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的2008，是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一年， 大悲和

大喜交织，激情和梦想飞扬，每个历史时刻足以让每个中

国人铭记。

伴随着新春的喜庆气息，又开启了2009年的序曲。

近期最受关注的，要算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从年前

股市连连遭遇重创，到政府纷纷搬出各种救市手段，这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寒意，将整个冬天

变得愈发寒冷。欧美各国均纷纷失守，身处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随时间的推移，金融危机对光

电行业的消极影响悄然浮出水面，光电企业也不得不面临

严酷现实。

新年伊始，CIOE竭力组织全体成员，走进企业，亲身

感受此次危机对行业的影响，并希望通过CIOE平台优势，

为产业技术穿针引线，为国内外光电企业融合牵线搭桥。

《中国光电》也在开春的第一期，推出了“CIOE感恩回报

万里行——金融风暴下的中国光电产业现状调查”专题，

真实地再现广大光电企业在危机中所受的影响和采取的对

应措施。

在新的一年里，《中国光电》也将另辟蹊径，开设新

栏目、新专题，聚焦行业发展。在这，诚邀国内外知名光

电企业、科研院所、行业组织、投资机构等，就中国光电

产业发展中新热点、新问题展开深度讨论，并聚焦新兴市

场与技术前沿，就市场前景、技术走向、环境变迁以及竞

争趋势进行专业研讨。

我们有理由相信，走过不平凡的2008，必将迎来充满

希翼的2009年，在全体光电人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下，《中

国光电》必将实现新的飞跃！ 

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在历经重组、3G发牌、节能环

保、扩大内需等利好因素的刺激下，虽然挑战不断，但与

之并存的机遇仍值得让光电行业津津乐道。凝聚全体光电

人智慧与力量的光电产业，必将开创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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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由CIOE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宪承教授亲

自带队，展览部、市场部、宣传推广部等相关

工作人员组成的回访小组，分别前往珠三角地区深

圳、广州、珠海、中山、东莞、惠州等地，拜访了

飒特红外、奥林巴斯广州分公司、ULIS、Sofradir、

美创光电、勤上光电、英伍电子、SAE、关键光电

子、鸿利光电子、星宇电子、光胜光电、技高自动

化设备、盈光机电等光电企业，广泛听取企业在金

融风暴期间受到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同时了解企

业目前遇到的实际困难，希望发挥光博会的信息平

台优势，为企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总结

本次走访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企业对此次金融风

暴给光电产业带来的影响持乐观态度，并通过加快

新产品研发、调整产品结构、重新定位市场、加强

内部培训等举措积极应对。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对于全球经

济体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

步深化，其影响正不断从金融界蔓延，一些加工贸

CIOE感恩回报万里行
——金融风暴下的中国光电产业现状调查

缘起：十年来，承蒙各相关机构及国内外光电企业的大力支持，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高速成

长，现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光电专业展会。

2003年，正值成长期的CIOE遭遇发展中的重大挫折。困境并没有使CIOE就此沉寂，展会创办人杨宪

承率领团队骨干遍访珠三角、长三角、华中、华东地区光电企业，帮助参展企业重拾信心，拓展参展光

电企业群体，三个月时间里行程过万，拜访光电产业链企业100多家，被业界誉为CIOE历史上的第一次长

征。广大光电企业一如既往、继续坚定地和光博会站在一起，同进同退共渡难关，并和CIOE一起走到了今

天。

可以说，没有这些十年来始终和CIOE风雨同舟的光电企业，就不可能有今天的CIOE。而感恩回报，

正是十年后CIOE对业界最重要的承诺。当前，全球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并逐步蔓延至各个领域，给光电产

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阻碍了光通信产业、LED、传统光学等光电领域高速发展的步伐。CIOE在这样

的时候选择了和所有光电企业站在一起共渡难关，并积极发挥CIOE作为产业平台的信息、资源优势，为产

业技术穿针引线，为国内外光电企业融合牵线搭桥。

此次“CIOE感恩回报万里行”活动计划历时三个月，CIOE人的足迹将再次遍及珠三角、长三角、华

中、华东、华北、华南等国内光电企业聚集地，回访近百家多年来和CIOE共同成长的光电企业和参展商，

和这些业界同仁共商对策、共渡难关。这将是CIOE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长征，也是CIOE回报光电产业界的

又一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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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型的中小企业出现亏损纷纷倒闭，鞋业和服装等

产业也遭受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走访珠三角光电企

业期间，所到之处处处可见金融危机“狼”来后的

萧条景象。但值得欣慰的是，目前看来光电产业所

受的影响并无想象中严重。根据走访的总体情况来

看，金融危机目前仅波及到行业上层，具体到企业

层面，影响尚并不太明显。据调查结果显示，95%

左右的企业受本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一般。

CIOE前往广州飒特红外公司拜访时，该公司正

在部署2009年的部门发展计划，丝毫没有体现出有

金融危机带来的行业影响。飒特红外市场负责人介

绍说: “金融危机并没有对飒特红外的经营造成明显

影响，我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2008年经营任务，现

在正在部署2009年的发展规划。下半年国家经济政

策的调整，出台的扩大内需、加大国内基础设施建

设等政策，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华为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危机对终端性质的

产品影响不大，由于核心层面的投入较大，回收周

期也比较长，可能受的影响会大点，以致销售管理

相对来讲都会比较保守。不过，预计在09年的中期

整个产业的增长可能趋缓。”

在谈及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具体影响时，有少数

企业负责人表示08年从第三季度开始业绩有小幅的

下滑，相较于前两个季度，第四季度的市场收益有

所偏低。主要体现在，受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来自国外的订单减少，减少幅度大都在10-30%左

右，只有极少数的企业新接订单的受影响程度达到

了30-50%，这种情况多数为主要销售份额为国外

市场的部分企业。

对于此次危机，大多数企业都有较前意识的

认知和理性的分析，基本上认为危机带来的影响将

持续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为此，各企业根据自身情

况，也纷纷采取了相对应的措施。调整产品结构、

加紧研发新技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由专注国外

市场向国际国内市场同时进军……一系列措施来应

对。

东莞勤上光电负责人表示：“金融危机对勤上

光电的影响尚在可控范围之内。其实，每次危机都

是一次行业的洗牌，在现有格局被打破到新的行业

格局建立过程中，一些技术含量低的企业被清理出

局，对LED行业的发展是一次整体的调整。一家企

业要想增强抗风险能力，真正突破发展瓶颈，在市

场上掌握话语权，就必须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

对于此次危机最终将对整个光电产业产生多

大的冲击，企业普遍认为需要等到09年才能判断。

同时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指出，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中

国光电业将不会造成太大负面影响，反而有可能成

为又一次促进行业间“洗牌”的助推力量，部分以

技术、管理、创新为发展之本的企业有望在这一轮

洗牌中脱颖而出，是这部分企业崛起的一次重要机

遇。

也有不少企业表示，得益于市场需求的快速增

长和政府的大力推动，光电产业巨大的市场潜力正

在被逐步释放出来，在经历电信重组、3G全面启

动、环保节能等一系列措施后，2009年的中国光电

市场将有望掀起新一轮的发展浪潮。

后续：以上是此次“CIOE感恩回报万里行”活

动首站走访珠三角地区光电企业了解到的一些综合

情况。也许金融风暴对整个光电产业带来直接的影

响还有待更深入的观察，也许文中的部分观点和看

法还值得商榷，也许部分数据仍不尽详实，更多的

信息需要我们在近期的第二轮走访中获得更多的反

馈。当你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新一程

走访的路上，《中国光电》也将在接下来的几期刊

物里继续就此话题做更加深入的报道。期待您的观

点，期待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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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三个转变 抓住机遇抢占市场先机

记者：08年以来，在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情

况下，烽火科技集团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同比增长30%以上。你认

为公司能够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童国华：到08年9月份为止，烽火科技集团销售收入和销售

额都增长30%以上，利润增长速度更快。集团整体发展情况良

好，这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目前集团面临的外部产业环境出现一些“利好”。

一是08年5月份开始的电信重组，对CDMA/GSM网络建设特别是

3G网络建设起到较强的推动作用；二是我国信息化建设呈现加速

发展的态势，特别是行业信息化应用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三

是中国电信“光进铜退”战略加速实施，集团的市场主要集中在

光通信领域，08年的增长比较迅速。 

另一方面，从集团自身来讲，我们也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最近几年牢牢把握技术创新的根基不放松。我们一直在

思考：与华为、中兴相比，烽火科技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我们不可

金融危机下的光通信出路
——访烽火科技集团·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院长 童国华

能像华为、中兴一样把规模做得那么

大，移动、交换等各种产品线做得那

么齐全，我们已经错过了全面发展的

最好时期和机会。通过思考，我们认

为必须保持在光通信领域的技术创新

优势，这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这几

年来，在光通信领域，无论是新产品

开发还是应用，烽火科技集团都保持

业界领先地位。基于这一点，从2004

年至今，集团一直保持25%以上的增

长速度。 

二是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

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此前，烽火

科技一直是一家光通信企业，这些年

来，集团进入数据、无线、软交换等

产品领域。2008年，上述产品的销

售额能够占到集团总销售额的30%以

上。 

三是逐步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努

力树立集团产品和社会形象。烽火科

技集团从单一的科研院所转型而来，

与华为、中兴最大的差距就是驾驭市

场的能力。这些年来，我们逐步加大

市场开拓力度，努力扭转用户心中的

一些原有印象，例如研究院体制、产

品不稳定、规模化能力不够等，逐步

在运营商和用户心中树立我们的企业

形象。如利用2008中国国际信息通

信展的机会，集团第一次尝试请客户

到北京看我们的产品，了解我们的公

司。在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集团的

反应非常迅速，我们的光缆和系统设



6

ENTERPRISE INTERVIEW
企业访谈E

备都是第一时间到达地震现场，是第一家将光缆运

到都江堰交给中国移动的设备商。在汶川地震后，

烽火科技集团共计捐献了价值1000多万元的设备和

几百万元的现金。集团公司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来提升整体形象。 

四是通过转换机制、加强内部管理来促进企

业的发展。我们在内部管理和人才激励方面做了很

多工作，集团公司从单一的事业单位发展到现代企

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体制和机制的转换加快了

我们进入市场的步伐。从2000年至今，公司净资产

从11亿元发展到30多亿元，总资产从13亿元发展到

80多亿元，人员从1000多人发展到将近1万人，销

售额从四五亿元发展到六七十亿元。 

正是由于上述很多基础性工作的铺垫，加上外

部的有利发展环境，公司2008年实现了比较良性和

健康的发展。 

两次危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记者：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开始显现。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一些跨国公司的业

绩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利润下滑尤为明显。

我国的一些出口大户也受到了冲击。烽火科技在光

电子器件领域的出口占很大比例，你们将如何应对

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  

童国华：虽然近期集团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但

是我们也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看到发展中的危

机。将美国次贷危机与2001年的IT行业泡沫进行对

比，我发现在对产业的影响方面，两次危机有一些

惊人的相似之处。次贷危机07年从美国开始，当时

大家还没有认识到对国内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08

年年初依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在

当年IT行业出现泡沫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对中国的

严重影响。IT行业泡沫对我国的IT产业和通信制造业

影响的显现是在1年以后。虽然大家认为次贷危机主

要影响金融领域，但是其对于美国实体经济和中国

实体经济一定会造成影响。虽然影响可能滞后，但

是一定会来，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对此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部署，重点考虑如何

在现有的基础上应对挑战。实际上，受金融危机影

响最大的是集团的出口业务，从去年6月份开始，集

团器件产品出口的订单减少达到30%，虽然目前已

经开始稳定，但是会不会进一步减少还很难判断。 

我们针对国内国外市场现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

措施：一是在国际市场方面将视野放得更开一些，

除了在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市场开拓业

务外，我们加紧向中等发达国家以及大型运营商和

制造商渗透。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银行贷款减

少，而新技术的应用主要是由新兴公司推动，其受

影响更大，公司必须加紧向大公司渗透。二是加大

国内市场的拓展力度，公司最近提出要抓住电信重

组后的契机，加大国内市场业务的开拓力度。 

小厂商不负责任报价给企业带来挑战 

记者：正如你所说，烽火科技虽然在出口方面

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在国内市场也面临着难得的机

遇。比如，随着电信重组的完成和3G市场的大规模

启动，新一轮投资已经开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

两化融合和信息化建设，也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市

场空间。但是，由于竞争的加剧，上述领域的竞争

也会越来越激烈，你们将如何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

能力，抢占市场先机? 

童国华：在运营商重组和信息化建设过程中，

我们相信，以光通信产品为主的设备商会有很多机

会。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目前制造商确实非常艰

难。公司以光通信产品为主，而光通信产业已经由

高新技术产业向传统产业转变，虽然在光纤接入和

高速传输方面还有一些新的技术涌现，但是一些基

础技术，如光纤光缆已经不能称之为高技术产品。 

08年以来，成本压力也给集团带来了较大的挑

战。成本压力一是来自于原材料涨价；二是来自于

运营商采取网上竞标、拍卖等方式，一些小厂家不

是真心从事光通信产业，他们很不负责任地报价，

但是不能真正供货，其报价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利润

空间；三是来自于人力成本增加，3G市场启动之

后，对全球无线技术人才有巨大的需求。 

集团面临的另外一个重要挑战来自于通信技术

发展太快，很多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将技术形成规模

化产品获得足够利润，一些技术已经被替代。新的

替代技术对于推动通信技术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

量提高的益处显而易见，但是对于通信制造商来说

压力很大。不过，一个企业只要真正认识到自己所

处的位置，头脑清醒，认清形势，就一定能够应对

上述挑战。 

在运营商新一轮的网络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

先入为主的战略。公司在很多地区积极拓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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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拔白旗”的口号，通过让客户试用我们的

产品，希望在原来没有覆盖到的市场能够有所突

破。通过对市场的分析，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空

间，关键是如何让客户认可我们的产品。 

为此，今年年初集团提出“三个转变”，其中

很重要的第一个转变是由过去的销售产品向销售理

念转变，让客户知道我们的产品能够为其带来哪些

利益，站在用户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

第二个转变是从过去只卖设备，到现在不仅卖设

备，还卖经营模式的转变，和客户共同探讨为信息

化服务的经营模式。第三个转变是由单一的国内市

场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转变。“三个转变”的提出

是我们加快发展，应对目前市场形势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我们要和运营商真正结成战略联

盟，共同研究探讨用户需要哪些服务，公司必须要

跟上运营商转型的步伐，只有这样，才能在新一轮

电信重组中赢得先机。我们必须抓住运营商转型的

思路、网络需求和技术走势，从技术、网络和应用

服务等方面了解运营商转型带来的需求，才能与其

共同研究适销对路的产品。 

加快结构调整机制创新 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记者：我们知道，你2004年出任烽火科技集团

总裁以后，对企业的产品结构、股权结构等都进行

了改革和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产品结构调整

方面，烽火科技已经初见成效，形成光通信、数据

通信和无线通信三业并举的局面，其中，数据、无

线等产品的收入已经占到公司总收入的30%以上。

从企业发展来看，你认为几大产品门类在企业的总

收入中各占多大比例比较合适?下一步你们还将在哪

些重点领域实现突破? 

童国华：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集团必须抓

住光纤通信技术不放，进一步把光纤通信做强做大

做精。另外，公司要在数据产品、无线产品和信息

化服务3个领域形成新的支撑点。我们当然希望新的

支撑点能够和光纤通信产品平分秋色。通过分析，

我们认为信息化服务的市场容量非常大，而在无线

产品领域，公司仅仅从事室内覆盖产品的开发就能

够达到10亿元以上的收入规模。未来，在无线产品

的主设备领域，我们还会与大唐集团合作，以OEM

的方式推出主设备。烽火科技的重心放在工程上，

围绕主设备网络在上面构建应用和服务是我们今后

发展的重点。 

记者：2000年，烽火由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

烽火科技的技术实力很强，但是市场拓展能力和企

业化运作能力相对较弱，这与企业的激励机制并没

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有关。近几年，在你的大力推

动下，烽火科技在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大

胆探索和创新，从去年开始，你们开始了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你们将如何进一步加强机制创新，

推动企业更好地发展? 

童国华：如何通过机制和体制的转换，建立有

效的人才激励体制，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获取比较优

势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经过这么多年的努

力，有一些改变，但是改变程度还不够，需要继续

努力。 

我们在烽火科技集团下面成立了若干个公司，

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不太一

样，国外企业是总部股权高度分散，下面的子公司

和分公司股权高度集中；而我国是总部股权高度集

中，只能让下面的子公司和分公司分散股权，否则

很难做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行为。在转

轨变型过程中，集团将过去的很多事业部改制成上

市公司、合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实现员工持

股。 

集团下属的烽火通信在国资委的大力支持下，

股权期权激励方案获得了批准，现在正在证监会备

案。股权期权激励对于公司稳定人才将起到一定的

作用，通过改制让一部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持股

推动了公司发展。集团下属的两家器件公司，一家

在改制后实现了员工持股，一家是合资公司，两家

公司的发展轨迹完全不一样。在实行员工持股前，

合资公司的效益更好，在改变股权结构后，员工持

股企业的发展情况完全不一样，不论是规模还是效

益都超过合资公司。因此，对于推进股权激励，我

们必须要坚定信心走下去。 

记者：最近几年，烽火科技发展很快，销售

额从四五亿元增长到六七十亿元。随着企业规模的

扩大和实力的增强，你们是否会进一步利用资本市

场，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推动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童国华：在利用资本市场方面我们也有一些考

虑，公司提出的三大发展战略就包括相关的内容。

公司的三大发展战略一是以人为本，二是以技术创

新为动力，三是以资本市场为平台。在三大战略的

支撑下，公司肯定会有这方面的动作。随着产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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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推进，集团的赢利能力不断增

强，也想利用资本市场平台进行发展。实际上，这

些年来，烽火通信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例如，烽火

通信收购了南京华新腾仓50.1%的股权，此外还收

购了南京安网，目前，这些公司的经营状况都不

错。 

最近，烽火科技集团下属的一家主营光器件的

公司——光迅科技，已经通过了证监会的审核，不

久即将在深圳A股市场挂牌上市。该公司上市后，

烽火科技集团将具有两家上市公司，一家主要从事

光纤光缆、光系统的生产，另一家主要从事光器件

的生产。这家光器件公司主要为光系统提供支撑，

客户包括华为、西门子、朗讯等大公司。这家公司

上市后，对于推动我国光电子器件产业发展将起到

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推进光电子器件产业的整

合。 

发起成立产业联盟 力推光纤到户取得更大突破 

记者：最近几年，光纤到户(FTTH)在世界范围特

别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得很快，中国也在

大力推进光纤到户的发展。但是，由于建设标准尚

未出台、相关体制有待完善、视频业务亟待丰富、

系统成本还须降低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发展状况不

尽如人意。中国在推进光纤到户的进程中，需要在

哪些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童国华：其实烽火科技推进光纤到户发展已经

有10年的时间了。从全球技术发展和信息化发展的

需求来看，光纤到户是必然的选择。光纤到户是推

进信息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将和无线接入技术一起

实现未来全球任意地方的信息化覆盖，值得大力推

广。 

在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国策下推进光纤到户，对

我们来说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近几年来，政府在

推进信息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欧美和日韩

推进光纤到户的模式不尽相同，我们也要根据国情

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做好这项工作。 

在推进光纤到户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除了技

术和市场的推动外，政府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政府要认识到，在这一轮信息化建设和发展过程

中，如果跟不上周边国家光纤到户的建设步伐，我

们将在未来的发展中处于落后和被动的地位，应该

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推进信息化建设。 

推进光纤到户对于我国提倡的建设节约型和环

保型社会也是很好的推动。光纤通信是绿色网络，

排除了很多电磁干扰，同时可以节约铜资源。我国

新住宅的建设量非常大，希望国家能够规定在每一

个新建小区必须实现光纤到户，可以采用由开发商

出资建设的模式。我们在武汉市与开发商合作建设

光纤到户，由于是宽带住宅，开发商每平方米可以

多卖几十元，这样算下来，开发商可以赚钱，政府

也不用进行特别支出。 

记者：烽火科技在光通信领域一直处于优势地

位，作为4家发起单位之一，烽火科技牵头成立了光

纤接入(FTTX)产业联盟。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在体制

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你们将如何推动产业

的快速发展? 

童国华：首先，从企业的角度，我们希望运

营商光纤网络建得越多越好，但是如果有一家运营

商已经实现了光纤到家庭，就不要由第二家重复建

设。赵梓森院士提出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在一个小

区里面，由小区委员会来做内部网，内部网留一个

对外出口，这个出口无论是接电信还是接广电的网

络都可以。作为企业来讲，我们要在技术上进行改

进，使用户能够自由选择运营部门。 

其次，企业需要通过降低成本加大光纤到户的

推进力度，不能让用户感到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最后，企业要与运营商一起共同研究一些能够

发挥光纤到户优势的应用。目前，打电话、看电视

和上网在用户家中都可以实现，至于是用一根光纤

还是用几根光缆来实现，用户并不关心。不管带宽

是2M、50M还是100M，用户只关心上网速度能否

更快，下载图像能否更清晰。从这个角度来讲，企

业如何与运营商一起研究新的应用模式很重要，这

也是加快推进光纤到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记者：在光通信产业链中，我国在光纤光缆产

品领域的实力比较强，但是在核心芯片和基础仪器

方面还有所欠缺。在这一领域，我们应该如何实现

突破?光纤接入产业联盟将如何推进产业链各个环节

之间的合作? 

童国华：目前，公司的EPON(以太网无源光网

络)和GPON(吉比特无源光网络)核心芯片都立足于自

己开发，我们在最初阶段采用国外的芯片，然后通

过研发实现自给，例如，光传输系统的芯片基本都

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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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接入产业联盟吸收了很多芯片和器件厂商

参加，产业联盟建立起来以后，将通过政策引导、

鼓励企业进行合理的产业布局，建立产业联盟平台

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体现和增强我国光通信产

业自主创新的能力。 

记者：在光通信标准制定方面，烽火科技起到

了国有骨干企业应有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作用，你们

在标准建设、知识产权方面主要采取了哪些举措，

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和体会? 

童国华：烽火科技曾于1998年代表信息产业部

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ITU-X.85标准，这是中国具有

独立编号的第一个重要的IP国际标准，2000年3月得

到国际电联正式批准。2001年2月，国际电联再次批

准了烽火科技代表中国提出的具有独立编号的第二

个IP重要核心标准ITU-X.86，它是业界在MSTP(多

业务传送平台)领域的第一个国际标准，也是把以太

网和吉比特以太网引入电信传输网的第一个国际标

准。 

烽火科技一直非常重视知识产权工作。2007

年，公司申请的专利达到270多件，08年前9个月集

团申请的专利数与07年全年基本持平，其中70%都

是发明专利。烽火科技在包括光系统、光纤光缆、

光器件等整个光通00信领域都参与了很多国内标准

的制定。2007年，集团承担了8项国家标准的制定工

作，例如光传输、FTTH的体制标准等。这无疑对我

国标准进一步规范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我们会

进一步积极推动光通信标准的发展，加大我国在国

际标准化协会和ITU-T(国际电信联盟远程通信标准

化组)的话语权。 

记者：烽火科技在原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的

产品集采中占比较大的份额，但是由于价格竞争激

烈，运营商集采的价格较低。你认为如何才能实现

光通信行业的规范化运作，实现有序竞争?烽火科技

作为光通信行业的龙头企业，在促进市场良性竞争

环境的形成方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童国华：与国外企业相比，我国光通信企业主

要依赖国内市场。国外企业在全球市场具备较强的

赢利能力，他们可以在全球市场获得足够的利润来

中国市场竞争，这给国内光通信企业带来巨大的压

力。市场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一定要规范。无

序的价格战不能再打下去，这有损我国光通信产业

链的形成和发展。 

企业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是为股东提供最大的

利益，企业不可能不赚钱。如果没有合理的利润空

间，结果很可能是企业提供低价低质的产品。目前

很多小企业的光缆外套都是用二次材料制成的，这

对于我们过去提出的保证光缆20年的寿命肯定有影

响。 

价格战带来恶性循环。随着未来通信技术的发

展，带宽越来越宽，波峰越来越密，如果使用的光

纤质量不好，最终吃亏的还是运营商。目前，虽然

运营商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环境

还不是非常规范，运营商和设备商之间需要一个互

相了解、逐步磨合、合作逐渐规范的过程。在未来

的发展中，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沟通，中国光通信市

场会逐步走向规范，会对产业链产生正面积极的影

响。同时我们也希望无序价格战不要再延续下去。 

记者：审计署发布报告称，我国光纤光缆的利

用率很低，是极大的资源浪费。最近，工业和信息

化部联合国资委发布文件，要求运营商在新一轮建

设中实现共建共享，减少资源浪费。对此，你怎么

看? 

童国华：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无论是通信领

域建设还是其他领域的建设，从政府的角度出台法

规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反对重复建设是第一次。

这对今后从政府和管制的角度来规范市场行为，推

动我国经济发展，保证经济建设的效益最大化和利

益最大化都是非常好的举措，对社会、运营商和设

备制造商都是“利好”。 

从设备制造商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希望重复

建设，因为重复建设浪费的都是国家财富。从企业

的角度来讲，我们积极支持和拥护国家反对重复建

设。停止重复建设以后，设备商提供的产品的质量

将更有保证，重复建设形成的运营商相互之间的杀

价行为将不复存在，这对于设备制造商保证利润有

一定的帮助，同时更大的意义在于完善产业链建

设。 

从运营商的角度而言，他们也不太愿意进行重

复建设，前提是相互之间的经济结构只要合理就可

以了。实际上，在新一轮的3G网络建设中，政府也

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例如，武汉市政府出面协

调，要求运营商实现铁塔和杆路的共建共享。 

                                 （中国电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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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一时间席卷全球，

急流汹涌、恶浪千重。虽然远隔重洋，也让久处温

润南国的广东，感到逼人寒意。许多加工贸易型的

中小企业出现亏损甚至倒闭，鞋业和服装等产业更

遭受重创……然而，置身金融海啸“寒流”之中，

在国际国内经济面临空前严峻考验的形势下，我们

又看到了另一道风景：作为新生力量的LED产业却

依然保持强势劲头，在金融风暴中逆风上扬。LED

产品出口量以30%的幅度增长，我国各级政府全

力推进LED照明产品的应用和普及。近期，广东省

召开了“广东省大功率白光LED路灯应用推广现场

会”，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应用LED照明产

品。 

是机缘巧合，还是发展必然？能否从LED产业

的发展中谋得一剂抵御“寒流”的良方？为此，记

者对广东省LED产业联盟主席、东莞勤上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旭亮进行了采访。

节能减排：LED产业“民心所向” 

“一个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产业，是最富于生命

力的产业。在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产

L
E

D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省LED产业联盟

主席李旭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LED产业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产
业，将在金融风暴中逆风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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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节能减排变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而LED灯相对于

普通高压钠灯节电60%以上的特点，使LED产业毫

无疑问的成为这个时代关注和发展的热点。坦率的

说，LED产业在金融海啸中依然能够破浪前行，与政

府对LED节能产业的大力倡导、社会对节能产品的迫

切需要是分不开的。”采访一开始，李旭亮就向记

者道出了这样一番见解。 

广东省节能办有关数据显示，以更换十万盏LED

路灯为例，预计每年节省电力1.366亿千瓦，节煤4.5

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0.66吨、二氧化硫1229

吨。同时，有权威专家测算，我国道路照明约有2亿

盏路灯，每年以上千万盏递增。如采用大功率LED路

灯完成灯节能改造，每年可节省700亿度电，相当于

三峡电站一年的发电量。 

为此，广东省今年开始大规模实施更换LED路灯

计划和LED路灯重大科技专项示范工程。先以东莞的

石龙、石排两镇作为示范点，全省计划2年内，在东

莞、佛山、惠州、肇庆、中山等10个城市实现“千

里十万”(一千公里十万盏路灯)的更换计划。 

我国政府相继出台的政策措施，有力的推动了

LED产业的发展。早在2003年成立了跨部委的国家

半导体照明协调领导小组，启动了“国家半导体照

明工程”。国家“863”计划对有关企业及研究机

构还投入了相应的资金，以支持基础研究和技术研

发，并建立了深圳、上海、大连、南昌和厦门等五

个半导体照明产业化基地，启动了一批示范工程。 

科技研发：LED产业“后劲十足” 

一家企业要想真正突破发展瓶颈，在市场上掌

握话语权，就必须拥有较强的技术优势，LED企业也

不例外。李旭亮在采访中强调，企业一定要拥有自

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才能够具备发展后

劲，不至于中途夭折，整个产业的发展也是如此。 

据了解，李旭亮所执掌的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非常注重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几年来，通过产

学研结合的方式先后与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中山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合作，着力于LED应用技术

的研发，拥有了100多项国家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率先在国内实现规模量产并成为亚洲最大的半导体

照明产品生产基地之一。可见，借助科技研发的力

量能推动一个优势的产业链上的企业更为迅速的发

展，并处于行业的领军位置。 

同时，纵观LED行业的发展，科技研发和自主创

新的意义重大。我国LED产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虽

然先后实现了自主生产器件、芯片和外延片，但自

产的LED芯片，外延片产量仍有限，其产品以中、低

档为主，产业化规模偏小，只能满足国内封装企业

需求量的20%~30%，大部分高性能LED和功率LED

产品均要依赖进口。李旭亮说：“LED产品之所以迟

迟不能大规模开始家庭照明，很大程度上受价格的

影响，LED产品的芯片大部分依赖进口是LED灯价格

居高不下的关键所在。因此加大对LED应用技术的研

发力度，具备自身的核心技术并实现规模量产是LED

产业发展的最关键一步。” 

产业联盟：LED产业“抱团取暖” 

俗语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万人撑桨划大船。

这说明是一个集体、团队力量集结所创造的成绩和

效益大大优于单独的个体，产业，作为众多同类企

业的集群，它的发展也是如此。 

李旭亮向记者谈及了建立广东省LED产业联盟

的初衷。他说：“近几年来，广东省以LED为代表的

光电子产业虽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不足之处也显而

易见，一是整体分布较散，集群效应不明显；二是

产业规模还较小，缺少龙头企业；三是技术水平不

高，与国外差距大。为改变和摆脱目前这种各自为

政的混乱局面，将本地区LED企业联合起来谋求共同

发展成为最迫切的课题。”于是，广东省信息产业

厅整合行业资源，引导省内外企业成立LED产业联

盟，并决心将广东建设成为LED产业大省。 

最近在“广东省教育部科技部产学研结合成果

展览会”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获知大功率LED路

灯比普通高压纳灯省电60%的信息时，建议LED生产

企业共同创建节能公司，将节省的电费几家分成。

这个建议既为广东省LED产业联盟的下一步重点工作

指明了方向，又从整个LED产业链的角度以敏锐的眼

光捕捉到了一个新的商机，是一把解决市场竞争瓶

颈的“金钥匙”。李旭亮对记者说：“广东省LED产

业联盟将在近期短时间内尽快研究和拿出具体的实

施方案，广东省LED产业联合组建股份制节能公司即

将浮出水面。”LED产业联合组建的节能公司，进一

步深化了产业联盟的意义，使LED企业共同获利也是

相互取暖。相信今年这个冬天，对LED产业而言不是

“寒冬腊月”，而是“暖暖冬阳。”

                                                （广东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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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恒美嘉园被称为是我国第一个商用的FTTH

光纤到户项目， 该项目是由镇江市政府信息化推进

处积极推动， 房地产开发商镇江恒顺地产主导，众

多设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以及运营商高度响应的

一个里程碑的项目。恒美嘉园旨在通过采用先进的

以太无源光网络技术，建立一个视频、数据和语音

三网合一；具有对各种资源开放的接入能力的光纤

到户网络，并在社区内提供多种信息化增值服务和

信息交互平台，从而实现集全面的安全防护、高效

的物业管理、便利的通讯网络以及舒适的居住环境

于一体的住宅小区。

2004年8月起， FTTH光纤到户系统在恒美嘉园

中开始了试用。部署了GEPON+系统，为2个单元

共24户用户提供了FTTH应用的商业试用，如下图所

示。

其中OLT(Optical Line Terminal)光纤线路终端

设备放置于恒美嘉园的物业管理中心。

OLT同时提供传统的IP接入和模拟电话接入，

GE通过汇聚层交换机分别接入网通和电信宽带网

络，完成IP数据的接入；同时通过E1接口分别接入

到电信和铁通PSTN交换机，采用V5协议完成语音数

据的接入。同时采用1路独立的光纤传输CATV视频

信号。

OLT下联的PON(Passive Optical Network)无源

光网络口引入EPON网络，中间采用两级分光结构，

一级分光器放在小区机房，采用光纤配线架接入到

不同楼道的二级分光器。二级分光器在各楼一层的

智能箱中，熔接双芯光纤直接到用户家中。

ONU(Optical Network Unit)光网络单元放在

各个家庭用户家中，ONU可以提供1个FE口，4个

POTS口和一个CoaX电视接口，通过家庭

布线，分别接入PC机、电话和电视。真正

实现了FTTH光纤到户三网融合。

OLT可以下联32个ONU，32个ONU

共享1G的带宽，网管人员依据用户需要

分配带宽，可以依据用户特点定制不同的

带宽策略和SLA服务，采用不同的收费策

略。

2005年6月恒美嘉园全部建设完毕

后，采用GEPON+系统实现小区全部用户

1000户的光纤到户覆盖。同时在物业中心

建设宽带信息平台，依托FTTH宽带信息网

络提供宽带服务和应用。

工程共分两期完成。一期接入248

户，二期完成小区内其他用户的接入。

在商业试用的基础上，我们在中心机

FTTH光纤到户实战赏析
美国康宁  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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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增加OLT设备和其他局端设备，以提高整个网络

的接入容量。

共计53台OLT设备，将分别通过一个GE口连到

两台Cisco Catalyst3750交换机上，经由堆叠的两台

交换机上联至电信/网通的城域网；将分别通过一个

E1接口连到V5信令网关，经由两台V5设备上联至电

信/铁通的PSTN网。

每户家中放置一台ONU设备，集成到家庭信息

箱中，通过家庭信息箱中的各个端口，接入各个房

间内的终端。

网管系统集中设置在小区中心机房，通过图形

化界面的网管，可以实现对每个用户端口的控制和

管理，包括开闭CATV接口，这样能轻松实现对有线

电视欠费户的管理。

为了实现了公共电话网（PSTN）、有线电视

网（CATV）和计算机互联网（Internet）的三网合

一， 使接入网络可靠性，稳定性和接入能力有很大

提高。我们采用了FTTH光纤直接到每个家庭的建

设。FTTH的实现技术从全球来看主要有两种，一种

是PPP点到点光接入技术，另一种是PON无源光网

络技术。

点到点光接入技术是将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进

行长距离的传输，利用光纤链接端局和每个用户，

其上下行速率可达1Gbit/s。点到点光接入技术具有

产品成熟、结构/技术简单、安全性较好等优点，但

这种技术需要铺设大量光纤和光纤收发器，在规模

部署时整体成本不降反升。所以采用点到点的光纤

铺设方式， 主要问题是

不但成本难以控制， 而

且小区路由复杂， 大量

光缆的铺设也很有挑战

性， 而且我们在光缆线

路上管理维护的难度也大

大增加。

PON技术是业界公

认的实现F T T H的最佳

方案。PON是一种点到

多点的光纤接入技术，

它由局侧的OLT（光线

路终端）、用户侧的

ONU（光网络单元）以

及ODN（光分配网络）

组成。一般其下行采用

TDM广播方式、上行采用TDMA方式，而且可以

灵活地组成树型、星型、总线型等拓扑结构。所谓

“无源”（Passive）是指ODN中不含有任何有源电

子器件及电子电源，全部由光分路器（Splitter）等

无源器件组成，因此其管理维护的成本较低。 PON

技术不易受雷电损坏和辐射干扰，其网络结构灵活

易于扩展，而且共享馈线段光纤可节约铺设成本；

另外PON可以实现业务的透明，具有多业务支持能

力，所以从诞生之日便受到业界极大的关注。目前

比较流行的是EPON和GPON。EPON技术成熟，有

规模商用的案例，而且成本低廉。GPON技术标准是

按电信的理念推出的，对设备的互操作性能有详细

的要求，对包括TDM在内的各种业务类型都能提供

相应的QoS保证，但目前成本依然较高。

该项目上我们采用的是GEPON+ 的FTTH解决

方案。GEPON+平台提供高带宽的接入能力，上联

带宽为1.25G，一个GEPON网络的ONU安需分配1G

的带宽。这种方式并非传统方式的总线共享方式，

真正意义上保障了最终用户的带宽。

网管中心按照用户的要求配置每个用户的带

宽，在理论上，单个用户的接入带宽最高可以扩展

到1G，接入能力相对于传统的接入方式有很大的提

高。 网管中心还可以按照用户需求的变化及时调

整原有的带宽分配数据，在操作上具有很强的灵活

性。

同时， EPON采用实时动态带宽分配模式。通过

15

恒美嘉园光纤到户开放式公共网络平台

恒美嘉园方案

社区内增值应用平台社区内增值应用平台

OLT201

IP PSTN

分光器 1:N

1:N

网管
IPTV
服务器

VOD
服务器

游戏
服务器

CATV输入

Switch

ONU

DATA VOICE VIDEO 用户家

宽带应用平台

住宅楼

信息管理
服务器

ONU

DATA VOICE VIDEO 用户家

ONU

DATA VOICE VIDEO 用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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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分布式网络结构模式，GEPON+系统能够连续地

监测所有ONU的状态。当一个缓冲区/队列开始填充

时，系统会实时地分配带宽来满足突发数据需求。

为实现三网合一对线路高带宽的要求， 我们全

系列采用了美国康宁的光缆系统解决方案，这主要

包括SMF-28e单模光纤，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零水

峰全光谱光纤。由于光纤在制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出

现极个别OH离子， 导致光纤在特定的1383nm谐振

频率下吸收能量并由此造成衰减， 即是我们常常讲

的水峰。SMF-28e单模光纤就是在普通光纤基础上

通过控制OH根压缩1383nm窗口的水峰， 从而将其

可用波长范围扩展到1260-1625nm整个波段。而

且SMF-28e单模光纤还有若干项指标的提升，包括

抗弯曲特性的改善、衰减系数、色散系统、色散斜

率、包层不圆度等。该项目的室外大芯数光缆和室

内两芯MIC光缆都采用该种光纤， 这为我们的高带

宽要求， 波分复用等技术的应用都提供了具有前瞻

性的基础架构。 

在光纤的端接上我们选用的是美国康宁的

UniCam®单模机械端接接头， 而不是传统的光纤尾

纤熔接。使用UniCam®单模机械端接接头， 我们能

快速， 简单的在现场完成光纤端接， 并能得到一

流的光学性能表现。该项目上其中实现数据和语音

的一芯采用的是FC/UPC接头， 传输CATV视频信号

的一芯采用了SC/APC接头。UniCam®机械端接接

头能保证每个接头插入损耗典型值0.2dB，最大值

0.5dB，轻便的手持安装工具和高性能切割刀几乎消

除了现场安装中人为因素的影响，保证端接正常，

且性能稳定，每个UniCam®机械端接接头的安装只

需剥线、清洁、切割、旋转和压接这么简单， 时间

可以控制在一分钟内完成， 无需电源，100%通过

工厂插入损耗测试等都为我们项目中上千户家庭的

光纤端接提供了便利和保障。

恒美嘉园开放的FTTH平台， 具有非常好的灵活

性和适用性，为运营商开展各种增值业务提供网络

基础；同时依托FTTH宽带网络搭建了小区宽带信息

平台，为小区物业提供丰富的宽带增值业务。

宽带INTERNET接入：高质量的宽带接入，

GEPON＋系统下，可以为MST提供最高100M的接

入带宽，同时可以根据具体的用户情况设置端口接

入带宽。 

TDM业务：EPON+系统具备TDM传送能力，

所以在实现基于IP的数据接入业务之外，可以通过

EPON平台实现多种TDM接入业务。支持系统内，

以及系统出局POTS电话，支持TDM专线业务。

CATV传送：GEPON+系统有采用单独光纤传输

CATV信号和采用原有光纤1550波长传输两种模式。

因为采用了单独的传输介质或单独的波长传输，

CATV业务具有良好的质量保证。

宽带增值业务：当接入带宽不再成为瓶颈时，

灵活丰富的增值业务便可以因地制宜的展开，运营

上可以在GEPON+高带宽的接入平台基础上开展丰

富的网络业务，实现投资增值：

IP电话：GEPON+系统通过与局端语音网关和

软交换平台的配合，MST可以下联VoIP终端，实现

长途话音业务的IP旁路，为用户节省大量话费。

IPTV、视频会议、VOD：GEON+系统支持视频

业务，包括视频会议和VOD等基于IP的视频应用。

视频局端设备可以由局方建设，通过GEON+系统为

用户提供视频会议终端的宽带接入， GEPON+系统

可以充分保证业务带宽和服务质量。

其他

· 宽带网络游戏

· 远程教育

· 社区信息化平台

· IT业务超市

· 小区监控

· …

恒美嘉园FTTH项目采用驻地网运运营商独立运

营的方式，由镇江恒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

公司投资成立了江苏中天住宅科技集成有限公司，

由该公司独立进行光纤到户的项目的运营和维护，

公司依托FTTH网络和恒美小区宽带信息平台为最终

用户提供综合业务接入和宽带信息服务。

区别于传统的电信公司运营网络的模式，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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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驻地网的建设和运营将由驻地网运营商/二

级运营商负责。驻地网运营商租用电信运营商的中

继，向住宅用户提供服务并收费；驻地网运营商建

设的驻地网络也可以帮助物业公司实现数据传递和

信息发布的功能，并收取一定的费用；驻地网运商

具有很强的业务灵活性，可以开发宽与带业务平台

相关的增值业务。

恒美嘉园FTTH项目建设过程也带给我们很多需

要优化的内容：

首先是网络内容提供商匮乏，在恒美嘉园FTTH

项目建设时期，我们对杭州、上海和南京都做了些

调研，我们希望能找到相关的视频等互动内容专业

的提供商，但是当时除杭州有一些游戏、视频等内

容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得到积极

的响应。而且为了利用杭州的网络资源，我们必须

铺设或租用一条独立的光纤链路从杭州到镇江，基

于巨大的投入成本，最后还是放弃了。网络应用才

是网络技术和建设的真正推动者，相信随着今天

IPTV等应用的大范围推广，FTTH也才真正有了它的

用武之地。

小区增值业务未能广泛展开，建设之初，房地

产商和业主都对基于FTTH高带宽的增值服务寄予了

很高的期望，但是最后我们发现这不是一个物业管

理公司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

需要专业的IT应用公司参与其中，为我们业主的生活

和工作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运营商的观望甚至是抵制也阻碍了FTTH前期的

建设和发展，在我们完成了整个项目的建设后，有

一家国内主要的运营商以各种理由不接入到小区，

这样一来使得完全开放的网络平台大打折扣，而且

部分业主对于无法接入该运营商的网络而投诉于物

业管理公司。

由于广电和电信部门的独立性，加上一些技

术问题未能解决，我们无法真正实现三网的完全融

合，也就是在单根光纤上传输所有的信号，最后我

们将分别数据和语音信号在一根光纤上传输，CATV

视频信号在另一根光纤上传输。

技术和法规上我们也同样面临挑战，在光纤传

输语音信号的同时，相对传统的模拟电话信号，我

们无法保障业主可以在家庭断电的情况下，还可以

拨打电话，尤其是110、120等紧急求助电话。除非

我们在各个家庭，设备间都须安装UPS等设备，以

保障语音网络的畅通，但是无论是成本还是系统维

护方面都很难实施。这样物业管理公司将会因业主

在断电的情况下无法拨打求就电话而违反国家相关

法规，也会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不便。

最后是投资成本问题，该项目上每户的投资超

过了5000块，这些成本最终都是需要业主来承受

的，相对ADSL、FTTB+LAN、CABLE MODEM等

其他宽带技术的成本还是很高。我们需要进一步降

低成本，光纤到户的每户接入成本目前已经降到了

每户2000～3000元，在武汉地区更是降到了每户最

低1800元。光纤到户的成本下降明显，但是还需进

一步降低，这有助于形成规模优势。

实践是最好的说明，在恒美嘉园FTTH项目建设

上，我们看到的是纯商业模式的一种探索，这和我

们以往一些试点项目大不同，他需要真正的投入，

可实施的技术和产品，全商业的项目运作模式，对

传统法规的遵从和挑战等。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几年，我国范围内的

FTTH光纤到户将会“成型”与“放量”，广大用户

能够真正享受到FTTH的体验。到时候，FTTH的商业

模式会变得清晰起来，监管的不确定性也会大大降

低，政府的补贴会逐步加大，而市场的需求也会迅

速放大，基于FTTH网络的应用和服务会更加精彩纷

呈。而2008年将是FTTH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历史性拐

点，FTTH也许从此将进入高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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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各个行业的发展，对生产商品的质量指标要

求亦越来越高，尤其在化工、造纸、食品、制药等

过程行业的生产运行中，需要随时关注体系物料变

化。对于变化的运行过程，离线的实验室分析结果

的滞后性常迫使操作者对实时情况一知半解就做出

判断。为确保最终获得合格产品，以离线计量为基

础的传统质量保证体系正在向以在线或现场传感器

为基础的过程控制新质量保证体系转移。

目前，一般在线测量与控制系统仅限于温度、

压力和流量等，而对过程中化学成分和许多物性变

量仍不能进行有效的连续测量，这些特殊变量却是

表征生产状况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指标参

数，因此，在线光谱技术应运而生，它是以现场状

况下基于分子水平基础上的微观物理量和微观化学

量的光谱传感技术，依托于微小型光纤光谱仪的使

用，在化工、制药、轻工和高分子材料等工业部门

的过程监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微小型光纤光谱仪的出现

物质发射、吸收、散射的光辐射，其频率和强

度与物质的含量、成分、结构有确定的关系，基于

光谱测量而衍生出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因此，科研

工作者们根据应用的需要不断地改进光谱仪器[1]。

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光谱仪

器向着高精度、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许多

应用领域对光谱仪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光谱仪

器的尺寸的缩小比提高其分辨率更为重要。而传统

的光谱仪，虽然精度高，但存在体积大、价格高、

安装调试困难、使用条件苛刻等不足，微小型光谱

仪便成了目前研究的热点。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

有采用光栅作为分光元件和以干涉原理进行分光这

两类仪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光纤具有很高的传

输信息容量，可同时反映多维信息，这些优势相对

于声电传感器而言是难以比拟的。随光通信技术对

光纤的需求增长，开发出低损耗的石英光纤，降低

了成本，将光纤与光谱技术相结合的微型结构的光

纤光谱仪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并在各种光谱测量

及相关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光纤光谱仪是微型光

谱仪器发展的重要方向。

2. 微小型光纤光谱仪的结构及特点

传统的光谱仪光学系统结构复杂，需通过旋

转光栅对整个光谱进行扫描，测量速度慢，并且对

某些样品还需经过特定的预处理手段后，放在仪器

的固定样品室内进行测量。与之相比，微小型光纤

光谱仪有很多优点，如：重量轻，体积小，价格

低（体积只有之前系统的1/1000，造价为原来的

1/10），测量速度非常快，不必使用机械扫描就能

获取全谱数据，而且通过光纤的传导作用，可脱离

样品室测量，适用于在线实时检测。

2.1 光学平台

光谱仪微型化设计的实现得益于摄谱结构，最

初的光学平台采用对称式Czerny-Turner分光结构，

荷兰Avantes公司生产的微小型光纤光谱仪即使用了

这种光学平台设计（图1所示）。光信号由光纤传导

经过一个标准的SMA905接口进入光谱仪内部，经

球面镜准直，然后由一块平面光栅分光后，将入射

光分成按一定波长顺序排列的单色光，再由聚焦镜

摘   要: 微小型光纤光谱仪成为一种新型的在线测量仪器，具有许多优点。文中主要以Ocean Optics公司

的光纤光谱仪为例，详细介绍了其结构和特点以及光纤光谱仪在紫外-可见光、近红外、拉曼散射和荧光分

析等多个平台的工业在线应用。

关键词：微小型光纤光谱仪；在线测量仪器；应用 

微小型光纤光谱仪
在过程监测中的应用

黎国梁1，蹇华丽 2，姚志湘3，宋光均4

（1．广西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广西 南宁，530004；2. 华南农业大学 食品学院 广东 广州，510642；3.广

 西工学院 生物与化学工程系，广西 柳州，545006；4. 华南理工大学 后勤产业集团，广东 广州，51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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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到一维线性CCD线性阵列探测器上进行检测。

图1 对称式Czerny-Turner分光结构光学系统图

全球最大的光纤光谱生产商美国Ocean Optics

公司的Michaeal J.Morris等人研制的微小型光纤光谱

仪则使用非对称交叉式Czerny-Turner分光结构（图

2所示），此光学平台的设计是在Czerny-Turner结

构基础上进行光路的改进，使光谱仪内部构件布局

更紧凑，可进一步小型化(USB4000系列光谱仪的尺

寸规格仅为89.1×63.3×34.4mm，可以安装在一个

小到足以放入手掌的测量平台)。与对称式Crerny-

Turner结构相比，由于缩短了光程，使聚焦镜投射到

线性CCD阵列检测器的平行排列单色光展成呈一定

角度的圆弧排列，会对光信号的检测会产生一定的

非线性误差。

图2 非对称交叉式Czerny-Turner分光结构光学系统图

摄谱结构的光学平台设计使微小型光纤光谱仪

内部无活动构件，光学元件都采用反射式，可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象差，并使工作光谱范围不受材料影

响。仪器小型化全固定件的光学系统设计可适应高

震动、狭窄空间等复杂的工况环境检测的需要。

2.2 仪器的特点

低损耗光纤、低噪声高灵敏CCD阵列检测器、全

息光栅和小型高效半导体等新型光电子器件的引入，

使微小型光谱仪器性能明显提高，具有以下特点：

（1）光纤技术的引入，使待测物脱离了样品

池的限制，采样方式变的更为灵活，利用光纤探头

把远离光谱仪器的样品光谱源引到光谱仪器，以适

应被测样品的复杂形状和位置。由光纤引入光信号

还可使仪器内部与外界环境隔绝，可增强对恶劣环

境（潮湿气候、强电场干扰、腐蚀性气体）的抵抗

能力，保证了光谱仪的长期可靠运行，延长使用寿

命。

（2）以电荷耦合器件（CCD）阵列作为检测

器，对光谱的扫描不必移动光栅，可进行瞬态采

集，响应速度极快（测量时间为13～15ms），并通

过计算机实时输出。

（3）采用全息光栅作为分光器件，杂散光低，

提高了测量精度。

（4）应用计算机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光谱仪的

智能化处理能力。

光纤光谱仪测量系统还具有模块化的特点，可

根据应用的不同的需要选择组件（包括各种不同类

型的采样光纤探头，色散元件，聚焦光学系统和检

测器等），搭建光学平台。虽然微小型光纤光谱仪

的测量精度被认为低于传统的移动光栅-光电管设

计的离线光度计，但已达到工业现场光谱分析的要

求。

2.3 光纤探头的采样方式

结合光纤传导技术，光纤光谱仪的在线监测系

统变得十分灵活，可应用不同类型的附件实现各种

采样方式。探头的外面还有保护层，使之具有耐高

温和抗化学腐蚀等性能。

图3为标准反射式探头结构图，光纤束有7根光

纤组成，通过标准SMA905接头，可把光源发出的

光耦合进由6根光纤组成的光纤束中，传导到探头末

端，被测表面反射回来的光进入第7根光纤把信号传

输入光谱仪内检测。 

图3 反射式光纤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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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其进行特殊的设计衍生出各种适应不

同检测要求的光纤探头。

图4 各式光纤探头

图4-A是透射式浸入探头，在探头末端有一段

1mm、2.5mm或5mm的缺口，光通过此物理间隙

由底部的白色漫反射材料反射回连接到光谱仪的光

纤，信号进入仪器内进行检测。通过把探头浸入或

固定在液体中，可在线测量吸收率。图4-B是工业用

荧光探头，它在反射式探头末端加装特殊的附件，

变为一个45。角的前端视窗，该附件可有效防止周围

环境光进入探头，并屏蔽激发光来增强荧光信号。

被测液体光程还可在0~5mm之间调节。

由于拉曼散射信号较弱，受干扰影响大，故用

于拉曼光谱测量的光纤探头光路设计较为特别(图5所

示)。

图5 拉曼光纤探头的光路设计

其中的陷波滤光器的作用是，能针对性地将以

激光波长为中心的几个纳米的波长范围内的瑞利散

射光能量有效地滤除达5到6个数量级，让该波长范

围之外的光信号顺利通过。这样后面只需再用小型

光谱仪色散分出光谱，激光用20mW的小型激光器也

就够了。整个系统变得体积小，紧凑，容易整合在

一起，进而极大增强了稳定性。

光纤探头采样的引入极大简化了传统光谱测

量的光学系统，并且光纤的长度可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使非接触，远距离，实时快速的在线测量成为

可能。目前已出现多种商品化的光纤探头。

3. 微小型光纤光谱仪在过程监测中的应用

随微小型光纤光谱仪的出现，光谱技术也经历

着一场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现场的革命，已转化为一

种完全以被测样品为中心而设计现场仪器的实用技

术。在实际生产应用中，出现了紫外、可见光、近

红外、拉曼散射和荧光分析等多个平台的在线测量

系统。

3.1 紫外-可见光测量的在线应用

可用于传导紫外光的高质量光纤，阵列型检测

器和化学计量学算法的引入，使经典的紫外-可见光

分析技术跨过在线测量的门槛，在工业在线监测中

有着广泛的应用。

3.1.1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测量

基于比尔-琅勃定律，溶液或气体中的化学成分

对光的定量吸收，结合化学计量学算法对紫外光谱

法数据信息的挖掘，可对多组分混合物实现“数学

分离”测定。如：Valerie Feigenbrugel等人利用基于

CCD阵列探测器紫外光谱技术，建立检测丙酮、甲

氨基酚、二嗪农和敌敌畏等多种杀虫剂的摩尔吸收

系数的实验方法。Remo Bucci等人将紫外-可见光

谱分析用于变性酒精的检测，非常适合于工业生产

中大量样品的检测。这些方法代替了传统化学分离

测定的繁琐过程，作为在线测量系统的“软件”部

分，适应于在线快速检测的要求。

3.1.2 薄膜厚度的测量

应用光的干涉测量原理，微小型光纤光谱仪可

测的薄膜厚度达到25μm，分辨率（FWHM）为

1.5nm。将光纤光谱仪与光纤探头在生产线上构建实

时测量系统，可为高精度工件加工的线上质量监测

和工业镀膜过程提供了一种灵活方便的测量手段。

3.1.3 颜色测量

颜色测量是基于物质生色基团在可见光范围内

（380~780nm）的基频吸收原理，将测量光谱转化

为CIE规定的颜色空间L*， a* 和b*值表示。结合光

纤光谱仪测量系统的浸入式透射探头、反射式探头或

积分球采样附件，可方便完成对溶液、酒类产品、纺

织品和纸张等系列产品生产过程的颜色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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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LED的分析测量

结合积分球的使用，光纤光谱仪可方便快捷地

测量出LED的绝对辐射量和颜色等参数，在LED生产

的质量控制中有重要的应用。

此外，由可见光谱衍生出的应用也越来越多，

程志海等人利用CCD光纤光谱仪和K原子特征谱线的

相对强度，实现了对煤粉火焰温度的在线测量，该

方法具有简单，可靠等优点。

3.2 近红外光谱分析的在线应用

近红外光谱法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

最引人注目的光谱分析技术。因其仪器简单，分析速

度快，非破坏性和样品制备量小，不需对样品预处

理，可直接进行测定，几乎适合各类样品（液体、涂

层、粉末或固体），在在线分析仪器中表现突出。并

且近红外光在光纤中几乎无损传输，结合光纤技术容

易实现远距离多点同时测量，适合构建远离现场的在

线监测系统，是其它方法难以比拟的。

随新型近红外光纤光谱仪的出现和软件的升

级，近红外光谱在应用和研究出现了新局面，采用

近红外光谱在线测量分析技术在烟草，制药，石

化，造纸和食品轻工等领域的应用最为活跃。

3.3 拉曼散射光谱的在线应用

拉曼光谱分析技术以检测速度快，并能实时获

取详细的化学信息等特点，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连续

或间歇反应过程控制。光纤技术的引入，使测试人

员远离危险工作现场，实现远距离取样分析。

Dao等的验室展示了拉曼光纤探针方法用于远

程、在位多成分检测多可能性。Lee等人利用拉曼光

谱仪在生化反应器中同时测定了葡萄糖、醋酸纤维

素、甲酸盐和苯基丙氨酸等多组分浓度。Bauer等人

运用FT-Raman光谱和非接触式光纤探针结合的测

量系统，测定了苯乙烯单体在乳液聚合反应中的浓

度变化情况。Wenz研究了用拉曼光谱分析技术监测

ABS生产的接枝共聚过程，确定了恰当的反应终点。

McCaffery讨论了低分辨率拉曼光谱仪直接对小批

量生产的间歇乳液聚合反应监测的应用。食品行业

中，拉曼光谱在糖类、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色

素等生产的在线快速检测和质量控制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另外，表面增强拉曼散射（SERS）效应极大推

动了拉曼光谱技术在众多领域的应用。随激光技术

的发展和检测装置的改进，用于在线监测的拉曼光

谱分析技术将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应用。

3.4 激光测量

3.4.1 激光波长测量

随激光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激光器的波长

测量也正成为迫切需求。采用微小型光纤光谱仪对

其可进行精确，快速的实时监测，直接获取的数据

信息比通常使用的波长计和扫描F-P腔的方法完整，

即同时得出激光的绝对波长和激光光谱的形状，而

且仪器体积小巧，可方便地集成到系统中操作。

3.4.2 激光诱导击穿光谱（LIBS）

LIBS技术是用高能量激光光源，在分析样品表

面形成高强度激光光斑(等离子体)，使样品激发发

光，光随后通过光纤引入光谱仪的检测系统进行分

析。这种技术对材料中的绝大部分无机元素非常灵

敏，测量精度达ppm级的含量，而且样品可以是固

态，液态或气态。

3.5 荧光分析

荧光测量要求灵敏度较高的检测器和有效的滤

光器，能区分开激发光源的光合样品发出的相对微

弱的荧光。光纤光谱仪可在360~1000nm范围内检测

溶液和粉末的表面荧光，应用荧光分析技术还可测

量样品中氧的绝对含量，可将LED激发光源和带有光

纤荧光探头的微小型光谱仪组成氧浓度传感器的测

量系统，根据荧光的淬灭程度与氧浓度相关的原理

进行实时监测。

4.展望

光纤光谱仪以系统模块化和灵活性，仪器结构

紧凑，小巧，内部无可移动部件，波长覆盖范围广

（190~2500nm），测量速度快（小于0.1秒）等

优点，适合于工业在线监测，而且光谱仪选用低成

本的通用探测器，大幅降低使用的价格门槛。近几

年，化学计量学、光纤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以

光纤光谱仪为核心的在线监测系统提供了一个十分

广阔的应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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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

震，致使通信网络遭受严重毁坏；四川、甘肃、陕

西三省累计受灾邮电局所3897个，移动、小灵通基

站损毁28714个，光电缆损毁28765皮长公里，电杆

倒断142078根。

目前抗震救灾阶段基本结束，开始了灾后重

建。7月中旬在四川通信管理局的组织下，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四川省公司联合签订

了《四川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传输光缆共建框架协

议》，拟建十条传输光缆。在重建中提出了提高光

缆抗震能力的工作策略。

从技术上分析，光缆损毁的原因是原铺设的普

通光缆抗拉强度太弱，在地震中抵抗不了地壳形变

产生的应力，因此被拉断。震后重建，为了提高光

缆网络的稳定性，应该在地质不稳的地段采用抗击

拉力、压力、扭曲力更强的光缆，以保证在今后余

震或地质进一步稳定过程中光缆良好的运行状态。

二、普通光缆典型结构性能参数

按通信行业标准YD/T 901-2001《核心网用光

缆—层绞式通信用室外光缆》，现列举典型陆地光

缆的机械性能参数如表1。 

由于结构原因，在一些特殊路由的应用上，

普通光缆一般也无法适用。如中国电信在“八纵八

横”一级主干网络建设中，象过江河、湖泊、沼泽

地、丘陵、山坡、断裂带、永冻土层、鼠害严重地

区，就根据当时技术条件特殊设计光缆。 

三、海底光缆使用环境与结构技术

海底光缆系统以其大容量、高可靠性、优异的

传输质量等优势，在通信领域，尤其是国际通信中

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海缆制造业在广大的电信

运营商、国防通信主管部门、科研院所和制造商的

共同推动下有了长足发展（图1），产品质量已赶上

国际先进水平，并形成了批量生产的规模，逐步满

足了我国在电信运营、国防通信、海洋开发、科研

等对海底通信光缆和海底光电复合缆的需求。

图1  新型的海底光缆、海底电缆产品系列

国内以“中天科技”为代表性的知名海底光缆

不锈钢管光纤单元钢丝铠装光缆
在地震灾后重建中的应用

序
号

普通光缆
常用型号

使用场合
允许抗拉强度
短暂/长期拉伸
力（N）

允许压扁力
短暂/长期压扁力
（N/100mm）

1
GYTA、
GYTS

管道、非自
承架空

1500/600 1000/300

2 GYTA53 直埋 3000/1000 3000/1000

3 GYTA33 水下、直埋 10000/4000 3000/1000

摘  要：四川汶川地震使数万皮长公里的光缆损毁，光缆受损点主要为地震断裂带、山坡、丘陵、水

库、江河和沼泽地等特殊路段。本文结合海底光缆技术与结构推出演变型“不锈钢管光单元钢丝铠装” 陆

用光缆，结合灾后重建需要和提高光缆强度水平的重建策略，为通信运营商提供更佳建设方案，以提高通

信安全等级，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地震灾害，灾后重建，海底光缆技术，金属光单元，钢丝铠装光缆

 罗    勇      蔡炳余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   江苏·南通   22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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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其生产的浅海型海底光缆、深海型海底

光缆和配套海缆接头盒都最先获得信息产业部科技

司组织的国家级鉴定；产品质量在遵循国家标准和

国家军用标准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形成了多项自主

知识产权，累计数千公里产品运行记录证明其产品

质量可靠性。

1、海底光缆的应用环境和要求

海底光缆敷设在极其复杂的海洋环境中，相

对于所有陆地光缆，其可靠性要求要高得多。按

现行“国标（GBT18480－2001）”和“国军标

（GJB4489－2002）”的定义，水深小于500米

的区域为“浅海区”，该区域海缆称为“浅海光

缆”；水深大于500米的区域为“深海区”，该区域

海缆称为“深海光缆”。

浅海光缆主要受到航运、捕捞、养殖等人为

引起的锚泊、渔具钩牵、偷盗等外力破坏及影响，

还要受到人为的污染和海洋条件下的自然腐蚀，所

以产品有着特殊机械强度、水密性、防腐等性能要

求。

2、海底光缆结构及核心技术

不锈钢管光纤单元代替普通塑料管应用在海

底光缆上是一大特色。其不仅具备了光纤的保护功

能，而且在水密性、机械性能、防腐、防氢损等方

面优越性更明显，是现今最具代表性的海光缆核心

技术。国家标准推荐的三种典型的不锈钢管光单元

海缆结构，如图2至图4所示，分别定义为单铠浅海

光缆、双铠浅海光缆和深海光缆。规定了相应的机

械性能要求见表2。

四、海光缆技术陆用化结构演变与灾后重建光缆

海底光缆有着区别于普通光缆的特殊技术和结

构设计，利用海光缆独特的技术可以演变出“不锈

钢光单元加钢丝铠装” 新型光缆，将大幅提升光缆

的抗拉伸、抗侧压、抗扭曲等机械能力，适用或替

代特殊区段的陆上光缆。这些光缆可以是全新的水

线光缆、爬坡光缆、冻土光缆、防鼠光缆、远供光

缆等一系列产品。在此次地震灾后重建中，面对诸

多地质松散、斜坡、沼泽、堰

塞湖等地段，使用“不锈钢管

光纤单元加钢丝铠装” （如图

5）新型光缆将有着更高的通信

保障。此新型光缆的突出性能

如下：

①海底光缆的核心技术--

不锈钢管光纤单元，光纤得到

不锈钢金属管的保护，光单元

海底光缆类型

检验项目

深海光缆
外径≤20mm

浅海光缆

DK
SK

外径≤50mm外径≤35mm 外径≤25mm

断裂拉伸负荷（规定时），KN 50 180 100 400

短暂拉伸负荷，KN 30 110 70 240

工作拉伸负荷，kN 20 60 40 120

压扁，Kn/100mm 10 20 15 40

冲击落落锤质量（落锤高度150mm），kg 65 160 130 260

反复弯曲，次 50 50 50 30

最小弯曲半径，m 0.5 0.8 0.8 1.0

图2单铠浅海光缆                                     图3 双铠浅海光缆                                            图4深海光缆

图5 产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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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强度大为提高，拉伸强度大（400～900N），

侧压强度高（400～1500N/100mm），缆芯光

纤容量单管可达96芯，光缆防水性能可达10MPa

（1000m水深）以上，耐环境（高/低温）性能得到

大幅提高。

②耐腐蚀镀层钢丝铠装，机械强度设计更灵

活，机械拉伸负荷（UTS）一般在20～150KN的范

围，满足现有行业标准中推荐的普通光缆结构及其

产品名称 型号
外径
（mm）

重量
（kg/m）

抗拉强度
（kN）

允许长期抗拉强
度

（kN）
适用环境

普通架空/管道光缆 GYTA（S）-24B1 10～12 0.1～0.12 1.5 0.6 普通架空、管道敷设环境

普通直埋光缆 GYTA53-24B1 15～17 0.2～0.24 3 1 一般直埋敷设

直埋/水线光缆 GYTA33-24B1 19～22 0.7～0.8 10 4 一般水线

耐腐蚀水线光缆 GYXOPYF33-24B1 14～18 0.4～0.6 12～30 8-20 高强度过江/河/水库等

爬坡光缆 GYXOP333-24B1 13～16 0.4～0.6 18～36 12～24 丘陵土质不稳地区

防冻/防鼠光缆 GYXOPS（Y）33-24B1 17.5 0.6 30 20 冻土、老鼠、松鼠多发地

下水道/架空光缆 GYXOP33-24B1 11.4 0.24 25 18 下水道自承式

图8 防冻、防鼠光缆，型号：GYXOPS（Y）33-24B1       

图9 轻型下水道与架空光缆，型号：GYXOP33-24B1

图6 耐腐蚀水线光缆（2～5T），型号：GYXOPYF33-24B1    

图7 爬坡光缆（3～6T），型号：GYXOP333-24B1

图10  远供光缆，型号：GYXOPTY-24B1

所不能满足的环境要求，尤其因地质不稳定可能引

起的光缆过度拉伸、挤压或扭曲保护能力更强。

③钢丝铠装光缆还可应用于内陆草地、森林、

下水道和防啮齿动物的伤害等特殊环境。

1、演变陆用化不锈钢管光单元钢丝铠装光缆典

型结构

以下图6至图10分别为耐腐蚀水线光缆、爬坡光

缆、防冻防鼠光缆、轻型下水道与架空光缆及远供

光缆，型号说明以24芯单模光纤为例。

2、新型光缆与普通光缆的适用场合与性能比较

以24芯G652光纤为例，所举光缆结构机械性能

比较见表3。                          

3、单管数纤的识别技术

有别于普通光缆的松套管领色和AB端区分方

式，金属管光缆通常采用光纤色谱和色环区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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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12芯以上（中天科技产品实用工程已提供96芯

光缆）在全色谱光纤上采用长度和数量规则的色环

标识，简单清晰。

具体方式如下： 

光纤色环为采用黑色油墨按一定的间隔连续喷

印与着色到光纤上。

光纤色环表示示例：

单色环(S60)

双色环(D80)

   

 4、灾后重建与施工方法的改进

通信光缆工程建设，必须把握以下基本要点：

项目评估和设计、光缆路由调查/测量、光缆敷设施

工/接续/开通、全程维护方案。在地质不稳定、斜

坡、沼泽等特殊地带的施工，建议在原有方式方法

上增加一些特殊的考虑和措施： 

（1）架空型敷设的情况，上述“轻型架空光

缆”用于架空敷设，而且是自承式的，通过预绞丝

式金具附件与杆塔相连，与电力特种光缆ADSS（全

介质自承式架空光缆）、OPGW（光纤复合架空地

线）施工原理相同，不需要增加附件上的投资。

（2）管道、直埋型敷设的情况，与传统方法类

似，地下布线施工，光缆必须受到妥善保护，一般

保护方法如下：

（3）应对地震、地基下沉必须改进传统的布线

或光缆埋设方法，为防止地震、地基下沉等引起布

线损坏，或光缆折断，在走线管中间设置自由接头

或者在地下接线箱、人井中将光缆多预留一段。

（4）斜坡、松土地质施工，应采用“S”弯技

术，合理增加余量，提高缓冲空间。

五、结束语

由于演变的不锈钢光单元铠装光缆比普通水线

光缆性能提高数倍，成本增加量只在两倍左右，因

此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运营商认可和应用，以上结构

产品已经在中石化曹妃甸原油码头配套工程、江门

电信2008年教育网鹤山过水库、湛江电信等工程中

应用，得到用户好评。

考虑用户工程的差异性，我们还可对结构参

数进行优化设计，以期达到理想的“性价比”。当

然，由于光缆结构与成本关系，对于陆上光缆线路

来说，“不锈钢管光单元钢丝铠装光缆”不可能大

面积、长距离使用，但类似地震这种的自然灾害所

造成的恶劣影响，在灾后重建中对部分特殊路由采

用新型光缆定能成倍提高线路安全等级，大大降低

故障风险和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对于

通信运营商来说是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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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正式发三张3G牌照

1月7日下午，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分别发放了全业务牌照，全业务牌照包

括了基础电信业务牌照和第三代移动通信业务牌照（即3G牌照），随着3G牌照的发放，中国电信业正式进

入了3G时代。 

工信部公告指出，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国家通过发放3G牌照进一

步拉动内需，促进和发展现代信息服务业。中国移动获得了中国自有知识产权TD-SCDMA的运营牌照，中

国电信获得了CDMA2000的运营牌照，中国联通获得了WCDMA的运营牌照，三家运营商将纷纷按照各自牌

照建设运营各自3G网络，独立展开竞争。 

2008年5月24日，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通告

中明确指出电信体制改革与发放3G牌照相结合，重组完成后即发放3G牌照。 

工信部发放3G牌照意味着第三次电信重组正式结束，中国电信业拉开了新的一幕，进入三足鼎立的时

代。

欧盟计划投资50亿欧元发展能源和宽带网建设

欧盟委员会1月28日提出一项立法建议，计划在2009年至2010年投资50亿欧元用于重点能源和宽带互

联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帮助推动欧盟经济复苏。  

该投资计划是欧盟领导人上月通过的欧盟总体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其资金由欧盟预算的结余部分中

划拨。其中，35亿欧元将用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碳捕捉和储存、海上风力发电、天然气和电力输送网

络等项目；另外15亿欧元将用于农业和农村宽带互联网的扩展和升级等方面。  

去年12月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通过了欧委会提交的总额2000亿欧元的欧盟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主张

通过扩大公共开支、减税和降息三大扩张性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复苏。

ARCEP部署加快法国FTTH建设

1月26日，法国电信监管当局ARCEP同法国电信、Free、SFR还有Numericable、Axione、Sequalum公

司一起举行会议，商讨如何落实法国政府1月12日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快FTTH网络的建设。这次会议达成以

下协议： 

各运营商合作展开楼内光纤部署的实验。从现在起到3月31日，各公司都将进行相关部署，并展开测

试。各公司将遵循统一的规范进行部署。各公司为此已经在巴黎地区列出了15各测试点，涉及近2000用

户。1月31日前各运营商还将提出巴黎以外的测试点名单。 

3月31日前，各公司将向ARCEP提交光纤网络部署进展的详细信息。 

2009年年中之前准备一份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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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通过4项LED产业化审理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继续组织实施电子专用设备仪器、新型电子元器件及材料产业化专项

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07]3036号)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对申报项目进行了审理，根据《国家高

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同意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液晶显示屏背光源用高亮度

片式LED产业化项目列入电子专用设备仪器、新型电子元器件及材料产业化专项。

同意武汉迪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半导体照明GaN基LED大功率外延片和芯片产业化项目列入电子专用设

备仪器、新型电子元器件及材料产业化专项。

同意新乡市神舟晶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亮度LED用砷化镓单晶片产业化项目列入电子专用设备仪器、

新型电子元器件及材料产业化专项。

同意安徽乾正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年产大功率LED产业化项目列入电子专用设备仪器、新型电子元器件及

材料产业化专项。

中国LED照明芯片核心设备可望实现国产化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中国首家、全球第四家量产型LED照明芯片核心设备制造项目，1月19日正式落户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这将意味着制约中国LED照明产业瓶颈的核心装备可望实现国产化，从而使得国内LED

照明产品因生产成本大幅降低而大举走向寻常百姓家。 

 LED是半导体发光器件的英文缩写，以其为新的照明光源的LED产品，由于节能环保而应用越来越广

泛。测评显示，消耗同样的电能，LED灯比白炽灯省电85％，比日光灯省电50％，因此，其大有逐步替代传

统白炽灯光源的迹象。然而长期以来，由于LED行业的芯片及其制造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国外少数企业手里，

这使得国内LED行业呈现整体水平不高的同时，不得不依赖进口国外的芯片制造设备，导致产品价格高企，

影响其推广应用。 

 据介绍，此次正式落户广东佛山南海的LED照明芯片设备项目是华中科技大学甘志银教授的研发团队

所研制，并与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昭信集团达成产学研合作开发协议，着手进行项目样机试制及项目产业化。

该项目预算投资约5亿元，首期投资8000万元。

 据甘志银教授透露，该项目有望在今年内形成国产半导体照明芯片核心设备的批量生产并推向市场。

该项目产品实现产业化后，将可以使得国内半导体照明产业真正掌握了技术主动权和制高点，将使LED芯片

生产投资成本大大降低，由此将给国内LED产业带来革命性影响，国内甚至国外的LED封装产品价格下降将

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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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TH委员会首发欧洲FTTH市场占有率排名

2008年12月16日，首个正式的欧洲FTTH占有率排名显示，小国家在FTTH连接领域处于领先位置，但

中期项目显示，较大的国家经济体正在缩小这个差距。这个排名说明了直接通过光纤连接得到宽带通信服务

的家庭的比率。瑞士、挪威和斯洛文尼亚在排名的前列，超过80%的FTTH用户集中在欧洲的6个国家。 

这个排名让较大的国家意识到在FTTH建设方面，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该要奋起直追。Joeri Van 

Bogaert，FTTH欧洲委员会主席表示，以法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大国家在不断努力减少差距。根据最新的

市场调查结果显示，从2007年7月到2008年7月，法国的FTTH用户增长最快，增加了11.8万户。挪威紧跟其

后，增加了6.9万户，而瑞士、丹麦、德国和斯洛文尼亚都有超过3万的新用户。

美韩最新研究有效提升LED发光效率

在与韩国Electro-Mechanics公司的共同努力下，美国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大学近日发表了

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可提升LED发光功率18%，光电转换效率22%。 

该技术显著减低了“效率降低”问题。这一众所周知的现象即在低密度电流下LED发光效率较高，而在

高密度电流下则会降低发光效率。 

研究人员发现，极化失配可以通过引入新的量子阱而显著降低。他们将LED活性区的GaInN/GaN层替换

为GaInN/GaInN，使得活性区缓冲层具有更好的极化匹配，从而有效降低了电子漏和效率降低。 

在今年的CES 2009消费电子展上可以看到，LED作为液晶电视的背光源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如果这一技术得以应用，将进一步提升LED背光液晶电视的能效，降低能耗。 

iSuppli：2009年全球LED销售额可望逆势增长2.9%

科技市调机构iSuppli 近日发布新闻稿指出，拜液晶电视制造商需求逐渐攀高之赐，2009年全球发光二

极管(LED)销售额可望逆势成长2.9%，增幅虽低于2008年的10.8%，但表现仍远优于其它销售额骤减的电子

零组件类别。iSuppli并预期，2009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料将年减9.4%，而在该机构追踪的12大半导体类别

当中，有9大类别的市场将呈现萎缩。 

根据iSuppli估计，2009年全球液晶电视市场对LED的需求总额将达1.63亿美元，较2008年的5,100万美

元大增221.9%。此外，预计2012年液晶电视对LED的需求金额将进一步成长至14亿美元，较2009年暴增近

9倍。 

iSuppli指出，LED价格大跌、高亮度产品问世均提升LED在液晶电视背光源应用上的普及度。该机构估

计，目前采用LED背光源的40~42吋液晶电视均价与采用冷阴极灯管(CCFL)机种间的价差已缩减至200~500

美元。

iSuppli表示，1月举办的拉斯韦加斯消费性电子展(CES)中Sony、三星电子等知名电子品牌均推出新款

LED背光源液晶电视，这些机种预计将在6月左右上市。此外，奇异电器(GE)与大同成立的合资企业也打算

推出低价LED液晶电视，预计将掀起竞争热潮并促使价格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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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inus推出
最亮LED芯片

最近，Luminus宣布，他们已经制造出最亮的LED芯片，型号为

PT-39。该芯片使用独立的红色、绿色和蓝色LED，而每片尺寸仅为

0.4-0.55英寸。该芯片的主要设计目的是配合德州仪器的DLP显示面板

进行工作。第一款使用PT-39芯片的产品将是宏基K10口袋投影机这款

投影机的亮度为100ANSI流明，采用SVGA(800×600)分辨率，对比度

为1000:1。

LED已经越来越流行，并代

表了未来光源的发展方向，与标

准卤素灯比较，由于其不使用

汞，所以其设计更加环保。另

外，LED转换效率高，这使其功

耗更小且发热量小。Luminus和

宏基K10微型投影都将于本周在

CES上展出其产品。

东莞勤上光电LED路灯
照亮北京胡同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仅用3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北京市西城区

辟才胡同的路灯改造工程。近日，笔者对安装了LED路灯的辟才胡同进

行了走访，以求实地了解LED节能路灯的照明应用效果。

辟才胡同路段共安装了129盏LED节能路灯。夜幕降临，约4层楼高

的崭新的路灯发出明朗、柔和、纯净的白光，16米宽的大道在路灯的照

耀下显得格外明亮，周边的人行道、花草、树木的颜色均清晰可辨。一

北京老大爷高兴地告诉笔者，现在路灯照得那么亮堂，他们在路灯下下

象棋，再也不费眼劲了。同时，记者更惊讶地发现这种灯距相差约有35

米远的LED路灯，竟然在路面上看不到光照盲区，每两盏路灯间的光照

区域契合的恰到好处，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缝对接。

对此，勤上光电董事长李旭亮为我们作了专业的阐述。他说，我们

利用清华大学类似照相机成像原理的“非成像二次光学”模型，将它应

用到大功率LED路灯系统中，彻底解决了LED发光点单一的问题。将光

线集中均匀分布到一个矩形区域内，通过相邻的矩形光斑相互拼接完全

消除照明盲区，光能利用效率远高于高压钠灯。

康宁推出多模
ClearCurve(R) 光纤

康宁公司1月13日宣布推出了用于数

据库和企业网络的新型 ClearCurve(R) 超

高弯曲性多模光纤。康宁 ClearCurve 多

模光纤是能经受半径小于等于10mm的

小角度弯曲而其信号损失却远远小于传

统的多模光纤的全球首款激光优化多模

光纤。这种新型光纤使包括局域网、数

据中心以及工业网络在内的企业网络的

设计者、安装者以及运营商能够以比铜

缆更易操作与安装的方式来提供宽带所

有的特性，从而得以在更多的地方部署

光纤。企业网络的部署往往是在狭小的

空间内进行，例如电讯配线箱、数据中

心机柜等，这种情况下就会经常遇到小

角度弯曲。传统的光缆如果进行小角度

弯曲的话往往会造成信号损失，导致成

本较高的传输中断。ClearCurve 多模光

纤在弯曲性能上得到了大幅改善，可以

使信号损失最小化，实现更快更高效的

光缆路径、布线与安装。 

    ClearCurve 50μm多模光纤达到

甚至超越了针对高带宽、激光优化多模

光纤的 OM3 行业标准，以及仍处于提案

阶段的 OM4 标准。激光优化多模光纤对

于对带宽需求高的公司而言是一个很好

的选择，例如金融机构、医院、高科技

型生产企业以及大学等等。 

“多模光纤对企业网络来说是最

具成本效益且能经受未来考验的解决方

案”，康宁光纤部资深副总裁兼总经

理 Martin J. Curran 说道，“有了康宁 

ClearCurve 多模光纤，我们的客户就可

以在保留多模光纤原有特性的基础上使

系统可靠性最大化，中断时间最小化，

同时实现空间上的整体节约以及成本的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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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ham与Avanex
两大光器件商宣布合并

两大光通讯公司Bookham、Avanex在1月30日宣布合

并，公司合并声明中表示，这项交易可促成未来每个季度节

省700万美元成本。合并将于三至六个月内完成。 

Bookham首席执行官Alain Couder表示，两家公司合并

将比单一公司分别营运更能快速改进财务表现，由于两家公

司没有太多重复产品，公司合并后可扩大销售机会，提供更

多服务给客户。此外，两家公司的技术平台与工程团队可促

进技术创新与盈利增长。 

两家公司合并后，将由Alain Couder领导，并将整合

设有两个电信部门、一个非电信部门。董事会成员将除了

Alain Couder之外，还有来自Bookham原来三位董事，以及

Avanex首席执行官Giovanni Barbarossa及两位原Avanex董

事。两家公司将继续独立营运直到合并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Avanex是于1997年由来自中国的华裔

曹小帆等共同创立，2000年2月上市。不过，曹小帆已于

2002年离开Avanex，目前Avanex董事会中仅有一位华裔董

事，为前旭电(Solectron)财务主管王姗 (Susan Wang)。 

曹小帆离开 A v a n e x后，创办另一家通讯公司

“Arasor”，于2006年10月在澳大利亚交易市场 (Australian 

Stock Exchange)上市。公司在中国广州设生产与封装厂，

在澳大利亚雪梨设芯片生产与研发中心，在日本横滨设有光

芯片生产，总部则在硅谷。

EXFO推出
新型PON功率计

日前，EXFO公司推出一种新的PON网络测试应用的光

功率计，并宣称该产品将给FTTH工程应用建立新标准。5年

之前，EXFO在全球率先推出PON应用光功率计，这种手持

式的产品可以保证网络不间断工作，可以同时显示语音，

数据和视频的光功率。EXFO并为此申请了专利。EXFO这

一次新推出的PPM-350C PON光功率计可以针对BPON， 

EPON，GPON的不同架构，可以实现更高效、更快速的测

试。

艾比森荣获
“行业推动出口企业”奖

2009年1月7日，在2008中国上海广告设备器材

供应商协会年会暨中国广告设备器材行业年度评奖颁

奖典礼上，深圳市艾比森实业有限公司荣获了“行业

推动出口企业”奖。

中国上海广告设备器材供应商协会年会是一年

一度广告设备供应商、创意制作人、广告人、媒体等

聚首交流、盘点市场、共话合作、携手出发的新年起

点。该次在上海银河宾馆宴会厅隆重召开的年会上，

来自上海广告设备器材供应商协会会长张定国先生、

上海广告设备器材供应商协会秘书长简丹小姐、上

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陆金生先生、上海广告设备器材

供应商协会网络主管徐晓春先生、《广告·标识》市

场部主任马俊女士、世博集团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

公司国展一部副经理蒋彦女士等业内专业人士齐聚一

堂，剖析和点评了中国广告设备行业的机遇和挑战，

梳理了行业发展趋势。2008年度中国广告设备行业

颁奖典礼气氛热烈，荣获“行业年度人物”、“行业

影响力企业”、“行业创新企业”、“行业推动出口

企业”以及“行业发展潜力企业”五个奖项的企业代

表纷纷上台领奖。

一直以来，LED光电领域综合运营服务商深圳市

艾比森实业有限公司的LED显示屏在国内国际销售上

都保持良好的势头，仅2008年一年内艾比森LED显示

屏国际市场覆盖率就由原来的57个国家达到86个国

家之多，外贸出口交易额在2亿以上，在LED行业内

积极推动了国际贸易持续健康平稳发展，因此在此次

评选中实至名归荣获 “行业推动出口企业”大奖。 

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上海广告设备器材供应商

协会由从事广告材料研发、设备器材生产与制造的企

业自愿组成，是国内广告设备业首家且唯一的跨部

门、跨所有制的非营利性、专业性社会团体法人。

CSA始终致力于为整个广告设备产业服务，为会员谋

利，支持、促进和增强中国广告设备产业的发展。

CSA拥有会员单位超过500家，在鼓励中小企业发

展，促进中外广告设备企业的贸易来往方面，CSA发

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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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通G657光纤预制棒项目
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日前，国家科技部公布“2008-2009年度国

家火炬计划”项目名单，富通集团弯曲不敏感光纤

(G657)预制棒为例其中。

G657光纤预制棒是G657光纤的主要材料，而

G657光纤又是FTTH的主要使用光纤，未来几年内，

国家实施大规模FTTH建设，掌握G657光纤制造核心

技术——预制棒具有重要战略意义。G657光纤被誉

为光纤光缆产业的最后一块蛋糕，民族产业在该类产

品上的突破，将有助于国内光纤光缆产业长足、健康

发展。

2008年5月，由富通集团采用全合成工艺制造的

G657预制棒，通过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的专家

鉴定。在得到专家一直认可后，富通开始着手实施弯

曲不敏感光纤预制棒产业化项目。2008年10月，富

通又和日本住友电工达成了战略合作合资伙伴关系，

展开了从光缆到光纤到光纤预制棒的大规模合作合

资，为富通G657预制棒产业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

国家火炬计划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科技委负

责组织实施，旨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

业化和国际化的一项指导性开发计划。入选国家火炬

计划的企业，省、市政府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重

点支持，这必将为企业的科研开发、产业化建设等各

方面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光磊联手日亚
合攻LED芯片市场

日亚透过与光磊合作，首次出售LED芯片，携手抢攻

LED芯片市场。近日，光磊代工日亚的LED芯片，已送样给

台湾地区、美国和日本的客户认证，并已取得三家LED封装

大厂的认证。据悉，2009年光磊帮日亚代工的芯片销售金额

将倍增到10亿元新台币，占光磊LED芯片的营收比重将达二

成。 

日亚以前只卖封装好的LED成品，由于以自用为主，即

使日亚的LED芯片质量佳，也买不到日亚的芯片。但随着竞

争者在LED产业供应链壮大，日亚决定改变策略，不但在LED

外延进行扩产，并将中段的芯片工艺交给光磊，由光磊代工

并销售日亚品牌的芯片，透过光磊提高日亚在LED芯片的市

场占有率。日亚透过与光磊合作，首次出售LED芯片，更邀

请光磊入股，日前日亚的现金增资也邀请光磊入股1万股，日

亚也计划再增加光磊的持股比率。为进一步服务下游的封装

客户，在2008年底也派遣第二部门LED事业企划部的课长吉

田直树来常驻台湾地区，负责光磊和日亚的窗口，并在第一

线与客户沟通新开发案。未来不排除日亚会再提高光磊的持

股，成为最大的法人股东。

2008年光磊营收约65亿元新台币，其中51亿元新台币是

LED芯片，另外14亿元新台币则为LED大型大板，2009年在

LED大型广告牌的部份将会增长，LED芯片的部份持平，但日

亚的比重会从2008年的10%倍增到20%。2009年产品应用也

会升级LED照明和背光源，不排除进入NB和大尺寸背光源的

应用。 

“40Gb/s SDH(STM-256)光纤通信设备与系统”项目
    喜获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09年1月9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40Gb/s SDH(STM-256)光纤通信设备与系统”项

目喜获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该项目是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由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信息产业部电信传

输研究所，西安邮电学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55所，光纤通信技术和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筹）等五家单位200多位科

研人员，历时五年攻关共同完成。

该项目是我国“十五”初期通信领域唯一设立的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主要研制开发当前世界最高速率（40Gb／

s）STM-256 SDH光纤通信设备与系统。采用自主创新技术，攻克了STM-256成帧、超高速信号处理、超高速光传输

等方面的技术难题，成功开发世界上第一套符合ITU-T标准STM-256帧结构的40Gb/s SDH设备，实现了在常用G.652和

G.655光纤上链形和环形拓扑560公里远距离传输。可以将单通道容量提高到目前商用主流10Gb/s SDH系统的四倍，成为

目前能够商用的最高速率系统。该技术的突破使我国站在了国际光通信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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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通集团获评“2008年度中国优秀诚信企业”

1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09全国企业诚信建设大会上，亨通集团获得“2008年度中国优秀诚信企业”称

号（全国统一编号：200804211100308）。据悉，全国企业共有134家、江苏仅有6家获此殊荣。

此次大会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举办。今年会议的主题是：改革创新、诚信兴企。会议指出，2008

年我国企业接连经历了一些难以预料、历史罕见的重大挑战和考验。面对严峻形势，我国企业同心同德、顽强拼搏，涌现

出一批经营状况良好、诚信经营理念强、诚信管理制度健全、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并取得较高社会认知度和良好公共记录

的优秀诚信企业。诚信企业的实践证明，诚信始终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和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 

亨通集团作为我国光电线缆行业的领军企业，始终以振兴国家通信业、电力业为己任，一方面加快自身发展，夯实诚

信建设的基础；另一方面牢记企业责任，健全诚信建设的保障机制。更注重把诚信建设落实在提升社会价值、促进社会进

步上，以优质可靠的产品服务社会，切实践行对国家、对社会、对政府、对客户、对同行、对股东、对员工的“责任”。

诚信经营既为亨通集团赢得声誉，也促进了企业稳健而较快的发展。 

据中国企联介绍，中国企联是国家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确定的全国首批行业信用评价试点单位，已经连续开展了

2006年度、2007年度、2008年度中国诚信企业评价活动。中企联有关负责人认为，受表彰的企业在诚信建设方面发挥了

表率作用，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中国企联名誉会长袁宝华，国务院国资委、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企业代表、全国性行业协会、各

地企联有关负责人，诚信建设和信用管理专家学者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华为全球首发端到端40G解决方案

近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在海南三亚举办了“IP新

技术高级研讨会”，并在会上发布了其端到端40G解决方案，成为在

全球范围内首家有能力提供端到端40G解决方案的厂商。该解决方案

的推出也将帮助运营商向用户提供更为稳定、丰富的IP超宽带业务体

验。

在整合了路由器和光传输领域的优势后，华为推出了全场景、

端到端的40G解决方案。目前，40G端口已率先在长途骨干网获得

应用，并逐步延展至城域网络。在骨干网络， 通过40G白光端口的

NetEngine 5000E（“NE5000E”）集群路由系统和40G DWDM波

分系统共同组网，提高了整网的开放性和可靠性，宜于网络规划、建

设和运维；而在城域核心网络，采用NE5000E路由器40G白光端口或

40G彩光端口直连方案，简化了网络架构，使运营商能轻松应对流量

本地化的业务发展趋势。

华为是目前业界唯一同时在IP和光领域具备40G核心技术的厂

家，并在标准基础上进行了多项技术创新。目前，华为已参与全球领

先运营商的百余张骨干网项目，承建了中国电信、新加坡电信等全球

领先运营商的IP/MPLS网络，服务全球超过十亿用户。截止2008年9

月，华为在全球路由器市场持续保持50%的增长率，占据14.5%的市

场份额，稳居全球路由器市场领导者阵营。此外，华为从2001年开始

40G端到端解决方案的研究工作，并承建了业界最长的无电中继40G

传送网，已成为全球40G规模商用最多的厂商。

Bookham发布
25W输出激光器

1月27日，Bookham公司推出采用105μm 

0.15NA光纤的25W输出泵浦激光器。该产品

可以帮助光纤激光器制造商提高产品性能，

简化泵浦结构，降低制造成本。该激光器采

用了来自Bookham瑞士工厂的最新一代的多

模泵浦激光器芯片技术，深圳制造，在去年

推出的20W输出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输出功

率。该产品采用密封封装，阴阳极悬浮结构。

Bookham将在今年的PhotonicWest展出这个

产品。 

另外，Bookham宣布推出新的New Focus 

8780 GuideStar 4轴光束稳定化控制器产

品，可以实现关键应用中的精密激光控制。

Bookham还推出New Focus SWL-7500 激光

器新产品，支持200mw功率输出，同时具有

窄线宽，光束稳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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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IGHT推出
全光纤模场光纤锥

1月23日，nLIGHT公司宣布推出应用于高功率衍射受

限光纤激光器和光纤放大器中不同几何形状光纤高效互连的

模场光纤锥（MFTs）。 

  利用专有工艺，nLIGHT可提供保偏（PM）和非

保偏（non-PM）模场光纤锥，具有极低的损耗，极高的偏

振消光比（PER），极宽的光学带宽并能完美地保持光束质

量。nLIGHT的模场光纤锥兼容种单双包层输入输出光纤泵

浦耦合结构。

Vishay推出新型高速
940nm红外线发射器系列

Vishay Intertechnology推出940nm表面贴装红外线(IR)

发射器系列，这些新型发射器分别为采用1.8mm鸥翼式封

装的VSMB2020X01、倒立鸥翼式的VSMB2000X01、采

PLCC2的VSMB3940X01及0805 VSMB1940X01等表面贴装

组件。 

新组件具有远高于标准发射器技术的辐射强度，并且采

用独特的片芯结构，可使产生的发射光及功率具有更紧密的

辐角分布。所有四款组件均符合汽车AEC-Q101标准。 

与市 场上仅 次之的同 类组件 相比， P L C C 2 

VSMB3940X01在100mA时的辐射强度高140%。其典型正

向电压为1.35V，而不是1.5V。此外，其频谱带宽的紧密度

几乎是它们的两倍，为25nm。 

VSMB1940X01与VSMB2020X01展示了类似的

性能改进，与仅次于它们的竞争组件相比，辐射强度

提高至150%。VSMB194 0X01的辐射强度为6m W/

sr，VSMB2020X01的为40mW/sr。VSMB1940X01与

VSMB3940X01均有±60°的半角，而VSMB2020X01的半

角为±12°。 

这些新型表面贴装发射器以及最近推出的3mm(T1)

VSLB3940具有15ns的开关时间，从而使它们可用于工业光

障应用，以及红外线资料及音讯传输应用。例如对于车内娱

乐系统，这些发射器可透过红外线将DVD音讯讯号发送到支

持IR的耳机。

KDDI开始部署
世界上最快的EPON FTTx

Teknovus Turbo-EPON TM芯片将发挥关键作用 

用于在FTTx宽带接入网中部署三重服务的以太网

无源光网络 (EPON) 芯片的领先提供商Teknovus宣布，

KDDI已开始在其光纤网络中进行2Giga bps EPON FTTx

的商业部署。这是Teknovus的2.5G Turbo-EPONTM技术

的首例商业部署。

在KDDI进行的2G-EPON部署尚属世界首例，也是

速度最快的，其中采用了Teknovus的2.5G Turbo-EPON

芯片和嵌入软件作为基础。Turbo-EPON完全符合IEEE 

802.3ah 1.25G EPON规格，带来了一种开展2.5G运营的

增强Turbo-EPON模式。Teknovus是实现平稳升级到更

高速度并具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商业部署系统的首家PON

芯片供应商。

KDDI是日本一家领先的服务提供商，同时提供移动

和固定通信服务。KDDI于2007年从东京电力 (TEPCO) 收

购了光纤网络业务，于2008年从中部电力公司（Chubu 

Electric Power）购买了Chubu Tele-Communications 

(CTC)，大幅扩展了KDDI的地面连线用户覆盖范围。KDDI

是日本领先的融合固定、移动宽带通信服务 (FMBC) 提供

商，同时在无线和地面连线网络上提供先进的语音、数据

和视频服务。此外，KDDI还是全日本领先的WiMAX网络

UQ Communications的投资人之一。

通过Teknovus的Turbo-EPON ONU芯片TK3714，

服务提供商可以管理每种服务、每个用户的服务质量 

(QoS)，保证高质量地提供对带宽敏感的三重应用。采用

Turbo-EPON，服务提供商可以使用现有光纤设备，提供

更多的HDTV频道，从而降低用户资本费用和经营费用。

而对于高密度环境，Turbo-EPONTM可以让服务提供

商在每个PON上支持更多的用户，同时保持严格的每服

务、每用户QoS。Teknovus提供全套EPON芯片和软件产

品，支持1G、2.5G和10G，在单一网络上保持兼容性。

服务器提供商可以根据密度和不断变化的用户与应用带宽

需求，优化自己的网络。

Teknovus日本区经理Ryoj i  Takaichi先生说：

“Teknovus的Turbo-EPON已开始让服务提供商大幅提

高上行和下行速度，同时保留它们在现有已部署系统中

的投资。KDDI通过向其用户提供更快的速度和先进的服

务，大大超越了竞争者。”



ENTERPRISE UPDATES
企业动态E

32

南京普天推出
PON光纤保护产品

由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配线系统部开发

的XPON光纤保护产品，近日通过了公司组织的技术

验收。

XPON光纤保护产品采用先进的光信号检测技

术、小信号和高速光信号监测技术，通过适时监

测不同路由的主备用光纤的光信号，判断光纤的通

断，在光纤断路时，自动切换至备用光纤，提高了

光网络的可靠性，实现了OLT端和ONU端的全光路

保护。设备安装在OLT端，采用单端保护方式且不占

用OLT之光口，简单方便，易于维护，可应用于二级

或多级分光模式，适用于EPON、GPON业务。该产

品的开发成功，进一步丰富了公司FTTx系列产品，

使南京普天FTTx解决方案更具吸引力。

YESTech喜获MC Assembly
自动光学检测追加合约

2月6日消息，诺信公司旗下电子行业自动光学及X射线检

测系统供应商YESTech宣布喜获全面服务合约电子制造商MC 

Assembly合约，为后者提供新型自动光学检测（AOI）系统。

MC Assembly已在其佛罗里达州棕榈湾及墨西哥州萨卡特卡斯

工厂部署新型F1-系列AOI检测系统。

MC Assembly授予YESTech新合约的基础是：与YESTech

的先前合作经验、YESTech系统具备的卓越客户支持和先进检测

技术。在线使用 F1-系列AOI系统是MC Assembly质量保证项

目的重要因素，可为它们提供先进的正确装配检测功能，包括

焊接与引线缺陷、元件存在和位置、正确零件与极性。此外，

YESTech的用户友好软件可提供较其竞争产品更快的设置与培

训，对MC Assembly决定采购其它系统发挥主要作用。总体而

言，这些系统通过为其提供易执行的易用型检测解决方案以及排

除生产线瓶颈来改进MC Assembly的生产率。

通快决定把中国总部
设在江苏太仓

从太仓港经济开发区新区获悉，德企通快公司

近日已在太仓成功注册“中国有限公司”，此举显

示，通快先后在太仓设立医疗设备、激光器材、数

控机床生产企业之后，又把中国总部建在了太仓。 

通快是德国一家知名家族企业，生产的医疗

设备精密度高，制造的激光器材、数控机床堪称世

界一流，在全球都享有盛誉。去年，尽管从第四季

度起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影响，通快的订单也有所减

少，但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依然达到8000万欧元，

成为列德国、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市场。

公司总经理顾永麟说，此次在太仓注册“中国

有限公司”，公司决策层非常看好沿江又沿沪的太

仓，将充分利用太仓工厂现有的人才、产品优势，

统一调配通快在中国大陆各大中城市的办事处，把

生产制造、销售贸易、售后服务统到一块来。这样

做的好处，近期可应对金融危机，降低成本，开源

节流，化解风险；远期可积蓄后劲实力，主攻新品

研发，更好地拓展中国市场、服务中国企业。 爱立信携手中华电信
在台湾部署下一代光纤网

爱立信将帮助台湾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华电信部署城域

聚合网，确保其有线及无线网络用户可以享受IPTV以及电子医疗

等高品质、大容量的宽带服务。

根据中华电信的市场预测，到2011年，台湾的30Mbps宽带

网络覆盖率将达到80%。爱立信的马可尼光纤多业务（OMS）

解决方案将成为协助中华电信取得这一市场领先地位的关键组成

部分。 

OMS解决方案可以提高网络容量和效率，消除瓶颈，并显

著提高IPTV等带宽密集型业务的质量和可靠性。爱立信的技术支

持所有类型的共同城域网服务，让用户可以更灵活地选择接入技

术。

该解决方案还支持电话（TDM：时分多路复用）传输和IP 

（以太网）传输，对通过聚集和疏导城域网通信流量来降低每比

特传输成本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它还在网络不同部分之间

提供了关键链接，如有线和无线骨干网及中华电信全IP光纤网。 

根据协议，爱立信还将负责提供专业服务，包括网络部署、

技术服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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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掺饵光纤放大器

特点:

增益平坦

噪声指数低

工作波长范围宽    

完善的网管监控接口

应用:

数字通信网络

DWDM 系统  

产品名称：SFP 光收发一体模块

特点：

155M/622M/1.25G/2.5G 速率可选

距离从100m 到 120km可选

CWDM 可选

符合RoHS

应用：

SDH/SONET/ATM 网络

Switch/Router

SAN/Server

 

 产品名称：铒镱共掺高功率放大器

特点:

高输出功率

噪声指数低

稳定性高      

输出功率可调

应用:

CATV 系统

FTTH 

产品名称：小型化EDFA

特点:

增益平坦

功耗低

结构紧凑    

性价比好

应用:

城域网

接入网

 

产品名称：分布型光纤拉曼放大器

特点：

增益平坦

噪声指数低

结构优化

应用：

超长距离光传输系统 

海底光传输系统  

 

 

产品名称：ASE宽带光源

特点:

稳定度高

输出功率高

输出功率可调

应用:

光纤无源器件的测试

设备用非相干光源 

无锡市中兴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新区科技产业园93-C地块

电话：0510-85347000

传真：0510-85347020

E-Mail：Domestic_sales@wxzte.com

网址：www.wxzte.com.cn

mailto:Domestic_sales@wxzte.com
http://www.wxzte.com.cn


34

PRODUCTS
产品推荐P

BIDI SFP 1.25G

Product Features
TX-1310/RX-1550 nm Single-mode Bi-directional
SFP Simplex Connector  (1000Base-BX)
1.0625Gbd Fiber Channel/1.25 Gigabit Ethernet
Compliant with IEEE802.3z Gigabit Ethernet

Standard
Compliant with Fiber Channel 100-SM-LC-L
standard
Industry standard small form pluggable (SFP)
package
Simplex LC/SC connector
Differential LVPECL inputs and outputs
Single power supply 3.3V
TTL signal detect indicator
Hot Pluggable
Class 1 laser product complies with EN 60825-1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产品特征：
1.  TX-1310/RX-1550 nm 单模单
     纤双向
2.  SFP 单纤LC/SC连接
3.  1.0625Gbd光纤通道/1.25G
     千兆以太网
4.  符合IEEE802.3z千兆以太网协议
5.  3.3V工作电压供应
6.  符合TTL信号检测指标
7.  可热插拔

1000Bsae-t(AP-STX) 

Product Features 
Up to 1.25Gb/s bi-directional data links
Hot-pluggable SFP footprint
Extended case temperature range (0°C to +85°C )
Fully metallic enclosure for low EMI
Low power dissipation (1.05 W typical)
Compact RJ-45 connector assembly
Access to physical layer IC via 2-wire serial bus
1000 BASE-T operation in host systems with SERDES interface
10/100/1000Mbps compliant in host systems with SGMII interface 

产品特征：
1.  1.25Gb/s 双向数据链接
2.  可热插拔 
3.  温度范围：(0°C to +85°C )
4.  全金属外壳抗电磁干扰
5.  低功耗（1.05W）
6.  坚实的RJ45接口装配
7.  通过2行串线总线进入物理层集
     成电路
8.  通过SERDES界面在主机系统中
     运行1000BASE-T.
9.  通过SGMII界面10/100/1000M速率兼容主机系统

描述：
ATOP AP-STX系列电口SFP模块是具有高性能低成本效益的模块系
列，兼容千兆以太网以及1000-BASE-T，符合IEEE 802. 3-2002
和IEEE 802.3ab,指定的标准，支持1000Mbps速率，距离可达100
米，达到非屏蔽双绞线的第5类电缆。

SFP (155M/1.25G/2.125G/2.5G/4.25G)

Product Features 
Up to 1.25Gb/s bi-directional data links 
Hot-pluggable SFP footprint 
1310nm Fabry-Perot laser transmitter 
Duplex LC connector 
Very low jitter 
No Rate Select input required for 
Fiber Channel 1x/2x Operation 
Up to 20km on 9/125μm SMF 
Metal enclosure, for lower EMI 
Single 3.3V power supply 
Low power dissipation <700mW typical 
CWDM is also Available 

APPLICATIONS 
 
Gigabit Ethernet 
1x Fiber Channel 
Switch to Switch interface 
Switched backplane applications 
Router/Server interface 
Other optical transmission systems 

产品特征：
1.  1.25Gb/s 双向数据链接
2.  可热插拔 
3.  1310nm FP激光发送
4.  双纤LC接口
5.  畸变小
6.  光纤通道1x/2x运行无需选择
     所需的速率。
7.  在SM 9/125um上传输距离达
     20KM
8.  金属外壳抗电磁干扰
9.  3.3V工作电压
应用：
1.  千兆以太网
2.  1x光纤通道
3.  交换式背板应用
4.  路由器/服务器界面
5.  其他光传输系统

深圳华拓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雪岗工业区五和大道

           北元征工业园5号楼5层

电话：0755-83461686   83461606   

传真：0755-83461640 

E-Mail：sales@atoptechnology.com 

网址：www.atoptechnology.com

mailto:sales@atoptechnology.com
http://www.atoptechn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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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甬宁光学仪器厂
地址：南京迈皋桥创业园尖山南路1号麦翔中小型创业科技园C1-3

电话：025-68800236  68800237  68800238     

传真：025-68800233  

网址：www.njyngx.cn

南京甬宁光学仪器厂是专业从事显微镜的开发、研制、生产、制造的工
厂，具有十年从事光学仪器的研究、制造的历史，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并享有盛
誉。工厂拥有一支多年从事光学行业的团队 ,其中高级工程师多名，工程技术
人员若干名。主要产品有工业显微镜、金相显微镜、偏光显微镜、平场消色差
物镜、长工作距离检测物镜，大视场目镜和各种显微镜的附件等。产品覆盖了
工业 , 医学，电子，教学，信息，通讯及农业等领域。

宗旨 : 客户的需求就是企业的追求。          
文化 : 凝聚甬宁精神 ,勇攀光学高峰。

GX-6工业显微镜

JW-95 检测物镜

目镜

http://www.njyngx.cn


简  介：

中国光电产业高层论坛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

科学院光电研究院、中国光学学会、中国电子商会主办；

中国光电产业高层论坛办公室，中国光学学会国际会议展

览工作委员会和深圳市互联港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

中国光电产业领域规模最大和最权威的光电产业年度盛

会。

中国光电产业高层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七届

（2002-2008），历届中国光电产业高层论坛吸引了来自

全球的光电业界，光电产品应用领域以及投资融资等相关

领域的人士齐集一堂，进行广泛的技术、市场、人才、政

策、投资融资等各个方向的交流，共同探讨光电产业所面

临的问题，展望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国光电产业高层论坛

坚持学术交流，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并重，把学术活动与

市场需求结合起来。

目前每届会议演讲者已超过200人，来自全球的参会人

员已达到3000余人，不断的取得丰硕的会议成果，已发展

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为重要的年度光电会议。

技术文章提交和参会报名：

2009中国光电产业高层论坛的技术文章规范参照

IEEE会议程序标准（IEE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standards），会议参会报名请在2009中国光电产业高层论

坛官方网站：www.coeic.cn登记注册。

·技术文章提交最后截止时间：2009年7月15日；

·技术文章采用通知时间：    2009年8月1日；

·参会报名截止时间：        2009年8月20日

技术文章和专题报告提交说明：

“2009中国光电产业高层论坛”技术文章和专题报告

基本为各议题讲座主题稿件，形式为论文、报告或PPT，

经组委会及有关专家审核后，将集中编入本次论坛《资料

集》上发表,目前已开始接受论文投稿，现就投稿的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1．论文要求

论文的完整信息应该在2009年7月15日前提交完毕，

完整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30-50字的摘要；  4-5页论文；

论文摘要及作者的背景资料(工作照一张)请务必于2009

年4月30日前提交。 

请严格按照对论文的要求来提交论文，论文提交后不

得再进行编辑和修改。论文一经录用，其版权归中国光

电产业高层论坛办公室所有。

2．论文格式

论文格式要求必须以电子文档word版本格式提交。

论文的主要内容不要超过5页纸，字数在3000-5000

以内，论文中必须包括所有正文、摘要、题目、作者、方

程式、绘图、表格、图片、符号以及参考文献。论文的题

目、主要作者名称、工作机构、地址、电话、传真号码、

E-mail及其他作者的名称和工作机构都必须标明在第一

页，摘要放在正文的前面，一般禁止使用星号标记、致

谢、工作描述或脚注，引用的参考文献要放到论文末尾，

论文的字体为宋体。

3．论文评审

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论坛所发表的论文要经过论坛顾问

委员会的评审，评选出的重要论文将被推荐到重要的会议

中发表或会场专题进行论文张贴。

被本次论坛所接受的论文或主题报告将收集在《2009

中国光电产业高层论坛资料集》中印刷成册,提供给与会所

有人士予以保存。

4．论文提交时间

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时间：2009年4月30日；

论文全文提交截止时间：2009年7月15日 

论文投稿请采用电子文档，按大会统一征稿要求，

将论文摘要，作者简介(含相片)在2009年4月30 日前以电

子邮件附件形式发送至：editors@ofweek.com或 cioe@

ofweek.com。
产业会议报告提交说明:

所有产业会议报告不需要做文章评审，产业会议报告

需要提前与组委会联系，预定报告时间，产业会议报告请

清楚填写报告题目并提交500字内的简短文字说明，附上

报告人的简介，编列入《2009中国光电产业高层论坛资料

集》产业会议报告类别。

·产业会议报告提交截止时间：2009年8月15日

·产业会议参会报名截止时间：2009年8月25日

产业会议报告以电子邮件附件形式发送至：

editors@ofweek.com或 cioe@ofweek.com。

（详细情况请参见：http://www.coeic.cn/）

2009中国光电产业高层论坛（COEIC 2009）

征稿通知
会议时间：2009年9月6-8日  会议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http://www.coeic.cn
mailto:editors@ofweek.com
mailto:editors@ofweek.com
mailto:cioe@ofweek.com
http://www.coe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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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中科院领导
指导CIOE发展方向

左一为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相里斌院长

左一为中国科技部曹健林副部长
1月14日，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名誉主席粟继红、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宪承

在北京会见了中国科技部曹健林副部长。担任

CIOE主席团主席的曹健林副部长对CIOE迈入

第二个十年历程的相关工作寄予了高度关注，

并就金融风暴影响下的中国科技产业发展表示

乐观，同时对CIOE发展方向和中国光电产业

高层论坛的发展提出了具体意见和方案。

在京期间，CIOE高层还会见了中国科

学院光电研究院相里斌院长。上任不久的相里斌

院长在听取了杨宪承秘书长关于光博会相关情况

的汇报后表示，光博会是国内科技展会的重要代

表，为国内外光电企业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希望已经走过十年历程的光博会更好地发挥优势

平台作用，将展会办得越来越好，中科院光电研

究院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光博会的发展，并积极

参加光博会的各项活动。

CIOE展览总监魏珂、国际部经理何迎迎随同

前往北京并拜访了部分科研机构和光电企业，包

括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科

院光电研究院、美国理波、美国相干、法国欧乃

希亚、北京路源等，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对光博会

的支持并广泛听取他们对进一步办好光博会的意

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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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与展览之间的

密切合作，充分

挖掘各方商业资

源并发挥最大化

整合效应，力推

BMC中国业务

在新一年达到更

新的高度。同

时，就目前全球

金融风暴影响下的集团业务发展，与会各方也各自发表了意见，并在会

上达成全面加强合作、寻找危机突破的发展共识。

CIOE主办单位深圳贺戎美沙展览有限公司作为BMC集团中国成员

之一，公司总经理杨宪承、国际部经理何迎迎出席了集团会议并介绍

CIOE相关情况。

会议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结束，并取得满意效果，与会人员表示此

次会议对于加强BMC中国各机构业务交流有着良好成效。据悉，类似工

作会议有望每年定期举办以利各机构的资源合作。

1月15日，德国BMC商务传媒集团在北京召

开了为期两天的首届BMC中国公司管理层大会，

集团总部及其在中国的业务公司BMC广告、BMC

龙翔、BMC百文、BMC贺戎（CIOE）、BMC振

威以及TC集团等机构高管出席会议。

BMC集团首席执行官Klaus M.Hilligardt

先生在会上陈述了集团公司的新年愿景，表示

在全球金融风暴期间更加看好中国市场，并勉

励全体同仁在新一年里深入合作、携手共进。

BMC集团在中国以广告和展览业务为主，集团

广告总经理Ruediger Wulf先生和展览总经理

Eike Scholl先生以主题演讲的形式介绍了两大

业务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并就相关问题回答与

会同仁的提问。与会的BMC各中国业务公司高

管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团队及发展规划，并通过

现场交流在加深相互了解和沟通的基础上，进

一步讨论整合目前各方所拥有的优势资源的可

行性，深入推进BMC中国旗下广告与展览、展

首届BMC中国高管会议召开

左一为BMC集团首席执行官Klaus M.Hilligardt先生

CIOE与驻华外事机构举行新年联谊会

1月 9日，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CIOE）在广州花园酒店举行新春联谊

会，特邀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美

国等国家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合作伙伴共庆

新年。

CIOE成功举办十年来，得到了各国使

领馆的大力支持。加拿大使领馆及相关光

电协会早在2003年就开始组织加国光电企

业集体参展光博会。随着CIOE国际推广工

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光

电机构、企业都加入到参展参观CIOE的行

列中来。2008年第十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

会期间，加拿大、法国、韩国、德国等均

以国家组团形式集体参展，英国、日本等

国则组织了商务团、考察团等形式多样的

活动在光博会现场与国内光电同仁充分交

流。据不完全统计，CIOE2008共吸引了

12000多名海外观众现场参观采购，占总

观众人数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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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0日，第十八届埃及国际电力及能源展

览会（ELECTRICX 2008）在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如期

举行，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执行副主席兼秘书

长杨宪承及工作人员一行五人远赴开罗参加了本次展会。

ELECTRICX 2008是目前埃及、北非和中东地区最知名的照

明电力和能源展，作为埃及本土的特色展会，现场吸引了

不少埃及知名的企业，如Energya Industries、ELSEWEDY 

CABLES、 Elios Egypt、 EGYLED等。

CIOE一行在展会现场与不少参展商进行了深入交流，

向他们了解当地光电产业发展现状。通过该展会我们不难

发现在这个不断发展中的北非国家光通信、光学、激光、

LED照明等行业在该地区都有着可观的潜在市场需求，并

且随着当地经济逐步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要，未来几年内

各相关领域的市场需求还将进一步扩大。工作人员同时向

参展企业全面宣传介绍了来自中国深圳的光电大展CIOE，

邀请他们在2009年光临深圳参加光博会，带来他们的光

电产品与技术和中国同行交流，同时也希望借助本次参加

ELECTRICX 2008的机会，让以埃及为中心并辐射到北非周

边国家的光电同仁更多地了解CIOE，通过这种“走出去、

请进来”的模式能将该地区更多的潜在光电产品买家带进

光博会，促进两国间光电市场的繁荣。在同现场参展参观

的光电同仁交流中，绝大部分的光电同行都表示对中国的

光电市场非常看好，计划在适当的时候亲临光博会现场与

更多的中国同行交流，并希望光博会协助他们在中国寻找

合作伙伴，以及深入考察企业以加深对目前中国光电技术

的发展情况的了解。

CIOE走访埃及期间，杨宪承秘书长和CIOE国际部经理

何迎迎等专程拜访了埃中企业家委员会（中埃联合商务理

事会），该会执行经理Omaima Mabrouk女士热情接待了

CIOE的来访。会谈中杨秘书长将CIOE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方

向做了简短的介绍，并热情邀请Omaima Mabrouk女士届

时光临深圳参观第11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Omaima女士

表示已通过网络等渠道了解过CIOE这个来自中国的光电大

展，非常期待能亲临展会现场与中国企业交流，并希望能

多方加强双方的合作，为两国的光电企业搭建更加广阔畅

通的交流与贸易平台。

为期一周埃及走访中， CIOE一行还拜访了埃及出口商

协会（Egyptian Exporters Association）并与该会项目经理

Dina Abdel Aziz女士进行了商务会谈。Dina Abdel Aziz女士

表示将把CIOE介绍给更多的协会企业以促进两国的光电事

业交流，并有望在2009年以埃及国家组团的形式带领部分

当地光电企业集体参展光博会。

CIOE非洲推广自埃及启动

2009年1月15日，由深圳报业集

团、深圳商报、深圳市会议展览业协

会主办的“深圳会展辉煌30年”活动

圆满结束，并在深圳五洲宾馆隆重举

行行业优秀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中

国国际光电博览会执行副主席兼秘书

长、深圳贺戎美沙展览有限公司总经

理杨宪承教授获得“改革开放30年影

响深圳会展30人”奖项，中国国际光

电博览会荣获“推动深圳产业发展杰

出贡献奖”。

本次活动去年6月开始，到去年

底结束，历时半年。活动全面了总结

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会展业的杰出成

就，全面记录对深圳社会经济发展作

出杰出贡献的行业精英和会展企业，

全方位展示了深圳会展业的风貌。

光博会荣获“深圳会展辉煌30年”双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