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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创新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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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先进激光及加工应用技术展览会
South China Advanced Lase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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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普雷茨特
光学测量系统解决方案

消费电子行业、半导体行业的厚度、形貌、距离等
高精度在线测量

普雷茨特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川图路558号5号楼
电话：+86-021-64955366
邮箱：CHR_sales@precitec.cn
mailto：CHR_sales@precitec.cn
网址：www.precitec.cn





六人天幕 露营车 折叠烤炉

充气沙发 京东卡 摩飞壶

充电宝 消毒枪

便携露营椅

空气炸锅

等精美礼品。。。

抽奖礼品

人人有奖，千万不要错过

活动时间：2022.11.15-17

礼品数量有限，仅支持现场自提
快来6H44领取礼品吧~

*中奖礼品需手机验证，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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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华南国际光子智能制造及应用技术大会
华南国际光子智能制造及应用技术大会将与2022华南国际智能制造、先进电子及激光技术博览会（简称LEAP Expo 2022）

同期举办，大会将贯穿并融合智能制造产业链，主题不仅涵盖热点激光技术讨论，更要聚焦行业应用，基于激光技术赋能

消费电子、半导体制造、PCB板加工、新能源、锂电、医疗、智能检测等应用端，诠释激光智能制造的优势及未来更多的

应用场景。

本届大会包含《激光工艺赋能消费电子创新制造研讨会》和《激光技术助力半导体制造，合力打造中国芯》两个会议，大

会诚邀中外激光、光电、高端装备领域的专业人士们，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成功应用案例，分享各自深耕领域的独到见

解。深入解读光子技术与智能制造技术，探讨全球激光与智能装备发展的新趋势。

同期活动日程

活动名称 日  期 主办单位

激光技术助力半导体制造

合力打造中国芯

地  点

6号馆

论坛区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雅时国际商讯
11月16日

激光工艺赋能消费电子

创新制造研讨会

6号馆

论坛区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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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消费电子产业迅速发展，消费电子产品朝着集成化、精密化、智能化的方向升级，电子产品的内部构建也愈发精

巧，对制造过程中的高效率、高精度、热影响区小、无污染等要求越来越高，激光工艺的发展正为消费行业的精密加工带

来了更优的解决方案。激光工艺在3C产品制造过程中应用广泛，包括手机屏幕异形切割、特殊标记的防伪炫彩打标、

OLED材料加工、内部构件焊接等。

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对激光工艺的需求既是生产制造升级的需求，也为华南地区的消费电子创新智造提供持续动力。《激光

工艺赋能消费电子创新制造研讨会》将针对激光技术在消费电子产品制造行业的创新应用和解决方案展开话题讨论，深度

探索消费电子智能制造中对激光工艺需求和难点，促进激光技术的技术革新和设备升级。

激光工艺赋能消费电子创新制造研讨会

LASER

时  间：2022年11月15日   |   地  点：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6号馆 论坛区
主  题：激光技术在消费电子制造中的应用

银牌赞助商：

金牌赞助商：

会议主办：

★激光技术在3C产品制造中的应用

★激光精密加工的挑战与机遇

★激光加工设备用于手机盖板精细化切割的工艺难点

★超快激光加工OLED柔性材料

★柔性显示面板生产中的激光切割解决方案

★激光微纳制造技术在消费电子领域的创新应用

★如何保证激光加工过程中的工艺质量

★消费电子领域的前沿激光加工技术

部分拟定会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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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工艺赋能消费电子创新制造研讨会

LASER

时  间：2022年11月15日   |   地  点：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6号馆 论坛区
主  题：激光技术在消费电子制造中的应用

会议日程

* 会议议程以当天通告为准

10:30-10:50

10:50-11:10

11:10-11:30

11:30-11:50

11:5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智造您的制造——IPG助力消费电子行业新发展

通快固体激光技术持续助力显示行业量产

光学传感器在消费电子制造中的应用

超短脉冲激光在泛半导体行业的应用

午餐及观展

激光焊接在3C领域的应用

激光助力3C智能制造澎湃向前

普雷茨特激光焊接质量管控方案

光惠激光在精密焊接的应用方案

激光功率和影像测试的应用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张潮  |  行业经理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孟庆琨  |  精密加工销售部 区域销售经理 
阿帕奇（北京）光纤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白天翔  |  技术总监
广州德擎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田志学  |  技术总监 
杭州奥创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张涛雷  |  3C焊接总经理助理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程浩鹏  |  市场经理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吴柏林  |  销售经理
普雷茨特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陆相志  |  营销副总
光惠（上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赵盛明  |  华南区高级经理
上海蓝菲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同期活动 | Accompanying Program同期活动 | Accompanying Program

10

目前，5G、智能汽车、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各类芯片的旺盛需求，正成为驱动半导体制造
业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核“芯”技术而带来的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以及当前因为芯片短缺问题而导致的生产停滞问题，都
在促使国内芯片制造业奋力图强！而在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及封装测试过程中，激光技术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从晶圆
的光刻到切割划片，从清洗到钻孔，激光已经成为半导体制造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具。

本次雅时国际商讯、《激光世界》杂志将联合华南先进激光及加工应用技术展览会，围绕“激光技术在半导体芯片制造中
的应用”这一话题主办专场研讨会，展开讨论。

激光技术助力半导体制造，合力打造中国芯
时  间：2022年11月16日   |   地  点：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6号馆 论坛区
主  题：激光技术在半导体芯片制造中的应用

会议主办：

大会媒体：

★紫外激光在晶圆划片中的应用

★超快激光用于晶圆的精密切割

★准分子激光在半导体光刻及退火中的应用

★激光精密打标用于半导体芯片及器件的标识

★激光技术在钻通孔中的应用

★激光技术用于半导体晶圆清洗

★不同激光器在半导体芯片及材料方面的加工工艺革新

★应用于高精度芯片加工的创新激光技术

★微纳检测助力芯制造

部分拟定会议议题：

银牌赞助商：

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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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9:30开始

10:20-10:30

10:30-10:50

10:50-11:10

11:10-11:30

11:30-11:50

11:50-13:50

13:50-14:00

14:00-14:20

14:20-14:40

14:40-15:00

15:00-15:20

15:20-15:40

15:40-16:00

16:00-16:10

* 会议议程以当天通告为准

听众签到登记

致辞

高端准分子激光装备国产化的机遇与挑战

通快激光创新推动半导体制程升级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器在工业制造领域的应用

高性能深紫外激光器在芯片测试和加工中的应用

午餐及观展

幸运抽奖

高功率半导体激光系统在泛半导体制程领域的应用

半导体产业投资趋势

MKS高精密运动系统助力半导体加工

滨松激光器TSMIS在非金属材料焊接中的应用

高速扫频OCT技术助力精密加工熔深监测

微纳检测助力芯制造

幸运抽奖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麦协林  |  《激光世界》出版总监
雅时国际商讯 总裁

方晓东  |  特聘教授
深圳技术大学

张潮  |  行业经理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丁亮  |  光学研发总监
深圳市星汉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昶  |  销售工程师
TOPTICA Photonics (China) Co., Ltd.

顾维一  |  产品总监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史小梅  |  高级研究员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梁齐龙  |  高级应用工程师
Newport 理波 - MKS 万机仪器集团

苏凯  |  市场部工程师
滨松光子学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王彬  |  总经理助理
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刘晓宏  |  高级技术工程师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技术助力半导体制造，合力打造中国芯
时  间：2022年11月16日   |   地  点：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6号馆 论坛区
主  题：激光技术在半导体芯片制造中的应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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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g Equipment

智慧工厂创新展示区
成品包装解决方案

永创智能

智慧工厂创新展示区
优班智造库

国际第三代功率半导体
与碳中和时代创新论坛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Forum
on the Advanced Power Semiconductors

in the time of Carbon Neutrality

11月15日

国际电动车驱动与充电
技术创新论坛

International Leading Technology Forum
on Electric Propulsion and Charging of EV

11月16日

2F

拉斯彼欧

海普锐

普雷茨特

®

6F65 6F61

6G65

6G62

6G61

6G66

现场调研区
Research

贝尔金
Bellking

视百科
SPAC

西斯特

仪景通 东露阳

合力鑫

施威德

威百斯特

易联自动化

效率科技

派迅智能

泽达

美弘

海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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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新闻中心（Media Center ）主场运输服务处（ Official Freight Forwarder Service Counter）

嘉宾休息区（VIP Lounge）2F 二楼问讯处（Information Counter） 3F
三楼餐饮堂食 Catering Area（Dine-in）

销售办公室（Sales Office）1F 一楼问讯处（Information Counter）
2F

二楼外卖餐饮 Catering Area（Take-out）

礼品发放处（Gift Exchange Area）主场搭建服务处（Official Constructor Service Counter）

长飞光坊

飞博

6G26

康
克

巅跃 蓝菲 滨松

14号门
Gate 15号门

Gate 16号门
Gate

主入口
Main Entrance 

6 号门
Gate 5 号门

Gate 4 号门
Gate

1号门
Gate

3号门
Gate

SMT Segment 电子组装自动化&机器人及智能仓储&测试测量与质量控制展区&元器件制造展区

Electronic Chemical Materials Segment

WEIMI
微米测量

天行测量

长林自动化

思元智能

Tai Ming
泰铭科技

精浚科技

Augmented
增广智能

集韵自动化 安菲力科技
Axtek
奥克思

6A196A23

6B26

6A336A37

6B48

6B176B39

6C10
6C18

6C42

蓝波智能

德汇升
6A15

6B13

6B38

6B31 6B01

激光创新智造

电子智能制造

Haozhi
昊志

6A32

6A09
星马焊锡

6A48

Smarteam
世迈腾

安迅精密

6A18

6B09

三捷机械
6A29

6A06
煊廷丝印行益科技

6A026A22
纳声电子

6A21

恒创杰

6A42 6A40
华茂翔

6A46

XETAR
欣音达 博俐运

6A41

AUTOVISION
奥德维

华清环保

KAKEN
化研科技

飞新达

凯尼克

韩迅
机器人

6B566B58

BLUIRIS
蓝眼科技恒峰锐

INGUN
英冈贸易

Innovision
英诺威视

6B216B27

6C22
6C30

邦耐

ELT
艾兰特迈伺特

6B35

万濠精密

6A10

Decheng
德成

汉诚通

6B43

6A36
歌战 德成

6A62
博联特

6A30
国达

6A266A38

小螺钉

6F016F07

6G01

6H01

6E21

6F096F176F21

6G05

6G106G146G16

6G096G136G176G216G316G376G41

6H05

6H06

6H13 6H09

6H16 6H14

6H17 6H156H216H256H27

6G32

6G256G27

6F13

6F14

6F276F316F336F37
6F41

6E41

锐科

6E016E15 6E09

6G28
卓镭

GRACE

诺派
NPI

6G35

6G36

科钻
Tecdia

6E35

永新

赓旭
Gengxu

创鑫
Maxphotonic

热刺激光

凌云光
LUSTER

Light
conversion

6J25 6J09 6J07 6J00

6H226H266H286H30

6J276J296J316J33

特域
TEYU

铟尼镭斯

EKSPLA

镭宝

罗根
Logan

梅曼
MAIMAN

鼎鑫盛
DXS

睿达
RD

德擎
Diligine

盛镭

旺民光学
WANGMIN

Start-ups初创专区

华日

中图仪器

6F346F36

斯派特
SPT

灏克
HOCH

大威
Dawei

津微
Kingway

柏楚
FSCUT

科源
Keyuan

星汉
Xinghan

睿光达

金橙子
JCZ

晶格子
Sub-lattice

蓝溪华兴玉卓

激光智造&先进光源 Lase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Optics

维创
Weichuang

6J43
直播间

本征
BenZheng

G45

6H10
激光世界

6J26

荣格工业
传媒

玉环冉腾

中国激光界
杂志

6J35

G46

光骏河岳
XPHOTONICS

6J05 6J01
主办/销售办公室 猎芯网安特

Ante

激光
制造网

弗戈光学人才网 电光工程师
社区

6H416H45

6H44

6H316H356H37

6H326H346H36

飞鹰杰昇

6H42
中辉

分析测试
百科网

供需配对

圳豪半导体

6B07

Changdian
长电

6B36

6B06

Sanying
三英精密

6B05

安泰信

6A01

快克 捷豹自动化

思飞尔

康普特 富兴智能

6F32

6E31

6B08

Beginor
拜高

6D42

麦德美爱法

6C41

大族机器人
节卡

机器人七海测量

兴世博

志胜威

6C016C096C136C17

6D22

6C29

6D01

遨博 艾利特

6C21

Quadro
科卓机器人

TEConnectivity

6C37

新日升

6C33

6D09

宝瑞达

礼品发放处
Gift Exchange Area

新闻中心
Media Center 

激光创新技术及
智能检测展示区

2F

3F

拉斯彼欧

智慧工厂创新展示区
SMT& 检测解决方案

通快 理波 普雷茨特 奥创

光惠

光惠

德擎

麓邦

1F

大科泰德

No.23 Research
Institute

二十三所

艾莫讯

永利
Yongli

日月新
Sun&Moon

JiuDu



Laser South China

展位号：6E21

先进激光器件
精密晶圆检测

焊接缺陷检测（ALPAS-WDD）

激光功率测量系统

激光焊接监控器

激光加工加热系统

先进激光加工设备
普雷茨特

通快
MKS

TOPTICA
滨松光子

奥创

光惠

蓝菲

德擎

激光创新技术

工业智能检测技术 核心部件



Booth NO . 展位号             Exhibitors 展商

展商名单 | Exhibitor List

16

6E01

6E09

6E15

6E21

6E21

6E21

6E21

6E21

6E21

6E21

6E21

6E21

6E31

6E35

6E41

6E53

6E53

6E57

6E65

6E66

6F01

6F07

6F09

6F13

6F14

6F17

6F21

6F27

6F31

6F33

6F34

6F36

Wuhan Huagong Laser Engineering Co.，Ltd.

Maxphotonics Co., Ltd.

Shenzhen Inte Laser Technology CO.,Ltd

TRUMPF (China) Co., Ltd.

MKS/Newport

Precitec Laser Technologies (Shanghai) Co.,Ltd.

ULTRON

TOPTICA Photonics (China) Co., Ltd.

Labsphere

Hamamatsu Photonics (China) Co., Ltd.

GW Laser Tech

Guangzhou Diligine Optics Co.,Ltd

Shanghai Feibo Laser Technologies Co., Ltd.

No. 23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Han's Laser

SHANGHAI YINGUAN SEMICONUCTOR TECHNOLOGY CO.,LTD

Motionsmart Precision Technology Co., Ltd.

Precitec Precise Technologies (Shanghai) Co., Ltd.

Canon Optical Industrial Equipment(Shanghai) Inc.

Grand Unified Optics

GW Laser Tech

EKSPLA

Hunan DK Laser Co., Ltd.

Beijing Superwave Technology Co., Ltd.

SPT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TETE LASER TECHNOLOGY CO.,LTD

Zhejiang Reci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LUSTER LightTech Co., LTD.

LIGHT CONVERSION，UAB

Shanghai HOCH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Bluestream Beijing Ltd.

Hefei Yuzhuo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2022年11月15-17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6号馆)

November15-17, 2022
Shenzhen World Exhibition & Convention Center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韵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MKS/Newport 理波公司

普雷茨特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杭州奥创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巅跃激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蓝菲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滨松光子学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光惠（上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德擎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飞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隐冠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动智精密设备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普雷茨特精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佳能光学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联合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光惠(上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EKSPLA

湖南大科激光有限公司

北京盛镭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斯派特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泰德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热刺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来特激光（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灏克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蓝溪华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玉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F37

6F41

6F47

6F53

6F57

6F61

6F65

6G01

6G05

6G09

6G10

6G13

6G14

6G16

6G17

6G21

6G25

6G26

6G27

6G28

6G31

6G32

6G35

6G36

6G37

6G45

6G47

6G48

6G51

6G52

6G55

6G57

6G61

6G62

6G65

武汉华日精密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嘉强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汉立制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法拉第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步波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露阳实业有限公司

仪景通光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镭宝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特域机电有限公司

中山铟尼镭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汉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源光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飞光坊(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凯普林光电

吉林省永利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康克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卓镭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诺派激光

深圳市鼎鑫盛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津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本征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晨锐腾晶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波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安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圣德科（上海）光通信有限公司

广州彭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汇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贝尔金减振设备制造（昆山）有限公司

桂林视百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西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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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 HUARAY PRECISION LASER CO.,LTD

Shanghai Empower Technologies Co., Ltd.

WUHAN HANLI REFRIGERATION TECHNOLOGY CO., LTD.

Zhejiang Faraday Laser Technology Co.,Ltd

Blackbird Robotics (Shanghai) Co., Ltd.

Shenzhen Doluyo Industrial Co., Ltd.

Evident (Shanghai) Co.Ltd

Wuhan Raycus Fiber Laser Technologies Co., Ltd.

Beamtech Optronics Co., Ltd

GUANGZHOU TEYU ELECTROMECHANICAL CO., LTD.

Zhongshan initialaLase Technologies Inc.

Shenzhen Xinghan Laser Technology Co.,Ltd.

Shenzhen Keyuan Co., Ltd.

Shanghai Friendess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Everfoton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Limited

BWT

Jilin Yongli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COMKER Technology （shenzhen） Co.,Ltd

GRACE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NPI Lasers Co.,Ltd

Shenzhen Dingxin Sheng Optical Technology Co., Ltd.

Daheng Laser

Beijing JCZ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Kingway Optech.CO

NINGBO YONGXIN OPTICS CO., LTD

Qinhuangdao Intrinsic Crystal Technology Co., Ltd.

Nanjing CRD Laser Equipment Co., Ltd.

Suzhou Bonphot Optoelectronics Co., Ltd.

Shenzhen Earain Automation Equipment Co.,Ltd

Santec Corporation

Pengbo Optical Co.,Ltd

Dongguan Vill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c.

Bellking Vibration Reduc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kunshan) Co.,Ltd.

Guilin Spac Optics & Electronics Co.,Ltd

System Technology（shenzhen）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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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01

6H05

6H06

6H09

6H10

6H13

6H14

6H15

6H16

6H17

6H21

6H22

6H25

6H26

6H27

6H28

6H30

6H31

6H32

6H35

6H36

6H37

6H41

6H42

6H45

6J01

6J26

6J05

6J07

6J09

6J25

6J27

6J29

6J31

6J33

深圳瑞丰恒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德擎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旺民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罗根激光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激光世界》

玉环冉腾阀门有限公司（原台州美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激光界杂志

科钻（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睿光达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睿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赓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大威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制造商情

天津梅曼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荣格工业传媒有限公司

沧州维创机床附件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帕科斯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艾莫讯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长春市飞鹰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麓邦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微嵌零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杰昇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苏州中辉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缘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日月新

北京机工弗戈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江门英讯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SAE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北京久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晶格子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猎芯网

光电工程师社区

南京光科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安特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RFH Laser Technology Co.,Ltd

Guangzhou Diligine Optics Co.,Ltd

Dongguan wanmin optical instrument co. LTD

LOGAN laser technology (Wuhan) Co.Ltd.

Laser Focus World China

Yuhuan Ranteng Valve Co., Ltd.

TECDIA CO.,LTD.SHANGHAI

Shenzhen Rcoola Electro Optics Co.,Ltd.

Chotest Technology Inc.

Shenzhen Ruida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Gengxu Photonics Technology Co.,Ltd

Shanxi Dawei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Laser Manufacture News

Tianjin Maiman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Ringier Trade Media Ltd.

PulseX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Guangdong Imotion control Co.Ltd.

Changchun Eagle Laser Equipment Co., Ltd.

LUBANG Technology Co.,Ltd.

Guangzhou Weiqian 01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Donggguan Gensun Precision Machining Co.,Ltd.

GLORY PHOTONICS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Guangyuan Industry Co.,Ltd

SHENZHEN SUN & MOON

BEIJING JIGONG VOGEL MEDIA ADVERTISING CO. ，LTD

Inlight Technology (HK) Limted

3SAE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Beijing JiuDu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Sub-lattice Optical Techology Co.,Ltd.

IChunt.com

Optoelectronics Engineer Community

LENSTEK  LASER  OPTICS

Ante Laser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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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GZHOU WEICHUANGMACHINE TOOL ACCESSORIES
MANUFACTURINGCO., LTD.



★ 如果您是专业观众
★ 如果您有急需购买的产品
★ 如果您正在为寻找供应商而烦恼
★ 如果您的行业有需要转型升级的需求
请扫码填写您的需求
我们将为您精准匹配参展商

★ 如果您是参展商
★ 已有大批采购需求发布在6G46
★ 如果您有相对应的产品
请扫上方二维码
发布您可提供的产品
我们将为您推荐有需求的观众

专业买家看过来

尽在6G46

无缝连接 商贸配对全年无休

高端激光、先进制造、

激光器与装备、智能检测、

光电材料、核心器件……

华南先进激光及加工应用技术
展览会一站式采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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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智能检测与质量控制技术 Smart Inspe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Technology

产品介绍
激光焊接多光谱传感器采用多光谱传感测量技术，激光焊接时传感器实时采集可见光辐射、激光反射及红
外热辐射信号。对待监测工艺进行实时检测，快速准确地获取焊接状态的信号通过信号采集器的处理并由
激光焊接检测分析软件对焊接质量进行自动识别。产品配置灵活，可以搭配直角式激光头、转角式激光
头、摆动焊接头、扫描振镜激光头等主流激光头。

应用行业
1.消费电子     2.新能源/电池     3.汽车工程     4.家电/电器

广州德擎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iligine Photonics Co., Ltd.          ◆展位/Booth：6H05

激光焊接多光谱传感器
The photoelectric sensor

联合光科GUOPTICS的INFINITY热电偶激光功率计
产品介绍
联合光科GUOPTICS的INFINITY热电偶激光功率计是工业和科研激光测量的理想工具。显示表头和探头均采
用全金属机身，坚固可靠；自主开发软件算法和严谨的校准溯源过程，确保了测量准确性。现有覆盖
40mW~500W的丰富探头品类可选，对于工业集成应用，有USB和RS232接口可供选择。

应用行业：医疗/生物技术     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联合光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Grand Unified Optics                  ◆展位/Booth：6E66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NINGBO YONGXIN OPTICS CO., LTD          ◆展位/Booth：6G37

NX2000工业检测显微镜
产品介绍
NX2000拥有超大的载物平台和超大的移动范围，并且移动与聚焦都能方便快捷，能够快速定位样本范围，无
论是尺寸极小的传感器还是大尺寸的晶圆，更甚至于整个液晶显示屏都能用这台工业检测显微镜进行观察。
并且具有样品和物镜保护机构，最大程度的保护脆弱的电器元件样品，也减少了后期的显微镜维护与保养
成本。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加工站

NSZ818 科研级平行光体视显微镜
产品介绍
Nexcope NSZ818 科研级平行光体视显微镜的变焦倍率比可达1 : 18，高数值孔径（NA）提供了优秀的图
像清晰度，平行光学系统提高了体视显微镜的灵活性和适用性。多方面进行结构改良，人体工程学设计，
提供卓越的用户体验。此款体视显微镜能够为尖端生命科学研究和工业测量观察提供优秀的解决方案。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NM900 科研级正置金相显微镜
产品介绍
Nexcope NM900 系列正置金相显微镜采用经过多年研究和不断改良的 NIS 无限远光学系统，具有工作距
离长，色差矫正能力强等优秀的光学品质。
人体工学设计，减少重复性操作带来的肌肉紧张及视觉疲劳，让枯燥的工作更简单、轻松。
模块化设计，可实现明场、暗场、微分干涉、荧光、偏光等观测方法。是半导体器件、FPD、电子器件、材
料、精密模具制造的质控和研究的理想工具。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展商产品介绍 | Exhibit Overview展商产品介绍 | Exhibit Overview

50

◎ 工业智能检测与质量控制技术 Smart Inspe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Technology

产品介绍
ProCutter雷神之锤是专为中国市场用户量身定制，以更好的适应性贴近实际激光加工需求。其最大亮点
是，获得专利设计的“无尘背”呈现了创新的维护理念——切割头的维护工作都可在背面进行。独特的防
尘设计延长了切割头的使用时间，减少了维护频率，为用户扫除后顾之忧。“无尘背”设计可以使加工头
受污染物的影响降至最低。

最新升级的ProCutter雷神之锤最高功率为20kW，带来更加强劲的切割体验。万瓦高功率且满功率切割，
为加工厚板带来动力支持。扩大后的调焦范围（+25mm —-40mm）,不仅带来更宽的工艺窗口，使切割调
试更加简易，而且还能提高整板切割的稳定度。尤其对当下的热点应用厚板切割带来更好的切割一致性。
千锤百炼，无坚不摧，ProCutter雷神之锤是一款专为严苛加工环境打造的智能切割头，也是一款综合性能
优秀的切割头。为激光切割用户赋能高效加工，实现降本增效。

应用行业：1.家电/电器     2.金属/钣金

普雷茨特精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Precitec Precise Technologies (Shanghai) Co., Ltd.          ◆展位/Booth：6E57

雷神之锤
PROCUTTER

产品介绍
普雷茨特CoaxPrinter首次实现了多方向送丝的增材制造加工工艺。在表面耐磨防腐蚀及清洁处理、零件修
复和3D打印领域，CoaxPrinter相比送粉熔覆工艺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光路无遮挡同轴送丝
熔覆加工头能够将丝材同轴地送到融化区域。光束轮廓是环形的，并直接聚焦到丝材和工件表面之间的交
汇区域处。因此，CoaxPrinter送丝时不会遮挡到激光光速，并且能量强度全向分布均匀预热，完全控制过
程的能量输入。其送丝本身由传感器监控，非常适合自动化制造。

送丝熔覆在增材制造应用中的优势
在各种表面耐磨或防腐蚀保护等3D打印加工应用中，送丝熔覆具有更加高效和环保的特点。高品质激光熔
覆表面的标准是：高密度，无孔隙和高垂直度的构造。此外，使用丝材熔覆不会对周围表面区域产生污
染。通过送丝熔覆，用户可以实现100％的有效材料利用率。

应用行业：1.模具/工具制造     2.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3.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产品介绍
普雷茨特LWM（Laser Welding Monitor）可实时监测焊接过程中的虚焊、间隙变化、位置偏移、离焦量、
油污等因素造成的品质差异。其原理是通过光电半导体把焊接过程中的等离子体、热辐射、背光反射等信
号数字化、量化并通过示教学习，对焊接过程中的异常实时报警。从而确保焊接品质及无不合格品流出。
产品码与LWM一一绑定关联实现产品个体追溯。非常适合新能源行业的激光焊接在线无损全检，比如连接
片、汇流排等产品。

应用行业：1.消费电子     2.新能源/电池     3.汽车工程     4.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复合式二维平台

产品介绍
复合式二维平台是二维机械导轨+空气轴承复合式运动平台，可以让客户最佳地享用机械导轨与空气轴承导
轨各自的优点。机械导轨在XY平面的高刚性以能承受较大加速度和提供极高的双向重复精度。而空气轴承
确保全行程优异的动态平面度。
该平台其采用模块化、正交性等设计理念，包含YG的MZT模块和复合式XY台模块。MZT模块集成在复合式
XY台模块之上，能实现X、Y、Z和T轴4自由度的高精度、高刚度直线和旋转运动。MZT模块的垂向采用了
独特的大行程磁浮重力补偿技术，降低了垂向电机的载荷，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垂向运动性能和寿命。复合
式XY台模块采用驱动质心匹配、柔性龙门以及轻量化设计技术，具有降低对对高精度机械导轨的偏质心冲
击，提高运动系统的可靠性和寿命的能力，并具有对Y1及Y2电机轻微平移不同步的修正功能。
该平台也可集成在YG的主动减振系统模块之上，进一步提高系统性能。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集成电路     3.医疗/生物技术

上海隐冠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Yinguan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E53

普雷茨特
CoaxPrinter

普雷茨特
L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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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主要生产范围包括：投影镜片、VR3D镜片、菲涅尔透镜、LED透镜、闪光灯透镜、医疗透镜，广泛应用于电子产品、检
测仪器、工业设备、玩具、教育、医疗、生活用品等各各方面。

The main production scope includes: projection lens, VR3D lens, Fresnel lens, LED lens, flash lens, medical 
len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electronic products, testing instruments, industrial equipment, toys, education, 
medical, household goods and other aspects.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家电/电器     8.模具/工具制造
9.照明     10.广告/印刷/制图     11.加工站     12.光学

深圳市睿光达光电有限公司
Shenzhen Ruiguangda Electro Optics Co., Ltd          ◆展位/Booth：6H16

产品介绍
VX8000系列闪测仪采用双远心高分辨率光学镜头，结合高精度图像分析算法，并融入一键闪测原理。CNC
模式下，只需按下启动键，仪器即可根据工件的形状自动定位测量对象、匹配模板、测量评价、报表生
成，真正实现一键式快速精准测量。

其优势为
1．任意摆放产品，无需夹具定位，仪器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模板，一键测量；
2．最多可同时测量512个部位；
3．支持CAD图纸导入，一键自动匹配测量；
4．CNC模式下，可快速精确地进行批量测量。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汽车工程    6.金属/钣金
7.模具/工具制造     8.玻璃/塑料/陶瓷     9.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0.光学     11.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Chotest Technology Inc.               ◆展位/Booth：6H17

产品介绍
全自动影像测量仪，采用大理石主体机台和精密伺服控制系统，实现低分贝静音级运动测量；充分发挥光学
电动变倍镜头的高精度优势，将传统影像测量与激光测量技术相结合，可以实现2.5D和3D的复合测量。
CHT/CHS/CHX系列全自动影像仪功能强大，可实现各种复杂零件的表面尺寸、轮廓、角度与位置、形位公
差等精密测量。

应用行业
1.消费电子      2.集成电路      3.新能源/电池      4.汽车工程      5.金属/钣金      6.模具/工具制造
7.玻璃/塑料/陶瓷      8.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9.光学      10.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VX8000
系列闪测仪

全自动影像测量仪

光学透镜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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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波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Booth：6G48

铌酸锂电光调制器

产品介绍
铌酸锂电光调制器主要用于光电通信、光纤传感、量子通信、冷原子等领域，主要类别有强度调制
器、相位调制器、IQ调制器，波长范围覆盖780nm-2200nm，工作带宽：DC-70GHz。

应用领域：光电通信、传感、量子、冷原子

光电探测器

产品介绍
苏州波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带宽DC-150GHz高性能光电探测器、平衡探测器，适用于光电通
信、光纤传感、激光探测、激光雷达、微波光子等领域，低噪声、高灵敏度、响应平坦等特点，同时
提供光电二极管芯片、雪崩二极管芯片、衬底解决方案。

应用领域：光通信

产品介绍
OCT光谱仪是谱域光学相干断层扫描（SD-OCT）应用中最核心的器件之一，这些光谱仪基于体相全
息光栅设计，具有超高分辨率、高成像深度、低偏振相关性、优异的相机性能，及卓越的滚降性能，
提供400-1700nm工作波长范围，非常适合于研究及OEM应用。

应用领域：光学、医疗检测、工业检测

◎ 工业智能检测与质量控制技术 Smart Inspe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Technology

产品介绍
IE：Evident各种型号的显微镜具有高超的光学特性。数码摄像头和软件结合在一起使用，可以为图像采
集、测量、报告，以及晶粒度分析、粒子分析和其它材料分析方法，创建简洁合理的工作流程和灵活高效
的解决方案。Evident还提供一种高精度测量系统，可以对电子设备和机加工部件的几何形状进行非接触式
测量。此外，Evident致力于与工程师和设备设计师紧密合作，帮助其从各种现成和定制光学器件及组件中
的进行选型，最终缩短产品开发时间。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汽车工程     5.模具/工具制造     6.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运输

仪景通光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EVIDENT(Shanghai)Co. Ltd.                ◆展位/Booth：6F65

产品介绍
内窥检测解决方案提供一系列高级、直观的功能，可以配置各种长度和直径的管道内窥镜、视频内窥镜和
纤维内窥镜，以及查看选项，具有用途广泛的特性，可以完成多种应用。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汽车工程     5.模具/工具制造     6.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RVI

Evident显微镜

OCT光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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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Lapa 系列是一款风冷全固态Nd:YAG调Q激光器，基频能量20-100mJ, 重频1-100Hz， 脉宽<10ns。
532nm/355nm/266nm可选。 产品拥有优异的长期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主要应用于LIBS，激光雷达，
面板激光修复等领域。

Lapa series is an air-cooled Nd: YAG Q-switched laser. The pulse energy is 20-100mJ@1064nm, repetition rate 
1-100Hz and pulse width <10ns.  Harmonic generator of 532nm/355nm/266nm is optional. The products have 
excellent long-term reli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which are mainly used in LIBS, LIDAR, laser repair 
and other fields.

应用行业
1.新能源/电池     2.消费电子     3.微电子/半导体     4.光学     5.照明     6.集成电路     7.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北京镭宝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Dongguan Villo Technology Inc.          ◆展位/Booth：6G05

Lapa系列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3SAE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展位/Booth：6J07 

产品介绍
3SAE的大直径光纤熔接处理平台（简称LDS 2.5）主要用于各种常规熔接设备无法满足的光纤和光器件的
加工处理。可以克服和解决当前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器件制作过程中绝大多数的熔接、切割等工艺问题和限
制。满足光纤合束器、QBH制作过程中的主要核心工艺需求。

应用行业：光学

大直径光纤熔接处理平台
Large Diameter Splicing System

产品介绍
3SAE的光纤端帽熔接平台是世界上第一台轻便型光纤端帽熔接设备。可以克服和解决当前高功率光纤激光
器器件制作过程中绝大多数的端帽熔接问题和限制。
相对于传统熔接机，增加了PentaPod专利技术的ECS拥有大范围的位置调节能力。设计和性能匹配于大批
量工业生产应用，ECS的重复性好、精度高、操作简便，能实现多种端帽的高质量高效熔接。

应用行业：光学

光纤端帽熔接平台
End Cap Splicer

产品介绍
CMS是一台理想的光纤玻璃加工处理系统，旨在生产高一致性光纤合束器和其他融合光学组件。CMS可以
完成光纤合束器制作所需要的各个加工处理步骤，包括光纤/光纤束集束，拉锥，在线切割及熔接等各个环
节。CMS是基于美国3SAE公司独有的超稳等离子加温专利技术，达到了业界最高的光学加工性能，具有处
理加工光纤器件的高稳定性，同时实现了光纤器件的高清洁度和加工效率。

应用行业：光学

特种光纤合束拉锥制备平台
Combiner Manufac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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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久渡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Jiudu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J09

产品介绍
玻璃激光腔，是激光器的重要配件，要求制作精度高。
我们目前有三种材料可供客户选择，分别是：熔石英玻璃，钐掺杂玻璃，还有掺铈石英玻璃。

Glass laser cavity  is an important accessory of laser and requires high manufacturing accuracy.
At present, we have three materials for customers to choose:  Fused quartz glass, Samarium 
doped glass, and Cerium doped quartz glass.

 应用行业：1.医疗/生物技术     2.模具/工具制造     3.玻璃/塑料/陶瓷     4.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玻璃激光腔

Glass laser cavity

南京晨锐腾晶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CRD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G47

产品介绍
南京晨锐腾晶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造可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连续满负荷工作的CR系列射频CO2
激光器应用领域包括：电子元件打标、纸张打标、陶瓷打标、玻璃打标、塑料打标、纽扣打标、雷管打
标、木材雕刻、特殊生物打标等非金属材料加工及医疗美容等领域。

 应用行业：1. 微电子/半导体     2. 消费电子     3. 集成电路     4. 新能源/电池     5. 医疗/生物技术 
6. 汽车工程     7. 家电/电器     8. 玻璃/塑料/陶瓷      9. 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0. 广告/印刷/制图
11. 光学     12.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CR系列射频CO2激光器

产品介绍
主要产品：用于Coupler的石英基板和石英圆管；用于Pigtail的毛细管；用于Collimator、Isolator 的玻璃
圆管等。

我们也可根据客户需求订制更多规格的微型毛细管或棒，根据不同尺寸有不同的公差标准，欢迎咨询。

Main Products: Quartz substrate and quartz tube for Coupler; The capillary for the Pigtail; Glass tubes used in 
Collimator, Isolator  etc.

We can also customize more specifications of micro capillary tubes or rods according to customer requirements, 
different tolerance standard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izes, welcome to consult.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集成电路     3.模具/工具制造      4.玻璃/塑料/陶瓷
5.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6.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石英和高硼硅3.3玻璃玻璃毛细管及毛细棒
Quartz and Borosilicate glass 3.3
Capillary tubes and rods

产品介绍
石英端帽，是光纤激光器件核心的重要微小零件。我司采用优质原料和特殊工艺制作，能比较好的满足客
户需求。

Quartz end cap is an important micro part of fiber laser device.
Our company uses high-quality raw materials and special processes, which can better meet customer needs.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集成电路     3.医疗/生物技术     4.模具/工具制造     5.玻璃/塑料/陶瓷
6.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7.光学     8.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石英端帽

Quartz End C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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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Nimma系列是一款灯泵浦Nd：YAG调Q纳秒激光器，可输出400-2000mJ@1064nm，重频1-10Hz。产品
的倍频单元拥有自动相位匹配功能，波长自动切换功能，大大提升了操作的便利性。此系列产品主要用于
大气激光雷达，光谱研究，PLD等领域。

Nimma series is a lamp pumped Nd:YAG Q-switched nanosecond laser, which can output 
400-2000mJ@1064nm@10Hz. The harmonic generators have automatic phase matching function and 
motorised wavelength switching function, 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convenience of operation. Nimma series 
are mainly used in atmospheric lidar, spectral research, PLD, etc.

应用行业
1.新能源/电池     2.消费电子     3.微电子/半导体     4.光学     5.照明     6.集成电路     7.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北京镭宝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Dongguan Villo Technology Inc.          ◆展位/Booth：6G05

Nimma系列

产品介绍
Tolar系列，Nd:YLF&Nd:YAG绿光纳秒激光器，单腔功率高达75W@3kHz, 双腔150W，最高重频30kHz。
产品采用工业级的结构设计，光束质量优异，主要应用于激光退火，泵浦钛宝石，粒子图像测速（PIV）等
领域。

Tolar series is Nd: YLF&Nd: YAG green nanosecond laser with high average power up to 75W@3kHz, dual head 
up to 150W. The maximum frequency is 30kHz for Nd:YAG series. The industrial grade design and excellent 
beam quality make it to be a good choice in laser annealing, pumping Ti:Sapphire,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PIV) and other fields.

应用行业
1.新能源/电池     2.消费电子     3.微电子/半导体     4.光学     5.照明     6.集成电路     7.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Tolar系列

产品介绍
1.光纤种子+固体放大技术路线，支持高脉冲能量输出；
2. 自主研发制造光纤飞秒种子源，长期稳定性好；
3.窄脉冲宽度(<700 fs)输出；
4. 定制化机型，支持更高脉冲能量和更高功率输出。

1. Optical fiber Seed + solid state amplification technology route, supporting higher pulse energy and higher 
power output.
2. Self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optical fiber femtosecond seed source, 
with good long-term stability
3. Narrow pulse width (<700 FS) output
4. Customized model, supporting higher puls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医疗/生物技术     3.玻璃/塑料/陶瓷     4.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5.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7.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北京盛镭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Superwave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F13

红外飞秒5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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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ZER系列
高功率超快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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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镭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Superwave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F13

产品介绍
● 高平均功率（>60 W）和高重复频率（6MHz）输出，
     加工效率显著；
● 光束质量好，圆度高，加工均匀性好；
● 脉冲宽度窄（<7ps），热影响小。

High average power (> 60 w) and high repetition rate (6 MHz) output, significant processing efficiency;
Good beam quality, high roundness and good processing uniformity;
The pulse width is narrow (< 7PS) and the thermal effect is small.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集成电路   3.医疗/生物技术   4.玻璃/塑料/陶瓷   5.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皮秒紫外60W

ALICE-PS系列
医疗超皮秒激光器

产品介绍
ALICE-PS系列医疗超皮秒激光器可实现：1064nm/532nm双波长，单脉冲能量>500mJ, 脉宽<300ps、重
频1-10Hz等技术指标，综合指标国际领先。

已广泛应用于皮肤科的良性色素、面部年轻化、痤疮疤痕等临床适应症的治疗。打破欧美在该领域的垄断
地位，促使国产替代加快。

应用行业：1.医疗/生物技术     2.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北京卓镭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GRACE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G27

产品介绍
BLAZER系列高功率超快激光器可实现：平均功率IR>100W, GR>60W, UV>60W、重频100-2000kHz、脉
宽<10ps等技术指标.
该系列高功率超快激光器广泛应用于该消费电子、新能源、太阳能等领域。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玻璃/塑料/陶瓷    6.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产品介绍
LAMBER系列高能量激光器可实现：能量6J～50J、重频1-10Hz、脉宽8-20ns等技术指标，在国内率先实现
可7*24小时工作的工业级稳定性。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内第一、国际领先。
高能量激光器属于美国“瓦森纳协议”明令对华禁运产品（脉冲能量＞4J），该系列激光器打破美国禁运，
实现自主化的同时出口至韩国等发达国家。
该系列高能量激光器主要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激光冲击强化、TW/PW及托克马克大科学装置及半导体
等前沿领域。

应用行业：1.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2.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LAMBER系列

高能量脉冲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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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T-smils是一个带温度实时监控的平顶光输出的激光二极管（LD）加热系统。 由“ SPOLD”激光器（即滨
松的LD照射光源系列），控制单元和测温单元组成。 T-smile适用于非金属焊接，纳米银浆烧结、锡焊、
芯片封装、玻璃封接等。 特点： 模块化设计； 内置温度监控模块：对加工点精确地温度监控； 内置通信
模块：实现整机与电脑、机械臂之间的通信； 激光器：光纤输出，30W、75W、200W、360W可选。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医疗/生物技术

T-smils LD 加热系统

滨松光子学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Hamamatsu Photonics (China) Co.,Ltd.         ◆展位/Booth：6E21

东莞市斯派特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SPT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F14

产品介绍
N30PRO+全金属封离型射频激励波导CO2激光器，功率30W，波长10.6μm/9.3μm可选。采用第三代同轴
红光技术，精准定位光路，让激光看得见。内置扩束镜（3/4/5倍可选），配合客户整体光路设计，在激光
器出厂前完成调试与安装，整合于激光器中。扩束镜组使N30Pro+在加工过程中的光束能量分布更加均
匀，可有效提升加工精度；有效提升整机装配效率，装配时间提升30%以上。同时采用智能变速风扇，随
激光器温度的变化自动调节转速。新增激光器状态指示灯，实时监测激光器运行状态。拥有可调节孔位，
无需新增支架，安装更便捷。

应用行业
1.消费电子     2.集成电路     3.医疗/生物技术     4.汽车工程     5.模具/工具制造     6.玻璃/塑料/陶瓷
7.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8.广告/印刷/制图     9.光学     10.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产品介绍
Q150全金属封离型射频激励板条波导CO2激光器，功率150W，波长10.6μm/9.3μm可选。

采用全金属封离型设计，射频激励，板条波导结构，免维护。结构紧凑，高等级防尘设计，适用多种工业
环境；

激光器集成光束整形系统，输出准基模圆对称高斯光束。

应用行业
1.消费电子     2.集成电路     3.医疗/生物技术     4.汽车工程     5.模具/工具制造     6.玻璃/塑料/陶瓷
7.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8.广告/印刷/制图     9.光学     10.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Q150 全金属封离型
射频激励板条波导CO2激光器

产品介绍
TR系列CO2红光激光管
斯派特激光是全球首家研发生产同轴红光指示CO2激光管的厂家, 红光模块设计为单独的5V直流供电, 也可
以从现有的激光电源或控制卡处获取供电。
在激光镜片校正光路过程中：可以准确目测激光的传输路径，使光路调整更精确方便，使用更安全；在激
光加工过程中：具有红光预览和红光定位的功能。

应用行业
1.消费电子     2.集成电路     3.医疗/生物技术     4.汽车工程     5.模具/工具制造     6.玻璃/塑料/陶瓷
7.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8.广告/印刷/制图     9.光学     10.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N30PRO+ 全金属封离型
射频激励波导CO2激光器

N30PRO+ 全金属封离型
射频激励波导CO2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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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智精密设备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Motionsmart Precision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E53

产品介绍
可兼容真空，超低温，强磁场等极端环境；体积小，易于集成；闭环分辨率达1nm；重复精度达50nm；提
供360度旋转，正负5度摇摆，水平移动，升降移动等不同自由度定位台。多个自由度定位台可以组成6自由
度串联结构平台。可以根据应用灵活调整方案。

应用行业：光学

产品介绍
Hexapod六自由度定位台采用六点支撑运动台面，同时运动实现目标值。最高重复精度达250nm。产品系
列包含从70mm直径微型Hexapod六自由度定位台到1300mm以上大型Hexapod六自由度定位台。最大
负载高达17t。同时六自由度定位台支持极端环境应用，超大负载应用定制。

应用行业：光学

产品介绍
最大测距达30m。目标值测量带宽达10MHz，分辨率达1pm。相对于传感器位移速度可达2m/s。支持数十轴
测量。常温常压下测量，测量精度可达±1ppm。超高紧凑体积（50×55×195mm），易于工业集成。传感器
可直接集成到机床，3坐标测量系统及半导体设备等设备上。半导体典型应用：超高精度位置追踪；动态运动
控制；平面检测-阵列探测器。科研应用，支持超低温，超高真空，强磁场等极端环境。用于同步辐射领域，
低温测量领域及高精度计量领域等。

应用行业：光学

高精度压电陶瓷电机纳米定位台

六自由度并联定位平台

产品介绍
光惠激光新一代智能风冷激光手持焊搭配光惠自主研发的“ 不怕热”的焊接头，独特的非球面光学技术，
重量比其他同类型焊接头减轻35% ，一体化的设计可以有更好的送丝效果， 焊缝完美无变形，机器可以在
-10-50 ℃正常运行，操作简单内置55组应用工艺数据包，可以根据应用场景智能化选用，彻底解决工艺摸
索问题，全 铝机身，重量仅有45kg较第一代重量减轻30%，提升了征集移动的可靠性，另外还配备了多重
安全保障，除急停按钮以为，单独安全的电路设计彻底解决了漏电的可能性，完善的售后保障，采取多渠
道全天候的售后服务让您用的安心、舒心。

应用行业
1.集成电路     2.新能源/电池     3.汽车工程     4.家电/电器     5.金属/钣金     6.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光惠（上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Booth：6F01

光惠激光新一代智能风
冷激光手持焊搭

YLPS- Weld- 150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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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red femtosecond 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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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帕科斯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PulseX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H31

产品介绍
Ablator-NUV系列紫外纳秒激光器结合了半导体泵浦激光技术与声光调制技术，高效腔内频率转换技术和
高精度温度控制技术。全系列产品按照工业级激光器要求设计，并经过温度循环和冲击振动测试，确保产
品的功率稳定性和长期可靠性。 Ablator-NUV系列激光器的典型输出波长为355nm，重复频率为
10~100kHz，脉冲宽度小于20ns，最高功率超15W。适用于非金属材料打标、增材制造和晶圆切割等领域。

产品特点
半导体端面泵，长寿命 / 基本模式点输出 / 工作重复频率范围广 / 脉宽小，峰值功率高 / 高精度温控系统

应用领域
材料标记 / 玻璃打标 / 3D打印 / 微孔钻孔 / 晶圆切割

Ablator-NUV series ultraviolet nanosecond lasers combine semiconductor pumped laser technology with 
acousto-optic modulation technology, high-efficiency intracavity frequency conversion technology and 
high-precision temperature control technology. The full range of products a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industrial-grade lasers, and have undergone temperature cycling and shock vibration tests to 
ensure the power stability and long-term reliability of the products. The typical output wavelength of 
Ablator-NUV series lasers is 355nm, the repetition frequency is 10~100kHz, the pulse width is less than 20ns, and 
the maximum power exceeds 15W. Suitable for non-metallic material marki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nd 
wafer cutting.

Features:
Semiconductor face pump, long life / Basic mode point output / Wide range of working repetition frequencies / 
Small pulse width, high peak power / High precision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Application areas:
Material marking / glass marking / 3D printing / Micro hole drilling / Wafer cutting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家电/电器     8.玻璃/塑料/陶瓷     9.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0.光学     11.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紫外纳秒激光器
UV nanosecond laser

产品介绍
Ablator-FNIR系列工业级飞秒光纤激光器，是一款久经验证、高可靠、可全天候工作的产品。激光器支持
在1030nm 波长时输出最高60W的功率，单脉冲能量>60 μJ，脉宽最小400fs，激光器内置脉冲选择器，用
于按需脉冲分频，并可实现多种Burst Mode 组合，坚固耐用的工业级设计保证产品稳定可靠。

应用领域
硬脆性材料切割、钻孔、焊接
金属材料微、高分子材料加工
复合薄膜材料加工
新能源材料加工
医疗器械制造
光纤光栅刻写加工

The Ablator-FNIR series of industrial-grade femtosecond fiber lasers is a proven, highly reliable, all-weather 
product. The laser supports output power of up to 60W at 1030nm wavelength, single pulse energy >60 μJ, 
minimum pulse width of 400fs, built-in pulse selector for on-demand pulse frequency division, and can realize 
various Burst Mode combinations.

Application areas:
Cutting, drilling, welding of hard and brittle materials
Metal material micro and polymer material processing
Composite film material processing
Fiber Bragg Grating Writing Processing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医疗/生物技术     5.汽车工程     6.家电/电器
7.玻璃/塑料/陶瓷     8.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9.光学     10.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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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全新一代Ablator-PUV 紫外皮秒激光器整机结合了光纤种子源与固体混合放大和倍频技术，采用先进的光
纤固体混合制成工艺，并经过高温老化，高低温冲击，震动实验等可靠性测试，保证产品的功率稳定性和
长期可靠性典型输出波长为355nm，可实现最高40W功率输出，最大单个脉冲能量>35uJ, 脉宽可控，在PI
膜，LCP无碳化切割，FPC开窗等领域有卓越表现；

• 材料微纳加工
• OLED模组切割
• FPC材料切割/打孔
• 复合薄膜材料加工
• 光纤光栅刻写划槽
• 半导体材料切割/划线
• 医疗器械制造

The whole new generation of Ablator-PUV UV picosecond laser combines fiber seed source and solid-state 
hybrid amplification and frequency doubling technology, adopts advanced fiber-solid hybrid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has undergone high temperature aging,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 shock, vibration experiments 
and other reliability tests. , to ensure the power stability and long-term reliability of the product. The typical 
output wavelength is 355nm, which can achieve a maximum power output of 40W, the maximum single pulse 
energy is >35uJ, and the pulse width is controllable. In the fields of PI film, LCP carbon-free cutting, FPC window-
ing, etc. have excellent performance;

• Material micro/nano processing
• OLED module cutting
• FPC material cutting/punching
• Composite film material processing
• FBG writing grooves
• Semiconductor material cutting/scribing
• Medical device manufacturing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家电/电器     8.玻璃/塑料/陶瓷     9.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0.光学     11.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紫外皮秒激光器
UV picosecond laser

广东帕科斯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PulseX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H31

产品介绍
Orientation-30-UV系列紫外飞秒激光器采用奥创自主研发的固体放大方案，强化版本的激光器可提供30W
的平均功率，脉冲宽度500fs-10ps，最大可输出200μJ的单脉冲能量，可实现50KHz~1MHz重复频率连续
可调，24小时功率波动小于等于1%，采用高效的三次谐波产生技术输出343nm紫外波长光，全系标配
burst功能，支持1-10个burst输出。

应用行业：
1. 微电子/半导体     2. 消费电子     3. 集成电路     4. 新能源/电池     5. 医疗/生物技术     6. 汽车工程     7. 玻
璃/塑料/陶瓷     8. 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9. 光学     10.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杭州奥创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ULTRON                                           ◆展位/Booth：6E21

30W紫外飞秒激光器



展商产品介绍 | Exhibit Overview

61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产品介绍
我公司现已开发出半导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等产品。欢迎来电咨询。另承接科研、医疗等多种激光器定制。

Our company has developed semiconductor laser, fiber laser and other products. Welcome to 
inquire. In addition to
undertake scientific research, medical and other laser
customization.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集成电路     3.医疗/生物技术     4.光学     5.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合肥玉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efei Yuzhuo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F36

产品介绍
本产品为智能半导体激光电源，可应用于半导体激光器、光纤激光器等多种类型激光器的驱动及控制。产品
包含6路*10-15A独立恒流输出，单模块功率不低于3.6KW，支持级联扩展功率；拥有多重保护和管理，确
保激光器安全运行；支持连续、脉冲、调Q、MOPA等多种工作模式，输出电流品质好；提供了丰富的外设
接口；支持多种操作方式；仅需风冷。此外，产品还拥有多项特色功能：1.拥有物联网功能，支持远程查看
设备信息、异常报警等功能。2.带有触摸屏的嵌入式智能控制终端，人机交互体验更好，还可作为激光器或
激光设备整机的控制终端。3.支持动力电池供电，能够在较大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均保持输出稳定，包含了电
池管理功能。

This product is intelligent semiconductor laser power supply, can be applied to semiconductor laser, fiber laser 
and other types of laser drive and control. The product contains 6 channels *10-15A independent
constant-current outputs, the power of a single module is not less than 3.6KW, and the power can be expanded 
in cascades. With multipl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the laser;
Support continuous, pulse, Q switch, MOPA and other working modes, the output current quality is good; 
Provides a rich peripheral interface;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医疗/生物技术     3.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智能半导体激光电源
Intelligent semiconductor

laser power supply

产品介绍
大科激光通过独特的光路设计和工艺处理，抑制了横向模式不稳定和受激拉曼散射，实现了2.2kW纯单模
（M²<1.1，接近衍射极限）输出，能量传输光纤（芯径为14μm，NA为0.07）长度达到7m，拉曼抑制比优
于-35dB。这一系列突破，奠定了天狼星系列激光器（Sirius-1000W~4000W）的技术基础。相比20μm芯
径，14μm芯径光纤输出的单模激光对应的焦点光斑面积缩小了51%，功率密度提升1倍，从而实现在较低输
出功率下熔化铜铝等高反射率金属，不仅大幅降低生产能耗，还在提升生产效率同时缩小焊接中的热影响
区，从而减少熔池飞溅和降低焊缝缺陷率。

湖南大科激光有限公司
Hunan DK Laser Co., Ltd            ◆展位/Booth：6F09

天狼星系列光纤激光器

半导体/光纤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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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Sunlite连续光纤激光器的输出功率范围为100W至2000 W，具有工作波长范围广、单模和多模可选、低振
幅噪声、高稳定性以及泵浦二极管使用寿命长等诸多特点。 全新设计的电子系统可实现控制功能扩展。激
光器可搭配多种光纤终端或准直光学器件。

Sunlite CW fiber lasers offer an output power range of 100W to 2000 W and offer a wide operating wavelength 
range, singlemode and multimode options, low amplitude noise, high stability, and long pump diode lifetime. 
The newly designed electronic system enables the expansion of control functions. Lasers can be paired with a 
variety of fiber termination or collimation optics.

应用行业：光学

吉林省永利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Jilin Yongli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G25

光纤激光器

产品介绍
采用全金属化结构，具有体积小、全封闭、免维护、输出光束质量高、输出功率方便可调、功率稳定性优
异、运行可靠性高等优点，具有极长的使用寿命，非常适合工业化连续作业。

It adopts all-metallized structure,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small size, fully enclosed, maintenance-free, high 
output beam quality, convenient and adjustable output power, excellent power stability, high operational 
reliability, etc., and has an extremely long service life, which is very suitable for industrial continuous operation.

应用行业：光学射频激光器

产品介绍
遵循“Less is More”的产品理念，凯普林推出了全球首款抽屉式12000W光纤激光器，该款产品采用第四
代泵浦源技术，整机光电转化效率高达40%以上；选用稳定可靠的强制水循环热控管理方案，冷却系统进
一步优化设计；高质量电子器件的选择确保激光器的驱动及控制的高可靠性；系统采用多重抗高反结构设
计，能够有效消除回返光95%以上，实现高反材料的稳定加工，能够广泛应用于切割、焊接、熔覆、清
洗、精密加工等多个领域。

应用行业：1.汽车工程     2.金属/钣金

50W红外飞秒激光器

产品介绍
Spinel系列红外飞秒为公司新推出的主打高脉冲能量的产品，在实现高功率和高能量的同时，还能免维护稳
定工作7*24h。Spinel系列采用光纤与固体混合放大技术，最高可实现50W功率和500uj脉冲能量，并且，
结合公司研发的独特倍频技术，最高可实现15W紫外或20W绿光飞秒激光器的参数输出。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凯普林光电
BWT                                                ◆展位/Booth：6G21

闪电12000W光纤激光器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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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LDFC-30是一款便携式大芯径光纤切割刀，切割刀采用3300mAh锂电池供电,具备超长的续航能力，并支持
快充协议。最大支持直径为300um的光纤切割。体积小巧、移动方便，操作简单，重复性好，具备刀头校
准和切割记数等功能。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新能源/电池     4.医疗/生物技术     5.光学

康克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COMKER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展位/Booth：6G26

产品介绍
LDFC-150大芯径光纤切割刀可用于包层直径为80～1000um光纤或石英管切割，通过设置相应的拉力，刀
片推进触碰光纤实现光纤的切割。触摸屏控制操作简单，用户可根据光纤直径选择相应的程序，也可以自
行编辑切割程序，重复性好，具备刀头校准功能。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集成电路     3.新能源/电池     4.医疗/生物技术     5.光学
LDFC-150大芯径光纤切割刀

产品介绍
Tecdia的主要产品单层陶瓷电容具有出色的封装性、信赖性和高频率特性。我们以丰富的产品阵容和定
制生产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供应。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集成电路     3.医疗/生物技术     4.汽车工程     5.玻璃/塑料/陶瓷
6.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7.光学     8.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9.商贸

科钻（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Tecdia Co.,Ltd.Shanghai               ◆展位/Booth：6H15

单层陶瓷电容

产品介绍
在原本的高精密点胶针头（ARQUE）的基础上，推出了针对于量产客户，可以控制成本减轻量产压力的
「ARQUE・SELECT」，面向研究开发用的「ARQUE・PREMIUM」。此外，专注于精密加工的Tecdia可
广泛对应各类需求。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玻璃/塑料/陶瓷     3.光学     4.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5.商贸
高精密点胶针头

ARQUE·PREMIUM

产品介绍
Tecdia最初是一家金刚石批发商。之后，我们建立了金刚石抛光技术和焊接技术，成为世界领先的金刚
石工具制造和销售公司之一。我们提供使用利用蓝宝石、GaN等硬质材料，应用于切削工程的划线工
具，以及用于制造晶体器件的金刚石收纳夹爪。

应用领域
1.微电子/半导体     2.医疗/生物技术     3.汽车工程     4.模具/工具制造     5.玻璃/塑料/陶瓷
6.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7.光学     8.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9.商贸金刚石划线工具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LDFC-30



展商产品介绍 | Exhibit Overview展商产品介绍 | Exhibit Overview

64

产品介绍
CARBIDE系列激光器产品：190fs-20ps连续可调脉宽、最大单脉冲能量达2mJ、最高输出功率80W、单脉
冲-2MHz可调重复频率、具备科研模块接口、具有风冷型号、具备脉冲选择器功能（可按需输出脉冲）、
可搭配LC特有BiBurst功能、可搭配可搭配谐波发生器（最高可达四倍频）。

应用行业：消费电子

来特激光（深圳）有限公司
LIGHT CONVERSION                     ◆展位/Booth：6F31

CARBIDE系列激光器

产品介绍
PHAROS系列激光器产品：100fs-20ps连续可调脉宽、最大单脉冲能量达4mJ、最高输出功率20W、单脉
冲-1MHz可调重复频率、具备载波包络稳定功能、外部信号锁定振荡器频率、外部信号锁定振荡器频率、
具备脉冲选择器功能（可根据需求分频）、可搭配LC特有BiBurst功能、可搭配谐波发生器
（最高可达五倍频）。

应用行业：消费电子PHAROS系列激光器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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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ami HP高功率飞秒激光器锁模飞秒光纤激光器Onefive(NKT Photonics)可发出变换极限脉冲，在保证
高功率输出条件下脉冲宽度可达70 fs。该激光平台可在40 MHz以上重复频率下达到4W平均功率。激光器
采用自由空间输出，可提供衍射极限输出光束质量和良好的指向稳定性。Origami HP波长覆盖红外、绿色
和紫外波段。Origami HP无需维护、结构紧凑、采用防尘OEM封装，可保证高重复性和24/7操作。
主要应用在医疗器械制造、飞秒精细加工、玻璃切割和钻孔、陶瓷钻孔和划线以及多光子显微镜等领域。
Origami HP is an industrial-grade, cost-effective femtosecond laser that emits transform-limited pulses down to 
70 fs duration at high power levels. This laser platform is available at repetition rates above 40 MHz and power 
levels up to 4 W. The free-space output provides diffraction-limited beam quality and excellent pointing stabili-
ty. Origami HP is available in infrared, green and UV models. Origami HP is a maintenance-free laser module 
which comes in a compact, dust-sealed OEM package. It guarantees high repeatability and 24/7 operation.

应用行业：1.光学     2.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飞秒激光器
Origami HP

产品介绍

LZM-125系列采用CO2激光作为热源进行光纤处理，确保了加工的高重复性及设备的低维护率，消除了电
极或钨丝放电系统的高维护率及不稳定特性。CO2激光加热也有效地杜绝了由于电极或钨丝加热对光纤表
面的污染。作为非常清洁的加热源，处理后的光纤表面没有任何的污染物，更适应超高功率光纤激光的产
生及传输系统。典型的CO2激光器功率稳定性在±5%，藤仓公司采用其专利自反馈技术，使得CO2激光器
长时间输出功率稳定性在±0.5%之内，满足光纤熔融拉锥。

主要应用在高功率光纤激光器、放大器、光无源器件以及光纤微加工等范围。

The LAZERMaster LZM-125 Series is a splicing and glass processing system that uses a CO2 laser heat source to 
perform splicing, tapering (to create MFAs), lensing, or other glass shaping operations with glass diameters
of 2.3 mm or less. The high resolution optical analysis system works in conjunction with on-board firmware for 
fully automatic splicing, tapering and other glass shaping processes.

应用行业：1.光学     2.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LUSTER LightTech Co., LTD.       ◆展位/Booth：6F27

激光熔接系统LZM-125系列
LAZERMaster_LZM-125 Series

产品介绍
Teraxion公司的PowerSpectrum™RSS（拉曼散射抑制器）基于光纤布拉格光栅，能够在不影响信号强度
和质量的情况下，在一个大的带宽范围内将受激拉曼散射波长衰减提高20 dB以上。RSS可便捷地集成到千
瓦级高功率连续波光纤激光器系统中，大大降低受激拉曼散射效应，有助于大幅度地增加激光的有效输出
功率，同时提高对后向反射的抗扰度。

Manufacturers can now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output power of their lasers by reducing SRS Stimulated 
Raman Scattering. The PowerSpectrum RSS cleverly guides SRS through the cladding of the fiber while it can 
finally be safely extracted out of the laser.

应用行业：1.光学     2.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光纤激光器件-受激拉曼抑制器RSS
RSS Raman Scattering Suppressor

产品介绍
罗根激光PIV系列高功率绿光激光器采用先进的谐振腔设计及领先的腔内倍频技术，具有超高光电转换效
率，极高的能效转换。激光器在全工作频率段保持优异的光束质量和激光脉宽的同时保证超高的平均功率
输出满足高效的精细加工效率要求，高频下窄脉宽的能极大的降低加工热影响，提升工业加工效率。PIV系
列高功率绿光激光器具有极佳的工业级可靠性，适用于各种复杂的精密加工场景并同时拥有极具高性价比
的使用成本。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新能源/电池     4.玻璃/塑料/陶瓷     5.光学

罗根激光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LOGAN laser technology (Wuhan) Co.Ltd.         ◆展位/Booth：6H09

罗根激光PIV系列
高功率绿光激光器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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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诺派激光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Blade系列1微米皮秒锁模光纤种子源，可输出5-60ps脉宽，频率范围
20-80MHz，平均功率>70mW的皮秒脉冲。

Blade系列光纤种子源基于可饱和吸收体被动锁模和保偏光纤的振荡器，采用诺派激光自有光开关封装技
术，集成了诺派特有的“Smart-Lock”制造工艺和诊断技术，保证稳定性和可靠性。产品具有TTL同步输
出和I/O状态输出端口，支持上位机远端控制，一键开机，结构紧凑免维护。

Blade系列皮秒光纤种子源专用于工业皮秒激光功率放大，可完全胜任7天24小时连续工作的工业场合以及
其它商用场合。
Blade series 1um picosecond mode-locked fiber seed laser is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solely by NPI Lasers. 
The seed has pulse width of 5-60 ps Optional, repetition rate selectable between 20-80 MHz, 
and average power >75mW.

Blade series 1um picosecond mode-locked fiber seed laser adopts a SESAM based oscillator structure with PM 
fiber. It uses NPI Lasers' own optical switch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integrates NPI Lasers' unique 
"Smart-Lock" process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technologies to ensur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The laser has 
synchronous output via TTL port and DB9 connector is available for I/O control; it also supports remote control 
from PC. The laser is equipped with one button power switch, and is compact and maintenance-free.

Blade series 1um picosecond mode-locked fiber seed laser is designed for SSL picosecond laser power
amplification. It is suitable for any round-the-clock industrial use cases and other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应用行业：1.消费电子     2.光学     3.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4.商贸

诺派激光
NPI Lasers Co.,Ltd                       ◆展位/Booth：6G28

Blade系列1微米
皮秒锁模光纤种子源
Blade series 1um

picosecond mode-locked
fiber seed laser

产品介绍
PowerWave 2000是诺派激光自主研发的高功率2微米连续光纤激光器。

可输出波长范围1900nm-2050nm，线宽<1nm，功率可达功率可达50-70W的单模连续激光，具有接近衍
射极限的高光束质量M²<1.2。 PowerWave 2000适用于PMMA，PC/ABS等用于生物医疗领域的透明塑料
材料的焊接，也可作为科研领域中红外激光的泵浦光源。
PowerWave 2000 is a high-power 2000nm CW fiber laser developed NPI Lasers. The laser has an operating 
wavelength range of 1900nm~2050nm, single-mode output with CW output power of up to 30W. It has an 
excellent near diffraction limit beam.

PowerWave 2000 is an ideal choice for transparent plastic welding using materials such as PMMA and PC/AB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It can also be used as the pump source for MIR laser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医疗/生物技术     4.光学     5.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6.商贸

PowerWave 2000
2 微米高功率连续光纤激光器

产品介绍

Rainbow 1550 OEM是一款在Rainbow 1550标准版基础上研发的小型化结构的版本，光路及电路结构高
度集成化、紧凑便携，特别适用于工业或者OEM商用系统集成用户。 Rainbow 1550 OEM具备灵活的性能
参数选择范围，典型输出波长为1560±10 nm，重复频率范围80MHz，脉冲宽度低至80 fs以下。 Rainbow 
1550 OEM也可选配倍频模块，输出780nm超短脉冲激光。 Rainbow 1550 OEM适用于时域太赫兹谱产
生、非线性光学、量子光学、谐波成像、双光子聚合等领域。
Rainbow 1550 OEM is a miniaturized version of Rainbow 1550 Pro. The laser is highly compact and is specially 
developed for oem integration, such as commercial THz instrumentation. It is also popular with photonics labs 
as a general-purpose ultrafast source.

Rainbow 1550 OEM has flexible parameters upon user requests. The laser operates at a wavelength of 
1560±10nm, and has pulse width of ≤80fs, repetition rate of 80MHz and an average power up to 200mW. The 
laser can couple with our high-performance frequency-doubling module for 780nm output.

Rainbow 1550 OEM is ideal for applications such as THz-TDS (time-domain terahertz generation), SHG/THG 
imaging and multi-photon imaging. It can meet a broad range of R&D requirements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医疗/生物技术     4.光学     5.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6.商贸

Rainbow 1550 OEM
1.5微米超快光纤激光器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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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D35封离型射频波导二氧化碳激光器，折叠波导结构的设计使其具有更小的体积和更好的光束质量，软金属
的密封方式使其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这两款激光器广泛应用在非金属的打标切割等领域，在医疗美容行
业也有不错的表现。

应用行业：1.消费电子     2.医疗/生物技术     3.玻璃/塑料/陶瓷

山西大威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Booth：6H25

产品介绍
D60封离型射频波导二氧化碳激光器，折叠波导结构的设计使其具有更小的体积和更好的光束质量，软金属
的密封方式使其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这两款激光器广泛应用在非金属的打标切割等领域，在医疗美容行
业也有不错的表现。

应用行业：1.消费电子     2.医疗/生物技术     3.玻璃/塑料/陶瓷
D60

产品介绍
DY5是一款全固态紫外激光器，该机型输出波长为355nm，其特点是波长短、能量集中、分辨率高。在加
工金属或者非金属材料时紫外激光是通过直接破坏连接物质原子组分的化学键，这种将物质分离成原子的
过程是一个“冷”过程，不产生对外围加热。

应用行业：微电子/半导体

产品介绍
GPA-1550-12型超小型光纤放大器是基于STM32框架的C波段单通道光纤放大器，具备功率、温度以及串
口通信功能。其外形尺寸仅为50x50x10mm，最高饱和输出23dBm。优秀的结构及功耗参数使其能更好的
应用于空间和功耗受到严格约束的场合。超小型光纤放大器可以配置为前置放大器、线路放大器以及功率
放大器。针对100G网络的应用，超小型光纤放大器提供了出色的带宽及噪声性能，同时快速瞬态抑制电路
保证了输入功率快速变化时，放大器能够稳定输出。

应用行业：1.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2.光学     3.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
The 23rd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展位/Booth：6E35

GPA-1550-12型
超小型光纤放大器

产品介绍
星载低噪声及星载大功率光纤放大器基于STM32框架具备功率、温度及串口通信功能。模块尺寸70(120)x-
150x19mm,采用2级放大的光学方案，保证噪声系数的同时最高饱和输出达到36dBm.可配合客户定制开发
并生产低轨、中轨、高轨环境的星载通信环境应用产品。增益平坦控制技术保证其在WDM系统中优秀的增
益均衡能力，为长距离传输系统及节点系统中骨干网络的建设提供更经济的解决方案。

应用行业：1.医疗/生物技术     2.汽车工程     3.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4.光学     5.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星载低噪声及
星载大功率光纤放大器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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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博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Feibo Laser Technologies Co., Ltd.         ◆展位/Booth：6E31

产品介绍
20kW长光缆（40米）光纤激光器采用特殊的激光结构设计和拉曼抑制技术，实现满功率20kW、100μm纤
芯的光纤输出铠甲长度40m，拉曼抑制比≥35dB，整机的拉曼抑制达到国内一流的水平，整机的可靠性更
高，更长的铠甲更有利于拓宽更多应用场景，是国内唯一实现40m长100μm光缆输出的20kW光纤激光
器，BPP控制一致性高，激光器工艺参数稳定，产品更可靠。是大幅面龙门机床的黄金组合，主要用于切
割、焊接、熔覆、3D打印、烧结、表面处理等。同时，飞博激光出色的非线性抑制技术可以使得输出光中
心波长在1080±10nm，相关光学器件镀较少层数的增透膜即可满足需求，降低了镀膜难度，高度适配光学
器件，大大提高了光学器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一步提升了激光加工的效率。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家电/电器     8.金属/钣金     9.模具/工具制造     10.玻璃/塑料/陶瓷      11.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2.广告/印刷/制图     13.加工站     14.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产品介绍
PAM 系列光纤激光器是飞博2021年推出的最新款输出能量及光斑可调激光器，其中PAM20kW是国内首台
实现20kW激光功率输出的点环光纤激光器。该激光器点环能量可调，光束任意组合，内控+外控两种控制
模式，灵活可控；中心和外环功率动态实时调节，同时支持外部双模拟量调节，并且串扰小（≤5%），实
现高质量、高速、均匀焊接；自研高性能合束模块，插损小、低发热高稳定；准连续工作重复频率最高
10kHz，激光脉冲波形时域控制，激光“起刀和收尾”更贴合应用。匙孔更大更稳定，更好地抑制焊接时
飞溅的产生，实现工件不返工，节省时间，降低运行成本，提升效率、焊接质量、适应性及多样性。可满
足新能源行业中的车身、动力电池等高速、高质量焊接需求。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家电/电器     8.金属/钣金     9.模具/工具制造     10.玻璃/塑料/陶瓷      11.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2.广告/印刷/制图     13.加工站     14.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产品介绍
PreciCut系列是飞博在2014年推出的准连续光纤激光器，连续、脉冲两种工作模式可选，脉冲能量稳定性
和重复性高，光学弛豫振荡抑制，使实际输出光波型完美契合实际需求。预设多种波形，可存储64组，自
定义波形编辑最高1024个点，最小编辑时间单位1μs，且支持Excel波形导入。光束质量优异、功率更加稳
定，焊接效率更高；以太网接口的增加更方便组网和远程控制。光斑小，热变形小，精密零件焊接更精
准；多种材料实现快速、质优、高效精细加工；调制频率最高达100kHz，可满足客户特殊应用领域需求，
应用领域涉及3C电子产品、动力电池行业精密切割、焊接，太阳能光伏电池切割、开槽、划片，医疗精密
配件焊接，陶瓷划片、精密切割等。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家电/电器     8.金属/钣金     9.模具/工具制造     10.玻璃/塑料/陶瓷      11.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2.广告/印刷/制图     13.加工站     14.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产品介绍
飞博激光2018年9月推出的单腔3000W连续光纤激光器，国内首创的环形光斑技术，带来卓越切割效果和
速度。可切割碳钢厚度可达25mm，速度可达0.55m/min。薄板切割速度提升20%-50%，25mm碳钢板
切割端面粗糙度减小30%以上。采用50μm芯径光纤，单光学模块设计，可靠性更高，体积小，运输安装简
便，为市场带来更高附加值的用户体验。同时加入穿孔增强技术，穿孔效率可提升近40%。轻松应对高反
材料加工。应用广泛，适用于钣金、管材、精密切割，机箱机柜，广告灯箱，卫浴、厨具，小家电，小五
金等。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家电/电器     8.金属/钣金     9.模具/工具制造     10.玻璃/塑料/陶瓷      11.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2.广告/印刷/制图     13.加工站     14.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20kW长光缆（40米）
光纤激光器

PAM点环能量可调
光纤激光器

PreciCut系列光纤激光器

单腔3000W连续光纤激光器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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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博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Feibo Laser Technologies Co., Ltd.         ◆展位/Booth：6E31

产品介绍
手持焊专用光纤激光器是针对焊接市场研发设计的激光器。电光转换效率大于40%，节能稳定。
可搭配10米输出光缆，操作更加灵活。配备的输出头轻而短，且小巧，节省更多集成空间。速度快效率
高，焊接能力强。无耗材，焊缝光滑细腻，不易变形。操作灵活、简便，可满足多角度、多位置焊接。适
用于电梯、门窗护栏、电子元器件等焊接应用。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家电/电器     8.金属/钣金     9.模具/工具制造     10.玻璃/塑料/陶瓷      11.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2.广告/印刷/制图     13.加工站     14.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手持焊专用光纤激光器

产品介绍
是快速搭建碟片激光器的理想组件，灵活的选项及多样的参数调整非常适合试验或原型机的测试。

应用行业：1.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2.商贸

上海灏克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HOCH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F33

产品介绍
BLS耦合器可将1.5至5mm直径的单模超快激光束耦合进入空芯光缆进行柔性化传输，可选配主动稳定系
统，补偿原始激光指向性漂移和系统机械振动，保证了工业化应用的长期稳定性。

应用行业：1.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2.商贸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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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瑞丰恒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RFH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H01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产品介绍
深圳瑞丰恒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生产S9-532系列水冷式绿光半导体泵浦脉冲固体
激光器功率5W/10W。专门为激光打标机，精密切割机，精密钻孔机，激光剥线机，
玻璃内雕机而设计

S9 series green DPSS laser, developed and produced by RFH, covers 5w/10w in laser power 
with short pulse width (<14ns@30K) ,superior beam quality (M²<1.2) and perfect laser spot 
quality (beam circularity >90%). It is particularly suitable for drilling and scribing in ceram-
ics, marking, cutting and drilling in glass & wafer and surface treatment in most of the 
metal and non-metal materials.

应用行业：微电子/半导体

S9-532系列水冷式绿光半导体泵浦脉冲固体激光器
S9 series green DPSS

产品介绍
S9-Y系列紫外固体激光器一体机采用内置电源集成模式，体积小巧，方便移动。精密结
构设计，出光更稳定。用户无需做大光路，可极大地降低成本，节省空间，轻便安装于
飞行打标设备领域。S9紫外激光器腔体结构比同类产品更稳定，扩展性更强。同一种腔
体，可以产生多种功率的激光，而不同功率段的稳定性均有大幅提升。

S9-Y series solid state pulsed UV laser is ultra compact. The whole part of power supply is 
integrated into the laser head. This makes the size of the laser more smaller, and the 
integration into a system more easier and convenient. S9-Y series is of short pulse width
(<12ns@30k)，superior beam quality(M²<1.2) and perfect laser sport quality(beam circular-
ity>90%).

应用行业：微电子/半导体

S9-Y系列紫外固体激光器
S9-Y series solid state pulsed UV laser

产品介绍
根据市场发展需求，深圳瑞丰恒激光技术有限公司新推出的S9系列激光器包括水冷式和
风冷式。S9系列与同类型产品相比，体积更小巧，设计更精致，出光更稳定。小而巧的
设计，意味着用户无需做大光路，可极大地降低成本，节省空间，轻便安装于飞行打标
设备。S9紫外激光器不仅体积小巧，而且腔体结构比同类产品更稳定，扩展性更强。同
一种腔体，可以产生多种功率的激光，而不同功率段的稳定性均有大幅提升

To meet the market demand, RFH newly developed S9 series UV laser in 2020. Comparing 
with its kinds, S9 series UV laser features with rugged sealed cavity, extremely compact 
size, simple and robust, high stability, high efficiency, high reliability and excellent laser 
beam quality.Its compact design suggests no necessity in building big light path, which 
greatly reduces space and cost and makes it easy to be installed into UV laser marking 
machines. In addition, S9 series cavity structure is more stability and more excellent 
scalability, which means the same laser cavity can be produces multi-power lasers , and 
the stability of different power ranges is greatly improved

应用行业：微电子/半导体
S9系列激光器

S9 series UV 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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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MFSC 300W 3D 打印单模连续光纤激光器，基于模块化设计，拥有极佳的光束质量和极高的稳定性。激光
功率连续可调，采用光纤配 QBH/QCS头输出，可配合激光加工头与机器人、机床等进行系统集成，广泛应
用于3D 打印、精细切割、薄板焊接、3C 焊接。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医疗/生物技术     4.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5.光学
6.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MFSC 300W
3D打印单模连续光纤激光器

MFMC 30000W-40000W
多模连续光纤激光器

产品介绍
MFMC 30000W-40000W 多模连续光纤激光器是一款电光转换效率高、光斑能量分布均匀（近平顶型）、
免维护的高功率光纤激光器，主要应用于新能源、3C、电力等行业使用的铜、铝及其合金材料的金属切
割、焊接及熔覆等工业加工领域的各类工艺。

应用行业
1.新能源/电池     2.汽车工程     3.家电/电器     4.金属/钣金     5.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6.光学
7.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Maxphotonics Co.,Ltd.              ◆展位/Booth：6E09

产品介绍
MFSC 10000W~12000W 单模块连续光纤激光器是一款电光转换效率高、体积紧凑、光束质量好、免维护
的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兼顾薄板的高速切割与中厚板的亮面切割，大大提高穿孔、切割、焊接等工艺质
量，广泛应用于激光切割、激光焊接、激光熔覆、激光钎焊、激光表面热处理等。

应用行业
1.新能源/电池     2.汽车工程     3.家电/电器     4.金属/钣金     5.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6.光学
7.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MFSC 10000W~12000W
单模块连续光纤激光器

产品介绍
非球面透镜是从中心到边缘之曲率连续发生变化，曲率半径随着中心轴而变化，用以改进光学品质，这有
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多透镜光学配件中的透镜数量，降低镜头的生产成本。非球面透镜相对于球面透镜具
有独特的优势，用于修正球差有很大优势，因此在光学仪器、聚焦成像、光电子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新能源/电池

深圳市鼎鑫盛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DXS Optics Ltd.                            ◆展位/Booth：6G31

非球面透镜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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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分光镜(片)可以让激光/影像/光源的光一分为二, 指定特定的波段的穿透反射, 在光路 中起到分离光源能量和
改变光路方向的作用，结构设计比较简单，光吸收小，分光 后光损耗小等优点，平坦的全介质膜分光比和
背面有30弧分的楔面以及超好的增透减反效应，确保不重影和杂散光出现。广泛在显微成像、机器视觉、
激光分束、3D合成领域得到良好的应用。

我公司在高损伤阈值以及高难度光谱特性薄膜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程经验，具有较强的研
发能力，能帮助需求严苛的激光光学应用实现可能达到的最高性能。

应用行业
1.消费电子     2.医疗/生物技术     3.汽车工程     4.家电/电器     5.玻璃/塑料/陶瓷
6.照明     7.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8.加工站     9.光学

深圳市赓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Gengxu Photonic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H22

分光镜(片)

产品介绍

激光保护镜片是激光设备常用配件，激光保护镜片主要作用是阻挡杂物飞溅，防止飞溅物损伤镜头。我们
采用优质石英晶体基片经切割、打磨、抛光等多道工序精细加工，耐高温、抗激光性强。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医疗/生物技术     3.玻璃/塑料/陶瓷     4.光学

激光保护镜片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医疗/生物技术
4.模具/工具制造     5.玻璃/塑料/陶瓷     6.照明
7.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8.加工站     9.光学

产品介绍:
扫描透镜又称场镜，平场聚焦镜或线性镜头，它的像高等于焦距乘以扫描角。扫描透镜是将激光束分散到
扫描区域或工作上的多个点，将激光束在整个打标平面内形成大小均匀的聚焦光斑。

F-theta lens is also called flat field focusing lens or the linear lens. Its image height is equal to the focal length 
multiplied by the scan angle. They deliver a focused spot to many points on a scan field or work piece.

应用行业：光学
扫描透镜

F-theta lens

深圳市晶格子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ub-lattice Optic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J25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激光反射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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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元件

产品介绍
体积下，重量轻，应用于大幅面金属雕刻，高峰值功率，实现金属标刻。

small in volume and light in weight. It is used for large size metal marking. Because of high peak power to 
achieve metal marking.

应用行业：消费电子

深圳市光缘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Booth：6H45

产品介绍
体积小，重量轻，广泛应用于mini打标机等民用行业，可实现金属、塑料、电子元器件等材料的标刻。

It is small in size and light in weight, and is widely used in civilian industries such as mini marking machines. It 
can marking materials such as metals, plastics, electronic components, etc.

应用行业：消费电子

产品介绍
体积小，重量轻，广泛应用于mini紫外打标机、医疗打标等行业，无水冷，方便易携带。

small size, light weight, widely used in mini UV marking machine, medical marking and other industries, no 
water cooling, easy to carry.

应用行业：消费电子

产品介绍
麓邦为广大光学行业科研客户提供偏振光学元件，透镜，反射镜，分束镜，滤光片，棱镜，窗口片，散射
片，测试靶，光纤等光学元件。

应用行业
1.消费电子     2.医疗/生物技术     3.家电/电器     4.玻璃/塑料/陶瓷
5.照明     6.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7.光学     8.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深圳市麓邦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LUB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H36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2W定焦激光器
2W focus infrared laser

2W端泵固体激光器
2W Solid State Q

-switched Pulse Laser

3W风冷紫外激光器
3W air-cooled UV 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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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本激光器包括105um、135um、200um等多种不同光纤芯径输出，激光功率涵盖几十瓦到千瓦，输出波长涵
盖400nm至1000nm，具备多单管耦合、高可靠性、防反射保护、高光电转化率、波长覆盖范围广等特性。

星汉激光光纤耦合半导体激光器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加工、精密加工、医疗美容、科学研究、传感检测、安
防照明等领域

Xinghan laser fiber coupled semiconductor lasers include 105um, 135um, 200um and other fiber core diameter 
outputs. The laser power covers tens of watts to kilowatts, and the output wavelength covers 400nm to 1000nm.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single tube coupling, high reliability, anti reflection protection, high 
photoelectric conversion, and wide wavelength coverage.

Xinghan laser fiber coupled semiconductor laser is widely used in industrial processing, precision processing, 
medical beauty, scientific research, sensor detection, security lighting and other fields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新能源/电池

深圳市星汉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Xing Han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G13

产品介绍

高功率LCOS空间光调制器 SLM-300

Santec空间光调制器(SLM)基于反射式硅基液晶(LCOS)微显示技术。SLM-300是一款高功率的空间光调制
器,能达到CW 200 Watts。和常规款SLM-200相比，100倍的高功率。

【特点】
高功率，耐用， LCOS型 SLM
高相位分辨率 10-bit (1024) 灰度级
超低相位噪 ~0.003πrad.(Typ.)

【应用】
激光加工 / 3D 打印 / IC 调节

High-Power LCOS Spatial Light Modulator SLM-300

Our spatial light modulator (SLM) is based on reflective 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 (LCOS) micro-display technology. 
The SLM-300 high-power model holds the world record for high-power durability up to CW 200 Watts. The 
SLM-300 has 100 times higher power durability when compared with Santec’s conventional SLM product, the 
SLM-200.

【Features】
High Power-durable LCOS based SLM
High Phase Resolution 10-bit (1024) Gray Level
Ultra Low Phase Noise ~0.003πrad.(Typ.)

【Application】
Laser processing / 3D printing / IC trimming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集成电路    3.汽车工程    4.模具/工具制造    5.光学    6.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圣德科（上海）光通信有限公司
Santec Corporation                    ◆展位/Booth：6G52

高速LCOS空间光调制器 SLM-300
High-Speed LCOS Spatial Light

Modulator SLM-300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星汉激光光纤耦合半导体激光器
Xinghan laser fiber coupled

semiconductor la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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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高速LCOS空间光调制器 SLM-210

SLM-210采用了Santec 第二代液晶LCOS (Liquid Crystal on Silicon)技术，是一款高性能的空间光调制
器。该型号大幅度提升了LCOS的响应速度。

SLM-210响应速度小于10ms，同比Santec以往型号提20倍以上，将显著改善光学应用性能，如波前校
正、激光加工光束整形、生物传感和量子计算等。

【产品特点】
响应时间（典型值 6 ms），（A款）
WUXGA （1920 x 1200）
记忆存储功能
触发输入和输出
坚固耐用的长FPC

【用途】
全息摄影 / 波前校正 / 波束控制 / 生物传感 / 量子计算 / 脉冲/光束整形 / 可编程相位模式

High-Speed LCOS Spatial Light Modulator SLM-210

Santec SLM-210 is high speed model with significantly improved response speed as a high performance product 
which uses its second generation LCOS technology. SLM-210 is a LCOS-SLM with a response time of less than 10 
ms, which is more than 20 times faster than the conventional LCOS-SLM and it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performance in optical
applications such as wavefront correction, optical beam shaping for laser processing, biosensing and quantum 
computing.

【Features】
Response time typ. 6 ms, (Type A)
WUXGA (1920 x 1200)
Memory function
Triggers-input & output
Robust long FPC

【Application】
Holography / Wavefront correction / Beam steering / Biosensing / Quantum computing
Pulse/Beam shaping / Programmable phase pattern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集成电路     3.光学     4.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圣德科（上海）光通信有限公司
Santec Corporation                     ◆展位/Booth：6G52

高速LCOS空间光调制器 SLM-210
High-Speed LCOS Spatial
Light Modulator SLM-210

产品介绍
OLED 切割、切孔--针对 OLED 的超短脉冲激光切割、切孔工艺，绿光与紫外版本通快激光产品凭借其多年
积累的稳定性，良好的光束质量，在各行业的巨大装机量中经验丰富的售后团队，已成为面板工厂对于此
工艺的不二之选。
Micro LED 剥离、巨量转移-随着 5G、VR/AR 技术不断发展，以及市场对于大尺寸显示的更高需求，
Micro LED 凭借其高亮、低功耗、快反应时间、潜在高分辨率激发了越来越多工业开发量产投资。
动力电池极片切割--在极片切割的应用中，激光这种“无接触”加工方式相比五金刀具有着低成本、少维
护、节约材料的优势。同时，随着制造工艺的升级，极片切割的速度要求越来越快、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应用行业：1.消费电子     2.微电子/半导体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TRUMPF (China) Co., Ltd          ◆展位/Booth：6E21

超短脉冲激光器
TruMicro 6000 系列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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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1.可达到很高的平均功率、脉冲能量

2.脉冲生成和输出分离，保证脉冲和功率的稳定性

3.光束质量优异

4.可非常快速使材料直接气化，几乎不产生热效应和机械效应，实现材料冷加工

5.是微加工的理想工具，非常适合加工半导体材料、金属、电介质、塑料和玻璃等材料

6.适用于所有常见加工方法，如打孔、切割、蚀刻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新能源/电池     4.医疗/生物技术     5.金属/钣金     6.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苏州中辉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GLORY PHOTONIC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H42

高功率皮秒激光器

产品介绍
RFL-ABP可实现高斯/环形/混合光斑等不同模式输出，产品具有波形编辑功能，全光纤结构、稳定可靠。纤
芯、环芯可任意功率、独立调节，功率切换时间段（毫秒量级）。焊接无飞溅，焊缝成形稳定、一致性好，
熔池大且稳定、温度梯度小，可保质保量加工并实现降本。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锐科2020新一代光
束可调激光器RFL-ABP（Adjustable Beam Profile），填补了国产光纤激光器光束模式可调技术的空白。
运用锐科研发的定制化光纤合束器，可以实现高斯光斑、环形光斑、混合光斑等不同模式输出，根据加工要
求，任意切换。同时，纤芯、环芯功率可独立调节，实现纤芯/环芯任意功率比。满足高品质激光切割机焊
接的需求，成为提升加工质量和效率的又一利器。

RFL—ABP技术优势
1、全光纤结构、稳定可靠
2、光模块独立的耦合进输出光纤的芯层和环芯层
3、中芯/环芯功率可独立调节、功率切换时间段（毫秒量级）
4、环形光斑加工优势：
5、中心光斑和环形光斑功率可独立调节
6、焊接无飞溅
7、焊缝成形稳定、一致性好
8、池更大、更稳定，温度梯度小

应用行业
1.新能源/电池     2.汽车工程     3.家电/电器     4.金属/钣金     5.模具/工具制造     6.玻璃/塑料/陶瓷
7.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8.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9.集成电路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Wuhan Raycus Fiber Laser Technologies Co., Ltd.          ◆展位/Booth：6G01

RFL-ABP

产品介绍
全新一代华日激光器，满足更多应用环境，加工效率更优，更稳定.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新能源/电池
4.医疗/生物技     5.玻璃/塑料/陶瓷     6.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武汉华日精密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WUHAN HUARAY PRECISION LASER CO.,LTD          ◆展位/Booth：6F37

华日激光器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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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飞光坊（武汉）科技有限公司
Everfoton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Limited          ◆展位/Booth：6G17

产品介绍
500W便携式连续光纤激光器采用独特风冷设计，整机轻量化的同时实现高光束质量的激光输出，并且高温
环境出光功率稳定、免维护。可选24V或48V DC供电，便于客户灵活配置电源与系统集成，是一款可以满
足户外便携应用的产品。

应用行业：1.新能源/电池     2.金属/钣金500W便携式连续光纤激光器

产品介绍
1500WQCW风冷准连续光纤激光器，具有多种控制模式，实现连续/准连续自由切换和客户自定义脉冲波
形输出。激光输出能量稳定，适用于长脉宽、高脉冲能量应用场景，可完美替代传统YAG激光器，维护更
简单。

应用行业：1.新能源/电池     2.金属/钣金
1500WQCW

风冷准连续光纤激光器

产品介绍
4000~6000W光束可调连续光纤激光器采用自研光纤器件和电控系统，实现环形光束、高斯光束和混合光
束等不同模式的输出，可任意切换配置。纤芯、环芯可独立调节，实现纤芯/环芯的任意功率比，满足高质
量焊接和切割需求。

应用行业：1.新能源/电池     2.金属/钣金

4000~6000W
光束可调连续光纤激光器

产品介绍
FC系列高功率连续光纤激光器完全由热刺激光自主研发和生产，采用模块化设计，系统集成度高，具有环
境稳定性好，使用寿命长，运行免维护等优点。该系列产品集高平均功率、多重抗高反、高电光转换效
率、优质光束质量于一体，是金属激光切割、焊接、熔覆、以及表面热处理等应用的理想激光源。特别在
金属切割时，切割速度快、切缝断面光亮，相比于市场上其他同类型激光器优势十分明显。

应用行业：金属/钣金

浙江热刺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ZHEJIANG RECI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F21

高功率连续光纤激光器

◎ 光源及先进激光器件 Lasers and Opto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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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激光打标机可应用于手机按键、塑胶透光按键、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工电器、通讯产品。标牌、卫浴
洁具、五金制品、工具配件、精密器械、眼镜钟表、珠宝首饰、汽车配件，刀具、锁具、炊具、不锈钢制
品、PVC管材、医疗器械等行业。

It can be applied to mobile phone keys, plastic transparent keys, electronic components, integrated circuit, electri-
cal appliances, communication products, signs, sanitary ware, hardware products, tool accessories, precision 
instruments, glasses, watches, jewelry, car accessories, cutting tools, locks, cookers, stainless steel products, PVC 
pipes, medical 
equipment and other industries.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家电/电器     8.金属/钣金     9.模具/工具制造     10.玻璃/塑料/陶瓷     11.照明     12.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3.广告/印刷/制图     14.加工站     15.光学     16.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长春市飞鹰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Changchun Eagle Laser Equipment Co., Ltd.        ◆展位/Booth：6H35

激光打标机

产品介绍
麓邦为光学元件提供配套的基础光机组件、同轴系统、光学导轨和运动控制产品等机械件产品。

LUBON provides mechanical components such as basic optomechanical components, coaxial systems, optical 
guides and motion control products for optical components.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医疗/生物技术     3.汽车工程     4.金属/钣金
5.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6.光学     7.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深圳市麓邦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LUB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H36

光机械件

◎ 激光加工服务 Laser Process Services

产品介绍
完美吸收有害激光 ，有效降低激光作业的危险系数。

Perfect absorption of harmful laser,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factor of laser 
operation.

应用行业：1.医疗/生物技术     2.光学

广州彭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PENGBO ENTERPRISES CO., LTD.         ◆展位/Booth：6G55 

激光镜 LASER SAFETY G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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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加工控制及配套系统 Processing Control and Supporting System

产品介绍
气浮轴承超精密运动控制 XY+ZTT 解决方案
应用于晶圆检测&Mini/Micro-LED 巨量转移和修复

- 紧凑型多轴控制系统设计
- 用于精密调节晶圆/面板水平的薄型 Z Tip-Tilt 高动态集成运动单元
- 适用于不同运动场景的碳化硅气浮平台或机械 XY 平台
- 具有基于工件层面的先进位移台计量技术
- 市场认可的性能和可靠性.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新能源/电池     4.光学

MKS/Newport 理波公司              ◆展位/Booth：6E21

气浮轴承超精密运动控制
XY+ZTT 解决方案

产品介绍
主要应用：塑料焊接、锡焊、照明、医疗、科研和系统集成等领域；
激光波长：主要为808、915和976nm；
激光功率：主要提供100、200和300W三种级别；
激光指示光：可以选配；
出光光纤：NA0.22，长度3m或5m，光纤头可为SMA905或其他；
控制方式：本地模式和远程模式（包括RS232和AD模拟调节）；
出光方式：连续和脉冲；
冷却方式：风冷或水冷，外加TEC冷却可选配；

应用行业
1.医疗/生物技术     2.汽车工程     3.家电/电器     4.玻璃/塑料/陶瓷
5.照明     6.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北京蓝溪华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Booth：6F34

半导体激光器

产品介绍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系统——公司目前可以提供各种半导体激光器测试设备，测试电流从mA至几十A，可以
脉冲和连续，测试功率从mW至上千W，测试波长从300至1100nm。可以做PIV、光谱、光斑及占比、空
间发散角、偏振及占比等各项电气光学指标测试。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新能源/电池     4.玻璃/塑料/陶瓷     5.光学

半导体激光器测试系统

产品介绍
半导体激光器老化系统——公司目前有覆盖从单芯片COS及TO管至单BAR，再到多单管组件和BAR条叠阵模
块等各种形式的老化设备单元，老化电流从mA至几十A，可以脉冲和连续，还可以分阶段加载。整个老化过
程全程监控，随时查看电流、电压、温度、功率等各项指标参数，也可以曲线图形式直观查看并做对比。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新能源/电池     4.玻璃/塑料/陶瓷     5.光学

半导体激光器老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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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加工控制及配套系统 Processing Control and Supporting System

产品介绍
德国BLACKBIRD Robotersysteme GMBH是专注于远程扫描激光技术领域专家，其创新的系统解决方案在
众多工业规模生产应用中证明了价值，大幅度的提高机器人辅助激光焊接生产力，步波激光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是其在华全资子公司。旗下二维三维远程振镜焊接控制系统，配合机器人可以实现复杂的焊接应
用，广泛用于白车身及汽车零部件行业，极具创新性“飞行焊”（on-the-fly）解决方案可以和多品牌主流
机器人配合使用，最大支持激光功率8kW，可以适配IPG、nLight、Rofin、通快、锐科等国内外激光器，
业界领先，主要客户有宝马、麦格纳等国际知名企业。作为国内最早涉及新能源行业的激光焊接应用，
BLACKBIRD的2D远程激光焊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的焊接工艺。振镜动态性能良好，可以适于各种
焊缝形状，且可完成高速摆动焊接（支持多种预设的摆动形状和客户化的能量分布），同比具有极高的性
价比。自行研发的视觉定位应用ScaVis，精准定位矫正焊缝位置。为Hairpin发卡电机定子焊接提供完美解
决方案。对比传统工艺极具优势。目前BLACKBIRD的主要客户有CATL，ZTT，BMW 等动力电池行业知名
领导企业。

Blackbird Robotersysteme GmbH, is the technology expert for remote laser welding with scanning optics. Our 
innovative system solutions have proven their value in numerous industrial-scale production applications,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robot-assisted laser welding. Blackbird Robotics (Shanghai) Co., Ltd. 
Is the wholly-owned subsidiary in Great China area. 2D & 3D scan system, combine with the robot can achieve 
complex welding, widely used in car body and auto-parts industry, very innovative "OTF" (on-the-fly) solution 
can be used with various robots, the advanced optics are optimized for laser power up to 8kW, can be adapted 
to IPG, nLight, Rofin, TRUMPF, Raycus and other domestic and foreign lasers, As the earliest laser welding 
application supplier of green-energy industry in China, BLACKBIRD's 2D remote laser welding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the welding process of battery production. The galvanometer has good dynamic performance, 
can be adapted to a variety of weld shapes, and can complete high-speed oscillating welding (support for a 
variety of preset oscillation shapes and customized energy distribution), with a high cost performance ratio 
year-on-year. The self-developed visionsystem - ScaVis can precisely positioning the correct weld seams, is the 
ideal solution for Hairpin welding. Blackbird and our innovative system solution is the best choice of most 
well-known industrial leaders, like BMW、CATL 、VOLVO、ZTT、AESC and so on.

应用行业：1.新能源/电池     2.汽车工程     3.金属/钣金     4.加工站 

步波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Blackbird Robotics (Shanghai) Co., Ltd.          ◆展位/Booth：6F57

BLACKBIRD
Robotersysteme

GMBH

应用行业：新能源/电池

东莞汇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ongguan Villo Technology Inc.          ◆展位/Booth：6G57 

工业集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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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加工控制及配套系统 Processing Control and Supporting System

广州市微嵌零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eiqian 01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H37

产品介绍
激光飞行打标控制屏
支持模拟速度飞行和编码器自动实时检测速度飞行打标
支持文本、线、圆、点、图形、时间日期、班次、序列号、
汽车VIN码等多种内容类容打标
支持矢量、点阵打标
多种格式的条形码和二维码打标
支持多种图片格式导入（DXF、PLT...）
智能检测超速漏打，可以设置漏打报警，及提示漏打个数
支持超长文本打标，实时在线更改标识内容，适应管材、线缆行业
丰富的扩展功能，能与PLC、条码扫描枪、称重设备、以及计算机等连接使用
广泛应用于食品包装，烟酒，饮料，电子，医院等行业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家电/电器     8.金属/钣金     9.模具/工具制造     10.玻璃/塑料/陶瓷     11.照明
12.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3.广告/印刷/制图

激光飞行打标控制屏

产品介绍
零壹激光打标卡内含工业ARM操作系统，4核1.6G主频，1G运行内存，8G固态盘。采用最新的FPGA芯
片，高速精准打标。软件系统采用高度精简定制嵌入式系统，无需担心直接关机造成系统崩溃，更无需担
心病毒入侵。功能模块分布，采用多种接口:USB,WIFI，局域网，串口及丰富的IO配置，基本能符合未来工
业4.0的配套设备，组建智能制造系统标识环节的最佳选择。软件提供二次开发，客户OEM订制，应对各种
非标项目。系统开机画面和程序界面可以提供方案自行修改。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汽车工程     6.家电/电器     
7.模具/工具制造     8.玻璃/塑料/陶瓷     9.广告/印刷/制图     10.加工站零壹激光打标卡

产品介绍
零壹激光焊接卡，是一款内置电脑集成4轴运控控制的一体卡。支持多类型激光器，YAG,连续光纤，
QCW，脉冲光纤激光器，支持模拟量功率缓升缓降，激光器波形可调，支持4轴拓展，支持多种焊接工艺
图档输入，多个自定义扩展IO，有网口串口通讯，可配合自动化及机械手完成多动作焊接工作，广泛适用
电子3C精密焊接，及新能源锂电焊接。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汽车工程     6.家电/电器     
7.金属/钣金     8.模具/工具制造     9.玻璃/塑料/陶瓷     10.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1.加工站

零壹激光焊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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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CWUP-20冷水机，温控精度达±0.1℃，具备恒温与智能调温两种工作模式，结构紧凑，体积小巧，方便移
动；含输出信号控制功能以及冷却水流量、高低温报警等多种功能；支持RS-485 Modbus通讯协议，智能
化远程监控水温和调节水温参数。

应用行业：超快激光冷水机

CWUP-20冷水机

◎ 激光加工控制及配套系统 Processing Control and Supporting System

广州特域机电有限公司
GUANGZHOU TEYU ELECTROMECHANICAL CO., LTD.          ◆展位/Booth：6G09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Friendess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G16

产品介绍
柏楚MES是面向订单驱动型的钣金厂，为实现生产过程的管理、协同和优化，促进车间生产的自动化、透
明化，为有效提升企业交付能力的一款生产管理协同软件。

Bochu MES is a sheet metal factory oriented to order drive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roduction process manage-
ment, coordination and optimization, promote the workshop production automation, transparency, to effective-
ly improve the enterprise delivery capacity of a production management collaboration software.

应用行业：金属/钣金

产品介绍
特域CWFL-6000光纤激光冷水机，为6000W光纤激光器设计，有效满足制冷，±1℃的温控精度，可减少水
温的波动情况，稳定激光器的出光率，延长激光器使用寿命；高低温的设计，更是满足了激光设备制冷需
求，高温冷却激光头，低温冷却激光器；冷水机支持Modbus-485通讯协议，水温监控智能化。

应用行业：光纤激光冷水机

特域CWFL-6000
光纤激光冷水机

产品介绍
特域手持激光焊接一体机CWFL-2000ANW，专为手持激光焊接机研发和设计，机柜式设计，内置特域激光
冷水机，安装手持激光器后组成轻型可移动手持激光焊接一体机，底部万向轮，方便移动和携带到各个应
用场景的加工现场。相较于传统的手持激光焊接机，无需重新设计机柜安装激光器和冷水机，更便捷。

应用行业：激光焊接机冷水机

特域手持激光焊接一体机
CWFL-2000A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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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加工控制及配套系统 Processing Control and Supporting System

桂林视百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iLin Spac Optics & Electronic co.,Ltd          ◆展位/Booth：6G62

产品介绍
本系列实为本公司所有连续变倍显微镜之电动操控模式系列，因此产品除具有相应系列之功能效果外，特
别适用于需反复选择使用精准同一倍率成像观察比较、检测和测量现场，已推广行业电子设备、半导体、
LCD、LED等领域的数码成像观察、检测和测量。可根据用户需要选择电机种类。控制器有独立和底座一体
机式可供选择，LED可进行单路或多路控制。进口电机，使用寿命长、运行稳定、噪音小。单片机集成控
制，美观、实用，易于控制性能升级。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集成电路      3.金属/钣金

产品介绍
特种平行光路体视镜系列，采用世界主流的光学系统和积木式机械机构，具有大景深，大清晰范围，多种
镜头变倍模式、灵活多变的安装方法,有直视、30度、45度观察模组。是我司专为电子机械工业、医疗手术
等领域的成像观察而设计。可使用各种LED或光纤照明，满足观察不同物体的需要。

应用行业：1.医疗/生物技术     2.光学

产品介绍
我公司的嵌入式智能控制终端主要用于对各类设备，尤其是激光设备的运行环境监测、图像处理、数据变
换、参数设置及过程控制等。该产品的特点如下：1.采用触摸屏的人机交互方式，TFT真彩色显示，尺寸以
8.0英寸为主，另有5.6、10.4等多种尺寸可供选择。2.拥有十余年的医疗激光设备配套经验，性能稳定可
靠，返修率小于千分之五，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在10年以上，且无死机、失控等严重故障。3.支持
包括USB、RS232、I2C、SPI等在内的主流通讯协议，拥有多种数字、模拟接口，具有较强的可拓展性。4.
通过了医疗设备电磁兼容性(EMC)测试。5.拥有完全自主开发的软硬件系统，具备较强的定制开发能力。

Our company's embedded intelligent control terminal is mainly used for all kinds of equipment, especially laser 
equipment operation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mage processing, data transformation, parameter setting and 
process control. The features of the product are as follows: 1. The touch-scree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mode, TFT true color display, the size of 8.0 inches, 5.6, 10.4 and other sizes for choice. 2. With more than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supporting medical laser equipment, the performance is stable and reliable, the repair 
rate is less than 5%, the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 (MTBF) is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re is no crash, out of 
control and other serious failures. 3. Support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including USB, RS232, I2C, 
SPI, etc., with a variety of digital and analog interfaces, with strong scalability. 4. Passed the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test of medical equipment. 5. Have fully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software and hardware 
systems, and have strong customized development ability.

应用行业：1.消费电子     2.医疗/生物技术     3.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嵌入式智能控制终端
Embedded intelligent

control terminal

合肥玉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efei Yuzhuo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F36

连续变倍显微镜之
电动操控模式系列

产品介绍
本产品是专为检测常规显微镜检测不到的角度而设计的三维旋转观察操控一体机，具有360度全方位的观察
效果。高景深设计，兼顾分辨率与景深优化平衡像质。使用LED照明，满足观察不同物体的需要。可选观察
的角度有：30度、45度，或者根据您的需求提供相应的角度观察；进口直流电机，使用寿命长、运行稳
定、噪音小。单片机集成控制，美观、实用，易于控制智能升级。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集成电路     3.光学

三维旋转观察
操控一体机

特种平行光路体视镜系列

柏楚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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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加工控制及配套系统 Processing Control and Supporting System

产品介绍
非接触式测长计为佳能集团根据自身光学行业等领域优势，独自开发的激光非接触式测长&测速仪。佳能基
于自身研发的轮廓匹配方式，连续取得测定物的图像信息后，将取得的图像（轮廓）进行关联（匹配），通
过计算变位量得到对象物的移动量及其速度，实现高精度&非接触式测量工件运动。目前主要应用于冲压&
金属圈线&纤维&钢板切割&造纸等各行业中，实现高精度、高效率测量工件速度&移动量的实时控制。

应用行业：1.消费电子     2.金属/钣金     3.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产品介绍
高精度激光开孔系统为佳能集团根据自身光学&精密控制等领域优势，独自开发的五轴旋切系统。配置了独
自研发的振镜系统，在同一加工位置上可实现自由改变光轴的方向，对应超短脉冲激光（IR,GR）设备，可
进行非热激光微细加工的高速，高精度加工作业。目前主要运用于：汽车喷油嘴&IC探针卡&生物医疗&电
子设备等行业中微孔加工及精密加工用。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玻璃/塑料/陶瓷     8.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9.高等院校/科研机构高精度激光开孔系统

佳能光学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Canon Optical Industrial Equipment(Shanghai)Inc.          ◆展位/Booth：6E65

产品介绍
数字式扫描振镜为佳能集团根据自身光学&精密控制等领域优势，独自开发的扫描振镜系统。搭载佳能独自
研发的高精度光学编码器及数字伺服技术，在温漂影响极小的同时，实现了高精度&高稳定性加工。目前主
要应用于汽车&电子等行业中光造型&激光打标&计测&激光加工等应用。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玻璃/塑料/陶瓷     8.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数字式扫描振镜

非接触式速度计

深圳日月新
SHENZHEN SUN & MOON          ◆展位/Booth：6J01

产品介绍
应用于激光的专用冷水机

应用行业：1.新能源/电池     2.家电/电器

微纳光学

产品介绍
麓邦为广大光学行业科研客户提供平板透镜、多焦点透镜，平板锥透镜，平板微透镜阵列，激光模式转换
器，平板柱透镜，涡旋波片，偏振光栅等微纳光学元件。

LUBON provides flat lenses, multifocal lenses, flat cone lenses, flat microlens arrays, laser mode converters, flat 
cylindrical lenses, vortex wave plates, polarization gratings and other micro-nano optical component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ustomers in the optical industry.

应用行业
1.消费电子     2.医疗/生物技术     3.家电/电器     4.玻璃/塑料/陶瓷     5.照明     
6.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7.光学     8.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深圳市麓邦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LUB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H36

冷水机 Water chiller



展商产品介绍 | Exhibit Overview

85

RDV8840G-MOD5-DC
工业物联网智能切割

雕刻控制系统

RDV6563FG-NET光纤+CO2
一体机解决方案

深圳市睿达科技有限公司
RuiDa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展位/Booth：6H21

产品介绍
RDV6555G-NET精密切割控制系统,，集成双驱的运动控制，支持高性能的PSO功能，MARK点视觉定位切
割，支持全切、半切等加工工艺，适用于精密切割领域，如非金属薄膜材料、陶瓷、高分子材料的高精度
切割。

应用行业：金属/钣金

产品介绍
RDV8840G-MOD5-DC工业物联网智能切割雕刻控制系统，5”触摸屏可定制操作界面，支持云端远程控
制，集成CCD视觉系统，主要针对非金属材料的切割雕刻，适用于控制主机与设备间需一对多、多对一、
多对多通讯，或者需要进行云端管理的应用场景。

RDV8840G-MOD5-DC IOT Intelligent Laser Cutting and Engraving Control System，5" touch screen with
customizable operation interface，support RDCloud remote control，Integrated CCD vision system. Suitable for 
control host and equipment for one-to-multi, multi-to-one, multi-to-multi communication, or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clou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应用行业：广告/印刷/制图

产品介绍
RDV6563FG-NET光纤+CO2一体机解决方案，集成CO2和光纤双激光器，高响应的闭环调高系统，支持
MARK点视觉定位切割，适用于钣金、汽车配件、工艺礼品、装饰广告、厨具等行业的金属材料切割，可同
步加工非金属。

RDV6563FG-NET CO2 and Fiber Laser Cutting Control System，Integrated with CO2 and fiber laser，Close loop 
height controller with high response，Mark point vision positioning and cutting. Suitable for metal cutting in 
sheet metal, auto parts, handicrafts and utensils industries, can synchronously process non-metal.

应用行业：金属/钣金

◎ 激光加工控制及配套系统 Processing Control and Supporting System

RDV6555G-NET
精密切割控制系统

深圳市易安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Earain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展位/Booth：6G51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激光焊接系统

激光喷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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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特磨刀板

产品介绍
使用西斯特磨刀板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预切割，大大降低了预切割生产要求，在短时间内获得良好的
加工品质。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汽车工程     5.玻璃/塑料/陶瓷     6.光学

深圳西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System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展位/Booth：6G65

产品介绍
西斯特科技潜心研 发的轮毂型电镀硬刀，突破轮毂型超薄电镀划片刀技术壁垒，已经广泛应用于硅片、砷
化镓、玻璃、陶瓷等新一代半导体等材料的开槽、切割、划片。目前工厂月产能30000片以上，常用型号
库存充足，也能根据不同材料切割要求快速响应定制。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汽车工程     
5.家电/电器     6.照明     7.航空航天/交通运输轮毂型电镀硬刀

产品介绍
西斯特整体型软刀包括电镀软刀、金属软刀、树脂软刀，都已经成熟应用于半导体封装基板、玻璃、陶瓷
等材料的切割上。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汽车工程     5.家电/电器     6.玻璃/塑料/陶瓷
7.照明     8.光学

西斯特整体型软刀

◎ 激光加工控制及配套系统 Processing Control and Suppor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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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光学相干断层成像系统 IVS-2000
该系统基于OCT（Optical CoherenceTomography）技术，该技术是一种高分辨率、非接触性的结构成像
技术，类似于超声波，只是用光代替声波产生图像。光在样品内部被散射，然后通过处理，形成高分辨
率、深度的图像来分析内在的微观结构，无需物理接触。横向扫描可以快速、实时的获取两维和三维的高
清图像。
其用途也非常广泛，可用于工业非侵入检查、薄膜厚度检测、缺陷检查（合成树脂、塑料、半导体、涂
层 ）、外形检测等。该系统可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硬件、软件，扫描的角度也可以自由设定。
【特点】
非接触、非破坏、非侵入测量
高达30fps 实时、成像
2D&3D的成像功能
检测数据的连续保存功能
扫描角度可以自由设定
OCT图像数据、实时数据的输入、输出
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硬件、软件 （option）

Swept-So   urce OCT System IVS-2000
Santec’s Swept-Source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System (SS-OCT) provides a complete, flexible solution 
which can be used for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both medical and industrial. Components can be selected 
to optimize the imaging speed, resolution, imaging area and depth for each application. The system is supplied 
with a graphic user interface (GUI) that controls the scan parameters and displays both cross sectional and 3D 
images. An API is available as an option, for integration with other equipment and image analysis automation. 
We also supports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customization where appropriate.
【Features】
Non-contact, non-destructive, non-invasive imaging system
1-D, 2-D & 3-D measurement capability
Choice of light sources and probes to optimize imaging conditions
Up to 400 kHz A-scan rate
GUI with Image, intensity, time lapse and raw data output
3-D Viewer and image analysis software (options)
SDK for C++, C# & LabVIEW (options)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新能源/电池     3.汽车工程     4.光学

圣德科（上海）光通信有限公司
Santec Corporation                          ◆展位/Booth：6G52

【应用】
工业非侵入检查、膜厚检测；
薄膜厚度检测；
缺陷检查（合成树脂、塑料、半导体、涂层）
外形检测等

光学相干断层成像系统 IVS-2000
Swept-Source OCT System 

IVS-2000

产品介绍
玉环冉腾阀门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公司推行科学的管
理模式、拥有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先进的生产设备以及多项国内首创的专利技术。公司通过了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全体员工严格遵循质量体系流程，相关产品认证有：CE、CCS、RoHS。生产的产品有
单、双扣型金属软管及相应的接头组成，在功能、性能、环保、安全、服务和法律上均符合国家和行业要
求。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力、电子、通信、汽车、船舶、航空、建筑工程的线路保护和气、液体塑性管材的
外层保护。冉腾公司自创办以来，秉承以人为本、产品创新、技术专精、质量第一、服务一流的经营理念，
以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强化竞争力。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业内一流的品牌企业。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医疗/生物技术     3.汽车工程     4.家电/电器     5.照明
6.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7.光学

玉环冉腾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Booth：6H13

光纤管

◎ 激光加工控制及配套系统 Processing Control and Suppor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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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机

武汉汉立制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uhan Hanli Refrigera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F47

产品介绍
冷水机产品制冷功率从1000W到50000W，工业冷水机、激光冷水机等产品与楚天激光、天琪激光、金运
激光、高能激光、无锡庆源激光、百盛激光、郑州艾顿、上海华族、武钢华工激光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等国内上百家知名激光企业成功配套，上万台设备遍布世界各地，为成千上万国、内外的客户提供了经济
环保的降温解决方案。产品主要特点为：智能化控制、质量管理系统，远程控制通讯，运行数据可记录，
有查询系统；冷却水水质好，水温精度高；性能稳定可靠，故障率低，节能省电；可个性化化设计并提供
全套制冷交钥匙工程，海尔模式的售后服务系统做保障等。

应用行业：光学

浙江法拉第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Faraday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F53

半导体激光放大器

产品介绍
半导体激光放大器是针对很多单模半导体激光管输出功率不足研制，利用锥形放大器（TA）可将最低几
mW的激光放大至最大3W，具有优良的光束质量，且保持种子注入光的光谱特性不变。

本系列产品可选择单模保偏光纤耦合输出，耦合效率50%以上，偏振度大于25dB。公司亦可根据客户需求
定制倍频、和频方案将激光波长拓展至可见光段多个波长。

应用领域：原子光谱、激光冷却、MOT&BEC、量子物理、原子钟。

应用行业：微电子/半导体

产品介绍
稳频激光系统
基于非线性四波混频的调制制转移谱技术（MTS）是一种高灵敏度的激光外差光谱技术，由于光外差光谱
技术能有效抑制探测系统中的各种技术噪声，所以探测灵敏度能达到散粒噪声极限。调制转移光谱信号具
有高灵敏度、高分辨率、无多普勒背景等优点，其被用于实现激光频率的高精度锁定，属于目前国际上最
先进的激光稳频技术之一。

MTS系列激光器可输出参考于原子谱线的高稳定度激光，光学部分为一体化机加件设计，由窄线宽干涉滤
光片外腔半导体激光器、光学隔离器、扩束器、调制转移谱光路、高带宽探测器组成。

本产品结合高带宽反馈机制，可有效压制激光频率噪声，从而实现秒级稳定度10-13量级的激光输出，连续
锁定时间数百小时。

应用领域：精密干涉测量、光频标、光通信、激光陀螺及精密光谱

应用行业：微电子/半导体

稳频激光系统

法拉第激光器

产品介绍
法拉第激光器是一种新型的利用钾、铷、铯原子谱线等作为量子频率参考的半导体激光器，它采用法拉第
原子滤光技术，实现输出波长与原子跃迁频率直接相对应，摆脱外界振动、温度变化和电流波动对输出激
光波长频率的干扰，摈弃了复杂的锁频系统。

法拉第激光器能够解决特殊条件（如室外应用和长时应用）无法克服的实际困难，克服半导体激光器的长
期稳定性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科研仪器和高精度测量的瓶颈性挑战。

在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下一代通信网络领域中，打破半导体激光器或激光芯片都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

应用领域：原子钟、原子重力仪、原子干涉仪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应用行业：微电子/半导体

◎ 激光加工控制及配套系统 Processing Control and Suppor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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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光智造设备 Advanced Laser Manufacturing

产品介绍
全自动PCB激光打标机是一款专门用于在印刷板上标刻条码、二维码和字符、图形等信息的专用机器。本设
备可直接对接SMT流水线，全自动化生产，生产过程中无需人工操作，也可配合自动上下板机组成离线式
工作站，一台设备可对应多条流水线。伺服XY运动平台，工业PC控制、模块化柔性化编程设计

应用行业
1. 微电子/半导体     2. 消费电子     3. 集成电路     4. 新能源/电池     5. 汽车工程     6. 家电/电器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aheng Laser                               ◆展位/Booth：6G32 

PicoFyb 1064

产品介绍
TOPTICA很自豪地给您介绍为工业界微加工市场推出的下一代光纤种子源激光器！新系统涵盖了比以前版本
更智能的特性。它依赖于相同的基本原理：可饱和吸收镜（SAM）模型对接技术，使用全偏振保持光纤设置
来建立高的可靠性，长期稳定性以及放大器参数的完美匹配。在MOPA（主振荡器，功率放大器）或工作在
1 µm波长范围内的再生放大系统设计中，它被认为是非常理想的多瓦级放大器的光源。

TOPTICA is proud to introduce the next generation fiber seeder for the industrial micro-machining market! The 
new systems comprise even smarter features than the previous version. It relies on the same basic principles: 
saturable absorber mirror (SAM) modelocking technology using an all polarization-maintaining fiber optical 
setup to establish highest reliability, longterm stability and a perfect match on the amplifier parameters. It is 
approved for being the ideal source for your multi-Watt level
amplifiers in the MOPA (master oscillator, power amplifier) or regenerative amplification system designs 
operating in the 1 µm wavelength region.

应用行业：微电子/半导体

巅跃激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TOPTICA Photonics (China) Co., Ltd.           ◆展位/Booth：6E21

TopWave 266

产品介绍
工业级连续波TopWave深紫外激光系统在266nm波长处提供300mW输出功率，它具有出色的功率稳定性
及很高的可靠性。该系统将一套完整的紫外光路（包括共振倍频腔）密封于单独模块内。结合倍频晶体的
全自动位移器，系统典型寿命> 10,000小时，这对于任何工业应用都十分关键。

The industrial-grade, continuous-wave TopWave deep-UV laser system provides 300 mW output power at a 
wavelength of 266 nm with excellent power stability and highest reliability. Its complete UV beam path, includ-
ing the resonant doubling cavity, is enclosed in a specially sealed compartment. In combination with a fully 
automated shifter of the doubling crystal it enables a typical lifetime of > 10,000 hours, which is key for the use 
in any industrial application.

应用行业：微电子/半导体

产品介绍
采用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光电系统和外观手持式设计集成一体化，数控面板输出激光，具有高精度、高效
率、高性价比等特点，且行业应用广泛，涵盖船舶、汽修、橡胶模具、高端机床、轨道以及环保类。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新能源/电池     4.医疗/生物技术     5.汽车工程     6.金属/钣金     
7.模具/工具制造     8.玻璃/塑料/陶瓷     9.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0.光学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Wuhan Huagong Laser Engineering Co.,Ltd.           ◆展位/Booth：6E01

手持激光清洗机

全自动PCB激光打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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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FSCUT8000系统是针对8KW及以上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切割需求推出的一款高端智能总线系统。具备稳定可
靠，部署方便，调试简易，生产安全，功能丰富，性能优异等特点；支持并提供模块化、个性化、自动
化、信息化方案。目前市场上较为成熟高端的总线式专用激光切割系统。
FSCUT8000 is EtherCAT bus system designed for ultra high power fiber laser above 8KW, featured by out of box 
service, easy to install and adjust, full solution functions. It supports customization, automation and informati-
zation solutions, is the leading edge EtherCAT laser cutting control system on the market.

应用行业：金属/钣金
FSCUT8000系统

产品介绍
CypNest 平面套料软件（以下简称 CypNest）是一套用于柏楚平面激光切割数控系统的套料软件，针对柏
楚HypCut/ CypCut平面切割软件开发，能够实现快速套料、图纸处理、刀路编辑、生成表单等功能。
TubesT 管材套料软件（以下简称 TubesT）是一套用于柏楚管材激光切割数控系统的套料软件，针对柏楚 
CypTube/TubePro 管材切割软件开发，能够实现图纸处理，共边套料，焊缝补偿等工艺设置以及零件绘
制等功能。
CypNest is a nesting software designed for CypCut/HypCut sheet laser cutting system. It integrates advanced 
functions of drawing modification, quick nesting, toolpath generation, analysis report and more to meet your 
production needs.
TubesT is a 3D tube nesting software designed for CypTube/TubePro laser cutting system. From parts drawing 
and modification, full type compensation, strategic nesting to report generation, using TubesT will meet and 
exceed your production needs.

应用行业：金属/钣金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Friendess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G16

柏楚排样软件
CypNest TubesT

产品介绍
6轴电动组合的紧凑型方案，保持高精度与刚性的同时，达到了小型化，轻量化。6轴组合全部使用滚珠丝
杆来驱动，使用寿命长，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运作。6轴的接口全部整合排列到一边，令产品的布线与安装
更加容易。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光学     3.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上海津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Kingway Optech Co Ltd               ◆展位/Booth：6G36

产品介绍
MPS系列是对于标准6轴组合进行小型化，轻量
化，并且同时考虑刚性与精度的设计。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光学     3.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产品介绍
手动六轴调节FM6-52，通过精密千分头FPP03-13
来实现高定位精度，可用于对准光学测量仪器。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光学     3.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6轴电动组合的紧凑型方案

MPS系列
手动六轴调节

FM6-52

产品介绍
紫外激光切割设备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汽车工程

深圳泰德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TETELASE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F17

紫外激光
切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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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BC106高功率激光熔覆头，准直镜片高度可调，通光孔径更大。拥有独特的水冷设计，全镜片水冷。最高
可承受6KW激光持续出光工作。多种配件可选，极大丰富应用场景。

应用行业：1.新能源/电池     2.家电/电器     3.金属/钣金

上海嘉强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Booth：6F41

◎ 激光智造设备 Advanced Laser Manufacturing

产品介绍
LFTPM-035-L是一款带热电堆传感器的激光功率计，用于测量高能量密度脉冲激光束，能够连续测量高达
35 W的激光功率。它的光谱平坦覆盖了190nm到20μm的波长范围。它具有15毫米的有效直径并且能够测
量10mW到35W的功率。它具有两个用于夹具或者平板安装的M6螺孔。这款产品通过USB线连接电脑软件
使用。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医疗/生物技术     4.汽车工程     5.照明     6.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7.光学     8.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上海蓝菲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Labsphere                                       ◆展位/Booth：6E21

蓝菲光学激光功率测量系统(LPMS)
Labsphere’s pulsed laser power

measurement systems

产品介绍
蓝菲光学激光功率测量系统（LPMS）系列确保了以精确和可重现的方法测定被校准或发散的激光或激光二
极管。LPMS积分球专门设计用于激光，是测量光辐射束总功率的理想选择。由于积分球独特的几何结构，
激光束功率测量不受激光束偏振及校准的影响。伴随积分球总处理能力产生的衰减也缓和了探测器的饱
和。该系统可使用开放端口，或可安装激光二极管模块或缩孔器的光纤适配器。
该系统可为350到1700nm波长区域内的激光提供光功率从几nW到几百W的激光功率测量。针对一些特殊
的应用，我们亦可通过增加ND滤波片进行衰减。该系统的校准可溯源至NIST。

Labsphere’s pulsed laser power measurement systems ensure an accurate, reproducible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total power from a collimated or divergent laser or laser diode.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laser 
applications, the spheres are ideal for measuring the total power of a beam of optical radiance.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医疗/生物技术     4.汽车工程     5.照明     6.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7.光学     8.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Permaflect
灰度漫反射目标板

产品介绍
Permaflect灰度漫反射目标板是很好的解决方案。Permaflect漫反射涂层可在各种照明环境下保持其外
观，并具有均匀的光谱响应。并且具有耐热和物理耐久性，紫外光稳定性，热稳定性，无光泽，无偏振和
无荧光。
针对首次开发传感器系统原型设计，无论是验证数百个激光雷达单元的性能，还是校准机载光谱成像系
统，Permaflect漫反射板都是您的理想选择。

Spectral imaging and Lidar sensing systems require greyscale reference reflectance targets to characterize their 
performance. Labsphere’s Permaflect greyscale targets maintain their 
appearance under a wide variety of lighting environments and have uniform spectral response. They are 
thermally and physically durable, thermally color stable, and UV light stable. Permaflect has no gloss, no 
polarization, and no fluorescence.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医疗/生物技术     4.汽车工程     5.照明     6.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7.光学     8.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LFTPM-035-L

BC106高功率
激光熔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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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新能源/电池     5.医疗/生物技术     6.汽车工程     
7.家电/电器     8.金属/钣金     9.模具/工具制造     10.玻璃/塑料/陶瓷     11.照明     12.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13.广告/印刷/制图     14.加工站     15.其他

产品介绍
紫外激光器冷水机
型号：DUV05HA
专为3W~5W打造的紫外激光器冷水机 特点：经济便捷，高效稳定，精度高，流量大，控温准

应用行业：激光冷水机

深圳市东露阳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DOLUYO Industrial Co., LTD.             ◆展位/Booth：6F61

产品介绍
大幅面双Y玻璃激光切割设备：智能CCD视觉系统，切割精度高。采选超快激光，可实现不同厚度的玻璃切
割与异形切割。独创的光学系统，切割速度快，崩边小。定制工控软件平台，大幅提升加工效率和质量。

应用行业
1.消费电子     2.汽车工程     3.家电/电器     4.玻璃/塑料/陶瓷     5.照明

产品介绍
全自动覆盖膜激光切割设备：可实现卷对卷、卷对片或片对片加工。可降低切割边缘碳化，达到无碳化加
工。实现自动进收料、自动切割、自动计数与自动裁切。双光路系统与双台面同步作业，高效率且加工精度
更准确。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家电/电器

产品介绍
FPC激光钻孔设备：高精度、高性能、稳定量产。可实现卷对卷，片对片的加工方式。采用超快激光钻孔，
快速加工通孔、盲孔，精准而高效。选上下料方式，自动放板或人工放板。四轴联动，可实现任意尺寸的
无缝衔接切割。

应用行业：1.微电子/半导体     2.消费电子     3.集成电路     4.家电/电器

深圳市韵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Inte Lase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Booth：6E15

FPC激光钻孔设备

大幅面双Y玻璃激光切割设备

全自动覆盖膜激光切割设备

紫外激光器冷水机

光纤激光器冷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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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悍狮”系列高速高精度全自动半导体焊线机是国内领先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一款半导体封测领域明星
产品。适合于目前主流封装形式，包括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封装，填补国内空白，其技术与工艺水平接近
或达到目前国际先进水平，促进我国封装产业及封装设备业的健康发展，缩短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致
力于封装装备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加大封装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化力度，避免在封装产业高端设备领域相关
产品依赖进口、受制于人的局面。

应用行业：消费电子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Booth：6E41

广州安特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Ante Laser Co., Ltd.                     ◆展位/Booth：6J33

   

产品介绍
对CO2激光束进行强度和稳定度的精确调控，实现对CO2激光脉冲的整形。
产品应用:
● 用于PCB钻孔 ● EUV光刻 ● 导光板加工 ● CO2激光调Q● CO2激光脉冲整形等应用
产品特点：
● 双波长9.4μm或10.6μm可选 ● 高损伤阈值＞15W/mm2● 出色的指向稳定性优越的光斑质量控制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模具/工具制造     3.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4.光学     5.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CO2 激光声光调制器

产品介绍
通过改变偏转器射频驱动频率，进而改变偏转角度，对光束进行精确的空间控制。
产品应用：
● 激光钻孔 ● 激光光镊 ● 光学检测 ● 印刷制版 ● 数字成像等应用
产品特点：
● 紫外、可见光、红外多波段覆盖 ● 响应速度优于1μs● 全扫描角范围内衍射效率高度一致

应用行业
1.微电子/半导体     2.模具/工具制造     3.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4.光学     5.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二维AOD 声光偏转器

产品介绍
● 灵活光路配置，深度定制化 ● 优化温漂● 焦斑大小可调 ● 整形方案 ● 大幅面校正

应用行业 ：1.模具/工具制造     2.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3.光学

SLM应用光路集成解决方案

“悍狮”系列高速全自动焊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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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激光加工用振镜镜片
*我们可提供高宽带增透膜、高反射介质膜和金属膜的激光加工用振镜镜片
*材料包括石英、硅片、碳化硅材质
*可提供3mm至50mm光斑用的振镜镜片
*镜片已安装在镜片底座上，并进行光圈、平衡、偏心等各项规格的检测
*可协助客户更换振镜电机上的镜片

Galvo scanning mirrors in laser applications
*We offer durable high reflection dielectric coatings and metal coatings for galvo mirrors in various laser system 
applications
*Galvo scanning mirrors' materials including fused silica, silicon, silicon carbide
*Galvo scanning mirrors are from 3mm to 50mm apertures
*Galvo scanning mirrors are mounted; after mounting, its fringes, centering and position are fully inspected
*We support customer to replace scanning mirrors glued on galvo motors

应用行业：光学

江门英讯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Inlight Technology (HK) Limited                ◆展位/Booth：6J05

激光加工用振镜镜片
Galvo scanning mirrors

激光扫描用场镜
F-theta in laser applications

产品介绍
激光扫描用场镜
*适合用10、14、20、30mm光斑用
*焦距范围从167mm至460mm
*可提供定制远心、大覆面、高能量激光用F-Theta扫描场镜

F-theta in laser applications
*Used with 10mm, 14mm, 20mm and 30mm laser apertures
*EFL effective focal length from 167mm to 460mm
*In house design and custom-made F-theta lens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 such as telecentric, large field, coaxial 
and high laser power.

应用行业：光学

激光安全窗
Lsaer safety window

产品介绍
防护波段范围：200nm-10600nm，常用的波段如：紫外405nm, 蓝光450nm,473nm, 绿光
520nm,532nm, 红光635nm,660nm,近红外光808nm,980nm,1064nm,1070nm,1080nm。以及CO2激
光器10600nm。防护水平（OD）高，可见光透过率（VLT）好。
激光安全产品，性能满足：中国国家标准 GJB1762-93, 欧盟CE标准EN207:1998+A1:2002 , 并获得欧盟CE
安全认证。

Laser safety products covers: 200nm-10600nm，includes UV 405nm, Blue 450nm,473nm, Green 
520nm,532nm,Red 635nm,660nm,NIR 808nm,980nm,1064nm,1070nm,1080nm。and CO2laser。
Higher Optical Density（OD） ，good Visible Light Transmission（VLT） 。
Laser safety products meets：China’s standards--GJB1762-93, and EU-- EN207:1998+A1:2002 , we have CE 
certifications.

应用行业：1.医疗/生物技术     2.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深圳市科源光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KEYUAN CO.,LTD.                ◆展位/Booth：6G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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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保护窗口片

产品介绍
ICC激光窗口具有高透过、高损伤阈值、良好的热稳定性、
低波前畸变等特点。 
材质：K9、熔融石英FS、硒化锌ZnSe、锗Ge
直径范围：5-305mm
厚度范围：0.5-75mm
应用波段：266nm，355nm，532nm，633nm，785nm，1064nm，9.4um，10.6um
膜系：增透膜、DAR增透膜、DLC膜

应用行业
1.新能源/电池     2.医疗/生物技术     3.汽车工程     4.家电/电器     
5.金属/钣金     6.照明     7.航空航天/交通运输     8.光学

秦皇岛本征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Qinhuangdao Intrinsic Crysta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Booth：6G45

激光反射镜

产品介绍
材质：硅Si、熔融石英FS、K9、铝Ai
直径范围：6-200mm
应用波段：248nm、355nm、532nm、587.6nm、1064nm、10.6um
膜系：金膜、银膜、铝膜、介质膜

应用行业
1.新能源/电池     2.医疗/生物技术     3.汽车工程     4.家电/电器     5.金属/钣金     6.照明     7.光学

激光聚焦镜

产品介绍
本征可提供
材质：K9、BK7、熔融石英FS、硒化锌ZnSe
直径范围：5-150mm
应用波段：355nm、532nm、1064nm、10.6um

应用行业
1.消费电子     2.新能源/电池     3.医疗/生物技术     4.汽车工程     5.家电/电器     6.金属/钣金     7.光学

   

深圳市科源光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KEYUAN CO.,LTD.                ◆展位/Booth：6G14

激光防护镜
Lsaer safety goggle

产品介绍
防 护 波 段 范 围 ： 2 0 0 n m - 1 0 6 0 0 n m ， 常 用 的 波 段 如 ： 紫 外 4 0 5 n m , 蓝 光 4 5 0 n m , 4 7 3 n m , 绿 光
520nm,532nm, 红光635nm,660nm,近红外光808nm,980nm,1064nm,1070nm,1080nm。以及CO2激
光器10600nm。防护水平（OD）高，可见光透过率（VLT）好。
激光安全产品，性能满足：中国国家标准 GJB1762-93, 欧盟CE标准EN207:1998+A1:2002 , 并获得欧盟CE
安全认证。

Laser safety products covers: 200nm-10600nm，includes UV 405nm, Blue 450nm,473nm, Green 
520nm,532nm,Red 635nm,660nm,NIR 808nm,980nm,1064nm,1070nm,1080nm。and CO2laser。 Higher Optical 
Density（OD） ，good Visible Light Transmission（VLT） 。
Laser safety products meets：China’s standards--GJB1762-93, and EU-- EN207:1998+A1:2002 , we have CE 
certifications.

应用行业：1.医疗/生物技术     2.金属/钣金     3.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8号馆等您，欢迎观展！

2023.3.22-24 I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VISIONCHINA (SHANGHAI)

VISIONCHINA (BEIJING)

2022.11.15-17 I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VISIONCHINA (SHENZHEN)







See You In 2023

2023年3月22-24日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March 22-24, 2023,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productronicachina.com.cn | productronica-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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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South China

鸣谢以下合作媒体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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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品牌
增长实力

微信服务号 微信订阅号 

www.vogel.com.cn

MM《现代制造》是集纸媒、数字媒体、会议、服务于一体的全媒体传播平台。
始创于 1996 年的 MM《现代制造》已经走过整整 26 年，从最初单纯出版杂志，

到现在逐步转型成为中国工业领域旗舰型的信息服务提供商。
MM《现代制造》在编辑理念、传播手段和品牌培育等方方面面不断地突破着自我，

始终将服务于中国制造视为己任。



2020年

会议地址:东莞
会议时间：2020年6月20日

红光奖
2020年度中国激光行业创新贡献奖

6月：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第二届第三次会员大会

10月：LMN2020世界激光制造大会

１１月：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
成果交易会先进制造激光展

6月：大湾区激光企业家峰会

10月：ALAT亚洲激光论坛

2021年

会议地址:深圳
会议时间：2021年1月11日

大湾区激光及智能制造产业
与资本对接峰会

3月：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第二届
八次理事（扩大）会议

3月：深圳市激光智能制造行业协会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9月：

晚宴地址:深圳
晚宴时间：2021年9月27日

红光奖
2021年度中国激光行业创新贡献奖

晚宴地址:深圳
晚宴时间：2021年9月27日

深圳市激光智能制造行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LMN2021世界激光制造大会

2022年
《激光制造商情》
将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4月：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第三届会员大会

4月：2022大湾区激光企业家峰会















买元器件
上猎芯网就“购”了



1600 690

人工智能峰会及卓越创新奖
中国模拟半导体大会及飞跃成就奖
电机技术研讨会及市场表现奖
中国物联网大会及IoT创新奖

展会合作项目
视频访谈项目

电子发烧友网
电子工程师社区交流平台

合作联系
一手活动信息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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