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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0m2

�.全球面积最大的光电类展会

多达 2,875 家展商参展
海外展商 612 家，占 21%

6 个国际展团

丹麦展团

德国展团

加拿大展团

韩国展团

美国展团

日本展团

27个参展国家及地区
白俄罗斯、巴西、波兰、俄罗斯、丹麦、德国、法
国、芬兰、韩国、荷兰、加拿大、拉脱维亚、立陶
宛、马来西亚、美国、日本、瑞典、瑞士、苏格兰、
中国、中国香港、台湾、以色列、印度、印度尼西
亚、英国、新加坡

展商计划参加
2016中国光博会

90.8%展商对展会质量
及服务表示满意

92.7%
展商愿意推荐客户

或合作伙伴参观

98.2%

展会概况

展出面积



展会概况

57,196
海外观众数量 9,150

占 16%

观众关注或采购的
产品类别分析

观众      个国家
来自      和地区62

84%
来自中国大陆

16%
来自海外地区

光通信器件（有源器件、无源器件）24%

21%

14%

13%

10%

8%

8%

2%

光通信系统设备

光纤激光器与光纤传感器

光通信测试仪器

光通信配套系统

3D打印设备及技术应用

移动互联网及通信设备、云技术
与移动应用、智能终端电源与解决方案 

其他

光通信展

25%

19%

18%

16%

16%

7%

激光器

光电附设及光电配套设备

激光组件与材料 

安防与红外器件及系统设备

激光系统设备

其他

激光红外展

光学加工设备

光学镀膜技术及设备

光学成像与测量技术

光学镜头与组件

光学安防监控设备

触控面板与光学膜技术

其他

光学材料

光学元件

光学仪器

21%

17%

15%

11%

8%

8%

8%

5%

5%

2%

精密光学展

LED封装/模块

LED制造/检测设备

其他

LED元件及材料

LED显示屏

LED半导体照明

26%

20%

18%

15%

14%

7%

LED技术及应用展

智慧教育7%

智慧交通10%

智能家居20%

智能安防12%

智能照明13%

智能可穿戴产品10%

智慧医疗11%

智能楼宇6%

智能园区6%

其他5%

智慧城市展

市场/销售  30.06%

设计/研发  22.27%

企业管理  22.19%

采购  14.31%

制造/工艺  8.60%

品质/质量管理  2.57%

华南 44.67% 

华东 26.58% 

华中 11.00% 

华北 10.63% 

西南 3.64% 

西北、东北 3.48% 

香港、澳门、台湾  44.05%

亚洲（除港、澳、台地区） 37.91%

欧洲  8.38%

美洲  5.99%

非洲  2.15%

大洋洲  0.72%

其他（未注明）  0.80%

专业观众数量

国内观众地区来源 海外观众地区来源 观众职位分析



展会概况

超过50%的观众来自于管理层

光通信/激光红外
富士康、华为、中兴、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东芝（中国）、阿里巴
巴集团、万科物业、中科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山东省科学院激光
研究所、彩虹广播电视工程、中电科技 第八研究所、上海航天科工电器研
究院、北邮、沈阳海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台湾数位光讯 

LED
欧司朗（中国）、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松下环境、中兴仪器、天津溥天传媒、
维易传媒、兰江地产、万科物业、采禾国际、康佳视讯、奥地利乐之两合、昆
山日光源照明、赣州市创思科技、日电（中国）、日上光电、正辉照明工程、
华阳多媒体、华彩电子科技工程、金彩建设工程、东岳阁广告工程、昕辉广
告、鸿彩广告、联顺广告、广东百源实业、爱图仕影像器材、德呈灯光音响、
视觉深壹度演出工程、波峰演艺设备、恒彬国际贸易、道益贸易、艺苑礼仪
等

精密光学
索广映像、联想研究院、创维研究院、TCL多媒体、日立数字映像、雅图、莫
廷影像技术、麦格纳亚洲采购中心、中兴通讯、肖特茉丽特、大族激光、云
南天文台、蒂尔医疗、爱图仕影像器材、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万佳安
实业、国科精研太阳能、高渝国际、埃塞力达、易联中国、丰田通商、华鑫光
电、英国工业显微镜、沈阳沈大内窥镜、瑞盛贸易、百源实业等

智慧城市
宝德、佛山电器、华为、佳兆业、金溢、康美中药城、联泰地产、雷士照明、龙
光地产、满京华、摩尔城、欧普照明、欧司朗、深圳宝威集团、视声、斯里兰
卡SALA、首铸1号、泰丰地产、天音通信、益田集团、中兴、中洲地产等

东莞市光电通讯行业协会、东莞市广告协会、东莞
民营企业协会、东莞高新企业协会、东莞LED照明
协会、福州市节能协会广东省光学学会、广东省照
明电器协会、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深圳光学光电
子行业协会、上海市照明学会、顺德广告协会、中
山市照明电器行业协会、珠海市广告协会等

欧司朗（OSRAM）、SVM、LIGHT IN THE BOX、
LIVERPOOL、SAVWATT.USA、巴西 (Union Led 
Brasil )、印度( Envirosys International)、印度
(GTB)、新加坡(DR.LED)、中巴工商总会、欧美工
商会、英格兰国际发展局、俄罗斯萨玛拉州工商
会、加拿大高新科学技术协会、韩中经济贸易促
进协会，韩国显示产业协会等

龙头企业采购参观团（部分，排名不分先后）

252家
采购参观团

部分光电行业协会/学会组织的采购参观团 部分国际买家及参观团



3场院士主题报告

 8大主题论坛

  64 个技术专题

   462 场行业分析交流会

     6,800 名专业听众

                                                                  全球光电大会

                                                        光和光基技术⸺光电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现代光学制造工程与科学”国际研讨会

                          国际蓝宝石市场与技术论坛

                 机器视觉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红外光源创新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战略高峰论坛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中国光电投资大会
作为全球资本与光电项目的对接平台，
CIOE同期举办的中国光电投资大会得
到了国内外光电企业和专家的高度关
注，积极的推动了各地投资环境的改善
和品牌提升，促使国内外光电企业对产
业分布有更直观的了解，引导了光电企
业在华投资的布局。

Fulldome 3D球幕影院互动体验
风靡全球的Fulldome 3D球幕影院空降
CIOE展会现场，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炫酷
的高科技视听盛宴。

天文爱好者之约 
“天文爱好者之约”活动由天文图片展及

摄影器材展示、天文摄影比赛颁奖两个
主要环节组成，与现场观众共享一场“追
星之旅”！

中国联通千兆示范网发布
暨超宽带接入产业联盟启动仪式
2015年9月1日，中国联通于中国光博会
CIOE现场举行“中国联通千兆示范网发
布暨超宽带接入产业联盟启动仪式”新
闻发布会，业内专家、设备提供商、光电
子器件及线缆提供商等产业联盟代表
共同参与。

美国日- 美国智慧城市技术交流会 
为期一天的“美国日-美国智慧城市技术
交流会”由美国广州总领事馆商务处联
合中国智慧城市创新产业大会共同举
办。 Ayla Networks艾拉物联、Nucloud
美国新云、Qualcomm高通等美国知名
企业向现场200多名业内人士分享其在
智慧城市领域的最新进展和解决方案。     

全球光电大会（OGC）
作为光电领域每年一度的国际盛会，与
CIOE同期举办的全球光电大会（OGC）
旨在促进光电各领域间的广泛交流，成
为国内外光电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
人员以及学生交流的最高平台。本届大
会吸引了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同时
得到了华为、长飞等业内名企的鼎力支
持。

现场活动
精彩纷呈



首届蓝宝石市场与技术论坛
首届蓝宝石市场与技术论坛由CIOE和国际权威光电市场
分析机构Yole Developpement共同主办，为期两天的会
议得到业内18家知名企业倾情助阵，吸引了包括富士康、
苹果、PHILIPS LUMILEDS等在内的，来自15个国家及地
区的230名行业听众。

VIP专场买家采购对接会
旨在为光电产业同仁搭建良好的交易平台，现场买
家与展商无缝对接，节省时间高效采购。 

光电人才墙
旨在为光电企业与人才创造更多的双向选择机
会，搭建良好的沟通桥梁，为光电行业的繁荣贡献
一份力量。

现场专题发布会
旨在为光电行业的国内外企业提供一个优质的了解产
业动向、技术、政策方向的沟通交流平台。

现场活动
精彩纷呈



WWW.CIOE.CN

联系我们：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大厦东座607 
电话：0755-86290901 传真：0755-86290951 
E-mail：cioe@cioe.cn 

欢迎参加
第18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2016.9.6-9 深圳会展中心

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