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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 通往新客户的大门
SPIE 旗下的 optics.org 是一种面向使用光电技术的专
业人士及其不同应用领域和市场的领先在线资源。
该网站有助于用户直接与行业和其他用户互动，找到业务所
需的信息。
身为广告客户的您，通过 Optics.org 可以接触成千
上万考虑购买您产品和服务的潜在新客户。

用户的地域分布
英国和欧洲
33%

Optics.org 是领先的资源提供者，涵盖从 LED 到激光雷达、从高
光谱成像到工业激光器的方方面面，提供关于最新市场趋势、
产品应用和业务分析的每日新闻，并且发布全面的采购指南、
活动日历和国际招聘专栏。
关键决策者可以借助 optics.org 了解有关如何发展其业务和
获得行业发展趋势的信息。
您的公司和产品需要展现在
optics.org 用户的面前。

亚太 19%

世界其他地
区 2%

北美洲
46%

来源：Google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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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 深度市场内容与分析
“我们拥有经验丰富的记者团队，将 opticals.org 打造成为一
种在光电行业报道领域出类拔萃的资源。
我们着眼于影响该高
科技行业的市场趋势和业务发展，为您介绍头条新闻的幕后故
事，涵盖从市场报告、并购和 CEO 访谈，到行业活动、初创企业
融资和专利纠纷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显微镜、太阳能、材料加工还是红外对抗，opticals.org 的
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关注这些技术驱动型行业的商业层面，强
调直言不讳和市场洞察。
紧跟光电行业快速发展的步伐：阅读我们的周报、访问网站了
解日常更新，或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

网站每月
平均访问量
超过

评论区内容提交

需要发布公告吗？请将您的想法发送给我。

新品发布

30,000 次

我也同样盼望收到详细介绍新产品的新闻稿。
每一则新闻稿应
以 250 字左右的篇幅介绍产品的规格和应用领域。
您应当提供
产品的高分辨率 JPEG 或 Flash 文件。
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但
无法保证是否一定会发布您的产品。

* Google Analytics 数据 – 01/02/2014 – 31/01/2015

注册用户还可登录以发布新闻稿和产品上市信息。

用户的工作职能*

Matthew Peach

Matthew Peach
optics.org 网站主编

*

手机：+44 (0)7787 510949

我们的用户中有超过 80% 是购买或指定使用各类产品和服务
的负责人。
在 optics.org 上发布广告，凸显您的产品

电子邮箱：matthew.peach@optics.org
发布前会对新闻稿和产品上市信息进行审核。

制造/产品工程
25%

产品开发/产业研发
25%

顾问/教育
工作者
4%

学生 3%

‘‘

opticals.org 总是在光电社区中第一
时间提供最准确的新闻动态和应用新闻。

科研
22%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高管 18%
* 发布者自己的数据

图片来源：SPIE

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 (CSO)
Toptica Photonics

‘‘

Thomas Renner 博士

产品销售与市场
营销 3%

超过

1,100,000 次

下载*

* Google Analytics 数据 – 01/02/2014 – 31/01/2015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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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 广告和营销解决方案

3 个简单的阶段

欢迎关注 opticals.org 提供的全新广告组合机会——它
们旨在实现简单却不失经济高效的营销计划。

我们开发出了可为每月超过 30,000 名数字用户和每周超过
20,000 名电子周报订阅者提供全年推广的套餐。
套餐内容还包
括在收录了 3000 家公司的采购指南中优先列示，以及在有针
对性的《产品聚焦》杂志中进行印刷品推广。

如果您认为自己能在别处买到更好的套餐，请尽管告诉我们，
我们会尽力而为！

以下是组合创建方式：

第一阶段

选择采购指南列示

免费 – 基础条目，无公司标志，按字母顺序列示。

企业合作伙伴列示 – 含公司标志，增强条目，在免费列示上方
优先列示
投资金额：
每年 $775/€730/£645

企业合作伙伴铂金版 – 含公司标志，增强条目，在企业合作伙
伴和免费列示上方优先列示，在所有评论页面上显示公司标
志。
投资金额：
每年 $2075/€1895/£1675

微型网站 – 有 5 个页面的微型网站，在 optics.org 采购指南中进
行 150x150 横幅推广，在企业合作伙伴铂金版、
企业合作伙伴和
免费列示上方高度优先列示，在 optics.org 的所有评论页面上
推广公司标志
全新：12 个月 - $3720/€3390/£3000

第二阶段

选择广告活动套餐

2020 年

选项 1

全新组合

•
•
•
•

	2 款明星产品
	optics.org 上的所有评论页面显示 1 个月通栏/纵向横幅
	2 条 125x125 首页便利贴横幅
	1 条电子简报产品赞助*

机会

总投资金额：
每年 $2260/€2060/£1825

选项 2

•
•
•
•
•

	4 款明星产品
	optics.org 上的所有评论页面显示 4 个月通栏/纵向横幅
	在电子周报中提供介绍性信息（中部位置）*
	1 份白皮书
	4 条 125x125 首页便利贴横幅（每条横幅为期 1 个月）

投资总金额：
每年 $4105/€3740/£3310

选项 3

•
•
•
•
•
•
•
•
•
•

	4 款明星产品
	4 条评论区横幅（通栏或纵向广告位置）
	4 条首页便利贴
	2 条评论区 125x125
	2 份白皮书
	1 条电子简报顶部赞助*
	1 条电子简报评论区赞助*
	1 条电子简报中部位置赞助*
	SPIE DCS《产品聚焦》中的 1/6 页——包括在 SPIE DCS 展会上分发，以及
向总共 21,000 名 optics.org 电子简报订阅者分发数字版。
	SPIE 光学+光电展《产品聚焦》中的 1/6 页——包括在 SPIE 光学+光电展
上分发，以及向总共 21,000 名 optics.org 电子简报订阅者分发数字版。
或
	《视觉聚焦》杂志所有 4 个版本中的 1/6 页——在各大展会上分发纸
质版，并向超过 14,000 名订阅者发送数字版。

•

总投资金额：
每年 $7470/€6810/£6025

*电
 子简报赞助不适用于西部光电展和慕尼黑光博会开幕前一周、
举行
期间的一周以及闭幕后一周。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根据 SPIE 的设计，存在众多与 SPIE 活动、SPIE 专业杂志、
SPIE 期刊、SPIE 编辑部，以及 SPIE 数字图书馆相关的国际展会、
赞助和广告机会。
我们来一起探讨如何打造多渠道营销活动！

2020 年全新推出

•

	使用 SPIE 的数字图书馆将量身定制的 opticals.org 套餐软
件与有针对性的横幅、
印刷品和 Ealert 推广相结合——超
过 1000 万次下载

•
•

	发送给超过 18,000 名成员的 SPIE 专业双月刊杂志

	SPIE 行业简报（超过 4,800 名天文学订阅者，超过 9,600
名生物医学订阅者，超过 9,350 名光学设计订阅者，超过
7,550 名国防安全订阅者）

•

	欢迎联系销售团队以了解详情！

联系人
广告销售团队
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或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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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 广告和营销解决方案
*
主要供应商（最多
5 个页面的微型网站）

2020 年展会日历

l 根
 据规范建立的 5 个页面的微型网站，在其中可以宣传您
公司的专业技术、产品和生产能力

l 在
 采购指南的相关类别中比其他所有公司优先列出

Optics.org 和团队的成员将在 2020 年参加以下展会：

l 1 个 120x60 公司标志（列入周报中）

l 1 50X150 主要供应商横幅（只有主要供应商可获得首页上的
这一醒目位置）

SPIE 生物医学光子学展

- 最大文件大小 200kb
-G
 IF/动画 GIF、JPEG

- 动画最多包含 5 张幻灯片
- 播放时间不超过 6 秒
- 横幅动画不可循环

价格：
全新：12 个月 - $3720/€3390/£3000
*可按需提供 Google Analytics 报告。

企业合作伙伴铂金版*

企业合作伙伴铂金版向 optics.org 全面采购指南的用户进行为
期 12 个月的高排名公司和产品推广。
l 在
 采购指南的相关类别中比免费和标准版企业合作伙伴优
先列示

企业合作伙伴

图片来源：SPIE

2 月 1 日至 2 日，美国旧金山

作为我们的一年期企业合作伙伴，您可以享受到：
l 公
 司采购指南中带公司标志的 12 个月推广

l 在
 采购指南的所有相关类别中比免费条目优先列示
l 增强公司条目

l 所
 有产品发布信息均带公司标志
价格：
12 个月 - $775/€730/£645

l 在
 optics.org 的所有评论页面中推广公司标志

l 在
 optics.org 采购指南中使用增强文本清单，包括格式和链接
l 公
 司标志列入 optics.org 周报中。
Optics.org 周报的读者是
20,000 多名主动订阅的业内专业人士。
l 产
 品发布信息包含在公司列示中
价格：
12 个月- $2075/€1895/£1675

*可按需提供 Google Analytics 报告。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SPIE 西部光电展

2 月 4 日至 6 日，美国旧金山

SPIE 欧洲光电展

3 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法国斯特拉斯堡

SPIE 国防及商业感测技术博览会
4 月 28 日至 30 日，美国阿纳海姆

德国法兰克福光学展

5 月 12 日至 14 日，德国法兰克福

SPIE 天文望远镜及仪器会议
6 月 16 日至 18 日，日本横滨

SPIE 光学+光电展

8 月 25 日至 27 日，美国圣地亚哥

英国光学激光技术展

《产品聚焦》已
分发
《产品聚焦》已
分发

《产品聚焦》已
分发
《产品聚焦》已
分发

《产品聚焦》已
分发

10 月，日期待定，英国考文垂

视觉展

11 月 10 日至 12 日，德国斯图加特
可能有变更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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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 广告和营销解决方案（续）
网络研讨会/网络直播
内容由您掌控！

持续时间：大约 45 分钟，外加 15 分钟问答环节
网络研讨会/网络直播推广包含了什么？
l optics.org 首页上的 6 周推广
l optics.org 简报上的 6 周推广

l 品牌冠名网络研讨会/网络直播
l 专用托管页面

您可以获得什么？

l 报名者/参与者的完整联系信息

l 所
 有网络研讨会/网络直播都会在 optics.org 网站上存档至
少 12 个月
除 250X250 主要供应商横幅之外的所有横幅都应是 GIF/动画
GIF、JPEG/Flash 文件。
所有 Flash 文件必须嵌入 URL。
价格：
每场 - $3500/€3295/£2195
每报名一人 - $25/€23/£19

白皮书

明星产品

明星产品是一种在 optics.org 首页以及所有产品页面的优先位
置推广产品的高效率、高成效方法。
您的明星产品也将添加到
周报中，发送给 21,000 多名订阅者，其中包括产品图片、简短描
述和指向 optics.org 上您的明星产品条目的链接。
l 为
 期1周

l 纳
 入电子周报中

l 首页上放置产品图片（只能使用 6 个产品图片位置中的一个）
l 产
 品图片和标题描述包含在周报中。

l optics.org 周报的读者是 20,000 多名主动订阅的业内专业人士
l 超
 长产品说明
l 公司联系信息

l 指
 向您网站的超链接

l 300x200 像素产品图片

价格：
一款产品 - 1 周 - $600/€565/£500
五款产品 - 5 周 - $2790/€2545/£2250
十款产品 - 10 周 - $4650/€4240/£3750

在 optics.org 上可免费进行基础白皮书推广。
只需将您的 PDF 文
件发送给我们，我们就会将其发布到颇受欢迎的白皮书专栏。

不妨使用白皮书作为与 opticals.org 用户建立关系的有效途径。
把白皮书升级到我们的收费服务，我们将在整个网站上额外提
供有针对性的推广，包括直接提供给 opticals.org 电子周报的订
阅者，以及通过 optics.org 和 SPIE LinkedIn 群组提供。
我们还将为您提供所有下载或查看您的白皮书的用户的电子
邮箱联系方式。
价格：

基础白皮书 – 免费

收费版白皮书 - $2100/€1980/£1750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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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 广告和营销解决方案（续）
首页横幅

Optics.org 首页是通往资源和新闻的门户，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业内专业人士访问该网
站。
借助首页通栏或者纵向广告，保证您拥有面向 optics.org 受众的独家推广位置。

1. 首页通栏

	
首页通栏横幅向光电行业最大规模的在
线访问者提供优质的品牌曝光度。
更大
的横幅广告空间确保您的品牌在页面上
享有最大的曝光度，强调您的公司在光
电子市场的主导地位。
l 为期 1 个月
l 通
 栏横幅 728×90
l 独
 家横幅位置（每月只提供 4 个位置）
l 指向您网站的超链接
价格：
1 个月 - $1880/€1770/£1565

2. 首页纵向广告

	
首页纵向广告将您的公司与整个 optics.
org 中出现的优质评论放在一起。
醒目
的纵向广告可替代标准的横幅广告。
l 为期 1 个月
l 纵
 向广告尺寸为 120×600
l 独
 家横幅位置（每月只提供 4 个位置）
l 位
 于首页左侧
l 指向您网站的超链接

1

3.	首页首要广告位

	
这是产品发布和公司品牌推广的首要位
置 - 头条新闻的右侧。
l 为
 期 1 个月
l 首页首要广告位横幅，尺寸 125×125
l 右上角位置
l 指
 向您网站的超链接
价格：
1 个月 - $1450/€1365/£1210

3

4. 首页便利贴

	
即点即发！发布产品推广或公司信息到
首页上，让我们的访问者了解您的最新
情况。
l 为期 1 个月
l 便利贴尺寸 125 x 125
l 左下角位置
l 指向您网站的超链接
价格：
1 个月 - $600/€565/£500

2

价格：
1 个月 - $1585/€1495/£1320

4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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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 广告和营销解决方案（续）
评论区横幅

访问 optics.org 的用户有超过 70% 会直接阅读评论文章。
确保您的公司
产品和品牌呈现在 optics.org 的核心受众面前。

1. 评论区通栏

	
评论区横幅提供所有重点评论区域中的
优质曝光度。
在提供市场增长、业务分
析、产品应用及研发的最新资讯上方突
出显示您公司的产品、专业技术和品牌。
l 为期 1 个月

l 通
 栏横幅 728×90

l 指向您网站的超链接

价格：
1 个月 - $1450/€1365/£1210

2. 评论区纵向广告

1

3.	评论区小广告

	
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和品牌推广，效果
卓越。
具有绝佳的醒目位置，并且包含在
所有的评论文章中。
l 为
 期 1 个月

l 横幅尺寸 125×125

3

l 左上角位置

l 指
 向您网站的超链接

价格：
1 个月 - $475/€445/£395

	
最新评论文章旁边的高影响力横幅位
置。
在提供市场增长、业务分析、产品应
用及研发的最新资讯上方突出显示您公
司的产品、专业技术和品牌。
l 为期 1 个月

l 纵
 向广告尺寸 120×600
l 评
 论页面的右侧

2

l 指向您网站的超链接

价格：
1 个月 - $1150/€1085/£960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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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 技术信息 - 网站和电子周报
广告

所有横幅和徽标必须以 GIF、动画 GIF、JPEG 或 EPS 形式提供。
动画
GIF 文件的最大播放时长为 15 秒，动画序列最多循环三次。

广告材料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文件发送给 Rob Fisher，地址
为：rob.fisher@optics.org

欧盟广告客户可提供其 MWst/TVA/VAT 号码，以便免征增值税。

条款及条件

只有符合我们的“广告验收条件”的广告才会被采纳。
要了解更
多信息，请联系销售团队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ales@optics.org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您的广告将由我们的制作团队进行检查，以确
保尺寸、格式、分辨率、色彩和字体的设置能够正确打印，但广告客
户仍有责任提供正确的文件。

增值税

所有英国和欧盟的广告客户都需缴纳 20% 的增值税。
英国以外的

广告的大小和形状规格

尺寸（像素） GIF、JPG 最大文件
大小 (kb)

所有通栏横幅
所有纵向广告

主要供应商横幅
首页首要广告位
首页便利贴广告
评论区小广告
简报赞助

主要供应商首页图块

企业合作伙伴图块
明星产品图片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动画 GIF 最
大文件大小
(kb)

728 x 90

50

150

120 x 600

50

150

150 x 150

50

150

125 x 125

25

150

125 x 125

25

150

125 x 125

25

150

125 x 125

25

150

120 x 60

25

不适用

120 x 50

25

300 x 200

100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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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电子周报
Optics.org 电子周报是一种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可以将
产品推向市场、为公司网站引流并与光电技术社区建立
关系。
简报赞助包含：

l 公司抬头或副标题（最多 10 个字）
l 赞助消息（最多 65 个字）
l 链接 URL

l 125x125 横幅、公司标志、产品图片

l 向点击简报中赞助消息的人提供公司相关信息

简报赞助售罄速度非常快，因此请立即联系销售团队，以确保锁
定最理想的周。

现已超过

20,000
名订阅者*

* 发布者自己的数据

1.	
顶部赞助广告位
	
价格：每周 $950/€895/£790
2.	
评论区赞助
	
价格：每周 $775/€730/£645
3.	
中部赞助广告位
	
价格：每周 $625/€590/£520
4.	
产品赞助
	
价格：$500/€470/£415
5.	
明星产品
	
$600/€565/£500
6.	
简报横幅
	
价格：$475/€450/£395
7.	
简报产品赞助广告位
	
价格：$500/€470/£415

电子简报特别版

l 生物医学光子学展特别版

	2020 年 2 月 1 日出版

l 西部光电展特别版

	2 月 4、5、6 日出版

顶部赞助广告位

1

评论区赞助广告位

2

中部赞助广告位

3

明星产品广告位

5

产品赞助广告位

4

l 国防和商业感测特别版

	4 月 22 日出版

l 德国法兰克福光学展

	5 月 6 日出版

1.	
顶部赞助广告位
	
价格：$950/€875/£730
2.	
评论区赞助
	
价格：$775/€715/£595
3.	
中部赞助广告位
	
价格：$625/€575/£480
4.	
产品赞助广告位
	
价格：$500/€460/£385
6.	
简报横幅
	
价格：$475/€440/£365

6

小提示。
同时使用电子简报横幅和 optics.org 的通栏或纵向横幅，能够保证长
达一个月的品牌曝光度，并向用户传达有针对性的营销信息，为您的网站引流。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10

optics.org 媒体信息 2020

SPIE 行业电子简报
除 optics.org 周报以外，您还能够将针对有特定技术兴
趣的专业人士投放广告。
SPIE 的行业简报可将您的营销讯息有效且集中地传达给定位
精准的受众。
SPIE 行业简报有 4 个核心主题区可供您选择，助
您将公司、产品和品牌直接投放给数以千计的相关订阅者。

每份简报仅 1 个赞助席位，因此这些目标营销机会非常有限。
请联系我们的销售团队，锁定您公司的广告席位，推动流量直
接导入您的网站。

每份简报包括 SPIE 和 optics.org 网站的最新研究和行业内新闻。

2020 年焦点评论和发布日期

焦点评论

1月

生物医学

9日

光学设计

23 日

国防安全
天文学

2月

6日

3月

5日

4月

2日

7日

16 日

21 日

16 日

13 日

12 日

9日

30 日

27 日

26 日

23 日

20 日

9日

5月

订阅者

l 生物医学 (9,611)

6月

4日

7月

9月

13 日

10 日

27 日

24 日

2日

6日

16 日

20 日

14 日

11 日

9日

28 日

25 日

23 日

18 日

8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8日

12 日

10 日

3日

1日

17 日

15 日
22 日

5日

19 日
26 日

3日

17 日
24 日

日期可能有变更。

l 国防安全 (7,855)
l 光学设计 (9,356)
l 天文学 (4,380)

每份简报投资：
$850/€780/£650
所需赞助资料：

l 赞助标题（最多 12 个字）

l 赞助消息（最多 60 个字）

l 125x125 横幅/产品图像/公司徽标
l 链接 URL

所有营销资料都必须在发布日期前至少 5 日送达。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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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 技术信息 - 电子简报
广告

所有横幅和徽标必须以 GIF、动画 GIF、JPEG 或 EPS 形式提供。
动画
GIF 文件的最大播放时长为 15 秒，动画序列最多循环三次。

广告材料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文件发送给 Rob Fisher，
地址为：rob.fisher@optics.org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您的广告将由我们的制作团队进行检查，以确
保尺寸、格式、分辨率、色彩和字体的设置能够正确打印，但广告客
户仍有责任提供正确的文件。

广告的大小和形状规格

尺寸
（像素）

赞助横幅

125 x 125

GIF、JPG 最大文件
大小 (kb)
25

动画 GIF 最
大文件大小
(kb)
150

增值税

所有英国和欧盟的广告客户都需缴纳 20% 的增值税。
英国以外的
欧盟广告客户可提供其 MWst/TVA/VAT 号码，以便免征增值税。

条款及条件

只有符合我们的“广告验收条件”的广告才会被采纳。
要了解更多
信息，请联系销售团队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ales@optics.org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12

optics.org 媒体信息 2020

optics.org
《产品聚焦》- 独特的印刷出版物
我们深知最大限度地利用为展览和贸易展会花费的时间、
金
钱和精力十分重要。
选择余地太大，谁也不可能悉数参与。

Optics.org《产品聚焦》是一份直接面向市场的出版物，向全年大型
展览和贸易展会的与会者发布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推广。
您无
需参展就能让自己的产品得到收录，我们将确保您与竞争对手的
产品一起收获曝光度。

如果您希望找到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以便将您的产品和品牌
交到未来买家手上，那么 optics.org《产品聚焦》将是不二之选。

未覆及您参与的某场贸易展会？
请尽管告诉我们，我们会想方设法
支持您的营销活动。

optics.org product focus

广告机会

我们提供封面和 1/6 页的广告位置用于产品推广，并且提供“赞助”
的评论和付费内容。

23

product focus

请参阅下页的技术信息和价格结构。

NEW

4

2 月 4 日至 6 日

4 月 28 日至 30 日

美国巴尔的摩		

德国法兰克福光学展

5 月 12 日至 14 日

SPIE 光学+光电

8 月 25 日至 27 日

▪ Ultra-stable, vibration-free design allows for
high measurement speed

▪ Easy to configure as comparison or
absolute goniometer

▪ Increased accuracy of multilens
measurement procedure

▪ Angle measurement of prisms and plano
optical components in optics manufacturing

▪ Lens alignment processes benefit from
improved mechanical stability

▪ Absolute goniometer configured to measure
in one or two azimuth

SPIE Optics+Photonics 2019 Edition

optics.org product focus

Nanostructures free photons to
boost white OLED efficiency

Nanostructures
free photons to
boost white OLED
efficiency

Contact Rob Fisher, Advertising Sales tel: +44 (0)117 905 5330 fax: +44 (0)117 905 5331 email: rob.fisher@optics.org
Messekatalog_OaP_Anzeige_180x200_02.indd 1

聚焦

生物医学/生物光电

预订/文案提交截止日期
2020 年 1 月 10 日

所有光驱动产品

2020 年 1 月 10 日

所有红外相关产品

2020 年 4 月 10 日

和应用领域		
所有光驱动产品

2020 年 4 月 24 日

分发

5,000 份

所有激光相关应用领域、

2020 年 8 月 2 日

产品、来源和元件		

* SPIE 西部光电展《产品聚焦》的广告价格和尺寸详见 SPIE《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媒体信息（第 13/14 页）。

Researchers at TU Dresden achieve external quantum efficiency of 76.3% with scalable, lithographyfree method.
Since the first development of white
OLEDs in the 1990s, numerous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achieve a balanced
white spectrum and high luminous
efficacy at a practical luminance level.
However, the external quantum efficiency
(EQE) for white OLEDs without additional
outcoupling techniques typically only
reaches 20 to 40 percent today.

15,000 份

About 20 percent of the photons
generated in conventional OLEDs remain
trapped in the glass layer of these device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e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of the particles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glass and air. Further photons are
waveguided in the organic layers, while
others get ultimately lost at the interface
to the top metal electrode.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s have been steadily
conquering the electronics market, say

lithography-free method for the
generation of controllable nanostructures
with directional randomness and
dimensional order, significantly boosting

the Dresden scientists: “from OLED mobile
phone displays to roll-out television
screens, th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s
growing”.

the efficiency of white OLEDs.” The
nanostructures are instead produced by
reactive ion etching. This, say the team,
has the advantage that the topography
of the nanostructures can be specifically
controlled by adjusting the process

Since light-emitting diodes only produce
monochrome light, manufacturers typically

SPIE Optics+Photonics 2019 Edition

5

25.07.2019 10:07:47

be significantly more efficient in mass
production by using your approach?

A key focus of OLED research is on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white
OLEDs for lighting elements such as ceiling
or car interior lighting; such components

“I assume yes – reactive ion etching
is comparitively cheap and the

are subject to much stricter requirements
in terms of stability, angular emission and
power efficiency.

into white OLEDs, an external quantum
efficiency of up to 76.3% can be achieved.

commercialization.
What are the factors limiting the efficiency
of conventional white OLEDs?
“The factors limiting the efficiency of
white OLEDs are electrical efficiency (ratio

Principle of reactive ion etching for the generation of quasi-periodic nanostructures.

and Prof. Sebastian Reineke from the TU
Dresden, Germany, have developed a new
method for freeing the photons. Their work
is described in Nature Communications.
The physicists have introduced a
“straightforward, scalable and notably

‘Further applications’
For Dr. Simone Lenk, the new method
opens up numerous new avenues; she
commented, “We had been looking
for a way to specifically manipulate
nanostructures for a long time. With
reactive ion etching, we have found a costeffective process that can be used for large
surfaces and is also suitable for industrial
use.”

of generated excitons to the number of
injected electrons); the radiative efficiency
of the emitters (ratio of generated photons
to the number of generated excitons);
and the outcoupling efficiency (ratio
of outcoupled photons to generated
photons). Typical efficiencies for white
OLEDs are in the range between 10 and
25%.”
How does your approach improve this; and
by what factor?
“Our approach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quasi-periodic nanostructure
working as an internal scattering layer
to outcouple trapped photons. The
nanostructures are produced by reactive
ion etching. The advantag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periodicity and height of

optics.org: Contact Rob Fisher, Advertising Sales tel: +44 (0)117 905 5330 fax: +44 (0)117 905 5331 email: rob.fisher@optics.org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Could commercially-produced OLEDs could

employ various additive color-mixing
processes to produce white light.

1,000 份

整个展会过程中

structure and additionally a glass half
sphere for external light outcoupling, we
can enhance the efficiency by a factor of
3.4.”

obtained, the scientists have developed
an optical model that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increased efficiency of OLEDs.
By integrating these nanostructures

整个展会过程中

1,000 份

for white OLEDs can be achieved. Using
this nanostructure as internal outcoupling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sults

optics.org interviewed Dr Lenk about
her group’s work and its potential for

Numerous approache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to extract the trapped
photons from OLEDs. Now,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 led by Dr. Simone Lenk

the nanostructures can be completely
adjusted via the process parameters and
that thus an optimal outcoupling structure

parameters.

1,000 份

德国慕尼黑		 和技术		 整个展会过程中
美国圣地亚哥		

PrismMaster® Flex
Flexible goniometer for quality assurance

optics.org: Contact Rob Fisher, Advertising Sales tel: +44 (0)117 905 5330 fax: +44 (0)117 905 5331 email: rob.fisher@optics.org

美国旧金山		 和技术		

DCS（国防及商业感测）

OptiCentric® 101
Optical centration measurement
of lenses and optical systems

www.trioptics.com
continued from previous page

美国旧金山		 技术和应用领域		

西部光电展*

NEW

continued on next page

Image courtesy Osram Opto Semiconductors.

2 月 1 日至 2 日

11 - 15 August 2019

nanostructures could be easily adopted for
mass production.”
http://optics.org/news/10/7/24

OLEDs are “steadily conquering the electronics market,” says the Dresden team.

First images from Mars
will be seen through
Jenoptik lenses
When NASA launches the Mars 2020 mission the first images back
to Earth in February of 2021 will be seen through lenses designed
and engineered by Jenoptik.
The Jenoptik Light & Optics team in
Jupiter, FL have been developing three
types of mission critical lenses for use with
the Mars Rover’s engineering cameras.
Navigation lenses will capture the first
live video footage from the mission as
the rover explores the surface of Mars,
crucially important when the rover drives
autonomously. Hazard avoidance lenses
will provide images that will help the
rover identify obstacles and allow NASA
engineers to see the movement of the
robotic arm during sample collection.
Finally, a cache lens will verify that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rock and soil
samples have been achieved. Due to
the cache lens’ proximity to the samples
collected, to avoid contamination, the
cleanliness requirements are extremely
challenging.
All three lens types were built in a Jenoptik
class 5 clean room with state-of-the-art
filtration technology for high-precision
optical assemblies. Custom test equipment
was developed at Jenoptik to measure
the optical performance during the
demanding temperature extremes to
withstand the conditions on Mars. Jenoptik

© NASA

生物医学光子学展*

日期

optics.org product focus

Credit: Sebastian Reineke et al., Nature

展会

San Diego Convention Center
San Diego,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Visitus
uson
at booth
Visit
booth339
339

近 25 年以来，Optics.org 通过在optics.org《产品聚焦》中收录新产
品来保证其曝光度，并将继续提供创新营销解决方案来助力您的
销量和业务增长，您对此大可放心。

2020 年出版时间表

SPIE Optics+Photonics 2019 Edition

Come to the SPIE Optics + Photonics Exhibition,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optic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event in North America - it’s more
robust than ever.

Artist’s concept of Rover on Mars.

performed several environmental tests
in vacuum and over a wide temperature
range with the lowest temperature being
-135°C.
“Jenoptik is accustomed to demanding
applications requiring expertise in the
design, manufacture, and testing of
complex optical assemblies in the fields
of semiconductor, medical devices and
defense industries”, said Jay Kumler,
President of Jenoptik Optical Systems
in North America. “We are very proud of
the technical challenges and rigorous
testing we have overcome which has really
benefited the entire company, and we are
honored to be a part of the monumental
mission to Mars.”

optics.org: Contact Rob Fisher, Advertising Sales tel: +44 (0)117 905 5330 fax: +44 (0)117 905 5331 email: 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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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产品聚焦》- 广告机会
《产品聚焦》广告尺寸与价格
1/6
页
产品

预订/文案提交截止日期：见 2020 年出版时间表（第 13 页）
1/6
页
产品

整页
出血
和
无出血

加 optics.org
中的明星产品

封面产品

尺寸：
180 毫米（宽）x 200
毫米（高）。
价格：$2500/€2355/£2085

尺寸：86 毫米（宽）x 84
毫米（高）。
价格：$660/€620/£550

optics.org 上的1/6 页产品 加
明星产品*
价格：$1040/€990/£870

1/3 页
水平

半页
水平

180 毫米
裁切尺寸：
297 毫米（高）x 210 毫 尺寸：
米（宽）
，出血：
允许各边有 3 毫 （宽）x 130 毫米（高）。
无出血。
米出血
输入区：
267 毫米（宽）x 180 毫
价格：$1515/€1430/£1265
米（高）。

*明星产品提供首页推广并
纳入 optics.org 周报，为期 1
价格：$2270/€2135/£1890
周（刊例价格 £600/€535/$445）。

半
页
立式

尺寸：87 毫米
（宽）x 267 毫米（高）。
无出血。
价格：$1515/€1430/£1265

尺寸：180 毫米
（宽）x 84 毫米（高）。
无出血。
价格：$1230/€1665/£1475

1/4 页

尺寸：87 毫米
（宽）x 130 毫米（高）。
无出血。
价格：$935/€1265/£1120

广告材料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文案和文件发送给 Rob Fisher，地址：
rob.fisher@optics.org

文案不应超过 85 个字（封面广告为 350 个字）。
应提供公司完整详情和任意联系人姓名。

产品照片尺寸：80 毫米 x 104 毫米

照片应提供高分辨率 TIFF、JPEG 和 EPS 文件。
所有图片文件必须是最小为 300 dpi 的 CMYK 格式。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的制作团队会检查您的详情，以确保尺寸、格式、分辨率、色彩和字体的
设置能够正确打印，但广告客户仍有责任提供正确的文件。

增值税

所有英国和欧盟的广告客户都需缴纳 20% 的增值税。
英国以外的欧盟广告客户可提供其 MWst/
TVA/VAT 号码，以便免征增值税。

条款及条件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销售团队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ales@optics.org

图片来源：SPIE

只有符合我们的“广告验收条件”的广告才会被采纳。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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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光电展生物医学光子学展会日报周末版

西部光电展

生物医学光子学 •
展会日报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 日

•	
•
•	

一份囊括生物医学光子学展、LASE、OPTO、
AV、VR、MR 和 BRAIN 的全新杂志

2020 年
西部光电展

全新
推出

展会前的最新消息

20000 多名与会者，1300 多家参展企业

西部光电展生物医学光子学展会日报周末特别版聚焦
于生物光电/生物光学技术和生命科学应用领域，将在
整个 SPIE 生物医学光子学展期间分发，并将向超过
20,000 名 optics.org 电子周报订阅者发送数字版。
发行：为期 2 天的生物医学光子学展上发行 5000 份
分发：会议和展览入口处，以及主要会议酒店：

数字分发：向超过 20,000 名 optics.org 电子周报订阅者
发送数字版。

广告起步价格仅有 $555/€515/£465（页面产品起步价
格的 1/8）

杂志视觉效果展示。

如果您希望与生物医学光子学展 的与会者建立关系，
同时在西部光电展开幕之前提前进行推广，那么西部
光电展展会日报周末版的针对性广告就是再好不过
的机会。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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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光电展上通过生物医学光子学展会日报周末版刊登的好处

规模庞大
20,000 名
与会者

3场
讨论会

在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光电技术盛会上展出，这一盛会包括三场主题
会议、两场世界一流的展览以及 70 多场特别活动等等。

220 家
生物医学光子
学展参展公司

1,300 家
西部光电展
参展公司

4,800 篇论文

60 门
课程

97 场
会议

买家专程来采购

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业研发人员、产品工程师和科学家齐聚西部光电展。除了公司之外，领先的
政府和研究组织也会派遣数百名与会者来了解最新情况。
激光与系统
光学元件

相机和成像系统
探测器、传感器
光纤和配件

光学涂层、薄膜

测试与测量设备

发光二级管、有机发光二极管、非激光光源

光机元件、设备
软件

电子元件
显微镜

全球化

光谱设备和装置

您将会经历全年中最为忙碌的五天，与来自 40 多个国家/地区的主
要客户和潜在客户会面。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拥有强大购买力的与会
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表明西部光电展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

定位设备

计算、数据处理硬件
电子、数字成像设备
显示器

材料、磨料、化学品

纳米技术产品
光学加工设备

电气、信号分析设备

做生意的好去处
0

17%

68%

12%

6,000

9,000

12,000

15,000

西部光电展拥有全球激光与光电产业重大活动中规模最大的受众，而且高级主管、主管和业
务拓展人员占与会者总人数的 21%。
生产/制造

1%

项目管理

<1%
<1%

3,000

4%

高级主管/业务拓展/主管

教育工作者/学生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其他
3%
3%

工程与设计

15%

21%

14%

13%

25%

销售/市场营销

其他：
投资人/风投/金融家
采购
招聘/人力资源/培训
技工/操作员/实验室技术员

研发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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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光电展生物医学光子学展会日报周末版
我们能够提供多种位置和大小的广告 - 切实满足各种营销需
求和预算。
因此，无论您希望在相关评论中加入高影响力的品
牌广告或新产品广告，我们都能提供符合您需要的服务。

截止日期

预订截止日期：2020 年 1 月 10 日

材料提交截止日期：2020 年 1 月 10 日

生物医学光子学展会日报周末版价格

整页
出血
和
无出血
裁切尺寸：
267 毫米（宽）x
343 毫米（高）
出血尺寸：
273 毫米（宽）x
349 毫米（高）
不出血广告中最大图片大
小：
248 毫米（宽）x 330 毫
米（高）
价格：$3300/€3045/£2540

跨页
出血和无出血

裁切尺寸：
533 毫米（宽）x 343 毫米（高）
出血尺寸：
540 毫米（宽）x 349 毫米（高）
不出血广告中最大图片大小：
521 毫米（宽）x
330 毫米（高）
价格：$5600/€5170/£4305

1/8 页

1/3 页
立式

图片来源：SPIE

尺寸：
76 毫米（宽）x 318 毫
米（高）
价格：$1575/€14505/£1310

根据 SPIE 的设计，存在众多与 SPIE 活动、
SPIE 专业杂志、
SPIE
期刊、
SPIE 融合，以及 SPIE 数字图书馆相关的国际展会、
赞助
和广告机会。

半页
水平

1/4 页

尺寸：
114 毫米（宽）x 159
毫米（高）
价格：$1075/€995/£830

封面及首要广告位价格

封二
价格：$11040/€10063/£8490

尺寸：
114 毫米（宽）x 76
毫米（高）
价格：$555/€515/£430

封三
价格：$11040/€10188/£8490

1/3 页
水平

半
页
立式

尺寸：
248 毫米（宽）x 152
尺寸：
114 毫米（宽）x 318
尺寸：
248 毫米（宽）x 102
毫米（高）
毫米（高）
毫米（高）
价格：$1920/€1770/£1475 价格：$1920/€1770/£1475 价格：
$1575/€14505/£1310

小全版广告

尺寸：
184 毫米（宽）x 254 毫
米（高）
价格：$2490/€2295/£1915

封面横条

尺寸：
248 毫米（宽）x 64 毫
米（高）
价格：$1760/€1625/£1355

封底
价格：$11040/€10188/£8490

我们来一起探讨如何打造多渠道营销活动！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件：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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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 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 - 网站每日发布
西部光电展是光电子产业的盛会，有超过 20,000
名与会者和 1,200 多家企业参展。

《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是这一极具影响力的光电工
程、光电子、微加工、激光和生物医学光学会议和展览的
官方日报。

重要的每日读物

optics.org 的编辑团队将从会场和会议室报告最新消息，
确保《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每天都有最新内容，称赞
您提供的产品并将您的公司作为潜在的贸易伙伴进行
推广。
当您的公司和产品在官方日报的广告位进行推广后，
您的公司必将获得应有的声誉。

每日海量分发

The right
wavelength

Photo: Joey Cobbs

Noise around AR, VR hits new peak
Standing room only at two-day conference on headsets,
drones, and smart cars in the future “Photonic City.”
As the AR/VR/MR 2019 speakers noted,
Sunday’s much-augmented Superbowl LIII
was a timely case study. Its painted-on lines
of scrimmage, first-down lines, replays and
ever-present info boxes immersed millions
in Augmented Reality.
Earlier, creators and critics of AR, and its
cousins Virtual and Mixed Reality, sounded
off on successes and misfires at Sunday’s
second annual Industry Days, one of the
best-attended events of Photonics West.
“If you’re a Superbowl fan, you came to
right place,” said Bernard Kress, the event
moderator. “We are making the Superbowl
more fun, more immersive. We are going to
provide the world with this new immersive

display to allow millions of people to experience the Superbowl in ways they never have.”
But sharp criticism came from Thad
Starner, a professor at Georgia Tech, who
argued that the industry is ignoring what
users actually do, and like. For example,
users don’t want the widest field of view,
don’t want to play “head ping pong,” moving
left and right before a big screen. “Your eyes
want to be watching within 30 degrees for
the action.”
For videos, he said users prefer the small,
portable screen in their pocket, like a smart
phone, to a giant-size home theater screen.
“Portability beats FOV.” And users don’t opt

DON’T MISS
THESE EVENTS
TODAY.

WEDNESDAY, FEBRUARY 6, 2019

PLENARY SESSION

NANO/BIOPHOTONICS
10:30-11:30 AM, Rm. 207, So. Level 2

PHOTONICS
WEST•
SHOW DAILY

Donna Strickland: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 – in the lab
At the BiOS Plenary Session on Sunday, SPIE President Jim Oschmann
welcomed Canadian optical physicist Donna Strickland of University
of Waterloo to the stage.
Less than two months earlier,
in December 2018, Strickland had
been led to the podium to speak at
the Nobel Prize Award Ceremony in
Stockholm, Sweden, and accept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 the only
women honored with the distinction since Maria Goeppert Mayer

购买力 - 2019 年与会者

Brittany Speer, II-VI
representative, presents
the new 405 nm QOMO laser.

continued on page 33

INDUSTRY EVENTS

KEY LEGAL ISSUES FACING THE
OPTICS INDUSTRY
8-9:30 AM, Rm. 9, So. Exhibit Level
It’s a Breeze!
MARKETING & SALES MODELS
FORCEO William
Bayspec
SUSTAINABLE GROWTHYang (center) presents
8-10 AM, Rm. 10, So. Exhibitthe
Level
Breeze Analyzer.
ESSENTIAL SKILLS WORKSHOPS
8:30 AM–5:30 PM, Marriott Marquis
Hotel, Sierra B, 5th Fl.
SENSORS AND INSTRUMENTATION
EXPORT CONTROL MEETING
9 AM-12 PM, Rm. 12, So. Exhibit Level
QUANTUM TECHNOLOGIES:
CURRENT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AND MARKETS
9-9:45 AM, No. Exhibit Level
PHOTONICS WEST EXHIBITION
Chinese New Year
10 AM-5 PM, North and South Halls
thrills the crowds at
Photonics West.
SPIE JOB FAIR
Photo: Adam Resnick
10 AM-5 PM, Hall C, Aisle 1800
STARTUP CHALLENGE SEMI-FINALS
China is what I call the 2kW
2-4 PM, So. Exhibit Level
laser and above, which are
SILICON PHOTONICS AND
PHOTONIC INTEGRATED CIRCUITS: now under development in
2019 INDUSTRY PERSPECTIVE
China. A factor limiting the
4:30-5:30 PM, Rm. 21, No. Exhibit
potential here is still that
Level

Photo: Joey Cobbs

DON’T MISS
THESE EVENTS
TODAY.

THURSDAY, FEBRUARY 7, 2019

INDUSTRY EVENTS
EXPORT CONTROL
in 1963 and Marie Curie in 1903.
WORKING GROUPS
In her PhD project that eventually
8:30 AM-12:30 PM, So. Exhibit Level
led to the Nobel Prize, Strickland
3D PRINTING AND INDUSTRY 4.0:
above the 20kW level, the
For the full schedule, see the technical
had cited Goeppert Mayer’s work in
AN INDUSTRY PERSPECTIVE
program and exhibition guide or download the
market is much smaller.”
multiphoton physics.
SPIE Conferences app. Some events require
8-10 AM, No. Exhibit Level
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registration. Read daily news reports from
In her opening remarks, StrickPHOTONICS WEST EXHIBITION
Photonics West online: spie.org/PWnews
resolution of the tensions
10 AM-5 PM, No. and So.Brit
Halls Berry-Pusey
land noted that she was speaking 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ehalf of Arthur Ashkin, who was
SPIE JOB FAIR
walks away with it
in relation to high-tech and
10 AM-5 PM, Hall C, Aisle 1800
awarded half the prize for the invenAvenda Health wins
laser trading, Gu presented
MARKETING TIPS: DESIGNING
tion of optical tweezers, and her “esStartup Challenge
results from several recent
09 ELI Beamlines
FOR GROWTH.
teemed colleague” Gérard Mourou,
1-3 PM, So. Exhibit Level
Photo: George Nikitin
studies that showed the per15 BiOS Hot Topics
with whom she shared the prize for
THE QED-C CONSORTIUM
sistence of what he called a
Nobel Laureate Donna Strickland
25 25 years of ultrasou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rped-pulse
AND ENABLING PHOTONICS
BiOS. Photo:
Joey Cobbs
The Lasers at
& SPIE
Photonics
Marketplace
Sem- the US figure of 3.5%, and furthermore that “love-hate relationship – but still an importTECHNOLOGIES FOR THE
continued on page 33
inar, hosted by Pennwell’s Laser Focus in 2019 the value of China’s economy will ant relationship.”
EMERGING QUANTUM INDUSTRY
1-2:30 PM, Room 21, No. Exhibit
World, takes place on the Monday between surpass that of the Eurozone. “So togethOne of Gu’s key conclusions from his
Level
SPIE BiOS and SPIE Photonics West. This er these big two markets account for 40% analysis of the Sino-US business landscape
STARTUP CHALLENGE FINALS
year’s presentation by China specialist Dr. of world trade, which is why I think it’s so is that even though the Chinese laser in3-6 PM, No. Exhibit Level
dustr y enBo Gu wa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not merely i mp o r t a nt
The world’s first cloud AI-based handheld Winners, categories
Smart Vision Lights’ NanoDrive
PRISM AWARDS CEREMONY
because it was the eve of Chinese New Year that these
joyed a good
AND
BANQUET
Raman spectrometer; a system that derives CloudMinds’ XI AI Raman
Spectrometer
(Light Sources) is an embedded technology
– we have just entered
the Year of thecool...brought
Pig: c o u n t r i e s to you by >>
2018, the
6-10 PM, Marriott Marquis Hotel
something
accurate 3D measurements from 2D images; (Detectors & Sensors category) is the world’s that allows tens of amps to reach the LEDs
4717 – but because Sino-US relations have learn how
slow down in
INCREDIBLES 2
a handheld defect gauge that sizes manufac- first cloud AI-based handheld
Raman
spec- of a light in 500 ns or less, resulting in a
FREE
VIEWING
been sorely strained by trade sanctions and to deal with
the economy
tured parts as easily as taking a picture on trometer with 785nm laser8:00
excitation.
that reaches its full LED power/light
PM-10:00 PM, No.light
Lower
increasing mistrust between these two giant each other,”
and uncerLobby,SPINDLE
Exhibit Level intensity when strobing.
a phone; and the first frequency-modulatDouble Helix Optics’
trading blocs.
he said.
tainty due to
ed continuous CW lidar for smart vehicles. (Diagnostics & Therapeutics)
provides
unModular Photonics’ OMPlex (Optics &
For the
full schedule,
see the technical
Gu commented, “Political and trade ten“A c c e s s
the trade war
program and exhibition guide or download the
and trackThese were just some of the technologies paralleled precision 3D imaging
Optomechanics)
devices are based on pasSPIE Conferences
app. Some events
require
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re much to finance in China is difficult, which is “points to a bumpy 2019 – unless there is a
registration.
daily news reports
from
that are today the proud bearers of 2019 ing, breaking through limitations
inRead
visibilisive silica
chips that increase data transPhotonics West online: spie.org/PWnews
in the news, often obscuring the deep links limiting the potential of Chinese SMEs to resolution soon.”
Prism Awards.
ty to allow unprecedented study of inter- and mission rates and reach in optical fiber netand market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purchase laser equipment.”
On the upside, he said that successful neThe eleventh annual Prism Awards took intra-cellular interactions.
works. The chip multiplexes a data signal
Another trend he noted is that the types
US and European companies.”
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place last night atBOOTH
a gala event2151
at San FranLeica’s BLK3D (Imaging & Cameras) into one mode in highly multimode fiber.
He said China’s GDP in 2018 was equiv- of lasers that the Chinese buyers import are result in a new landscape with more opporcisco’s Marriott Marquis Hotel.
looks like a smartphone, but under the hood,
Toptica Photonics’ DLC TOPO
alent to $13.5 trillion (or 16% of the world going up in power as the capability of the tunities in China for US companies, and that
Never before has the Prism Awards recog- it is a 3D measurement and documentation
(Scientific Lasers) builds on years of com07 Facebook focus
economy), compared to the US figure of domestic Chinese market to produce higher- Chinese companies will in turn be seeking
nized such a broad range of innovation from machine designed to deliver11accurate
3Dracepany innovation to deliver wide tunability,
Quantum
$20.5 trillion (24%). But Gu pointed out that power lasers grows. He commented, “The US partners to access the US market.”
so many different companies from so many measurements derived from25
2D images.
narrow linewidth output, and hands-free
US clusters thrive
China’s growth rate was almost 7%, against only frontier left for international exports to
MATTHEW PEACH
digital control over the 1.45μm to 4.00μm
spectral range.
4D Technology’s 4D InSpec XL (Test
& Measurement) is a handheld, non-contact
part defect gauge that measures manufactured parts as easily as taking a picture on
a phone. The device makes instant, qualifying, 3D measurements of surface features
fast and ﬂexible...brought to you by >>
on manufactured parts being evaluated.
Blackmore Automotive’s Doppler
Lidar System (Transportation) is the world’s
first frequency-modulated CW lidar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It gathers instantaneous
velocity and long-range measurements of
every detected point.
Winners all. Wilhelm Kaenders, Toptica; Scott Keeney, nLIGHT; Alexandra Yang, CloudMinds.
QD Laser’s Retissa Display (Vision
nLIGHT’s Corona (Industrial Lasers)
Technolog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OOTH
2151 is a retinal projection laser eyeThe 2019 finalists, from small companies is a fiber laser with rapidly tunable beam wear—an optical see-through, head-mountto large, are advancing technologies in the quality. The Corona provides optimum beam ed display device using a miniature laser
areas of healthcare, security, transporta- characteristics for an unprecedented variety projector to draw images directly to the
tion, manufacturing, scientific discovery, of processes and materials, addressing a key wearer’s retina.
research, and more.
limitation of conventional fixed-beam lasers.
MATTHEW PEACH

PHOTONICS
WEST
SHOW DAILY

Enter the dragon: China wants to deal •
IN THIS ISSUE.

Prism Awards celebrate the best of photonics

Temperature testing for lenses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ften obscure
the deep links between
these trading blocs.

IN THIS ISSUE.

新版每
日发布

DON’T MISS
THESE EVENTS
TODAY.
INDUSTRY EVENTS

KEY LEGAL ISSUES: HAVE YOUR
QUESTIONS ANSWERED, SIGN UP
FOR A FREE SESSION
8 AM-12 PM, So. Exhibit Level
PHOTONICS INDUSTRY AND
PUBLIC POLICY UPDATE
9:15-9:45 AM, Rm. 21, No. Exhibit
Level
PHOTONICS WEST EXHIBITION
10 AM-4 PM, North and South Halls
STARTUP ALLEY
11 AM-12:30 PM, Hall E, Demo Area
For the full schedule, see the technical
program and exhibition guide or download the
SPIE Conferences app. Some events require
registration. Read daily news reports
from Photonics West online:
spie.org/PWnews

Camera testing for car safety

Soft LED
implants
p.33

IN THIS ISSUE.
04

Cassini’s success

13

Hillenkamp winners

23

Industry report

25

Lasers in space

Expert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brought to you every day 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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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与参展商和与会者接触的独家途径，
《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将为您提供和关键与会者直接
接触的机会，成为您产品发布和为展位吸引客流的必不
可少的推广工具。

无可替代

PHOTONICS
WEST•
SHOW DAILY

More than just a game. Photo: Adam Resnick

《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每日发布，是您必不可少的阅
读材料。

《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仅在 SPIE 出入的独
家黄金地段分发，包括西部光电展注册区的
Moscone 中心内部和人流量大的与会者区域，
让您获得前所未有的与会者曝光度。

TUESDAY, FEBRUARY 5, 2019

《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是本次活动唯一的官方日报！

BOOTH 2151

激光、系统、元件、配件
光学元件 - 滤光片、反射镜、杂项
光学元件 - 透镜
相机和成像系统
软件
电子、数字成像设备
计算、数据处理硬件
光纤和配件
定位设备
测试与测量设备
发光二级管、有机发光二极管、非激光光源
光学涂层、薄膜
纳米和微型技术
隔振设备
电子元件
探测器、传感器
光机元件、设备
显微镜
材料、磨料、化学品
光谱设备和装置
显示器
光电器件（非电信）
电气、信号分析设备
咨询服务
光学加工设备
真空、冷却、气体处理设备
光通信、网络设备
耗材
太阳能和替代能源技术
平版印刷设备
环境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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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 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 - 广告机会
截止日期

我们能够提供多种位置和大小的广告 - 切实满足各
种营销需求和预算。
因此，无论您希望在相关评论中
加入高影响力的品牌广告或新产品广告，我们都能
提供符合您需要的服务。

预订截止日期：2020 年 1 月 11 日

材料提交截止日期：2020 年 1 月 11 日

展会日报广告价格

整页
出血
和
无出血
裁切尺寸：
267 毫米（宽）x
343 毫米（高）
出血尺寸：
273 毫米（宽）x
349 毫米（高）
不出血广告中最大图片大
小：
248 毫米（宽）x 330
毫米（高）
价格：$9910/€9030/£7990

跨页
出血和无出血

裁切尺寸：
533 毫米（宽）x 343 毫米（高）
出血尺寸：
540 毫米（宽）x 349 毫米（高）
不出血广告中最大图片大小：
521 毫米（宽）x
330 毫米（高）
价格：$16800/€15315/£13550

1/3 页
立式

封面及首要广告位价格

封二
价格：$11040/€10065/£8905

1/4 页

尺寸：
114 毫米（宽）x 76 毫
米（高）
价格：$1755/€1600/£1415

封三
价格：$11040/€10065/£8905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件：rob.fisher@optics.org

1/3 页
水平

半
页
立式

尺寸：
248 毫米（宽）x 152
尺寸：
114 毫米（宽）x 318
尺寸：
248 毫米（宽）x 102
毫米（高）
毫米（高）
毫米（高）
价格：$6050/€5515/£4880 价格：$6050/€5515/£4880 价格：$4840/€4415/£3905

1/8 页

尺寸：
76 毫米（宽）x 318 毫 尺寸：
114 毫米（宽）x 159 毫
米（高）
米（高）
价格：$4840/€4415/£3905 价格：$3230/€2945/£2605
图片来源：SPIE

半页
水平

小全版广告

尺寸：
184 毫米（宽）x 254
毫米（高）
价格：$6580/€5995/£5305

封面横条

尺寸：
248 毫米（宽）x 64 毫
米（高）
价格：$4400/€4015/£3550

封底
价格：$11040/€10065/£8905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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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 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 - 广告机会
Optics.Org 产品聚焦

《产品聚焦》是 optics.org 的印刷出版物，并且是《西部
光电展展会日报》的一部分。
它是您发布新产品或确保
您现有产品得到应有曝光度的理想载体。
如果您有在展
会上展出产品，我们将给出您的广告展位号，让潜在客
户很容易就能找到您的产品。

1/8 页产品

optics.org 中 1/8 页
产品
加明星产品*

*明星产品提供首页推广并
纳入 optics.org 的《西部光电
展展会日报》部分。

价格 - Optics.Org 产品聚焦部分
1/8 页产品

价格：$1755/€1600/£1415

optics.org 中1/8 页产品加明星产品*
价格：$2100/€1915/£1695

*明星产品提供首页推广并纳入 optics.org
《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部分。

图片来源：SPIE

文案不应超过 85 字。
应提供公司完整详情和任意联系人
姓名。
产品照片尺寸：40 毫米 x 30 毫米
照片应提供高分辨率 JPEG 或 EPS 文
件。
所有图片文件必须是最小为 300
dpi 的 CMYK 格式。

原图规格

需要提供数码材料。
首选可高分辨率打印的 Acrobat PDF 文
件。
提供所有的广告并清晰表明裁切标记。
所有材料都要求提
供复印件样张。

可接受的原生文件格式包括（仅限 Macintosh 平台）Adobe
InDesign、Illustrator 和 Photoshop。
基于 PC 的文件不予接受。
请
将基于 PC 的文件转换为 Illustrator EPS，将字体变为轮廓。
始终
包含所有字体和支持图形。
不接受的程序和文件格式：GIF、JPEG 或 PNG 文件恕不接
受。
QuarkXPress、Adobe PageMaker、Corel Draw、Microsoft
Publisher、Microsoft Word、PowerPoint 或低质量的 PDF 也不予
接受。

出血允许量：整版广告要求四边均出血 3.175 毫米。
增量广告
（1/2 页、1/4 页和封面横条）无出血，必须按确切大小制作。
建
议勾勒出所有增量广告的 1/2 点关键线。

字体：仅限 Open Type 或 Postscript Type 1 字体。
提供所有打印
机和屏幕字体。
请勿在页面布局应用程序中应用字符级样式。
不要使用 True Type 或 DFont 字体。
样张：100% 高品质彩色输出样张，显示裁切标记。

借用：不得从之前的目录或者其他来源借用材料。
每次插入时
均请提供新的文件。

保存和责任：
《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印刷后不会保存或返还
材料。
《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对广告材料的损失或损坏不承
担赔偿责任。
未按《西部光电展展会日报》规格准备的材料可
能导致产生额外费用，并可能影响印刷质量。
发布者对广告材
料的不准确或不完整概不负责。

版芯/安全边缘：所有有效内容保持离边缘 9.525 毫米。
颜色：仅限 CMYK。
RGB 文件恕不接受。

图形：以 100% 尺寸及 300 dpi 分辨率导入图像。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件：rob.fisher@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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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视觉聚焦
专门发布成像与机器视觉市场最新消息
的独家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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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视觉聚焦》是专门发布成像与机器视觉
市场的企业、营销和应用领域最新消息的独家数字
出版物。

《视觉聚焦》向超过 14,000 名业内专业人士以及已
知的 VISION 展会与会者发布数字推广，助力您在成
像与机器视觉产业日历上的关键时间推广最新产
品、树立品牌形象并促进直接接触。

确保您的最新产品发布、新闻发布和参展情况呈现
在关键决策者面前；从高速工业过程到生物医学成
像、安全防御和多光谱等应用领域，我们无所不包！

《视觉聚焦》与 optics.org 开展合作，可保证在高
度相关垂直市场的曝光度，同时也将推广扩大到更
加广泛的受众中，并增加了接触新客户的潜在机会
（每月有超过 40,000 名用户访问 optics.org 网站）。

发行

l 分发给整个视觉供应链中从业的 14,000 名业内专业人士
l 在全年主要展会和活动上加赠分发纸质版

l 在 optics.org 周报中推广——发送给超过 25,000 名订阅者

《视觉聚焦》读者群（按岗位职能划分）
实验室操作员/技工

3%

制造/设计/生产工程师

l 在 optics.org 首页推广
（月访问量超过 12,000 次）

15%

l 在 optics.org 网站上托管 12 个月

3%

目标市场和应用领域

4% 首席级/高层管理

l 高速成像

l 生物医学研究
l 农业
l 安全

l 交通运输

业务拓展

研发：
应用/产品开发/应用研究

48%
21%

l 工业过程

l 质量控制与安全

岗位职能
l 高管

l 设计与开发/系统集成

l 制造/生产工程与质量控制
l 工程管理
l 研发

具有成本效益的营销

《视觉聚焦》是一本数字杂志。
我们没有任何印刷或邮寄费用，
由此让利于您。
《视觉聚焦》与 optics.org 网站开展合作，将杂
志与网络媒体的长处相结合，确保以远低于其它贸易杂志的
成本发挥全球影响力。

联系人

广告销售团队
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或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件：rob.fisher@optics.org

项目管理

2% 1%

3%

教育

顾问/投资人/风投/金融

营销

2020 年出版和评论时间表

冬季刊

文案提交截止日期：
2020 年 1 月 8 日

l 加
 赠分发：
SPIE 生物医学光子学展、
西部光电展、
SPIE 医学影像展
l 评
 论聚焦：工业应用、
感测、
生物医学分析与治疗。

l 在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 日的生物医学光子学展、
2 月 4 日至 6 日的西部光电展、

2 月 15 日至 20 日的 SPIE 医学影像展之前出版

春季刊

文案提交截止日期：
2020 年 3 月 28 日

l 加
 赠分发：
SPIE 国防及商业感测、
德国法兰克福光学展
l 评
 论聚焦：
航空航天和国防应用，相关研发。

l 在 2020 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的 DCS（国防及商业感测）展之前出版

夏季刊

文案提交截止日期：
2020 年 5 月 22 日

l 加
 赠分发：
SPIE 天文望远镜及仪器会议

l 评论聚焦：
CMOS 传感器，弱光成像相关研发。

l 在 2020 年 6 月 16 日至 18 日 SPIE Astro 之前出版

秋季刊

l 加赠分发：

视觉展

文案提交截止日期：
2020 年 9 月 25 日

l 评论聚焦：
机器视觉、
高速视觉、
工业应用与过程。

l 在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的视觉展之前出版。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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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视觉聚焦
《视觉聚焦》价格

美元

欧元

$1880

€1445 £1750

$1340

封面横条		

整页		
半岛（小全版广告）

$1235

半页		

$1020

1/4 页		

$590

1/3 页（水平/立式）

$840

1/6 页		

optics.org 上 1/6 页外加明星产品

€1030 £1250

€785
€455
€385

$675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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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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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st

半页（水平）

整页，出血和不出血

£950
£550
£780

封面横条
尺寸：180 毫米（宽）x 54
毫米（高）。

£465
£630

1/4 页

裁切尺寸：
297 毫米（高）x 210
毫米（宽）
，出血：
允许各边有
3 毫米出血
输入区：
267 毫米（宽）x 180
毫米（高）。

尺寸：180 毫米（宽）x 130
毫米（高）。
无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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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courtesy of th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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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发
行 4 期新
刊

尺寸：86 毫米（宽）x 129
毫米（高）。

小全版/岛

optics.org: Contact Rob Fisher, Advertising Sales tel: +44 (0)117 905 5330 fax: +44 (0)117 905 5331 email: rob.fisher@optics.org

尺寸：117 毫米（宽）x 198
毫米（高）。

尺寸：54 毫米（宽）x 267
毫米（高）。
无出血。

广告材料

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文案
和文件发送给 Rob Fisher，
地址：rob.fisher@optics.org

€1125 £995

€645

$500

英镑

尺寸：86 毫米（宽）x 84
毫米（高）。

视觉

文案长度不应超过 85 个字，且应提供公司
完整详情和联系人姓名。
产品照片尺寸：
最小 35 毫米（宽）x 30 毫米（高）

应提供高分辨率 TIFF、JPEG 和 EPS 文件作
为照片。
所有图片文件必须是最小为 300
dpi 的 CMYK 格式。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的制作团队会检
查您的详情，以确保尺寸、格式、分辨率、
色彩和字体的设置能够正确打印，但广告
客户仍有责任提供正确的文件。

增值税

所有英国和欧盟的广告客户都需缴纳
20% 的增值税。
英国以外的欧盟广告客
户可提供其 MWst/TVA/VAT 号码，以便免
征增值税。

条款及条件

聚焦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件：rob.fisher@optics.org

只有符合我们的“广告验收条件”的广告才
会被采纳。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销售团队或发送
电子邮件至 sales@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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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视觉聚焦电子简报
《视觉聚焦》电子简报可以直接向成像与机器视觉市场的
关键决策者发送有针对性的消息。

《视觉聚焦》电子简报可助力您作为不可或缺的业务合作伙伴，
推广最新产品、介绍参展情况并树立公司品牌形象。
《视觉聚焦》
电子简报可以直接为您的网站引流并促进直接接触。

《视觉聚焦》电子简报 - 上线日期
 020 年 1 月 22 日
l 2
 020 年 4 月 22 日
l 2
 020 年 6 月 19 日
l 2
 020 年 11 月 4 日
l 2

顶部赞助广告位

价格：$975/€885/£785

中部赞助广告位

顶部赞助广告位

价格：$800/€730/£645

分发给

14,000

中部赞助广告位

名订阅者*

*发布者自己的数据

小提示。
同时使用电子简报横幅和 optics.org 的通栏或纵向横幅，
能够保证长达一个月的品牌曝光度，并向用户传达有针对性的营
销信息，为您的网站引流。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件：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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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cs.org 职业中心 - 领先的招聘资源
职位发布

雇主品牌宣传

Optics.org 与 SPIE、国际光学和光电技术学会开展合
作，在业内顶级人才与顶级雇主之间架设了桥梁。

l 职位将在线展示 180 天
l 不包含简历搜索权限

提供能够为您的组织吸引顶级优质候选人的定制广告，让您从众多雇主、
招聘人员和招聘中介中脱颖而出。

l 在线职位公告板

l 职位在线展示 30 天
l 包含简历数据库搜索权限

Optics.org 职业中心是服务于光学和光电技
术社区公司及专业人士的领先招聘资源。
如果您正在招贤纳士，您只需考虑这一处资
源。
Optics.org 职业中心提供：
l 广告机会
l 招聘会

l 查看行业新闻文章和招聘建议
l 培训视频和更多精彩内容...

人口特征

71% 的候选人持有硕士文凭或更高文凭。

流量

超过 7,600 名注册用户。
每月网络统计数据
Optics.org
40,000 多名独立访客
96,000 多次页面浏览

SPIE 职业中心
15,000 名独立访客
35,500 次页面浏览

Optics.org 职业中心发布的所有职位都将出现在
SPIE 中。
一倍价格，双倍曝光！

‘‘

通过职位公告板进行申请的候选人
拥有高超技能，受过良好教育，并对该领
域充满热爱。

‘‘

人力资源团队

Ametek/Atlas Material Testing Technology

180 天实习职位发布

30 天单个职位发布

60 天单个职位发布

l 职位在线展示 60 天
l 包含简历数据库搜索权限

90 天正方形横幅广告

l 正方形横幅广告（200 x 200 像素，在职位登陆页上展示 90 天）
90 天通栏横幅广告

l 通
 栏横幅广告（468 x 60 像素，在职位登陆页上展示 90 天）

招聘会套餐

即将举行的招聘会：

30 天两个职位发布套餐

l 西部光电展 - 美国加州旧金山（2020 年 2 月 4 日至 6 日）
l 国防和商业感测展 - 美国巴尔的摩（2020 年 4 月 28 日至 30 日）
l 光学+光电技术展 - 美国圣地亚哥（2020 年 8 月 25 日至 27 日）

30 天三个职位发布套餐

联系人

30 天五个职位发布套餐

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箱：rob.fisher@optics.org

l 每个职位在线展示 30 天
l 包含为期 180 天的简历数据库访问权限
l 所有职位必须在自购买日期起 180 天内发布
特色如上所述
特色如上所述
无限职位套餐

l 每个职位在线展示 30 天
l 包含为期 365 天的简历数据库访问权限
l 所有职位必须在自购买日期起 365 天内发布

广告销售负责人 Rob Fisher

职位发布附加服务

特别推荐职位		
让您的职位获得更高曝光度！

l 每个“特别推荐职位”都将展示 30 天
l “
 推荐职位”将在职位列示中突出显示，从而使您的职位有更大机会被
人看到
根据 SPIE 的设计，存在众多与 SPIE 活动、SPIE 专业杂志、SPIE 期刊、SPIE
编辑部，以及 SPIE 数字图书馆相关的国际展会、赞助和广告机会。
我们来一起探讨如何打造多渠道营销活动！

optics.org：联系人：Rob Fisher（广告销售）电话：+44 (0)117 905 5330 传真：+44 (0)117 905 5331 电子邮件：rob.fisher@optics.org

关注我们的 Twitter 账号 @op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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