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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易光电： 电力无人机技术，光引未来

仪商全媒体特别报道：当今领先国际的光电硬科技，海

内外品牌顶尖光学光电子技术聚集；65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

齐聚深圳，这是2017年9月6-9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的

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电专业盛会，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

会成功举办；覆盖光电领域全产业链，每年都会吸引众多业

内知名企业参加。专业观众爆棚，人潮涌动，现场看遍全球 

“硬科技”，引爆了光电新思潮。

《仪器仪表商情》、《仪商网》全媒体关注红外技术及

应用，特别是展会企业核心技术和优势的宣传，对未来细分

市场及行业技术的主要推动力洞察，现场直击，与红外技术

企业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透析市场，推动创新

2017年CIOE中国光博会之一的红外技术及应用展，来自

FLIR、ULIS、PI、Thales、Ophir、Thorlabs、高德红外、

大立科技、飒特红外、久之洋红外、科易光电、华中数控、红

相科技、巨哥电子、深圳朗驰欣创等国内外知名红外企业的鼎

力支持。 以全产业生态链全面展示红外材料、器件、设备及

应用产品，集中展示全球红外产业尖端技术及产品。

现场共举办20多个论坛会议，400多场次演讲，覆盖光

通信、5G、光学、光纤传感、AR、VR、红外、激光、数据

中心、机器视觉、军民融合、投融资等方面。汇聚全球光电

资深专业人士，海外行业权威分析机构、企业高层等莅临，

全面解密热门技术和市场趋势。

同场竞技，各领风骚
工业控制在线检测、巡检机器人技术、车载红外热像

仪、红外探测器、及机芯组件.......,各类红外技术元素在红外

技术及应用展上爆发，交相呼应当今智能制造、物联网、大

数据等，国内外品牌企业齐聚，紧贴热点，助推行业技术新

应用与交流。

主动、被动成像、集成与微型化、传感器融合、红外光

学、镜头技术的海量应用，急速增长的需求让红外系统的市

场成为一个蓝海。

近几十年，红外热成像成为工业和建筑领域的重要话题。

最新发展之一是从空中进行红外热成像检测。红外热像仪与无

人机相结合用于对难以接近的建筑或电力线路进行红外热成像

检测，以及用于消防和执法工作。据预计，未来10年电力巡检

无人机年均需求额达到1.8亿元，总需求金额将达到18亿元。

爆发潜力，前景可观
当前，红外热像仪市场的潜在需求，远大于实际需求，

红外热像仪企业在工业控制、电力检测、汽车夜视、石化安

全控制以及医学诊断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随着

中国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的快速发展，红外热像仪市

场前景十分可观。

同时，在民用领域最具爆发潜力的应用点，如广为企业

看好的车载红外市场。

在采访的参展企业中，大立科技、飒特红外、科易光

电、红相科技、朗驰欣创等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红外技术

在民用领域市场前景十分可观。

2017 CIOE 中国光博会，红外技术引爆“硬科技”

2017年CIOE中国光博会无疑成为“飒特红外”新技术

的“大秀场”，专业的红外应用解决方案和应用产品包括工

具热像仪系列、专业热像仪系列、特殊行业应用热像仪和高

端系列热像仪，监控设备展示墙、夜视车载体验区、安防产

品模特展示，让每个观众尽情了解红外热成像无所不在的应

用方案。

本届展会上，“飒特红外”发布了“飒特红外NV628”

车载热成像夜视仪，闪耀亮相立马成为展位上的焦点，“飒

特红外NV628”的魅力不仅是车前的纵情奔驰，还可以在车

上实时监控动态图像，只要在汽车上安装红外热成像仪，就

可以在夜间、雾霾等极端天气下观察路况，从而大大降低交

通事故的发生率。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陈振鹏总经理，在接受《仪器

仪表商情》采访时说，“飒特红外”作为目前全球最具规模，

产品在各行业覆盖率最高的红外专业厂家之一，一直致力于推

动红外行业健康发展，促进国内外红外产业深度交流。

陈总表示，车载红外热像仪，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民用

领域最具爆发潜力的点，早期由于成本过高，不能大批量生

产，一直没有普及。而眼下，这项技术已经到了可以全面铺

开的节点，目前在宝马高端车系中已经将红外热成像仪作为

选配内容。在未来的3到5年，车载红外热成像仪将会像GPS

一样，成为车友们的“标配”。

近年来，红外热成像技术已经悄然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普遍运用于工业检测、安防、医疗、食品检测等领域。目前

国内的红外市场竞争虽然激烈，但发展前景依然向好。陈 总

表示。

“飒特红外”以“飒特产品成功引入寻常百姓家，让红

外热成像应用技术成为世人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梦想”为愿

景，继续领航“热成像之道”。

飒特红外：领航“热成像之道”

本次展会上，广

州科易光电技术有限

公司盛装参会。集中

展示了慧龙系列无人

机全动态测温型红外

组件、小型无人机专

用红外吊舱、气体红

外检漏仪与手持高清热像仪等最新产品和技术。

科易光电总经理吴晓松表示，随着轻型无人机的发展，更轻、

更小、更高效的任务载荷应运而生，科易光电飞行热像仪以其轻

巧（<310g），实时（全动态红外视频流）、精确（0.05℃温度

分辨率）等特点跻身无人机载荷领域。广泛应用于电力、安防、

森林防火等领域的飞行热像仪就具备超轻、微型、高速、高性能、

全动态测温、数据处理及网络化等特点。

吴总表示，科易光电自主研发生产的各型机载红外光电及可

见光成像系统，重量更轻、功能更强，可搭载于各种常用直升机

及无人机。最新研发的红外有机气体检漏设备可在复杂的生产环

境下实时准确地检测出易燃易爆气体泄漏点，为快速定位泄露点

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特别适用于装置复杂并对泄露隐患特别

敏感的石油化工领域。

近年来，科易光电通过无人机巡检技术的研究，参与“一带

一路”经济带输电走廊的建设，并助推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

的电网互联互通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为电力无人机技术

的运用和发展，提供市场竞争力。

吴总说，科易光电重点开发围绕红外焦平面热像仪为主的光

电探测系统的应用，在热成像设备应用研究、稳定平台、各种配

套硬件的开发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能够为客户提供一整套完

整的解决方案。

高德红外：“中国红外芯”，共建红外生态圈

高德红外携带最新的晶圆探测器、模组类产品以及红外热像

仪重装亮相 CIOE 中国光博会，首次发布单片式红外机芯“一元

红外机芯”等全新产品。

2017 年 9 月 7 日，高德红外在深圳丽思卡尔顿酒店举办了“红

外技术平台战略合作研讨会”。会上，高德红外董事长黄立首次对外

发布了“平台化战略”，并展出了晶圆级封装红外模组、一元红外芯、

非制冷标准机芯等一系列重磅红外新产品。期间，高德红外还与众多

合作伙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中国红外芯”推动红外技术
在会上，黄立董事长介绍了高德红外取得的众多技术成就。

目前，公司建成了三条红外探测器的专用生产线，可以为全

行业稳定批量化供应各类型红外探测器以及基于探测器的平台化

系列产品。包括 :

国内唯一的一条自主可控，8 英寸 0.25μm 批产型氧化钒非

制冷红外探测器专用生产线；

一条 8 英寸 0.5 微米的碲镉汞制冷红外探测器专用生产线；

一条 8 英寸 0.5 微米的二类超晶格制冷红外探测器专用生产线；

可以为全行业稳定批量化供应各类型红外探测器以及基于探

测器的平台化系列产品。

“合作共赢”推动平台化战略
黄立董事长指出，秉承“合作共赢·有‘芯’同享”的服务理念

和开放的合作态度，在这种背景下，高德红外提出了平台化战略目标，

将以开放的战略思维，基于高德现有的技术平台，构建一个全新的红

外生态圈，让生态圈内企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使得更多的企业能

够快速进入红外行业，推动红外热成像技术的普及，让红外行业真

正进入高速发展的通道。

与此同时，高德红外也将培育一批有创新精神的方案解决商，

共同打造健康发展的红外生态圈，让红外市场变得更加活跃和多

元化。

“有‘芯’同享”全新技术产品
高德红外在国内首次发布晶圆级封装非制冷红外探测器，包括：

120×90@17μm，256×192@12μm，400×300@17μm 三

种型号，性能优越，NETD<40mK。

现 场 发 布 并 展 示 了 采 用 400×300@17μm 晶 圆 探 测 器

+ASIC 芯片的机芯，由于其大小与一元钱硬币接近，因此称为一

元机芯。此款产品体积小、功耗低，易于集成，能够快速开发出

红外热成像整机系统。

发布了即将在 2018 年初上市的红外小模组产品。小模组产

品采用 120×90@17μm、256×192@12μm 晶圆封装探测器，

将镜头、探测器、处理电路整体封装成一个完整的小模组，提供

标准的数据接口，设计思路类似于手机中使用的可见光模组，成

本低、体积小，能够应用到消费电子等产品的集成和开发中。

未来，高德红外希望在更多的行业发掘潜在的合作伙伴，尤

其是在智能家居、物联网、机器视觉、汽车电子、智能硬件、医

疗等行业，与行业共同打造多样化的红外生态圈。

吸引众多业内知名企业参加

专业观众爆棚，人潮涌动，“飒特红外”发布会现场

车载红外热像仪成为客户聚焦的热点

高德红外在展会上表现更加活跃和多元化

一元机芯、晶圆级封装技术获突破

“红外技术平台战略合作研讨会”广为社会关注

    科易光电技集中展示了最新产品和技术。

红外光电及可见光成像系统可搭载于各种直升机及无人机

无人机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市场

巡检机器人技术产品应用广受关注

FLIR：OEM 热像机芯全线产品，打造业界最优

作 为 红 外 技 术 生 产

与研发领先厂商菲力尔

（FLIR Systems）， 今

年 CIOE 中国光博会上携

机芯全线产品重磅出席。

在展会上， FLIR 不仅带

来技术最为领先的展品 , 

来自 FLIR 国内外的技术

专家也将为此次支持展会

提供支持。

“中国是 FLIR 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主要在

不断研发、创新机芯，保持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先；同时与本土

企业合作，向他们提供优质的 OEM 热像机芯全线产品，打造业

界最优。”FLIR 亚太区销售总监 Gref Nagler 在接受《仪器仪表

商情》采访时表示。

在此次展会中，FLIR 展位机芯全线产品呈现三热点。

热 点 一： 基 于 热 成 像

与可见光镜头双镜头无人机

用相机产品。此次展会上

FLIR 将展出其最新推出的

无 人 机 用 产 品 FLIR Duo/

Duo Pro R 双镜头相机和

Vue Pro 热像仪相机。

热点二： 顺应机动车

ADAS 系统发展，借势推出

红外 ADK 组件。此次展会，

FLIR 还将展出其在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中应用的产品。

ADAS传感器套件中加入热像产品可提升驾驶系统和态势感知能力，

帮助广大司机将检测能力拓展至远光灯的五倍之多。

热点三：经典产品悉数亮相。FLIR 还将展示最为值得信赖的

经典产品 Boson，Tau 2 等非制冷机芯， 以及 MiniCore 等系列

的制冷型红外机芯。

新推出的FLIR Duo以及升级版Duo Pro R小

型无人机系统价值巨大

亚太区销售总监Gref Nagler，接受仪商

全媒体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