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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是全球具有规模及影响力、权威性的光电业综合展会。作为覆盖光

电领域全产业链的专业展会，展会将为您呈现光通信、红外技术及应用、精密光学、镜

头及摄像模组、激光生产与加工、光电传感、光电创新、数据中心等主题，为期四天的

展会预计将吸引来自34个国家及地区的 1,700多家光电企业参展。

2018年CIOE中国光博会紧贴市场发展，针对应用领域展示前沿智能制造技术及创新综

合解决方案，包括手机、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先进制造、半导体加工、安防、国防、

电力电网、航天航空、石油石化、海洋船舶、生物医疗等各个应用行业。

CIOE中国光博会形成行业上下游产业链集群关系，为机房建设单位及系统集成商、电信

运营商、IDC、云基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等企业提供了一个集采购、展示、学术交流

于一体，以及寻找解决方案与产品市场拓展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通信系统、IT系统、综合布线系统、微模块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空调新风系统、安防

系统、工程及系统集成、机柜、存储、磁盘列阵、光端机、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防

火墙、网关、数据管理、保护、备份、网络安全系统、IDC机房托管和租用、云计算、云

服务、云安全等。

光接收模块、光发送模块、光收发一体模块、光转发模块、IDC综合布线、光纤光缆、跳

线、光纤分路器、光纤终端盒等

激光打标机、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机、

激光清洗等激光光系统设备

光电传感器、视觉传感器等

数据中心展

光通信展

激光技术及智能制造展 光电传感展



1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万国的数据中心规模大，可靠性高，效率非凡，提供灵活、

模块化和安全的运行环境，可为客户的IT系统和网络设备提

供存放、电力和制冷等服务，以支持他们处理关键任务的IT

基础设施。

万国数据公司

4C01 深圳一号数据中心

一舟云海系列微型智慧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采用All-in-Rack设计，

一体化集成机柜（含冷热通道、走线槽等）、供配电、制冷、智

能管理、气体消防、综合布线等子系统。单个模组最多支持25个

柜体（含综合柜、IT机柜、电池柜、网络柜），其中综合柜两侧

均支持灵活扩容，单IT机柜可支持1-10KW负载。所有部件均在工

厂进行预制造、预安装、预测试，既能保证产品出厂质量，又能

实现现场快速部署。 一舟云海系列微型智慧数据中心适合应用在

各行各业边缘计算接入层，数据中心面积小于200m²的场景。

浙江一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C02 一舟Hiflex Rack云海系列微型智慧数据中心

传输速率高达1000Mbps，传输带宽达350MHZ，传输数字，语

音，数据和视频信号，满足高端需求尤其适合所有E级链路

和六类的应用。节省约50%的布线空间，更利于机房柜的通

风、散热。

东莞日线线缆有限公司

4A09 六类极细跳线



100G QSFP28 AOC、SR4、CWDM4、4WDM-10/LR4、ER4 lite及

ER4全系列光模块产品，满足数据中心内部互联和DCI需求。

200G和400G的QSFP-DD及OSFP产品可送样，未来可实现数据

中心平滑升级。

100G QSFP28和25G SFP28的商业级和工业级产品，助力

LTE/5G前传网络建设。

可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电信网络（FTTx、 LTE和传输）、

安全监控以及智能电网等ICT行业。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B02 光模块产品

2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400G QSFP-DD Active Optical Cable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1C52  

PAM4 Modulation, 8 independent parallel optical 

lanes, Data rate up to 53.125Gb/s each lane, Support 

transmission distance up to 100M over OM4 MM fiber, 

Retimed 8-lane high speed electrical interface, 

Power Consumption＜10W each end. 

旭创科技100G QSFP28光通信模块包括SR4, AOC, AOC 100G-

4*25G, CWDM4, CLR4, eCWDM4, PSM4, PSM4 pigtail, LR4, 

LR4 Lite, ER4 Lite系列，该系列产品采用LC或MPO光口，

兼容IEEE802.3bm, SFF-8636等标准；具有功耗低、体积小、

速率高等特性，有利于数据中心增加容量、提高端口密度和

降低功耗。主要应用于100G数据中心内部网络、数据中心互

联、城域网络等环境。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100G1B52  



3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CS连接器适用400G新一代数据中心，相比LC双芯连接器尺寸

缩小36%，适用1.25mm插芯，带推拉杆，通过IEC随机互配测

试Grade B等级。

扇港元器件（深圳）有限公司

CS连接器1B70  

- 易飞扬200G QSFP DD SR8光模块支持8路25Gb/s数据通道

- 总带宽支持200GE以太网（2x 100GBASE-SR4）

- 符合QSFP-DD MSA，低功耗优势显著

- 优秀的散热设计解决温度积累的问题,其功耗小于3.5W

- 支持数字诊断功能

深圳市易飞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00G QSFP DD SR8（2x 100GBASE-SR4）1C06 

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AOC产品400GbE QSFP56-DD有源光缆1B03  

以8x50GbE PAM4 VCSEL为基础的400GbE QSFP56-DD有源光缆

利用短波长多模PAM讯号技术，通过8条通道以每条通道每秒

50GbE的速率进行乙太网传输，符合QSFP56-DD多源协议。

400GbE有源光缆产品能减低数据中心营运成本并加强高速数

据传输效率，以满足超大规模云数据中心的高面板密度需求。



4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支持1.25Gb/s 速率； 可热插拔SFP封装； 具有内部校准的

数字监控功能； 波长1310nm激光器； 双纤接口； 满足

ROHS-6无铅特性； 50/125µm多模光纤可以传输550m，

62.5/125 µm 可以传输300m； 采用全金属化设计具有优越

的抗电磁干扰能力和防静电放电特性； 供电电源3.3伏；

小于500mW功耗； 商业级工作温度:0℃~70℃；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铭普光磁1.25G SFP光模块1A51  

低插入损耗及回波损耗高的特点满足严苛的高速网络环

境，其高效的即插即用构架大大的降低了安装和日常维

护成本。

江苏宇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81 MPO/MTP跳线以及MPO连接器（含插芯）

用于IDC 和大楼光纤预端接系统，系统满足以太网传输，可

用于未来40G/100G 系统应用的平滑升级。MPO 预端接光缆

有利于快速部署的数据中心和光纤基础设施环境。跨越于

MDA，HDA 与EDA 区域间模块盒或扇出光缆的连接。

深圳市嘉万光通信有限公司

1C13 MPO



光纤分路器是用来实现光波能量的分路与合路的器件。它将一

根光纤中传输的光能量按照既定的比例分配给两根或者是多根

光纤，或者将多根光纤中传输的光能量合成到一根光纤中。

浙江盈峰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C83 光纤分路器

5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OP1200 is a 200Gbps NRZ BERT, which can
simultaneously support 8-channel error
test. And each channel supports multi
rates 10G to 32G.

OP12001B50 

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

MT1100A 可用于1.5 Mbps至100 Gbps 网络传输设备的研发、

制造、安装和维护测试。MT1100A 可支持四个 100 Gbps 端

口，对使用客户端信号的最新 OTN 400 Gbps 技术提供研发

支持。

1139、1150 MT1100A网络测试大师

安立通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A66

Optical fiber patch cord is a kind of insert an 

extraction connector based on the single core plug 

and adapter, according to difference of the end face 

have the type PC, UPC, APC and so on. 

成都新锐鑫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A65

东莞市龙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C97

100G光模块有多种封装形式，主要包括早期的

CFP/CFP2/CFP4和新一代的QSFP28。CFP系列光模块和

QSFP28光模块作为100G网络的热门解决方案，各自均有诸

多优点，都在100G网络的具体应用中占有一席之地。

100G Series

SC/LC/FC/ST/DIN/MTRJ/SMA Connector Patch Cord

光通信模块高速FPC

1、光器件及数据中心上使用的FPC。 2、光通信模块上使用的高速

FPC，10G、40G、100G、200G、400G。 3、传统10G模块上使用的

FPC、材料杜邦:AP8525、AP8535等。

6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东莞市特旺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A49

光通信器件（有源器件、无源器件）、 光通信系统设备、

数据中心及云计算设备与解决方案。

慈溪市迈瑞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1A02

数据中心及云计算设备与解决方案，常规通信光纤跳线，室

内光纤跳线包含各种常规单多模

SC,FC,LC,ST,E2000,MU,MTRJ,MPO,MTP等型号跳线。

深圳市毅宏光通信有限公司

2C22

数据中心及云计算设备与解决方案、光纤光缆、光通信

器件（有源器件、无源器件）、光通信测试仪器、光通

信系统设备、广电配套系统、光纤传感器及应用；

通信光缆

MPO连接器散件

常规室内外光纤跳线

7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光缆接头盒是一个无源器件可以为光纤熔接点提供一个

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可架空安装、管道安装和地埋安装

都是可行的。 架空式光缆接头盒我们也称作立式光缆接

头盒，光纤输入和输出都在光缆接头盒的底部。

宁波天翔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1A81

铠装HDMI有源光缆，其采用光纤作为传输介质，完全兼

容USB3.0规范，可进行USB3.0超高速数据传输，并且传

输距离可达100米。

东捷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C57

广州奥鑫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2315、2316、2317 DWDM模块

DWDM光模块是密集波分复用光模块，实现多波长的波分复用，

通道频率间隔有50G，100G，200G等。应用于数据中心，干

线网光传输网络，城域网光传输网络等领域。

光缆接头盒

HDMI 3.0铠装光电混合缆

8 展品预览（排名不分先后）



9

绿色数据中心创新论坛

会议时间：2018年9月7日下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四号会议厅

主办机构：亚太云应用联盟（APCA）

会议简介：

2018年9月5-8日，第20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中国光博会，CIOE）与APCA科技博览会将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

举行，继2016、2017年的成功召开，APCA联合DTDATA举办的“2017亚太云端+创新产业峰会-绿色数据中心创新

论坛”将继续举行，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交流绿色数据中心的先进节能技术、技术标准，数据中心规划设计、

建设、检测验收、运维管理以及绿色认证等内容，并围绕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共建良好数据中心服务生态。

同时，2018 APCA AWARD颁奖将在“绿色数据中心创新论坛”上进行。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同期论坛



亚太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创新论坛（深圳）

会议时间：2018年9月6日下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四号会议厅

主办机构：亚太云应用联盟（APCA）、亚太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研究院

会议简介：

为进一步推进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及发展，让区块链技术服务实体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入推进

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进程，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APCA（亚太云应用联盟）和BCAI(亚太区块

链与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研究院)将邀请来自硅谷、新加坡、香港、东京、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BC和AI专家

及优秀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厂商参加本次论坛，在论坛上将针对相关的创新应用和发展趋势和与会者进行交

流和介绍，帮助企业更好地参与到区块链应用和人工智能应用的领域，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同时，解读应用中

的陷阱和机遇，帮助企业实现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市场化和数字资产化。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10 同期论坛

时间 会议内容

13:15 - 13:40 注册签到

13:40 - 14:00 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应用视频欣赏

14:00 - 14:10 APCA发起“区块链自律公约”倡议书签约仪式

14:10 - 14:30 全球区块链应用发展趋势

14:30 - 14:50 区块链3.0/4.00与数字经济

14:50 - 15:10 全球湾区区块链创新应用介绍

15:10 - 15:30 企业产品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15:30 - 15:50 区块链应用与IDC结合发展

15:50 - 16:10 区块链应用与人工智能结合发展

16:10 - 16:30 区块链技术助力IDC全球发展

16:30 - 17:00 对话：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与如何落地发展

17:00 论坛结束



2018大数据时代云数据中心与光互联技术发展论坛

会议背景：

在大数据时代，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发展对数据中心的建 设提出更高要求，数据中心的

发展向云数据中心、分布式数据中心、软件定 义数据中心等方向演进与发展，数据中心的发展要求实

现宽带互联、光网互联、以实现数据中心之间海量数据的高速传输。这其中，基于硅光子的高带 宽\低

延迟互连技术正为融合数据中心硬件重构给予关键支撑。 不过，大数据在开发层面和应用层面一直未

有本质的创新，人类已挖掘 的数据财富更是不到百万分之一。如何从物理层、应用层打通产业链，让

数 据被更好地计算，从而创造出经济和社会价值，这也将是此次论坛探讨的重点方向。

会议演讲企业：阿里巴巴、百度、富士康、Finisar、中国移动等；

听众来源:

数据中心光模块、光纤光缆供应商、数据中心交换机、服务器供应商、数据中心硬件供应商、数据中心

运营商、IT/移动互联网公司、大数据技术及产品上下游企业知名专家、学者等。与大数据应用案例配

合，邀请相关厂商和嘉宾讲解大数据技术在智慧城市、工业4.0等领域的创新最新成果和应用案例。

会议

会议时间：2018年9月7日下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5层牡丹厅

主办机构：CIOE中国光博会

中国通信学会光通信委员会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传送与接入

网专家咨询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究所 国家信

息光电子创新中心

11 同期论坛

主题：“数据中心，光网互联”



关于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www.cioe.cn）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是全球具有高规模及影响力的光电产业综合性展会，覆盖光通

信、激光、红外、精密光学、光电创新、军民融合、光电传感、数据中心等光电产

业链板块，作为覆盖光电全产业链的专业展会，CIOE中国光博会已成为众多企业

市场拓展、品牌推广的首选平台，更是为业内人士提供了寻找新技术及新产品、了

解市场先机的一站式商贸、技术及学术交流的专业平台。

关于主办方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是英国上市公司UBM plc集团旗下的亚洲博闻的合资公

司，是中国光博会（CIOE）的主承办单位。贺戎博闻将得益于UBM的全球国际网

络和专业的展览管理，为参展商和买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建基于多年与光电子领域

的企业和专业人士的密切合作和相互信任，中国光博会将继续致力于支持该行业的

持续增长和技术发展。

扫码免费注册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