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鑫瀚高科技产业（广东）有限公司是鑫瀚集团全资子公司，

致力于研发 OEL 第三代光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及全球

产品推广。同时引进国际高精尖科技项目、国际科技创新人才

等高科技产业相关业务。2015 年鑫瀚集团与美国斯坦福研究

院签订大中华区唯一合作伙伴协议，说明其在大中华区政府落

地、同时引进国际人才及项目落地以及当地科技创新项目国际

交流、人才培养，最终为其项目实现 IPO 做出贡献。未来，我们

将尽全力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发展贡献绵薄之力。敬请期待！

公司简介

         鑫瀚高科技拥有上百种独家研发配方，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使用要求、颜色、尺

寸、亮度、使用寿命、预算等，调配出最恰当配方。代表性应用配方如：在小型设备上所

采用的高效率配方；在大型广告片上的高电压配方；长 / 短寿命配方；户外专用配方等。

         OEL 发光材料作为光源具备特定的光波波长，是目前唯一的一种不会对人体产生

有害射线的光源。其光线显目但柔和，在人眼长期直视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疲倦的感

觉。另外，其平行光线的特性使得在大烟大雾的环境下穿透力和能见度比一般光源性能

要好。因此，OEL 在安全领域上相比其他光源拥有很大的先天优势。

        目前根据 OEL 具体产品，可计算出驱动参数，然后可选择电源驱动方案包括：直

连市电升降压方案，蓄电池直流转交流升降压方案，干电池直流转交流升降压方案。

        依托独家胶水配方工艺，目前 OEL 产品配套黏贴可适用于各种平面，包括水泥面

及平滑玻璃或金属表面。

参数名称 参数值

工作温度
恒温：-20~50℃；瞬间：100℃

最高工作温度可达400℃

0~90%工作湿度

储存温度 -30~70℃

工作电压
AC50~350Vrms，

DC1.5~48V，需要配置变压器

50~3000Hz工作频率

工作电流
（参考100Vrms/400Hz） 15~30mA/㎡

100~300w/㎡

50~1000CD/㎡

0.2~2mm厚度

5000~20000h使用时间（配方）

功耗
（参考100Vrms/400Hz）

亮度
（参考100Vrms/400Hz）

OEL材料介绍

          鑫瀚高科技旗下技术团队于 90 年代末已开始研发独有

配方生产出最早期之可穿戴产品、大型广告牌、各类安全用品

及各式礼品玩具等，一直在业界处于领导地位。2007 年成功研

发出的第三代 EL，可创造真正全柔性可机洗及可变形的立体

EL，2012 年鑫瀚高科技团队研发出有机 EL 技术 (O-EL)，令亮

度比原先配方高出 6-10 倍，可靠性得到翻倍增长。

          以上两项突破面至今依然是市场独有，相信在可见的短

期内不会有任何冲击或后来者的威胁。同时数个核心技术已

取得专利。

发展沿革

以往服务国家地区及客户（部分）



广告类产品

灯带产品

安全类产品-交通安全

汽车类产品

其他类产品

海报案例图

海报案例图

飞机标志

酒瓶贴

发光玩具 公仔联动饰品

艺术呈现挂历指挥现场发光棒

发光服饰OEL主动发光斑马线

OEL主动发光三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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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L技術與市場介紹
鑫瀚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HAN EMPIRE HIGH TECHNOLOGY Group Ltd



企業介紹及技術發展沿革

公司簡介 發展沿⾰

鑫瀚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是鑫瀚集團全資⼦公司，致⼒於研發OEL第

三代光技術在各⾏業的廣泛運⽤及全球產品推廣。同時引進國際⾼

精尖科技項⽬、國際科技創新⼈才等⾼科技產業相關業務。2015年

鑫瀚集團與美國斯坦福研究院簽訂⼤中華區唯⼀合作夥伴協議，説

明其在⼤中華區政府落地、同時引進國際⼈才及項⽬落地以及當地

科技創新項⽬國際交流、⼈才培養，最終為其項⽬實現IPO做出貢

獻。未來，我們將盡全⼒為粵港澳⼤灣區科技發展貢獻綿薄之⼒。

敬請期待！

鑫瀚科技旗下技術團隊於90年代末已開始研發獨有配⽅⽣產出最早

期之可穿戴產品、⼤型看板、各類安全⽤品及各式禮品玩具等，⼀

直在業界處於領導地位。2007年成功研發出的第三代EL，可創造真

正全柔性可機洗及可變形的⽴體EL，2012年鑫瀚科技研發出有機

EL技術(O-EL)，令亮度比原先配⽅⾼出6-10倍，可靠性得到翻倍增

長。

以上兩項突破⾯至今依然是市場獨有，相信在可⾒之短期內亦不會

有任何沖擊或後來者之威脅。同時數個核⼼技術已取得專利。



OEL材料介紹

    鑫瀚科技擁有上百種獨家研發配⽅，根據不同的應⽤場景、使⽤要求、顏⾊、尺⼨、亮

度、使⽤壽命、預算等，調配出最恰當配⽅。代表性應⽤配⽅如：在⼩型設備上所採⽤的

⾼效率配⽅︔在⼤型廣告⽚上的⾼電壓配⽅︔長/短壽命配⽅︔⼾外專⽤配⽅等。

    OEL發光材料作為光源具備特定的光波波長，是⽬前唯⼀的⼀種不會對⼈體產⽣有害射

線的光源。其光線顯⽬但柔和，在⼈眼長期直視的情況下也不會出現疲倦的感覺。另外，

其平⾏光線的特性使得在⼤煙⼤霧的環境下穿透⼒和能⾒度比⼀般光源性能要好。因此，

OEL在安全領域上相比其他光源擁有很⼤的先天優勢。

    ⽬前根據OEL具體產品，可計算出驅動參數，然後可選擇電源驅動⽅案包括：直連市電

升降壓⽅案，蓄電池直流轉交流升降壓⽅案，乾電池直流轉交流升降壓⽅案。

    依託獨家膠⽔配⽅⼯藝，⽬前OEL產品配套黏貼可適⽤於各種平⾯，包括⽔泥⾯及平滑

玻璃或⾦屬表⾯。

參數名稱 參數值

⼯作溫度
恒溫：-20~50℃︔瞬間：100℃︔最⾼⼯作

溫度可達400℃︔

⼯作濕度 0~90%

儲存溫度 -30~70℃

⼯作電壓
AC50~350Vrms，

DC1.5~48V，需要配置變壓器

⼯作頻率 50~3000Hz

⼯作電流
（參考100Vrms/400Hz）

15~30mA/㎡

功耗
（參考100Vrms/400Hz）

100~300w/㎡

亮度
（參考100Vrms/400Hz）

50~1000CD/㎡

厚度 0.2~2mm

使⽤時間（配⽅） 5000~20000h



以往服務國家地區及客⼾戶(部分)

俄羅斯 法國 荷蘭 美國 ⽇本瑞⼠英國

寶⾺ 迪⼠尼 Nike 新秀麗可⼜可樂

青島啤酒長隆 三星 Jonnie walker Guess 嘉⼠伯啤酒



OEL光源與傳統光源優勢對比

對比項 溫度 發光性質 亮度 安裝複雜度 環保性 可視距離 產品厚度 電⼦集成板 防⽔ 發光⽅式

OEL 最⾼可達400℃
最低可達-65℃ 平⾏光線

柔和、不刺
眼 極簡單 零光污染 1500⽶以上 極薄 不需要 防⽔ 閃爍

傳統 -20℃至65℃ 點光源 刺眼
極複雜
（成本⾼） 嚴重光污染

需燈光照射100
⽶內 繁重 需要 不防⽔ 普通

對比項 抗摩擦 抗濕 煙霧穿透 變形 節能 長期浸⽔ 安全 抗重⼒ 機洗 智能聯網

OEL √ √ √ √ √ √ √ √ √ √

傳統 × × × × × × × × × ×

鑫瀚第三代OEL光源獨家擁有360°零死角變形、零光污染、煙霧穿透、長期浸⽔、耐⾼低溫等特點



主要全球獨家技術分類

第⼆二代
⾼高亮有機O-EL

第三代
柔性O-EL

第三代
O-EL貼膜

第三代
3D立體O-EL



第三代O-EL貼膜 
主要全球獨家技術分類

鑫瀚科技獨家研發之〝第三代O-EL貼膜〞

技術具有任何其他光源或傳統EL絕無法做

到之可拉伸及變形的特性／功能，可貼伏地

包覆或粘貼在各種不平伏的表⾯上，於各類

交通⼯具包括汽⾞、賽⾞、公共交通、甚至

是⾶機應⽤上⼤受市場歡迎，除此之外酒瓶

貼更是充分利⽤了此技術之優勢。

全球獨家技術第三代3D立體O-EL



OEL光源材料技術運用研發及推廣

技術開發：

客⼾戶群體：

廣告類 裝飾類 文創類 安全類 其他類

房地產
設計院
亮化⼯程
室內設計

跨界品牌
公安系統
安防系統
學校
醫院等

發光體
需求公司

各⼤品牌
廣告公司



第三代O-EL貼膜 
主要全球獨家技術分類

鑫瀚科技獨家研發之〝第三代柔性O - E L〞技術使

EL技術在可穿帶領域上邁出⼀⼤進步，其超⾼柔軟

性不但打破傳統EL不可摺疊的特性，甚至可通過熱

壓⽅式與各種布料完美給合，常⽤於各類表演服飾，

安全衣，運動服裝，家居裝飾等範疇。

鑫瀚科技在〝第三代O-EL貼膜〞技術可拉伸變形的

基礎下獨家研發出〝第三代⽴體O-EL〞技術，憑此

技術可實現各種⽴體發光效果，其應⽤非常廣泛，

同時也是其他光源遠遠無法做到的。

全球獨家技術第三代3D立體O-EL



成功案例展示

服裝類 
LUNA WEAR

LUNA Wear為現時鑫瀚之⾼高端時尚發光運動服的主要客⼾戶，市場策

略略為⿎鼓吹時尚及安全運動服裝，已擁有全線設計及完整推廣策略略，

備受多個媒體之推崇包括Kathy Ireland show, Shark Tank...及多位

名⼈人代⾔言包括Flyod Mayweather, Janet Jackson, Stevie Wonder…



LUNA WEAR運動服系列不單此採⽤鑫瀚全球獨家技

術“第三代柔性O-EL”為發光主體，除此之外破天荒

採⽤了全新的熱壓技術使O-EL⽚連同線材完美地與

布材合⽽為⼀，不再是傳統做法簡單地把O-EL⽚縫

合在布材上，其完成度顯得比傳統做法⾼檔數以百倍。

第三代柔性O-EL



實體銷售渠道
實體店



＊兩個jumper video



款式擴張

利利⽤用“第三代柔性O-EL”，LUNA WEAR正在開發的第

⼆二件產品為騎⾏行行外套，接下來來還會不斷增加新款式。



成功案例展示
時裝類 

ALPHA LYRAE
Vega Wang (王在實)，倫敦服裝設計學院和聖⾺丁藝術設計學院

的雙料畢業⽣。2008年回國創⽴了⾃⼰的獨⽴設計師品牌，

2009年因範冰冰⼀⼜氣買下她整個系列，開始被⼤家關注。

2012年，Vega 結合了O-EL技術和太空靈感的實驗性時裝系列 

Alpha Lyrae，融合了時裝、科技和藝術，成為了 Vega 的標誌性

作品之⼀。











成功案例展示
表演服裝類 

香港及美國迪士尼樂園光影匯
夜間巡遊

鑫瀚早於約2006至2007年成為迪⼠尼的List Vendor。 同期與⾹

港以及美國迪⼠尼樂園合作⾸個“聖誕閃爍亮燈儀式”，並於

2014開始與⾹港及美國迪⼠尼樂園開始合作長達10年期之“光

影匯”夜間巡遊，巡遊開始至今4年依然在運作當中。



鑫瀚於“光影匯”除了⾃家核⼼O-EL技術之外，使
⽤了多種不同光源以及開發出不同的配件，再加
上其整個軟件控制系統皆由鑫瀚技術團隊獨⽴研
發，當中涉及很多⾃家的獨家技術。

柔性LED布

採用多種獨家技術



第三代3D立體O-EL

採⽤“第三代3D⽴體O-EL”技術⼀體
                成型的⾯具。











成功案例展示

長隆海洋夜光⼤巡游為至今我司國內所參與的最⼤

型之項⽬。 其中海洋夜光⼤巡游作為國內業務之

⼀，同時海洋夜光⼤巡游獲得有稱主題娛樂⾏業「奧

斯卡」的世界主題娛樂協會(TEA)世界級殊榮。

表演服裝類 
長隆海洋夜光大巡游







成功案例展示

汽車類 
BLUE RIDER

來⾃法國的燈光設計師 - Valeria，採⽤鑫瀚“第三代O-EL貼膜”

技術包覆出⾸台全發光的摩托⾞，並給合”第三代柔怔O-EL”

製作出全套發光服裝，⾸先于上海巡遊，其後又設計出數台

不同款式至世界各地演出，取得極⼤回響。









成功案例展示

汽車類 
BMW x VICE

2015，由 Vega 制作的创新 BMW 2 系旅⾏车装置，在北京侨

福芳草地中庭全新亮相。这台发光⼆系旅⾏车不单⽌是第⼀

台全车包覆了“第三代O-EL贴膜”技术的汽车，在现场，你更

可以通过 APP 来控制车身闪烁的宇宙光芒。





成功案例展示

其他汽⾞類



汽車類產品-車身包貼

⾞身包貼案例圖



成功案例展示

廣告類



廣告類產品

海報案例圖



安全類產品-交通安全



燈帶產品



燈帶及地面產品-運用優勢

對比項 傳統燈帶 OEL燈帶

視覺感受 眩暈刺眼 柔和舒適

裝飾性
七⾊，可變⾊燈帶可滿

⾜氛圍改變

七⾊，固定顏⾊不变
⾊，可通過設定動態搭
配完成氛圍渲染

使⽤安全
存在熱輻射，有安全隱

患

配合防⽔專利及其極不
易燃特性，可保證使⽤
安全，並且無熱輻射

功能綜合
指數

★★★ ★★★★★

安装 需要打墙 直接黏贴

其他
有紫外紅外射線發出，
對⼈體特別是⼈眼有傷

害

發⾊光波長穩定無紫外
紅外線，健康環保，無

光污染，

傳統燈帶

OEL技術應⽤

傳統燈帶



DIY⼩件產品

現場發光棒

⾯具 酒瓶貼 公仔聯動飾品
藝
術
呈
現
掛
曆

其他類產品



HAN EMPIRE HIGH TECHNOLOGY Group Ltd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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