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得到正确
的解决方案
经过多年验证，我们可以让您访问、掌握高级工程中的技术

诀窍，可帮您把系统中的每个光子都尽可能地捕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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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与多家制造商合作过⋯⋯定制用于医疗设备的滤光片。Semrock 在定制理论模型、报价和产品交付过
程中持续提供了快的周转。更进一步地说，所交付的部件性能与理论性能配合很好。两年多以来，在产品
迭代研发时，Semrock 与我们合作，供给关键的滤光片的同时，也提供了相关的视野和敏锐度。

                                                                                  -S.Diol 博士，系统工程团队负责人，Ortho 临床诊断“

联系我们，得到正确的         
解决方案
多年的事实证明，我们在硬镀膜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基

于工程知识的产品和工艺。与我们合作，您可以尽可能地利用系统中的每个光

子。我们的滤光片大量应用于生命科学、分析仪器和医疗诊断等行业。作为光

学滤光片领域的供应商，我们不断提升产品的光谱性能和测试标准。自公司成

立之日起，我们坚定地履行对质量和服务的允诺，提供各种滤光片产品，以及

和滤光片产品配套的服务。 

开发光学仪器时，您将不断面对新的难题：新的客户需求和产品期望、持续发

展的工艺、不断变化的市场以及必须果断做出反应的需求更改。为了帮助您战

胜这些困难，我们提供出类拔萃的产品和个性化的支持。

Semrock 专门生产光学滤光片，可用于生命科学、分析仪器市场，及激光

和光学系统应用。我们的产品全部采用硬质薄膜溅射。拥有经证实的牢靠

性。Semrock 的滤光片因为湿度和温度引起的性能退化很小，“不易烧熔”。

所有 Semrock 生产的滤光片产品将享有十年质保期。

总体而言，Semrock 滤光片明亮、耐久性好、陡峭，如果将 Semrock 滤光片

用于您的仪器设备，您的客户及其应用将得到以下好处：缩短测量所需时间，

减少宕机次数，可重复制造，减少光学元件数量。

我们生产的产品，不同批次产品的重复性好，将为 OEM 客户提供稳定的供

应链。我们既使用标准的“盒子”内解决方案 - 丰富的目录产品，也使用“盒

子”外的解决方案 - 定制设计服务。我们的工程师将综合使用多种解决方案，

按正确的比例应用各种战略。

每天可装运发货数千件库存产品，定制尺寸的产品可在数天内发货（通常不到

一周）。对于定制滤光片，我们执行了协同开发工程，可以实现快的原型打

样，因此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智能解决方案，并根据客户价格点进行调整。

”

Semrock 提供的不仅仅是滤
光片。在我们的集团公司的

协助下，我们可以帮助你

研发设计整体系统集成，

甚至可以达到微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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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工具箱
充分利用我们专有的设计软件 - 

SearchLight™ 和 MyLight™ ，可以缩短

您的仪器设备的上市时间，提高工程生产

效率和提升系统性能。

想知道您的系统各部件之间的兼容

性如何？把组件参数上传到我们的 

SearchLight™ 工具，就可以进行测试。

MyLight™ 工具可以查看并显示每个目录

滤光片产品的性能参数。

我们的在线工具箱可以缩短设计和选择所需的时间 
https://searchlight.idex-hs.com

滤光片和光学系统的     
设计能力
多功能性 - 我们的设计工程师是光学、物理、机电工程和生物

方面的人才，都是具有多年经验的问题解决者。

缩短了设计周转期 - 我们的光学镀膜设计软件开发了新功

能。使用新功能，可在几分钟内完成复杂的光谱设计任务。优

化处理后，设计周期将进一步缩短。在此之前，这个设计周转期

可能需要两到四周。现在，我们可以在一周内完成设计，并核算出

该设计样品的报价。

建模工具箱 - 在实际生产之前，我们使用自制的软件来模拟复杂的镀膜

运行过程，这样，就可以在工程设计阶段预先掌握各项参数。做到心中有

数，并减少风险。

定制评估 - 通过评估整个光学系统，我们可以不用反复多次设计和优化，就可

以确定正确的参数。这种包容性的方法可以减少系统重新设计，从而为您的项目

开发节省成本，并减少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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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 (SCM) 
我们将供应链管理实践纳入规范标准操作程序。

  严格的存档和修订控制

  交货期管理 - 使用监控工具管理各级库存水平，从而满

足交付目标

  可追溯性 - 每个制造项目都有完整的产品记录

  框架订单、采购合同和准时发货

优化的制造工艺
我们强调制造工艺过程的持续改进。

  5S - 五维工作场所组织管理与精简实践

  持续改进（Kaizen）- 持续改进我们的制造流程，解决系

统问题

  精益原则 - 持续精简，减少浪费

  定制的量产镀膜设备 

我们每月生产几万个光谱复杂的溅射镀膜滤光片，可符合 

OEM 客户的需求。基于现有的制造能力，我们可以匹配

客户在生命科学、分析仪器和医疗即时诊断（POC）市场

的需求数量。

  短时间样品制造的高混合设备设施 

使用灵活的工作单元（高混合设备设施）来开发定制镀

膜、定制产品和定制尺寸。可适应迭代的研发生产要求，

具有积极的交货时间和经济的价格，适用于小到中等水平

的数量需求。

量产 
  准时的交货时间 

准时交货率的历史记录是 > 98% ，可将您订购的产品在需

要时送达。目录产品的库存订单可当天发货，目录产品的

定制尺寸订单的货期为若干天，定制 OEM 产品的发货周

期为两到四个星期。

  可扩展性 

可在短时间内设计和开发定制滤光片，并在量产生产线中

重复制造。使用个性化的看板系统管理客户需求，您可以

按时按需提取预先生产的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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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能力
滤光片产品类型

荧光滤光片、拉曼光谱滤光片、可调式滤光片；

激光反射镜、激光线滤光片、延迟控制镀膜设计；

深陷波滤光片、合并和分离激光束的滤光片；

偏振滤光片、半导体激光器消杂滤光片；

定制解决方案

  覆盖波长范围：从 230 nm 到 2000 nm

  批量生产：每个型号每月可出货几万片至几十万片

  滤光片尺寸：从 1 mm 到 200 mm

  玻璃基材厚度范围：从 0.2 mm 到 6.0 mm

  光谱定制：可为用户设计光谱复杂的定制滤光片 (如 

LED 优化的)

  定制尺寸：圆形，方形或三角形, 从几毫米到几英寸

  标签：在滤光片上使用激光雕刻工艺，方便辨识管理

工艺
薄膜溅射沉积工艺可生产出低损耗、精确厚度和可信赖

的光学量级厚度的镀层。结合自有的处理和光学监控工

艺，Semrock 让薄膜溅射沉积可以用于大批量生产。

我们的生产设备处于洁净室环境，并被镀膜腔保护。我们

目前正在扩大产能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持续增长的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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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和合规

Semrock 产品符合2011年6月8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的指令

2011/65/EU“限制使用有害物质”（RoHS），无豁免。

我们制定了控制措施，以确保我们的供应商仅为我们的产

品提供符合 RoHS 2标准的材料。Semrock 承诺完全遵守 

SEC 的冲突矿产报告要求。

质量体系
质量体系

在 Semrock，我们坚持高水平的内部过程控制和质量测

试，高于行业标准。我们已经100% 通过了主要 OEM 客

户的质量审核。

质量标准都有完整的工艺文件

Semrock 质量体系是根据 ISO 9001:2008 质量体系标准2

建模的。质量体系的结构由我们的档案专员进行充分记录

和控制。除了严格的档案编制，我们还通过企业资源规划

（ERP）计算机系统控制质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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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rock 优势
性能

Semrock光学滤光片有很高的透过率，带来的好处是更快

的测量和更好的信噪比，在紫外（UV）波长，亦是如此。

较好的阻挡和很陡的边缘，使 Semrock 的滤光片产品在市

场上拥有好的声誉。

牢靠性

 因为湿度和温度引起的性能退化很小，

 持续长期使用也可保持较好的性能，享有十年质保期

 达到环境和物理测试标准：MIL-STD-810F，MIL-C-

48497A，MIL-C-675C，和 ISO 9022-2。

 消除不定期更换的支出，降低了成本

 退货率 0.3 %（行业标准为 1 %），你无须担心不牢靠的

零件。

服务和支持

我们积极响应您的需求，提供细致的分析和正面的回应。

技艺精湛的应用工程师和研发团队为您提供设计和系统优

化。我们也开发 SearchLight、MyLight 等软件工具箱，节

约您的时间。

可重复的结果

不同批次的滤光片产品，光谱的重复性很好。使用我们

的产品，OEM 设备制造商能得到少风险、可依赖的供应

链。

公司的ISO9001:2015质量认证的有效期至2020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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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 - 协同工程项目
挑战 

  18 种不同的定制滤光片，均为大直径，对于透过率、通

带、光密度一致性、宽角度范围内的性能和散射都有特

殊要求。

解决方案

  重新设计客户的光学单元，解决了散射问题

  设计的滤光片都满足了参数需求

  设计并搭建了专门的高通量测量平台，用于OD测试

  应用科学家参与 OEM 工程，分析和证明系统性能

结果

  产品如期发布，满足预算要求

  该设备的信号和信噪比等性能达到客户的要求

专注市场和应用
我们为生命科学、分析仪器、医学诊断和科学技术的关键

应用提供服务。我们的团队在细胞生物学、光子学、光学

系统设计、流体学和仪器方面拥有专业知识。

荧光设备滤光片

显微荧光、DNA测序、活体成像、实时定量PCR、光遗传

学、即时诊断（POC）设备、高内涵筛选、内窥镜、光

学相干断层扫描（OCT）、微阵列芯片读取、实验室荧光

计、微板读取、流式细胞仪和凝胶电泳成像系统。

拉曼光谱滤光片

显微拉曼、相干拉曼散射显微镜、便携式和手持拉曼分析

仪、材料特性、基于表面增强共振拉曼（SERS）的诊断和

化学过程监测。

激光分析 & 光学系统滤光片

外科激光系统、激光材料处理、环境监测，高光谱遥感和

成像、机器人和机器视觉。

GFP-cadherin 和 RFP-actin 转染的非洲爪蟾胚胎成像，使用 TIRF装置，使用 Semrock Di03- 
R405/488/561/635-t1激光等级二向色镜，在“全多带”配置下采集，图片提供： Keck Imaging 
Cent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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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产品手册中所有的比较，均指与我公司的同类型产品相比。

  公司的 ISO 9001:2015 质量体系认证的有效期至2023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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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了解和购买，访问 
semrock.cn

全球 
集团

IDEX Health & Science 致力于改革，为您提供
新的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通过拓展新的客
户，来不断增加产品供应、扩大市场相关性。将
自己定位为光学和流体工程的主要供应商。

本地化支持

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IDEX 

Health & Science 拥有一个由

直接销售专员和分销合作伙伴

组成的国际网络，为我们的

OEM客户提供服务。我们的

工程师团队随时准备访问您的

运营，评估您的需求，并为您

的挑战开发智能解决方案。

社会责任

自2014年以来，IDEX 基金会

分发近百万美元，全球 3000

多名员工积极参与到100多个

项目，需要帮助的人们因此受

益。我们的使命是让客户、股

东和员工都参与进来，带来价

值，为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

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北美
Binghamton, NY, USA
Bristol, CT, USA
Carlsbad, CA, USA

Lima, NY, USA
Middleboro, MA, USA
Oak Harbor, WA, USA

Rochester, NY, USA 
Rohnert, CA, USA
Wallingford, CT, USA

欧洲
Erlangen, Germany

亚洲
北京, 中国
上海, 中国

Saitama, Japan
Mumbia, India
Singapore, 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