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移师新展馆

聚势而上迎来新跨越
160,000M2 展示面积（平方米）
3,000+ 海内外参展企业（家）
85,000+ 专业观众（人）
70+ 主题论坛（场）

为何选择 CIOE 中国光博会？
粤港澳大湾区及新展馆强力赋能，汇聚全球优势创新资源；
同期六展协同效应，实现光电上下游供应链客户齐展示；

从光电行业到终端应用，九大应用领域目标观众精准覆盖；

83+ 国际及地区观众共同参与，打造国际化的交流社交圈；

70+ 场丰富多彩的会议及活动，从学术、产业到应用，助力企业布局未来；

VIP 特邀买家服务深挖具有采购意向的优质买家需求，推荐和匹配给参展企业进行采购对接；
超百万数据及线上线下多渠道整合营销，365 天不间断为企业建立业务联系和品牌推广。

4

馆

展

新
跃

飞

新
遇

机

新
扫码免费领取参观证件
2020 年 第 1 期

5

卷首语
Preface

CIOE 中国光博会 9 月如期举办，见证面对面的力量！

第

22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简称 CIOE 中国光博会）将于 2020 年 9 月 9-11 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如期举办，总展
出面积达 16 万平方米，开启 1-8 号展馆，预计将吸引超 3,000 家光电企业。今年也是 CIOE 首次移师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相信在

粤港澳大湾区及新展馆的强力赋能下，CIOE 将汇聚更多全球优势创新资源，推动光电技术在各行业的不断创新和应用。

同期六大主题展，一站式掌握光电全产业链的新品新技术
CIOE2020 同期共设六大主题展，“信息通信展”今年将继续重点聚焦芯片、光模块、光纤光缆、MPO/MTP、系统设备等行业，随
着 5G 建设工程的加快推进，展会今年还将新增无线通信板块来完善信息通信产业链，扩大集聚效应，更好地满足设备商和系统集成商的
需求；“精密光学展 & 镜头及摄像模组展”知名企业汇聚，板块划分清晰，特设 “精密光学加工、真空镀膜技术及设备馆”、“精密光
学加工馆”、“光学镜头及摄像模组馆”以及“机器视觉及工业自动化专区”等版块；同期的“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全面展示激光精
细加工及创新应用，集中展示激光材料及组件、激光器、激光设备、高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等，为 5G 通讯、工业制造等激光下游应
用领域提供激光解决方案；“红外技术及应用展”集中展示红外材料与器件中的红外镜头、探测器阵列，红外设备及应用中的红外热像仪、
红外测温仪、红外探测器、红外夜视仪，以及先进的太赫兹监测与成像技术、紫外技术、高光谱及遥感技术等技术；同期 “光电传感展”
将集中展示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3D 传感、视觉传感、光纤传感器、物联网等新产品新技术；另外“光电子创新展”汇聚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光电创新产品及技术。

面向九大应用领域，展示热门关键技术
近年来，光电产品及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如 3D 视觉技术，除了手机市场以外，还落地到安防、智能家居、自动驾驶等领域；
VCSEL 芯片广泛应用于人脸识别、消费电子、测距、激光雷达、3D 感知等诸多领域，以及苹果剧透 iPhone 12 Pro 和 12 Pro Max 将像
苹果 iPad Pro 一样，配备基于 dToF 技术的激光雷达传感器。CIOE 中国光博会自 2017 年开始针对光电产业的重点应用划分了光通信、
信息处理 / 存储、先进制造、消费电子、传感及测试测量、能源、半导体加工 / 制造、医疗、照明 / 显示、安防 / 国防等九大应用领域，
通过三年的时间不断梳理，立足各领域视角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将展品及每类应用领域对光电产品的需求进行高度匹配及展现。

同期学术、行业及应用论坛，精准把握市场发展动向
展会期间围绕学术、产业、应用方向现场将举办 70 多场相关会议，探讨信息通信、光学、激光、红外等行业发展热点及趋势，为企
业布局未来提供了强有力的可持续发展支撑。同时还将联合国际权威机构 Yole Développement 举办光收发器 & 硅基光电子、汽车成像
& 激光雷达、消费级 3D 传感、机器视觉 & 红外成像等主题论坛，此外还会举办一系列”光 +”应用峰会，紧紧把握智能驾驶、车联网、
5G 与工业互联网、激光雷达、智慧安防、AR/VR、智慧安防、人工智能等热门话题，助推光电技术在应用领域的深耕融合，促进上中下
游产业链企业之间的互动。

见证面对面的力量
更多事实证明，面对面的交流容易使双方建立紧密的纽带，双方建立情感上的相互亲近，这样能快速建立信任深度。在 CIOE 中国光
博会不仅能观摩光电新产品新技术，与知名企业、行业大咖、技术学者沟通交流。对于有采购需求的参观者特别推出“VIP 特邀买家服务”，
我们收集到采购需求后，推荐和匹配符合要求的展商和产品列表，最终在现场为双方提供洽谈间及会议辅助，实现精准匹配，同时也为现
场临时有采购需求的买家提供匹配服务和会议空间。

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光电》 杂志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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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 / 基于透射法的隧道能见度检测系统设计
隧道能见度与行车安全有重要关系，对隧道能见度进行实时监测可以为隧道通风换气提供有力依据。基
于透射法能见度检测原理，设计并搭建了一套能见度检测系统用于隧道能见度的自动检测。检测系统主
要由激光二极管、分束器、硅探测器和信号处理单元等部分构成。采用高响应度硅探测器并设计了跨阻
抗放大电路以满足在低能见度下测量需求。

P38 / 3μm 波长 Er:ZBLAN 光纤激光器研究进展

波长在 3μm 附近的中红外 Er 掺杂的氟化物 (Er:ZBLAN) 光纤激光器凭借其良好的光束质量、体积小、
可盘绕、易于实现等优势广泛应用于工业、医疗、军事等领域。本文主要介绍了基于 Er:ZBLAN 光纤
激光器的发展现状，讨论了它们在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总结并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针对目前
研究现状，提出多级放大将会是进一步提升 3μm Er:ZBLAN 光纤激光器单路激光功率的方法。为了突
破单路激光的功率极限，将其与光纤合束技术融合将会成为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业界 Industry

P46 / 新基建丨光通信需求迫切，供应商卡位 5G 的最好时机

5G 代表着信息的进一步提升，在网络基础建设中，数据生产和交互的量级持续增长，让新一代光通信
网络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而这就不得不提光通信，这个词听起来离人们遥远，实际上它是为了不断满
足人们对综合通信业务、多媒体通信业务等宽带业务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发展的，即解决网络中传输系
统的传输带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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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功能等等，更是各大手机品牌趋之若鹜的趋势。从前由着重拍摄功能为主，渐渐添加了指纹及面部
生物识别系统，令摄像头模组在生产中进成了相应的演变。

应用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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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应用场景走进现实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发，百度、京东、美团等在各地提供无人配送、无人清扫服务。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自动驾驶商业化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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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 CIOE 2019“数字中国”与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技术论坛上，
Ovum 光学元器件首席分析师 Lisa Huff 给我们带来关于电信网络中
光学元器件市场发展的演讲。会后，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她对这次的
合作报告与 Ovum 的 2020 年计划进行了采访。

近日，《中国光电》记者采访了艾微视图像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Alina 胡云珠，她为我们介绍了公司在疫情中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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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我们展现了疫情中科技企业将科技力转化为防疫力的应对措施，
分享了对企业社会担当与责任的看法。

P18

疫情过后，万瓦以上高功率激光“网红”发力

P20
P22

发挥自身优势 促进协同共生

访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与品牌负责人曾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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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光电产业发展现状

光电科技工业协进会（PIDA）旨于结合产、官、学、研共同加速推
动中国台湾光电科技与工业之发展。光电协进会与中国台湾光电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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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专访 Ovum 首席光器件分析师：400G 的采用正成为数据中心的焦点
Ovum has Successfully Collaborated with CIOE on Data Center Report
and Deliver a Speech on Optical Network and Components Forecast
记者：邓柏迪
Lisa Huff Ovum 光器件首席分析师
Principal Analyst, Optical Components, Ovum.
导语：在 CIOE 2019 展会前，CIOE 和合作伙伴 Ovum 共同发布了一篇关于数据中心即将采用 400G 技术
的报告。并且，在 CIOE 2019“数字中国”与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技术论坛上，Ovum 光学元器件首
席分析师 Lisa Huff 给我们带来关于电信网络中光学元器件市场发展的演讲。会后，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她
对这次的合作报告与 Ovum 的 2020 年计划进行了采访。具体的采访内容如下。
Lead: Before CIOE 2019, we have collaborated with our partner Ovum to publish the report On the
threshold of 400G adoption in the data center. At CIOE 2019, Lisa Huff, Principal Analyst of Optical
Components at Ovum, has provided a speech on the theme of Market Progression of Optical
Components in Telecom Networks at “Digital China” and Next Generation Data Center Optical
Interconnection Technical Forum. We are delighted to interview her about the Data Center Report and
Ovum’s plans in 2020.

She has expertise not only in optical
的光器件。她不仅拥有光器件的专业知识， components, but also in data centers,
networking equipment, and connectivity.
还拥有数据中心，网络设备和连接方面的专
Her focus is on optical components in
业知识。她专注于通信和物联网应用中的光 communications and IoT applications.
学组件。
Lisa joined Ovum in March 2018.
She brings great industry expertise, with
more than 30 years in communications,
Lisa 作为首席分析师于 2018 年 3 月加
IT,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Lisa joined
入 Ovum。她拥有丰富的行业专业知识，在 us from Discerning Analytics, where she
通 信，IT 和 电 子 行 业 拥 有 超 过 30 年 的 经 was the owner and principal analyst. In
验。此外，Lisa 是一名认证数据中心管理专 addition, Lisa is a Certified Data Center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CDCMP)
业人员（CDCMP）和一名具有数据中心，
and a degreed electrical engineer with
LAN，光学组件，铜缆和光纤连接器以及布 experience in data centers, LAN, optical
线经验的高级电气工程师。
components, copper and fiber connectors,
and cabling.
Lisa has authored more than 50
Lisa 撰写了 50 多篇技术论文和市场研
technical papers and market research
究报告。她是一位成功的项目经理，具有成 reports. She is a successful project
熟的创收能力。她目前担任 OFC 市场观察 manager with proven revenue-generating
计划小组委员会主席，享有声望和行业优势。 a b i l i t i e s . S h e c u r r e n t l y h o l d s t h e
prestigious and industry-shaping position
Lisa Huff covers optical components
of chair of the OFC Market Watch planning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subcommittee.
Lisa Huff 的研究领域涵盖了电信行业

CIOE：
请您简单介绍下 Ovum。

CIOE: Please give u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Ovum.
Lisa Huff: Ovum 是 Informa Tech 的一
部 分。Informa Tech 在 8 月 份 收 购 IHSM
公 司， 我 们 正 忙 于 整 合 和 梳 理 Ovum，
IHSM Technology，Tractica 和 Heavy
Reading 的工作。
Ovum 拥有 500 多名业内享负盛名的分
析师，研究人员，数据科学家和顾问，通过
其他公司的整合，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信息
通信技术市场的专业深度和全球覆盖范围。
我们覆盖的类目包括：

• 企业 IT 和通信；

• 电信和服务提供商；
• 媒体和娱乐；
• 制造和医疗；

• 使能技术，例如云端、人工智能（AI）、
2020 年 第 2 期

11

安防、物联网（IoT）、半导体和显示技术。

400G 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网络发展的重要性

4 0 0 G impor tance to net work evolution

数据中心部署 400G 的时间

D E P LOY M E N T T I M E F O R 4 0 0 G I N T H E D ATA
CENTER

随着并购流程持续进行，我们的数据、
分析、报告和顾问将集合在一起。这将加强
我们的研究和数据产品，为我们的全球客户
提供一系列更广泛、深入、全球化的服务，
以及更全面的端对端的行业视角。

这一结合意味着 Informa Tech 现在准
备建立一个市场领先的数据和研究业务，与
Informa Tech 的全球媒体和活动业务相结
合，更好地为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提

来源 /Source：CIOE & Ovum ( 图 1/Figure1)

供信息，教育和联系。
Lisa Huff: Ovum is part of Informa
Tech. After Informa Tech’s acquisition
of IHSM Technology in August, we are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combing Ovum,
IHSM Technology, Tractica and Heavy
Reading.

leading data & research business which,
when coupled with Informa Tech's global
media and events businesses, will better
inform, educate, and connect the ICT
industries.

With around 500 respected analysts,
researchers, data scientists, and
consultants, we enhance our expertise
and deepen our global coverage across a
spectrum of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markets, including:
• Enterprise IT & Communications,
• Telecommunications & Service
Providers,
• Media & Entertainment,
• Manufacturing & Healthcare,
• And enabl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cloud, AI, security, IoT, semiconductors,
and displays.

CIOE 合作制定并发布了《数据中心即将采用

CIOE：在 CIOE 2019 展会前，Ovum 和

400G 技术》的报告。请您详尽介绍报告中的
主要论据。

CIOE: Before CIOE 2019, Ovum and
CIOE had collaborated to generate the
report On the threshold of 400G adoption
in the data center. Can you introduce to us
the key founding of the report?
Lisa Huff: 众 所 周 知， 聚 焦 社 交 媒 体
和互联网内容的数据中心一直在计划采用
400G 技术，但是其他数据中心的计划目前
尚不明朗。该报告凸显了所有数据运营商对

As we move forward with this exciting
combination and bring together our
data, insights, intelligence, and trusted
advisors, we will strengthen our research
and data offerings, providing our global
client base with a broader, deeper, and
more global set of services, and a more
comprehensive, end-to-end view of the
industries.
This combination means that Informa
Tech is now primed to build a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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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G 技术的需求。我们可以发现在早期阶
段，一些运营商对 400G 感到有些兴奋，主
要因为预计该技术将降低每比特的成本。见
图 1。
许多数据中心运营商预计将在 2020 年
开始部署 400G，与此同时设备供应商需要
设法为 400G 提供支持。我们的调查还显
示，由于许多数据中心运营商希望向该技术

转变，服务提供商需要扩大规模，以支持新
的 400G 数据中心互联（DCI）应用场景。
最后，我们预计 400G ZR 和 100G ZR 将成
为数据中心互联的技术选项。图 2 显示出预
测 400G 和 400G ZR 技术的采用时间。
Lisa Huff: We have known that data
centers focused on social media and
internet content have been planning for
400G, but other data center plans have
not been clear. This survey now reinforces
the need for 400G in all data centers
operators. We can tell that there is some
early excitement around 400G, mainly
because it is expected to lower the cost
per bit. Figure 1 shows the data rate with
most survey respondents for current server
connectivity and the expected increase
rate.
Equipment providers need to fulfill
the promise for 400G as many data
center operators are expecting to begin
deployments in 2020. Our survey also
showed that service providers need to
scale up to support new 400G data center
interconnect (DCI) applications as many
look to evolve to that technology. Finally,
we expect that 400G ZR and 100G ZR will
be alternative technology for data centers
that need to interconnect data centers.
Figure 2 shows the adoption time for 400G
and 400G ZR.

CIOE& Ovum 数据中心报告 — 400G 采用时间

400G 总体采用时间

400G ZR 采用时间

optics along with our normal updates on
the Datacom and Telecom markets and
market share reports.
CIOE：
2020 年 CIOE 会 搬 迁 至 新 馆 深

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为了让 CIOE

可以继续为全球光电行业做出贡献，您可以
提出一些建议么？

CIOE: So CIOE’s moving to the
new venue in 2020, could you give your
advice on how CIOE continue to make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s industry?
来源 /Source：CIOE & Ovum ( 图 2/Figure2)

CIOE：您认为该报告可以给业内同行带

来哪些益处？这份报告如何帮助他们开展业

CIOE a good partner? Will Ovum consider
to organize some events together with
CIOE?

CIOE: What benefits do you think this
report can bring to the industry peers? Or
how this report could help them with their
business?

并收集相关数据，这样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分

务？

Lisa Huff: CIOE 能迅速发出调查问卷
析并撰写报告。亦正因为 CIOE 的高效和专
业，我们将和 CIOE 中国光博会联合举办更

Lisa Huff: 该报告可以为他们制定未来
产品的计划提供数据支持，例如 100G-ZR
and 400G-ZR。
Lisa Huff: It gives them data to make
plans for future products such as 100G-ZR
and 400G-ZR.
CIOE：
Ovum 和 CIOE 下一个合作报告

的主题是什么？

CIOE: Do you have in mind that the
next topic already of the report Ovum and
CIOE?
Lisa Huff: 如果我们合作另一份报告，

多的行业活动。
Lisa Huff: CIOE was quick to send out
the survey and return the data so we could
analyze and write the report quickly. We
may consider joint events in the future.
CIOE：您能介绍一下 Ovum 即将发布

的报告和 2020 年 Ovum 的主要目标么？

CIOE: Could you introduce about
what’s Ovum’s upcoming reports and
Ovum’s main target in 2020?
Lisa Huff: Ovum 一些即将发布的报告
包括高速收发器，光学元器件总量预测和

主题预计会针对边缘计算。

2020 年值得关注的趋势。明年，我们将会

Lisa Huff: If we do another joint report,
it would be something targeted at edge
compute.

研究组合封装级和板级光学系统，以及关于

CIOE：在 Ovum 看 来，CIOE 是 一 个

Lisa Huff: Some upcoming reports
include High-Speed Transceivers, Total
Optical Components Forecast and Trends
to Watch for 2020. Next year, we’ll be
investigating co-packaged and on-board

好 的 合 作 伙 伴 么？Ovum 会 在 将 来 考 虑 和
CIOE 联合组织一些活动么？

CIOE: In Ovum’s point of view, is

Lisa Huff: I would targeting more
glob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to speak.
Lisa Huff: 我觉得可以举办更多针对全
球设备制造商的活动。
CIOE：那么，对于那些对数据中心报告

感兴趣的人，您建议在哪里获取它们？

CIOE: So to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DataCenter report, where you suggest the
get them?
Lisa Huff: 他 们 可 以 随 时 联 系
Ovumaskananalyst@ovum.com，当然，您
也可以随时联系 CIOE 中国光博会团队，他
们也会将您的询问转给我们。更多最新的市
场走势请关注 CIOE 中国光博会的官方微信。
Lisa Huff:Well they are definitely
contact Ovum anytime at askananalyst@
ovum.com for consulting. Of course you
can contact CIOE team anytime so they’ll
forward your enquires to us. More of latest
market movements please follow CIOE’s
official wechat.

数据通信和电信市场和市场份额报告的日常
更新。

CIOE 官方微信
2020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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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微视：疫情推动低速无人驾驶快速发展，未来
将有更广泛的应用
记者：李丹青

“

低调勤磨砺，既而再辉煌！
十年以上外企市场营销策划经验及产品销售经验；
毕业于苏州大学；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励志与企业同仁将艾微视车载摄像头打造成为国际标杆。

近日，《中国光电》记者采访了艾微视图像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胡云珠 Alina

艾微视图像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市场经理

内外兼顾，对抗疫情
艾微视致力于摄像头应用领域开发高性

Alina 胡云珠，她为我们介绍了公司在疫情中的应对措施，并分享了对行业未
来发展的展望。

续研发满足新兴功能要求与新应用领域的摄

的数字化管理，艾微视率先采用数字化分析，

像头测试方案及图像质量标准。

针对不同产品需求，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提高良品率及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人工成

能的摄像头自动线体组装及测试系统，面向
车载、手机、安防等领域提供全套摄像头组
装、测试及研发服务。

疫情爆发后，艾微视主动与客户沟通，

本及损耗。

支持无人驾驶主车厂的供应商摄像头打样，
在员工关怀方面，公司给湖北武汉员工

提供远程的技术指导。

延长假期。宣导员工积极配合国家政府指示，

公司主要提供车载、手机摄像头的自动
调焦与测试设备，主动对位 (AA) 设备以及
生产组装线体。在与国内外主要车载与手机
摄像头制造商的长期合作基础上，已发展成
为摄像头组装与测试行业技术领导者 , 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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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微视一直提倡车载摄像头集成化和模

少外出，勤洗手，多看书，多运动等。并鼓

块化，在整个停工减产和成本增加的环境情

励员工参与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的活动，

况下，应该更多采用先进的技术制作和完善

给进出社区人员测量温度，发放防疫宣传单

的解决方案，度过经济低迷时期。针对企业

等。

Alina 认为，对抗疫情最大的关键词
是减法。

全球经济的低迷，只有耐得住寂寞，避
开市场的冲击，才有可能做好铺垫和培育的
过程。在企业经营中做减法观念上难以接受，
但实际上非但不会受损，往往效果更好，实
现更快增值。
首先，固定思维做减法。在车载摄像头
生产的行业内，很多车载摄像头生产型企业，
还在使用手动式调焦生产摄像头，生产出的
产品质量不稳定，产品不一致，这些低效的
企业资产，应该重新整顿或者淘汰，利用先
进的企业资产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创造更多
的价值。
其次，设备本身做减法。根据市场的变
化，客户的不同需求，定制出匹配客户的产
品，艾微视理念是核心部件的固定，使得大
部分比例部件成本形成固定，减少成本的浪
费，并达到客户的预期。
Alina 表示，作为艾微视的员工，遵从
政府和公司的指示，积极报名参与社区志愿
者，参与社区排查工作。参与活动期间其实
内心也有恐惧，凭着信念驱使，严格守法，
保卫家园，为社区这个小家园做出微小的贡
献。同时她也在年初八也为某慈善机构捐款
并捐献了 90 多个口罩。
在国外疫情大爆发之际，大家积极主动
联系客户，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艾微视所
有员工一直坚信，只要努力奋斗，同步进取，
做最好的摄像头，做出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这个使命让所有人在疫情期间更加坚定。艾
微视始终致力于向最好发展，成为行业的标
杆，为中国自动化驾驶奉献我们的力量。

疫情推动低速无人驾驶广泛应用

疫情期间，全球汽车供应链都出现复工

在积极地为客户提供方案。她坚信，在不久

延迟，停工减产，物流受阻等现象。部分汽

将来艾微视会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传感器解决

车零部件商出现中断或者供应不足。全球的

方案，支持并促进客户在传感器融合的发展。

经济下滑带来了消费成本增加，居民的购买
力不足和购买私家车出现低迷。

实际上，艾微视设备所生产的车载摄
像头已经开始应用于无人货运运输，目前也

另一边，疫情却推动着低速无人驾驶车

与更多的无人配送车的传感器供应商积极沟

的广泛应用。在比较封闭的驾驶场景中物流

通。当下市场需求针对摄像头的统一性和稳

配送将成为快速的发展市场。据了解，疫情

定性要求极高，艾微视可以提供摄像头领域

中广东省人民医院已经入若干机器人完成运

全面的生产方案，并满足新兴功能要求与新

输等工作。集成的无人驾驶技术，可以自主

应用领域的摄像头测试方案和图像质量标

识别地图、工作环境，建立信息库，自主固

准。

化路线，完成物资的点对点配送，如药物、
食品等。可以预见，近几年自动驾驶汽车将
会得到大幅度的推进，低速无人车将有望快
速发展。

Alina 说
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太多的生命的感
悟，一线的抗疫战士也带给我们太多感动。
我们相信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团结一致克服

目前 L3-L4 级自动驾驶已经在封闭的

苦难。

干线物流市场开始应用，未来预计干线物流
市场规模最大，自动驾驶技术实现无人化点
对点配送，对摄像头技术的要求提高，需要
所有摄像头清晰度更高，更好的均匀度和色
彩还原度等。而未来自动智能驾驶车载摄像
和毫米波雷达的融合是必然的趋势。

面见莫开怀，口罩遮容颜。
围城困几宵，终期再相见。
低调勤磨砺，既而再辉煌。
远道不可思，欢聚光博会。
艾微视将于 2020 年 9 月 9-11 日在第

Alina 介绍道，艾微视车载摄像头生产
线确保了镜头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并提
供客户贴切地不同产品解决方案。同时，研

22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7 号馆 7C71 展位
隆重展出，诚挚邀请您莅临参观、交流及业
务洽谈。

发团队针对毫米波雷达的生产及检测设备也
2020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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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必翼：将科技力转化为防疫力，践行企业的社
会责任
记者：李丹青

“
张建新

欧必翼科技集团董事长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商之大者，自当为国为民。

2020 年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的侵略性蔓延，让整个中国笼罩在担忧的迷雾之下，防疫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全民战斗，
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同为打赢这场战役而奋斗 ！
近日，《中国光电》杂志记者采访了欧必翼科技集团董事长张建新，他为我们展现了疫情中科技企业将科技力转化为
防疫力的应对措施，分享了对企业社会担当与责任的看法。

战“疫”下的企业家
春节前一周，疫情初现端倪，并未引起
人们的太多注意力，此时，欧必翼科技集团

赫兹智慧安检解决方案”受到了医院方面以

有丝毫顾虑与犹豫，短暂思考过后，立即组

及相关管理部门的认可与肯定，并计划将方

织了欧必翼团队的抗疫部署会议，2020 年

案进行试点运用。

的“年三十儿”，欧必翼团队刻骨铭心而有
意义的“年”！

董事长张建新正带领着欧必翼团队，针对日
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和严峻的医院安保问题，
奔走于北京重点医院的现场，他们提出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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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武汉封城！新冠肺炎疫情
的出现，让还在医院对接安检方案落地的张

抗“疫”之路，挑战与机遇并存，张建

建新，立即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与紧迫。没

新结合自己近 20 年在出入口安全管理方面

的企业经验，立足于疫情特殊时期的安全防

清晰的知道，科技任重而道远，特别是作为

家单位陆续捐赠以及提供免费使用科技防疫

疫需求，带领团队在科技研发实力的基础上， 科技型企业，更应该深入思考，接下来的科

产品，并提供技术、安装上门服务，保障产

以现有产品与解决方案为依托，以最快速度

技创新之路如何更好地与中国公共服务应用

品顺利投入使用，为重点防疫支援部门和单

推出了适用于公共出入口方面的测温安检系

的发展高度融合。

位提供必要的安全防疫保障。

列产品，其中包括红外定点测温、红外热成
像测温筛查等核心技术与应用。
新产品对于实现非接触式、快速体温筛
查可以广泛快速部署使用，可以有效解决学
校、医院、政府企事业单位、机场、火车站
等重要公共场所人流密集区的远距离、大范
围、高精度的体温预警筛查需求，通过后台
数据管理，辅助研判发热疫情趋势。

张建新董事长身为北京大兴区政协委
员、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青联常委和企业协
会副秘书长、北京市优秀企业家、首都劳动
奖章获得者，以企业家的坚守与担当引领先
锋，是政治命令更是光荣使命。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在危难之中，企业不仅仅是做自己企业

这次疫情即是对企业技术实力的试金
石，也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和担当的考验。有

的事情，还必须要有家国情怀。

太多奋不顾身和不计得失的企业，他们的担

大事，特殊时期，未到生死存亡的关口，不

张董说：

欧必翼将企业员工和社会利益作为头等

裁员不减薪，这是对每个员工和背后家庭的
担当。尚有余力之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回馈社会，这是对时代的担当。
在科技防疫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在当

下非常时期，如何最大程度发挥最大效能？

OBE 科技集团提出“科技防疫 全面守

当与责任都值得敬佩！

家国情怀，也是欧必翼团队文化的根基
所在，欧必翼的发展一直都是在应对挑战中
前进，只要我们以科学防疫之智慧、组织实
施之动能、责任担当之勇气，凝聚信心和力
量，与社会各界伙伴守望相助，一定能够迎
来战疫曙光和美好未来！

护”口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及社
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为亟需防疫温控设备
的政府部门、医院、公安、校园、场馆等多

经历过这次国家性的疫情考验，张建新
2020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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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万瓦以上高功率激光“网红”发力
——访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与品牌负责人——曾剑锋
记者：王雅娴

近年来，光纤激光器的工业化应用无疑成了激光产业发展的最大动力，但
从 2018 年第四季度开始，价格竞争成为笼罩在我国光纤激光器市场上空
的阴云：上市公司毛利率大幅下降，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愈发艰难。2020
年一季度，原本呈现复苏迹象的光纤激光器市场因疫情影响而再度充满迷
雾。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光纤激光器企业的毛利水平是否会逐步
恢复？
《中国光电》记者近日采访到了创鑫激光市场与品牌负责人——曾剑锋，
与他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中国光电》
：
请简要介绍下您所在的企

业？

公司是国内首批成立的光纤激光
曾剑锋：

《中国光电》
“
：抗疫防护，激光先行”
，请

介绍公司哪些
“硬核”产品在这个特殊时期

国内最高功率单模块连续光纤激光器。模块
结构紧凑，故障率低；与多模相比，体积减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小 76%，重量减轻 55%；节能降耗，可降低

光器、光学器件两类核心技术上拥有自主知

激光在生活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割性能更强；光电模块分离，客户端可直接

识产权并进行垂直整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光纤激光器作为激光设备的核心器件，如这

维护与升级。

之一。公司现已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光纤激

次疫情中用到的“轻钢”隔离病房，使用万

光器及核心光学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

瓦以上高功率激光切割板材主体，速度提升

体的激光器厂商，是国内市场销售额排名第

1.7-5 倍，成本降低 20%-80%；如医疗器械

二的国产光纤激光器制造商。

设备、病房配套设施，使用 6000W 单模块

器制造商之一，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在光纤激

曾剑锋：在“抗疫防护”的特殊时期，

25% 能耗；能量密度高，穿孔更快，高反切

《中国光电》
：今年在机遇与挑战下，将

推出哪些激光新品或为我们介绍下公司产
品？

公司拥有丰富和完备的产品系列
曾剑锋：

创鑫激光也是国内少数掌握核心高功率

等中高功率焊接设备，焊缝宽度达到 μm，

器件技术的激光制造商之一，公司目前的技

变形小，硬度高，此外，激光打标广泛用于

术先进产品 6000 单模块连续光纤激光器和

医用口罩、药品、器材防伪标识上，标记细腻， 系列等，目前公司在超高功率产品上已形成

35000W 多模块连续光纤激光器填补了国内

不易褪色。

在高功率和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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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公司推出单模块 6000W，这是目前

包括脉冲系列、单模块连续系列、多模连续

独特的技术特色，今年依旧会主打超高功率
产品，突出一些新的技术和研发方向，创鑫

《中国光电》
：危机和机遇并存，您觉得激光行业未

来的发展、
技术和市场的机遇点在哪里？
请具体描述。

激光设备产业链经历了 2019 年的激烈竞争，
曾剑锋：

整个行业上下游都处于微利状态，这也促使各厂家自我革
命，将提高效率、保证品质、降低成本作为核心工作来抓。
创鑫激光早在 2017 年就开始实施“超高功率技术弯
道超车” 的技术发展路线，2018 年设计出全新“第三代”
连续光纤激光器技术方案，在性能、稳定性和成本方面较
之前方案具有明显优势，从 2019 年开始，创鑫激光通过
光学器件的升级迭代，快速推出更高功率的单模块和多模
块连续光纤激光器，用更好的产品帮助客户提质增效降本。
从 速 度 来 看，6-25mm 碳 钢 切 割，20000W 较
6000W 提 升 200%-788.9%；6-20mm 不 锈 钢 切 割，
20000W 较 6000W 提 升 283.3%—783.3%； 从 运 营 成 本
来看，6-25mm 碳钢切割每米成本，20000W 较 6000W
降 低 31.3%—71.9%；6-20mm 不 锈 钢 切 割 每 米 成 本，
20000W 较 6000W 降 低 58.1%—82.8%， 此 外， 万 瓦 以
上激光器加工厚度更厚，断面更好。
预计疫情过后，市场网红产品非万瓦莫属，目前
12000W、15000W 和 20000W 已批量出货。截止到四月，
目前市场上创鑫激光的万瓦产品装机量超过 160 台，装机
量遥遥领先。
激光将继续积极推动所有核心器件自主开发、所有核心原材料国产化，打破
国外垄断；二是超高功率激光技术反哺其他功率段的激光器，推动产品向集
约化、智能化方向进行技术迭代，并向焊接熔覆等领域延伸；三是应对国际
局势，创鑫激光将继续积极推动所有核心器件自主开发、推出全国产化元器
件系列产品，打破国外垄断。

《中国光电》
：在抗疫路上，您觉得最大的关键词是什么，您是怎么理解

的？
目前的市场局势，对您所在的行业和企业有哪些影响？

受疫情影响，今年一季度外内需不畅，国家启动“新基建”本质
曾剑锋：

上是告别粗放式发展转变进入“提质增效”的阶段，同时当下国内激光行业
的竞争，已经从单个领域往垂直整合发展。效率、成本、收益成为企业必须
解决的发展问题。
公司低功率光纤激光器领域将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中、高功率光纤

《中国光电》
：
请说一段鼓舞的话语给到所有的光电

企业及光电人。

曾剑锋：创鑫激光坚持走超高功率的道路，无惧挑战、

持续创新、服务全球客户，愿所有激光光电企业及光电人
敢于作为、有所作为，共同为激光产业百花齐放、蓬勃发
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光电》
：对于 2020 年 CIOE 中国光博会有什

么祝福和寄语？

中国光博会作为权威专业的规模性大展，促
曾剑锋：

进国内外光电企业宣传推广、技术交流、贸易交往，助力
光电产业发展壮大，创鑫激光预祝本届展会圆满成功！

激光器领域产品性能提升，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超高功率激光器领域创鑫
激光持续创造新高，保持现有国际先进水平基础上，力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20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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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自身优势 促进协同共生

——访深圳市华鹏艾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艾
记者：王雅娴

据相关调研，工业是激光的第一大应用，其中激光切割占比最高。从全球角
度看，全球约 42% 的激光器用于材料加工（包括光刻）；其次为通讯，材料
加工中切割占比最高为 35%，焊接为 16%。从中国角度看，激光设备应用中
工业占比为 63%，工业激光设备中激光切割占比为 31%。
目前中国激光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目前，国内的厂商在中低功率激光
器领域已占据主导地位，高功率激光器也实现产品突破，核心零部件进口替
代仍有较大空间。作为高新技术产品的代表，激光器自身的零部件也存在较
高的壁垒，随着产业竞争加剧，国产化率有望进一步提升。近期，《中国光电》
记者采访了深圳市华鹏艾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艾，就相关问题进行采访。

《中国光电》
: 请简要介绍下您所在的企

业？

陈总：好的，深圳市华鹏艾伟科技有限

公司，是专业从事激光光学与光源产品的生

产厂家，公司拥有完善的生产设备和一支高
水平研发、生产、销售的专业队伍、华鹏艾
伟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切合客户的特殊应用要
求，给予客户最直观的产品选型及配套使用
要求，拥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会和客户紧密
合作，为客户提供能最好满足其加工需求的
激光光电产品。我们不仅是早期的特种光源
专家，更是光电光源与光学配套专家，公司
拥有完善的激光实验室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激
光测试仪器及其研发中心，随时根据客户应

陈艾
深圳市华鹏艾伟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场动态测试，为激光设备制造提供了充分

本成倍下降，得到了整个市场的认可。现在

的必要保障。产品用途：激光焊接、切割、

一些主流的焊接头厂家都在使用我们设计的

打标、钻孔、清洗、雕刻、激光医疗、光子

这套方案。所以这也在今年的疫情期间发挥

美容、印刷照排、高速摄影、照明工艺品等

了关键性的作用。

行业。为满足国内外激光生产企业需求，公

我们早期和大疆无人机方面就有合作，

司为激光生产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公司除

大疆也同时带动了我们光学方面的发展，因

了拥有自主的品牌外，还与国外知名激光品

为这套方案从使用方式上发生了变化，代替

牌合作，提供进口各类激光元器件，多年来

了原来设计的光学理念，完全改变了解决方

在整个激光行业中均得到客户的一致认可。

案，在使用方式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成

《中国光电》
: 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下，有

哪些激光
“硬核”产品在这个特殊时期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本也变得更低，所谓大道至简就是这个道理
了。

《中国光电》
“后疫情时代”
:
, 公司将如

“危”
中找先
“机”？
陈总：华鹏艾伟是主打光学产品市场的， 何从新

陈总：现在的 5G 时代，网络传播更加

用方面的参数和具体技术指标；为产品提供

比如今年市场比较流行的摆动头，这是摆动

最大的品质保障。

光学最核心的一块，我们完成了最初的突破

快速和便捷，外界看我们做光学好像理解起

性研发，通过光学的形式，让整个光学的成

来比较深，但是疫情让更多传播方式从线下

公司销售的激光配套产品均经过严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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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线上，这种线上形式和客户的连接也会
更加加深，我们并不是放在线上销售，而是
加强直播形式，计划做一些面对终端方向的
整合分享，提升服务加强和客户的联结。

《中国光电》
: 今年在机遇与挑战之下，

将推出哪些激光新品或为我们介绍下公司
的产品？

陈总：正如前面说的，我们主要是面向

激光企业，为客户提供应用端的深层次解决

方案。疫情过去之后，很多公司面临一些单
机竞争，复制化严重的问题，这相对任何一
个激光设备生产企业来说，竞争压力都是非
常大的。如何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给到客户，
能够让客户更好的服务他们的客户这是需要
认真思考的。
因为我们服务面向很多都是中小型激光
设备厂商，针对他们而言，可能很多激光的
深层次应用还了解不够深入，我们会增加这

的疫情，我们和客户之间，要有共同创造价
值，协同共生的观念。

那么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
我们要发挥每个厂商自己的力量，做出

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够独立创造价值。

对得起自己的产品。并且在我们本身产品基

它必须跟更多的组织，更多的系统甚至跟整

础上，做出合理的价值和利润，不是要去追

个外部环境，去做共生，从而找到它自己新

求企业利润最大化，而是要让社会变得更美

展、
技术和市场的机遇点在哪里？
请具体描述。 辑转向共生逻辑。当下能够迅速发展，增长

的成长空间，而不是竞争，企业要从竞争逻

好，建立更良好的生态。所以我们做事业要

强劲的优秀企业，很大的原因是它构建了非

一份力，哪怕再小的力，我相信中国的光电

常好的共生网络，扩大了自己的成长空间。

行业一定会引领世界！

些方面的辅助和服务。

《中国光电》
：
您觉得激光行业未来的发
陈总：激光行业竞争特别大，在这行业

发展包括激光器厂家，设备制造商、光学制

看长远，想着为激光、光电行业真正出自己

造商，大家都做相同的东西，抄袭严重，导
致针对创新的内容越来越少。我觉得未来每

而在协同过程中，既要求我们在内部打

个公司要先找准自己的发光点，充分发挥好

破部门墙，也要求我们在外部打开边界，跟

自己的优势，针对细分市场做更专业的功课， 更多人合作。成长态势良好的企业很大的一
我们大家共勉。

个效率就来源于协同。

我们现在就在做针对应用方的新品研
发，找准自己的优势和擅长领域，认真研究
并做好细分市场，研发新品，定制服务，做
出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才是王道。

《中国光电》
：在公司发展路上，您觉得

最大的关键词是什么，您是怎么理解的？

陈总：我觉得一个公司发展的关键是协

同共生，因为不论是未来发展还是针对现在

《中国光电》
：
请说一段鼓舞的话语给到

所有的光电企业及光电人。

陈总：想对我们的光电人说，企业要想

《中国光电》
：对于 2020 年 CIOE 中国

光博会有什么祝福和寄语？

陈 总：华 鹏 艾 伟 虽 然 是 第 一 次 参 加

CIOE，但是能够看到你们各方面的宣传还
是做得很到位的，通过这次相对深入的接触，
相信我们会达成更长久的合作。同时中国光
博会地处深圳，华南的位置很好，我觉得深
圳的激光领域更强于上海，所以我们能够看

更好的发展一定要有自己的发光点，认清自

到未来可期！相信 CIOE 中国光博会也会做

己的优点和擅长，我们制作的产品国外也有

的越来越有针对性，专业性！祝福 CIOE 中

这些，那为什么中国的激光行业落后于国外， 国光博会越来越好！
这就需要大家赋有创新精神，实际上我们国
内的市场很大，只要把中国做到数一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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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光电产业发展现状
——CIOE 专访 PIDA CEO

记者：邓柏迪

黄禀洲 Louis Huang

财团法人光电科技工业协进会执行长

CEO, Photonics Industry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PIDA)

光

电科技工业协进会（PIDA）创立于

国台湾光电产业已发展有 40 年，主要包括

亿美元；其他泛光电的产值则有 171 亿美元，

1993 年，旨于结合产、官、学、研

LED、PV、LCD、影像感测、光学储存、

所以 LCD 产业仍是中国台湾光电产业的大

共同加速推动中国台湾光电科技与工业之发

光通讯、镭射应用、光学、生医光电等产业；

宗，占有六成以上的比例。但就成长性而论，

展。光电协进会与中国台湾光电产业共同成

在 LED 产业其代表性的企业有晶电、隆达、

LCD 产业呈现下降的趋势，而泛光电则因

长，20 余年来见证光电产业的成长。光电

光宝、亿光；有 PV 产业有茂迪、益通、联

5G、AI、自驾车、生医技术在防疫的应用等，

协进会追踪各分项产业，详实记录与报导产

合再生能源；在 LCD 领域有友达、群创；

而有但较好的成长动能和成长潜力。

业现况，提出中肯的产业发展建议，为中国

在影像传感器产业有原相、菱光；在光储存

台湾厂商寻找最佳机会与出路。为「台北国

仍有铼德、中环。光通讯的厂商有华星光通、

际光电周」的主办单位。

波若威、上诠、前鼎、联钧、卓越、联合光

产业约会维持在 460 亿美元的规模，但其结

纤等公司；而镭射厂商有光环、联亚；光学

构与商业模式会逐渐改变。

Derek：
Louis 您 好，很 荣 幸 您 接 受

CIOE 的采访。虽说 CIOE 和 PIDA 已经合

作多年但那么正式的访问还是第一次，可
否请您从介绍一下中国台湾的光电产业开
始？

Derek 您 好。 没 问 题。 其 实 中
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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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大立光电、亚洲光学、玉晶光学等；生
医光电则分布较广，且由众多中小型企业组
成，提供隐形眼镜、医学影像等产品。

整体而言，据我们预计，中国台湾光电

Derek：那么据您的观察，两岸间的光

电市场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由于中国台湾与大陆在光电产业
Louis：

2019 年中国台湾主要光电产业总营收

里已经呈现分工现象，每一个领域的买家在

达 463 亿美元，这在全球占比中可以说也是

两岸所采购的产品可能不尽相同；整体而言

不容小觑的。其中 LCD 相关的产值有 292

可能大陆在 LED 模块与灯具、光伏模块、

LCD 面板、光模块、光纤光缆，以及原材
料等这些方面较略优。大陆在这些产品上已
有制造与成本优势。而大陆的部分产业是有
政府进行主导和推动的，这种推动力在中国
台湾没有那么大。

Derek：按道理中国台湾也会有相关

推动政策，对吧？

当然，基本上最近几年中国台湾
Louis：

的科技政策主要在推动 5+2 产业，即包括
了生医、半导体、精密机械、绿能、国防，
和新农业，以及循环经济等。虽然上述的产
数 据 源：P I D A , 2 0 2 0/ 3

业政策未直指光学与光电，但都需要光学与
光电作为技术根基。例如生医需要光学检测、
医疗影像；半导体需要最尖端的黄光制程；
精密机械需要雷射与感测等。我们则可以协
助产业链间的合作，营造既竞争又合作的生
态系统。这跟大陆的「中国制造 2025」和「新
基建」等道理是大同小异的。

Derek：即便有强有力的国家政策在

支撑，由于年初疫情的爆发，大陆的光电行
业也收到了不同程度的受挫，不知道中国
台湾业界的反应怎么样？

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台湾产业难
Louis：

Display ( 显示技术 )

响，平均生产延宕的时间约为 2 个月。

Environment ( 环境光电应用 )

Derek：我个人觉得光电技术作为各

产业的支撑技术，其总体额的抗击打能力

今年的展览也将根据这几项目进行推

应该是不用怀疑的。反而是我们作为展会

广，包括最新 Micro LED、异质整合的技术

服务到产业链条的各个层级，换句话说就

的焦点，包括 UV LED、红外热像仪、生医

才能共渡时艰。

同时，光电展也将与几个展览做联合展示，

主办方，
更应在艰难时期更好地服务于行业，

与应用，除此之外防疫科技也会是大家注目

是为他们连结更多的业务。
只有更多的业务，

影像、检测、光触媒、远距医疗与照护等。

同感。正是因为本着为连结更多
Louis：

包雷射展、秋季电子展、电路板展等，以达
到综合效果。欢迎大家届时到场参观并。

两岸光电技术交流的原则，PIDA 和 CIOE

免受到供应断链的影响。PIDA 专门做了一

时隔多年又再度强强连手，加强了各方面的

个调查，我们发现车用光电、生医光电、光

合作。我们期望能与 CIOE 为业界建立多方

纤通讯、显示器，以及能源与照明等应用领

位的交流平台，让双方的企业能藉此平台发

域全部无一幸免地有生产延宕的情形。

掘合作商机，找到新的客户或供货商。当然

我们亦将出席 CIOE 2020。欢迎各界
光电同仁到场交流。

关于台北国际光电周：

唯有替客户寻求商机，才能彰显我们这个平
根据 PIDA 调查结果，75% 的公司面临
出货延期超过 1 个月的状况，甚至有 5% 的
公司失去某项业务。由于许多地区封城使得
原料进出口受到限制，加上在家工作确实会
造成出货延期。不过从数字也可看出，仍有
12% 的受访厂商表示没有生产服务或出货延
迟的情况。根据分析，其部分原因在于第一
季是传统淡季，还有供货商仍有原料或零组
件的库存可供使用。整体而言，受到疫情影

台的价值，以利永续经营。

Derek: 最后请 Louis 给为读者们介

绍一下中国台湾光电周的亮点。

我们将光电的应用领域设定了一
Louis：

个可以朗朗上口的题目：ABCDE。
Automotive ( 车载光电 )

「台北国际光电周」30 年来伴随各项
科技产业共同成长，是中国台湾唯一光学、
光电国际专业展览平台，针对光电产业转型
与跨领域整合趋势。藉由通过展会和会议等
形式，促进业界跨平台的交流，多元展现各
产业先进技术、产品发展、产业状况及商机
媒合，是中国台湾最大规模光电产业会议活
动。

Biomedical ( 生医光电 )
Communication ( 光通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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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激光天团”，组团来了！

提

到立陶宛，了解激光行业的人应该无
有不知，这个人口仅 300 多万的国家，

激光科技与激光产业却相当发达。9 月 9-11
日，CIOE 中国光博会携手立陶宛驻华大使
馆、立陶宛企业协会邀请了享誉国际的立陶
宛激光代表企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2 号馆
2A36 展位隆重展出。
小编在此为大家详细介绍这些享誉国际
的立陶宛激光代表企业将有哪些精彩展出。
现在，先来快速了解一下立陶宛的激光产业
吧！

立陶宛激光行业简介

激光技术部门是立陶宛最强大的工业部

门之一。立陶宛激光研究起步较早，1966
年维尔纽斯大学就成功研制出立陶宛第一台
激光发生器，距离美国制造的世界上第一台
激光发生器仅 6 年。此后，立陶宛在激光学
领域一直处于先进水平，研发了可调波长皮
秒 / 飞秒光学参量放大器、超快速光谱技术，
尤其是光学参量啁啾放大（OPCPA）技术
的发明为激光照明带来革命性的创新。

如今，立陶宛的激光行业已发展为 1.5
亿欧元的产业，提供了 1000 多个高技能的
工作岗位，每个员工的附加值是全国平均水

态系统，可以看出主要的生产部分，超过 80% 的产品出口到全球 100 多个国家。立陶宛的

平的三倍多。立陶宛共有 40 多家与激光相

激光技术行业以每年 10%-15% 的速度持续增长，到 2025 年，立陶宛激光技术行业的产值

关的公司，约有 10% 的员工拥有博士学位。

将达到国家 GDP 的 1%。

从激光物理学和光学技术，到激光生物
医学，激光技术已经在广泛的研究和开发领

虽然整个行业以前主要集中在科学激光领域，但激光材料加工和激光技术的改进使立

域中无处不在。立陶宛激光产品在全球占有

陶宛的激光产品进入了工业市场，目前该细分市场已占到立陶宛激光产品总销售额的近一

重要份额，上图展示了立陶宛激光行业的生

半。立陶宛的激光产品也在激光业界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不少享有国际声誉的尖端科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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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都是立陶宛激光产品的重要用户，如美国
NASA 宇航中心、欧盟空间局、以色列的核
研究中心，以及 90% 的全球排名前 100 的
大学等都在使用立陶宛制造的激光设备。

立陶宛激光行业的特色及优势

立陶宛在激光制造和创新的激光科学

学术领域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是世界
上激光技术的领导者之一。其突出特点是激
光公司的研发活动与学术研究中心的紧密结
合，使立陶宛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着领先地位。
五十年前在学术界开始的科学研究已
经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突破和重要的商业
发展，例如 OPPA 技术和 TW&PW 飞秒激
光器，目前正在推动着阿秒科学的前沿。立
陶宛激光产业的产出非常多样化，它们涵盖
了各种飞秒 / 皮秒 / 纳秒可调谐激光器、光
学、电子、机械激光器组件、组件、部件或
其不同的组合。立陶宛的公司生产了世界上
最强大的激光器之一 ELI-ALPS (Extreme
Light Infrastructure – Attosecond Light
Pulse Source)（极端光基础设施 -- 阿秒光
脉冲源），以及世界上最小的交钥匙激光器
（为光谱学和 LiDAR 服务），用于环境扫描，
并应用于从汽车到航天工业。

CIOE 2020 立陶宛国家展团企业介绍

旗下的 PHAROS 和 CARBIDE 系列构成。

高科技工程，特别是激光行业，是立

PHAROS 是为基础研究和材料加工应用而

陶宛工业中最突出的行业之一。高科技是立

设计的，特点是可定制化、稳定和工艺定制

陶宛对华贸易的重点领域之一，占立陶宛对

的激光输出参数。CARBIDE 是一种小型的

华出口的 7%。中国是立陶宛激光公司继欧

坚固耐用的工业级飞秒激光器，其风冷和水

盟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四家立陶

冷型号平均功率可达 80W。

宛激光公司（Light Convention、Ekspla、
Eksma Optics 和 Altechna）已经在中国设
立了代表处。

LIGHT CONVERSION 来特激光

在 众 多 的 客 户 中， 匈 牙 利 和 捷 克 的

来特激光是一家主要的专注于超快激光

ELI-DC 极光中心是欧洲极端光中心的支

技术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300 多名

柱，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全球

员工和 4500 多个已安装系统。公司设计和

100 强大学中有 90 所使用立陶宛激光器。

制造超快激光器、光学参数放大光参量放大

科学中心是世界上主要大多数高校和研究机

器（OPA）和振荡器（OPO）、光学光参数

构的重要合作伙伴。

啁啾脉冲放大器（OPPAOPCPAs），用于
工业、科学和医疗应用，以及动力学光谱系

立陶宛激光行业的主要优势在于培育出
顶级的激光科学家和无损的知识体系传承。

统。在全球 100 强大学中，80% 以上都是
光转换的客户。

发传统。

设施 -- 阿秒光脉冲源）的单循环 SYLOS
激光器的主要技术供应商之一，在 1kHz 时
提供 6.6 fs 的 CEP 稳定脉冲，峰值功率为
4.9TW。

凭借在激光器、OPA 和光谱系统的设
计和制造方面的成熟能力，以及最先进的研
发设施，来特激光将为客户提供最具挑战性
的超快激光技术和应用的独特解决方案。

参展产品 : CARBIDE 超快飞秒激光器

产 品 介 绍：CARBIDE 飞 秒 激 光 器 在

1030 nm 波长下的输出功率 >80 W。最近

这得益于立陶宛的基础设施（实验室、科技
园）、普遍的创新思维和根深蒂固的激光研

来 特 激 光 是 ELI-ALPS（ 极 端 光 基 础

来 特 激 光 TOPAS 和 ORPHEUS 系 列

更新的最大能量规格，在不影响光束质量、

的 OPA 占全球连续可调波长超快光源市场

工业级可靠性和光束稳定性的前提下，不

的 80% 左右。超快激光器应用产品线则由

受环境条件的影响。在 60kHz 至 2MHz 范
2020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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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连续可调谐重复率与内置的脉冲拾音器相结合，用于输出脉
冲定时和全量程能量控制，响应时间 <10 微秒，可实现发射的任

参展产品：Atlantic 系列高功率工业皮秒激光器

产品介绍：高能、大功率水冷式 Atlantic 系列皮秒激光器可用

意整形。脉冲持续时间可在 290 fs - 10 ps 的范围内调整。<0.5 %

于 LCD 或 OLED 显示屏切割和钻孔、激光诱导正向转移（LIFT）、

的额定输出功率充分体验其卓越的功率稳定性。激光输出可以被分

玻璃和蓝宝石加工、超硬材料的微加工、金属的烧蚀、高分子材料

割成多个脉冲的脉冲串，并且可以修改脉冲串包络。谐波发生器选

的切割和钻孔、硅划线、太阳能电池划线等多种工业应用。

项允许在不同波长的飞秒应用。这些参数完全实现通过软件调整。

产品特点：

- < 290 fs - 10 ps 可调谐脉冲持续时间
- > 800μJ 脉冲能量

优越的光束质量参数、最大可用平均功率（80W@IR / 40W@
VIS / 30W@UV）、最大可用脉冲能量（200μJ@IR / 100μJ@
VIS / 75μJ@UV）和最大脉冲重复率（最高 1MHz）等参数，在
要求高加工质量和高产量的情况下，都是非常有利的。
Atlantic 系列激光器为更坚固耐用、更低维护成本的操作而设

- > 80W 输出功率

计。通过优化的布局、PC 控制操作、内置的自诊断系统和先进的

- 60 - 2000 kHz 可调谐的基础重复率

状态报告，使该系列激光器获得最大的可靠性。

- 坚固耐用的工业级机械设计
- 自动谐波发生器 (515nm、343 nm、257 nm)

对于工业上的大功率紫外激光器应用来说，高可靠性和低采购
成本的紫外组件至关重要。为了满足这些要求，Atlantic 紫外激光
器的光学布局经过优化，可在紫外范围内实现长寿命和稳定工作，
使紫外光学器件的使用寿命达到 8000 小时。
Atlantic 高功率激光器的一个独特的可选功能是，它可以在皮
秒和纳秒模式下工作。这种二合一的激光器解决方案特别有利于一
些材料加工（如玻璃或陶瓷），在这种情况下，既需要非常高的精
度、低加工表面粗糙度，又需要低成本的高产量。

EKSPLA
EKSPLA 是创新型的固态激光器和光纤激光器制造商，产品
覆盖从定制系统到中小型 OEM 系列。公司内部研发团队和 27 年
以上的经验，确保了专业的激光器设计、定制和制造出可靠的、最
先进的产品。在全球 TOP 100 所顶尖高校中的 66 所高校中都能找
到 EKSPLA 激光器的身影。

EKSPLA 的特色业务之一是为特定的应用和 / 或根据特定的
OEM 要求有效地定制产品。对于需要 24/7 全天候运行并按时交付

EKSMA Optics
EKSMA Optics 公司是高功率激光器、光学系统、紫外、可见

的可靠激光设备的客户，
EKSPLA 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光、红外和太赫兹范围内的激光和非线性晶体、普克尔盒和驱动器、

使客户的产品或研究成为独一无二的。

脉冲采集系统和光机械的精密光学元件的制造商和全球供应商。
从 1983 年开始了它的第一次活动以后，EKSMA Optics 公司

EKSPLA 主营产品有飞秒、皮秒和纳秒激光器、高功率工业

在激光器和光学领域的长期专业技术基础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

皮秒激光器、超快光纤激光器、可调谐波长系统、高能激光系统、

们的激光元件现已被应用于科学、工业、医疗和军事领域的各种激

光谱系统。

光和光子学应用。EKSMA Optics 公司为业界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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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在各种产品的快速交货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EKSMA Optics 公 司 拥 有 平 面 和 球 面 光 学 抛 光、 晶 体 抛 光
和 IBS 镀膜设备、无尘室普克尔盒组装设备和质量控制实验室。
EKSMA Optics 公司是一家通过 ISO 9001:2015 认证的公司。

参展产品：超快脉冲选择系统 UP2+pMaster 4.2

产 品 介 绍：EKSMA Optics 公 司 提 供 带 有 KD*P、KTP 和

ALTECHNA
Altechna 是一家精密激光器组件和配件的制造商，产品覆盖
从光学镀膜到电动光学机械组件。自 1996 年以来，Altechna 为业
界最强大的激光器创造和开发了复杂的技术解决方案和定制设计。
他们对介电涂层和光学设计的深入了解，使工业客户能够重新考虑
他们的激光几何形状，实现更高的峰值功率或减轻商业产品的重量。
从批量测试到量产，计量实验室保证了每个产品的质量和可重复性。

BBO 晶体的普克尔盒，用于激光腔的 Q 开关、模态锁定激光器的

因此，如果您所面临的挑战涉及到从飞秒到连续波技术，Altechna

腔体倾倒、激光脉冲的注入和提取，以及再生放大器和光束切割应

将为您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用。
同时亦提供配合普克尔盒工作高压驱动器，以及为高压驱动器
供电高压电源。
通过将这些产品与非线性光学和光电子领域的知识和经验相结
合，EKSMA Optics 公司提供基于普克尔盒的超快脉冲采集系统，
以及由普克尔盒和高压电源组成的 Q 开关套件。
超 快 脉 冲 选 择 系 统 是 为 飞 秒 激 光 器 量 身 定 做 的。EKSMA
Optics 的脉冲选择系统可以与激光器同步，产生最大 100MHz 的
重复率的脉冲串，用于单脉冲选择任务。当系统与激光器同步运行
时，脉冲选择器可以选择单脉冲（或在可编程的突发模式下工作），
频率最高可达 2 MHz。

展出产品：用于激光功率控制的 PowerXP 小型电动衰减器

产品介绍：PowerXP 小型电控功率衰减器是一个更小、更快、

更高性能的著名的 Watt Pilot 电控衰减器。该器件可连续衰减自由
空间激光束 ( 或脉冲 ), 而不会引入额外的能量波动。采用 IBS 镀
膜技术高对比度薄膜偏光片 , 对比度高于 1000:1 (Tp:Ts)。通过
升级后的皮带驱动和电子设备 , 可实现快速、精确的电源控制 , 是
工业应用的首选解决方案。电动旋转石英 λ/2 相位波片，和高对
比度薄膜偏光片将输入光束分离为 s 偏光和 p 偏光输出。选择纯 p
偏光可实现最大透射 , 选择纯 s 偏光可实现最大衰减。通过旋转波
片连续调节分离光束的强度比。

pMaster 4.2 是一个具有四个输出通道的定时发生器，用于完
全控制 UP2 或 MP1 脉冲选择单元中内置的普克尔盒驱动器的运行。
pMaster 4.2 还内置了高压电源，用于驱动器供电。
UP2 脉冲拾取器由内置驱动器、普克尔盒、高对比度偏振器、
光束转储和其他脉冲选择应用所需的光学元件组成。UP2 脉冲选择
器与 pMaster 4.2 脉冲发生器配合使用，可以从最大 100MHz 的重
复率脉冲串中选择 2MHz 的脉冲。UP2 可根据激光波长和普克尔
盒的最小净孔径，设置为四分之一波或半波电压工作。
KTP 普克尔盒的使用受到激光束平均功率的限制 -- 最高
2W，对比度通常 >1:500。而 BBO 普克尔盒电池的功率更大，对

产品特点 :

- 非常快速的开闭时间
- 体积小
- 适用于低色散飞秒和高功率激光
- 高能光学粘合波片和 IBS 镀膜高对比度薄膜偏振片光学设计
- 光学器件通用
- 独立的人性化界面控制器 , 包括 PC 控制软件
- 人性化软件界面 , USB, RS232, 以太网络连接

比度更高，通常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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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OF PHOTONICS

——专注于飞秒激光微机械加工领域

WORKSHOP OF PHOTONICS（WOP）是一家位于立陶宛维

尔纽斯的私营企业。WOP 拥有欧洲最大的飞秒激光微加工实验室，

- 高性能的电镜扫描器
- 物体运动和激光脉冲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步
- 独特的软件界面，控制所有硬件单元
- 可应需求额外扩展

拥有 33 名专业人员，其中 3 名物理学博士和 22 名硕士或本科生，
是欧洲最大的飞秒激光微加工实验室。
WOP 从 2003 年开始，17 年来一直致力于开发飞秒激光微加
工任务的仪器和解决方案。 从一开始就不断地投入到飞秒激光微
加工的广泛研究中。现有的解决方案基于 6 项内部专利和 2 项授权
专利，实现了最前沿的技术。
WOP 的实验室设备齐全，可以用飞秒激光加工各种材料，同
时确保了超高的精度、高重复性、高速度、以及亚微米分辨率的高
难度物体的加工能力。
WOP 的客户从研究中心、实验室到世界各地的工业企业都有，
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合作方面有 10 多年的经验，在中国 10 多个省
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QS Lasers
QS LASERS 是一家生产小型亚纳秒级高能二极管泵浦激光器
的制造商。QS LASERS 的主要业务包括激光器和激光系统的研发、

WOP 的主要优势：

- 飞秒激光微加工工作站 --- 为科学和工业需求定制的超高
精度机床。
- 外包制造服务—适用所有材料的超高精度和质量。
- 空间变异减速器 -- 独特的超高损伤阈值，即使是高功率激
光器也能适用。
- 可行性研究 -- 为您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参展产品：FemtoLAB 飞秒激光微机械加工工作站

FemtoLAB 飞秒激光微加工工作站是科学实验室和研发中心

生产和销售。公司专注生产先进的 DPSS、Q 开关短脉冲（亚纳秒、
皮秒）空冷激光器，并专注于需要高脉冲能量和低重复率的应用，
如 LIBS、OLED 修复、医疗等。长期以来，QS LASERS 在激光
器领域的雄厚背景，经验丰富、技术娴熟的员工是我们生产和开发
高精尖激光器的关键。QS LASERS 可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采购成
本和先进的功能的综合解决方案。产品覆盖不同波长（1064 nm、
1053 nm、1030 nm、1342 nm、671 nm、447 nm、914 nm 等），
广泛应用于科研、医疗设备制造、精密测量、雷达通讯、材料加工、
过程控制、在线检测等多个领域。客户是 QS LASERS 公司发展和
产品创新的原动力。QS LASERS 将为每位客户提供可靠的、技术
先进的激光系统，帮助实现特定的目标。

的完美选择，能为各种任务定制解决方案。它是一个光学平台上集
成的整个激光实验室。
长期的专业技术使 FemtoLAB 工作站的优化，节省了实验时
间，也方便了新用户的培训。这对于有更多研究人员的实验室来说
变得非常重要。FemtoLAB 的灵活性使我们能够在出现新的需求时，
对系统进行扩展和升级。

产品特点 :

产品介绍 ：MPL15100 系列坚固耐用的 DPSS 主动式 Q 开关

亚纳秒激光器，可提供多千瓦的峰值功率，1000Hz 的重复率下，
脉冲持续时间小于 700ps。 创新的短激光腔固定在稳定的基座上，
输出参数性能非常稳定。小尺寸的设计，可集成到 OEM 激光器中。
亚纳秒级脉冲持续时间 <700 ps，在重复率高达 1 kHz 的情况下，
具有近乎于变换的有限光谱线宽，时序抖动 <200 ps，能量超过

- 制造亚微米级分辨率的复杂物体

500 µJ，涵盖了从 LIBS、激光诱导荧光到许多其他的广泛应用。

- 高速度、超高精度的微机械加工

还可提供绿色（532 nm）和紫外线（355 nm，266 nm）的标准可

- 高效的光束传输和功率控制

选谐波发生器。

- 高端工业级飞秒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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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集成商和工业级用户进行技术交流。

产品特性：

- 最高的光束指向稳定性（<0.1 mrad）。
- 集成了控制器的一体化设计
- 双镜头同时移动，确保不会出现对焦错误
- 绝对式编码器（双镜头）
- 调整时间 <1s ( 所有放大倍数 )
- 熔融石英光学元件

DIRECT MACHINING CONTROL
Direct Machining Contro（DMC） 为 激 光 加 工 设 备 开 发 了

- 打开 / 关闭后无复位
- 在所有放大倍率下的衍射性能限制应用场景
- 精密的激光微加工

DMC 软件。DMC 软件可以控制激光加工中所需要的定位台、扫

- 生命科学

描器、摄像头、激光源和其他设备。用户只需要有一个二维或三维

- 学术研究

CAD 图纸，DMC 就会生成所有需要的运动和控制指令，为您的硬
件提供控制。它还可以监控设备的反馈，并根据需要调整过程。

参展设备：5-8 轴激光加工设备用 DMC 软件

产品介绍：用于激光纹理加工的 DMC 软件可以控制振镜扫描

仪和 5 轴定位台，在自由曲面的 3D 表面上进行激光纹理加工。使
用 DMC 软件，激光设备集成商可以大大减少新设备的开发时间，
并为先进的激光设备的投入使用做好准备。

关于立陶宛企业协会：

立陶宛企业协会（Enterprise Lithuania）是立陶宛共和国经

济和创新部下设的一个国家机构，负责促进创业，支持企业发展，
帮助立陶宛公司增加出口。作为出口促进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在主
要的国际展览会上组织立陶宛展团，展示立陶宛公司的最新科技。
高科技工程，特别是激光行业，是立陶宛工业中最突出的行业
之一。高科技是立陶宛对华贸易的重点领域之一，占立陶宛对华出

OPTOGAMA
Optogama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设计、开发和商业化
定制独特的激光产品的高科技公司。Optogama 为分析和光谱仪器、
汽车、传感、医疗、国防和材料加工激光应用开发技术。

口的 7%。中国是立陶宛激光公司继欧盟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出口
市场。四家立陶宛激光公司（Light Convention、Ekspla、Eksma
Optics 和 Altechna）已经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
我们很高兴能有机会在 CIOE 2020 展会上展示立陶宛激光公
司的实力，并希望通过这次展会，能促进双方的合作。

参展产品：MEX 系列小型电动激光扩束器

产品介绍：MEX 系列电动激光扩束器用于增加激光光束直径

和调整发散度。标准或定制的扩束器具有独特的机械闭环滑动透镜
设计，确保了高的指向稳定性和最小的尺寸。
这些变倍率（变焦）扩束器和减速器是根据所需波长设计的。
Optogama 的每一种扩束器都有电动发散调节功能。

扫码领取参观证件，免费直达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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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透射法的隧道能见度检测系统设计

叶  松 1,3，白云飞 1,2，李志伟 2，施海亮 2*，

熊  伟 2，王新强 1,3，汪杰君 1,3，张文涛 1,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通用光学定标与表征
技术重点实验室，安徽 合肥 230031；
3
广西光电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 541004
1

2

摘要：隧道能见度与行车安全有重要关系，对隧道能见度进行实时监测可以为隧道通风换气提供有力依据。基于透射
法能见度检测原理，设计并搭建了一套能见度检测系统用于隧道能见度的自动检测。检测系统主要由激光二极管、分
束器、硅探测器和信号处理单元等部分构成。采用高响应度硅探测器并设计了跨阻抗放大电路以满足在低能见度下测
量需求。两硅探测器分别检测经光学路径衰减前后的光强并输出对应的光电流，信号处理电路对探测器两路输出进行
放大滤波和 A/D 转换后，反演出消光系数。使用固定透过率滤光片模拟隧道环境，在实验室环境下对该检测系统性
能指标进行测试。实验结果表明：消光系数测量范围 3.37 km-1 ～ 118.82 km-1，最大相对测量误差为 8.4%，稳定性
优于 0.12 km-1。

关键词：隧道能见度；透射法；消光系数

Design of visibility detection system for tunnel based
on transmission method
Ye Song1,3, Bai Yunfei1,2, Li Zhiwei2, Shi Hailiang2*, Xiong Wei2, Wang Xinqiang1,3,
Wang Jiejun1,3, Zhang Wentao1,3
1

School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nhui Institute of Optics and Fine Mechanics, Key Laboratory of General Optical Calib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fei, Anhui 230031, China;
3
Guangxi Key Laboratory of Optoelectron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2

Abstract: Tunnel visibility has an important relationship with traffic safety.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unnel visibility can provide a strong basis for
ventilation and ventilation of tunnel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visibility detection by transmission method, a set of visibility detection system is
built for automatic detection of tunnel visibility. The detection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a laser diode, a beam splitter, a silicon detector and
a signal processing unit. Two silicon detectors detect the intensity of light before and after attenuation through optical path re-spectively and
output corresponding photocurrent. The signal processing circuit amplifies and filters the output of the detector and converts the output to AD,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1170306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16YFB0500704)
E-mail：yesongmail@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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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n calculates the extinction coefficient. Fixed transmittance filter is used to simulate tunnel environment, and the performance index of the
detection system is tested in laboratory environmen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asurement range of extinction coefficient is 3.37
km-1~118.82 km-1, the maximum relative measurement error is 8.4%, and the stability is better than 0.12 km-1.
Keywords: tunnel visibility; transmission method; extinction coefficient

1 引言

于 25m

随着交通运输业不断发展，中长型隧道在公路建设中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而隧道作为一个半封闭的柱状空间，具有纵深较长、
封闭性强等特点，加之机动车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和尾气排放极易造
成能见度下降，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与行车安全 [1]。因此，对隧道中
能见度进行实时监测具有重大意义。能见度检测仪按照检测原理主

～ 1000m( 对应消光系数 3km-1 ～ 116km-1)，精度优于

示值的 ±10%，消光系数参考报警阈值为 7.5km-1，每一通风分
段不少于两台能见度检测仪器。
由于进口能见度测量仪器成本高，维护费用昂贵，且测量范
围不满足我国隧道环境低能见度检测的实际要求。文中基于透射
法能见度检测原理，研制了一套隧道能见度检测系统，并在实验
室环境下进行了模拟测试实验。对今后此类仪器的产品化奠定了

要分为透射测量仪和散射测量仪 [2]。
散射型测量仪根据其测量原理分为前向散射法与后向散射法。
前向散射法取样空间较小，测量结果的代表性较差 [3]，后向散射法
取样空间大，但要求采样空间内无障碍物，因此无法适用于隧道狭

基础。

2 能见度检测原理

窄空间。透射类测量仪器因其测量直接、计算简单、易于实现且

气象学中，能见度被定义为在一定的大气透明度下，人眼能

更加适用于对低能见度检测要求较高但对仪器体积要求不高的场所

发现的以水平天空为背景的黑色目标物的最大距离。水平大气能

[4]

见度 Koschmieder 定律 [11]：

，因而更适合隧道特殊环境。
对于隧道能见度检测仪器，美国、英国、日本和芬兰等国

都已进行了研制和应用 [5]。我国对隧道检测类仪器的研制起步较

(1)

晚，长期以来以人工观测为主，近年来能见度测量的方法也在快

式中：V 为以水平天空为背景的黑色目标物能见度，σ 为观

速发展。程绍荣等
10%

[6]

研制了国产化大气透射仪样机，实测误差为
[7]

～ 20%。王宗俐等 利用位移调节器提出了差分测量消光系

数的方法。宫纯文等

[8]

利用镀膜玻璃管测量出了大气气溶胶消光

测方向大气水平消光系数，ε 为视觉反应阈值，取推荐值 0.05。
能见度测量的关键即为如何准确测量大气消光系数 σ。
设光源初始光强为 I0，在光学路径 L 处探测器接收到的光强

系数。庄子波等 [9] 利用高精度滑轨实现了变基线长度的能见度测量。

为 I。假设在光的传输路径上大气均匀分布，则光辐射在大气中

以上测量装置虽然能够对能见度进行测量，但针对隧道特殊环境并

的衰减遵循比尔朗博定律 [12]，即：

不适用。目前国内隧道用检测仪多为进口产品，最具代表性的透射
(2)

式能见度检测仪是美国 REGAL 公司生产的 COVI740 系列和英国
联立式 (1)

CODEL 公司生产的 AQM 系列空气质量检测仪。
REGAL 研制生产的 COVI740 检测仪为单端透射式隧道能见
度检测仪，采样路径 6m，消光系数检测范围为 1.5km
( 对 应 能 见 度 范 围 200m

-1

～ 15km

～式 (2) 两式即可推导出能见度 V、光学路径长度

L、透过率 τ 三者之间关系：

-1

(3)

～ 2000m)， 检 测 精 度 为 ±0.1km-1。

CODEL 公司研制的 AQM 能见度检测仪器采用单端透射式原理测
量能见度，采样路径 6m，消光系数测量范围为 0

～ 15km-1( 对应

能见度范围 200m 以上 )，检测精度为 ±0.2km-1。
我国于 2014 年颁布实施《公路隧道通风照明设计规范》[10]，
对隧道能见度检测设备有了明确的技术要求，即能见度测量范围优

由式 (3) 可知，能见度距离只与大气透过率相关，而大气透
过率由 I0 和 I 计算得到。因此，准确测得光源发光的始末光强值，
即可计算得到能见度。由于不同人群在不同环境下的视觉反应阈
值不同，由此计算得到的能见度计算结果并不准确，因此本文计
算以消光系数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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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整体构成

一路经透镜汇聚后由参考探测器直接接收，另一路经大气衰减后，

能见度检测系统主要由光学部分和信号处理电路部分构成。
光学部分包括激光二极管、透镜、分束器和角锥棱镜。信号处理
电路包括硅探测器、稳压模块、信号处理模块、A/D 转换模块、
主控制器和信号输出模块几部分构成。如图 1 所示，光束经分束
器后，由两光电探测器分别检测衰减前后的光强值并转换成电信
号。该信号经信号处理模块进行放大滤波并由 A/D 转换成数字信
号后，由主控制器接收并进行反演计算，根据计算结果控制继电
器动作并通过多种方式输出。

由角锥棱镜反射，经透镜聚焦后，由测量探测器接收。两探测器
分别检测未衰减和衰减后的光强值，经标定后，可计算得到消光
系数。光学结构示意图和所设计收发部分夹具模型如图 2、图 3
所示。
检测原理推导过程如下：
光源原始光强为 I0，设参考探测器和测量探测器接收到的光
强分别为 I1、I2，分束器透射率为 N，被检测空气柱透过率为 τ，
两透镜透过率分别为 K1、K2，由此可得到：
(4)
(5)
光电流 I1 和 I2 分别经 I/V 转换、低通滤波电路后由双通道
A/D 转换芯片采集，对应的电压值记作 D1 和 D2，则有：
(6)
(7)
其中 A1、A2 为各自对应电路的放大倍数。根据式 (4) ～式 (7)
可推导出透过率：
(8)

图 1 系统整体组成框图

再令：

3.1 光学结构设计

将上式带入式 (2) 计算得到消光系数 :

为避免长期工作时光源功率不稳造成探测器输出波动对测量

(9)

结果造成影响，光学系统部分引入了分束器和参考探测器对光源

检测系统确定后 m 为常数，由式 (9) 可知，消光系数的计算

发光强度进行监测。使用角锥棱镜替代平面反射镜，大大降低了
光路校准的难度。由光源发出的 650nm 红光经分束器分成两路，

图 2 光学结构示意图

32

只与两路电压测得值有关，因此准确测得探测器输出电压，对消
光系数计算结果至关重要。为提高系统检测分辨率，理论分析可

图 3 发射与接收夹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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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设计采样路径越长，则单位消光系数变化量所引起的光强变

大范围内成线性关系，以保证检测装置满足在高、低能见度下的

化量越大，检测灵敏度越高，但实际采样路径长度与光源发散角

测量要求。输出电压 D 与光电流 i 的关系：

和接收透镜尺寸有关，距离过大时受到光源发散角影响光斑较大，

(11)

能量利用率降低。按照所选光源发散角 θ=4.2mrad、透镜半径

反馈电阻 Rf 的选用极为重要，阻值过小则转换灵敏度低，阻

R=12.7mm，计算采样路径 L 为

值过大则会引起反馈回路自行激励产生振荡。根据初期搭建的实
验平台测量，功率为 5mW 激光二极管在采样路径为 6m 时，硅

(10)
计算得到采样路径最大值 L=6047mm，实际取值为 6m。后
续实验测试验证了这一采样路径长度满足设计要求。

3.2 信号处理模块设计

探测器在测量范围内输出的短路电流约为百微安级，考虑到转换
灵敏度和装置检测范围要求，反馈电阻采用阻值为 8.2kΩ 的金属
膜电阻，其温度系数优于 10ppm。为防止反馈回路产生振荡，改
善电路稳定性，引入反馈电容 Cf。Cf 值越大，阶跃过冲和噪声增

信号处理模块主要由跨阻抗放大电路

[13]

和 A/D 转换电路组

成。由于测量光程较长，在低能见度状态下，光强衰减严重。考

益现象越少，但会导致较小的增益带宽和较长的输出响应时间，
经电路调试后，设计中反馈电容取值为 0.1μF。

虑到隧道检测仪器对低能见度条件下的测量需求，探测器采用

为进一步改善信噪比，选用低偏置电流、高增益、高共模抑

LXD 公 司生产的硅探测器 LXD66MQ，其感光面为 33mm2，-

制比的 FET 型运算放大器 MCP6002，且在运放输出端与后级电

20℃ ~+50℃温度范围内暗电流小于 10nA，短路输出电流与输入

路之间加入 RC 低通滤波，截止频率 16Hz，极大地滤除了探测器

光照度在 5000lx 以内时有良好的线性度，其光谱响应曲线如图 4

白噪声和运放本身噪声以保证直流信号的完整性，提高了信噪比

所示。

与电路稳定性。

采用跨阻式放大电路将硅探测器受光照产生的光电流转换成
电压信号并进行放大，此时硅探测器工作在光伏模式下，相比于
[14]

为了将得到的电压模拟信号准确地转换为数字信号进行运
算。文中采用 AD7705 模数转换芯片对两路电压值进行 A/D 转换。

，因此更加适用于

该芯片利用 Σ-Δ 转换技术实现了 16 位无丢失代码性能并具有双

低能见度条件下微弱光强值的精密测量。图 5 为所设计跨阻抗放

通道全差分模拟输入，适用于低频、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场合。

大电路。

本文设计 AD7705 参考电压为 5V，采用外部 4.9152MHz 晶振提

光导模式拥有更高的线性度和更低的暗电流

由于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很大，忽略导线电阻影响，可认

供时钟频率，采用三线制 SPI 接口标准与单片机通信，输出更新

为硅探测器工作于零偏压短路状态，短路电流与输入光照度在最

频率设定为 25Hz。对两路电压进行差分输入，电压转换精度优于

图 4 光谱响应曲线

图 5 跨阻式放大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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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mV，非线性优于 0.003%。所设计电路板如图 6 所示。

算使用。经 A/D 转换得到的两路电压值根据式 (9) 计算反演得到
消光系数。计算结果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输出，并与消光系数设定
值进行对比，当超过设定阈值时控制继电器导通，否则继电器断开，
然后重复此测量过程。

4 定标与测试实验
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模拟测试，将发射接收部分和角锥棱镜
固定在同一水平面上，相距 3m，调整棱镜位置，使反射光斑照
射在聚焦透镜中心位置。使用多片固定透过率滤光片模拟不同能
见度下隧道环境，未加滤光片时认为透过率为 100% 进行定标，
图 6 信号处理电路实物图

随后将滤光片固定在旋转平台上加入光路，微调旋转台至消光系

3.3 软件模块设计

数出现极小值处，此时认为入射光与滤光片平面垂直并开始记录

行开发。软件部分主要包括对数据的采集、定标与反演和多路输

cm 的通光孔，实验测试示意图如图 8 所示。

测量结果。为降低背景光对测量造成的影响，在发射接收部分和

能见度检测仪的软件设计整体采用 C 语言的结构化思想进

反射部分都增加了 50cm 长的遮光镜筒并在镜筒盖上开有直径 4

出。数据的采集主要是实时获取探测器输出，进行必要的修正经

在测量范围内选择透过率分别为 98.0%、84.7%、67.2% 和

A/D 转换后送入主控芯片。定标反演部分则是将采集到的电压值

49.0% 的滤光片模拟不同环境能见度条件进行测试，连续测量

进行定标计算，并根据测量原理及数学推导进行反演计算得到测

12h 并每隔半小时对消光系数测量结果进行记录，测试结果如图

试结果。多路输出包括显示屏输出、继电器输出、串口输出、4

9 示。

mA ～ 20mA 电流环输出。检测仪主程序流程如图 7 所示。

仪器稳定性 s 和最大测量相对误差 Δh 计算方法如下 [15]：

检测仪上电后首先进行系统初始化，包括显示屏初始化、串

(12)

口初始化，随后进入工作状态。首次开机时需要按下按键定标，
并将计算得到的最后一次定标系数存储于单片机中供后续测量计

图 7 主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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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 为每次测量值，Y 为 n 次测量的平均值，Y0 为每组
测得值对应的真值，n 为测量次数。
根据图 9 测试结果计算检测装置各项性能指标如下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看出在检测装置测量范围内，最大测量相对误差
为 8.4%，在《公路隧道设计规范》中规定隧道能见度测量设备
最大允许误差不得超过示值的 ±10%，模拟测量结果表明，本设
计满足隧道能见度测量仪器要求。设置仪器报警消光系数阈值为
7.5km-1，当测量消光系数高于这一设计值时，控制继电器导通，
启动隧道风机通风换气。
图 8 能见度测试实验示意图

图 9 不同透过率滤光片 12 h 消光系数测量折线图。(a) 透过率 98.0%；(b) 透过率 84.7%；(c) 透过率 67.2%；(d) 透过率 49.0%
表 1 不同透过率下检测装置各项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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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光电工程 , 2011, 38(2): 144–150.

本文基于单端透射法能见度测量原理设计了针对隧道特殊能

[7]

Wang Z L, Cao N F, Wang C L. New design of laser instrument for detecting the visibility[J]. Laser & Infrared, 2012, 42(6):

见度条件下的检测装置。设计了基于分束器的光学结构部分，对

629–632.

光源进行监测消除了功率波动对测量结果造成的影响，提高了检

王宗俐 , 曹乃锋 , 王春录 . 一种激光能见度仪设计的新方法 [J]. 激

测装置长期工作稳定性。采用高响应度硅探测器并设计了对应的
信号处理电路，以满足低能见度条件下测量要求。本文通过使用

光与红外 , 2012, 42(6): 629–632.
[8]

Gong C W, Li X B, Li J Y, et al. New method of aerosol extinction coefficient measurement[J]. Acta Optica Sinica, 2014, 34(1):

不同透过率滤光片进行模拟实验，验证了该检测装置可以实时检

0101001.

测出采样路径中的透过率并反演出消光系数，测试结果表明：检

宫纯文 , 李学彬 , 李建玉 , 等 . 大气气溶胶消光系数测量新方法 [J].

-1

光学学报 , 2014, 34(1): 0101001.

-1

测装置测量范围 3.37km ~ 118.82km ( 对应能见度范围 25m ~
900m)，最大测量相对误差为 8.4%，系统稳定性优于 0.12km-1。

[9]

Zhuang Z B, Tai H D, Jiang L H. Changing baseline lengths
method of visibility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J]. Acta Optica

相较于国外进口隧道检测仪器，本检测装置性价比高，测量范围

Sinia, 2016, 36(2): 0201001.

更加符合我国隧道能见度检测实际需求，对今后检测仪器产品化

庄子波 , 台宏达 , 蒋立辉 . 一种基线长度改变的能见度测量和评价

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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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μm 波长 Er:ZBLAN 光纤激光器研究进展
张  新，舒世立 *，佟存柱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发光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吉林 长春 130033

摘要：波长在 3μm 附近的中红外 Er 掺杂的氟化物 (Er:ZBLAN) 光纤激光器凭借其良好的光束质量、体积小、可盘

绕、易于实现等优势广泛应用于工业、医疗、军事等领域。本文主要介绍了基于 Er:ZBLAN 光纤激光器的发展现状，
讨论了它们在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总结并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针对目前研究现状，提出多级放大将会是进
一步提升 3μm Er:ZBLAN 光纤激光器单路激光功率的方法。为了突破单路激光的功率极限，将其与光纤合束技术
融合将会成为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关键词：光纤激光器；中红外；Er:ZBLAN 光纤；3μm

Research progress of Er:ZBLAN fiber lasers at the
wavelength of 3 μm
Zhang Xin, Shu Shili*, Tong Cunzhu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Luminescence and Applications, Changchun Institute of Optics, Fine Mechanics and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angchun, Jilin 130033, China
Abstract: Mid-infrared Er:ZBLAN fiber laser emitting at the wavelength of 3 μm is widely used in industry, medicine, military and other fields due
to its advantages such as good beam quality, small size, coiling-ability and easy realization.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Er:ZBLAN
fiber laser is introduced.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r:ZBLAN fiber laser are discussed. Moreover,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re also summarized and prospected.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multi-stage amplification will be a metho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ingle laser power of 3 μm Er:ZBLAN fiber laser. In order to breakthrough the power limit of single
laser, the integration of single laser and fiber beam combination technology will become a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fiber laser; mid-infrared; Er:ZBLAN fiber; 3 μm

1 引言

CH4 和 C2H6 吸 收 光 谱 分 别 为 2.8μm、3.2μm、3.3μm， 将

近 3μm 波段的中红外激光是良好的大气吸收窗口、热辐射

3μm 波段连续中红外激光应用到有机污染的监测，可以提高测

能量集中波段以及水吸收较强区域。在环境监测中，由于 CO2、

量灵敏度。该波段激光也可用于激光手术，特别是脉冲激光，可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 (61790584)
E-mail：zhang315xin@ciom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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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极其精准的切割工具，减小创伤，提高伤口愈合速度。

采用高浓度掺杂 Er 离子可以增强能级上转换 (energy-transfer

所以近 3μm 波段的中红外激光在军事、遥感、激光医疗等领域

upconversion，EUT)，从而克服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掺 Er 材料

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

[1-8]

实现 3μm 波长连续激光器的可能性 [18]，如图 1 所示。这为之后

。

目前可以实现该波段激光输出的方法主要包括 : 掺杂离子
直接激发

[9-11]

、半导体激光器

[12-13]

、非线性频率转换

[14-15]

实现连续中红外 Er:ZBLAN 光纤激光输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和气

体激光器 [16] 等。半导体激光器光束质量较差，非线性频率转换
的系统较为复杂，光路的调节精度要求较高，气体激光器体积庞
大，并且大多数气体具有腐蚀性甚至有毒。而掺杂离子直接激发
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安全、且易于实现，特别是光纤的掺杂离
子直接激发。与固体材料相比，光纤具有更大的表面积与体积比，
利于散热，其特殊的波导结构有利于实现高功率、高光束质量的
激光输出。但是，传统石英光纤的声子能量高达 1100cm-1，在
波长超过 2.2μm 时的传输损耗非常大，所以不能采用石英光纤
来实现 3μm 中红外激光输出。由 ZrF4、BaF2、LaF3、AlF3、
NaF 按一定比例制成的氟化物光纤 (ZBLAN 光纤 ) 的声子能量
仅为 550cm-1，因此在波长小于 6μm 的范围内可实现低损耗传
输。目前，Tm3+、Ho3+、Er3+ 等不同离子掺杂的 ZBLAN 光纤
3+

3+

已经可以实现多种波长的中红外激光输出，其中 Ho 、Er 掺
杂的 ZBLAN 光纤激光器可以实现近 3μm 波段的激光。然而，
由于掺杂离子本身能级性质的约束，Ho3+ 掺杂的 ZBLAN 光纤激

图 1 Er 离子能级图 [18]。其中 EUT1 和 ETU2 分别是作
用在 4I13/2 和 4I11/2 两个能级上的能级上转换

2.1 连续 Er:ZBLAN 光纤激光器

首次采用 Er:ZBLAN 光纤实现近 3μm 波段激光连续输出的

光器需要采用波长为 532nm 或者是 1100nm 的泵浦光源泵浦才

是法国国家通信中心的 Allain 等人 [19]。他们采用的泵浦源的波长

能实现近 3μm 的激光输出 [17]。Er 掺杂的 ZBLAN(Er:ZBLAN)

是 476.5nm，获得波长为 2.71μm 的中红外连续激光。虽然功率

可以采用 976nm 半导体激光器直接泵浦，实现近 3μm 中红外

只有 250μW，但是这在当时已经引起很多研究人员的关注。之后，

激光输出。976nm 半导体激光器商业化已经非常成熟，成本低，

基于 Er:ZBLAN 的光纤激光器的研究报道便相继展开。当时限制

功率可达到百瓦量级，所以 976nm 半导体泵浦 Er:ZBLAN 光纤

其功率提升的因素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半导体激光技术还不

是目前实现高光束质量、高功率 3μm 激光器输出最有前景的方

是很成熟、功率不高；二是半导体激光泵浦光纤的耦合效率不高；

法。

三是 ZBLAN 光纤的制备技术不够完善，成本较高，而且制备的
本文重点阐述基于 Er:ZBLAN 光纤实现 3μm 中红外激光

的技术方法和研究进展，并分析了限制它们输出性能的主要因素，
提出未来中红外光纤激光器的发展方向。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于 Er 掺杂材料实现近 3μm 激光输出的早期研究并非
一帆风顺。其实早在 1967 年，美国休斯顿实验室就发现了 Er
材料可以实现 3μm 相干辐射特性 [9]，但是由于上能级 4I11/2 的
能级寿命远小于下能级 4I13/2 的能级寿命，会导致荧光猝灭，这
就使得掺 Er 材料很难实现连续稳定的 3μm 波段激光输出。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关于 Er 掺杂材料实现 3μm 激光输出
的实验研究一直停滞不前。直到 1983 年，研究人员才发现，

ZBLAN 光纤不稳定，易潮解。
随着半导体激光器功率的不断提升，光束整形技术的不断完
善以及双包层光纤泵浦技术的提出，3μm 波长 Er:ZBLAN 的
光纤激光器的功率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2007 年，美国新墨
西哥大学 Zhu 等人 [20] 实现了瓦级 3μm 波长 Er:ZBLAN 的光纤
激光器。其实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2 所示，采用的是空间耦合的方
法，主要包括 975nm 的半导体激光器、掺杂浓度为 6% 的双包层
ZBLAN 光纤、双色镜、滤光片和闪耀角为 54°的闪耀光栅。将
光纤两端切成斜八度角，以防止端面反射引起的内部激光震荡。
采用 600 线 /mm 的镀金闪耀光栅作为腔内反馈镜，通过光栅调
节实现输出波长调节，调节范围可以达到 20nm。并且采用自制
的法布里珀罗干涉仪，测得其线宽为 1.27GHz。考虑到泵浦端光
纤的热效应对光纤端面损伤阈值和整个激光器稳定性的影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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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采用了主动水冷的方式对 ZBLAN 光纤进行冷却，并在同
年将 3μm 波长 Er:ZBLAN 的光纤激光器的功率提升到 9W[21]。

以上研究发现，在高功率泵浦下，光纤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如果不及时的将这些热量散去，将会直接影响光纤光学性能，甚
至导致光纤端面的损伤。并且伊朗 K.N. 图斯工业大学的 Ashoor
等人 [24] 根据热稳态方程建立了三维 ZBLAN 光纤热量分布模型，
从理论上也证明了主动散热可以有效地提升 ZBLAN 光纤的损
伤阈值。而传统光纤散热方法是将光纤放在有光纤槽的水冷板
上，通过固体金属传导冷却对其进行散热。但是由于光纤很难与
光纤槽完全接触，这使得光纤散热效果不好。为此，日本京都
大学的 Shigeki Tokita 等人 [25] 提出液体散热法，将 3μm 波长
Er:ZBLAN 的光纤激光器功率提升至 24W。其实验装置如图 4

图 2 2 W 可调谐激光器示意图 [20]

所示，整个 ZBLAN 光纤被浸泡在碳氟化物液体中，通过液体循

相对国外而言，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22]

环将温度控制在 20℃。在水冷槽中开两个厚约为 1mm 的 CaF2

同样采用空间耦合

窗口，两个光纤端面与窗口紧密接触。采用双端泵浦的方式，实

的方法，实现了 2.8μm 波长 Er:ZBLAN 光纤激光连续输出。但

现光 - 光转化效率 14.5%。从功率曲线可以看出，其激光输出功

是由于光纤端面处理不当，导致泵浦功率为 25W 时，光纤端面出

率还没有达到饱和，如果进一步提升泵浦功率，激光功率还会进

现了损伤，最后输出功率只有 2.6W。2015 年，西北核技术研究

一步得到提高。这是目前空间耦合 3μm 波长 Er:ZBLAN 光纤激

2012 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黄园芳等人

所的沈炎龙等人

[23]

采用类似方法将功率提升至 9.2W。实验装置

如图 3(a) 所示，采用 50W 半导体激光器泵浦高掺杂 ZBLAN 光

光器实现的最高功率。该实验充分地证明了对 ZBLAN 光纤进行
有效的散热可以提高其输出功率。

纤，光纤的两个端面装配在有特殊设计的紫铜 U 型槽中。连续工
作阈值为 1W，斜率效率为 24.8%，光束质量 M2<1.2。从图 3(b)
中的功率曲线可以看出，当泵浦功率超过 35W 时，斜率效率下降
到 18.2%。当泵浦功率继续升高到 40W 左右的时候，光纤端面的
损伤开始出现，输出功率达到最大值 9.2W，对应的光谱宽度约为
4.2nm。

图 4 液体冷却双端泵浦中红外激光结构示意图 [25]

采用空间耦合方法的缺点是光纤端面易损伤，系统不稳定且
耦合效率不高。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提出采用
全光纤结构实现 3μm 波长 Er:ZBLAN 光纤激光输出，不仅可以
提高泵浦光的耦合效率，还可以有效地防护光纤端面，提高激光
系统的稳定性，同时也能降低激光输出的线宽。2007 年，加拿大
拉瓦尔大学基于在光纤光栅制备上的经验，采用 800nm 的飞秒激
光首次在 ZBLAN 光纤上刻蚀光栅结构 [26]，两年后，他们将其应
用在 Er:ZBLAN 的光纤激光上，实现了近 3μm 波段全光纤激光
输出 [27]。实验装置如图 5 所示，主要包括 6 个 6W 的 976nm 半
图 3 10 W 中红外激光器结构示意图和功率曲线 [23]。
(a) 结构示意图；(b) 功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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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体泵浦源、7×1 泵浦合束器、7m 长的双包层 Er:ZBLAN 光纤、
准直镜和泵浦滤光片。泵浦源与光纤之间采用直接耦合，耦合效
率为 84%。在光纤泵浦端刻上光纤光栅，作为腔内的反射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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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的另一端作为输出耦合镜 ( 反射率 ~4%)，最终实现了 5W、波

容易实现，脉冲宽度可以达到 ns 量级，而锁模可以达到 fs 量级。

长 2.82μm、线宽约 0.1nm 的全光纤激光输出。

但是一般锁模激光器的单脉冲能量都比较低，需要后续的放大来

由于当时采用的氟化物光纤的芯径只有 8μm，包层直径也

提升单脉冲能量。

只有 135μm，并且泵浦功率也只有 36 W，限制了功率的提升。

调 Q 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某种方法使谐振腔的 Q 值 ( 损耗因子 )

之后，他们采用芯径为 16μm，包层直径为 240μm 的氟化物光

按照规定的程序变化。Q 值改变影响激光器阈值的变化，最终形

纤，泵浦功率也提升至 74.3W，并且采用熔接方式，将泵浦源和

成脉冲激光输出。调 Q 分为主动调 Q 和被动调 Q[32]，主动调 Q 一

光纤光栅以及光纤光栅和 ZBLAN 光纤连接在一起。为了减小热

般采用机械旋转、声光 (AOM) 或电光 (EOM) 调制器来调节腔内

量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采用了主动水冷的方式散热，最终将功

的损耗。被动调 Q 一般采用可饱和吸收体，利用其饱和吸收效应

率提升至 20.6W。2015 年，他们再次刷新纪录，将功率提升至

控制谐振腔中的损耗。1994 年，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 Frerchs 等

30W[28]。其实验装置如图 6 所示，将光纤两端分别熔接上 R>99%

人首次尝试 Er:ZBLAN 光纤激光器调 Q 时，分别采用 AOM 外

和 R=15% 的光纤光栅作为谐振腔的反射镜和输出耦合镜。在输

腔调 Q 和旋转镜调 Q 两种调 Q 方法，虽然最大峰值功率只有 2.2W，

出端光纤侧面涂上一层高折射率的有机物，将残余的泵浦光滤掉，

但是从此拉开了脉冲 Er:ZBLAN 光纤激光器的研究序幕 [33]。表 1

端面熔接一段 AlF3 作为端冒，缓解光纤潮解速度，提高激光器的

总结了近几年 3μm 波段 Er:ZBLAN 光纤调 Q 激光器的研究情况。

稳定性。2018 年，他们基于之前全光纤结构，采用双端泵浦的方式，

从表中可以看出被动调 Q 的单脉冲能量要比主动调 Q 的低，主要

[29]

减轻光纤端面的热量负载，将功率又一次的提升至 41.6W 。这

原因是被动调 Q 单脉冲能量受到可饱和吸收体损伤阈值的限制。

是是迄今为止 Er:ZBLAN 光纤在近 3μm 波段获得的最高功率。

2011 年，日本东京大学 Shigeki Tokita 等人 [34] 将 AOM 放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实现近 3μm 波段 Er:ZBLAN 光

置到谐振腔内，实现腔内储能调 Q，使得脉冲的峰值功率提升至

纤激光连续输出的两种方法中，空间耦合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

0.9kW。2017 年，沈炎龙等人优化了机械调 Q 的方法将峰值功

这种方法不需要 ZBLAN 光纤光栅，实现起来比较容易。但是这

率再次提升至 1.6kW。实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7 所示 [35]，主要包

种方法要想提高功率，不仅要做好散热，还要处理并保护好光纤

括：975nm 半导体泵浦激光光源、光纤耦合系统、45°双色镜、

端面，避免造成端面损伤。相比而言，全光纤结构就不需要考虑

Er:ZBLAN 光纤、机械调 Q 开关、光栅和金镜。采用金镜和闪耀

光纤端面保护的问题，并且耦合效率要高于空间耦合的方法。但是，

光栅作为 Er:ZBLAN 光纤激光器谐振腔一端的反馈镜，相比于金

据报道的资料来看，目前只有拉瓦尔大学能够实现在 ZBLAN 光

镜，光栅作为反馈不仅可以大幅度提升线宽，还可将调 Q 脉冲的

纤上刻光栅，所以要想实现全光纤 Er:ZBLAN 的光纤激光器，就

峰值功率由 1kW 提高到 1.6kW。

得加快对相应光纤器件制备的研究。

2.2 脉冲 Er:ZBLAN 光纤激光器

近几年 3μm 波长的脉冲激光器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关注，特

别是在医疗和特殊材料加工等领域。如何获得大能量、高峰值功
率的脉冲激光成为 3μm 波长激光器的研究热点。目前实现脉冲
激光的技术主要有调 Q 和锁模 [30-31]。调 Q 技术相对锁模来说更

图 5 光纤光栅作为反馈的 Er:ZBLAN 全光纤激光器 [27]

与主动调 Q 激光器相比，被动调 Q 激光器可由激光辐射自动
启动，不需要高压、快速光电驱动器或射频调制器，具有设计简
单，体积小，成本低等优势。像半导体可饱和吸收镜 (SESAM)、
石墨烯、碳纳米管、二维拓扑材料、黑鳞等都可以作为可饱和
吸收体，实现 3μm 波长 Er:ZBLAN 光纤激光被动调 Q。2016
年，沈炎龙等人采用 SESAM 作为腔内调节元件，实现 3μm 波
长 Er:ZBLAN 光纤激光被动调 Q[36]，重频为 146.4kHz 时，平均

图 6 30 W 全光纤结构的中红外激光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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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几年 Er:ZBLAN 光纤调 Q 激光器研究情况

图 7 机械调 Q Er:ZBLAN 光纤激光器 [35]

功率达到 1.01W。四川大学张涛等人 [37] 将脉冲激光沉积法制备的

片和 1/4 波片。双色镜在 980nm 波长高透，在 2800nm 波长的

Fe2+:ZnSe 作为可饱和吸收体，实现 Er:ZBLAN 光纤激光器被

反射率为 66%。激光经过半波片和光隔离器后，变成线偏振光，

动调 Q，重频为 102.94kHz 时，平均功率达到 822mW。湖南大

线偏振光经过 1/4 波片变成圆偏振光，即两个相位差 π/2 的线

学报道了采用 Bi2Te3 拓扑体实现被动调 Q，重频为 92kHz 时平

偏振光叠加而成。考虑到自相位调制和交叉相位调制会使两束偏

均功率达到 856 mW[38]。

振光在光纤中传输时产生不同的非线性相移，因此光脉冲的不同

调 Q 可以实现的脉冲宽度一般在纳秒量级，如果要想实现

部位会积累不同的非线性量。合成偏振态时，不同部分积累的非

更窄的脉冲宽度，比如皮秒或者飞秒量级的脉冲就需要采用锁

线性量就会产生不同的偏转。再通过半波片和光隔离器时，只有

模技术。光纤锁模一般包括：可饱和吸收体锁模、非线性偏振变

脉冲中心峰值功率高的一部分通过，使得脉冲得到窄化，最终

化 (nonlinear polarization evolution，NPE) 锁模、非线性光纤环

实现 207fs 的脉冲激光输出，峰值功率为 3.5kW。同年，悉尼

形镜锁模。2016 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王少奇等人基于非线

大学采用同样的方法，将峰值功率提升至 6.4kW，重复频率为

性薛定谔方程建立了 ZBLAN 光纤激光器产生超短脉冲的理论模

57.6MHz，信噪比可以达到 73dB[47]。
近年来，各种新型可饱和吸收体被尝试用于光纤激光器锁模

型，分析了腔内净色散和小信号增益系数对锁模脉冲的影响，为
ZBLAN 光纤激光器的实验研究奠定基础 [45]。表 2 总结了近些年

[48-52]

3μm 波段 Er:ZBLAN 光纤锁模激光器研究情况。

外波段，很难实现近 3μm 波段的锁模。而石墨烯具有零带隙的

，但是由于吸收带一般被限制在近红外和 2μm 左右的中红

由于近 3μm 波段锁模器件和高速探测器的限制，中红外波

独特结构，理论上可以实现任何波长的吸收作用。2016 年，美

段的锁模相对调 Q 起步较晚。直到 2015 年，加拿大拉瓦尔大学

国亚利桑那大学的 Zhu 等人 [50] 就利用多层石墨烯实现了 2.8μm

的 Simon Duval 等人采用 NPE 方法首次实现 Er:ZBLAN 光纤激

波长 Er:ZBLAN 光纤激光器锁模。相比于单层石墨烯，多层石

[46]

。实验装置如图 8 所示，主要包括 976nm 半

墨烯的线性吸收可以达到 12%，调制深度可以达到 10%，易于

导体泵浦源、3m 长 Er:ZBLAN 光纤、光隔离器、双色镜、半波

实现近 3μm 波段的光纤锁模。其实验装置如图 9 所示，主要包

光器的孤子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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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近几年 Er:ZBLAN 光纤锁模激光器研究情况

括，带尾纤的半导体激光器、准直镜和耦合镜、Er:ZBLAN 光

特殊应用，如激光手术以及超短脉冲冷加工等，就需要采用飞秒

纤、镀有石墨烯的金镜、双色镜和滤波器，最终实现 42 ps 脉冲

激光器。而锁模技术可以实现飞秒激光输出，由于脉冲宽度很窄，

激光器，对应的重复频率为 25.4MHz，信噪比为 45dB。除了石

峰值功率很高，但相对而言单脉冲能量还不高，一般在 nJ 量级。

墨烯，其它可饱和吸收材料，如黑磷和 SESAM 也被尝试用于
3μmEr:ZBLAN 光纤激光器锁模。黑磷锁模的信噪比可以达到
60dB，而 SESAM 锁模的信噪比一般在 50dB 左右。
从目前研究报道来看，实现 Er:ZBLAN 光纤激光器被动锁
模主要就是采用 NPE 和可饱和吸收体。NPE 的方法可以实现孤
子锁模，脉冲可以达到飞秒量级。但是光路调节精度要求较高，
并且需要精确控制系统中的色散和非线性效应。而可饱和吸收体
易于实现锁模，并且已成功实现低功率近红外光纤激光器的工业
化应用。但是可饱和吸收体的损失阈值较低，只能用于低功率光
纤激光器的锁模。
实现近 3μm 波段 Er:ZBLAN 的光纤激光器脉冲工作的两种
技术各有优缺点。调 Q 技术相对容易实现，脉冲稳定性好，受外
界干扰小，单脉冲能量较高，一般在 μJ 量级，非常适合工程化
应用。但是调 Q 能实现的脉冲宽度最小只能达到纳秒量级，某些

图 8 Er:ZBLAN 光纤激光器的非线性偏振变化锁模 [46]

3 总结与展望
3μm 波长 Er:ZBLAN 光纤激光器具有体积小、便于集成、
光束质量好等诸多优点而备受关注。随着中红外激光器应用领
域的不断拓展，对激光器指标的要求也是逐步升高。对于连续
Er:ZBLAN 光纤激光器，主要采用空间耦合和全光纤结构两种方
法来实现。全光纤结构的功率可达 41.6W，这也是目前报道的最
高值。但是这种方法对光纤器件的要求较高，需要具备一定的光
纤器件制备基础。而空间耦合是最常用的方法，目前可实现的最
高功率为 24W，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容易造成光纤端面损伤，
所以光纤端面需要防护和散热。在之后的研究中要想进一步提高
3μm 波长 Er:ZBLAN 光纤激光器功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散热问题。因为直接采用 980nm 半导体激光泵浦产生 3μm
的中红外激光器的量子亏损热 (quantum defect) 接近 70%，大部

图 9 多层石墨烯作为可饱和吸收的 Er:ZBLAN
光纤激光器锁模结构示意图 [50]
2020 年 第 2 期

43

学术

Academia

钟鸣 , 任钢 . 3 ～ 5μm 中红外激光对抗武器系统 [J]. 四川兵工学报 ,

分能量转换为热量，如果不及时散热很容易造成光纤的损伤；二
是氟化物光纤器件的研发。如果氟化物光纤合束器、波分复用器、
光纤光栅等光纤器件的成熟，将会大大促进全光纤结构氟化物光

[6]

韩玺 , 蒋洞微 , 王国伟 , 等 . 锑化物纳米结构的中红外激光器与探测

和其他激光技术融合，例如：采用激光合束技术，进一步提升功率，

调 Q 和锁模技术是实现脉冲 Er:ZBLAN 光纤激光器两种常
用的技术手段。调 Q 可以实现高能量，纳秒量级的激光脉冲；锁
模可以实现高峰值功率，飞秒量级的激光脉冲。但是锁模脉冲的

[7]
[8]

单脉冲能量一般在 nJ 量级，在应用上受到很大限制。为了提高单

成为未来实现大能量中红外飞秒激光器的最佳选择之一。由于光
纤本身性质的限制，单路光纤激光器必然会达到功率的极限，光
纤合束也将会成为脉冲 Er:ZBLAN 光纤激光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
向。
综上所述，无论是连续的 Er:ZBLAN 光纤激光器还是脉冲
的 Er:ZBLAN 光纤激光器，单路功率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特别
是脉冲 Er:ZBLAN 光纤激光器，多级放大将会大幅度地提升单路
功率。为了突破单路激光的极限，光纤激光合束也将会成为实现
更高功率 3μm 波长 Er:ZBLAN 光纤激光输出的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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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丨光通信需求迫切，供应商卡位 5G 的最
好时机
来源：维科网

导

语：5G 刷新的不只是网速，在背后
整个产业链中都有革新的机会。

5G →光通信→供应商
5G 代表着信息的进一步提升，在网络

基础建设中，数据生产和交互的量级持续
增长，让新一代光通信网络的需求变得更
加迫切，而这就不得不提光通信，这个词
听起来离人们遥远，实际上它是为了不断
满足人们对综合通信业务、多媒体通信业
务等宽带业务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发展的，
即解决网络中传输系统的传输带宽问题。

道路，避免拥挤和网络卡顿。

的行业，它对元器件品质、通信可靠性有
着非常高的要求。

光通信产业链的布局大致分为上中下

5G 时代对于基站数量和宽带网络都有

游，上游为光器件和光模块供应商和光纤

了进一步的要求。从全球角度来看，5G 基

光缆供应商，由中游的设备集成商完成装

站数量长期发展会是 4G 基站的 3 － 4 倍，

配，下游的应用层有电信运营商、大数据

同时为了保证网络的稳定性，对基站的要

中心等。

求也越来越高，在基站小型化的同时还能
进行更大数据量的传输，是光通信行业的

以电信运营商为例，最主要的基站设

一个大趋势。

备当中用作光纤传输的元器件分为有源器
件和无源器件，两者相结合才能组成光纤
传输。

5G 时代接入的设备、互联网应用更加
广泛，因而在有限的基站容量当中需要更
多光模块进行数据收发传输，这是产业对

如果把光纤通信比作高速公路的话，

其的极大需求。

有源器件的作用是给跑在上面的汽车，也
就是宽带加速的；而无源器件是为了拓宽

46

5G 下的网络基础建设将革新
5G 换代面临全新的技术体系和业务
环境，比如从 2G 到 3 ／ 4G 过渡时，网络
基础架构变化并不大，业务应用是从语音
通话发展到移动互联网，并且能够借鉴 PC
互联网的发展道路吸取经验教训。

而从 4G 到 5G 过渡时，无论从总体系
统架构还是无线接入架构都将发生革命性
变化，业务应用也从移动互联网进化到物
联网，即将经历的业务模式也属全新，没
有可借鉴的地方。

光通信产业并不是一个依靠低价竞争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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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通 信 产 业 的 体 量 不 大， 整 个 产 业 链 约

近几年中国光通信市场发展强劲，目

面对 5G 时代的不确定性时，只有一

五六百亿美元的产值，但是作为整个 5G

前是世界第一的宽带大国。中国厂商华为、

点是目前可以确定的：新时代的网络基础

通信的基础网络，光通信在其中的重要性

中兴和烽火占据其中三席，成为全球光通

建设也将革新。

毋庸置疑。

信领域的中坚力量。

伴随着全球 5G 及数据中心市场商业

除了高速光器件市场需求复苏之外，

从产业链竞争方面来看，日美韩等国

化进程的加快，光器件需求量获得了爆发

由于支持中国 5G 部署所需的前传光器件

家占据全产业链的光／电芯片以及光组件

式增长，行业已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需求非常强劲，多家中国供应商预计将在

的核心位置，中国主要以封装业务为主。

2020 年报告创纪录的收入。
近日，5G 以及网络改造与升级的核心
零部件智能制造企业圣治光电宣布完成新

还是高端上的老问题
我国上游主要光器件企业在全球市场

一轮 B ＋轮数千万融资，由云启资本领投，

占据的份额仅为 13％左右，国内现有的光

老股东跟投。

器件产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领域，同质化
比较严重，迫切需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性

4 月 2 日，中兴 5G 通讯配套项目及其

进展以打破现有局面。核心器件未来将是

附属项目在安徽马鞍山集中签约，正式落

我国光通信产业发展的重点。

户郑蒲港新区。
光器件涉及设计和制造多个环节，近
中兴 5G 通讯配套项目由中兴新地投
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主要从事中
兴 5G 通信产品配套应用，包括光通讯芯片、
无源光器件、光纤光缆、5G 通讯结构件精
密制造等。

光通信供应商卡位的最佳时机
光通信行业的特点是，一旦中下游的

国内光通信逐渐强劲起来

几年逐步呈现出向成本优势地区迁移，中
国厂商在无源器件已经占据一定份额，国

目前 5G 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内企业在无源器件，低速光收发模块等中

成为全球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光通信

低端细分市场较强，布局完善，而在高端

作为 5G 通信的重要基础，政策红利也相

有源器件，高速光模块等方面基础还相当

继释放，光缆网络铺设规模持续增长，光

薄弱。

纤通信网络已成为信息社会发展的关键基
础设施之一。

设备集成商和电信运营商选择了确定的上

少数国内厂商通过自研，在芯片领域
已有所突破。近年，光迅科技、华为海思、

游供应商之后，后面基本不会替换。行业

政府政策的鼓励和扶持将有力地推动

海信宽带、云岭光电（华工科技参股）等

对供应商的产品寿命要求都在 10 － 15 年

行业技术创新，为光通信行业的发展注入

能量产 10G 及以下光芯片，部分类型 25G

之间。

强劲的动力。近日我国提出加快 5G 网络、

芯片已经取得突破。

数据中心等“新基建”建设进度，将进一
三大运营商将先后启动 5G 二期无线
网主设备采购，2020 年全国将建设开通

步加速推动光通信新技术革新及产业应用
发展。

55 万个 5G 基站，预计建设费用约为 2500
亿元。运营商会对承载网进行优先投建，
光通信产业链上的公司将率先受益。

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5G 被认
为是赋能各行各业，开启万物互联新时代

从全球的光通信的发展形势来看，由
于行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目前传输设
备领域呈现寡头竞争的市场格局，前五大

单 个 5G 基 站 涉 及 光 器 件 的 成 本 约

结尾

厂商占据了全球 72％的市场份额。

的重要力量。而强大的 5G 网络的背后，
需要光通信的有力承载。5G 的广泛应用，
也给光通信技术的演进和产业发展带来了
巨大空间。

为 10％，相对 5G 上万亿的产业链来说，
2020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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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产变得智慧 让产品变得领先
ASM 先进太平洋有限公司

区 宝 霖 先 生 A S M 太平洋 助 理 副 总 裁 — C I S       陈 文 炜 先 生 A S M 太平洋 产品 开发 总 监 — C I S

科

技发展蓬勃，特别是智能手机市场更

渐添加了指纹及面部生物识别系统，令摄

加一日千里、日新月异。除了一般的

像头模组在生产中进成了相应的演变，如︰

拍摄功能，超高像素画质、高倍数光学变焦

CMOS 芯片厚薄、尺寸和像素提升，和摄

镜头、3D 深度感测摄像、超薄前置镜头及

像头镜座的优化，继而对不同生产制程的

指纹感应功能等等，更是各大手机品牌趋之

要求作出相对的挑战。

若鹜的趋势。从前由着重拍摄功能为主，渐

屏下指纹 – GOODIX

48

工艺要求提升
近十数年来，消费电子产品市场转变
的速度变化如神，市场对摄像头模组有不
同的期望，一般手机的摄像头模组体积虽
小，但涉及的制程既复杂又严谨，固此在
生产工艺中，有以下不同的要求：

潜望镜式设计主镜 - Corephotonics

Industry

业界

一、固晶工艺：两极化晶片尺寸 ( 超微细及
大型晶片 ) 和超薄 (<50µm) 晶片处理能力
二、焊线工艺：超低线弧焊接、超过 200
根高线数及超过 7mm 长焊线处理能力
三、AOI 异物控制：<0.7µm 异物污染检查
及清除
四、镜座焊接工艺：高精度划胶、自主式镜
座对位、焊接及组装工艺
五、更多为特别应用衍生的工艺 ......
有见及此，要令生产得到更具成本效益

ASM 先进太平洋最新一代 CMOS 摄像头传感器 CIS IDEALine ™ 解决方案，已于全球各国设置超过数百条线

及更快把成品推出市面，生产商需寻找一些
具备自主研发及经验丰富的高端设备供货商
合作，为生产商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从而
减少研发成本和时间，同时亦为未来发展做
好准备，蓄势待发。

生产制程自动化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社会的自动化进
程，各行各业深感人力资源的重要。哪怕疫
情蔓延，自动化生产更显其可贵。在半导体
制程中，除了人力可贵，工艺控制亦不容
忽视，但人才的选配及地区性原因往往影响

一、全面性异物控制—CIS IDEALineTM 的
互联系统，由固晶到自主式镜座对位等等提

四、PHM 系统 (Predictive Health

Maintenance)—人工智能将正式主导整个

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有效提高自动化生产，

自动化控制系统，除了配备自我诊断程序，

减少工人接触及物料处理时的异物产生，并

还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及自我优化，实行全

对产品进行检查及清洗，确保产品在高度洁

自动及高性能的量产化制程，进一步达成工

净的环境中生产，务求把异物对整个制程中

业 4.0 或无人工厂的目标。

的影响减至最低，令生产线的效率和摄像头
模组的良率维持在高水平。
二、SMART 生产管理 — 从独立机台收集
不同的生产数据，再透过人工智能分析及转

整体良率，间接增加生产成本。特别在摄像

化为不同参数，传送至互联系统中的上游及

头模组的制程中更为重要，例如︰在无尘车

下游设备。这个闭环式数据反馈系统，不但

间，人手操作或在物料处理过程中少不免会

易于监控，还提供可溯性。另外，在全球一

产生微尘和颗粒等异物，当镜头的像素尺寸

体化及模组式生产的影响下，SMART 生产

越细，被异物所造成的影响更为敏感，所以

管理提供宏观性监控，即管理者能实时遥距

在生产及组装摄像头模组时，异物控制及环

管理不同地区的生产线，更有效地管理整个

境的要求更为严格。所以早于九十年代，

摄像头模组生产及组装过程。

ASM 先进太平洋便开发了全球首创第一代

跨越工业 4.0 迈向智慧型生产
第四代工业革命主张提升数码化及万
物互联，包括产品、供应链及商业模式的互
联，这能应付摄像头模组的生产需要吗？单
一的改变，未能迎合所有应用的需要，贴身
的改造及丰富的经验才能令客户得到最佳的
解决方案。
作为全球第一 CMOS 摄像头传感器设
备 生 产 商 —ASM 先 进 太 平 洋 提 供 最 新 一
代 CIS IDEALineTM 及 其 闭 环 式 数 据 反 馈
系统，由固晶、焊线、模组清洁、检测到
自主式镜座对位等等，CIS IDEALineTM 为

IDEALineTM，大大提升效率，迅速解决生

三、快速转换设备—CIS IDEALineTM 是一

产问题及减少客户研发时间。而最新一代的

个一站式的生产线，由多部不同工艺的设备

CIS IDEALineTM 更为 CMOS 摄像头传感器

互连组成。该系统的特点为快速转换器件，

ASM 先 进 太 平 洋 还 推 出 了 IDEALineTM—

(CIS) 提供独特优势︰

只要新器件的设计与原始设计近似，在线系

ACamLineTM 为汽车专用级摄像头传感器提

统和设备只需微调而无需再作重大更改，为
达成量产化迈向一大步。

CMOS 摄像头传感器带来前所未有的自动
化生产体验。
除了针对消费电子摄像头族群，

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ASM 先进太平洋
的 IDEALineTM 能迎合客户不同的应用，是
真正巨细无遗、与量产化无缝接轨的高端技
术解决方案。
2020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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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发展到了哪个阶段？
七大应用场景走进现实
来源： 智车科技

2

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发，百度、京东、
美团等在各地提供无人配送、无人清

扫服务。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自动驾驶
商业化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验证。
当自动驾驶技术渐渐走入现实场景，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项技术究竟进展到何
种阶段？实现完全无人驾驶还需要多久？
未来还有哪些问题和挑战？
根 据 百 人 会《 自 动 驾 驶 应 用 场 景 与
商 业 化 路 径 系 列 研 究 报 告》 统 计 分 析，
Robotaxi、干线物流、无人配送、无人环卫、
封闭园区、无人公交、自主代客泊车是当
前自动驾驶的七个典型应用场景。

场景一：自动驾驶出租
第一个场景当属于自动驾驶出租车，
这是一个环保安全的应用场景。

在硬件成本方面，尤其是激光雷达，

最显著的转变是从之前专用的 App 到

国内品牌的工艺技术进步代替了国外的激

普通人（消费者）更常用的百度地图、高

光雷达。整个成本下降到原来的 1/4，甚至

德地图 App 的接入，使得人们对于 Robo-

于 1/10。随着未来固态激光雷达的发展，

taxi 更加习惯，市场和消费者更加贴近，

使用寿命会增加更长，使用成本上也会进

这为 Robo-taxi 大规模推广奠定了基础。

一步下降。预计整车价格已进入百万以内，
这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重要基础。

Robo-taxi 经 过 多 年 发 展， 技 术 上 有

产业链，发展到与整车企、出行服务商一

了很大进步，美国、荷兰和日本都已经开

另外，随着整个 Robo-taxi 与人们日

始允许开展无人车测试。Waymo 在亚利桑

常出行习惯的相融合，普通人已经能够接

那州已经开始了没有安全员的 Robo-taxi

触到 Robo-taxi 的服务。从点到点，到区

服务，国内部分企业也开始在向真正全无

域内，从面向特定人群，到面向更多公开

人的出租车开展尝试。

人群，从免费测试到收费尝试，正向普通
出行服务一步步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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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商也从原来的整合

起构建“1+1+1”的出行生态圈，未来的商
业模式更加清晰

场景二：干线物流
第二个场景是围绕干线物流，这也是
一个市场巨大的应用场景。

Applications

应用

总体来看，中国的卡车管理相当严格，
目前仅有上海、常州、长沙等地颁发了有
限的重卡牌照，牌照数量应该不超过 10 张。
而且，只有北京允许载物测试，其他地方
只允许空车跑。
目前国内进行跨城或跨省测试牌照非
常困难，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内法律目前不
允许在高速上进行测试。政府和企业在高
速准入上也有很大分歧，一方面是安全问
题难以解决，另一方面对于整个安全提供
不出较好的准入标准。
对于在中美两国总部进行无人物流研
发的企业，在国内因为法规的限制，更多
地会转做港口物流，而这个场景和干线物
流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进一步影响
了整个中国无人干线物流的商业化进展。

从产业来看，很多企业已经进入小批

无人配送虽然可能很快就量产，但它

量生产，头部企业在全国，甚至在国外已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游离在现有的交

经部署了大量的车进行测试，数量超过上

通监管体系之外。现行交通法规对于无人

百辆。

配送车辆的属性难以界定，属于机动车还
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器人？还存在很大争

通过调研发现，整个干线物流的商业
难度并不比 Robo-taxi 小，虽然在高速上
是结构化道路，没有行人，对于系统要求
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少，但是它有一些特殊
要求，比如说重卡可能不允许急刹车，定
位也相当复杂，所以对于安全要求也很高。
另外，在干线物流两端，即使上高速
之前与下高速之后，对于人的要求也比较
高。所以预测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无法

未来 3 年内可能会量产落地，成本预
计会从现在的 40 万 -60 万降低到 8-15 万，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由整个无
人驾驶系统和司机一起协作，实现干线物
流运输。这能够对物流行业起到降本增效
作用

平台逐步国产化，未来一些手工制件可能
转成标准件，成本也会进一步下降。

第三个场景是无人配送，疫情期间的

美国是按照无人配送车辆类型分为两
大类，第一大类是能够行驶在人行道上，
体积比较小的车型按照个人配送设备管理，

商业节奏方面，预测未来会从简单场
景开始，比如在高校、产业园这些封闭或

为其专门新增了一些相关法规，就是个人
配送设备管理法规。

半封闭园区开始一些局部配送需求。
另外一类是行驶在机动车道上，体积
随着技术迭代、成本进一步下降以及
法规的允许，开始替代部分配送员，降低

比较大的车辆按照低速车进行管理，遵循
现行机动车法规在管理，比如 nuro。

配送企业成本，为整个下游的服务提高质
量。

德国采取许可制度，围绕无人配送车
辆颁发一些许可证，管理比较严格，车辆
随着智慧城市及无人配送网络的建设、

充电设施及停放站的建设，形成城市内的

场景三：无人配送

国内交通管理部门提供一些参考。

核心原因是激光雷达、线控底盘以及计算

把司机拿掉。相较于 Robo-taxi 来说，安
全员更不容易被取消。

议，对比一些国外的管理经验，希望能给

运营线路也需要认证，固定车辆和固定线
路一起颁发许可。

无人配送服务体系，整合更多零售、物流、
安防等服务，为社会提供更多服务，产生
无人配送新生态。

英国是依照微型移动车辆，就是国内
的低速车进行管理，但是同时也考虑到这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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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无人配送车辆和其他交通参与者带来的
交通风险比较低，监管希望与这些风险相
衬，所以对于保险和路权有所放宽。

场景四：无人环卫

场景五：无人巴士
第五个场景是无人巴士，在国外和国
内，例如 Easymile 和阿波龙等都处在探索

境上运行。

车队，为整个城市、环卫公司提供相关服务。

现在整体来看，无人公交技术和产业

共安全范畴，对于技术的要求非常高，而
且现在来看，商业回报率相对于出租车、
物流、配送来说相当低，大概投资回收周

经过一些测算，以目前无人环卫的成
本水平来看，相比普通环卫车队平均每月
每公里成本要高 1-2 万，意味着在平均一
公里的开放道路上来实现无人环卫，一年
将多出 10 万到 30 万不等，未来随着整个
无人环卫技术的提高，还有成本的下降，

遇到这些特殊情况可以很容易地进行远程
接管。因为这些区域相对而言可知可控，
对于高精地图的绘制，尤其是对更新来说
要求非常之低，所以在整个技术上来说比
较有应用基础。

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道路法规，这些

场景六：封闭园区物流
第六个场景是封闭园区物流，重要特
点是在一些特定场景实现商业应用，在某
些环境下已经具备了商业运行的条件。

封闭园区物流对于硬件成本可能要求
比较低，对于成本相对来说不是很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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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方面，因为在整个环境下车辆

期需要 7 年以上才能实现成本回收。

才有可能真正地大规模推广无人环卫的应
用。

较少。

比较少，允许自动驾驶、遥控驾驶相混合，

链的成熟程度还不够，因为公交车处在公
一些领先的企业开始组建自己的环卫

本可能不足百万，对于整车成本来说相对

阶段，基本都是在 1-3 公里的简单环线环

第四个场景无人环卫，目前技术有一
定的成熟度。

比如一辆矿车造价成本是 1000 万，改造成

车辆作为工程设备管理，不需要遵守《道
路交通法》，所以法规限制比较少。同时
这些车辆往往都是一个主体，比如一个港
口，所有车辆都属于港口集团，出现交通
事故解决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这些封闭场景物流有自己的局限

Applications

应用

性，第一，市场空间非常有限，我国总共

还是进入停车场就可以到指定车位泊车，

有 300 多个港口，2000 多个矿山，200 多

或是这个车辆通过自己巡游找到车位，是

个机场，市场占完就完了，没有再进一步

在一个楼层里进行泊车，还是可以跨越两

结合整个产业推测 AVP 停车场的发展

扩展的空间。

层、三层的楼层进行泊车，这些技术要求

节奏，目前法规不允许无人泊车，在低速

都非常不一样。

和封闭场景也不允许车内没有人，所以场

另外，整个技术的可迁移性也比较差，
受制于矿区、港口和机场各个场景自身所
具有的特殊性，很难复制或者迁移到其他

侧覆盖率将带动车侧渗透率，推动产业发
围绕这些功能要求，对整个行业调研
发现未来有三个趋势：

场景，对于公开道路场景来说，它们的技
术是难以应用的

场景七：自主代客泊车
第七个场景是自主代客泊车，前面的

第一个是带有 AVP 功能的车辆，未来
1-2 年之内有不少主机厂进行量产，比如
戴姆勒、一汽、广汽、威马、长城在今明

车智能、车路协同与强场控，各家厂商技
术不一样。泊车听着很简单，但是实现还
是有很强的技术能力要求。

比如能够停在固定车位，还是能够停
在多个车位，是只能在 1-3 米近距离泊车，

未来 AVP 商业节奏会分为三步走：
第一是围绕单车智能路线的高端车
型，在住宅或者写字楼的固定车位先实现
AVP。

第二步是在车辆周转率比较高的交通
第二，整个产业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
停车场和主机厂之间的产业发展节奏非常

自主代客泊车技术分为三大方向，单

展。

两年都将量产落地。

六个场景重点都是围绕 To B 端业务，只有
自主代客泊车是围绕乘用车。

由自己承担事故责任。

不协同。停车场担心自己建了 AVP 停车场

枢纽、医院等开始逐步升级 AVP 停车场，
随着这些停车场覆盖率的提升带动 AVP 车
辆渗透率的提升。

没有车停放，而主机厂也担心生产出来这
么多车辆没有合适的停车场允许停放，这
样就制约整个产业的发展。

第 三， 当 AVP 车 辆 渗 透 率 达 到 30%
的时候就会拉动 AVP 停车场建设。

第三是消费者端，调研发现 80% 以上
的消费者非常期待具有 AVP 功能的车辆，
但是他们最担心的是车出了事故以后是否
2020 年 第 2 期

53

产品

Products
深圳太辰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km CWDM 模块
• 满足 6.5dBm 的链路预算
• 非制冷 CWDM DFB 激光器，直接调制
• 电气接口符合 CAUI-4 per 100G Ethernet IEEE 802.3bm Annex 83E
• 可控输入信号均衡和输出信号幅度
• 遵循 SFF-8636 协议，高速 I2C 接口
• 单模 LC 光纤接口
• 支持热插拔
• 0–70° C 工作温度

QSFP28-100G-CWDM4-10KM

• 功耗 < 3.5W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锦绣中路 8 号太辰光通信科技园
电话：86-755-32983688

网址：http://www.china-tscom.com

传真：86-755-32983689

邮箱： info@china-tscom.com

宁波元芯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元芯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高端光通信芯片研发、制造、生产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国际一流的
化合物半导体生产线和国际化的技术团队，汇聚了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教授，来自硅谷知名企业的精英，及国际先进企
业资深研发生产工程师，公司致力于向国内外厂家提供高性能低成本的大范围可调谐激光器、25G DFB 激光器、薄膜铌
酸锂调制器等光芯片及相关光器件。

高速直调 DFB 激光器芯片

大范围可调谐激光器芯片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盛阳路 1341 号
电话：86-0574-8809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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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ori-chip.com

薄膜铌酸锂调制器

传真：86-0574-88090910

邮箱：info@ori-ch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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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汉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汉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光纤终端盒、odf
单元箱、网络机柜、FTTH 光缆交接箱、光缆分纤箱
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
管理体系。宁波汉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
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
指导和业务洽谈。

光缆分纤箱

地址：慈溪市观海卫镇工业园东区通业路 24 号
电话：86-0574-63665011

邮箱：sales@nbhanteng.cn

传真：86-0574-63665011

网址：www.nbhanteng.cn

杭州芯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芯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16 年，2017 年 4 月正式开始运营，公司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新加坡杭州科
技园，目前主要从事高速模拟芯片，光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面向云计算、高速链接和传输、5G 等领域提供整
套解决方案。

25G tunable bidi DWDM BOSA

100G APD ROSA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新加坡科技园 8 幢 803-807
电话：86-571-28255233		

25G TIA

传真：86-571-28255233

邮箱：sales@xy-technology.com
2020 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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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通感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通感微电子有限公司，自 2010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为微电子行业、物联网、光通信和其他新兴制造业的各阶用户

提供封装材料、封装测试、应用开发、市场开拓、客户服务等增值服务 , 拥有多项专利。

管座，管帽，热沉，传感器，传感模块，氮化镓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 1001 号 TCL 国际 E 城 F1 栋 A 单元 8 楼
电话：86-0755-22672546

邮箱：info@synae.net

传真：86-0755-22672537

网址：wwww.synaetech.com

深圳市光为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为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通宇通讯 ( 股票代码：002792) 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注册资本 2.1 亿元。
公司为广东省面向 5G 和数据中心的 25G~400G 高速光模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注于 5G 网络、数据中心、传输网等领域
光模块产品的研发和制造，主要产品包括 QSFP-DD、QSFP28、CFPx、SFP28、QSFP+、SFP+/XFP 和 SFP/1*9 等光模
块和 AOC/DAC 产品。

光模块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白路 1002 号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二区 5 栋 3 楼
电话：86-755-8600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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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755-86616809

网址：www.opwaytech.com

邮箱：info@opwaytech.com

Products

光信联盟

产品

一个为供需双方提供保障、值得信赖的光通信行业大众平台
联信今朝 智动未来 专业 专注 专心

光信联盟是一个为光通信行业技术发展提供去中心化的原生产厂商强强联合共同打造而成的平台品牌；光信联盟成员
均扎根于光通信行业，并各自拥有专注、专业的产品领域及领先技术； 光信联盟为行业客户提供测试类、生产类、环境类、
自动化类、立体仓储类、权威检测类的设备及系统等销售、维修、校准计量、回收、定制开发等服务；光信联盟成员品牌
由长园集团、优西仪器、武汉盖伦、上海江木、泰美科、维勘科技、武汉金测、优利安智能科技、深圳光泰共同组建而成；
光信联盟提供成员强强联保规则，始终为客户提供高效、稳定、品质、放心的产品及服务；

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二路港边田一路 3 号半岛工业园二号楼四楼东半部
电话：400-8360-628

网址：www.union-wh.com/www.union-wh.cn

肖特集团

肖特在玻璃技术和工艺领域是世界公认的领导品
牌，对玻璃金属永久密封的特种玻璃的开发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肖特在通信光模块的 TO 封装领域，
拥有超过 50 年的研发经验，并将继续作为主导力量，
设计和生产更多创新高速产品，支持下一代数据和电信
设施。

25G DML TEC TO
地址：上海市虹梅路 1801 号凯科国际大厦 301 室
电话：86-21-33678000

邮箱： to.info@schott.com

传真：86-21-33678080

网址：www.scho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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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维度科技有限公司
维度科技自 2007 年成立以来，秉承“想象、行动、创新、引领”的理念，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光通信检测解决方案供应商，

为全球客户提供一流的光器件测试和光纤端面检测解决方案和设备。经过多年技术耕耘与沉淀，建立了全球营销和服务支持网络。
维度科技已为全球 5000 多家客户提供近百种光电检测设备。 维度科技的产品范围包括：通用光学测试平台和稳定光源、光开关、
光衰减器、光功率计、插回损仪、误码仪等光学性能测试模块，以及光纤端面干涉仪、台式光纤端面检测仪、便携式光纤端面检测仪、
光纤端面清洁机、极性检测仪、同心度调心仪等。为光通信生产制造企业以及光纤传感、光网工程、科研院所、军工、电力、安防、
医疗、教育等领域提供最先进的检测和测试解决方案，并能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服务。 “检测创造价值”，维度科技
致力于帮助全球客户创造更多价值，拥有先进的前瞻科技和领先的解决方案，用持续创新的检测和测试产品，不仅满足生产制造和
相关行业客户现在的检测需求，还能满足客户未来的需求。

通用光学测试平台 + 光学性能测试模块系列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留仙大道红花岭工业区闽利达工业园三楼北
电话：86-0755-26480850

邮箱：mingxia.yang@dimension-tech.com

传真：86-0755-26480895

网址：www.dimension-tech.com

无锡泓瑞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泓瑞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 510 所（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的控股公司，是从事光
学镀膜等相关产品研发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从紫外到长波红外全谱段光学薄膜设计、研发、试验、检测、生产能力。
先后研制了可见 / 红外微型集成滤光片、多色滤光片、宽光谱分色片、长波红外金属化窗片等多种产品，能够满足不同客
户定制产品或批量产品的需求。

金属化全通型锗窗 / 前截止型锗窗

金属化前截止型硅窗

地址：中国江苏无锡新吴区菱湖大道 200 号传感网国际创新园
邮箱：hongruioptic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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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um 高透前截止硅滤光片

电话：86-0510-85385660

传真：86-0510-8538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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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宇桥信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色列 CI 系统公司成立于 1977 年 , 从事光电测试系统和辐射测量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黑体（标准红外光源）、
可见光光源、平行光管、红外测试系统、红外光电测试工作站、光谱辐射度计、光电综合测试系统、红外动态场景模拟系统和遥感测
量方面全系列解决方案等。 CI 系统公司的产品在先进性、实用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占有世界优势，从而使其在世界国防领域具有
很高的信誉和广泛的客户群。为世界各地的客户订制了数百套光电系统和多种大型的特殊系统。 北京宇桥信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是以色列 CI 系统公司在中国的独家授权代理，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在航空、航天、兵器、电子和中船等领域不断地被客户认可和
接受。

黑体

红外光谱辐射计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88 号院甲 8 号楼 2 层商业 269
电话：86-010-62980028

网址：www.utop-sino.com

光电测试系统
传真：86-010-62980438

邮箱：tracy@utop-sino.com

广州米德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米德红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红外硫系玻璃和红外硫系镜头设计、研发、加工与集成的公司。公司目
前研发团队中含博士 6 人，硕士 10 余人，拥有专利 30 余项，拥有 10 条完整的红外硫系镜头生产线，目前所生产的硫系
玻璃材料和镜头已被广泛的应用于手持红外夜视仪、车载夜视、枪瞄和海洋红外夜视设备中。

红外硫系玻璃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丰路 31 号华南新材料创新园 G4-202
电话：86-020-18028749562

邮箱：info@mid-infrared.com

传真：86-020-18028749562

网址：www.mid-infrar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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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焜腾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焜腾红外是专注于高端红外热成像智能传感器领域的高科技企业，总部位于浙江嘉兴。公司由国内外红外热成像领域顶

级的专家、多年从事红外热成像传感器研制的行业资深人员组成。公司依托自身深厚的技术积累、独特的制造工艺、先进的
红外材料，以高产品性价比、优异的产品性能，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性能超群的红外热成像产品。

二类超晶格红外探测器

网络型红外人体体温筛查热像仪

地址：嘉兴市昌盛南路 36 号嘉兴智慧产业创业园 10 号 3 楼
电话：86-0573-82797180

网址：www.qinfrared.com.cn

传真：86-0573-82797163

邮箱： business_a@qinfrared.com.cn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简称航空
工业光电所）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十三朝古都——洛阳，1970
年 5 月 10 日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是我国唯一的以作战任务系统为总体的、以武器火力控制技
术为核心的光机电声控综合性多学科研究所。是面向全球客
户的光电系统与显示系统供应商，资产总额逾 100 亿元。
我们立足航空军品主业，不断探索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军用
航空领域成熟技术向大安全大防务、民品民机领域拓展，稳
步实现经营规模不断壮大和价值链的快速延伸。光电导引头、
智能眼镜、车载 / 舰载产品在海监、武警、公安、航天等领
域先后取得突破，光电吊舱、智能机器人、隆盛电源等 40
余种重点产品成功进入民用市场。

地址：洛阳市西工区凯旋西路 25 号
邮箱：613@avicoptron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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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之眼”光电吊舱

电话：86-0379-63327221

传真： 86-0379-63938146

智能巡检机器人

Products

产品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光电所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在预研与型号相结合、研究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上，科研成果不断快速转化为工程应用的
产品，从而形成了红外探测器产品的科研生产一体化实体。该实体已经成为红外探测器工程化、产业化和商品化的基地。研制和生
产的 InSb 单元、多元、面阵焦平面探测器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成功的研制出了阵列焦平面成像探测器。研制的探测器种
类多达 30 多种，生产批产量达每年数千套，应用多个领域。光电器件研究所有能力和经验按特殊用户的要求和需要开发和生产锑
化铟和超晶格红外探测器 .

红外中波 640 × 512
凝视型焦平面探测器
地址：西工区体育场路 8 号院
电话：86-379-63384756

红外中波 640×512（15μm）
凝视型焦平面探测器

超晶格红外中短波双色
320× 256 凝视型焦平面探测器

邮箱：lyzhangliang@126.com
传真：86-379-63937441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通快是一家高科技企业 , 致力为机床、激光、电子及光通信和消费电子领域提供制造解决方案 .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
众多工业及消费电子产业。在柔性板材加工、工业激光和半导体激光 (VCSEL) 领域，通快是全球市场的技术领导者。通
快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 12,000 名员工 , 年销售额达 31 亿欧元。

Datacom 850nm VCSEL

3D sensing VCSEL( 消费电子 )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南京东路 68 号
电话：86-512-53287700

邮箱：info@cn.trumpf.com

3D Sensing VCSEL( 车载用 )

传真：86-512-53287751-

网址：www.cn.trump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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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艾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艾贝特成立十四年来始终专注于激光焊锡工艺技术的硏发和创新，已成为一家激光超精密微电子焊锡系統专业供应商。公司

研发的激光焊锡工艺改变了传统焊锡模式，激光焊锡机更是解决传统焊锡机在精准度和温控上的不足。公司一直承绿色制造、创
新节能、环保高效的企业理念服务大众。

激光锡球焊锡机

激光锡丝焊锡机

全自动激光锡球焊锡生产线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大洋路 90 号中粮（福安）机器人智造产业园孵化器第 13 栋 3-4 楼
电话：86-0755-36887336 传真：86-0755-36887336

邮箱：aiamd@anewbest.cn

网址：www.anewbest.com

杭州洛微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洛微（LuminWaveTM）是一家致力于用真正的固态硅光子芯片革新激光雷达的初创公司。它是由一组经验丰富的硅光
子企业家和科学家创建，曾成功创办多家企业。凭借丰富的芯片设计和量产经验和成熟的 Si 光电子生态系统，将基于 Si 的光学
相控阵 (OPA)、FMCW 和晶圆级微纳光学技术从实验室带到产品。洛微可提供真正的固态成像级激光雷达模块，高分辨率和大
FOV，成本显著降低，接近相机成本。洛微独特的 LuminScan 光束控制技术使动态选取扫描 (ROI) 和可编程分辨率成为可能。此外，
微激光雷达产品，可实现毫米级系统封装 (SiP)，为智能设备的手势和身体姿态识别的提供了低功率解决方案。

3D TOF 传感器芯片

中长距 1D 激光雷达产品 RS8801-SMA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368 号海创基地北楼 B4155 室
传真：86-0571-8675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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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contact@luminwave.com

基于硅光 OPA 和 FMCW 技术的固态激光雷达

电话：86-0571-86759496

网址：www.luminwave.com

Products

产品

艾迈斯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艾迈斯半导体半导体公司设计和制造高性能模拟传感器解决方案。公司愿景是通过传感器解决方案提供人与科技的无缝交
互，打造完美世界。
艾迈斯半导体半导体的高性能传感器解决方案致力于推动对小型外观、低功耗、高灵敏度、多传感器集成有要求的应用。
公司主要为消费、通讯、工业、医疗和汽车市场的客户提供包括传感器解决方案、传感器 IC、接口及相关软件在内的产品。
艾迈斯半导体半导体公司总部位于奥地利，全球员工约 9,000 人，为遍布全球的 8,000 多家客户提供服务。艾迈斯半导体
半导体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瑞士股票交易所：AMS）。

光谱传感器 AS7341

数字接近传感器模块 TMD2635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 533 号金虹桥国际中心二座 1201 室
传真：+86 21 6097 3534

邮箱：elsa.li@ams.com

微透镜阵列 MLA

电话：18601715383

网址：www.ams.com/

深圳市美誉镜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美誉镜界光电科技（GodView）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是一家专注于高科技 MR（混合现实）眼镜的智能硬件公司。公
司成员由哈佛教授、博士及硅谷团队归国组成，是由国家高新技术引进的重点项目，目前已拥有数十项知识产权（包括多项发明
专利），核心产品和技术近多次获得政府资助及行业创新奖励。

V5 Max 轻量化 MR 智能眼镜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留学人员创业园一园 420 室
电话：86-0755-84878486

邮箱：delia@godview.cc

V5 轻量化 MR 智能眼镜

网址：http://www.godview.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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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达瑞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达瑞和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5 年，是一家集液晶光电子、高光谱成像系统研发制造，以及解决方案和服务

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液晶光电子器件及高光谱成像设备、系统自主研发，光谱大数据和智能感知信息分
析系统的开发和智造。

台式高光谱成像仪
（SHIS-T）

液晶可调谐滤波器
（LCTF）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琼宇路 5 号 6 楼（东）
邮箱：info@wayho.cn

传真：86-0755-26617522

可见光 / 近红外 / 短波红外高光谱成像仪

电话：86-0755-26617622-8047

网址：www.wayho.cn

珠海倍力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用途：本仪器用以测量凸面、凹面、球面元件（透镜、对样板、球体等）的曲率半径。
主要特点：
* 球径仪本体采用工具钢制造，检测头与本体同心度优于 1 微米 (0.00004 ″ )
* 带有标定数据的测量环采用特殊热处理后的工具钢，通过超高精密机械加工，精度标准与国际接轨。
* 支撑球用陶瓷或钨钢材质，避免热或者机械变形，球与环体精密同心定位。
* 软件操作简便易用，测量结果可以选择使用毫米或者英寸作为单位。
* 软件可自动识别凹面或者凸面，并自动记录测量结果。
项目

YHJ 数字球径仪

YHJ- Ⅰ数码精密球径仪

YHJ- Ⅱ数码精密球径仪

线性编码器绝对精度

±0.2 μm

±0.2 μm

±0.1 μm

测量头测力

0.8±0.2N

0.75N

线性编码器分辨率

系统曲率测量精度△ R/R×100% ＜

测量球面曲率
半径范围：

凹面半径范围为 R

凸面半径范围为 R

光栅测量系统线性测量范围
测量零件直径范围

测量环尺寸：

0.03%

-8mm ～ -1000mm ～ -8888mm

0.03%

-8mm ～ -1000mm ～ -8888mm

0.015%
0.75N

-8mm ～ -1000mm ～ -8888mm

+4mm ～ +1000mm ～ +8888mm

φ8 ～ φ200 ～ φ300 ～ φ500

φ8 ～ φ200 ～ φ300 ～ φ500

φ8 ～ φ200 ～ φ300 ～ φ500

φ120/φ85/φ60/φ42/φ30/φ21/φ15/φ8.8
φ160 /φ170/φ220 /φ228

标配每套包含 3 件

φ145、PV0.3；φ80、PV0.2；φ30、
PV0.1

φ8/φ6/φ5/φ4/φ2.5

φ180、PV0.3；φ250、PV0.3

60±1mm

φ120/φ85/φ60/φ42/φ30/φ21/φ15/
φ8.8
φ160 /φ170/φ220 /φ228
φ8/φ6/φ5/φ4/φ2.5

φ145、PV0.3；φ80、PV0.2；φ30、
PV0.1
φ180、PV0.3；φ250、PV0.3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华威路 128 号 218 室
邮箱：zhuchaoxu@zhbill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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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μm

+4mm ～ +1000mm ～ +8888mm

±25mm

选配测量环

选配平晶

0.1 μm

+4mm ～ +1000mm ～ +8888mm

标配每套包含 8 件

支撑球材质及直径：钢球或陶瓷球
平晶

0.1 μm

60±1mm

φ120/φ85/φ60/φ42/φ30/φ21/φ15/
φ8.8
φ160 /φ170/φ220 /φ228
φ8/φ6/φ5/φ4/φ2.5

φ145、PV0.3；φ80、PV0.2；φ30、
PV0.1
φ180、PV0.3；φ250、PV0.3

电话：18923369039 0756-8975289

网址：www.zhbill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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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激埃特光电有限公司
激埃特光电是一家专业生产销售光学元件的民营高新企业，从事光学元部件、光机电系统的研发和生产，产品涉及光学
透镜、光学棱镜、柱面镜；硒化锌、硅、锗窗口和透镜；各种精密光学滤光片等。 公司主要产品广泛用于高精度精密光学设备、
激光加工设备、以及医疗美容、摄影滤镜、机器视觉、光电传感系统、激光雷达等领域。

光学透镜

滤光片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锦龙一路深长岗科技园 C 栋二楼
邮箱：giai@giaitech.com

传真：86-0755-89663926

自聚焦热电堆管帽
电话：86-0755-89936779

网址：www.giaitech.com

丹阳市鼎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丹阳市鼎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一家高新技术研发
企业，自 2004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全自动光学真空镀膜
机的研发制造，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并与各大专院校、科
研院所进行合作，凭借成熟的技术经验和科学管理，确保
设备智能、高效、节能等优势。公司秉承“诚信为本、用
户至上”的经营宗旨，将竭诚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设备。

新型 DX-2700 光学镀膜机，采用美国可控硅半导体
核心技术，高性能电子枪、离子源，核心控制选用西门子
PLC 系统， 32 寸液晶触屏交互软件控制，主控系统互联
网接口可实现设备系统的远程监控。真空选用日本高效磁
悬浮涡轮分子泵。

全自动高精度光学真空镀膜机
地址：丹阳市司徒镇丹伏 8 号
电话：86-400-8389058

传真：86-0511-86237978

邮箱：service@ding-xin.net

网址：http://www.ding-xi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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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汇成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汇成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种真空应用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6 年，目前在职人员 286 人，研发团队 60 余人，其中博士 3 人、硕士 8 人、国内资深专家 3 人，获得专利 98 项，版
权著作权 4 项；

HCEE-1550 光学电子束蒸发镀膜设备

磁控溅射光学镀膜设备

地址：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颜屋龙园路 2 号
邮箱：office@hcvac.com

传真：0769-85611411

多腔磁控溅射光学镀膜设备

电话：13316689188

网址：www.hcvac.com

东莞汇驰真空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汇驰真空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坐落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汇驰专业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种真空
镀膜机、真空干燥设备、磁控光学镀膜机、AR 光学镀膜机、真空配件的高新技术企业。 汇驰拥有经验丰富的生产队伍，包括机加
工、钳工、板金、焊接、电气、真空设备安装调试和真空镀膜工艺等专业齐全的技术团队，保证设备生产高品质、高效率。专业的
售后服务队伍和工程师全方位服务，解决设备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

电束蒸发光学镀膜机

电子束蒸发光学镀膜机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赤岗富马二路 3 号
邮箱：office@hc-optor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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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0769-85719980

电话：86-0769-85719980

AR 光学镀膜机

网址：http://www.hc-optorun.com

深圳市爱佳利研磨材料有限公司是光通信研磨耗材的供应商，公
司主要研发生产金刚石研磨纸、碳化硅研磨纸、氧化铝研磨纸、氧化
铈研磨纸、二氧化硅研磨抛光片、金刚石皮革砂纸、氧化铝皮革砂纸、
碳化硅皮革砂纸、氧化铝海绵砂纸、研磨抛光打磨带，及二氧化硅研
磨液，碳化硅研磨液，氧化铈研磨液，研磨油等产品。产品广泛用于
光通信行业。

公司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一路东侧恒和大楼601
电话：86-0755-28774880

传真：86-0755-89331593

公司网址：www.ajlgs.com

邮箱：ajl@ajlgs.com

Photonics Online

2009 Mackenzie Way, Suite 280 | Cranberry, PA 16066 | (724) 940-7555

1.单通道光纤滑环

会议时间

2020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一览表
会议地点

会议名称

开幕式及主题报告大会

9月9日上午

深圳国际会展中
心（宝安）

第22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开幕式

9月9日-11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
心（宝安）

2020 5G新时代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论坛
（信息通信通票，含所有信息通信付费会议）

9月9日下午

6号馆二楼6B

9月9日下午
9月10日下午

LM103A、LM103B

9月10日全天

LM102A、LM102B

9月10日全天

LM101A、LM101B

9月11日上午

6号馆二楼6B

9月9日-11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
心（宝安）

9月9日下午

3号馆内会议室

9月10日上午

媒体中心B

9月10日一天

9月9日下午
9月9日下午

6号馆二楼6A

媒体中心B

5号馆二楼5C

9月10日上午

3号馆内会议室

9月10日下午

媒体中心B

9月10日全天

9月11日上午

1号馆二楼1B
媒体中心B

信息通信论坛

运营商分会

主论坛：5G与新一代光通信融合发展创新论坛
专题一、 5G时代光传送网技术创新与发展
专题二、5G与新一代宽带接入融合发展创新
5G与新一代光电子器件、芯片及光电集成技术创新论坛
专题一、光电子集成与芯片
专题二、光电子器件与应用

新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连技术发展创新
小基站助力5G网络建设

运营商分会

光学论坛

2020第七届全球光学智能制造（深圳）高峰会论坛
（光学通票，含所有光学付费会议）

主论坛：光学技术最新技术及应用

新世代机器视觉在工业4.0中的应用

2020半导体材料创新应用发展高峰论坛

9月9日下午

9月10日上午
9月10日下午

标准价￥1200/早鸟价￥1000

中/英

标准价￥1200/早鸟价￥1000

中/英

免费

中文

标准价￥1500/早鸟价￥1200

中/英

免费

中文

免费

标准价￥800/早鸟价￥640
免费

中文

中/英
中文

2020国际激光技术及市场应用创新峰会
（激光通票，含所有激光付费会议）

标准价￥1200/早鸟价￥960

中/英

标准价￥600/早鸟价￥480

中/英

面向环保与健康的智能水感技术

激光论坛

国际激光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新基建风口，激光技术的机遇与挑战
激光复合制造技术的创新应用

免费

标准价￥800/早鸟价￥640
免费

标准价￥600/早鸟价￥480
免费

标准价￥600/早鸟价￥480

中文

中/英
中文

中/英
中文
中文

标准价￥600/早鸟价￥480

中/英

2020红外产业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
（红外通票，含所有红外付费会议）

标准价￥1200/早鸟价￥960

中/英

国际红外材料与器件发展论坛

免费

标准价￥800/早鸟价￥640

中文

红外论坛

1号馆二楼1C

2020太赫兹技术及应用论坛

1号馆二楼1C

红外技术大规模进入消费领域的技术挑战及应对策略

1号馆二楼1C

中文

中/英

激发思维碰撞，加速激光产业国产化进程——激光产业深度对话

深圳国际会展中
心（宝安）

标准价￥1200/早鸟价￥1000

标准价￥800/早鸟价￥640

2号馆二楼2C

9月9日-11日

中文

生物光学技术的应用现状

晶圆级镜头模组的技术进展及应用研讨会

激光技术在5G通信行业的技术及应用

2号馆二楼2C

免费

中/英

2号馆二楼2C

9月11日上午

中文

标准价￥1000/早鸟价￥800

9月10日上午
9月10日下午

标准价￥1800/早鸟价￥1600

光学薄膜大会----光学薄膜技术进展及应用研讨会

智能光电及其「以人为本」的感测应用

9月9日-11日

2号馆二楼2A

中文

中/英

深圳国际会展中
心（宝安）

9月10日全天

免费

标准价￥800/早鸟价￥640

3号馆内会议室

2号馆二楼2B

语言

光学纳米智造技术的新挑战

9月11日上午

9月9日下午

购票价格
（2020年7月31日前付款享早鸟价）

标准价￥800/早鸟价￥640

中/英
中/英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9月9日-11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
心（宝安）

9月10日上午

5号馆二楼5B

9月9日下午

9月10日下午

5号馆二楼5B

5号馆二楼5B

会议名称

CIOE&YOLE国际论坛

CIOE&YOLE国际论坛2020
（CIOE&YOLE国际论坛通票，含所有Yole付费会议）

YOLE光收发器&硅基光电子技术国际高端论坛2020

YOLE汽车成像&激光雷达国际高端论坛 2020

YOLE消费级3D传感国际高端论坛2020

9月11日上午

5号馆二楼5B

YOLE机器视觉&红外成像国际高端论坛2020

9月9日下午

1号馆二楼1A

2020光电军地协同创新论坛

9月9日下午

1号馆内会议室

9月9日下午

4号馆内会议室

9月9日下午
9月9日下午

9月10日上午

9月10日全天

9月10日全天

2号馆内会议室
7号馆内会议室

4号馆内会议室

1号馆内会议室
2号馆二楼2B

9月10日全天

2号馆内会议室

9月10日下午

3号馆内会议室

9月10日全天

9月10日下午

9月11日上午

9月11日上午

9月1 1日上午
9月1 1日上午
9月1 1日上午

会议时间
9月7日-11日

7号馆内会议室

4号馆内会议室

2号馆内会议室

2号馆内会议室
2号馆二楼2 A

4号 馆 内 会 议 室
7号 馆 内 会 议 室

光+应用论坛

AI引领“芯”未来

2020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协同发展论坛
绿色数据中心创新论坛

AR/VR光学应用高峰论坛

购票价格
（2020年7月31日前付款享早鸟价）

语言

标准价￥4200/早鸟价￥3600

中/英

任意2场：标准价￥2200/早鸟价￥1850

中/英

任意1场：标准价￥1500/早鸟价￥1250

任意3场：标准价￥3200/早鸟价￥2700

中/英

免费

中文

免费

中文

免费
免费
免费

第二届AI+安防产业应用论坛

中/英

任意4场：标准价￥4200/早鸟价￥3600

免费

智慧安防行业标准

中/英

免费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第二十九届“微言大义”研讨会：激光雷达技术及应用

免费

中文

摄像头技术应用高峰论坛

免费

中文

第三届光+智能驾驶技术高峰论坛
EPIC技术展望大会

新型智慧城市及数字政府发展论坛
5G技术与工业互联网应用论坛
机器人3D视觉研讨会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工 业 机 器人会 议

免费

中文

Ze m a x 镜 头设 计 大 赛

免费

中文

亚 太 区块 链 赋 能 与大 数 据 应 用 论 坛

会议地点

学术论坛（OGC）
会议名称

免费

会议注册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
￥2,250 Non-IEEE Member
S1 激光技术分会、S2 光通信与网络、S3 红外技术及应用、S4 精密光
安）
￥1,950 IEEE Member
学、S5 光纤技术及传感、S6 光电器件及应用、S7 生物光子
一楼会议区
￥1,600 Student

收费课程

9月8日全 天

媒体 中心 A -2

课 程 一 : 垂直 腔 表 面 发 射 激 光 器 ( V C S E L s) 设 计 制 造 及 应 用

9月8日全 天

媒体 中心 A -1

9月8日全 天
9月7- 8日

中文

语言
中/英

OGC学术会议投稿、听会注册，登陆地址：
http://www.ipsogc.org/reg.html

收 费 课 程以 最 后 缴 费 人 数 为准，3 0人以 上 报
名缴 费 即 开 课，费 用 包含 午 餐 及 资 料，若 报名
人 数不足 3 0人 ，即 取 消 该课 程 并 全 额 退 款
标 准 价￥16 2 0/早 鸟 价￥14 5 8

中文

课 程二 : 光学 镀 膜 设 计 和 制 造

标 准 价￥16 2 0/早 鸟 价￥14 5 8

中文

媒体 中心 B -2

课 程 三 : 微 纳 光学 制 造 技术

标 准 价￥16 2 0/早 鸟 价￥14 5 8

中文

媒体 中心 B -1

课程四:InP光子学设计和制造

标 准 价￥2 8 8 0/早 鸟 价￥2 5 9 2

中文

会议背景：

5G及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将极大地影响和推动光通信及光电子器件产业从芯片、器件、模块到系统、网络、光纤光缆等上下游产业
链的创新发展，将驱动新一代云数据中心的大规模建设与蓬勃发展。
2020 年论坛将以全新的主题方向，解析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趋势
及技术应用方向，并围绕光网络传送技术、光宽带接入、光电子器件与模块应用、光芯片及光电集成技术、新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技术、光纤
光缆新技术、5G小基站产业等核心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主办机构：

会议主席：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中国通信学会光通信委员会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传送与接入专家咨询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
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

毛谦：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中国通信学会
光通信委员会荣誉主任

分会主席:

敖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所长/高工；中国
通信标准化协会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委员会 副主席
张海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合作机构：

论坛专题

中华光电学会（PSC）
美国光学学会（OSA）
Omida(原Ovum)
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ODCC）

拟邀嘉宾：

政府机构：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
标准研究所
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
系统设备商：华为、中兴通讯
知名器件/模块商：海思光电子、光迅科技、中际旭创、盛科网络
科技、Finisar、Acacia、MACOM、朗美通、华工正源、光库科技、
度亘激光、安立通讯科技、Denselight 、德瑞精工
光纤光缆厂商：亨通光电、长飞光纤光缆
国际知名互联网服务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美团、京东等

了解会议最新议程及详情

5G时代光传送网技术创新与发展
5G时代光宽带接入融合发展创新
光电子集成与芯片
光电子器件与应用
新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连技术发展创新
小基站助力5G网络建设
YOLE光收发器&硅基光电子技术国际高端论坛2020

热点话题

5G光网络传输解决方案；
无源全光网络接入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在光接入与传输网络的全面应用；
光子集成芯片技术；
通信核心光器件技术及应用；
全球“新一代数据中心”发展现状与互连需求；
新增无线通信话题：5G小基站建设需求与技术分析

请登陆网址：http://conference.cioe.cn/

会议背景

第七届全球光学智能制造（深圳）高端论坛邀请全球知名权威专家、全球顶级光学企业高层共同围绕光学技术发展及应
用市场发展前景进行探讨，结合同期全球光电学术大会，从学术到产业，从技术到应用，提出可行的全方位解决方案！

主办单位

中国光学学会光学制造技术专业委员会
复旦大学上海超精密光学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合作主办

成都光电技术研究所
上海同济大学
欧洲光学学会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香港应用科学研究院
深圳市新材料行业协会
香港理工大学超精密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
南京微纳科技研究院

论坛专题

光学领域最新技术及应用探讨
光学纳米智造技术的新挑战
晶圆级镜头模组的技术进展及应用研讨会
国际光学薄膜大会---光学薄膜技术进展及应用研讨会
生物医学光子学技术的应用发展前景
YOLE消费级3D传感国际高端论坛2020
新世代机器视觉在工业4.0中的应用
智能光电及其「以人为本」的感测应用
面向环保与健康的智能水感技术
2020半导体材料创新应用发展高峰论坛

#热点话题#

纳米光学技术在新型光电子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三摄/多摄快速渗透，为摄像头带来了新的增量，手机摄像头，成为了光学高速成长的赛道；
机器视觉的应用端将朝着更多更快的图像数据传输及高速率算法发展，光学成像技术实时化和智能化性能需要提升；
应用端场景多元化对光学产业链中游设备及下游集成的挑战；
超精密加工技术在生物医学光子学中的应用及挑战，生物光子学对光学技术的要求。

了解会议最新议程及详情

请登陆网址：http://conference.cioe.cn/

会议背景

2020国际激光技术及市场应用创新峰会诚邀全球激光行业知名专家和顶级企业高层分享最新技术及发展走向。
结合同期举办的CIOE激光技
术及智能制造展辉映，必将推动中国激光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步伐。
我们热诚欢迎激光行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相信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主办及合作主办

论坛专题

国际激光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激光技术在5G通信行业的技术及应用
激发思维碰撞，加速国产化进程—激光产业深度对话
激光复合制造技术的创新应用
新基建风口，激光技术的机遇与挑战
YOLE汽车成像&激光雷达国际高端论坛 2020

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
南京萃智激光应用技术研究院
中国光学光电子协会激光应用分会
苏州大学激光及智能制造研究院

热点话题

未来激光器行业持续快速增长需要大功率激光器实现，探讨大功率激光器国产替代的进程中需要突破的重点；
超快激光精细加工技术在消费类电子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对硬脆材料的加工技术提出了精度更高、速度更快、稳定性更强的要求；
5G时代来临，给激光行业带来了怎样的市场机遇，5G通信行业对激光设备的需求重点；
深度了解国内外激光技术的现状，如何缩小差距，加快国产激光器核心技术的提升；
优化单一的激光制造技术，迎接新的复合制造技术；
新基建风口，激光技术在各应用领域的机遇与挑战。

会议背景：

红外技术向消费领域应用的转变，为红外市场带来了新的商机，同样也带来了挑战，红外热像仪和探测技术的升级将是新一轮的热点话题。
为促进红外技术应用与发展，加强产、学、研之间的合作与交流，2020年，CIOEC特别邀请国内外的技术专家、行业大咖，红外知名企业技术及
市场高管，深度剖析全球红外产业现状，探讨红外技术的发展与市场应用前景，诠释产业风向，搭建红外技术交流与合作平台，推动中国整体
红外制造技术创新发展。

会议主办方：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热点话题#

国内外红外器件及材料的发展现状解析
太赫兹成像技术的发展及其市场应用

合作机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11所
毫米波太赫兹产业发展联盟
红外测温自治联盟

论坛专题

国际红外材料与器件发展论坛
红外技术大规模进入消费领域的技术挑战及应对策略
2020太赫兹技术及应用论坛

红外技术在安防消防领域的应用
YOLE机器视觉&红外成像国际高端论坛2020

毫米波汽车雷达产业发展

了解会议最新议程及详情 请登陆网址：
http://conference.cioe.cn/

一场主题大会，七场专题论坛

S1. 激光技术 S2. 光通信与网络 S3. 红外技术及应用 S4. 精密光学 S5. 光纤技术及应用 S6. 光电器件及应用 S7. 生物光子

会议背景

主承办机构

全球光电大会（OGC）将作为IEEE旗下第十个学术分会，结合国内外知名高校
和科研机构，依托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这个全亚洲最大的光电展览平
台，成为亚洲地区第一个直属IEEE的全球光电学术会议。

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IEEE 光子学会广东分会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成都亚昂学术会议有限公司

大会主题报告嘉宾

谢崇进

Dieter H. Bimberg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
械与物理研究所之宾堡中德
绿色光子学中心执行理事
纳米光子学中心创会理事
柏林工业大学

阿里云高级总监
兼首席传播科学家
阿里巴巴集团

GIAT, China

Qihuang Gong
President of Chinese
Optical Society, China

AAAS, APS, EMA, IEEE, JSAP,
OSA and SPIE会士
香港理工大学

Carmen Menoni

Sune Svanberg

IEEE光子学会主席
IEEE, OSA, SPIE会士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APS, OSA, SPIE会士
瑞典隆德大学

TPC主席

大会主席/共主席

Hai Yuan

蔡定平

Baojun Li

Jinan University, China

Aaron Ho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短课程

01大功率光纤激光器和放大器

讲师：
Johan Nilsson 南安普顿大学
课程日期：
2020年9月7日|星期一

02机器学习和数据科学基础及其在光通信中的应用
讲师：
刘伯涛 香港理工大学

课程日期：
2020年9月7日|星期一

Bin Chen

Shenzhen University, China

Liyang Shao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Sze Y. Se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Xuming Zha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Chao Wang

University of Kent, UK

Lei Su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特别研讨会

W1全球光电大会-研究生专场

W2检测/控制传染病的新兴技术
W3光电创新挑战

W4特种光纤及其应用

W5激光清晰技术和应用的进展

了解会议最新议程及详情 请登陆OGC的网址：
www.ipsogc.org

恒诚光电

成都恒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恒诚光电成立于2017年9月，专注于生产、销售：光通信
器件、无源波分设备，物联网技术研发：销售广播器材、仪器
仪表、光纤无源器产品等光电子领域。

地址：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空港一路一段483号3栋4层
电话：028-68487988
手机：18108243709
网址：http：//www.cnfoh.com

1-64路RJ11电话光端机

1-960路多业务电话光端机(E1/FE/GE/物理隔离网络)

工业级网管型以太网交换机

串口/开关量/模拟量/USB/CAN/Profibus光端机

(TDM Over IP )E1/语音/串口/
开关量 Over 网络

级联/汇聚/物理隔离/带串口 光纤收发器

HDMI/DVI/HD-SDI/CVI-TVI-AHD同轴高清
高清视频光端机

视频/物理隔离千兆网络/电话/开关量/串口
武警光端机

杭州飞畅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官网

总机：0571-87007055 87007056 87007057 87007075
市场咨询电话：18072711872(微信)/05718700-7140
网址：www.fctel.com.cn
地址：杭州市 西湖科技园 西园2路9号 联动创意园 2号楼7楼
（20年通信研发实力，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定制，技术控标，实现双赢）

微信公众号

2 - 5 December 2020
Jakarta International Expo, Kemayoran
Indonesia

Incorporating:

Co-located with:

Manufacturing Indonesia 2019 Statistics
22

1,542

37,786

exhibiting companies
from 39 countries

square metres

81.51%

77.54%

Exhibitor
satisfaction rate

Exhibitor
will join back

35,485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Pavilions

trade attendees

95.33%

95.95%

Visitor
satisfaction rate

4 days exhibition

Visitor will
return back

BOOK NOW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your nearest office:
ORGANISER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SALES OFFICE
ASIA
Farah Alkatiri
+6221 2525 320
faradiba@pamerindo.com

Carolyn Lee
+65 6233 6765
carolyn.lee@informa.com

www.manufacturingindonesia.com

INTERNATIONAL SALES OFFICE
LONDON
Leonie Brooker
+44 20 7560 4311
leonie.brooker@u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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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2020
2020年9月9-11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扫码免费领取参观证件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xpo

Lasers Technology &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xpo

Optoelectronic Sensor Expo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Precision Optics, Lens & Camera Module Expo

Infrared Applications Expo

DONGGUAN TW-SCIE CO.,LTD
东莞市特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特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特旺集团，成立于2002年，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迄今已发展为一家集光纤通
信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网络工程为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企业。公司总部座落于工业重镇清溪镇，在广东东莞和四川德
阳拥有两处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基地，年产通信光缆2000万芯公里。
公司致力于光通信产品领域的研发及应用。其主要产品有：室（内）外光缆、ADSS光缆、OPGW光缆、鲽形光缆、预
制成端、尾纤等系列和光无源器件系列。产品均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分别获得了广电入网证、电力专用通信设备进网许可
证、电信设备入网许可证、泰尔认证、巴西ANATEL、欧洲CE、RoHS、REACH等产品认证证书。公司现已通过ISO9001质

封底

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
58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并拥有自营进出口权。

公司始终坚持依靠科技进步、自主创新，积极引进和吸收国内外先进工艺技术，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加快企
业发展。先后引进了Nextrom耐斯隆光纤着色设备、Rosendahl罗森泰、Nextrom耐斯隆二套工艺设备、美国朗讯光纤并
带设备、OPGW生产先进设备、进口精密光纤测试仪、中国邮电所研究院的全套光缆检测仪器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
和检测设备、目前工艺装备居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为保证产品质量，公司建立了三级质量管理体系，从源头抓起，从管
理人员抓起，采取自上而下的质量抽查、自下而上的质量普查以及全系统的360度质量监控严把产品的质量关。

东莞特旺通信依靠先进的设备，成熟的技术，严格的管理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完善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
凭借良好的信誉和先进的技术，公司现已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有线、中国石化、中国铁路局、部队、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十几个省份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产品还远销欧美欧美、
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是巴西电信、印度尼西亚电信、菲律宾电信、泰国电信、德国电信、俄罗斯电信
等公司的光缆合格供应商。
万马奔腾拓平川，鲲鹏展翅竞苍穹。在5G引领的新时代背景下，凭借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优势，东莞特旺通信正
沐浴着新一轮的太阳，如一只展翅的雄鹰，扶摇直上，翱翔蓝天，600多名特旺人一定会在不断的创新中持续超越，凝聚崛
起新力量，延续新梦想，再创新辉煌！

工厂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皇工业区葵青路250号特旺科技园
邮编：523651
总机：0769-82139001
传真：0769-82139011
网址：www.tw-scie.com.cn
www.tw-sci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