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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光通信产业论坛总结



论坛场次

1、5G时代光通信产业转型与应用创新发展论坛

专题二、光电子器件与应用

专题一、光电子集成与芯片

2、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技术发展论坛

专题二、光网络新技术、新应用与新业态

专题一、光宽带接入与智慧产业融合发展

3、中国移动"vOLT云化演进，引领千兆新时代"论坛

4、"数字中国"与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技术论坛

9、一带一路及大湾区合作高峰论坛

8、绿色数据中心创新论坛

7、5G+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 打造产业核心价值论坛

6、中国电信千兆网络时代的光接入网发展及应用论坛

5、2019数据中心光电技术与产业峰会

10、亚太区块链与物联网应用论坛



数 据 概 览

81场行业报告

行业专业报告精彩来袭

108 行业大咖 250 VIP参会代表

听众爆发式增长

1个主论坛

涵盖光通信全产业链

12场专题

聚焦光通信热点话题 打造多层次交流平台

业界权威及领袖汇聚一堂

6个分论坛

3632 与会听众



光通信产业论坛专业听众分析

今年论坛场次同比去年增加

5场，听众数量同比去年呈现

爆发式增长，较上届增长了

45.6%，共计3632名

3632名光通信专业听众

来自九大应用行业，参会

积极性高，会议现场高朋

满座，气氛热烈！



光通信产业论坛专业听众满意度调查

2019光通信技术论坛的议题设置情况

希望论坛未来探讨的技术热点方向

明年还会来参会情况



主论坛：5G时代光通信产业转型与应用创新发展论坛

1、主旨报告： 双千兆接入时代智慧家庭业务的发展
报告演讲嘉宾：敖立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所长/高工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传送网与接入网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2、运营商特邀报告：千兆时代宽带技术发展
报告演讲嘉宾：张德朝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网络与IT技术研究所传送与接入网研究室室经理

3、系统设备商特邀报告：工业PON与5G
报告演讲嘉宾：李明生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光接入总工

4、运营商特邀报告：光接入网发展和演进
报告演讲嘉宾：蒋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研究院光接入研究部副主任

5、运营商特邀报告：5G与大视频技术应用
报告演讲嘉宾：张沛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家庭互联网研发中心总监及中国联通4K实验室总监

6、系统设备商特邀报告：下一代PON标准、关键技术及应用场景
报告演讲嘉宾：刘德坤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光接入高级架构师、国际电信联盟SG15 Q1副主席

7、行业特邀报告：光电集成产业生态新布局
报告演讲嘉宾：林右宇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营销中心副总

8、行业特邀报告：为业界提供400ZR, FlexE和112Gbps电接口标准化规范
报告演讲嘉宾：李俊杰 国际标准组织光互联论坛 (OIF) 运营商工作组主席

敖立 张德朝 李俊杰

蒋铭 张沛 林右宇

刘德坤 李明生

演讲嘉宾



主论坛：5G时代光通信产业转型与应用创新发展论坛

9、主旨报告：光通信前沿技术发展状况
报告演讲嘉宾：毛谦 中国通信学会光通信委员会荣誉主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兼总工

10、运营商特邀报告：“SPN技术进展与演进思路”
报告演讲嘉宾：李晗 中国移动研究院网络与IT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级高工

11、运营商特邀报告：打造新一代智能光网络，服务数字化转型
报告演讲嘉宾：唐雄燕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联通智能网络中心总架构师

12、运营商特邀报告: 全光网2.0—云网协同时代的光网络
报告演讲嘉宾：李俊杰 中国电信光传输技术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3、Industry Report：Enabling 5G and beyond and the impact from data center to
the optical network
报告演讲嘉宾：Mrs. Beate Hoehne 是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销售及业务发展总监

14、系统设备商报告：智联5G承载网
报告演讲嘉宾：胡俊劼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承载网产品规划总经理

15、行业报告：5G光网络建设中的物理链路要求与评估
报告演讲嘉宾：孙学瑞 EXFO大中华区及韩国 技术经理

16、系统设备商报告：光传送网关键技术发展趋势
报告演讲嘉宾：张德江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光系统首席专家

17、行业报告：光传送热点技术和标准发展趋势
报告演讲嘉宾：赵文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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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谦 李晗 唐雄燕

Mrs. Beate Hoehne 胡俊劼 孙学瑞

张德江 赵文玉

演讲嘉宾



"数字中国"与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技术论坛

1、主旨报告：我国下一代数据中心互联需求和技术趋势报告
报告演讲嘉宾：郭亮 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ODCC)新技术与测试工作组组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副主任

2、行业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
报告演讲嘉宾：孙敏 腾讯数据中心互联架构师

3、行业报告：下一代数据中心对光模块的需求
报告演讲嘉宾：詹荃淇索尔思光电（成都）有限公司产品市场经理

4、行业报告：5G 时代新计算体系结构下的光互联技术趋势
报告演讲嘉宾：陈刚百度系统部高级架构师

5、行业报告：400G规模商用，引领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联
报告演讲嘉宾：张金双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拓展总监

6、行业报告: 用于下一代数据中心的基于PAM4的电芯片技术的演进
报告演讲嘉宾：王熹 Inphi Corporation高级市场总监

7、行业报告：用于电信网络的光器件市场发展
报告演讲嘉宾：Lisa Huff  Ovum光器件首席分析师

8、行业报告： 后400G时代数据中心光模块技术展望
报告演讲嘉宾：张玓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据与接入产品业务部市场部经理

郭亮 孙敏 詹荃淇

陈刚 张金双 王熹

Lisa Huff 张玓

演讲嘉宾



5G+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 打造产业核心价值论坛

1、运营商特邀报告: 5G+MEC，使能产业应用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思考
报告演讲嘉宾：江志峰 中国电信战略与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2、运营商特邀报告：未来已来，5G引领数字化浪潮
报告演讲嘉宾：李一喆 中国联通5G创新中心新媒体首席专家

3、行业报告： 长飞5G全联接战略
报告演讲嘉宾：郑昕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电信事业部副总经理、
线缆产品线总经理

4、行业报告：5G产业创新，赋能智慧未来
报告演讲嘉宾：蔡月民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5、行业报告：5G无线通信驱动智慧工业
报告演讲嘉宾：罗为 富华科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

6、行业报告：拥抱5G，创建未来
报告演讲嘉宾：庄哲义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ASTRI)副总裁

7、行业报告：“5G+宽带+4K”助力智慧广电
报告演讲嘉宾：李伟强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广电行业中心
主任/高级工程师

江志峰 李一喆 郑昕 蔡月民

罗为 庄哲义

演讲嘉宾

李伟强



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技术发展论坛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携手中华光电学会（PSC）、美国光学学会（OSA）、陕西光电子集
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OEIC）、共同打造此论坛，本次论坛将聚集我国核心芯片技术领域取得
的新成就，光电子器件集成的最新进展及其在最前沿的AI、5G、自动驾驶、传感器和物联网技术
领域的创新应用。

论坛着力邀请国内外知名芯片厂商、器件商、行业权威人士和技术专家一起探讨光电子器件集成
的未来趋势，以及硅基光电子的技术发展方向。

精彩瞬间



光电子器件与光电集成技术发展论坛

嘉宾风采

周治平 北京大学教授，
长江学者，光子学研究主
编，OSA, SPIE, IET Fellow

刘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光电子科学与技术省重点
实验室主任

Eric Mounier Yole
Développement 硅基光电
子首席分析师，博士

张文富 中国科学院西安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副
主任、博士

许力耕 Finisar公司全球
数据通讯事业部总经理

黄钢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匡国华 菲魅通信
总经理

Dr. Shifu Yuan  中华光电学会副
会长、CALIENT Technologies 光
学首席技术官

Beth Harrington 美国光
学学会 会议和行业联合
首席总监

吴驰明 菲尼萨公司副总
裁和上海公司总经理

白冰 光子算数(北京)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CEO

Jason Lee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FOPD, Broadcom

Samuel Liu Inphi
Corporation相干DSP产品线
市场营销 高级总监、博士

郭弘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教授、量子
电子学研究所所长

Dr. Mike Huang  Director of 
Operations Bandwidth10

Dr. Lam Yee Loy CTO of 
DenseLight
Semiconductors Pte Ltd

张心贲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
限公司特产产品线资深专家

Michael Rodriguez  Applications 
Engineer of OptoTest Corporation



2019数据中心光电技术与产业峰会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携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力邀光迅，祥茂光電，博创科技，意华，FINISAR，海信宽
带，海思，Inphi，莱尼，LightCounting，立讯，索尔思光电，武汉钧恒科技，山一电机等知名
公司共同探讨数据中心光互联发展趋势等热点前沿话题。

精彩瞬间



2019数据中心光电技术与产业峰会

嘉宾风采

刘少伟
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研发
总裁

Vladimir Kozlov
Founder and CEO of LightCounting

陈刚 百度系统部高级架构师、
ODCC 边缘计算工作组组长、
ODCC 网络工作组副组长

Chris Cole 
Vice President, Advanced 
Development, Finisar Corp

曹璐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交换机与企业网关设计
部系统工程师

梁亦铂
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产品
管理部总监

Toshiyasu ITO
Principal Engineer High Speed 
Connector Development of Yamaichi 
Electronics Co., Ltd. 

Frank Jakobs Head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siness Unit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Leoni Special Cable0073

陈昌智
AVP,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ic Marketing & 
Standard Office for Transceiver

王晨曦 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
副总裁、数据通信产品线 战
略与业务发展部部长



中国移动"vOLT云化演进，引领千兆新时代"论坛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CIOE）携手中国移动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兴通讯、华为技术、
上海诺基亚贝尔、烽火通信等业界专家打造双千兆 (5G移动网络千兆和光纤宽带网络千兆) 网络论
坛，同时，创新提出面向统一集中管控的vOLT技术演进架构，并广泛联合业界合作伙伴，共同努
力实现vOLT产品化和应用部署。

精彩瞬间



中国移动"vOLT云化演进，引领千兆新时代"论坛

嘉宾风采

李晗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
网络与IT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周文辉 中国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张德朝 中国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研究院网络与IT技
术研究所技术经理

敖 立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
与标准研究所 所长/高工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传送网与接
入网技术委员会 副主席

贝劲松 中兴通讯光接入
产品总经理

陈爱民 中兴通讯光接入
规划总工

周军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接入
网产品线总裁

凌浩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
公司 固网业务集团 业务拓展与
产品方案总经理

鲁林丽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
有限公司 固网业务集团 宽带
接入产品线高级总监

王莉 烽火通信高级架构师
王刚 博通公司宽带接入
事业部高级产品线经理

叶妙永 创发信息科技
（苏州）有限公司产品规
划部总监



随着新兴业务的涌现，千兆宽带网络是接入网的又一次大飞跃。不止于带宽的提升，全业务承载、
更低时延、更强智能、更好的用户感知和服务等将赋予千兆网络新的内涵。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CIOE）携手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带来千兆网络时代光接入网的发展论坛，聚焦新内
涵，探索新的技术手段，打造智能化的综合接入平台。

中国电信千兆网络时代的光接入网发展及应用论坛

精彩瞬间



中国电信千兆网络时代的光接入网发展及应用论坛

嘉宾风采

吴飞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网络发展部规划处
副处长

王志军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宽带业务产出线研发部技术总监

陈爱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 光接入规划总工

张东 中国电信政企客户事业部 产
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中心主任

李少晖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技术与标准研究所 高级主管/
博士/高级工程师

张航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
司 VR/AR事业部负责人

张德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研究院

岳勇 飞思达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会主席/总工程师

王丽彪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传
送与接入产品线副总裁



论坛合作机构

战略合作伙伴

战略合作媒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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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
• 中国移动
• 中国电信
• 中国联通

主办及指导机构



赞助企业

时间：2020年9月9日-11日



部分参会企业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

◆深圳新飞通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朗美通通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博通

◆ Intel

◆新美亚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思科系统（中国）研发有限公司

◆美高森美通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航海信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 Dura-Line Corporation

◆ SUMITOMO ELECTRIC INDUSTRIES, LTD

◆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应用光学研究所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欣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康宁光缆有限公司上海徐汇分公司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芯唐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亚德诺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福州高意通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厦门优迅高速芯片有限公司

◆慧盈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泰瑞通信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福建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四研究所

◆宁波环球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0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论坛概述



2020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论坛简介

议题涵盖：

千兆带宽光接入技术、FTTHPON技术与应用、光传输系统和网络、5G承载网、SDN/NFV、云数据中心、400G/800G、

光电子器件与应用、光电集成与芯片、硅光子技术、新一代光纤光缆、5G+4K/8k、5G+ AR/VR、5G+（工业互联网、车

联网、智慧医疗、智能家居、智能电网）、信息化、智能化与人工智能、5G小基站发展及应用、5G射频器件技术与挑战、

5G射频前端模块封装解决方案。

时间：2020年9月9日-11日

地点：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2020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论坛简介

拟邀嘉宾

◆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委主管领导

◆ 通信系统设备供应商决策层

◆ 领军企业设计研发管理工程师

◆ 中国电信，移动，联通运营商高层领导和技术专家

拟邀参会人员

◆ 光器件、光模块和光纤光缆生产企业，互联网服务商领导及技术高管

◆ 大专院校、研究院所、设计施工部门专家学者

◆ 广电运营商及电力、铁路、船舶、金融行业专网技术高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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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论坛

发布时间 发布名称 发布内容 备注

2020年3月中旬
第一轮论坛通告

发送论坛组织架构、确认合作方
及协办方、初拟整体议题方向、
议题大纲、各分会会议题目、会
议主要专家

了解会议内容，考虑参会意向

2020年6月 第二轮论坛通告

在第一轮的基础上，确认每场会
议的会议背景、主题、确认邀请
演讲嘉宾及演讲题，制作并发送
会议一览表

确认参会意向

2020年7月底-8月初 第三轮论坛通告

内容在第二轮通告的基础上，完
善大会议程、嘉宾报告题目及报
告摘要，赞助商，合作媒体等信
息并更新至网站

与客服确认并提供参会人员个人
信息

2020年8月初-会前

定期在论坛官网更新会议议程、
报告摘要、嘉宾介绍、以及会议
各相关动态

完善会议所有相关信息
确认最后参会人员信息，由CIOE
工作人员协助录入系统，现场自
助打印机领取证件

2020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论坛 会议发布进度表



2020
论
坛
门
票
价
格

论坛会员：RMB2500/年

会员权益：
◆ 可免费参加展期及全年的光博

会组织主导的所有会议及活动
（除与国际机构合作的国际会
议，如YOLE、OGC等国际会
议，但享受8折购票优惠）

◆ 非展期活动有：专业研讨会、
线下沙龙，微课堂等活动。



2020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论坛全新到来！

诚邀参与！

了解更多论坛详情，请登陆：

www.cio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