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腾龙光学（佛山）有限公司  
 

（一）企业名称：腾龙光学（佛山）有限公司  

 

（二）企业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城西工业开发区朗宝西路 76号  

 

（三）企业法人：志村忠宽  

 

（四）企业综述： 

    腾龙光学（佛山）有限公司是日本腾龙株式会社于 1997年在广东省佛山市设立的独资公司，是

广东省佛山市内的第一家日本独资企业。 

    2000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曾亲临公司视察并指导工作，佛山

市政府市委领导亦多次来公司指导工作。公司自成立至今共增资九次，目前注册资本为 2,500 万美

元，公司现有员工 4,000 多名，占地面积 30,287M
2
，建筑面积 50,164M

2
，2013 年度产值达 24 亿元。 

    公司导入日本总公司的经营理念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严格的质量管理体制下，实施从加工各

种镜片、复合非球面鏡片、棱镜以及塑料成型零件、金属零件等，到组装镜头的连贯生产，可生产多

种单反／单电照相机用交換镜头、摄像机镜头、数码相机镜头，闭路电视镜头、各种监视镜头、车载

用镜头以及各种光学元件。2013 年公司的工业总产值为 38,976 万美元，进出口总额为 58,751 万美

元，纳税总额达 1,326万美元，人均年收入 7,286美元。 

    公司于 2001 年取得了 ISO9001 和 ISO14001 认证，2003 年 2 月以来腾龙公司通过了日本数个著

名大公司的“绿色伙伴”资格认证并建立完善的环境品质体系，于 2003年获得由科学技术部火炬高

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颁发的国家火炬计划佛山精密制造产业基地骨干企业称号，历年获得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广东省的高新技术企业、广州海关诚信企业、出口型企业、外商投资技术先进企业、外商投

资双优企业、A级纳税企业，加工贸易转内销先进企业等称号，并于 2009年通过了 TS16949认证。 

    作为腾龙集团下属五个工厂中最大的海外工厂，以及腾龙的全球生产基地之一，目前、腾龙光学

（佛山）有限公司的镜头生产量已经占到了腾龙集团总生产量的 70%一 85％左右，它已经成为腾龙

集团属下其它各销售公司的主要供货来源。  

 

（五） 主要产品综述  

 

1、单反/单电照相机用交换镜头 

 腾龙不断寻求最新的光学理论和技术，持

续 创造高性能、高品位的镜头。特别是腾

龙应用其独创性的技术，开发出多种高技术

含量的高倍率 变焦镜头，曾荣获国际摄影

行业多项权威大奖。 另外，腾龙的微距镜

头、广角镜头、望远镜头的技术水平均得到

了全世界用户的好评。  

 

 

 

 



  2、数码照相机用镜头  

  腾龙用最先端的技术，为担当数字化映

像革命一翼的数码照相机市场作出了贡

献。制造出走在时代先端的对应于高像素

CCD的光学镜头，提供给几家大型厂商。为

了做到超高像素、超薄型、超小型化，我们

向各种各样的先端技术挑战，应用独创的

设计和独有的制造技术，在数码照相机市

场上开拓、成长。  

 

 3、数码监视器用镜头  

 腾龙，作为 Vari-focal的先驱者,运用先

进技术,率先在同行业内开发了各种 Vari-

focal镜头。高性能化，小型化并且具有广

泛应用性的划时代的CCTV镜头系列被先后

开发。另外，监视照相机用镜头和 FA画像

处理用镜头，在各个领域也得到了很高评

价。 

近几年公司重点开发在百万像素的高清镜

头以适应数码时代的需求.  

 

 4、数码摄像机用镜头 

腾龙公司利用多年潜心研究的技术和经

验，不断创造出高性能、高像素、且型小体

轻、低成本的家庭摄像机镜头。腾龙开发了

具备高度电子技术的各种自动调焦机构，通

过能迅速对应并满足客户要求的研究开发

能力及完善的品质管理体制，与顾客建立了

密切的信赖关系。  

  

 

5、汽车用镜头  

腾龙光学致力于创造贡献产业之眼，在汽

车用镜头方面生产高端的远红外夜视镜头

及 180度以上超广角镜头，用于弥补人类在

夜晚视觉能力及可视范围的不足。在新型产

业领域，勇于探索，为汽车安全乃至人类安

全的方面做出贡献。作为汽车产品的生产

商，腾龙取得了 TS16949认证资格，从而提

高了产品安全性及规范了产品的开发到量

产的流程最终产品得到知名汽车制造商的

认可。  

 

 



 

6、投影仪用光学系列产品  

对于已经成为数字化映像表现新领域的

投影仪，腾龙不但可生产其光学系统之心

脏部的高精度的特殊多层镀膜的棱镜，还

可以开发、生产对平坦性、解像力等映像

再现性能要求极高的投影用镜头。作为数

字化映像仪器的光学元件制造厂家，腾龙

日益活跃在这一领域。 

 

 

7、非球面镜片及光学元部件  

对于多样化的光数字化制品群，腾龙可进

行小批量试作或大批量生产各种超精密光

学部品，从而满足了顾客多种多样的要求。

在产品品种方面，腾龙凭借高超的技术研

制了各种非球面镜片及特殊棱镜、激光光

学系统部件、分解颜色用的分色镜、偏光

电子束分离器、以及施以特殊多层膜的众

多薄膜制品。  

 

  

8、元件产品群  

腾龙能制作 2000 系列以上的、能迅速、

精密地检查镜片面精度的高精度牛顿原

器，汇集了技术的精华。并可提供多有光

学设计必不可少的数据，为缩短镜片制作

交货期及节约开发经费作出了贡献。  

 

  

 

 

9、成形件产品群  

腾龙为了适应高度化、复杂化产品的变

化，摸索出了设计、制作超精密塑料模具

的专业技术。利用 CAD/CAM 等最新的设计

技术和机械加工设备，精心研究出数码照

相机、摄像机、OA/AV机器、照相机镜头等

超精密部件的模具，使得各方面的产品开

发都变为可能。  

 

 

 

 



 

 10、金属件产品群  

为适应产品的多样化发展，腾龙通过与

外社合作，逐渐摸索出适合本社的金属精

密零部件加工生产技术，掌握了多轴同时

铣削金属部件的凸轮槽，运用加工中心攻

孔、铣削，车床切削薄壁金属部件等加工

工艺，运用先进的数控机械加工技术，生

产出高精度写真镜头变焦凸轮筒、直进

筒、金属调整垫圈、塑料滑栓、以及部分

机械零件。  

 

11、涂装印刷产品群  

为了对应从成形加工到成形部品的表面

处理的一连贯加工要求，腾龙引进了 3 条

全自动涂装生产线及丝印、移印等印刷设

备一批，生产的高档涂装品及高难度印刷

部品，满足客户严格外观品质要求，受到

客户的好评。同时，由于内制率的增加，

降低了制造成本，提升了产品竞争力。  

 

  

 

（六） 新产品综述  

1．突破大变焦镜头极限，腾龙开发世界首款近 18.8倍高倍率变焦镜头(型号 B016) 

    新一代高性能全能大变焦镜头，覆盖前所未有的 16-300mm 焦距范围,搭载 PZD 超声波马达和腾

龙独有的 VC防抖系统,更方便的拍摄体验，充分享受摄影乐趣。 

产品型号规格：16- 300mm F/3.5-6.3 Di II VC PZD MACRO 

适用卡口：佳能、尼康、索尼*3 

1-1.进一步扩大了摄影范围，广角端扩展到了 16mm（相当于 35mm全画幅相机 24.8mm），长焦端扩

展到了 300mm（相当于 35mm全画幅相机 465mm），达到了世界首次近 18.8 倍变焦比，为满足用

户希望拍摄范围更广的期望，腾龙在以往大变焦镜头基础上将广角端扩展到 16mm，并同时将

长焦端扩展到 300mm（相当于 35mm相机的 465mm），实现了从广角到超长焦的革新变化，只需

轻松调整变焦环便能体验前所未有的视角变化。 

1-2.值得信赖的出色画质表现 

由 12组 16枚镜片组成，采用了 3枚玻璃铸造非球面镜片、1枚复合非球面镜片、2枚 LD(Low 

Dispersion)低色散镜片、1枚 XR (Extra Refractive index)高折射率镜片，及 1枚比 XR镜

片更低折射率的 UXR (Ultra-Extra Refractive Index)超高折射率镜片，多枚特殊镜片的使

用彻底补正各种色差。并且采用了新型镀膜技术，有效抑制光的反射，降低了眩光和鬼影，确

保清晰锐利的图像。 

1-3.彻底实现小型化的全新设计理念 

采用了全新的光学技术，实现了比 B008更大的焦距变化范围，但同时实现了镜头的小巧紧凑。

为了避免前镜片直径变大，使用了 UXR超高折射率镜片，并有效配置了玻璃铸造非球面镜片，

采用移动 5组镜片群实现变焦的方式极大提高了设计自由度，通过最新光学设计技术、高级机



械设计技术和高精度镜片加工技术的融合，实现了高画质和小型化。 

1-4.最近对焦距离 0.39m，支持微距拍摄 

这款新镜头提供整个变焦范围内 0.39m 的最近对焦距离和 1:2.9 的最大摄影倍率，可以以极

其接近被摄物的距离进行拍摄，充分享受微距摄影的乐趣。 

1-5.采用 PZD（Piezo Drive）超声波马达，实现快速宁静的自动对焦 

新型驻波型超声波马达 PZD（Piezo Drive）*1，实现快速、安静、更精确的自动对焦，通过

增强对比度自动对焦的支持，实时取景模式拍摄时对焦更流畅。同时，搭载了 B008所没有的

全时手动对焦机构，对焦更方便。 

1-6.搭载 VC防抖系统，成像更锐利 

搭载腾龙独有的 VC（Vibration Compensation）防抖系统，减少因机身晃动造成的画面抖动

模糊，即使使用长焦进行手持拍摄，也能获得清晰锐利的图像。 

1-7.采用了简易防滴溅构造，能避免水汽渗入镜头内部。 

1-8.焕然一新的外观设计  

镜头采用全新升级的外观设计，提升质感，使之更符合数码单反相机用户的挑剔眼光。变焦环

和对焦环上采用了精致的直线形防滑纹理，配合雅致钨银色商标环，尽显内在品质和高级质

感。 

 

2． 监控用 对应近红外 3百万像素一体化摄像机用电动镜头（DF024NA/QA） 

     腾龙为应对市场需求在 2009年推出的半球摄像机用镜头 DF010（1/3型 3-9mm F/1.2）获得用

户高度评价。另一方面，现今的市场急速向高像素化发展的同时，对近红外领域解像度提高的要

求也在逐渐增加。外加各种传感器相继推出，传感器向大型化发展，这种需求变得更加重要。 

腾龙为了回应此类顾客的心声，革新光学设计，开发了一组近红外/3百万像素对应的一体化摄

像机用电动变焦镜头系列。此次为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推出了带有电动变焦/对焦的 P 光圈产

品。 

百万像素摄像机，若没有正确地进行对焦将无法发挥摄像机本来的性能，而对焦调整需要非常

精细的操作。这些操作如果手动进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带有电动变焦/对焦功能的 DF024NA

能解决此问题，大幅削减设置时间，减轻用户负担。 

另一方面，根据摄影条件进行光圈微调控制也是用户需求之一，目前为止的镜头不能进行这样

的控制，尤其在明亮场景中，小光圈拍摄易发生衍射现象导致画质降低。此次上市的 DF024QA具

备精细光圈控制功能，搭载双击驱动步进马达，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高画质高对比的监视

图像。 

2-1.电动变焦/对焦功能 

半球摄像机顶盖装上后，仍可从外部调整变焦和对焦。 -高精密马达和齿轮箱满足百万像素摄

像机对精密调整变焦和对焦的操作要求。 

2-2.具备步进马达，可进行细致的光圈自动控制。（DF024QA） 

光圈控制上采用步进马达，可在不易发生衍射的位置调整光圈，获得准确的快门速度以进行正

确曝光。 

*1 -由于可对光圈进行微调，因此能确保获得特定场景中最适合的景深（聚焦范围）。 

2-3.适合昼夜监控的光学性能 

与以往产品相比，即使在可见光条件下性能也得到提升，达到 3百万像素画质，并且在近红外

摄像时同样能保持百万像素的画质。对应市场需求，实现日夜无差别的高画质监控。 

2-4.业界同类产品中最小巧的外型尺寸 

适合放入主流 3 英寸半球摄像机内的小巧尺寸。 -光学性能提高的同时，维持与本公司原先

产品同等尺寸,确保替换性。 



2-5.对应 1/2.7"图像传感器伴随着高像素化，图像传感器尺寸也随之增大，此镜头可对应采用率

正在增加的 1/2.7"传感器。 

2-6.覆盖标准焦段范围 3-9mm 

2-7.广角端水平视角（1/3"）93° 

 

3．SP 150-600mm F/5-6.3 Di VC USD (型号 A011)采用最新的 eBAND镀膜*1和 3 片 LD低色散镜片，

实现出色光学性能。 

3-1.覆盖超望远摄影常用的 150-600mm焦段，4倍变焦镜头 

相较现有产品广角端增加了 50mm，望远端增加了 100mm，对于鸟类、野生动物、体育以及飞机

等，可拍摄出更具震撼效果的照片。当安装在 APS-C画幅数码单反相机上时，焦距相当于 233-

930mm，能获得近似 1000mm的惊人效果。 

3-2.顶级画质 

镜头由 13组 20枚镜片构成。先进的光学设计，使分辨率和对比度达到良好平衡，实现清晰锐

利的画质。3片 LD低色散镜片中 2片在第 1镜片组，1片在第 3镜片 组，由于都被安装在矫

正效果更好的前组镜片中，望远端常发生的轴向色差得到有效矫正。另外，源自先进镀膜技术

而开发的 eBAND，比以往的 BBAR镀膜更有效，从而大幅抑制眩光和鬼影。 

3-3.600mm超长焦依然拥有小型化外观 

通过特殊光学设计使变焦时（镜头内部的）各镜片组的移动量最小化，同时镜筒的伸出量也相

应减小，镜头整体实现了小型化。 

3-4. 美妙的虚化效果 

虚化效果可使照片表现更为丰富，该产品使用了 9 片光圈叶片的圆形光圈，实现完美虚化效

果，从最大光圈到收缩 2档均能基本保持圆形光圈形状。 

3-5.有效提高手持摄影成功率的 VC光学防抖系统  

腾龙独有的 3线圈技术，发挥强劲防抖效果，增加了超望远拍摄时手持摄影的成功机会。 

3-6.高速自动对焦 

采用了 USD超声波马达，提高 AF速度及精度，实现高扭矩、快速响应及宁静的性能表现。全

时手动对焦可在自动对焦时随时对焦点进行微调。 

3-7.充满高级质感的外观设计 

各部位都采用了提高质感全新设计，以符合全画幅相机的高级格调。 

对焦环和变焦环上采用了直线基调的精致网状防滑纹理，配合厚重质感的钨银色商标环，尽显

高级感。 

3-8.易于使用的脚架接环,脚架接环经过大幅改良，安装稳定性、坚固性和操作性得到提升，携带

性加强。 

*1 eBAND (Extended Bandwidth & Angular-Dependency) 超宽频谱多角度抗反射镀膜是腾龙

公司开发的一种运用纳米技术的新型镀膜。 

 

（七） 新技术综述  

1.VC (Vibration Compensation) 

VC (Vibration Compensation)是腾龙独创的防抖技术。采用3组驱动线圈，通过3个陶瓷球以电

磁驱动方式控制补偿镜片（VC镜片），实现极少摩擦的平滑运动。由于VC镜片由电气控制做平行

移动，机械构造得到简化，从而使镜头体积也实现了小型化。 

 

2.超声波马达 

超声波马达，是使安装有压电素子的圆环状金属环（定子）产生超声波振动，利用这个振动能量



来驱动紧密连接在定子上的金属环（转子）产生旋转运动的一种马达。金属环（转子）的转动能

量传递到对焦镜片，驱使其实现合焦。 

 

3.eBAND (Extended Bandwidth & Angular-Dependency) 超宽频谱多角度抗反射镀膜 

eBAND镀膜是腾龙公司开发的一种可使镜片防反射性能飞跃式提高的新型镀膜技术。它将比可

见光波长更小的纳米级（1nm=1/1,000,000mm）构造层，覆盖在高精度复合镀膜表面。 

反射，是由于镜片与空气对光的折射率不同，在镜片与空气临界面上产生的。 

纳米构造的防反射膜，利用折射率本身较低的空气，来形成薄膜并实现超低折射率。由于空

气的折射率较低，成功地大幅抑制了反射光的形成。 

同时，与以往利用光的干涉原理，让薄膜表面的反射光，与薄膜内表面反射后产生相位差的

光线重合，来降低反射提高透过率的方式相结合，进一步抑制镜片表面的反射。 

eBAND镀膜，通过超低折射率的纳米构造薄膜与以往复合镀膜技术完美结合，使防反射的性能

有了飞跃性的提高。 

eBAND超宽频谱多角度抗反射镀膜的特点， 

基本杜绝可见光范围内的有害光反射。尤其针对较难防止的斜向入射光，更能发挥优异的防

反射性能。名称中“超宽频谱”，意味着防反射波长范围，超过了以往的BBAR镀膜技术，同时由

于角度依赖性的改善，斜向入射光的反射也能得到有效防止。 

 

（八） 企业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举措 

针对沿海地区企业内迁引起「民工荒」、人工费的急激上升的问题,本公司每年投资将近

2000万美元，实施设备的更新及改造,同时积极开展对加工工艺进行自动化、数字化、省力化等

技术革新和改造，致力于在佛山地区打造一流生产技术、一流的经济效益、一流福利待遇的一流

企业。向国家和地方缴纳更多的税金、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九） 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民工荒」导致现场制造人员严重不足，对于以组装生产线为主的制造型企业来说，80后、

90后人员的不稳定性，更使企业用工方面日益陷入困境，面对充足的订单来源，人员配套无法跟

上，生产计划因此受阻，不断减产调整，企业向地方政府缴交更多税金的愿望无法按计划实现。

另外，政府部门对外资企业扶持政策的减少，更多优惠政策及扶持资金向民营企业倾斜，外资企

业的发展优势在逐年退减，所以，本公司的自动化、数字化、省力化等技术革新改造的进程速度

如何赶上「民工荒」进程速度，如何提升企业的自有竞争力是目前急需解决的课题。 

 

（十）企业从事的公益活动 

1.每年组织员工参与佛山市市政府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 

2.2013年11月6日，组织公司员工为患上红斑狼疮的员工刘敏捐款，共捐得款项56719.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