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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2021红外产业论坛



经国内各家红外公司近十年努力，中国红外技术不仅打破了西方技术的垄断和封锁，

实现国产自主，而且凭借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品质与欧美发达国家产业差距日渐缩小。

来自于YOLE 2020年的调研可以看出，中国红外2019年全球占比15%，2020年全球占

比44%，预估截至2025年，中国红外将占据全球市场份额64%。

国内红外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新的应用拓展和价格下降，红外技术创新是促使价格下降的

关键因素。哪些重要技术的进步直接推动了国内红外产业的快速发展？

随着红外技术的成熟，各种适于民用的低成本红外热成像产品不断问世，红外热像仪被

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测温、安防消防、户外运动、自动驾驶、医疗防疫等领域。

除了传统应用行业及领域外，未来将有更多新兴市场需求成为红外成像市场新的增长极。

在此背景下，2021红外产业技术及市场发展前沿论坛分别从产业链技术发展以及市场

应用开拓的角度，探讨红外产业的发展新机遇。

2021论坛背景简介



2021红外产业论坛-会议概览

545 60 OGC38

◆总计545名专业听众参与本次红外产业论坛；

◆论坛邀请 60多位学术界知名大咖及行业知名企业高层莅临现场；

◆共38份行业报告在会议现场全面输出，现场干货满满；

◆同期举办的全球光电学术大会OGC分会S3. 红外技术及应用与T4. 太赫兹超材料与器件应用，

从学术科研角度阐述、引领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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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回顾

2021红外产业论坛



国际红外材料，系统器件及市场发展高峰论坛

现场剪影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主持人：胡伟达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研究员

10:00-10:25 红外光电探测器的发展趋势与技术挑战
叶振华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

10:25-10:45
高温型（HOT)二类超晶格制冷红外探测

器在VOCs气体遥测中的应用

吴一冈 浙江焜腾红外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10:45-11:10 新型二维光电器件与集成 叶 镭 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

11:10-11:30 红外热成像机芯模组优势及技术进展
罗 文 武汉高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11:30-11:55
低维材料新型红外探测材料与器件研究进

展
唐利斌 昆明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11:55-12:15
硅单光子探测器研制及其在高精度星地时

间比对中应用
郭 霞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红外技术向民用领域进军发展研讨会

现场剪影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嘉宾主持：王少伟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研究员

14:00-14:20
经历了多事的2020年后，热成像和传

感市场将会迎来什么？

Dimitrios Damianos YOLE技术与

市场分析师

14:20-14:45 高光谱技术在农业和生物行业的应用
刘银年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14:45-15:05
微型化、集成化红外探测器在消费类

电子市场应用机遇及技术难点

陈文礼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15:05-15:30 红外激光吸收光谱技术及其应用 张志荣 中科院安徽光机所博士

15:30-15:35 茶歇

15:40-16:00 远红外技术在消费类领域的新兴应用
李东轩 深圳美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

16:00-16:20 红外光谱仪器微型化技术及应用
李浩文 深圳网联光仪科技有限公司

CEO

16:20-16:45
甚长波红外探测器件及多维度探测技

术应用

陈雨璐 上海微波技术研究所（中国

电科第五十研究所）



2021太赫兹技术及应用论坛

现场剪影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14:00-14:05 嘉宾致辞 主持嘉宾：宋愷丰 毫米波太赫兹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

14:05-14:30 太赫兹器件及全光纤时域光谱技术
韩家广 天津大学精仪学院太赫兹研究中

心研究员

14:30-14:50 太赫兹器件国产化现状及趋势
王冬汇睿光电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创

始人/执行董事

14:50-15:15 半导体太赫兹光频梳 黎 华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15:15-15:35 太赫兹光谱成像技术的工业化应用
凡勇志 博太赫兹信息科技（武汉）有限

公司市场经理

15:35-16:00 用于安检的低功耗太赫兹探测器 王 林 中科院上海技物所副研究员

16:00-16:20
太赫兹技术的空间应用与相关科学仪

器进展

南建军 上海敏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16:20-16:45 500GHz太赫兹无损检测技术 胡伟东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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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分析

2021红外产业论坛



TOP3

9大行业占比

25%

18%

15%

9%

9%

8%

7%

6% 3%

安防/国防 传感及测试测量 先进制造

能源 消费电子/娱乐 半导体加工/制造

医疗 光通信、信息/存储 照明/显示



25%

23%

18%

12%

10%

4%

工业相机/机器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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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激光器

激光加工设备

汽车主机厂商

其他

3D打印

五金模具

45%

17%

15%

6%

6%

4% 红外产品

监控设备及系统

航空/航天

消防/警用

海洋/船舶

安防系统集成商

安防工程商

门禁产品及系统

安检

其他

安防/国防 听众占比

TOP3 细分行业听众占比

传感及测试测量 听众占比 先进制造 听众占比

63%

28%

8%

传感器

测试测量仪器

物联网

其他



听众地区画像 听众职位画像

41%

25%

16%

9%

3%
4%

华南

华东

华中

华北

西北

西南

东北

其他

30%

34%

19%

11%

3%3%

高层管理

企业专业技术

科研院所专业

市场营销

投融资行业

其他



2021红外产业论坛 部分参会企业

安防/国防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VisionAnalytics
北方夜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北方光电科技防务有限公司
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
杭州紫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宏博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沈阳上博智像科技有限公司
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等；

传感及测试测量

杭州海康微影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高德智感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测国宇科技有限公司
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族锐波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伟芯光电有限公司
郑州优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

先进制造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泓瑞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乐动机器人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兰德玛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江西凤凰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长城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昆明明汇光学有限公司
洛阳华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高芯科技有限公司
TCL工业研究院
华为机器有限公司
河南兰德玛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中南装备有限公司
合肥独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磐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能源

中广核
粤电集团
广东电网
南方电网
深圳能源集团
比亚迪锂电池
赛能科技等；

科研院所及院校

上海电控研究所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珠海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创新中心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季华实验室
昆明物理研究所
中电信息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深圳研发中心
上海电控研究所北京遥感设备研究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等；

其他

深圳天先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青源峰达太赫兹
南阳森霸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锐普特（宁波）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浩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益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诺安环境安全股份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中央研究院
南昌欣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永士达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

消费电子

OPPO
华为终端
阿里巴巴
联想
小马智行
优必选
大疆创新
武汉智能鸟无人机有限公司等；

半导体加工及制造

敏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深南电路
华润半导体
罗姆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标谱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微组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微龛(广州)半导体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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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 · 赞助机构

2021红外产业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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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市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赞助机构

主办&
合作主办

2021红外产业论坛-主办机构及赞助企业

主办及合
作机构

赞助企业

• 红外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11所

• 毫米波太赫兹产业发展联盟

• 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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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会议方向

2022红外产业论坛



2022 红外论坛—会议背景与主题方向

随着非制冷红外热成像技术的发展，红外热成像仪在民用市场

发展呈现出高速发展势头。红外技术及市场发展还依赖于技术

的创新能力、材料的选择、以及传感芯片的设计研发，从产业

中游的探测器件、成像系统落地、到终端应用领域，开发新的、

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技术，是提升产业规模的关键。

太赫兹技术被认为是未来十大战略技术之一。受限于高昂的实

现成本，国际范围内的民用领域产业进程都非常缓慢。硅基太

赫兹集成电路逐渐开始产业化，将大幅降低太赫兹核心技术成

本，如何加速太赫兹技术在民用领域的运用进程是目前大家所

关注的重点。

在此会议背景下,“2022红外产业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将邀

请国内外红外技术专家、名企、科研院校、终端用户参会，就

红外领域关注的热点如新型红外探测器、太赫兹技术等展开讨

论，共同探索红外技术的发展及市场应用前景。

会议背景 拟定会议方向

◆ 红外材料与器件技术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 红外技术在智能消费电子领域应用发展研讨会

◆ 红外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发展研讨会

◆ 太赫兹技术趋势及应用论坛

◆ UVC LED应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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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