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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企业 

300家 

国内外专业观众 

21,600名 

 

展会聚焦 

 激光/红外/光学/ 

光通信/光电显示 

展会概况 

展出面积 

13,000平米 

 

智造创新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1991年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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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推动中国光电行业的发展，中展集团与中国

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于1991年共同在北京发起举办

了首届中国国际激光及光电技术展览会。如今，在京

津冀三地光学学会等单位的协同努力下，ILOPE已经

发展成为了集激光、红外、光电子为一体的“北京光

电周”系列活动平台。结合“中国制造2025”和

“万众创新”的战略规划以及落实科技成果转化的产

业政策，促进光电行业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企业开展

产品、技术和服务全面创新的重要平台。 

 

01 ILOPE2017北京光电周 

        



02 展商概况 

       荟聚“光电技术”、“激光应用技术”、“红外应用技
术”、“光学器件”等最新技术和产品，为行业提供先进制
造技术和科研需求。 
 
       本次展会共有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
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300余家知名企业参展。其中包括：
美国理波、美国相干、Edmund、THORLABS、华光、凯普
林、普爱纳米、香港电子器材、高明铁、镭宝、顶尖、先锋
科技、卓立汉光、科艺、大恒、北光世纪、东方科泰、中电
十一所、武汉高德、微纳光科、镭通激光、芯明天、十三所、
博信光电子、久之洋红外、中科思远、茂丰光电、北方激光
等。 



收集市场信息 

采购 

参观展会目的 

了解新产品和技术 

30% 

25% 

40% 

5% 

03 观众分析 

寻求合作机会 



45% 25% 15% 15% 

激光及 
激光应用 

光学仪器 红外及成像产品 

光通讯技术 
设备元件 

观众分析 03 感兴趣的产品类别 

光电显示技术 
设备 



优质观众名单（部分，排名不分先后） 03 

英国太平洋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优尼卡机械工具（廊坊）有限公司  
滨松光子学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松下电器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卡尔史托斯内窥镜（上海）有限公司 
欧菲特石油科技（英国）有限公司 
德国联合分析系统有限公司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美国邦纳工程国际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东京计器株式会社 
通用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 
 
 

 
 

中航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集团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技术中心 
中国石油管总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航天科工智能机器人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钢铁研究总院国家钢铁材料测试中心 
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孔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加多宝（中国）饮料有限公司 
上海海鸥数码照相机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良石材集团 
  
 
 

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科学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 
研究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 
第十八研究所 
北京华航无线电测量研究所 
哈尔滨工业大学常州机器人研发中心 
北京市工业设计研究院环境工程院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北人集团 
北京卫星制造厂 
长城汽车 
北京铁道工程机电技术研究所集团公司 
航空工业部曙光电机厂 
北京京仪仪器仪表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航天新长征大道科技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国内外著名科研院所、激
光企业知名专家、京津冀
三地光学学会嘉宾做新型

激光器技术与 
应用最新发展报告 

第十四届北京激光技术前沿论坛
暨京津冀光电专业高等院校科技

创新与成果转化专题报告会 
 

参展商新技术、新产品首发、汇报、推广平台 

第四届光电新技术及新产品报告会 
 

04 同期活动概况 

光电企事业单位人才见面会 

面向高校学子、专业技术人员和光电子企业单位的 
人才供需见面会，得到业界相关人士的积极参与和认可 



04 
同期活动之“第十四届北京激光技术前沿论坛 
暨京津冀光电专业高等院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专题报告会” 
 
 

特邀嘉宾：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主任 王又良研究员 
中国光学学会副秘书长 顾波 
北京光学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梁志远 
北京光学学会副理事长兼专家委员会主任 郭少陵 
北京光学学会秘书长 刘宝胜 
北京光机电一体化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陈端业 
北京光机电一体化协会副理事长 历宝华 
广州光学学会理事长 张庆茂教授 
上海激光学会副秘书长 张伟研究员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专委会副秘书长 刘善琨教授 
天津光学学会秘书长 桑梅教授 
江西省光学学会秘书长 刘国栋教授 
广东省激光行业协会秘书长 邵火 
温州激光行业协会会长、奔腾激光（温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让大 

论坛主题： 
激光产业发展形势 国际激光技术前沿发展 
激光光电子学科新应用 激光加工新装备等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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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激光加工市场
2016年述评及2017年
展望》 
王又良  研究员   
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工
专业委员会主任 

《亚波长光学的研究》 
 罗先刚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 
研究所副所长    
 

《超快激光的光电子应用》 
 孙洪波 教授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长江”、“杰青”、 
“万人”  

《选区激光融化成形
技术及其应用》 
 张庆茂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信息 
光电子科技学院院长 

《万瓦激光切割设备
技术与工艺》 
 吴让大 教授   
奔腾激光（温州） 
有限公司总经理 
 

《通快现代工业激
光技术介绍》 
张令开 博士  
通快激光事业部  
激光产品经理 

专家报告热点 

我国光学界近年在亚波长
光学领域重要进展 
 
激光融化成形技术（3D
打印技术）有关成形机理
和材料制备方面进展 
 
近年运用飞秒激光微纳加
工技术在微光学（包括二
元光学）、微电子、微机
械、微流控和传感、仿生
方向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 
 

同期活动之“第十四届北京激光技术前沿论坛 
暨京津冀光电专业高等院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专题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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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G新型光纤激光器
以及应用》 
董志娟 博士  
 IPG北京光纤激光技术
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裸眼3D光场显示》 
桑新柱 责任教授  
北京邮电大学光电研究所 

《638nm大功率红光 
半导体激光器的研制》  
朱振 博士     
山东华光光电子有限公司 
技术部经理 
 
 

执行主席： 
刘永帧 教授  
北京光学学会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执行主席： 
桑梅 教授  
天津光学学会秘书长 
 

执行主席： 
林学春 研究员  
北京光学学会青年
工作委员会主任 

3D光场显示在医学导航、
军事电子沙盘、智能制
造、空间仿真、科学展
示等领域的重要应用。 
 

专家报告热点 

同期活动之“第十四届北京激光技术前沿论坛 
暨京津冀光电专业高等院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专题报告会” 



04 同期活动之“第四届光电新技术及新产品报告会” 

《高能量纳秒激光器在PIV, LIBS等领域的应用》 
贺雪鹏 总经理，北京风启科技有限公司 
 
《高功率光纤耦合半导体激光器在焊接和熔覆中的应用》 
刘佳 产品经理，北京凯普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60nm激光二极管在医疗和工业方面的应用》 
Dr. Jürgen Sebastian, Managing Director,  
JENOPTIK Diode Lab GmbH 
 
《大功率激光切割焊接行业的高精度激光测量 
技术方案与选型》 
王嘉庆 市场部总经理，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 

《激光加工技术，未来十年智能制造业的新兴力量 》 
王浟 教授，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华光光电半导体激光器产品报告》 
李沛旭 博士，山东华光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气体探测和光谱分析的 
中红外新型传感模块》 
Aleksandra Sosna-Głębska 
波兰VIGO公司 
VIGO System S.A. 
 



04 同期活动之“第四届光电新技术及新产品报告会” 

《数字电光平台》 
邰中和，CEO，和莲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邱俊荣，副总裁，和莲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矽
基液晶LCoS产学研联盟秘书长 
 
 

《彩虹在手，健康到家》 
冯祥 副总经理 
杭州远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压电偏转镜在卫星激光通信中的应用》 
杨明远，销售总监，哈尔滨芯明天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显微镜环境问题总体解决方案》 
郭勇 工程师，青岛森泉科技有限公司 
 
《高功率光纤合束器和光纤端冒制作的 
关键设备和技术》 
张瑞新总经理，上海瀚宇光纤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用于金属和脆性材料先进加工的 
新型皮秒激光器》 
田志宏 ，光谱物理公司中国区应用及技术支持经理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凯普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鼎信优威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蓝思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 
顶尖科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爱万提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安特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 
河北中科维华科技有限公司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展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风启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森泉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04 同期活动之“光电企事业单位人才见面会” 

       继2015年举办首届“光电专业人才

供需见面会”获得各界一致赞誉，本届北

京光电周在展会期间再次举办面向高校学

子、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关光电子企业单位

的人才供需见面会，众多业内公司积极参

与，高校学子、专业技术人员踊跃前往。 

       本活动对人才供需见面双方免费开放。 

招聘企业（部分） 



04 同期活动之“光电之家Happy Hour”暨2018年国际激光、光电专业展推介会 



05 媒体宣传报告 
      美通社发布报告 

点此查看新闻稿 

http://www.prnasia.com/story/19061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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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电视台新闻报道 媒体宣传 

点此在线观看视频报道 

https://v.qq.com/x/page/v0565viyjg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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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精彩照片集锦 精彩瞬间 



        

2018北京再相聚 

 
中展集团北京华港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张海娇、王棣、尹华欣、孟琳                         程慧云、所洪涛、王琳 
TEL:+86-10-84600314、84600331、           TEL:+86-10-84321499 
                    84600334、84600384 
Email: ilope-expo@ciec.com.cn                   coema@coema.org.cn 

联系我们: 

mailto:ilope-expo@ciec.com.cn
mailto:ilope-expo@ciec.com.cn
mailto:ilope-expo@ciec.com.cn
mailto:coema@coema.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