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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展位号 产品名称 页码
1 浙江一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C13 云海系列微型数据中心 6

2 香港宽频企业方案有限公司 4329、
4330 数据中心 6

3 余姚市尚品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4B05 网络机柜 6
4 深圳市阿尔法特网络环境有限公司 4338 机柜 6
5 广东海悟科技有限公司 4338 模块数据中心 7
6 维谛技术有限公司 4338 模块数据中心 7

7 深圳市爱德泰科技有限公司 2C02 5G IP68 应用产品数据中心高密度配线箱及机柜整
合配置方案 7

8 衡东光通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B77 数据中心超低损 8 芯 /32 芯 MTP 预连接光纤布线
系统 7

9 广州新蓝思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4309、
4310 40G/100G MTP/MPO 光纤布线系统 8

10 北京耐威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37、
4038 综合布线管理系统 8

11 杭州飞畅科技有限公司
2591、
2592、
2593

1U 4 槽 插卡式 多业务光端机 8

12 深圳市富田微科技有限公司 1052 思科 ASR1001-X 电信级 路由器 8
13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1B52 100G&400G 9
14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1C52 400G QSFP-DD DR4 9
15 索尔思光电（成都）有限公司 1B05 400G QSFP-DD SR8 9
16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B70 100G QSFP28 光模块 9
17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1A51 400G QSFP-DD SR8 光模块 10
18 深圳市欧凌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C63 QSFP-DD 400G SR8 10

19 惠州市京兆联科技有限公司 4509、
4510 200G/400G QSFP DD 10

20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A52 400G QSFP56-DD 10
21 深圳市易飞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C06 100G CFP-DCO 数字相干光模块 11
22 绍兴中科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1A92 100G QSFP28 40km 光模块 11
23 武汉锐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1A60 100G QSFP28 CWDM4 11
24 深圳易天光通信有限公司 1F03 100G QSFP28 LR4 1310nm 10KM 光模块 11
25 深圳市欧深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C62 40G/100G 光模块 12
26 深圳市飞宇光纤系统有限公司 1B32 SFP+ 万兆光模块 12

27 太平洋（聊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F01 光模块 12

28 深圳纤亿通科技有限公司 2C37 光模块 12
29 武汉联特科技有限公司 1B31 QSFP-DD DR4 13
30 东莞市龙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A90 光通信模块高速 FPC 13

31 深圳市欧博凯科技有限公司 1C76 光收发一体模块、有源光缆、光无源器件、MPO/
MTP 13

32 武汉恒泰通技术有限公司 1032 5G 通信网络 : 涵盖全速率光模块 1.25G~100G 13
33 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B62 100G Series 14
34 深圳太辰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B80 QSFP28-100G-CWDM4-10KM 14
35 嘉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07 12CH CWDM/DWDM MODULE 14

36 深圳市芯思杰智慧传感技术有限公
司 1B11 光芯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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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30 awg 芯片 15

38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
所 1C71 光电芯片、激光器、光电模块等 15

39 浙江光特科技有限公司 1026 10G/25G/4*25G PIN（InP 基底） 15
40 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A10 100G AOC、MEMS Optical 15
41 默升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T61 有源电缆 AEC 16
42 黄山市光锐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A53-3 光引擎 &AOC 系列产品 16
43  讯达康通讯设备（惠州）有限公司 1B63 MTP 光纤跳线 16
44 深圳市源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070 有源光缆 AOC 16
45 深圳市中兴新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C30 WDM/AWG 组件 /MPO&MTP 17
46 深圳市隆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C61 AOC/DAC/MPO 17
47 浙江汉维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1B86 MPO 跳线 17

48 深圳市诺可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76、
2577 万兆单多模 40G/100G 集束光纤跳线 MPO-MPO 17

49 深圳华添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09、
2110 400G QSFP-DD 直连线缆 18

50 深圳市烽联迅通信有限公司 4015、
4016 光纤跳线 18

51 三和电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156、
1157 MPO 系列 18

52 普天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2080、
2081 高密度 MPO 配线架 18

53 深圳市毅宏光通信有限公司 2C28 数据中心光纤配线产品 19
54 苏州光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B61 超高密度光纤配线架 19
55 东莞市镭赛精密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4318 光纤配线箱 19
56 福州高意通讯有限公司 1B51 Z-block Optics 19
57 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B50 QXP WDM Chipset 20

58 中科飞阳科技有限公司 4611、
4612 CWDM4 ASSEMBLY 20

59 绍兴华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T69 MPO 连接器 20

60 黄石晨信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550、
2551 MPO 高密度光纤连接器 20

61 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B13 线缆连接器产品 21

62 清远市亿源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C72 光纤连接器（数据中心高密度光连接器）、波分复
用器、光分路器 21

63 深圳市深高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2560、
2561 MPO/MTP 极性测试仪 21

64 上海衍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2586、
2587 MPO 测试系统 21

65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1D30 AI 轻智能抓拍筒型网络摄像机 22

66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31 JK362/362-PoE 22
67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51 热成像网络一体机 22
68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0 双视网络一体化快速云台摄像机 22
69 武汉格物优信科技有限公司 1D76 测温型双光谱红外球机 23

70 桂林恒毅金宇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090、
2091 光缆智能预警监控系统 23

71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4513 UP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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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海系列微型数据中心	 浙江一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C13  

云海系列产品集 UPS 及供配电系统、制冷系统、
智能管理和安防系统、机柜系统、消防系统（可
选）、综合布线预端接系统（可选）在内的数
据中心基础设施全部子系统于一体，可以直接用于部署 IT 设备。
真正具备了高度集成、快速部署、即插即用、智能管理、按需扩展、
灵活定制、便捷高效等优势，切实有效的满足了众多传统机房改造
需求。

数据中心	 香港宽频企业方案有限公司						4329 4330

香港宽频使用配备超低网络时延祼光纤连接的
Tier 3+ 数据中心，为客户提供真正整合式的灾难
复原对策。这个稳健的方案能助客户安全可靠地
设计及建设、寄存、托管，以及管理私有云，并将服务器寄存于备有国
际认证的新蒲岗 , 将军澳工业邨及葵涌。

网络机柜	 余姚市尚品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4B05   

尚品网络机柜采用国际统一标准设计研发，符
合 EIA-310-7,IEC297-2,DIN41491 等；高品质，
高承重，安装方便灵活，人性化设计，表面静
电喷塑符合欧洲 RoHS 环保标准。

机柜	 深圳市阿尔法特网络环境有限公司					4338

阿尔法特第四代智能数据中心具有出色的节
能效果，数据中心制冷能效比≧ 6.0，基于自
然冷却的充分利用，数据中心在冬季 PUE 可
≦ 1.10，夏季也会有 PUE ≦ 1.35 的出色水平，全年综合 PUE 将
实现 <1.25 的预期目标。此外，数据中心建设周期将节省 80% 的
时间，并在运行中实现可视化的自动管控。带自然冷却的直接蒸发
式磁悬浮机组是阿尔法特高效能预装式集装箱第四代智能数据中心
的重点创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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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数据中心	 广东海悟科技有限公司					4338

海悟微模块数据中心是融合业界领先技术推出
的全新一代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从机
房整体规划、数据中心解决方案、现场施工测
试方案、数据中心运营管理及维护、后期机房改造与扩展的整体生
命周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端到端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同时提供开放、
统一的标准物理接口与通讯接口，可以和现场已有系统完美对接，
为客户提供最具有竞争力的机房基础设施产品及技术支撑。

模块数据中心	 维谛技术有限公司					4338

SmartAisle Vertiv SmartAisle  模块化数据中心
解决方案是针对中大型数据机房推出的高效、
便捷、快速、易维护的一体化数据中心解决方
案。集合高效可靠的精密配电、温湿度精密控制、数据采集交互设
备，让中小型企业的数据中心建设周期更短，可靠性更高，后期维
护方便快捷。最适合于 : 银行、金融及保险 、数据中心 / 主机托管
/ 托管、政府、医疗、制造、建筑工程 。
 

5G	IP68 应用产品数据中心高密度配线箱及机柜整合配置方案	 深圳市爱德泰科技有限公司					2C02

爱德泰有运营商、BAT 应用 10G、40G 数据中
心的成功案例，一直致力于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应用于数据中心项目。为新型 100G、400G 网
络应用，提供 MPO 跳线、高密度机箱、机柜等，更好性能冗余、
可靠的产品。为 5G 网络传输，提供 IP68 防水跳线、防水机箱、
WDM 产品，共同实现泛在、智能、融合、高速、绿色的强大通信网络，
带领我们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数据中心超低损 8芯 /32 芯	 衡东光通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B77	

我们采用先进生产设备，高精度元件，可靠工
艺流程，科学控制和管理制造出应用于高速数
据中心的超低损耗八芯预连接光纤布线产品。 
我们致力于协助合作伙伴将更好的布线连接方案及技术应用于中国
的优质数据中心项目。 该产品不仅能支持各类架构（Leaf-Spine, 
TOR 等）新型 100G 网络应用， 更能给数据中心用户、安装商提供
一个更多性能冗余、更加可靠、更远传输的无源传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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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G/100G	MTP/MPO光纤布线系统	 广州新蓝思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4309 4310

40G/100G 的数据中心模块化预连接 MTP/MPO
高密度光纤布线系统，组成这个系统的有核心
交换机，路由器，服务器，存储器，以及连接
这些设备的高密度的模块盒，光纤配线架，
以及预连接 MTP 主干、光纤跳线等等，形成一个模拟数据中心机
房布线系统。该系统可广泛应用于云计算数据中心，5G 雾计算边
缘数据中心，各类规模 IDC 数据中心、电信运营商机房，也满足
CORD 对高速网络的基础架构设施要求。

综合布线管理系统	 北京耐威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37 4038	

综合布线管理系统利用最新的计算机图形技术，以
2D 虚拟仿真的最佳形式实现对布线系统的真实展现，
主要功能：对铜缆、光纤、设备、室外管井光缆、 链
路、线缆桥架、电力线路等进行可视化管理，同时可
以支持虚拟配线引导现场操作。 系统采用 B/S 架构，支持与工单、
资产等系统的对接，实现对智能建筑综合布线系统、室外光缆资源、
数据中心布线等的可视化管理。

1U	4 槽	插卡式	多业务光端机	 杭州飞畅科技有限公司					2591 2592 2593	

提供最多 64 路电话业务与 E1 及网络业务功
能。本设备带 LCD 显示支持双光口 1 ＋ 1 热备
份 (APS） 功能，和光口 ALS 功能。 本传输平
台可提供 4 个业务卡插槽，可以插入 E1 模块 /
语音模块 /V.35 模块 / 串行接口模块；最大容量可以 4 个插槽都插
满。同时提供 4 路 10/100M 快速以太网接口 ( 线速 100M) 或者 4
路 10/100/1000M 千兆以太网接口 ( 线速 1000M) 或者 4 路物理隔
离百兆以太网接口 ( 每路线速独立带宽 100M)。

思科	ASR1001-X	电信级	路由器	 深圳市富田微科技有限公司					1052

Cisco ASR 1000-X 专为高端企业，数据中心和
服务提供商边缘网络而设计，以处理通过网络
的流量，流量最高可达 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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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400G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1B52

数据中心应用领域： 主要展示的 100G& 400G 
产品有：100G QSFP28 DR1/ FR1; 400G QSFP-
DD SR8/ DR4/ FR4/ LR4. 旭 创 科 技 拥 有 全 面
的 400G QSFP-DD 光通信模块产品组合，包括
8x50G 和 4X100G 两种架构方案。该系列的产品符合 IEEE 802.3bs 
和 QSFP-DD MSA 标准。 主要应用于 400G 以太网、数据中心和云
网络。

400G	QSFP-DD	DR4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1C52

● PAM4 Modulation ● 8 independent 
electr ical  input /output channels  ● 4 
independent parallel optical lanes ● MPO-12 
optical connector ● Up to 500m/1km link on SM fiber ● Power 
Consumption ＜ 12W

400G	QSFP-DD	SR8	 索尔思光电（成都）有限公司					1B05		

符合 IEEE802.3cd 协议标准 
采用 850nm VCSEL 阵列和 PIN 接受端 
采 用 Q S F P - D D 封 装 形 式 ，
70m(OM3)/100M(OM4) - MPO-16, APC 
最大功耗 <10w - 工作温度：0~70℃

100G	QSFP28 光模块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B70 		

传 输 距 离 达 10km； 两 款 规 格 : 4*25G 
4WDM10、4*25G LWDM4，超低功耗，低
于 3.3W @ 25℃，工业级高温可达 95℃，
测试眼图增益余量约 40%， 全面遵从各项国际标准。应用场景：
4*25G 4WDM10 无线前传 4*25G LWDM4 传输，核心特点：兼容
高速数据差分信号 I/O; MPO 接口 : 4 路发送、4 路接收并行的光
纤通道，3.3V 单电源供电，独立的通道使监控失效，工作温度 : 
-40℃～ +95℃ /0 ℃ ~70 ℃ ，光通道代价测试小于 0.7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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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G	QSFP-DD	SR8 光模块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1A51		

铭 普 光 磁 的 400G QSFP56-DD SR8 光 模 块，
符 合 QSFP-DD Hardware (Rev 3.0)and IEEE 
802.3cd(200G-SR4) 标 准，8 通 道 波 长 为
850nm，封装形式为 QSFP-DD，满足商业级需求；采用铭普光磁
的自动化 COB 平台技术，采用 PAM4 调制，通过 8 路并行信号传
输实现 400G，可应用于下一代高速数据通信和数据中心传输。

QSFP-DD	400G	SR8	 深圳市欧凌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C63

QSFP28-DD SR8 400G 产品，采用 PAM4 技术，
传输距离长达 100 米，为数据中心建设提供更
加大容量，高密度，低成本，低功耗的链路建
设解决方案，同时产品包含了前向纠错功能，使产品更加智能化，
便于管理。

200G/400G	QSFP	DD	 惠州市京兆联科技有限公司					4509、4510

1. 数据速率：25G NRZ / 56G PAM4, 支持 200G
或 400G 聚合带宽容量；2. 线缆规格：32 AWG 
- 27 AWG, 具有良好的 SI 性能 , 最长可支持到
2.5M；3. 电缆组件中的 EEPROM 可根据客户
要求进行编程。

400G	QSFP56-DD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A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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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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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	CFP-DCO数字相干光模块	 深圳市易飞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C06

易飞扬 100G CFP-DCO 数字相干光收发器是
一种可热插拔的 CFP 外形光模块，专为高速
光网络应用而设计，包括 100 千兆以太网和
OTU4。 CAUI 和 OTL4.10 电接口和 MDIO 管理接口都内置在模块中。
为数据中心互连（DCI），城域网应用定制开发，传输距离 100 公
里，支持 P2P 和 DWDM 传输 ; 利用硅光子技术的集成优化解决方案，
在充分保证性能的基础上满足低功耗（22W）的应用。

100G	QSFP28	40km光模块	 绍兴中科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1A92

中科通信生产的 100G QSFP28 40km 光模块，
采用 4x25G LAN WDM TOSA 和 4x25G 的 APD 
ROSA, 具有高速率，低功耗，传输距离远等特
点，广泛应用与光通信领域和数据传输领域。

100G	QSFP28	CWDM4		 武汉锐奥特科技有限公司						1A60  

 Transmission data rate up to 26Gbit/
s per channel;Up to 2km transmission of 
single mode fiber;Low power consumption 
<3.5W;Operating case temperature 0° C to +70° C.

100G	QSFP28	LR4	1310nm	10KM光模块	 深圳易天光通信有限公司					1F03

产 品 型 号：100G QSFP28 LR4， 传 输 速 率：
100GBASE，封装形式：QSFP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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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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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G/100G	光模块	 深圳市欧深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C62 	

40G/100G Transceivers:40G QSFP+,40G 
CFP,100G QSFP28,100G CFP/CFP2/CFP4

SFP+	万兆光模块	 深圳市飞宇光纤系统有限公司					1B32	

飞宇 10G SFP+ 光模块设计用于通过单模 / 多模
光纤传送光学数据。产品符合 SFP+ MSA，兼容
性好，稳定性高。适用于各级网络互连。

光模块	 太平洋（聊城）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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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模块	 深圳纤亿通科技有限公司					2C37

1. 支 持 10.0 Gbit/s 传 输 速 率；2. 热 插 拔 SFP
封装；3. 可选的数字诊断功能；4. 双 LC 接口；
5. 符合 RoHS 和无铅；6. 金属外壳，降低电磁
干扰；7. 低功耗；8. 工作温度：0° C 至 70° C（标准）。



CIOE2019 主题参观路线数据中心 13

QSFP-DD	DR4	 武汉联特科技有限公司					1B31		

Linktel’s family of  400G transceivers 
accelerate data connectivity for data center 
Interconnection and Metro Networks. Our 
complete product line includes QSFP-DD AOC, SR8, DR4, FR4, 
and OSFP series for applications up to 400 Gb/s.

光通信模块高速 FPC	 东莞市龙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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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收发一体模块、有源光缆、光无源器件、MPO/MTP										深圳市欧博凯科技有限公司 1C76 	

100G QSFP28 光 模 块 专 为 100G 以 太 网
100GBASE-SR4 多 链 路 光 纤 链 路 而 设 计， 支 持
850nm 波长传输距离达 100m，扩展工作温度范
围为 0 to 85° C。

5G 通信网络 : 涵盖全速率光模块 1.25G~100G												武汉恒泰通技术有限公司				1032	

5G 通信网络 : 涵盖全速率光模块 1.25G~100G。
在数据传输，云计算等大数据领域应用较多，
同时也能满足各种行业光信号传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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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	Series	 深圳市恒宝通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B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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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SFP28-100G-CWDM4-10KM	 深圳太辰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B80		

•10km CWDM 模 块 • 满 足 6.5dBm 的 链 路 预
算 • 非制冷 CWDM DFB 激光器，直接调制 • 电
气 接 口 符 合 CAUI-4 per 100G Ethernet IEEE 
802.3bm Annex 83E • 可控输入信号均衡和输出信号幅度 • 遵循
SFF-8636 协议，高速 I2C 接口 • 单模 LC 光纤接口 • 支持热插拔 • 
0–70° C 工作温度 • 功耗 < 3.5W

12CH	CWDM/DWDM	MODULE	 嘉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007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1 月 16 日，是台湾上市
企业“环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大陸的分公
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产品解决方案及高可靠
性、小型化、集成化、低成本之产品，主要包括 CWDM、DWDM
（100G、200G）、FWDM、FBT Coupler、PD、LD、Module、
FRM、PatchCord、AOC 及 ONU 等。

光芯片	 深圳市芯思杰智慧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1B11	

研发和生产基于磷化铟 (InP) 基底的半导体光
电探测器和激光器系列光子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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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g 芯片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30

该产品尺寸紧凑、应用在 QSFP28&CFP4，具有
高可靠性、低成本和低波长相关性的特性。应
用 于 WDM 系 统、 数 据 中 心 和 40/100G TOSA/
ROSA 中。

光电芯片、激光器、光电模块等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					1C71		

公司领域涵盖微电子、光电子、大数据应用三
大领域，拥有半导体激光器、光探测器、光通
信组件三条封装产线，具备 GB/T19001 质量
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公司半导体
激光器业务主要面向激光加工、激光美容、激光雷达三大技术领域，
公司拥有半导体芯片设计制造能力，产线已量产。

10G/25G/4*25G	PIN（InP 基底）	 浙江光特科技有限公司					1026

基于磷化铟 (InP) 基底的光电探测器系列芯片： 
10G PIN、25G PIN(GS/GSG)、4*25G PIN Array
（GS/GSG）。 广 泛 应 用 于 IEEE 10G/100G
以 太 网，100G CWDM4，PSM4，CLR4，
100G(4X25Gbps) 链接，单模数据通信和电信，光纤收发器，接收
器和转发器。

100G	AOC、MEMS	Optical	 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A10	

Compliant with QSFP28 (SFF-8665) form 
factor; Hot pluggable electrical interface; 850 
nm VCSEL array and PIN array; 25.78125 GBd 
signaling rate per lane; 3.3 V power supply 
only; Internal CDR circuits on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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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源电缆 AEC	 默升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T61

AEC 有源电缆用于数据中心机柜内和机柜间
400G/200G/100G/50G 端口的互联。

   

光引擎&AOC	系列产品	 黄山市光锐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A53-3

SFP+，SFP28，QSFP+/QSFP28 光引擎 &AOC; 
10G SFP+ SR,25G SFP28 SR,QSFP SR4,QSFP28 
SR4 光模块 ，基于光锐可靠的 COB 封装工艺，
具备大规模量产能力，可提供客制化标签烧码服务。

MTP光纤跳线	 	讯达康通讯设备（惠州）有限公司					1B63

MPO 连接器即多光纤插拔式连接器，产品设
计紧凑，光纤芯数多，体积小。单个连接头有
8/12/24 芯。MPO 跳线被广泛应用于在布线过
程中需要高密度集成光纤线路环境中，FTTX
及 40/100G SFP、SFP+ 等收发模块或设备内外部的连接应用。讯
达康公司 MPO 光纤跳线分为转接型与非转接型，转接型 MPO 跳
线的种类较多，通过分支器扇出 PO 跳线，扇出连接头类型由客户
指定（FC、LC、SC、ST...），MPO 跳线总长度或分支长度及其他
要求由客户任意选择。

有源光缆 AOC	 深圳市源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070

有源光缆（AOC）是实现快速和可靠的网络架构
方面的理想选择，适用于短距离情况，如在机柜
或数据中心内。由于其将光纤与模块固定组装在
一起，和短距传输的特性，因此 AOC 具有了高耐久性、低延迟和
低功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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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M/AWG组件 /MPO&MTP	 深圳市中兴新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C30

中兴新地拥有完整产业链，可提供各类从晶圆
到精密无源光组件的产品和一站式服务。产品
发展包括：CWDM/DWDM、AWG 组件、MPO/
MTP、MT-FA 等。

AOC/DAC/MPO	 深圳市隆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C61

深圳市隆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
于研发、生产、销售光模块以及数据中心
产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MPO跳线	 浙江汉维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1B86  

MPO 主干缆跳线，用于主干信号传输，两边
多均为 MPO 接头。多使用圆缆，常用芯数有
12/24/36/48/72/96/144 芯。

万兆单多模 40G/100G 集束光纤跳线MPO-MPO						深圳市诺可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76 2577

MPO/MTP 多芯光缆跳线组件产品是由多芯光
缆和对应的 4/8/12/24/48 芯高密度 MPO / MTP
组成。此产品可提供公头或母头的 MPO / MTP
型号，并且可选用各种规格的 4~48 芯单模和
多 模 光 缆， 如 普 通 G652D / G657A1 / G657A2 单 模 光 缆， 多 模
62.5/125, 10G OM2 / OM3 / OM4, 或者抗弯高性能的 10G 多模光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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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MPO配线架	 普天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2080 2081

高密度 MPO 光缆解决方案是基于高密度、高
性能的数据传输速率要求，结合绿色、低能耗
的设计要求，而专为光纤系统应用环境设置的
解决方案。配线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更高密度，特殊设计的超
小型 MPO 模块盒，更节约空间，容量更大，每个模块盒可容纳 16
个 LC 型光纤连接器并转接为 MPO 接口标准。1U 高度标准尺寸能
容纳 144 芯标准 LC 接口，4U 更能达到 576 芯配接容量，比市面
上 1U 高度仅能容纳 72 芯的配接系统更具优势，在寸土寸金的今天，
为大型数据中 心节约宝贵的空间，使综合成本降到更低。

400G	QSFP-DD	直连线缆	 深圳华添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09 2110    

华 添 达 最 新 推 出 400G QSFP-DD DAC 直 接 连
接铜缆，产品具有低功耗，低延时支持热插拔
等优点，传输速率高达 400Gbit/s，最大传输
距 离 是 5m， 8-pair 和 16-pair 芯 线 可 选 择，
支持 25G NRZ 和 50G PAM4 技术，Passive 最大支持 2.5m，有源
Active 支持 5m，适用于服务器，路由器，交换机和存储系统。

光纤跳线	 深圳市烽联迅通信有限公司					4015 4016  

光纤跳线用来做从设备到光纤布线链路的跳接
线。有较厚的保护层，一般用在光端机和终端
盒之间的连接，应用在光纤通信系统、光纤接
入网、光纤数据传输以及局域网等一些领域。

MPO	系列	 三和电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156 1157

三和电气自制 MPO 多款散件 , 插芯 , 适配器提
供精密高规格功能特性及稳定性 , 使用最新自
动化生产机械及测试仪器确保高质量之产品 . 
新款研发之 MPO HD connector 接头更符合了高密度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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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光纤配线产品	 深圳市毅宏光通信有限公司					2C28

提供数据中心数据机房用的 MPO/MTP 光纤跳
线（预成端主干线，转接线），适配器，高密
度配线架，模块盒，LC 跳线，以及提供相应
的 SFP，QSFP 模块供应。

超高密度光纤配线架	 苏州光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B61

此产品应用于数据中心 MDA、IDA 或 HDA
配线区域转接模块、的管理及容纳，安装
于 19 英寸机架及机柜中。

光纤配线箱	 东莞市镭赛精密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4318

空间紧张不再是问题！——解决数据中心光纤
部署，高密度光纤配线箱提供卓越的密度、便
捷的端口接入和线缆管理，提供 1U，2U，4U
等多种规格类型选择，满足数据中心建设的多
样化需求，同时也可以实现不同产品之间的任意搭配和组合。

Z-block	Optics	 福州高意通讯有限公司					1B51

Z-block 是 II-VI 独 特 的 一 种 4 波 长 Mux/Dmux
微光学器件，广泛用于目前数据中心的 100G 
Transceivers. 利用 II-VI 公司多年来在光通讯滤
光片的技术积累及微光学加工和装配方面的能
力 , II-VI 可提供大批量高性能的 Z-block 用于
CFP-4 和 QSFP 封装的 100G 光模块。 Z-block 可以采用 LAN-WDM
或 CWDM4 滤光片，间距为 200/500/750um, 器件尺寸最小可达
1.5x1.0x1.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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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P	WDM	Chipset	 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B50	

CWDM 芯片组件：数据中心的发展趋势是高集
成度、高速率、低功耗，全球大型数据中心设
备之间的数据通信接口在从 100G 往 400G 发
展。该芯片组就是针对这一市场设计开发，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产
品主要特点：尺寸小、成本低、损耗小、可靠性高、高端口密度。

CWDM4	ASSEMBLY	 中科飞阳科技有限公司					4611、4612		

中 科 飞 阳 生 产 的 4CH-AWG Mux & Demux 
Assembly 为 100G，200G 或 400G 高 速 数 据
收发器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具有高稳定性
及可靠性、低插损、低偏振相关损耗、多通道、体积小、高精度中
心波长等特点，可应用于 WDM 传输系统及高速数据收发器中。

MPO连接器	 绍兴华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T69	

MPO 连接器紧凑设计，体积小，可以有 2~24
芯设计，广泛应用于在布线过程中需要高密
度 集 成 光 纤 线 路 环 境 中，FTTX 及 40/100G 
SFP、SFP+ 等收发设备内部及机房、HDA 配线区、IDC 数据中心、
数据传输的连接。  

MPO高密度光纤连接器	 黄石晨信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550、2551	

MPO 是一种可实现高密度互联的小型化光纤
连接器，晨信光电公司可提供各种类型和结构
的 MPO 组件及跳接线，产品所用 MT 插芯及
散件全部采用日本进口元件，我们的产品符合 IEC61754-7 标准及
ROHS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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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连接器产品	 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B13	

提供 100G/200G 高速光模块及 AOC 线缆连接解
决方案和数据中心及接入网高密度线缆连接解决
方案。

光纤连接器（数据中心高密度光连接器），波分复用器，光分路器	 清远市亿源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C72

MEMS 光开关 : 基于微机电系统技术，广泛应
用于 MCS、OXC、iODF、光线路监控和切换、
OTDR 及光纤传感等多个领域。可与 WDM、
PLC 或 PD 集成，形成多功能开关模块。 HYC
的无热 AWG 无源模块，可提供 32 通道、40 通道、48 通道；可以
用金属盒封装，也可以用 19 英寸机架封装。 16/32 芯 MPO 连接
器可提供专利拉杆设计，多种颜色可选，常规弹簧和高强度弹簧可
选，可定制客户 LOGO，符合设计标准和防火要求，适用高密度组
装环境。

MPO/MTP 极性测试仪	 深圳市深高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2560 2561		

MPO/MTP 极性测试仪是针对 MPO/MTP 跳线
生产过程中为极性判断、通断分析而设计的智
能化产品。 (1)12 通道 /24 通道一键可选，无
需专门定制 24 通道设备； (2) 可检测任意小于
24 通道的 MPO-MPO 跳线线序状态； (3) 支持
12 通道 /24 通道扇形线的线序检测； (4) 检测速度快； (5)7 寸彩屏
显示，检测结果直观明了； (6) 兼容 9/125、50/125、62.5/125 纤芯； 
(7) 检测不合格有报警声音提示，减少误判率。 支持自定义 12 通
道 /24 通道光纤跳线的线序，数据掉电不消失。

MPO测试系统	 上海衍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2586 2587

适用范围：1. 适用 12 芯，24 芯 MPO 跳线。2. 适用
单模 12 芯，24 芯跳线。3. 双 / 多波长同时测试和显示。
4. 选配积分球，支持特种器件测试。5. 选配线序测试。 
产品参数：1. 配置 MPO 测试软件，数据保存和记录。 
2. 测试精度到 0.01dB, 测试范围 80dB. 3. 回损测试值稳定，回损测
试到 -75dB。 4. 快速响应，快速测试完成。 5. 支持多芯的线序测
试和极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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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轻智能抓拍筒型网络摄像机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D30	

海康威视 AI 智能人脸筒型摄像机内嵌深度学
习算法，以海量图片及视频资源为路基，通过
机器自身提取目标特征，形成深层可供学习的
人脸图像。极大的提升了目标人脸的检出率。

JK362/362-PoE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31 

   

主流 384*288 非制冷红外探测器，多种镜头配
置可选，IP66 封装等级，DDE 数字细节增强
技术 , 自动跟踪报警功能，全面兼容现有网络监控系统。

热成像网络一体机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51 

无热化定焦镜头，镜头焦距不受高低温环境影
响，支持越界侦测 , 区域入侵侦测 , 移动侦测，
室外 IP66 防护等级、防雷、防浪涌、防突波，
适用于小区、监狱周界、码头、公园、道路等要求日夜监控的场合。

双视网络一体化快速云台摄像机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80 	

测温预警型热成像网络摄像机 + 300 万 30 倍高
清可见光双视网络一体化快速云台摄像机 可见光
2048(H)×1536(V),30 倍高清光学变倍。 水平 360°
连续旋转，定位精度可达 ±0.1° 全天候环境设计，抗冲击、防腐蚀 ,
防护等级达到 IP66, 带雨刷功能 双外壳设计易于维护，采用高强度
铝合金压铸材料非常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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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温型双光谱红外球机	 武汉格物优信科技有限公司					1D76	

DS 系列双光谱红外球机集可见光、红外热成
像、高性能转台和智能算法于一体，产品适用
于实时预览、自动检测、自动报警、数据存储
与分析等重要安全场合。热成像组件测温精确，
图像清晰，可见光支持高清传输。运行稳定，适应恶劣天气，支持
自动巡航模式，自动预警。单网线同时传输红外温度和可见光图像，
支持各类 NVR，网络带宽占用低，组网灵活。各类报警、安全、设
备运行状态记录。5) 自带系统软件，方便系统集成。完善、丰富的
SDK 开发包，支持用户快速二次开发。

光缆智能预警监控系统	 桂林恒毅金宇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090 2091	

光缆智能预警监控系统是一套革新的光
缆 线 路 管 理 与 监 控 系 统， 融 合 了 OTDR/
WDM/OLP/OPM/OSW/GIS 等 多 种 先 进 技
术，实现集光缆线路测试、分析、告警、
保护切换、故障定位、信息管理和报表输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为
光缆线路的高效维护和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UPS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4513	

 东芝依托于先进的 IGBT 技术和系统开
发、应用能力， 以高可靠性和高效率为数
据中心、工业用户提供了为数众多的 UPS
系统，赢得了用户的广泛好评。 在中国，
东芝定位于为客户提供高可靠性的高端 UPS 产品（注）。 主要有
G8800C 大容量系列和最新研发的 Tnex100 中小容量模块化系列。 
产品从全生命周期运用的角度出发，以高等级的 IGBT 功率器件的
运用、3 电平变换技术（专利）、 高效率（96% 以上）和长寿命（15
年）等为特点，为用户提供安心、高效、低运营成本的解决方案。 
（注：产品由东芝集团下属专业电力电子公司 TMEIC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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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与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技术论坛（分论坛）

会议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 上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5 楼牡丹厅

主办机构： CIOE 中国光博会   欧文电信研究公司 (Ovum)

支持机构：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ODCC）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8:50-9:00 开幕致辞

9:00-9:20 主旨报告：我国下一代数据中心互联需求和技术趋势报
告

郭亮  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 (ODCC)
新技术与测试工作组组长、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
究所 副主任

9:20-9:40 行业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需求 孙敏  腾讯数据中心互联架构师

9:40-10:00 行业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对光模块的需求 詹荃淇 , 索尔思光电（成都）有限
公司产品市场经理

10:00-10:20 行业报告：5G 时代新计算体系结构下的光互联技术趋
势 陈刚 百度系统部高级架构师

10:20-10:40 行业报告：400G 规模商用，引领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
联

张金双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业务拓展总监

10:40-11:00 行业报告 : 用于下一代数据中心的基于 PAM4 的电芯片
技术的演进

王熹 Inphi Corporation 高级市场
总监

11:00-11:20 行业报告：用于电信网络的光器件市场发展 Lisa Huff  Ovum 光器件首席分析
师

11:20-11:40 行业报告： 后 400G 时代数据中心光模块技术展望
张玓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与接入产品业务部 市场部经
理

11:40-12:10 行业发布：800G Pluggable MSA 发布 所有初创成员

12:00 午餐（演讲嘉宾及受邀企业）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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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亚太云峰会——绿色数据中心创新论坛
会议时间：2019 年 9 月 4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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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中国光博会

联合主办 : DTDATA 、TGGC、APUVC

承办单位：縢泛投资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4:00-14:25 会议签到 / 宣传视频播放

14:25-14:30 主持人开场、嘉宾介绍 钟 少 梅   DTDATA 总 经 理、TGGC 
BD 主任

14:30-14:55 5G 时代数据中心技术发展趋势
邓重秋   总工程师
世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14:55-15:20 黑科技 @ 阿里巴巴北京冬奥会云数据中心 钟杨帆   高级专家
阿里巴巴数据中心

15:20-15:40 Polymer 数据中心绿色电力方案探讨及东南亚数据中心
资源推介

郑新华 (Jeffrey)  全球策略销售与
业务发展副总裁
Polymer Connected PRECISION 
DATA CENTERS

15:40-16:00 建设绿色数据中心 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梁坚泉 总经理助理
广东蔚海移动发展有限公司

16:00-16:20 除了 PUE，带你了解 IUE
吴  健  绿色网格 TGGC 副主席
维谛技术有限公司数据中心解决
方案部高级总监

16:20-16:40 对话：打造绿色、可靠、可持续的数据中心策略 特邀嘉宾

16:40-16:50 2019 APCA AWARD 获奖项目介绍及颁奖

16:50-17:00 合影留念，IUE 白皮书领取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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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数据中心光电技术与产业峰会（分论坛）
会议时间：2019 年 9 月 5 日下午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5 层牡丹厅

主办机构：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CIOE 中国光博会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4:00-14:10 开幕致辞 刘少伟  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研发
总裁

14:10-14:30 行业报告：云数据中心对光器件、模块和传送设备的影
响

Vladimir Kozlov  Founder and 
CEO of Light Counting

14:30-14:50 行业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技术与需求 孙敏 腾讯数据中心互联架构师

14:50-15:10 行业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网络及光模块洞察
陈 刚  百 度 系 统 部 高 级 架 构 师、
ODCC 边 缘 计 算 工 作 组 组 长、
ODCC 网络工作组副组长

15:10-15:30 行业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接口：光和封装形态
C h r i s  C o l e   V i ce  P re s i d e n t , 
Advanced Development, Finisar 
Corp.

15:30-15:50 茶歇 & 合影

15:50-16:10 行业报告：数据中心网络光电模块小型化需求与技术 曹璐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交换机与
企业网关设计部系统工程师

16:10-16:30 行业报告：短距高速光传输的需求与技术挑战 梁亦铂  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产品
管理部总监

16:30-16:50 行业报告：小型化下一代标准平台波特率达到 112G
To s h i y a s u  I T O   P r i n c i p a l 
Engineer High Speed Connector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Ya m a i c h i 
Electronics Co., Ltd.

16:50-17:10 行业报告：用于下一代高速数据中心的光封装技术演进
D a v i d  C h e n   A V P,  S a l e s  & 
Marketing, Strategic Marketing & 
Standard Office for Transceiver

17:10-17:30 行业报告：小型化封装中高速电缆装配趋势和展望
Frank Jakobs  Head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siness Unit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Leoni Special Cable

17:30-17:50 NG SFP MSA 发布  NG SFP Announcement 初创成员

17:50-18:00 闭幕讲话 王晨曦  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副总
裁、战略与业务发展部部长

                                                                                                                                                              * 具体议程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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