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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硅光子助力云数据中心，快速挺进 400G

为了满足当今云数据中心在带宽、弹性和数据冗余方面的需求，数据中心光互连正逐渐从 100G 向

400G 过渡，因而对于高速光链路的需求呈现出爆炸性增长。

市场 MARKETS

18 / 5G 商用进程未来两年将提速 将支撑万物互联时代早日到来

从年初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2017）上成为焦点，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大 5G 技术研

发和转化，专家认为，在全球各大移动通信巨头的全力推动下，未来两年 5G 商用进程有望提速，并

将支撑万物互联时代早日到来，细分行业将迎来井喷式发展期。

20 / 通信行业全年趋势：仰望 5G 的星空，脚踏光纤的实地

对于一个行业，应该考虑“擒贼先擒王”，龙头的表现基本就反映了行业趋势，这是八九不离十的。

如果考虑产业链，有奶就是娘，看金主就对了，毕竟“大河无水小河干”。先说结论：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需加努力。仰望 5G 的星空，脚踏 4G 的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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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家居市场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或将在 2020 年前成为亚洲最大的智能家居市场。

技术 TECHNOLOGIES

28 /3D 成像：光学大革命即将到来（上篇）

光学一直是科技创新的重头戏，智能手机摄像头经历了 2D 时代像素和个数的倍增，孕育了大立光等

优质公司。3D成像技术的成熟拉开了二维向三维升级的帷幕，有望带动光学创新大革命（绝非“微创新”

可比），本文作为市场首篇深度剖析，将为投资者和产业界挖掘相关投资机会。

36 / 新型超低频拉曼滤光片特性及应用介绍 --- 适用于超低波数拉曼光谱测量

超低频拉曼滤光片（Ultra Low Frequency Raman Filter）是目前低波数拉曼光谱测量应用最广泛的

一款拉曼滤光片。它可以实现 10cm-1 以下的拉曼光谱测量。

38 / 厉害了！ nanoplus 激光器抓住了天然气长输管道线泄露的真正元凶！

随着长输管道的不断铺设，管道泄漏造成的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老化的管道极易发生破裂，引发火灾、

中毒、爆炸、伤亡等事故，因此如何通过有效手段预防长输管道线损坏和监测管道运行状态，且第一

时间发现泄漏点，及时处理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40 / 玻璃材质 3D 打印将会有重大突破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3D 打印可能会取代传统的玻璃吹制技术，这可能需要 3D 打印机在技术上的进

一步发展、突破。

42 / 比顺丰更快？激光光谱技术新应用，瞬态检测变压器油气！

乙炔作为变压器油中故障特征气体之一，是变压器内部故障类别和严重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准确

快速地监测乙炔气体的浓度对保障生产、生活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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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同人工智能第一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而引来人们极大的关注一样，芯片产业也在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成为代表们首次热议的话

题，甚至有关发展国内芯片业的建议出现在了数十名

人大代表的议案中。

而最近中兴通讯被美商务部处以 8.9 亿美元巨额

罚款的事件再次成为行业讨论的热点，刺激着国人的

敏感神经，尽管最后中兴通讯以提交罚款和解告终，

但缺乏“中国芯”也是中兴做出这一无奈选择的重要

原因，这次事件提醒我们中国芯急需突破。

下一个风口

一项数字显示，从 2013 年起，中国芯片进口额

高达 2322 亿美元，甚至超过了 2196 亿美元的原油

进口额。全球 54% 的芯片出口到了中国，但国产芯

片的市场份额却只占 10%；全球 77% 的手机是中国

制造，但其中只有不到 3% 的手机芯片是国产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一方面国外半导体产业技术

成熟，布局完善。光电子集成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技术

产业的重大突破，是下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代表着

未来国际科技领域的话语权，是各国争相竞争布局的

技术产业高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光电子集成技术和芯片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

随着行业投资的不断加大，未来中国将迎来国产芯片

快速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光电子集成市场将达到前所

未有的发展空间。

具体到通信，或者光通信领域，缺芯的话题从来

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芯片是光通信企业最核心的技

术竞争力，尤其以光通信芯片为最。而我国光器件及

芯片企业整体实力较弱，产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领域，

陕西先导院：
光电子集成电路是未来风口

CIOE 走访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并举行座谈会

CIOE 一行走访奇芯光电，与其 CEO 程东 (右 2)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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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G 以上速率的有源器件和 100G 光模

块等高端领域也才逐渐有所突破。但在芯

片层面仍然主要依赖国外芯片厂商。随着

企业并购的不断发生，在并购中掌握话语

权的国际厂商一旦收紧芯片供应，恐将给

没有核心芯片技术的国内器件、模块厂商

带来元器件断货的风险，无疑，国内自主

芯片研发的推进将有助于降低这一风险。

光电子集成电路被认为是下一个希望

所在，未来科技浪潮新风口。光电子集成

产业是以“互联网 +”、物联网为代表的大

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被喻为“工业粮食”、

“电子血液”，很可能将引领下一代信息

产业革命。而随着“宽带中国”、“中国

制造 2025”战略规划的实施，未来五年，

将成为光电子产业爆发性增长的时间。

目前在国内光通信产业中也涌现了一

批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例如华为海

思、中兴、海信、烽火通信、厦门优迅等。

光迅科技是国内唯一量产 10G 以下 DFB、

APD 芯片的厂，也是国内唯一具备自主研

发全系列 PLC 芯片并规模生产的厂商。光

迅科技有能力出货 8000 万芯片 / 年，其

芯片的自给率达到 95% 左右，但芯片大多

是低端自产，高端芯片正力求突破。高端

芯片上，在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应用需求

持续增长的当下，100G 渐成标配。国内，

华为海思掌握了 100G 光模块芯片技术。

最近华芯半导体宣布其自主开发的 30G 

VCSEL( 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 ) 芯片已通过

客户测试，并实现规模量产。

值得一提的是，刚刚成立不久的陕西

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正在努力

寻找整合国内光电集成方向的企业，并计

划在西安建立一条 InP 的生产线。目前，

由先导院孵化的奇芯光电研制的光子集成

芯片已进入测试阶段，投产后将广泛应用

于光电子信息行业。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光

子集成芯片，被视为对传统集成电路的“弯

道超车”，推动我国在光电子集成电路领

域的发展。

先导院的历史使命：改变世界

如前所述，近年来我国在光电芯片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相比于国外，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单元器件攻关阶段，

大部分技术研究仍然处于实验室开发阶段，

商用化产品开发较少，而在最体现技术水

平的芯片制造方面较国外差距较大。

当前，与人工智能基本还处于起步阶

段有所不同，我国芯片产业已然走过了产

业构造期，目前进入到需要借力与聚力以

求强筋壮骨的重要关口。

为了了解当前光电集成芯片发展现状，

促进产学研更密切的合作和交流，中国光

博会 (CIOE) 日前走访了陕西光电子集成电

路先导技术研究院以及投资孵化企业，据

介绍，先导院的成立就是要整合地方分散

的光电子集成优势技术和产业资源，孵化

培育一批国际领先的光电子集成芯片领域

高科技企业，先导院由中科院西安光机所

发起创立，旨在建成国内光电子集成电路

战略智库，广泛统筹科技资源，充分调动

和利用陕西省光电子集成电路领域优势技

术和产业基础，引进一批国际级领军人才、

孵化一批参与国际竞争的科技企业。

先导院不提供批量生产线，而是通过

搭建公共测试平台与研发线，解决企业研

发的“第一公里”。先导院拥有 2800 余台

（套）半导体仪器设备、配套完善的标准

化厂房、办公区、生活区、辅助设施，拥

有完善的厂务设施。搭建光电子集成先导

技术中试平台，设立光电子集成电路专项

基金，并成立光电子集成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实现技术、市场、资本、产业等

紧密结合。

截止目前，先导院已引进海内外高端

人才团队 12 个，投资孵化高科技企业 8 家，

包括奇芯光电、全波激光、立芯光电、上

海丽恒等新创企业，初步形成了光电子集

成电路产业集群发展效应。

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

的副总经理张思申表示，希望把先导院打

造成国内最具影响的光电集成基地，力争

到 2020 年孵化 100 家企业。

据了解，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

术研究院以及一大批包括奇芯光电在内的

企业将亮相 2017 年中国光博会（CIOE），

预计今年参展的光通信芯片厂商阵容强大。

我们衷心地期待， 越来越多的国内科研机

构和企业加入到研究开发光子芯片这一光

电产业链的核心产品序列当中，也许我们

确实到了解决中国芯短板的时候了。让我

们拭目以待。

CIOE 团队参观西光所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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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先机  CIOE 走访科研机构（华南篇）

在 国家科技创新大战略背景下，2016 年 CIOE 打造

的中国首个光电子技术创新馆大获成功，现场展示

着重对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有机交织融合，

不论参展质量，还是参观收效、反馈等，均开创了光电产

业发展的新思路。

2017 年 9 月 6-9 日，CIOE 光电子技术创新馆将再

次于深圳会展中心拉开新的篇章，为了更好的融合光电产

业链中产学研的实际流程，构建起光电领域创新发展的“生

态圈”，CIOE 组委会积极保持与产学研机构的互动，听

取并学习行业发展趋势，交流沟通光电产业创新链市场需

求。近日 CIOE 组委会拜访了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和

佛山市香港科技大学 LED-FPD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就 CIOE 中国光博会光电子技术创新馆在上届现场的活动

和展示及新一年合作形式进行相关探讨。

拜访中记者了解到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主要以

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与器件技术的研发为核心，正在逐步建

设成为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高科技产业孵化和人才

培养的基地，承担国家、省、市系列重大科研和产业化任

务。研究院建有半导体照明技术研发平台、激光显示器件

技术研发平台、电子功率器件技术研发平台、光电精密仪

器设备研发平台、公共检测服务平台等。主要科研方向有

LED 和激光显示，涉及孵化企业、机器人等。

CIOE 此次拜访了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王琦副院

长，他带领并介绍了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及孵化企业情况，

介绍了关于 LED 和激光产业的技术趋势。提供孵化的平

台，集聚相关的公司，不仅更能搭准市场脉搏，还可以加

快对产业升级的推动。比如，“软件 + 激光”就可以开发

出许多激光制造技术———这对于改变传统制造方式有着

重大意义，“光制造”已在发达国家中大量应用，而中国

制造业在这一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据分析我国激光制造

的市场需求，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和沿渤海地区，这将是我

国制造业未来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

谈到 CIOE 中国光博会，王琦副院长表示 2016 年光

电子技术创新馆参展情况比较满意，现场展商和观众的互

动良好，今年的 CIOE 中国光博会，首先会了解孵化企业参展意向，了

解企业实际展示需求，针对性的为企业定制参展方案，CIOE 组委会表示

届时也会提供更完善的人员配备和服务支持；拜访同时对方也表示，对

CIOE 同期高峰论坛中相关的激光、机器视觉、VR、投融资方向的会议

有兴趣，寻求切合点，确认合作意向。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是全国 LED 重要的生产基地和应用市场，主要集

中于深圳、广州、佛山、中山、东莞等地，最明显的竞争优势就是应用市

场上中下游企业的集聚，是国内封装规模与投资集中密集的区域。佛山

是国内重要的传统照明光源的生产与研发基地，有庞大的照明产业集群，

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王琦副院长（右 2）

佛山市香港科技大学 LED-FPD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副主任
兼总工程师谢育仁博士（左 2），商务副理杨彦鸿（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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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业特色突出、产业集聚程度高。佛山电

光源照明产业最强的优势就是产业链完整和

产业链上下游强大的整合配套能力，从上游

电光源材料、电光源到下游灯饰、模具和应

用端都非常完备。

据悉，香港科技大学在内地有三个研发

中心，分别位于佛山、广州南沙和深圳，近

日 CIOE 组委会拜访了位于佛山市的香港科

技大学 LED-FPD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以

下简称佛山科大中心），该中心的主要业务

是为半导体照明行业相关企业提供建设、转

型、研发、产品性能测试分析、可靠性评估

及失效分析、产品标准认证、技术培训、人

才培养等服务，其宗旨在于打造一个专为半

导体照明行业相关企业提供多层次、多渠道、

多功能、全方位、专业化服务的符合市场需

求的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

接待组委会的是研究开发中心的副主任

兼总工程师谢育仁博士及该中心商务副理杨

彦鸿女士，杨女士表示在 2016 年 CIOE 的展

会中接触的企业专业度高 , 且展会展出内容

与研发中心的研究课题相吻合，整体契合度

高，期待更密切的合作。对于 2017 年 CIOE

的参展，谢博士和杨女士表示希望联合位于

广州南沙和深圳的其他两家研发中心一同参

展，以体现香港科大在广东省内的研发实力

和在内地的影响力 , 同时用整合科研集团的

方式，将光电光学领域的创新推动最大化。

拜访时，CIOE 组委会一行参观了佛山科

大中心实验室，该实验室建有覆盖芯片封装中

试制程、材料检测、光电热检测、板级组装中

试制程、失效分析、可靠性测试、仿真等 7 个

领域的高端实验室，配备了高精度积分球、光

源近场测角光度仪、ANSYS 和 ICEPAK 热场

仿真软件、T3ster 瞬态热阻测试仪等高精仪

器设备，设备采购达 1500 万。工作人员表示

使用的实验设备多数是参加 CIOE 的展商的产

品，所以也会持续关注每年展会中的新产品、

新技术动向，同时针对展会同期的高峰论坛也

很感兴趣，希望届时在展会现场能够有更好的

展示体验和学术收获。

作 为中国光学设备制造规模最大、品种

最齐全的生产型企业之一的恒泰光学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已经连续十多年参加中

国光博会（CIOE），近日，CIOE 团队一行

走访了恒泰光学，与总经理何宜斌、副总经

理徐晓霞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据何总介绍，恒泰光学创办于 2005 年，

公司拥有一流的自主研发团队，一流的技术

生产团队，公司现已进入大规模发展期，不

但进行设备型号上的技术提升，而且紧跟国

内外光学加工技术的发展，不断研发对应产

品。目前主要生产经营的产品类型有：一、大小透镜精磨机、研磨机系列；二、

中大透镜精磨机、研磨机系列；三、柱面机研磨系列；四、大小平面精磨机、研

磨机；五、棱镜精磨机、研磨机系列；六、光学镜片甩干机系列；七、光学镜片

切割机系列等各种类型的光学设备。

“目前年产量 1000 台以上！”何宜斌总经理介绍说，“今年冷加工设备销

售喜人，特别是小透镜精磨、研磨设备，比如去年在 CIOE 中国光博会现场推出

的 HT-1.5/2.0/4XB 下摆精磨机 / 研磨机特别受欢迎。”我们在厂房看到，待出

库的设备排成排，加工车间热火朝天，反映出今年手机双摄、车载、安防市场的

火爆对上游产业的带动效应。

据了解，恒泰光学产品主要对应的客户群体行业包括：手机镜头、手机面板、

蓝宝石、水晶、监控安防镜头、天文望远镜、激光、LED、陶瓷等行业，目前恒

泰光学已成为光学镜片冷加

工设备行业中的一流厂商，

部分设备已经出口印度、马

来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恒泰光学的目标是满

足客户需求，创造社会价值，

制造出人性化的产品，为国

内外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一

流服务。让我们携手共进创

造光学事业的美好未来。

恒泰光学：
今年冷加工设备销售喜人

恒泰光学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宜斌

待出库的设备排成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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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我国

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地位的国家重点战略。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

是加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转方式调

结构重要作用的关键环节。

随着 2007 年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及中国科学院共同实

施“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以来，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的

出台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技术转移的发展。然而由于缺乏从事

技术转移工作的高端专业人才通过有效途径来实现研究成果

的市场化、产业化，我国技术转移成果不容乐观。

而会展是以现场聚集、整合体验为特色的营销沟通手段，

服务于参展商、观众的多方交流，在科技成果产业化中具有

重要作用。为科技成果产业化实现如下“三重跨越”：从研

究与开发到产品设计试制的技术发展问题，实现“科学技术

到产品的跨越”；从新产品批量生产相关的装备研制和工艺

创新问题，实现“产品到商品的跨越”；从产品生产到市场

销售的产业配套体系问题，实现“商品到产业的跨越”。

CIOE 组委会近期走访了川渝两地的科研机构，为了更好

的融合光电产业链中产学研的实际流程，构建起光电领域创

新发展的 " 生态圈 "，CIOE 组委会积极与当地专家、学者进

行充分交流，此次主要拜访了重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就 2017 年 CIOE 光

电子技术创新馆的参展形式、展会发展的思路，进行深入的

商讨。

重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

CIOE 组委会近期拜访重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科

技成果转化办公室陈红兵主任热情的做了接待和介绍。交谈

中得知，该办公室为光电学院的科技成果转化也做了很多方

面的促进，如高校科技会、高科技展示会等，对于 CIOE 中

国光博会针对光电领域的专业方向表示出了极大的参与兴趣，

也符合其光电学院专业诉求，并表示会呈报上级并内部讨论

与此届展会的参与方式。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CIOE 组委会走访了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

院，与该院科技处沈俊副处长 / 博士沟通行业动向和参展诉

求。沈处表示对 2017 年中国光博会的参展意向较高，并召集

了其下属分所及研究中心的多名对接人座谈。

徐纪民经理（左1）	、沈俊副处长（左 2）

座谈中聊到成果转化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 

1、研究所成果转化到实际企业过程还存在一定的瓶颈，

其中第一项是资金，科研院所研发出来的成果已经走出第一

步，第二步中试阶段就需要资金的投入，但在这个阶段很难

探索创新先机  CIOE 走访科研机构（川渝篇）

CIOE 组委会拜访重庆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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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到资金。

2、在转化的过程中需要对接相应的企业实现产品到市场

化量产的过程。

3、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评判标准的技术转化

平台或技术担保平台。沈处表示希望 CIOE 可以组建这样一

个对接平台。

同时，针对研究院目前急需转化的成果，向 CIOE 提出

了需求，希望 CIOE 提供院里一款新成果产品的相关企业与

其对接。

与会同时沈处也对于他们在 2016 年 CIOE 展会的参展情

况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2017 年会计划联合更多部门共

同参展，以便更好的筛选出拔尖展品参展。CIOE 组委会表示，

会在市场宣传及后续参展流程服务上做针对性的需求服务。

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常务副总经理原波（右 2），产业发展部王荟淞经理	（中）

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天府园）是推动电子科

技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创业企业孵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

科技创新平台，全域布局“微电子与电子元器件、智能硬件

与精密仪器、大数据平台、通讯与互联网、光电子技术与光

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

近期 CIOE 组委会拜访了这里，原波常务副总经理一行

接待了组委会成员，并为其介绍了电子科大科技园的主要业

务：招商引资、校友创业创新的辅助业务及增值服务载体、

大学现有资源垂直科学产业对接几个板块。

从拜访中了解，电子科大产业发展部王荟淞经理参观了

2016 年展会，摸查了有关成都光电产业的企业数量和拜访，

对 CIOE 中国光博会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希望在 2017 年能通

过与入园企业组团参展宣传方式参与到此盛会中来。

CIOE 组委会为其介绍了 2017 年 CIOE 光电子技术创新

馆的整体情况 以及围绕为电子科技大学做的入园企业组团参

展的打包方案，对方表示出满意和认可，期待今年展会现场

的展示。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过去一年，中科院积极谋划“十三五”，产出了一批有

重要影响的创新成果。“中国天眼”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落成启用；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在轨运行一年；天宫二

号全面完成 14 项重大科学实验等，积极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三个面向、四个率先”要求。 

作为中科院布局在西南地区的国立科研机构，中国科学

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始终围绕成都市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装备制造、新能源、航空材料等产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需求，

积极吸引全院科技资源，开展院市科技合作，也取得了显著

成效。 携手“产学研”等各方力量，共助成都市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

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

的深厚土壤，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开展军民协同创新，推动军民科技基础要素融合，加

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

CIOE 组委会此次拜访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的成

果转化与产业合作处赵小东副处长，赵处长表示，研究院以

往的产品研发方向都是军品，在政策的影响下，目前也开始

做军转民用的产品，并成立了成果转化处。对于 CIOE 就科

研机构的成果转化提供的平台和服务非常感兴趣。交谈中就

明确提出了现有产品在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具体需求。CIOE 组

委会建议成都光电所可以以军民品相结合的形式参展，同时

协助现场实现成果与相关企业的紧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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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科技变革和产业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企业随时都要做

好转型升级的准备。凤凰光学（600071）是数码相机行业

的主要供应商，同时已经连续参加 18 年中国光博会（CIOE），

曾经抓住了胶片相机向数码相机转型的机遇而大获发展，但近年

来数码相机领域受到智能手机的冲击，凤凰光学也由此陷入业绩

亏损的泥潭，一直在寻求转型。

凤凰光学试图通过开拓新业务和资产注入来实现公司的业务

转型。3 月 16 日，中国光博会（CIOE）一行走访了凤凰光学，了

解凤凰光学发展近况及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规划， 据凤凰光学公

告的信息，凤凰光学业务开始由以镜片业务为主向，并向镜头业务、

模组业务等光学产业链下游方向发展，原有的业务会有所收缩。

转型势在必行

凤凰光学原有的主导产品为光学镜片，其下游是数码相机行

业。近年来，由于受到智能手机的冲击，公司订单量急剧下降，

同时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竞争加剧、价格下

降等诸多因素又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使得公司业绩不甚理想。

众所周知，凤凰光学上一次正是抓住了行业转型的机遇而发

展起来的。彼时正值胶片相机向数码相机过渡阶段，凤凰光学果

断转型成功，成为数码相机领域的主要供应商，业绩逐年攀升并

在 2010 年前后达到业绩高峰。

据凤凰光学公告的信息, 当前上市公司业务开拓前景可预期，

缺乏发展后劲，有必要发展模组和其他新兴业务，同时嫁接外部

资源来推动凤凰光学的产业转型升级。具体表现为公司将从镜片

往镜头模组方向去发展，对于目前亏损的业务会进行适当的收缩。

事实上，凤凰光学从 2015 年开始投入影像模组业务，主要

瞄准监控镜头模组、车载镜头模组方向；通过前期的孵化，已具

备了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及加工生产能力。另外公司还增资了一

家车载镜头企业来加强该业务的布局。

转型中的凤凰光学 :	
产业升级，布局发展镜头模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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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凤凰光学还积极通过战略并购和资产注入等方式，

实现业务的升级和转型，在 2016 年底，凤凰光学发布公告称将通

过发行股份购买中电海康旗下的海康科技 100% 股权，标的资产

暂作价 7.21 亿元。海康科技主营智能控制器、物联网产品、智能

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重组后，公司将从原有的传统光

学加工业务转型影像模组领域，进军安防、车载、可穿戴设备等

市场。

重组完成后，凤凰光学将整合现有的光学加工优势和海康科

技的智控技术、电子制造优势，通过全自主化的技术叠加，研发

图像采集、显示和输出一体化技术产品；将上市公司以光学镜片

为主的上游产品产业形式向镜片、镜头、影像模组一体化的中下

游产品产业转型，不断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形成上市公司新的核

心竞争力。

据凤凰光学公告的信息，凤凰光学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包

括发展光学加工业务、电子制造业务、影像模组业务、物联网与

智能设备业务、锂电池业务等五大核心业务，形成凤凰光学新的

支柱业务和盈利增长点。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

以光学加工为基础、光电技术为核心，围绕安全、智慧领域，提

供相关产品与解决方案的光机电一体化公司。

力争 5 年内打造国家级光学检测中心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在凤凰光学厂区发现了上饶光学产业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的招牌，据介绍，这是 2016 年凤凰光学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上饶经开区政府以项目补贴的方式提供政策扶持

和引导成立的上饶市光学检测中心。上饶市光学检测中心项目的

发展定位，即着眼上饶光学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初期定位光学

领域以后逐步增加检测设备扩大至光电、光电影像等领域，从光

学检测中心，到光电检测中心，再到光电影像检测中心。

上饶市光学检测中心立足于上饶打造国家级光学产业城的目

标和要求，在检测仪器设备配置上力求高端齐全，在检测标准项

目上基本覆盖，检测水平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同时为提高检测水平，

将配备和引进行业内高端检测人才。项目预计总投资 5000 万元，

投入主要包括设备投资、场所改造、运营资金等三个方面。上饶

市光学检测中心成立后，作为促进地方产业发展的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是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保障产业发展质量的辅助机构，主

要为上饶光学产业服务。

目前，上饶市有光学企业 300 家，其中上饶经开区光学企业

有 150 家。光学检测中心将分别成立中心计量室、光学元件检测

室、光学镜头检测室、金属元件检测室、光学仪器类产品检测室

等 5 个检测室，开展光学元件、光学镜头、金属元件、光学仪器

及相关综合检测和校准等。具体包括光学镜片、光学镜头、显微镜、

测绘仪器、分析仪器、望远镜、投像仪等产品零部件和整机性能

的检测，并打造专业光学检测团队，实现在检测仪器设备配置上

基本齐全，在检测标准项目上基本覆盖。

“我们要把检测中心建成最具活力、最具创新、最具实效的

公共检测服务平台，力争 5 年内打造国家级光学检测中心，为上

饶光学产业，乃至全国光学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中国光博会（CIOE）一行走访了凤凰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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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G

400G
硅光子助力云数据中心
快速挺进

为 了满足当今云数据中心在带宽、弹性和数据冗余方面的需求，数据中心光互连正逐渐从

100G 向 400G 过渡，因而对于高速光链路的需求呈现出爆炸性增长。

无止境的数据需求

在日前 MACOM 举行的小型研讨会上，MACOM 亚洲光学解决方案销售总监 Kevin 

Cheng 表示，“我们面临的是无止境的数据需求，而且这种需求是全球性的，云数据中心的机

会类似于 90 年代的手机市场，在中国——微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来自 Yole Development 的数据表明，预计到 2018-2019 年，前五大云计算供应商的投资

总额与五大电信服务提供商的投资总额持平（参看图 1），服务提供商正不断加大在数据中心

方面的投资，其中重点是云数据中心。

图1		前五大云计算供应商的投资总额与五大电信服务提供商的投资总额持平

Ovum预计，截至2022年，数据中心的40/100/400G端口总数最高将达到13,000,000个。

市场趋势预计，100G 内部连接端口数在 2016 年下半年开始增长，并在 2017 年至 2021 年间

以 54％ CAGR 的速度增长。

而根据 LightCounting 数据，100G 市场 2017 年达到 65.1 亿美元；2018 年 78.9 亿美元；

2019 年 94.1 亿美元。40G 市场 2017 年 6.8 亿美元；2018 年 5.8 亿美元；2019 年 4.8 亿美元。

光模块市场整体主要受益于‘云’中心需求，增长迅猛。2019 年 400G 可能成为主流。 

MACOM 高级市场总监 Tracy Ma（马晓明）女士也认为，数据中心每 2 年升级一次，而

下一个重大转型是升级到 400G。

下一代云数据中心对密度、功率、成本、速度、集成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比如密度增加

4 倍，功率降至 1/8，成本压缩 5 倍，速度提升 4 倍，随着云数据中心内部及相互之间流量的

硅光子助力云数据中心
快速挺进 400G
作者：于占涛—中国光电网 /《中国光电》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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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长，对于低成本 100G 互连以及高速、低功耗 200G 和 400G 互

连的需求也不断攀升。为了提高每个端口的带宽密度，数据中心 OEM

预计将从 2018 年开始采用更快的数据速率。这类互连将由体积更小的

QSFP、QSFP-DD 和 OSFP 封装模块提供支持，届时将要求供应商提

供功耗更低的电子元件。“集成化的程度将越来越高，这其中硅光子

将扮演关键角色。”

硅光子让高速、高密度光互连成为现实

在今年的 OFC2017 展会上，MACOM 平台化的 PAM-4 CWDM4

展现了无需制冷以 400G 速率在单模光纤中传输长达两千米的距离的

非凡实力。这些器件采用了 MACOM 针对云端数据中心应用中的高

端口密度而优化的关键技术。包括集成有自对准激光器的硅光子集成

电路（L-PIC）技术、激光器断面蚀刻 EFT 专利技术、100G 单 λ 

PAM-4 发送技术等。

MACOM 光网络组件业务副总裁兼总经理 Vivek Rajgarhia 详细

介绍这些创新技术。

 “我们的激光器断面蚀刻 EFT 专利技术相比传统的制作工艺，

实现了晶圆级的芯片测试，省略了传统工艺将晶圆划片再对单个芯片

测试的环节，此举很好地控制了良率，并大大降低了成本，可以说，

MACOM EFT 专利技术为爆发增长的数据中心市场提供了最佳的低成

本和大容量的解决方案。”Vivek 表示。

 “我们将利用 EFT 激光器的成功经验快速迁移到了其他平台。

凭借 EFT，我们已成功将包括激光器、监测二极管、调制器和多路复

用器在内的 TOSA 光学路径无缝集成到单个芯片上，从而面向 100G

应用推出业界首款集成有自对准激光器（L-PIC）的硅光子集成电路

（PIC）”，Vivek 说道。MACOM 解决了以高产出和高耦合效率实现

MACOM光网络组件业务副总裁兼总经理 Vivek	Rajgarhia（左 1）、高级市场总监 Tracy	
Ma（左 2）、亚洲光学解决方案销售总监 Kevin	Cheng（右1）合影

图 2	下一个重大转型是升级到 400G

图 3	以1/5 的每比特成本达到100G、400G及以上的速率

图 4	MACOM	EFT 专利技术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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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器与硅光子集成电路集成的挑战，使得云数据中心 OEM 想要

采用硅光子集成电路实现高速、高密度光互连的愿望成为现实。

另外在自动对准耦合的装配工艺方面，MACOM 也做了相

当大的突破，从现场演示的装配视频看，MACOM 解决了 InP 激

光器与硅光子平台的对准耦合难题，相比传统工艺降低 2dB。在

L-PIC 装配工艺中，采用自对准端面蚀刻技术（SAEFTTM）将

激光器精确附加到 SiPh L-PIC 上，这种主动对准与固化技术可助

力客户打造一体式集成器件，免去光耦合优化工作，从而缩短组

装时间并节省元件成本。这种技术让 MACOM 成为目前市场上唯

一一家自对准集成电路提供商！

在谈到未来 InP 激光器是否会被硅基激光器取代的问题时，

Vivek 表示，目前 InP 激光器的性能远远好于现有硅基激光器，

受限于量子转换效率，在可预见的未来，硅基激光器取代 InP 激

光器的可能性很小，当然也不排除未来硅基技术突破，实现反转

的可能。

PAM-4 技术将是 400G 的主流解决方案

MACOM 今年 1 月宣布完成对 APM( 也就是 AMCC) 的收购，

收购 AMCC 后不仅增加了 MACOM 的实力，拓展了客户群，还

增加了数模混合和 PAM-4 PHY 产品线，大大拓展了 MACOM 的

模拟光电业务，这其中，PAM-4 技术是 MACOM 收购 APM 的

重要考量，而该技术也被认为是下一代 400G 数据中心的主流解

决方案。

MACOM 高级市场总监 Tracy Ma 表示，PAM-4 调制采用

高性能模拟电路和 DSP 来应对数据中心挑战，每位符号传送 2 位

比特能够降低带宽要求（相比之下，现有 NRZ 技术只能传送 1 位

比特）。“PAM-4 降低了每比特的成本和功率，可以说是通往

400G 及更高数据速率的最佳途径。”

“目前，全球主要的数据中心运营商正在大量部署 100G 光

学器件，以此构建数据中心内部交换结构”，Ovum 的传输和路

由业务实践负责人 Ian Redpath 表示。“如今，数据中心内部

连接市场正随着以太网交换专用集成电路的进步驱动着。随着

400G 交换机进入市场，光收发器也将需要与时俱进，快速过渡

到 400G。Ovum 预计，截至 2021 年 100G 数据中心内部连接

市场将实现 56％ CAGR 的爆炸性增长，届时将迫切需要低成本

的 100G 单 λ 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业界也将逐渐开始采用更高

速率的 400G 链路，而该链路同样利用单 λ 技术。我们预计，

MACOM 的 PAM-4、TIA、CDR 和激光器驱动器芯片组将为推

动这类部署提供助力。”

Tracy Ma 表 示，MACOM 单 波 长 100Gbps PAM-4 解

决方案是业界首款完整的“交换芯片到光纤”产品组合，因此

MACOM 能够优化整个信号通道。这个组合包含了 Bump-in-

the-wire MACsec 以太网加密，将传输速率提高 4 倍、可实现单

λ100Gbps 光互联的 PAM-4 PHY，专为数据中心而优化的激光

驱动器和 TIA，以及领先的 PIC（光子集成电路）。“该组合预

计将加速 100G 和 400G 光收发器部署到云数据中心应用，并进

一步确保链接安全。”

“2016 年，MACOM 的芯片解决方案为数据中心和企业应

用贡献了超过 100 万个 100G 模块，奠定了我们在该领域的市

场领导地位”，MACOM 光网络组件业务副总裁兼总经理 Vivek 

Rajgarhia 表示。“我们的全新芯片组可为 OEM 提供必要的模拟

和光子元件，协助他们快速向单 λ100G 及以上速率过渡。同时，

我们也可以提供不限调制方式、完整的数据中心连接光通信解决

方案。”

小结

随着新型云数据中心的投资不断加大，促进了 100G、400G

及以上业务的增长。这将让专注于电信和云数据中心的 MACOM

受益匪浅。

MACOM + Applied Micro 的组合将满足快速增长的云数据中

心业务需求。MACOM 已与 7 个主要云数据中心 OEM 中的 5 个

展开合作，并能够提供广泛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市场要求和发展趋

势。

专利 EFT 技术结合硅光子技术使 MACOM 能够为爆发增长

的数据中心市场提供低成本和大容量的解决方案，完全颠覆了数

据中心的光通讯成本，这一点尤为重要。

目前 MACOM 已经报名参展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电专业盛会 ---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9 月 6 日 -9 日深圳会展中心），
展位号：1A32。欢迎感兴趣的企业和专业人士前去交流洽谈，了解更
多创新产品及技术。 

图 5	L-PIC 装配工艺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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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自今年以来，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正不断加快推进步伐：从年初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WC2017）上成为焦点，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大 5G 技术研发和转化……专家认为，在全球各大移动通

信巨头的全力推动下，未来两年 5G 商用进程有望提速，并将支撑万物互联时代早日到来，细分行业将迎来井喷式发

展期。 

5G 商用进程未来两年将提速 
将支撑万物互联时代早日到来

全球移动企业加速部署

在今年 3 月份召开的 3GPP RAN（即第三代

合作项目 - 无线接入网络）第 75 次全体大会上，

3GPP 正式通过了 5G 加速的提案。按照这份提案，

3GPP 将在 R15 版本内，加速 5G 新空口（NR）

标准进程，将 5G NR 非独立组网特性提前至 2017

年 12 月完成，相比原计划提前半年。

5G 标 准 加 速 提 案， 得 到 NTT DOCOMO、

SK 电讯、沃达丰、爱立信、高通、英国电信、

Telstra、韩国电信、英特尔、LG 电子、华为、

Sprint、vivo、中兴通讯、德国电信等多家运营商、

设备商及终端芯片厂商相关产业链多方的支持。今

年底即将完成的 5G 新空口（NR）标准，将会全

面揭开 5G 系统的第一版完整面貌，将使设备制造

商、芯片商和终端厂商能够更早地开始开发，运营

商将能够更快地向客户提供标准化的 5G 服务，满

足全球日益增长的移动宽带需求。

记 者 近 日 从 高 通 获 悉， 高 通 旗 下 子 公 司

Qualcomm Technologies 正在扩展其骁龙 X50 5G

调制解调器系列，首批采用骁龙 X50 5G 新空口调

制解调器的商用产品预计将于 2019 年上市。高通

执行副总裁克里斯蒂亚诺 • 阿蒙表示，高通正在通

过骁龙 X50 5G 系列产品的创新和商用，引领全球

5G 之路。这些关键技术对于在顶级智能手机、便

携式 PC 和新型移动终端中释放下一代联网计算和

消费体验的全部潜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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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无线网络营销运作总裁邱恒近日表示，5G 的全球统一标

准将在 2018 年推出，届时，华为也将推出支持 5G 标准的产品，

并将于 2019 年正式上市。为迎接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行业需要

从频谱使用、网络架构的演进和新商业应用孵化三个领域做好全

面的准备。

中兴通讯同样在紧抓 5G 发展机遇，积极进行布局，目前已

携手多个合作伙伴完成基于 FDD 制式的 Massive MIMO 产品的

外场预商用验证，并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中部署了 40 多个 Pre 5G

网络。公司预计在 2018 年第三季度开始 5G 的商用预部署，2019

年第一季度实现规模商用部署。

在今年初于巴塞罗那举行的 2017 世界移动大会上，芯片厂商、

电信运营商、设备商、终端厂商等更是争相展示出 5G 领域技术

与设备的最新进展；同时，AT&T、苹果、爱立信、华为、英特

尔等超过 20 家通信行业巨头宣布，将 5G NR 非独立组网标准化

完成时间，从 2018 年 6 月提前到 2017 年 12 月，以满足运营商

在 2019 年开展 5G 商用的强烈需求。在业内人士看来，非独立组

网标准化完成时间提前正是 5G 商用加速的一个信号。

中国最快明年有望试商用

5G 将来的巨大体量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正在被人们广泛认

知。高通预测，到2035 年，中国5G价值链将实现9840亿美元产出，

全球 5G 价值链将实现 3.5 万亿美元产出；到 2035 年，中国 5G

价值链将创造 950 万个工作岗位，全球 5G 价值链将创造 2200 万

个工作岗位。业内人士表示，5G 移动通信代表了未来移动互联网

主要发展方向，其应用将从人与人之间的宽带互联拓展到万物互

联，从而更加深刻地影响未来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和生活模式。

目前，在推进 5G 方面，我国已处于领先地位。自 2012 年底

到现在，我国和国际同步启动 5G 研发，成立了 IMT-2020（5G）

推进组，现有 56 个成员，涵盖国内外移动通信产学研用单位，

5G 技术研发试验全力支持在 ITU 和 3GPP 框架下研制全球统一

的 5G 技术标准，支撑 5G 商用。业界观点称，目前我国 5G 研发

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试验，最快明年有望试商用。业界预计，中

国在 2020 年将部署超过 1 万个 5G 商用基站。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明确提出，在 2017 年要加快 5G 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

产业集群。对此，分析人士认为，我国 5G 产业有望迎来巨大政

策红利，关键技术将加速突破。

据海通证券近日发布的研报显示，5G 机遇渐来，2019 年预

期国内规模建设启动；2017-2018 年是国内 5G 规模建设前的过

渡期。

目前，北京市怀柔区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 5G 试验外场，按

照中国 5G 技术研发试验“三步走”规划，当前处于第二阶段，

部分通信产业企业在此已经顺利完成第一阶段测试，各项技术的

测试结果达到预期，为后续的 5G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不久前，“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应用战略实施标准授

权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南方分院院长肖雳表

示，5G 是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是中国自

主创新走向国际化的典型体现。作为保证技术和全产业链的关键，

测试技术在 5G 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年三月初，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南方分院在国际 3GPP 国际标准组织中成功立项首个

“5G 终端测试标准”，这也意味着产业的成熟应用进入到了倒

计时阶段。

细分行业将迎井喷式发展期

在业内人士看来，新商业模式需求正倒逼 5G 时代快速来临，

当前 VR/AR，物联网、无人驾驶等新产业的高速发展，对移动通

信技术的高传输速率、高可靠性、低延时性提出了质变性要求，

倒逼 5G 技术快速成熟。

专家表示，未来的 5G 将会跟 ICT 融合趋势紧密结合。中国

联通研究院首席专家唐雄燕认为，未来整个通信业务的发展会朝

着“CBD”方向发展。所谓的C是云（cloud），B是宽带（broadband），

D 是多样性（diversity），跟互联网、实体经济更加融合，从今

天的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发展。

根据高通预测，5G 最终将推动万物互联并催生车联网等应用

发展。从产业链角度来看，首先将是大规模网络部署先行，通信

设备商最为受益；其次是物联网等新增需求推动运营商在 5G 领

域布局深化；另外，5G 商用将带动下游应用爆发。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近期指出，5G 的到来，对行

业备战来说已经是刻不容缓。眼下运营商、芯片企业、通信设备

企业都在积极加入竞争。5G 时代，四大领域预期会成为重点：一

是车联网，二是 VR/AR，三是家庭宽带和智能家居，四是智能制造。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安全工程学院教授李建华表示，5G 网络的

商用发展，将极大地撬动规模达万亿元的物联网产业，包括车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家居、无人机等典型的物联网细分行业，

这些行业将迎来井喷式发展期。

专业研究机构认为，当前产业链各环节厂商为争先上车，都

在加速推进 5G 的研究、测试等，5G 商用进程有望加速，有可能

赶在标准落地之前到来。相比 4G 中人与人的连接，5G 应用场景

拓展到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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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行业全年趋势：
仰望 5G 的星空，脚踏光纤的实地

年 报季不仅是上市公司 IR 最忙碌的时刻，也是诸多研究员“痛

并快乐着”的日子，太多的公司年报同一时期披露，是超

出预期还是低于预期？来年规划是啥 , 战略部署如何？诸如此类

的问题，挑逗着每一个二级狗的神经。

对于一个行业，应该考虑“擒贼先擒王”，龙头的表现基本

就反映了行业趋势，这是八九不离十的。如果考虑产业链，有奶

就是娘，看金主就对了，毕竟“大河无水小河干”。先说结论：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需加努力。仰望 5G 的星空，脚踏 4G 的实地。

一、众生相

运营商过得如何？看看年报怎么说。

三大运营商 2016 年盈利情况（亿元）

2016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营运收入（亿） 7084 3523 2409.8

全年增速（%） 6% 6.4% 2.4%

归属净利润（亿） 1087 180 1.5

全年增速（%） 0.2% -10.2% 95.6%

剔除铁塔一次性收益 10.5% 11.7%

2016 年中国移动营收 7084 亿，中国电信 3523 亿，中国联

通 2409.8 亿。老大哥移动第一的宝座稳如泰山，处于领跑地位。

净利润 1087 亿，更是让电信（180 亿）和联通（1.5 亿）望尘莫及，

占到三家总和的 86%。剔除 2015 年处置铁塔资产的收益，平心

而论移动 10.5%、电信 11.7% 的净利增速，联通在大幅投资还能

扭亏为盈还是不错的。

用户数量上中国移动的移动用户累计 8.49 亿，电信和联通加

起来只有 4.79 亿，移动依旧让电信和联通望其项背。固网用户，

虽然电信固网发力早，但移动与之差距不断减小，全年净增数比

电信和联通之和还多，在移动通信市场打遍无敌手后，短短几年

又成为固网宽带的老二，为各路诸侯所胆寒。

三大运营商 2016 年运营数据

2016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移动用户累计（亿） 8.49 2.15 2.64

全年净增（万） 2266 1710 1151

固网用户累计（万） 7762.4 12312 7523.6

全年净增（万） 2259 1006 291

再来看今年的开支计划，移动依然出手阔绰，风头抢尽，“凡

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马太效应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看点来了，三家运营商的资本

开支继续缩减，同比变化中国移动 -6%，电信 -8.1%，联通 -37.6%。

有没有感觉一点点的不一样？

三大运营商 2017年资本开支计划（亿元）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2016 年资本开支（亿元） 1873 968 721.1

2017年计划开支（亿元） 1760 890 450

同比变动幅度（%） -6% -8.1% -37.6%

具体到基站上，这数字就更可怕了，三大运营商计划新增 4G

基站数同比下滑近 50%。

三大运营商累计4G基站数（万个）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2016 年新增（万） 40 38 33.7

累计数（万） 151 89 73.6

2017计划新增数（万） 26 2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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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设备商老大哥华为，2016 年年报显示遇到问题了，营

收创新高，但利润增幅显著落后于营收的增幅。

同时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呈现负增长，资产负债率逐年提高。

具体到业务。运营商业务虽然同比增长 23.6%，相比企业业务、

消费者业务增速明显落后。

2016 年华为业务回顾

2016 年，华为坚持战略聚集，厚积薄发，实实在在为客户

创造价值，全年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521,574 百万元，同比增长

32.0%。

(人民币百万元) 2016 年 2015 年 同比变动

运营商业务 290,561 235,113 23.6%

企业业务 40,666 27,610 47.3%

消费者业务 179,808 125,194 43.6%

其他 10,539 7,092 48.6%

合计 521,574 395,009 32.0%

除运营商业务外，其他业务同比增速也下滑很厉害（抛去体量变化）。

2015 年华为业务回顾

2015 年是华为聚焦管道战略以来成效显著的一年，在运营商

业务、企业业务和消费者业务邻域均获得了有效增长，全年实现

销售收入人民币 395,009 百万元，同比增长 37.1%。

(人民币百万元)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变动

运营商业务 232,307 191,381 21.4%

企业业务 27,609 19,201 43.8%

消费者业务 129,128 74,688 		72.9%

其他 5,965 2,927 103.8%

合计 395,009 288,197 37.1%

二、水少了

从运营数据来看，移动在移动用户市场全面领跑，固网用户

数也迅猛增长，大有赶超电信全面胜出之势。话说天下大势，分

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前是三国鼎立，现在是联吴抗曹——电信

和联通在众多领域进行合作。保不齐哪天又合并或者拆分了。

移动营收和净利润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这得益于首先拿到

4G 牌照，吃到了 4G 的大蛋糕，固网通过价格战获得客户也是极

好的，养而杀的战略执行的非常好。最弱势的当属联通，所以混（以上数值均为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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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也最积极，不管是频谱的松绑还是政策层面，国家都是大力支

持的。

不过当 4G 渗透率已很高的情况下，5G 至少还有 1 年才会见

分晓，三家运营商都持谨慎态度，延续了 4G 高峰后的下降趋势，

相比电信和联通的大幅下调，移动下调比例最低。总计划资本开

支同比减少 462.1 亿，同比降幅为 13%，这或许意味着通信设备

商的苦日子又快到了。

2014-2017年三大运营商CAPEX 变化

运营商 年份
资本性支出

现金流出（亿元）
计划开支
（亿元）

实际开支
（亿元）

中国电信

2014 804.57 803 769

2015 1020.22 1078 1091

2016 990.38 970 968

2017 - 890（-8.1%） -

中国移动

2014 1718.29 2252 2151

2015 1739.05 1997 1956

2016 - 1888 1873

2017 - 1760（-6%） -

中国联通

2014 695.86 871 849

2015 884.65 1000 1339

2016 982.93 750 721

2017 - 450（-37.6%） -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海通证券研究所

两会李总理明确要求降费提速，将对 2017 年的业绩带来一

定影响，运营商逐渐管道化。不过该做的依旧要做，移动 2017 年

资本开支计划中，传输网这一项提高了 4.8%。电信表示正在关注

国际电信大会 5G 的标准制定进展。联通不派息，为 5G 做储备。

运营商普遍采取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

对于设备商，掌门人最有发言权。

记者：想问一下 2016 年的净利润仅增长 0.4%，2017 年有没

有想变化你们的战略，看到特别的市场调整 ?

孟晚舟：徐总说了，大概 7% 左右的利润率，以我们的体量

和行业中的地位，我认为是合理的。本身企业离不开外部的环境，

如果客户的经济情况不好、供应商经济情况不好、伙伴经济情况

不好，很难独善其身。从公司的业务运作来说，无论我们的利润

率高还是低，始终不会改变在“深淘滩，低作堰”的战略选择。

根据我们今年的业务设计，看到加强利润中心的权力和责任建设。

同时，会以项目为单元加强资源投入，以项目最微小的单元能够

保障健康良好。

总结起来就是水少了。不同渠道确认了华为今年没年会，也

说明了开源节流的紧迫性。

三、降期待

看完了事实，来推导结论，总结起来就是大环境不好，华为

也在降低预期，通信板块没有大机会。

圣经里讲“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对应在股市里就是“野

百合也有春天”。虽然运营商放缓了基建投资，这不代表泥沙俱下。

固网建设方面，联通时隔两年重新开启光纤集采，第一阶梯

规模为 4296 万芯公里，去年这一数字是 3000 多万。移动刚刚发

布《2017 年至 2018 年非骨架式带状光缆集采（第一批次）招标

公告》，保守假设全部对应 16 年特种光缆的采购量（肯定不止），

同比也大幅增长 68.8% ，远超预期。同时广电 1.2 亿户宽带改造

也将拉动对光纤光缆的需求，大概率又是长飞光纤光缆的一剂兴

奋剂。

光纤铺设也是离不开光网络器件的，“香蕉大则香蕉皮也大”

的道理，昂纳科技又开心了。

无线网方面，中信集团和国网拟成立全国第四家运营商中广

移动，业内预计上半年落地，预计新建基站 20 万个，将三大运营

商减少 43.7 万基站砸出的坑回填一半 , 基站天线供应商京信通信、

摩比发展在坑中流下感恩戴德的泪水。

通信设备方面，如果广电投入骨干传输网以及接入网建设，

这部分增量非常可观，中兴通讯经历了美国罚款，也算苦尽甘来。

总结

5G 尚未到来，又领了总理降费提速的军令状，大金主运营商

都在节衣缩食观望（光通信领域除外），通信板块整体上不会有

大行情。

但蛋糕还是要重新切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是有人能吃

肉的。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何时到我家。

广电和中广移动作为两个最大变量，是一定要关注的，如果

坐实或者超预期更要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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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家居市场

国 际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或将在

2020 年前成为亚洲最大的智能家居市场。

这篇名为《群雄逐鹿的全球智能家居战场》的报告预计，到

2020 年，全球智能家居的整体规模将由目前的 100 亿美元增长至

500 亿美元，并有望在 2030 年激增至 4000 亿美元。到 2030 年，

亚洲市场销售额将超过 1150 亿美元，占据全球市场 25％以上的

份额。

报告指出，智能家居在中国的迅速渗透主要得益于日益增加

的家庭收入。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研究结果，到 2030 年，年收

入突破 3.5 万美元的中国家庭将超过 4000 万户。

科尔尼公司合伙人、亚太区通信与电子业务负责人、报告合

作者道博斯坦说：“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的关键推动力

之一。首先，国家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家庭收入水平增加；

其次，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这两大因素将让中国成

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智能家居市场之一。”

道博斯坦认为，中国已经拥有完善的设备和技术生态系统，

能够加速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等本土技

术巨头，以及小米和海尔等已经在生产智能家居产品的本土设备

制造商将成为行业的主要推动者。但是由于牌照和审查制度等原

因，国际技术公司很难打入中国智能家居市场。

报告指出，四个重大的变化趋势使得联网智能家居在亚洲成

为现实，同时，这四大趋势将加速智能家居市场的进一步扩张：

首先是互联性和智能化。智能手机在技术和处理能力方面的进

步大大提高了家居设备的互联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采用，让

部分应用能够迎合用户的需求和期望，使得家居生活日益智能化。

其次是互操作性。随着不同制造商生产的产品之间的互操作性

不断增强，智能家居应用在消费者中逐渐普及。产业联盟的迅速

增加以及为标准化协议和开放平台所做的努力使得智能家居生态

系统不断完善。

再次是产品可及性和成本。几乎各类家居设备都已经是自动化

产品，有 80％已经实现了智能化并且在市面上可以购买。随着关

键技术和部件的成本下降，智能家居设备如洗衣机、冰箱和门锁

等的价格也将更加亲民。

最后是全新盈利模式。 智能家居应用正在与更广泛的网络相

联，从而连接生态系统内的所有企业，催生全新的盈利模式。例

如带有液晶显示器的联网冰箱可以通过线上广告带来收入。

科尔尼合伙人纳拉辛汉补充说：“ 智能家居市场为行业内

的所有企业都提供了宝贵机会，但是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同时具

备几个关键的因素，包括：平衡本地和全球战略，从产品导向快速
转变为服务导向，找到正确的合作伙伴，整合智能家居集成平台。
第一家成功推出智能家居集成平台的公司将获得决定性的先发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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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极通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博晶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慈溪龙山镇范市工业区兴园路 305
电话：0574-63704720	 	 传真：0574-63710838
邮箱：alaway@me.com	 	 网址：	www.ftther.com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火炬高新区创业园创业大厦 120 室
电话：	0592-5654050
E-MAIL：wentyliu@foxmail.com

产品名称：预埋式光纤快速连接器
插入损耗 Insertion loss：≤ 3Db
回波损耗 Return loss：≧ 50Db
工作温度 Working temperature：-40~+70℃
适用光纤 Applicable for：2.0*3.0 蝶形光缆
适用范围 Scope of application：FTTH 光纤用户工程
适用模式 Fiber mode：单模

产品靓点
1. V 槽封闭，抗变形专利设计，稳定性极大提升
2. 使用三环插芯，进口塑胶材料保证优秀品质
3. 专利匹配膏防流失功能，使用寿命大于 15 年
4. 穿入光纤可自动产生微弯，重复组装可达 50 次
5. 皮缆预夹紧功能防止掉落适合高空，单手工作
6. 光纤引导槽设计，适合在较暗处进行操作组装
7. 器件总长 50-60mm，适合光纤面板，狭小空间使用
8. 提供多种配套工具，提示卡确保装维正面操作
9. 提供涂覆层开剥器可替代弥勒钳防止光纤断纤
10. 提供专业的服务培训，可 100% 解决冷接问题

产品广泛应用于光纤通讯接收端 PIN-TIA 或者单 PIN，系列芯片包括：1~40GHz InGaAs PD（1310nm PD），1~100GHz GaAs PD（850nm 
PD），Laser Diode Monitor PD（背光芯片，可用于 FP、DFB、VCSEL、EML 等），Edge Monitor PD（侧面收光 MPD，可用于平面贴装
背光监控）。

同时我们还可以提供 LED 芯片（可见光、超高亮度、红外线发光二极管），Si PD（光敏二极管、光电晶体芯片、齐纳二极管）

预埋式光线快速连接器
SC	APC	B

预埋式光线快速连接器
SC	APC	A

预埋式光线快速连接器
SC	UPC	A

预埋式光线快速连接器
SC	UP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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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成像：
光学大革命即将到来（上篇）
作者：段迎晟，谢恒，章书勤（方正证券）

前言：
光学一直是科技创新的重头戏，智能手机摄像头经历了 2D 时代像素和个数的倍增，孕育了大立光等优质公司。3D 成像技术的成熟

拉开了二维向三维升级的帷幕，有望带动光学创新大革命（绝非“微创新”可比），本文作为市场首篇深度剖析，将为投资者和产业界挖掘
相关投资机会。

1、3D 成像究竟是什么？
光学升级一直停留在像素、感光等二维层面，也是智能手机创新周期的主驱动力。3D 成像在二维的基础上，实现了像素景深的叠加，

拍照的同时记录下对象的立体信息，推动人脸识别、虹膜识别、手势控制、机器视觉等变为现实，是开启 AI 和 AR 时代的感知钥匙。
2、为什么说 3D 成像即将带动下一轮光学创新浪潮？
1）空间：交互向三维升级，远非平面像素升级可比；
2）产业链：已实现商用，我们判断结构光方案大概率成为 2017 年某顶级品牌杀手锏；
3）成本：有望实现对传统生物识别的替代，性价比极高；
4）厂商意愿：目前了解到国产大厂跟进意愿极强。
3、为何我们强调要重视 3D 成像？
1）大概率爆发：堪比五年前的触屏，一年前的双摄；
2）预期差极大：产业链新，产业和资本 3D 成像认知度都不高。
4、3D 成像爆发，潜在受益环节有哪些？
3D 成像主要有发射端和接收端组成，我们估计关键器件产能很可能会被锁定，严重供不应求，核心零组件拥有充分定价权。发射端

高端激光发射器（VCSEL）和准直镜头产能和专利被顶级公司绑定，接收端窄带滤光片产能瓶颈明显。同时 3D 成像将带动摄像头模组单
价大幅提升。

投资评级与估值
我们认为 3D 成像未来两年将实现快速普及，目前存在强烈的预期差，强烈看好产业链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公司，首推滤光片龙头水

晶光电，看好核心器件 LITE.O、VIAV.O、STM.N、AMS.SIX，模组公司舜宇、欧菲光、丘钛等大概率受益。
有别于市场的观点：
1）我们判断顶级品牌将采用前置结构光，3D 成像和虹膜融合；
2）未来两年前置结构光 + 后置 TOF 有望得到推广；
3）国产手机跟进意愿强烈，预计明年 3D 成像即将普及。

风险提示：客户推进不及时；耗电量过大影响待机；手机销量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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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 成像，交互实现向三维的飞跃
1.1 光学的升级一直停留在二维的像素提升

拍照一直是智能手机的重要卖点，像

素和拍照性能是换机的主驱动力之一，以

iPhone 为例，后置相机从单颗 2M 升级到

双 12M，前置相机从无到 8M，其性能提升

幅度远超其他任何零组件。

iPhone 手机摄像头配置提升明显

iPhone 机型 摄像头配置

iPhone	3G 后 2M

iPhone	3GS 后 3M

iPhone	4 后 5M+前 0.3M

iPhone	4S 后 8M+前1.2M

iPhone	6s 后 8M+前 5M

iPhone	7 后 12M*2+ 前 7M

资料来源：苹果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iPhone1	-	iPhone6 的成像效果对比
（微距、强光、弱光条件下）

资料来源：腾讯科技，方正证券研究所

虽然光学性能提升幅度巨大，但是

仍然沿用着最传统的原理：二维成像，即

把现实三维世界的图像信息映射到二维的

CMOS 感光元件上实现成像。

手机摄像头模组组成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1.2		3D 成像包含像素景深信息的叠加

普通摄像头都是 2D 平面成像的，丢失

了物理世界中的第三维信息（尺寸和距离

等几何数据），计算机只能实现影像记录

和平面图像特征识别，分析算法难度极大，

目前能够实现的智能分析功能十分有限。

3D 成像能够识别视野内空间每个点位

的三维坐标信息，从而使得计算机得到空

间的 3D 数据并能够复原完整的三维世界并

实现各种智能的三维定位。

目前主流的 3D 成像包括结构光、TOF

和双目。

1.3			主流的 3D	成像技术有三种：

1）结构光（Structure Light）。结构

光投射特定的光信息到物体表面后，由摄

像头采集。根据物体造成的光信号的变化

来计算物体的位置和深度等信息，进而复

原整个三维空间；

2）TOF（Time Of Flight，飞行时间）。

通过专有传感器，捕捉近红外光从发射到

接收的飞行时间，判断物体距离；

3）双目测距（Stereo System）。利

用双摄拍摄物体，再通过三角形原理计算

物体距离。

3D 成像主流方案

资料来源：Google 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三种 3D成像方案对比

结构光 TOF 双目测距

技术成熟度 ☆ ☆☆ ☆☆☆

硬件成本 ☆☆☆ ☆☆ ☆

模组大小 ☆☆☆ ☆☆☆ ☆

功耗 ☆☆ ☆☆☆ ☆

时延 ☆☆ ☆☆ ☆

强光性能 ☆☆ ☆☆ ☆☆☆

暗光性能 ☆☆☆ ☆☆☆ ☆☆

额外光源 需要 需要 不需要

散热要求 ☆☆☆ ☆☆☆ ☆

软件复杂度 ☆ ☆ ☆☆☆

资料来源：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1.3.1	结构光的原理及实现

1）结构光的原理

结构光顾名思义就是有特殊结构的光，

比如离散光斑、条纹光、编码结构光等。

将这样的一维或二维的图像投影至被测物

上，根据图像的大小畸变，就能判断被测

物的表面形状即深度信息。举个例子，拿

一个手电照射墙壁，站近或站远，墙上的

光斑是不同大小的，从不同角度照射墙，

光斑也会呈现不同的椭圆。这就是结构光

的基础。而深度计算的方式也有多种，如

我们这里重点说一下被苹果公司收购的以

色列 PrimeSense 公司 Light Coding 方案。

结构光效果图

资料来源：Google 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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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Coding 的 光 源 称 为“ 激 光 散

斑”，根据 PrimeSense 在专利中的描述，

红外激光生成器射出准直后的激光束，通

过光学衍射元件 DOE（Diffractive Optical 

Elements，如扩散片和光栅）进行衍射，

进而得到所需的散斑图案。这些散斑具有

高度的随机性，而且会随着距离的不同而

变换图案。也就是说空间中任意两处的散

斑图案都是不同的。只要在空间中打上这

样的结构光，整个空间就都被做了标记，

把一个物体放进这个空间，只要看看物体

上面的散斑图案，就可以知道这个物体在

什么位置了。当然，在这之前要把整个

空间的散斑图案都记录下来，所以要先

做 一 次 光 源 基 准 标 定（pattern）。Light 

Coding 发射 940nm 波长的近红外激光，

透过 diffuser（光栅、扩散片）将激光均匀

分布投射在测量空间中，再透过红外线摄

影机记录下空间中每个参考面上的每个散

斑，形成基准标定。标定时取的参考面越密，

则测量越精确。获取原始数据后，IR 传感

器捕捉经过被测物体畸变（调制）后的激

光散斑 pattern。通过芯片计算，可以得到

已知 pattern 与接收 pattern 在空间（x, y, 

z）上的偏移量，求解出被测物体的深度信

息。

2）技术实现

结构光的实现难度有如下几个方面：

1）首先是经济成本，深度摄像头远高于一

般的摄像头；2）摄像头需要的空间和功率

限制，手机摄像头已经可以做到很小的体

积和很小的功率，但是深度摄像头还很难，

特别是如果希望能达到比较高的精度；3）

很多深度摄像头是需要额外光源的，因此

还要专门的散热设备；4）后端的软件匹配。

1.3.2	TOF原理及技术实现

1）TOF原理

Time of Flight 是一种主动式深度感应

技术，在每个像素点，除了记录光线强度

信息之外，也记录下来光线从光源到该像

素点的时间（即 Time of Flight）。首先让

装置发出脉冲光，同时接收目标物的反射

光，藉由测量时间差算出目标物的距离。

TOF原理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如上图所示，假设脉冲波形的频率为 f，

接收与发送脉冲波形的相位偏移是 ∆φ，则

∆φ/2πf 为脉冲波形往返所经历的时间。

用光速 c 乘以时间则可以得到往返距离。

2）TOF技术实现

TOF 的硬件实现方式和结构光类似，

区别只是在于算法上，结构光采用编码过

的光 pattern 进行投射，而 TOF 直接计算

光往返各像素点的相位差。

1.3.3	双目测距，传统的 3D感知方法

双目测距原理类似人的双眼，在自然

光下通过两个摄像头抓取图像，通过三角

形原理来计算并获得深度信息。目前的双

摄就是双目测距的典型应用。

双目测距原理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1.4	3D 成像是开启AI 和 AR时代的感知钥匙

以 AI 的机器视觉为例，目前主流在

2D 图像上通过算法实现智能识别，但是由

于 2D 图像本身包含的信息有限，即使算法

再先进，输入信息将成为智能化的短板，

如果能够有全面的三维信息，每个对象的

三维轮廓、物理特征将更为充分识别，提

升导航、轨迹、识别等 AI 应用能力。同样的，

AR 应用中 3D 成像也是必不可少。

3D 成像帮助 AI 更精确的空间感知

资料来源：德国西克，方正证券研究所

2.  3D 成像即将带动下一轮光学创新浪潮

2.1	交互向三维升级，想象空间巨大

纵观人机交互的历史，打孔指令带、

DOS 系统 + 键盘形成了早期一维人机交互；

Windows+ 鼠标的二维交互方式开启了互

联网 /PC 时代，触摸屏和摄像头的二维交

互方式则开启了移动互联网 / 智能手机时

代，而到了以 AR 为代表的下一代计算平台，

则需要三维的交互方式。

人机交互历史

资料来源：易观咨询，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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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触摸屏和摄像头

成为主要的人机交互媒介。触摸屏可以方

便地实现各种操作，相比键盘和鼠标更为

自然和顺畅。摄像头实现了大量的内容输

入，也是一种重要的人机交互媒介。

但触摸屏和摄像头仍属于 2D 的交互方

式。在触摸屏上，我们只能实现平面范围

内的感应和触控，即使出现了 3D Touch 等

新的触控方式，人机交互也依然只局限在

一个平面上。而现有的摄像头则只能实现

2D 图片的拍摄，无法实现 3D 图像的交互。

而到了以 AR 为代表的下一代计算平

台，则需要 3D 的交互方式，这是由 AR 设

备的定义所要求的。AR 技术是指借助计算

机视觉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产生物理世界

中不存在的虚拟对象 , 并将虚拟对象准确

“放置”在现实世界中。通过更自然的交互，

呈现给用户一个感知效果更丰富的新环境。

AR 技术让一头鲸鱼从地板中跃出

资料来源：Magic	Leap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由于现实环境是 3D 的，所以 AR 技术

为了实现逼真的效果，也需要产生 3D 的虚

拟对象，并把 3D 的虚拟对象叠加显示在现

实的物理环境中，这就要求 AR 设备可以

实现 3D 的输入和输出。

AR 技术需要 3D 的输入和输出

资料来源：易观咨询，方正证券研究所

由于 AR 所需要的是 3D 的交互，所以

现有的触摸屏和摄像头等 2D 的交互方式并

不满足 AR 的要求，需要新的交互技术。

三维交互的应用广泛：精确的脸部识

别可以用于解锁、支付；精确的手势及动作

识别可以用于家庭游戏娱乐；精确的人形

建模可以让网购更有效率，让移动社交更

真实。而全球生物识别（2015 年 130 亿美

金）、游戏（2016 年 996 亿美金）、B2C

电商（2015 年 2.2 万亿美金）加在一起粗

略统计是一个超过 2 万亿美金级别的市场。

哪怕三维成像应用渗透率只有 10%，都将

造就一个万亿人民币级别的市场规模。3D

成像的未来想象空间巨大！

3D 成像电商应用，手表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3D成像美容化妆应用

资料来源：苹果公司专利，方正证券研究所

2.2	已实现商用，预计成为 2017 年顶级品牌
手机杀手锏

从技术角度来说，3D 成像并不是近年

才新出现的。自 2009 年微软发布基于 3D

成像的游戏体感交互设备 Kinect 已经有 8

年时间，而 Google 的 Project Tango 也提

出了 4 年。随着图像处理芯片技术的更新

换代，AR 需求的不断涌现以及 AI 大数据

技术的风起云涌，进一步坐实了一个事实：

3D 成像已经过了技术基础期，即将进入长

达 5 年以上的高速成长期。

2.2.1	微软 Kinect，体感识别游戏终端

2009 年 6 月 2 日，微软在东京电玩展

上首次发布针对 XBOX360 的体感周边外围

设备 Kinect，当时的代号为 Project Natal

（初生计划）。首日便超过了 WII 主机的

发售数据，之后再以光速超越游戏市场上

的所有记录，让微软在北美乃至全球市场

都可以扬眉吐气。不仅如此，这样具备着

强大潜在实力的技术吸引了多达世界上 8

成左右的游戏厂商加盟，为后续的游戏产

业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交互式游戏感知设备

资料来源：iResearch，方正证券研究所

Kinect 彻底颠覆了以往游戏的人机交

互方式，相比对手任天堂 Wii 依靠游戏杆

上的传感器 Wii Remote 识别用户动作的限

制，Kinect 不需任何手持设备，能捕捉玩

家全身上下的动作，直接用身体来进行游

戏，带给玩家“免控制器的游戏与娱乐体

验”，也让游戏类型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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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ect	1.0	拆机镜头位置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Kinect	1.0	配置

品牌型号 微软	Kinect	V1.0

发布日期 2010 年 11月

RGB 摄像头 640*480，30fps

IR 摄像头 320*240，30fps

3D	Sensing 技术 结构光

电调马达 自动追焦

使用距离范围 0.4	-	4.5m

记录骨骼点 20 个 / 帧

资料来源：微软 XBOX官网，方正证券研究所

Kinect V1 采用 PrimeSense（2013 年

被苹果收购）结构光方案，硬件上由三个

镜头组成，中间的镜头是 RGB 彩色摄像头，

用来采集彩色图像。左右两边镜头则分别

为红外激光发射器和红外 CMOS 摄像头所

构成的 3D 结构光深度感应器，用来采集深

度数据（场景中物体到摄像头的距离）。

彩色摄像头最大支持640*480分辨率成像，

红外摄像头最大支持 320*240 成像。同时，

Kinect V1 还搭配了追焦技术，底座马达会

随着对焦物体移动跟着转动。Kinect V1 也

内建阵列式麦克风，由四个麦克风同时收

音，比对后消除杂音，并通过其采集声音

进行语音识别和声源定位。

PrimeSense方案

资料来源：PrimeSense，方正证券研究所

PrimeSense 的 结 构 光 方 案， 通 过

Infrared projector 发射一副具有三维纵深

的“立体”编码近红外激光（光源通过准

直镜头和 DOE 器件形成衍射光斑），再通

过接收端的 Infrared camera 收集经人体反

射回来的红外光线。这种光斑具有高度的

随机性，而且随着距离的不同会出现不同

的图案，也就是说在同一空间中任何两个

地方的散斑图案都不相同。只要在空间中

打上这样的结构光然后加以记忆就让整个

空间都像是被做了标记，然后把一个物体

放入这个空间后只需要从物体的散斑图案

变化就可以知道这个物体的具体位置。

Kinect	识别效果图

资料来源：Google 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当然，首先后台需要保存空间标定数

据，假设 Kinect 规定的用户空间是距离电

视机的 1 米到 4 米范围，每个 10cm 取一

个参考平面，那么标定下来我们就保存了

30 幅散斑图像，需要进行测量的时候，拍

摄一副待测量的散斑图像，作为基准数据

信息。将这幅图像和我们保存下来的基准

数据信息依次做互相关运算，这样我们会

得到 30 幅相关度图像，而空间中的物体存

在的位置，在相关图像上会显示出峰值，

把这些缝制一层层叠加在一起，在经过插

值运算就会得到整个场景的三维形状了。

2.2.2	Google	Project	Tango,	全球首款
AR智能手机

Tango 在谷歌已存在 4 年时间，2013

年 初 谷 歌 的 ATAP（ 先 进 科 技 与 计 划）

团队就已开始着手相关的研发。Project 

Tango 的技术主要是使用传感器和摄像头

来对室内建筑进行 3D 建模，同时还具备无

限宽广的应用场景，包括绘制 3D 地图，帮

助盲人在陌生的地方导航，让人们能利用

家中的环境玩拟真的 3D 游戏等。

Tango 效果图

资料来源：Google 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

2014 年 2 月，Project Tango 的 原 型

机亮相，只面对开发者提供首批 200 台原

型机。根据拆机图片，前置摄像头已省去，

后置包含 4 颗镜头，分别是普通的 400 万

像素 RGB 摄像头，用于 3D 成像的红外发

射器和红外接收器，以及一颗鱼眼镜头用

于动作捕捉。这三颗摄像头模组均由大陆

模组厂商舜宇光学提供。

另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硅 谷 初 创 公 司

Movidius（2016 年 9 月被 Intel 收购）的处

理器用于辅助 CPU 进行图像的运算处理。

整机配有一颗容量 3000mAh 容量的锂电池。

Tango 原型机结构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方正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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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载 Tango 的 首 款 商 用 机 型 联 想

Phab2 Pro 于 2016 年 Tech World 大会正

式发布，价格为 499 美元，Phab2 Pro 尺

寸达到了 6.4”。同时，配有全金属机身和

2.5D 盖板玻璃。

由于 PrimeSense 被苹果收购，Google

在 Phab 2 Pro 改用 TOF 技术进行 3D 成

像，设有三种摄像头：最上方一颗是三星

的 1600 万像素 RGB CMOS 摄像头，用于

常规拍照；最下方是 OV 鱼眼镜头，用于

动作捕捉；两者之间则是 TOF 系统构成，

有 上 方 的 Princeton 提 供 的 IR VCSEL，

和下方英飞凌及 pmd 共同提供的 IR Depth 

sensor。这三颗摄像头模组均由大陆模组厂

商舜宇光学提供。

联想 Phab2	供应商解读

资料来源：Google 图片，方正证券研究所整理

联想 Phab2	Pro 配置

品牌型号 Lenovo	Phab2	Pro

发布日期 2016 年 9月

处理器
CPU

高通骁龙
652(MSM8976)，8 核

处理器

视觉处理器 高通 Adreno	510	GPU

存储器
DRAM 4GB

Flash 64GB

屏幕 6.4”	2K	IPS	LCD

机身 铝合金机身

传感器

重力感应器 , 距离传感器 , 加速度感应器 ,
电子罗盘，指纹识别

后置 3D	
Sensing

红外TOF（深度信息）
鱼眼镜头（运动追踪）

前置单摄像头 800 万像素

后置单摄像头 1600 万像素

电池 4050mAh，快充

资料来源：联想，方正证券研究所

为了提供三维场景，三种摄像头各司

其职，并与其它传感器“合作”，以实现

以下功能：

（ 1 ） 运 动 追 踪 （ M o t i o n 

Tracking）：通过移动设备自带的多种传

感器，在不通过外界信号的情况下，实时

获取设备的姿态与位置，追踪设备在三维

空间中的运动轨迹。Tango 创新性地采用

了摄像头与惯性测量单位（IMU）结合的

方法来实现精确的运动追踪功能。

（2） 环 境 学 习（Area Learning）：

利用视觉信息记录与索引外界环境，自动

矫正环境构建与运动追踪中积累的误差，

识别重复环境。该功能描述起来很容易，

但实施起来则相当的困难，首先设备会对

其拍摄的每一帧照片提取特征，然后对出

现的特征进行保存和引索，再利用一些高

效的储存和搜索算法，实时地判断新的一

帧是否跟过去曾经拍摄的环境有相似之处，

如果匹配准确的话，设备可以立即利用之

前已经收集的环境信息。

（ 3 ） 深 度 感 知 （ D e p t h 

Perception）：利用自带的三维飞行时间摄

像头扫描外界三维环境，构筑三维模型，

再配合运动追踪，即可告诉设备在空间中

的位置，与四周障碍物的距离。

2.3	成本：有望实现对传统生物识别的替代，
性价比极高

正如我们上文所述，如果将 3D 成像搭

载在手机前置摄像机，可以通过利用人脸

识别完成屏幕解锁，同时可以利用虹膜识

别完成密码支付，其安全性将强于目前的

指纹识别。

2.3.1	成本增加较少，安全性更强

经过我们的成本推算，以顶级客户方

案为例，目前其 BOM 成本不超过 15 美元，

而前置 3D 成像完全可以实现对 TouchID

模组的替代，而后者目前BOM成本约在6-7

美元，所以 3D 成像实际增加成本在 5-10

美元，成本增加并不明显。

2.3.2	手机可以做到屏幕占比很高

3D 成像除了更安全，实现更多功能以

外，也符合苹果持续追求的外观目标：增

加屏幕在手机中的占比。从 iPhone4 开始，

通过窄边框提升屏幕在手机正面占比，而

OLED 显示的成熟更可以充分利用正面有

效面积，而这时庞大的 TouchID 区域已经

显的非常碍眼了，所以从我们产业了解到

信息，手机厂一直有强烈的意愿取消掉前

置的 TouchID 模组，而 3D 成像正好完美

解决这一痛点。

增加屏幕占比是智能手机趋势

资料来源：digitaltrends，方正证券研究所

2.4	厂商意愿：产业链调研发现国产大厂跟进
意愿极强

结构光方案最主要的玩家 PrimeSense

被苹果收购后，部分客户转向了 TOF 方案，

但是仍然有方案公司继续在结构光领域探

索。深圳的奥比中光便是其中的代表，目

前其结构光方案已经较为成熟，可以商用

在机器人、无人机导航等领域，同时手机

微型化的方案也正是推出。

经过我们的产业调研，目前国产手机

大厂对于 3D 成像需求非常迫切，跟进意愿

极强，已经开始寻找 PrimeSense 以外的结

构光方案合作商，而奥比中光正好弥补了

这一缺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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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超低频拉曼滤光片特性及应用介绍
--- 适用于超低波数拉曼光谱测量

超 低频拉曼滤光片（Ultra Low Frequency Raman Filter）是

目前低波数拉曼光谱测量应用最广泛的一款拉曼滤光片。它

可以实现 10cm-1 以下的拉曼光谱测量。上海昊量光电是此产品主

要代理。

超低频拉曼滤光片 (ULF) 是以硅酸盐光敏玻璃（PTR）为材

料，并通过紫外光干涉曝光方法加工制作产生，它是由 3 片超窄带

陷波滤光片（Notch Filter）和 1~2 片窄带宽带通滤光片（Bandpass 

Filter）组成。体布拉格窄带陷波滤光片（BNF）和体布拉格带通滤

光片（BPF）都同属于体布拉格光栅，它们都在低波数拉曼光谱的测

量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超低频拉曼滤光片（ULF）具有其它标准拉曼

滤光片远远无法比拟的特点，如：

• 可实现低至 5cm-1 的超低频拉曼测量（单级光谱仪）；
• 可同时测量斯托克斯和反 - 斯托克斯拉曼光谱带；
• 环境稳定性强，不受湿度影响；
• 无偏振敏感特性；
• 可承受 400 高温。

超低频拉曼光谱测量主要利用布拉格带通滤光片（BPF）和布

拉格窄带宽陷波滤光片（BNF）两种光栅元件，如下我们详细了解

它们的特性：

1）布拉格带通滤光片（BPF）

布拉格带通滤光片（BPF）主要是对入射激光进行线宽清洁，

去除激光的光谱噪声，确保可以获得较好的激光光束。标准的带通

滤光片带宽一般在 200-300cm-1, 那么在 200cm-1 以下的光谱噪

声将会影响超低频拉曼光谱测量。我们的布拉格带通滤光片（BPF）

带宽 (FWHM) 可低至 5cm-1, 能够很好地将激光噪声清除至 5cm-

1，且抑制比达到 -70dB。

摘要：在科学研究的多个领域，低频拉曼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体光栅拉曼滤光片 （Bragg Notch Filter）是

一种测量超低波数拉曼光谱的独特拉曼滤光片，它能够实现 10cm-1 以下的拉曼测量， 广泛的应用在超低频拉曼光

谱测量仪中，因此，这种体光栅拉曼滤光片也称为超低频拉曼滤光片。 

超低频拉曼滤光片测试原理图

超低频拉曼测试技术原理及演示图（1->2->3->4->5）

来源 : 上海昊量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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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准 波 长：488nm、514nm、532nm、

633nm、785nm 和 1064nm ( 订 制 波 长：

405nm、442nm、458nm、473nm、477nm、

491nm、502nm、561nm、660nm、840nm、

1352nm、1550nm 等 )；

• 带宽（FWHM）小于 7cm-1；

• 反射率：>90% ；

• 标准尺寸：5mm x 5mm ( 大尺寸可定制 )；

• 近衍射极限光束质量；

• 偏转角度：20deg ；

• 应用领域：超低频（太赫兹）拉曼光谱仪、光

束滤波及噪音清楚、半导体拉曼光源 ASE

滤波。

2）布拉格陷波滤光片（BNF）

布拉格陷波滤光片（BNF）能够同时

测量低至 5cm-1 的斯托克斯和反斯托克斯

拉曼光谱带，且实现高达 95% 左右的透过

率。窄带陷波滤光片同样需要满足布拉格

理论，对于衰减为 OD3 的 BNF，其偏转角

度为 12deg，半高全宽（FWHM）接受角

度为 6mrad（约为 0.3 deg）。目前，超低

频拉曼光谱的测量大都是采用我们的超低

频拉曼滤光片（ULF）实现的。

• 标 准 波 长：488nm、514nm、532nm、

633nm、785nm 和 1064nm ( 订 制 波 长：

405nm、442nm、458nm、473nm、477nm、

491nm、502nm、561nm、660nm、840nm、

1352nm、1550nm 等 )；

• 光谱带宽 (FWHM)： 5~8cm-1；

• 衰减值：OD3 或 OD4；

• 标 准 尺 寸：11mm x 11mm , 12.5mm x 

12.5mm ( 外有 1 英寸 Mount)；

• 偏转角度：12 deg。

布拉格陷波滤光片（BNF）是超低频拉

曼光谱测量的核心器件，它通常和布拉格带

通滤光片（BPF）配合成套使用 ( 如果激光

器线宽足够窄，光束质量足够好，可以单纯

使用 BNF 进行超低频拉曼光谱的测量 )。

应用前景分析：

超低波数拉曼光谱测量技术是一种新

型的测量技术，它可以提供低至 5cm-1 的

信号，是其他常规拉曼滤光片所不能提供

的。拉曼光谱是研究新型超导材料、二维

材料等结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分析工

具，而超低频拉曼滤光片是实现低波数拉

曼光谱不可或缺的一种器件。

超导材料是一种具有超导特性的新型

材料，它在一定低温条件下能排斥磁力线

并可以呈现出电阻为零的现象。它这种独

特的特性将会极大的促进能源、电力、交

通运输、强磁体和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

因此，对超导材料的探索及相关的材料科

学基础性研究必然是重中之重。

石墨烯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二维材料，

它独特的结构特征赋予其丰富的物理内涵，

具有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质。其独特的电

子结构和载流子特性在构建大规模集成电

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石墨烯材料必将在

纳米电子器件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随着对超导材料、石墨烯材料结构特

性的的深入研究，超低频拉曼光谱测量技

术也必将得到快速发展并成为一种得力的

测量工具。

超低频拉曼滤光片（ULF）主要应用领域：

• 多晶型物质结构识别；
• 非晶质向晶质转换分析；
• 纳米生物材料结构研究；
• 原位结晶生长于反应监测；
• 金属卤化物；
• 碳纳米管；
• 地址样品分析；
• 气体；
等等多种二维材料，超导材料结构研究。

目前，超低频拉曼滤光片（ULF）已

经得到广泛的使用，昊量光电的客户包含

多个中科院研究机构，如需要详细信息，

可咨询上海昊量光电设备有限公司（Aunion 

Tech）。

超低频滤光片排斥瑞利散射光；
陷波滤光片（BNF）带宽较窄，可以限制并可进行低频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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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背景：

近 年来，天然气的利用在一次能源消

费中所占比例呈大幅上升趋势，担

任主要输送任务的长输管道也建设迅速。

我们国家西气东输、陕京线、川气东送等

管道建成投产后，国内天然气长输管道形

成了网络化运行格局，加上“一带一路”

中建设的中缅天然气管道等，管道建设和

运营数量不断增加。

但是随着长输管道的不断铺设，管道

泄漏造成的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老化的管

道极易发生破裂，引发火灾、中毒、爆炸、

伤亡等事故，因此如何通过有效手段预防

长输管道线损坏和监测管道运行状态，且

第一时间发现泄漏点，及时处理成为了急

需解决的问题。

泄露的真正元凶 :

而天然气长输管道线泄露的真正元凶

正是微少的水汽，水汽与天然气管道中无

可避免的硫化氢等腐蚀性气体可以在低温

条件下形成极具破坏性的腐蚀性液体，对

天然气长输管道及输送设备等造成巨大的

腐蚀破坏，从而导致整个输送环节发生泄

露，可以说天然气的水汽就是天然气管道

泄露的真正元凶！所以目前国内外高度重

视对天然气管道的微水的检测，将管道泄

露的安全生产事故掐灭在源头。

激光光谱技术解决方案：

激光光谱技术探测天然气长输管道线

水汽的含量及天然气泄露，是目前最领先

的一种监测方法，该监测系统具有结构简

单、检测距离长、功耗低等优点，是天然

气长输管道大型山体穿越隧道中一种有效

的可燃气体泄漏检测方式。

该系统基于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

谱（TDLAS）技术，采用可调谐激光器作

为光源，利用被测气体对红外光线的吸收

作用实现对被测气体浓度的实时检测，在

国外已经广泛应用，特别是针对微水检测，

具有高精度、高灵敏度的特点。

而整个 TDLAS 技术中，激光器又是

最核心的器件，一个性能稳定，中心波长

不会有任何跳模和漂移的激光器，将直接

决定天然气长输管道线泄露探测系统的精

度和灵敏度。

TDLAS 技术行业领跑者唯锐科技的张

观凤总经理表示，在早些年采用激光光谱

技术的天然气长输管道线泄露探测监测系

统里，大都是选用的 1877nm 的 DFB 激光

器进行测量微水，1654nm 的激光器测甲

烷，而这些波长的吸收峰非常容易受到二

氧化碳和一些其他碳氢化合物的吸收干扰，

再加之吸收峰强度本身还不够，故后期数

据处理的难度也不小，而专业制造 TDLAS

技术应用的激光器厂家德国 nanoplus 目前

已经推出了 3um-6um 的 ICL 激光器，而

水汽、甲烷、各其他碳氢化合物在这个波

长范围内的吸收强度比之之前高了一千倍

以上，而且可以非常有效的避免各个气体

之间的交叉干扰，理论上来说，这可以让

天然气长输管道线泄露探测监测系统的探

测精度提高至少一百倍！

这对减少管道泄漏造成的安全生产事

故来说，无疑是个特大的好消息。如果再将

激光光谱技术的天然气长输管道线泄露探

测预防和监测系统结合大型隧道的具体形

式，选取不同的系统构建方式，配套风 / 光

互补发电装置、通信网络、上位管理系统，

实现对泄漏进行集中监控和报警，那么不就

可以第一时间将安全隐患掐灭在源头了。

厉害了！
nanoplus 激光器抓住了
天然气长输管道线泄露的真正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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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高温烘箱中加工，变得透明。该技

术用于制造像几个毫米尺寸的城堡门，还

有如蜂窝结构的物体，可小到几十微米。( 如

果使用更高分辨率的 3D 打印机，分辨率可

能更高 )。物体也可以承受高达 1472 华氏

度的温度。

Rapp 说：“这使得我们能够使用最先

进的 3D 打印设备来处理玻璃材料，从而使

物体具有了光学，机械和物理的丰富特性。

我们的目标是缩小这些特性的差距。”

Rapp 还强调，在未来该技术可用于

3D 打印镜头，智能手机相机和下一代微处

理器的部件，有非常广阔的应用空间，从

玻璃饰品到建筑使用的复杂玻璃面板等等。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3D 打印可能会取

代传统的玻璃吹制技术，这可能需要 3D 打

印机在技术上的进一步发展、突破。

近 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研

究显示，德国科学家使用“液体玻璃”

进行 3D 打印，但目前仅限于复杂但微小的

物体。在未来，该技术可用 3D 打印出更有

用的东西，如复杂的镜头，过滤器，甚至

通常需要高技能工匠的饰品。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液体玻璃”，

来制作复杂形状的东西，成型后的物体光

滑，透明，分辨率非常高。而更重要的是，

成型的玻璃物体是使用标准和常用的 3D 打

印机创建的。然而，这项技术可不像你在

家里使用高温烤箱那么简单，它的进一步

发展无疑将开辟 3D 打印技术在打印更重要

材料的可能性。

现在 3D 打印被用来制作各种各样的东

西，从鞋子到飞机零件 ; 材料各种各样，

而通常是塑料，也可以是金属和陶瓷。玻

璃具有一些非常独特的特性，持久耐用，

隔热，透光度好等等，是制作最高品质镜头，

眼镜、相机的重要材料。但它很难完成 3D

打印，因为它只能在极高的温度下熔化。

卡 尔 斯 鲁 厄 理 工 学 院 的 研 究 人 员

Bastian Rapp 说，“玻璃是人类已知的最

古老的材料之一，但在 3D 打印的革命中，

玻璃材料似乎被忽略了。”

之前，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使用特

殊的 3D 打印机制作了透明的玻璃物体，加

热了约 1900 华氏度，而大部分都十分脆弱。

Rapp 说，今天研究中描述的技术不同，因

为它将适用于已经广泛使用的3D打印技术。

特别的液体玻璃

Rapp 和他的团队设计的“液体玻璃”

是嵌入液体聚合物中的玻璃粉末。工作原

理：标准的 3D 打印机使用液体玻璃打印一

个对象。然后将该物体在玻璃颗粒熔合在

玻璃材质 3D 打印将会有重大突破
作者：Evelyn	

3D打印玻璃蜂窝，可承受高达1472 华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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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的干扰，这使得预处理系统可以完

全去除，实现真正的瞬态检测！

据业内著名人士唯锐科技的张观凤先

生介绍，智能电网是国家重点战略，也是

“十三五”规划中的重点，而整个电力网

络的安全对于保障生产、生活的安全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变压器油气的监测

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之中，乙炔气体的高

灵敏度、高分辨率、高反应速度的检测首

当其冲，是目前各单位着重解决的问题，

而 nanoplus 的 3030nm ICL 激光器很有可

能会引领一次新的技术变革，因为新的激

光光谱真的比顺丰还要快！

这种全新的激光光谱技术真的能够瞬

时检测出高精度的结果吗？让我们拭目以

待！

应用背景：

随着我国电力事业的蓬勃发展，工矿

企业电气化和用电量不断提高，各种变压

器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在运行过程中，

变压器油中可能产生故障特征气体。乙炔

作为变压器油中故障特征气体之一，是变

压器内部故障类别和严重程度的重要标志。

因此，准确快速地监测乙炔气体的浓度对

保障生产、生活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随着激光光谱检测技术的发展，可调

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检测技术（TDLAS）

和激光光声光谱技术（PAS）得到了广泛

研究与应用。

乙炔常伴随变压器内放电性故障的出

现而产生，为了检测乙炔气体，需要通过

研究乙炔在在近红外波段和中红外波段的

红外吸收特性，在早些年，各大科研院所

在近红外广泛选用乙炔 1532nm 的吸收峰

进行光谱传感技术应用，但是乙炔近红外

的吸收峰强度太弱，又极易受到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水汽及碳氢化合物的干扰，所

以检测效果一直不理想，一方面不够精准，

另一方面需要预处理，导致延迟大。

新一代光谱技术

而新一代激光光谱技术选用乙炔在

3030nm 的吸收峰，使用德国 nanoplus 公

司全新工艺的ICL激光器，使得不需预处理，

无干扰无延迟的新一代激光光谱技术得以

实现。乙炔在 3030nm 的吸收峰强度比近

红外波段强将近一万倍，并且可以完全可

以避免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水汽及碳氢

比顺丰更快？
激光光谱技术新应用，瞬态检测变压器油气！

来源：唯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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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光网、业务创新 
2017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2017 年 9 月 6-8 日   深圳会展中心

同期：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光通信展

论坛背景

随着物联网规模化发展以及第五代移动通信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 NFV/SDN 等新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AR/VR）、3D、4K/8K 超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业务将迅猛发展，将带来网络数据流“井喷式增长”，给信息通信网络，

特别是光通信网络带来巨大挑战。

为迎接新技术及新业务带来的挑战，我国在《信息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完善新一代高速光纤网络建设任务，并

确定拟重点推进骨干网、城域网、固定宽带接入网、移动宽带接入网、国际通信网和应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这一举措将极积推进光通信及光电子产业的一大批新技术和新成果应用于我国信息化基础设施、城市信息管理、网络安全和民生服务等领域，

也将推动我国光通信产业的发展转型与全面升级，由此拉动我国光通信产业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以适应新技术、新业务以及新应用的要求。

基于此背景，由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中国通信学会光通信委员会、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传送与接入专家咨询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通信标准研究所共同打造的“2017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将于 2017 年 9 月 6-8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召开，论坛将以“智能光网、业务创新“—

迎接光通信产业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为主题思想，打造“光通信全产业链”这个愿景，围绕宽带中国战略与全光网城市建设等相关政策与战略；

超高速传输、光层组网、光纤接入、数据中心与光互联、光器件与光纤光缆等关键技术与创新热点；IPTV 和智慧家庭、大数据与云计算、5G 与

移动互联网等相关业务与应用场景的发展趋势等议题方向，打造光通信领域全产业链的顶级行业盛会。

论坛宗旨

以反映新一代光通信技术应用为驱动，推动光通信市场为导向，强化光通信产业路径为目标，为全球通信业各界搭建一个高档次、高水平的技术

交流平台为己任。将全面促进光通信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国内外光通信企业提供下一步参考和指引。

组织机构

主办机构：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组委会

中国通信学会光通信委员会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传送与接入网专家咨询组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

承办机构 :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 (CIOEC) 办公室

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协办机构：
国家光纤接入（FTTX）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北京邮电大学光子学与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区域光纤通信网络与新型光通信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下一代互联网接入系统国家工程实验室

光纤通信技术和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海峡两岸通信产业联盟

指导机构：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官方媒体：
《中国光电》杂志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网站 http://www.cioe.cn

中国光电网 http://www.optochina.net

战略合作媒体：
C114、通信产业报、通信世界、网络电信

支持媒体：
讯石光通讯网、光纤在线、慧聪通信网、飞象网、中国信息产业网、赛迪网、

搜狐、腾讯大粤网、凤凰网、 CCTV、人民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

论坛主席：	
毛  谦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专职常委、传送与接入专家咨询组组长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工作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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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亮点

※ 三大运营商、五大设备商强势登场、行业领头羊齐聚高端对话；

※ 把握信息通信业发展新路径，诚邀国内外业界权威人士，知名企业、探寻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解析光通信领域创新技术和实际应用，

探讨光通信市场发展新机遇；

※ 光电行业各主流、专业媒体持续宣传报导，有效扩大论坛和参会企业品牌、行业影响力；

※ 同期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光通信展前沿技术引领产业发展；

※8 大主题会议，约 400 家企业、研究院、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参与，将全面展示最新前沿技术、产业创新成果，期间多种形式的圆桌会、

产业联谊会、新闻发布会、产品发布会将全面促进通信产业的无缝对接；

论坛听众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委主管领导，电信运营商高层领导和技术专家；广电运营商及电力、铁路、船舶、金融行业专网技术高管；通信系统设备供应

商及相关设计研发管理工程师；光器件、光模块和光纤光缆生产企业领导及技术高管；大专院校、研究院所、设计施工部门专家学者；通信行业

学会协会、专业媒体、数据研究机构、光电投资界精英；

议题方向

一、5G 时代光通信网络与宽带接入创新发展论坛（1 天） 
分会主席：
敖 立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所长
张海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宽带网络

研究部主任

专题一、光通信网络技术与业务的演进与发展
光网络技术和应用发展演进
1. 5G 时代光网络架构的演进与发展
2. 面向 5G 的前传和回传网络组网及关键技术
3. 面向 5G 网络业务与应用需求的城域传送网建设与发展
4. 面向 5G 网络业务与应用需求的骨干传送网建设与发展
5. 400Gbit/s、1Tbit/s 高速光通信技术研究进展及应用前景
6. ROADM 设备和器件的研究进展
7. ROADM 技术未来的应用和发展评估
8. POTN 技术在承载网中的应用
9. 软件定义光网络（SDON）技术研究现状与发展
10. SDN ＆ NFV 与光网络体系架构的演进
11. SDN/NFV 技术在 5G 承载网中的应用
12. 软件定义光网络与智能光网络（ASON）的融合发展
13. SPTN 技术研究现状与应用进展
14. SDOTN 技术研究现状与应用进展
15. 4K、8K 视频业务对光网络组网的新需求和应对
16. 面向智能电网的光通信组网和关键技术发展

光纤光缆技术与发展
1. 新一代光纤光缆技术与应用
2. 光纤接入网中的新型光缆及应用
3. 光纤到户新标准及施工规范
4. 超低损耗光纤技术的研究现状及发展
5. 晶体光纤技术的研究现状及应用前景
6. 新一代光纤与光缆制造技术与应用
7. 光纤制造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与新产品
8. 光纤传感技术的发展及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专题二、大连接	智能化推动家庭宽带
光接入网的技术演进与发展

1. 光接入网络与技术的演进与发展
2. 光接入网络与技术的标准研究及进展
3. 适应物联网大连接及业务需求的光接入网架构及发展
4. 适应物联网大连接及业务需求的光接入网关键技术及发展

5. 智慧家庭网络的智能终端与智能网关技术
6. 智慧家庭网络对光接入网的建设要求
7. 智慧家庭 / 社区宽带接入网建设及发展相关政策及策略
8. 智慧家庭 / 社区宽带接入网建设及部署方案
9. 智能网关功能虚拟化 vCPE 与接入网服务转型
10. PON 网络向 10G PON 的演进与发展
11. 10G PON 网络建设及试点情况介绍
12. 新一代 PON 技术的研究进展及应用前景
13. 100G WDM-PON 技术进展及产业发展
14. SDN ＆ NFV 技术在光接入网中的应用
15. 云计算与大数据发展对光接入网建设的要求与挑战
16. 桌面云、企业云与私有云建设对光接入网建设的要求
17. xPON 技术在桌面云、企业云与私有云建设中的应用

4K 电视与超宽带技术
1. IPTV 技术及业务发展分析
2. 4K 电视及业务发展态势分析
3. 4K 电视按需体验保障需求
4. 4K 电视对宽带的需求分析
5. 4K 电视云服务支撑解决方案
6. 4K 视频技术（Video）及标准发展
7. 4K 视频（Video）承载解决方案
8. IPTV 网络构架及 CDN 端到端建设
9. 超宽带新技术及应用
10. 超宽带 PON 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11. 4K 电视接入技术选择
12. 超宽带网络架构及网络规划
13. 超宽带网络建设与网络运维
14. 接入网承载 4K 端到端改造方案
15. 4K 电视对家庭智能网关的需求
16. 超宽带促进运营商全业务发展策略分析
17. 超宽带商业模式发展策略及建议
18. 超宽带实施带宽经营策略分析
19. IBB（FBB+MBB+Video）发展趋势分析
20. FBB+MBB 向泛在超宽带方向演进和发展

二、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技术研讨会（0.5 天）
分会主席：
周治平  北京大学教授、光子学报主编
刘  文  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1. 光电子器件技术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2.    高速光通信系统中的核心光电子器件技术及应用

3.    下一代光接入网中的核心光电子器件技术及应用
4.    新一代光电子器件的新材料、新工艺与新产品
5.    纳米技术在高速光器件、光模块中的应用
6.    石墨烯在高速光器件、光模块中的应用
7.    石墨烯对改善及提高光通信系统性能的影响
8.    光子集成技术的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9.    硅基光电子器件在光电集成中的应用及发展
10.  基于先进硅工艺的光电子技术平台
11.  硅基光电子芯片中的关键技术和器件
12.  硅基光电子技术在通讯领域的应用及发展趋势
13.  光电子集成技术在光通信系统中的应用
14.  400Gbit/s、1Tbit/s 高速光电调制与解调技术的发展
15.  400Gbit/s、1Tbit/s 高速光器件、光模块的研究进展
16.  高速光通信的发展及对芯片、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技

术的要求
17.  5G 发展带来的需求及对芯片、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

变革的诉求
18.  物联网业务特征对芯片、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技术的

要求
19.  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需求及对芯片、光电子器件与光电

集成技术的要求
20.  视频业务、虚拟现实及祼 3D 发展对芯片、光电子器件与

光电集成技术的要求
  
三、云数据中心与光互联技术发展论坛（1 天）
分会主席：
唐明  WNLO 光通信与光网络研究部，NGIA 光纤器件研究室  

1. 大数据时代数据中心的发展趋势与互联需求
2. 云数据中心与虚拟数据中心（VDC）技术发展与应用
3. 云数据中心的网络架构与光互联
4. 虚拟数据中心的网络架构与光互联
5.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网络架构与光互联
6. 光互联技术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
7. 数据中心高速互联光网络组网及应用
8. 光互联对光电子器件产品的要求
9. 光互联光电子器件的新机理、新材料和新工艺
10. 数据中心与超级计算对光互联的应用需求
11. 云数据中心光互联对光模块、光器件的新要求
12. 云数据中心光互联的新技术、新产品与新方案
13. 数据中心高速互联光器件、光模块及其系统的发展
14. 数据中心高速互联光器件新材料、新工艺及新产品
15. 数据中心高速互联光模块的关键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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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论坛名称 简介 地点

9月 6日
10:00-12:00 全球光电子技术及产业发展与趋势高端峰会

由中国科协、中国光学学会、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尖
端论坛，聚焦了当前生物光子、量子计算、航空航天应用等前沿话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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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会展中心六层茉莉厅

9 月 7日
10:00-17:30 2017中国 NB-IoT 产业联盟高端会议

会议由中国 NB-IoT 产业联盟、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共同主办，邀请光
通信行业三大运营商、设备集成商、芯片商以及各种各样的物联网垂直
应用服务商，共同探讨 NB-IoT 技术发展及应用前景，共同推动 NB-
IoT 技术的行业应用。

深圳会展中心六层桂花厅

9 月 6日
09:30-18:00

2017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智能光网	业务创新
5G 时代光通信网络与宽带接入创新发展论（主论坛）
专题一：大连接	智能化推动家庭宽带
专题二：光通信网络与技术的演进与发展趋势	

论坛将围绕宽带中国战略与全光网城市建设等相关政策与战略；超高速
传输、光层组网、光纤接入、数据中心与光互联、光器件与光纤光缆等
关键技术与创新热点；IPTV 和智慧家庭、大数据与云计算、5G 与移动
互联网等相关业务与应用场景的发展趋势等议题方向，打造光通信领域
全产业链的顶极行业盛会。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牡丹厅

9 月 7日
09:00-12:00

2017 光通信技术和发展论坛 -智能光网	业务创新
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技术研讨会（分论坛）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牡丹厅

9 月 7日
14:00-17:30

4K 云享		光网联通
2017中国联通智慧家庭宽带高峰论坛

论坛由中国联通、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共同主办，与您相聚鹏城，共同见
证中国联通新技术、新应用及战略布署，了解运营商最新动向，与运营商
面对面交流。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牡丹厅

9 月 6日
14:00-17:30 中国移动 5G 时代光网络发展高峰论坛

由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与中国移动共同打造，主要探讨在 5G 时代，光
传送网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光传送网如何演进与发展，以适应 5G 网络
组网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包括 5G无线回传和前传需求以及架构，光网
络与光模块技术趋势、应用场景、成本需求，光技术如何应对5G超大带宽、
低时延、高精度同步、SDN/NFV、网络切片、低成本、低能耗的挑战，制
定合适的技术演进路线。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玫瑰 3厅

9 月 8日
09:00-17:00

2017中国国际大数据云计算高峰论坛
专题一：大数据时代数据中心与光互联
专题二：大数据应用 / 云计算

大数据时代，云计算和大数据技	术得到广泛应用，这对数据中心的建设
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硅光子的高带宽 \ 低延迟互连技术正为融合数据
中心硬件重构给予关键支撑。	
如何从物理层面、应用层面打通产业链，让数据得到更好地计算，是本
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牡丹厅

9 月 8日
09:00-17:00

2017 光纤传感技术及产业化高峰论坛
专题一：新型光纤传感机制与传感器
专题二：分布式光纤传感及传感网络
专题三：光纤传感技术的应用与产业化

论坛将面向“中国制造 2025”的国家战略需求，研究物联网光纤传感关
键技术，尤其是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网络、新一代光纤传感器件、特种
光纤和新型传感材料的产业化应用。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玫瑰 3厅

特邀光通信相关产业链院所、公司（部分）往届合作机构及赞助企业（部分）

通信系列会议介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集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究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中国电信有限公司广州研究院
 广东省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广东分公司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更多嘉宾正在邀请中，具体以现场告示和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官方网站 www.cioe.cn 实时更新信息为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ntel Corporation
诺基亚上海贝尔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
三星（海南）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奥兰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新美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菲尼萨光电通讯（上海）有限公司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3M 中国公司
深圳新飞通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UT 斯达康
上诠光纤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科纳光通股份有限公司

欢迎扫码入群
与专家、企业进行实时互动,
会议现场更有红包雨等您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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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光纤传感技术及产业化高峰论坛
2017 年 9 月 8 日   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玫瑰 3 厅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联合主办：深圳大学 广东省光纤传感技术粤港联合研究中心  深圳市物联网光子器件与传感系统重点实验室

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CIOEC）办公室 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司

会议背景：
2017 光纤传感技术及产业化高峰论坛，将面向“中

国制造 2025”的国家战略需求，研究物联网光纤传

感关键技术，尤其是研究分布式光纤传感网络、新一

代光纤传感器件、特种光纤和新型传感材料的产业化

应用。本届论坛将秉承往届会议的宗旨，交流国内外

光纤传感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研讨光纤传感技

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和产业规划，共同推进光纤传感技

术的研究和产业化进程。 

会议致力于为业内人士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平台，邀请

行业技术精英及权威专家共聚 CIOE 中国光博会，探

讨光纤传感前沿技术及产业化发展进程，分享科研成

果，促进行业交流，助力行业快速发展。

参会对象：
光纤传感设备集成商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

石油公司技术及采购人员

电力公司工程采购及管理人员

安防解决方案提供商技术及管理人员

建筑、桥梁、大坝工程供应商技术及采购、管理人员

科研单位技术及管理人员

议题方向：         
主题一、新型光纤传感机制与传感器

主题二、分布式光纤传感及传感网络   

主题三、光纤传感技术的应用与产业化

组织机构：

2016 年会议回顾
2016 物联网光纤传感技术与发展论坛共两大分会，十余场报告，听众人数约 200 人，

长飞光纤光缆、上海波汇、北京凌云、烽火通信、武汉光迅、霍尼韦尔、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西安石油大学等知名企业、院校代表参会，参会嘉宾及听众对会议一致

好评，纷纷表示参会后对以后的研发工作、科研方向、企业发展方向都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和计划。

联系方式
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城东座 607 室 邮编：518054
时小姐
电话：0755-86290437 传真：0755-86290951
手机：15818540667  邮件：Judy.Shi@cioe.cn





国际红外成像高端论坛2017

会议背景

Yole Développement  和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组委会共同组织的第二届国际红外成像高端论坛将于 2017 年 9 月 7 日与第十九

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在深圳同期举办。CIOE 是 红外业界国内外企业展示新产品、推广新技术的重要平台，知名厂商 ULIS、FLIR、

Thales、Newport、eLaser、Ophir、Thorlabs、Hamamatsu、PI、飒特红外、夜视集团、久之洋红外、大立科技、高德红外等企业，以

及德国、加拿大、丹麦、英国等国家展团，将展示新型红外探测与成像等多种创新技术与最新产品。

会议将聚集全球顶尖红外行业专家与企业，共同探讨红外成像行业的最新应用和技术。让与会者获得最新最有价值的行业分析，更有机会

与行业领导企业面对面交流合作。

参会对象

红外光学材料生产商，红外热像仪制造商，红外探测器制造商，检测仪器制造商，汽车制造商，航空航天，军用，温度识别，监测，消费

类电子生产企业，安防设备商，医疗器械制造商，科研院所，智能建筑设计，地产开发商等。

2016 年回顾

90+ 的听众来自 Dali, Veeco, Sony, Ophir, Honeywell, i3system, 

Fluke, Flir, Melexis, Oxford Instruments Plasma 等业内知名企业

1 家特别赞助商—ULIS

3+ 小时的面对面交流

10 位演讲嘉宾：Heimann Sensor, Robert Bosch, Umicore, 

KAIST, Device Alab, Autoliv, Telops, Ulis, INO, Mikrosens.

2 场主题演讲 ：Yole Development 和 Heimann Sensor 

议题方向

应用：
监测、热像仪、汽车、消费者 & 个人视觉系统、安全 & 消防、

军用

新技术：
主动 & 被动成像、集成与微型化、成像技术（微测热辐射

仪 / 热电 /CMOS）、相机模组 / 架构 

新功能：
生物统计、夜视、运动传感、人数统计、现场测温

制造工艺、材料和设备：
硅光学材料、圆级封装 / 镜头 / 检测、新型探测材料、公路

测绘 

联系方式：

年小姐 Viola Nian
0755-86290507     viola.nian@cioe.cn 

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infrared.cioe.cn/Conference.html





联系方式：

年小姐 Viola Nian
0755-86290507     viola.nian@cioe.cn 

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irlaser.cioe.cn/Conference.html

会议背景

全球经济持续放缓，激光产业却依然保持了稳定的增长。目前，激光加工在各细分应用领域已逐步取代传统的加工方式，逐渐成为工业生

产的重要环节之一，同时，诸如激光微加工、激光医疗、激光 3D 打印技术等新应用的拓展也推动着整个激光产业向前发展。2016 年以来，

激光领域异常活跃，新产品、新应用热点也不断被开发出来，一方面企业整合并购的消息频出，另一方面，持续火热的市场催生了众多大

的激光公司，整个激光产业在“中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机器人等大背景下出现一片欣欣向荣之貌。

在此背景之下，“首届国际激光技术高端论坛”由法国权威分析机构 Yole Développement 和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共同举办，

将于 2017 年 9 月 6-7 日与 CIOE 2017 在深圳会展中心同期举办。

为期一天半的激光论坛是一场您不容错过的行业盛会，它将聚集全球顶尖激光行业专家与企业，共同探讨激光行业的最新应用和技术。让

与会者获得最新最有价值的行业分析，更有机会与行业领导企业面对面交流合作。

参会对象

企业高管、技术 / 市场总监、投融资机构等、包括激光材料及组件的生产商、激光器和设备的制造商、智能制造商；激光雷达、照明、消

费电子、医疗激光、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AR/VR 以及研院所、高等院校等。

会议亮点
•  3 场主题分会    •  20 场高规格演讲  •  独家激光行业趋势分析报告 

•  解读最新的激光应用领域和新技术     •  与业界顶尖的激光专家和企业接触的独家机会

议题方向 

新兴应用：
激光雷达、3D 成像、 生物医学应用（打印生物组织，小型植入物等）

未来应用：
激光照明、医疗健康 3D 打印、全息照相术

新技术：
手势识别、传感器融合、封装、超快激光、光学

市场状况：
中国产业、市场趋势、从业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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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范围：

3D玻璃/陶瓷加工展区
• 3D玻璃/陶瓷原材料   • 3D玻璃/陶瓷加工及生产设备

手机摄像头/生物识别展区
• AR/VR成品及结构件   • 手机摄像头 
• 镜头及模组     • 马达、芯片及设备
• 生物识别支付生态体系   • 指纹识别 / 虹膜识别
• 指纹模组盖板工艺生产线

3D玻璃/陶瓷加工展区
手机摄像头/生物识别展区

2017.9.6-9

CIOE新增展区

更多展会详情，请咨询

第19届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深圳会展中心 • 3号馆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

罗亚 先生               0755 8629 0863               Akee.Luo@cioe.cn WWW.CIO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