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Yole & CIOE国际高端论坛，抢占光电子应用商机

4场高端论坛带您探讨最新光电子市场和硬科技

连续5年成功合作，场均百人的行业听众到场率，YoleDéveloppement和CIOE在

2019年继续携手举办4个热门领域论坛，将全面探讨硅基光电子技术，红外成像，

激光雷达和3D传感的最新应用趋势和技术方向。论坛于2019年9月4日-7日在深圳

举行，与第21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同期举办。4场论坛活动将让您一次掌握年度

光电子行业的硬科技和新趋势。

联合举办：

关于 Yole Développement

YoleDéveloppement（Yole）已发展成
为一家提供营销，技术和战略咨询，企业
融资服务，逆向工程和成本核算服务以及
知识产权和专利分析的公司。 Yole集团公
司专注于使用硅及微制造的新兴应用，已
扩展到包括MEMS和图像传感器，复合半
导体，射频电子，固态照明，显示，软件，
微流体与医疗，先进封装，制造，纳米材
料，电力电子，电池与能源管理与记忆光
电子在内的全球80多个合作伙伴。
Yole及其合作伙伴System Plus 
Consulting，PISEO，Knowmade和
Blumorpho，为全球的工业公司，投资者
和研发机构提供支持，帮助他们了解市场
并跟踪技术趋势以发展业务。

详情请登陆：www.i-micronews.com

关于 CIOE– www.cioe.cn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是全球最具规
模及影响力、权威性的光电业综合
展会。作为覆盖光电领域全产业链
的专业展会，为期四天的展会预计
将吸引来自34个国家及地区的
1,700多家光电企业参展。同期五大
主题展为专业买家提供了寻找新供
应商、新产品、了解市场先机的一
站式商贸、技术及学术交流平台。
同时，主办方为专业买家提供精准
的采购对接服务和VIP订制尊享服务，
使参观之旅更加便捷高效。。

详情请登录：www.cioe.cn

https://www.i-micronews.com/
http://cioe.cn/en/index.html


首届国际硅基光电子技术高端论坛 – 硅光技术爆发在即！

2019年9月4日下午 深圳会展中心5楼菊花厅

论坛语言：英语为准配有同声传译

硅基光电子技术注定是一项激动人心的技术，能利用半导
体制造工艺将不同的光子功能集成在同一芯片上。与其他
光子集成电路相比，硅基光电子技术的复合年增长率为最
高，为34％，主要由数据中心互联（DCI）所推动。 其市
场规模将从2018年的约4.55亿美元（相当于130万套）增
长2024年的约40亿美元（相当于2350万套）。 除了即将
到来的5G和云数据传输以外，包括地铁，海底传输等长途
传输的数据中心互联也将实现硅光子技术的大量应用。除
此以外，电信和传感器也将实现硅光子技术的增长。硅光
子技术正在进入更多的应用领域。

Times
时间

Topics
演讲题目

Speakers & Companies
演讲嘉宾和企业

1:30 pm - 2:00 pm Registration / Badge Collection 入场登记/ 证件收集

2:00 pm - 2:05 pm 欢迎辞 Yole Développement & CIOE

2:05 pm - 2:20 pm 中国硅基光子的现状 周治平教授，北京大学

2:20 pm - 2:45 pm 硅光技术爆发在即！
Eric Mounier博士，资深研究员，光电、

传感和显示部门，Yole
Développement

2:45 pm - 3:10 pm
未来数据中心应用的集成

硅基光子
Richard Zhang, 硅光子产品部技术销

售专家，英特尔 Intel

3:10 pm - 3:35 pm 硅基光子在数据通信：从研发到量产 Sven Otte，Sicoya首席执行官

3:35 pm - 4:15 pm Tea break and Networking 茶歇& 现场交流

4:15 pm - 4:40 pm 硅光子拆解和成本审查：英特尔第一代
100G收发器的案例研究

Romain Fraux， 首席执行官，
System Plus Consulting

4:40 pm - 5:05 pm 高性能计算互联的高级硅基光子应用
Ashkan Seyedi, 资深研究科学家，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5:05 pm - 5:30 pm 为什么SOI衬底是硅光子器件的基础 Alain Delpy, 业务拓展经理, Soitec

5:30 pm - 5:55 pm 用于智能硅光子光纤接口的玻璃技术
Arnaud Rigny, ioNext业务总监，

Teem Photonics

5:55 pm – 6:00 pm Thank you and adjourn 感谢&休会



第二届国际汽车激光雷达创新论坛 – 汽车市场成就激光雷达量产
2019年9月5日上午深圳会展中心5楼菊花厅 论坛语言：英语为主 配有同声传译

继2017年激光雷达已在集成在奥迪A8上后，去年由
于Waymo自动汽车在美国凤凰城上线后，激光雷达
如今已实现上路。自动驾驶注定将掀起汽车制造领域
的下一波浪潮。包括汽车制造商、一级供应商和激光
雷达生产商在内，众多自动驾驶技术上下游环节中的
企业，都受到这一趋势波及。激光雷达的供应链系统，
正在为未来两年的汽车激光雷达量产，做量产和销售
目标的准备。2020，蓄势待发。
第二届国际汽车激光雷达创新论坛将介绍激光雷达行
业的应用和技术，尤其是面向汽车的解决方案。我们
诚邀各位再次与会，共同探讨推动汽车行业升级的核
心技术——激光雷达技术的发展。

Times
时间

Topics
演讲题目

Speakers & Companies
演讲嘉宾和企业

9:00 am - 9:15 am Registration / Badge Collection 入场登记/ 证件收集

9:15 am - 9:20 am 欢迎辞 Yole Développement & CIOE

9:20 am - 9:45 am 用于机动车的激光雷达传感器
Guillaume Girardin, ，光电、传感

和显示部门总监，Yole
Développement

9:45 am - 10:10 am
法雷奥SCALA® - 世界上最畅销的3D激光

扫描仪
顾剑民博士，法雷奥集团中国区首

席技术官

10:10 am - 10:35 am
汽车激光雷达：实际解决方案的可实现性

和成本审查、以及未来的演变
Romain Fraux， 首席执行官，

System Plus Consulting

10:35 am - 11:15 am Tea break and Networking 茶歇& 现场交流

11:15 am - 11:40 am
RoboSense(速腾聚创) 为高级辅助驾驶和

自动驾驶打造的智能激光雷达传感系统
篠原磊磊博士，速腾聚创 研发副总

裁&合伙人

11:40 am - 12:05 am 固态激光雷达的大规模商用
David Oberman,，销售副总监，

Innoviz Technologies

12:05 am - 12:30 am 用于汽车应用的LiDAR接收器
Uwe Wielsch, 亚洲销售总监, First 

Sensor

12:30 am - 12:55 am
在ADAS 传感器的批量生产中的从相机到

LiDAR系统的校准和测试
Simon Zilian, 全欧光学销售总监

12:55 am - 1:00 pm Thank you and adjourn 感谢&休会



第二届国际消费级3D传感高端论坛 – 展望3D传感技术生态圈的未来

2019年9月5日下午深圳会展中心5楼菊花厅 论坛语言：英语为主 配有同声传译

近两年，3D传感已然成为消费类电子的一项主要技术。
2017年，iPhone X在使用3D结构光相机的无触摸生物
识别交互上实现了重大的突破。整个消费电子产业已涌
现利用3D传技术感应用在电子产品实现无接触用户交
互的发展趋势。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技术进入，比如
ToF相机和主动立体视觉技术。因为体积和材料成本是
手机前端的稀缺资源，3D传感现在正进入手机后端，
并扩展到平板电脑、智能语音助理和支付设备等消费类
电子产品。
第二届国际消费级3D传感高端论坛将重点介绍3D传感
行业的应用和技术，尤其是面向消费类电子的解决方案。
现诚挚邀请各位业界同行参与，共同探讨3D传感这一
将改变消费电子行业的革新技术与前沿热点！

Times
时间

Topics
演讲题目

Speakers & Companies
演讲嘉宾和企业

2:00 pm - 2:15 pm Registration / Badge Collection 入场登记/ 证件收集

2:15 pm - 2:20 pm Welcome 欢迎辞 Yole Développement & CIOE

2:20 pm - 2:45 pm 展望3D传感技术和生态系统的未来
Pierre Cambou, 首席成像分析师，
Yole Développement

3:10 pm - 3:35 pm 消费者3D传感技术综述
Romain Fraux， 首席执行官，
System Plus Consulting

3:35 pm - 4:15 pm 索尼在消费领域的ToF应用探索
Michiki Mikuriya, 索尼半导体解决
方案总经理

4:15 pm - 4:40 pm
性能，精度和生产率：VCSEL制造解决
方案

Stephanie Baclet ，资深技术市场
工程师，牛津仪器等离子体技术

4:40 pm - 5: 05pm 3D传感技术的未来发展路线图 陈挚博士，奥比中光副总裁

5: 05pm – 5:30pm 3D传感解决方案
Allan Frederiksen, 艾迈斯半导体
OSS部门系统副总工程师

5:30pm – 5:55pm 特种玻璃在三D 传感技术中的应用
Guangjun Zhang 肖特业务发展资
深经理

5:55 pm - 6:00 pm Thank you and adjourn 感谢&休会



由于FLIR Lepton芯片和Seek Thermal的成功，20
17年间有红外成像设备超过百万台。非制冷红外探
测器和成像仪前景被广为看好，其市场规模预估在
2018-2024年保持7%的年复合增长率。众多的商
业应用方向，包括热成像、安防监控、人物视觉系
统（PVS）和消防系统在内，将持续推动热成像仪
的市场增长。

在连续3年的成功举办后，第四届国际红外成像高
端论坛将再次随CIOE 2019 举办。本届论坛将再次
聚焦红外成像行业的应用和技术，深度剖析红外成
像产业的发展生态，以7场主题演讲贯穿。

第四届国际红外成像高端论坛 – 在跨越百万台年出货量后的产业动向
2019年9月6日上午深圳会展中心5楼菊花厅

论坛语言：英语为准 配有同声传译

Times
时间

Topics
演讲题目

Speakers & Companies
演讲嘉宾和企业

9:00 am - 9:15 am Registration / Badge Collection 入场登记/ 证件收集

9:15 am - 9:20 am Welcome 欢迎辞 Yole Développement & CIOE

9:20 am - 9:45 am 非制冷红外产业生态的进化
Eric Mounier博士，资深研究员，

光电、传感和显示部门，Yole
Développement

9:45 am - 10:10 am
专为具有批量生产SWaP应用而设计最小

的VGA / 12微米热图像传感器
Aurélien Dariel，产品推广经理，

LYNRED（原ULIS）

10:10 am - 10:35 am
热像仪助力行车安全 Mike Walters, FLIR微型摄像头产

品线副总

10:35 am - 11:00 am
用于热成像，人体检测，楼宇控制和安

全应用的新型热电堆阵列
Jörg Schieferdecker博士，
Heimann Sensor首席执行官

11:00 am – 11:40 am Tea break and Networking 茶歇& 现场交流

11:40 am - 12:05 pm
非制冷红外成像仪：低成本解决方案的

结构和成本审查
Romain Fraux， 首席执行官，

System Plus Consulting

12:05 pm - 12:30 pm 分享热成像技术、产品和市场趋势
凌在龙，热成像业务部总经理， 海

康威视

12:30 pm - 12:55 pm 小型智能化热成像镜头的挑战与突破
王雪任，研发经理，宁波舜宇红外

技术有限公司

12:55 am - 1:00 pm Thank you and adjourn 感谢&休会



2019届参会人员（排名不分先后）：三星，LG, 谷歌，华为，海思光电子，
欧菲光， YOFC长飞，HGH Systems, CDA, 舜宇光学,宁波飞芯电子, 福瑞泰克, 
福州高意, 南京牧镭激光,新唐科技,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Jenoptik(业纳), 
苏州伽蓝致远, 武汉光谷量子技术, 宁波芯辉, MRSI Systems,北京凯普林光电, 
Guangdong Dspnova Electronic Technology, IDTechEx, TRUMPF 
Photonic Components, Attolight, Ouster, Oqmented, 苏州长瑞光电, 北京
一径，Texas Instrument，Cloud Light Technology，Toray Advanced 
Material Research Laboratories，Corning康宁，Baraja，Immervision，
Palomar，Aifotec，SUSS MicroOptics，trinamiX， FriBa LaserNet
Consulting，DenseLight Semiconductors，，NIL Technology，
Immervision , Nomura International , STMicroelectronics， Baraja , VLC 
Photonics，Lumileds，Hitachi， BrightIntelligence(HK), HGTECH, 天狼星
资本，嘉溢创投，中信产业基金等来自国内外近200家知名光电企业高管和研
发专家；

Yole & CIOE

国际高端论坛

是你了解最新技术，

洞察行业趋势，

开拓有效人脉的

绝佳平台。



CIOE 展商优惠价
（2020年5月前） 早鸟价 标准价

每位/门票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任意一场 1050 1250 1500

任意两场 1550 1850 2200

任意三场 2250 2700 3200

全部四场 3100 3600 4200

Eric Mounier博士,
Yole Développement
资深分析师

“毫无疑问，光电子技术将推动大量未来的应用。这正
是我们想要在论坛中展示的内容。所有这些技术的共同
点是它们都使用光子。在这种充满活力的背景下，Yole
和CIOE每年都会倾其所能共同举办一次令人印象深刻
的国际高端论坛，其中包括演讲，辩论和面对面交流。
每年的论坛都收到业内一致好评。在这里，您可以了解
行业的演化，发现大趋势对光电技术及其细分市场的影
响。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和受邀的国际级嘉宾
的分析，改论坛可以让您更好地了解新兴技术，专业技
术问题并克服市场挑战；我们有信心国际高端论坛将越
办越好，同时也期待并欢迎您的参与。”

CIOE 2020同期论坛：Yole & CIOE 光电子国际高端论坛

暂定主题：硅基光子、汽车激光雷达、消费级3D传感、红外成像

主题为暂定内容，最新公布以Yole或CIOE官网为准

门票价格已包含与会、论坛资料件、同声传译服务、演讲者PPT文件、交流茶歇等。

由于参会规模数量有限，参会人数报满即止。



以下各赞助方案报价基于每单场论坛 。您也可以赞助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论坛。

黄金赞助 – 茶歇

o 茶歇前3分钟的演讲、茶歇时3分钟的视频展示
o 享有1张免费的论坛入场券
o 会后提供演讲嘉宾对外版PPT资料
o 赞助商LOGO将展不在论坛的所有对外推广资料上
o 带公司的LOGO和名字的名牌将放在咖啡桌上
o 在咖啡区域展示2个赞助商的易拉宝
o 赞助商的LOGO和公司介绍将放在论坛的赞助页面单独展示
o 赞助商的宣传资料放入会场嘉宾资料袋 (¬资料由赞助商提供)
o 可以在赞助商区域展示和派发公司小册子

价格：35100人民币/单个论坛
每论坛仅限三名黄金赞助

资料袋赞助

o 享有1张免费的论坛入场券
o 会后提供演讲嘉宾对外版PPT资料
o 所赞助的资料袋将派送给每一位与会人员和演讲嘉宾
o 赞助商的LOGO和公司介绍将放在论坛的赞助页面单独展示
o 可以在赞助商区域展示和派发公司小册子

价格：19500人民币/单个论坛
听众证赞助
o 享有1张免费的论坛入场券
o 会后提供演讲嘉宾对外版PPT资料
o 赞助商LOGO列名在观众证件上
o 赞助商的LOGO和公司介绍将放在论坛的赞助页面单独展示
o 可以在赞助商区域展示和派发公司小册子

价格：15500人民币/全部4场论坛

礼品和宣传册赞助

o 享有1张免费的论坛入场券
o 会后提供演讲嘉宾对外版PPT资料
o 企业宣传资料放入参会嘉宾资料袋（物料由赞助商提供）
o 赞助商的LOGO和公司介绍将放在论坛的赞助页面单独展示
o 可以在赞助商区域展示和派发公司小册子

价格：12000人民币/单个论坛

国际论坛会议手册广告

o CIOE&YOLE 2019国际论坛会议手册1P彩页广告
o 企业宣传资料放入参会嘉宾资料袋（物料由赞助商提供）
o 国际论坛会议手册将会在论坛现场和CIOE 2019-第21届中国光电博览会现场派发

价格：22000人民币/每页广告

硅基光电子论坛 消费级3D传感论坛 汽车激光雷达论坛 红外成像论坛

硅基光电子论坛 消费级3D传感论坛 汽车激光雷达论坛 红外成像论坛

硅基光电子论坛 消费级3D传感论坛 汽车激光雷达论坛 红外成像论坛

CIOE & Yole 2020国际论坛赞助方案
多种赞助机会满足各种推广需求



国际论坛赞助申请表

赞助申请

银行信息

账 户：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账 号：622091270011

开户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行 号： 501584000000

在此确认接受该文件中的销售条款

日期和签名: ........................................................................................

取消和置换条款

所有的论坛的赞助取消必须以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derek.deng@cioe.cn 。赞助申请表一旦确认，自签订日起需要安排60%的赞
助款项。余款需在8月20前结清，没有按时安排款项的将视为申请单位自动放弃赞助申请，主办单位有权要求赔偿因此而造成
的损失。若赞助商没能按时出席或者提供赞助资料，其赞助费用费将不予返还。电话取消一律不予受理。如由于某种原因会议
被迫取消，贵公司的赞助费将于90 天内全额返还。研讨会概不负责因项目取消或出席人员限制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酒店、
航班等。

公司名称

地址 邮编

城市 国家

联系人
电

话
网址

增值税号

(仅欧洲区提供)

传

真
邮箱

赞助项目 选择所赞助论坛
单价
（元）

赞助数
量

小计

硅光子 3D 传感
激光雷
达

红外成
像

黄金赞助 – 茶歇 35100

资料袋赞助 19500

听众证赞助 15500

礼品和宣传册赞助 12000

国际论坛会议手册广告 22000

总计

mailto:veyrier@yole.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