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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至 8 日，迎来 20 周年华诞的中

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以下简称 " 中国光博会 "）

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举行。本次展会占地 9 大

展馆，总面积突破 11 万平方米，全球 1700 多

家光电企业及 3700 余个优质光电品牌，在为

期 4 天的展会里，携创新技术及产品面向应用

领域展示光电前沿解决方案，全面联动打造

一站式全产业链采购盛会。经过多年来的坚

实发展和客户支持，中国光博会一直保持了

飞速发展的态势，今年中国光博会前两天的

观众就创出了历史新记录：

据介绍，本届中国光博会覆盖光电全产业

链，同期特设光通信展、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

展、红外技术及应用展、精密光学展镜头及摄

像模组展、数据中心展、光电传感展、光电

创新及军民融合馆等 7 大主题，吸引了光通信、

信息处理及储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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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大应用领域的数以万计的

专业观众和买家积极参与，显示了光电技术

在当今世界上广阔的发展潜力和蓬勃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德国、丹麦、加拿大、

韩国、美国、日本等 6 大国际展团齐聚深圳会

展中心，展示全球光电产业的尖端技术及产品。

其中德国联邦政府经济事务和能源部 (BMWi) 

与德国精密机械及光学工业协会已经是第 9

次在 CIOE 开设德国馆。来自德国的 ALPHA 

Plasma、ficonTEC、Finetech 等 17 家企业将向

来自全亚洲以及全世界的主要企业和决策者

展示其高质量的光电产品与服务；由 KOTRA

深圳贸易馆以及韩国光电机器协会组织的韩

国 光 电 企 业 如 Pro Optics、Haesung Optics、

Sekonix、Onestone 等携各种先进镜头模组、

精密光学仪器和材料在 6 号馆韩国团展出。

此外，展会期间举办 50 多场尖端前沿的

学术、产业及应用峰会。2018 年全球光电大

会特设 8 个专题，涵盖光学、光通讯、激光、

红外、光纤传感等多个子专题研究方向，全球

500 多位光电专家汇聚于此，探讨光电技术创

新应用。同期还举办多场论坛，包括在光通信

领域中极具代表性的 2018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

论坛，搭建光学制造领域产、学、研、用四

位一体的 2018 中国光学智造 2025（深圳）高

端论坛，以及携手法国机构 Yole 打造的 4 个

热门领域论坛，全面探讨激光制造、红外成像、

激光雷达和 3D 传感的最新应用趋势和技术方

向。同时，为了进一步推动光电科技军民融合

发展，中国光博会现场还举行了规模宏大的

2018 光电科技军民融合大会，坚决贯彻落实

军民融合国家战略，推进优势光电企业参军，

取得非常好的推介效果；同时全面拓展光电

科技应用领域终端，面向手机、汽车领域举

办光 + 移动通信高峰论坛、光 + 汽车电子应

用高峰论坛、毫米波雷达技术及应用论坛等。

在专业组团和买家方面，今年中国光博会

也加大了组织力度，两天组织了 350 个专业团

体。同时今年设置了 4 大主题采购线路，包含

手机、汽车电子、国防安防、数据中心领域，

精准展商推荐，助力观众实现高效观展。展

会还剩下两天时间，抓紧时间去现场感受光

电的魅力吧！

你是电，我是光，2018 中国光博会演绎神话

专业观众数和参观人次双创记录！

到场观众为50459 人，
同比增长 20.72%

观众人次为 8858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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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
全媒体记者 肖博峰

为期 4 天的第 20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以下简称中国光博会）5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

开幕。

本次展会包下了深圳会展中心全部 9 个展

馆，阵势庞大，全球 1700 多家光电企业携创

新技术及产品齐赴这场一站式全产业链采购

盛会，面向应用领域展示光电前沿智能制造

解决方案。

走过第 20 个年头的中国光博会，见证了

光电子技术在众多领域的强劲增长，也从原

来展示光通信为主的展会发展为覆盖光电全

产业链的展会，本届中国光博会，共设置了

光通信展、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红外技

术及应用展、精密光学展镜头及摄像模组展、

数据中心展、光电传感展、光电创新及军民

融合馆等七大主题展，总展出面积达 11 万平

方米，汇聚了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加拿

大等全球 30 多个国家及地区共 1700 家光电企

业及 3700 余个优质光电品牌参展。

展会现场展出的多款产品，包括运用不

同光学原理的智能眼镜、超高分辨率 3D 无损

成像仪、超高分辨率人造视网膜神经假体等，

引起了许多专业观众驻足了解、试用，里面

不乏华为等著名企业的专业人士。

媒体的
信息共产品一色
研发与应用齐飞
——《应用光学》眼中的＂ CIOE”

记者 徐航

虽然《应用光学》位列中国科技核心期

刊，但它与普通意义上的媒体并不是一回事

儿，那么作为一名《应用光学》的＂小编＂，

我自然也算不上什么＂媒体人＂，也就没有

资格去采访那些个参展商，也无访谈可写。

然而作为一名年年＂签到打卡＂的与会代表，

乐意聊聊今年我眼中的＂ CIOE”。

1. 新信息与新产品吸睛
早在一个月前，我单位的发展计划处就

在内网发布了中国光博会会展公告，反响十

分热烈。公告中本期光博会上的各色论坛吸

引了众多的科研人员，从先进的光学部件材

料性能到激光技术领域的发展趋势，专家云

集，异彩纷呈。这届我的同行者特别多，他

们不是为《应用光学》＂站台＂的，是 CIOE

这些论坛的精彩内容与光电领域的新产品吸

引了他们的目光和脚步，5 日上午的开幕式上

中国科技部原副部长曹健林的精彩讲演让我

愈发坚信，接下来的各色论坛一定不会令我

们的技术人员失望的！

2. 概念研发与市场应用辉映
记得我们光电集团的尹家绪董事长曾在

他的一篇文章《奋斗在春天》中提到＂思想

是第一竞争力＂。诚如所言，在此次的展会中，

许多新产品都是科研工作人员＂脑洞大开＂

的杰作，正是这些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和实

践的概念研发，才使得光电产品的应用领域

越来越广，发展前景辉煌。

3. 开拓创新描绘军民融合愿景
首先从本届＂光博君＂给我的印象谈起，

一改以往的严肃认真，变得诙谐幽默，细致

贴心，举重若轻，把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展

会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处处

可见匠心，这堪称服务创新。而今天抽空在

展会现场转了一圈，最大的感触就是光电产

品的＂新，奇，特＂，光电产品就像是一只

只神奇的看不见的＂上帝之手＂，一双双无

所不在的＂阿耳戈斯之眼＂，拉近了我们与

世界的距离，将人类世界以前不敢想像的许

多梦想变成了现实。我在本届光博会的＂宠

儿＂一无人机的展台前逡巡，幻想着有朝一

日，我也整上一架航拍无人机，把我热爱的

大秦岭拍个美，拍个遍！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汉唐风＂，

中国古代文明曾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而

时至今日，几代人的不懈追求和奋斗令中国

重新走进了世界舞台中心，光电技术行业的

迅猛发展从我经手编辑的许多光电科技论文

中也能感受一二。最后，让我也发自内心地

感叹一句：＂历害了，深圳 CIOE! ＂ , ＂历

害了，我们的光电哥！＂

深圳都市报
记者 王雅萍

本届中国光博会规模盛大，现场规划井

然有序，各个展台都布置得非常高大上。参

展企业覆盖各个领域，展出的产品五花八门，

不乏许多黑科技热门产品。另外在现场注意

到有不少国外品牌前来参展，足不出户就能

逛遍全球啦。

深圳商报
经济新闻部记者刘虹辰

见证了 CIOE 中国光博会的蓬勃兴旺！

每次在 CIOE 中国光博会上遇到它的创办

者杨宪承，他都会沙哑着喉咙向我问好。对

的，每到展会，杨宪承的喉咙都会有些沙哑，

杨宪承是一个热情的人，他用蓬勃而又旺盛

的精力来缔造光博会，助力光博会有了 20 年

的辉煌岁月！

祝愿未来 20 年，CIOE 中国光博会拥有

更辉煌的未来！

预祝 CIOE 中国光博会发展成更具有权威

性、更具号召力的国际化品牌和专业化平台！

深圳新闻网
记者 张俊达

9 月 5 日上午，第 20 届 CIOE 中国光博

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本次展会为期四天，

占地 9 个展馆，总面积超过 11 万平方米，来

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0 家光电企业及

3700 余个优质光电品牌参展。

据展会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本届展会面

向应用领域展示光电前沿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七大主题展全面联动打造一站式全产业链采

购盛会，邀请业界共同见证，共襄盛事。

深圳特区报
记者 杨桥

从 300 平米创展面积到 11 万平米一位难

求，中国光博会二十年来追光逐梦，坚持不

懈的努力，在践行反映光电市场发展、促进

光电技术交流、推动光电产业进步的使命中，

从未停止创新在创新中铸就品质，带着匠人

精神的特质砥砺前行，为中国光电产业做出

巨大贡献。在这二十年里，无数的光电企业

跟随中国光博会的脚步从零起步到领跑行业，

使得展会成为了中国光电行业的百科全书。

因此，光博会二十周年庆典不光是展会的节

点，更是全体中国光电产业从业者共同的庆

典。自 2007 年起参加工作，我便有幸与中国

光博会结缘，这十余年里，我眼里的光博会

已经由数量上的大，升级为质量上的强，不

愧全球光电产业第一展的美誉！祝愿光博会

与中国光电产业再续辉煌！

选取自部分媒体，不分先后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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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的话：
胡海博士不畏困难与坚持信念最终让芯片受住了检验。这不禁让光博君想到“若有所执，

必有所成”。正是这些信念才让瑞波光电有了今天的成就。相信在胡海博士的引领下，中国的

激光芯将一定会闪耀在世界之巅。

追光者铭普光磁杨先进
积跬步致千里，做多元化可持续发展企业

杨先进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摘录：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应用领域也变得更加广泛，

汽车电子、传感、网络接入等等都将会使用到 5G。这

样一来，对光模块的需求变大，光模块的产量会变多，

这将成为新一轮的增长点，届时也会周期性地带来销售

额的增长。铭普针对 5G 研发的光模块，有些基本成型，

有些也即将研发完毕了。杨董认为，在这个节点上把握好机会还是处于增长趋势的。一旦抓住

市场，规模就能越做越大。当然，市场变大，想要分一杯羹的人就会变多，随之而来的竞争力

也会变大，这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希望未来铭普光磁能成为技术领先的企业，为客户提供更好

的解决方案。

小编的话：
采访过程中，杨董非常亲和大方的向我们分享了他近二十年来的管理经验，他认为分享交

流是非常重要的，他也向 CIOE 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CIOE 与铭普光磁携手走过 8 年，彼

此都是对方追光路上珍视的伙伴，希望未来都能稳中求进，为中国光电行业做出更多贡献！

追光者米磊博士
硬科技助力中国“芯”

米磊
中科创星

创始合伙人、联席CEO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光学博士，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

先导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青年科学家社会责任联盟副

理事长。

米磊博士长期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他发起中国

第一个硬科技天使基金和孵化平台，投资孵化 230 余家

硬科技企业，已投资 15 亿元，带动就业 6000 多人，推

动地区经济发展，打造硬科技创业雨林生态，获中国科

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中国青年创业奖。

摘录：
回顾过去的发展，中国光电产业面临地是如何突破内核，掌握核心技术，如何不被一剑封

喉。相对于过去只需要靠低廉的成本赚取加工费的模式，以争取掌握自有核心技术的科技创新

模式，并没有捷径可抄，每一步都要踏踏实实的吃苦。未来的三十年，唯有发展科技创新、储

备技术方能持续跟进甚至引领光电产业的发展。

从人工智能、基因技术、航空航天、脑科学、光子芯片、新材料等等高精尖科技，都可被

纳入硬科技的范围内，但重点不是特定的单一技术分类，而在于这些技术都属于由科技创新构

成的物理世界，需要长期研发投入积累形成的原创技术，具有高度技术门槛与竞争壁垒，难以

被其他对手轻易复制模仿。中国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发展，必须思考突破的重点也在于此。我

们需要更多人把一件事加速做到世界第一，需要能够踏踏实实的长期投入，可能是十年、也可

能是二十年。这是一种思维的转换，需要的强大精神力量的展现。

小编的话：
光博君十分认同米磊博士的“科技创业是中国未来三十年发展主旋律”观点，唯有科技创新、

储备技术方能让中国光通信行业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与沉淀的过程，但这也是科

技强国的必经之路。希望通过先导院这个平台孵化更多优秀企业，助力推进中国“芯”发展！

追光者高德红外黄立
攀红外科技高峰，建红外生态平台

黄立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联副

主席，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十九年前，他自砸铁饭碗，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大

胆下海创业。彼时，他创业并不仅仅为了赚钱，更多的

是一份情怀和不服输的天性；十九年后，他从零起步创

办的这家武汉企业蜚声于世，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技

术垄断。高德红外的每一步，都镌刻上了黄立的印记。

摘录：
“作为民营企业家，保持专注很重要。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政策，包括地皮，但是我从未用

于其他，多年来只干一件事——红外技术。”近 20 年来，黄立带领着团队，专注于红外技术在

民用、军用领域的研发与应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高德红外已构建起一条从上游红外

核心器件到红外热成像、激光、雷达、人工智能、图像识别与匹配、陀螺稳定平台、火控、

制导、战斗部、发动机、舵机等武器分系统，再到最终完整的导弹武器系统总体的全产业链。

未来公司将向民用市场拓展，通过科技核心，改变生活方式。

小编的话：
作为上市公司董事长，黄立平时生活很朴素。除了运动，几乎所有时间都用于工作。对于

公司，他有足够的信心，这么多年不抛售公司一分钱股票，也不搞炒作，愿意穷其一生坚守

实体经济。高德红外专注于坚持科技兴企和科技兴国的路上，CIOE中国光博会愿与其同行。

追光者瑞波光电胡海
大功率激光芯片破局者

胡海
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博士，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应用物理专业博士，深圳首批“孔雀计划”中

从硅谷引进的海归人才，曾任美国康宁公司研发总部的

研究员、光电部门经理，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资

深会员，成功主持了世界上最大功率、最高调整频率的

半导体激光显示芯片的研发和量产 , 拥有核心发明专利

25 项，其中多项专利被业界广泛采纳应用。2012 年回

国担任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高端半导体激光器研究中心主任，并成立深圳瑞波光电子有限公

司，担任总经理，负责公司的管理及半导体激光器的研发。2012 年入选中央第九批“千人计划”

（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并被评为深圳市 A 类海外高层次人才。

摘录：
目前瑞波光电已经跨越了三座大山，成功解决了芯片量产所面临的良率和可靠性问题，

市场出现爆发性增长，目前瑞波光电的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产能远远不足满

足市场的需求。未来智能制造、激光雷达、消费光子和激光医疗是瑞波光电未来重点关注的

应用市场。这些新兴应用市场将对大功率激光芯片提出更高的要求，瑞波独有的工艺、专利

以及测试技术将成为核心竞争力。应用客户在关注产品性能和可靠性的同时，也对订单交付、

定制化服务提出更多要求。

时值 20 周年庆典之际，CIOE 中国光博会携手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举办的 " 国际光日 " 活动特别推出【追光逐梦 - 光电行】栏目，
聚焦光电行业领域内的意见领袖、企业高管、创业者、光电匠人等，
关注当代光电人的梦想与坚持，激励业内人士继续追求卓越，逐梦
前行。

追光者在砥砺前行，光电行业也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正是有
了追光者逐梦路上的不断求索，才有了光电行业如今的欣欣向荣。

欢迎大家前往展会现场二楼平台特别设置的【追光逐梦展示
区】。这里展示了追光者们在追光路上披荆斩棘收获的管理经验，
以及对光电行业的发展做出的深度解读。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
光电行业也在持续拓宽自身的应用领域，展示区内还将完整展出当
下光电行业最热门的应用领域。

新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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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活动 

CONFERENCE 

2018 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技术产业发展论坛
时间：9 月 7 日      地点：5 楼牡丹厅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8:30-8:50 论坛签到 演讲嘉宾、听众入场

8:50-9:00 领导致辞：CIOE、OSA、PSC
CIOE: 杨宪承，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CIOE
执行副主席、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
PSC: 赵浩  中华光电学会 PSC-SC 主席
OSA: Beth Harrington, 会议和行业联合首
席总监

9:00-9:25 主旨报告：5G 对光网络、前传和回传的影响 Donald P. Frey, Ovum 首席分析师
9:25-9:50 行业报告：硅光集成技术及产业化 , 黄卫平教授 , 海信宽带董事长及创始人

9:50-10:15 行业报告：硅光集成定制芯片 Sabina Fanfoni , 高级产品营销经理 , 
STMicroelectronics

10:15-10:40 行业报告：大规模光电子集成及其应用 周治平 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光子学
研究主编，OSA, SPIE, IET Fellow 

10:40-11:05 行业报告：平面光波导芯片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和趋势

马卫东，博士，教授级高工，光迅科技光
电部副总经理

11:05-11:30 行业报告：无人驾驶车辆中的先进光学传感器 Steve Yao 首席执行官，通用光电有限公司
11:30-11:55 行业报告：《从紫外到红外：光纤的设计及应用》 张心贲 ,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11:55-12:20
PSC 创新委员会论坛 “光通信领域的创业和创新”
主持人：李大伟博士，PSC 创新委员会主任
参加嘉宾：Gerald Wong( 黄钢 )，剑桥科技 CEO；Lee Xu，Finisar EVP; 刘圣，中际旭创
CEO；谢崇进，阿里巴巴集团资深技术总监；黄卫平，青岛海信宽带董事长

12:20-13:20 交流午餐（演讲嘉宾及受邀企业高层）

大数据时代云数据中心与光互联技术发展论坛
时间：9 月 7 日下午    地点：5 楼牡丹厅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3:00-13:50 论坛签到 演讲嘉宾、听众入场
13:50-14:00 主持人开场 Welcome Speech

14:00-14:25 运营商特邀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连技术 谢崇进 , 阿里巴巴集团基础架构事业部资
深技术总监

14:25-14:50 行业报告：光互连从 100G 网络发展到 400G
网络

Tzu Hao Chow, 富士康互联科技 (FIT) 光收
发机产品营销经理

14:50-15:15 行业报告：光器件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最新趋势 Christian Urricariet，菲尼萨全球营销高
级总监

15:15 -15:40 行业报告：400GE 光模块——下一代云数据中
心光互联的必由之路

张玓 ,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据与
接入产品业务部 市场部副经理

15:40-15:50 茶歇 Tea Break 

15:50- 16:15 行业报告：先进的数据中心光传输技术
诸葛群碧 ,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国家“千
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加拿大麦吉尔
大学兼职教授

16:15-16:40 行业报告：中国数据中心发展趋势与索尔思光
模块解决方案

詹荃淇 , 索尔思光电（成都）有限公司产
品市场经理

16:40-17:05 运营商特邀报告：百度数据中心光互联技术的
演进与需求 陈刚 , 百度资深系统工程师

17:05-17:30 运营商特邀报告：中国移动对 DCI 的思考 李振强博士 ,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
院承载网资深研究员 / 教授级高工

17:30-17:55 运营商特邀报告：“数据中心视角下的光器件
发展机遇、挑战与未来”

孙敏 , 腾讯网络平台部、高级光互联架构
师

17:55-18:20 进入 5G 时代 , 电信网络将借助于数据中心光器
件

西门宏宇博士，Color Chip 北美区产品管
理和销售副总裁

光通讯设备及测试仪器新品发布会
荷兰科技创新会议

时间： 9 月 7 日上午     地点：2 号馆会议室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0:00-10:30 EML 系列测试解决方案 武汉普赛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纪铭
10:30-11:00 规模化生产测试仪器设备 上海横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高级产品经理 范爱军

11:00-11:10 致欢迎词，介绍荷兰光电子创新
前景 荷兰使馆科技创新网络

11:10-12:00 为了加速光芯片革命而协调全
世界共同发展

Photon Delta CEO
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副处长
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光子集成研究所所长

2018“中国光学智造 2025”（深圳）高端论坛

专题三：极端制造 - 超精密 / 微纳制造与检测技术
时间：9 月 7 日上午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30-09:55 晶元级光学和纳米压印光刻使 3D 传感成为
可能

Martin Eibelhuber，EV 集团粘合光刻和纳
米加工技术业务开发部副主管

09:55-10:20 数字化激光干涉仪的应用 韩森 教授，上海理工大学 教授、国家“千人
计划”特聘专家

10:20-10:45 离子束与等离子体技术在微纳光学制造中的
应用

Marcel Demmler scia，北京欧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全球市场总监

10:45-11:10 超精密抛光技术及其应用 张志辉，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超精密加工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署任主任

11:10-11:35 小镜片高精密定心 Heinisch Josef Gerhard，德国全欧光学资
深研发科学家

11:35-12:00 红外硬脆材料保形头罩的精密磨削、抛光和
检测技术 赵清亮 ,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2018光学镀膜与检测技术应用专题
时间：9 月 7 日上午     地点：8 号馆会议室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30-09:55 红外光学薄膜在气体探测领域的应用 付秀华教授，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学院

09:55-10:20 提高 3D 探测可靠性的有效方法 张龚磊，贵州皓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
副总

10:20-10:45 晶圆级光学部品用真空设备 范滨，光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0:45-11:10 自由曲面计量的解决方案 Neil Fitzgibbon，泰勒霍普森有限公司 光
学产品经理

11:10-11:35 超高精度三维测量仪 UA3P 章启人，松下电器机电 ( 中国 ) 有限公司 
市场开发部

11:35-12:00 CIOE 精密光学创新产品颁奖典礼 CIOE 主办方

金融业在数据中心的创新与实践
时间：9 月 7 日上午      地点：4 号馆会议室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09:00-10:00 领取嘉宾证、展区参观 （CLOUD/BC/AI 和 IDC 参展企业）
10:00-10:10 主持人开场、嘉宾介绍 APCA 副秘书长 Michael Wong
10:10-10:30 IDC 服务商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分享 万国数据 GDS 副总裁 高勇
10:30-11:00 打造金融可信区块链 神马金融 总裁 林轶超
11:00-11:30 大型银行数据中心运维实践 洋仆淘 创始人 郭衞栋

11:30-12:00 高效数据中心助力金融云 深圳市盘古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华南区业务总监  
李侃

12:00 合影留念，论坛结束

绿色数据中心创新论坛
时间：9 月 7 日下午     地点：4 号馆会议室

时间  会议内容 演讲嘉宾
13:30-13:50 会议签到 / 宣传视频播放
13:50-14:00 主持人开场、嘉宾介绍 DTDATA 钟少梅
14:00-14:20 数据中心的变革趋势和最佳实践 绿色网格中国理事、VERTIV 高级总监 吴健
14:20-14:40 蔚海智谷绿色新能源 广东蔚海移动 总经理 徐岗
14:40-15:05 中大型数据中心的 DCIM 实践 深圳市共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林德昌

15:05-15:20 创新高效的下一代数据中心：名气通的
绿色之道 名气通

15:20-15:35 高效可靠的数据中心规划研究 筑博设计院数据中心分院 执行副院长 肖军
15:35-15:50 数据中心的能源计量 - 衡量节能的关键 江苏四为信网检测 高级工程师 李炯
15:50-16:05 总结 DTDATA CEO 钟少梅

16:05-16:25 2018 APCA AWARD 获奖项目介绍、颁
奖 APCA 秘书长 ROSE HU

16:25-16:30 合影留念，论坛结束
16:30-17:00 现场项目合作交流

第三届国际红外成像高端论坛 – 潜力无限迈向百万台出货量
时间：9 月 7 日上午     地点：5 楼菊花厅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00 – 09:20 入场登记 / 证件收集
09:20 – 09:30 欢迎辞 Yole Développement and CIOE 

09:30 - 09:50 非制冷红外成像：发掘“看不见”的新商机 Eric Mounier 博士，高级分析师，Yole 
Développement

09:50 - 10:15 中端红外成像传感器在批量生产中的现状 François Trolez, ULIS 公司产品经理

10:15 – 10:40 InGaAs SWIR 短波红外传感技术及其应用 倪杨，New Imaging Technologies 公司首
席技术官

10:40 – 11:05 小型阵列探测器的发展及应用 Jiang Lijun, 大立科技
11:05 – 11:35 Coffee Break and Networking 茶歇 & 现场交流

11:35 – 12:00 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技术为更安全的自动驾驶
汽车铺路 王鹏 博士，艾睿光电 芯片事业部 研发总监

12:00 – 12:25 基于下一代非制冷探测器模压 GASIR 光学 Tom Krekels，战略主管，Umicore

12:25 – 12:50 非制冷型红外成像：低成本的解决方案的结
构和评估

Romain Fraux，System Plus Consulting 公
司首席技术官

12:50 – 13:15 红外微测辐射热计封装的现代化组装技术 Alex Voronel, SST Vacuum Reflow Systems 
全球销售总监

13:15 – 13:25 Thank you and adjourn 感谢 & 休会

2018 红外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创新论坛
时间：9 月 7 日下午     地点：6 号馆会议室

时 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14:00-14:25 待定 TBD YOLE 资深分析师（待定）

14:25-14:50 集成微腔分光器件及在微型光
谱仪中的应用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少伟博士

14:50-15:15 红外技术在电力行业的应用 飒特红外副总经理 张小清

15:15-15:40 红外技术在安防领域优势应用
及前景分析 海康威视热成像产品总监 郭海训 博士

15:40-16:05 智慧校园体温预警系统——引
领 AI+ 热成像技术新时代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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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光 +”汽车电子应用高峰论坛
时间：9 月 7 日    地点：3 号馆会议室

时间 议程事项 
9:00-9:20 签到 
9:20-9:25 开幕致辞 
9:25-9:55 话题：车用激光雷达专利概览       拟邀嘉宾：Knowmade 专利和科技分析师，Paul Leclaire

9:55-10:25 话题：推动自动驾驶变革       演讲嘉宾： Velodyne LiDAR 亚太区总监翁炜

10:25-11:00 话题：激光雷达在 AGV 物流车上的应用
演讲嘉宾：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激光雷达产品经理 , 张开强

11:00-11:35 话题：面向自动驾驶用激光雷达的核心半导体器件
演讲嘉宾： 滨松中国高级技术支持工程师，鲍泽宇

11:35-12:10 小组讨论：激光雷达在与其他传感器如雷达、摄像头等在数据融合方面的挑战
12:10 交流午宴

13:30-14:05 话题：激光雷达前沿技术       演讲嘉宾：北科天绘 CEO, 张智武

14:05-14:40 话题：专为 ADAS 和自动驾驶而设计的下一代图像传感器平台
演讲嘉宾：安森美半导体市场总监，郗蕴侠

14:40-15:15 话题：人工智能，服务民生       演讲嘉宾：深兰科技创始人 /CEO，陈海波

15:15-15:50 话题：适用于自动驾驶的红外焦平面芯片研发与产业化进展
演讲嘉宾：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 王鹏

15:50-16:25 话题：使自动驾驶更加安全是赋予晶振产品的使命
演讲嘉宾：京瓷设计中心水晶产品课副科长，齐藤伦大

16:25-17:00 话题：车载 AR-HUD 光学设计挑战和工程实践
演讲嘉宾：深圳京龙睿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晓华

2018 长春理工大学产学研资光电论坛
日期：9 月 7 日下午      地点：2 号馆会议室

时间 主题内容 演讲嘉宾
13:20~14:00 主持人：刘洋（2000 级校友，深圳新美亚科技任职，深圳校友会副秘书长）

14:00~15:30

开场演讲（拟邀请姜会林院士） 长春理工大学校领导
长春理工大学仿生光学技术研究
进展 付跃刚 长春理工大学光电工程院 院长

新型高光谱相机的技术特点及应
用 金光 中科院长春光机所 新技术室主任

蓝宝石晶体生长技术的发展 & 在
军工领域的应用 黄小卫 元亮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 联合创世人

会议活动 

CONFERENCE 

15:30~16:00 部分团展校友企业介绍（其中部分）天津煋鸟科技、武汉松盛光电、深圳新则兴光电、中山
华思光电、珠海益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6:00~16:30 校友项目、校科技项目路演，校友专家及投融资专家点评，计划 3 项目路演
拟邀请光电行业专家、投融资专家及企业家校友：朱健强、崔洪亮、季刚、李智超、龚俊强、
刘大凡、胡志伟、郑宇、金光、韩森、回长顺、杜春雷等
1、 点评校友项目及中小型企业如何融资的角度展开讨论
2、 学校和专家校友们可以协助年轻校友企业在研发和技术上的支持 !

16:30~17:00 自由交流时间 与光电专家校友及成功企业家校友面对面请教交流

CIOE 2018 第三届 Zemax 杯光学镜头应用设计大赛
时间：9 月 7 日     地点 :8 号馆

时间 议程
14:00-14:10 嘉宾及评委 \ 参赛者 \ 媒体代表 \ 参展商代表到场
14:10-14:15 主持人介绍评委及嘉宾
14:15-14:20 中国光博会组委会秘书长 Eric Yang 致词
14:20-14:30 Zamax 亚太区销售总监 Tadatoshi Nagamine 致词

14:30-14:35 上届一等奖获得者北方夜视集团曹凌先生宣读“CIOE 2018 第三届 Zemax 杯光学镜头应
用设计大赛”评分办法

14:35-16:05 入围选手按顺序登台路演（每位参赛入围选手 10 分钟，5 分钟评委提问）
16:05-16:20 Zemax 亚太区工程经理 李恒先生点评获奖作品 / 工作人员汇总和统计复赛评分
16:20-16:25 深圳光学学会副理事长彭文达教授公布大赛结果并颁发奖杯
16:25-16:40 出席大赛的评委嘉宾给获奖选手颁奖及合影

CIOE 2018“天文爱好者之约”主题论坛暨天文摄影大赛颁奖
时间：9 月 8 日      地点：8 号馆

时间 活动内容
9:30-9:50 热场讲座：贾捷阳《太阳推动的深空探索》

9:50 领导及嘉宾入场
10:00-10:03 主持人介绍领导和嘉宾
10:03-10:10 深圳市国家气候观象台副台长 罗红艳 致词
10:10-10:30 深圳市天文学会会长 丁德生 致词并宣布获奖名单

10:30 领导、嘉宾离场参观，主题演讲开始
10:30-11:15 梁翀 2018 火星大冲之拍摄
11:15-12:00 潘慧恩 菲比幸福的诗意星旅程

12:00 演讲结束，展会参观，自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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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中科展出 Idc
展位号：1B22

1. 材料采用 A 级优质钢板，主要承重件

钢板厚度不小于 1.5MM，非承重件钢板厚度

部小于 1.0MM，产品兼容性符合 310-D 标准，

机柜配置 500kg 工况下，设备结构符合 8 度抗

震设防烈度地震性能规定要求，并提供第三

方检测报告。 2. 产品前门为单开网孔门 , 满

足新型服务器高热密度的散热需求；前门锁

为单点锁，后门锁为连杆式三点锁；锁紧可靠，

开启轻巧、无噪音，锁芯旋转灵活； 顶盖为

封闭式顶盖，预留前后走线孔，满足客户不

同进线量需求下线缆管理。 3. 可安装无工具

安装方式的线缆管理单元，实现快速简易的

垂直线缆管理

现代南光展出光学镀膜机
展位号：7H78

光学镀膜机

研发生产多种热蒸发及电子束真空镀膜

机、磁控溅射镀膜机、全自动车灯镀膜机、

石英振荡器专用真空设备、非标真空设备、

超高真空双向密封闸板阀、成套真空机组及

冷阱和各种真空阀门、真空压封机、真空被

银机、激光真空测试台、提供 Parylene 真空涂

覆加工等。

深视得精密精密数控加工
展位号：6E30 6E31

精密数控加工

不论是 CNC 件，还是数控车床件，尺寸

公差我们均可以控制在 10um 以内 ( 即使是氧

化后的公差）, 同心度 10um, 椭圆和锥度 5um

衡东展出 8/32F 高密度预连接多芯

MTP/MPO 单、多模光纤布线系统
展位号：1C01

该系统是一套完整的 10G/25G/40G/100G/

200G/400G 网络及更高速网络的基础架构设

施解决方案，我们不仅可从设计、生产、交

付提供全程专业服务。也能从应用、标准和

项目上给予合作伙伴以支持。更能给数据中

心用户、安装商提供一个更多性能冗余、更

加可靠、更远传输的无源传输平台。

该系统可广泛应用于各类云计算大中小

型数据中心，也适用于运营商各类中央机房

和 5G 网络的各类新型小型机房；同时也适用

于各级政府、银行、国防、大学以及各个行

业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高速数据中心。

深圳特发展出光纤配线柜
展位号：1C11

GPX910-ZAa 系列光纤配线柜主要用于

设备侧，为设备引出的跳纤提供连接、分配

与调试功能。采用单元箱模块化设计，密度高。

日本尼康株式会社展出

Nikon Calcium Fluoride 

(CaF2), NICF series
展位号：9D01-2

尼康氟化钙最初是作为准分子激光光源

而研发的，用于安装在需要极 高精度和耐久

性的显微光刻部件上。为了使生产的氟化钙

能满足客户 的需求，尼康使用了精确分析技

术和材料测量技术，用于满足客户对 于任何

材料等级规格或大规模生产标准的要求。

众盈光学展出各类光学镜头 / 镜片
展位号：9F08

1. 手机镜头 : 包括从 2M~16M 的各类手

机镜头，涵盖了超薄、大广角、大孔径、高

性价比方案及低成本方案。 2. 医疗镜头 : 推

出 1P~4P 镜头方案，涵盖了胃窥镜、尿道镜、

胶囊内窥镜头等，其中最小的镜头直径可达

到 1.2mm，在国内具有领先优势。 3. 生物识

别镜头 : 如高分辨率指纹识别镜头、虹膜识别

镜头、红外探测镜头等具有独到的开发设计

经验，适应当下生物识别的趋势。 4. 目视镜

头 / 镜片 : 如高清折射式 HMD 镜头、VR 镜片、

HUD 反射镜等。 5. 鱼眼镜头 : 如 210°车载

全景镜头、240°运动 DV 镜头等。

合盈光电展出波前檢查儀器
展位号：6C43

致力於鏡頭及模組的檢驗設備，並規畫模

組廠的入料前檢驗，使產品能達到百分之百的

檢驗，避免不良品投入及流出，造成無法彌

補的結果。 搭配自動化規畫，使波前檢查儀

器 / 振動偵檢機 / 氣密機，可串成流水線，使

檢測結果更加準確，排除因人為因素的誤判。 

波前檢查儀器 : 極快速的鏡片 / 鏡投檢測設備，

每個檢測時間約 2 秒可以完成。 振動偵檢機 : 

快速振動，短時間篩選出鏡片組裝不到位的

鏡頭，並可記錄及挑出。 氣密機 : 每次檢查

5pcs 鏡頭，將有洩漏之鏡頭篩選出來。

松下展出

UA3P 超高精度三维测量仪
展位号：9E19

UA3P 超高精度三维测量仪

UA3P 在全球光学镜片检测行业最先达到

了纳米级别的测量标准 . 以其高精度 , 良好的

稳定性能 , 尖端的技术水平受到光学界的一致

好评 . 国际著名镜片生产厂商及研究机构也均

购买本产品。

金研展出高精密研磨抛光机
展位号：8K23

本研磨机为单面精密研磨抛光设备 , 用于

不锈钢、铜、铝合金、五金零部件，气压、

液压、水压等密封件、光学晶体、蓝宝石玻璃、

LED 蓝宝石衬底、导光板模仁、压电陶瓷片、

氧化铝陶瓷、塑胶片、硅片等各种金属及非

金属材料，大批量平面高精密研磨或抛光。

全波红外展出 V3550(f50F1.0)
展位号：1099、1100

新品 

NEW PRODUCTS

V3550：f50F1.0， 电 调 镜 头， 能

在 -40℃——-60℃的低温环境中正常工作且

成像清晰，可用于高寒山区，冰寒地区。

红河展出连续变焦镜头壳体
展位号：1096

连续变焦镜头 CONTINUOUS ZOOMING 

LENS

夜视集团展出通用微光枪瞄镜
展位号：1D32

通用微光枪瞄镜，是为满足在夜间和低照

度环境下进行反恐作战等任务需要而研制的

一种清晰度高、枪镜结合好、适应性强、可

靠耐用、性能稳定、人机功效好、成本低廉、

解决基层部队夜战需求的夜视枪瞄镜，适于

夜间近距离精准射击，可解决 25 米至 100 米

夜间快速瞄准，精准射击。

戎邦光电展出激光探测仪
展位号：1D61

激光探测仪，可探测并定位 1500 米范围

内的光学镜头，通过任意光学系统发送和接

收激光脉冲，继同捕获到隐匿的目标并将其

以聚光显示。

光威激光展出三维相机
展位号：3C21

GW-D01 三维相机 ( 又名 : 三维立体像机、

三维摄相机、三维照相机、三维立体照相机、

三维立体相机、三维立体摄相机 ) 是利用彩色

结构光的量测原理，采用多目视差法和光影梯

度法，通过瞬间取像即可一次性生成 180 度的

真实立体模型及其表面色彩信息的三维相机。

广泛应用于医疗整形、数字娱乐、三维身份

识别和个性化定制等行业。三维成像系统具

有成像速度快、精度高的突出优点，可对脸部，

胸部，背部，头部实行 360°的图像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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