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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名称 页码
1 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4C01 数据中心及服务 6
2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B06 奥飞数据 - 数据中心  6
3 浙江一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C02 一舟 Hiflex Rack 云海系列微信智慧数据中心 6
4 名气通网络（深圳）有限公司 4C10 一站式数据服务方案 6
5 深圳市泰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C09 智能配电云管理系统（eVA 易维安） 7
6 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B05 唯一·志享（华南）数据中心 7
7 深圳前海小鸟云计算有限公司 4B04 OEM 生态合作 7
8 北京迅达云成科技有限公司 4B03 运营商解决方案 7
9 赛瓦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4C06 TWaver 三维可视化管理软件 8

10 深圳云海技术有限公司 4C05 云点系列智能一体化机柜 8
11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B02 400G QSFP56-DD 8
12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03 下一代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8
13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1A51 铭普光磁 1.25G SFP 光模块 9
14 深圳市易飞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C06 易飞扬 200G QSFP DD SR8（2x 100GBASE-SR4） 9
15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1C52 400G QSFP-DD Active Optical Cable 9
16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1B52 400G 9
17 深圳市光为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B81 CFP2 光模块 10
18 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B03 MEMS Optical 10
19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D70 MT 插芯及导针 10
20 深圳乘光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4C50、4C51 SFP+ 光模块 10
21 深圳易天光通信有限公司 1F03  25G SFP28 LR 1310NM 10KM 光模块 11
22 深圳市隆信祥科技有限公司 1C61 光模块 11
23 太平洋（聊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F01 光模块 11
24 武汉联特科技有限公司 1B31  40G QSFP+ SR4 11
25 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 1B50 40G QSFP+ AOC&SR4/100G QSFP28 AOC&SR4 12
26 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A66 25G Series 12
27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C32  GPON SFP 12
28 成都优博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B85 100G QSFP28 CWDM4 12
29 扇港元器件（深圳）有限公司 1B70  CS 连接器 13
30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1B12 中高功率 EDFA 模块 13
31 清远市亿源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B61 光纤连接器（数据中心高密度光连接器） 13
32 东莞市龙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C97 光通信模块高速 FPC 13
33 江苏宇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81 光纤熔端系列产品 14
34 衡阳市中科光电子有限公司 1B22  Idc 14
35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A14 ST805C PON Power Meter 14
36 东莞日线线缆有限公司 4A09 六类非屏蔽配线架 14
37 余姚市尚品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4D01 光纤槽道 15
38 广州新蓝思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4C52、4C53 MTP OM3/OM4 跳线 15
39 青岛依爱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4F14 室外一体化机柜  15
40 江苏续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4C30 全数据光纤检测仪 15
41 北京光润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A01 光纤跳线 16
42 深圳市烽联迅通信有限公司 4015、4016 波分复用器 CWDM Device 16
43 北京信而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A18 Netlite 系列手持式测试仪 16
43 深圳市汉信通信光缆有限公司 1A15 900um 光缆 16
44 深圳市飞博康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B65  MTP/MPO Trunk Cables 17
45 華萊光電（股）公司 1A87-1  1550nm tunable VCSEL 17
46 是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C08 400G/100G 压力眼测试方案 17
47 慈溪腾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A91 光缆交接箱 17
48 深圳市嘉万光通信有限公司 1C13 MT-FA/SUS    18
49 东莞市特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A49 通信光缆  18
50 慈溪市迈瑞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1A02 MPO 连接器散件 18
51 成都新锐鑫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A65 SC/LC/FC/ST/DIN/MTRJ/SMA Connector Patch 

Cord   18
52 浙江盈峰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C83 光纤跳线 19
53 深圳市品讯通信有限公司 1021、1022 100G 光模块整合资源 19
54 安立通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139、1150 MP1900A 信号质量分析仪 19
55 深圳市毅宏光通信有限公司 2C22 特殊环境与特殊用途光纤跳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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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及服务	 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4C01	

  
万国数据的数据中心规模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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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飞数据 -数据中心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B06	

奥飞数据严守“高稳定性、高可用性、高安全性”
的原则在广州、深圳、海南设计建设了多个自建
数据中心，同时在全国各地运营着众多高标准数
据中心，致力于为打造一流的数据中心服务体系，确保在最大程度上满
足客户的业务需求。作为专业的云计算与大数据应用基础服务提供商，
奥飞数据会根据客户的业务需要，为客户提供适合其需求和预算的完美
服务器主机租用和网络应用解决方案。配备专业的技术团队，为用户提
供从设备、环境到维护的一整套服务，帮您节省时间和维护成本。

Hiflex	Rack 云海系列微信智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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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供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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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数据服务方案	 名气通网络（深圳）有限公司					4C10

适应于互联网 + 时代的发展，名气通于香港及
内地设立并运营 7 座参照 TIA-942 Rated 3+ 級
国际标准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机房，并组成数
据中心机房集群，可容纳高达 3 万个机柜，通过多元业务的协同效
应，更灵活地满足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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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配电云管理系统（eVA	易维安）	 深圳市泰昂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C09

智能配电云管理系统（eVA 易维安）是综合运用物
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将智能配电设备或经智能化
升级改造后的传统配电设备运行数据接入云端管理
平台，同时可实现配电房视频、环境、安防等辅助设备监控管理。

唯一•志享（华南）数据中心	 广东唯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B05

数据中心坐落于东莞市，地处粤港澳大湾区、
广深东科技走廊中心，一小时直达广深机场和
高铁站，是华南区 T3+ 五星级数据中心标杆。 
独立封闭园区设计，占地 20 亩，建筑承重 2 吨，设计容量 3000
个机柜。整体设计严格按照国家 A 级标准和国际 TIA942 Tier3+ 级
标准，从启动到验收投产，仅用时 100 天！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
创行业之最！
 

OEM生态合作	 深圳前海小鸟云计算有限公司					4B04	

小鸟云 OEM 能够为合作商提供完整的 OEM 公
有云业务管理系统 + 无限制资源池 API 接口，
合作商无需考虑复杂的资源池建设方案，也无
需考虑庞大的资金投入，只需按照规范对接 API 接口，便可轻松、
低成本的从小鸟云资源池中获取云计算业务资源，开拓自身用户，
建立自有云计算品牌，成为独立运营的云计算产品提供商。

运营商解决方案	 北京迅达云成科技有限公司					4B03	

为电信运营商提供大数据基础设施、分析技术，
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信息，将原始数据加
工为数据能力，创造新服务。 核心优势： 1、
PB 级别数据处理量，海量数据处理更轻松 2、
灵活可动态改变的数据模型 3、集群故障自动监测、恢复，提升集
群可用性 4、增量式的、几乎无限的扩展，性能和存储能力线性扩
展 5、可部署在私有云平台，极致虚拟化性能：秒级资源响应，< 1%
性能损耗（KVM） 6、虚拟机秒级分配，自定义模板批量部署大数据
模块 7、支持故障自动恢复，一分钟内恢复不服 8、专有网络二层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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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aver 三维可视化管理软件	 赛瓦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4C06	

TWaver 三维可视化管理软件，是行业内首个
采用 HTML5 技术的三维可视化软件，无需安
装插件，即可在浏览器中实现大型三维场景的
浏览和操作。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效的 3D 渲染殷勤和渲染效果库，
TWaver 三维可视化管理软件支持多种类型的数据解析，满足大数
据的多维度展现需求，为数据中心机房的资产管理、动环监控，智
慧城市的各类管理系统、时空信息平台、智慧调度平台，电网分布、
电站监控等提供完整的可视化解决方案。

云点系列智能一体化机柜	 深圳云海技术有限公司					4C05	

云点系列智能一体化数据机房产品主要面向小型数据
中心需求，整合模块化 UPS 及供配电系统，制冷系统，
动环监控系统，以及机柜系统和封闭通道系统，为客
户提供一站式即插即用型产品化解决方案。同时产品可以通过模块
化组件配置组合，灵活满足其他行业的独立一体化供配电方案需求。

400G	QSFP56-DD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B02	

QSFP56-DD 系列光模块产品，是基于新易盛
自主封装光器件设计，面向下一代高密度、大
容量以太网互联的光模块产品。 特点： 遵循
QSFP-DD MSA 和 IEEE P802.3bs/cd 等协议规范； 机械尺寸遵循
QSFP-DD MSA 协议规范的 type2； 电口侧采用 8*50G PAM4 输入
信号，光口侧采用 4*100G/8*50G PAM4 信号输出，各项光电指标
满足 400G 系列产品的技术要求； 可满足 100m/500m/2km 的传
输距离； 工作温度范围：0~70℃。

下一代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03

下 一 代 数 据 中 心 解 决 方 案 以 400G QSFP-DD
或 OSFP 模 块、100G SFP-DD AOC 为 主。 继
100G 及 100G 以下速率的数据中心用模块全面
量产及批量发货外，2018 年光迅科技又推出了 100G SFP-DD AOC
和各种距离的 400G QSFP-DD/OSFP 模块和 AOC，性能指标满足协
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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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普光磁 1.25G	SFP 光模块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1A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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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G	QSFP	DD	SR8（2x	100GBASE-SR4）	 深圳市易飞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C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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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模块
的低功耗优势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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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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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G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1B52		

旭创科技拥有全面的 400G OSFP 光通信
模块产品组合 400G OSFP 400G QSFP-DD 
100G QSFP28 Single Lam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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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2 光模块	 深圳市光为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B81		

☆ 符合 CFP2 MSA 、IEEE 802.3ba 100Gbase-
LR4 等标准 ☆ 支持 103.1Gb/s 及 112Gb/s 速
率 ☆ 采用双纤 LC 可插拔接口 ☆ 采用 MDIO
管理接口，支持数字诊断功能 ☆ 传输距离可达 10km@SMF ☆ 满
足 EMI、ESD、RoHS-6 要求 ☆ 工作温度：0℃ ~70℃ 。

MEMS	Optical				 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B03

昂纳光通信集团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是高科
技外商独资企业，于 2010 年 4 月在香港主板
成功上市，股票代号 877。经过多年的努力，
已确立了在无源光网络器件产业方面的领先地位，已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光通信器件和模块供应商之一。

MT插芯及导针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D70

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光通讯领域的多芯数光纤芯
的精准物理连接，也是光通信连接器的核心部
件。

SFP+ 光模块		 深圳乘光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4C50 4C51		

该系列光模块满足 MSA 协议传输要求，并且可选择
性支持 1~10Gbps 速率。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面该
系列产品在光纤和无线通信传输网络、汇聚网络、
数据中心网络、存储网络等不同类型网络的应用最
为广泛，主导市场的时间也会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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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G	SFP28	LR	1310NM	10KM	光模块	 深圳易天光通信有限公司					1F03		

产 品 型 号：ESP312A-3LCD10 传 输 速 率：
25GBASE 封装形式：SFP+ 接口类型：LC 传输
距离：10KM 工作电压：3.3V 工作温度：0° C~70
度 /-40~85 度 应用领域：数据中心，无线传输，主干网、城域网，
局域网，存储网络，光纤通道等设备。 开发背景：为解决新生代
5G 网络以及满足未来光传输网络升级。

光模块	 深圳市隆信祥科技有限公司					1C61		

光模块 (optical module) 由光电子器件、功能
电路和光接口等组成，光电子器件包括发射和
接收两部分。 光模块的作用就是光电转换，发
送端把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通过光纤传送后，接收端再把光信号
转换成电信号。

光模块	 	 太平洋（聊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F01	

 
1、 SFP+ 和 XFP 都是 10G 的光纤模块，且与
其它类型的 10G 模块可以互通； 2、 因为体积
更小 SFP+ 将信号调制功能，串行 / 解串器、
MAC、时钟和数据恢复 (CDR)，以及电子 色散补偿 (EDC) 功能从模
块移到主板卡上； 3、 XFP 遵从的协议：XFP MSA 协议； 4、SFP+
遵 从 的 协 议：IEEE 802.3ae、SFF-8431、SFF-8432； 5、SFP+ 是
更主流的设计。

40G	QSFP+	SR4	 武汉联特科技有限公司					1B31		

联特科技向数据中心、企业用户、服务器和交
换机制造商及用户提供高密度低功耗的 QSFP+ 
40G 光模块产品。我们的 40G QSFP+ 拥有完
整的产品线，产品包括 QSFP+ SR4、LR4、LR4 Lite、PSM4 等。
40G 1310nm 激光器 QSFP+ 光模块采用双工光器件集成方案为
用 户 提 供 至 高 43.02G/s 的 传 输 速 率 并 支 持 传 输 到 10Km；40G 
850nm 激光器 QSFP+ 光模块则采用平行光组件，COB 工艺封装，
向客户提供 41.25G/s 的速率，在 OM3 光纤上传输距离达 1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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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G	QSFP+	AOC&SR4/100G	QSFP28	AOC&SR4	 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					1B50	

40G QSFP+ AOC&SR4/100G QSFP28 AOC&SR4
是实现并行光互连的核心部件，是一款面向短
距离多重通道数据通信和互连应用所设计的高
效集成型光缆组件产品，每个信号方向有 4 个数据通道，每通道的
速率是 10&25Gbps。 
 

25G	Series	 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A66	

数据中心的发展和宽带提升，光模块在其中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光模块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从速率
10G 提升到 200G，封装从 1X9 封装光模块到现在
主流的 QSFO28 光模块封装，每一次的发展都有着
新的速率和新的封装诞生—SFP28 光模块 , 电气接口使用 20 个接
触边缘类型的连接器。该光学接口采用双相 LC 插座 , 往高速封装
升级路径为 4x25G 及 8x25G。 

GPON	SFP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C32		

• SC/APC receptacle • Operating case 
temperature: -40~+85 ° C • Low power 
consumption • G.984.1/2/3/4/G.988 GPON 
standards compliant • BBF WT-247 compliant .

100G	QSFP28	CWDM4	 成都优博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B85

Duplex LC connector ; 4-channel CWDM 
wavelength; Complies with CWDM4 MSA; Up 
to 2km transmission; Power consumption 
less than 3.5W; Applied in Dat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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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连接器	 扇港元器件（深圳）有限公司					1B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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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功率 EDFA 模块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1B12

中高功率 EDFA 模块采用单模激光器和多模泵
浦激光器作为能量源，通过铒镱共掺光纤进行
泵浦光和信号光的增益转换。该产品已广泛应
用于有线电视系统和 FTTH，可通过 GUI 在 ACC/APC/AGC 模式下
工作，采用高可实现性控温技术，使产品在较宽范围内具有良好的
热性能。

光纤连接器（数据中心高密度光连接器）	 清远市亿源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B61	

数据中心高密度：1U(144 芯 )/2U（288 芯）/4U（576
芯）光纤配线箱： 6/12/24 个抽屉式独立模块盒
设计，极大地方便拔插连接器； 模块盒可适配
24 芯 LC 接口、12 个双芯或 6 个四芯 LC 适配器 
、12 个 MPO 单通道适配器，非常方便拆装； 可适配 Uniboot 连
接器或标准双联 LC 连接器，1*24、2*12、3*8 MPO-LC 跳线； 自
带理线及盘线功能、轻便的设计，方便连接器连接管理； 光纤箱
设计符合 EIA/TIA568C 标准。 

光通信模块高速 FPC	 东莞市龙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C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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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DSN 可以协助研发、
设计、模拟、测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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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熔端系列产品	 江苏宇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81	

光纤熔端机及熔端连接器，主要应用在 FTTH
及 ODF 机房改造，产品操作简单快捷，低成本、
高效率、高质量的现场快速制作标准光纤跳线，
解决 ODF 架以及入户端光纤跳接时光纤光缆长度不足或冗余过多
的问题。

IDC	 衡阳市中科光电子有限公司					1B22		

1. 材料采用 A 级优质钢板，主要承重件钢板厚度不
小于 1.5MM，非承重件钢板厚度部小于 1.0MM，产
品兼容性符合 310-D 标准，机柜配置 500kg 工况下，
设备结构符合 8 度抗震设防烈度地震性能规定要求，
并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 2. 产品前门为单开网孔门 , 满足新型服务器高热
密度的散热需求；前门锁为单点锁，后门锁为连杆式三点锁；锁紧可靠，
开启轻巧、无噪音，锁芯旋转灵活； 顶盖为封闭式顶盖，预留前后走线孔，
满足客户不同进线量需求下线缆管理。 3. 可安装无工具安装方式的线缆管
理单元，实现快速简易的垂直线缆管理 。

ST805C	PON	Power	Meter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A14	

ST805C PON Power Meter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PON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It’s a useful site test tool 
for the engineers and maintenance operators of PON network of 
FTTX.

六类非屏蔽配线架	 东莞日线线缆有限公司						4A09	

通用线序标签支持 T568A 和 T568B 端接线序。
配备白色预留标签和 24 位数字标签。坚固及
易于安装，减少安装与操作费用，提供数字标
签与嵌入式图标，方便端口识别，便于管理。模块体采用阻燃 ABS
材料，阻燃等级符合 UL94V-0，钢质底板整体结构保证产品更高的
机械强度。背部线缆托架控制线缆弯曲半径，提供合理的线缆走向，
保证垂直进线方向，让施工后的系统更稳定，理线更清晰美观。自
带理线托架，每个端口对应每个理线位，理线更方便、美观、高效。



CIOE2018 主题参观路线数据中心 15

光纤槽道	 余姚市尚品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4D01	

尚品自主研发和生产的光纤槽道，材料多样，规
格齐，广泛运用于各种数据中心和通信机房。
通过美国 UL 认证，还通过了 RoHS, REACH，
CE，UL2024 和 UL94-V0 的检测。安全，环保，安装灵活，方便，
无需工具也可以进行安装。受到世界各地的客户信赖。 

MTP	OM3/OM4 跳线	 广州新蓝思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4C52、4C53			

特点： ① 100% 工厂预端接和测试 , 保证产
品 性 能 ② 快 速 构 建 组 网 , 减 少 安 装 时 间 ③
光 纤 类 型 :OM3,OM4,OM4+ ④ 光 缆 颜 色 : 浅
蓝 (OM3), 紫 (OM4 和 OM4+) ⑤ 防 火 等 级 :LSZH,OFNR.OFNP ⑥
光纤数量量 :8F,12F ⑦ A 端 :8,12MTP/MPO（公头或母头） ⑧ B
端 :8,12MTP/MPO（公头或母头） ⑨可提供客户定制化产品 支持
网络：40G,100G 以太网应用 应用：数据中心 MDA,HDA,EDA 连接
和运营商中央机房 安装位置：Rack 里面 /Rack 之间。

室外一体化机柜	 青岛依爱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4F14		

室外网络机柜可用于安装音频、光纤、数字单
元以及各种路由器、交换机等设备，广泛应用
于数字光纤通信、计算机网络系统、楼宇布线
系统等领域。该机柜可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室外
环境。

全数据光纤检测仪	 江苏续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4C30		

本产品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具有路由自动查找的智能
ODF”产品，通过设备 PON 口端、路由节点、目的端口的
全闭环控制，实现光纤内部光路和外部路由节点控制系统
有机连接，真正实现智能化机房管理，属于世界首创。 全
光数据光纤检测仪及相关设备是围绕路由查找、故障点定
位、建立路由大数据系统所需的全套解决方案，以及后续机房光纤线路整
治中所需的现场成端用光纤端接子、熔端机的研发与生产，可大面积应用
于新建、已建机房， 方案采用专利的光纤线路路由节点检测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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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跳线	 北京光润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A01	

光润通（GRT）提供全套光纤跳线定制服务，
如光纤连接头、长度、颜色、光纤等级、规格、
材料、包装等所有跳线在出厂前都经过严格测
试， 保证端面一尘不染，插入损耗以及回波损耗皆符合国际电信
标准。

   

波分复用器	CWDM	Device	 深圳市烽联迅通信有限公司					4015、4016 

Low insertion loss 低插入损耗 ; Epoxy free in 
optical path 光路无胶 ; High channel isolation 
高 隔 离 度 ; Low polarization dependent loss 
偏振不敏感 ; High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高可靠和稳定性。

Netlite 系列手持式测试仪	 北京信而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A18	

手持式以太网络测试仪，支持 iOS/Android/ 
Windows，满足网络部署、开通和运维等阶段
的测试需求。 APP 客户端访问方式，支持 5 个
客户端同时访问 符合 RFC2544 标准的吞吐量、时延、帧丢失和背
靠背测试。 Bert 测试。 单端口支持 8 条流。 支持在线过滤和抓包
功能。 1-4 层环回测试。 

900um光缆	 深圳市汉信通信光缆有限公司					1A15	

深 圳 市 汉 信 通 信 光 缆 有 限 公 司 开 发 的 高 阻 燃
900um 光缆是采用 TICONA XFR 440 级材料制成
的松包光缆。符合 UL 94V-0 级；高阻燃、离火即熄，
无黑烟；无任何滴漏；燃烧无卤素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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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P/MPO	Trunk	Cables	 深圳市飞博康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B65		

The fiber optic patch cord mainly used 
on patch panel  or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utlets and terminal equipment. 
It  also widely used for high bit rate data transmission, 
telecommunications, tesing instruments, active device 
terminations ,LAN/WAN and.

1550nm	tunable	VCSEL	 華萊光電（股）公司					1A87-1  

The HCG is a single layer, ultra-thin 
grating made of a high index material 
with a sub-wavelength period, which 
exhibits a much broader reflection band 
than conventional Distributed Bragg Reflectors (DBR)。

400G/100G	压力眼测试方案	 是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C08

  
Keysight N4917BSCA 光接收机测试解决方案
为光接收机极限测试提供了一个完整、可重复
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与依照 IEEE 802.3bs 第 
121 条和第 122 条进行手动校准相比，该方案为光极限眼图提供了
可重复的校准，能够节省数小时的校准时间。N4917BSCA 解决方
案软件能够控制和设置所有必需的仪器，用于校准、接收机灵敏度
和抖动容限测试。 

光缆交接箱	 慈溪腾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A91		

光缆交接箱，SMC 材质，可室外落地，可壁挂，
可架空，多种安装方式可以选择。容量从 96 芯
到 576 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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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FA/SUS	 深圳市嘉万光通信有限公司					1C13

    
MT-FA 是并行光模块核心的光器件，我们采用低损耗
MT，Corning G657A2 光纤来实现低损耗。总长度公差
±0.15mm，插芯公差 ±0.05 毫米，可以满足光模块小
空间互连。 特点： - 传输速率 : 40Gbps/100Gbps - 符
合 GR-1435 标准 - 结构简单，易于定位 - 成本低 - 产品可定制 应用： 
- QSFP - SFP+ 有源光缆 - 并行光模块 - 超级电脑 - 通信 - 军事应用 - 
数据中心。

通信光缆	 东莞市特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A49

  
目前公司的年生产能力为：室外光缆 1000 万芯公里，
跳线为 200 万条；年销售额为 6 个多亿，年实现税收 3
千多万元。 我公司已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泰尔认证、广电入网证等。
同时我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有着快速的生产和交货能
力，完善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健全的售后服务是客户满意的保证。

MPO连接器散件	 慈溪市迈瑞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1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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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LC/FC/ST/DIN/MTRJ/SMA	Connector	Patch	Cord	 成都新锐鑫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A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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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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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跳线	 浙江盈峰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C83	

光纤跳线是光纤通信链路中的重要信号传输介
质，被广泛运用于光通信信号传输体系中。

100G 光模块整合资源	 深圳市品讯通信有限公司						1021、1022

C W D M 4  C H I P （ L u x n e t ） , P D / A P D 
ARRAY/ICR（SiFotonics）,Driver+TIA
（Wingcomm）,MT Ferrule（Hakusan）,
误 码 仪 及 COB 耦 合 设 备（Terawan）, 陶
瓷基板（晶鼎）, 导电银胶及环氧树脂胶（本诺）。

MP1900A 信号质量分析仪	 安立通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139、1150

MP1900A 是一款高性能误码率测试仪，具备
8 个模块插槽可应对下一代 PCI Express Gen 4
与 Gen 5 总 线， 及 最 新 的 400 GbE /200 GbE 
以太网网络。通过支持广泛种类接口，MP1900A 一体化方案精确
测量包括 M2M 及 IoT 应用用到的下一代高速电器件及光器件、高
端服务器使用的光收发器、通信设备以及光模块及收发器。

特殊环境与特殊用途光纤跳线	 深圳市毅宏光通信有限公司					2C22	

特殊环境光纤跳线包含各式室外防水连接器光
纤跳线，军用野战接头光纤跳线，光电混合接
头 光 纤 跳 线， 如 ODC,PDLC,ODVA,Fullaxs，
RMC,NSN,J599 等。特殊用途光纤跳线，包含
各式特殊纤芯光纤跳线，如可见光光纤，紫外光光纤，红外光纤，
能量激光光纤，光谱仪应用光纤，医用光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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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云数据中心与光互联技术发展论坛
会议时间：2018 年 9 月 7 日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牡丹厅

主办机构：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组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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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分会主席 :

刘文  中国科大物理学院光电子科学与技术省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唐明   华中科技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

9:20 –9:30 论坛签到 演讲嘉宾、听众入场

13:50-14:00 主持人开场 

14:00-14:25 运营商特邀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连技术
谢崇进 , 阿里巴巴集团基础架构事
业部资深技术总监

14:25-14:50 行业报告：光互连从 100G 网络发展到 400G 网络
Tzu Hao Chow, 富 士 康 互 联 科 技
(FIT) 光收发机产品营销经理

14:50-15:15 行业报告：光器件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最新趋势 
Christian Urricariet，菲尼萨全球
营销高级总监

15:15 -15:40
行业报告：400GE 光模块——下一代云数据中心光互
联的必由之路

张玓 ,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与接入产品业务部 市场部副
经理

15:40-15:50 茶歇 

15:50- 16:15 行业报告：先进的数据中心光传输技术
诸葛群碧 , 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兼职教授

16:15-16:40
行业报告：中国数据中心发展趋势与索尔思光模块解决
方案

詹荃淇 , 索尔思光电（成都）有限
公司产品市场经理

16:40-17:05
运营商特邀报告：百度数据中心光互联技术的演进与需
求

陈刚 , 百度资深系统工程师

17:05-17:30 运营商特邀报告：中国移动对 DCI 的思考 
李振强博士 ,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
司研究院承载网资深研究员 / 教授
级高工

17:30-17:55
运营商特邀报告：“数据中心视角下的光器件发展机遇、
挑战与未来”

孙敏 , 腾讯网络平台部、高级光互
联架构师

17:55-18：20 进入 5G 时代 , 电信网络将借助于数据中心光器件
西门宏宇博士，Color Chip 北美区
产品管理和销售副总裁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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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在数据中心的创新与实践
会议时间：2018 年 9 月 7 日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4 号馆会议室

主办机构：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亚太云应用联盟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9:00-10:00 领取嘉宾证、展区参观 （CLOUD/BC/AI 和 IDC 参展企业）

10:00-10:10 主持人开场、嘉宾介绍 APCA 副秘书长 Michael Wong

10:10-10:30 IDC 服务商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分享 万国数据 GDS 副总裁 高勇

10:30-11:00 打造金融可信区块链 神马金融 总裁 林轶超

11:00-11:30 大型银行数据中心运维实践 洋仆淘 创始人 郭衞栋

11:30-12:00 高效数据中心助力金融云
深圳市盘古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华
南区业务总监 李侃

12:00 合影留念，论坛结束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绿色数据中心创新论坛
会议时间：2018 年 9 月 7 日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4 号馆会议室

主办机构： 亚太云应用联盟（APCA） 联合主办：DTDATA 、TGG、BCAI、TEEEFE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3:50-14:00 主持人开场、嘉宾介绍 DTDATA 钟少梅

14:00-14:20 数据中心的变革趋势和最佳实践
绿色网格中国理事、VERTIV 高级
总监 吴健

14:20-14:40 蔚海智谷绿色新能源 广东蔚海移动 总经理 徐岗

14:40-15:05 中大型数据中心的 DCIM 实践
深圳市共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
术总监 林德昌

15:05-15:20 创新高效的下一代数据中心：名气通的绿色之道 名气通

15:20-15:35 高效可靠的数据中心规划研究
筑博设计院数据中心分院 执行副
院长 肖军

15:35-15:50 数据中心的能源计量 - 衡量节能的关键
江苏四为信网检测 高级工程师 李
炯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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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创新论坛
会议时间：2018 年 9 月 6 日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4 号馆会议室

主办机构： 亚太云应用联盟（APCA）

联合主办：CIFC 区块链联盟 国际智慧城市研究院  GBA 全球湾区项目推广联盟  香港大湾区区块
链科技总会  TF INVESTMENT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3:30-13:50 会议签到 / 宣传视频播放

13:50-14:00 主持人开场、嘉宾介绍 APCA Song Shang

14:00-14:20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 世界智慧城市研究院 院长 吴红辉

14:20-14:40 区块链 + 数字经济
CIFC 普众资本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 董事长 王斌

14:40-15:00 国际中小企业区块链应用需求分析
香港大湾区区块链科技总会 秘书
长 Steve Wong

15:00-15:20 智慧经济时代
名图灵开源社区创始人 / 明日网云
计算 CEO 林明

15:20-15:50 圆桌会议：区块链应用的今天和明天 主持人： APCA Song Shang

15:50-16:50

智能养老健康+区块链的应用
中国保健协会智能健康产品分会 
秘书长  吴庆

长颈乐区块链新零售解决方案
易威德（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惠良

区块链项目现场路演 优选区块链项目 + 投资机构代表

16:50-16:55 区块链项目实操国际研讨班启动 BCAI

16:55-17:00 颁发“优秀区块链项目”证书 APCA ROSE HU

17:00 合影留念，论坛结束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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