芯

片业务整合，成立 “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

司”。

中国家电三巨头之一格力在 11 月以

30 亿元“插足”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并购

案——闻泰科技豪掷超过 250 亿人民币收

购安世半导体（Nexperia），成为闻泰科

技第二大股东，未来两大股东持股比或相

差 5.13%。

借助吞并收购年产量高达 1000 亿颗

的大型 IDM 企业安世半导体，家电巨头格

力和全球最大的智能终端 ODM 企业闻泰

科技，正式跨进芯片界的大门。

和闻泰科技相似，在海的那边，世界

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亦将手伸向上游半导

体器件领域。3 月，富士康旗下子公司鸿

腾精密宣称斥资 8.66 亿美元收购美国电子

产品公司贝尔金（Belkin），并获得包括

无线充电器、Linksys 互联网路由器和智

能家居系统 WeMo 在内的业务。

有人认为，这是富士康欲摆脱代工厂

标签的重要举措，昭示着富士康将从幕后

走向台前。

对于跨界玩家来讲，他们亟待的莫过

于技术、人才和资源，而一举多得的良方

莫过于并购一家业务水平优秀的半导体企

业。在 2019 年，各家科技巨头的造芯大业

将更进一步，很有可能会有更多半导体企

业成为这些巨头的新血脉。

2、芯片公司玩跨界新招，博通软件化转型

在跨界玩家尤其是互联网公司积极入

局芯片产业之时，一些半导体公司则不再

满足于只做硬件。全球最大的 WLAN 芯片

厂商博通就是这样一家“不走寻常路”的

公司。

显然 3 月告吹的收购高通案并没有打

击博通太久，7 月，博通宣布拟以 189 亿

美元收购美国著名华人企业家王嘉廉创办

的软件公司 CA Technologies（CA）。博

通 CEO 兼总裁 Hock Tan 表示，CA 的中

央处理器和企业软件产品将为博通的关键

技术业务增色。

幸运的是，CA 收购案已经取得阶段

性的胜利——通过了美国反垄断机构的审

核。

由于博通的半导体业务和 CA 的软件

业务尚未显现出任何明显的协同效应，华

尔街对这宗似乎偏离了主赛道的收购案并

不看好。不过这一举动足见博通扩大产品

线、实现从硬件到软件通吃的野心。

有人变强，有人变弱：
成者实力增强，败者肌肉损伤

通过不断收割对手，以更高效率和更

低成本实现资源整合和结构重组，赢得更

大的话语权，是任何行业并购的常态。

在 2018 年半导体收购潮中，大多数

并购案在完成后都获得了实力的补充。

例如，全球领先的 EDA 和 IP 供应商

Synopsys 就在借助收购持续构建其庞大的

IP 业务。1 月，Synopsys 以非公开的价格

收购了一次性可编程非易失性存储器 IP 的

先驱 Kilopass。这一收购，使得 Synopsys

的 DesignWare NVM IP 组合更加强大。

另一个获得新臂膀的例子是贝恩财团。

由贝恩资本牵头的财团成员个个实力非凡，

包括SK海力士、苹果、戴尔、希捷和金士顿。

由于无法弥补核电业务带来的巨额亏

损，东芝壮士扼腕，割下存储领域数一数

二的芯片业务，以 180 亿美元的高价卖给

了贝恩财团。2018 年 5 月，这笔交易终于

通过了中国这最后一关。

贝恩财团并购案以喜剧收尾，交易额

达 440 亿美元的高通恩智浦并购案却迟迟

等不来中国敲下手中的“惊堂木”。

凭借芯片与专利大肆收割移动通信红

利的高通，在接踵而至的反垄断官司与物

联网芯片多样化的夹击之中，似乎陷入流

年不利的窘境。

作为全球车用半导体龙头，恩智浦

（NXP）在 AI 和车联网上的实力对于高通

扩大芯片版图来说具有非凡的吸引力。

可惜时运不济，恰逢全球热议的专利

垄断问题持续发酵和中美斡旋的关键节点，

这两大半导体巨头最终未能成功牵手。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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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国在 G20 峰会后表示愿开绿灯，高通

却回应不会与恩智浦“再续前缘”。

因为并购案的失败，高通也小出一把

血。按照收购之初的协议，高通要向恩智

浦支付 20 亿美元，作为收购失败的“补偿

费”。

同时，整体市值仅有 700 亿美元左右

的高通，还需将手中 400 多亿美元现金储

备中的 300 亿美元来回购股票，以安抚自

家股东。

规则变了：
物联网和自动驾驶成新的圈地项目

在传统半导体行业混战之时，物联网、

自动驾驶等新兴领域亦展露冰山一角，全

球半导体巨头间已经开始刮起一股扩张业

务布局的飓风。

有错过移动市场的英特尔为前车之鉴，

显然，生存在极度依赖产业生态的半导体

产业中，没有哪家公司愿意冒着失去未来

市场的风险，固守在原有业务上。

快速布局新兴领域、加速资源互补和

业务整合，构成了巨头们摆脱对原有业务

的依赖、决胜 AI 时代的一大重要解法。

1、补足短板扩充实力，形成资源互补和业务
整合

12 月，高通恩智浦收购案在被高通的

回应彻底判了死刑，使得这起移动霸主与

车载、物联网巨头强强联合的大型交易遗

憾落幕。

而同样在这个月，全球最大网络设备

制造商思科（Cisco）的野心才刚刚浮出水

面。

高传输速度和超低功耗使得硅光子芯

片市场巨头环伺，而擅长开发长距离高速

传输大量数据光学器件的光学芯片制造商

Luxtera 被传成为英特尔、博通等巨头争

抢的香饽饽。

最 终 思 科 击 败 各 路 豪 强， 宣 布 将

以 6．6 亿 美 元 的 现 金 和 股 权 奖 励 收 购

Luxtera，该收购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

2、巨头收编创企增强 AI 实力，AI 芯片创企
反吞昔日巨头

如果要为 2018 年的科技界选一个关

键词，那无疑就是 AI。谷歌、亚马逊、

Facebook 等互联网巨头集体下场，掀起轰

轰烈烈地自主造芯运动，同样，传统半导

体厂商和 AI 芯片创企们也都不愿在 AI 的

舞台丢了戏份。

在人们屏息以待高通收购案结局的 7

月，美国芯片巨头携手中国创企唱了一出

好戏。

全球最大的 FPGA 厂商赛灵思宣布收

购中国 AI 芯片领域冉冉升起的创业新星深

鉴科技，称“将继续加大对深鉴科技的投入，

不断推进公司从云到端应用领域部署机器

学习加速的共同目标”。

AI 在物联网时代和即将到来的 5G 时

代都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三星电子在

10 月宣布收购 AI 分析公司 Zhilabs，为三

星自身扩展 AI 自动化产品组合并增强 5G

技术实力。英飞凌（Infineon）则早在 2 月

就宣布收购丹麦擦创企 Merus Audio 来加

强“智能音箱全集成系统解决方案的能力”。

2016 年，日本软银并购 ARM 震动了

整个半导体界，而曾经火过 ARM 的 MIPS

公司在去年被再度转手。令人吃惊的是，

MIPS 这一次投奔的是硅谷 AI 芯片创企

Wave Computing。

此前主攻云端芯片的 Wave，将 MIPS

视为为 Wave 拓展边缘计算和终端等新市

场的重要利器。

3、汽车电子巨头激战，群雄逐鹿自动驾驶
近年汽车电子市场的行业格局更是相

当不稳定，无论是高通收购恩智浦收购，

还是赛灵思收购深鉴，都与其在汽车领域

的战略布局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在高通轰轰烈烈“联姻”恩智浦时，

恩智浦的老对手英飞凌亦在谋划着“上位”

大计。英飞凌在 7 月宣布拟并购意法半导

体（ST），而一旦收购成功，英飞凌将取

代恩智浦成为车用半导体行业新霸主。

而这厢被高通收购刚化作泡影，恩智

浦又在 9 月宣布收购高速汽车以太网 IP 领

域先锋 OmniPHY，填补其在高带宽网络产

品组合中的空白。

日本汽车零件厂电装（Denso）在 11

月底宣布要出资数十亿日元入股英飞凌，

以加快下一代可实现自动驾驶车辆系统的

技术研发。

曾经在 2015 年因为受到恩智浦收购

飞思卡尔和英飞凌收购 IR 的双向夹击，车

载芯片老大地位被夺的瑞萨电子，也在通

过巨额并购加码自动驾驶。

瑞萨发声明称将以 67 亿美元收购美国

Fabless 芯片制造商 IDT，此举将为瑞萨带

来 IDT 在无线网络和数据存储用芯片方面

的技术，这些技术对自动驾驶汽车而言至

关重要。这笔计划将在 2019 年上半年达成

的交易，有望成为日本芯片厂商规模最大

的并购交易之一。

如今英伟达、英特尔、赛灵思等玩家

在自动驾驶领域占领大片市场，其他在汽

车电子领域长期割据的半导体厂商也在强

势跟进，汽车电子市场格局之变才刚刚开

始。

行业势变了：
产业集中度加强，竞争对手互吞

新兴领域的爆发驱动半导体公司的横

向扩张，而垂直整合则是诸多产业优化布

局的自然规律。

这是任何行业都无法摆脱的资本法则，

在垂直领域碰触到发展的天花板时，在和

竞争对手双足鼎立难分高下时，在难以跻

身全球最大半导体企业排行榜前列时，并

购成为了跨越式成长、打破已有固定市场

格局的新思路。



27   2019 年 第 1 期

Applications 应用

从总体来看，继 2015 － 2016 年的并

购高潮后，整个半导体行业并购交易的狂

热步伐正在急速降温。根据 IC Insights 的

统计，其中由巨头主导的大型并购交易为

总交易金额做了主要贡献。

在高通收购恩智浦失败后，2018 年完

成的半导体收购案中，唯有贝恩财团收购

东芝存储芯片业务的交易金额进入前十。

2018 年的半导体并购交易在金额和数量上

都难以复现两三年前的辉煌，这种下降趋

势很可能还会延续到整个 2019。

1、头部效应加速“买买买”
随着摩尔定律即将终结的言论甚嚣尘

上，半导体产业早早开始寻觅新方向的发

展和突破，收编已经打磨成熟的企业或团

队成为传统半导体厂商的一个重要策略。

根据 IC Insights 在去年 11 月发布的

全球前 15 大半导体公司销售排行榜，其中

有 7 家总部在美国，3 家在欧洲，韩国、

日本各有 2 家，台湾有 1 家。在这 15 家半

导体巨头中，有 10 家在 2018 年参与了半

导体收购案。

例如英特尔，继前几年大手笔“买买买”

后，英特尔在 2018 年又进行了两笔小收

购，将为英特尔提供 Xeon 芯片 ASIC 设计

的 eASIC 和片上系统开发公司 NetSpeed 

Systems 整合到英特尔的业务部门中。

与此同时，英特尔的老伙计美光却跟

英特尔玩起了“分手”。美光在 10 月宣布

将全资收购它与英特尔在 2006 年个出资约

12 亿美元组建的公司 IM Flash，并从今年

1 月其开始以约 15 亿美元收购其股权。

这 意 味 着 原 本 可 以 用 成 本 价 从 IM 

Flash 买芯片的英特尔，将在美光收购 IM 

Flash 完成后签署新的供应协议。不过在交

易结束前，英特尔和美光会继续在犹他州

的工厂共同生产 3D XPoint 存储产品。

制霸手机 AI 芯片的苹果亦在 10 月完

成了该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员

收购。苹果和其长期芯片供应商 Dialog 签

▲ 2010 －2017 年全球半导体并购交易总金额（来源：IC Insights）

▲十大半导体并购交易，其中仅高通并购恩智浦案未能完成（来源：IC Insights）

▲ 2018 年全球前 15 大半导体公司销售排名预测（来源：IC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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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许可协议，以 3 亿美元收购 Dialog 部分

业务和包括 300 名员工在内的资产，并另

付 3 亿美元作为未来三年交付产品的预付

款。

2、垂直整合大势所趋

在功率器件、光器件等垂直领域，趋

于稳定的市场分布成为横亘在小巨头们面

前难以跨越的鸿沟，并购所带来的格局变

动更加明显，更高级的玩家也从中诞生。

2018 年，功率器件市场发生了少有的

大型原厂并购案。90 多岁高龄的电路保护

期间供应商 Littelfuse 在 1 月完成了这家

公司史上最大一笔收购，以 7．5 亿美元买

下功率半导体先驱 IXYZ，IXYZ 将合并到

Littelfuse 的电子事业部。

这起收购不仅将增强 Littelfuse 功率

控制产品系列在汽车市场的渗透力，也让

它成为半导体的全能型巨头，业务范围将

横跨传感器、电路保护、功率器件、MCU

四大市场。两家公司的结合将为功率半导

体行业创造一个更强大的市场参与者。

同样，光器件行业翘楚之间也发生了

相当有戏剧性的争斗，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是苹果 VCSEL 芯片的两家供应商 Finisar

和 Lumentum。

光 器 件 行 业 老 二 Lumentum 在 3 月

宣 布 以 18 亿 美 元 的 价 格 买 下 行 业 老 三

Oclaro，明显是要抢下 Finisar 第一的宝座。

孰料风云难测，Lumentum 在 12 月才

等来中国反垄断机构的批准，而此前还未

完成交易的 Lumentum，先在 11 月等来了

无源巨头 II － VI 花 32 亿美元收购 Finisar

的消息。

这个耐人寻味的无源巨头收购有源巨

头案，被看作是 II － VI 以小博大、进行垂

直整合的重要一棋，也因此促成了光器件

行业一个整合了有源和无源产业链的超强

霸主。

搅局者出现：
中国军团兴起，国际影响力初步显现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横向扩张、垂直

整合是推动美国工业企业演变和成长起来

的重要方式，亦是促使日本产业在二战后

迅速恢复元气的主流方案，拥有三星等大

型企业的韩国更是长期维持着大企业主导

产业的状态。

中国，在 2018 年的半导体并购潮中，

开始初步显露影响力。

中兴事件激起了中华大地的造芯之魂，

地方政府相继推出各种政策，各路资本开

始重燃对集成电路的投资热情，芯片也开

始野蛮生长。

从列表中所整理的并购案来看，2018

年，中国半导体并购大局可以说是喜忧参

半。

尽管对于填补中国半导体产业空白来

说，海外并购是一条明显可行的捷径，但

并购也好，自研也罢，企业的长期竞争力

在于持续的研发投入、专利布局、技术领

先性和稳定广泛的渠道。

要想向自主造芯大业靠拢，恐怕修炼

行业内功还是终极要义。

1、各国监管更严格，中国成关键决策者
随着集成电路战略成为多国的国家战

略，加上垄断市场对产业造成的伤害，各

国政府对半导体并购案的监管更加警觉和

严苛，尤其是美国和中国。

在 2018 年的半导体并购潮中，中国已

经成为影响多起国际半导体并购案走向的

最大变数。贝恩收购东芝存储业务、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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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恩智浦、Lumentum 收购 Oclaro……

中国都是决定是成败的最后一道阀门。

2018 年，中美贸易战战况持续胶着，

在中兴事件、加征关税接连往中国的“缺芯”

之痛上补刀后，美国商务部突然再次发难，

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福建晋华实行禁售，

致使中国的存储产业再遇绊脚石。

相比美国，我国的半导体产业链条相

对薄弱，从上游装备制造到下游软件系统

和电子产品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若想

在国际上掌握更多的话语权，需要一系列

配套产业需求的带动。

而随着美国政策的收紧，进出口贸易

逆差将进一步扩大，一些半导体龙头企业

可能将中心转移出大陆。这或许会“倒逼”

中国自主造芯事业快速发展，但短期内也

会对下游产业造成冲击。

2、中国半导体并购案数量多，但交易额和影
响力不足

这一年，由中国企业发起的收购案在

数量上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约占全球总

数的 1 ／ 3，阿里、富士康、闻泰、格力等

巨头纷纷跨界进军芯片战场，国巨更是一

年主导了 7 个并购案。

跨境并购是成为内地公司实现全球布局

的重要方式。比如均胜电子通过收购日本高

田，改写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市场的

地位，均胜电子也真正成为全球汽车安全领

域的巨头，全球市场份额升至第二位。

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完成的半导体

并购案在交易额上还远远不能与美国抗衡。

这一年影响到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国际大型

并购案不算少，但似乎对中国而言大都不

算什么好消息。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尚且没有一家能

独当一面的大型企业。 中国本土发生的并

购案中，能够影响全球产业格局的案例寥

寥无几。

3、主流技术没有明显迈步，并购交易还需更
加审慎

我国半导体在主流 CPU、存储器领域

长期空白，主流设计技术暂时还未没有明

显迈步，去年存储器市场也持续疲软。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就这一年中国企

业主导的半导体并购案来看，鲜少有能解

决中国芯片缺乏的专利、技术等难题，或

对中国产业会造成革命性影响的案例。

比如兆易创新溢价 19 倍并购指纹识别

芯片厂商思立微一事，按照兆易创新的说

法，这一交易有助于丰富其触控芯片、指

纹芯片等产品线，拓展客户和供应商渠道。

然而此后不久，思立微就身陷和竞争

对手汇顶科技的专利诉讼案中，而思立微

在研发投入和研发团队数量上均远低于汇

顶科技，再经历此专利纠纷，兆易创新的

高溢价并购是否合理还有待商榷。

这也给其他半导体厂商提个醒，并购

不是盲目扩张，需经过严苛考量后再下判

断，下每一个棋子都要尽可能做到“落子

无悔”。

新兴领域助推半导体并购潮
自主造芯前路依然艰辛

总体来看，2018 年半导体并购事件的

主流趋势是强化技术能力、巩固市场地位、

加码新兴领域布局和实现产能拓展。同时，

并购参与方开始从应用、设计、封装向设

备材料等上游扩展。

半导体作为基础设施产业已经上升为

许多企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除了孕育出

更多富有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创企，还吸引

了越来越多资金充沛的跨界玩家。借助并

购，他们轻易踏过半导体产业的高门槛，

成为不同忽视的新生力量。

随着半导体产品走入成熟期，手机、

PC 等大市场开始收缩，而物联网等新兴领

域的起步，在 2015 － 2016 年为半导体产

业激起新的并购热潮。

半导体产业已经走到高成本时代，产

业分级趋于稳定，多数巨头都触到发展的

天花板，资本规律推动同行合并走向必然。

达摩克里斯之剑时时悬于头顶，对于这些

巨头来说，不补充实力，不加速转型，未

来就很可能会厄运临头。

时与势将身处半导体江湖的企业们推

向一个个十字路口，谁也不想成为大浪淘

沙中的那粒沙尘。在政策推进下，中国的

半导体产业正在数量上呈现起势。尽管目

前尚未出现较多有影响力的并购事件，但

今年中国企业有望摸索出更明晰的方向。

2018 年是半导体行业风起云涌的一

年，这一年埋下的数条引线，或将深刻影

响未来半导体产业五至十年的发展和格局

走向。（来源：智东西）

2018 年各国发起的半导体并购案占比 2018 年全球完成的并购案交易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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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传感器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汽车

内的通信系统正在被重新架构。

在汽车中添加更加复杂和安全的电子

部件的军备竞赛正在迫使汽车制造商重新

审视日益电动化、连接性日益丰富的汽车

内的通信系统。

直到最近，车内部件之间的通信还是

过于简单，车辆之间也不存在任何通信，

现在，这种局面正在迅速演变。更多车内

电子设备之间、汽车之间、汽车和基础设

施之间的快速和安全通信成为辅助驾驶和

自动驾驶的关键要素。

然而，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就位。

Valens 汽车公司高级副总裁 Micha Risling

表示，除非出现新的解决方案，否则，汽

车原始设备制造商将不得不在一些他们想

要引入的功能上进行妥协，特别是在自动

驾驶方面。“因为我们正在依靠汽车及周

边的大量数据实现自动驾驶，我们正在谈

论的是汽车行业的一场革命，并不仅仅是

连接性上的改变。同样的理念适用于目前

正在使用以及将要使用的所有不同元素。

这真的改变了汽车的设计方式。”

传感器数量的激增是推动汽车通信系

统改善的动力之一。目前的汽车中部署了

多达 16 种甚至更多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激

光雷达、雷达、加速度计、陀螺仪、压力

传感器。所有这些传感器都需要连接到车

辆中的 ECU 上。随着汽车内添加更多的自

主驾驶功能，这个数字还会显着增长。

生产汽车传感器的联华电子公司市场

副总裁 Steven Liu 说：“车辆之间、车辆

和基础设施的之间的通信越来越频繁，意

味着车载雷达系统的数量需要不断增加。

“部署这些系统，需要的技术包括汽车防

碰撞雷达和全球定位系统，以及汽车和停

车灯、车辆调度系统进行交互所需的传感

器。这些系统将与现有系统结合使用，比

如乘客舒适控制系统、信息娱乐系统，以

及调节温度、检测轮胎压力和气体的发动

机监控子系统。用于长途运输目的的卡车

需要负载平衡、负载转移、控制动力曲线

和风切变的系统，所有这些系统一起工作

以确保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不会被损坏，以

及卡车集装箱在整个行驶行程中的稳定。

所有这些 5G 通信应用对于各个系统完成

各自操作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鉴于迄今为止存在的技术和通信

解决方案，线束集群正在成为一个难题。

还有一个痛点就是软件代码的规模。相较

而言，一辆自动驾驶汽车的软件代码行数

可能比 F － 35 喷气式飞机多大约 100 倍，

因为自动驾驶汽车需要处理的操作场景远

比喷气式飞机要多。

“飞机自动飞行时，99% 的时间里身

边都没有其它飞机，”Valens 汽车公司的

Risling 说。“相较之下，就拿一辆在曼哈

顿或拉斯维加斯某个地方行驶的汽车来说

吧，每秒都需要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

的场景，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在汽车上部

署大量的特殊、复杂和先进软件的原因。

ECU 自己需要复杂的软件，ECU 之间通

信也需要复杂的软件，尤其在自动驾驶汽

车中更是如此。当你处理安全相关的功能

时，你需要部署很多冗余。冗余使得架构

变得更加复杂。你需要更多 ECU，更多的

通信节点，当然，也需要更先进的连接技

术。”Risling 解释说。

押注以太网

目前，汽车生态系统正在将汽车以太

网作为车载通信的主要技术规范。以太网

已经问世 40 多年，在各种环境条件下都得

到了很好的验证。

“ 以 太 网 主 要 用 于 信 息 娱 乐 和 视

频 等 领 域， 但 汽 车 行 业 也 引 入 了 以 太

网，”Synopsys IP 部门的以太网产品线

经理 John Swanson 说。“我们在汽车中

使用 10/100Mbps 的以太网时就知道它不

够快，很快就转换到了千兆以太网上，但

是千兆也不够快。看看自动驾驶汽车，只

需要拿出摄像头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能说明这种情况。因为你需要做面部识

传感器数量暴增让车载通信系统
发生重构，以太网准备好了没？
来源：与非网

导读：随着传感器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汽车内的通信系统正在被重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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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和路标识别，所以需要高分辨率的视频，

有很多路视频进来。这个个数据量非常大，

所以不用太长的时间，1 Gbps 的汽车以太

网就会过时，它会迅速进化到 2.5Gbps 和

5 Gbps，甚至更快。”

这促使像 Marvell 这样的芯片制造商

将以太网用作汽车内部的高带宽、标准化

的主干通道，将之前独立的汽车信息娱乐

系统、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ADAS）、

车身电子设备和控制系统连接起来。未来，

这些信息将和自主驾驶车辆所需的其他传

感器连接起来，以实现车内连接和与车外

的连接。

Marvell 公司连接、存储和基础设施

业 务 部 市 场 总 监 Venu Balasubramonian

表 示：“ 以 太 网 市 场 历 来 被 分 为 两

个 不 同 的 领 域。 一 个 是 速 率 高 达

25/50/100/400Gbps 的数据中心，这个市

场推动着以太网带宽的不断提升。另一个

是 10 Gbps 速率的铜缆服务的企业市场。

现在，由于汽车电子设备的增加，汽车以

太网市场逐渐成型。所有的数据和交换都

需要一定的带宽。以太网技术需要不断加

强。”

他指出，汽车市场最终可能需要 100 

Gbps 的以太网来传输图像传感器的所有数

据。而且，通过利用以太网的低成本和高

带宽，下一代汽车架构将能够实现新的应

用，包括现在可能还想象不到的功能。

Mentor 公司的系统架构师 Sherif Ali

观察到，汽车 OEM 厂商已经开始重新审

视他们的网络设计，以增加一个以太网骨

干网和用于诊断车辆的以太网诊断（DoIP）。

“鉴于未来大多数 OEM 厂商均试图通过

空中升级来更新车辆软件，这意味着大量

的数据将被下载到 ECU 中以更新汽车内数

百个 ECU 的软件。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一

种能够在升级期间使用大量数据来更新软

件的方法，实际上，以太网 DoIP 已经提供

了这种灵活性和这种能力。我们不仅使用

以太网作为 ECU 之间通信的主干通道，还

可以把它作为 ECU 与 OEM 厂商或 4S 店

之间的接口。以太网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使用以太网的规模也将会扩大。”

今 天， 原 始 设 备 制 造 商 正 在 使 用

以 太 网 总 线 这 种 骨 干 网 技 术 来 连 接 大

量 的 ECU， 业 界 也 有 两 个 不 同 的 标 准

（AUTOSAR 和 Open Alliance） 正 在 促

进以太网使用和测试的标准化。

Ali 说：“AUTOSAR 提供了一个实

施 和 测 试 以 太 网 的 规 范。AUTOSAR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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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内容被称为验收测试，它不仅适

用于以太网，也适用于很多其它通信标

准，不过，该验收测试包含了用来定义

AUTOSAR 供应商如何测试其以太网基础

软件的规范，以确保它们符合以太网标准。

Open Alliance 也提供了汽车以太网规范，

去年他们发布了汽车以太网 ECU 测试规

范。从测试和协议规范上，行业已经做好

了相应的准备。”

事实上，考虑到未来自动驾驶汽车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测试汽车以太网是至关

重要的。

目前，汽车以太网测试包括三类测试：

• 一致性测试。它确保实施以太网协

议的每一个软件都符合以太网协议，通常，

一致性测试需要大量的测试用例。

• 集成测试。它确保一个完整的网络

和基础设施能够按照预期正常运行。在一

个完成的网络中，通常使用集成测试来测

试基础架构的健壮性。

• 性能测试。它测试网络的吞吐量、

软件端和网络端的性能。这个测试主要针

对软件层面。

“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以太网使用的

是低成本的互连介质（双绞线），进行长

距离通信，使用非传统的多级信令（PAM －

3），因此，从汽车内部的一个以太网控制

器向另一个以太网控制器传送信号具有一

定的挑战性，”Cadence 的 PCB、IC 封装

以及信号和电源完整性部门的产品管理总

监 Brad Griffin 表示。“集成多个模块需

要通过一致性测试。仿真工具提供了虚拟

一致性测试供暖，以确保在实际设计模块

之前满足标准要求，减少了在实验室测试

过程中发现的错误数量，并有助于加快产

品向市场的交付。”

“与此同时，设计人员需要了解一些

使他们的汽车以太网系统更容易测试的知

识。”Mentor 公司的 Ali 指出，“他们需

要了解拓扑结构。使用代码或软件中的以

太网节点时需要使用什么样的拓扑结构？

如果只是一个实现 DoIP 服务的以太网连

接，那么它的吞吐量或性能会和实现大量

ECU 通信的以太网连接有所不同。从测试

和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设

计小组还需要了解 ECU 的位置。它是一个

网关吗？还是一个终端节点？这也是影响

测试或测试案例实施的一个方面。”

其它挑战

从 IP 的角度来看，汽车以太网面临

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增加了时间敏感型网络

（TSN）。

Synopsys 公 司 的 Swanson 说：“ 当

说到时间敏感型网络时，人们会以为它是

一个单一的规范，但是实际上它是一整套

有效的工具箱规范。 你有不同的 shaping

算法吗？需要处理抢占任务吗？因此，人

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使用这些新

功能。然而，在汽车行业，人们学习各种

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多。这

就意味着挑战在于决定将哪些功能放到一

颗芯片上。如果一个端点需要面对不同的

需求，就需要转换解决方案。如果涉及视

频内容，那么它就需要比只实现单纯的控

制功能更多的带宽。因此，了解你面向的

市场非常重要，深刻的理解才能实现真正

优化的设计。”

人们已经在这方面开展了不少研究。

New Hampshire 大学的互操作性实验室

（IOL）的以太网技术高级经理表示：“汽

车以太网已经落地运行，它可以为汽车中

的 BaseT 以太网执行 PHY 一致性半导体

测试。原始设备制造商迫切想要在很多领

域迅速解决很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汽车

领域突然同时发生很多事情的原因。当谈

到自主驾驶时，很多人都会想到在车辆之

间、车辆和基础设施之间使用无线通信，

这当然是正在成型的自主驾驶生态系统的

一部分图景。但是，即使使用了无线技术，

汽车内部从多个传感器收集信息、从摄像

头捕捉图像的应用也需要使用一种高带宽、

高可靠的车载通信网络。这就是 BASE －

T1 技术正在进入并开始取代现在的 CAN

和 FlexRay 总线的原因，它们能够提供更

高的带宽，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未来能够实

现自主驾驶。”

就 如 何 使 设 计 更 易 于 测 试 而 言，

Donahue 基 于 实 验 室 条 件 下 针 对 未 来

BASE － T1 技术进行的 100BASE － T1

实验进行了说明。他说：“IEEE 规范并没

有以一种清晰的方式描述如何进行测试，

它们描述了存在哪些需求，需要进行哪些

测试，但是可能没描述如何进行测试。芯

片供应商注意到 IEEE 规范定义了一些要

求，但是这些要求不一定是可测试的。比如，

在存在很多内部信号的地方，芯片供应商

通常不会为了测试内部信号而分配专用的

引脚。在这些领域中，确定什么合格什么

失败可能非常困难。硅片供应商有时会比

较沮丧，因为 IEEE 标准并没有直接说明

哪些是必须测试的，哪些必须是可测试的，

所有，很可能无法得到一个完整的可测试

的报告。”

结论

汽车以太网似乎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汽

车通信方案。它很好理解、部署成本低，

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而且，在当前的技

术路线图中，仅仅通过使用光缆替代铜缆

就可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但是，在解决方案之间的互操作性和

以太网规范的解释澄清方面还有许多工作

要做。尽管目前来看，至少在车载通信方

面，以太网技术似乎是个大赢家，但是目

前还有一些正在开发中的其它备选方案。

和快速发展的汽车市场中的所有东西一样，

任何事情都可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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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8 年 9 月 27 日

消息，2018 年 1 月至 8 月，中国工

业机器人累计产量达到 101,717 台（套），

同比增长 19.4%。伴随于此，辅佐机器人

进行更高精度、更强适应性自动化生产的

机器视觉技术，在近几年也得到突飞猛进

的发展。工业机器人与机器视觉技术不仅

仅局限在工业生产场景中结合使用，随着

经验的积累与技术瓶颈的突破，二者还将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机器视觉与机器人的完美融合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自动化，工业

机器人在控制系统的指挥下，重复特定的

动作流程完成加工。换言之，产品加工精

度的保障依赖于控制系统的稳定性与整个

机械系统的精度。但是加工过程中随机误

差的产生在所难免，诸如不可预测的震动、

产品在工位间传送发生的偏移等，此外机

械结构随着长期使用、精度下降带来的系

统误差还会导致产品批量报废。而简单的

传感器对于这些误差的规避又显得捉襟见

肘。加上现今产品序列纷繁复杂，市场对

于柔性生产的要求与日俱增，工业机器人

想要在“失明”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切就显

得尤为困难。

而当工业机器人拥有了机器视觉赋予

的“慧眼”，上述问题便迎刃而解。拥有“慧

眼”的工业机器人在看到目标之后，经准

确分析定位后引导动作，避免了产品传送

中的偏差，增强了不同产品的生产适应性，

同时大幅提升产品的加工精度。此外，机

器视觉还能检测成品的精度，免除人工抽

检带来的低效、误差与漏检。随着智能制

造的深入，具备视觉感知能力的智能设备

益发盛行，机器视觉作为前端感知的核心

部件，市场需求旺盛。海康机器人起步于

海康威视机器视觉业务部，依托海康威视

在图像传感、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领

域多年的技术积累，已发展成为面向全球

的移动机器人、机器视觉产品和算法平台

提供商，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持续推动智

能制造进程。

机器人定位引导分类

在机器视觉与机器人相结合的应用场

景中，机器人引导定位应用最为普遍。关

于此类场景，海康机器人与合作伙伴共同

实施了大量成功案例与成熟方案。机器人

定位引导可大致分为 3 种模式，并进而细

分为 6 小类：

图 1 固定相机

图 1 所示的三种工作方式称为固定相

机模式，即相机安装在设备机架上，不随机

器人的运动而运动，自左至右又依次分为抓

取工况、抓取偏移纠正工况和放置工况。其

中抓取工况，相机对传送过来的来料进行拍

摄和粗定位，将定位信息传输给机器人以便

机器人根据定位信息抓取来料，如此可降低

对工位间传送机构准确性的要求，确保抓取

的稳定性；抓取偏移补正工况可通过设置在

机械臂另一侧的下相机对工件进行二次精准

定位，极大程度上消除来料偏差，确保能有

针对性地对每个来料进行加工；放置工况内

容涵盖广泛，可以是简单的放置，亦可以是

贴合、安装等，即使用相机定位最终的目标

位，结合前述两种工况，真正做到针对每个

工件有的放矢。

图 2 运动相机

图 2 所示为两种运动相机模式，即相

机安装于机械臂顶端随机械臂一同运动。

虽不同于上述固定相机模式，但固定相机

模式和运动相机模式在功能上殊途同归，

都可实现定位抓取与引导放置。两者在保

证功能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安装可能

性以应对不同的环境与硬件条件限制。

图 3 其他类型

针对不同的设备安装场景，为提升硬

件安装的适应性，固定相机模式与运动相

机模式也可结合使用，如图 3 所示。

视觉系统设计

结合不同场景，应用各类型硬件的选

型搭配，保障机器视觉技术与机器人有效

配合的前提是系统整体的合理设计与安装

布置。

海螺 8 是海康威视工厂生产的一款摄

像头，其装配需完成前盖定位、泡棉上料、

透镜定位安装、灯板定位安装锁附、前端组

机器视觉定位技术助力工业机器人智能化
文：张宜方

导读：伴随着工业机器人的飞速发展，辅佐工业机器人更快、更准、更灵活地工作的衍生产业也在悄然崛起。本文针对为工业机

器人赋予“慧眼”的机器视觉，着重介绍了二者结合在机器人定位引导类项目中的应用。内容包括定位引导项目的分类与标定策略，

以及通过软硬件设计与实际应用中的一些案例，阐明机器视觉在该类重要应用中为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带来的迅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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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定位安装锁附等一系列动作，整个过程应

用了大量机器人与机器视觉联合定位引导。

如图 4 左所示的灯板锁附工位负责灯板锁

附过程中螺钉的来料定位与引导安装，由于

设备安装空间的局限性，项目中选择了空间

需求更小、工位更加节省、安装更灵活的活

动相机方式。海康威视自主研发生产的 600

万像素面阵相机配合 25mm 焦距的 500 万

镜头，连同环形 LED 光源安装在机械臂末

端，随同机械臂一同运动。

图 4 海螺 8 视觉系统与成像效果

如图 4 左所示灯板定位螺钉安装工位

中，螺孔精度为 ±0.05mm，这对于视觉

与机器人配合的精度提出了较高要求。相

机连同机械臂在取料位定位螺钉后，机械

臂前端的吸铁石准确吸取螺钉并运动至安

装位；相机在安装位再次拍照定位螺孔后，

螺钉被精确旋紧。

单个螺钉从定位取料到完成安装整个

过程仅耗时不到 5 秒，且通过视觉定位极

大程度提高一次性安装成功的稳定性，避

免人工安装时瞄准螺孔、效率波动带来的

时间耗费，人力成本也得到降低。视觉定

位的应用，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优化加工工

艺、提升产能。

基于合理的硬件选型与空间配置，最

终得到稳定优秀的画面质量（如图 4 右所

示）。借助海康机器人自主研发的工业相

机客户端 MVS 和海康威视机器视觉 VM

算法平台，使用模板匹配、圆查找等工具

对图像中的螺孔等特征进行精准分析定位。

标定——精度保障的重要环节

在设备最终投入使用前，还会经历一

个重要环节——标定，这也是视觉与机器

人之间的桥梁。

海康威视机器视觉 VM 算法平台中包

含成熟的标定算法模块，能在确保标定流

程开发高效性的基础上，让工程师使用完

善的标定算法模块有针对性地为自己量身

定制标定程序，以此实现标定流程的简洁

性、准确性和复用性。

在合作伙伴利用海康威视机器视觉

VM 算法平台开发的某一视觉项目中，设

备需要对三个工位上的三台相机分别进行

标定。在精度要求最高、空间条件最好的

二工位，即抓取偏移补正工位，固定安装

于机架的下相机完成了对带有角点（有方

向性）的点阵标定板的 11 个位姿的采图，

并利用海康威视机器视觉 VM 算法平台中

多点标定模块快速实现二工位完整的 11 点

标定。一、三工位的相机只需要对标定板

进行一次图像采集，通过对比相同特征在

不同采图中的坐标，得到不同像素级别的

相机之间尺度和角度的变换关系，即通过

坐标映射建立与二工位之间的联系，完成

一、三工位的标定。

图 5 N 点标定流程

整个标定流程只需采集 13 张图片，在

不影响精度的情况下，利用坐标映射极大

程度地精简了标定流程，节约了开发和时

间成本。至于标定流程本身，如图 5，基

于已有的模块，只需根据机器人的实际动

作在 N 点标定模块中设定 N 点步进的距离

d 和旋转角度 α 并选择图像中进行定位的

特征，海康威视机器视觉 VM 算法平台会

自动按照图示位姿顺序完成标定矩阵的计

算，供最终图像坐标向物理坐标转换时使

用。其中特征点可以是诸如图 5 实例中的

圆、角点线段等的任何特征，这也消除了

标定板选用的局限性。而旋转角 α 的引入

解决了机械臂末端旋转轴与执行元件的不

共轴问题。在此基础上，完成一、三工位

的坐标映射乃至更多定制的标定流程，整

个过程的开发周期也会大幅缩短。

软件配合

视觉系统在软件层面完成的首要任务

是与设备动作之间的正常通讯，海康机器

人联手合作伙伴，在众多项目的实际操作

中完成了与 ABB、EPSON、FANUC 等诸

多工业机器人的成功对接。其次，任何系

统的开发最终都会落实在界面的操作，对

于操作员来说，操作界面的友好度同样是

确保设备正常、高效使用的重要因素。

针对不同客户自身的应用案例需求，

海康威视机器视觉 VM 算法平台提供多样

性的通讯模块以应对不同的通讯协议。同

样，海康威视机器视觉 VM 算法平台丰富

的 SDK 也为工程师提供了独立自主开发

软件的可能性，以契合不同的应用场景和

客户需求。如图 6 是合作伙伴在一个机器

人对位贴合项目中调用海康威视机器视觉

VM 算法平台 SDK 编写的软件界面。

图 6 标定过程采图

界面主体显示了相机的实时采图，右

侧功能页可设置包括光源、相机、视觉方

案在内的多种选项，并且随时可以根据需

求的调整进行增减。

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工业应用对机器人的

诉求早已突破既定重复的简单组装工作，

面对当下对“延展性”的更高要求，机器

视觉正在逐渐拓宽机器人的应用范围。

本文立足于机器视觉与工业机器人的

结合，着重介绍了二者在定位引导类项目

中的应用，并通过硬件系统搭建、标定流

程设计、软件界面设计的实际案例，阐释

机器视觉在此类项目开发中的难点与优势，

以期为二者结合在多领域、深层次的应用

提供更多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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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8 年对于不少汽车人来说，也许不是一个好年，整体汽车

市场呈现负增长态势已是大概率事件。目前，国内汽车产销

规模已达到较高基数，未来行业低增速将呈常态化，市场竞争也将

越发激烈，优质龙头效应显现，行业洗牌或加速到来。

但从长期来看，我国汽车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汽车配置

的提高，零部件国产化比例的提高，电动化、智能化、互联化等新

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汽车产业的扩大开放都将有助于汽车产

业的升级。

在 2019 年伊始，我们邀请到了阿里巴巴大经济体中的汽车及

出行领域相关从业者，让他们谈谈对这个行业的理解，一起来看看

他们眼中 2019 年的汽车及出行市场将发生哪些变化。

高德汽车事业部总裁韦东：
L3 级别自动驾驶汽车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未来 5 年，汽车智能化的进程将进一

步加速。地图和位置信息服务，会让汽车

变得更有乐趣，也更有效率。一方面，结

合位置信息和交通大数据，车载服务将更

加场景化，个性化，也更智能。AR 导航

带来最易懂的精准引导，交通大数据分析

结合个人驾车偏好数据，能实现最优路线

规划。人们驾车出行将变得更加轻松，也

更有乐趣。另一方面，随着 L3 级别自动

驾驶汽车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高精地图将为车辆提供传感器检测范

围的超视距感知，配合实时动态的交通信息，以及基于地图与定位

的车路协同，让车辆对前方道路情况了如指掌，不仅为人们提供更

安全、更舒适的驾乘体验，出行效率也将得到大幅提升。

AliOS 总经理王矛：
汽车将逐渐走出中控屏智能，软件定义车的时代真的来了

未来汽车系统会越来越数字化，会有

越来越多的传感器、计算单元和其他电子

化设备整合进整车平台。这些设备所产生

的数据量会几何级增长，对算力管理和调

度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亟需一个统一的

大规模协同计算平台来调度整车各域的硬

件资源。

2019 年，不止中控屏，越来越多的

车内设备，包括更多屏幕、汽车传感器及

控制单元等将接入到统一的系统平台中。整车设备的联动为驾驶者

带来全新的出行体验。同时，OTA 将逐渐普及。未来汽车的体验

将不仅仅取决于出厂的硬件配置，软件能力持续进化带来的体验提

升，将真正开启“软件定义车”的时代。

斑马网络 CEO 郝飞：
2019 年中国汽车产业正式进入运营元年

2019 年中国汽车产业正式进入运营

元年，围绕“人车关系运营”将催生新的

商业模式，需要整车厂由原来以“开发制

造为重心”的线性思维变为以“服务运营

为中心”的网状拓扑结构的生态圈思维。

2019 年，智能网联将成为标配且基础能

力将趋于同质化，核心竞争力将落脚于以

AI、大数据等技术和生态服务产生的体验

差异化。

阿里巴巴发布 2019 汽车产业发展
趋势，未来开车不需要带驾驶证
来源：猎云网

导读：从长期来看，我国汽车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汽车配置的提高，零部件国产化比例的提高，电动化、智能化、

互联化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内汽车产业的扩大开放都将有助于汽车产业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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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鸟 ET 物流实验室负责人张春晖：
自动驾驶乘用车依然是伪需求

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判断，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自动驾驶乘用车都是伪需求，个

人的驾驶体验仍然无可替代。但是对物流

行业来说，自动驾驶将会彻底改变整个运

输生态，提高效率、持续的削减成本，向

社会提供稳定优质的物流服务。所以菜鸟

最早开始了自动驾驶在物流领域的应用尝

试，并持续探索至今。今天对自动驾驶能

否快速落地仍然备受争议。但我们认为，

科技公司和主机厂的合作将会加速自动驾驶时代的来临。

支付宝交通用车事业部总经理林光宇：
未来开车不需要带驾驶证

未来，对车主提供的用车服务会更智

能、更主动。比如以后车主开车根本不需

要带上黑色、蓝色两个本，只要坐上驾驶

位，车子就知道是谁在开车，系统会自动

加载车辆的电子行驶证、驾驶员的电子驾

驶证。平时如果车辆有违章、要年检、需

要加油充电或寻找补给站等，车辆都会主

动提醒并提供相应用车服务，让汽车更加

个性化且有温度，成为车主真正的伙伴。

阿里云汽车与智能出行事业部总经理刘飞：
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与运营将成核心竞争力之一

除智能网联、共享出行、新能源、自

动驾驶外，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与运营会逐

渐成为车厂新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数据平

台的建设与运营，在营销领域，可以实现

线上线下数据打通，数据使用与结果的完

整闭环，进行精准的客群分析、市场分析、

产品规划与广告投放等；在生产制造领域，

可以实现产线数据的打通，进行生产知识

库的建设，优化改良工艺环节，让工厂实

时在线，提供关键决策数据；在供应链领域，可以减少库存、降低

零配件供货周期、提升供货质量等。当车企将营销、出行、智能网

联、生产制造、研发设计与供应链等数据全部打通，将会对汽车领

域带来革命性变革。

小鹏汽车 CEO 何小鹏：
2019 年造车新势力将拉开距离，没有产品就活不下去

我认为 2019 年造车新势力会有两个

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分层，最前面的和中

间后面的企业拉开的距离会越来越远。第

二个趋势我认为，新造车势力 2019 年必

须都出来产品，必须得到市场的检验，做

得更慢的企业就没有办法抓住这个时间窗

口了。所谓行业的机会和痛点，还是谁能

够把品质做好，谁能够克服 2019 年经济

L 型的挑战，谁能把真正把科技汽车汽车

和传统电动汽车企业这两个层级分开来。

千寻位置智能驾驶事业部总经理年劲飞：
2019 年将成高精度定位上车应用元年

伴随智能汽车发展的浪潮，高精度定

位、高精度地图将成为智能汽车的标准配

置，2019 年将成为高精度定位上车应用的

元年，越来越多的智能汽车具备高精度定

位能力。特别在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的中

国，简单、可靠、安全的高精度定位，将

成为智能汽车的必需品。高精度定位将汽

车从十几米、几米的定位误差缩小到厘米

级别，带来道路使用效率、汽车出行方式

的重大变化。因此，车道级导航，自主泊车，高速自主巡航、V2X

将成为高等级自动驾驶来临前的主要商用的高精度应用场景。

大搜车创始人、CEO 姚军红：
车市进入两年整体调整期，数字化成关键词

对于车市行情来说，如果说 2018 年

是行情好坏分割线，那么 2019 年将是生

死分割线：一是消费信心会比 2018 年更

差，二是汽车产能过剩只会更厉害，三是

渠道会不断收缩。如上三种情况，会导致

整个行业更加混乱，甚至会出现厂商倒闭、

整合的情况。

机会在哪里？我认为汽车交易和流通

环节加速数字化是方向。一是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产业高效协作，

提升整个产业的效率。二是新零售将会在行业内得到更大的普及，

更低的购车门槛、更贴近生活圈的渠道能大幅提升客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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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冬还没完全过去，可穿戴设备的春

天似乎就快来临了。

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达到 1.253 亿部，

较 2017 年增长 8.5％，并有望在未来五年

以 11.0％的复合年增长率持续突破。

不过，这一次引领潮流的并不是已经

糊了的“三大俗”：智能手表、智能手环、

智能眼镜。而是其他诸如增加了生物识别

跟踪技术的智能耳机、能发出振动信号的

腕带等等。新兴的可穿戴设备画风似乎出

奇的一致：那就是作为一种技术解决方案

来干预和辅助医疗。它们与“前辈”究竟

有哪些不同？需要怎样的条件才孵化而生，

又能否带来真实的价值？

从治未病到治已病：
可穿戴设备的新机会

众所周知，浇灭上一波可穿戴星星之

火的，是产品实用性功能的集体缺位。

不过，最近有一波可穿戴设备开始走

红，它们直接作用于治疗环节，帮助患者

调节生理功能。硬核玩家的出场能为可穿

戴设备正名吗？

能救命的可穿戴设备都长什么样？
来源：脑极体

导读：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达到 1.253 亿部，较 2017 年增长 8.5％，并有

望在未来五年以 11.0％的复合年增长率持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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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来看几个比较成熟的应用案例：

1、能够刺激帕金森症患者手部活动的腕带
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往往行动迟缓、四

肢不稳、手部抖动，而来自微软的研究人

员 Haiyan Zhang 开发了一种名为 Emma

的手表，能够对使用者的手部进行震动刺

激，让患者恢复绘画、书写等需要精确运

动的功能。

2．帮助渐冻人症患者控制设备
飞利浦和 Accenture 联手共同研发一

个名为 Emotiv Insight 的可穿戴脑波追踪

设备，通过扫描渐冻人症患者的 EEG 脑电

波，可以绘制出“大脑计算机交互界面”，

然后将数据传输到平板电脑上，患者就可

以通过平板电脑来控制相关电子设备，比

如操作电视、灯泡、拨打电话等等。

3．让多动症儿童集中注意力
多动症儿童大多存在注意缺陷障碍，

过于活跃，难以集中注意力去完成一件事。

而 MIT 设计的 AttentivU 设备就能够很好

地帮助到他们。

像戴眼镜一样，就能够实时测量使用

者的脑电图，在注意力降低时发出震动，

提醒其专心。比起药物治疗，AttentivU

只需在完成注意力任务时佩戴，给孩子带

来的副作用明显更小。

4．视力障碍人群的“第三只眼”
以来来自以色列的公司为视力障碍人

士研发了一套能够自我导航的可穿戴设备。

在眼镜上加载了一个小型摄像头和芯片，

可以对看到的东西进行解析，再通过骨传

导语音告诉使用者面前的物体是什么。

目前，OrCam 能够识别文字和图像，

未来还将增加脸部识别功能。例如购物时，

使用者只需将商品拿起来，设备就会告诉

他对应的名称甚至是原料表。

5．调节负面情绪
如果说上述产品都只针对小众人群，

还有很多可穿戴设备可以帮助一些负面

的 情 绪 和 生 理 反 应。 比 如 MIT 开 发 的

BrightBeat 应用软件，在音乐中嵌入了几

乎不明显的节奏模式，可以减慢人的呼吸

速度，通过调节心率来帮助人调整情绪。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每次生理期都要

面临“不可承受之痛”，又担心止痛药会

产生副作用或抗药性，只能硬扛。不过，

一种名为 Livia 的新型设备，只需将电极贴

片贴在疼痛处的皮肤上，打开开关，疼痛

信号就会被微电流阻断，无法传递给大脑，

从而有效减轻疼痛。

从偶像派到实力派：
可穿戴设备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看到这里，相信小伙伴们已经发现，

这批硬核型的医疗可穿戴设备都有哪些共

性呢？

首先，交互上更加注重个性与功能性，

不是非要有一块屏幕不可，很多功能是通

过骨传导、震动、微电流等方式来实现。

其次，收集的数据更精准。此前大

部分可穿戴设备（哪怕是最先进的 Apple 

Watch ）所采集的数据，并不能满足临床

医疗判断所需要的精准度级别，但医疗型

设备能够达到这一要求。

另外，能力变得足够强大，医疗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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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设备可以真正让人变得更强，高度介入

人类的生活甚至身体机能，更不是徒有炫

酷的外形或简单的数据记录。

哪怕此前对可穿戴设备嗤之以鼻、不

屑一顾的人，也很难保证完全不需要借助

它来提升（尤其是疾病阶段）的生活品质。

根植于这种普适需求，可穿戴设备的新方

向迅速火爆，吸引了无数的期待和注意。

数年摸索，一剑封喉。那么，帮它拼

出个未来的功臣都有哪些呢？

孵化一个产业的春天，需要哪些必要

条件？

目前来看，帮助可穿戴设备踩上“风

火轮”的，离不开四个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1、数字医疗的发展：干预医疗的前提，

首先是人体医疗数据的采集。随着电子皮

肤、脑波追踪等多种传感器的出现，有效

的专业医疗数据已不再是问题。协助临床

决策，是可穿戴设备从可有可无变得不可

取代的前提。

2、脑科学的深入了解：借助可穿戴设

备干预治疗，无法离开对脑科学、人体神

经系统等的深入理解。比如 Emma 腕带的

原理，正是对帕金森患者大脑发出的特定

信号进行干扰，通过震动分散大脑对手部

的注意力，从而减少发送错误的信号，打

破了原本混乱的内反馈回路。

（未佩戴和佩戴 Emma 手表的前后对比）

3、AI 技术 的进 步：AI 作为数据处理

中枢，由它来决定设备的下一个动作，是

实现增强的关键。

4、微软就利用机器学习技术：量化帕

金森复杂症状的模型，包括身体僵硬、步

态缓慢、跌倒等等，以及缓解这些症状的

策略，来指导Emma进行决策。能否高精准、

低延迟地识别出物体并告知使用者，也依

赖于背后的计算机视觉算法。

5、“端＋云＋边”基础设施升级：大数

据和算法，给了智能增强发挥的“食材”，

而“端＋云”基础设施的算力解决方案，

才能实现“大火快炒”。例如“导盲眼

镜”又要给使用者提示前方的红绿灯，又

要注意他身边是否有熟人。要是计算能力

跟不上，一旦开始面部识别＋大数据匹配

blablabla，可能刚算出对面是自己亲舅老

爷，紧跟着就闯红灯呜呼哀哉了。

面对复杂并行任务的数据处理需求，

除了搭建高性能云平台之外，加大智能终

端设备甚至是红绿灯等边缘设备的计算能

力，澎湃的算力才最终呈现出了可穿戴设

备的魅力所在。

正是如此多的新能力与新环境，才为

可穿戴设备创造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功能，

迎来了真正爆发的春天。

注定会到来的新世界，
我们准备好了吗？

说了这么多，可以确定的是，可穿戴

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在不远的将来解开众多

疾病带来的束缚，盲人、残疾人、中风患

者都可以和正常人一样活动。

这种可能性，是技术带来的最大惊喜，

也将新的不平等推到了公众面前。

且不提这些医疗可穿戴设备的价格往

往十分高昂。一套能够帮助截瘫患者重新

站立行走的外骨骼（Exoskeleton）系统，

售价高达 6 万多美元，普通民众很难承受。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可穿戴设备不

再满足于治疗和恢复人类的正常功能，而

是与基因技术相结合，来增强和改造人体，

获得超出正常范围的“超能力”，那么原

本就非富即贵（支付得起高昂的改造费用）

的人们，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健康、更

加强壮，社会阶级划分也会变得更加明显

且牢不可破，正在让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伦

理困境：技术越发展，越容易滋生特权。

而如何应对并重建新世界的丛林规则，

没有人能给出一个面面俱到、和平美好的

答案。

就算极尽可能将辅助医疗设备纳入社

会保障体系，但很多阳光下的医学项目，

本身就需要无法估量的资金与时间去滋养，

市场化是其注定的宿命。就算这些成果全

部民主化了，又如何避免疯狂科学家在富

豪资助下暗搓搓地进行增强实验呢？

……脑洞开得太大了，停。

回归到可穿戴设备本身，距离大规模

普及实际还很遥远，但它的再次崛起，源

自于清晰的应用场景和真实的功能价值，

是一场早已注定的身体革命。作为日常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撬动多大的金

矿，真是个让人心动又心悸的未知数。（作

者：脑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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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消息，全球一线光模块厂商索尔

思 光 电（Source Photonics） 已 确

认参展将于 2019 年 9 月 4-7 日在深圳会

展中心举办的第 21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简称：CIOE 中国光博会）。

若要探寻索尔思光电扩充自身实力的

深层原因，那么其致力于满足快速变革的

数据中心和 5G 市场极速增长的客户需求

无疑是一大要素。

全球光器件和收发模块的领军者索尔

思光电已确认其位于中国江苏金坛的全新

晶圆厂即将正式开业投产，这将有助于其

为全球客户的需求给予更快速的响应和更

优质的服务。因为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中

仅少数拥有自建晶圆厂，所以索尔思在台

湾工厂的基础上再建金坛基地这一战略规

划，旨在巩固并强化公司在光通信领域的

现有优势。它将承接台湾晶圆厂的制造能

力，并将使索尔思 InP 激光器及相关组件

的产能整体提升 2 倍以上。目前台湾新竹

工厂也已在过去三年中实现了产能翻番。

此次总投资超过 5000 万美元的金坛工厂

将继续助力索尔思的技术创新研究和客户

的未来需求。

50G QSFP28 ER

公司的金坛芯片基地拥有高集成性的

激光芯片生产能力、高精度 TO 制造和超

先进的研发硬件，支持品牌的全球技术规

划，并服务于国内客户。该厂的芯片制造

包括基础晶圆、再生和芯片加工。TO 制

造将应对高速 PON 和 5G 市场的高阶需求。

此次战略布局索尔思继新竹工厂生产升级

后的又一重大举措。新竹工厂在激光器生

产领域拥有 20 多年宝贵经验，之前已完成

的生产升级包括 MOCVD 和先进涂层技术

升级，以支持光模块组装、完美应对客户

供应链的弹性需求。

400G QSFP-DD LR8

“这些全新的战略投资与公司的整合

生产能力不谋而合，对满足客户需求、强

化客户体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索尔

思光电首席执行官 Doug Wright 说道，“索

尔思在激光器件生产到模块组装的整套价

值链管理方面都独有心得，也在业界拥有

显著优势。这样的竞争力可以提升产品上

市进度，实现生产创新，并针对客户所需

具备更多的灵活性。”

新建的金坛工厂拥有先进的研发实力

和可靠性实验室，并严格遵循公司自有的

索尔思管理体系（SMS）管理生产流程，

高效践行精益管理（LEAN）理念——包

括符合环境管理最高标准的零排放废件处

理等一系列最先进的环境监管措施。作为

责任商业联盟（RBA）的积极成员，索尔

思光电将致力于维护企业社会责任（CSR）

的最严苛标准。

25G SFP28 LR Lite

据悉，在今年 CIOE 中国光博会上，

索尔思将带来 50G 光模块、25G 光模块、

400G 光模块等一系列热门产品，能广泛应

用于光通信、信息处理及存储、数据中心、

云计算 & 大数据等各个领域，诚挚邀请业

界同仁莅临 1 号馆 1B05 展位参观、交流

及业务洽谈。

索尔思金坛工厂全面启用
光芯片组装自产优势凸显
——索尔思将携光模块系列产品参展 CIOE	2019

关于索尔思光电
索尔思光电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光通信技术供应商，
其创新且可靠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和城
域网络的通讯与数据连接。我们首创的下一代解决
方案旨在为广大客户提供能适用于全球极速增长
的云基础架构、无线通信、宽带技术和光纤到户需求
的技术支持。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西山的索尔思
光电建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和产品研发中心，并在全
球多地设有销售办事处。

关于 CIOE 光通信展
CIOE 光通信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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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了国内外优
质通信器件商、设备商、系统集成商、运营商及服务商，
特设数据中心展区，专注于云计算、大数据、数据中
心服务、ICT 系统设备及基础设施，深度匹配光通信
领域产业链，结合同期光通信行业高峰论坛，聚焦行
业热点，透析市场商机，助力企业开拓优质人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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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 直腔面发射激光器（VCSEL）是一

项久经验证但直到最近才被挖掘的

利基技术，由于智能手机及其它移动设备

中引入的 3D 人脸识别应用，而突然变得

非常热门。

VCSEL 之前主要作为一种低成本运

动跟踪和数据传输的光源技术用于计算机

鼠标、激光打印机和光纤通信。但是，随

着苹果公司（Apple）决定在其旗舰手机

iPhone X中使用VCSEL进行3D人脸识别，

使 VCSEL 技术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苹果

的这一技术抉择，以及紧随其后的智能手

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的大量涌入，使

整个 VCSEL 市场新的制造、测试和验证

规模不断扩大。

“ 对 于 VCSEL 市 场， 很 多 年 来 一

直 不 温 不 火，”Veeco 首 席 技 术 官 Ajit 

Paranjpe 说，“但是随着新应用的兴起，

VCSEL 技术得到了显著重视和改善。我们

终于克服了学习曲线，实现大规模生产制

造，当我们进入第二个大规模应用——采

用 VCSEL 阵列的激光雷达（LiDAR）时，

这将是自动驾驶所必需的关键技术。此外，

VCSEL 已经在服务器集群中用于机架到机

架的通信。在板对板通信（例如光学背板）

应用之后，理想的是芯片到芯片的通信，

最终将采用全光互连。真正的问题是我们

什么时候需要它。”

VCSEL 只是少数几种硅光子方案中的

一类，开始吸引了市场的极大关注。整个

半导体行业都在努力将这些技术中的一种

或多种引入主流，尤其是在通过引线传输

电子的先进节点变得愈发困难的情况下。

“在智能手机中有多个隐藏和非隐藏

的摄像头，”Synopsys 光子解决方案研

发总监 Twan Korthorst 说，“这些摄像

VCSEL 为何突然火了？什么是 VCSEL ？
来源：微迷网

导读：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VCSEL）是一项久经验证但直到最近才被挖掘的利基技术，由于智能手机及其它移动

设备中引入的 3D 人脸识别应用，而突然变得非常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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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可以识别用户是否正在看手机并进行光

学测量，这正是 VCSEL 的用武之地。这

些模块中有探测器、光源和图像传感器，

VCSEL 是其中的一个小型分立元件。”

什么是 VCSEL ？

客观来说，VCSEL 只是可以用于这些

设备的基于芯片的众多光源之一。VCSEL

如此吸引人的原因是其激光垂直于器件发

射，这有很多好处，包括从大规模生产制

造到测试等方面。

“VCSEL 可以使用晶圆探针和晶圆级

测试，”Paranjpe 说，“而对于边发射激

光器（EEL），必须对晶圆进行切割，然

后构建器件的其余部分并对其进行测试，

这会使测试变得更加困难。”

不过，这并未减缓对 VCSEL 其它方

面的研究，其中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不同材

料的堆叠，以及将部分或全部材料整合到

一个封装中。什么被放入封装，或留在封

装外，仍在不断研究中。

“目前大型代工厂正在开展一些有趣

的工作，以打造连接不同芯片的光子元件，”

西门子（Siemens）旗下子公司 Mentor 的

Calibre DRC 应用营销总监 John Ferguson

说，“主要问题是光波导必须有一定的尺寸，

大约几个微米，必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

占用了不少空间。光子学不会从更先进的

节点中受益，实际上到目前为止，65 nm

是最先进的工艺节点。”

VCSEL 的下一轮机遇是具有更高功率

要求的 LiDAR 等汽车应用。这类应用需要

使用更大的 VCSEL 阵列。

“这将需要采购更多的金属有机化学

气相沉积（MOCVD）系统，以保证制造产

能加速跟上 LiDAR 系统的需求，”Veeco

产品营销总监 Mark McKee 说，“现在的

问题是如何实现最高的性能和最高的产率

以满足市场需求。这需要基于业界领先的

MOCVD 技术。关键要求是晶圆表面金属－

有机物和氢化物的均匀性和层流，均匀、

可控的温度，以及各层之间清晰的界面。

为了实现最高的产率，制造平台需要维护

周期之间更长的可生产时间，预防性维护

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更快的外延生长速率。”

VCSEL 采用频率为几十个千兆赫兹的

激光脉冲进行测距和飞行时间计算，通过

每帧图像之间的变化来识别运动。美国国

家仪器公司（National Instruments）首席

营销经理 David Hall 指出，目前还不清楚

这种方案是否可以用于改进 LiDAR 使用更

长波长激光和连续扫描的趋势。

Hall 说：“3D 人 脸 识 别 系 统 和

LiDAR 系统之间的要求似乎没有太多重

叠，3D 人脸识别系统足够经济，可以集成

到智能手机中；而 LiDAR 系统应该需要比

VCSEL 能够达到的更远距离的连续扫描。

这两种系统是否可以从彼此的方案中受益，

还有待观察。”

LiDAR 是有前景的潜力市场，但汽车

典型 VCSEL 剖面图

基于结构光原理的 3D 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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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和 2023 年 VCSEL 市场预测
图片来源：《VCSEL 技术、产业和市场趋势》

内部的 3D 运动检测和 3D 人脸识别等短

期机遇更具吸引力。苹果公司 VCSEL 芯

片供应商菲尼萨（Finisar）新市场副总裁

Craig Thompson 表示，“利用该技术可

以识别驾驶员是否在打瞌睡，或使乘客可

以用手势控制信息娱乐系统或其它系统。”

2004 年，Finisar 收购了“霍尼韦尔

（Honeywell）首次将 VCSEL 商业化的业

务部”，并将市场从计算机鼠标和 PC 外

围设备扩展到数据网络领域，此后一直致

力于开发用于运营商级数据网络设备的光

纤－铜缆接口的 VCSEL。

但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在 LiDAR 中采
用当前形式的 VCSEL。

“VCSEL 激 光 往 往 接 近 可 见 光 波

段，因此，可能会在提高功率时具有一定

的危险性，”Cadence 杰出工程师 Gilles 

Lamant 说，“LiDAR 需要非常高的功率，

来获得所需要的各种探测范围，这可能会

对人眼造成风险。尽管接近可见光波段，

但它们的低功率应用是安全的，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可以将它们用于 3D 人脸识别，

以及相机测距等应用。”

Lamant 表示，VCSEL 的真正优势在

于其便利性、灵活性和功率，以及与其它

激光源相比的热效率。

“VCSEL 垂直发光，这使得构建垂

直于芯片的 VCSEL 阵列变得很容易，而

且它们在相当宽的温度范围内都非常稳

定，”Lamant 说，“VCSEL 还被证明可

以在一个系统内编码数据信号和发送数据。

这将遇到频率的限制问题，尽管如此，我

们仍在寻找一种集成光学与硅基解决方案

的方法。”

Thompson 说：“VCSEL 每瓦输出的

光也远超其它激光光源。此外，VCSEL 芯

片引线也更容易，因为激光从顶部发出，

可以在芯片下方进行电气和热管理。”

VCSEL 的输出功率也可以通过尺寸线

性扩展。VCSEL 每个激光出光孔是独立且

基本相同的。芯片上的孔径越多，输出的

能量就越大，将它们全部连接到单个电源

就可以使它们一起发射。将芯片布线不同

的区域，可以使它们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

的图案发射，其功率输出由出光孔的数量

确定。

“数据网络设备应用的 VCSEL 在几

百微米见方的一颗芯片上有一个出光孔和

一个发射点，”Thompson 说，“而在高

功率 3D 传感 VCSEL 中，将有数百个出光

孔，芯片将达到毫米见方。它是一种非常

独特、容易扩展的激光结构，就像是一种

乐高（LEGO）积木技术。”

Ferguson 说：“热干扰或其它类型的

噪声可能会影响数据中心的 VCSEL 使用，

但能够识别这种干扰的测试并不常见。”

“ 这 不 像 测 试 台 上 用 探 针 测 试 的

IC，”Ferguson 说，“你需要在这些器件

的外部进行光信号处理，这并非易事。一

些大型系统公司正在努力推动代工厂这样

做，以了解他们还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做些

什么，因为除了数据网络以外，我们正看

到越来越多的应用。汽车领域的光子学应

用包括 LiDAR 和自动驾驶汽车，看起来

VCSEL 技术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

公司正在探索这项技术，现在已经有几家

公司我们预计会在明年推出相关的产品。”

Thompson 说：“明年应该会推出很

多应用 VCSEL 的产品。已经在生产、测

试和验证的 VCSEL 的数量将远超以往。”

1996 年霍尼韦尔商业化 VCSEL 之后，

该技术在计算机鼠标及其它外围设备领域

成功了十年，自 2004 年以来，VCSEL 一

直作为运营商级数据网络设备的光纤－铜

缆接口光源而广受欢迎。所有这些都是坚

实的利基业务，但是一直非常“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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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氮化铝（AIN）腔体封装的 Finisar 大功率 VCSEL

以至于芯片产业大多数人都没有关注到

VCSEL 技术。但在 iPhone X 发布后，一

切都改变了。

Thompson 表示：“当时，设计一款

能够在用户脸上投射 30000 个红外光点，

然后快速、准确地构建面部 3D 形貌，以

为 iPhone X 实现 Face ID 身份验证功能的

大尺寸、高功率 VCSEL，仍然存在一些挑

战。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满足 iPhone X 的

批量生产需求。苹果公司当时宣布，它必

须在 2017 年第四季度采购相比 2016 年全

球同期制造量 10 倍的 VCSEL 晶圆。”

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公司在 2017 年向

Finisar 提 前 支 付 了 3.9 亿 美 元。 其 目 标

是将位于德州谢尔曼的闲置 700000 平方

英尺的工厂变成“美国 VCSEL 之都”。

Thompson 说：“ 当 它 在 今 年 晚 些 时 候

满产能运营时，这座原本属于 MEMC 和

SunEdison 的 700000 平方英尺制造工厂

自身的 VCSEL 晶圆产能，将比过去整个

VCSEL 产业的产能高几个数量级。”

VCSEL 前景乐观
众厂商纷纷扩大产能

据麦姆斯咨询报道，良好的 iPhone 

X 销量引发其它安卓（Android）智能手

机品牌厂商对 3D 传感功能的强烈兴趣。

在 iPhone X 发布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安卓

竞争对手们也开始采用类似的策略，集成

各种 3D 传感技术和人脸识别功能，可见

VCSEL“杀手级”应用获得了市场认可！

小米和 OPPO 的速度是最快的，2018

年第二季度分别推出了小米 8 探索版和

OPPO Find X 两款集成 3D 传感技术的智

能 手 机。 其 它 Android 智 能 手 机 厂 商，

如华为、vivo 和三星，也陆续把 VCSEL

用于旗舰手机。预计 VCSEL 出货量将从

2017 年的 6.52 亿颗增长至 2023 年的 33

亿多颗，2017 ～ 2023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

高达 31%。

相 比 Finisar 的 3 亿 颗 VCSEL 出 货

量，Philips Photonics 的出货量已经超过

10 亿颗。2018 年，Philips Photonics 投资

了 2300 万欧元，使其位于德国乌尔姆的

VCSEL 工厂产能翻了一番。而总部位于奥

地利的艾迈斯半导体（ams），则宣布将

斥资 2 亿美元在新加坡扩建 VCSEL 制造

厂。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智能手机市

场 已 经 将 VCSEL 引 入 了 主 流， 像 苹 果

这 样 的 巨 头 已 经 承 担 了 VCSEL 在 智 能

手机应用中的开发以及成熟所需要的成

本，”Thompson 说，“使我们这些产业

厂商有足够的信心投入大量资金，扩大规

模使 VCSEL 可以大批量生产。”

“ 在 Face ID 之 前， 标 准 的 VCSEL

制 造 几 乎 完 全 基 于 MOCVD，MOCVD

通 常 用 于 III － V 族 材 料 以 制 造 多 晶 薄

膜，而自动化晶圆测试和光束成像检测等

制造效率测量还处于‘初期且不成熟阶

段’。”Thompson 说道。

“我们已经从 3 英寸转向 5 英寸砷化

镓晶圆。我们在整个晶圆厂工艺中开发了

一种更成熟的自动化晶圆级测试方法，这

在几年前还非常不成熟，”Thompson 说，

“我们必须为这些应用开发外延片，扩展

供应链，借鉴射频（RF）产业的经验以开

发新的计量方法和新的测试方案，开发自

动化晶圆测试和探针。我们需要开发近场

和远场光学测试，以便在近距离和一定距

离处对芯片及其输出进行成像。我们还需

要开发测试方法，以准确地测量大尺寸激

光芯片上出光孔的数量和性能，以及红外

光如何被成形和聚焦。”

Finisar 德州谢尔曼工厂于 2018 年 7

月开始运营，直到今年晚些时候才能达到

满产能，但已经提供了 VCSEL 制造商几

年前无法想象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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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宽带接入用户首现负增长

家 庭宽带接入运营商向居民家庭业务

延伸关键控制点，是全业务竞争的

重要资源，也是获取用户生活场景中大量

短距离连接的重要入口。正因为如此，运

营商才不惜一切，甚至开始“免费赠送”

血拼抢占家宽市场份额。2018 年上半年

过后，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还相继调高了

2018 年宽带发展目标。其中一个为了争夺

老大位置，另外一个也是为了保持领头羊

地位。无论哪家获得了家宽市场老大的地

位，如果不全力发展用户，头把交椅的位

置都不容易保持。然而就在这多方积极抢

占固网家宽市场的时候，农村宽带接入用

户却出现了 2018 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18 年

10 月份当月，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净增

511 万户，其中城市宽带接入用户净增 556

万户，农村宽带接入用户净增－ 44 万户。

同时期内，无论是固网家宽接入用户

净增，还是城市宽带接入用户净增，都是

正向增长，唯独十月份农村宽带用户接入

出现了负增长。相对城市宽带市场的白热

化竞争，农村宽带还属于蓝海。如果能够

排除统计数据误差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可

能性最大的几个原因包括：大量前期体验

用户到期销户、不限量套餐下沉到农村市

场后导致的家宽销户、北方农村家宽用户

冬季向城市的季节性迁移导致的销户、城

镇化下的农村用户向城市迁移导致的销户、

年轻打工群体返乡后的移动宽带对固网家

宽的替代性销户。至于年内剩余月份，乃

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农村家宽接

入用户增长走势情况，我们还需要更多数

据才能给予更合理的推测。

二、3G 用户或许将加速向 4G 迁转

2018 年上半年，与 4G 用户高速增长

同步，3G 用户也出现了一波增长高潮，虽

然和 4G 用户动辄 1．6 亿户的净增不可比

拟，但是 3G 用户还是出现了累计净增。工

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3G 用户 2018

年 1 － 10 月份累计净增 860 万户。最令

人惊奇的是，在六月份 3G 用户甚至出现

了 833 万户的单月净增新高。我们无法得

导读：无论是欣欣向荣的朝阳业务，还是日落西山的夕阳业务，其发展一般都是遵循渐进规律，如无特殊情况，虽然

偶发不可避免，但是戛然而止一般不会出现。然而 2018 年通信行业的这几组数值变化的背后，正在经历着什么呢？

这些数值变化的背后，通信行业正在经历什么
文：杜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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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六月份出现 833 万户 3G 用户净增的原

因，也无法给出合理的推测，更无法排除

到底是不是统计数据出了问题。单从月份

看，有月度数值的九个月份中，现在是五

个月份是正增长，四个月份是负增长。另外，

从连续月份增长情况看，上半年出现了连

续 4 个月的正向增长，其中最高点出现在

六月份；之后从七月份开始，除了九月份

的正向增长外，其他月份都是负增长，而

且负增长的数值在十月份出现了年内新高。

在中国移动早已着手退出 3G 网络，

中国电信也早下决心决战 4G 的情况下，

即便是中国联通也多次表示要下大力气发

展 4G 用户。如此一来，现在出现的 3G 用

户高速增长着实令人不解。中国移动 3G 网

络 TDS 制式的优劣我们不再讨论，中国移

动不但不再发展 3G 用户而且还在加速推

进 3G 用户向 4G 的迁转。相较来说，中国

联通和中国电信的 3G 网络制式优势更明

显一些，其中最有动力继续发展 3G 用户

的最有可能就是中国联通。这其中原因实

际上并不难理解，中国联通的 4G 基站数

量最少，份额占比最低，但是其用户 DOU

却最高，因此亟需要 3G 网络承载部分突

增的网络流量。另外，中国联通 3G 网络

制式优势尚未充分发挥，而且大量用于建

设 3G 网络的投资也尚未收回。因此说中

国联通是最有可能发展 3G 用户的。即便

3G 用户在 2018 年再现了正向增长，我们

也推出绝大多数用户都是中国联通发展的。

但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一直向前，代际更迭

周期还在缩短，未来 3G 用户向 4G，乃至

5G 迁转才是趋势，因此中国联通发展 3G

用户除了无奈之外，可能没有别的原因。

三、IPTV 用户缘何增速放缓

运营商争夺家庭宽带用户，并以此为

入口不断丰富家庭业务产品从而向其他行

业延伸。在 2018 年上半年财报中，中国

移动除了公布其家宽 ARPU 值外，还公布

了其家庭用户总和 ARPU。包括中国移动

在内的三大运营商都公布了其固网宽带视

频业务渗透率数据，其中中国电信最高达

到了 70%，中国移动次之达到 61.70%，中

国联通最低为 43.0%。另外，从视频业务

渗透率的增长情况看，以中国移动为例，

2017 年的渗透率为 40% 左右，到了 2018

年就达到了 61．7%。可以说一年增长了

二十多个百分点，考虑到期间中国移动固

网家宽用户的飞速增长，因此视频业务的

增量应该是比较可观的。另外，从中国广

电的用户发展数据看，2018 年以来，囿于

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各种 IPTV 盒子

和 OTT 盒子的猛烈冲击其用户规模一直

在缩减。网络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 6 月末，

有线电视用户为 2.34 亿户，半年度净减少

1067 万户。而且从收视率上看，IPTV 的

份额占比也在增长。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2018 年六月份末，有线电视虽

然仍是我国居民家庭的主要收视方式，但

是其收视份额下降至 52.35%，相比 2017

年年末下降了 2.46%；IPTV 上升到第二收

视地位，收视份额达到 31.77%；OTT TV

位居第三，收视份额为 30.87%；直播卫星

紧随其后，收拾份额为 30.20%。最重要的

是，IPTV 也占据了技术优势，更是各种政

策鼓励推广的。

从总体规模上看，2018 年1－10月份，

运营商的 IPTV 用户净增 2920 万户，月均

增长 292 万户，达到用户数为 1.51 亿户。

然而从单月用户发展数据看，从六月份开

始，运营商的 IPTV 用户增长开始低于年

内平均值并出现环比增量持续下滑的现象。

可以说，虽然仍然是正向增长，但是环比

都是月度新低。然而同期的固网家庭宽带

用户却不但没有出现类似的走势，而且还

在九月份出现了年内增长新高。固网家宽

用户 IPTV 用户出现走势背离的原因，我

们认为可能有以下两个因素：广电系加强

存量用户保有和异网拓展；互联网公司加

大 OTT 盒子营销力度。

2019 年开年，展望通信行业的发展趋

势，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以上各种微小甚至

突发数值变化背后的原因。无论利弊，总

结好现在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才能更

好地指导未来的发展。( 来源：C114 中国

通信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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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光通信行业而言，2018 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随着

5G 商用化的不断逼近，关于 5G 的讨论越来越多，也越来

越接地气。因此，随着 5G 的逐渐到来，其形态正在由模糊走向清晰。

无疑，受益于 5G 的整体趋势，光通信产业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大

潮。回顾光通信行业的 2018 年，小编特别摘选出十大代表性言论，

让我们通过这些内容再次重温光通信行业不平凡的 2018 年，展望

更精彩的 2019 年。

中科院邬贺铨院士：
5G 基站数将是 4G 的 4 至 5 倍

在 2018 年 11 月 6 日举行的 2018 世界光纤光缆大会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指出：“5G 将要求更密集的基站，而且 5G 基

站的密集组网需要大量光纤，特别是 5G 基站数将是 4G 的 4-5 倍，

带宽约 10 倍。因此光通信发展将面临六大机遇。”

邬贺铨指出光通信发展将面临六大机遇为：中国继续推动提

速降费将加快光纤宽带接入的升级；中国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推动

FTTH 大大规模部署；中国在 2020 年前农村全部脱贫将加快农村

光纤建设；中国 2020 年将商用 5G，5G 基站数将是 4G 的 4-5 倍，

而且 10 倍的带宽，对光网络提出更高需求；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开拓

企业光网络建设市场；“一带一路”战略将拉动国际光缆干线的建设。

2018 年度光通信行业十大言论大盘点
导读：对于光通信行业而言，2018 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随着 5G 商用化的不断逼近，关于 5G 的讨论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接地气。因此，随着 5G 的逐渐到来，其形态正在由模糊走向清晰。无疑，受益于 5G 的整体趋势，光通信

产业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大潮。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毛谦：
光通信强国梦 产业界齐心才能实现

毛谦表示，经过 38 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光通信产业大国。

针对国内光通信行业发展现状，他从设备、光纤光缆、光器件三

大方向进行解读。在肯定国内光通信行业取得了规模化成绩后，

毛谦直击产业痛点，指出国内光通信产业缺乏原创性关键工艺技

术这一现实情况，此外，国内光通信产业在高端原材料及部分配件、

器件方面，仍旧无法摆脱对进口厂商们的依赖。在光通信产业核

心 ASIC 方面，目前技术工艺掌握在台积电、三星、因特尔这几家

企业手里。从整个产业情况出发，由于国内机械加工水平的限制，

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信产业的发展。

针对行业的未来发展，毛谦教授认为中国要实现从光通信大

国到强国的转变，不能单看某一家企业，需要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

同时，也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光通信行业一隅，还应该关注电子、

机械制造、化工、钢铁和有色金属等众多上下游关联性很强的行业，

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从整体出发进行攻关，协调共进。要重视原

始创新、技术创新，除了在技术上寻求突破外，在工艺上也要不

断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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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谢崇进：
400G 将成为下一代数据中心主流

2018 年 9 月，在深圳举办的第 20 届中国光博会上，阿里巴

巴集团基础架构事业部资深技术总监谢崇进出席了“大数据时代云

数据中心与光互联发展论坛”，并在论坛上发表了“下一代数据中

心光互连技术”的主旨演讲。

谢崇进表示，阿里巴巴自创建双十一的九年来，交易量以及

支付量的增长给阿里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需要增加大量的数据中

心来应对流量的大幅增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高速光模块的需

求也将进一步增长。

数据中心是一系列服务器组成的虚拟计算机，这些服务器需

要通过光纤，光模块实现互联互通，组成一个强大的服务器，以

提供更加强大的计算能力。从数据中心的速率来看，一般认为，

云计算是从 10G 开始，到 40G 再到 100G，下一代数据中心将会

来到 400G。而越来越高的数据量，就需要通过光网络来实现连

接，实现互联互通。谢崇进认为，下一代数据中心目前基本确定为

400G，目前所有产业链都在往 400G 方向去做。

紫光展锐 CEO 曾学忠：
将于2019年推全网通芯片 助力5G产业发展

2018 年是中国通信产业极具标志性的一个大发展年，5G 迎来

了商用前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的 5G 标准、研发和测试已与国

际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下一步的决战点就是 5G 商用芯片。

可以说 5G 是芯片的时代，其先进的技术和应用需要芯片作为载体

来实现和推广。

曾学忠认为，芯片是 5G 通信金字塔的塔尖，从 2G、3G 到

4G 再到当前 5G，中国芯片市场的实力和国外相比正在逐渐缩小。

曾学忠表示，展锐在 4G 方面投入较晚，并且在最低端的芯片领域

面临较大压力。因此，在将要来临的 5G 时代，展锐提早进行了布局。

曾学忠称，紫光展锐把最核心的团队投到 5G 领域中。目前，

紫光展锐正加速开展 5G 领域的技术研发和业务布局，展锐已经发

布了 5G 原型机，并计划于 2019 年推出 5G 商用全网通芯片。“我

们希望在 5G 领域能够与全球顶级的行业巨头站在同一起跑线”。

西古光通刘少锋：
5G 能影响一个时代

长期以来，国家对通信网络发展都十分看重。早在 2013 年，

国务院便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将宽带定位为国家战

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在“十三五”规划中又明确推出了网络强国

战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互联网＋”计划。刘少锋表示，国

内的通信网络建设发展十分迅速。在早些年，谁也无法预想到微

信和支付宝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境界。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

产生了许多预期之外的成果。

从全球范围来看，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在大力推进 5G 建设，

进而强化在全球通信领域的竞争力和话语权。日本政府表示将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应用 5G 技术进行相关赛事的在线传输，

日本最大电信运营商 NTT Docomo 则表示：将会使用 VR 直播

2020 年东京奥运会。除了在 AR/VR 方面的应用，5G 在自动驾驶、

远程医疗、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新兴领域也有着非常广阔应用

前景，所以说 5G 能够影响一个时代。

中国电信韦乐平：
5G 商用面临三大挑战

虽然，目前 5G 商用化的进程已经在逐渐临近了，业界对 5G

的到来更是翘首以盼。但真正实现 5G 大范围的商用化还需要解决

很多问题，韦乐平表示，对于光通信产业来讲，5G 主要面临着技术、

市场以及投资回报这三大挑战。但同时，5G 时代也将给小基站、

光纤、WDM 器件带来重大发展机遇。

韦乐平对三大挑战作了进一步描述，从技术角度来看，5G 将

主要部署在较高频段，这就带来了技术和成本挑战；从市场角度

来看，产业链需要考虑什么应用需要 5G，物联网何时能担当收入

大任，垂直行业对 5G 的积极性和迫切性等问题；从投资回报角度

来看，我国 2008 年开建 3G，2015 年开建 4G，7 年后的自由现金

流亏损 3400 亿元。因此，运营商们也不得不认真考量 5G 建设成

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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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调整，目的就是与客户一起去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与机会。”武

汉邮科院副院长、烽火科技副总裁吕卫平表示。

吕卫平表示，面向未来，烽火将在网络领域持续深耕与创新，

在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物联网等领域稳健发展，做国际知

名、国内一流的 ICT 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成为深受运营商及行

业伙伴信赖的 ICT 专家与数字社会的使能者。

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
工业互联网发展提速

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渗透，工业互联网逐渐进入了快速

发展期。张云勇认为，从市场需求方面来看，在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共同驱动下，互联网开始从个人用户时代向“大

B 时代”，即产业用户时代发展。作为基础电信运营商，中国联通

早早地从基础设施、行业应用等多个方面为新时代的来临做好了准

备。

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认为，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主要受到

技术进步、行业升级两个方面的驱动。移动互联网技术在过去几年

间经历了快速发展，并有望在 5G 时代踏上一个全新的台阶，从而

为各个垂直行业的推广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

信息技术以及人们消费习惯的推动下，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迫切的升

级需求，过去散而小的传统工业模式必然要被规模化、智能化的新

模式所替代。

赛特斯柔性边缘计算研发部邵永亮：
2018 年边缘计算生态凸显鲜活生命力

在过去长达三十年的发展时间里，互联网行业发展很快，计算

资源在经过多年的优化与整合后，逐渐形成了数据中心形态。不过

随着软硬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彰显个性化和服务体验理念不断深

入，集中式的计算资源整合模式逐渐有些不合时宜。邵永亮认为，

边缘计算是从集中的数据中心向分布式计算发展的必然产物。比如，

高度分散的手机用户对大流量带宽的诉求越来越多；四处移动的无

人驾驶车辆对低时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工业生产中需要大量的

协同处理，等等。这些都要求将计算、网络、存储资源下沉到边缘

侧，提供更精致、及时的服务能力。

对于整个社会通信服务的现实需求，邵永亮认为“边缘计算是

继云计算之后的重要阶段，云计算和边缘计算协同发展，更能满足

产业信息化的升级和服务。” ( 来源：OFweek 光通讯网 )  

亨通集团执行总裁钱建林：
5G 打开光纤光缆市场

光纤光缆产业向前发展，5G 将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早

在 3G 和 4G 时代，基站之间的光互连和数据流量的增长倒逼着骨

干网的升级，带来了海量的光纤光缆需求，使得中国成为占据全球

产销量半壁江山的核心市场。根据 CRU 的数据显示，迄今为止，

全世界已安装了 42 亿公里的光纤，其中中国独占了 16 亿芯公里。

目前，中国占全球裸纤产量的 65% 和世界光缆产量的 62%。

由于，国内光纤光缆产量较大，加上运营商采集订单暂时收紧，

许多人认为光纤光缆产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对此，亨通集团

执行总裁钱建林强调，产能过剩只是行业短暂的调整，随着5G商用，

中长期仍然看好行业前景。另外，企业竞争力并不由产能决定，技

术方案本身没有竞争力，产能就没有意义。这是一个技术竞争、成

本竞争的时代，完全靠产能堆积的企业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烽火科技副总裁吕卫平：
烽火以云网一体使能数字社会

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与 IT 之间的融合速度正变得

越来越快，通信行业的业务、运营、商业模式以及价值链正经历变

革与重生。而烽火科技及烽火通信正以云网一体的战略转型，为自

身乃至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探索一条可行之路。

“烽火这些年一直没有停止变革的步伐。行业在变、市场在变，

我们强调必须要结合自己的能力和对行业趋势的洞察理解来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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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8 年 12 月 8 日凌晨 2 时，中国将“嫦

娥四号”探测器送上太空的成功举措

再度引起全球瞩目。与以往不同的是，此

次应用的激光测距、激光三维成像技术更

加准确探测月球的状况，为科研人员提供

大量可靠性验证和有效的数据。

激光技术是 20 世纪现代四项重大发明

之一，也是影响全球未来发展的重大关键

技术，21 世纪广泛应用于民用和军用领域，

相关技术及产业已逐渐成为多国政府重点

扶持并由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主导的国家

战略新兴产业。民用方面，在机械加工、

汽车制造、飞天航空、电子制造、医疗美

容等产业广泛应用；军用方面，随着激光

技术的发展及研发应用不断成熟，激光定

向能武器成为各国重点支持和发展的新概

念武器，而光纤激光器综合性能优异，兼

具高光束质量和高功率、散热性好，结构

简单可规模化生产等诸多优势，已成为新

一代先进武器的首选光源之一，并成为激

光市场主流选择并有望继续高增长。

光纤激光器技术浅析

光纤激光器属于高精密度机器，需要在

特殊的环境下通过精密的制造工艺完成。常

见的光纤激光器主要由光学系统、电源系统、

控制系统和机械结构四个部分组成，其中，

激光技术潜力巨大
光纤激光器市场概况及国内外巨头对比分析
导读：“嫦娥四号”激光测距、激光三维成像技术更加坚定激光市场的潜力，而光纤激光器综合性能优异，兼具高光

束质量和高功率、散热性好，结构简单可规模化生产等诸多优势，已成为新一代先进武器的首选光源之一，并成为激

光市场主流选择并有望继续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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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系统由泵浦源、增益光纤、光纤光栅、

信号 / 泵浦合束器及激光传输光缆等光学

器件材料通过熔接形成全光纤激光器，并

在电源系统、控制系统的驱动和监控下实

现激光输出。光纤激光器工艺设计和流程

管理需在长期生产过程中摸索和积累，并

经管理环节长期磨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光纤激光器作为新一代的工业激光器，

已广泛应用于激光雕刻、激光打标、激光

切割、激光焊接、激光医疗及增材制造等

领域，并在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需求旺盛。

近年来，随着激光加工替代传统制造工艺

进程的不断加快，下游行业对于光纤激光

器的需求不断上升，增材制造产业的不断

扩张也加速推动了光纤激光器的发展。

利好政策持续推进 
光纤激光器国产替代增长显著

为支持光纤激光器行业发展，近十多

年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

技部等部门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2018 年 4 月，工信部发布的《智能网联

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提出，加快激光雷

达核心零部件企业加快科技创新。

2017 年 12 月，工信部联合 12 部委共同

发布的《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

2020 年）》确定，提升激光 / 电子束高效选

区熔化、大型整体构件激光及电子束送粉 /

送丝熔化沉积、液态金属喷墨打印等增材制

造装备质量性能及可靠性。提升高光束质量

激光器及光束整形系统、高品质电子枪及高

速扫描系统，大功率激光扫描振镜……等器

件质量性能。

2017 年 11 月，工信部发布的《高端智

能再制造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出，

鼓励应用激光、电子束等高技术含量的再制

造技术，面向大型机电装备开展专业化、个

性化再制造技术服务，培育一批服务型高端

智能再制造企业。

2017 年 5 月，科技部联合多部委共同发

布的《“十三五”国家基础研究专项规划》提出，

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围绕网络协同制造、

3D 打印和激光制造、智能机器人、重点基础

材料与先进电子材料研究等，解决产业共性

关键技术基础问题，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供科学支撑。

2017 年 4 月，科技部发布的《“十三五”

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要求，

研究激光器动力学，掌握激光晶体 / 光学晶体、

半导体激光芯片等激光器关键功能部件的国

产化。针对高端制造用激光器的迫切需求，

开展工业化光纤 / 半导体大功率激光器制造

技术、工业化超快（飞秒、皮秒）激光器制

造技术、工业化短（紫外、深紫外）波长激

光器制造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开展激光器标

准建设，实现高性能激光器及核心关键部件

的国产化与产业化。

2016 年 10 月，科技部发布的《2017 年

度增材制造重点专项项目申报指南》要求，

针对激光制造 / 增材制造装备需求，开发传

输组件、功率合束器等大功率光纤激光关键

器件；开展光束质量控制、非线性抑制、光

谱控制、多路光纤激光功率合成等关键技术

研究；研究高功率泵浦、散热、输出功率稳

定性及光致暗化等关键技术；发展工业化大

功率光纤激光器系统集成和模块化组装技术。

2016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要加快研制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功率光纤激光器。

2016 年 2 月，科技部发布的《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明确将“激光器的研制”

列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2015 年 5 月，国务院提出《中国制造

2025》将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进制造

过程智能化，在重点领域重点试点建设智能

工厂 / 数字化车间，加快人机智能交互、工

业机器人、智能物流管理、增材制造等技术

和装备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

2014 年 2 月，科技部发布的《“十二五”

科技支撑计划》要求将“工业激光器及其成

套设备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纳入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011 年 7 月，工信部、社科院联合发布

了《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报告》，报告

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发展的主

题将由“调整和振兴”向“转型与升级”转

变。工业发展方向呈现重化工业进一步深化、

先进制造业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

培育、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

2011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多部委发

布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

域指南（2011 年度）》，将激光加工技术及

设备列入先进制造领域，进行优先发展、重

点发展。

2010 年 10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

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规

划提到“掌握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

提出发展激光应用及相关产业。

图 1 典型光纤激光器光学系统（来源：锐科激光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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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0 月，科技部《国家火炬计划

优先发展技术领域》将“激光器”和特种光

纤等列入国家火炬计划优先发展技术。

2006 年 2 月，国务院发起的《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提出，将激光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和关

键支撑技术，明确光纤激光器及激光应用产

业属于国家重点支持项目。

在利好政策的引领和大力推动下，近

年来我国激光器国产化程度得到了显著提

升。展望未来，预计在产业政策持续推动下，

国内激光器技术将逐渐接近国外一流水平，

并凭借着更为出色的性价比替代进口光纤

激光器。

光纤激光器行业市场发展概况

近年来，光纤激光器凭借优异的综合

性能受到众多下游客户青睐，具体来看，

光纤激光器具备光束质量好、输出功率高、

散热性好、稳定性优异、重量体积小、结

构简单易于工业化生产等诸多优势。

凭借出色的综合性能，光纤激光器

迅速在工业激光器市场得到了放量，再加

上传统替代和新兴应用场景的不断开发，

光纤激光器在全球的市场占比提升加快，

2017 年已经占据了工业激光器市场半壁江

山。据 OFweek 行业研究统计数据显示，

从全球范围来看，2013 年光纤激光器的

工业市场份额占比约为 1/3，但到 2017 年

其市场份额已达到 47% 以上，2014-2017

市场占有率平均每年增长 3.4 个百分点。

2017 年，全球工业激光器销售额较 2016

年超 26%，其中，光纤激光器同比增长约

34%。

国内市场方面，近年来，光纤激光器

在工业应用加大，早期国外光纤激光器占

绝大多数份额，2015 年仅 IPG 一家国外光

纤激光器企业在中国市场份额高达 73%，

国产化率仅 27%；但随着国内激光技术的

提升，到了 2017 年，国外光纤激光器企业

市场份额下降到 60% 左右，国产化率提高

到约 40%，通过加紧研发技术追赶，国产

光纤激光器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扩大。

此外，随着以材料加工市场为例，光

纤激光器凭借高功率高光质特性逐渐在宏

观材料加工市场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凭借

自身极高的光源质量，其在微观材料加工

领域也有望逐渐放量。综上，光纤激光器

凭借自身优异特性推动其全球市场份额进

一步放大，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三代激光技

术。

国内外光纤激光器巨头对比

光纤激光器的市场具有较高的技术

壁 垒， 海 外 主 要 光 纤 激 光 器 企 有 IPG、

Coherent、Trumpf、nLight 等， 其 中，

IPG 无疑是全球光纤激光器的龙头，近年

来随着激光技术的应用广泛，其营收增长

飞 速， 从 2006 年 收 入 1.43 亿 美 元， 到

2017 年实现 14.09 亿美元，复合增长率

23.1%， 截 至 2018 年 9 月 底 实 现 总 营 收

1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82%；净利润 6.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72%。

IPG 在光纤激光器研发方面拥有顶尖

的技术，IPG 的垂直整合实现了半导体二

极管、有源光纤、无源光纤和特种光学元

件的自制，目前扩张到光束开关，光纤输

送电缆，某些光学加工头，电源供应器，

印刷电路板和机械部件。IPG 目前已经完

成了全球的布局，公司目前的销售重点市

场包括中国、北美、欧洲、日本市场，其

光纤激光器占据约 60% 市场份额。IPG 在

中国的销售额增速一直高于其他国家的增

速以及其总的销售增速，是其收入增长的

主要来源。2015 年中国市场正式超过欧洲

市场，成为其全球第一大市场。据相关数

据显示，2017 年其在中国的销售额为 6.21

亿美元，占比 44.1%，2009 年～ 2017 年

其在中国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为 52.7%。

国内主要光纤激光器企业有锐科激光、

创鑫激光、杰普特等，其中，锐科激光是

国内光纤激光器龙头企业，全球市场份额

约为 7%。锐科激光 2018 年 6 月实现上市，

2015 年－ 2017 年，锐科激光分别实现营

业收入 3.12 亿元、5.23 亿元、9.52 亿元，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实现总营收 10.85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66.16%；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3.6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68.94%。

近年来通过不断的技术追赶，锐科

激光研制的光纤激光器产品从低到高不断

突破，已逐步实现批量化销售。光纤激光

器在工业激光器中的市场份额从 2013 年

的 33.82% 增 加 至 2017 年 的 47.26%， 占

据国内市场主导地位。与 IPG 相比，目前

以锐科激光为首的国产企业在中 / 低功率

光纤激光器已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市场占

有率从 2013 年的 16.67%/72.22% 提升至

2017 年 的 54.05%/97.11%； 锐 科 激 光 的

高功率产品在国内企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与 IPG 相比正处于加速追赶替代的阶段，

国内市场占有率从 2013 年的 0.80% 提升

至 2017 年的 8.70%。根据锐科激光的半年

报数据，2018 上半年高功率取得更大的突

破，3300W 半年单品销量为去年的 2 倍，

6000W 也实现批量销售。

未来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光纤激光器

应用市场，如何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呢？鉴

于光纤激光器具备较高的采购频次和较低

的产线自动化率两大生意特质，这两大生

意特质决定了贴近客户的快速响应能力和

更低人力成本是核心竞争力。就目前来说，

IPG 在技术上仍有绝对的优势，但其在中

国没有生产线，而锐科激光扎根在中国，

有很大的区位优势。此次“嫦娥四号”的

应用充分展现了我国激光技术的快速提高，

因此随着国产光纤激光器技术的提升，国

内激光器厂商将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来源：

OFweek 激光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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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全面的芯片百宝箱
十种最常见的芯片产业特点
导读：芯片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产品，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国家对芯片产业的重视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

芯片企业开始在全球市场上崭露头角。

芯 片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产品，广泛应

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国家对

芯片产业的重视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国芯

片企业开始在全球市场上崭露头角。芯片

并非千篇一律，目前广泛应用的芯片有近

百种，常见的也很多，比如下面的十种芯片，

它们的产业特点是什么，一起来学习下吧！

一、ADC 芯片产业的特点

目前 ADC 芯片主要的供应商是德州

仪器、亚德诺等公司，中国是全球最主要

的 ADC 芯片需求方，但是国内能造出高精

度的 ADC 芯片企业微乎其微，即便造出来

了，性能和价格也无法跟上市场的节奏。

可以这么说，在核心的 ADC 芯片供给率上，

国产占有率几乎为零。

芯片有几千种，ADC 芯片就是最难造

的几种之一。ADC 也叫模数转换器，是指

将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转换为离散的数字

信号的器件。真实世界的模拟信号，例如

温度、压力、声音或者图像等，需要转换

成更容易储存、处理和发射的数字形式。

模 / 数转换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在各种

不同的产品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在实

际应用中，为了实现微型化，通常做成

ADC 芯片。

造芯片是非常精密的工艺，通常芯片

单位为纳米，一纳米也就是十万分之一毫

米，这对设计、制造工艺都有非常严格、

高标准的要求。仅从产品种类来说，芯片

的种类就有几十种大门类，上千种小门类，

如果涉及设备流程的话就更多了。以通信

基站为例，里面有上百颗芯片，基站发射

回收信号，收回信号后首先要有芯片滤波；

然后还有芯片将这种特别小的信号放大；

再有芯片进行解析、处理；然后是芯片负

责传输、分发等等，每个过程都需要芯片

处理。

由于系统的实际对象往往都是一些温

度、压力、位移、图像等模拟信号，要使

计算机或数字产品等能识别、处理这些信

号，必须首先将这些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

信号，这就需要 ADC。而经计算机分析、

处理后输出的数字量也往往需要将其转换

为相应模拟信号才能为执行机构所接受。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7 年 ADC 芯片

销售额为 545 亿美元，预计到 2022 年，

全球 ADC 芯片市场规模可达 748 亿美元，

市场前景非常可观。未来几年支撑 ADC 芯

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 5G、人工智能、物

联网、汽车电子等新兴应用，这些相关的

产品或技术对信号处理的需求大涨。

高精度的 ADC 芯片难造，目前几乎一

半的电子产品中，都有 ADC 芯片，随着客

户对电子产品信号要求越来越高，高精度

的 ADC 芯片成市场刚需。全球能生产出高

性价比的高精度的 ADC 芯片的企业不到十

家，而又以美国企业为主。一款好的 ADC

芯片体现在高精度、低功耗、转换效率等

指标上，目前制造 ADC 芯片的温度传感器

和高精度振荡器非常紧缺，这也是国内企

业的一大痛点。

除此之外，随着全球微型化工艺的进

步，ADC 芯片在尺寸上越来越小；同时客

户对芯片的耐操性逐渐提升，这要求芯片

在选型上更加精确，这给芯片的通道选择、

PGA 选择、输出速率等选择上增加了很大

的难度，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进军 ADC 芯

片就是一个不断挑战的“巨坑”。

ADC 芯片产业更新换代快，芯片产业

遵循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

件的数目，约每隔 18-24 个月便会增加一

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也就是每一美元

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 18-24 个月

增加一倍。ADC 芯片产业比普通的芯片更

新迭代更快。据悉，全球 ADC 芯片行业

大致以 4-6 年为一个周期，更新的速度与

宏观经济、下游应用需求及自身产能库存

等因素密切相关，电子产品更新快，那么

ADC 芯片性能必然也快。

ADC 芯片生产工序多，芯片制造本来

涉及的工艺多，几千道工序想想就可怕。

ADC 芯片相对于普通芯片，生产的工序非

常复杂。ADC 芯片一般包含操作寄存器、

中断寄存器、转换存储控制器，在工艺制

造过程中，ADC 芯片有一个步骤需要消除

ADC 发泡剂工序产生的酸雾和杂质，这样

才能保住转换信号的精度，在制造上，对

机器和环境的要求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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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硅光芯片产业

硅光芯片是光子芯片中最常见的一种，

这种芯片利用的是半导体发光技术。2016 

年，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使用光子代替电

子为理论基础的计算芯片架构，由于光和

透镜的交互作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

计算，并使用多光束干涉技术，就可让相

关系寻反应所需要的计算结果，这种芯片

架构也叫可程序设计纳米光子处理器。

近日，有媒体报道，我国自行研制成

功的“100G 硅光收发芯片”正式投产使用。

据相关部门获悉，这款硅光芯片面积不到

30 平方毫米，但是上面集成了光发送、调

制、接收等六十多个有源和无源光元件，

是目前国际上已报道的集成度最高的商用

硅光子集成芯片之一。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惊讶，因为我

国对硅光芯片产业非常重视。一方面是由

于我国是通讯大国，通讯技术是衡量大国

的关键指标之一，而光通信最关键的技术

就是光子芯片；另一方面是我国电子芯片

产业相对薄弱，全球光子芯片产业刚刚起

步，对于我们并肩欧美甚至赶超，这是一

个很好的超车机遇。

我们要想真正在硅光芯片上成为全球

的领导者，不是砸点资金和人力就可以实

现。因为目前美国、日本在这个产业上也

投入了重金和精力，中国的优势并不明显，

甚至有点落后。目前，国内仅有光迅科技、

海信、华为、烽火等少数厂商可以生产中

高端芯片，但总体供货有限，高端芯片严

重依赖于博通、三菱等美日公司。

硅光芯片发展的技术难题有很多。包

括硅光子芯片技术的设计痛点，硅光芯片

的设计方面面临着架构不完善、体积和性

能平衡等难题。硅光芯片的设计方案有三

大主流：前端集成、混合集成和后端集成。

前端集成的缺点是面积利用率不高、SOI

衬底光 / 电不兼容、灵活性低和波导掩埋

等，在工艺上的成本超高；后端集成在制

造方面难度很大，尤其是波导制备目前而

言很有挑战；至于混合集成，虽然工艺灵活，

但成本较高，设计难度大。

硅光子芯片技术的制造难题，硅光芯

片的制造工艺面临着自动化程度低、产业

标准不统一、设备紧缺等技术难关。由于

光波长难以压缩，过长的波长限制芯片体

积微缩的可能。同时光学装置须要更精确

的做工，因为光束传输的些微偏差会造成

巨大的问题，相对需要高技术及高成本。

光子芯片相关的制程技术尚有待完善，良

品率和成本将是考验产业的一大难题。

硅光子芯片面临的封装困扰，芯片封

装是任何芯片的必经流程，关于硅光子的

芯片封装问题，这是目前行业的一大痛点。

硅光芯片的封装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

分是光学部分的封装，一部分是电学部分

的封装。从光学封装角度来说，因为硅光

芯片所采用的光的波长非常的小，跟光纤

存在着不匹配的问题，与激光器也存在着

同样的问题；不匹配的问题就会导致耦合

损耗比较大，这是硅光芯片封装与传统封

装相比最大的区别。用硅光做高速的器件，

随着性能的不断提升，pin 的密度将会大幅

度增加，这也会为封装带来很大的挑战。

产业相关的器件难题，硅光芯片需要

的器件很多，而目前仍有很多相关技术难

题未解决。如硅基光波导主要面临的产品

化问题：硅基光电子需要小尺寸、大带宽、

低功耗的调制器。有源光芯片、器件与光

模块产品是重点器件，如陶瓷套管 / 插芯、

光收发接口等组件技术目前尚未完全掌握。

在摩尔定律的推动下，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电子芯片逐渐遇到性能瓶颈，尤其

是速度与大数据带来的巨大压力。光子芯

片具有明显的速度优势，可使芯片运算速

度得到巨大提升。伴随着人工智能、物联

网发展，光子芯片在智能终端、大数据、

超算等领域将发挥巨大作用。正是有着如

此多的优势和特点，在大数据、生命科学、

激光武器等高端领域其作用不可替代。未

来，光子芯片的前景广阔，其应用未必比

电子芯片少。可以预见的是， 将来是一个

光子芯片、电子芯片平分天下的局面。

三、存储芯片产业

存储芯片作为半导体元器件中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在

内存、消费电子、智能终端等领域均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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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发展，

其在整个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将更加重要。

过去，我国的存储芯片基本依赖于进口，

三星、东芝、SK 海力士、美光等美日韩企

业占据主要市场份额。近年来，国家把集

成电路产业列为“十三五”期间重要的新

型战略性产业，国产化“存储芯片”开始

逐步崛起，以长江存储、晋华、长鑫等国

内企业在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为“中国芯”

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国正处在由低端制造业转向高尖端

工业化的进程中，产业转型迫在眉睫，信

息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存储

芯片在推动国家信息化上承担着关键作用。

存储芯片可分为易失性存储器和非易失性

存储器，目前主流的存储器是 DRAM 与

NAND Flash，两者占存储器市场的九成

以上。

存储芯片除了满足基本的存储功能，

未来，带有各种处理器内核的 SoC 以及集

成更多处理能力的 FPGA 产品将成为市场

新需求。对于存储市场而言，借助 FPGA

来实施嵌入式解决方案，可以定制实现其

系统处理能力、外围电路和存储接口，并

快速提高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研发存储芯片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功

能与作用上，对于国家而言，大力发展存

储芯片产业至少有三层重要的意义。一是

降低成本，提升国产化市场占有率。前几

年，内存涨价一直是困扰很多国内电子厂

商的“心病”，由于内心芯片的国产化很低，

导致很多国外厂商疯狂涨价，对整个产业

链影响很大。而正是外企的压力，更加坚

定了国内厂商发展自产内存芯片的决心，

以紫光集团为代表的企业投资了好几个内

存厂家。二是掌握核心技术，不再受制于

人。存储芯片又被称为电子产品的“粮食”，

一般占产品成本的二成左右，在竞争激烈

的电子产业链里面，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

很容易被“卡脖子”，毕竟谁都不希望“中

兴”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尽管中国是全

球最大的手机制造生产基地，但内存芯片

的自给率不到一成，在动荡的全球贸易局

势中，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三是助力“大

国”崛起，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自古以

来就以“大国”自居，在 GDP 坐稳全球第

二的形势下，产业化升级成为当前的主要

任务之一，芯片技术作为顶尖的科技，既

为企业赚取了大部分利润，也能提升国家

的话语权。以美国为例，无论是电脑芯片、

通讯芯片还是存储芯片，它都是市场的领

导者，因此它才有了对很多国家“指手画脚”

的筹码。

近年来，随着政府和企业的努力，国

产内存芯片的市场呈现稳中有升的形势，

据海关总署数据，2017 年一季度，我国

芯片进口额为 505.16 亿美元，同比上涨

7.62%。企业纷纷加大研发与建厂，推动中

国存储芯片的量产化，以长江存储、晋华、

长鑫等为代表。

据 悉， 前 不 久， 长 江 存 储 的 3D 

NAND 闪存已经获得第一笔订单，总计

10776 颗芯片，将用于 8GB USD 存储卡

产品；明年，长江存储还将开始 64 层堆

叠闪存。2018 年 1 月，合肥 DRAM 一期

一厂厂房建设完成，并开始设备安装，年

底将启动生产 8GB DDR4 工程样品，预计

2019 年底实现单月产能 2 万片。2018 年 4

月，晋华集成电路存储器生产线项目举行

钢结构吊装仪式。

在内存芯片的前沿技术上，中国的科

研人员也在不断取得新突破，近日，中国

投资 130 亿元开建 PCM 相变内存，性能

是普通存储芯片的 1000 倍。由复旦大学

微电子学院教授张卫、周鹏带领的团队研

发了一种新的二维非易失性存储芯片，是

传统二维存储芯片的 100 万倍，刷新时间

是内存的 156 倍。

尽管国内的内存芯片厂商取得了一些

成绩，但我们得清醒地认识到，在核心技术、

市场份额、人才储备等方面，差距仍然很大。

近年来，很多国外厂商以知识产权等方式

压制国内厂商，这更要求企业拥有自己的

核心技术。存储芯片的国产化是未来国家

战略的一部分，企业除了闭门造车，也得

时刻关注政策、市场变化，通过产业链引

导来满足更多规模的应用，只有让相关产

业链的企业享受到经济收益，才能发挥存

储芯片的价值，做出最有市场价值的存储

芯片。

四、比特币 ASIC 矿机芯片产业

比特币一词的出现带动了矿机市场的

火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算力

强悍、价格合理的矿机一时间成为比特币

玩家争夺的关键产品。作为当前主流矿机

的核心，比特币 ASIC 芯片自然是影响矿

机性能的关键指标。

矿机一般指可以运行挖矿软件的电脑，

相对于普通的电脑，矿机运行速度更快、

功耗更低。比特币玩家们为了提高挖矿收

益比，会选择高性能的矿机进行操作，同

时在矿机上安装多块显卡，增加 ASIC 专

用芯片等，让挖矿更顺利。按照芯片类型

分类，矿机可分为 ASIC 矿机、GPU 矿机、

FPGA 矿机、 CDN 矿机……本文将重点和

大家聊聊 ASIC 矿机的那些事。

ASIC 矿机芯片是 ASIC 矿机的核心，

也是整台设备的关键。目前全球从事 ASIC

矿机芯片研究的企业不到 50 家，其中中国

的企业市场份额占比超 50%，这是我们值

得骄傲的一块芯片市场。世界三大矿机生

产商比特大陆、嘉楠耘智和亿邦科技均诞

生在国内，其中比特大陆作为全球最大的

比特币矿机生产商，市场占有率超过一半。

随着制作工艺的不断提升，比特币挖

矿已经逐步进入恐怖的军备竞赛，挖矿变

得越来越专业。作为 ASIC 矿机芯片企业，

唯有将自身的技术突破并领先，方能快速

占领市场。近日，知名矿机 ASIC 厂商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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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科技首发了 7nm 工艺的 ASIC 芯片，并

应用在旗下的阿瓦隆 A9 矿机上，比特币

挖矿性能从之前的 14T 提升到最高 30T，

性能翻倍，同时能耗只有之前的一半左右。

7nm 工艺被誉为半导体产业的一道

坎，嘉楠科技之所以这么重视研发，是因

为 ASIC 芯片技术不同于 FPGA/CPLD 等，

它是一种专用芯片技术，难度并没有 SOC

级芯片技术高。在工艺上的突破是目前最

有效的一种方式。

不同于嘉楠科技，比特大陆则借助 AI

技术助力自己的 ASIC 矿机芯片提升性能。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很多行业

带来了新的生命力，ASIC 矿机芯片发展至

今，“AI+ASIC 芯片”是一种新的研究策

略。据比特大陆的詹克团先生认为，ASIC

设计起来比 CPU、GPU 简单，且更适合实

现深度学习算法，因此他们选择推出 ASIC

芯片为人工智能助力。据介绍，这是一

颗面向深度学习应用的张量计算加速处理

的专用定制芯片，适用于 CNN、RNN、

DNN 等深度神经网络的推理预测和训练。

比特大陆作为行业的领导者，其推出的

BM1680 矿机芯片一出现，迅速成为 AI 芯

片领域的一匹黑马。

五、电视芯片产业

近年来，国内电视芯片企业逐渐崛起，

尤其是 4K 电视芯片领域，国内企业占比

超过六成，涌现了华为海思、海信、海尔、

锐迪科、晶晨半导体等知名的电视芯片厂

商。

在黑白电视和早期的彩色电视时代，

屏幕才是电视企业最关注的参数之一，电

视芯片的地位无足轻重。随着人们对电视

的画质、便捷性要求越来越高，互联网、

高清、智能电视时代的来临，电视芯片成

为了众多电视厂商争相竞争的关键筹码，

芯片性能对于电视的体验至关重要。不同

于手机芯片需要“操心”的事情那么多，

电视芯片主要控制电视的画质、音质、运

行速度、解码功能等，但同样不可或缺。

智能电视是一种搭载了操作系统的全

开放式的平台，像智能手机一样，用户可

以自行安装和卸载软件、游戏等第三方服

务商提供的程序，通过此类程序来不断对

彩电的功能进行扩充，并可以通过网线、

无线网络来实现上网冲浪。智能电视要实

现“智能”首先意味着硬件技术的升级和

革命，只有配备了业界领先的高配置、高

性能芯片，才能顺畅运行大型 3D 体感游

戏和各种软件程序。智能电视需要既能完

成传统电视的解码显示功能，又能运行操

作系统和众多应用，因此芯片设计上两方

面均要兼顾，可以说电视芯片是智能电视

的“大脑”。

和其它芯片的发展一样，大陆早期的

电视芯片几乎全是进口，而这其中，台湾

芯片占据了市场主流，晨星、联发科、联

咏科技、瑞昱半导体四大电视芯片企业垄

断国内市场。早期我国的芯片设计人才紧

缺、企业资金有限，多方面原因造成了电

视芯片对进口的依赖。

目前国内电视芯片的当红“炸子鸡”

当属华为海思，华为海思的 hi3751V600、

hi3751V510 芯片，正成为多个品牌 4K 电

视的“心脏”，包括夏普、海信、康佳等

多个品牌都使用上了海思芯片，目前出货

量超过千万颗，国内市场份额超过三成。

如今，锐迪科、晶晨半导体等厂商市场份

额也在提升。

据相关数据统计，2017 年上半年，在

中国液晶电视主控芯片市场，晨星台湾市

场份额约四成，联发科技市场份额约 5%，

合计低于五成，市场份额明显下降，这主

要得益于一些新的厂商的崛起。而在 4K

电视主控芯片领域，国内芯片企业占比超

过 60%。

六、显示芯片产业

提到显示芯片，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英

伟达，没错，显示芯片就是一个垄断的行业。

显示芯片是显卡的核心芯片，它的性能好

坏直接决定了显卡性能的好坏，它的主要

任务就是处理系统输入的视频信息并将其

进行构建、渲染等工作。显示主芯片的性

能直接决定了显示卡性能的高低。不同的

显示芯片，不论从内部结构还是其性能，

都存在着差异，而其价格差别也很大。

显示芯片在显卡中的地位，就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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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中 CPU 的地位，是整个显卡的核心。

因为显示芯片的复杂性，目前设计、制造

显示芯片的厂家只有 NVIDIA、ATI 两家

公司，SIS、VIA 等公司都是生产集成显卡

芯片。家用娱乐性显卡都采用单芯片设计

的显示芯片，而在部分专业的工作站显卡

上有采用多个显示芯片组合的方式。

显示芯片的制造工艺与 CPU 一样，也

是用微米来衡量其加工精度的。制造工艺

的提高，意味着显示芯片的体积将更小、

集成度更高，可以容纳更多的晶体管，性

能会更加强大，功耗也会降低。和中央处

理器一样，显示卡的核心芯片，也是在硅

晶片上制成的。显示芯片难造在于它的集

成度和强大的处理能力，比普通芯片更难

集成。采用更高的制造工艺，对于显示核

心频率和显示卡集成度的提高都是至关重

要的，而且重要的是制程工艺的提高可以

有效的降低显卡芯片的生产成本。

显示芯片位宽是指显示芯片内部数据

总线的位宽，也就是显示芯片内部所采用

的数据传输位，主流的显示芯片基本都采

用了 256 位的位宽，采用更大的位宽意味

着在数据传输速度不变的情况，瞬间所能

传输的数据量越大。就好比是不同口径的

阀门，在水流速度一定的情况下，口径大

的能提供更大的出水量。显示芯片位宽就

是显示芯片内部总线的带宽，带宽越大，

可以提供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吞吐能力也越

快，是决定显示芯片级别的重要数据之一。

目 前 已 推 出 最 大 显 示 芯 片 位 宽 是

512 位， 那 是 由 Matrox 公 司 推 出 的

Parhelia-512 显 卡， 这 是 世 界 上 第 一 颗

具有 512 位宽的显示芯片。而市场中所有

的 主 流 显 示 芯 片， 包 括 NVIDIA 公 司 的

GeForce 系 列 显 卡，ATI 公 司 的 Radeon

系列等，全部都采用 256 位的位宽。这两

家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显示芯片制造公司也

将在未来几年内采用 512 位宽。显示芯片

位宽增加并不代表该芯片性能更强，因为

显示芯片集成度相当高，设计、制造都需

要很高的技术能力，在其它部件、芯片设

计、制造工艺等方面都完全配合的情况下，

显示芯片位宽的作用才能得到体现。

以英伟达为例，它拥有业界最多的显

示芯片专利，一直以来，致力于研发和提

供引领行业潮流的先进技术，包括英伟达 

SLI 技术，能够灵活地大幅提升系统性能

的革命性技术，和英伟达 PureVideo 高清

视频技术。当然对于所有芯片而言，芯片

在成型之前，其实只是一块十分普通的硅

片，此时如果想要在硅片成为一块具有重

要作用的芯片的话，就必须要通过光刻机

的雕刻，这里的雕刻就不是指的雕艺术品

的雕刻技术，而是要通过光刻机来对硅片

进行的线路的刻画，以及对于将功能区也

刻画出来，所以说没有光刻机的话，就算

是有资金和技术，一些也都等于零，显示

芯片集成度很高，也是一大原因。

由于我国芯片产业的落后，在很多领

域，芯片都是依赖进口，显卡芯片作为最

高端的芯片之一，国内几乎没有企业能触

及到。尽管如此，但相信未来我国仍能生

产出高端的显卡芯片，因为我们有着核心

的人才的生态体系。

七、5G 芯片产业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全

球信息化时代，整个经济就像地球一样紧

密地融合在一起，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进步

都将带来整个产业的全方位变革，5G 技术

将是未来几年引领时代变革和进步的核心

驱动力之一。大家之所以如此看好 5G 技

术的前景，一方面由于它是未来信息基础

设施的核心，高速率、高带宽满足人们对

通讯日益增长的新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

5G 技术为实现真正的“万物互联”提供了

可能性，而 5G 芯片是其中最关键的技术。

正是因为对 5G 芯片市场前景的看好，

国外芯片巨头如高通、英特尔、三星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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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研发，力争早日实现 5G 芯片的商用。这一次巨

大的机遇，中国企业也不想错过，以海思、联发科、展

锐、大唐联芯等企业纷纷加入 5G 芯片争夺战。一时间，

形成了中外“齐头并进”的市场格局。

作为 4G 通讯芯片的领头羊，高通对 5G 的重视和

投入让对手颤抖！很多的 5G 专利掌握在这个巨头的手

中。早在十多年前，高通就开始研究 5G 技术，在 5G

芯片的商用上，高通也快人一步，据业内可靠消息，高

通的 5G 芯片将于本月发布 , 首款搭载高通骁龙 855 处

理器的手机将是三星，届时，三星手机 Galaxy S10 也

将成为全球首款 5G 手机。

近年来，高通的 5G 芯片技术是好消息不断，去年

10 月，基于骁龙 X50 5G 调制解调器芯片组在 28GHz

毫米波频段上实现首个正式发布的 5G 数据连接。一直

对通讯芯片市场不甘心的英特尔，自然对 5G 芯片不会

轻易放过，这一次，英特尔没有落后老对手高通。也

是在去年，英特尔推出 XMM8060 调制解调器，这是

一款 5G 调制解调器。之前坊间传闻，苹果若明年推出

5G iPhone，很可能采用英特尔的这款基带芯片。尽管

三星手机和高通芯片合作频频，但是三星仍投入了很

多精力自主研发 5G 芯片技术。近日，三星推出了自研

的 5G 基带 Exynos Modem 5100，这是全球首款符合

3GPP 标准的 5G 基带。据内部人士透露，三星很可能

明年推出运用自研的 5G 基带技术的手机。

同样在 5G 芯片技术上投入巨大的华为海思，近年

来也在积极地推动其发展。2018 年 2 月，海思发布了

旗下首款 5G 商用芯片——华为 5G 芯片巴龙 5G01，

这是全球首款投入商用的、基于 3GPP 标准的 5G 芯片，

支持全球主流 5G 频段。之前华为公司表示，将在明年

推出支持 5G 的麒麟芯片，于明年中旬推出支持 5G 的

智能手机。

作为老牌的手机芯片企业，联发科对 5G 芯片技术

的研发也不敢落下。近日，联发科展示了其 5G 原型机，

其中这款机器搭载了自研的 5G 基带芯片 MTK Helio 

M70，据悉，它们将在 2019 年为智能手机供应 5G 芯片。

相对于高通、华为等芯片巨头，紫光展锐的 5G 芯

片布署相对较晚，但发展很快。近日，它们成功进行了

5G 新空口互操作研发测试，这是 5G 技术研发测试中

最重要一环。据紫光展锐透露，它们将在 2019 年推出

5G 芯片，2020 年进一步推出 5G 单芯片。

随着 5G 商用化进程的推进，通讯芯片的国产化阵

营越来越多，这也为“中国芯”的崛起提供了更多的有

生力量。但需要认清的是，以目前的现状而言，在 5G

芯片技术上，国内外的差距仍有很多。

在芯片生态上，国内 5G 芯片企业，除了华为有自

己的优势之外，其它企业很难形成对国外企业的威胁。

由于 5G 芯片的关键装备及材料配套由国外企业掌控，

导致依赖进口严重；我国的 5G 芯片设计、制造、封测

及配套等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性不足；我国的通讯芯片供

给客户不足，高通的市场份额占主流。对于手机厂商而

言，合作的首款 5G 芯片，高通仍是首选。

不同于 4G 芯片， 5G 芯片不仅仅用于手机，它将

是物联网时代的标配技术，在无人驾驶、工业互联网、

智能家居、零售、物流、医疗、可穿戴等领域都将大

有用途。据相关数据预测，2035 年 5G 将带来十万亿

美元的经济效益。值得一提的是，很多 5G 手机将于

2019 年 6 月正式推向市场，届时，将是 5G 技术商用

化的一个节点，同时也是检验这些国产 5G 芯片企业实

力的关键时期，到底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八、物联网芯片产业

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未来将是一个高速、庞

大、准确的信息化时代，芯片作为信息的处理核心，在

整个产业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于 PC、手

机芯片市场，物联网芯片市场将呈现一种多样化、场景

化的局面，没有任何一家巨头能独自应对巨大的市场需

求，场景的多样化是物联网芯片市场的特点。据公开数

据预测，2020 年中国的物联网芯片市场将达到百亿美

金级别。

过去二十年，以电脑、手机、互联网等为主的信息

市场发展迅速，随着手机、互联网等市场陷入一种瓶颈，

发展步伐放缓，物联网技术成为消费升级的关键驱动力。

从“人人通讯”到“物物通讯”，对于芯片产业而言，

物联网给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以物联网相关的四种芯

片将成为行业的主力军。

物联网安全芯片，物联网时代对安全的需求更高，

与之相关的安全芯片也成为市场的“香饽饽”，市场前

景不可限量。安全芯片就是可信任平台模块，是一个可

独立进行密钥生成、加解密的装置，内部拥有独立的处

理器和存储单元，可存储密钥和特征数据，为电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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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和安全认证服务。

安全芯片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一个“保

险柜”，最重要的密码数据都存储在安全芯

片中，安全芯片通过 SMB 系统管理总线与

笔记本的主处理器和 BIOS 芯片进行通信，

然后配合管理软件完成各种安全保护工作。

安全芯片的主要作用包括加密和存储

和管理密码。安全芯片除了能进行传统的

开机加密以及对硬盘进行加密外，还能对

系统登录、应用软件登录进行加密。比如

目前常用的 MSN、QQ、网游以及网上银

行的登录信息和密码，都可以通过 TPM

加密后再进行传输，这样就不用担心信息

和密码被人窃取。

以往这些都是由 BIOS 做的，忘记了

密码只要取下 BIOS 电池，给 BIOS 放电就

清除密码了。如今这些密钥实际上是存储

固化在芯片的存储单元中，即便是掉电其

信息亦不会丢失。相比于 BIOS 管理密码，

安全芯片的安全性要大为提高。据相关数

据统计，2011-2017 年间，我国的安全芯

片市场规模增长迅速，基本保持了三成左

右的增长率，其中，2017 年我国安全芯片

市场接近 80 亿元。

身份识别芯片，因为人的身体特征具

有唯一性，近年来身份识别成为物联网安

全技术的一种新宠。身份识别是指对人体

的身体特征进行身份验证的一种技术，如

指纹、声音、面部、骨架、视网膜、虹膜

等都是其识别对象。人脸识别、虹膜识别

等相关技术已得到普及，应用于多个领域。

未来，身份识别芯片将安装于各种电

子产品或应用系统中，对系统中的模块、

组件进行识别，通过数据交换完成信息交

换和身份识别认证功能。作是一种电子标

签，它的实现是基于应用的单总线技术，

实现对各个模块组件、配件、器件、系统

等配置和升级等。

据公开数据整理及预测，2012-2017

年间，我国的身份识别芯片市场保持高速

增长，预计 2020 年我国身份识别芯片市场

将达到百亿级别。通讯射频芯片和手机芯片

不一样，通讯射频芯片对处理速度和运算能

力要求没那么高，对连接时长与低功耗有很

高的硬性要求。作为物联网最关键的通讯技

术之一，通讯射频技术有着广阔前景，无线

射频识别将是这个领域的主力。射频识别

（RFID）是一种无线通信技术，可以通过

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

而无需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械或

者光学接触。近年国内涌现了很多很多通讯

射频芯片厂商，也是看好这块。

根据相关数据及预测，2011-2017 年

间，我国的通讯射频芯片市场发展快速，

预计未来几年呈现稳定增长的形势。

移动支付芯片，电子商务的普及带动

了移动支付的发展，以支付宝、微信等支

付方式成为一种新潮流，芯片是移动支付

市场的核心所在。移动支付技术实现方案

主 要 有 双 界 面 JAVA card、SIM Pass、

RFID-SIM、NFC 和智能 SD 卡 。作为电

子支付方式的一种，移动支付技术与移动

通信技术、无线射频技术、互联网技术等

相互融合，形成自己的特点。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1-2017 年间，

我国的移动支付芯片市场维持稳定增长的

态势，虽然移动支付芯片市场不及前几类，

但市场潜力依旧巨大，随着新零售的发展，

移动支付将迎来一个高速增长极点。

物联网技术带来的将是中国整个产业

链的升级，物联网可应用与几乎所有的行

业，但想要普及物联网仍需要时间。物联

网芯片市场并非一家或几家独大，这将是

一个百花齐放的市场。随着物联网场景的

深入，未来这些企业将各自发挥作用，一

起撑起巨大的物联网芯片市场。

九、人工智能芯片产业

随着传统的芯片产业陷入发展瓶颈，

近年来与 AI 芯片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频出不

穷，整个行业呈现一种井喷式发展。AI 芯

片的研究并不比传统芯片容易，以 TPU、

NPU、DPU 等三种相关的 AI 芯片技术成

为新的潮流，国内与 AI 相关的初创企业不

断涌现。

对 AI 行业的初期创业者来说，找投资

是最棘手的问题。这是由于 AI 芯片的研发

难度非常高，同时国内的 AI 人才非常稀缺，

招人对这些企业而言是一个大难题（难怪

很多 AI 企业创始人在演讲上公开呼吁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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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公司一起发展）。在前几年，很多的

投资人士对人工智能的认识还停留在炒概

念的阶段，并不看好。随着 AI 在安防、医

疗、金融、大数据等落地场景上的出色表

现，投资人观念发生了变化：从漠视到质

疑再到看好。据相关数据统计，自 2013 年

以来，全球和中国 AI 行业融资规模呈上涨

趋势。2017 年全球 AI 融资总规模达 395

亿美元，其中中国的融资总额达到 277.1

亿美元，中国 AI 企业融资额占全球融资额

的 70%。2016 年人工智能芯片市场规模达

到 6 亿美金，预计到 2021 年将达到 52 亿

美金，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53%，增长迅猛，

发展空间巨大。

以云端芯片产业为例，目前 GPU 占

据云端人工智能主导市场，占人工智能

芯 片 市 场 份 额 的 35%。 以 TPU 为 代 表

的 ASIC 目前只运用在巨头的闭环生态，

FPGA 在数据中心业务中发展较快。放眼

未来，GPU、TPU 等适合并行运算的处理

器成为支撑人工智能运算的主力器件，既

存在竞争又长期共存，一定程度可相互配

合 ;FPGA 有望在数据中心业务承担较多

角色，在云端主要作为有效补充存在。

从当前人工智能主要的几个机器学习

芯片平台来看，首先是 GPU，GPU 的计

算能力要比 CPU 高很多倍。从全部 GPU

市场来看，英特尔目前占了 71%，英伟达

占了 16%，AMD 占了 13%。但从分立式

GPU 市场来看，英伟达占了 71%，AMD

占了 29%。因此英伟达在分立式 GPU 市

场产品中占有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产品广

泛应用于数据中心的人工智能训练。

从未来人工智能主要发展方向来看，

可投资的垂直细分领域主要包括，机器人芯

片研发、智能视觉、自然语言理解和开放知

识图谱、人工智能教育、围棋 AI、机器视觉、

机器人系统方案、体感人机交互、智能投顾、

智能视觉等。而所有细分领域中，核心专用

芯片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战略制高点。

人工智能前景广阔，能否发展出具有

超高运算能力且符合市场的芯片成为人工

智能平台的关键一役。由此，2016 年成为

芯片企业和互联网巨头们在芯片领域全面

展开部署的一年。而在这其中，英伟达保

持着绝对的领先地位。但随着包括谷歌、

脸书、微软、亚马逊以及百度在内的巨头

相继加入决战，人工智能领域未来的格局

如何，仍然待解。

随着大数据的发展，计算能力的提升，

人工智能近两年迎来了新一轮的爆发。芯

片约占人工智能比重的 15%，结合我国人

工智能市场规模，2020 年我国人工智能芯

片市场规模约为 50 亿元。

十、类脑芯片产业

类脑芯片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有着非

常广阔的应用前景，相对于传统芯片，类

脑芯片在功耗和集成度上的优势明显。近

年来，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均在积

极地推动类脑芯片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

国外如 IBM、高通、英特尔、麻省理工、

牛津、斯坦福大学等都在研制类脑芯片的

相关技术，并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国

内有西井科技、灵汐科技、中科院、清华、

北大、浙大等也在推动类脑芯片的产业化，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在芯片领域必有类脑

芯片的一席之地。

类脑芯片产业的前景不可估量，但同

时也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挑战，毕竟有很多

现实的难题需要去解决。对于国内厂商而

言，挑战和机遇并存，国内对类脑芯片的

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还需要很长时间的

技术积累，创业型企业亦可成为推动类脑

芯片产业化的中坚力量。

类脑芯片的出现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

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其最终的理想状态是

应用到生活中各个领域，如手势或语音控

制的智能家居、面部识别的移动设备、实

时的 ECG 健康检测、无人车的目标识别等，

这些场景都需要类脑芯片的支持。要实现

类脑芯片的产业化，除了需要上面提到的

行业巨头和科研机构，也需要更多国内企

业的加入，让类脑芯片技术早日改变我们

的生活。

自从人工智能的概念被提出，人们对

芯片算力和智能的要求更高，类脑芯片的

横空出世让研究人员眼前一亮，很多企业

和研究机构积极推动产业的发展，甚至有

人认为它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一直以

来，神经形态计算领域的研究人员都希望

能将人脑的能力“复制”到计算机芯片。

这样的于人脑芯片与现在基于二进制进行

计算的数字芯片不同，其元件将以模拟的

方式进行工作，通过交换梯度信号或权重

信号来激活，非常类似神经元依靠流过突

触的离子种类和数量来激活。

类脑芯片的本质是模拟人脑工作原理

实现深度学习，进而解决极其复杂的计算

问题。目前类脑芯片离真正成熟的商用还

有一段距离，甚至在产业化中面临很大的

风险系数，但从长期来看，它可能带来计

算机体系的革命和架构的变革。正是上面

这些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推动，它们的成果

让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类脑芯片非常具

有想象空间，就像专家说的那样，成熟的

类脑芯片有可能长出眼睛，像人一样辨别

图像，这真是太神奇了。未来，笔者相信

会有更多的企业和人才加入到这个产业之

中，一起推动类脑芯片的产业化，让这门

技术早日改变我们的生活。

总结：

未来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芯

片的重要性肯定越来越大，而芯片作为很多

设备的关键，必然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

2019 年即将发布众多 AI 芯片和 5G 芯片，

它们都是芯片产业大军重要的一份子，技术

的进步一定会让芯片产业更加发达和完善。 

（来源：OFweek 电子工程网）



Industry业界

62

展商动态

光电传感

上海炬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近期，上海炬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

布的 3D-TOF 芯片，具有体积小、低能耗、

低成本、高识别度的特点，可用于 3D 人

脸识别、监控、工厂自动化生产、自动驾

驶等领域。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是致力于全

球领先的智能光电感知产品和服务提供商。

科研团队长期从事太赫兹技术零辐射、全息

提取、激光、AI 引擎智能边缘计算、深度

神经网络、多维度监测、超高频在半导体材

料、激光的性质研究、以及断层成像技术这

些关键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工作。经过核心团

队在海外多年的前沿科研沉淀以及团队自身

的国际前沿、独一无二的技术优势，目前正

加大投入进行商业化转换，尤其在智能装备

电子等先进制造技术领域，聚焦安防，车载

等应用领域，矽赫科技为新兴产业赋能。矽

赫科技将建立起围绕智能光电感知，其中包

括太赫兹核心技术，激光传感等为核心的产

销研一体化经营体系。

矽赫科技已获得在松禾资本的风险投

资。目前公司的研发与运营中心位于中国

深圳南山区，并在美国设有分公司。

光电子创新

北京灵犀微光科技有限公司
AR 光学显示核心技术提供商灵犀微

光在 2019 拉斯维加斯 CES 展出 3 款最新

AR 光波导方案 AW61、AW63、AWO3。

继 2016 年首次发布光波导产品以来，灵犀

在 AR 光波导显示领域不断优化迭代。本

次的新品在光栅感、对比度、FOV 等方面

显著提升，已接近 AR 光波导技术的极限

效果。

轻 薄 透 明 的 光 波 导 AR 眼 镜， 成 为

2019 年 CES 上的一大主要看点。除了现

场公众展示之外，灵犀还邀请部分来自华

为、阿里、Oppo 等行业嘉宾提前体验专为

2C 市场设计的超小型下一代 AR 显示方案。

AW61：消除条纹感，AR 眼
镜全屏观影无压力

AW61 光波导 AR 模组在实现 40 度视

场角的基础上，解决了小型化光波导模组

的致命缺陷——明暗条纹问题。这一改善

归功于耦合系统不断迭代升级，而实现更

为精准的图像还原技术，是最终呈现无明

暗条纹 AR 图像的关键。此外，AW61 呈

现出全彩色高清晰度的显示效果，适应教

育、娱乐等领域的应用。

AW63：42 度大视场加高对比度
AW63 将视场角进一步提升至 42 度，

是灵犀此次发布的 3 款产品中视场角最

大的一款。1000:1 高对比度和无边框感

的视觉呈现，让体验效果更加真实自然。

AW63 模组仅重 17g，在需要高度透视，

实现真实深邃黑色背景的领域，如医疗、

导航指引等应用方向具备明显优势。

AWO3：OLED 方案匹配
军工和智能制造应用

AW03 拥有 10000:1 的超高对比度，

而功耗只有其他型号模组的六分之一。因

其能达到广泛的温度适应性范围，AWO3

对于环境条件要求严格的行业如军工、制

造业等能够提供持续稳定的服务。灵犀微

光此次在 CES 展出单色 OLED 光学模组，

在实际应用中解决透视、信息提示等传统

问题，对于特定行业来说已满足使用。目前，

AWO3 的订单集中来源于军工领域。

2019 年将是 AR 成为现象级产业的转

折年。过渡方案将被淘汰，核心器件实现

量产，消费级 AR 眼镜将会出现。灵犀微

光将在 2019 年完成中等规模产线的建设，

继续为 AR 设备提供核心光波导模组。本

届 CES 上，三款新品获得了企业与 C 端用

户的认可，意味着市场对 AR 技术的了解

日渐深入，AR 设备覆盖的应用场景也在日

益增多。

光通信

三菱电机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研发新感知技术
近日，日本三菱电机宣布已成功研发

出一项感知技术，即使在浓雾或大雨中都

可非常精确地探测车辆周围环境。该项技

术有望使自动驾驶和驾驶辅助系统即使在

恶劣天气中也能稳定工作，三菱电机将该

技术与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一起进

行了测试，以测试真实车辆在恶劣天气中

的表现，并且确认了即使在传感器表现不

佳的恶劣天气下，自动紧急制动系统也可

实现安全紧急制动。

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国内光子集成领域的开拓者，

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掌握光

子集成技术的核“芯”技术，专注于高端

PIC（光子集成线路）的芯片、器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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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子系统的研发，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折射

率差、低损耗、低成本和三维光电子集成

技术，开发出高密度、多功能、小体积、

低能耗的光通讯核心器件，为超大容量、

超高密度光传输系统提供全球领先的解决

方案。

在 2018 年 9 月中国光博会 CIOE 上，

我们看到了奇芯光电推出的，片内反射式

DEMUX 组件方案和 400GDEMUX 组件方

案，为数据中心光模块的生产效率提升和

更新换代提供助力。

奇芯光电的片内反射式 DEMUX 组件

方案，相对于传统的 DEMUX 方案不仅避

免了芯片研磨抛光工艺过程及包装运输对

反射面的波导损坏，同时将有源耦合变为

无源贴装，极大的提高了 DEMUX 产品的

成品率，大幅减少工艺时间，降低了成本。

片内反射式 DEMUX 组件解决方案

奇芯光电对于 400GDEMUX 组件已

完成 750um pitch 解决方案的前期开发，

并已陆续为客户送样，同时可以依据客户

定制需求开发更小尺寸的产品。

红外技术及应用

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红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红相科技”) 于近日收到国网物资有限

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18 年电源项目第三次

物资招标采购项目的中标人，负责福建、

山东、河南、湖南、重庆、江西、湖南、

江苏等多地区供电公司红外热成像仪、检

测仪器表的购置。

今年以来 , 红相科技已拥有多个大订

单 , 继江苏省统一招标中标后 , 再次中标

国家电网的统一招标 , 两大订单累计项目

金额为 99,958,652.00 元。本次项目中标

总 额 为 41,626,252.00 元 , 占 公 司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9.43%；两大订单

累计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31.98%, 将大幅提振公司未来业绩。

红相科技为我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

成立于 2005 年 , 专注红外热像、紫外成

像和气体成像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拥有光

学设计、电子技术、图像算法、信息处理、

精密机械、系统集成、远程遥控等领域逾

百人的顶尖核心科研团队 , 获得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重点软件企业认证 , 同时

拥有海外自营进出口权 ,30 多项计算机著

作权和 100 多项专利。

本次成功中标 , 凭借的是技术创新和

稳健经营。红相科技拥有多项重点新产品

和技术发明专利 , 一直致力于建立具备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体系 , 并且坚

持高端化、国际化的经营理念 , 不断提升

自身品牌口碑和信誉度 , 成为行业的引领

者。

今后 , 红相科技将继续不遗余力做优

秀的全球企业公民 , 坚持诚信经营 , 持续

学习 , 勇于创新 , 积极承担对价值链伙伴、

地球环境和社会的责任 , 让世界因为红相

更加美好 !

Ulis
ULIS 宣 布 推 出 了 一 款 面 向 智 能 互

联 建 筑 的 热 成 像 传 感 器 系 列 产 品 ——

ThermEye Building，可服务于系统集成

商实现人员存在检测和计数。

ThermEye Building 系 列 包 括 两

种 新 产 品：ThermEye-b90 和 Ther-

mEye-b120。这两款 80 x 80 像素的热成

像传感器为系统集成商提供了先进的功能，

可以检测人员的存在（即使人员不移动）、

并对人员进行定位和统计，以提高分析人

员活动的能力，并与相关智能建筑应用进

行通信。通过分别配备 90°或 120°视

场 角（FOV） 的 镜 头， 单 个 ThermEye 

Building 传感器可覆盖 30 平方米的区域，

相当于可容纳 8 至 10 人的会议室。

该产品系列配置了传统视频通道（每

秒 50 幅图像），并具有与低功耗应用兼容

的间歇运行模式。一节 AA 电池便可以支

持 ThermEye Building 传感器的运行，并

能够以每两分钟的间隔发送一幅图像。

由 于 没 有 人 脸 成 像 和 识 别 功 能，

ThermEye Building 产品系列可确保人员

的隐私。这对于希望利用数据为未来其它

智能建筑应用开发解决方案的集成商来说，

是一个加分项。这些智能建筑解决方案，

可以优化空间使用和能源管理，检测潜在

的火灾热点，并在火灾期间帮助人员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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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

常州纵慧芯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国产 VCSEL 供应商「纵慧芯光」近

期获得上亿元级 B+ 轮融资，领投方为武

岳峰，其他投资方包括前海母基金、追远

创投、五岳华诺等，本轮融资主要用于扩

充团队和增加产线。据悉，该公司曾于 15

年底获华西集团 A 轮融资；17 年底获欧菲

光、高榕资本、陈大同等上亿元级 B 轮融资。

近年来，越来越多智能手机搭载深度

摄像头，人脸解锁、刷脸支付等功能日益

普 及。 拿 起 iPhoneX 手 机， 一 个 激 光 光

源打到人脸上后，由传感器感知并建立三

维模型与数据库中存储的三维模型进行比

对，这个激光光源就用到了三维传感系统

中一大核心元器件：垂直腔面激光发射器

（VCSEL)。

传统的半导体光源包括 LED、面发射

激光器（VCSEL）和边发射激光器（EEL)。

相比之下，VCSEL 具备体积小、圆形输出

光斑、单纵膜输出、阈值电流小、成本低

等优点，此前在光通信、光互联、光存储

等领域都已有成熟应用。近年来，由于其

较高的光速质量和稳定的温漂性，VCSEL

被应用在智能手机三维传感系统中。

然而，目前 VCSEL 激光器芯片的供

应基本由欧美传统半导体厂商垄断，如

Lumentum、Avago、Finisar、II-VI 等。

近日，36 氪接触到一家国内自研 VCSEL

激光芯片的公司纵慧芯光，成立于 2015 年，

当前主攻手机市场 VCSEL 核心元器件，

从设计、产品开发到生产均有覆盖。

产品业务方面，纵慧芯光官网显示有

光 通 讯 专 用 VCSEL 芯 片、3D 传 感 专 用

VCSEL 芯片的标准品开发，以及基于行业

需求定制芯片和解决方案。据悉，目前在

标准品开发方面，纵慧芯片聚焦 850nm 和

940nm 两个波段，从小功率到大功率均有

覆盖，其中 940nm 1W 芯片光电转换效率

可达 49%；在定制化芯片方面，纵慧芯光

已经与多家一线手机厂商展开深度合作；

此外，纵慧芯光可以提供多种性能优异的

3D 投射模组解决方案，如主动双目 3D 投

射模组，结构光投射模组，TOF 应用投射

模组等。

纵慧 TOF 发光模组

纵慧 TOF 模组远场光斑

量产方面，VSCEL 背后有着复杂的供

应链体系，涉及芯片设计、外延制备、芯

片制程和封测等环节。公司联合创始人兼

亚太区总经理陈晓迟博士告诉 36 氪：纵慧

芯光拥有自己独特的 VCSEL 芯片设计，

外延、芯片制程和封测环节均由全球领先

的供应商代工完成，公司在台湾设立办公

室进行供应链管控，目前整个供应链体系

已经搭建成熟并开始批量交货；此外，公

司于 2018 年初在常州着手建立外延和封测

产线。

有 别 于 现 在 国 内 外 VCSEL 厂 商 的

IDM 或 Fabless，纵慧芯光采用“类 IDM

模式”，或称“Fab-lite 模式”，在芯片

供应链体系中将生产制造环节中核心的外

延生长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独立建设生

产线，而对于其它工艺环节，采用外协方式。

这样既保持了 Fabless 模式的灵活性和低成

本，又能缩短产品研发周期，更好地做到

品质管控，有助于于大规模产品量产交付。

据悉，目前，公司的产品均已实现量

产。据陈晓迟博士透露：在手机领域主流

3D 视觉解决方案中，纵慧芯光作为唯一一

家国产 VCSEL 供应商已进入多家一线手

机厂商供应链体系，已于 2018 年下半年开

始批量出货。

商业模式上，纵慧芯光当前主要与与

3D-sensing 领域的方案商、模组商、光学

元器件厂商以及终端厂商合作，结合独立

设计和灵活代工模式完成 VCSEL 芯片的

生产交付。

提及未来规划，陈晓迟博士表示，短

期纵慧芯光将从智能手机等相关消费电子

品入手，从而实现大规模销售增长，之后

将切入如安防红外补光、AR 相关手势识别、

汽车电子、光通讯等细分领域。

切入被海外垄断的 VCSEL 设计生产

领域也与纵慧芯光核心团队的学术和产业

背景紧密相关。据悉，纵慧芯光起源于美

国斯坦福大学，拥有数十年光电芯片产业

经验，整个团队目前有大约 60 人，主要成

员来自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耶鲁大学、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上海交大、华

中科技大学、北工大等。目前，纵慧芯光

正在积极寻求技术和管理人才，希望在未

来能不断提升公司技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精密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底海康威视“携手同行，合作

共赢”——第六届供应商大会在杭州隆重

召开，江西凤凰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再获殊

荣，蝉联海康威视供应商大会“最佳质量

奖”。这也是继 2017 年度获“最佳质量奖”

后，凤凰光学产品质量第二次获得海康威

视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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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科技将以此为契机，不断进取，

加快质量管理创新的步伐，追求卓越绩效，

增强竞争优势，在光电领域为客户提供专

业、完美的产品和服务，将凤凰光学发展

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光电企业。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中天科技披露《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公告》，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6,512 万元，发

行数量为 3,965,120 手（39,651,200 张）,

用于 950MWh 分布式储能电站、大尺寸光

纤预制棒智能化改造等 7 个项目，沿着优

势主营业务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近年来，储能逐渐成为市场的新宠，

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CNESA) 不完

全统计，2018 年中国累计投运储能项目规

模 为 1018.5MW/2912.3MWh， 是 去 年 累

计总规模的 2.6 倍。在储能应用场景中，“电

网侧”和“用户侧”大规模释放，成为主

要增长点。

凭借优秀的系统集成设计方案和安全

可靠的系统设备，中天科技（600522）在

储能领域频频亮相，积极参与了国内多个

重大储能项目，赢得了电网的一致好评。

得益于中天在储能领域的积极探索，中天

科技拟募集资金 15.77 亿元投资 950MWh

分布式储能电站项目。

江苏省首个电网侧储能示范项目（丹阳电站）

2019 年储能行业将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已经成为共识，共识的形成主要基于政策

的有力推动。近两年国家对储能产业的扶

持政策密集出台，能源革命和电力体制改

革带来政策红利，将长期助力储能行业发

展。地方政府、电网公司出台的相关政策

和实施细则，也成为促进储能行业发展的

直接推动力。2019 年初，国家电网发布《关

于新时代改革“再出发”加快建设世界一

流能源互联网企业的意见》，指出要研究

探索利用变电站资源建设运营充换电（储

能）站和数据中心站的新模式，以及大力

开拓电动汽车、储能、综合能源服务等新

兴业务，促进新兴业务和电网业务互利共

生、协同发展。这两条措施的背后，都透

露出电网将在储能领域持续布局。

盘 点 过 去 的 一 年， 中 天 科 技 在 储

能领域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江苏镇江

101MW/202MWh 储 能 电 站 是 已 建 成 世

界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电网侧储能电

站，中天科技参与了其中建山、丹阳、大

港三个站共计 66MWh 储能项目。在湖南

120MW/240MWh 电池储能电站规划中，

中天科技参与的芙蓉变电站电池储能电站

为国内单体容量最大，且拥有功能最齐全

的电池储能毫秒级电源响应系统。项目创

新采用电池租赁模式、全室内布置，整体

系统设计达到全国领先水平。2018 年 12

月初，业界瞩目的江苏第二批电网侧储能

项目中标结果公示，中天科技再次凭借实

力拿到 48.4MWh 磷酸铁锂电池包。截止

目前，中天科技参与的电网侧储能项目已

达 182MWh。

其实早在 2012 年，中天科技就开始

布局储能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初具雏

形，形成含电池正负极材料、结构件、铜箔、

锂离子电池、BMS、PCS、EMS、变压器、

开关柜、储能集装箱等核心部件的完整储

能产业链，实现电网侧储能电站所需设备

内部自主配套率 95% 以上，用户侧储能电

站所需设备内部自主配套率 99% 以上，在

储能设备安全性、规范性方面深度研究，

凭借产业链优势，逐渐成为储能行业公认

的领跑者。

中天储能产业链

中天新能源产业集团总裁曹红彬透露，

中天科技目前能够在储能领域取得重大突

破，窥探一些储能市场运营的商业化模式，

还要从 2016 年获得江苏省经信委《关于分

布式储能技术装备产业化应用示范项目的

批复》说起。该项目使中天科技成功抢占

了行业发展的高地。随后中天科技在分布

式储能上继续发力，与华能集团共同打造

了华能青海光伏电站直流侧锂电池储能电

站，承建了江苏省内最大的单体商业用锂

电储能项目，也是国内用户侧最大单体锂

电储能项目——协鑫智慧能源（10MWH

锂电）分布式储能示范项目，现已在行业

内斩获了良好的口碑，积累了丰富的项目

经验。

未来根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初

步统计，近期规划 / 在建的电网侧储能总

规模已经超过 1407.3MWh。预计未来 1-2

年电网侧储能还将迎来跨越式的发展。储

能在电网侧的快速应用将对整个储能产业

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将推动储能在技

术标准、运营模式以及市场机制上做有效

探索。本次中天科技拟募集资金 15.77 亿

元投资 950MWh 分布式储能电站项目，正

是看中了储能所具备的商业化应用价值，

储能投资将成为中天新能源领域的又一增

长极。



Industry业界

66

		长春光机所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

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始建于

1952 年，由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与中科院长

春物理所于 1999 年整合而成，是新中国在

光学领域建立的第一个研究所，主要从事

发光学、应用光学、光学工程、精密机械

与仪器的研发生产。

建所 60 余年来，长春光机所在以王大

珩院士、徐叙瑢院士等为代表的一批科学

家的带领下，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

光器、第一台大型电影经纬仪等多种先进

仪器设备，创造了十几项“中国第一”；

有 23 位在本所工作过的优秀科学家当选为

两院院士，并涌现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蒋筑英等众多英模人物；先后参加了“两

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等多项国家

重大工程项目，为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以来，长春光机所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研产学并举”

发展理念，在科研领域攻克了多项关键技

术，取得了以神舟系列有效载荷为代表的

一批重大科研成果。现有 18 个研究部室，

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 / 工程中心 6 个、中

科院重点实验室 2 个。

长春光机所自 2000 年以来，获得国

家及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 128 项，其中国

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国家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共 20 项，中

科院、省部级一等奖 54 项。现有在职职工

2100 余人，其中院士 3 人，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获得者 37 人，863、973 各领域专

家 9 人，国家级各类领军人才 15 人。通过

实施科学的人才培养和评价体系，形成了

创新人才辈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良好

态势。

展示产品：

AMS-3000 大视场三线阵立体航摄系统

主要特点：
1. 同时获取全色及红、绿、蓝单波段高分辨

率图像；

2. 32k 长线阵探测器，作业效率高；

3. 集成高精度 POS 和稳定平台，适应多种载

机作业；

4. 大基高比，立体成像能力强；

5. 气密及主动温控设计，环境适应性良好；

6. 自动化数据处理系统。

重点应用领域：
相机广泛应用在城市测绘，国土资源普查，

农业，林业，国防，治安，资源勘探等民用

领域

目标客户：
大视场三线阵装载在飞机上，对地面目标进

行多视角、多光谱成像，经过数据处理后，

可获取地面高精度的全色及彩色三维图像，

在相对距离 2000m 处，可完成精度优于 0.3m

的高效率对地三维精确测量。

展示产品：

光栅——可制作系列刻划、全息光栅，种类丰
富；工作波段覆盖紫外至红外波段。

重点应用领域：
生命科学、环境保护、石油化工、钢铁冶金、

食品卫生、商品检验

目标客户：
光谱仪器厂家

		苏州医工所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

究所（以下简称“苏州医工所”）是中国

科学院唯一以生物医学仪器、试剂和生物

材料为主要研发方向的国立研究机构，由

中国科学院、江苏省和苏州市人民政府三

方共同出资建设。自 2012 年 11 月正式成

立以来，研究所始终秉承“忠诚、务实、

合作、创新”的发展理念，定位于“面向

生物医学的重大需求，开展先进生物医学

仪器、试剂和生物材料等方面的基础性、

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工作，引领生物医

学工程技术的发展，建成医疗仪器科技创

新与成果转化平台，成为不可替代的国立

研究机构”。

科研院所孵化成果推荐
科研院所不仅仅承载着科研的工作，也同时肩负着各类高科技企业的孵化，通过深入的产学研协同合作，会大力支撑

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以下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高精尖的孵化企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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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围绕医用光学技术、医学检验

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医用声学技术、医

用电子技术和康复工程技术等研究方向，

设立了 9 个研究室。已建成中国科学院生

物医学检验技术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医用

光学重点实验室和 9 个苏州市高技术研

究重点实验室。研究所园区占地面积 208

亩，现有总建筑面积 7.8 万平方米的科研

及配套用房，装备投入 2.48 亿元，总资产

10.29 亿元。

截止 2018 年 6 月，人员总量 679 人：

其中江苏省双创人才 22 人；研究员 50 人，

副研究员 76 人；博士生导师 58 人，硕士

生导师 44 人，在学研究生 196 人。硕士

及以上学历占 96%，35 岁及以下青年职工

占 85%。累计授权专利近 700 项，其中发

明专利 200 余项；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近

1000 篇。共承担国家、中科院及省市各类

科技项目、军工项目、企业委托项目 600

余项。

苏州国科视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展示产品：

数字化 RAPD 检测仪

重点应用领域：
数字化 RAPD 检测仪，可实现人眼瞳孔的高

速跟踪，可单独或同时对瞳孔进行光刺激并

记录双眼瞳孔对光反应曲线，通过分析曲线

以及双眼曲线偏差，定量评估瞳孔对光反应

能力以及 RAPD（相对性传入性瞳孔障碍）。

本产品可替代现有的 RAPD 定性检查手段，

客观定量检测 RAPD 并缩短测量时间，可用

于体检中心综合评估视神经传导能力的总体

效能（如青光眼、黄斑病变早期诊断），配

合视觉电生理检查可进一步明确相关神经传

导通路的异常段位，还可评估交感神经与副

交感神经的兴奋程度变化（疲劳度变化）以

及退行性神经病变（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

综合症）的状态评估。

目标客户：
军队、研究所、大学、医院。

苏州国科视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展示产品：

脑疲劳预警与干预眼镜

重点应用领域：
脑疲劳预警与干预眼镜是一种便携式或可穿

戴式的眼动及头动参数在线监测系统，对佩

戴人员进行长时间的连续监测，达到实时判

定佩戴人员觉醒状态的功能预期，并在设定

条件下对觉醒状态不足的人员，进行状态预

警和物理刺激，以期达到提高人员觉醒程度

的目的。该产品可用于准确评价相关行业人

员持续作业条件下生物节律及功能状态，并

给予科学的干预，从而提升作业效能。

目标客户：
军队、研究所、大学

		深圳先进院		

根据中央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战略

目标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结

合中国科学院科技布局调整的要求，围绕

深圳市实施创新型城市战略，2006 年 2 月，

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及香港中文

大学友好协商，在深圳市共同建立中国科

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

进院”），实行理事会管理，探索体制机

制创新。经过十二年发展，深圳先进院目

前已初步构建了以科研为主的集科研、教

育、产业、资本为一体的微型协同创新生

态系统，由九个研究平台（中国科学院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先进集成技术研究所、生

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所、先进计算与数

字工程研究所、生物医药与技术研究所、

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脑认知

与脑疾病研究所、合成生物学研究所（筹）、

先进电子材料研究所（筹）、前瞻性科学

与技术中心），国科大深圳先进技术学院，

多个特色产业育成基地（深圳龙华、平湖

及上海嘉定）、多支产业发展基金、多个

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新型专业科研机构（深

圳创新设计研究院、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

究院、中科创客学院、济宁中科先进技术

研究院、天津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珠海

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苏州先进技术研究

院、杭州先进技术研究院）等组成。

孵化企业名称：
中科华邮（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展示产品：

远距离虹膜识别系统

重点应用领域：
安防领域

目标客户：
海关、监狱、机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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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P 4 0 G ， 1 0 0 G / 1 0 G - P O N /

GPON/EPON/SDH/GBE/CWDM/BIDI/

Fiber Channel/XFP,SFP+10G/6G 

BIDI/XFP,SFP+10G CWDM/DWDM

全系列光模块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昂纳光通信集团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是高科技外商独资企业，于 2010 年 4 月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股票代号 877。经过

多年的努力，已确立了在无源光网络器件产业方面的领先地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光通信器件和模块供应商之一。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翠景路 35 号 传真：0755-26710557
电话：0755-26710000-8126  网址：www.o-netcom.com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延安三路 204 号海信商务楼 B 座 3 楼 传真：0532-55751919
电话：0532-55751934  网址：hbmt.hisense.com  

MEMS Optical Free Space Isolator AOC 400G

● PAM4 Modulation

●8 independent electrical input/output channels

● 4 independent parallel optical lanes

● MPO-12 optical connector

● Up to 500m/1km link on SM fiber

● Power Consumption ＜ 12W

400G QSFP-DD D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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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联特科技有限公司

索尔思光电（成都）有限公司

武汉联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总部位于武汉 - 中国光谷，是专业的光收发模块制造厂商，在美国硅谷和武汉拥有研发中心。联

特科技依靠优良稳定的品质，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青睐，产品 70% 出口海外。联特科技专注于数据中心、传输和无线领域光模块的开发与制造

（400G/100G/40G/25G/10G/1G）

联特科技提供 10G SFP+、XFP、16G SFP+ 产品，包括各类 CWDM 和 DWDM SFP+ 和 XFP 封装，传输距离 300m~120Km 的光模块产品。

产品包括双纤和单纤双向两种封装，商业温度、扩展温度和工业温度三种温度范围，并符合 IEEEE802.3ae,SFF-8472 和 SFF-8431 协议。产品

广泛应用于传输网、数据中心、无线通信、服务器、交换机、存储和接入网领域。在质量稳定、技术成熟和交付迅速方面获得大量主流电信运营商、

通讯设备商用户的肯定。

索尔思光电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光通信技术供应商，其创新可靠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和城域网络的通讯与数据连接。我们首创的下一

代解决方案旨在为客户提供适用于全球极速增长的云基础架构、无线通信、宽带和光纤到户等技术支持。位于美国加州的西山总部建有生产基地

和产品研发中心，并在全球多地设有销售办事处。

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大道 52 号 E 区 12 栋 传真：027-59706329
电话：027-59706329  网址：www.linkteltech.com 

地址：成都郫都区新科路 8 号高新综合保税区 B 区 5 号楼  传真：028-87958787
电话：028-87958788 网址：www.sourcephotonics.com

QSFP-DD FR4 QSFP-DD DR4 WDM SFP+

50G QSFP28 ER
• Compliant with QSFP28 Standard；

• EML and APD receiver；

• Supports 40km transmission with 18dB 

channel insertion loss；

• 2X26G NRZ 50GAUI-2 electrical interface; 

• Operating case temperature: 0℃ to 70℃；

• Maximum power consumption <3.5W

25G SFP28 LR Lite
• Support CPRI wireless and 

25GBASE-LR application；

• Support multi-rate for both 10Gps and 25Gbps；

• Up to 300m transmission on SMF；

• 1310nm FP laser and PIN receiver；

• Power consumption lower than 1.2W；

• Operating case temperature: -40~+85℃

400G QSFP-DD LR8
• Compliant with IEEE 802.3bs standard: 

– 400GBASE-LR8 optical interface; 

– 400GAUI-8 electrical interface；

• Compliant with QSFP-DD MSA HW 

Rev 3.0 with duplex LC connector；

• Case operating temperature 0℃ to 70℃；

• Up to 10km transmission on S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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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芯思杰智慧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飞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芯思杰公司是一家从事三种半导体光学材料（磷化铟、法拉第、铌酸锂）为基底的超微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目前

拥有核心专利技术近 100 余项，研发和生产的光芯片、光传感器，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光网城市建设、无人驾驶、智能制造、

5G 通讯及万物互联相关领域。

光模块 200G QSFP DD PSM8
光互连技术从 100G 正在走向 200G/400G，数据中心的演进有着多种不同的路

径。易飞扬独有的 PSM 全系列产品线就是其中一种低成本的光互连路径，包括 40G 

PSM4 、100G PSM4、200G PSM8 全速率并行光模块产品，均是基于 NRZ 编码格式。

易飞扬新近推出的 200G QSFP DD PSM8 光模块满足 QSFP-DD MSA 标准，

传输距离高达 10KM，采用并行 8 路、单路 25Gbps 设计，低功耗优势显著，功耗小

于 6W，工作温度满足 0~70℃。工艺精良。独到设计的光引擎，不仅提升生产效率，

更大的优点在于大幅度降低产品成本。

QSFP-DD 凭借其倍增的宽带优势，成为下一代数据中心的宠儿。易飞扬除了

提供传统优势的 40G SR4、100G SR4、200G SR8 平行多模 VCSEL 光模块，如今

更是一举完善了可直达 10KM 链路传输的单模 PSM 模块，至此，易飞扬基于 NRZ

传输的低成本数据中心内部平行光互连方案基本完成。期待客户的许可和验证。

光模块 50G SFP56 SR
面向下一代 400G 数据中心，易飞扬推出光模块 50G SFP56 SR，应用于服务器，

架顶交换机等设备之间的光互连。50G SFP56 SR 采用 PAM4 调制技术，在现有成

熟的 25Gbaud 芯片产业链上，调制为 56Gbps 单通道带宽。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智园 A5 栋 4 楼 传真：0755-86686694
电话：0755-23712706 网址：www.xinsijiezhcg.com

高速 TO 封装光器件
研发设计高速光子芯片封装技术构建低成本、批量化

生产光电子器件工艺平台提供 EMS 半导体封装服务。

光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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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中泰南山主角大厦 17 楼（ 南山南海大道与东滨路交汇处 ）
电话：0755-26734300-308 传真：0755-26738181       网址： www.gigalight.com

光模块 200G QSFP DD PS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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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莱宝光学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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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10-53793366-530 传真：010-53793366-530
网址： www.buhlergroup.com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凤凰西大道 197 号  传真：0793-8260488
电话：0793-8893991-591  网址：www.phenixoptics.com.cn

LEYBOLD OPTICS IBS
离子束溅射系统 
高精度镀膜 RF 离子源 先进光学控制系统

离子束溅射系统 IBS 1400 and 1600- 高精度高产量光学薄膜生产。该技术用于

超低光损耗镀膜，特别适用于激光光学镀膜。该设备配备了高能量 3 栅网 RF 离

子源，在大面积基材表面镀膜也同样保证质量和速度。可以选配自动上下片系统。

另外配备的辅助 RF 等离子体源进一步提高了膜层质量。使用先进的 OMS5100

光学监控系统保证高精度镀膜。也可以选配宽带光学监控系统（BBM）。高端

离子束溅射设备应用领域广泛，如激光，医疗，计量，显微镜和光通信等。

凤凰光学，成立于 1965 年，是中国光学行业第一家上市

公司、中国最大的光学仪器生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光学

研发与生产企业之一。公司主要从事光学镜片、光学镜头、锂

电芯、照相器材、光学仪器零配件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具有

光学、机械、电子、塑料等多专业综合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能力。

千万像素工业镜头
Phenix 品牌 FA 镜头是凤凰光学自主研发的机器视觉产品。基于与目

前市场上主流机器视觉摄像机的匹配情况，phenix 即将推出的 FA 镜头

包括，2/3 英寸、1.1 英寸和 1/1.8 英寸的千万定焦镜头，焦距涵盖 8-50

毫米。凤凰光学利用其规模优势，在确保产品质量及性能的同时，有效

控制成本，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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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海光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SCHOTT AG

海洋光学是世界领先的光传感和微型光谱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是世界公认的微型光纤光谱仪的发明者，在光谱仪

发展史上，这是继发明傅里叶光谱仪之后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造。微型光谱仪以其体积小，可靠性高，性价比好的特点，

开拓了广阔市场空间。特别适合于在线的，实时的，快速的，便携的，嵌入式的应用。

肖特是一家在特种玻璃和微晶玻璃领域领先的跨国高科技集团公司。积累了超过130年的研发、材料和技术专业知识，

并拥有一系列广泛的高品质产品和智能解决方案。肖特是众多行业的创新推动者，其中包括家用电器、医药、电子、光学、

汽车和航空行业。

电话：021-62956600-131 传真：021-62956600-131
网址：www.OceanOptics.cn

Ocean FX
全新的 FX 系列，使用 CMOS

探测器有效提高灵敏度。每

秒 4500 张的图谱获得速度，

以及强化的模块通讯集成了

以太网以及 WiFi，全新的光

谱仪在 UV-VIS 波段响应更

加灵敏，更快的分析速度在

食品的分类拣选及流程、生

物科学等行业表现更加优秀。

QE Pro
QE Pro 具有的高灵敏度与宽动

态范围的特性使其成为了同等

级中性能最高的微型光谱仪。其

超高的性能可以大大提高吸光

度、反射率、荧光与拉曼检测的

精确度。而对于一些更高要求的

测试，其可容纳 15，000 张光

谱的缓冲区可以在高速采集中

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同时其先进

的光学设计与热电致冷器件可

以大大提高长时间检测的热稳

定性。因此无论是高速测量或宽

浓度范围的检测，QE Pro 都能

为您的实验室或在线应用提供

无与伦比的性能表现。

电话：021-33678000 网址：www.schott.com/china

用于增强现实技术的高折射玻璃晶圆
• 在超级光学玻璃领域具有 130 余年的倾心投入和技术专长。

• 玻璃解决方案完美符合客户规格要求。

• 具有高均匀性和高透明度的光学玻璃，以获得靓丽的图片效果

和导光特性，同时将光线损失降到最低。

• 高折射率可放大视场（FoV），极大提升视觉体验。

• 卓越的生产过程，极低的整体厚度变化（TTV），可为具有最

佳锐度和对比度的图片提供辅助支持。

• 玻璃晶圆厚度最小化以降低增强现实设备的重量，但保持其强

度以适应日常使用。

• 光学镀膜实现最佳无反射视线穿透体验。

SCHOTT FLEXINITY ™
结构化玻璃解决方案

SCHOTT 通过 SCHOTT FLEXINITYTM 推出全新的创新型产品组合，该系列

产品可提供高精度和多功能的结构化玻璃基片。

我们大部分厚度各异的玻璃基片均可通过 FLEXINITYTM 加工获得：

D 263® bio 基 片 玻 璃 | D 263® T eco 薄 玻 璃 | MEMpax® | AF 32® eco | 

BOROFLOAT® 33



光通信系列会议：
5G 时代光通信产业转型与应用创新发展论坛
• “光网络新技术、新应用与新业态”
• 光宽带接入与智慧产业融合发展
• 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技术
• 下一代的数据中心光互连技术
• 5G+ 产业 + 新一代信息技术 打造产业核心价值

光学系列会议：
• 晶圆级光学成像模组制造技术
• 极端制造 - 超精密 / 微纳制造与检测技术
• 光学镀膜与检测技术应用专题
• 光学显示技术专题
• 人工智能与工业 4.0 研讨会
• AR 显示及 3D 感测技术研讨会
• 用于工业检测的高光谱成像技术研讨会

国际会议系列：
• 首届国际硅光子技术高端论坛
• 第二届国际汽车激光雷达创新论坛
• 第二届国际消费级 3D 传感高端论坛
• 第四届国际红外成像高端论坛

激光系列会议：
• 激光器在电子智能制造领域的应用
• 激光技术在锂电池加工中的应用
• 激光精细加工技术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
• 国际激光微纳加工制造技术及市场发展研讨会
• CSIM 智能制造未来发展高峰论坛

光 + 应用系列会议：
• 光 + 汽车应用高峰论坛
• 光 + 手机应用高峰论坛
• 机器视觉在 3C 行业的应用
•  AR/VR 行业应用高峰论坛
•  AI+ 安防高峰论坛

红外系列会议：
• 红外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创新论坛 （策划中）

2019 年 9 月 4-7 日
深圳会展中心



类 型 个人会员  2000 元 / 年 企业会员  10000 元 / 年

展期
服务

提供个人免费参加本年度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的所有
会议的名额。（国际论坛除外）

提供 3位免费参加本年度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的所有
会议的名额。（国际论坛除外）

参加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的国际会议，可享受门票 8
折优惠；

参加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的国际会议，可享受门票 8
折优惠；

可享受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的 VIP 听众服务；（参照网
上 VIP 听众服务内容）

可享受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的 VIP 听众服务；（参照网
上 VIP 听众服务内容）

提供 1位现场交流午餐名额； 提供 3位现场交流午餐名额；

免费领取会刊资料和听众礼品； 免费领取会刊资料和听众礼品；

免费参加展会现场的市场对接活动； 免费参加展会现场的市场对接活动；

免费参加会议期间会员专区服务，与嘉宾互动； 免费参加会议期间会员专区服务，与嘉宾互动；

——
提供会议手册 1/4P 广告或现场易拉宝摆放；（单场论坛
摆放，易拉宝企业自带）

—— 提供论坛总体会后报告；

年度
服务

免费邮寄全年《中国光电》杂志； 免费邮寄全年《中国光电》杂志；

免费在 CIOEC 官网查阅历届论坛演讲嘉宾共享的文档
资料；

免费在 CIOEC 官网查阅历届论坛演讲嘉宾共享的文档
资料；

免费参加非展会期间，CIOEC 与合作伙伴共同举办的论
坛及研讨会。

免费参加非展会期间，CIOEC 与合作伙伴共同举办的论
坛及研讨会。

—— 提供企业技术高层做一期微课堂技术交流活动；

—— 为企业提供一篇技术文章推广（微信软文），文章由企业提供；

CIOEC 会员服务

联系人：王峰 ( 论坛部部长 )
电话：0755-88242540 传真：0755-88242599
手机：18603032857 Email：Fendi.Wang@cioe.cn





封底
先进制造

能源

安防 / 国防照明 / 显示

光通信、信息处理 / 存储

传感及测试测量

消费电子

医疗半导体加工 / 制造

红外技术及应用展
Infrared Applications Expo

光电子创新展
Photonics Innovation Expo

精密光学展
镜头及摄像模组展
Precision Optics, Lens & Camera Module Expo

光电传感展
Optoelectronic Sensor Expo

光通信展
Optical Communications Expo

Lasers Technology&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xpo

深圳会展中心
2019年9月4-7日

第21届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同期六展联动

聚焦行业应用 助力产业互联

了解更多，请关注

WWW.CIO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