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MOS图像传感器市场及技术发展趋势

CMOS，全称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即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
体，是一种大规模应用于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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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电子芯片将数据中心带宽提高十倍

西安交大科研人员 在拍瓦激光脉冲载波相
位探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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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光伏新政策提高发展质量 加快补贴退坡

随着我国光伏发电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进步和
成本下降速度明显加快。

CMOS图像传感器市场及技术发展趋势

CMOS，全称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即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是

一种大规模应用于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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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开发脉冲激光成像技术 可以达到静脉
或皮下血管显影
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开的苹果新专利，这种脉
冲激光成像技术可以达到静脉或皮下血管显影，
应用在生物识别功能。

欧司朗收购VCSEL制造商Vixar 为其安全应
用领域增添羽翼
欧司朗（Osram）收购了美国Vixar公司，以增强
其在半导体光学安全技术领域的专业能力。

佳能推出六款激光打印新品 打印精细化
5月21日，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佳能）推出6

款A4黑白激光打印新产品，包括3款多功能一体

机iC MF525dw、iC MF426dw、iC MF423dw及3款

打印机LBP214dw、LBP213dn、LBP211dn。

2018年激光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排名及市场
趋势

随着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提升的影响，我国激光行

业市场增长迅猛，2017年全球激光加工设备市场规

模为313.7亿美元，同比增长12%。

2018年全球光纤激光器发展现状分析 市场
规模超20亿美元
2013年以来，全球光纤激光器市场规模逐年增

长；从2013年的8.41亿美元增长至2017年的20.39亿

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4.78%，增长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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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CMOS图像传感器市场及技术发展趋势

CMOS，全称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即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是一种大规模应用
于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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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OS，全称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即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是一种

大规模应用于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的原料。现行的图像

传感器主要应用了CCD（Charge-coupled Device，电

荷耦合元件）、CMOS以及基于TFT技术的芯片。

CCD、CMOS两种芯片都基于硅工艺，但由于工作原

理和设计结构不同，使得这两种传感器在功能和性

能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相较于CCD技术芯片，CMOS由于集成度高的特

点而具有优势。CCD技术芯片工艺复杂，不能与标

准工艺兼容，而且需要高电压，功耗大，导致芯片价

格昂贵且使用不便。CMOS图像芯片采用CMOS工

艺，可将图像采集单元和信号处理单元集成到同一块

芯片上，具有价格便宜、功耗小等优点，具有很强的

市场竞争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产生于CMOS图像传感芯片的敏感元件阵列单元。

CMOS图像传感芯片象敏单元阵列实际上是光电二极

管阵列，有线型和面型之分。线型的主要用于扫描

仪，分析仪等方面，面型的主要用于数码相机、摄像

机、检测设备等方面，面型又分为单色和彩色两种类

型。单色的图像传感器通过使用聚酞亚胺掩膜技术在

传感器的每个感光单元上覆盖一层微小的R、G或是B

彩色光学滤镜，只允许某波段的光线透过，在感光单

元上产生相应强度的电荷量，代表该点颜色的色度和

强度；彩色图像传感器在光线透过每个感光单元上的

光学滤镜时，会在该单元上产生相应的电荷量来反映

各个像素点颜色的光度和强度。

          CMOS芯片图像传感器用传统芯片工艺将光敏元

件、放大器、A/D转换器、存储器、数字信号处理器

和计算机接口电路等集成在一块硅片上的图像传感器

件。CMOS图像传感器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无源像

素传感器（CMOS Passive Pixel Sensor简称CMOS-

PPS）、有源像素传感器（CMOS Active Pixel Sensor简

称CMOS-APS）和数字像素传感器（CMOS Digital 

Pixel Sensor简称CMOS-DPS）。如下：

 1  CCDғCMOS

类别 CCD CMOS 

制造 专用生产线 通用生产线

结构 功能模块不能集成在同一芯片上 硅基系统化集成

功耗 大（1） 小（1/10） 

电源 1.5V、5V、9V 3.3V 

集成度 小 大

图像 顺次扫描 同时读取

价格 昂贵（1） 便宜（1/20） 

红外线 灵敏度低 灵敏度高

抗辐射 弱 强

灵敏度 优 良

噪声 优 良

芯片输出 电压（模拟） 数据位（数字）

          CMOS芯片具有彩色成像和单色成像两种功能，

彩色图像传感器适用于数码相机、手机和PDA使用的

可拆卸相机以及数码静止及双模相机；单色图像传感

器适用于生物检测（识别如指纹的个体特征）、监控

和安全、机器视觉和条码扫描仪等，两者的区别主要

PPS

一个像素含一个光
电检测器和一个导
通晶体管
优:寻址简单、结构
简单、高填充系数
缺:灵敏度低、噪声
大

APS

一个像素含两个有
源晶体管
优:输出噪声低、响
应速度快、摆幅大
缺:填充系数减少、
寻址复杂

DPS

将模/数（A／Ｄ）
转换集成在每一个
像素单元，输出数
字信号
优:工作速度更快，
功耗更低

 1  CMOS ἥ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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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S结构的出现，使得CMOS图像传感器走向实

用化。结构原理为：每一个像素包括一个光电检测器

和一个导通晶体管；与PPS结构相比，每一个像素里

APS利用一个简单的开关将光电检测器与列总线连

接，每一个像素中有两个有源晶体管，有源晶体管具

有增益和缓冲的作用；DPS不同于PPS和APS的模/数

（A/D）转换是在像素外进行，而是将模/数转换集成

在每一个像素单元里，每一像素单元输出的是数字信

号，该器件的优点是高速数字读出，无列读出噪声或

固定图形噪声，工作速度更快，功耗更低。

 CMOS传感器市场规模及竞争格局

 2017年全球CMOS图像传感器销售额达到137亿

美元，相比2016年（市场规模116亿美元）增长了

17.3%，按照复合增长率10.4%计算，预计2018年

CMOS图像传感器市场规模将达到151亿美元。

 从CMOS传感器供应链厂商市场份额来看，2016

年，索尼（Sony）仍然是无庸置疑的市场领导者，由

于稳居移动市场关键地位而拥有约42%的占有率。其

后分别是三星（Samsung，18%）、豪威科技（Omni

Vision，12%）、安森美半导体（ON Semiconductor，

6%）与松下（Panasonic，3%）。

 2  2014љ2018 Ὴ CMOS ἥ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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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6 Ὴ CMOSᴶ ᴓ

 CMOS因采用标准的半导体工艺制造，属于典型

的半导体行业，规模经济属性明显，所以市场集中

度较高，索尼、三星、豪威科技占据了70%以上的市

场份额。2011年之前，豪威科技在一直是非数码相机

图像传感器领域的龙头厂商，且成功进入苹果的供

应链。然而索尼在2011年成功取代豪威科技，获得苹

果iPhone 4S 800万像素主摄像头的CMOS订单，凭借

其高质量的产品，在国际上销售额不断提高，取代

了美国豪威的龙头地位。索尼定位高端智能机市场，

客户为苹果、索尼自家高端手机以及其他厂商的几

乎所有高端品牌手机。目前索尼仍然几乎独占1300万

及以上像素CMOS市场。失去苹果订单之后，豪威科

技将重心转至中国市场，不仅在中国中高端智能机

市场占有较高份额，同时也积极开发中低端CMOS产

品。三星的CMOS产品原来主要应用于中低端，目前

逐步走向中高端，但仍与索尼具有较大差距，而且

三星主要是自产自销，也曾在索尼CMOS产品供应不

足时趁机进入一些中国手机厂商的供应链。

新的CMOS设计不断改善各种光水平（包括接近

黑暗的夜晚），高速成像，以及更大的分辨率，并

集成更多的功能，为特定的应用，如安全摄像机、

机器视觉在机器人和汽车、人类识别、虚拟/增强现

实和医疗系统。

  CMOS传感器最新技术

（1）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5nm碳纳米管

CMOS器件究新实现新突破

2017年1月20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彭

练矛和张志勇课题组在碳纳米管电子学领域取得的

世界级突破：首次制备出5纳米栅长的高性能碳纳米

晶体管，并证明其性能超越同等尺寸的硅基CMOS场

效应晶体管，将晶体管性能推至理论极限。

该课题组通过优化器件结构和制备工艺，首次实

现了栅长为10nm的碳纳米管顶栅CMOS场效应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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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对应于5nm技术节点），p型和n型器件的亚阈值

摆幅（subthreshold swing，SS）均为70mV/DEC。

（A、采用金属接触的碳管晶体管截面透射电镜图，以及采用石墨

烯作为接触的碳管晶体管扫描电镜图；B、石墨烯作为接触的碳管晶

体管示意图；C、5nm栅长碳管晶体管的转移曲线）

          器件性能不仅远远超过已发表的所有碳纳米管器

件，并且更低的工作电压（0.4V）下，p型和n型晶体

管性能均超过了目前最好的（Intel公司的14nm节点）

硅基CMOS器件在0.7V电压下工作的性能。特别碳管

CMOS晶体管本征门延时达到了0.062ps，相当于14纳

米硅基CMOS器件（0.22ps）的1/3。

          与此同时，课题组也研究接触尺寸缩减对器件性

能的影响，探索器件整体尺寸的缩减，将碳管器件的

接触电极长度缩减至25nm，在保证器件性能的前提

下，实现了整体尺寸为60nm的碳管晶体管，并且成

功演示了整体长度为240nm的碳管CMOS反相器，这

是目前所实现的最小的纳米反相器电路。

（2）Sony研发加入DRAM层的三层堆栈式架构

CMOS

          2017年2月7日，索尼研发出全球首款三层堆栈式

CMOS，这款CMOS相比原有的堆栈式CMOS增加了

DRAM层，大幅提高CMOS的数据处理能力，可以拍

摄最高1000fps的超慢速视频

INDUSTRI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MONTHLY

 4   5nm ᵩ

 5  CMOS ᴌғᴶ ᵩ ᴌ

（A、基于碳管阵列的场效应晶体管结构示意图，B-D、碳管CMOS

器件与传统材料晶体管的比较）

有效像素 5520（H）×3840（V）2120 万像素 

图像尺寸 对角长度 7.73mm（Type 1/2.3） 

像素尺寸单元 1.22ҡm（H）×1.00ҡm（V） 

帧速率 静止 30fps 4：3 1930 万像素/16：9 1710 万像素 

动画 60fps 4K（3840×2160） 

240fps 720p 

输出速率 80478msec（4：3 1930 万像素）/60962msec （16：9 

1710 万像素） 

电源电压 2.5V/1.8V/1.1V 

影像格式 Bayer RAW 

输出 MIPI（CSI2） D-PHY 2.2Gbps/lane/C-PHY 

2.0Gbps/lane 

DRAM 容量 1Gbit 

表 2  索尼最新三层堆栈式CMOS技术参数

          这款新感光元件还在开发期，索尼暂时没有为其

正式命名。从规格上看，这款CMOS的像素值为2120

万，最高可以拍摄5520*3840分辨率的图像。CMOS对

角线长度7.73mm，尺寸1/2.3英寸，单个像素面积为

1.22μm×1.00 m（V）。支持1/120秒内读取1930万像

素图片并拍摄最高1000fps的超慢速视频，架构为传统

的拜耳阵列。

          从参数来看，这款CMOS将主要发力点放在了高

速处理和视频拍摄上面。从静态图像参数上讲，2120

万像素的数字在索尼自家的Exmor RS CMOS中也属于

比较靠前的位次，1/2.3英寸的CMOS面积同样位次靠

前，可以提供相对不错的画质输出。单位像素1.22μm

不及自家一些1.44μm的产品，与HTC的UltraPixel 

2μm相比也有不小差距。拜耳阵列是传统的RGBG结

构，与IMX298和IMX398的RGBW架构不同，所以综

合来看在进光量上面可能稍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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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新的CMOS传感器技术中，索尼将CMOS架

构做出了调整，在像素层和电路层之间新加入了

DRAM层（动态随机存储单元），这一部分在整个

CMOS模组当中充当缓存角色，用于存储像素层获取

到的图像信息，因此大幅提升了传感器处理数据的速

度。新CMOS可以在1/120秒内读取1930万像素的图

片，这个速度比自家的旗舰级CMOS IMX318快上4倍。      

延长充电时间间隔，其成像性能能够更好地映射环

境，避免严重碰撞。最后，在3D摄像机和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设计中，AR0144可提供一种具成本效益及小

尺寸方案，用于捕捉双重图像进行3D成图或深度感

测。

           AR0144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选择主图像/视

频、触发帧/单帧以及自动触发操作模式。曝光时间

通过双线串联接口进行控制，阵列框选尺寸和消隐时

间配置令分辨率和帧率（全分辨率时达到60fps）可调

整，以覆盖特定的兴趣区（ROI）。各种定制配置令

AR0144的多功能性可准确满足不同应用的特定需求，

包括微调、阵列框选（windowing）、可调自动曝光

控制和自动黑度校正等等。

           CMOS传感器技术发展趋势

           第一，分辨率和帧率的提升。随着半导体工艺

的发展，CMOS单像素尺寸逐年减小，使得同样尺寸

下分辨率可以做得更大，传感器可以做得更小，摄影

行业所使用的CMOS传感器分辨率已经在千万像素以

上，单纯的提高分辨率并不难，难度在于高分辨率高

帧率的情况下，后端的图像处理、数据压缩、网络传

输、视频存储等配套环节也要跟上。

          第二，低照效果更赞。低照效果好坏直接影响夜

间的图像效果，高清时代不仅要求白天能够看得清，

夜晚同样也需要能够输出高品质的图像。相比CCD来

           2012年8月索尼就推出了堆栈式CMOS架构，使

用有信号处理电路的芯片替代了之前常见的背照式

CMOS图像传感器中的支持基板，在芯片上重叠形成

背照式CMOS元件的像素部分，从而实现了在较小的

芯片尺寸上形成大量像素点的工艺。由于像素部分和

电路部分是独立设计的，因此像素部分可以针对高画

质优化，电路部分可以针对高性能优化。

图 6  背照式CMOS（a）、堆栈式CMOS（b）、加入DRAM层的三
层堆栈式CMOS（c）

（3）安森美半导体发布1/4英寸1.0Mp CMOS全局

快门图像传感器

           2017年11月8日，安森美半导体推出一款新的1/4

英寸1.0Mp（1280H x 800V）CMOS数码图像传感器，

实现领先行业的性能水平。这款新的传感器能捕捉清

晰准确的图像，在明亮和微光条件下均不会有伪影。

它的高快门效率和信噪比充分降低重影和噪音干扰，

提高了整体图像品质。

图 7    安森美半导体AR0144 CMOS全局快门图像传感器

            3.0μm像素的AR0144采用了创新的全局快门设

计，经过优化满足越趋严苛的要求，能在静态和动态

场景应用中捕捉准确和快速的影像。该传感器有单色

款和彩色款，尺寸极紧凑，有5.6mm x 5.6mm芯片尺寸

或裸片格式，极易集成到空间受限的设计中。

           在条码扫描器等静态应用中，AR0144易于设计进

手持式产品中，确保初次扫描省电、省时和方便。在

无人机等动态应用中，该传感器的低功耗特性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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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低照度感光能力和噪点控制一直是CMOS的劣

势，通过采用新技术，CMOS的低照拍摄水平不断提

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CCD。而最新的堆栈式

CMOS技术，即SONY的下一代背照技术，其与传统

制程设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采用堆栈的方式将原本需

紧靠感光组件的电路部分置于感光组件的下方，这样

的做法可使整个组件在同尺寸规格下得到更多的空间

来获得更大面积的感光范围，而受惠于此设计，也使

得原本因为整体面积过大而需要在组件下方加上一片

支撑整块芯片的支持基板设计得以取消，更是大幅度

减少了组件制作的复杂程度，并且让CMOS的芯片尺

寸进一步缩小。

          第三，宽动态技术。宽动态技术在实际监控场景

中应用非常广泛，宽动态技术的提升除了依靠后端的

图像处理技术外，传感器本身动态范围的提升也很重

要。由于CCD的固有特性，即便是采用多次曝光方

式，CCD摄像机的宽动态范围最多也只有66dB，而

CMOS宽动态摄像机在现有技术下其动态范围已能达

到160dB。除此以外，CMOS-DPS技术在未来更加值

得关注，与传统的CMOS传感器不同，CMOS-DPS每

个像素点都包含一个独立的AD转换器，使用32位

ARM精确控制每个像素，使每个像素独立完成采样

和曝光，并直接转换成数字信号，这是目前市面上唯

一的、真正的全数字图像处理系统。一些国际主流厂

商已经推出了使用此技术的超宽动态摄像机。

战略决策:
531光伏新政策提高发展质量 加快补贴退坡

为促进光伏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加快补贴退坡，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
下发《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随着我国光伏发电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进

步和成本下降速度明显加快。为促进光伏行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加快补贴退坡，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关于2018年

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如下：

 一、 合理把握发展节奏，优化光伏发电新增建

设规模。

̂ѿ̃ 根据行业发展实际，暂不安排2018 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在

国家未下发文件启动普通电站建设工作前，各地不得以任何形式

安排需国家补贴的普通电站建设

̂ԋ̃ 规范分布式光伏发展。今年安排1000 万千瓦左右规模用于支持分

布式光伏项目建设。考虑今年分布式光伏已建情况，

明确各地5 月 31 日（含）前并网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纳入国家认

可的规模管理范围，未纳入国家认可规模管理范围的项目，由地

方依法予以支持

̂҈̃ 支持光伏扶贫。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扎实推进光伏扶

贫工作，在各地落实实施条件、严格审核的前提下，及时下

达“十三五”第二批光伏扶贫项目计划

̂ ̃ 有序推进光伏发电领跑基地建设。今年视光伏发电规模控制情况

再行研究

̂ԓ̃
鼓励各地根据各自实际出台政策支持光伏产业发展，根据接网消

纳条件和相关要求自行安排各类不需要国家补贴的光伏发电项目

表 3  《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光伏发电新
增建设规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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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光伏发电电价
调整政策

二、加快光伏发电补贴退坡，降低补贴强度。完

善光伏发电电价机制，加快光伏发电电价退坡。

̂ѿ̃ 自发文之日起，新投运的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统一降低

0.05 元，I 类、II 类、III 类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

时0.5 元、0.6 元、0.7 元（含税） 

̂ԋ̃
自发文之日起，新投运的、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的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电量度电补贴标准降低0.05 元，即补贴标准

调整为每千瓦时0.32 元（含税）。采用“全额上网” 模式的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按所在资源区光伏电站价格执行。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自用电量免收随电价征收的各类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系统备用容

量费和其他相关并网服务费

̂҈̃ 符合国家政策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0.5 兆瓦及以下）标杆电价保

持不变

三、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加大

市场化配置项目力度

表 5  《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市场政策

（一） 所有普通光伏电站均须通过竞争性招标方式确定项目业主。招标

确定的价格不得高于降价后的标杆上网电价

（二） 积极推进分布式光伏资源配置市场化，鼓励地方出台竞争性招标

办法配置除户用光伏以外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鼓励地方加大

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力度

（三） 各地、各项目开展竞争性配置时，要将上网电价作为重要竞争优选

条件，严禁不公平竞争和限价竞争，确保充分竞争和建设质量。省

级能源主管部门应及时将采取竞争方式确定的项目及上网电价或度

电补贴额度抄送省级价格、财政主管部门和国家能源局派出监管机

构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实施意见 
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是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

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保障国家安全、提高产业竞争力具有重大

意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四次党

代会精神，以及国家推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有关

部署，由浙江省经信委牵头起草，并报经浙江省政

府同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17〕147号，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的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

意见共分4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意见》明确了今后一段

时期浙江省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思路，提出力争到

2020年，全省集成电路及相关产业业务收入突破1000

亿元，把浙江省打造成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设计强

省和国家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第二部分是发展重点。《意见》明确了今后一段

时期浙江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发展重点。《意见》

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浙江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发

展重点。一是实施高端芯片突破工程。瞄准人工智

能、量子通信、柔性电子、信息安全等未来产业，

积极谋划战略布局，鼓励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机

构开展关键核心芯片以及安全自主芯片等的研究，

集中突破关键工艺技术、重点产品和产业发展瓶颈

制约，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全面提升行业

核心竞争力。二是实施集成电路设计“芯火”双创

工程。依托杭州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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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增强产业配套能力，营造产业生态，打造若干国

内领先的集成电路配套材料产业基地。六是实施集成

电路产业集聚工程。优化产业机构和布局，形成以杭

州、宁波为引领，嘉兴、衢州、绍兴等地特色发展

的“两极多点”的发展格局。

          第三部分是政策支持。为确保主要任务的顺利实

现，根据浙江省实际，《意见》提出了加大政府基金

引导、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招商引资政策等政策

支持。在加大政府基金引导方面，一是由省经信委牵

头，会同省级有关部门，推动省、市政府产业基金与

社会资本合作，共同组建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

是参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二期）的募集。基金

设立的具体流程，按省、市政府产业基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执行。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方面，2018—2020

年，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财政专项资金每年统筹安排

1亿元用于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重点支持“芯

火”双创基地（平台）等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省

级集成电路创新产业基地建设及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建

设等。具体申报时间、方式，由省经信委商省财政厅

另行发文通知。同时推动各相关地方政府出台相应的

扶持政策，详见各地的文件。落实国家有关鼓励软件

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具体财税优惠

政策根据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的实施

细则执行。在完善招商引资政策方面，对引进符合条

件的集成电路领域优势企业和重大项目实行一企一策

和一项目一策，省、市、县联动，以市为主，加大政

策支持；优先纳入省重大产业项目库，在完成供地

后，给予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计划奖励，具体按国土部

门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本地企业新上集成电路项

目，享受招商引资同等优惠政策。

          第四部分是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保障。建立

由省经信委牵头，发展改革、科技、财政、人力社

保、金融工作等相关部门参与的产业发展协调工作机

制。建立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专家库，对产业发展重

大问题提供咨询建议。二是完善投融资机制。通过多

形式、多层次的金融支持手段，拓展直接融资渠道，

加大信贷支持和政策倾斜，解决集成电路企业的融资

问题。三是加强人才培养引进。建立健全集成电路人

才培养体系，形成多层次的人才梯队，重点是高端领

军人才和管理团队的培养和引进。落实高水平建设人

才强省行动纲要相关政策，创造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环

境。四是优化政府服务。对新上集成电路重大项目，

由市级政府牵头成立专门工作组，协调解决规划和建

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资料来源：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基地、宁波微电子创新产业园，聚力发展集成电路设

计业，实现自主芯片行业规模应用。三是实施射频集

成电路军民融合工程。高水平建设“杭州镓谷”“芯

港小镇”等射频产业园，加快推进建设国家级射频产

业军民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基地，打造中国高性能射频

芯片整体解决方案领军品牌。四是实施集成电路制造

跃升工程。支持省内集成电路优势企业建设特种工艺

和氮化镓、砷化镓、三维异构集成等非硅基集成电路

生产线，推进芯片设计与制造一体化（IDM）的发

展，着力提升在细分特色领域的先发优势与综合竞争

力。加强招商引资，积极引进16/14nm及以下的先进

工艺生产线，布局推进8英寸/12英寸生产线，积极融

入国家集成电路制造产业发展的规划建设，配套完善

相关的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重大项目。五是

实施集成电路配套产业补链工程。以龙头企业集成电

路生产线为引领，集聚一批封装、测试企业，加强集

成电路专用装备、8英寸/12英寸硅片、高端靶材、引

线框架、合金键合线、专用抛光液、专用清洗液、中

高端电子化学品等集成电路配套产业的研发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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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提升的影响，我国激光行业市场增长迅猛，2017年全球激光加工设备市场规模为
313.7亿美元。

          随着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提升的影响，我国激

光行业市场增长迅猛，2017年全球激光加工设备市场

规模为313.7亿美元，同比增长12%。2017年我国激光

设备市场销售总规模超过442亿元，增长14.8%，增速

持续增长。2010-2017年激光设备市场销售规模年均

增长达到21.8%。2018年全球激光器行业维持稳步增长

态势，从近期公布一季度的财务报告的激光上市公司

数据排名可窥探一二。

          从整理的七家公司的数据来看，激光上市公司

在2018年一季度整体业绩状况良好，营收和净利润双

双增长，其中，大族激光、华工科技营收超10亿元，

大族激光、光韵达的净利润增长超100%。

市场前瞻:
2018年激光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排名及市场趋势

         根据七家激光上市公司业绩数据对比显示，2018

年一季度大族激光营收169,206.37万元，位居榜首，其

次是华工科技（126,431.86万元）和正业科技（25,26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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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分列二、三名，金运激光在一季度营收相对比

较低，仅实现5,660.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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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18年第一季度七家激光上市公司净利润情
况（单位：万元）

         从上图可以看出，大族激光的净利润继续稳居榜

首，2018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36,449.46万元，其次是华

工科技（6,074.93万元）和福晶科技（3,850.98万元）分

列二、三名，高德红外一季度仅实现净利润164.78万

元，与其他公司相比，有点增收不增利。



9
INDUSTRI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MONTHLY

光信·月刊丨总第11期丨2018年第5期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   Market outlook    |    市场前瞻    |

  由上图可看出，一季度高德红外的实现毛利率最

大，达60.63%，但净利率仅为1.11%，可谓“有钱赚

没钱收”，而排名第二的福晶科技的数据相对更好，

毛利率实现59.51%，净利率达30.55%。华工科技毛利

率相对比较低，一季度毛利率为23.95%，净利率为

4.72%。

          2017年我国激光产业链产值规模超过1000亿元，

位于中游的激光装备占比约42%，比2016年增加了5个

百分点。随着皮秒、飞秒激光技术的逐步成熟和产业

化，激光将更广泛地应用于全面屏、陶瓷、金属、合

金等材料的精密加工，支撑消费电子、新能源、高端

制造等产业的发展。行业人士预测，未来我国激光设

备下游市场高景气度不仅为设备企业带来成长机会，

信息来源：Ofweek激光网

图 10  2018年第一季度七家激光上市公司盈利情况情况

2018年全球光纤激光器发展现状分析 

市场规模超20亿美元

         与其他激光器相比，光纤激光器拥有结构简单、

转换效率高、光束质量好、维护成本低、散热性能好

等优点，光纤激光器已成为金属切割、焊接和标记等

传统工业制造领域的主流光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美

容、航空航天和军事应用等领域。2013年以来，全球

光纤激光器市场规模逐年增长；从2013年的8.41亿美

元增长至2017年的20.3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4.78%，增长快速。

         同时，全球光纤激光器在工业激光器中的市场份

额保持逐年上升，从2013年的33.8%提升至2017年的

47.3%，成为市场份额最大的工业激光器。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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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将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由于设备企业诸多

核心零部件大多在国内采购，为国内上游晶体、激光

器厂商也带来快速成长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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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3～2017年全球光纤激光器市场规模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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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3～2017年全球光纤激光器占工业激光器比重
（单位：%）

          亚太地区为全球最主要的光纤激光器市场，由

于亚太地区集聚了全球重要的汽车业、传统制造业

和半导体行业，对光纤激光器需求非常旺盛；2017

年，亚太地区光纤激光器市场规模占全球42.9%的市

场份额。欧洲为全球第二大光纤激光器市场，2017年

欧洲地区光纤激光器市场规模占全球33.2%的市场份

额。此外，北美洲占22.6%的市场份额。

          鉴于亚太地区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和光纤激光

器低成本、高输出功率的优势，用于材料加工的光

纤激光器市场空间巨大。预计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

光纤激光器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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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激光器的用途可以分为打标、微材料加工、

宏观材料加工三大类。其中，微材料加工包括了除打

标以外，所有输出功率小于1000W的激光器应用；宏

观材料加工包括了所有输出功率大于等于1000W的激

光器应用，主要为金属切割和焊接。近年来，全球光

纤激光器市场规模不断增长，各细分应用市场规模也

保持增长。其中，用于宏观材料加工的光纤激光器市

场规模增长迅速，从2013年的5.12亿美元增加至2017

年的12.68亿美元。

资料来源: OFweek激光网

          从全球光纤激光器的应用结构来看，宏观材料加

工是光纤激光器的主要应用市场。2017年，全球光纤

激光器用于宏观材料加工的市场份额达62.2%；全球

光纤激光器用于微材料加工的市场份额为21.8%；全

球光纤激光器用于打标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少，为

16.0%。

2017年集成电路及光刻市场浅析

          集成电路（IC）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核心与基

础，是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保障国家

信息安全的重要支撑。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既是信息技

术产业发展的内部动力，也是工业转型升级的内部

动力，同时还是市场激烈竞争的外部压力，已上升为

国家战略。

          在市场拉动和政策支持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

快速发展，整体实力显著提升，集成电路设计、制造

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封装测试技术逐

步接近国际先进水平，部分关键装备和材料被国内外

生产线采用，涌现出一批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骨干

企业，产业集聚效应日趋明显。

          集成电路产业仍然存持续创新能力薄弱、产业

发展与市场需求脱节、产业链各环节缺乏协同、适应

产业特点的政策环境不完善等突出问题，产业发展水

平与先进国家（地区）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集成

电路产品大量依赖进口，难以对构建国家产业核心竞

争力、保障信息安全等形成有力支撑。2016年，中国

集成电路产值不足全球7%，而市场需求却接近全球

1/3。集成电路进口额依然高达2271亿美元，出口金

额为613.8亿美元，贸易逆差1657亿美元。

图 13  2017年全球光纤激光器区域竞争结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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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13～2017年全球光纤激光器各应用市场规模统计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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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17年全球光纤激光器应用市场结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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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全球集成电路设备市场规模达到559亿美

元，相较于2016年（市场规模410亿美元）增长36%，

预计2018年全球集成电路设备市场规模将达到601亿

美元。

          从全球来看，先进的EUV光刻设备研制主要集

中在阿斯麦（ASML）和尼康（Nikon）两家企业，

佳能（Canon）已经退出下一代光刻机的独立研发。

ASML公司的光刻机在中端市场占据了60%的市场份

额，而在高端市场占据的市场份额高达80%，并垄断

了32nm以下的高端光刻机市场，也是业内唯一一家

实现EUV光刻机量产的公司，其生产的EUV光刻机为

全球精度最高、生产效率最高、应用最广的光刻机

型，不仅能提高芯片生产商单位时间产量，还使半导

体工艺突破10nm以下。与日本、荷兰相比，美国在

光刻机方面稍逊一筹，但美国ABM公司也有自主生

产的系列光刻机，其主要客户是美国NASA（美国航

空航天局）和INTEL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大学、研究

所和部分工厂。

图 16  2014～2018 年全球集成电路设备市场规模及预测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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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细分角度看，全球集成电路设备市场主要由

光刻机、沉积设备和刻蚀清洗设备组成，三部分占

据了约70%的市场份额，其中光刻机市场占全球集成

电路设备市场的比重为19%。

光刻, 19%

沉积, 22%

刻蚀和清洗, 

30%

涂胶, 4%

热处理, 2%

离子注入, 4%

过程控制, 12%

自动化设备, 

7% 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已量产的光刻机中性能最好的是
90nm光刻机，但因为最核心的光源是进口的，国外
在核心零部件方面对我国有所制约，导致上海微电子
90nm光刻机无法规模化生产，现有光刻机无法升级

资料来源：中科战略

图 18  我国光刻机设备市场主要供应商情况

          我国光源、物镜对进口的依赖度还较强，而光

刻机研发又具有相当高的技术门槛和资金门槛，因此

国内光刻机的工艺水平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还存在

较大的距离。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制成功紫

外纳米压印光刻机，上海微电子也发布了平板显示光

刻机、产品良率高达95%的高亮度LED光刻机、MEMS

和功率器件光刻机。我国虽然在前道光刻机方面严重

依赖进口，但在后道光刻机和投影光刻机方面，上海

微电子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80%，全球市场占有率

为40%；用于LED制造的投影光刻机的市场占有率为

20%。但上述两项光刻机成果并非是能够取代ASML

产品的存在，仅仅是在微纳流控芯片加工、微纳光学

元件、微纳光栅、N/MEMS器件等微纳结构器件的制

备方面具有市场潜力。

图 17  2017年全球集成电路设备细分市场结构

数据来源：SIA



前沿技术:
新光电子芯片将数据中心带宽提高十倍
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官网近日消息，该校初创公司AyarLabs结合光学和电子学技术，研制出了速度
更快、效率更高的新型光电子芯片，有望提升计算速度，将大型数据中心的带宽提高10倍，并使芯片间通信
耗能减少95%，将总能耗降低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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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官网近日消息，该

校初创公司AyarLabs结合光学和电子学技术，研制出

了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的新型光电子芯片，有望提升

计算速度，将大型数据中心的带宽提高10倍，并使芯

片间通信耗能减少95%，将总能耗降低30%～50%。

最新技术首款商用产品将于2019年上市。

Ayar Labs的光电子芯片用光传输数据，但仍用电

子进行计算。这一独特的设计方式将快速高效的光子

通信、使用光波传输数据的元件集成到传统的计算机

芯片中，摒弃了低效的铜导线。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亚

力克斯·赖特-格拉德斯坦说：“现在，大数据中心

存在带宽瓶颈，我们产品的诞生恰逢其时。”

 研究人员解释称，不同功能的芯片之间不停传输

着数据，如果借助铜导线，即使芯片处理能力不断增

加，仍可能因导线传输数据有限造成“瓶颈”，芯片
资料来源：凤凰资讯

必须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发送和接收数据。光导线能以

不同波长的光传输多个数据信号；而每条铜导线只能

传输一个信号，因此光芯片可使用更少的空间传输更

多信息。而且，光子产生的废热很少，铜导线传输数

据会产生大量废热，有损芯片效率。

          有很多科研团队在生产光子芯片。但Ayar Labs另

辟蹊径，研制出一类新型微型光学元件，包括光电探

测器、光调制器、波导以及光学过滤器等，它们可对

用不同波长的光传送的信息进行编码、传输和解码。

研究人员采用紧凑型方式，将这些光学设备集成到芯

片上，得到的新型光电子芯片因此摒弃了铜导线。

          这项新技术的首款产品是名为“Brilliant”的光

学输入/输出系统，计划于2019年上市。

西安交大科研人员 在拍瓦激光脉冲载波
相位探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随着超短超强激光技术的快速发展，实验上已

经产生了峰值功率达到PW量级、峰值光强约1022～

1023W/cm2、脉冲长度为飞秒量级的超短超强激光脉

冲。超强激光脉冲和相对论电子束相互作用过程中，

激光脉冲载波相位会影响电子自旋进动、辐射光子偏

振、辐射角谱分布以及正负电子对产生等。因此，提

前探测和确定驱使激光脉冲载波相位对后续强场

QED问题研究非常重要。在相对论激光电磁场强度

下，可以通过辐射角谱分布和“Breit-Wheeler”对产

生过程的辐射截面来确定超短激光脉冲（2个波长以

内）的载波相位。然而，已有的和正在建造的PW激

光脉冲的脉冲长度都在15到30飞秒（4到10个波长）

以上。即使采用分束的方法降低激光脉冲强度到非相

对论量级并且不考虑载波相位信息损坏的理想情况

下，非相对论激光脉冲载波相位探测方法（例如：立

体-ATI、倍频干涉等方法）也主要适用于少周期的激

光脉冲。

图 19  PW长激光脉冲载波相位探测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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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激光与粒子束科学技术研

究所栗建兴教授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核物理研究所

Christoph H. Keitel教授课题组合作并首次发现利用超

强长激光脉冲（6到10个波长以及更长范围）和相对

论电子束对撞，电子背向辐射谱产生两个X射线波

峰，其强度和对应极化角分布非常敏感地依赖于驱动

激光脉冲载波相位，并且成线性单调变化。此变化可

以被用做确定驱使PW长激光脉冲载波相位的依据。

该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期刊 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题为“Single-Shot Carrier-EnvelopePhase 

Determination of Long Superintense Laser Pulses”

（Phys. Rev. Lett. 120, 124803, 2018)。该研究工作与德

国马克斯普朗克核物理研究所合作完成，是栗建兴

教授近四年来第三篇以第一兼通讯作者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的学术论文。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资料来源：西安交大

宁波材料所碳基纳米发光材料室温长寿
命发射调控与应用研究获系列进展

           室温长寿命发光材料由于特有的发光过程而被

广泛应用于新一代光电器件、光学防伪、化学/生物

传感、时间分辨成像等领域。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

发展起来的室温长寿命发光材料（主要包括有机小

分子、过渡金属配合物和稀土基长余辉材料）普遍

具有制备纯化过程繁杂、需要昂贵的原料、潜在的

生物毒性或苛刻的长寿命产生条件等缺点。因此，

开发制备简易、成本经济、低毒性、且在常规环境

条件下具有长寿命发射的材料是该研究领域目前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碳基纳米发光材料（碳点）是近年来发展起来

的一类新型发光材料，由于制备纯化过程简单、光

物理化学性能稳定、发射特性可调、易于功能化修

饰、水溶性及生物相容性良好等优势，自2004年被

发现以来受到了科研人员广泛的关注，并且在化学/

生物传感、生物成像、医学诊疗、光催化及光电器

件等众多领域表现出巨大的应用前景。然而，科研

人员近年来主要关注该类材料的荧光性能调控与制

备、发光机理及潜在应用的探索，对其长寿命发光

性能的研究还比较有限。

           为了进一步拓展碳点的应用领域并解决当前室

温长寿命发光材料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自2015年

开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林恒伟

课题组博士生蒋凯围绕碳点的室温长寿命发射调控与

应用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课题组前期的研究表明，基于苯二胺为碳源制备

的碳点具有荧光与双光子发光特性（Angew.Chem. 

Int. Ed., 2015, 54, 5360-5363）。2015年，他们通过与聚

乙烯醇（PVA）复合，利用PVA分子与碳点间的氢键

相互作用，抑制碳点辐射中心的旋转、振动及三重态

激子的非辐射跃迁稳定激发三重态，实现了碳点的室

温长寿命磷光发射。结合碳点本身具有的荧光与双光

子发光性能，首次报道了碳点的三重发射特性(上、

下转换荧光与磷光)及其作为三重防伪油墨的潜在应

用（如图）。相关工作以VIP和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

在《德国应用化学》杂志上（Angew.Chem. Int. Ed. 

2016, 55, 7231-7235）。

图 20  （左）碳点的制备及其PVA复合薄膜的上、下转换荧光与磷光
三重发射现象；（右）三重防伪油墨的潜在应用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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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工作虽然实现了碳点的室温长寿命磷光发射，

但只有在干燥的固态状态下才可以观察到。这是由于氢

键容易受到水分子的影响而被破坏，因此无法获得碳点

在分散液中的长寿命发射。为了拓展室温长寿命发射碳

点的应用范围，他们在2016年创新性地提出采用共价键

（代替常用的氢键）稳定激发态的思路将碳点固定在易

分散于水中的纳米二氧化硅（nSiO2）表面。由于共价键

较氢键具有更强的相互作用，碳点与nSiO2的结合不易被

破坏，首次获得了碳点在水分散体系条件下的长寿命发

光（如图）。此外，由于更强的共价键相互作用，使得

碳点的激发单重态与三重态之间的带隙(ΔEST)减小，进

一步证明了该材料体系所表现出的长寿命发射是以延迟

荧光为主，但含有部分磷光成分的混合发光。最后，利

用该体系长寿命发光性能受水汽影响较小的特点，结合

碳点与PVA复合氢键易被水汽破坏的特性，实现了水汽

敏感的信息多重加密应用。相关工作发表在《化学材

料》杂志上（Chem.Mater. 2017, 29, 4866-4873）。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前期的工作虽然实现了固态及水分散液环境下碳

点的长寿命发射，但其本质上都是基于与其它材料的

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实际应用的范围和

灵活性，因此开发本身具有室温长寿命发射特性的碳

点具有重要的意义。自2017年开始，结合传统室温磷

光材料相关研究成果，他们推测，制备的碳点如果满

足以下条件则有望获得长寿命发光性能：①碳点具有

无定形或聚合物结构，这样的结构可能作为基质对其

包含的发光中心进行有效的隔离、固定，抑制非辐射

过程；②碳点含有丰富的氧(C=O与OH)、氮(C=N与

NH2)或卤素(Br、I)官能团，这些基团一方面可以作

为潜在的发光中心，同时又能形成有效的氢键或卤

键，进一步稳定激发三重态；③碳点包含B、N、P或

卤素等元素的掺杂，这些元素可以诱导产生更强的自

旋轨道耦合作用，增强激发态的系间窜越能力，从而

促进更多三重态的产生。

      基于以上思路，课题组采用微波辐照加热处理乙

醇胺与磷酸水溶液的方法，获得了具有超长寿命

（1.46秒，肉眼可见超过10秒）室温磷光发射的碳

点。进一步研究表明，碳点的无定形结构、存在可产

生颗粒内氢键基团及N、P元素掺杂可能是该碳点产

生超长寿命室温磷光的原因。这一工作实现了长寿命

发光性能碳点的高效（转化率约70%）、便捷（5分

钟微波加热）、克级（2.8g）制备（如图）。相关研

究结果近期发表在《德国应用化学》杂志上（Angew

.Chem. Int. Ed. 2018, DOI: 10.1002/anie.201802441）。图 21  碳点的制备及其与nSiO2共价键结合实现可分散在水中的长寿
命发光（罗丹明B（RhB）水溶液发光特性作为对照）

图 22  超长寿命室温磷光碳点的高效、克级制备及其长寿命发光性
能

          与此同时，为了明确上述碳点体系长寿命室温磷

光的起因，通过分步加热方法（180℃与280℃）实现

了制备的碳点材料从荧光到长寿命磷光的转变，并据

此进一步研究了该类型碳点在制备过程中的结构变化

及长寿命室温磷光可能的产生原因。根据两步加热所

获得产物的表征结果推测，在相对较低的加热温度下

（180℃），原料分子（乙二胺/乙醇胺与磷酸）主要

发生脱水缩合、交联聚合等化学反应，并通过交联

增强荧光原理产生具有聚合物结构的荧光碳点（无

长寿命磷光发射）；该荧光碳点在较高温度处理下

（280℃），所包含的聚合物结构发生进一步的脱水

碳化、交联等化学反应生成具有磷光发射特性的碳

点。他们推测其磷光发射主要是由于在高温处理后

（280℃）生成了更加致密的结构，有利于颗粒内氢

键的形成，进而通过抑制其所包含发光团的自由旋转

和非辐射跃迁过程稳定激发三重态，从而产生高效的

磷光发射。此外，对比实验证明N、P掺杂对该类型

碳点体系的长寿命发射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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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工作不仅进一步说明了该类型碳点体系的生成

过程和长寿命磷光发射的可能来源，同时也首次获得了

一种具有加热刺激响应产生磷光的材料。利用这一

特异性特点（荧光材料经加热转变为长寿命室温磷

光材料），探讨了其在高级防伪与信息保护领域的潜

在应用（如图）。该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先进材

料》杂志上（Adv.Mater., 2018, 1800783）。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我国成功研发收发两用紫外同质集成光
电子芯片

          在一块芯片上不仅能发出光，还能同时接收

光，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南京邮电大学王永进教授

发现了量子阱二极管发光和探测共存的物理现象，并

在此基础上研发出多种同质集成光电子芯片，为世界

首创。该研究进展已被最新一期的《今日半导体》专

题报道。

          “同质集成”是业界的一个难题。长期以来，

光发射、传输、调制和接收器件等分属不同的研究领

域，没有人将它们联系起来研发。例如，未来如果能

将光纤探头和光源集成在一起，患者做胃镜检查时的

痛苦将会大大减轻。

         在实验中，王永进发现量子阱二极管发光谱和探

测响应谱出现重叠区。“这说明量子阱二极管器件可

以同时作为发光和探测器件使用，具有同时发射、接

收的‘收发双工’特性。光电探测的新物理本质和特

性——‘量子阱二极管光发射和光探测共存’的物理

现象被我们首次发现。”

         根据这一发现，王永进在此基础上研发出全双工

可见光通信芯片、光互联芯片、类脑芯片、物联网芯

片等不同种类的芯片，证明“量子阱二极管光发射和

光探测共存”的物理现象普遍存在，回应了学术界的

质疑。  

  此次，王永进与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

浩教授共同开展面向紫外波段的同质集成光子芯片的

研究，并基于硅衬底氮化物晶圆，将量子阱二极管器

件制备在同一块芯片上，通过波导互联形成芯片内

通信系统，并利用机械剥离技术，首次获得了直径

0.8mm、2μm厚的可转移紫外同质集成光电子芯片。

         “只要一块小小的紫外光电子芯片，就可以完成

水净化消毒、检测、通信等一系列复杂程序。”王永

进说，随着研究进一步拓展，同质集成光电子芯片应

用领域将越来越广泛。

图 23       具有热响应产生磷光的碳点油墨及其在信息保护与防伪领域
的潜在应用（通过电吹风加热（约300 ℃，30秒）实现加密
信息的解密与真伪商品/有价证券等的鉴别）

 以上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自然

科学基金、宁波市基金、王宽诚教育基金及重庆市研究

生创新项目的支持。

资料来源：宁波材料所

资料来源：科技日报



企业动向:
苹果开发脉冲激光成像技术 可以达到静脉或皮下血管显影

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开的苹果新专利，这种脉冲激光成像技术可以达到静脉或皮下血管显影，应用在生物识
别功能。

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开的苹果新专利，这种

脉冲激光成像技术可以达到静脉或皮下血管显影，应

用在生物识别功能。文件显示，该专利在2015年11月

12日申请，苹果表示可以用红外线检测的原理来得到

皮肤下方静脉血管的图像，然后将其用作生物识别，

识别的安全性和准确性将会变得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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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表示这一系统有两大优势：首先，静脉存

在于身体内部，并且全世界也不会有第二个完全一样

的静脉，所以不可能被复制，与之对比，FaceID的

3D人脸识别还是有百万分之一的误判率，并且也有

破解的可能性；其次，红外线检测是非接触式的，这

比指纹等方式更卫生。

          非接触式的静脉检测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

因为Face ID使用的TrueDepth相机阵列其实有红外线

发射和接收器，如果苹果想加入静脉检测功能，其实

是有调整空间的。的不同在于TrueDepth系统使用的

是“3D结构光”，而前文描述的光线飞行时间方案

是“ToF原理”。

          其实静脉检测已经在指纹识别中有过应用了，

当时厂商们将其称之为“活体指纹”，苹果也表示这

种技术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运用。不过此前的静脉检测

多为“接触式检测”，而如果要和FaceID结合，能否

实现距离如此之远的非接触式检测要打一个问号。

          国外科技网站Patently Apple报导指出，相关技术

包括光学发射元件和接收元件，可以接收来自人体皮

肤表面或是皮下血管的脉冲。处理器可根据脉冲的调

节、产生皮下血管的成像，达到影像识别的效果。

          该系统包含一个红外线发射器，发射器会向用

户身体的一个区域发射多个红外脉冲，比如说手部或

脸部，然后红外光会穿透皮肤并被用户的静脉所反

射，然后另一个能够感应到IR光线的接收器能够接受

回反射的光线，然后描绘出用户的静脉图像。并且因

为该技术使用的是红外线反射原理，所以也能够依靠

光线的飞行时间描绘出用户身体的3D信息，一石二

鸟。          图 24  脉冲激光成像技术静脉或皮下血管显影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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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VCSEL技术捕捉3D环境数据的方式已应用

于众多领域，从手势识别、增强现实、机器人技术和

接近传感器到自动驾驶等各领域均有其身影。

           VCSEL指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这是一种特殊

类型的激光二极管，其发射的光源垂直于半导体芯片

的表面。Vixar是一家fabless半导体公司，已为光电市

场带动了大批商业化的供应链企业。Osram在半导体

领域的丰富经验将为快速成长的VCSEL市场进一步扩

大产能。

资料来源：eeNews LED

欧司朗收购VCSEL制造商Vixar 为其安
全应用领域增添羽翼

          欧司朗（Osram）收购了美国Vixar公司，以增

强其在半导体光学安全技术领域的专业能力。作为

红外发光二极管（infrared LED）和红外激光二极管

（infrared laser diodes）领域的技术领先者，Osram在

引入Vixar的专业技能后，将在VCSEL（垂直腔面发

射激光器）领域拥有独特的技术专长并实现产品组

合的扩展。

图 25  Osram拥有包括VCSEL的丰富产品组合

          VCSEL为大家熟知的主要应用是移动设备的人

脸识别，但同时它也可用于识别手势，在医疗、工业

及汽车应用中用于距离测量。

          Vixar由VCSEL行业的先驱所创立。创始者于20

世纪90年代末首次将VCSEL引入数据通信市场，且于

2005年创立Vixar，主要从事传感应用。

      该公司拥有近20名员工，总部设在美国明尼苏达

州的普利茅斯。此前，Vixar营收情况为盈利状态。

Osram和Vixar双方均已同意不披露财务细节。本次

交易预计将于今年夏季完成。

      Osram的首席执行官Olaf Berlien表示：“收购

Vixar会增强我们的专业技能，尤其是在快速增长的安

全技术市场。”Osram是红外光学半导体领域的技

术领先者，已成功地为指纹传感器、虹膜扫描仪和

2D面部识别技术等领域提供了光源。本次收购将为

Osram在包括超紧凑型3D面部识别技术在内的安全技

图 26    VCSEL芯片

术领域进一步铺平道路。除解锁智能手机和其他消费

电子设备之外，这些技术还可用于工业领域的高安全

性访问控制。

          苹果在开发生物识别技术上一直很积极。外媒

先前报导，苹果开发智能血压侦测系统，系统可按

照使用者的血压状况、或是生理与心理状态，自动

建议使用者是否该量测血压，或者提出另一套量测

规划，未来不仅可应用在AppleWatch，还可应用在

智能眼镜、智能衣和其他穿戴式装置产品。

          苹果也正在开发新一代手表技术，整合加速度

计、光体积量测PPG（photo－plethysmogram）技

术、以及脉压感测元件和控制器，可以侦测使用者

手腕的血压脉动。

资料来源：激光制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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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佳能能源行业定制机型

          而金融、医疗等行业用户常用A5、A6等小尺寸

文档、单据打印，与普通办公室的A4纸打印场景并

不一样。佳能6款新品的打印引擎，由前代仅支持纵

向输出的情况转变设计，新增支持纸张横向输出，并

大幅提升小尺寸纸张的打印速度，显著缩短等待时

间。此外，iC MF525dw的首页输出速度也得到了大

幅提升，相比前代产品缩短50%，首页文档输出仅需

约6.2秒，对于银行、医院等打印作业频繁的工作环

境，能更快地完成打印操作。

          扫描功能再提升 轻松应对行业多样化需求

扫描文档及照片的高品质，充分满足用户对高速、高

品质的扫描、复印等需求。

          单向双面扫描，从原理上来说就是采用两组扫

描镜头，从上下方同时扫描纸张的两面，等于打印机

扫描部件直接增加硬件成本。

   小体积大容量 满足高打印量需求

佳能推出六款激光打印新品 打印精细化

        5月21日，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佳能）推出6

款A4黑白激光打印新产品，包括3款多功能一体机iC 

MF525dw、iC MF426dw、iC MF423dw及3款打印机

LBP214dw、LBP213dn、LBP211dn。佳能新品普遍提

速，并且包含为金融、能源、医疗行业定制的特色功

能，打印机精细化定位更准确直接地面向客户群体。

图 27  佳能医疗行业定制机型

          佳能iC MF525dw、iC MF426dw、iC MF423dw3款

激光一体机采用了“单向双面扫描”系统，能同时读

取原稿的反正两面，相比前代产品扫描速度提升约

70%，最高速度可达70.5ipm。通过使用“PDF高压

缩”功能，还可以在不增加文档大小的情况下，保证

          考虑到不同行业用户的多样化扫描需求，3款新

品还支持多种纸张尺寸的原稿扫描，方便行业用户扫

描如A5、A6尺寸的收据、便签、处方、订货单等多

种类型的文件。同时，新品还新增了A5横向扫描，

扫描后文档可直接横向输出，更符合用户阅览习惯，

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此外，用户执行扫描操作后，

还可将纸质文档的文字转换成可搜索的PDF格式，完

成文件电子化存档，为之后查找相关信息提供更多便

利。



INDUSTRIAL INFORMATION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MONTHLY 19

光信·月刊丨总第11期丨2018年第5期

全国免费热线：027-87199007  Email：opt@cnstra.com

|   Enterprise trends   |    企业动向   |

图 30  缩小主要部件尺寸 提高墨粉容量

         “软硬兼施” 打造便捷办公环境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加速渗透，传统企业的移动办

公需求正在急剧上升。佳能积极应对市场需求，在软

件方面快速更新，推出更适合移动办公的应用程序。

用户通过佳能商务移动打印APP（Canon PRINT 

Business ）可进行移动端与打印机之间的连接，即使

在例如超市便利店、酒店、机场等网络条件不便利的

公共区域，也能通过无线连接完成打印机及扫描等操

作。

图 31  手机拍照打印 自动纠正变形功能

图 32  白板模式 提升文印输出易读性

          如在日常会议环境下，经常有抄写白板上会议记

录等需求，用户还可通过佳能商务移动打印APP完成

白板拍摄、图像纠正和打印等一系列操作。在拍摄

所需要的白板内容后，用户可利用“纠正变形（梯

形）”功能自动纠正变形的图像，利用“白板模式” 

消除阴影及反光，修正并加强文字和线条颜色，使得

保存后的图像更清晰，容易识别，提升输出质量。

          新墨粉技术 效果更清晰

          此次新品采用新型墨粉：MS墨粉，以保证更高

质量的打印效果。MS墨粉包含外壳、高分子聚合物

及蜡三层结构，坚硬的外壳能帮助墨粉抵抗在运动

中产生的冲击，保持墨粉品质的稳定性。包含蜡的高

分子聚合物则可在低温下迅速融化，更加节省能耗，

打印速度更快。

图 29  佳能新墨粉技术MS墨粉

          此外，通过缩小主要部件尺寸，提高墨粉容

量，单只硒鼓的打印量得到大幅提升。以硒鼓CRG 

052H为例，打印量从前代的6400页提升至9200页，增

加约40%，不仅减少了硒鼓更换频次，更降低了文印

成本。

          6款产品采用更加紧凑的机身设计，iC MF525dw

较前代产品体积减小约5.5%，其它5款产品体积减小

约17%，特别是6款产品机身高度的降低，更符合行

业用户如银行ATM柜机等特殊应用需求。

          日常操作及维护也是企业采购办公设备前的重

要考量因素。为简化用户的日常操作步骤，6款新品

的纸盒容量实现了提升。每个选配纸盒保持原有体积

未变，容量增加50页／盒，达到550页／盒。以iC 

MF525dw为例，在选配3个纸盒的情况下，最大容量

可达2300页，减少了人工频繁添加纸张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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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仕佳光子公司研制成功DFB激光器

芯片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开发出DFB

激光器芯片，预计下半年可推向市场，届时月产能可

达200万枚以上。

          DFB激光器芯片（分布式反馈激光器芯片），是

三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融合、云计算

数据中心、4G/5G无线通信网络的关键器件，制造工

艺非常复杂。目前，DFB激光器芯片制造技术主要掌

握在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手中。仕佳光子公

司的这一技术成果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将填补该

领域国内空白。

          用于DFB激光器芯片生产的高分辨率光刻设备、

扫描电镜、X射线衍射仪、芯片自动测试系统、微波

网络分析仪和微波探针测试系统等进口设备均已完成

安装调试，进入产品试制阶段。该公司对该项目已投

入近2亿元。

          今年年初以来，位于鹤壁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仕佳光子公司不仅在DFB激光器芯片项目上取得新

的突破，还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及新产品开发力

度，几项新产品的研发都取得可喜进展。

          该公司研发的主要产品之一——应用于数据中

心的波分复用芯片，已经具备批量生产条件，可月产

晶圆2000张以上，达产后可带来3000万元以上的年销

售收入；100G光收发组件产品目前也已经小批量生

产。同时，该公司以军民融合为契机，成立了仕佳信

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积极推动公司产品在其他领

域实现对接和拓展。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网

图 33  匹配需求 不同行业灵活定制应用程序库的内容

         医护人员只需要在机器上设置病历表、评分表等

文件快捷程序，点击打印，无需通过电脑即可快速、

稳定的输出文件，进一步简化操作流程，提升工作效

率。此外，还可有效利用触摸屏将主页设置成适合自

己行业的待机幻灯片，如零售店宣传页、活动海报、

公司介绍等信息，定制化应用及可拓展性，增强企业

的品牌认知度。

资料来源：中关村在线

          针对不同行业用户的使用习惯，iC MF525dw、

iC MF426dw及iC MF423dw等3款新品均配置了5.0英寸

彩色触摸显示屏，并增加了“应用程序库”功能。用

户可根据日常工作内容，在打印机自由设置界面、常

用程序及应用程序排序。无论是金融、医疗、能源等

不同行业用户，都可以根据行业的使用习惯制定适合

自己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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