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新产品手册-信息通信展

CIOE信息通信展是亚太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信息通信技术专业展会，集中展
示芯片、材料、器件、模块、设备、方案等全产业链板块的新产品、新技术
、新趋势及新应用，促进设备商、工程商、运营商、互联网等企业与上下游
供应商进行商贸沟通，达成商业合作，获悉前沿应用、洞察新兴趋势。

热门产品

•光通信模块

•光通信芯片及电芯片

•光通信材料

•光通信器件

•光通信配件

代表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旭创、海信宽带、光迅、海思、新易盛、MACOM、
奇芯光电、昂纳、飞宇、隆特、中科微光子、通快、
芯思杰、新微半导体、敏芯、仟目激光、光特科技、
长瑞光电、源杰半导体、纵慧芯光、扇港、肖特、潮
州三环、先艺电子、奥智光电、FISBA、中芯光电、
Sinoptix、迅特、特发信息、爱德泰、苏驼通信、西
迪特、尚品通信、先进微电子、大成自动化、日立、
MRSI、大族半导体、微见智能、镭神技术、VIAVI、
唐领科技、藤野、东隆科技、TOPTICA、santec、
KEYSIGHT等

“CIOE光电小二”为您提供
一对一采购对接服务

及参观咨询

•光纤光缆

•数据中心

•半导体设备

•光测试仪器仪表

•光通信系统设备

*所有信息最终以展会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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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通信模块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https://www.innolight.com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中际旭创，SZ300308）是专业的高速光互联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集高端光通信收发模块的研发、

设计、封装、测试和销售于一体，为云数据中心客户提供800G、400G、200G和100G的高速光模块，为电信设备商客户

提供5G前传、中回传光模块、光纤接入光模块，以及应用于城域网、骨干网和核心网的传送光模块等高端整体解决方案，

在业内保持技术创新和市场份额的领先优势。旭创科技总部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在铜陵、成都、台湾、北美、新加坡和泰

国等地设有研发、生产及销售中心。 未来，旭创科技将深耕光电领域，持续创新光模块产品，同时探索将光电技术应用于

云计算、光子传感、人工智能等板块。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旭创科技为云数据中心客户提供800G、400G、200G和100G的高速光模块，为电信设备商客户提供5G前传、中

回传光模块、光纤接入光模块，以及应用于城域网、骨干网和核心网的传送光模块等高端整体解决方案。

展位号

12B53

800G QSFP-DD系列产品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http://hbmt.hisense.com/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是海信集团旗下专业从事高性能光通信产品和家庭多媒体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的公司。产品主要销往北美、欧洲、亚洲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球领先企业，公司致力于将光电技术和产品推广

应用到网络信息化社会中的各个领域，成为光通信行业技术领军企业。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 全系列光模块、OSA、TO、ONU BOX、光芯片、机顶盒等。

展位号

12B31

800G QSFP-DD AOC/SR8

5G前传 50G SFP56系列产品 5G前传 50G SFP56系列产品

400G QSFP-DD ZR 50G前传SFP56 LR



光通信模块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accelink.com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光电器件及模块厂商，是一家有能力对有源和无源芯片、光集成器件进行系统性、

战略性研究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专门从事光电芯片、器件、模块及子系统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公司源于

1976年成立的邮电部固体器件研究所，2001年改制，2009年登陆深圳证交所，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通信光电子器件公司，

公司连续十五年入选“全球光器件最具竞争力企业10强”，在全球光器件行业排名第4。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电子芯片、器件、模块等产品。

展位号

11B53

800G/400G 数据中心用高速光模块

老

超微型可调谐激光器集成组件 50G PON OLT/ONU QSFP28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optolink.com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502.SZ），是一家领先的光模块解决方案与服务提供商。 新易盛一直

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高性能光模块和光器件，产品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FTTx、 LTE&5G和数通传输等领域。3000多

种高品质的产品服务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00个客户。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 营 产 品 :800G QSFP-DD DR8/2x FR4/2x LR4 、 800G OSFP DR8/2x FR4/2x LR4 、 400G QSFP-DD

SR8/DR4/FR4/LR4、200G QSFP56 SR4/FR4/LR4、100G QSFP28 DR、5G前传25G/100G、中传50G QSFP28 LR/ER、

回传200G CFP2 LR/ER等系列光模块。

展位号

11B51

800GOSFP&QSFP112-DD

老

http://www.accelink.com/
http://www.eoptolink.com/


老 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hisilicon.com

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主营光电子领域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海思光电提供涵盖数据中心、

城域电信、长距传送、固定接入、无线接入等五大领域的光模块、光器件及光芯片解决方案。 同时，海思光电拥有从底层

器件到光模块的端到端加工能力，具备从BAR条、COC、TO、器件、模块各环节的代工制造能力，能支撑各类型光模块产

品的规模生产制造。 成立至今，公司已累计服务于全球数十家OTT客户、设备商、渠道客户以及行业客户等。展望未来，

海思光电将持续为客户提供更具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丰富智能世界的光联接与光感知。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在无线接入领域，提供25G灰光/CWDM/DWDM光模块、10G DWDM光模块； 在固定接入领域，提供XGS-

PON、COMBO PON 光模块、10G ONU BOSA； 在电信以太领域，提供50G/100G/200G/400G光模块； 在数据中心

领域，提供40G/100G/400G光模块； 在长距离传送领域，提供100G/200G/400G相干光模块，匹配不同光联接场景的需

求。

展位号
12A33

Datacom 400GE SR8/DR4/FR4

老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aclink.com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无锡市中兴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光电子产品的研究、开

发及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包括放大器、传输模块、数据接入模块和子系统等，自2000年成立以来承担过国家

火炬创新项目、国家光电子示范工程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云数据中心]

主营产品:光纤放大器， 光收发模块， 光器件，子系统。Optical Amplifiers,Transceiver,Optical Devices , Subsystem

展位号
11C51

Optical Amplifiers Transceiver Subsystem

光通信模块

http://www.hisilicon.com/
http://www.taclink.com/


老 苏州海光芯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realights.com

苏州海光芯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围绕“硅光子芯片”打造而成的光电子集成平台，10余年专注高速通信传输领域，

供专业的高速光互联综合解决方案，集高端光通信收发模块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和销售于一体，为云数据中心客户

提供800G、400G、200G和100G的高速光模块，为电信设备商客户提供5G前传、中回传光模块，为消费类高清显示和车

载电子类客户，提供高速光纤混合线缆产品。目前，公司每月可实现光电子器件与模块总计产能100W+只,在业内保持技术

创新和一定的市场份额优势。海光芯创总部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在南通设有总投资10亿元，注册资本2亿元，年产高速光

器件光模块、硅光模块300万件的全资子公司。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海光芯创为云数据中心客户提供800G、400G、200G和100G的高速光模块，为电信设备商客户提供5G前传、中

回传光模块、为消费类高清显示和车载电子类客户，提供高速光纤混合线缆解决方案。

展位号
12C31

200G QSFP56 FR4 400G QSFP-DD SR8 100G QSFP28 CWDM4

老 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qxptech.com/

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光子集成领域的开拓者，专业从事PIC（光子集成电路）芯片、器件、模块及子系统的研

发, 凝聚了国内外顶尖光子集成与光通信人才，是具有系统性、战略性研发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数据中心、5G、光接入网芯片、器件和模块。包括：WDM芯片及器件、Combo PON OLT光模块、CATV光接

收机等。

展位号
11C31

GPON-XGPON Combo OLT SFP+ Combo PON OLT Transceiver QXP WDM Chipset

光通信模块

http://www.crealights.com/
http://www.qxptech.com/


光通信模块

武汉联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innolight.com

联特科技成立于2011年，坐落在武汉中国光谷，是专业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光模块的制造商。通过几年高速发展，公司

已跻身全球光模块主流供应商，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和东湖高新区瞪羚企业，是中国光谷骨干企业之一。 联特科技一直

专 注 10G/25G/40G/100G/200G/400G/800G 光 模 块 的 开 发 ， 产 品 包 括 :QSFP56,SFP56,SFP+,XFP,QSFP+,

QSFP28,OSFP,QSFP28-DD,AOC,SFP等。近年来，联特以稳定的质量，快速的交付为数据中心、长途传输、无线网络和

固网接入等领域提供了数百万只光模块产品。 欢迎莅临我们的展台：6号馆 6A33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 营 产 品 : 联 特 科 技 一 直 专 注 10G/25G/40G/100G/200G/400G/800G 光 模 块 的 开 发 ， 产 品 种 类 齐 全 ， 包

括:QSFP56,SFP56,SFP+,XFP,QSFP+, QSFP28,OSFP,QSFP28-DD,AOC,SFP等

展位号

11A33

800G OSFP 2FR4 CWDM

四川华拓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atoptechnology.com/

四川华拓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0年在中国科技城四川省绵阳市成立，致力于光模块以及光器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产品覆盖无线网（5G通信）、数据中心、传输网、宽带接入等多个应用领域，是一家拥有自主研发能力及规模化量产

能力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十二年以来，华拓持续投入研发，吸纳行业顶尖技术人才，取得多项专利认证，产品日趋多

元化。目前拥有155M~400G系列光模块、光组件等产品，其中PON系列与100G、200G、400G高速率系列是核心的量产

产品。同时，为客户提供高可靠性的全系列智能光纤解决方案。 华拓业务遍布全球，分公司与销售中心覆盖北美、欧洲和

澳洲，为全球客户提供快速响应的优质服务。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目前拥有155M~400G系列光模块、光组件等产品，其中PON系列与100G 、200G 、400G高速率系列是核心的

量产产品，同时为用户提供高可靠性的全系列智能光纤解决方案。

展位号

11D26

XGS COMBO PON OLT 400G AOC

http://www.linkteltech.com.cn/


光通信模块

镁可微波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http://www.macom.com

MACOM公司设计和制造高性能的半导体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电信、工业和数据中心行业。MACOM公司每年为全球超

过6,000多家客户提供采用不同半导体技术的产品，包括射频、微波、模拟及混合信号和光学半导体技术。MACOM公司已

通过IATF16949汽车电子认证、ISO9001国际质量标准认证以及ISO14001环境管理标准认证。MACOM公司总部位于美

国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市，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各地设有分支机构。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我们广泛的组件组合包括FTTx/PON，无线前端/中/回程，数据中心，城域网和骨干网。我们最先进的光子、模

拟 和 混 合 信 号 芯 片 满 足 光 网 络 的 高 带 宽 、 低 功 耗 和 低 延 迟 要 求 。 我 们 的 芯 片 组 解 决 方 案 支 持

10G/25G/50G/100G/200G/400G/800G光模块。

展位号

11B61

200G FR4 光模块解决方案

黄山市光锐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市光锐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光收发模块及光电子器件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于2007

年在安徽省黄山经济开发区成立，一期总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经10年稳健发展后，2017年完成股份制改革，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 公司在深圳设有产品研发中心，在黄山的生产基地具有完整的光模块和光器件生产测试设

备设施和高品质要求的制造管理体系，目前能提供传输速率从1G到100G的全系列光模块、光器件的产品；产品应用涵盖

数据通讯、电信通讯、视频监控、FTTX...等。并可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客制化产品的设计、生产服务。凭借“优秀的性

能、精良的品质、合理的价格、优质。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电子器件制造；光 电子器件销售；光通信设备制造；光 通信设备销售；光纤制造；光纤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安防设备销售； 互联网安全服务；互联网设备销售（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展位号

11A903

25G SFP28 系列光模块 400G QSFP112 DR4 AOC 系列 10G/ 25G/40G/100G

http://www.macom.com/


光通信模块

光彩芯辰（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olor-chip.com

光彩芯辰（浙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同年与以色列公司整合为ColorChip集团，总部位于中国嘉兴。在中国和

以色列共有2万多平米的生产车间，4个研发中心，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与支持！ ColorChip有超过400名员工，其中技术

团队约150人。公司管理层与核心员工均来自于光通信行业国内外知名光模块企业，拥有20多年的技术积累及团队管理经

验。 ColorChip的定位是中高端模块的供应商，产品覆盖短距、中距、长距传输的QSFP系列和OSFP系列光模块及有源光

缆，可支持100G,200G,400G,800G及更高传输速率, 同时也给客户提供灵活的定制方案（OEM,ODM,JDM等）。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

主 营 产 品 :800G QSFP-DD800 SR8/DR8/AOC/DAC/ADAC 400G QSFP-DD SR8/DR4/FR4/LR4/AOC/DAC/ADAC

200G QSFP56 SR4/FR4/AOC/DAC/ADAC 100G QSFP28 SR4/CWDM4/LR4/ER4/ZR4/AOC/DAC/ADAC

展位号

11D11

800G QSFP-DD800 SR8 800G QSFP-DD800 AOC

深圳市易飞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www.gigalight.com/cn

开放光网络器件的向导 深圳市易飞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GIGALIGHT）成立于2006年，是全球光通信领域的卓越品牌企

业，也是全球开放光网络器件领域的卓越技术创新者和市场应用的探索者。 易飞扬业务重心就是开发解耦的光网络模块和

子系统，为数据中心和电信运营商的系统部署降低CAPEX和OPEX。 基于一个开放光网络尤其是开放数据中心的应用需求，

易飞扬开发并生产了众多适用不同网络的有源和无源互连和接口产品，旨在成为开放光网络领域一站式器件集成方案商。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通信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有源光缆、无源直连铜缆、光收发模块、硅光模块、液冷光模块、高清视讯模块、相干光模块和子系统、波分光

有源和无源器件 、接入网器件和高密度布线等产品。

展位号

11A71

48G-SDI（4X12G）
广播级视频光端机套件

400G QSFP-DD DR4硅光 800G QSFP-DD PCC

400G QSFP-DD SR8

http://www.color-chip.com/
http://www.gigalight.com/cn


深圳市力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100G QSFP28 LR1

http://www.potrontec.com

深圳市力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8月。公司设址在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深圳前湾硬科技产业园,公司主营光通信

产品，光器件/光引擎及光模块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目前生产万级及十万级车间面积共约7000平方米，器件产能200万/

月，模块产能50万/月。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器件/光引擎（TOSA/ROSA/BOSA）光模块

光通信模块

XGSPON SFP+ ONU 50G SFP56 LR

深圳市光为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opwaytech.com

光为光通信是通宇通讯（002792.SZ）的全资子公司，致力于打造光模块行业一流品牌，成为国内外主流光模块供应商。

自成立以来，光为光通信以先进的工艺技术和优质的产品服务赢得了全球客户的青睐，模块年销量高达八百万只以上，产

品广泛应用于城域网、局域网、存储网络、无线网络、数据中心以及云计算等领域。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模块、PON、AOC、DAC

12C29

展位号

11B65

400G QSFP-DD 100G BIDI LR1/ER1 200G QSFP56

http://www.potrontec.com/
http://www.opwaytech.com/


光通信模块

深圳易天光通信有限公司
展位号

10G BIDI SFP+100KM光模块

https://www.etulink.com

深圳易天光通信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深圳的高科技公司，我们主要专注于光模块领域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易

天致力于为我们尊贵的客户提供全面的光网络产品、系统的服务和专业的技术支持。目前我们有 155M 转 100G光模块、

高速互连产品200G QSFP56 DAC Cable、100G QSFP28 AOC/DAC Cable、56G QSFP+ AOC/DAC 线、 40G QSFP+

AOC/DAC 线、25G SFP28 AOC/DAC 线、 10G SFP+ AOC/DAC 线、光纤跳线。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以太网，FTTH，

SDH，SONET，数据中心和其他通信领域。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其它]

主营产品:主营产品涵盖155M-200G光模块，光纤跳线，10G-400G DAC、AOC线缆及光网络配套产品。

DAC高速线缆 AOC有源光缆

11C71

深圳市隆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模块

http://www.lonte.com.cn

深圳市隆特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市隆信祥科技有限公司（www.ac-union.com）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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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云数据中心]

主营产品:光模块、滤光片、数据中心有源光缆、MPO综合布线、波分复用、光纤、光缆、光纤跳线、大芯数配线、插芯、

适配器、分路器等。

MPO/MTP 滤光片

12B25

https://www.etulink.com/
http://www.lonte.com.cn/


芯思杰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探测器芯片

http://www.xinsijie.com.cn

芯思杰是一家从事半导体光电子材料设计，光探测器芯片、光传感器芯片及器件封装的研发和批量化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拥有超百件核心技术专利、产业化技术能力、超亿片的出货量和高可靠性，赢得了全球知名厂商的广泛应用。核心

技术方案和产品将在光通信、数据中心、3D成像、近红外摄像、自动驾驶、视觉系统、5G通讯、量子通信等相关领域，发

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和产业化优势。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芯思杰公司主要产品系列：PIN光探测器芯片系列、 850nm PIN光探测器芯片系列、雪崩光探测器芯片系列、

CATV PIN光探测器芯片系列、监视光探测器芯片系列、光探测器等。

光通信芯片

11A53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月28日，专注于进行高速的半导体芯片的研发、设计和生产，是一家从

半导体晶体生长，晶圆工艺，芯片测试与封装全部开发完毕，并形成工业化规模生产的高科技企业。产品涵盖从2.5G到

50G 磷化铟激光器芯片，拥有完整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从最终的使用场景来看，产品广泛应用于光纤到户、数据中心与

云计算、5G移动通信网络、通信骨干网络和工业物联网等。经过多年的稳健发展，公司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市场覆盖率和

性能稳定性位居行业前列。 公司严格遵守国际国内各项法规，确保向国内外客户提供高性价比，高可靠性产品，追求和客

户长期共赢的合作关系。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激光器芯片

展位号

12B51

10G&25G CWDM6 DFB Laser 10G 1270nm DFB Laser 70mW Silicon Photonics CW LASER

光探测器

http://www.xinsijie.com.cn/


光通信芯片

上海新微半导体有限公司
展位号

10G DFB Laser Chip

https://www.advanced-microsemi.com/

上海新微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新微半导体”）成立于2020年，位于上海临港新片区。一期建筑面积60,000平方米，其

中洁净室面积超8,000平方米，专注于为光电、射频和功率三大化合物半导体应用领域提供芯片制造平台，产品服务于工业、

消费电子、通信、生物医疗、汽车、新能源、微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众多应用领域。 新微半导体拥有一支具备全球化

视野、产业经验丰富的生产、研发和管理团队，吸引了海内外具有丰富产业经验的技术人才,形成了成熟的研发和工程技术

团队。新微半导体在国内外化合物半导体技术基础上，通过先进异质外延技术、新型键合技术、衬底技术和封装技术,实现

与硅工艺深度融合，获得性能和成本的双重竞争力。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云数据中心]

主营产品:新微半导体在光电领域可提供基于InP和GaAs材料的光电探测器和激光器系列产品从外延到晶圆制造的代工服务，

晶圆尺寸涵盖3吋、4吋及6吋；在射频领域，可为客户提供6吋GaAs和GaN射频器件代工业务，工艺制程包括0.15um、

0.25um和0.45um HEMT器件；在功率电子领域，公司具备6吋硅基氮化镓非金工艺代工能力，为客户提供高性能GaN功

率器件制造服务。

APD芯片 PD芯片

12C61

武汉光安伦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10G 1577/1550nm EML

http://www.aroptics-tech.cn

公司于2015年成立，总投资额达2亿余元。现有员工150余人，技术人员比例近50%。公司厂房面积4000余平方米，其中

无尘净化车间面积3000余平方米，是国内领先的从外延生长、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工艺开发以及芯片封测全流程光芯片

厂家，产能800万/月，产品主要应用于光纤通讯、传感等领域，致力于创立国际一流的光电子芯片品牌，提供有竞争力的

光电子芯片产品。 公司长期与国内外大学和科研院所等机构展开技术合作，立足于25G及以下速率的DFB、APD、EML、

PIN等光收发芯片的稳定供应，同时跟踪高速芯片的技术前沿，目前在高速光芯片领域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如单路50G

EML+SOA集成芯片等。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2.5G/10G系列DFB产品（用于GPON、XGPON、XGSPON、10G BIDI、10G CWDM等） 25G系列DFB产品

（含：25G灰光、25G CWDM、25G LANWDM、25G MWDM等） 10G系列EML产品（含：10G 1550EML、10G

1577EML、10G DWDM EML、10G 1577EML+SOA等）

11C26

https://www.advanced-microsemi.com/
http://www.aroptics-tech.cn/


光通信芯片

中科微光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展位号

8寸有源硅光晶圆

http://www.hopho.com.cn

中科微光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主要基于中科院微电子所硅光平台开展硅基光电子器件及集成芯片的制备和测试等技术

服务的产业化，广泛面向光通信、数据中心、光量子计算、激光雷达、微波光子、生物传感等应用领域。公司由中科院微

电子所、中科芯未来微电子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中科微电子产业技术西南研究院）共同组建，位于成都市双流区芯谷产业

园。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云数据中心,无线通信]

主营产品:硅基光电子器件及集成芯片的制备和测试等工艺技术服务，广泛面向光通信、数据中心、光量子计算、激光雷达、

微波光子、生物传感等领域。

8寸无源硅光晶圆 晶圆制造流片服务

11A65-3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

http://www.cetc13.cn

中国电子科技集体公司第十三研究所1956年建于北京，1963年迁至河北石家庄，是我国从事半导体技术研究历史最长、规

模最大、专业结构配套齐全的综合性工程类半导体骨干研究所。产品涉及微电子、光电子、微机械电子系统（MEMS）、

高端传感器及光、机、电集成微系统五大领域。拥有5条半导体芯片研制生产线，一条T/R组件和三条宇航线（GaAs器件、

固放、陶瓷封装），产品从半导体材料、芯片、封装到模块组件及整机、系统。设有专用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

半导体器件治理监督检验中心、国防科技工业1312二级计量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功率激光器芯片、光通信激光器芯片、光通信探测器芯片、光通信激光器、光通信探测器、高功率阵列激光器、

准连续阵列激光器、高亮度光纤耦合激光器、单点测距光源、激光雷达光源等

展位号

11D33

光电芯片、激光器、光电模块等

http://www.hopho.com.cn/
http://www.cetc13.cn/


光通信芯片

武汉敏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50G PAM4 DFB

http://www.mindsemi.com

武汉敏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中国光谷，是一家从事半导体光芯片研发、制造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涉

及光通信和激光传感领域。作为光通信领域国内首家独立的全系列光芯片供应商，公司可提供2.5G/10G/25G/50G全系列

激光器和探测器光芯片及封装类产品。公司以“做好每一颗光芯片，让世界爱上中国芯”为使命，为全球光器件和光模块

厂商提供优质全系列光通信用光芯片产品及技术服务。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2.5G/10G/25G/50G全系列激光器和探测器光芯片及封装类产品

1550nm High Power DFB Chip

12C51

成都明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TSAO407:10G BM Driver+10G LA

http://meenyi.com/

成都明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专注于5G通信芯片研发设计，具有行业领先的模拟、射频产品开发能力，为客

户提供高性能、低功耗、高可靠性的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总部位于成都市高新区，服务网络已覆盖全国及海外部分

地区，拥有成都明恺、成都置振2家子公司。在成都保税区拥有4000㎡的生产线和实验室，在上海建有高级研发中心，在

南京、西安设立实验室，在深圳设有销售中心。核心研发团队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美国爱荷华大学、德国

斯图加特大学、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等院校以及行业顶尖企业。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公司向用户提供2.5G～100Gbps不同速率, 应用于接入网，5G网络，传送网，数据中心等各类主流光模块的完整

电芯片解决方案，提供高性能时钟数据恢复CDR、激光驱动器LDD、跨阻放大器TIA、模式限幅放大器LA、收发一体芯片

Transceiver、TO-CAN等系列产品。部分产品已在国内主流模块厂商成功导入，批量出货。

TSAO403：CDR+LDD+2.5G BM LA

12C26

1310nm SOA Chip

http://www.mindsemi.com/
http://meenyi.com/


光通信芯片

武汉仟目激光有限公司
展位号

Qianmu’s 850nm OSA

http://www.qianmulaser.com.cn

武汉仟目激光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半导体激光器生产制造的企业,为客户提供完整的供应链,从芯片性能设计、加工工艺、批

量生产、销售至完善的售后服务。 仟目激光专注于不断改进激光技术和新产品的预研,在大功率 VCSEL 阵列、边发射激光

器和分布式反馈激光器( DFB )方面均可以满足客户对不同功率,不同封装的需求,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垂直供应链。 仟目激光

着眼于“中国创造”,而不仅仅是“中国制造”,凭借着高标准和稳定的芯片性能,仟目将成为世界领先的光电子制造企业。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通信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3D VCSEL芯片、Datacom高速 VCSEL芯片、激光雷达系列芯片、工业激光器芯片

940nm TOF光芯片 850nm 结构光芯片

12C53

Photonics Planar Integration Tech 
(PPI Inc.

www.ppitek.com

PPI Inc. 成立于1999年韩国全罗南道光州广域市。拥有两家工厂以及实验室，并在特定市场区域设有代理商。PPI Inc.的两

家工厂君坐落在韩国电子产业中心-光州电子产业园区内。 PPI Inc. 拥有自己的精英研发团队，并且在生产、检验、质量管

控等方面精益求精，在销售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PPI Inc. 是PLC技术的原创企业，在韩国的光学产业领域首屈一指。

PPI Inc. .利用PLC（平面光波导）技术生产晶圆、芯片 、阵列波导光栅（AWG） 以及组装模块等无源产品，阵列波导光

栅是FTTH网络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 PPI Inc. 获得了商务部的工业和能源优质质量证书。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测试仪器仪表]

主营产品:主要业务平面光波电路(PLC)的基础技术为基础，生产光功率分路器、阵列波导光栅(AWG)、小型AWG和MZI多

路复用器和解复用器，是FTTH、Metro、long -长途、P-to-P WDM、移动前程和数据中心网络等高速网络的核心部件。

展位号

12A808

AWG芯片 WDM芯片 MUX/DEMUX芯片

http://www.qianmulaser.com.cn/
http://www.ppitek.com/


光通信芯片

上海橙科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S50SDGNI

http://www.mindsemi.com

上海橙科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新一代高速网络通讯芯片的开发和销售，致力于提供最优的集成电路完整解决方案，

着力打造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 公司基于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CMOS工艺的高速低功耗数模混合芯片技术，

研发的新一代高速网络通信芯片是实现信息通讯的关键核心器件，是信息传输中的高速铁路，也是集成电路领域最前沿的

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5G通信、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网络等领域 公司注册于上海临港新片区，

在上海临港、漕河泾等地点均设有研发中心，核心成员由全球半导体领域顶尖科学家组成。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依托自有专利技术，致力于打造一流的网络芯片产品。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橙科全系列PAM4 DSP芯片采用先进的CMOS工艺，将PAM4 DSP与高摆幅激光器驱动集成于同一个芯片。根据

客户需求和应用场景的不同，橙科提供全集成PAM4 DSP产品系列，可直接驱动EML/DML/VCSEL和硅光等激光器。基于

自主研发的高集成度PAM4设计技术，橙科PAM4 DSP产品具有低功耗、高集成度等特点，可以降低系统整体功耗和设计

复杂度

S50SEGNC

12A29

杭州芯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XY53A1/4 Linear TIA

http://www.xy-technology.com/

杭州芯耘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正式开始运营，公司坐落于浙江省杭州市新加坡(杭州)科技园；致力于新一代硅光

子技术、超高速模拟信号链集成电路产品的开发，目前主要从事100G+芯片，光电器件、光电传感器产品的开发、生产、

销售；面向数据感知、云计算、数据高速链接和5G网络建设等领域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100G TOSA & ROSA、25G APD/PIN ROSA、100G ZR4 ROSA、25/28G & 4*25/28G TIA /CDR/Drv、

50/100G&4*50/100 Linear TIA、4*28G DML Driver、4*28G CDR+TIA(250um/750um)、28G Dual-CDR+EML-Drv、

4*28G CDR+EML、MZM/Si-Pho Drv

XY53A1/4 Linear TIA

11B21

http://www.mindsemi.com/
http://www.xy-technology.com/


光通信芯片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PLC光分路器芯片

http://www.sjphotons.com

公司秉承“以芯为本”的理念，保持对光芯片及器件的持续研发投入，不断强化技术创新、掌握自主芯片的核心技术。经

过多年的研发和产业化积累，针对光通信行业核心的芯片环节，公司系统建立了覆盖芯片设计、晶圆制造、芯片加工、封

装测试的IDM全流程业务体系，应用于多款光芯片开发，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同时，针对光通信行业应用场景多元化、

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公司凭借在室内光缆领域的多年业务积累，持续整合在“光纤连接器—室内光缆—线缆材料”方面的

协同优势，通过不断改进各产品环节的性能指标提升光纤连接器等产品整体竞争力。依托光芯片及器件、室内光缆以及线

缆材料协同发展，公司在光通信行业的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

主营产品:主营业务覆盖光芯片及器件、室内光缆、线缆材料三大板块，主要产品包括PLC分路器芯片系列产品、AWG芯片

系列产品、DFB激光器芯片系列产品、光纤连接器、室内光缆、线缆材料等。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骨干网和城域网、光纤

到户、数据中心、4G/5G建设等，成功实现了PLC分路器芯片和AWG芯片的国产化和进口替代。

硅微透镜

11B28

awg芯片

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展位号

PD

http://www.sanan-ic.com

云计算，千兆入户，高速移动数据，扫脸支付，3D测量，手势识别，自动驾驶等等“未来场景”与每个人的生活越来越近，

这也使得激光光源二极管和探测二极管的应用变得无处不在。三安凭借在LED芯片领域超过20年的可靠制造经验，为用户

提供更高可靠性、更宽操作温度范围的红外激光收发芯片产品组合。无论是850nm、940nm、1310-1550nm，还是

VCSEL、DFB、EEL，三安集成为客户提供无与伦比的产品可靠性和技术支持，辅以大规模制造能力，确保高质量按时交货。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云数据中心,无线通信]

主营产品:光电探测器/雪崩式光电探测器，分布式反馈激光器，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外延

VCSEL

12B61

DFB

http://www.sjphotons.com/
http://www.sanan-ic.com/


光通信芯片

希烽光电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

4x100G PIN array

http://www.sifotonics.com

SiFotonics Technologies成立于2007年，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探索硅光技术的公司之一，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已是全

球硅光器件及集成芯片技术领军企业之一，实现了硅光芯片技术实力、出货量、市场份额的行业领先。 SiFotonics 致力于

为5G通信、数据中心光互联市场提供极具竞争力的硅光器件集成芯片及解决方案，利用颠覆性硅光技术助力全球数字化、

智能化转型。目前几乎每一个5G基站上都有SiFotonics的芯片。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10G~100G APD, PD and PD array chip 10G~100G APD and PD TO/ROSA 100G~400G APD ROSA PAM4

and Coherent SiPh PIC Solutions 400G-DR4 Optical Engine 400G IC-TROSA

4x50G APD ROSA

12B65

升特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Tri-Edge™ PAM4 
模拟时钟及数据恢复芯片

http://www.semtech.cn

Semtech（升特半导体）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解决方案供应商，为高端消费、企业计算、通信和工业设备提供高性能

模拟和混合信号半导体产品及先进算法。Semtech提供业界领先的创新光学解决方案，其特色是提高性能和可靠性，简化

设计，降低系统成本，加速上市时间。Semtech于1967年上市，在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的股份代码为SMTC。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Semtech（升特半导体）的光纤网络产品平台为行业领先企业在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应用、企业网络、无线基础设

施中使用的光纤模块解决方案提供了高性能信号完整性。我们提供业界最具创新性的光纤收发器 IC 产品组合，支持所有主

要的光纤通信应用，产品范围从100Mbps-100Gbps到400 Gbps以上，应用于PAM4、PON、以太网络、5G无线及Fiber

Channel。

Semtech GN2559（Tri-Edge™ PAM4）
— 模拟时钟及数据恢复芯片

11D51

http://www.sifotonics.com/
http://www.semtech.cn/


苏州长瑞光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

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

http://www.toptranscorp.com

苏州长瑞光电有限公司主要从事III-V族半导体激光器芯片的研发、设计、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产品主要应用于高速光通

信与消费类电子产品。公司致力于开发低功耗、低成本、高性能、长寿命的半导体激光器芯片，并成为具有量产能力的国

产光芯片供应商。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10G VCSEL、25G NRZ VCSEL Singlet/4*25G NRZ VCSEL Array、50G PAM-4 VCSEL

光通信芯片

12C75

浙江光特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gtphotonics.com

浙江光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海归团队创办的高科技光子芯片公司，专注于高端光子芯片技术和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主要产品有III-V族化合物半导体探测器芯片、硅光子集成芯片、硅光有源器件等。公司拥有多项世界领先的专利和技

术。产品广泛应用于光纤通讯、数据中心、激光测距、激光雷达、无人驾驶、智能穿戴等热点行业。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测试仪器仪表,广电通信设备,云数据中心,无线通信,运营与服务]

主营产品:1. 磷化铟（InP）基探测器：模拟芯片, 线性MPD200，线性MPD300, 25G PIN及其阵列，2.5G APD, 10G APD，

200/500/1000 μm APD, APD Array, Quad APD; 2. 多通道硅光子集成收发芯片:100G/200G/400G RX/TX chips

展位号

11C908

硅基光子集成芯片4x25/50/100G InGaAs 10/25Gbps PIN 
Chip/Chip Array

老

http://www.toptranscorp.com/
http://www.gtphotonics.com/


光通信芯片

无锡神州高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神州高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高端光芯片开发设计公司，公司拥有资深的激光芯片设计、工艺、运营管理专家

团队，可以配合支持客户在新产品上的芯片开发要求，在无锡与深圳分别成立研发中心，负责配合客户后端的产品测试验

证，以保证良好产品售后服务。 公司现有10G/40G、 25G/100G、50/200G VCSEL，单波50G/100G VCSEL，HDMI

VCSEL，10G灰光， 10G BIDI工业级、10G CWDM DFB激光器等产品，已经过主流厂家验证并量产。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1.VCSEL现有10G/40G、25G/100G、50/200G方案。VCSEL激光垂直于顶面射出，具有光电转换效率高、成本

低、耗电少、发散角小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光通信、光互连以及3D识别感测等领域。2. DFB 现有10G CWDM ，10G

BIDI，10G 灰光，10G PON工业级方案。 DFB芯片是具有脊型波导结构的直调式激光二极管，这种半导体激光器适用于

高速光通信和数据传输。。

展位号

11C75

10G PON 1270nm DFB 50/200G PAM4 VCSEL

华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850nm 10G VCSEL系列芯片

www.sinosemic.com

公司简介： 华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泰州市姜堰区现代科技产业园，投资超5亿元，占地面积90余亩，建筑面积

50000平米。公司拥有国际先进的外延金属有机物化学气相沉积(MOCVD)设备、芯片工艺设备和封装设备等，主要从事尖

端化合物半导体光电子芯片的研究、开发与生产。公司主要产品为垂直腔面发射激光芯片(VCSEL)、蓝绿光半导体激光芯片

等。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光纤通信、数据中心、云计算、超算、激光雷达，人脸识别、激光显示、激光照明、激光电视等

领域。 公司愿景与展望： 以砷化镓材料体系的VCSEL芯片为基础，打造一个国际领先的化合物半导体芯片工艺平台。在该

平台上，可以一站式生产各种材料体系的化合物。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 6G系列VCSEL 芯片 10G系列VCSEL 芯片 25G系列VCSEL 芯片 56G系列VCSEL 芯片

850nm25G 同面电极VCSEL系列芯片 940nm 高功率VCSEL系列芯片

12A23

10G/25G/40G/100G 850nm VCSEL

http://www.sinosemic.com/


深圳市富泰克光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

5nm 400G/800G数字信号处理芯片

http://www.photonteck.com

富泰科技成立于2005年，与全球60多家领先的光电厂商密切合作，为客户提供光器件垂直整合方案，代理产品涵盖外延片、

DML/EML/VCSEL芯片、PD/APD芯片、热沉、TEC、TIA、TO管帽、调制器驱动芯片、SOA、Plug/Host Connector、

WSS、误码仪、示波器、光谱仪、老化/测试/激光焊接/自动耦合设备、系统集成等，以及为激光雷达、车载等应用提供光

源、温控芯片等产品。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测试仪器仪表,云数据中心]

主营产品 :外延片、DML/EML/VCSEL芯片、PD/APD芯片、热沉、TEC、TIA、TO管帽、调制器驱动芯片、SOA、

Plug/Host Connector、WSS、误码仪、示波器、光谱仪、老化/测试/激光焊接/自动耦合设备、系统集成等。

电芯片

12A11、12A21

厦门优迅高速芯片有限公司
展位号

25G LR收发方案：
UX3470+UX2070

http://www.uxfastic.com

厦门优迅高速芯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2月，是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是国内光通信行业领军企业。公司拥有一支“高精尖”的本土化技术团队，研发能力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产品

涵盖1.25Gbps〜400Gbps的光通信前端核心收发电芯片。厦门优迅坚持自主创新、正向设计，已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百余项，

参与制定国家通信行业标准20余项，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并承担并完成国家级重大研发项目。

产品范围: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厦门优迅主要产品涵盖1.25Gbps〜400Gbps的光通信前端核心收发电芯片，可适用于5G前传、云计算、数据中

心、接入网传输等系统，是国内主流模块厂商、系统设备商和运营商的战略供应商。

11C33

1310/1550nm半导体光放大器 激光器芯片

100G LR4/CWDM4方案：
UX2290+UX2091

XGPON OLT方案：
UX3367+UX2420S

http://www.photonteck.com/
http://www.uxfastic.com/


电芯片

深圳市汇光芯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ic-opticals.com/

深圳市汇光芯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由有多年工作经验的精英组成的团队，专业致力于光通信、工业激光、光纤传感、激

光医疗等领域的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为客户提供从整体解决方案到专业技术咨询、器件选型、样品

试用到稳定批量供货的高质量服务。 汇光芯创与多家国内外著名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推动国内外前沿技术和解决

方案同国内光电产业接轨，实现各方共赢。依托专业团队对技术、产品、市场趋势的理解和把握，汇光芯创整合全球各地

的优势产品和技术资源，致力于为广大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受到了广大客户的喜爱和好评！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一般经营项目是：光电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其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半导体芯片、

激光设备及相关配件、光纤光缆、光传输模块、光电通讯设备及相关产品、电子元器件、机电产品的销售。从事货物与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展位号

11C906

激光器驱动芯片 线缆组件

老

飞昂创新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http://www.wingcomm.com

飞昂通讯科技南通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为 25G/100G/400G高速光电集成电路和集成光路，包括激光驱动器、跨导放大器、

时钟数据恢复器等核心模拟及混合信号电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自成立以来，专注于光通讯领域超高速光互连集成

电路的产业化，成功研发并量产了光模块、有源光纤和光引擎中的心电芯片产品，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无线基站、超级

计算机等领域。是目前我国唯一具备 25G/100G/400G 高速光互连芯片量产能力并已实现规模商用的本土企业，打破了国

外企业在这一领域的长期垄断，加速推动了国内 25G/100G/400G 光互连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25G/100G/400G高速光互连收发芯片

展位号
11A63

FA1451 / FA1452 FA2130B W-TX-28-FR4 / W-RX-28-FR4

老

http://www.ic-opticals.com/
http://www.wingcomm.com/


电芯片

厦门烨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硅电容

http://www.yysensor.com

烨映微电子是专业从事热电堆红外传感与CMOS-MEMS技术开发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集成电路芯片企业。在

CMOS-MEMS设计和工艺整合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推出了多种型号红外热电堆传感器，包括非接触红外测温传感器，

NDIR非色散气体检测传感器、红外感应人机交互等产品，是热电红外方面的“中国芯”；依托CMOS-MEMS工艺平台，

还开发了生物微针、无源器件、高速通信等产品。依托自主研发的CMOS-MEMS技术，采用Fabless经营模式，在提高产

品集成度的同时兼顾了性能与成本，可适应新涌现的应用终端，在医疗健康、家用电器、智能家居、消费电子、工业控制、

光通信及科技护肤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红外热电堆传感器，红外传感模组，NDIR非色散气体检测传感器,硅电容，光通信器件

TEC热电模组 1.25G TIA

11A901

厦门亿芯源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EOC5007/EOC5006

www.eochip.com

厦门亿芯源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公司位于中国(福建)自由试验区厦门片区的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园,公司是

一家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科技企业,专注于高速、高精度、低功耗集成电路的研发和销售,技术团队由多名具有丰富模拟

和数字集成电路设计经验的博士组成.

产品范围: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 :公司主要从事光通信集成电路产品的研发、设计与销售，委托专业厂家进行晶圆生产、封装和测试，公司通过自

身渠道或代理商销售自有品牌“EOCHIP”产品，具体产品形式为晶圆、裸片和封装芯片。产品包括连续和突发模式跨阻放

大器、限幅放大器、激光驱动器和光通信专用MCU系列产品，涵盖155M-400G等多个速率。

12D52

.EOC8001 EOC5028

http://www.yysensor.com/
http://www.uxfastic.com/


光通信材料

上海微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vssemi.com

上海微瞬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由海归企业高管与国内高校团队联合创建，微瞬半导体专注于金属基复合材

料的研发制造，目前主要致力于解决大功率电子元器件的散热材料制造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LDMOS晶体管、GaN /

GaAs HEMT晶体管、雷达的HPA（大功率放大器）和MMIC（单片微波集成电路）微波封装、电动汽车（EV / HEV）和

高铁的IGBT模组以及5G基站的PA芯片。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功率器件管壳：采用铝金刚石为管壳热沉底板，与其他金属或者陶瓷结合作为管壳使用；光通信壳体：采用高导

热材料为壳体底板或者整体材料，作为光通信器件的散热载体；激光器模块壳体：采用高导热材料为底板或者整体材料，

作为BAR条的散热载体

展位号

11E626

高导热热沉材料 高导热热沉材料

首次

苏州苏纳光电有限公司

http://www.suna-opto.com

苏纳光电成立于2014年，依托中国科学院的技术优势, 以“光通信、光传感“中国芯””为企业愿景，致力于打造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国产芯片，弥补国内此类芯片严重短缺、依赖进口的短板。 苏纳光电的产品位于光通信产业链

最上游，产品主要包括硅基无源芯片（硅透镜、硅微槽）、InGaAs PD芯片、熔融石英透镜等，其中晶圆级刻蚀微透镜芯

片是公司的核心产品。产品主要应用于数据中心、5G新基站、消费电子、激光雷达等领域。 未来，苏纳光电坚定立足于面

向传输、传感、信息类应用的光学芯片和半导体芯片，针对市场需求不断扩宽产品线，为下游客户提供性能更优、价格更

低、更有保障的芯片产品和服务。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云数据中心,无线通信]

主营产品:硅透镜、熔融石英透镜、硅平台（微槽、位移片、垫块）、InGaAs PD芯片

展位号

11B808

非球/球硅透镜 微透镜阵列（MLA） 熔融石英透镜

老

http://www.vssemi.com/
http://www.suna-opto.com/


江苏华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通讯用高速半导体激光外延片及光
探测外延片（10G,25G）

http://www.hxopto.com

公司成立于2016年2月，位于江苏邳州，是国内首家专注于第二代化合物半导体外延片研发和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基于MOCVD方法制备磷化铟及砷化镓基半导体激光及光探测外延片。公司秉承“诚信、务实、创新、精准、高效”

的企业价值理念，致力成为世界一流化合物半导体材料供应商。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大功率及传感用半导体激光外延片及光探测外延片； 通讯用高速半导体激光外延片及光探测外延片（10G-

25G）； 半导体材料的定制化外延服务（LED、SLD、HBT、HEMT、Solar cell）

光通信材料

传感用半导体激光及光电二极管外延片

11B806
老

广州先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先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8年12月，是集先进封装连接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与沉淀，先艺已成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是国内知名的半导体微组装材料解决方案提供商。 先艺

拥有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一系列微组装互连材料产品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打破了国外厂商的垄断，解决了关键战略材

料的“卡脖子”问题。 先艺致力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专业的技术咨询及合适的工艺解决方案，作为半导体先进互连材

料的领航者，一直是您可靠性封装材料的最佳战略伙伴。 未来，我们致力成为“基于关键核心材料的微电子封装和半导体

器件的集成服务商”。 先艺，先见，先行，永不止步。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以金锡为主的预成形焊片、预置金锡盖板、金锡薄膜热沉、金锡焊膏、预涂助焊剂焊料、烧结银膏

展位号

12B908

Au80Sn20预成形焊料 预置金锡盖板 xianyichina

半导体光电外延片代工服务

http://www.hxopto.com/


长沙升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

钼铜材料

http://www.saneway.com

长沙升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建立于2000年，旧址位于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校内，于2013年05月搬入湖南宁乡金洲新区工

业园，系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业生产钨铜、钼铜、铜/钼/铜、铜/钼70铜/铜的高性能电子封装材料，公司凭借先进的

材料制备技术、完备的材料检测设备及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制度，同时依托中南大学雄厚的技术开发实力，在电子封装材料

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技术成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公司主营下列四种新型电子封装材料： 1.W-Cu系列，具体牌号：W-10Cu、W-15Cu、W-20Cu等； 2.Mo-Cu

系列，具体牌号：Mo70-Cu、Mo60-Cu、Mo50-Cu等； 3.Cu/Mo/Cu系列：厚度比例可从1：1：1到13：74：13等；

4.Cu/Mo70Cu/Cu系列：厚度比例1：4：1及其他。

光通信材料

钨铜热沉材料 层状复合材料CMC和CPC

11E638
老

深圳通感微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封装材料

http://www.synaetech.com

深圳通感成立于2010年5月， 主要提供 封装材料和封装解决方案。 供应产品不仅包含国外代理产品，同时也包含我们厂

内自主研发生产与院校合作开发产品，拥有64个专利。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热沉、非球管帽、管座、管帽。

存在式感应器 智能取电系统

12E605
老

http://www.saneway.com/
http://www.synaetech.com/


400G QSFPDD AOC/SR8

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o-netcom.com

昂纳成立于2000年10月，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昂纳总部设在深圳，同时在北京、杭

州、武汉、香港、北美和欧洲设有多家分公司，公司品牌为“O-Net”。作为一家经历过早年的光通信行业寒冬并顽强生

存下来的企业，昂纳通过近20年的奋斗，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光通信器件和模块供应商之一，并在镀膜及新材料多个高科

技领域领跑。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通信器件和模块，镀膜及新材料

无源系列产品 QSFP-DD EDFA

12B26

深圳市飞宇光纤系统有限公司

http://www.opticres.com

飛宇集團始创于2005，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光纤通信器件和设备的高新科技企业。 业务范围：公司产品覆盖

光通信行业无源和有源两大块，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均在行业里名列前茅。无源器件产品主要有：波分复用器 （CWDM、

DWDM、FWDM、OADM、AWG）、光分路器、光纤跳线、光开关、环行器、光隔离器等及其相关的大功率和保偏器件。

有源设备类的产品有：光模块、波分复用系统、线路/旁路保护设备、EDFA、收发器等。 发展方向：飛宇集團的理念是＂

以技术引领发展，以服务赢得市场，以质量树立品牌＂，明确公司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先后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和ISO14001环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运营与服务]

主营产品:无源器件产品主要有：波分复用器 （CWDM、DWDM、FWDM、OADM、AWG）、光分路器、光纤跳线（防

水接头）、光开关、环行器、光隔离器等及其相关的大功率和保偏器件。有源设备类的产品有：光模块、波分复用系统、

线路/旁路保护设备、EDFA、收发器等。

展位号

9B51

100G-QSFP28 AOC 室外防水连接器

光通信器件

http://www.o-netcom.com/
http://www.opticres.com/


光通信器件

老 扇港元器件（深圳）有限公司

http://www.senko.com

扇港元器件(SENKO Advanced Components)是扇港集团全资子公司， 90年代初在美国成立，全球设有16个办事处，为

全球客户提供本地化支持。 公司拥有一系列光纤无源器件的高端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专注于光纤产品的设计、生产、

销售、市场和分销，产品超过1000多种，广泛应用于电信及数据通信产业，在全球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到目前为止，扇港

已经销售了超过8亿个连接器，并已获得150多项专利，还有300多项专利正在申请中。 同时，扇港也是JGR和SUMIX在中

国的一级代理和维修中心，包括JGR插回损测试仪、SUMIX干涉仪和端检仪等光纤组装测试设备，为光学器件的可靠性测

试提供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测试仪器仪表]

主营产品:光纤无源器件及光通信检测设备

展位号
9A53

SN-MT连接器 CS 连接器 SN连接器

老 深圳太辰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hina-tscom.com

太辰光（证券代码：300570）是光通信产业链上游高科技制造型企业,多年来深耕于“光通信”和“光传感”两大业务领

域。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种无源、有源光通信器件及其集成功能模块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综合布线产品

生产企业,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陶瓷插芯制造商之一；另一业务为光纤传感器及传感监测系统的研发和制造，产品及技术广

泛运用于5G+及工业互联网。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陶瓷插芯、陶瓷基板、MT插芯、镀膜器件、高密度光纤连接器、波分复用器（WDM）、光分路器（PLC）、耦

合器、光模块、AOC、DAC、光通信集成功能模块、光纤光栅传感器、传感分析仪及传感监测系统等。

展位号
9B71

400G QSFP-DD AOC 波分复用器件 MPO Trunk Cable / Bundle

http://www.senko.com/
http://www.china-tscom.com/


光通信器件

老 辽宁优迅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youopto.com

辽宁优迅科技是高端光器件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产品服务于5G网络、大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建设及信息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公司基于自主研发的“光电机热四位一体”综合技术应用的光器件设计制造开发平台，开

展面向DWDM（密集波分复用）的光通信器件开发工作。公司主要产品包括2.5G、10G、25G、50G、100G OSA，传输

距离覆盖10km至120km。其中，4通道集成100G OSA传输距离可覆盖10km至80km。公司产品重点定位于5G网络建设，

并可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的升级改造和扩容、广电网络、航空航天等领域，在光传感领域，公司生产的光传感器件已应用

于环境和安全监测等领域。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其它@@@光传感器件]

主营产品:公司主要产品包括2.5G、10G、25G 、100G OSA，传输距离覆盖10km至120km。其中，4通道集成 100G

OSA传输距离可覆盖10km至80km。公司产品重点定位于 5G 网络建设，并可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的升级改造和扩容、广

电网络、航空航天等领域，在光传感领域，公司产品类型覆盖BOX、7/14PIN蝶形、TO60、TO39等，公司生产的光传感

器件已应用于多种环境和安全监测等领域

展位号
12B11

100G SOA integrated PIN ROSA
1.25G/2.5G/10G/25G/50G 

CWDM/DWDM TOSA/ROSA 模拟、传感器类蝶形激光器

老 实光半导体

http://www.denselight.com

实光半导体提供一站式设计和制造解决方案，包括光芯片设计和仿真，外延生长，晶圆制造，芯片生产，直列式光学镀膜，

衬底，光电测量，产品测试和筛选。我们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在磷化铟(InP)和砷化镓(GaAs)半导体晶圆加工方面拥

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连同可随时投入使用的制造和光子学/光电设计中心，可以为分立和集成光学组件支持各种

ODM和Design-In程序。通过介电光子学和光学中介层的突破性创新，我们使光电子产品更小，更快，成本更低，从而在

光电传感和数据通信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实光半导体致力于成为创新集成光子和光电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使我们的客

户在光电传感和数据通通信市场脱颖而出并取胜。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测试仪器仪表]

主营产品:超辐射发光二极管/SLED，低偏振SLED，边发光二极管/ELED, DFB激光器，FP激光器，窄线宽激光器，窄线宽

+MOPA/激光器，半导体光放大器/SOA，增益芯片/GC，25G DFB 激光器/芯片，高功率CW DFB激光器

展位号
11C61

DFB/FP DFB / FP for Smart City SOA + 增益芯片超辐射发光二极管 + 低偏振SLED

http://www.youopto.com/
http://www.denselight.com/


光通信器件

老 江苏宇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unikit.com.cn

江苏宇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致力于提供光纤连接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为国内

外电信运营商、系统集成商、光电子器件企业、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光纤连接相关的整体方案设计、零部件的开发、产品生

产供应等系列服务。目前已获连接器及相关专利二百余件。公司参与起草了通信行业标准三项、团体标准一项，提出一整

套突破性光纤冷接续理论和设计制造方案，是国内现场组装光纤活动连接器的标杆企业。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广电通信设备]

主营产品:ODN光纤连接系列产品：熔端型和预埋型两个系列多种型号的现场组装光纤连接器，光纤机械式接续器（冷接

子）；FTTR光电混合连接产品：现场组装式光电混合活动连接器、预制成端光电混合活动连接器；5G光纤连接产品：光纤

拉远用现场组装光纤连接器，MPO预端接光缆等；数据中心光纤连接系列产品：MPO预端接光缆及散件，AOC光缆，

40G/100G/400G高速光模块组件；光纤连接定制开发服务。

展位号
9B33

MPO/MT跳线以及
MPO连接器（含插芯）全部组件

光纤熔端系列产品 定制开发系列产品

老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ongding.com.cn

永鼎，始创于1978年，历经四十多年稳健持续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实业筑基与创新转型的融合发展之路。永鼎，拥有数十

家控股、参股公司，旗下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9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中国光缆行业首家民营上市公司。

作为与改革开放同期成长的企业，永鼎聚焦实体经济，聚力创新研发，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级创新型高科技产业集团。企业

已形成“光电交融，协同发展”的战略格局，成为了以“通信及智能互联”、“电力电能”、“汽车产业”和“超导产业”

为核心的光电领域产业供应链集成服务商。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通信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光纤光缆、电线电缆、射频缆、漏泄缆、特种光电缆、光器件、通信器件及设备、通信大数据及工程服务、系统

集成方案提供等通信全产业链覆盖。其中光通信产品含光纤光缆、通信电缆、光模块、光无源器件、光发射与探测芯片、

无源AWG与WDM TFF芯片、5G前传光传输子系统及DCI波分设备。

展位号
9A31

无热阵列波导光栅Athermal AWG 100G QSFP28 LR1 Transeiver商用100GHz DWDM TFF薄膜滤波片

http://www.unikit.com.cn/
http://www.yongding.com.cn/


光通信器件

武汉昱升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ysod.com

武汉昱升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一直深耕光器件研发与制造。公司总部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武汉东湖之滨——中

国光谷腹地，并在武汉、鄂州、黄石阳新、四川仁寿设有大型生产基地，现有厂房面积约14万平米、员工近5000人。 公

司拥有专业化的产品研发团队和设备开发团队，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光芯片Bar条测试、TO-CAN、OSA组件的全

系列产品垂直整合能力，具备COB、BOX模组等高速器件封装能力。可提供大批量、高性价比的应用于接入网、无线网、

传输网、数据中心等领域的光器件类产品。另外公司配套有SMT生产基地，生产面积近1.7万平方米。产品涉及智能家庭网

关、高清线缆、消费类机器人、激光雷达等。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通信器件

展位号
12D26

100G LAN WDM 10G 80KM BOSA

MT-FA Prism Jumper

珠海加华微捷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vlinkoptics.com/

珠海加华微捷科技有限公司（加华微捷）, 2015年在中国深圳成立。2017年，加华微捷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2018年被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620）收购，成为珠海光库的全资子公司。加华微捷的核心竞争力

在于我们的光学组件的先进的制造和封装技术、高速光学连接组件的设计能力，对定制产品批量生产的转快速转化能力。

致力于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高端光纤连接产品，微光学连接产品，保偏光纤阵列和高密度光纤阵列，主要应用于40G、

100G、400G等高速、超高速光模块，相干通讯和WSS模块中。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纤连接产品，微光学连接产品，保偏光纤阵列和高密度光纤阵列

MFD Matched Fiber Array 3.5mm 超小型90度弯曲光纤阵列

12B15-2
老

http://www.ysod.com/
http://www.vlinkoptics.com/


浙江奥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V槽光纤阵列

https://www.ozoptics.com/

公司总部OZ OPTICS LTD.自1985年创建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占地约一万平方米，是全球领先的光学产品供应商。 主要

产品包括各类光纤元器件、光学测试设备和光纤传感器。多年来公司凭借先进的专业加工技术、强大的研发团队、多元化

的产品及一流的品质和服务广泛吸引了通讯、医疗、军事、工业、宇航、石化及科研等不同领域的客户。公司拥有多个专

业光学实验室，配备大量先进仪器，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进行开发定制并迅速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OZ OPTICS LTD分

别在加拿大渥太华、土耳其伊兹密尔及中国嘉兴设有生产基地，在全球拥有员工500余名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测试仪器仪表,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保偏光纤器件、高功率光纤元器件、光纤衰减器、激光器及激光二极管到光纤的传输、生物医疗应用设备、光电

子封装的密封跳线、光纤阵列和其他器件、光学测试设备、分布式光纤应变和温度传感器、调制偏压控制器、光纤密封馈

通、分光比可调倏逝光纤分束器/耦合器、台式智能光信噪比发生器、宽带偏振纠缠光子源、高速偏振控制器扰偏器

（OEM版）和超快掺铒光纤放大器（EDFA）和台式数字多通道衰减器等。

光通信器件

调制偏置控制器-单边带 激光或激光二极管到光纤的耦合传输

11D55-1
11D55-2

FISBA Photonics GmbH
展位号

二极管激光器的微型光学器件

http://www.fisba.com

FISBA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光学领域供应商，是光学设计到系统工程以及大批量高精度生产和先进光学镀膜的卓越代表。专

长包括垂直一体化制造从小至0.3毫米的微透镜，复杂的平面光学，精密光学组装，先进光学系统和紧凑型激光模块。聚焦

于生命科学，工业应用已经航空和国防的方案。 FISBA总部在瑞士，子公司分布包括德国，美国和中国。 公司是基于瑞士

传统价值来建立自己优势的私有企业。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FISBA是大批量FAC的领先供应商。基于大量的产品组合，FISBA的FAC可以根据标签尺寸进行定制，并精确地定

位在标签上。我们的产品组合还包括用于单发射器二极管激光器的SAC镜片，以及用于二极管激光棒的SAC阵列。还可以

在2022年的CIOE上了解FISBAs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成像和照明应用的解决方案!

激光模块和系统 微型成像系统

10C64

https://www.ozoptics.com/
http://www.fisba.com/


光通信器件

深圳市楠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oatingfocus.com

以光学镀膜技术为核心，致力于光学应用开发与生产的科技企业。为光通信，生物医疗，精密光学的客户提供高品质和定

制化的镀膜产品。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应用于光通信，生物医疗，精密光学等领域的滤光片

展位号

12B901

Full Band CWDM COMBO Z-Block

厦门博晶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半导体制冷器

http://www.zibooe.com

厦门博晶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专业技术销售和整体方案提供商，服务光通讯和物联网领域。客户群体

遍布全国及部分海外。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1.俄罗斯RMT：TEC/TEG RMT专业于微小和极微小型制冷器，服务于于航空，航天等军工、以及通讯和医疗等

高质量要求领域。 2.成立于1987年的台湾鼎元：（M）PD/APD/VCSEL/Si电容等 3.成立于1997年的台湾肥特补：高导热

导电银胶、绝缘胶、UV胶、密封胶等 4.广东爱晟：热敏电阻NTC、陶瓷电容 除了以上产品我们也有反射镜、平行光头、

激光器、IC等其他物料。

电PD/MPD/APD/VCSEL/Si电容容 NTC

11C901

http://www.coatingfocus.com/
http://www.zibooe.com/


北京元陆鸿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SD/SE系列芯片电容

北京元陆鸿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元陆鸿远”），成立于2009年12月18日。公司以瓷介电容器、滤波器等电子元器

件的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务，主营产品为多层瓷介电容器、射频电容器、芯片电容器、直流滤波器、交流

滤波器等，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轨道交通、新能源、智能电网、通讯、消费电子、医疗设备等众多领域。经过多年的发

展，公司已拥有稳定而坚实的用户基础，在业内获得了良好的市场认可度和美誉度。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云数据中心]

主营产品:主营产品为多层瓷介电容器、射频电容器、芯片电容器、直流滤波器、交流滤波器等。

光通信器件

MA/MD系列芯片电容 MW系列宽带电容

11D91
老

广东爱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xsense.com.cn

广东爱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定制、生产金电极、银电极NTC热敏芯片、NTC热敏电阻、SLC单层芯片电容，

被广泛应用于混合集成模块、红外热电堆、热敏打印头、IGBT、光通讯器件、新能源汽车、办公自动化、智能家居、医疗

设备等等。2021年，爱晟电子获得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荣誉资质。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NTC热敏电阻，NTC热敏芯片，SLC单层芯片电容，NTC晶片，温度传感器

展位号

11C901-1

NTC热敏电阻、SLC单层芯片电容

http://www.exsense.com.cn/


光通信器件

老 肖特集团

http://www.schott.com

肖特在TO封装领域拥有超过50年的经验，其TO PLUS® 产品是同轴TO封装的全球领导品牌，用于高速数据通讯领域。分

布全球的工厂、销售办公室和技术服务团队，使肖特能为客户提供最佳的应用方案，并且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 肖特集团

是卡尔·蔡司基金会旗下公司，拥有130多年历史，公司遍布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有17300名员工，是半导体和通讯、电

子消费品、医疗、光学、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高科技合作伙伴。2021财年创造了25亿欧元的销量业绩。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

主营产品:1. 高速TO管座，肖特是高速TO管座的创新领导者，这届CIOE将推出最新的50G TO 管座 2. TEC TO产品，经过

设计满足高性能要求，保证大批量的可制造性同时也提供定制化产品 3. 气密的激光雷达封装元件 4. 高性能LED

展位号
12A65

SCHOTT 50G TO PLUS®管座 Solidur® UVB/C LED 激光雷达封装

老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ctc.cc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70年，2014年在深交所上市。三环集团始终坚持技术创新，集材料、产品、装备

研发与制造为一体，产品覆盖电子、通讯、机械、电工、节能环保、新能源等多个应用领域，其中光纤陶瓷插芯、氧化铝

陶瓷基板、燃料电池（SOFC）隔膜片、电阻器用陶瓷基体等产销量均居全球前列。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纤陶瓷插芯&套筒、现场组装式快速连接器、半导体封装基座（PKG）、片式陶瓷多层电容器（MLCC）、陶

瓷劈刀、手机陶瓷后盖、智能穿戴陶瓷部件、氧化铝陶瓷基板、压缩机用端子、燃料电池（SOFC）隔膜片等。

展位号
11A26

陶瓷封装管壳 陶瓷插芯&套筒 MT插芯及导针

http://www.schott.com/
http://www.cctc.cc/


东莞市镭赛精密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纤配线箱

http://www.lacyindustry.com/

13年专注于各类光纤配线箱，光纤配线盒，光器件模块封装盒，光纤分路器等光电金属配件，防水控制箱。 集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直接提供和配套服务的终端客户有：CORNING、CISCO, GOOGLE, Legrand，HUAWEI等国际知名

企业。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云数据中心,运营与服务]

主营产品:各类光纤配线架，光纤配线盒，光器件模块封装盒，光纤分路器等光电金属配件，和防水控制箱。

光通信配件

机加式光纤分线箱 光纤配线模块金属盒

9B025
老

宁波展通电信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GJS-2022 光缆接头盒

http://www.ztong.com

宁波展通电信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座落于享有“中国塑料城”、“中国模具城”盛名之称的浙江省余姚市，注册资金3850万

元，占地面积13340平方米，建筑面积18000平方米。集设计开发、规模生产于一体的一站式ODN设备制造商。规模生产

光缆接头盒﹑光缆终端盒、光纤快速连接器、光分路器等光纤配线设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首家以ODN制造为核心

的挂牌企业。展通贯彻“唯有品质，才有生存”的经营理念，引入了诸多国际知名的测试设备，不断完善精益制造体系，

IT化MS管控系统及质量可追溯系统，对产品的可靠性提供全方位的保障，确保每一款展通产品，都足以成为通信应用领域

的捍卫者，代表行业品质不断前行奋进。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缆接头盒、光缆分纤箱、尾跳线、光分路器

GJS-2024 光缆接头盒 FAT-27型光分路器箱

9C53

http://www.lacyindustry.com/
http://www.ztong.com/


老 浙江超前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haoqian.com

浙江超前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通信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您提供光缆接头盒、终端盒、

配线箱、交接箱等FTTH各种光节点的配套产品。超前工模部拥有超15年行业经验，年产模具逾200套，为您提供专业的模

具设计、开发、制造一条龙服务。完善的检测设备确保了产品品质符合国际标准。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

主营产品:光缆接头盒，光缆终端盒，光缆配线箱，光缆交接箱等。

展位号
9C33

热焊接预连接盒 翻页式光缆接头盒 卧式光缆接头盒

余姚市杰拉线路金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

FTTH 光缆线夹配件

https://www.jera-fiber.com/.com/

JERA 创建于2012年, 专注于生产和销售通信光缆，线夹，配套金具，光缆线盒，不锈钢捆扎带和预绞式等产品。公司按照

ISO9001标准执行生产，注重产品品质和提供合理的价格，拥有丰富的海外产品应用和供货经验，产品远销欧洲，独联体，

南美，北美，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

主营产品:皮线光缆，光缆线夹，悬挂支架，余缆架，光缆线盒，不锈钢捆扎带和预绞式等产品。

电信入户皮线室内光缆2芯 8 芯光纤分线盒

9C17

光通信配件

http://www.chaoqian.com/
https://www.jera-fiber.com/


光通信配件

浙江欧亚华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LC8联适配器

http://www.ouyahua.com

浙江欧亚华成立于2001年，专业从事各种类型光纤连接器散件、光纤适配器、衰减器散件、熔接盘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并取得多项专利。公司以“质量赢得市场，诚信铸造品牌”为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与最满意的服务。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纤连接器散件适配器、熔接盘、衰减器、分线盒等塑料件、金属件定制品。

LC双联密集适配器 LC旋转互换一管双芯连接器

9B73

河南鑫宇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鑫宇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SINY）是一家专业为优质光模块、光组件、光设备厂商配套和服务的光器件提供商，

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光纤通信及光学传感，激光雷达，医疗美容等领域。 SINY注册资金9191万元，拥有标准化厂房3座，

建筑面积近50000m2；公司现有员工近500人，工程研发技术人员100余人。通过持续创新和技术沉淀，鑫宇科技已取得

近130项实用新型及3项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资质。 目前已形成以河

南修武为总部生产基地，深圳设研发中心和商务中心，英国设研发实验室，集研产销为一体的全球化产业布局。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隔离器、光纤接口组件、精密金属件、光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展位号

11B72

标准光隔离器 光纤适配器 准直适配器

http://www.ouyahua.com/


杭州雷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lttxjs.com

成立于2011年，是目前国内较大的光纤快速连接器研发企业之一，致力于解决光纤现场免熔快速连接，引领着行业的研发

导向，目前已全面实现FTTH光纤现场稳定的物理连接，解决了FTTR光纤现场稳定的物理接续、通信机房现场定长跳纤与

合理配线的难题，实现了活动连接器件的高效生产与隐形光纤美化布线与现场连接的实际应用。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

广电通信设备,无线通信,运营与服务]

主营产品:SC\FC\LC各类光纤快速连接器，免熔物理性光纤连接器、高性能现场定长跳线系统、广电专用免熔连接器、可

维护现场跳接ODF/OCC等

展位号

9C83

光纤快速连接器

洛阳骏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骏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与业内多家主流公司来往业务密切，公司拥有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及强大的技

术支持能力，能为客户提供全套的无源光通信产品整体解决方案。 骏科目前合作的厂家有美国USconec、日本新确

Suncall、美国德迈Domaille、日本白山Hakusan、日本三和SANWA和深圳特思路TASLO等光通信类产品供应商。公司不

乏华为、中航光电，特发等大型公司提供连接器整体解决方案 骏科本着诚信、务实、团结、奋进的企业宗旨，以用户至上

为企业原则，追求高品质低价位更是骏科发展的动力与目标，成为客户信赖的合作伙伴。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USconec MTP®连接器、USconec MTP®-16 连接器、USconec MTP® PRO 连接器、USconec MTP® MXC 连

接器、USconec MTP® MMC 连接器、Suncall MPO连接器、Suncall LC连接器、 Suncall SC 连接器、特思路MPO连接器

和插芯、白山MT插芯、三和MPO和LC连接器、德迈激光切割机

展位号

9A72

USConec MTP ® 连接器 日本Hakusan MT插芯 Suncall MPO 连接器

老

光通信配件

http://www.lttxjs.com/


浙江盈峰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盈丰光通信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成立于1982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售后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公司。主要研发和

生产：光纤跳线、光纤连接器、光纤适配器、快速连接器、光纤分路器和光纤o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通信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光纤连接器，光纤适配器，光纤跳线，光纤分路器，光纤分纤箱，光纤桌面盒，光缆接头盒，ODF

展位号

9C21

光纤连接器 光缆分纤箱 光纤分路器

新

宁波乐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s://nblexin.1688.com

宁波乐新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光纤快速连接器的高新企业。公司 座落于浙江省慈溪市，世界瞩目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南

端，地理位 置优越、交通方便。现生产基地占地面积为5000平方米，现代 化标准厂房8000多平方米，员工100多名。 公

司凭借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生产设备，配套完善的检测手 段，良好的品质管理，高效的售后服务，使我们的产品赢得

了广 大光通讯制造商的信任。现可向客户提供高品质的光纤快速连接 器。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

主营产品:光纤快速连接器，光纤冷接头，光纤冷接子，热熔连接器。

展位号

9C62

光纤快速连接器 LC热熔光纤连接器 光纤快速连接器

光通信配件

https://nblexin.1688.com/


深圳金三鹰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通讯模块封装壳体

http://www.kingbolthk.com

深圳市金三鹰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销售、技术支持和Scourcing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司。产品涵盖电子配件、仪器

设备、五金零件、辅料、包装材料及标准件等。诚望以一流的产品和出色的服务来赢得客户的满意，公司的产品具有可靠

的质量保证及突出的价格优势，公司致力于与客户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无线通信]

主营产品:多品种小批量提供精密加工零件，材料如kovar, Invar,钨铜合金,不锈钢,无氧铜,铝合金等。提供国外品牌导热垫

片、绝缘材料、屏蔽材料,并可根据客户要求加工成型。各种美制和公制的紧固件等。

光通信配件

EMI/导热/绝缘解决方案 精密紧固件

10A12

深圳市飞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

调制解调器零件

http://www.fiyta.com.cn/

深圳市飞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飞亚达科技公司”）成立于 2009 年9 月，注册资金 5,000 万元，是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飞亚达精密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SZ:000026）的全资子公司。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公司擅长加工不锈钢、玻封合金（可伐 4J29、因瓦 4J36）、高温合金、钛及钛合金、铜 及铜合金、铝合金、金

属陶瓷、PEEK、PTFE、POM 等材料。具备压铸、热处理、自动化夹 具设计制造等技术。

12E625
老

http://www.kingbolthk.com/
http://www.fiyta.com.cn/


深圳市星欣磊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激光器封装外壳

http://www.Sunny-e.com

深圳市星欣磊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业生产精密机械加工件、金属封装外壳及功能性电镀。

拥有进口数控车铣复合车床、进口加工中心、线切割、气氛熔封炉、氧化炉、制氮机等加工设备，拥有二次元、三次元、

圆度圆柱度仪、粗糙度仪、氦质谱检漏仪等检测设备。提供光通信金属结构件、光通信及激光器金属封装管壳、全系列光

纤测试仪表适配器。加工材料包括不锈钢、钨铜、无氧铜、铝合金、可伐、因瓦等。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激光器封装外壳、光模块金属件、钨铜热沉、光无源器件结构件、隔离器金属结构件、激光发射/接收组件、易洁

型适配器、裸光纤适配器、进口光纤测试仪表适配器等

光通信配件

光模块金属结构件 无源器件金属结构件

11B23

合肥中航天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hfzhtc.com

合肥中航天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子封装技术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依托中航工

业、中国电科、加州理工的核心人才和核心技术，长期致力于电子封装外壳体系的研发与生产，在可靠性结构设计、电子

陶瓷设计、特种封装材料、表面镀附以及相对应的微组装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等封装外壳相关的技术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

主营产品:光电模块、红外探测器、激光器、微波模块、功率器件、混合集成、高端TO类产品

展位号

11C28

金属玻璃封装外壳 金属陶瓷封装外壳 SOP系统集成封装外壳

http://www.sunny-e.com/
http://www.hfzhtc.com/


广东格斯泰气密元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

25G高速率管座

http://www.gastight.cn

广东格斯泰气密元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是由一个有着近30年从事特种电子陶瓷，玻璃和光学元件研发生产的团

队创建的。格斯泰是玻璃金属封接产品（GTMs）陶瓷金属连接(CTMs)，精密陶瓷线路板（HCP），光电子封装（OEP），

紫外LED，自动化设备设计、开发和生产的专业型企业，涉及领域包括光通讯，激光传感，紫外LED，射频微波，新能源，

制冷，航天航空等行业。是多种电子电气器件密封连接器，光电子TO管座，TO管帽，SMD，COB封装用光窗和陶瓷基座

的主要制造商之一, 也是紫外LED灯珠，半导体激光器和传感器的供应商之一。司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高新区格斯泰工业园，

占地30余亩。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通信TO管座管帽，各类烧结非标TO管座以及TO管帽，烧结传感器基座，烧结腔体，烧结连接器基座

光通信配件

各类高速率及特殊管座 常规管座管帽

9A81

无锡鑫巨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塑胶管帽

http://www.xjh-it.com

无锡鑫巨宏成立于2013年，先后成立机加工事业部,MIM事业部，精密光学注塑事业部，精密紧固件事业部。一直致力于

给光模块厂商提供一流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投入资金用于新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加强自动化设备的投入，有效确保生产制

程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光通信精密零部件、光学透镜，棱镜系列、光学镀膜产品、精密机加工件非标紧固件

注塑系列 光模块精密组件

11A61

http://www.gastight.cn/
http://www.xjh-it.com/


杭州中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室内缆MPO单模多模产品

http://www.zsineofc.com

杭州中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九福科技集团，是集团多元化发展、向上游产业拓展的重要布局之一。公司积极推进产

业升级，坚持科技发展，以“诚信、专业、优质、创新”为理念，大力发展智慧光纤产业，提供光通信综合解决方案，主

要生产和销售通信行业广泛采用的各种标准规格的光缆，基于客户需求的各类特种光缆、光模块、配件等产品。公司拥有

集成系统、工程设计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各类光纤光缆产品、综合解决方案及优质的产品服务；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认证等体系，坚持以严谨的工作作风，实行规范

化管理和标准化服务。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

主营产品:主要生产和销售通信行业广泛采用的各种标准规格的光缆，基于客户需求的各类特种光缆、光模块、配件等产品。

公司拥有集成系统、工程设计服务能力，为客户提供各类光纤光缆产品、综合解决方案及优质的产品服务。

光纤光缆

光纤跳线 综合布线铜产品系列

浙江联杰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linquick.com.cn/

浙江联杰科技有限公司因应5G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产业的飞速发展，以高频率、大容量、低损耗以及耐特种环

境作为核心技术，致力于数据传输线路及器材产业的发展，主要业务包括5G射频电缆（含铝管同轴电缆SCTE15、皱纹管

同轴电缆YD/T1092、编织型同轴电缆GY/T135等）、特种光纤光缆、光纤与射频组件、军用特种电缆、航空线缆、高分

子材料等。

产品范围: [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

主营产品:光电通信线缆：无线通信射频电缆、有线电视射频电缆、实芯PE射频同轴电缆、TEFLON射频同轴电缆、室外光

缆、室内光缆、皮线光缆、通信用组合电缆、通信电缆组件、高分子材料

9B026

展位号

9B32

拉远光纤光缆 光电混合光缆 光电缆护套料

首次

http://www.zsineofc.com/
http://www.linquick.com.cn/


景信光通信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展位号

FTTA

https://www.abalone-tech.com/

景信光通讯科技公司拥有先进的光纤和光缆处理设备，精密的加工设备和高度可靠的测试设备，主要生产和经销以下产品:

无源类光纤跳线、尾纤、光纤连接器、光纤适配器、室内外光缆、衰减器、反射器、PLC分路器，终端控制盒，光纤配线

架等相关服务，广泛应用于电信光纤到户4G/5G移动通信、智能建筑、城市、数据中心等领域。

产品范围: [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

主营产品:光纤电缆，跳线，光分路器，尾线，适配器，连接头，插线面板，光通信配件

光纤光缆

Supertap 插片式光分路器

深圳市新科凯邦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xkkb.com.cn

山东新科凯邦通信器材有限公司(KB)是一家光通讯企业，属于北京新科凯邦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生产基地。公司集合了一

批资深的产品研发人员以及经验丰富的生产和品质管理人员，共同致力于光缆，光纤无源器件及光通信设备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公司主营产品为室内外光缆，电力光缆，室内外光纤跳线，MPO/MTP光缆组件。 现有人员约200人，占地

12000平方米，其中包括13条光缆生产线，2条高规MPO/MTP光缆组件生产线，4条标准跳线生产线。严格执行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以优良的设备及合格的管理人才确保产品质量稳定、性能优良；并以良好的售后服务，赢得广大用户的信

赖，公司产品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各国。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通信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室内外光缆，皮线光缆，电力光缆，室内外光纤跳线，MPO/MTP光缆组件，光纤收发器，光模块

9E51

展位号

9D21

室内室外光缆

首次

首次

https://www.abalone-tech.com/
http://www.xkkb.com.cn/


光纤光缆

江苏田信塑料光纤有限公司

http://www.txpof.com

“江苏田信塑料光纤有限公司”是集音视频周边产品的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目前产品系

列包括塑料光纤光缆、数码配件、电脑电视连接器、乐器周边连接线、无线产品、车载等。公司以追求用户体验为出发点，

以“Less is More”为设计理念，紧跟市场发展趋势，研发设计出一系列独具风格、客户认可的个性差异化产品。 在未来

发展中，公司将以客户需求为上、拓宽销售渠道、建立线上线下品牌旗舰店，拓展海外市场为发展主线，打造成为服务目

标市场内的全球领先的品牌科技生产商。

产品范围: [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

主营产品:塑料光纤、塑料光缆、阻燃光缆、耐高温光缆、多芯光缆、SMA/SC/FC/ST工业控制跳线、安华高跳线、传感跳

线、MOST跳线，侧光光纤以及照明光纤。

展位号

9C18

塑料光缆 安华高跳线

光电复合缆

杭州临安万隆线缆有限公司
展位号

http://www.wanlongcable.com

-成立于2003年 -地址位于杭州临安区 -厂房面积2万平方米 -产量每个月40*40HQ -价格实惠，质量上乘 -主要产品室内室

外光缆，同轴电缆。

产品范围: [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广电通信设备]

主营产品:光缆，同轴电缆和相关配套产品

特小型扁平光缆 小型8字光缆

9B009
新

光纤传感跳线

http://www.txpof.com/
http://www.wanlongcable.com/


光纤光缆

安徽天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tjxx-cable.com

安徽天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出口于一体的专业光缆公司，位于中国安徽省滁州市苏滁现代产

业园柳州路195号。我们有15年以上的光纤光缆生产经验，拥有多套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全套的光纤光缆检测设备，主

要产品有室内室外通信光缆、电力光缆、矿用光缆等等、产品行销全球

产品范围: [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

主营产品:室内室外光缆，ADSS 光缆，OPGW 光缆，气吹光缆，皮线光缆，8字形光缆等等。

展位号

9B17

ADSS室外架空光缆 光纤复合架空地线 皮线光缆（家用系统电缆）

老

宏安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

光纤

http://www.hongan.com.cn/

宏安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产品包括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光网

络产品，是拥有完整产业链的专业化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始创建于1985年，公司下设威海市长和光缆有限公司、威海威信

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威海长和光导科技有限公司等子公司。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

实验室、国家认可 CNAS 实验室、市级工程实验室、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个研发平台。 目前为止公司拥有专利103

项，其中发明专利27项，制定企业标准4项，团体标准4项，产品畅销国内主流运营商，运用于军事、通信、广电、油田、

矿山等领域，并出口到泰国、柬埔寨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

主营产品:公司主导产品包括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光跳线、数据电缆、通信电缆、通讯设备等。

光缆 光纤预制棒

9B19
老

http://www.tjxx-cable.com/
http://www.hongan.com.cn/


数据中心

深圳市迅特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ont-tech.com

迅特通信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光电通信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南山智园，生

产基地位于南昌市高新区中兴软件园，在国内二十多个省市及海外设置办事处及备件中心。公司长期聚焦为电信运营商、

设备商、数据中心等客户提供专业的产品解决方案。 公司创始人及核心团队均来自业内知名通信企业，拥有20年以上的销

售、研发、生产及管理经验。依靠在高速器件封装、密集高频电路设计以及高速光电集成等方面的技术积累，公司自主研

发10G/25G/50G/100G/400G/800G光电通信模块，知识产权申请累计300多份，知识产权授权累计200多份。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

主营产品:公司主营产品包括10G/25G/50G/100G/200G/400G/800G光电通信模块；半有源设备，接入OTN设备，IDC互

联波分设备，PON聚合拉远和GPS北斗智能有源分配系统产品。

展位号

12B33

数据中心光模块整体解决方案 数据中心综合解决方案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www.sdgi.com.cn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是2000年在深交所主板上市的国有控股、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股东是深圳市国资委直管

企业——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总部设在深圳，在深圳、北京、重庆、成都、东莞、枣庄、常州、绵阳设有生产

基地。 公司立足于光通信领域，发展线缆制造、光电制造、科技融合、智慧服务四大业务板块。截至2021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达83.24亿人民币，净资产25.21亿人民币，年销售收入45.9亿人民币。公司纤缆产业产能超千万芯公里，智能

终端产能超5000万台套。多年来综合实力位列中国光纤光缆行业十强，其中电力光缆和室内光缆位列行业四强。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云数据中心,无线通信,运营与服务]

主营产品:光纤、光缆、光连接器、铝包钢线材、光缆金具及附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材料。无线、固网、数据中心用光

模块，10GPON/XGPON、4K/8K高清机顶盒、高清IPC、WiFi5/WiFi6路由器、安卓云服务器、千兆/万兆园区级管理交

换机等网络终端设备，光交换产品。智慧网络工程和数据中心的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营维护，以及相关产品的一体化、

定制化综合解决方案。电子信号与信息处理、高性能运算、数据存储。

展位号

9A33

一站式微数据中心 电力通信解决方案

http://www.sont-tech.com/
http://www.sdgi.com.cn/


数据中心

苏州苏驼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ttxkj.com.cn

苏州苏驼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通信网络配套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以

及数据中心的运营及整体解决方案服务。 苏驼通信已建设完成从裸片封装到模块封测的全产业链，提供成熟的有线宽带、

无线基站、数据中心等全应用解决方案。为云数据中心客户提供100G、200G、400G 等高速光模块，为运营商提供5G前

传、中传和回传光模块以及应用于骨干网和核心网传输光模块等高端整体解决方案。凭借行业领先的技术研发能力、低成

本产品制造能力和全面交付能力等优势，苏驼通信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并保持了市场份额的持续成长。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通信系统设备,云数据中心]

主营产品:通信光模块、光器件、网络机柜、室外机柜、综合机柜、ODN设备、ODN器件。

展位号

12C33

光通信器件和模块

深圳市西迪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datatec.com.cn

深圳市西迪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提供宽带、语音、视频接入网络设备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定位于专业接入网产品

制造商，主要产品包括GPON、EPON、EOC、HFC、WIFI等，是业界少数几家可提供完整的全业务、多技术接入网产品

的公司之一。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无线通信,运营与服务]

主营产品:FTTH光通讯接入网设备 OLT、ONU, EOC, 无线路由器，无线AP, HFC, 交换机，光传输设备，私有云存储设备

展位号

10B55

4PON PORTS OLT DWDM OTN9600 5U机箱 交换机

100G QSFP28 LR4光模块

http://www.sttxkj.com.cn/
http://www.cdatatec.com.cn/


数据中心

广东亿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hyc-system.com

亿源通科技（英文简称“HYC”）创立于2000年，是全球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无源光通信器件ODM/JDM制造商，专注于

为客户提供光通信无源基础光器件设计、研发、制造、销售的一站式定制化服务。 我们拥有专业的国际化运营管理以及经

验丰富的研发团队，长期坚守“精品制造、精细化运营”的理念，以清远生产基地为核心，与深圳营销研发中心和武汉研

发中心一起共同搭建起具有独特竞争力的自主研，产，销体系，积极推进全球产业布局，并分别在亚洲、欧洲、美洲、中

东等区域市场获得客户高度认可。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

主营产品:五大产品线：高速收发模块光组件、光互联产品、WDM波分复用器、PLC分路器、微光学器件

展位号

9C52

光纤干涉仪组件(Coupler&FRM)

广州芯德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8 Port GPON OLT V1600G1-B

https://cn.vsolcn.com/

广州芯德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光纤通信接入领域的制造商，拥有15年以上的FTTX光接入系统解决方案经验。作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软件企业、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广州市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开发区连续8年瞪羚企业和“专精特新”

企业、2021粤港澳大湾区新经济先锋企业50强，芯德科技专注于光通信接入设备和4G/5G无线CPE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坚持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同时重视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取得有效自主知识产权超110项。在掌握路由交换、嵌入式

操作系统、PON设备的云管理、加密保护算法及授权管理等技术领域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服务，勇担振兴

民族通信产业使命。

产品范围: [光通信系统设备,无线通信]

主营产品:ONU、OLT、无线路由器、网络交换机、CPE、ITC、HFC产品及相关配件等

HG3221D双频千兆 WiFi 5 路由器 V-SOL 2.5GbE XPON ONT

10C22

相干模块内保偏（PM）FA-MT器件 用于EDFA的超小型Hybrid器件

http://www.hyc-system.com/
https://cn.vsolcn.com/


数据中心

余姚市尚品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网络/服务器机柜

余姚市尚品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 2006 年 1 月，建筑面积十万多平方米。立志成为数据中心相

关基础设备和管路线缆管理支撑设备开发与制造一体化的专业生产厂家。公司设有专业的产品研发中心、模具制作中心和

产品测试中心支持OEM/ODM，产品远销全球 100 多个国家且通过各类测试及权威认证，包括 UL，CUL，CE，SGS，

ROHS，TUV 等认证。 专利产品百余项。是数据中心机房设备一站式制造商，高效低碳数据中心设备制造，助力快速绿色

的数据中心建设。

产品范围: [其它]

主营产品:各种网络/服务器机柜，挂壁式机柜，机架，户外柜，配电柜，列头柜，智能一体化机柜，机房冷 / 热风通道。各

类钢制、铝合金走线架、光纤槽道、网格桥架、电缆桥架、新型节能桥架、信息箱、光终端设备、防静电地板；以及各类

固线器、 馈线窗等产品。

冷热风通道系列 机房布线系列

9C72

深圳市爱德泰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adtek.com.cn

深圳市爱德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集研发、生产、经营、服务为一体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领先的光纤通

信器件ODM生产商和出口商，爱德泰拥有超过15 年的出口经验，目前业务已拓展至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专注于为全

球客户提供光纤 和铜电缆连接产品，为国内外运营商、电信主设备商、系统集成商提供一站式的光纤布线 系统和网线综合

布线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云数据中心]

主营产品:数据中心MTP®/MPO主干/分支/预端接跳线、高密度光纤配线架、MDC跳线，100GMDC接口、IP67/68防水

跳线、AOC/DAC跳线、WDM产品、板载光连接产品。

展位号

9A62

MTP®/MPO跳线

http://www.adtek.com.cn/


数据中心

北京耐威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wvdi.com/；https://www.nvisual.com/

北京耐威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在上海、成都、西安、张家口设有分公司。耐威迪是一家

非常注重研发创新的企业，年营收30%投入研发创新。耐威迪以客户为中心。产品95%以上的功能来源于客户需求。 耐威

迪秉承“让通信更高效”的使命，着力打造通信线路可视化管理、光纤资源管理、企业IT基础设施管理、数据中心基础设

施管理等解决方案，为组织的 IT电信基础设施与数据中心运维管理提供支撑工具。

产品范围: [其它@@@光纤资源管理软件]

主营产品:耐威迪nVisual光纤资源管理软件运用数字孪生技术＋管理模式创新，通过统一的数据模型，便捷的对通信网络基

础设施设备与线路进行可视化的管理，迅速为组织建立起精细化、规范化、流程化、可视化的基础设施运维管理体系。

展位号

9C001、9C002

nVisual光纤资源管理系统

广州久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http://www.grandmetalgz.net/

广州久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精密钣金制造公司。公司创建于2003年，位于广州市南沙

区榄核镇，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通信、电力、金融用机箱机柜，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外网络、通信、综合布线、金融、自动

化等领域。公司拥有进口ＡＭＡＤＡ数控冲床、激光切割机、数冲激光复合机、数控折弯机，高精密机械手自动焊接等完

善的生产设备，另外还自有静电粉末喷涂线。公司产品严格遵循IEC、ASTM、ANSI、JIS等国际标准，符合RoHS环保要求

，是多家跨国企业产品UL认证工厂。为广大国内外企业提供优质高性价比的产品制造服务。

产品范围: [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云数据中心]

主营产品:室内室外用通讯机箱、柜体、光交箱，光配线箱、配线架，服务器机柜、网络机柜，金融ATM机框体等

展位号

9B011、9B012

通讯机箱、柜体 新能源医疗安防设备 ATM自助服务终端、金库、保险柜

http://www.sont-tech.com/
http://www.cdatatec.com.cn/


半导体设备

MRSI (Mycronic Group)

http://www.mycronic.com

Mycronic集团旗下的MRSI Systems是全自动、高速、高精度、灵活多功能的贴片系统的领先制造商。我们为激光器、探

测器、调制器、AOC、WDM/EML TO-Can、光收发器、LiDAR、VR/AR、传感器和光学成像等产品的研发及中等批量至

大批量生产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凭借30多年的行业经验和我们遍布全球的本地技术支持团队，我们为所有级别的封装提供

最有效的系统和组装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芯片到晶圆(CoW)、芯片到基板(CoC)、PCB和gold-box封装。有关详细信息，

请访问：www.mrsisystems.com。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生产系统设备,云数据中心,无线通信]

主营产品:芯片固晶机：MRSI-HVM, MRSI-H, MRSI-705，MRSI-M3，MRSI-S-HVM MRSI为光电子和微电子工业提供

从亚微米到5微米系列的全自动芯片固晶机。演示产品MRSI-HVM提供了灵活和高速的1.5 micron的芯片机，为大批量生

产光电，传感和半导体器件提供行业领先的速度。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mrsisystems.com

展位号

10B79

MRSI-HVM系列 MRSI-S-HVM MRSI-H-HPLD+1.5微米贴片机

深圳市大族半导体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zhset.com

深圳市大族半导体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聚焦为LED、面板、半导体等泛半导体行业提供系统加工和智能化车间解决方案。

大族半导体主要研究蓝宝石、玻璃、陶瓷、硅、碳化硅、氮化镓、砷化镓和柔性薄膜等材料的加工工艺，提供从精细微加

工，到视觉检测等一系列自动化专业装备。目前公司在职员工逾千人，研发人员占50%左右，汇聚了十多位来自以色列、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行业技术专家、AI图像处理算法专家，保证相关技术在行业中领先地位，2021年销售收入逾14亿元。

产品范围: [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大族半导体专业聚焦为LED、面板、半导体等泛半导体行业提供系统加工和智能化车间解决方案。主要研究蓝宝

石、玻璃、陶瓷、硅、碳化硅、氮化镓、砷化镓和柔性薄膜等材料的加工工艺，提供从精细微加工，到视觉检测等一系列

自动化专业装备。

展位号

10C53
老

全自动刀轮切割设备

http://www.mycronic.com/
http://www.szhset.com/


先进微电子装备（郑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

6110 半自动单轴6吋晶圆切割机

http://www.adt-co.cn

先进切割技术有限公司Advanced Dicing Technologies Co., Ltd（简称ADT)是位于以色列的一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切割

设备和解决方案的供应商。2019年，以光力科技GLTech为龙头，联合若干中资机构完成了对ADT的100%股权收购。新

ADT以河南郑州为总部及研发生产基地，以色列为海外研发生产基地，上海为销售中心布局全球业务。打破业内设备国外

垄断局面，新ADT全力助力半导体切割设备国产化事业，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全面的半导体切割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半导体晶圆、封装、材料的切割设备及相关外围辅助设备； 切割耗材（刀片等）和备件； 切割解决方案；

半导体设备

7134 半自动单轴4吋大直径刀头切割机 8230 全自动双轴12吋切割机

深圳市大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我司总部位于深圳光明新区，致力于SOP/SOT/SIP/BGA 等高端半导体以及 CSP、 UVC、 VCSEL、大功率陶瓷封装设备、

非标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现有员工143人，其中研发31人，包含博士生3人，研究

生5人，本科毕业生23人。大力倡导“安全、高效、和谐、务实”的企业精神，辅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技术创新为支

柱，客户满意为标准”的管理理念，通过引进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以及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在高新技术领域不懈努力，不

断开发出领先的高、精、尖的产品并保障了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打造了卓越品牌，为广大用户提供业

界优良及最具性价比的先进自动化设备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高精度固晶机、共晶机、荧光粉喷粉机、分选机、切割机

10C35

展位号

10A13

高精度固晶机 共晶机 荧光粉喷粉机

首次

http://www.adt-co.cn/


微见智能封装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高精度高速固晶机MV-15H

http://www.microviewsz.com

微见智能封装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是专业从事高精度复杂工艺芯片封装设备研发和生产的高科技企

业。 微见智能MV系列1.5μm级高精度固晶机拥有COC/COS、GOLD BOX、AOC/COB、TO、RF/Hybrid Device、Flip

Chip等工艺能力，是光通讯、5G射频、商业激光器、大功率IGBT器件、存储、MiniLED显示、AR/VR、军工、航空航天

等领域核心芯片封装的关键装备，其比肩国际一流的产品功能和品质迅速获得了国内外行业广大客户的高度认可。 未来，

微见智能将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高端芯片封装装备企业，引领中国芯片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产品范围: [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微见智能MV系列1.5μm级高精度固晶机拥有COC/COS、GOLD BOX、AOC/COB、TO、RF/Hybrid Device、

Flip Chip等工艺能力，是光通讯、5G射频、商业激光器、大功率IGBT器件、存储、MiniLED显示、AR/VR、军工、航空

航天等领域核心芯片封装的关键装备，其比肩国际一流的产品功能和品质迅速获得了国内外行业广大客户的高度认可。

半导体设备

10B69

镭神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http://laserx.netcn/

镭神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自2017年10月成立伊始，公司一直以满足客户需求，追求员工幸福为使命。在短短四年间，公

司成熟设备已达10余种。涵盖光器件，探测器件等领域。整机年产能400台。现公司与华为、昂纳、云晖、联特、琢越，

东飞凌、中兴光电子等近四十余家客户有合作和业务往来。公司现有研发人员50人。实现了研发、设计、生产全产业链。

现有成熟设备：通信激光器测试老化类，包含COC测试机、芯片Bar 条测试机、COC 老化系统等；通信激光器光路组装类，

包含自动耦合激光焊接机、自动光路耦合系统等；工业激光器测试老化类，包含大功率COS老化系统、大功率COS测试系

统等；仪器仪表

产品范围: [光通信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老化测试设备，耦合激光焊设备等

展位号

10C75

自动光路耦合机

http://www.microviewsz.com/
http://laserx.netcn/


日立高新技术（深圳）贸易有限公司

http://www.hitachi-hightech.com

日立高新技术在光通讯领域持续为客户提供相关代理材料销售工作，并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代工服务。超过25年以上的充足

光通讯市场经验，在贩卖产品的同时也为客户整合资源并提供光通讯半导体相关生产和测试设备的贩卖和一站式工业互联

网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云数据中心,运营与服务]

主营产品:代理及销售陶瓷封装管壳，半导体致冷片，陶瓷热沉，柔性线路板，热敏电阻等光通讯相关材料及器件，并为客

户提供相关领域代工服务以及行业相关设备的销售及一站式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展位号

11D52

光器件模块综合封装材料 光子集成电路芯片

半导体设备

骏河精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XYZ轴直线滚珠导轨

http://www.suruga-g.cn

骏河精机是销售滑台，光学元件，光纤耦合等产品的公司。是日本骏河精机为强化在中国的销售和支持体制，2011年7月

设立的独立法人公司。（在这之前以代表处的名义服务中国市场）骏河精机作为“QCT改革者”为中国客户提供“高品质、

低成本、短交期”的产品。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从滑台等的定位部件到光纤耦合的系统产品的提案，范围广泛。

自动滑台耦光组合（6轴）

10C31

波导耦合（被动元件耦合）系统

http://www.hitachi-hightech.com/
http://www.suruga-g.cn/


先进光电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DB808高精度共晶贴片机

http://www.szygqc.cn

先进光电——国内知名半导体和LED封装装备供应商公司，现有厂房面积10000㎡以上，员工200多人，其中研发人员60

多 人 （ 硕 士 、 本 科 以 上 学 历 超 过20人 ） ， 具 备 年 产 能 力2500台 以 上 ， 年 销 售 额 超 肆 亿 元 以 上 。 公 司 全 面 推 行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并提供以革新性、可靠性著称的硬体和软体解决方案以满足行业内各种苛刻半导体和LED产品

的要求，为客户提供高品质、高精准、高效率的半导体和LED封装装备。

产品范围: [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DB808高精度共晶贴片机r( ±5 μm)、DB806高精度环氧贴片机r( ±5 μm)、DB810高精度固晶机r( ±10 μm)、

DB5050双头高速固晶机，高速点胶机。

半导体设备

DB806高精度环氧贴片机

深圳市锐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http://www.szreb.com

深圳市锐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半导体封装领域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有600平

米标准装配车间，来料检验室，标准件仓库，设备精调车间，设备展示厅，大理石校准台，2.5次元测量设备及微米级激光

干涉仪，有优秀的工程研发团队及售后团队，目前有研发工程师本科以上学厉15人，全部来自国内知名一本院校，工程经

理3人，行业经验10年以上，在他们的带领下保证了公司各个基础研发项目有序推进。

产品范围: [光通信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TO56 共晶机、IGBT封装设备、自动脉冲贴片机、半自动脉冲贴片机、全自动管座搬 运机、自动滤光片贴片机、

全自动 IC 倒封装机、全自动 COB 点胶贴片机、全 自动 COC 共晶贴片机、多功能自动换头贴片机、自动 TO 分档下料机、

芯片转 载机及其它非标贴片设备。

10B75

展位号

10C71

超声波金属焊接机 UT-400 全自动TO56共晶机 ET-501P 自动点胶贴片机 DB-560P

DB805B高精度共晶机

http://www.szygqc.cn/
http://www.szreb.com/


老 深圳九州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jiuzhou-oe.com

深圳九州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光电子”或“公 司”）于 2019 年 11 月成立于深圳光明区，公司注册资

本 5000 万元。公司前身为四川九州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成立于 2012年 11 月，历经多年的发展、积累和沉

淀，产品月产出5KK以上，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25%，工业总产值超7亿元，产销规模连续5年全球排名前三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

主营产品:公司致力于 5G 高速率光器件、5G 无源光器件及自动化装备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公司自主研发的各类型光器

件，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自主研发的 TO 及光器件自动化生产装备，行业领先；非标定制的自动化装备，

高效满足客户定制化工艺的需求。

展位号
12A25

TO系高速高精确共晶机

米艾德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

高精度共晶键合设备

MID是专精在微尺度、高精密方向各种工艺（点胶、焊接、组装）实现的优质设备制造商。我们为高精度、微尺度领域光

器、探测器、调制器、AOC\WDM/EML TO-CAN,光模块、LIDAR\VR/AR、传感器和光学成像等产品的研发、生产提供

“一站式”解决方案。

产品范围: [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

主 营 产 品 :高精度共晶键合设备；全自动封帽设备；高精度翻转分选机；Lens、潜望镜、Z-block自动贴装线体；自动补胶

设备；高精度通用型移载设备；耦合系列设备（RX、TX）；精密自动软板焊接设备；

高精度翻转移载分选设备

10C65

高精度自动化贴装固化线体

半导体设备

COC/COB高速高精度共晶机

http://www.jiuzhou-oe.com/


恩纳基智能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展位号

AOI智能外观检测设备

http://www.eng-wx.com

恩纳基智能科技作为高科技创新企业，专注服务与通讯模块、功率模块、传感器模组、摄像头模组等微组装领域，团队包

括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知名院校及半导体设备行业优秀的经营管理及技术研发人员，拥有自主研发底

层核心技术包括多轴驱动控制系统技术、亚像素级图像算法技术、精密光学设计技术、PC-base实时软件技术、精密机械

设计及系统工程技术。为用户提供更柔性、更稳定、更精准、更优性价比的智能装备，致力打造一个业界一流、客户满意

的智能装备及远程维护系统解决方案公司

产品范围: [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

主营产品:S17-高精度智能分选设备、A18-智能AOI检测设备、M18-多芯片智能贴片设备、T18-高精度智能贴装设备、

EX20-高精度共晶贴装设备、PL20-等离子清洗机、WB20-超声波引线键合机

半导体设备

T18 高精度智能贴装装备

10D31

S17 高精度智能分选设备

河北圣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APD系列测试机

http://www.hbshgd.cn/

河北圣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石家庄市，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金8000万元，下设两个全资子公司河北圣源光电有限公

司、河北圣源芯科光电有限公司。公司已通过国际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获得

欧盟CE认证、英国UKCA认证、 SEMIS2认证。公司成立有半导体激光及硅光芯片测试河北省工程研究中心、石家庄市光

通讯芯片测试技术创新中心、石家庄企业技术中心，为B级研发机构。 企业主营业务：一、光通信芯片测试设备、划片裂

片设备、排Bar设备的研发制造；二、激光器、探测器、双抛片的分割、外观检测、电性能测试等芯片代加工服务。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一、双温系列LD芯片测试机；低温系列LD芯片测试机；EML芯片系列测试机；大功率芯片系列测试机；COC芯

片系列测试机；Bar条系列测试机；APD系列测试机；化合物半导体芯片划片机；化合物半导体芯片裂片机；芯片点数机。

二、激光器、探测器、双抛片的划/裂片分割、外观检测、光电性能测试等芯片代加工服务；

Bar条测试机

10D51

LD/PD芯片划片机

http://www.eng-wx.com/
http://www.hbshgd.cn/


半导体设备

宁波尚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advancenb.com

宁波尚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研发半导体封装设备和精密自动化装备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总部坐落于浙江宁

波，分别在北京和成都成立研发中心和办事处。公司汇集了国内外各专业技术人才，在机械、电气、电机、视觉、超声波

焊接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并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有平面式全自动引线键合机、TO56全自动引线

键合机、压焊机、各种深腔球焊机和楔焊机，主要应用在集成电路、分立器件、光通信器件、激光器件、微波组件、传感

器、MEMS等领域。 公司秉承着“追求卓越，和谐共赢”的经营理念，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以提供一流的产品和

服务为宗旨，为创造更好的明天不断努力，不断创新。

产品范围: [光通信系统设备,其它]

主营产品:1，多功能键合机：球焊键合机，楔焊键合机，球楔一体键合机； 2，全自动球焊键合机； 3，TO型全自动球焊

键合机； 4，全自动深腔键合机：球焊/楔焊

展位号

10D57

TO型全自动金丝键合机 球楔一体多功能键合机

老

东莞市耀野自动化有限公司

http://www.sinobonder.com

耀野自动化致力于光器件自动化耦合、组装、检测设备的开发和销售。核心研发团队成员均毕业于知名高校。目前可以向

客户提供：同轴器件耦合、COB器件耦合、透镜耦合、全自动滤光片贴装、3um固晶机、光学影像测量等自动化设备。经

过多年的持续改进，我们的设备在效率、精度、稳定性等方面已经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产品范围: [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发射耦合机(激光焊)、双工位接收耦合机(胶工艺)、全自动滤光片贴装机、COB耦合机、全自动GLens滤光片贴装

机、透镜耦合机、高精度固晶机(3微米)。

展位号

10C26

COB耦合机 透镜耦合机 高精度固晶机（3微米）

http://www.advancenb.com/
http://www.sinobonder.com/


唯亚威通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

ONT-800 光网络测试仪

http://www.viavisolutions.com

VIAVI 拥有提供无与伦比的物理和虚拟网络智能所需的深层专业技术，可帮助服务提供商、企业及其生态系统部署、维护、

优化和发展全球最复杂、最强大的网络。作为测试领域的引领者，VIAVI 有着与通信公司成功协作的悠久历史，在网络测

试和服务支持领域的核心能力。

产品范围: [光测试仪器仪表]

主营产品:通信测试仪器、光通信测试仪器、光通信监测系统、网络测试仪器、无线电和航空电子测试仪器、5G测试仪器

光测试仪器仪表

OneAdvisor-1000便携式高速网络测试仪 第三代多应用平台 MAP-300

10A55

海宁集成电路与先进制造研究院
展位号

三自由度激光跟踪仪

海宁集成电路与先进制造研究院位于浙江省海宁市，是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宗旨，以光电检测与AI 信息处理技术为核心，重

点发展泛半导体检测、智能制造、机器视觉等研究方向的新型研发机构。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与海宁市人民

政府携手共建，致力于在浙江省建设国内一流的泛半导体产业技术与人才创新高地。业务范围包括：发展集成电路和先进

制造技术，服务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开展集成电路和先进制造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进行相关技术的研发与示范应用、

设备研制和成果转移转化；培养引进人才，建立人才智库；积极拓展与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关系，围绕海宁市泛半

导体产业发展需求，建立面向产业的公共服务平台与专业技术培训中心等。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测试仪器仪表]

主营产品:高端六自由度激光跟踪仪、飞秒激光跟踪仪、通用三自由度激光跟踪仪、定制化激光跟踪仪、激光跟踪仪相关衍

生产品等系列化产品；激光干涉仪、激光测距仪、精密转台、稳定跟踪监视平台、工业全站仪、光电自准直经纬仪。

11A65-2

六自由度激光跟踪仪

http://www.viavisolutions.com/


横河测量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高分辨率高性能光谱仪AQ6380

https://tmi.yokogawa.com/cn

横河测量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作为日本横河电机株式会社的全资子公司，全面负责横河（YOKOGAWA）测试仪器仪表

在华销售、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等一条龙业务。主要产品涵盖横河（YOKOGAWA）波形类、电功类、光通讯类、记录类

及现场在线类测量仪器仪表，是多方位综合通用仪器销售公司和全方位科技公司。

产品范围: [光测试仪器仪表]

主营产品:光通信测试仪器主要包括：光谱分析仪及应用软件、光波长计、OTDR、MFT-OTDR、MFT-OLTS、手持光功率

计、多应用测量系统、以太网手持式测试仪、手持光源等

光测试仪器仪表

横河AQ6150B系列波长计 横河AQ1210系列OTDR

10B35

安立通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MT1040A 
便携400G网络测试仪+光谱仪

https://www.anritsu.com/zh-cn

安立公司是一家拥有120多年历史的创新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的测试和测量解决方案包括无线、光通信、微波/射频

和数字仪器，支持了系统以及研发、制造、安装和维护的解决方案。安立还为通信产品和系统提供精密微波/射频元件、光

器件和高速器件。安立通过增加用于网络监控和优化的多维服务保证解决方案为现有和下一代有线和无线通信系统以及服

务供应商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安立业务遍布 90 多个国家，拥有约4,000名员工。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测试仪器仪表]

主营产品:1.无线通信测试测量方案，可广泛用于4G、5G、WiFi/蓝牙等无线通信设备和芯片测试； 2.数字通信和光通信测

试测量方案，可广泛应用于包括各种高速接口、光互连、光传感在内的设备和芯片测试； 3.通用电子测试和测量方案，可

广泛应用于包括各种射频、雷达、互连在内的器件和芯片的测试； 4.光通信器件和芯

MP2110A
一体化采样示波器/误码仪

MP1900A信号质量分析仪

10B33

https://tmi.yokogawa.com/cn
https://www.anritsu.com/zh-cn


是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

M8050A 高性能比特误码率测试仪

http://www.keysight.com

是德科技提供先进的设计和验证解决方案，旨在加速创新，创造一个安全互联的世界。我们在关注速度和精度的同时，还

致力于通过软件实现更深入的洞察和分析。在整个产品开发周期中，即从设计仿真、原型验证、自动化软件测试、制造分

析，再到网络性能优化与可视化的整个过程中，是德科技能够更快地将具有前瞻性的技术和产品推向市场，充分满足企业、

服务提供商和云环境的需求。我们的客户遍及全球通信和工业生态系统、航空航天与国防、汽车、能源、半导体和通用电

子等市场 。2021 财 年 ， 是德 科 技 收入 达 49 亿美元 。 关于是德科技公司 （NYSE：KEYS） 的更多信息 ， 请访问

www.keysight.com。

产品范围: [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是德科技主要经营测试测量设备（如示波器、信号源、网络分析仪、频谱仪、无线综测仪、阻抗分析仪等测试测

量仪表）及自动测试化软件（包括设计仿真、原型验证、自动化测试软件等）。专注于为电子行业提供测试测量解决方案。

光测试仪器仪表

110G UXR系列实时示波器 N4373E光波器件分析仪

圣德科（上海）光通信有限公司

http://www.santec.com.cn

圣德科（上海）光通信有限公司是日本Santec Corporation的在华全资子公司， 负责中国地区业务。Santec公司1979年

成立于日本爱知县， 2001年JASDAQ上市。拥有四十多年光通信产业经验的Santec，在MEMS技术、LCOS液晶技术、光

学成像（OCT）技术和光学薄膜技术上有着丰富应用经验。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Santec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光通信、光模

块企业、医疗设备企业、研发中心以及各大高校、研究所。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主营产品：光器件产品、光衰减器、空间光调制器、可调谐激光器、测试系统、可调谐滤波器、光功率计、偏振

控制器、扫频光源、OCT(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系统、3D Optical Profiler等。

10B31

展位号

10A53

快速扫描测试系统 高性能可调谐激光器TSL-770 高速LCOS空间光调制器SLM-210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santec.com.cn/


德瑞精工（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耦合平台

http://www.direc-tech.com/

德瑞目前面向激光、3G、半导体、新能源、高校等众多行业提供基础直线电机、模组、大理石平台，目前我们对细分行业

的方案、对行业的理解比同行有一定优势；对产品的质量、交期属于行业领先状态；对产品成本、售价控制的比同行更有

优势；具有精密运动系统的机械设计、电控方案和调试能力。

产品范围: [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光纤耦合平台、芯片贴装大理石平台、AA机大理石平台、镜头组装大理石平台、直线电机动定子、直线电机模组

等。

光测试仪器仪表

10C55

深圳市维度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dimension-tech.com

维度科技自2007年成立以来，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光通信检测解决方案供应商，为全球客户提供一流的光器件测试和光

纤端面检测解决方案和设备。建立了全球营销和服务支持网络。已为全球5000多家客户提供近百种光电检测设备。产品范

围包括：通用光学测试平台和稳定光源、光开关、光衰减器、光功率计、插回损仪等光学性能测试模块，以及光纤端面干

涉仪、台式光纤端面检测仪、便携式光纤端面检测仪、光纤端面清洁机、极性检测仪、同心度调心仪等。为光通信生产制

造企业以及光纤传感、光网工程、科研院所等提供前瞻科技和领先的解决方案，并能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服

务。

产品范围: [光测试仪器仪表]

主营产品:通用光学测试平台和稳定光源、光开关、光衰减器、光功率计、插回损仪、误码仪等光学性能测试模块，以及光

纤端面干涉仪、台式光纤端面检测仪、便携式光纤端面检测仪、光纤端面清洁机、极性检测仪、同心度调心仪等。

展位号

10A35

多通道插回损测试仪 新一代全数字化端面检测仪 WDM测试系统

XYθ平台

http://www.direc-tech.com/
http://www.dimension-tech.com/


罗德与施瓦茨（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R&S®RTP 高性能示波器

https://www.rohde-schwarz.com.cn

罗德与施瓦茨是测试与测量、系统与方案、网络与网络安全领域的领先供应商。公司成立已超过85年，总部设在德国慕尼

黑，在全球70多个国家设有子公司。作为一家独立的科技集团，罗德与施瓦茨创新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为全球工业客户提

供了一个更安全与互联的世界。截至2021年6月30日，罗德与施瓦茨公司在全球拥有约13000名员工。在2020/2021财年

(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 公司营业总收入为22.8亿欧元。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罗德与施瓦茨提供先进的测试与测量仪器和系统，以用于组件和消费类设备的开发、生产与验收测试，以及移动

网络的建立和监测。此外，公司还瞄准其他重要的测试与测量市场，包括汽车电子、航空航天和所有的工业电子以及研发

和教育领域。

光测试仪器仪表

10B59
首次

深圳市唐领科技有限公司

www.te-lead.com

深圳市唐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专注于测试测量科技领域的高科技公司，总部位于科技之都“中国硅谷”-- 深

圳，致力于将全球优秀的物联网、光通信及高速信号等领域的测试测量仪器及器件引入中国并造福广大的研究人员、研发

及生产测试工程师，并与客户肩并肩开发出最适合客户使用的测试系统。 2020年唐领科技正式成为Multilane Inc.的战略

合作伙伴，致力于为下一代数据中心及高速互联产品、5G前传及中回传的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测试解决方案，从主机到光

电模块到芯片半导体，一整套完整的测试解决方案可满足收发端的规范性、兼容性、研发及生产测试，包括测试夹具、误

码仪、采样示波器、TDR等优秀产品。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测试仪器仪表]

主营产品:误码率测试仪、光电采样示波器、MCB、HCB、Loopback、TDR、高速线缆测试仪、CMIS分析器、任意波形

发生器、ATE

展位号
10B10

ML4035多功能高速特性分析仪 ML4079EN 800G带真实FEC误码仪 ML4054B 400G产测误码仪

https://www.rohde-schwarz.com.cn/
http://www.te-lead.com/


光测试仪器仪表

深圳光泰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http://www.szbrightas.com

深圳光泰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专注于光通信器件自动化封装测试系统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专业提供光通信自动化对光耦合系统、自动化测试解决方案以及专业的售后技术支持服务; 主要产品有：光模块

COB TX/RX 单模和多模全自动耦合，硅光&AWG芯片测试机台，WDM滤波片自动测试台， 非标自动化设备，

AWG/DWDM/CWDM器件自动化测试解决方案，以及专业的售后技术支持服务。 公司旨在做光通信领域的精尖产品，以

科技创新为先导，顺应5G发展和大数据变革的时代需求，一如既往地秉承“以质为本，以精立业”的质量方针，以技术为

核心，竭诚为客户提供性价皆优的自动耦合系统。

产品范围: [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1、光模块COB 单模全自动耦合台， 2、硅光&AWG芯片全自动测试机台， 3、WDM滤波片自动测试台， 4、

PLC/AWG平面波导耦合台， 5、AWG/DWDM扫描测试系统。

展位号

10A79

CWDM4/Lan-WDM扫描测试系统 WDM滤波片自动测试台 AWG/硅光芯片自动耦合测试系统

上海鸿珊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鸿珊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本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完善的产品

检测手段和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公司始终坚持以“质量第一、信誉至上、合作共赢、服务一流”为服务理念。公司主要

产品有免缠绕插回损测试仪、极性测试仪、台式光源、台式功率计等工厂测试仪表和手持式光源、手持式功率计、PON功

率计、光纤识别仪等工程检测仪表。我们鸿珊人本着“求实、创新、高效”的团队精神，参与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以

一流的产品质量、优惠的产品价格，令客户满意的销售服务，赢得您的支持与信赖。鸿珊愿同四海知音、各界同仁携手共

同发展.

产品范围: [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MPO插回损测试仪，极性测试仪，免缠绕插回损测试仪，在线实验室监控平台，台式功率计，台式稳定光源等工

厂测试仪表及手持式功率计，手持式光源，手持式多用表，PON功率计，光纤识别仪，光话机，光纤寻障仪，笔式红光源

等工程检测仪表。。

展位号
10D026，10D027

iHS6001M-2CH双通道免缠绕插回损 MPO/MTP测试仪HS6001M-24CH HS6003A极性测试仪

老

http://www.szbrightas.com/


武汉东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高分辨光学链路诊断仪OCI

http://www.etsc-tech.com

武汉东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隆科技”）创立于1997年，坐落于著名的武汉·中国光谷的核心区。主要合作厂商包

括：德国PicoQuant、Primes，法国Thales，美国Coherent、Quantum Opus、Wasatch Photonics、IPG，日本NEL、

QD Laser、SIGMA KOKI 等多家国际一流厂商。产品涵盖教学、科研及工业应用的各个环节，主要涉及光谱影像、激光诊

断、光通信测量、单光子计数、气体传感、超快超强激光系统等光学应用领域。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通信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显微及光谱仪器、光通信测量系统、半导体激光器、固体激光器、激光测量诊断产品、激光控制设备及气室、单

光子计数产品

光测试仪器仪表

光纤长度测量系统OCI-L 光矢量分析系统OCI-V

10A81
新

10A73

光模块自动测试机

成都讯速信远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sufastech.cn

成都讯速信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3月，专注为光传输模块与系统测试测量，光芯片封装工艺与测试设备，微封

装工艺与测试设备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经过多年行业经验积累，公司具备了光传输测试系统整体规划能力、光芯片封装与

测试整体规划能力及微封装产线整体规划设计能力。

产品范围: [光通信芯片及材料,光通信器件及模块,线缆/光纤光缆/光纤传感,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

广电通信设备]

主营产品:涵盖光通信从芯片到模块的工艺设备、测试设备、仪器仪表、必要物料等。 工艺设备包括：贴片机、打线机、推

拉力测试机、等离子清洗机、X-ray检测机、激光打标机等； 测试设备包括：探针台、芯片测试机、coc测试与老化机、

TO测试机、TO老化机等 仪器仪表包括：光谱仪、波长计、示波器、时钟恢复仪、跑流仪、误码仪、多通道BOB测试仪、

源表等； 必要物料包括：芯片转运盒（VR Tray）、扩晶环、高频测试线缆

展位号

突发误码仪RBTxx50系列 推拉力测试机

首次

http://www.etsc-tech.com/
http://www.sufastech.cn/


桂林市光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多通道高速光功率计

http://www.ucigl.com

桂林市光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桂林优西科学仪器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9年，坐落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是一家从

事光通信测试仪器、光纤光栅传感及工业自动化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雄厚的研发力量、高效的管理机制以及先进的研发和生产设备。经过十多年磨砺，公司从小到大。目前已建立起两个生产

基地，拥有6000多平米的工作场地，职工100多人，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建立了具有自己特点的ERP

数据库管理系统。在国内设立了多家办事处，拥有遍布全国的经销商体系，产品还销往欧美、中东及非亚等世界各地。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光纤光栅解调仪，光功率计，光衰减器，探头，光模块，点光源

光测试仪器仪表

高精度光衰减器 光纤光栅解调模块

深圳市纽飞博科技有限公司

https://cn.fibrekits.com

深圳市纽飞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集设计、制造、销售于一体。公司主营产品包括光纤研磨设备、研磨夹具、研

磨耗材、光纤端面检查仪、光纤清洁用品、线缆裁切设备、线缆开剥设备和线缆开剥工具。我司以客户为中心，应用新技

术和新设计持续改进产品和提升服务，力争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

产品范围: [光测试仪器仪表,其它]

主营产品:公司主营产品包括光纤研磨设备、研磨夹具、研磨耗材、光纤端面检查仪、光纤清洁用品、线缆裁切设备、线缆

开剥设备和线缆开剥工具。

10B63

展位号

9C15

光纤研磨机 光纤研磨夹具 光纤端面检测仪

老

http://www.ucigl.com/
https://cn.fibrekits.com/


TOPTICA
展位号

调谐半导体激光器

https://www.toptica.com/

TOPTICA成立于1998年，位于慕尼黑（德国）附近，目前已经成为了世界领先的激光光电子公司之一。20年来 TOPTICA

一直致力于为科学和工业应用开发和制造高端激光系统。我们的产品包括半导体激光器，超快光纤激光器，太赫兹系统，

光学频率梳和高精度波长计等。TOPTICA的系统主要用于生物光子学，工业计量学和量子技术等高端应用。TOPTICA以提

供市场上波长范围覆盖最广的单频半导体激光器而闻名，即使在特殊波长也能提供大功率激光器件。TOPTICA的半导体激

光器具有出色的相干性，宽调谐范围和理想的光束质量。目前，OEM客户，科学家和十几位诺奖获得者都认可TOPTICA激

光器的世界级规格.

产品范围: [光测试仪器仪表]

主营产品:TOPTICA为科学和工业应用开发和制造高端激光系统和检测系统。 产品组合包括二极管激光器，超快光纤激光

器，太赫兹系统，光学频率梳，波长计，光谱仪，线宽分析仪，精密电流源和其他尖端技术产品。

光测试仪器仪表

高精度波长计 线宽分析仪

深圳市深高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szsgx.com/

深圳市深高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通讯领域专业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集软件、硬件开发和代理销售为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能够为用户提供完整的通信测试维护解决方案及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秉承“深发展、高标准、新探索”

的发展理念和“以市场为向导，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深高新专注光电通信领域研究10多年，已组建了一个10人多

科研团队，致力于光电传输、通信领域的多科目科学研究。 目前，深高新研究开发的主要产品有WDM耦合系统、光纤端

面检测仪系列、插回损测试仪系列、光功率计系列、可调光衰减器、等一系列光测试仪表和通讯类仪表，同时供应光纤光

缆清洁及施工工具产品。

产品范围: [光测试仪器仪表,光通信系统设备,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WDM耦合系统、一体式光纤端面检测仪系列、插回损测试仪系列、光纤研磨机系列、研磨夹具系列、光纤固化

炉系列、MPO极性测试仪。

10C62

展位号

10A65

WDM耦合系统-透射端 智能光纤研磨机 立式分阶段加热固化炉

老

老

https://www.toptica.com/
http://www.szsgx.com/


光通信系统设备

广州汇信特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visint.com.cn

广州汇信特于2006年创立，为高新技术认证企业，在国内多个城市设有办事机构。目前由汇信特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的

产 品 有 波 分 复 用 设 备 （ CWDM/DWDM ） 、 OTN 传 输 设 备 、 汇 聚 分 流 设 备 、 5G 前 传 半 有 源 设 备

（CWDM/MWDM/LWDM） 、 光 保 护 系 统 （OLP/OBP/OSS） 、 光 放 大 器 （EDFA/OEO/SOA） 、 色 散 补 偿 设 备

（DCM/TDC）、协议转换器、光纤收发器、光模块、无源器件等在内的十多个系列，能够满足移动、电信、联通、广电、

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电力、交通、政府、教育、企业、能源、特通等各行各业多方面的需求，产品可靠性高、环境适

应能力强、质量稳定，受到用户的广泛好评，市场占有率稳步上升。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云数据中心]

主营产品:波分传输设备（1.25G/10G/100G/200G/400G/CWDM/DWDM） 集成式波分设备 光放大设备 汇聚分流设备

光链路保护设备 5G前传半有源设备 基站拉远扩容设备 OTN传输设备（100G/200G/400G） PON拉远设备 光模块

展位号

11B26

Vispace 1000 4U/2U/1U波
分传输系统

Vispace 1000 OTN传输设备 Vispace 1000 汇聚分流设备

广州芯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sintai.com.cn

广州芯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光通信领域，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是国内光通信产品制造商，光传输解

决方案提供商，是一家专业的创新型产品制造商和服务商，有多项产品和技术发明专利，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5G企业。

公司的产品已为国内、外的电信运营商客户及专网行业客户提供优质服务，除电信运营商外，遍布ISP、IDC、电力、教育、

交通、广电、金融、网络安全、云计算等等行业。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云数据中心]

主营产品:波分光传输系统（含10G/ 100G/ 200G/ 400G波分系统，5G前传系统）；DCI城域波分系统 ；OTN智能光网络

系统；光放大系统（OEO光中继放大器，EDFA掺饵光纤放大器，SOA放大器）；光保护系统（OLP光线路保护系统，

OBP光旁路保护系统，FMS光缆监测系统）；光器件产品系列（有源光模块产品系列，CWDM/DWDM/AWG无源波分复

用器、光分路器、色散补偿、光开关等）

展位号

9B81

波分传输设备 城域OTN传输设备（DCI） 集成波分设备

http://www.visint.com.cn/
http://www.sintai.com.cn/


光通信系统设备

苏州艾科瑞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智芯ZX3000

http://www.aaa-equip.com

苏州艾科瑞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09月10日，注册地位于常熟市东南街道东南大道1150号4-1、4-2，法

定代表人为王敕。经营范围包括半导体封装测试设备及其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产品的

开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苏州艾科瑞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4家公司，具有1处分

支机构。

产品范围: [生产系统设备]

主营产品:慧芯、智芯、悦芯、精芯、睿芯、麒芯、慧瞳七大系列在内的30多种自动点胶装片机和分选机机型。

RX2000

10B25

藤野（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TX-10S六马达光纤熔接机

https://www.tenelec.cn

藤野（成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前身是一家专注于通讯领域行业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综合性企业，2020年

公司搬迁至美丽的天府之国四川成都。 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的产品有光纤熔接机 、光纤切割刀、光时域反射计

（OTDR）、光源、光功率计等光纤通信设备，产品广泛用于电信，安防、高校、研究院等领域，其技术水平均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公司产品远销欧洲、北美、南美、非洲、中东、东南亚等60个国家和地区。藤野科技始终秉承“开拓创新、团

结奋进、诚实守信、成就客户”的经营价值观，以光纤熔接机，通信测量仪器的研发为核心领域，全面帮助服务于国内外

通信行业领域客户。

产品范围: [其它]

主营产品:公司主营产品六马达光纤熔接机、光纤切割刀、光时域反射计（OTDR）、光源、光功率计等光纤通信设备，产

品广泛用于电信，安防、高校、研究院等领域，公司产品远销欧洲、北美、南美、非洲、中东、东南亚等60个国家和地区。

TX-10T六马达光纤熔接机 TX-10C六马达光纤熔接机

10A66

http://www.aaa-equip.com/
https://www.tenelec.cn/


光通信系统设备

深圳市瑞吉联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richerlink.com

瑞吉联公司2009年在深圳成立，是一家专注于家庭宽带接入，政企全光网POL和家庭组网的高科技企业。为运营商、政企、

行业和家庭个人提供优质的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公司研发实力雄厚，拥有全球4大研发中心。生产能力强大，设立印度/

中国两个自有工厂。服务能力卓越，支持全球客户。

产品范围: [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无线通信]

主营产品:EPON/GPON/XGS PON OLT，ONU，WiFi6，POL，PLC电力猫

展位号

10B21

OLT系列 EMS网管 XPON OLT设备

深圳市鸿升光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http://www.hsgq.com

深圳市鸿升光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总部位于科技中心城市-深圳，是一家专注于光纤通信设备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全球光通信设备和光网互联领域的市场创新者和应用技术开拓者。 鸿升光提供基于

全光网络的宽带接入产品和网络应用开发，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目前产品主要涵盖光接入GPON/EPON OLT局

端设备，GPON/EPON ONU用户终端设备，商业级/工业级光纤收发器，SFP光模块等光纤通信传输设备，拥有数十位丰

富经验的产品研发人员。所有产品均是自主研发生产，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范围: [光通信器件及模块,光通信系统设备,广电通信设备]

主营产品:目前产品主要涵盖光接入GPON/EPON OLT局端设备，GPON/EPON ONU用户终端设备，商业级/工业级光纤

收发器，SFP光模块等光纤通信传输接入设备。

展位号

10B37

86面板型ONU 工业级POE ONU 4PON口迷你 EPON OLT--HSGQ-E04M

http://www.richerlink.com/
http://www.hsg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