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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2021光学产业论坛



光学技术作为传统工业技术的一大分支，本身也在不断迭代更新，加之5G与中国制
造2025的战略扶持，移动互联网与智能制造促进了光学在消费级与工业级应用场景
的持续拓展，光学产业长链正在变优变强。消费电子、智慧工业、新型显示都是光
学应用的重心，并将在未来持续牵动光学市场及技术的经脉。

CIOE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于2021年9月16-18日举办2021第八届全球光学智能制造
（深圳）高峰论坛。论坛以光学领域中的热门应用与关键技术为双拉手，主题贯穿
镜头模组、光学薄膜镀膜、光学超构表面加工与检测、医疗内窥镜成像，话题覆盖
手机车载镜头、3D传感与成像、窄带滤光片镀膜技术、高能磁控溅射镀膜装备、超
透镜设计与应用、超精密加工与检测技术、超高清医疗内窥镜系统等，助力科研院
所、企业集团实现技术产业升级，在此共襄光学盛会。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始终坚持构筑从光学设计到终端应用的产业生态圈，本次光学
论坛设置8场分会，全方位涵盖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邀请到祝世宁院士、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光机所、长春光机所等科研院所及专家，和华为、虹软、
开立、舜宇等头部企业领袖，共同分享光学界时下热点、剖析技术难点。现场全面
输出67份演讲报告，吸引超1500位专业听众热情参与。

2021论坛背景概况



2021光学产业论坛-会议概览

◆ 总计1500名专业听众参与2021光学产业论坛，现场反馈热烈；

◆ 论坛邀请80位学术界知名大咖以及头部企业高层莅临现场演讲；

◆ 共举办8场光学产业会议，会议内容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包括光学材料、镜头模组、以及光学在汽车电子、

手机、机器视觉、医疗等领域应用；

◆ 共67份行业报告在会议现场全面输出，现场干货满满。

1500 80 8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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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回顾

2021光学产业论坛



会议名称 主题

光学技术及应用新风向
光学在手机与汽车电子、机器视觉、生物医疗等应用
端的技术迭代与发展趋势

医疗内窥镜产业发展研讨会 医疗内窥镜的光学设计、成像、临床使用的技术关键

基于镜头模组的成像技术高峰论坛 手机镜头的光学设计、模组、终端的完整产业链

微纳超构制造与检测技术论坛 超透镜的实现与发展

CIOE光学真空镀膜大会——高性能光学膜与镀膜技
术的应用突破

光学薄膜设计加工与多种镀膜技术

第三届中德合作创新粤港澳大湾区论坛——微纳光
学制造

微纳制造技术在光学领域的应用

AR显示与环境感测在智慧城市的应用 智能光电在显示、感测中的应用

人工智能在机器视觉的应用与展望 人工智能在机器视觉领域的应用前景及潜在发展方向

2021光学产业论坛 场次回顾



主论坛：光学技术及应用新风向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嘉宾主持：徐敏 复旦大学上海超精密光学制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4:00-14:05 开幕致辞 庄松林 中国工程院院士

14:05-14:35 量子信息中的微纳光子技术 祝世宁 中国科学院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

14:35-14:55
移动终端摄像头成像技术的创新

应用
邱双忠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4:55-15:20 无标记跨尺度偏振成像 马辉 清华大学教授

15:20-15:30 茶歇

15:30-15:55 现代光电成像技术展望
徐敏 复旦大学上海超精密光学制造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

15:55-16:15 人工智能在视觉传感器里的应用 许武 深圳思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16:15-16:35 车灯用玻璃材料研究 毛露路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

16:35-16:55
激光雷达等新光学应用的市场分

析
余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



基于镜头模组的成像技术高峰论坛 上午场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嘉宾主持：吴旭东 浙江舜宇光学科技集团高级市场总监

10:00-10:20 特种超薄玻璃助力3D传感
张广军 肖特全球产品管理高级

经理

10:20-10:40
变焦液体透镜及其在成像系统中

的应用
李磊 四川大学研究员

10:40-11:00
手机摄像头的光学影像技术创新

及发展趋势

吴旭东 浙江舜宇光学科技集团

高级市场总监

11:00-11:20 计算成像内涵与体系
邵晓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物理

与光电工程学院执行院长

11:20-11:40
晶圆级微纳光学元件在消费电子

和车载领域中的应用

楼歆晔 上海鲲游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总监

11:40-12:00 在OpticStudio中模拟全像 郑翰翔 Zemax首席光学工程师

12:00-14:00 午餐休息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嘉宾主持：吴旭东 浙江舜宇光学科技集团高级市场总监

14:00-14:20
基于深度学习的快速条纹投影三维成像技

术
左超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14:20-14:40
光学镜片、镜头、外观检测、组装最新解

决方案

余岱璟 惠州德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

司研发部总监

14:40-15:00 成像技术底层能力需求的思考
秦振凯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Camera 

TDT经理

15:00-15:20
智能精密制造，助力产业升级，构建万物

互联

刘建辉 深圳中科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15:20-15:30 茶歇

15:30-15:50 超光谱成像芯片—让光谱感知无处不在 王宇 北京与光科技有限公司CEO

15:50-16:10 AIoT 车载摄像头生产新动力
蓝天 ASM先进太平洋有限公司车载

摄像头方案专家

16:10-16:30
2021-2025年智能手机及车载摄像头市场

发展趋势及策略建议

陈军 北京群智营销咨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

基于镜头模组的成像技术高峰论坛 下午场



微纳超构制造与检测技术论坛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嘉宾主持：乔文 苏州大学教授

14:00-14:20 微纳光学拓扑优化及其超构透镜应用
邓永波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14:20-14:40 超构材料及其显示应用 乔文 苏州大学教授

14:40-15:00 基于超构透镜的高集成成像器件 陈绩 南京大学副研究员

15:00-15:20 超精密光学制造，助力产业发展 郑小军 北京创思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15:20-15:30 茶歇

15:30-15:50
利用多功能超构透镜和逆向设计实现高
性能聚焦和成像 熊波 浙江大学助理研究员

15:50-16:10
激光回馈共焦技术在元器件测量中的应
用 张书练 清华大学教授

16:10-16:30
显微成像技术与实时对焦系统在半导体
检测上的应用 陈旭琼 宁波舜宇仪器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6:30-16:50
光学检测相位板的极端精度制造技术研
究

张志宇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医疗内窥镜产业发展研讨会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嘉宾主持：马炯 复旦大学教授

14:00-14:20 光学技术在消化内镜中的应用
陈巍峰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任

医师

14:20-14:40
超构表面透镜在生物医学成像领域的

应用

巩岩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

技术研究所副总师/研究员

14:40-15:00 医用电子内窥镜光学系统介绍
郑玮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光学技术部副经理

15:00-15:20
光/声多模态内窥成像技术及其应用

研究

龚小竞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副研究员

15:20-15:30 茶歇

15:30-15:50 微纳技术在医疗内窥镜中的应用展望 汪远 南京微纳科技研究院院长

15:50-16:10 皮下内窥镜的技术发展 赵源 上海微创医疗集团资深总监

16:10-16:30 内窥镜的设计与制造
张群雁 上海子在川上光学有限公司

总经理



CIOE光学真空镀膜大会 —高性能光学膜与镀膜技术的应用突破 上午场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嘉宾主持：王占山 同济大学教授

10:00-10:25 紫外波段激光薄膜研究进展
孙建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副研究员

10:25-10:45
高功率激光系统用光学镀膜

材料研究进展

王星明 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

院（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0:45-11:10
面向极紫外光学应用的纳米

多层膜反射光学元件
黄秋实 同济大学教授

11:10-11:30

从 边 发 式 激 光 器 到 Micro

LED显示-解决提高薄膜生

产良率中遇到的挑战

周统一 意发薄膜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11:30-11:55
红外光学薄膜制备及反演分

析

季一勤 天津津航技术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

11:55-14:00 午餐休息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嘉宾主持：王占山 同济大学教授

14:00-14:20 生物检测与光学薄膜技术
汪洋 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镀膜部

部长

14:20-14:45
用于薄膜设计和支持薄膜生产的现

代软件工具
张锦龙 同济大学副教授

14:45-15:05
国产离子束设备在典型光学薄膜工

艺中的应用实践
刘伟基 博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CTO

15:05-15:30 磁控溅射技术打造高性能分光器件
何文彦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副研究员

15:30-15:50
新型三室鼓式连续镀膜技术在光学

领域的应用

陈旺寿 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销售总监

15:50-16:15
光束倾斜入射超窄带滤光片情况下

发散角和线宽对光谱影响的分析

魏铭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副

研究员

16:15-16:35 光学薄膜分析的前沿进展
蒋龙平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

司分子光谱产品经理

CIOE光学真空镀膜大会 — 高性能光学膜与镀膜技术的应用突破 下午场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09:30-09:40 开场致辞 王大伟 深圳市微纳制造产业促进会会长

09:40-09:45 促进会国际人才工作站揭牌

09:45-10:05
纳米压印技术及超表面生物传感器的应用

研究

陈艳 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微纳系统与仿生医学研究

中心副主任

10:05-10:25
《微纳制造技术（专利）产业化分析报告》

发布
姚磊 深圳市微纳制造产业促进会副秘书长

10:25-10:45 纳米压印光刻晶圆级光学加工解决方案 冀然 青岛天仁微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10:45-11:05
WLO晶圆级微纳米精度集成光学

Foundry Service平台
周浩 华天慧创科技（西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1:05-11:25 微纳米结构材料在光学领域的应用 李州 深圳市光科全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11:25-11:45 微型高光谱MEMS芯片及产业化
黄锦标 深圳市海谱纳米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

11:45-12:30 圆桌对话：国际规则下的微纳领域技术产业化路径

第三届中德合作创新粤港澳大湾区论坛— 微纳光学制造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13:30-13:40

论坛开场致辞及演讲嘉宾合照

论坛主席：陈建龙，香港应用科技院物联网感测技术部 研发总监

开幕致辞：杨冰冰，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内地策略及运营总监

论坛主持人：何志国，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内地策略及运营经理

13:40-14:05
单片集成高分辨率micro-LED

显示器

蔡凯威博士 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电机电

子工程学系教授

14:05-14:30 浅谈相位型全息成像的应用
曾伟明博士 香港城市大学 电机工程学

系副教授

14:30-14:55
高像质AR成像– Birdbath to 

Single Combiner

刘德华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物联网感

测技术部 副总工程师

14:55-15:20 AR感测感知技术及应用介绍
王献章 佐臻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处副总

经理

15:20-15:45
用于物品识别的AI芯片设计：

从超低功耗到高性能并行计算

霍晓博士 联合微电子中心（香港）有

限公司 研发部总监

15:45-16:10
新型仿视网膜传感器芯片—

ALPIX技术及应用

况山 北京锐思智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合伙人

16:10-16:35
传感器融合应用与环境理解的

AI边缘系统

刘德富 视觉野（香港）有限公司 总工

程师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10:00-10:05

论坛开场致辞及演讲嘉宾合照

开幕致辞：杨冰冰，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内地策略及运营总监

论坛主持： 何志国，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内地策略及运营经理

10:05-10:25
机器视觉智能制造中的市

场分析和发展方向
陈泰博士 英特维科技 首席执行官

10:25-10:45
人工智能在镜头外观检测

中的应用
邹卫文博士 品图视觉科技 技术总监

10:45-11:05
对话式人工智慧框架 -

Jarvis介绍

张家俊博士 英伟达(NVIDIA)人工智能

技术中心 高级数据技术专家兼总监

11:05-11:25
协作机器人助力企业实现

智能制造

李小龙 优傲机器人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 大客户经理

11:25-11:45
人工智能助力智能制造的

应用分析及发展探讨

张永泰 美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

发技术总监(副总经理)

11:45-12:05
深度学习赋能高端制造质

量检测与控制

王志华 聚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

12:05-12:25
下一代智能机器视觉技术：

应用与挑战Next

舒嘉瑜博士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物联

网感测技术部 高级工程师

AR显示与环境感测在智慧城市的应用 人工智能在机器视觉的应用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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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分析

2021光学产业论坛



9大行业占比

TOP3

25%

19%

15%

14%

12%

6%

4%
3%

消费电子/娱乐 先进制造 光通信、信息处理/存储

半导体加工/制造 医疗 传感及测试测量

安防/国防 照明/显示 能源



39%

15%

15%

10%

8%

7%
3%

消费电子/娱乐听众占比

手机 汽车电子

AR/VR 家用电器

视听/数码电子产品 可穿戴产品

其他 服务机器人/无人机

平板/电脑/周边

34%

20%
15%

13%

2%

7%
2%

先进制造听众占比

光学材料及元件 摄像头及模组

光学加工装备 智能装备/机器人

其他 工业相机/机器视觉

工业激光器 汽车主机厂商

激光加工设备 3D打印

五金模具

TOP3 细分行业听众占比

47%

18%

14%

6%

4%
4%

3%

光通信、信息/存储听众占比

器件/模块 设备商

材料/配件 光纤/线缆

系统集成商 其他

运营商 工程商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数据中心服务提供商

网络规划及运维



39%

25%

20%

9%

6%

企业专业技术

高层管理

市场营销

科研院所专业

其他

投融资行业

56%

27%
6%

6%

2%

华南

华东

华北

华中

西南

东北

西北

未注明

港澳台&海外

听众地区画像 听众职位画像



消费电子/娱乐

Amazon
OPPO
vivo
哲库科技
华为终端
康佳集团
理想汽车
小鹏汽车
吉利控股集团
深圳商汤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TCL高新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博世
德赛自动化
比亚迪
大疆创新
字节跳动
优必选
歌尔股份
海康威视等；

先进制造

卡尔蔡司
宁波舜宇奥来技术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舜宇中央研究院
欧菲光
宇瞳光学
永新光学
诚瑞光学
长步道
浙江水晶光电
富兰光学
光驰科技
爱发科
大族激光
凯普林激光
立讯精密
高德红外等；

传感及测试测量

奥比中光
艾迈斯欧司朗
中际物联
深圳市云传智联技术
杭州海康微影传感科技
有限公司等；

光通信、信息处理/存储

ADVA光网络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新飞通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朗美通通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光维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医疗

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
奥林巴斯
卡尔史托斯内窥镜
迈瑞医疗
开立医疗
美敦力
西门子磁共振
瑞沃德生命科技等；

科研院所及院校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季华实验室
之江实验室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

半导体加工/制造

英特尔
赛灵思
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
中兴微电子
敏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深南电路
华润半导体
联合微电子中心等；

2021光学产业论坛 部分参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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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 · 赞助机构

2021光学产业论坛



•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组委会（CIOE）

•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办公室（CIOEC）

• 中国光学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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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赞助机构

主办&
合作主办

• 复旦大学

• 同济大学

• 香港应用科学研究院

• 深圳市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21光学产业论坛-主办机构及赞助企业

主办及合
作机构

赞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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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会议方向

2022光学产业论坛



2022光学产业发展论坛—会议背景及议题方向

目前，消费电子、汽车电子、AR/VR设备、生物
医疗、3D 传感等精密光学镜头下游应用领域在保
持市场增长的同时，对于光学成像质量、实际应
用场景等综合需求也在不断提升。由于光学镜头
会直接影响成像质量的优劣以及后期算法的实现
效果，这对精密光学镜头制造企业的综合创新能
力的每一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2年CIOE光学产业论坛紧跟市场动态，针对应
用热点，从光学材料、微纳加工、光学镀膜、光
学器件、测试设备到光学系统设计至终端应用全
产业链解析行业热点。敬请关注2022第九届全球
光学智能制造（深圳）高峰论坛！

会议背景 议题方向

◆主论坛：光学领域最新技术及应用探讨

◆车载光学技术及应用发展论坛

◆光学成像及检测在机器视觉中的应用

◆基于镜头模组的成像技术高峰论坛

◆半导体微纳光学与检测技术高端论坛

◆医疗影像光学技术研讨会

◆CIOE光学真空镀膜大会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2022.9.7-9.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大厦东座607室 邮编：518054      

电话： +86 755 8629 0901 传真：+86 755 8824 2599

邮箱: cioe@cioe.cn

扫描二维码关注CIOE中国光博会

了解更多展会详情，请登陆：WWW.CIOE.CN

期待与您携手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