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光技术及市场应用研讨会

2019会后报告及2020会议简介

2020.9.9-11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2019 激光技术及市场
应用峰会

会后报告|目录

01

02

03

04

05

06

会议简介

听众分析

演讲嘉宾

参会企业

2020简介



2019激光技术及市场应用创新峰会

主办机构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合作主办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

雅时国际商讯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迅猛提升推动激光产业自身的快速发展；激光焊接技术在动力电池中的应用优势也逐步凸显，未

来市场前景广阔；珠三角的电子产业集群，将带来大量激光应用潜力！

在此大背景之下，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联合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及雅时国际商

讯共同举办“激光技术及市场应用创新峰会”，探索激光在汽车及3C电子消费制造的创新应用，配合同期举办的CIOE激光

技术及智能制造展，共同推动该领域的应用步伐。

论坛简介

分论坛一：国际激光
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分论坛二：激光先进制造
在汽车领域的新应用

分论坛三： 超快激光微纳制造
技术及市场发展研讨会

激光技术
打造智能化3C制造生产线



国际激光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会议议程

*以上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代表展商代表展商

主 题 论 坛

特邀嘉宾

何晓溪

高月

Oliver Haupt

童维军Igor A. Artyukov

会议议程

王益蒋仕彬



激光先进制造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会议议程

*以上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代表展商代表展商

主 题 论 坛

特邀嘉宾

杨上陆

谢曦宇王明睿 王飞

唐霞辉

会议议程



超快激光微纳制造技术及市场发展研讨会

会议议程

*以上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代表展商代表展商

主 题 论 坛

特邀嘉宾

方晓东麻云凤

张潮 张楠程伟

会议议程

赵全忠



听 众 分 析

听众调研（部分）

多国专家重磅参与

技术市场全面解析

250+
学术界知名大咖及行业知名企业高层

1500+专业听众参与

产、学、研多层次交流

30+行业重点报告

180+行业媒体报道



听众分析

国际化程度高：

本届激光研讨会提供现场同传

美、德、法、奥、俄多国专家重磅参与

海外专家比例高达35%

同期听众数量上升幅度大：

1500+专业听众来自激光材料设及应用

领域，同期听众数量较上届占比增加

28%

听 众 分 析

所属行业占比前四排名依次：

先进制造25% ；消费电子/娱乐20%；

半导体加工/制造18%；光通信、信息处

理/存储15%



听众调研

听 众 调 研

2020年激光会议的关注度：

近一半的会议听众表示会继续参加2020年激

光会议。

关于演讲嘉宾：

专家学者、知名企业高层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受

关注度比较高，占比接近，2020年部分听众

希望能够听到国际调研机构的报告。

听众最感兴趣的议题围绕了几个方面：

光纤激光器技术、VCSEL技术及在汽车、新能

源领域的新应用。



嘉宾风采
（部分）

姚建铨

中国科学院院

士

高月

首席科学家、

EOS空间系统Pty

有限公司研发主

管

方晓东

中国科学院安徽

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主任

赵全忠

南京先进激光

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麻云凤

国家激光器件

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常务副主

任

王益

通快（中国）

Igor A. 

Artyukov

唐霞辉

华中科技大学
激光国家研究

中心

童维军

长飞光纤光缆

股份有限公司

杨上陆

中科院上海光机

所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

Dr. Oliver 

Haupt 

美国

Coherent(相

干)激光公司

程伟

华工激光微加

工事业部副总

经理



参会听众（部分）

富士康科技集团
福州海创光学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梦佳顿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境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彩煌热电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师范学院
江西水晶光电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大学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
伟创力创造（珠海）有限公司
广州安特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阿帕奇（北京）光纤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欧凌镭射
长春理工大学

中科院武汉光机所
北京凯普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长春理工大学
深圳软通智能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君鉴测试仪器有限公司
苏州达亚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皓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洋鑫晟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特发信息光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盛雄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灏克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物理与光电学院
杰普特光电股份公司

赞助企业



2020激光行业技术与应用论坛

未来激光产业发展趋势全方位解析

多国大咖产、学、研、用多维指导

2020.9.9-11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2020激光行业技术与应用论坛

会议介绍

随着下游激光设备对能量密度要求的日益提高，器件厂商需要不断地提高核心组

件性能（如大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和增益光纤），另外光纤激光器功率的提高还需要

先进的合束和功率合成等激光调制技术，这都将给大功率激光芯片厂商带来新的要求

和挑战。未来的激光技术将朝着更高功率、更好光束质量、更短波长、更快频率的方

向发展。从应用的角度看,汽车电子和消费电子领域这些新兴应用将会极大地推动激

光产业的飞跃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将在2020年举办“2020激光行业技

术与应用创新峰会”将探索激光在汽车和消费电子的创新应用，邀请全球激光行业知

名专家共同参与，全球顶级激光产业及应用高端企业高层分享最新技术及指引未来市

场发展导向，配合同期举办的CIOE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共同推动该领域的应用

步伐。

http://laser.ofweek.com/tag-%E6%BF%80%E5%85%89%E8%AE%BE%E5%A4%87.HTM
https://laser.ofweek.com/IND-240021-guangxianjiguangqi.html


2020激光行业技术与应用论坛

议题方向 参会听众

 激光微纳技术与应用方向

 激光加工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

 激光器在消费电子制造领域的应用

 国内高功率激光器技术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VSEL行业技术的发展

 先进制造产业链相关听众：工业激光器、激光加工设备、
光学材料及元件、光学加工装备、智能装备/机器人、汽
车主机厂商等；

 半导体加工/制造产业链相关听众：芯片制造、封装及测
试、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等；

 消费类电子/娱乐产业链相关听众：手机、汽车电子、平
板/电脑/周边、可穿戴产品等；

 光通信产业链相关听众：器件/模块、光纤光缆、材料/
配件等



2020激光行业技术与应用论坛

深度对话 领先趋势资源积累难点剖析 高效参会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2020.9.9-11

发布时间 发布名称 发布内容 备注

2020年3月中旬 第一轮论坛通告

发送论坛组织架构、确认合作方及协办方、初拟

整体议题方向、议题大纲、各分会会议题目、会

议主要专家

了解会议内容，考虑参会意向

2020年6月 第二轮论坛通告

在第一轮的基础上，确认每场会议的会议背景、

主题、确认邀请演讲嘉宾及演讲题，制作并发送

会议一览表

2020年7月底-8月初 第三轮论坛通告

内容在第二轮通告的基础上，完善大会议程、嘉

宾报告题目及报告摘要，赞助商，合作媒体等信

息并更新至网站

与客服确认并提供参会人员个人信息

2020年8月初-会前

定期在论坛官网更新会议议程、

报告摘要、嘉宾介绍、以及会议

各相关动态

完善会议所有相关信息
确认最后参会人员信息，由CIOE工作人员协

助录入系统，现场自助打印机领取证件

2020激光行业论坛 会议发布进程表



2020激光行业技术与应用论坛

深度对话 领先趋势资源积累难点剖析 高效参会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2020.9.9-11

论坛会员：
RMB2500/年。

会员权益：
可免费参加展期及全年的光博会组织主导的所有会议及活
动（除与国际机构合作的国际会议，如YOLE、OGC等国际
会议，但享受8折购票优惠），非展期活动有：专业研讨会、
线下沙龙，微课堂等活动。



了解更多会议详情，请登陆：

WWW.CI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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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4 2540（Fendi） 传真：+86 755 8824 2599

邮箱: Fendi.wang@cioe.cn

22年，感谢有您一路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