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Products

2019视觉产品

采购指南
自动化设备 Automation Equiment
条形码扫描器 Barcode Scanners

工业显示器 Industrial Displays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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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54
55
56
58
60
60
61
64
66
67

自动化设备 Automation Equipment
相机附件 Camera accessories
相机与图像捕获 Cameras and Image Capture
图像传感器 Image Sensors
图像存储器件 Image storage devices
镜头 Lenses
照明系统 Lighting/Illumination sytems
光学子系统 Optical Subsystems
光学元件 Optics
软件 Software
系统板卡 System Boards
测试与测量设备 Test & Measurement Equipment
按应用分类的视觉系统 Vision Systems by application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机器人子系统 Robotic Subsystems

Datalogic 得利捷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锐势机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驱动器 Drives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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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传感器 photoelectric Sensors

机器人Robots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波创电气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视铂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青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PLC/PAC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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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伺服/步进电机和控制器
Servo/Stepper Motors and Controllers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TDI传感器
Time-Delay-and-Integration Sensors

相机附件 Camera accessories
电缆和连接器Cables and Connectors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Datalogic 得利捷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X-Y定位系统与平台
X-Y Positioning Systems and Tables

视觉系统设计 Vision Systems Design China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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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相机/照明附件和基座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相机延长器和中继器
Camera Extenders and Repeaters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瑞淀光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波创电气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彩视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京航科技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Camera and Lighting Enclosures and Mounts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相机与图像捕获 Cameras and Image Capture
CCD相机 CCD Cameras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安信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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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波创电气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先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彩视能科技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京航科技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安信实业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CMOS相机 CMOS Cameras

SensoPart 森萨帕特

视觉系统设计 Vision Systems Desig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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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青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盛相工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面阵相机 Area-Array Cameras

深圳彩视能科技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深圳京航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先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术分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术分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荷注入器件相机
Charge-Injection-Device Cameras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京航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D视觉传感器 3D Vision Sensors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3D相机 3D Cameras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LMI Technologies
FLIR (原 Point Grey）
Teledyne e2v

LMI Technologies Inc.
Teledyne e2v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德国SmartRay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德国SmartRay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盛相工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视铂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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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紫莓仪器有限公司
深圳彩视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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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Products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先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先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USB相机 USB Cameras

堡盟全新 CX.I 系列工业相机
全新 CX.I 系列工业相机集成光源控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制器，轻松控制外部光源。相机采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用高 IP 防护等级设计，并提供多种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IP 防护等级保护套管，确保在各种

术分公司

限公司

苛刻应用环境下的精确检测。

线扫描相机 Linescan Cameras

FLIR (原 Point Grey）
Teledyne e2v

Datalogic 得利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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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dyne DALSA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彩视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波创电气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限公司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先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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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 Products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彩视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先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oaXPress相机 CoaXPress Cameras

FireWire 相机 FireWire Cameras

红外相机 Infrared Cameras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先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紫莓仪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京航科技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先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术分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Camera Link相机 Camera Link Cameras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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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Products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UV相机 UV Cameras
Datalogic 得利捷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高速视频相机 High-Speed Video Cameras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光，结合软件图像处理算法解决了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许多普通相机所面临的问题，拓展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了机器视觉的应用领域。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先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X射线相机 X-ray Cameras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可以拍摄普通相机无法识别的偏振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上海紫莓仪器有限公司

索尼最新的偏振相机 XCG-CP510

智能相机 Smart Cameras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Microscan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术分公司
低光相机 Low-Light-Level Cameras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SensoPart 森萨帕特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Teledyne DALSA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多光谱相机 Multispectral Cameras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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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波创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锐势机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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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产品 Products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图像传感器Image Sensors

Teledyne DALSA

面阵CCD传感器 Area CCD Sensor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FLIR (原 Point Grey）

Teledyne e2v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SensoPart 森萨帕特
Teledyne DALSA
Teledyne e2v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欣维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DI相机
(Time-Delay-and-Integration)TDI Cameras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制冷相机 Cameras Cooled
Allied Vision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紫莓仪器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深圳彩视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青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面阵CMOS传感器 Area CMOS Sensors
Datalogic 得利捷
FLIR (原 Point G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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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探测器/红外器件 Detectors/Infrared
Datalogic 得利捷
Teledyne DALSA
Teledyne e2v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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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Products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线扫描CMOS传感器
Linescan CMOS Sensors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Camera Link 委员会的认证。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有极柔、高柔和柔性三种不同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的 Camera Link 线缆组件可供选择，

探测器/X射线 Detectors/X-ray
Teledyne DALSA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线扫描CCD传感器 Linescan CCD Sensors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接近/位置传感器
Proximity/ Positioning Sensors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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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需求。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Link 电缆结构符合规范并得到了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北 科 旗 下 Intercon 1™ 的 Camera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图像存储器件 Image storage devices
图像存储器件
Image storage devices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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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产品 Products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锐势机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希比希（中国）集团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兴和（上海）光学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深圳市科安信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分辨率镜头 High-Resolution Lenses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清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长沙青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腾龙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希比希（中国）集团

有限公司

兴和（上海）光学商贸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长沙青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淀光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力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力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紫莓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肯高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安信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紫莓仪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彩视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安信实业有限公司

镜头 Lenses
放大镜头 Enlarging Lenses

56

Aug / Sep 2019

红外镜头 Infrared L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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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Products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腾龙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希比希（中国）集团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兴和（上海）光学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肯高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投影镜头 Projection Lenses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ocator 2500 系列是目前市面上最
高性能且最为紧凑的一体式三维智
能传感器，专为微型消费电子元器

深圳彩视能科技有限公司

件检测而设计，满足高速、高精度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高重复性的在线检测需求。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安信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力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清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安信实业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希比希（中国）集团

术分公司

兴和（上海）光学商贸有限公司

远心镜头Telecentric Lenses

远心光学系统（BTOS）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术分公司

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紫外镜头 UV Lenses

LMI Technologies Inc.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有限公司

限公司

术分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安信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力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肯高商贸有限公司

视觉系统设计 Vision Systems Design China

视频镜头 Video L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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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I Technologies Inc.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 Products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安信实业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希比希（中国）集团

光纤照明系统
Fiber-Optic Illumination Systems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兴和（上海）光学商贸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照明系统 Lighting/Illumination sytems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背光照明器件 Backlighting Devices

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术分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东莞市沃德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锐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沃德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Fluorescent Illumination Systems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Lasers/Structured Lighting

荧光照明系统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激光/结构光照明

红外照明 Infrared Lighting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锐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沃德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清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锐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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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分公司
LED照明 LED Lighting
Datalogic 得利捷
Microscan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有限公司

视觉系统设计 Vision Systems Design China

产品 Products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沃德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Coaxlink Octo 和 Coaxlink CXP-12 采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集 卡 为 开 发 者 开 放 了 CustomLogic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件，并支持 Xlinx Vivado 的开发工具，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其中 70% 的 FPGA 资源可供使用。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FPGA 编程功能。籍此工程师可以
进 行 相 关 的 FPGA 设 计 和 开 发。
Euresys 为此功能提供免费的开发套

闪光灯照明 Strobe Illumination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东莞市沃德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东莞锐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沃德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锐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照明控制器 Lighting Controllers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东莞市沃德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uresys S. A.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紫外照明系统
UV Illumination Systems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视觉系统设计 Vision Systems Desig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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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esys S. A.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 Products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上海紫莓仪器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耀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施乃德光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长春恒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Wloptical)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术分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氙灯照明系统
Xenon Illumination Systems

光学子系统 Optical Subsystems
显微镜 Microscopes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限公司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分光光度计 Spectrophotometers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分光镜 Beamsplitters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hroma Technology Corp.(美国科洛玛技术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耀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施乃德光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恒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Wloptical)

深圳耀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施乃德光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长春恒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Wloptical)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镜片 Mirrors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Chroma Technology Corp.(美国科洛玛技术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公司)

术分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滤光片 Filters

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Chroma Technology Corp.(美国科洛玛技术

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光学元件 Optics
自动聚焦光学元件 Autofocus Optics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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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Products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耀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施乃德光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恒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Wloptical)

深圳耀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偏振镜 Polarizers

施乃德光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SensoPart 全新 VISOR® 视觉传感器
集成自动对焦，高像素，更快算法
处理，注重于应用中细节、实践运用，
具备易集成、设置的产品特性。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Chroma Technology Corp.(美国科洛玛技术公司)

长春恒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Wloptical)

Datalogic 得利捷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限公司

术分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有限公司

标线镜片与测试目标
Reticles and Test Targets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长春恒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Wloptical)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快门 Shutters

SensoPart 森萨帕特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施乃德光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软件 Software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应用开发软件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Application-Development Software

长春恒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Wloptical)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棱镜 Prisms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视觉系统设计 Vision Systems Design China

Datalogic 得利捷
Teledyne DALSA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宏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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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萨帕特
SensoPart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产品 Products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斯迈光学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Zemax

术分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数字信号处理软件
Digital-Signal-Processing Software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采集套件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ata-Acquisition Toolkits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慧远视觉技术（洛阳）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术分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色彩分析软件
Color-Analysis Software

数据采集软件
Data-Acquisition Software
FLIR (原 Point Grey）
Microscan

术分公司
开发工具 Development Tools

DSP开发套件
DSP Development Toolkits

嵌入式FPGA软件
Embedded FPGA Software

Pleora Technologies Inc

Datalogic 得利捷

Euresys S. A.

Teledyne e2v

Pleora Technologies Inc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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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斯迈光学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Zemax

Teledyne DALSA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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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析软件
Image-Analysis Software
Datalogic 得利捷

Euresys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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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Products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宝宏软件有限公司

瑞淀光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波创电气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宝宏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图像压缩软件
Image-Compression Software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信华全新 7K 系列智能相机
7K 系列是 DSP 嵌入式智能相机系
统，其集图像采集、处理、通信为
一体，它是机器的眼睛，为工厂自
动化提供可靠的视觉系统。

工业检测软件
Industrial-Inspection Software
Microscan
Teledyne DALSA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Euresys S. A.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Teledyne DALSA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宝宏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视铂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图像处理软件
Image-Processing Software

视觉系统设计 Vision Systems Design China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机器视觉软件
Machine-Vision Software
Datalogic 得利捷

Euresys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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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 Products

Microscan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有限公司

测量与自动化软件
Measurement and Automation Software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Pleora Technologies Inc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视铂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深圳市艾视铂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慧远视觉技术（洛阳）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宏软件有限公司

医疗成像软件 Medical-Imaging Software

科学分析软件
Scientiﬁc-Analysis Software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系统板卡 System Boards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模拟输入输出板卡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紫莓仪器有限公司

Analog Input/Output Boards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视铂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Pleora Technologies Inc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OCR/OCV软件 OCR/OCV Software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Euresys S. A.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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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数据采集板卡Data-Acquisition Boards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术分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Camera Link板卡 Camera Link Boards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图像采集卡 Frame Grabbers
BitFlow, Inc.

Allied Vision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BitFlow, Inc.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uresys S. A.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Pleora Technologies Inc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Pleora Technologies Inc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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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I/O板卡 Digital I/O Boards

Euresys S. A.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itFlow, Inc.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波创电气有限公司

Euresys S. A.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CoaXPress板卡 CoaXPress Boards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DSP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视觉系统设计 Vision Systems Design China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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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Pleora Technologies Inc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Test & Measurement Equipment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相机测试设备 Camera Test Equipment

GigE板卡 GigE Boards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测试与测量设备

运动控制板卡/系统

Microscan

Motion-Control Boards/Systems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锐势机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图像压缩/解压缩板卡

USB板卡 USB Boards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Allied Vision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Pleora Technologies Inc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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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聚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瑞淀光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Image-Processing Boards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mage-Compression/ Decompression Boards

图像处理板卡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视频叠加板卡 Video Overlay Boards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显示测试设备 Display Test Equipment

中科慧远视觉技术（洛阳）有限公司
镜头测试设备 Lens Test Equipment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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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图像/视频产生器 Pattern/Video Generators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青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司法鉴定系统Forensic Systems

引导/跟踪系统 Guidance/Tracking Systems
Datalogic 得利捷
FLIR (原 Point Grey）
LMI Technologies Inc.
Microscan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聚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按应用分类的视觉系统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Vision Systems by applicatio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自动化/机器人 Automation/Robotics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FLIR (原 Point Grey）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欣维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青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LMI Technologies Inc.
Microscan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术分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中科慧远视觉技术（洛阳）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视觉系统设计 Vision Systems Design China

生物统计系统 Biometrics Systems
FLIR (原 Point Grey）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青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红外成像系统 Infrared Imaging Systems
FLIR (原 Point Grey）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Aug / Sep 2019

67

产品 Products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科慧远视觉技术（洛阳）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智能交通系统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聚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锐势机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Microscan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深圳市艾视铂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检测/非破坏性测试系统
Inspection/Nondestructive Testing Systems
FLIR (原 Point Grey）

LMI Technologies Inc.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执法系统Law-Enforcement Systems

度量/测量/计量系统
Metrology/Measurement/Gauging Systems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瑞淀光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青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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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诊断系统 Medical Diagnostics Systems
FLIR (原 Point Grey）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术分公司
中科慧远视觉技术（洛阳）有限公司
显微镜检查系统 Microscopy Systems
FLIR (原 Point Grey）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视觉系统设计 Vision Systems Design China

产品 Products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运动分析系统 Motion-Analysis Systems
FLIR (原 Point Grey）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聚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远程传感系统 Remote-Sensing Systems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过程控制系统 Process-Control Systems

术分公司
监视系统 Surveillance Systems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LMI Technologies Inc.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聚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锐势机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OCR/OCV系统 OCR/OCV Systems

FLIR (原 Point Grey）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保障系统 Quality-Assurance Systems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LMI Technologies Inc.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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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录
Allied Vision

FLIR (原 Point Grey）

SensoPart 森萨帕特

021-64861133

010-82159938-808

4000552206

customercare-sha@alliedvision.com

MV-ChinaSales@ﬂir.com

china@sensopart.cn

www.alliedvision.com

www.ptgrey.com

www.sensopart.com

上海市中山西路1602号宏汇国际广场2-2109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清华科技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555弄西郊商务区

大厦C座502

C2国际区35号202室

781-404-5180

LMI Technologies Inc.

Teledyne DALSA

sales@bitﬂow.com

021-54410711

021-64279081

www.bitﬂow.com

jessicazhang@lmi3d.com

sales.asia@teledyne.com

400 W Cummings Park, Suite 5050, Woburn,

www.lmi3d.com/cn

www.teledynedalsa.com

上海市闵行区合川路2679号虹桥国际商务广

上海市漕溪北路18号20楼G室（上海分公司）

BitFlow, Inc.

MA 01801 USA

场B座510室
Chroma Technology Corp.(美国科洛玛技

Teledyne e2v

术公司)

Microscan

852-36793652

0592-5062089

18918960665

yuki.chan@teledyne-e2v.com

china@chroma.com

info@microscan.com

www.chroma.com

www.microscan.com

厦门 (集美区中航城A区)；杭州联络处 (滨江

上海市田州路99号新安大楼13号楼201

区华创大厦)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Datalogic 得利捷

0755-27988282

021-32506398

sales.china@moritex.com

sara.yang@datalogic.com

www.moritex.con

www.datalogic.com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坪社区桂日路20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1288号206室
Opto Engineering/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www.e2v.com
香港新界白石角香港科学园第三期20E大楼
505室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886 2 2792 3153
vanessa.li@theimagingsource.com
www.theimagingsource.com
台北市内湖区新湖一路8号2楼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400-996-0456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有限公司

限公司

021-61356711

0755-84355459/29675435

info@opto-e.cn

chinasales@edmundoptics.cn

www.opto-engineering.com

www.edmundoptics.cn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路885号淮海中华大厦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工业东路利金城科

2405室

021-67687095

技工业园三号厂房五楼
Pleora Technologies Inc

SSBD.Marketing@olympus.com.cn
www.olympus-ims.com.cn/zh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嘉华中心10F

sales.cn@baumer.com
www.baumer.com

Euresys S. A.

+1 613 270 0625

13817814488

info@pleora.com

sales.china@euresys.com

www.pleora.com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www.euresys.com

340 Terry Fox Drive, Suite 300, Kanata,

0512-62626355

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500号绿地汇中心B座

Ontario, Canada

ddai@nortechsys.com

802室

上海市松江区民强路1525号(申田高科园)11幢

www.nortechsys.com
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桑田街218号3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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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德国SmartRay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010-51665596

400-120-4016

0757-82701992

market@jhi.com.cn

info.cn@smartray.com

dqzjh@126.com

www.jhi.com.cn

www.smartray.com

www.jingzhida.com/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五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1号慎昌大厦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中心广场58幢A座25层

峰四路16号

2501-1号
北京聚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8801147066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3167319000

liuguoqiang@bjjuli.com

13577128838

hsxu@chinasmart-auto.com

www.bjjuli.com

foundy@126.com

www.chinasmart-auto.com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工业园

www.ynfushang.com

东莞市东城街道牛山外经工业园伟兴路9号

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17栋A座307

威洛工业园（左侧A栋）

010-88456895-808

东莞锐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gs@catchbest.com

0769-89028886

020-62203957

www.catchbest.com

rseemv@rseemv.com

web@ruilink-autoid.com

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颐安嘉园18A-202

www.rseemv.com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区主山振兴路333号东城创意产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010-84964334
hr@united-sci.cn
www.bjusci.com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12-1906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010-51262828
agent@mvlz.com
www.mvlz.com
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庄北路1号东升国际创业
园5号楼2层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010-82600088-321
xinwei@microview.com.cn
www.microview.com.cn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28号时代集团A座6层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10-62973232

www.ruilink-autoid.com
广州市荔湾区东塱大街18号2楼

业园A栋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0769-89229908
samhua@dgrxmv.com
www.rxmv.net
东莞市高埗镇外径工业园高龙科技园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0769-85097799
smd@smd-automation.com
www.smd-automation.com
东莞市长安镇振安东路76号（平谦工业园A
栋2楼）
东莞市沃德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0769-23187951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020-28823600
info.china@sick.net.cn
www.sickcn.com
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45号之二天伦大厦24楼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020-62327366
longxin.lin@isop.com.cn
www.isopat.cn
广州番禺大石105国道大石段588号金怡商
业大厦502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020-32032896

info@wordop.cn

leo@mvs-china.cn

www.wordop.cn

www.mvs-china.com

东莞市南城区新基路新基地科技园北区E栋

广州市黄埔区茅岗路828号智能生态城12栋108

201室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bjima@cnimage.com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020-34698698

www.cnimage.com

0591-83850581

info@chiopt.com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1号国际科技创业

marketing@azurephotonics.com

www.chiopt.com

园1-1705

www.azurephotonics.com

广州番禺南村金山工业园1栋2楼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镇乌龙江中大道海西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园创新园15号楼

13908055684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400-800-5998

zengleon@163.com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hikrobotics@hikvision.com

www.drsktech.com

021-5010600，13817935159

www.hikrobotics.com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工业东区新工大道860号

xiaobin.sun@fujiﬁlm.com

杭州市滨江区东流路700号

www.fujiﬁlm.com.cn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2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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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075208375

0574-62721538

021-61155366

htwu@foryougroup.com

info@chanivision.com

sales@neousys.cn

www.zy-trading.cn

www.chanivision.com

www.neousys.cn

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华阳工业园A区

浙江省余姚市冶山路科创中心1301室

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桂平路680号33
号楼431室

集团办公大楼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021-51697628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020-81611690

info@ﬂir.cn

021-64397175

liao.my@ievision.com

www.ﬂir.cn

marketing@vanch.com.cn

www.ievison.com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68弄26号，北岸长

www.vanch.com.cn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市南大道69号南沙汽车

风K幢301-302单元

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南路2891弄100号3号
楼206室

mall2栋
瑞淀光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021-52422288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021-68757500

Info@radiantvs.com

021-66292313

ApolloLuo@keyence.com.cn

www.radiantvisionsystems.com

info@uhdvision.cn

www.keyence.com.cn

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1065号B301室

www.uhdvisioon.cn
上海市静安区市北高新园区江场三路228号

上海浦东世纪大道1600号陆家嘴广场21楼
厦门力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企创动力大厦1001室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0592-3136276

0512-66582891

vinson.jiang@evetar.com

上海肯高商贸有限公司

info@jm-vistec.com

www.evetar.com

021-64458926

www.jm-vistec.cn

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新美路26号

ytogashi@kenko-tokina.co.jp

苏州市新区珠江路117号创新中心大厦C座501

www.shanghai-kenko.com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755号新华联大厦东楼13层E座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0592-6013573

021-62081133

info@micromat.cc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ricayang@pro-trend.com.cn

www.micromatch.cc

021-60706428

www.cognex.cn

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火距路7-11号光业楼

sales@vitex.com.cn

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50号南丰城C座1903-

东楼五楼

www.vitex.com.cn
上海嘉定区招贤路655号

1906室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4000400860

上海锐势机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021-51328988

sales@microvision.com.cn

021-55661685

market@adlinktech.com

www.xamv.com

niaina@roseek.com

www.adlinktech.com/cn

西安市高新区天谷七路88号腾飞科汇城B幢

www.roseek.com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春路300号

东楼20层

上海市杨浦区大学路248号11楼1101室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宝宏软件有限公司

上海盛相工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010-52349500

15821509870

021-63631362

marketing@lusterinc.com

liudonglong@yeah.net

jin.hong@mega-phase.cn

www.lustervision.com

www.baonova.com上海

www.mega-phase.cn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湖南路13号院7号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1690号3号408-410室
上海波创电气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021-50312147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0755-22160593

info@botrong.com

15921834039

ﬂoyd.chun@metronhk.com

www.botrong.com

tupinsh@126.com

www.metronhk.com

上海浦东新金桥路201号现代通信大厦715室

www.topsh.cn

深圳罗湖嘉宾路20号爵士大厦13B2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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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安信实业有限公司

15026509309

0755-88210202

0755-26951098

724974998@qq.com

hector@irlab.net

zhangshanjun@kceye.com.cn

www.achtech.com.cn

www.irlab.net

www.kceye.com.cn

上海市闸北区天目西路547号联通国际大厦

深圳市公明镇合水口辉豪工业园A2栋三楼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开发区泰华梧桐
工业园1号建筑3层

11楼1112-1114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8117238190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021-33821033，4000213376

609950392@qq.com

15361064387

marketing@ximing-vision.com

www.pixoel.com

jonny_xue@163.com

www.ximing-vision.com

上海市天目中路428号凯旋门大厦东部17楼

www.lingzhiauto.com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沪路1118号3F

E座

深圳市龙华新区和平东路港之龙商务中心A
座805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021-60292392

0755-33938281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info@zhijintech.com

xiewanyu@ckvision.net

18033445254

www.zhijintech.com 上海市闵行七莘路1839

www.ckvision.net

marketing@visiondragon.com

号南楼2310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兴围社区兴华路2号

www.visiondragon.com

星航中心四期F-5A

深圳市龙华区民清路光辉科技园2栋2单元6楼

4000860218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清科技有限公司

Info@purpleberry.cn

13420969775

0755-29977399

www.purpleberry.cn

alee@carmvision.com

coolens@coolens.cn

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39号C8栋2楼

www.carmvision.com

www.coolens.cn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互联网产业基地A区一栋

深圳市宝安桃花源科技创新园A栋323-332室

上海紫莓仪器有限公司

深圳彩视能科技有限公司

六楼A603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13828761982
tp.he@csnchina.net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13823598994

www.csnchina.net

0755-26452586

pritt@yangwangzhe.com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沙江路佳裕大厦1407

lianjianbo@hztest.com.cn

www.yangwangzhe.com

www.hztest.com.cn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民康路民兴工业区5栋6楼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高新技术工业园北座五楼
深圳耀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0755-25604923
quanyi.li@indcam.com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0755-82553339

www.indcam.net

0755-86021176-8005

jason.shao@brilliantoptics.com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8288号大运软件小镇

topsales@jhctech.com.cn

www.brilliantoptics.com

17栋2楼

www.jhctech.com.cn

深圳市福田区多丽工业区1栋415

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君翔达大厦A栋3楼B区
深圳京航科技有限公司

施乃德光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0755-21505130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755-88321170

2920468968@qq.com

0755-23735150

aaron.wang@schneider-asiapaciﬁc.com

www.jinghangtech.com

salesassistant@geforcevision.com

www.schneiderkreuznach.com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清路光辉科技园1栋厂房2楼

www.geforcevision.com

深圳福田保税区英达利a-505

深圳市龙华新区华清路半里大厦1207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视铂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0755-86560425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3790709393

sales@aispekt.com

0755-33551199

xffu@sunnyoptical.com

www.aispekt.com

hugo@kastoe.com

www.sunnyoptical.com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粤兴三道9号华中科

www.kastoe.com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十涌路20号

技大学产学研基地B座1楼M03

深圳市南山区兴海大道荔山工业园二栋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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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迈光学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Zemax

www.wxxinhua.cn

长沙青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021-62713200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高浪东路999号A1栋西

13135121110

china@zemax.com

侧1218

125910368@qq.com
www.tsingbo.com

www.zemax.net.cn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539号办公楼二座

希比希（中国）集团

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229号金泓园A-7

2905室

021-32092626

栋303

fanliang@cbcsh.com.cn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computar-global.com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028-85425732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438号古北国际财富中

0571-87235766

business01@leadindustrial.com.cn

心1801室

you_dong@dahuatech.com
www.huaruitech.com

www.leadindustrial.com.cn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三段88号汇融国

先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际B座15层

021-64325394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81号

shanghaisales@sentech.co.jp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www.sentech.co.jp

18006127183

028-86513885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7866弄1号楼 607室

hanayang@focusight.net
www.focusight.net

song.chen@dualix.com.cn
www.dualix.com.cn

欣维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顺城大街206号四川国际大厦

4000-110-686

东七楼C座

sales@xavis.com.cn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www.xavis.com.cn

术分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天谷七路88号新加坡腾飞科汇

010-82828878

18521790921

城B幢东楼20层

market@daheng-imaging.com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发区锦华路258-6号

www.daheng-imaging.com

Support-ICM@sony.com.cn
www.sony.com.cn

兴和（上海）光学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大恒科技大厦北座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领展企业广场一

021-62296981

12层

座8楼

wu_caiyuan@163.com

腾龙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www.kowa-int.com

中科慧远视觉技术（洛阳）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北路125号

18600004463
xiao.yang@casivision.com

13816673093
zhangzw@tamron.com.cn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casivision.com

www.tamron.com.cn

15920536230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国家大学科技园

上海市茂名南路205号瑞金大厦1707室

sz.xxzhao@evoc.cn
www.evoc.cn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路11号研祥智谷创祥地

15022645318

1号楼5层

463913454@qq.com
www.automv.com.cn

远心光学系统（BTOS）有限公司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产业园区兰苑路9号1门404

4000-651-516
sales@btos.com.cn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www.btos.com.cn

4000-400-860

西安市高新区天谷七路88号新加坡腾飞科汇

sales@microvision.com.cn

城B幢东楼20层

www.microvision.com.cn
西安市建工路新城科技产业园新园产业大厦

长春恒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Wloptical)

七层

15526823691
luke@wloptical.com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wloptical.com

0510-85431699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益田创客大厦A栋608室

wuxi_xinhu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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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制造商产品
Manufactures
Products

Allied Vision

长沙青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用科技有限公司

BitFlow, Inc.

德国SmartRay

深圳京航科技有限公司

Chroma Technology Corp.(美国科洛玛技术

东莞复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视铂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

东莞锐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Datalogic 得利捷

东莞市沃德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开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有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周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限公司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uresys S. A.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清科技有限公司

FLIR (原 Point Grey）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

深圳市仰望科技有限公司

LMI Technologies Inc.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施乃德光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Microscan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舜宇光学（中山）有限公司

MORITEX 茉丽特科技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斯迈光学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Zemax

Opto Engineering / 深视商贸服务（上海）

凌华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四川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Pleora Technologies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腾龙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SensoPart 森萨帕特

厦门力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特梅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eledyne DALSA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维视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Teledyne e2v

陕西维视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信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The Imaging Source 映美精相机

上海宸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希比希（中国）集团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方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先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极清慧视科技有限公司

兴和（上海）光学商贸有限公司

北科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肯高商贸有限公司

远心光学系统（BTOS）有限公司

北京嘉恒中自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锐势机器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视佳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盛相工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术分公司

长春恒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Wloptical)

上海知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系统集成商与代理商
System Integr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北京聚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慧眼自动化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皕像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赛仪科技有限公司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三宝兴业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凌云光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精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美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敏腾视觉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瑞斯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沧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安信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荣旭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瑞淀光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海宝宏软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精之达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波创电气有限公司

深圳耀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斯玛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巧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雷得兴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图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欣维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伊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锡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驭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紫莓仪器有限公司

征图新视（江苏）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中阳科贸有限公司

深圳彩视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慧远视觉技术（洛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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