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繫我們，得到正確聯繫我們，得到正確
的解決方案的解決方案
經過多年驗證，我們可以讓您訪問、掌握高級工程中的技術經過多年驗證，我們可以讓您訪問、掌握高級工程中的技術
訣竅，可幫您把系統中的每個光子都盡可能地捕捉到。訣竅，可幫您把系統中的每個光子都盡可能地捕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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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與多家製造商合作過我曾與多家製造商合作過⋯⋯⋯⋯定制用於醫療設備的濾光片。定制用於醫療設備的濾光片。SemrockSemrock  在定制理論模型、報價和產品交付過在定制理論模型、報價和產品交付過
程中持續提供了快速周轉。更進一步地說，所交付的部件性能與理論性能配合很好。兩年多以來，在產品程中持續提供了快速周轉。更進一步地說，所交付的部件性能與理論性能配合很好。兩年多以來，在產品
反覆運算研發時，反覆運算研發時，Semrock Semrock 與我們合作，供給關鍵的濾光片的同時，也提供了相關的視野和敏銳度。與我們合作，供給關鍵的濾光片的同時，也提供了相關的視野和敏銳度。

-S.Diol -S.Diol 博士，系統工程團隊負責人，博士，系統工程團隊負責人，Ortho Ortho 臨床診斷臨床診斷“

聯繫我們，                                           聯繫我們，                                           
得到正確的解決方案得到正確的解決方案
多年的事實證明，我們在硬鍍膜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我們可以為您提供基

於工程知識的產品和工藝。與我們合作，您可以盡可能地利用系統中的每個光

子。我們的濾光片大量應用於生命科學、分析儀器和醫療診斷等行業。作為光

學濾光片領域的資深供應商，我們不斷提升產品的光譜性能和測試標準。自公

司成立之日起，我們堅定地履行對品質和服務的允諾，提供各種濾光片產品，

以及和濾光片產品配套的服務。

開發光學儀器時，您將不斷面對新的難題：新的客戶需求和產品期望、持續發

展的工藝、不斷變化的市場以及必須果斷做出反應的需求更改。為了幫助您戰

勝這些困難，我們提供出類拔萃的產品和個性化的支援。

Semrock  專門生產光學濾光片，可用於生命科學、分析儀器市場，及雷射
和光學系統應用。我們的產品全部採用硬質薄膜濺射。擁有經證實的可靠

性。Semrock  的濾光片因為濕度和溫度引起的性能退化很小，“不易燒熔”。所
有 Semrock 生產的濾光片產品將享有十年質保期。

總體而言，Semrock  濾光片明亮、耐久性好、陡峭，如果將 Semrock  濾光片
用於您的儀器設備，您的客戶及其應用將得到以下好處：縮短測量所需時間，

減少當機次數，可重複製造，減少光學元件數量。

我們生產的產品，不同批次產品的重複性好，將為 OEM  客戶提供穩定的供應
鏈。我們既使用標準的“盒子”內解決方案 - 豐富的目錄產品，也使用“盒子”外
的解決方案 - 定制設計服務。我們的工程師將綜合使用多種解決方案，按正確
的比例應用各種戰略。

每天可裝運發貨數千件庫存產品，定制尺寸的產品可在數天內發貨（通常不到

一周）。對於定制濾光片，我們執行了協同開發工程，可以實現快速原型打

樣，因此可以在短時間內提供智慧解決方案，並根據客戶價格點進行調整。

”

SemrockSemrock 提供的不僅僅是提供的不僅僅是

濾光片。在我們的集團公濾光片。在我們的集團公

司的協助下，我們可以幫司的協助下，我們可以幫

助你研發設計整體系統集助你研發設計整體系統集

成，甚至可以達到微流水成，甚至可以達到微流水

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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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工具箱在線工具箱
充分利用我們專有的設計軟體 - 
SearchLight™ 和 MyLight™，可以縮短

您的儀器設備的上市時間，提高工程生產

效率和提升最終系統性能。

想知道您的系統各部件之間的相容

性如何？把組件參數上傳到我們的

SearchLight™ 工具，就可以進行測試。

MyLight™ 工具可以查看並顯示每個目錄
濾光片產品的性能參數。

我們的線上工具箱可以縮短設計和選擇所需的時間 
https://searchlight. .com

濾光片和光學系統的      濾光片和光學系統的      
設計能力設計能力
多功能性多功能性 - 我們的設計工程師是光學、物理、機電工程和生物
方面的人才，都是具有多年經驗的問題解決者。

縮短了設計周轉期縮短了設計周轉期 - 我們的光學鍍膜設計軟體發展了新功
能。使用新功能，可在幾分鐘內完成複雜的光譜設計任務。優

化處理後，設計週期將進一步縮短。在此之前，這個設計周轉期

可能需要兩到四周。現在，我們可以在一周內完成設計，並核算出

該設計樣品的報價。

建模工具箱建模工具箱 - 在實際生產之前，我們使用自製的軟體來模擬複雜的鍍膜
運行過程，這樣，就可以在工程設計階段預先掌握各項參數。做到心中有

數，並有效降低風險。

定制評估定制評估 - 通過評估整個光學系統，我們可以不用反復多次設計和優化，就可
以確定正確的參數。這種極具包容性的方法可以減少系統重新設計，從而為您的

專案開發節省成本，並減少延遲。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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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供應鏈管理 (SCM) 
我們將最佳供應鏈管理實踐納入規範標準操作程式。

  嚴格的存檔和修訂控制

  交貨期管理 - 使用監控工具管理各級庫存水準，從而滿
足交付目標

  可追溯性 - 每個製造專案都有完整的產品記錄。

  框架訂單、採購合同和準時發貨。

優化的製造工藝優化的製造工藝
我們強調製造工藝過程的持續改進。

  5S - 五維工作場所組織管理與精簡實踐

  持續改善（Kaizen） - 持續改進我們的製造流程，解決

系統問題

  精益原則 - 持續精簡，減少浪費

  定制的量產鍍膜設備定制的量產鍍膜設備 

我們每月生產幾萬個光譜複雜的濺射鍍膜濾光片，可符合

OEM 客戶的需求。基於現有的製造能力，我們可以匹配客
戶在生命科學、分析儀器和醫療即時診斷（POC）市場的
需求數量。

 短時間樣品製造的高混合設備設施短時間樣品製造的高混合設備設施

使用靈活的工作單元（高混合設備設施）來開發定制鍍

膜、定制產品和定制尺寸。可適應反覆運算的研發生產要

求，具有積極的交貨時間和經濟的價格，適用於小到中等

水準的數量需求。

量產量產 
 準時的交貨時間準時的交貨時間

準時交貨率的歷史記錄是 > 98% ，可將您訂購的產品在需
要時送達。目錄產品的庫存訂單可當天發貨，目錄產品的

定制尺寸訂單的貨期為若干天，定制 OEM 產品的發貨週
期為兩到四個星期。

 可擴展性可擴展性

可在短時間內設計和開發定制濾光片，並在量產生產線中

重複製造。使用個性化的看板系統管理客戶需求，您可以

按時按需提取預先生產的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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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能力產品能力
濾光片產品類型濾光片產品類型

螢光濾光片、拉曼光譜濾光片、可調式濾光片；

雷射反射鏡、雷射線濾光片、延遲控制鍍膜設計；

深陷波濾光片、合併和分離雷射光束的濾光片；

偏振濾光片、半導體雷射器消雜濾光片；

定制解決方案定制解決方案

覆蓋波長範圍：從 230 nm 到 2000 nm

  批量生產：每個型號每月可出貨幾萬片至幾十萬片

  濾光片尺寸：從 1 mm 到 200 mm

  玻璃基材厚度範圍：從 0.2 mm 到 6.0 mm

  光譜定制：可為用戶設計光譜複雜的定制濾光片 (如
LED 優化的)

  定制尺寸：圓形，方形或三角形, 從幾毫米到幾英寸

  標籤：在濾光片上使用鐳射雕刻工藝，方便辨識管理

  波长范围：从 230 nm 到 2000 nm

工藝工藝
薄膜濺射沉積工藝可生產出低損耗、精確厚度和可靠的

光學量級厚度的鍍層。結合自有的處理和光學監控工

藝，Semrock 讓薄膜濺射沉積可以用於大批量生產。

我們的生產設備處於潔淨室環境，並被鍍膜腔保護。我們

目前正在擴大產能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和持續增長的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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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和合規認證和合規

Semrock  產品符合2011年6月8日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的指
令 2011/65/EU “限制使用有害物質”（RoHS），無豁免。

我們制定了控制措施，以確保我們的供應商僅為我們的產

品提供符合RoHS 2標準的材料。Semrock 承諾完全遵守
SEC 的衝突礦產報告要求。

質量體系質量體系
質量體系質量體系

在 Semrock ，我們堅持高水準的內部程序控制和可靠性測

試，高於行業標準。我們已經100% 通過了主要 OEM 客

戶的品質審核。

質量標準都有完整的工藝文件質量標準都有完整的工藝文件

Semrock 品質體系是根據 ISO 9001:2008  品質體系標準2
建模的。品質體系的結構由我們的檔案專員進行充分記錄

和控制。除了嚴格的檔案編制，我們還通過企業資源規劃

（ERP）電腦系統控制品質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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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rock 優勢優勢
性能性能

Semrock光學濾光片有很高的透過率，帶來的好處是更快
的測量和更好的對比度，在紫外（UV）波長，亦是如此。

較好的阻擋和很陡的邊緣，使 Semrock 的濾光片產品在市
場上擁有好的聲譽。

可靠性可靠性

 因為濕度和溫度引起的性能退化很小

 持續長期使用也可保持較好的性能，享有十年質保期。

 達到或超過環境和物理耐用性標準：MIL-STD-
810F，MIL-C-48497A，MIL-C-675C，和 ISO 9022-2。

 消除不定期更換的支出，降低了成本

 退貨率 0.3 %（行業標準為 1 %），你無須擔心不可靠的
零件。

服務和支援服務和支援

我們積極回應您的需求，提供細緻的分析和正面的回應。

技藝精湛的應用工程師和研發團隊為您提供設計和系統優

化。我們也開發 SearchLight、MyLight 等專用工具箱，節
約您的時間。

可重複的結果可重複的結果

不同批次的濾光片產品，光譜的重複性很好。使用我們的

產品，OEM設備製造商能得到低風險、可依賴的供應鏈。

公司的ISO9001:2015质量认证的有效期至2020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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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個案研究 -  - 協同工程項目協同工程項目
挑戰挑戰

  18 種不同的定制濾光片，均為大直徑，對於透過率、通
帶、光密度一致性、寬角度範圍內的性能和散射都有特殊

要求。

解決方案解決方案

  重新設計客戶的光學單元，解決了散射問題

  設計的濾光片都滿足或超過了參數需求

  設計並搭建了專門的高通量測量平臺，用於 OD 測試

  Semrock 應用科學家參與 OEM 工程，分析和證明系統
性能

結果結果

  產品如期發佈，滿足預算要求

  該設備的信號和信噪比等性能達到活體成像市場的工業

領先水準

專注市場和應用專注市場和應用
我們為生命科學、分析儀器、醫學診斷和科學技術的關鍵

應用提供服務。我們的團隊在細胞生物學、光子學、光學

系統設計、流體學和儀器方面擁有專業知識。

螢光設備濾光片螢光設備濾光片

顯微螢光、DNA 測序、活體成像、即時定量PCR、光遺

傳學、即時診斷（POC）設備、高內涵篩選、內窺鏡、光

學相干斷層掃描（OCT）、微陣列晶片讀取、實驗室螢光

計、微板讀取、流式細胞儀和凝膠電泳成像系統。

拉曼光譜濾光片拉曼光譜濾光片

顯微拉曼、相干拉曼散射顯微鏡、可擕式和手持拉曼分析

儀、材料特性、基於表面增強共振拉曼（SERS）的診斷和

化學過程監測。

雷射分析雷射分析 &  & 光學系統濾光片光學系統濾光片

外科雷射系統、雷射材料處理、環境監測，高光譜遙感和

成像、超快科學、機器人和機器視覺。

日

GFP-cadherin 和 RFP-actin 轉染的非洲爪蟾胚胎成像，使用 TIRF 裝置，使用 Semrock Di03- 
R405/488/561/635-t1超高解析度二向色鏡，在“全多帶”配置下採集，圖片提供：Keck Imaging 
Cent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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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X Health & Science 致力於創新，為您提供
新的產品及整體解決方案。我們通過拓展新的客
戶，來不斷增加產品供應、擴大市場相關性。將
自己定位為光學和流體工程的全球主要供應商。

全球化支持全球化支持

作為一家全球性公司，IDEX 

Health & Science 擁有一個由
直接銷售專員和分銷合作夥伴

組成的國際網路，為我們的

OEM客戶提供服務。我們的

工程師團隊隨時準備訪問您的

運營，評估您的需求，並為您

的挑戰開發智慧解決方案。

社會責任社會責任

自2014年以來，IDEX 基金會
分發近百萬美元，全球3000 

多名員工積極參與到100多個

項目，數以千計的人們因此受

益。我們的使命是讓客戶、股

東和員工都參與進來，創造價

值，為我們生活和工作的社區

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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