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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2021信息通信产业论坛



新冠疫情改变了大众的消费模式和娱乐方式。随着5G应用场景和流量的爆炸式增

长，对网络大带宽、高速、智能化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光通信网络市场的增长。

新一轮的数据中心和云计算规划建设需求的增加，将进一步带来数据中心网络互

联的爆发式需求增长，引发数据中心网络的升级。如此庞大的网络需求，将对5G

承载光模块、数据中心光模块等部件的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基于此条件下，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CIOEC）携同产业链上下游举办2021

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论坛聚焦智能化光网络、下一代光传送承载技术挑战，千兆光

接入技术，云数据中心光互连及高速光模块应用，新一代光模块及器件关键技术

等技术话题。

2021论坛背景简介



2021信息通信产业论坛场次回顾

会议名称 合作方

下一代光传送网技术发展论坛
信通院，三大运营商，系统设备商

千兆光接入技术发展论坛

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连论坛 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ODCC）

光电子芯片集成技术与应用论坛
中华光电学会
美国光学学会

光器件、光模块新技术进展与应用论坛

2021千兆光网创新发展论坛 人民邮电报社

打造超宽光联接，迈向400G/800G时代 海思光电子

IPEC国际光电标准与产业发展论坛 海思光电子

2021亚太云峰会-绿色数据中心创新论坛
亚太云应用联盟（APCA）、
绿色网格标准推进工作委员会（DTDATA）



2021信息通信产业论坛-会议概览

◆ 总计2500名专业听众参与2021信息通信产业论坛，现场反馈热烈；

◆ 论坛邀请80位知名大咖包括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服务商、系统设备商及光模块主流企业高层莅临现场；

◆ 共举办9场通信产业会议，同期论坛聚焦千兆光网创新技术、超宽光联接、光电国际标准、绿色数据中心等热

点话题，探讨信息通信未来发展趋势与技术挑战；

◆ 共88份行业报告在会议现场全面输出，现场干货满满。

2500 80 9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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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回顾

2021信息通信产业论坛



下一代光传送网技术发展论坛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主持人：毛谦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专职常委；亚太光通信委员会主任

13:30-13:55 光传送热点技术及发展趋势
张海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技术与标准研究所
副所长

13:55-14:20 从通信网络变革看光通信的机遇与挑战 唐雄燕 中国联通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科学家

14:20-14:40 加速OTN下沉，构建智慧城市的全光底座 袁勇强 华为光传送领域副总裁

14:40-15:05 数据驱动的智能光网络研究与应用 缪葱葱 腾讯高级研究员

15:05-15:25 骨干光网转型实践及趋势探讨 陈勇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OTN产品规划总工

15:25-15:40 茶歇

15:40-16:05 SPN 2.0助力5G行业应用发展
韩柳燕 中国移动研究院基础网络技术研究所传送
网研究室室经理

16:05-16:25
面向城域边缘以及县乡互联的下一代宽带
网络技术选择

卜勤练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6:25-16:50 400Gb/s大规模商用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李俊杰 中国电信光传输专业首席专家

16:50-17:10 克服光纤容量极限的研究进展与挑战 罗杰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现场剪影



千兆光接入技术发展论坛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主持人：毛谦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工信部通信科技委专职常委；亚太光通信委员会主任

13:30-13:55 千兆光宽 任重道远
毛谦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兼总工程师; 工信部通信科
技委专职常委；亚太光通信委员会主任

13:55-14:20 家庭网络技术的最新进展
敖立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所长、正高级工程
师

14:20-14:40 PON+，F5G技术创新和商业实践 王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光接入产品规划总工

14:40-15:05 面向工业互联网的千兆网络应用与实践
蒋铭 中国电信研究院接入网研究中心主任、ETSI ISG F5G副主
席

15:05-15:25 50GPON技术、标准的演进与发展
刘德坤博士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光产品线高级架构师、国际电信
联盟SG15 Q1副主席

15:25-15:40 茶歇

15:40-16:05 千兆智能光接入网筑牢数智云网底座 张德朝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基础网络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16:05-16:25 拥抱绿色千兆光宽带智能化新时代
吴忠胜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固定网络业
务集团大中华区

16:25-16:50 半导体光放大器(SOA)应用探讨 王光全 中国联通研究院 网络技术研究中心总监，教授级高工

16:50-17:10 下一代FTTx光器件的发展与思考 蒋波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接入产品业务部副总经理

现场剪影



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连论坛 上午场 现场剪影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主持人：郭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10:00-10:10 开幕致辞
邹贤能 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ODCC）主席、腾讯网
络平台部总经理

10:10-10:35 高速智能相干光传输技术 诸葛群碧 上海交通大学 副教授

10:35-10:55
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连多样化产品的支撑性
技术

丁海 苏州旭创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管理副总

10:55-11:15 光网络在数据中心互联中的演进
张寒峥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光网络事业部总
裁

11:15-11:35 下一代数据中心光模块&光器件探讨 梁亦铂 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 资深产品规划总监

11:35-12:00 数据中心相关政策分享
郭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副总
工程师



下一代数据中心光互连论坛 下午场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主持人：诸葛群碧 上海交通大学 副教授

13:30-13:55 下一代数据中心间光互联技术 谢崇进 阿里巴巴 资深技术总监

13:55-14:15 数据中心光互连未来之路 伍义群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及解决方案总监

14:15-14:40 数据中心光互联的技术前路探讨 胡胜磊 腾讯光系统架构师

14:40-15:00 面向CPO的交换芯片和整机趋势探讨 成伟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芯片首席技术官

15:00-15:25 下一代数据中心云网融合探索与实践 睢辰 上海有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网安总监

15:25-15:40 茶歇

15:40-16:05 数据中心相干光技术的应用现状和发展方向 陈琤 京东 光互联架构师

16:05-16:25 简化与加速800G网络测试与认证 沙慧军 唯亚威通讯 大中华区技术总监

16:25-16:50
面向未来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解决方案发展趋
势

李杨 华为光产品线DCI领域技术总监

现场剪影



光电子芯片集成技术与应用论坛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主持人：周治平 OSA，SPIE，IET Fellow

13:35-14:00
光电子芯片及器件集成技术发展态势及标准
化进展

吴冰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技术与标准研究所 高
级工程师

14:00-14:20
一专多能-打造新一代高集成光模块控制底
座

赵轶苗 亚德诺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产品事业部总经
理

14:20-14:40 硅光技术新的应用 潘栋 希烽光电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40-15:00
硅光子集成光学引擎 – DPhi混合集成封装
工艺

陈进来 博士 苏州实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运
营官

15:00-15:15 茶歇

15:15-15:40 可调谐激光器技术标准化及应用
沈世奎博士 中国联通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项目经
理

15:40-16:00
Photonics-SOI解决方案——赋能数据中心
收发器和云基础设施

陈文洪 Soitec 中国区销售总监

16:00-16:20 芯片级调顶方案的实现与应用
郑家骏 江苏科大亨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技
术官

16:20-16:40 CPO中的硅基光电子技术 冯俊波 联合微电子中心 硅基光电子中心总监

16:40-17:00 英特尔硅光技术和产品发展 张利 英特尔 硅光业务拓展经理

现场剪影



光器件、光模块新技术进展与应用论坛 现场剪影

时间 演讲题目 嘉宾

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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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25
超100G光模块技术与标准化进展及应用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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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10:45
从光模块厂商的角度看光电共封装技术
及其挑战

聂鹏 宁波环球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监

10:45-11:10 硅光技术产业现状及未来应用展望
张贺 中国联通研究院 网络技术研究中心 传输室
主任

11:10-11:30 云数据中心引领高速光模块技术发展
张金双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
拓展总监

11:30-11:50
下一代光通信和传感系统中的带制冷光
学器件

陈超雄 Phononic 中国区销售总监

11:50-12:15 世界大型数据中心的最新发展 Tom William,  LightCounting高级分析师



同期通信会议剪影

千兆光网创新会议 超宽光联接会议

IPEC会议

亚太云数据中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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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分析

2021信息通信产业论坛



2021通信论坛听众分析

54%

14%

11%

7%

3%
3% 3%

3%

所属行业

光通信、信息处理/存储 半导体加工/制造 消费电子/娱乐

先进制造 传感及测试测量 安防/国防

照明/显示 医疗 能源

42%

28%

7%

5%

5%

4%
3%3%

2%

光通信行业听众分析

器件/模块 设备商 系统集成商

运营商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数据中心服务提供商

光纤/线缆 材料/配件 工程商

网络规划及运维 其他

9大行业占比 光通信行业听众占比



2021通信论坛听众分析

38%

28%

20%

10%
3%1%

所属职位

企业专业技术 高层管理 市场营销

其他 科研院所专业 投融资行业

59%

15%

12%

7%
3%1%

所属地区

华南 华东 华中

华北 西南 西北

东北 港澳台&海外 未注明

听众职位画像 听众地区画像



2021信息通信产业论坛 部分参会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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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

• 高意技术上海研发中心

• 武汉飞思灵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 新美亚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 青岛海信宽带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 亚德诺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 珠海市保税区光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 旭创科技

• 上海新微半导体有限公司

•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 富士通光器件香港有限公司

• 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 康宁

• 中国电信

• 中国移动

• 中国联通

运营商

系统设备/集成商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爱立信中国通信有限公司

•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 腾讯

• 阿里巴巴

• 百度

• 字节跳动

• 京东

• 锐捷网络

• 快手科技

器件/模块商

•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

十四研究所

• 武汉邮科院

• 上海交通大学

• 中国通信学会

• 光纤通信技术和网络国家重

点实验室

• 国家信息光电子创新中心

研究所/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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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信息通信产业论坛-主办机构及赞助企业

主办机构：

•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组委会（CIOE）

• 中国国际光电高峰论坛办公室（CIOE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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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标准研究所

合作机构：

• 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ODCC）

• 中华光电学会（PSC）

• 美国光学学会（OSA）
主办及合
作机构

赞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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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论坛-会议背景及会议方向

1

2

随着千兆宽带创新发展的进程，双千兆网络及新一代信息通信基

础设施进一步促进大数据、云计算、AR/VR的发展 ，并对网络

大带宽，高速率，智能化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光通信网络市场。

全光网络的发展将逐步为智慧城市建设、全光园区等各应用领域

带来新的发展面貌。

新基建战略实施，新一轮数据中心规划建设需求增加将进一步带

来数据中心网络互联爆发式需求增长。

面对如此需求和增量，在国际经济大环境的趋势下行业关注的光

芯片制造技术是尤为关键的，芯片集成及制造技术又应当如何发

展及突围？

CIOE将携同产业链上下游举办2022 信息通信产业发展论坛共话

光通信网络未来应用趋势以及技术发展方向。

◆光传送网技术发展论坛

◆千兆光接入宽带发展论坛

◆数据中心光互联演进趋势论坛

◆光电子芯片集成及制造、封装技术论坛

◆全光网络在智慧园区/智慧城市建设中的

应用论坛

会议背景 拟定会议方向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2022.9.7-9.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海岸大厦东座607室 邮编：518054      

电话： +86 755 8629 0901 传真：+86 755 8824 2599

邮箱: cioe@cioe.cn

了解更多展会详情，请登陆：WWW.CIOE.CN

期待与您携手共进

扫描二维码关注CIOE中国光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