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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F2015 –时尚与科技的交融 
亚洲最大规模的第十五届中国（上海）国际眼镜业展览会
（SIOF2015）已于今年 3 月 1 日至 3 日再次在上海世博展
览馆内的全部四个展览馆完满举行。展览场地是 2010 年上
海世界博览会原址，是上海市的中心及人流热点，占尽地利
优势，设施完备。SIOF2015 总展览面积超过 80,000 平方
米，其中 2 号馆是国际时尚名牌馆，而中国杰出的眼镜企
业則在 1 号、3 号及 4 号馆盛大展出。为更有效地推广中国

一流的眼镜设计理念
及创新产品，主办单位于地下一层特设『设计师作品』展示区，
并将 4 号馆设为『精品馆』。此外，SIOF2015 更于国际馆设
立采购专区方便买家即场订购心仪的眼镜产品。今年另设采购
专区的国际知名品牌展商包括有：101 Studio、芙莱尔、凯岚、
陆逊梯卡、保时捷及宝姿。 
 

 
展览期间，中国眼镜协会为了推动中国眼镜业及光学发展，
特别联同一众国内及国际的顶尖视光学专家举办万众瞩目
的国际光学研讨峰会，邀请到美国视光协会、英国验配师协
会专业服务及国际发展部、澳大利亚华柏恩视觉研究中心、
韩国乙支大学、美国 Salus 大学、上海齐备视光学研究所及
温州医学大学一众代表出席参与讨论研究。 

 

中国（上海）国际眼镜业展览会（SIOF2015）是得到中国
政府认可的杰出展览会： 
� 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确认为全国最重要及杰出的展会之一 
� 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确认为十大轻工行业展览之一 
 

在上海举办的 SIOF，是全亚洲囊括最多品牌的眼镜业展览会，在参观人数方面，有 67 个国家及地
区的 71,000 人次参观了 SIOF2015，SIOF 的实力可见一斑。 
 
今届的 SIOF2015，有来自 23 个国家及地区的 285 家国际参展商，展示了 387 个国际品牌。中国
展商方面达 655 家。在国际参展团方面，在韩国眼镜产业支援中心及韩国光学会的带领下，共 42
家韩国展商继续支持是次展览，当中最具规模的展商包括有百事康（Bescon）、World Trend 及
GEO 等。另一方面，德国各大公司亦积极参展，包括有布勒（Buhler）、蔡司（Carl Zeiss）、芙
莱尔（Flair）、艾晰柏林（IC！Berlin）、珞特斯（Lotos）、伦罗亚（Lunor）、玛吉仕（Markus-T）、



鸣乐（Menrad）、迈卡蒂（Mykita）、Optotech、保时捷设计（Porsche Design）、罗敦斯德
（Rodenstock）、先利士劳尔(Satisloh )、施耐德(Schneider）、思柏（Stepper）及维科（Weco）
等 20 家德国参展商，令 SIOF2015 除了更具国际代表性外，更突出其时尚风采及高科技元素。而

日本展商方面，共 33 家日本知名品牌于 SIOF2015 中展出，当
中展商包括有青嘉（Aoyama）、佳能（Canon）、福井工业（Fukui 
Megane）、贵兰都精工（Grand Seiko）、豪雅（Hoya）、Inon、
三菱工程塑料（Mitsubishi）、三井化工（Mitsui）、尼滋（Neitz）、
尼德克（Nidek）、Seed、多美（Tomey）、东海（Tokai）及
拓普康（Topcon）等。以 Seed 为例，在超过半世纪以来一直
致力全面研究与眼睛相关的各方面课题下，Seed 研发出的最新

隐形眼镜物料：在市场上极具代表性的 SIB，以高度保湿之特性引来业界的菁莱，更在 SIOF2015
中吸引了无数买家的目光。 
 

SIOF2015 囊括了全球所有主要的国际参展商及品牌，包括：（以英文前缀排序）- 
 

公司 / 品牌名称 国家 主要业务 

A Bathing Ape 日本 光学架及太阳镜 

Bausch & Bomb 博士伦 美国 隐形眼镜 

Belmore 贝尔莫 韩国 隐形眼镜 

Carl Zeiss 蔡司 德国 镜片 

Charmant 夏蒙 德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Coburn 柯本 美国 镜片制造及加工机械、工具及设备 

DAC Vision 美国 光学加工设备及原料 

De Rigo 德礼高 意大利 光学架及太阳镜 

Essilor 依仕路 法国 镜片 

Flair 芙莱尔 德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Fleye 福莱乐 德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Fred 法国 奢华光学架及太阳镜 

Grilamid TR90 EMS 瑞士 原材料 

Hello Kitty 吉蒂猫 
（中国总代理） 

日本 光学架 

Hello Kitty 吉蒂猫 
（亚洲区总代理） 

日本 光学架 

Hoya 豪雅 日本 镜片 

Huvitz 海威驰 韩国 眼科医学仪器 

IC!Berlin 艾晰 德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韩国展团 韩国 

在 SIOF 2015，韩国参展阵容强大，展出了顶级的镜架、
隐形眼镜、镜片及尖端的设备。此外，由韩国眼镜行业
支援中心（KOISC）及韩国光学会的成员筹组参展，把
最流行的光学产品引入了中国及世界各地 

Lafont 法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公司 / 品牌名称 国家 主要业务 

Leybold 莱宝 德国 镜片制造及加工机械、工具及设备 

Linda Farrow Gallery 英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为时尚设计师品牌 Philip Lim 及
Matthew Williamson 的 ODM 公司 

Lindberg 林德博格 丹麦 光学架及太阳镜 

Lotos 珞特斯 德国 奢华光学架及太阳镜 

Lunor 伦罗亚 德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Luxottica 陆逊梯卡 意大利 光学架及太阳镜 

Marchon 迈创 美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Markus-T 玛吉仕 德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MEI  意大利 磨边机 

Mitsui Chemicals 三井化工 日本 原材料 

Mykita 迈卡蒂 德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NGL（Shanghai） 
恩净（上海） 

瑞士 超声波清洁剂 

Nidek 尼德 日本 验光设备 

Phantom 美国 原材料 

Polaroid 宝丽来 美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Porsche Design 保时捷设计 意大利 光学架及太阳镜 

Ports 宝姿 加拿大 光学架及太阳镜 

PPG 美国 镜片 

Ray-Ban 雷朋 美国 太阳镜 

Rodenstock 罗敦司得 美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Safilo 霞飞诺 意大利 光学架及太阳镜 

Satisloh 先利士劳尔 德国 涂层设备及磨边机 

Schneider 施耐德 德国 涂层设备及磨边机 

Seed 日本 隐形眼镜 

Silhouette 诗乐 奥地利 光学架及太阳镜 

S.T. Dupont S.T.都彭 法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Stepper 思柏 德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 

Tag Heuer 豪雅 法国 奢华光学架及太阳镜 

Tokai 东海 日本 镜片 

Topcon 拓普康 日本 验光设备 

Transitions 全视线 美国 镜片 

Younger 雅歌 美国 镜片 

 
 
 
 
 
 



为进一步了解 SIOF2015 展品的全面性，请参考以下国际参展商的商品分类比例（当中某些参展商
可能涉猎了多种类别商品）： 

产品类别 所占之百分比 

光学架 44% 
太阳镜 37% 
镜片 12% 
隐形眼镜 11% 
验眼设备、生产及处理机器 33% 
原材料 9% 

其它 4% 
 

今年 SIOF2015 的一众展商当中，某些展商的出现特别吸引到

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今年迈创（Marchon）重回 SIOF 2015

舞台再耀光芒，展出 Calvin Klein Collection 系列、 ck Calvin 

Klein 系列、 Calvin Klein Jeans 系列、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拉科斯特（Lacoste）、耐克（Nike）、 菲拉格

慕（Salvatore Ferragamo）及华伦天奴（Valentino）等一系

列高端时尚眼镜。Linda Farrow Gallery 今年首度参展 SIOF 

2015，为我们带来了时尚设计师品牌 Philip Lim 及 Matthew Williamson。而同样重要的是：带

领全中国及台湾区眼镜连锁零售市场的宝岛眼镜重回 SIOF2015。 这标志着宝岛眼镜坚信参与

SIOF 这个大型的国际眼镜业展会有助于拓展其业务及找到更多有意加盟的商业伙伴。宝岛眼镜是

一个「双重身份」的参展商，而这正正亦是宝岛眼镜的竞争优势。 

 

以下国际知名品牌因受到 SIOF 的强大号召力吸引下首度参展 SIOF2015： 

 公司 / 品牌名称 国家 主要业务 
1 Clearlab 可丽博 新加坡 隐形眼镜 
2 Divel Italia 意大利 镜片 

3 Linda Farrow Gallery 英国 
光学架及太阳镜：为时尚设计师品牌 Philip Lim
及 Matthew Williamson 提供 ODM 服务 

4 Ocuco 奥库卡 爱尔兰 光学程序软件 
5 RAX Solution 英国 自动化系统 
 
在 SIOF2015 这个国际大型眼镜展中，很多参展商大幅扩大他们的展台以吸引更多买家，当中以下
的例子亦较为令人瞩目： 

参展商 国家 主要业务 
于 SIOF2015 对比
SIOF2014 的展览面积升幅 

Luxottica 陆逊梯卡 意大利 光学架及太阳镜 ���� 100 % 
Safilo 霞飞诺 意大利 光学架及太阳镜 ���� 75 % 

 
 
 
 



为增进专业及技术方面的交流，SIOF 2015 亦安排了以下共八场的行业研讨会及讲座供业界人仕参
考现今行内趋势： 

组织单位： 中国眼镜协会 

内    容： 全球视光峰会既中国视光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 

主 讲 人： 

1. 中国眼镜协会理事长崔毅先生 – 工作报告； 

2. 澳大利亚华柏恩视觉研究中心华柏恩（Brien Holden）教授 – 近视与视障对于社会之

影响及控制的方法； 

3. 澳大利亚华柏恩视觉研究中心陈家伟教授 – 眼科视光教育和眼镜行业的未来发展趋

势； 

4. 上海齐备视光学研究所所长齐备先生 – 中国视光学职业教育俯瞰； 

5. 美国视光协会（AOA）副会长 Steven Loomis；叙述美国视光协会历年发展与现今的

会员制度； 

6. 美国 Salus 大学校长 Michael Mittelman – 美国视光学的历史：回顾； 

7. 韩国乙支大学张万镐教授 – 视光学：全球性的整合； 

8. 英国验配师协会专业服务及国际发展部主任 Elaine Grisdale – 于全球提供一流的眼睛

保健服务； 

9. 澳大利亚华柏恩视觉研究中心 Kovin Naidoo 教授 – 视光学综合眼科保健作用的全球

视角； 

10. 温州医学大学卫生视光学研究中心吕帆教授 – 视光学和基础眼科保健：在中国发展的

前景； 
 

组织单位： 中国眼镜协会 

内    容： 电子商务与眼镜行业的发展 

主 讲 人： 国务院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 
 
组织单位： 中国眼镜协会眼镜架及成镜专业委员会 

内    容： 2014 年中国眼镜产品网销分析报告发布 

主 讲 人： 赵鸿  总经理 
 
组织单位： 上海尚视佳眼镜有限公司 

内    容： 健康生活新需求，运动视觉新发现 

主 讲 人： Nick Dash（博士） 
 
组织单位： 卡尔蔡司光学（广州）有限公司 

内    容： 2015 年卡尔蔡司光学新品发布会 

主 讲 人： Heinrich Raub （全球培训高级经理） 
 
组织单位： 上海新族眼镜有限公司 

内    容： 改变的力量——传统眼镜店商业模式变革 

主 讲 人： 步正庚 先生 
 
组织单位： 河南宝视达眼镜（连锁）有限公司 

内    容： 宝视达眼镜 2015 年度供货商峰会暨签约仪式 
 
组织单位： 厦门宾得利眼镜有限公司/厦门金大合眼镜有限公司 

内    容： 2015 JEEP 眼镜新品发布会暨抽奖活动 



 

是届上海展得到英伦权威视光验配师协会(ABDO)代表第一次莅临出席参与中国眼镜协会于现场举
行的国际光学技术研讨会。ABDO 有近六千位英国持牌视光验配师会员，该会的代表 Elaine 
Grisdale 女士更于现场带来了极精采及内容丰富的演讲。 
 

在崭新科技层面方面，喜见 RAX Solutions 首次于上
海展参展。她是高科技工业自动化的新势力。RAX 
Solutions 为全球工业界提供机械及自动化方案，而其
中视光行业为其主要服务范畴之一。RAX Solutions
确保最尖端的科技能成就最高素质的系统和技术服
务。上述种种已令很多业界龙头以 RAX Solutions 为
采购自动化系统的首选，而当中质素、速度、可靠性
和回本期之缩短均为用家所热切追求。另一家首次参
展的公司 - Total Immersion，也是一家主打高新科

技的参展商。Total Immersion 是一家顶级的光学软
件公司，更是虚拟试穿试戴技术和 AR 增强现实技术
的领导者，在全球为电子商务、移动商务、零售、以
及品牌营销方面的客户提供方案。建基于超过 10 年以
上在 AR 增强现实技术领域的经验和独一无二的专利
技术，Total Immersion 推出了 TryLive 虚拟试穿试戴
解决方案，为客户带来全新的社交型购物体验。针对
眼镜品类的 TryLive 虚拟试穿试戴技术犹如一面虚拟
的镜子，让消费者可以透过网站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序，
甚至在店里，无限次试戴和对比眼镜产品。 
 

SIOF2015 更得到了国内、外眼镜业界媒体、协会和其它同类型国际眼镜／业界展览会主办单位的
鼎力支持，促进交流。他们包括：中国眼镜科技杂志、DIOPS (韩国大邱国际眼镜业展览会)、Eyefocus 
(韩国)、Korea Optical Industry Cooperative (韩国光学工业协同组)、Korea Optometric 
Association (韩国光学会)、Eyezone (科威特)、Four Plus Media (印度)、Gankyo (日本)、Hong 
Kong Op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香港中华眼镜制造厂商会)、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贸易发展局)、Indian Optician (印度)、Mafo (德国)、 OKU (乌克兰)、
Optical Business (韩国)、 Optical World (英国)、Optikey (意大利)、Silmo (法国眼镜展)、Veko 
(俄罗斯) 及 Vision Expo (美国国际眼镜展)。 
 
我们热炽期待将于 2015 年 9 月 9-11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第二十八届中国国际眼镜
业展览会（CIOF2015）。此外，第十六届中国(上海)国际眼镜业展览会（SIOF2016）已定于 2016
年 2 月 24-26 日继续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届时再度与业界人士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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