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中国FTTH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中国FTTH论坛将于2017年06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欢迎来到全球最大的光纤接入市场欢迎来到全球最大的光纤接入市场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光纤接入国家，拥有超过二亿的用户，新装用户年增长率超过了6.5%，并且正在努力向下
一个二亿用户的目标前进。“中国宽带战略”、4G/5G移动回传、高清视频、云计算服务以及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间以及
数据中心内的互联、智慧城市规划的延展、多种由政府主导的物联网应用是光纤接入市场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电
信运营商也越来越多地借助FTTx为其带来高利润的商业客户以及大量的居民客户提供服务。

巨大的商机巨大的商机

      中国FTTH论坛一个您能与光通信技术专家以及业务管理人士同台探讨扩充接入覆盖、增加带宽、节约部署成本
的方法以及体验等技术问题以及商机的最佳平台。出席论坛，意味着可以了解和学习到网络体系架构发展、FTTx光
器件、光纤在数据中心应用、服务模式、全球FTTx市场、可盈利的光纤服务、升级现有接入网络的技术方案以及
FTTx最近技术和设备的动态。中国FTTH论坛与中国光网络研讨会同期举行，是国内光通信领域重要的技术交流活
动。

      大好时机，不容错过，敬请即可报名参会。

参加原因参加原因

      光纤网络的部署正在全面向客户住所延伸，这标志着运营商服务交付能力的大规模升级。中国FTTH论坛的宗旨
就是搭建一个平台，探讨光纤接入新技术、面临的问题以及光接入带来的新的商业机遇。来自业界专家和领军人物
将从光纤接入部署问题、投资模式、光进铜退策略、新的服务能力等层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经验，当然全球FTTH部
署的案例学习也是论坛必不可少的内容。

参加人员参加人员

      预计将有超过800名海内外业内专业人士将出席本届光网络研讨会，包括电信运营商、服务提供商、地产开发
商、系统集成商、设备制造商都在关注光网络技术、特别是光纤接入技术。另外一个应该出席的行业就是广电行
业，因为光通信技术是广电系统IP化不可或缺的技术。

参加人员参加人员

固定和移动运营商

服务提供商

宽带服务提供商

电力企业和公共事业部门

有线电视经营者和广播业者

网络经营者



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数据中心运营商

省级电信公司

系统集成商

电信研究机构

电信立法执法部门

系统和分系统供应商

组件/设备制造商

互联网内容提供商

ISP/无线ISP

大企业

行业分析师

专业媒体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第一天第一天 - 2017年年6月月13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08:30  K1 开幕主题"光网络的历史沿革、演进趋势与挑战"

中国光网络研讨会大会主席，中国电信集团科技委主任 韦乐平

09:00  K2 行业主题"面向全面云化的传送网发展"

华为传送网产品线副总裁 王丽彪

09:25  K3 运营商主题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首席专家 唐雄燕

09:50  K4 行业主题 "5G 传输网技术演进探讨"

中兴通讯承载网产品线综合方案总监 刘芳菲

10:15  K5 行业主题 "数据中心互联中的光纤光缆技术"

康宁公司全球市场技术开发经理 董浩

10:40  茶歇/展示时间

10:50  K6 运营商主题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副院长 张成良

11:15  K7 行业主题 "高速智能光网发展"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OTN产品线总监 张宾

11:40  K8 运营商主题"5G 前传回传方案探讨"

中国移动研究院网络所副所长 李晗

12:05  K9 行业主题

讯石信息咨询 (深圳) 有限公司

12:25  K10 论坛主题  "OIF 互通测试 — 释放 SDN 潜能的关键"

Optical Internetworking Forum 董事,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光通信研究中心主任 李俊杰

12:45  午餐



13:45  专题演讲

17:00  P1 圆桌讨论  "光通信发展的新趋势"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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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懿

讨论成员: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康宁光通信中国资深商务技术经理 陈皓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TN 产品线总监 张宾

华为传送网产品线副总裁 王丽彪

中兴通讯承载网产品线综合方案总监 刘芳菲

第一天 - 2017年6月13日
光网络专题

13:45  T111 "基于光与IP协同的FitNet网络"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FV 产品线总监 陈晓辉

14:15  T112 "光纤发展的最新趋势"

OFS 公司执行顾问 Peter Arnoff Nielsen

14:45  T113 "新型光缆助力宽带中国建设"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主任研发工程师 卢星星

15:15  茶歇

15:30  T114 "在相干传输系统中，对存在非线性效应的偏振复用信号进行在线 OSNR 测试"

EXFO公司首席科学家 何刚

16:00  T115 "Viavi 助力400G高速生态系统演进"

唯亚威公司大中华区销售策略及技术部高级经理 沙慧军

16:30  T116 "ROADM 系统演进以及发展探讨"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传输产品业务部总经理 卜勤练

第一天 - 2017年6月13日
光器件专题 (ICCSZ 主持)

13:45  T121 光器件专题开场致辞

讯石光通讯董事长 石明

13:50  T122 "光模块器件发展趋势"

海信宽带首席科学家 黄卫平

14:20  T123 "高速光电集成电路发展趋势展望"

飞昂通讯CEO 白昀

14:45  T124 "光通信器件发展"



高雄应用科大教授 施天从

15:15  茶歇

15:30  T125 专题论坛

"光器件发展需求光器件发展需求"
拟邀：中移动、华为、中兴、海信、光迅、旭创等

16:10  T126 "硬科技改变世界消费光子时代来临"

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 米磊

16:35  T127 "全球数据中心市场现状分析及前景展望"

讯石资深高级分析师 吴娜

第二天第二天 - 2017年年6月月14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08:45  K11 主题发言"'宽带中国' 尚未成功，同仁们仍需努力"

中国FTTH论坛主席，中国通信学会光通信委员会荣誉主任 毛谦

09:10  K12 行业主题"构建千兆网络，拥抱创新业务"

华为接入网营销支持部部长 朱洪

09:35  K13 专家主题"光网建设助力宽带中国光网建设助力宽带中国"
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通信标准研究所副所长 敖立

10:00  K14 行业主题"光接入网的演进"

中兴通讯有线规划部光接入规划总工 陈爱民

10:25  K15 运营商主题"聚焦用户感知，打造中国联通视频精品网络聚焦用户感知，打造中国联通视频精品网络"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网络技术研究部传输与接入二室室主任 张沛

10:50  茶歇/展示时间

11:10  K16 运营商主题"网络重构与宽带接入网的发展"

中国电信技术部高级项目经理 王波

11:35  K17 Research Insight"硅光子技术对全球光通信市场的影响"

LightCounting 市场分析师 Tom William

12:00  K18 运营商主题"中国移动数字家庭和下一代 PON 新进展"

中国移动研究院网络所主任研究员 王磊

12:25  午餐

13:30  专题演讲

15:30  茶歇

15:45  P2 圆桌讨论"提供新业务和提升服务质量是 FTTH 的当务之急"

主持人: 中国FTTH论坛主席，中国通信学会光通信委员会荣誉主任 毛谦
讨论成员:

中国移动研究院网络所主任研究员 王磊

中国电信技术部高级项目经理 王波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网络技术研究部传输与接入二室室主任 张沛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宽带业务产品线研发总监 刘启林

华为接入网营销支持部部长 朱洪

中兴通讯有线规划部光接入规划总工 陈爱民



第二天 - 2017年6月14日
FTTx专题 - 技术与方案

13:30  T211 "超宽时代的融合业务"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宽带业务产品线研发总监 刘启林

14:00  T212 "下一代PON部署的最佳实践"

EXFO 公司技术经理 孙学瑞

14:30  T213 "POL布线技术简介以及OM5在未来布线中的应用"

深圳长飞智连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布线解决方案技术经理 黄维

15:00  T214

第二天 - 2017年6月14日
超宽带专题
(超宽带接入产业联盟主持)

13:30  T221 中国联通

14:00  T222 超宽带接入产业联盟会员

14:30  T223 超宽带接入产业联盟会员

15:00  T224 超宽带接入产业联盟会员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卢星星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研发工程师  

米磊
西安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

创始合伙人、联席CEO  

朱洪
华为

接入网营销支持部部长  

张沛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
网络技术研究部传输与接…

张成良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

副院长  

张宾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TN 产品线总监  

Tom William

LightCounting

市场分析师  

王丽彪
华为

传送网产品线副总裁



王磊
中国移动研究院
网络所主任研究员  

王波
中国电信

技术部高级项目经理  

孙学瑞
EXFO 公司
技术经理  

施天从
高雄应用科大

教授

石明
讯石光通讯
董事长  

沙慧军
唯亚威公司

大中华区销售策略及技术… 

Peter Arnoff Nielsen

OFS 公司
执行顾问  

毛谦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原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现…

刘启林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宽带业务产品线研发总监  

刘芳菲
中兴通讯

承载网产品线综合方案总监 

黄卫平
海信宽带
首席科学家  

黄维
深圳长飞智连技术有限公司
综合布线解决方案技术经理

何刚
EXFO公司
首席科学家  

董浩
康宁公司

全球市场技术开发经理  

陈皓
康宁光通信

中国资深商务技术经理  

陈晓辉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FV 产品线总监

陈爱民
中兴通讯

有线规划部光接入规划总工 

卜勤练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传输产品业务部总经理  

白昀
飞昂通讯

CEO  

敖立
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通信标准研究所副所长



李晗
中国移动研究院
副主任研究员  

韦乐平
中国电信集团

科技委主任，SDN  

张海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通信…

主任  

吴娜
讯石信息咨询(深圳)有限…

高级分析师

李俊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

光通信研究中心主任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优惠套票 - RMB 1500（预付）

标准套票 - RMB 2500（现场支付）

优惠政策：于优惠政策：于2017年年6月月2日下午日下午17点以前付款成功者将可享受优惠套票价格；如在优惠时间截止时未成功支点以前付款成功者将可享受优惠套票价格；如在优惠时间截止时未成功支
付者将不再享受优惠，套票价格将自动改为标准价格，可在现场直接交付款项。付者将不再享受优惠，套票价格将自动改为标准价格，可在现场直接交付款项。
套票包括所有套票包括所有讲座讲座、参观展览、当天午餐、会刊及相关资料。、参观展览、当天午餐、会刊及相关资料。
所有登记须在组织单位收到票款后予以办理。所有登记须在组织单位收到票款后予以办理。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