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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展期时间的通知

尊敬的各参展商、专业观众、买家、媒体及相关单位：

2013 年，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将迎来十五周年

庆典。为了让广大参展企业在更有利的时间展出，

更好地组织专业观众及买家光临展会现场洽谈采

购，让参展企业能在展会期间有更大的收获，为了

让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十五周年庆典系列活动能够

获得最佳效果，经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组委会决定

将 2013 年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的举办日

期由原来的 9 月 6—9 日调整为 9 月 4 日—7 日，

展期 4 天，特此通知。

展会名称：第15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2013）

展会时间：2013 年 9 月 4 日—7 日

展会地点：中国·深圳会展中心

咨询请致电：+86-755-86290901。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组委会

2012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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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光器件、光网络设备、光纤光缆）、

激光红外产品与技术、光学材料元件以及光

学仪器设备、机器视觉、LED 半导体照明产

品等领域。新产品、新趋势、新亮点、新活

动之多，数量之大，让本届展会成为业界称

道的“光电奥运会”。

跳出固有思维，寻求多途径扩大宣传效

果亦是中国光博会为所有展商所做的不懈努

力。“突破只限于展位上宣传的束缚，大力

开拓多种形式的活动，帮助企业加深与业界

的交流和对市场的开发与商机的把握”，是

中国光博会力求与思辨的命题。以“参与市

场 供需对接”为主旨的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

即是专门为参展企业在展位之外设计的另一

处技术擂台。光通信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包

括芯片专场、光纤连接器专场、红外热像仪

专场、通信光学专场和光纤到户专场，共有

近 20 家优秀企业代表通过此平台发布最新

研发进展与解决方案。精密光学新技术新产

品发布会包括光学材料及加工设备专场、光

学镀膜专场、光学测量测试设备专场。LED

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包括 LED 封装技术专

场、芯片材料专场、照明技术应用专场、显

示屏技术与发展趋势专场等。此举赢得了众

多企业的一致好评与热捧，为企业开拓了展

位之外的更多交流空间。

海外团助威同样成为本届中国光博会

一大亮点。据统计，本届展会参展企业达

3100 家，同比增长 13.7%，其中海外展商就

达 935 家，德国、加拿大、英国、法国、丹

麦均以国家展团集体参展，占总参展企业的

30.2%。参展观众 73200 人，同比增长 7.3%，

海外观众亦达 18600 人，中国光博会的全球

辐射与影响力日趋明显。

九月 且看 15 载光电辉煌

CIOE 以为国内外光电业界打造全方位

的展示、交流与沟通平台为服务宗旨。自创

办以来，始终坚持走专业化、市场化、品牌

化的发展道路，CIOE 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

杨宪承认为：“坚持专业化发展、坚持走市

场化道路，是品牌展会的成功之道。专业化、

市场化与品牌化，其实是一体的，专业化是

基础、市场化是保证，包括规模化、国际化，

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把 ‘CIOE’这个品牌形

象塑造得更好，没有前面的铺垫，品牌化也

就无从说起。”基于此，在中国光博会十余

年的发展历程中，CIOE 始终高度关注中国

与国际光电子产业的发展，紧贴市场和技术

走向，从创办最初的以传统光学、激光应用

为主要展示领域的展会，到随着产业的变化

逐步增加了光通信、LED 显示等专业领域并

发展成为主要展区，随后又增加了太阳能光

伏、集成电路及明年计划整合消费电子展区，

展会所涉及的产业链不断完善，作为电子行

业平台的功能也越来越丰富，除了基本的展

示企业品牌形象、产品和技术之外，还不断

拓展到专业论坛研讨、投融资对接、人才供

需接洽以及提供多模式的商务交流等。

2013 年，CIOE 将迎来十五周年的庆典。

这将是所有光电人共同的节日，在 CIOE 平

台上不缺多年同行一起成长的企业，也有不

少风行一时但最后消失的企业，更多的是不

断加入的新企业。CIOE 的举办本身，就像

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过程中随时都有企

业加入进来，队伍越来越壮大。

虽然时间刚刚踏进 2013 年，但为这一场

盛大的光电盛宴所做的种种筹备，已经全面

铺开。九月的深圳，我们将看到怎样的一场

业界狂欢？截止目前，CIOE 已经陆续与国际

半导体照明联盟（ISA）、新加坡光学光电子

学会（OPSS）、印度通信制造商协会（CMAI）、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美国光学学会

（OSA）、加拿大高新技术协会、香港理工大学、

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中国国家天文台等合

作伙伴展开互动，将在专业论坛、技术研讨、

项目对接、产品发布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共同打造一场无与伦与的光电科技奥运。而

为表彰和回馈 15 年来与 CIOE 风雨同舟的合

作伙伴们举行的颁奖典礼和庆祝晚会，更将

在现场重温经典，再现 CIOE 十五年来所有精

彩蜕变的瞬间。

于辉煌之上深入挖潜，于挖潜之中突破

创新，中国光博会必将于会展征程之上扎实

掘进，继续作为世界光电产业的有利平台强

势发声。

博
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中国光

电产业起步不早，却以惊人的速

度取得了令全球同仁瞩目的成

绩。作为中国乃至全球光电产业的重要交流

平台，中国光博会十余年来见证了我国光电

产业从小到大、从艰难创业再到辉煌的发展

之路，同时也引领着光电产业的最新技术和

产业发展趋势。2012 年 9 月 6 日 -9 日，第

十四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以下简称中国

光博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来自五湖四

海的光电同仁共襄盛举。历经十余年行业洗

礼 ,CIOE 已经成为享誉全球光电业界的专业

展览，其行业地位无可撼动。

潜心耕耘 成就行业经典

作为 UFI 认证的全球首个定位于光电全

产业链的展会，中国光博会秉承“精品展示”

的办展理念，严格筛选和邀请展商，控制展

品的质量。展会以独特的展示方式、高端的

品牌定位，打造全球光电技术展示与应用风

向标。每一届 CIOE，都最大程度地反应着

当时光电产业的最新技术和产品代表，已经

成为业界了解技术现状、市场概况的标杆。

犹记得，十五年前那个秋天，“中国光

学泰斗”王大珩院士担任主席团终身名誉主

席的中国光博会在当时的深圳高交会馆正式

开幕。作为中国首个光电产业专业展览，中

国光博会开始了其为世人瞩目的会展征程。

行至第五届，中国光博会展会面积增长达到

五万平方米，规模超过当时世界第一的美国

OFC，成为全球最大规模光电展会并一直保

持至今。于高处坚韧掘进是中国光博会的固

有品格。2005 年 9 月，第七届中国国际光

电博览会移师新建成的深圳会展中心，首次

专设上万平米的国际展区，向国际化展会的

目标迈出了一大步。近年来，CIOE 开始不

断发力海外业务的拓展和深度宣传，使来自

中国的 CIOE 真正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

知名品牌展会。第 13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

会又与中国光学学会 2011 年学术大会首次

在深同期同地举行，国内最具权威性、高规

格的学术会议与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产业盛

会携手合作，成为助推国际国内光电事业进

步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中国光博会的快速成长，依托

于中国光电子产业的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

展会本身又对行业的发展和交流起到了极大

的推动作用。CIOE 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亦使其成为很多光电企业和机构年度参展的

首选甚至是唯一选择。在这个平台上，不论

是展示企业形象还是产品与技术，不论是获

取行业资讯还是采购高端产品，不论是寻求

人才还是对接投融资伙伴，甚至哪怕仅仅是

面会合作单位、结识新朋旧友，都能在这样

一场光电盛会上，达到自己的要求。

锐意创新 喜获盈盆硕果 

革新助动展会发展稳步前进。作为光电

业界的一场奥运盛事，中国光博会始终将锐

意创新作为自身前进的强大动力源，而高新

尖技术的亮相亦是每届中国光博会的亮点。

于 2012 年 9 月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光博会

同期包括光通信展、激光红外展、精密光学

展、LED 展、消费品电子展等，总展出面积

近 100000 平方米，展品范围涵盖光纤通信

十五载风华  成就光电辉煌
——记即将迎来 15 周年庆典的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文		|		李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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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长征  CIOE 在路上

随
着 2012 年 9 月第十四届中国光

博会的成功落幕，各项数据再次

创下新高的中国光博会，已经把

种种关于过往的传奇清零。迎来第十五周年

庆典年的 CIOE，即将在又一年的九月，为

汇聚于此的十万光电同仁奉献上怎样的一场

业界盛典？谁也没有答案。

“CIOE 光电万里行”的脚步，在新年

到来之前其实已经走了很远。10 月的北京，

11 月的武汉、成都，12 月的新加坡、印度——

CIOE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关于光电的土地，

遍访所有曾经、正在和将要与 CIOE 同行的

人们。

这是 CIOE 的第三次长征。缘于 2003

年和 2008 年，CIOE 人曾两次巡访，历时月

余，走进珠三角、长三角、华北、西南等上

百家企业，全面调研光电产业发展情况、摸

底各主要地区光电企业与技术现状，并形成

调研报告供相关职能部门参考。而此次徐徐

拉开大幕的“第三次长征”，将再一次刷新

CIOE 历程上的巡访记录。

CIOE 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宪承在

年度工作会议上强调，CIOE 应该是所有关

心、关注着这个平台的人们共同的 CIOE，

应该是所有身在其中、参与其中的光电同仁

自己的 CIOE，更应该是十五年来所有一路

携手、共同成长的广大企业与合作伙伴的

CIOE——这就是“CIOE 光电万里行”的初

衷：用行动走近、用耐心倾听、用感恩回馈。

光电万里行北京启航 成就光电梦想

2013 年 1 月 20 日前后，北京，大雪。

由 CIOE 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宪承亲自带

队的 CIOE 团队，再一次赶赴北京，从这里

开始“CIOE 光电万里行”的新年第一站。

以下摘录随行记者发回的部分拜访记录：

1 月 20 日，CIOE 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

杨宪承一行拜会了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院

长相里斌，中国光学学会副秘书长、国科激

光董事长樊仲维，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副院长吕建成。相里斌院长表示，中

科院光电研究院与 CIOE 有着十多年愉快的

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合作基础，见证和参与了

中国光博会一路成长的发展路程。双方均表

示中科院光电研究院作为 CIOE 这个光电大

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在 2013 年双

方将会有更紧密的合作，并计划在展会上展

示院所最新的科研成果。

1 月 21 日，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

王宁、中国电子商会秘书长柳玉峰、中国电

子商会副秘书长刘曙光等热情接待了 CIOE

团队。杨宪承秘书长向大家致以新春的问候，

随行人员并在会谈中介绍了 CIOE2013 各项

工作的筹备进展以及将在现场举行的活动亮

点。王宁副会长表示 CIOE 十四年来取得的

成绩是大家于目共睹的，在今年的 CIOE 展

会上，双方计划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

计算等方面继续保持友好合作，共同深入拓

展这一新兴领域。

当天下午，CIOE 杨宪承秘书长一行与

中国光学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龚旗煌、副

秘书长李焱进行了亲切会谈。中国光学学会

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多分支的理工科

学会，以团结国内外科学家为光学与光学工

程等领域推动与实现科技发展为宗旨。作为

CIOE 的顾问与协办单位，中国光学学会每

年都会组织大量专家学者参与在深圳举办的

中国光博会的光电盛宴中来。在会谈中，双

方在今后的工作上达成了共识，龚秘书长对

中国光博会的 15 周年庆典给予了极高的期

望，也表示今年会组织更多的学会力量，全

面支持展会的进展。同时双方希望继续加强

合作，共同推进光学产业的发展。

1 月 22 日，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会长王秉

科、副会长韩举科、常务副秘书长孙峰以及

协会绿色 ICT 产业联盟秘书长孙琦与 CIOE

席卷全国的光电风暴新春强势来袭——

“CIOE 光电万里行”北京首发  欲掀光电中国热潮 团队进行了友好交流。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主

要由国内从事通信终端设备和系统及相关的

配套设备、专用零部件的研究、生产、开发

单位自愿联合组成，旗下中国普天信息产业

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大唐

电信、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等国内大型通信工

业企业都是协会的重要成员。王秉科会长表

示主要关注“智慧城市”建设，希望在移动

互联网、物联网方面与 CIOE 展开深入合作。

孙琦秘书长也表示，双方计划今年在同期专

题会议特别是通信运营和应用方面将展开更

多形式的紧密合作。

同在 22 日，CIOE 杨宪承秘书长一行还

与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主任王军、副主

任李晓明等展开会谈。王军主任表示中国光

博会举办的十余年，同时也是中国光电产业

的高速发展的时段。中国科协作为 CIOE 的

长期友好合作伙伴，将一始既往地支持和推

动 CIOE 的发展，相信 2013 年的 CIOE 现

场会有更多的亮点值得期待。

北京期间，CIOE 团队还分别拜访了国

际半导体照明联盟（ISA）、工业和信息化

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究所、中国移动通

信网络技术研究所、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和专家，认真听取他们对

CIOE 展览与会议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为

双方的继续深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如果说这些仅仅只是 CIOE 万里行中的

一小步，那么 CIOE 人为所有合作与共赢、

为所有光电人在 CIOE 平台上得到的交流与

收获所做的种种努力，将成为推动行业融合

与进步的一大步。

三月 新一波光电热潮再次沸腾

截止目前，CIOE 已经陆续与新加坡光

学光电子学会（OPSS）、印度通信制造商

协会（CMAI）、美国光学工程学会（SPIE）、

美国光学学会（OSA）、加拿大高新技术协会、

香港理工大学、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中国

国家天文台、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中科

院西安光机所等合作伙伴展开互动，将在专

业论坛、技术研讨、项目对接、产品发布以

及专题培训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合作，集多方

优势、吸百家之长，共同将 2013 中国光博

会打造成一场无与伦与的光电科技奥运。

3 月初，距离 CIOE2013 开幕倒计时半

年的时间，CIOE 组委会将在深圳隆重举行

“CIOE 光电万里行”新闻发布会，全面总

结半年来 CIOE 团队的巡访历程并发布 3—9

月的行程计划。半年时间内，CIOE 团队还

将陆续走进中山、广州、东莞、上海、北京、

武汉、成都、厦门、西安、苏州、昆明、重

庆、宁波、福州、香港、台湾等地以及部分

国外城市，开展大规模的产业巡访活动，集

中拜访部分代表性光电企业，并在当地以新

闻发布会、产业联谊会、行业研讨会、答谢

会等形式不同的活动，走进各地的光电企业、

园区、院校、科研机构、媒体等合作伙伴，

希望业界能再次感受到 CIOE 创新、开放、

务实的精神，并广泛征集他们对 CIOE 的祝

福与建议，为九月掀起一场席卷全国光电产

业的预热风暴。

所有种种努力，回归原点的终极目的其

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所有参展商邀请、寻

找更多更有价值和实效的买家型专业观众，

借助所有观众背后强大的企业群体，拓展和

幅射更多的宣传效应，并最终落实到企业行

为上面—促进企业的商机，促进行业的交流，

促进产业的进步。

有关“CIOE 光电万里行”的详细报道

及活动计划，敬请持续关注 CIOE 官方

网 站 www.cioe.cn 及 旗 下 门 户 网 站

www.optochina.net、旗下杂志《中

国光电》等媒体平台的最新发布，并同时

欢迎所有关注、支持 CIOE 的光电同仁积极

咨询、参与各地各站活动。“CIOE 光电万

里行”，期待始终与您携手同行。

光电万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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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经过去的 2012 年对光通信行业来说普遍都是比较艰难的

一年。这一年来，多项行业标准政策出台，全球宏观经

济的不确定性以及原材料、人工成本上涨等问题引发行

业的关注和讨论，全行业都在探讨如何在逆境中突围而出，竭力抓

住每一个商机，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前行。

作为与行业息息相关、最直观反应产业兴衰的专业展会平台，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中国光博会，CIOE）多年来始终紧跟产业发

展方向、坚持与企业同进步共患难，并多次组织大规模的产业调研

和巡访活动。由 CIOE 组委会推出并已历时数月的“CIOE 光电万

里行”活动近期拜访了多家通信研究院、协会及企业代表，听取他

们对新一年产业发展方向的判断以及对 2013 年第 15 届中国光博会

在展览和会议组织的专业建议。

多方协作共筑顶尖光通信展览平台

由 CIOE 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宪承教授带队的“CIOE 光电

万里行”活动将新年的第一站设在了北京。1 月 22 日，杨宪承秘

书长一行与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会长王秉科、副会长韩举科、常务副

秘书长孙峰以及协会绿色 ICT 产业联盟秘书长孙琦等进行了友好交

流。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由国内从事通信终端设备和系统及相关的配

套设备、专用零部件的研究、生产、开发单位自愿联合组成，旗下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大唐电信、

上海贝尔阿尔卡特等国内大型通信工业企业都是协会的重要成员。

王秉科会长表示他目前非常关注“智慧城市”建设，希望协会能在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方面与 CIOE 展开深入合作。孙琦秘书长也在

会谈中表示，双方计划今年在同期专题会议特别是通信运营和应用

方面将展开更多形式的紧密合作。

北京期间，CIOE 团队同时还拜访了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中国电子商会、中国光学学会、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等，听取

各方对明年产业形势和技术走向的见解，收集这些多年支持和关心

CIOE 发展的合作伙伴对 CIOE2013 的祝福与建议。

杨宪承秘书长带队的 CIOE 一行在京期间还拜访了工业和信息

化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究所副所长敖立、传送网与接入研究部

主任张海懿，向他们致以新春的问候并感谢他们多年来对 CIOE 及

同期“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的大力支持。双方并就 2013 年“光

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中“下一代光接入网技术及应用”和“新一

代光传送网技术和发展”两个专题分会的议题方向进行了全面探讨

和分析。敖立副所长与张海懿主任均对相关论坛议题给出了详细的

意见和重要建议，并应邀担任以上两个分会的主席。

另外，CIOE 一行还分别拜访了中国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研究所

副所长李晗、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有线产品规划部魏晓强副部长

等多位行业专家，专门听取了专家对展览和会议的意见和建议，他

们均对展览和会议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也为后期双方的继续合作打

开了空间。魏晓强副部长表示，近年来中兴通讯相关高层及技术专

家都在持续关注和参与 CIOE 及同期论坛，并对 CIOE2012 光通信

展和论坛给予了较高评价。同时，魏晓强副部长认为，CIOE 光通

信展的一些重要器件、模块参展商也是中兴通讯的重要供应商，所

以，他们会更加关注这些厂商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新动向。产品

线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关注大容量、超高速 100G/400G/1T、

OTN、PTN、P-OTN 技术融合、软件定义 OTN、智能光网络等

领域，并希望参与更多技术和市场战略发展主题的活动，与 CIOE

这个和他们的企业、产品、工作息息相关的平台进行更多的互动。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高峰论坛关注热点话题

中国工程院邬贺铨院士在 2012 年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暨

2012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上表示，随着移动带宽技术的迅速提

升，更多的传感设备、移动终端随时随地接入网络，产生了大量的

数据，并且仍在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增长。 

“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带动下，中国已步

入‘大数据’时代。”邬贺铨介绍说，过去短短的 18 个月，中国

移动互联网流量增加了 10 倍，占到全球互联网流量的 10％，成为

名副其实的“世界数据中心”。 

邬贺铨院士同时表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全新的革命，庞大的

数据带来的量化转变将在各领域迅速蔓延，没有哪个领域能够逃脱

它的影响。 

作为一直关注光通信行业发展前沿的高端会议——中国国际

光电高峰论坛将在今年的主题议题方面聚焦在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

领域。其中 2013 年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将在 100G/400G 以及

1Tbps 超带宽传输、基于 OTN 的 LTE、P-OTN 技术融合、智能

ODN、光子集成新进展方面进行重点演讲，同时也将与 OVUM 和

Lightcounting 调研机构合作进行一些技术和市场战略的发展方向

等方面的精彩演讲，让更多的上游器件商、中游设备商和下游运营

商参与到论坛当中来。

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云计算方面，CIOE2013 将与中国

通信工业协会、北美中国理事会、华中科技大学 NGIA 国家工程实

验室进行多方面的合作，举行“2013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云

计算创新大会”。其中，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将与中国国际光电高峰

论坛合作在 CIOE2013 期间共同打造云计算和物联网分会。

除了上述热点，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还将在 2013 年继续与

南洋理工大学合作举行关于“光纤激光器和光纤传感”领域的两场

国际研讨会，进一步提升论坛的国际化、专业化程度。

信心让强者更强

来自市场调查公司的数据显示，2013 年度，全球电信方面的

资本支出将出现少有的高增长投资。例如在 2012 年底，AT&T 和 

Deutsche Telecom 宣布他们计划在 2013-2015 年把年资本支出增

长 10%-15%。其他竞争对手纷纷效仿，很可能也增加其基础设施

投资。如果这些计划落实的话，光网络行业将迎来已迟到已久、令

人激动的的爆炸式增长，可能将在 2013 年后半年实现，但最可能

的时间是在 2014 年。电信行业通常应对变化缓慢，几个欧洲运营

商表示他们要到 2014-2015 年经济条件好转的时候再增加投资。 

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资本支出 2012 年占全球前 15 名运营商资

本支出总数的 27%，在全球电信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中

国投资一向巨大，然而，就给客户提供的服务质量而言，中国网络

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美国与欧洲。例如，AT&T 和 Verizon 现在给

他们大多数客户提供 4G 无线服务，并计划在 2014 年覆盖几乎其

100% 客户。中国电信到 2012 年底在中国为其 7500 万客户提供

3G 无线服务，这只占其客户总数的 10% 强。以 FTTH 网络覆盖的

潜在客户数计算，中国世界领先。可是其有线宽带链接的平均速度

远远低于美国，更不要说日本和韩国。目前在数字上中国政府还没

有引以骄傲的地方。为了进一步确认其大举铺设 FTTH 的决心，

中国政府宣布了新政：“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在公用电信网已

实现光纤传输的县级及以上城区，新建住宅的通信设施应采用光纤

到户方式建设。”

2013-2015 年基础设施增加投资，光通信行业很可能深受裨

益。许多光通信企业也表示了对 2013 年市场的谨慎乐观，在这里，

CIOE 衷心地祝愿：光通信产业的发展将越来越好，而 CIOE 本身

将始终坚持“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推进产业健康发展”而持续努力。

某光通信参展商的口号值得在此分享——信心让强者更强。强者会

在残酷的市场环境下相信自己的选择和能力，相信自己会走出一条

成功的路。这也是 CIOE 十五年来始终坚持的信念。

2013 光通信持续利好 
CIOE 聚焦大数据、移动互联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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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E 设“光电人才库”助企业与人才高效对接

作
为已经在中国成功运作 15 年的光电专业品牌大展，中国

国际光电博览会（中国光博会，CIOE）除始终以展览平

台为依托，帮助国内国际光电企业及科研机构在技术、

产品、商机以及投融资、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互动对接外，还始终关

注光电产业人才需求及推荐、关注高校人才培养计划及结构，以及

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光电企业与适应型人才配对等，力求通过 CIOE

及旗下网站、杂志等公共平台全面推进光电产业间的充分互动。

CIOE 结合历年来积累的光电企业资源，计划通过广泛收集企

业对光电人才的详细需求意向，整理专业人才分类的需求档案并通

过 CIOE 官网及旗下媒体平台中国光电网、《中国光电》杂志等发布，

帮助企业扩大对应型人才需求的招聘工作。

另一方面，CIOE 已与数十家高等院校的光电相关专业、光电

研究机构、实验室等达成友好合作，意在通过征集各类型、各专业

光电人才信息，设立完备的光电中高级人才库，帮助人才的合理流

动与岗位配对，并为有着光电人才需求的企业开放此光电人才库，

通过按专业、按地区、按院校等不同分类预览对口人才信息，实现

企业与人才双方的高效对接。

据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团委社会实践队调研组在

CIOE2012 展会现场进行的光电行业人才需求和就业状况调研结果

显示，约有 72% 的光电企业表示该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呈逐年增加的

趋势，同时过半企业表示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较大特别是技术研发类

岗位的人才长期处于不饱和状态，而近 70% 的企业愿意招聘光电

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作为技术储备。总体而言，大部分光电企业的规

模在持续扩大状态，因而需要更多的人才来支撑其发展，这也从客

观上反映出光电行业的发展前景是趋于利好的。

CIOE 联合深圳大学光电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光电子科技

学院发起的 CIOE 光电人库项目，就旨在通过大量收集光电毕业生、

光电社会人才、光电行业高层管理人才等不同层次的光电人才，形

成翔实有效的光电人才库，并建立人才追踪档案等信息，长期服务

于光电领域招聘与求职的双向需求。据 CIOE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项目将成为 CIOE 继近年来着力实施并广受好评的“光电产品采购

对接会”之后，又一项真正切实服务于产业、服务于企业、服务于

光电同仁的重要举措，并将在 9 月举办的 CIOE2013 展会期间开设

光电人才招聘信息发布专区，供招聘企业和求职人才现场实现面对

面交流。

回顾 CIOE 历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 CIOE 平台在常规的展

览组织、论坛会议以及多形式的产业活动组织之外，始终保持着对

光电人才培养计划、光电人才信息整理及光电人才现场交流等活动

的不断尝试。据悉，CIOE 展会期间曾多次专门开辟光电人才招聘

专区，成功帮助企业利用展会期间的人才聚集优势发布人才需求信

息并大量收集到光电人才简历，同时还多次联合华南师范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深圳

大学、深职院等学校，在本科生、研究生毕业的黄金招聘季开展企

业进校园光电人才专场招聘会等，受到企业与院校的高度追捧和积

极参与。

作为 CIOE 十五周年回馈光电业界的重要活动之一，“CIOE

光电人才库”的上线启动， 将成为 CIOE 组委会服务于全国光电产

业的又一务实平台。欢迎广大光电企业、光电人才即日起登陆 中

国光电网 www.optochina.net 或 www.cioe.cn 发布

招聘、求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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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十五年图片回顾展”图文征集
·翻翻你的相册库，看下多年前您在 CIOE 现场的用心工作；

·不论您曾经是在 CIOE 展会上参展、参观、服务、路过还是摆 POSE，都欢迎提供您曾经奋斗在 CIOE 现场的证明，并为照片

   辅以简单的文字说明当时的情况吧；

·你是 CIOE 的老朋友啦，说说你眼中的 CIOE 吧；

·写下你对 CIOE 的祝福和期待、建议和意见吧；

·为您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一定要参与哦！

要求：感言字数限制在 200 字以内，照片清晰，有历史印记。

例：2003 年，刚进公司不久的我被领导安排去当时的深圳高交会馆参展光博会。这么大场面的展览会，真心第一次经历啊。四天时间接待客户讲的话，比偶一

年讲的话都多哎。展会结束回到公司就趴窝了……

1、瞧，这是当年的我（左X）, 可能是第X次参加CIOE吧。被自己吓一跳，居然都结缘CIOE	XX 年了 , 事业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满充实，唯一不变的是

每年 9月初的深圳行，你懂得，呵呵。

（资深买家观众）当年的CIOE现场照片	+	现在的照片

2、记得开始只是过来看看，后来居然成了参展商，无数跟我一样的同行们见证了CIOE15 年来的发展，同时也见证了我们自己的脚步。期待行业越来越好，希

望企业越来越好！

（观众变展商）从参观者变成参展商的相关照片

3、当年第一次在 2008 年 CIOE十年大庆的画册上看到自己的很是吃惊，绝对的路人甲，偌大的场馆里，无数的观众里，我看到了行走中的我自己，居然无意

间上镜了，哈哈，中大奖的感觉。CIOE都十五岁了，希望她越来越美！（资深观众）附当年照片

4、曾经在不同的公司任职，以不同公司员工的身份参展CIOE的感受。（附所有相关照片）

						曾经参展CIOE的公司已不复存在，但很值得我们怀念，这也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规律。（附当年参展CIOE的公司或个人现场照片）

						曾经的买家，今天的展商。（附上您的感言和照片）

						曾经的光博会论坛讲师。（	附上您的感言和照片）

						曾经的光博会论坛听众。（附上您的感言和照片）

						多年的光博会参展商。（附上您的感言和照片）

						参加过 15届中国光博会的朋友，更应该留下您对中国光博会的感言，及您在现场的历史印记。（请附上您在中国光博会 15年的历史照片和感言）

征集到的所有图片、文字，将选用在CIOE官方网站www.cioe.cn、新闻门户网站中国光电网www.optochina.net十五周年专题的专栏，选用在《中

国光电》杂志“CIOE十五年”栏目，或选用在CIOE2013 展会现场的图片回顾展上。

所有提供图文的朋友，都可以在CIOE2013 年展会期间凭名片至组委会办公室领取礼品一份。

提交方式：邮件发送图文资料至邮箱		cioezj@cioe.cn

提交人基本信息

姓名 部门 / 职务

所在单位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CIOE 十五周年系列活动之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组委会 15 周年庆典活动小组

	2013 年 1月 15 日

讲述您与 CIOE 的同行故事
SHOW 出您的 CIOE 老照片
说说您对 CIOE 的祝福与期待

http://www.cioe.cn
http://www.optochina.net


CIOE 15 YEARS CIOE 15 YEARSCIOE 15 年 CIOE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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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作品：
吉祥物名称：光电超人 (Optobaby)		 	 作者：麦咏欣

吉祥物形象：

说明：

吉祥物的设计结合光电的元素，将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的四个领域：光通信展、激光红外展、精密光学展、LED技术及应用展的精华，

通过吉祥物的身体各部分表现。激光眼罩、光通讯天线和协调的身体，强化了其表现力。

在色彩上选用明亮的黄色为基础色调，使吉祥物具备生动、亲切、活力和时尚的特色，同时也象征着光明的未来；超人代表着力量

和先进，是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在光电行业领导性地位的生动体现。

优秀入围作品：

2013 年，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迎来 15 周年庆典。2013 年初，CIOE 组委会首次面向业界公开征集展会吉祥物

设计作品。信息发出后，网络、微博上关于 CIOE 公开征集吉祥物的消息、讨论迅速掀起了一股光电热潮。截

止到 2 月 25 日，CIOE 征集办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征作品 170 余件。经过组委会反复比较与讨论，最终确定了

十件入围作品，并选定第 121 号作品“光电超人（Optobaby）”作为 CIOE 吉祥物。

此吉祥物形象在 3 月 6 日举行的“CIOE 光电万里行”深圳发布会上隆重揭晓，受到现场嘉宾、媒体记者的高度关注。

CIOE 吉祥物征集活动结果公示CIOE 吉祥物隆重揭晓  Optobaby 引人关注

飞马宝宝（悠尼）  
作者：姚哲男

光仔奥莱克  
作者：李欲晓

光电小子  
作者：许海梅

皮皮  
作者：李召明

光电宝贝  
作者：王波

洛克  
作者：付琨

光宝宝  
作者：徐庆丰

阳仔  
作者：彭佳丽

阳阳  
作者：陈鹏

光电超人
OPTO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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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SPECIAL FOCUS

18 / 英特尔 : 硅光子技术将成为新一代服务器的核心

英特尔正在初步部署光导纤维，这种光导纤维将使用激光和光来更快地在计算

机内移动数据，从而取代目前大多数电脑使用的老旧而缓慢的电线技术。

19 / 英特尔启动 100G 互连技术开发之路

英特尔公司 (Intel) 在“开放计算峰会”(Open Compute Summit) 上宣布，该公

司已开发出 100Gbit/s 硅光子模块，可望重新定义大型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设计。

22 / 硅光子学，IBM 和英特尔逐梦的根源？

现在这点很让人激动。Marquee 系统供应商也开始需要这一技术 ( 从思科最近

收购硅光子动力 Lightwire 公司可以得到证明 )。我没有魔法水晶，但我完全相

信硅光子与 Luxtera 在未来几年的数据中心、移动数据和云数据扩张中将发挥

重要作用。

23 / IBM 借助纳米光子技术提升服务器带宽 

长年以来，“蓝色巨人”IBM 不光专注于提供服务器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同

时也致力于光传感技术，IBM 试图将光传感器和发射器集成在硅片上，用芯片

直接处理光学信号的方式提升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的数据带宽。

24 / 硅光子的时代真的已经来临了吗？

作为一种技术，硅光子一直存在，但其商业性还尚未经过市场测试。一年前

思科对 Lightwire 的收购事件燃起了大家对硅光子市场潜力巨大的猜测；思

科耗资 2.6 亿美元收购了 Lightwire--- 一家没有产品但是具有一个良好知

识产权组合的硅光子新兴公司。近段时间，英特尔在 Facebook 主办的 Open 

Compute 峰会上公布其支持下一代服务器架构的基于硅光子的光互连研发进

展，更是火上浇油。

技术 TECHNOLOGIES

26 / FTTB/C 站点建设新趋势

随着 VDSL2、Vectoring、Giga DSL 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双绞线又

一次焕发了生机，比如采用 Vectoring 技术，利用现有双绞线可以在 300 米的

距离内达到 100M 入户，这无疑给苦苦纠结于 FTTH 建设的运营商提供了另

外一种选择——FTTB/C（我们统称为新铜线解决方案）。

28 / 基于 DPI 技术实现 FTTx 接入网络业务质量管理

FTTx 接入网络中的各类应用都基于 IP 承载，以尽力而为传送为基本服务特性

的 IP 网络在承载电信级应用时必然面临诸多问题……

市场 MARKETS

30 / 大数据时代到来　通讯产业引爆“巨量”商机

因应巨量数据时代的来临，2013 年异质网络、LTE 移动宽带、802.11ac 与

100G 光纤的市场发展将加速升温，不仅带动相关芯片需求上扬，也为整体通

讯产业注入强劲成长动能。

33 / 中美电信商加速布建　100G 光通讯“钱”景发亮 

100G 光通讯市场商机正快速兴起。随着中国大陆与美国电信运营商加紧脚步

建设光通讯基础设施，100G 光通讯芯片与系统设备的出货量亦开始向上攀升，

并带动误码分析仪需求高涨，可望扩大整体光通讯市场产值。 

34 / 光网络行业将在 2013—2017 年创新高   盈利有可能出乎

投资者意料

2012 年底，AT&T 和 Deutsche Telecom 宣布他们计划在 2013-2015 年把年

资本支出增长 10%-15%。他们的竞争对手纷纷效仿，很可能也增加其基础设

施投资。

视点 POINTS

36 / 王义平教授：须解决实用化问题 光纤传感才有出路

——今天我们所采访的嘉宾，长的有点“憨厚老实”，乍眼一看，就想一个平

凡人，谁也想象不到，他的身上带有如此多的耀眼光环：IEEE、美国光学学会

和中国光学学会的高级会员，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德国洪堡研究基金奖、

欧盟玛丽居里国际引进人才奖等7项奖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欧盟玛丽·居

里国际引进人才基金、德国洪堡研究基金

产品 PRODUCTS 

39 / 产品推荐

FTTB/C 站点建设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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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明   Liu Deming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NGIA 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Professor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rector of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f NGIA

刘弘度   Liu Hongdu  

北京大学光学中心主任

Director of Optical Center, Peking University

沈   平   Shum Ping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Professor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陈益新   Chen Yixin   

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	博士生导师	

Professor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李同宁   Li Tongning   

INPHENIX，INC，USA	资深副总裁

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Inphenix Inc., USA

张   杰    Zhang Jie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教育部重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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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 Dean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hotonics and 

Optical Communications,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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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协会技术工作委员会理事

Director of Technical Committee, China Radi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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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Telecommunication 

Research of MI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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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 Chief Engineer of Broadband Service Application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China Unicom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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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r and CEO of LightCounting LLC

周小平   Zhou Xia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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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Doctor and Senior Engineer, Access Technology 

Research Department of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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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光电传感与信息处理重点实验室教授

Professor of Key Laboratory of Optoelectronic Sensing 

& Information Processing,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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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President of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Opt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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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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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Consultant of the Wuh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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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谦　Mao Qian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和烽火科技高级顾问、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General Engineer of Wuh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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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 President of FiberHome Technologies Group

骆清铭　Luo Qing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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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TB/C 站点建设新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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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 中国光博会 CIOE   @ 中国光电圈子

微博热议

@Reoptics：14 届光博会 CIOE 在深圳举行。本届展会上，国产

PLC 芯片晶圆、现场快速连接器、GEPON 模块、10GEPON 模块、

40G QSFP 模块等成为展示热门产品。其中现场快速连接品热熔

VS 冷接仍为争议点；国产 PLC 芯片晶圆的突破，业界担心其是否

真正具备量产化能力，以及良率、稳定性问题。有业者称 2012 年

为中国光子集成元年。

                                                     

@中国联通：【三年投资 600 亿元 用户达 413 万户】在 2 月 25

日召开的“宽带发展联盟成立大会”上，中国联通副总裁张钧安表示，

近三年来，联通宽带网络累积投资近 600 亿元，2012 年末宽带端

口累积超过 1 个亿，光纤宽带超过了 64%。截止 2012 年末，固定

宽带用户总数达到 5858 万户。其中，FTTH 用户已达到 413 万户。 

                                                     

@黄孝位之顺达通讯：电信承载着基础通信服务的社会责任，虽然

有些投入收益甚微。我老家一个偏远的山村，竟然实现了三网融合、

FTTH光纤到户，上网网速达8M，还可以收看数字电视节目，真爽！

赞一下中国电信！ 

                                                     

@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GOST资讯中心：近日在英国伦敦举办的

FTTH 欧洲大会给出了欧洲 FTTH 发展的最新消息。2012 年欧盟

27 个国家 FTTH 用户数增长了 15%，而俄罗斯出人意料的增长了

42%。 俄罗斯已经成为欧洲地区 FTTH 增长的领头羊。在 2012 年

下半年，俄罗斯新增了 220 万户光网络用户，同比增长了 42%，超

过了欧盟 27 国的总和。 

                                                     

@云混沌：未来只会存活三家超大型电信设备商，这三家将占据绝

大部分电信设备商市场，这三家可能会分点订单给那些关联的中小

型电信设备商。至于光器件领域，未来也将会由大约六家超大型光

器件商占据绝大部分光器件市场，这六家可能会分点订单给那些关

联的中小型光器件商……现在，超大型光器件商也不到二十家了！

                                                    

@纪云者：相比 Wi-Fi，Li-Fi 的优势是什么 ? 传输速度快　目前，

作为无线数据传输的最主要技术 Wi-Fi 利用了射频信号。可见光频

谱的宽度达到射频频谱的 1 万倍。这意味着可见光通信能带来更高

的带宽带来高达 1Gbps 的数据传输速度，远高于 4G 网络….

@nmgtelehw：曾市场份额占绝对优势的华为，已经基本退出运

营商宽带设备集采。而在产业链下游的光器件行业，由于业务模式

单一，竞争门槛过低，成本承压能力更差，很多中小厂商已经萌生

退意，只有光迅等大厂商还在苦苦支撑。 

                                                     

@ 太山之草： 现 在 比 较 奇 怪 的 现 象 是 硅 光 技 术 除 了 Intel

和 IBM 之 外 主 要 是 创 业 型 小 公 司 在 做， 光 器 件 巨 头 如

Finisar,Oclaro,Neophotonics 等似乎对这个不感兴趣，可能不看

好这个技术的前景？ 

                                                     

@根河刘向东：对国内光通信、光纤线缆企业来说，就需要进一

步提高光纤线缆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加强光纤预制棒技术，提高

拉纤、制纤水平 ; 在关键的光器件上突破核心技术，从下游封装商

向上游核心芯片提供商发展，从而在政策利好、市场利好的较好发

展环境中求得突破。 

                                                     

@纠缠中的量子 : 为什么中国的光通信行业不能营造出一个让杰出

人才留在一家公司把公司做大做强的氛围？为什么许多优秀的光通

信企业留不住第一流的人才？真的只有创业才是实现个人理想抱负

的唯一办法吗？ 

                                                     

@RainbowOverTheClouds：刚刚试用了 4.5 版微信，越发觉得

移动互联网企业会逐步取代电信运营商提供各种业务，而运营商会

逐渐沦落为低附加值的带宽管道供应商，需要依赖于互联网内容供

应商和终端用户不断创造的超宽带需求才能获得可观的盈利。移动

互联网企业将是这场变革最大的赢家。高速光模块市场也会受益于

此，期待早日到来！ 

硅光子技术无疑是代表未来的技术，它是一项非常强大的

技术，它具备大规模制造 CMOS 光子器件的潜能，我们看到

Intel，IBM、Luxtera 等国外巨头都在全力研制，并且成果显

著。另一方面，大多数光器件供应商目前都在持观望态度，以

Neo 的 CEO Tim Jenks 为例：“毫无疑问这是行业发展的方向，

但这还不是我们现在技术或者发展的主流。我们的确看到了技

术层面的很多兴趣，尤其是背板和短距离互联领域。我只能说

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方向。” 

这也许是大部分器件供应商的态度，当然这也无可厚非。

硅光子技术研发复杂，耗资巨大，且目前并无真正实用，对器

件商而言，采用跟随策略是不错的选择。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

到，硅光子技术已经到了大规模应用的前沿。

本期我们选择了 Intel，IBM、Luxtera 以及 Lightcounting

等企业的观点，有正有反，探讨目前业界人士对硅光子技术的

不同看法，希望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另外今天正值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十五周年大庆，中国光

博会将组织众多重大活动，包括光电万里行、吉祥物发布、光

电人才招聘与交流等等，光电万里行将今年中国光博会的重头

戏，CIOE 巡访团队将陆续走进中山、广州、东莞、上海、杭州、

北京、武汉、成都、厦门、西安、苏州、昆明、重庆、宁波、

福州、香港、台湾等地，开展大规模的产业巡访活动，集中拜

访部分代表性光电企业，并以新闻发布会、产业联谊会、行业

研讨会、答谢会等形式不同的活动，走近各地的光电企业、园

区、院校、科研机构、媒体等合作伙伴，希望业界能再次感受

到 CIOE 创新、开放、务实的精神，并广泛征集他们对 CIOE 

的祝福与建议，掀起一场全国光电产业的九月预热风暴。欢迎

光电业界同仁能积极关注和参与这次重大活动，多谢！

硅光子时代
是否已经来临？

it@cio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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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
光子技术是一种基于硅光子学的低成本、高速的光通信技术，用激光束代替电

子信号传输数据，硅光子技术利用标准硅实现计算机和其它电子设备之间的光

信息发送和接收。与晶体管主要依赖于普通硅材料不同，硅光子技术采用的基础材料

是玻璃。由于光对于玻璃来说是透明的，不会发生干扰现象，因此理论上可以通过在

玻璃中集成光波导通路来传输信号，很适合于计算机内部和多核之间的大规模通信。

硅光子技术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相当高的传输速率，可使处理器内核之间的数据传输

速度比目前快 100 倍甚至更高。

当前，无论是长达几十公里终端间的光纤通信，还是机房内各机架、服务器间的

通讯都已经使用到光纤通讯。而硅光子技术的最大宗旨和目标是做到至少芯片间的通

讯，实现向现在我们常见的普通半导体芯片一样的大规模级别的生产，而这也是未来

半导体业 5-10 年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我们记得，曾经在 Intel 研究日的成果展示上，

有人概括一句话：“在硅光子的 PC 上，我们存储一部高清电影，也许只要 1 秒钟。”

这种快得可怕的带宽非常令人向往……

SPECIAL FOCUS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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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光子的时代
  真的已经来临了吗？

本期话题

整理		|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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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特尔正在初步部署光导纤维，这种光导纤维将使用激光

和光来更快地在计算机内移动数据，从而取代目前大多

数电脑使用的老旧而缓慢的电线技术。

英特尔的硅光子技术将应用在主板和机架层面，并使用光来

传输存储、网络和计算资源之间的数据。光被认为是比铜电缆快得

多的传输方式。

在开放计算峰会 (Open Compute Summit) 上，英特尔首席技

术官 Justin Rattner 表示，硅光子技术将成为新一代服务器的一部

分，这些服务器将需要更快的网络、存储和处理子系统。

在这次会议上，英特尔和服务器制造商 Quanta Computer 展

示了使用光模块移动数据的原型服务器机架架构，该服务器使用英

特尔芯片，并支持该芯片制造商的 Xeon 处理器和 Atom 的服务器

芯片。

Rattner 表示，这是英特尔实验室十年多的研究结果，硅光子

技术能实现 100G bps 的传输速度，且使用更少的电力，该技术可

以整合数据中心的电源和风扇，降低组件成本。

英特尔的研究主要围绕需要在机架级部署硅光子的设备的生

产，包括调制器和探测器。目前，该公司正在生产具有 100G bps

传输速度的的硅光子学模块，并将其提供给一些客户进行测试。

Rattner 表示，硅光子可能会重新定义服务器设计。有了高速

带宽，处理和存储单元可以从服务器中去耦，存储在单独的单位中。

在部署硅光子后，服务器设计将出现更大改变。

英特尔正在与 Facebook 合作来定义新的服务器技术，新技术

将导致计算、网络和存储资源的去耦。硅光子提供的高带宽连接将

是实现这种机架技术的关键，处理器、交换机和其他模块需要集成

来进行电源管理、协议支持、负载均衡。从而实现高速数据传输。

英特尔已经在其 Thunderbolt 连接器技术中使用光导纤维。

并且，英特尔正在积极推动硅光子技术到数据中心，这可能在不到

五年内就会实现。

英特尔表示将会在其芯片内部署 InfiniBand 网络技术，以实现

更快的数据传输。

Mercury Research 首席分析师 Dean McCarron 表示，光导

纤维取代铜电缆只是时间问题。

初步部署可能很昂贵，并可能需要引入实现高速数据传输的

协议，但最终带来的速度将让你惊喜。McCarron 表示：“信号会

变得越来越复杂，到时我们将不得不转移到光子技术。”

“根据我们的调查，从 Intel 最新的公告显示，硅光子技术

在数据中心中的最终商业化可能不再是疑问，这对于诸如 Finisar

这样的传统光收发模块制造商是一个坏消息，”Jefferies 的分析

师 James Kisner。Intel CTO Justin Rattner 表示，在过去的两年

中，Intel 已经证实他们可以大批量生产 100G 光收发模块。“我

们认为这些消息证实了硅光子技术将被商业化是毫无疑问的，这对

Finisar 的数据通信业务来说是坏消息。

英特尔 : 硅光子技术将成为新一代服务器的核心 英特尔启动 100G 互连技术开发之路

英
特尔公司 (Intel) 在“开放计算峰会”(Open Compute 

Summit) 上宣布，该公司已开发出 100Gbit/s 硅光子模

块，可望重新定义大型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设计。

此 外， 以 Facebbok 为 主 导 的“ 开 放 计 算 计 划 ”(Open 

Compute Summit) 也展示专为新的共通插槽架构开发的首款主板

设计，用于搭配 ARM 或 x86 服务器 SoC。Applied Micro 公司并

与英特尔共同展示 x8 PCI Express 界面插槽。 

 Applied Micro 表示将支持 100G 以太网络，并采用 FinFET 

开发其下一代 X-Gene 系统。戴尔 (Dell) 则展示一款搭配 x86 服

务器的 X-Gene 开发系统。Calxeda 展示采用其 ARM Soc 开发

的储存服务器主板，可用于控制硬盘数组。英特尔也展示一款利

用其 Atom-based Centerton SoC 的类似板卡。此外，Mellanox

公司展示一套全新系统，其中结合 24 个网络接口控制器和 1 个

交换机于单一盒中，能以高达 56Gbps 的速度执行 Ethernet 或 

Infiniband 。以下图集展示在 OCS 高峰会上业界厂商对于英特尔

数据中心用 100G 硅光子模块的讨论。 

英特尔 100G 硅光子模块内部揭密 

 两年前，英特尔对于开发整合型硅光子模块的工作还很低调，

后来决定使该研发团队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事业单位，成为英特尔

内部的一家合资公司。而今，该公司宣布推出 100G 硅光子模块工

程样品，以及一款与 Corning 公司共同开发的连接器。目前有关该

器件的确切成本或功耗等细节还不得而知，但英特尔表示将在几个

月内正式对外发布。同时，英特尔正开发用于 CPU 板、内存板和

网络卡上的互连规格。该公司还将为该模块应用开发设计规则。该

芯片在英特尔的制造厂进行生产，并于其位于加州 Santa Clara 的

厂房进行测试。英特尔技术主管 Justin Rattner 表示，该器件功耗

还不到目前 40G 最佳器件功耗的一半。“我们认为这种光学 PHY

在未来几年内将有超过 10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如果广泛应用于大

型数据中心的话，将会带来更巨大的市场，”Rattner 说。此举象

征英特尔首次建立一个由其研究团队成立内部企业以支持公司业务

的模式。在英特尔进行第二次的筹资审查中，该业务单位比起两年

前开始时的情况已有所改善，包括增加更多的客户、降低产品的

成本以及更好的可用性，Rattner 补充说。该硅光子模块支持标准

100G 以太网络达 100 公尺距离。虽然有些客户需要更长达几公里

的版本， 但到目前为止，英特尔瞄准的市场在于因应数据中心内

部机架间的连接需求。英特尔也有“CPU 整合方面的开发蓝图，

但目前我们专注于机架间的应用，”英特尔数据中心部门总经理

Jason Waxman表示。藉由这项技术，“将有机会简化协议，”Rattner

表示，“IP 路由的设计稳健足以因应故障发生，但数据中心并不

需要这种设计，”他补充说。

Bechtolsheim 看好英特尔硅光子模块

交换机制造商 Arista Networks 是测试该样片的公司之一。

该公司创办人 Andy Bechtolsheim 在 OCS 大会上与英特尔技术主

管 Justin Rattner 共同讨论该产品的发展潜力。在接受记者访问

时，Bechtolshei 说这款模块较业界多款产品更具成本效益，包括

像 Facebook 等大型数据中心所用的 100G 以太网络汇聚交换机。

“100G 以太网络端口的平均价格约十万美元──这真是太疯狂了

──而且，即使这项标准几年前就完成了，一年也只能卖出几百个

端口，”Bechtolsheim 说。而英特尔的模块可望改变这一成本等

式。此外，他强调，“对于服务器机架内部与外部应用来说，这也

相当重要；由于具有更高频宽与更低延迟，你不必担心数据配置的

问题，以及它可能对于软件层级带来影响。”他说，以太网络将能

轻松地执行于新模块上。英特尔的光学模块还可用于实现 100G 速

率的 PCI Express ，无需为机架中每个服务器板设定以太网络。

然而，这种应用将会需要新的芯片和软件，Bechtolsheim 强调。“业

界一直缺少的是实现这样的速度，”他说，“英特尔光学模块则是

我们看到首次能让 PCI Express 达到这种速度、功耗与成本的技

术──它和 PCI Express 本身同样重要，”他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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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介绍 100G 硅光技术 

英特尔正为其 100G 模块开发板级规格与设计指

南（图 1），同时介绍如何在其 Xeon 与 Atom

处理器主板上执行的概念（图 2）。  

Facebook 展示 SoC 的通用插槽 

Facebook 的 Frank Frankovsky 展示一款针对

ARM、x86 或其它 CPU 主机板开发的 x8 PCI 

Express 接口通用插槽。他说，目前芯片厂商所

使用的专有插座并不具备加值功能（图 3）。

ARM、x86 的通用总线

Frankovsky 展示一款混合使用 ARM 主机板以

及英特尔与 Aoolied Micro x86 主机板的通用插

槽（图 4）。

Applied Micro 采用 ARM 架构 

Facebook 展示一款基于 Applied 64 位 X-Gene 

ARM 服务器 SoC 的通用插槽 CPU 板。但目前

还不确定这款芯片究竟是该公司长久以来承诺的

ASIC 还是采用 FPGA 建置（图 5）。 

戴尔将 ARM 与英特尔架构置于同一网络

戴尔首席架构师 Jimmy Pike 展示一款 Appled 

Micro 开发系统以及英特尔服务器可执行于同一

网络上（图 6）。

Dell 的 ARM 系统建置

戴尔展示一款采用 Applied X-Gene 的开发系统

（图 7），以及其采用 Marvell Armada XP 的

铜缆测试系统（图 8）。 

ARM、英特尔为储存服务器准备就绪 

Frankovsky 展 示 一 款 采 用 Calxeda 32 位

ARM Soc 的储存服务器板，以用于 Facebook 

Open Vault，以及一款采用英特尔 Atom-bsed 

Centerton 的类似设计（图 9）。 

Mellanox 主机板 

Mellanox 公司在其 Cppbox 原型系统中内建了

24 个以太网络控制器以及一款 56Gbps 的交换

器，打算取代服务器主板中的 I/O（图 10）。

① ⑤

② ⑥

③

④

⑧

⑦

⑨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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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ter De Dobbelaere 博士在光电交叉点上做了近二十

年的研究。目前，他是 Luxtera 公司的工程副总裁。

Luxtera 是硅光子市场的领导者。近日，我们 ( 福布斯 )

对他进行了一个独家专访，了解该产业的状态。

“ 纳米光子学听起来很复杂。你会如何对在超市见到的人解释

这种技术 ? ”
纳米光子学 ( 或硅光子学 ) 背后的想法其实很简单：用众所周

知和大量可扩展的生产过程将世界上最快的通信技术 ( 光 ) 直接植

入半导体芯片。它的目标是代替传统上深奥和昂贵的部件和流程一

直所起的光学作用，使他们成为一个经常性的芯片制造设备。这允

许您构建现存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半导体投资，而不是给每个新产

品都创建一条新生产线。它也允许与其他计算机电路集成——将多

种有价值的功能集成到一个小封装中。

这些制造平台和大规模集成是行业生产低成本 iPhone 手机、

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数以百万计服务器、交换机、上网路由器

的相同主要动力。当我们建立下一代的服务器，并把它们连接起来

时，我们需要硅光子一样的技术，利用相同的基础设施，以可接受

成本满足庞大的高速数据市场。

“ 最近 IBM 在这一领域做了一个大通告。他们正在研究什么 ? 

”
IBM 关心这一领域，是因为数据中心带宽的快速扩张正提出

许多挑战，而硅光子可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虽然新闻稿并没有

提供太多细节，但 IBM 确实宣布了一个重要成就——成功地将光

电子集成到标准CMOS电路。这相当于Luxtera技术投入生产之前，

四年前所开创的里程碑。

“ Luxtera 公司的技术与 IBM 的不同之处在哪 ? ”
在 某 些 方 面，IBM 的 技 术 与 2008 年 Luxtera 宣 布 的 技 术

类似——它是基于商业制造工厂的标准 200mm CMOS 工艺。像

Luxtera 这样的技术可以用于 10Gb 数据传输率中创建光收发芯片。

目前还不清楚 IBM 计划如何生产真正的产品。除了硅光子技术工

艺和芯片设计之外，Luxtera 公司已经开发出适合光源以及用合理

成本在芯片内外获得光的方法并将其封装到产品中。IBM 还谈到

了在设备中使用光的多个波长 (WDM)。这是我们在 2007 年展示

的方法，但是在通过将该技术商业化满足客户需要的大量工作中，

我们主要关注功率更低、成本更有效的方法，在多渠道使用单波长

激光器。为了进一步提高带宽，可以对单波长方法进行扩展，使用

行业在电气互联使用的类似先进调制，增加带宽的同时降低成本。

“ IBM 宣布了 90 纳米工艺的芯片——这意味着什么 ? ”
90 纳米是指他们设计过程的特征尺寸。简单来说，往往越

小越好 ( 我们有能力继续缩小电路，形成摩尔定律——每隔 18 个

月芯片性能就增加一倍 )。90 纳米制程远远赶不上我们的最新技

术——行业已经在研究 14nm 制程。2008 年，Luxtera 用类似工

艺也生产了一个完全集成的设备，但我们认为这些‘老晶体管’对

需要 25Gb 速度的下一代应用程序来说太慢了。因此，我们认为行

业将使用混合方法——将任何工厂的最新晶体管植

入硅光子，而不是追逐摩尔定律。这种方法类似于

我们在高容量无线芯片组所看到的趋势——允许设

计师有更大的灵活性。令人怀疑的是，完全集成的

90nm 芯片有没有能力在工业需要的数据传输率有

效工作。

“ Luxtera 公司的最新状况如何 ? ”
Luxtera 在研发和量产上正取得关键进展 ; 我

们最近开始中试该行业的第一 100Gb 芯片组。此

外，我们宣布的 10Gb 渠道出货量已经超过 100 万。

我们现在将继续量产 40Gb 和 56Gb 的产品，并在

今年年底达到超过 200 万总通道的出货量，从而

积累大量生产数据。这一经验正促成一个设备年出

产量达数以千万计的平台。

“ 这么多设备用于什么地方 ? ”
许多系统制造商正开始用光纤取代传统上使

用铜线的接口。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数据中心的服务

器和交换机主板——我们的芯片促进了从铜到光纤

的过渡。

我们也发现，Luxtera 的硅光子技术平台在

数据中心 100Gb 速度的采用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

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将无数的服务器连接起

来组成云。这些设备需要跨越 100-500 米的距

离进行互连。传统的铜线和多模光纤技术无法提

供 100Gb 的数据传输速率。这大大地促进了我们

100Gb 产品的需求量。

“ 英特尔在这方面做了什么努力 ? ”
IBM 和英特尔在硅光子学的表现都很出色。

作为半导体产业的明确领导人，他们认识到需要将

光电子从研发移向生产。两家公司都在尝试不同的

设计和架构。我们在将这一技术进行商业化时遇到

了许多困难，相信他们也会遇到类似难题。

“ 你什么时候发现硅光子被大量应用 ? ”
现在这点很让人激动。Marquee 系统供应商

也开始需要这一技术 ( 从思科最近收购硅光子动

力 Lightwire 公司可以得到证明 )。我没有魔法水

晶，但我完全相信硅光子与 Luxtera 在未来几年

的数据中心、移动数据和云数据扩张中将发挥重

要作用。

编辑		|		文峰

硅光子学，IBM 和英特尔逐梦的根源？
——访 Luxtera 公司的工程副总裁 Peter De Dobbelaere 博士

在
数据量快速增长的今天，小到一台服务器，大到整个数据中心，对于

数据带宽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强烈。长年以来，“蓝色巨人”IBM 不光

专注于提供服务器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同时也致力于光传感技术，

IBM 试图将光传感器和发射器集成在硅片上，用芯片直接处理光学信号的方式提

升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的数据带宽。

日前，IBM 在该领域取得了新的突破。在纳米级光子芯片上，IBM 的研究人

员用光子技术替代了电子信号的传输，并列集成不同的携带电路的光学组件，替

代 100 纳米集成电路制造工艺。IBM 此次集成了纳米光子技术的 90nm 芯片，可

以加快服务器、超算机、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数据传输速度，将有助于减轻阻

碍运行效率的数据拥堵问题。

IBM 的纳米光子芯片为每个通道提供的带宽超过了 25Gbps，并通过波分复

用（Wave-Division Multiplexing；WDM）技术，使纳米光子芯片可以在一条光

纤中建立多个信道。此外，在高数据速率及多路传输大规模数据流的能力上，光

通信技术还能提供 TB 级的数据扩展，以应对未来几年不断爆炸式增长的数据量。

大数据给 IT 管理员带来诸多挑战，如海量数据增长、成本增加、耗电量上

升等问题，以及可靠性欠佳、故障停机、数据损失等风险；这些现象构成了“数

据洪流”，这在当今的大型数据中心中表现的尤为突出。IBM 此次在纳米光子芯

片领域取得的新突破，无疑是应对数据洪流的一方良策。纳米光子芯片将直接接

收和发送光信号，通过光纤实现高速数据传输，同时成本也较低。

其实早在 2010 年，制造纳米光子芯片的核心难题已经被 IBM 解决，他们将

各种纳米光子组件与 CMOS 电路集成；时至今日，该项技术不仅获得了新的突破，

单芯片的光通信收发器，也早已可以由传统的半导体提供商生产制造。

目前，各行各业都在步入大数据的时代，IBM 的纳米光子技术无疑为这些企

业搭建了一座桥梁，为企业应用与大数据之间的无缝对接提供了技术支持。

IBM 借助纳米光子技术
提升服务器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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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一种技术，硅光子一直存在，但其商业性还尚未经过

市场测试。一年前思科对 Lightwire 的收购事件燃起了

大家对硅光子市场潜力巨大的猜测；思科耗资 2.6 亿美

元收购了 Lightwire--- 一家没有产品但是具有一个良好知识产权

组合的硅光子新兴公司。近段时间，英特尔在 Facebook 主办的

Open Compute 峰会上公布其支持下一代服务器架构的基于硅光子

的光互连研发进展，更是火上浇油。

在任何新兴技术的开发方面，思科、Facebook 和英特尔都是

鼎鼎有名的公司。“硅光子学”也是一个完美的营销口号。它意味

着在硅衬底上制造更多的光子集成电路。同时它也意味着，光子学

可能有一天遵循硅电子学的路径，在单个芯片上集成上百万的元件

和功能。毋庸置疑，全球金融界会欢迎任何一家在发展新的半导体

技术方面具有复制英特尔成功潜力的公司。

多年来，英特尔在光集成电路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20 世纪

90 年底后期，英特尔成立了平面光电路（Planar Optical Circuit）

业务在当时引起了许多关注，不过 2004 年它悄悄地关闭了该业务。

几年前，英特尔推出 Light Peak 技术并声称该技术能以平价带来

高速光链接，这激起了大家对光互连世界的关注。如今我们都知道，

Light Peak 演变成苹果的 Thunderbolt 并被应用在铜线中。英特

尔最近在硅光子方面的冒险是这个故事的延续。令人惊讶的是，这

些错误的开始都未被大肆宣传。

长久以来，大家都不清楚硅光子技术的发展现状。最近在旧

金山举办的 Photonics West 会议上，一个名为“硅光子学与光子

集成电路”的论坛有机会做到这一点。

除了硅光子的传道者之外（英特尔和 Luxtera），大会组织

者还邀请了两位来自制造磷化铟（InP）集成芯片公司的演讲者

（Infinera 和 OneChip）。演讲的目的是为出席会议的光学工程师

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关于这些技术现状的诚实的和平衡的讨论，但

最终结果却不是。演讲者陶醉于他们的营销议程，夸大了事实，往

往误导观众。

例如，Luxtera 的代表提到，在过去几年，该公司硅光子收发

器出货量达到 200 万只，其中接近 100 万只在 2012 年出货并应

用于高性能计算机中的 InfiniBand 光互连。但根据 LightCounting

收集到的来自领先 InfiniBand 互连供应商和消费者的数据（包括

Luxtera 的客户），2012 年有源光缆出货量及安装量不足 10 万。

并且其中大部分产品并不是基于硅光子学。尽管有可能是因为该公

司计算方法不一样（即把每一个 InfiniBand QDR 有源光缆终端作

为一个通道，这样其数字就是 LightCounting 的 8 倍），但其统计

数字还是会误导观众。

Infinera 的数据看起来很合理，但其对市场的分析有偏见。

Infinera 的代表表示，2012 年第三季度该公司 100G DWDM 端口

出货量接近 1000--- 比其所有竞争对手都要多，以此说明 InP 集

成产品的成功。该演讲者还提到，40G 市场已经死亡，暗示目前客

户只购买 100G 产品。这是不正确的。LightCounting 收集的数据

显示 2012 年 40G DWDM 端口出货量几乎翻倍，接近 6 万，而且

2013 年初的 40G 产品需求依然强劲。100G DWDM 端口在 2012

年的出货量只是 40G 的五分之一，并且预计到 2015 年才能达到

40G DWDM 端口的出货量水平。Infinera 仍面临着把在 100G 市

场的早期领导地位转换为可持续领导地位的挑战。

这些演讲者是对其公司的成功过于兴奋，还是在塑造舆论以让

市场发展有利于他们的经营策略？ Infinera 因未能及时交付产品而

错失了 40G 市场已不是秘密。很显然，该公司希望在新兴的 100G

市场中重新加入赛场。Infinera 近十年一直在出货基于 InP 集成电

路的网络设备，这证明该技术是可行的。Infinera 以光子集成起家

并依靠该技术成为一家系统公司。但该公司仍是一个利基玩家，直

到 2008 年才开始盈利（当时其年销售额达到 5.19 亿美元的高峰），

其在规模超过 150 亿美元的全球光网络市场中占比很小。

展望行业在过去 10 年中的发展，过滤掉市场炒作，很显然的

是光子集成被光器件和模块供应商们广泛应用于逐步改善产品性能

或制造工艺。然而，光子集成电路将像硅集成电路改变电子行业一

样改变光通信行业的想法仍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是虚幻的目标。迄今

为止，将业务全部赌在光子集成上的公司并未获得大的成功。不幸

的是，在 Photonics West 论坛上，所有演讲者都未提到这一简单

的道理。

Photonics West 是一个重要的行业盛会，它汇集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领先公司和研究。光通信并非此次会议的主要焦点，大部分

参会者都集中于生物医学或工业应用的激光器和光子学。2013 年

的 Photonics West 会议上有超过 4000 篇科学论文，通过收集数

据和分析结果展示了许多科学家所寻找问题的答案，推进我们对自

然的认识。很遗憾的是硅光子板块误导了与会者，他们大部分都

是年轻的工程师，正在寻找一个可以施展自己精力和才华的科技

领域。像他们这样的人才，有多少被浪费在电信泡沫中？光通信

行业是时候变得透明一点了吗？对历史错误的分析肯定会帮助下

一代的技术和公司领导者。为什么我们要将它们隐藏在黑暗中？

LightCounting 旨在出版公正的市场调研以推动这一进程。

从积极的一面来说，硅光子产品很有可能成为光通信市场的

一个必须的部分。这项技术还在发展，也有许多公司正在寻求合适

的产品和应用以进入该市场。现在说成功还太早。硅光子的未来还

取决于更成熟技术的限制。例如，如果 VCSEL 在 25Gbps 数率方

面不成功，硅光子可能取代这项在短距离、高容量光互连方面已获

得证明的技术。但不要指望领先的 VCSEL 制造商们会不战而放弃

这个市场。

来源		|		Lightcounting

硅光子的时代真的已经来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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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提供 VDSL2、LAN、xPON、Wi-Fi 等各种接入方式。因此，

在泛接入时代，站点作为新铜线解决方案的核心，必将成为运营

商的核心资产和最宝贵的资源。

围绕 FTTB/C 站点建设的模式和方案，业界有着激烈的争

论，但笔者认为未来室外站点将向区域综合集成微机房演进，成

为区域覆盖的提速中心、供电中心、回传中心、管理中心，成为

全业务承载的核心控制点。

提速中心

提速是 FTTB/C 站点建设的最核心诉求。由于站点位置下

移，接入设备越来越靠近用户，使得信号在双绞线上的衰减减小，

为实现高速率的宽带接入提供了条件。因此，FTTB/C 站点在建

设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带宽的可持续延展性，至少要满足未来 10

年的带宽需求。

华为 FTTB/C 站点解决方案，具备平滑演进能力，通过

软件升级、硬件扩容就可以提供下一代宽带接入，实现一次建

站、长期受益，真正帮助运营商将 FTTB/C 站点打造为提速

中心。具体来讲，在用户侧，可通过现有的 ADSL2+ 技术提供

20M 以下的带宽；通过更换单板，采用 VDSL2 提供 50M 以上

的带宽；通过软件升级实现 Bonding、Vectoring 技术，为用户

提供 100M 的带宽接入；最终通过 Super MIMO、Giga DSL 提

供 200M － 1G 的带宽。在网络侧，只需要更换接口板或者光模

块，即可实现从 GE 到 10GE、从 2.5G PON 到 10G PON、40G 

PON 的演进。

供电中心

在 FTTB/C 站点建设过程中，取电将成为运营商的一个重

要课题。一般 FTTB/C 站点会布放在电力线人井或者电线杆附

近，AC 市电可以就近获取。即使对于无法取电的站点，也可以

利用现网大量的双绞线，采用远供的方式对站点进行供电，这种

情况下站点需要集成远端供电设备。

有时在站点的区域覆盖范围内，会布放一些视频监控、

Wi-Fi 覆盖等设备，这些设备，由于物业、城市管理规章等制约，

无法取电或者取电成本非常高，这种情况下从站点取电将不可避

免。

另外，从站点取电也有两个优势，首先可以实现统一管理、

集中抄表；其次 FTTC 站点统一提供备电解决方案，底层设备

则无需考虑备电问题。集中供电、备电将能节省大量建设和维护

成本。

华为 FTTB/C 站点解决方案支持 POE、低压直流供电、高

压直流供电等远供技术，运营商可以根据不同场景选取相应的远

供技术，因地制宜地解决下层设备的供电问题，使站点成为名副

其实的供电中心。目前，华为 FTTB/C 站点解决方案在国内视

频监控、Wi-Fi 覆盖等实际项目中已有大量应用。

回传中心

随着人们对移动互联业务需求的爆炸式增长，以及智能终端

的日新月异，移动固定多业务承载将成为未来综合运营商的必然

选择。而站点作为无所不在的固定网络末梢节点，将成为移动回

传的最佳接入点。首先，作为区域覆盖的中心，站点跟小基站覆

盖区域高度重合，地理位置上也有部分重合，可以直接利用站点

资源，无需另外选址；其次，站点作为接入汇聚点可利用现有资

源，为小基站提供高可靠的 PON、P2P、xDSL 等接口，无需重

新铺设光纤。

华为 FTTB/C 站点解决方案提供多种接入方式，支持各种

时钟接口及 Type B/C 保护能力，具备承载企业、WLAN、基站

等专线业务的能力，可帮助运营商实现快速、低成本、高可靠的

回传。

管理中心

传统的大容量 MSAN 站点解决方案，由于站点容量大、分

布集中、数量较少，基本上是粗放式管理，靠专人负责各类维护。

但 FTTC 站点更靠近用户，容量小、分布广、数量大，站点的资产、

维护、备件管理都给运营商带来极大的挑战。这就需要站点的管

理更加智能化，站点不但具备自管理的能力，还需要管理区域覆

盖内的所有节点，要成为区域覆盖内的管理中心。

华为公司的 FTTB/C 站点解决方案可以协助三部分内容的

管理：首先，通过电子标签等技术，对区域覆盖内所有设备资产

进行精细化管理，尤其是对一些易耗部件，可以做到部件可追

溯、损耗预告警。其次，通过智能蓄电池管理、绿色能耗管理、

自适应供电管理等智能化手段，保障区域覆盖内所有设备健康、

稳定、低成本、低能耗地运转。最后，对区域覆盖内的所有线路

进行管理，配合线路管理系统，保障线路带宽，提升线路稳定性，

优化线路质量，以及实现线路故障定位和处理。通过管理中心功

能，FTTB/C 站点将进入智能管理时代，帮助运营商大幅度降

低 OPEX。

FTTB/C 站点建设迎来高峰期

室外站点作为新铜线解决方案的核心点，继承了运营商的铜

线资源，承载了运营商宽带提速的诉求，寄托着运营商百兆接入

的梦想，在新的形势下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必将向提速中心、

供电中心、回传中心、管理中心演进。

2011 年， 在 全 球 TOP100 运 营 商 中， 已 有 41 家 采 用

FTTB/FTTC/FTTH 混合建网模式。仅 2011 年，FTTB/C 建

设量同比增长 37.1%，这必将推动 FTTB/C 站点进入下一轮的

建设高峰。

新技术为铜线注入新活力

随
着 VDSL2、Vectoring、Giga DSL 等 新 兴 技 术 的 迅

猛发展，传统的双绞线又一次焕发了生机，比如采用

Vectoring 技术，利用现有双绞线可以在 300 米的距

离内达到 100M 入户，这无疑给苦苦纠结于 FTTH 建设的运营

商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FTTB/C（我们统称为新铜线解决方

案）。

尤其是对于传统的铜线接入运营商而言，采用 FTTB/

FTTC/FTTH 混合建网模式，有几点好处：第一，现网大量的

双绞线可以继续使用，避免投资浪费；第二，无需重新铺设光纤，

解决入户难题，上市快、回报快；第三，给现有的基于铜线的网

管系统及维护人员带来的冲击较小，节省大量开发、集成及培训

成本。

目前，新铜线解决方案被越来越多的运营商所采用，而室外

站点作为新铜线解决方案的核心点，日益被各大运营商所重视。

FTTB/C 站点建设新趋势

新铜线解决方案的核心就是将接入设备由中心机房搬迁到离

用户更近的室外站点，将接入距离缩短到 800 米以内，利用现有

的双绞线，为用户提供 20M － 100M 的接入带宽。

FTTB/C 站点位置稀缺、获取困难、投资不菲，同时它处

于光纤、铜缆、电力线的交汇点，上可提供 10G/40G 超带宽，

文		|		华为技术			吕永浦

FTTB/C 站点建设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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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x 接入网络中的各类应用都基于 IP 承载，以尽力而

为传送为基本服务特性的 IP 网络在承载电信级应用时

必然面临诸多问题：其所承载的业务质量会因为 IP 网

络的无连接性而产生动态变化；网络业务性能监控机制不完善；

业务故障缺乏准确的定位和诊断手段。

针对 FTTx 网络及其所承载的 Triple-play IP 业务（主要

指 VoIP 语音业务、高速上网业务和 IPTV 视频业务）的运维管

理，需要一种解决方案能让管理者直观地了解网络和业务的运行

情况，预防和发现影响业务运行的隐患，当产生业务问题投诉时

能快速定位故障位置，从而使得 FTTx 网络能切实满足用户享

受高质量宽带业务体验的要求。

准确管控 FTTx 上的业务质量势在必行。通过业务质量管

理可以洞悉用户群业务使用偏好，更好地提供主动服务；可以实

现业务的安全管理，在接入层面防控日益泛滥的网络安全攻击行

为；可以有效抑制低价值应用对网络资源的过度消耗（如 BT、

电驴等大量消耗网络带宽的 P2P 下载应用），保障大多数用户

的正常网络应用需要。

作为一种有效的 IP 网络业务识别技术，DPI（Deep Packet 

Inspection，深度包检测技术）技术在互联网领域已经得到较广

泛的应用。DPI 基于对数据包净荷的深度检测，可以实现各种业

务数据流的识别、分类，进而实现对数据包的重新路由、阻塞或

丢弃等控制。 DPI 在互联网领域的一个普遍应用是针对大量消耗

网络资源的 P2P 流量的监控管理。随着电信网与互联网的不断

融合，DPI 技术的应用场景也逐渐扩展到电信网络，基于 DPI 技

术实现电信网中 IP 业务流量管理、业务精细化计费和用户个性

化服务正在成为热点。

通过在 FTTx 网络中引入 DPI 技术，在网络中的主要设备

OLT 和 ONU 上部署 DPI 功能，就可以实现针对 FTTx 网络所

承载的各类 IP 业务的精细化管理。OLT 设备作为 FTTx 接入网

络的汇聚节点，在其上部署 DPI 功能具有天然的优势，OLT 内

置 DPI 功能可对本 OLT 下带的 FTTx 网络内的各类分组数据

进行全采集，可以根据用户或流量采集业务数据和信令数据，采

集的结果实时上传到采集服务器上。靠近用户的 ONU 设备内置

DPI 功能可直接针对具体的用户进行有效的业务应用监控和 QoS

策略控制，可基于单个用户业务使用统计情况实现精确的用户行

为分析。

作为 FTTx 网络设备的主流供应商，中兴通讯积极开展设

备 DPI 功能支持和网络业务质量管理方案的研究。中兴通讯主

流的 OLT 和 ONU 设备均采用了先进的硬件体系架构，硬件平

台已具备数据报文全采集能力，只需升级系统软件版本即可具备

DPI 功能。中兴通讯推出了面向 FTTx 网络业务质量管理的解决

方案，如图 1 所示。

文		|		中兴通讯			包劼

基于 DPI 技术实现 FTTx 接入网络业务质量管理

FTTx 网络业务质量管理系统采用分层、分布式的架构，由

网络采集层、数据采集处理层、分析展示层组成。

最底层是网络原始数据采集服务层，由 OLT、ONU 网元上

部署的 DPI 功能模块实现，负责完整采集或根据策略采集流经设

备的流量信息，并将信息通过专门的协议通道上传给数据采集处

理层。网元 DPI 模块基于预先确定的分析策略对数据报文进行

识别检测，并定时将统计结果上报。此外网元的物理性能数据如

CPU 占有率、内存利用率、端口带宽利用率等信息也同时进行

定时采集上报。

数据采集处理层采用并行分布式采集处理架构，负责网元上

报的原始数据的转换、清洗和分类处理，原始数据经过处理转化

为统一格式的记录存入上层的数据仓库中，等待进一步分析。每

台服务器负责一定范围内的网元上报原始数据的处理，通过服务

器堆叠实现海量数据的并行处理，并可通过服务器的备份进一步

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整个系统的弹性很高，可以满

足不同规模网络数据采集的需要。为提高数据传输和处理效率，

数据采集处理服务器与网元采用直接通信的方式，网元采集的原

始数据直接发送到服务器，而不需要经过 EMS 的转发，这样一

方面可以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 EMS 的负

担。

最上层是分析展示层，基于数据仓库中采集存储的海量数据，

以业务质量为核心完成专业化的数据分析汇总，并将结果以各种

直观的图表方式展现出来，从而实现对网络业务运行状况的可视

化、可量化管理。业务质量分析服务器从数据仓库中提取相关的

记录，同时也通过北向接口从 EMS 获取网络拓扑、网络资源、

告警记录等数据。基于系统专家知识库内置的数据分析算法，从

时间、空间、业务、网络等多个维度对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全面

评估网络所承载的业务质量情况。管理人员可以根据实际运维的

需要设置各类业务质量监控指标的阈值，一旦质量实时监控结果

低于阈值可主动告警。专家知识库提供更新升级功能，根据业务

发展变化和数据挖掘算法的改进提供更新的业务特征库和数据分

析算法库，确保运营商能有效开展业务质量监控和数据的深度分

析挖掘。

FTTx 网络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带宽的快速增长，

同时也带来了宽带管道竞争的白热化，业务精细化管理、用户个

性化服务是运营商开展宽带竞争的方向。中兴通讯基于 DPI 的

FTTx 网络业务质量管理解决方案可以帮助运营商掌握网络中各

种应用（或流量）的整体情况、关键用户群的业务应用情况，从

而为运营商实现网络的精细化运维提供有效支撑。此外运营商的

市场部门也可以通过对网络中业务流量的分布、用户业务使用习

惯的分析，为后续实施客户细分市场营销和主动业务推送提供有

力的参考，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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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年全球通讯产业的发展持续

发光发热。分析 Gartner、IDC 与

Ovum 等市调机构，以及通讯相关

厂商，针对 2013 年通讯产业的预测与期待

可以发现，为满足巨量时代带宽所需，包

括长程演进计划 (LTE)、802.11ac 等技术

将持续火热发展，并为通讯市场投入新动

能。

另外，电信运营商为提升移动宽带技

术的覆盖率，除掀起无线局域网络 (Wi-Fi)

布建的浪潮外，也促成异质网络的发展更

加明确。100G 光纤市场则受到巨量数据的

刺激，与受惠移动宽带网络的发展，将在

2013 年正式起飞。

趋势一：异质网络大行其道

全球 LTE 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为

扩大信号覆盖率，2012 年电信运营商已着

手发展异质网络，期藉由整合包括 LTE、

2G、3G、Wi-Fi 与电力线通讯 (PLC) 的异

质网络，让移动宽带信号的传输更无远弗

届，并提供消费者更佳的网络使用体验。

高通创锐讯 (Qualcomm Atheros) 全球

高级副总裁暨亚太区总裁与数通和接入事

业部总经理郑建生表示，推动异质网络整

合的力量，源自于消费者希望使用所有类

型的客户端装置，如智能型手机、平板装

置可随时随地上网的需求。目前异质网络

整合已在各种平台上发生，智能型手机等

个人移动通讯装置，已整合 3G、LTE、蓝

牙 (Bluetooth)、Wi-Fi、全球卫星定位系

统 (GPS) 及调频 (FM)。

在数字家庭，异质网络整合的驱动力，

则是消费者希望透过家庭网络有弹性且可

靠的传送内容，以及轻松将高画质媒体传

送至位于不同位置的装置，因此亦已融合

多种有线与无线连结解决方案，包括 Wi-

Fi、电力线通讯、以太网络及 MoCA 等。

不过，2013 年异质网络的定义将有

所改变。Ovum 亚太区咨询总监张智华表

示，2013 年异质网络将不再只是纯粹将所

有无线与有线通讯技术整合在单一路由器

(Router)、分享器或毫微微型蜂巢式基站

(Femtocell) 中，而是扩大连接所有包括室

外的大型基站 (Macrocell)、小型基站 (Small 

Cell)，以及软件，打造一个可运营、可管

理与可控制，并让电信运营商可真正从中

获得营收的网络架构。

新的异质网络整合架构，不仅可让电

信运营商在语音营收大幅缩减的状况下，

取得新的获利来源，并可达成提升移动宽

带信号覆盖率的目标。张智华解释，由于

目前电信运营商是唯一有能力串联并管理

所有大中小型基站的运营商，因此可提供

私人企业所需且较完整的信号传输网络和

设备，并代为管理。如此一来，企业将毋

须配置过多人力管理内部网络与设备，因

此可降低网络运营成本；电信运营商也可

拓展新的业务。

另一方面，结合室内外基站的异质网

络整合架构，不仅解决过去移动宽带技术

信号进入室内会衰减的问题，也可强化移

动宽带信号在室外的传输质量。

看好新型态异质网络整合带来的优势，

目 前 威 瑞 森 (Verizon)、NTT DoCoMo 与

韩国电信 (SK Telecom) 等 LTE 电信运营

商，已计划投入布建，并藉此为 LTE 网络

的投资寻求新的应用，并进而提高投资报

酬率。

趋势二：多模 Wi-Fi 芯片价格下滑

Wi-Fi 为异质网络整合的重要通讯技

术之一，因此异质网络布建的兴盛，也带

动 整 合 802.11a/g/b/n 与 802.11ac 多 模

Wi-Fi 芯片与设备的需求，促使芯片价格

续降。张智华表示，为提升移动宽带网络

质量，电信运营商积极布建多模 Wi-Fi 热

点，期可卸载暴增的移动宽带使用量。

根据 Ovum 分析，目前有超过 90% 的

电信运营商寻求新的方式纾解移动宽带网

络拥堵问题，其中有二分之一的运营商选

择使用 Wi-Fi。看好 Wi-Fi 技术可创造更

多的营收机会，2013 年电信运营商将更大

举布建 Wi-Fi 网络与设置更多热点。

此外，电信运营商大量建置 Wi-Fi 热

点的原因还包括可提高客户忠诚度。张智

华解释，电信运营商可利用广布的 Wi-Fi

热点，将移动宽带网络主动切换至较顺畅

的 Wi-Fi，提供消费者最佳的网络服务质

量；另外，若电信商在网络服务中加入自

动验证的功能，可提升切换网络的便利性。

如此一来，将可更加绑住消费者的芳心。

Wi-Fi对移动宽带网络的重要性日增，

促使电信运营商广泛布建热点，再加上移

动装置已将 Wi-Fi 视为标准配备，在多重

因素的驱使下，2013 年多模 Wi-Fi 芯片价

格将逐渐下滑。

郑建生认为，虽然 2013 年 802.11n 在

无线接入热点产品的出货量上仍旧占有全

体 Wi-Fi 芯片最大的比重、价格下滑也最

显著，不过随着部分 802.11ac 设备和智能

型手机等移动装置于 2013 年下半年陆续问

世，以及电信运营商开始导入 802.11ac 技

术分流移动宽带数据传输量，2013 年支持

802.11ac 与 802.11n 双模芯片的价格可望

再下探，与 802.11n 芯片的价差，预计可

从 2012 年的两倍缩小至一倍。

届时 802.11ac 相关终端产品如路由器、

分享器等，价格也将更亲民，预计将掀起

换机朝，并促使 802.11ac 芯片需求持续上

扬，自然芯片价格也将不断往下杀。

此外，无线接入热点市场通常依循

12~18 个月的物料清单 (BOM) 与价格最佳

化的周期发展，2013 年正好为多模 Wi-Fi

芯片价格开始调整的关键年。

趋势三：芯片商抢布 VoLTE 技术

由于通话仍是智能型手机最主要的用

途，因此 VoLTE(Voice over LTE) 被视为

LTE 的杀手级应用。北美、日本与香港

大数据时代到来  通讯产业引爆“巨量”商机

文		|		庄惠雯

因应巨量数据时代的来临，2013 年异质网

络、LTE 移动宽带、802.11ac 与 100G 光

纤的市场发展将加速升温，不仅带动相关芯

片需求上扬，也为整体通讯产业注入强劲成

长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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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的 LTE 电信运营商也将正式于 2013

年推出 VoLTE 服务。

张智华表示，2013 年促进全球 LTE

发展更上层楼的因素，不仅在于有更多地

区电信运营商建置 LTE 网络，还包括语音

传输将为电信运营商带来实质的收益，因

此运营商大举导入。为搭上 VoLTE 商机，

继高通、瑞萨移动通讯 (Renesas Mobile)

宣布芯片产品将支持 VoLTE 后，其它芯片

厂商如意法爱立信 (ST-Ericsson) 与思宽

(Sequans) 也投入 VoLTE 技术的开发。

事实上，可实现 VoLTE 的技术众多，

第三代伙伴计划 (3GPP) 也尚未确定采用

何种技术。目前瑞萨移动通讯系采用 IP

多媒体子系统 (IMS) 技术；而高通与辉达

(NVIDIA) 则是以单一无线语音呼叫连续性

(SRVCC) 技术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 3GPP 将决定

VoLTE 主要采用的技术，届时将有更多芯

片商推出产品。张智华预期，2013 年芯片

商推出的产品将全系列支持 VoLTE，以迎

接庞大的商机。

趋势四：TD-LTE 发展快马加鞭

诺 基 亚 西 门 子 通 信 (NSN) 大 中 华 区

总 裁 兼 客 户 运 营 总 经 理 马 博 策 (Markus 

Borchert) 指出，2012 年以前，全球分时

双工 (TDD) 与分频双工 (FDD)LTE 的布建

数量比例约为一比十，但随着全球微波接

入互通接口 (WiMAX) 与分码宽带多重接

入 (CDMA) 系统厂商投入 TD-LTE 技术，

2013 年 TDD 与 FDD 网络布建的比例将可

从 2012 年的一比七，缩小至一比六或一比

五；市场规模则将因中国的加入而接近一

比一。

据了解，中国官方制定 TD-LTE 的发

照时程端看全域 TD-LTE 布建数量何时达

到四十万座的门坎，而 2012 年底时，中国

移动已布建二十万座 TD-LTE 基站；另有

二十万座 TD-LTE 基站由 TD-SCDMA 升

级而来，因此 2013 年中国官方势必会发放

TD-LTE 执照。

IDC 针对 2013 年通讯产业的预测中提

到，传统语音业务增长欲振乏力，使得以

移动宽带为基础的数据业务成为推动电信

运营商业务增长的首要动力。中国工信部

决定提前于 2013 年释照后，TD-LTE 的

发展将更加明确。

有鉴于中国移动 4G 的筹备工作持续

进行，迫于竞争压力，中国电信和中国联

通也不得不加快 LTE 发展的步伐，因此

2013 年中国 TD-LTE 发展脚步将更为迅

速。

瞄准 TD-LTE 市场将大跃进，芯片

商包括高通、意法爱立信、博通、瑞萨移

动通讯与思宽等也陆续推出支持 TD-LTE

的产品，预计 2013 年支持包括 2G、3G 与

TD-LTE 的多模芯片将为芯片厂商产品发

展的主要重点。

趋势五：100G 光纤市场正式起飞

巨量数据时代的来临对于移动宽带与

固网带宽的需求，促使 100G 光纤市场的发

展。根据 Ovum 统计数据显示，100G 光纤

网络崛起主要得益于大量数据传输业务的

发展，特别是数据中心的互联，以及运营

商所需骨干网络带宽增长的需求。根据统

计，2012 年第一季全球 100G 光纤市场成

长幅度激增 96%，第二季更是爆增 226%，

应用市场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以及亚

太地区，此三个区域的 100G 设备销量并占

据全球市场的 93%。

更重要的是，在 2016 年 100G 光纤跃

升为市场主流之前，其市场年成长率将持

续保持在 100% 以上。

郑建生分析，100G 光纤采用的关键技

术较现有 10G/40G 更加创新，并解决 10

年前布建的老光纤偏振膜色散容限较大，

而无法支持高速率传送业务的问题。100G

光纤还可让电信运营商建置免色散补偿

(DCM) 系统，使组网更简单，投资更有效率。

全球运营商正向下一代光传送技术演

进，并已开始部署 100G 的光纤骨干网络。

中国运营商也已进入 100G 光纤的测试验证

和实验网验证阶段。随着 100G 光纤网络部

署加速，未来 1~2 年内，100G 光模块市场

将有更大的成长幅度。为迎接 100G 光纤市

场商机，芯片商亦推出新产品。

郑 建 生 表 示，Qualcomm Atheros 将

密 切 关 注 100G 光 纤 的 市 场 发 展， 并 以

10G 以太无源光网络 (EPON) 产品为基础，

持续推出市场所需的 100G 光纤方案。

博通基础设施与网络事业群资深产品

营销总监 Chris O'Reilly 指出，100G 光纤

网络的发展对网通设备处理器效能的要求

相当大，因此博通推出首款 28 纳米 (nm)

多核心通讯处理器，以实现更稳定的数据

传输，并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博通新的多核心通讯处理器为该公司

购并 NetLogic 后，融合两家技术所推出的

新产品。相较前一代与竞争对手的产品，

新的多核心通讯理器可提升 400% 的效能，

并降低 60% 的功耗。

O'Reilly 解释，新产品系列能为网络数

据层、控制层与不同应用提供最佳效能，

并兼具四指令执行 (Quad-issue)、四执行

绪 (Quad threading) 与 2GHz 的乱序 (Out-

of-order) 执行功能，同时也整合网络与安

全加速能力，可为开始导入 100G 光纤网络

的企业或数据中心运营商与服务供货商带

来更高的网络效益，并有效纾解巨量数据

带来的网络拥塞问题，进一步提升网络质

量。

在上述五大趋势的驱动下，2013 年通

讯市场可望持续火热发展，并为相关半导

体厂商带来新的成长契机。

全
球光通讯产业链正蓄势待发，准

备迎接 100G 光纤所带来的庞大

商机。在中国移动、Verizon 等中、

美电信运营商主导下，100G 光纤核心网络

的发展正如火如荼进行中，不仅带动相关通

讯设备出货量攀升，也激励光通讯芯片与测

试需求水涨船高。

电信商扮火车头 100G 光通讯商机涌现 

泰克 (Tektronix) 大中华区营销业务协

理张天生表示，由于各式各样的数据信息与

日俱增，现有通讯网路的传输效能与带宽早

已不敷使用，因此全球光通讯产业正逐渐步

入 100G 的超宽带网络时代，以因应数据流

量过大的艰巨挑战。

张天生进一步指出，100G 光通讯的市

场能否快速发展，除光通讯器件本身性能须

更精进外，各国对光通讯标准制定脚步也会

影响电信运营商布建的积极程度。

根 据 市 调 机 构 Infonetics Research 于

2012 年的统计报告指出，全球二十一家规

模较为庞大的电信运营商中，有 95% 正在计

划或部署 100G 光通讯；其中，由于中国与

美国受到政策支持与内需市场庞大等有利因

素影响，使得中、美电信业者对光通讯的发

展最为积极。

目前包括中国移动、Verizon 皆已开始

大量布建光通讯设备，并积极规划通讯测

试计划。其中，中国移动在 2012 年先后完

成 100G 实验室测试和省际干线网络测试，

并于近期启动 100G 光通讯设备的大规模

采购；Verizon 也利用 Juniper 的路由器和

Ciena 的通讯设备，在美国与欧洲部署第一

条 100G 商用网络。

除了中国与美国市场之外，欧洲与俄

罗斯等地的电信运营商也不断加快脚步部署

100G 光通讯设备，同时也成为相关设备、

芯片与测试仪器厂商的重点布局区域。

张天生认为，100G 光通讯网路商用化

的普及率势必将日渐提升，特别是一些发达

国家的政府机关，相当重视使用者对于网络

带宽的需求，而这也同时是产业界期盼的商

机所在。

随着中国与欧美对 100G 光通讯测试需

求不断增长，可进行信号传输误码率验证的

误码分析仪 (BERT) 也逐渐获得通讯 IC 设

计商与设备制造商青睐，促使各家仪器商纷

纷强攻此一市场。  

100G 光通讯应用兴起　
误码分析仪需求旺  

张天生表示，为确保通讯传输质量，

现今最新的传输接口标准皆已规范接收端也

须检测误码率，使得过往仅用于芯片研发端

的误码分析仪应用市场得以扩大至设备系统

端；特别是近年来光纤通讯发展不断加快，

终端通讯设备出货量持续攀升，亦助长误码

分析仪市场商机，吸引众多仪器商争相投入

此一产品的研发。

事实上，各国政府为了尽早使 100G 光

通讯应用普及，以满足用户对于高带宽的需

求，已透过相关政策与法令开始要求通讯产

业供应链须致力将兼容的 100G 通讯器件、

路由器和其它相关产品推入市场，但此一革

新却也同时带来严峻的测试挑战。

泰克业务部地区经理沈忠荣解释，当通

讯传输速度越快时，终端装置误码率就会攀

升，且信号抖动也会变大，进而造成传输质

量不稳；而传统误码分析仪由于侦测速率过

低，及难以维持对待测物输出稳定的抖动，

因此已不敷使用，业界正亟需一个光通讯测

试解决方案。

有 鉴 于 此， 泰 克 推 出 新 款 误 码 分 析

仪 --BERTScope BSA286C，其符合最新

的 IEEE 802.3ba 与 32G 光纤信道标准，并

有码型产生、错误侦测和抖动分析功能，且

最大位率达 28.6Gbit/s，为市面上一般误码

分析仪的两倍，可提供网通设备厂与通讯 IC

设计商完整的信号测试。

此外，由于通讯传输速度不断增加，使

得串音成为抖动相关信号噪声的主要来源，

因此误码分析仪除须准确验证误码率外，亦

须同时找出信号误码位置，才能深入了解造

成串音的潜在设计问题，而这些分析功能过

往一般误码分析仪并不具备，往往须要另外

添购示波器，才能满足测试人员需求。

沈忠荣补充，BERTScope BSA286C 为

目前市面上唯一整合误码分析仪与示波器的

解决方案，测试人员可先透过此一机型的频

率恢复器将频率与数据分离验证误码率后，

并还原码型，再利用内建的高效能示波器进

行眼图与信号抖动分析，即可大幅缩短测试

时间，加速产品上市时程。

综上所述，在全球各家电信运营商积极

部署下，2013 年 100G 光通讯商用化的速度

势将较往年更快，商机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

包括芯片业者、仪器商与设备业者等皆可望

雨露均沾，并刺激营收向上成长。

中美电信商加速布建  100G 光通讯“钱”景发亮

文		|		陈昱翔

编者话：100G 光通讯市场商机正快速兴起。随着中国与美国电信运营商加紧脚步建设光通讯基础设施，100G 光通讯

芯片与系统设备的出货量亦开始向上攀升，并带动误码分析仪需求高涨，可望扩大整体光通讯市场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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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网络行业将在 2013—2017 年创新高
盈利有可能出乎投资者意料
来源：LightCounting				翻译：饶初红				编辑：于占涛 2

012 年底，AT&T 和 Deutsche Telecom

宣布他们计划在 2013-2015 年把年

资本支出增长 10%-15%。他们的

竞争对手纷纷效仿，很可能也增加其基础设

施投资。如果这些计划落实的话，光网络行

业将会迎来已迟到很久、令人激动的爆炸式

大增长，可能在 2013 年后半年实现，但最

可能的时间是在 2014 年。电信行业通常应

对变化缓慢，几个欧洲运营商表示他们要到

2014-2015 年经济条件好转的时候再增加投

资。

2012 年中国经济衰退是新闻炒作的内

容，因为中国的 GDP 增长从 2010-2011 年

的 9-10% 跌落到 2012 年的 7.7%。2013 年

的目标定在 7.5%。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因

为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资本支出 2012 年占全

球前 15 名运营商资本支出总数的 27%。相

比较而言，美国三大运营商 2012 年在全球

前 15 名运营商总资本支出中掉到了 24%。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骤降将震动整个国际市

场。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几许？

尽管中国政策历来飘忽不定，然而过去

10 年中却一直平稳，因为中国决心在未来

20-30 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然而，就

给客户提供的服务质量而言，中国网络基础

设施远远落后于美国与欧洲。例如，AT&T 

和 Verizon 现在给他们大多数客户提供 4G 

无线服务，并计划在 2014 年覆盖几乎其

100% 客户。中国电信到 2012 年底在中国

为其 7500 万客户提供 3G 无线服务，这只

占其客户总数的 10% 强。以 FTTH 网络覆

盖的潜在客户数计算，中国世界领先。可是

其有线宽带链接的平均速度远远低于美国，

更不要说日本和韩国。目前在数字上中国政

府还没有引以骄傲的地方。为了进一步确认

其大举铺设 FTTH 的决心，中国政府宣布

了新政：“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在公用

电信网已实现光纤传输的县级及以上城区，

新建住宅的通信设施应采用光纤到户方式建

设 .。”

2013-2015 年 基 础 设 施 增 加 投 资，

光通信本行业很可能深受裨益。AT&T 和

Deutsche Telecom 表示他们总资本支出的

更大部分将投资于网络设备。直接否定了很

多人的假设：在过去几年中，主要运营商有

可能投资不足。设备商之间的残酷竞争有可

能是使基础网络升级延迟的一个原因。如果

产品性能年年提高，而价格却连连暴跌，运

营商尽可能采用低价的新技术，来尽可能延

缓主要升级，就不足为奇了。

2012 年行业中其他惊人的事件是欧洲

和美国政府限制华为和中兴的举措。华为和

中兴在迅速获取市场份额。美国政府以网络

安全隐患为由，有效地遏制了华为和中兴把

其网络设备销售给主要美国运营商的业务。

欧洲委员会认定：华为和中兴通过倾销其产

品到欧洲市场，危害了欧洲厂商的利益。华

为和中兴的价格低于公平市场价格 35%。

又从中国各大银行得到客户融资。这使得西

方设备商难以与之较量。阿朗和爱立信不

得不裁员，诺基亚西门子 2012 年把它的光

网络业务部分卖给了一个私募股权公司 -- 

Marlin Equity Partners。

LightCounting 估算前 10 名设备商的

营收 2012 年下跌 6%, 主要是由于价格战以

及运营商减少投资造成的。这主要发生在中

国之外。当华为年度报告2013年4月发布时，

他们仍希望其销售额有 11% 的增长。中兴有

可能报告 2012 销售额下降 （8%），部分由

于他们在欧洲遭受的不利的经营环境造成。

除了 Ciena 之外，所有主流西方网络设备商

2012 年销售额都下跌。AT&T 和 Deutsche 

Telecom 宣布2013-2015增加其资本支出，

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真可谓是及

时雨！

LightCounting 搜集的数据表明用于电

信和数据通信的光收发器的销售额 2012 年

只增加了 6%。这是超乎寻常的低价造成的。

40G 和 100G 产品销量猛增，数据中心的光

器件需求旺盛，带动了这个市场。2012 年

整个市场超过 30 亿美元。到 2017 年预计达

到 50 亿美元。

LightCounting 的市场预测基于网络流

量增长和网络带宽增长的依存关系。预测

的主要判断是：网络带宽 2013 年继续增长

35%，这个增长率到 2017 年会缓慢降低到

30%。我们的理论还表明：市场对于网络带

宽增长率细小的增长预测都会有很敏感的反

应。例如：2014 年网络带宽增长率的预测从

33% 变更到 40%，这使得光器件和模块销售

额的增长率的预测从 15% 增加到 55%，说

明这个市场巨大的上涨潜力。

除了网络流量增长以外，越来越多的人

使用网络视频，改变了网络流量的模式。这

亟需升级网络基础设施。在宽带 IP 网上提

供视频点播服务，其冲击很大，贝尔实验室

在 2012 年末为此做了案例研究，题目叫：“视

频摇撼着 IP 网络边缘“，对此有很好的描述。

这个研究表明：由于视频单播，IP 网络边缘

和接入汇聚层之间的网络流量是终端用户消

耗的流量的 2 倍多。

贝尔实验室还对美国的网络视频流量做

了相当乐观的预测：2013-2014 年增长率为

60%。Cisco 2012 年 5 月 份 出 版 的 VNI 报

告预计 30% 的增长。可见，网络流量增长

率预测的幅度相当大。我们刚才上面的数值

举例，来说明网络流量增长率的细小变化会

对光器件市场有很大的影响。也与这两个预

测异曲同工。

很难指出一个具体的新应用、新产品和

新技术，会带来网络流量增长率的中断。但

是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上却展示了数个

选择。最接近的一个是 5G WiFi 技术，可以

使速度增加到 1.3 Gbps—在智能手机和平板

电脑的链接速度上翻了 3 倍，引领网络流量

增长和有线网络的宽带极限的拓展。边缘市

场增长率将会增长，竞争压力有望减缓，

这对本行业和投资者预示着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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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所采访的嘉宾，长的有点“憨

厚老实”，乍眼一看，就是一个很平凡

的人，谁也想不到，在他身上带有如此

多的耀眼光环：IEEE、美国光学学会

和中国光学学会的高级会员，曾获全国

优秀博士论文奖、德国洪堡研究基金

奖、欧盟玛丽居里国际引进人才奖等 7

项奖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欧盟

玛丽 • 居里国际引进人才基金、德国

洪堡研究基金、全国优博专项基金等 9

项科研课题；获中国和美国授权专利 5

项。他就是国内外知名的光纤传感专

家——广东省“珠江学者”、深圳市“孔

雀计划”海外高层次 B 类人才，深圳

大学光电工程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

导师王义平博士。

王义平教授：
须解决实用化问题 
光纤传感才有出路
——访深圳大学光电工程学院特聘教授、
博导王义平

文		|		于占涛

成长之路：艰辛执着 披荆斩棘 成绩斐然

面对记者的采访，王义平教授侃侃而谈，介绍了他的教

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王义平教授 1995 年本科毕业于西安工业

学院（现在的西安工业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重庆华光仪器

厂计量处担任技术员。这是一家老牌国有军工单位，主要生产

望远镜等产品，受限于发展空间，以及对新知识的渴望，王义

平萌发了考研的想法——殊不知，这是一条异常艰辛之路。

由于当时华光禁止内部员工考研，所以他只能偷偷摸摸

的准备考试资料、复习筹备，“为了考研，我收到过厂部处分，

最后不得不被迫辞职。” 王义平不无感叹的表示。由于准备

时间不足，英语成绩不理想，连续多次考研，最后连报考单

位——重庆大学光电工程学院的所有老师都认识这个锲而不舍

的年轻人。   尽管屡次不中，但他并未气馁，发奋图强。1997

年专职复习考研，由于辞职后没有了经济来源， 租住在重庆

▲	深圳大学光电工

程学院特聘教授、博

导王义平

当地的防空洞里，条件相当恶劣，晚上睡觉时常有老鼠光临。经过

充分的准备，终于 1998 年在第四次考研冲刺中考取了重庆大学光

电工程学院的研究生。

 2000 年，在他即将取得硕士学位之际，正值光通讯泡沫达到

最鼎盛，最疯狂的时候，当时国内“巨大中华”对人才需求非常迫

切，许多班级毕业生被大公司悉数接受。王义平当时也被中兴通讯

看中，但考虑到自己的专业知识仍显不够，经验仍然不足，毅然决

定继续在学术道路上求索。在几乎所有同学都到公司工作的情况下，

王义平选择了在重庆大学读光学工程专业的博士，开始了基于光纤

光栅的传感技术研究。至此真正步入了学术殿堂。2003 年毕业获

得了光学工程博士学位，且博士论文“新型长周期光纤光栅的特性

研究”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当时王义平博士本来有留校任教的机会，但为了扩大学术视

野和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他选择了到上海交通大学“区

域光纤通信网与新型光通信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

王义平博士主持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各一项。 

2005 年王义平博士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拨专款成立的香港理

工大学博士后研究基金，在此基金支持下在香港理工大学电机工

程系做博士后 (Postdoctoral Fellow)，后升职为研究员 (Research 

Fellow)，开始了光子晶体光纤光栅的研究。

2007 年王义平博士的求学之路更上一层楼，获得了德国洪

堡 研 究 基 金 奖（Humboldt Research Fellowships）， 在 该 基 金

的支持下在德国耶拿国际著名的光子技术研究院（Institute of 

Photonic Technology：IPHT）从事在线写入光纤光栅的研究工作，

任职洪堡学者 (Humboldt Fellow)。

2009 王义平博士成功入选欧盟第 7 框架计划的人才引进计划，

获欧盟玛丽·居里国际引进人才基金奖 (Marie Curie International 

Incoming Fellowships)， 在 该 基 金 支 持 下 在 英 国 南 安 普 顿 大

学 国 际 顶 级 光 电 研 究 中 心 (Optoelectronics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任职玛丽·居里学者 ( 资深级 ) (Marie 

Curie Fellow (Experienced, >10 years))。据了解，欧盟第 7 框

架计划的人才引进计划也称 Marie Curie International Incoming 

Fellowships (IIF)，每年向全球引进约 100 名高水平 (top-class) 人

才到欧盟从事科学研究。欧盟境外具有博士学位或 4 年以上科研

经验的人都可以申请，没有年龄、学科、国籍等限制。根据申请人

工作资历玛丽局里学者分为 3 个等级分别评选。王义平获聘的是最

高等级的 Marie Curie Fellow (Experienced, > 10 years)，当年仅

10 人获聘该级别的职位。

王义平博士 2008 年首次利用 CO2 激光在空气芯光子带隙光纤

中成功写入了长周期光纤光栅，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支空气芯光

子带隙光纤光栅，并发现该型新光纤光栅具有独特的光学特性，从

而奠定了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学术领先地位。该成果报道在国际

著名期刊 Optics Express (Vol. 16, Issue 4, pp. 2784, 2008) 上，

并于 2010 年被著名期刊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108(8) 期选

为封面图片高亮。3 年后（即 2011 年）意大利学者 A. Iadicicco，

A. Cusano (Optics & Laser Technology 总编辑 ) 等人才利用电弧

放电方法制作出空气芯光子带隙光纤光栅，他们在 IEEE Photonic 

Technology Letters 上发表的论文 (Vol. 23, Issue 21, pp. 1567, 

2011) 中评价道“近十年人们一直试图在空气芯光子带隙光纤中写

入光栅，但是到目前为止制备这种光栅却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

为该光纤中 95% 的光能量在空气芯中传输以致于紫外激光不可能

在该光纤中诱导起折射率调制。… 王义平等在 2008 年利用 CO2

激光解决了这个难题”。此外，王博士还发明了基于光子晶体光

纤光栅的高灵敏度应变传感器和光纤启偏器，这两项工作先后于

2006 年和 2007 年在美国光学学会著名期刊 Optics Letters 上发

表，随后被工业界著名期刊 Photonic Spectra 分别在 2007 年 1 月

作为技术新闻“Wrinkles Improve Fiber Optic Strain Sensor”

和 在 2007 年 6 月 作 为 研 究 热 点“Fiber Polarizer for Telecom 

Application”转载报道。

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和潜心研究，王义平教授近 10 年系统研

究了不同类型光纤光栅制备、特性及应用，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

果，多项成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例如首次用 CO2 激光成功研制

空气芯光子带隙光纤光栅。王教授已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132 篇 

(SCI 收录 80 篇，SCI 引用 910 余次，h-index 指数：16)，合著专

著 1 部，授权中国和美国发明专利 5 项，10 余次应邀做国际学术

会议特邀报告、分会主席和会议 TPC。基于在光纤光栅领域的突

出研究成果，王教授 2010 年被国际著名期刊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特邀撰写光纤光栅综述论文“Review of long period fiber 

gratings written by CO2 laser”。该论文被选为期刊封面文章，

并在 AIP 网站高亮。可见王义平教授已是光纤光栅领域的国际知

名专家，其研究成果已自成体系并获得国际同行肯定，在国际上有

较高知名度。

光纤传感：前途无限   解决实用化问题是关键

当谈到王义平教授一直研究的光纤传感技术，他更是神采奕

奕，滔滔不绝。

相比传统电传感器，光纤传感器拥有诸多优势，比如抗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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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抗辐射能力强，易于组网，实时监测，频带宽，可进行远距离测量，并且

灵敏高、体积小、重量轻。特别是在当今物联网的热门应用中，可以实现从底层

传感单元到网络传输的全光网络，把通信网络和传感网络统一起来，把感知和通

信整合起来。

尽管拥有如此多的优势，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光纤传感行业增长缓慢，

厂商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激烈；同时竞争者数量较多，竞争力大抵相当。我们感觉

目前光纤传感的市场规模还是偏小，应用也不是很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当前光纤传感市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实用化问题，价格反而不成问题。” 

王义平教授如是说，很显然，光纤传感技术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谓实用化问题，也就是指光纤传感技术在应用时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难题，比如

封装问题，在恶劣环境下探头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问题，在温度、应变、弯曲、震

动等复杂条件下的交叉敏感问题。“惟有解决这些实用化、产品化的问题，光纤

传感的市场才能爆发。”

在谈到国外研究热点时，王义平教授指出，当前国外光纤传感研究有两代表

性的机构。一是以德国耶拿光子技术研究院（IPHT）为首的应用性研究，研究

让光纤传感技术真正应用到工程的实用化技术，二是以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光电研

究中心（ORC）为代表的学术性研究，进行创新性、高精尖的前沿性研究，发表

高水平学术论文，引领时代潮流。

国内从事光纤传感实用化研究的单位较多，由姜德生院士领队的武汉理工大

学光纤传感技术研究中心应当是这个领域的代表。光纤传感的大规模实用化还有

较长的路要走，物联网的突起可能会带动光纤传感市场的爆发，当然这也需要国

家政策的推动。

 组建团队 回报祖国

 目前王义平教授已经成为光纤传感技术领域的知名学者，其当前的研究方向

主要是微纳光子器件、光子晶体光纤、光纤光栅及其传感和通信应用。谈到其成

功的原因，王义平教授不无感叹的说：“我想最重要的是坚持，我 10 多年来一

直坚持研究基于光纤光栅的传感技术，从未动摇和放弃。”

当学业有成时，王义平教授毅然决定回国发展。“我机遇好，正好碰上了深

圳市政府专项支持的深圳大学高端人才支持计划”。顺应潮流，把握机遇，2012

年王义平博士获聘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依托中国工程院院士牛憨笨教授领衔的“光

电子器件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组建光纤传感技术创新团队和实验室，并入

选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和深圳市“孔雀计划”海外高层次 B 类人才。 

“我非常感谢深圳大学在工作和生活上给我提供的优厚条件，尤其是在光电

工程学院实验室和办公室用地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为我提供了办公室和实验室。

我现在正在组建科研团队，深大为我配置了科研助手，现在正在招聘博士后，并

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据王义平教授介绍，过去一年其主要任务是采购仪器设

备和筹建实验室——一切从零开始。“第一批仪器设备已经到位，终于可以开始

实验研究了”，王义平教授兴奋地表示。

王义平 简历

·深圳大学		特聘教授、博导、博士，1971 年出生

于重庆；

·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2012）；

·深圳市“孔雀计划”海外高层次B类人才（2012）；

·欧盟玛丽居里学者（2009）；

·德国洪堡学者（2007）；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2006）；

研究方向：

光纤传感技术、微纳光子器件、光子晶体光

纤、光纤光栅等。近 10 年系统研究了不同类型光

纤光栅的原理、制作及应用。首次用CO2 激光在

空气芯光子带隙光纤中写入了长周期光纤光栅，该

成果被 J.	Appl.	Phys.	2010 年 108(8) 期选为封

面图片。发表学术论文 131 篇（h-index 为 16，

SCI 收录 78 篇、SCI 他引 670 次），其中 1篇特

邀综述论文被选为期刊封面文章，合著专著 1部。

10 余次应邀做国际学术会议特邀报告、分会主席

和会议 TPC。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德国洪堡研

究基金奖、欧盟玛丽居里国际引进人才奖等 7项奖

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欧盟玛丽·居里国际

引进人才基金、德国洪堡研究基金、全国优博专项

基金等9项科研课题；获中国和美国授权专利5项。

IEEE、美国光学学会和中国光学学会的高级会员。

迪特光电
 

• FP/DFB Laser Diode TO CANs, in TO56 and TO38 Packages 
• APD/PIN TIA TO CANs, in TO46 Packages 

 

 

產品特性 

高功率, 1310FP 可達到 10 毫瓦, 1550FP 可達到 9 毫瓦 

高靈敏度,高性能 InGaAs/InP APD 

光軸一致性佳, 高出纖功率 

產品規格 

 

焦距: 5.8+/-0.2mm, 6.3+/-0.2mm, 7.5+/-0.2mm, 10.1+/-0.2mm
工作温度范围：-40~+85℃ 

工作速率: 1.25G, 2.5G, 6G, 10G 

平窗, 小球, 大球與非球封裝 

產品應用 

1X9 和 Bi-Di 模块,小功率数字 SFP 模块, 3G CDMA 短距离发射模块 

OC-3, OC-12, OC-48, Gigabit Ethernet 與 Fiber Channels 應用

FTTX, G/EPON 應用 

視頻監控應用 

 



PRODUCTS PRODUCTS产品 产品

41《 》			2013 年		第 03 期40 2013 年		第 03 期			《 》			

210x140Path.indd   1 2013-3-4   16:30:46

一、无源滤波片 (CWDM / DWDM)

Wide Passband / 宽裕的通带  

High Reflection Isolation / 高反射隔离  

Low Insertion Loss / 低插入损耗  

Excellent Temperature Stability / 优良的温度稳定性    

二、有源滤波片 (Bi-Di / PON / Triplexer)

Wide Flatness / 广泛的平整度 

High Isolation / 高隔离度 

Low PDL / 低偏振相关损耗

Low Insertion Loss / 低插入损耗 

統新光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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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第一轮通告
同期展会：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光通信展

（2013 年 9 月 4 － 7 日   中国 • 深圳会展中心）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CIOEC）简介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CIOEC）是中国光电产业领域高规格的光电产业盛会。每年 9 月在深圳会展中心与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同

期举行。CIOEC 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 14 届，借助 CIOE 的行业资源，为中国光电技术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交流平台。CIOEC 论

坛囊括了系列专业论坛，包括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LED 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中国国际应用光学专题研讨会，以多种会议形式

全面深入探讨光电领域的最新技术和研究方向、光电行业热点和市场趋势、行业发展机遇和投资机会，对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共同寻找解

决方案。

论坛背景

光通信行业作为战略性产业之一，近年来得到急速发展，同时，光通信将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载体，高速固网宽带、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物联网等众多细分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光通信网络的支撑。在 3G 网络投资热潮过后，目前通信网络的建设重点已经从 3G 无线

接入网转移至以光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有线接入网、传输网和骨干网的全面升级扩容，FTTx（光纤接入）、3G 和未来的 LTE 网络、三网

融合，共同构成了对光通信的庞大需求。

另外，未来 5 年，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是最大的商业变量。从 2007 年开始，移动互联网在过去 5 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带宽、

硬件、操作系统、软件和云端服务合力推动着移动互联网不断创新，移动互联网用户也大规模爆发。这种爆发，正携裹着更多力量越来越

强。不管是操作系统的权力变大、应用的崛起，还是硬件、带宽的突破和人机互动方式的改变，都无不彰显着过去 5 年移动互联网重大乃

至颠覆性的改变而在未来 5 年，从芯片到云端，有太多创新不可预知。在这样快速变化的时代，产业需要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聚会，而是对

趋势的把握和技术的探讨。2013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纳入议题，组成为期一天的产业盛会。

2013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将在巩固前期的专业议题基础上，将按照技术和市场的趋势展开 7 个专题论坛的深入探讨，包括了高速

传输、FTTX、光子集成、数据中心 / 光互连、光纤传感与光纤激光器等细分专题，结合一天的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创新嘉年华

一起揭示光通信领域的创新趋势与商业价值释放路径。模爆

论坛亮点

※ 四大运营商、五大设备商强势登场，共同探讨光通信最新技术创新、融合发展。

※ 打通、整合光通信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诚邀国内外业界权威、产业链知名企业，解析“宽带中国”发展战略目标、探寻光通信

领域最新技术和实际应用、探讨交流光通信市场发展新机遇。

※ 本次论坛与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同期举办，前沿技术引领产业发展。

※ 光电行业各主流媒体持续宣传报导，有效扩大论坛和参会企业的品牌、行业影响力。

论坛听众群体

相关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主管领导、光通信营运商、网络规划、网络维护相关技术工程师、光通信系统设备供应商、光通信器件制

造商、光通信数据研究机构、光通信行业协会、光通信专业媒体、光电投资界精英。

2013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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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 继 续 超 越 我 们

最为乐观的预测，”Infonetics 

光 首 席 分 析 师 Andrew 

Schmitt 指 出。“ 自 从 去 年

我 们 与 运 营 商 谈 论 过 后，

100G 计划在这 12 个月以来

都有提升，全球，包括中国

在 100G 的原型设计、采样

和试验活动上都风起云涌。

据我们激进的预测，2012 年

全球 100G 相干收发器出货

量超过三倍，预计 2013 年

至少将翻番。”

Schmitt 补 充 道，“ 收

发器市场另一桩大事件是可

调和不可调 XFP 之间的价格

鸿沟瓦解，这进一步刺激了

可调 XFP 技术的采用。” 

光收发器市场亮点

2012 年 的 最 终 数 据，

Infonetics 预计整个光收发器

市场同比将增 7%，到 2013

年期间将呈现健康的两位数

增长，接近 20 亿美元。

10G，40G 和 100G 出

货 量 继 续 增 长， 但 10G 和

40G 的营收承受来自价格下

降和向 100G 转移两方面的

压力。

据 我 们 激 进 的 预 测，

2012 年 100G 相干收发器出

货量超过三倍多，2013 年将

至少翻番。

到 2015 年，40G 和

100G 收发器总营收将第一

次与10G收发器营收相抗衡。

Infonetics 预 计 网 络

设 备 制 造 商（NEMs） 到

2014-2015 年将提供超过四

分之三的所有 100G 长距离

端口。

市场小调查

2012 全球光收发器增 7％ 
100G 相干出货量超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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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學術盛会 业界權威彙聚
构筑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多层次交流平台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大厦东座 607 室	（518054）

电话：0755-86270601		0755-86271760

传真：0755-86290951

邮箱：cioec01@cioe.cn			cioec05@cioe.cn

网址：www.cioe.cn		www.optochina.net

2013 光通信技術和發展論壇
2013 年 9月 4-5 日			深圳会展中心

同期活动：

●  2013 中国国际应用光学专题研讨会

●  2013 LED 应用技术及市场发展论坛

主题一、新一代光传送网技术和发展

·光传送网技术的现状与发展

·PTN 承载 LTE 

·大容量、超高速 100G/400G/1T 传输技术

·软件定义 OTN 技术研究进展

·软件定义光网络

·40G PTN 技术与应用

·IP RAN 技术与应用

·光传送网设备、器件与模块成本分析

·新一代光传送网的现网测试与性能指标分析

·新一代光传送网技术对光器件的要求

·40G 高速光通信系统、模块与器件

·100G 高速光通信系统、模块与器件

·超 100G 高速光通信系统、模块与器件

·智能光网络的应用与发展

·国内外设备制造商的光网络产品及解决方案

·电信运营商的光网络发展策略与建设方案

主题二、下一代光接入网技术和应用

·10G EPON 技术与应用

·XG PON 技术与应用

·40G PON 技术与应用

·WDM PON 技术与应用

·NG PON 技术解决方案及案例分析

·10G EPON 试验网情况介绍

·智能 ODN 系统（iODN）与工程建设

·大分光比分光器技术与性能指标

·NG PON 对 ODN 组网结构的影响

·NG PON 的 ODN 规划与设计

·二级分光的考虑

·PON 产品制造与测试技术

·PON 技术方案供应商介绍

·PON 的产业链介绍

·NG PON 设备、器件与模块成本分析

·国内外设备制造商的 NG PON 解决方案

·电信运营商的 NG PON 发展策略与解决方案

·NGB 网络的承载网与接入网关键技术

·NGB 全业务管理方案

·EPON 在有线电视网络双向化改造中的应用

主题三、光子集成技术与光
电器件（技术研讨）

·高速光调制编码技术与模块

·高速 ADC/DAC 技术与芯片

·相干 PM-QPSK 光收发模块及系统实现

·BOSA（BOSA On Board）制造技术

·基于 PLC 平面光波导工艺的集成器件

·PIC 技术及在高速光通信系统中的应用

·新协议光器件与模块 

·下一代网络用光纤 / 光缆

·新型光无源器件

·新型光接入器件

·光子集成新材料研究

·光子集成技术的发展

·PIC 新技术与光通信器件、模块

·PIC 集成相干接收机

·Si 集成技术与器件

·PIC 集成化相干接收机

·PIC 与智能化网络技术

·硅基 PLC 技术与应用

·光通信测试技术

主题四、光通讯市场展望与前瞻战略论坛

主题五、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
网的开放、未来、创新战略研讨会

·移动互联网技术及应用开发平台

·移动互联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及产业前景分析

·移动互联网开发和运营模式

·移动互联网相关标准

·移动互联网的关键技术分析

·移动互联网的安全性分析

·无线应用协议 -WAP 协议

·移动微件（Widget）技术

·移动互联网中的云计算技术

·移动互联网中的 P2P 技术

·移动互联网的业务与应用分析

·电信运营商的移动互联网解决方案及案例分析

·电信运营商的移动互联网发展策略与建议

·各大运营商移动互联网规划

·移动互联网生态链的投资热点分析

·移动互联网设备解决方案

物联网技术及应用开发平台

·物联网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物联网与互联网、移动通信

·物联网的核心技术—传感器网络

·物联网的核心技术—数据传输与处理

·物联网的最佳实现—EPC

·射频识别（RFID）技术

·物联网的全球应用与构想物联网技术安全

·物联网的运营实例

·物联网的应用

云计算技术及应用

·云计算典型案例分析

·电信运营商云计算实践

·云计算与互联网（搜索、社交、文件同步）

·云计算与移动互联网（云存储、同步备份）

·云计算与物联网（云端监控）

大数据技术及解决方案

数据中心与光互连

主题六、光纤传感技术与应用 ( 国际研讨 )

主题七、光纤激光器技与发展（国际研讨）

2013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HINA INTERNATIONAL
OPTOELECTRONIC CONFERENCE 2013

论坛议题方向：

会议组织部联系方式：

联系人：  贺小珈 :0755-86270601 cioec01@cioe.cn 客户服务：杨典：0755-86271760 cioec05@cioe.cn

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城东座 607 室  邮编：518059  传真：0755-86290951

网址：www.cioe.cn   会议的最新进展请关注官方网站：http://www.cioe.cn/cioec/luntan/gx/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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