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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深圳市易飞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易飞扬）成立于2006年，是全球光通信领域杰出的品牌企业，也是全球开放光网络器件领

域杰出的技术创新者和市场应用探索者。易飞扬专注于开发解耦的光网络模块和子系统，以降低数据中心和电信运营商系统

部署的资本支出成本和运营成本。

核心技术平台

自由空间光学设计与技术平台、硅光子芯片设计与技术平台、COB混合技术平台、亚微米多通道光学组装平台、相干光通信

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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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仿真

自动化设备和工艺

极限参数测量(S参数和com参数）

产品可靠性和安装可靠性

数据中心服务器网络的
坚实后盾

直连铜缆
（DAC）



DAC 1×1

单通道全双工直连铜缆组件
24AWG、26AWG和30AWG可选
符合SFP+/SFP28/SFP56 MSA规范
符合SFF-8402、SFF-8431和SFF-8432规范
商业级的工作温度范围（0～70C）
可通过EEPROM写码
增强的抗电磁干扰性能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10G SFP+ PCC 25G SFP28 PCC 50G SFP56 PCC

03

SFP 转 SFP 10G/25G/50G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线缆最大长度（米）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DAC 1×1

4通道全双工无源直连铜缆
26AWG和30AWG可选
符合QSFP+/QSFP28/QSFP56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
商业级的工作温度范围（0～70C）
可通过EEPROM写码
增强的抗电磁干扰性能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40G/56G QSFP+ PCC 200G QSFP56 PCC100G QSFP28 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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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FP 转 QSFP 40G/56G/100G/200G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线缆最大长度（米）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DAC 1×1

8通道全双工无源直连铜缆
26AWG和30AWG可选
符合QSFP-DD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规范
商业级的工作温度范围（0～70C）
可通过EEPROM写码
增强的抗电磁干扰性能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200G QSFP-DD PCC 400G QSFP-DD PCC 800G QSFP-DD 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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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FP-DD 转 QSFP-DD 200G/400G/800G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线缆最大长度（米）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DAC 1×N 分支

4通道全双工无源直连铜缆
26AWG、28AWG和30AWG可选
符合QSFP/SFP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规范
符合SFF-8402、SFF-8431和SFF-8432规范
商业级的工作温度范围（0～70C）
可通过EEPROM写码
增强的抗电磁干扰性能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40G QSFP+ 转 4×10G 
SFP+ 分支 PCC

100G QSFP28 转 4×25G 
SFP28 分支 PCC

200G QSFP56 转 4×50G 
SFP56 分支 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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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FP 转 SFP 40G/100G/200G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线缆最大长度（米）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转

转
分支

转
分支

分支



DAC 1×N 分支

8通道全双工无源直连铜缆
26AWG和30AWG可选
符合QSFP-DD/QSFP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规范
商业级的工作温度范围（0～70C）
可通过EEPROM写码
增强的抗电磁干扰性能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200G QSFP-DD 转 4x 50G QSFP28 
分支 PCC

400G QSFP-DD 转 4x 100G QSFP56 
分支 PCC

07

QSFP 转 SFP 200G/400G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线缆最大长度（米）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转
分支

转
分支



DAC 1×N 分支

8通道全双工无源直连铜缆
26AWG和30AWG可选
符合QSFP-DD/SFP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规范
符合SFF-8402和SFF-8432规范
商业级的工作温度范围（0～70C）
可通过EEPROM写码
增强的抗电磁干扰性能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200G QSFP-DD 转 8x 25G SFP28 
分支 PCC

400G QSFP-DD 转 8x 50G SFP56 
分支 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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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FP 转 SFP 200G/400G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线缆最大长度（米）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产品型号 长度

(Meter) AWG

转
分支

转
分支



最值得信赖的有源光源
（AOC）

完备的产品线基于超过十年的研发经验

累计发货超过300万成为全球知名品牌

被全球数据中心广泛认可并大规模部署

09

有源光缆
（AOC）



单通道全双工有源光缆
850nm VCSEL发射器和PIN接收器
符合SFP+/SFP28/SFP56 MSA规范
符合SFF-8402、SFF-8431和SFF-8432规范
OM2、OM3和OM4 MMF可选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AOC 1×1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10

SFP 转 SFP 10G/25G/32G/50G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
（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线缆最大长度（米）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长度

（增强型）

（增强型）

（增强型）

（增强型）



4通道全双工有源光缆
850nm VCSEL发射器阵列和PIN接收器阵列
符合QSFP+/QSFP28/QSFP56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规范
OM3、OM4和OM5 MMF可选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AOC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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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FP 转 QSFP 40G/56G/100G/128G/200G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
（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最大功耗（W）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长度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增强型）

（增强型）

（增强型）

（增强型）



AOC 1×1

12通道全双工有源光缆
850nm VCSEL发射器阵列和PIN接收器阵列
符合CXP MSA规范
OM2、OM3和OM4 MMF可选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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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P 转 CXP 120G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
（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最大功耗（W）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长度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AOC 1×1

2通道全双工有源光缆
850/900nm BiDi VCSEL发射器和PIN接收器
符合SFP-DD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402和SFF-8432规范
OM3、OM4和OM5 MMF可选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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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P-DD 转 SFP-DD 100G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
（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最大功耗（W）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长度



AOC 1×1

8通道全双工有源光缆
850nm VCSEL发射器阵列和PIN接收器阵列
符合QSFP-DD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规范
OM3、OM4和OM5 MMF可选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14

QSFP-DD 转 QSFP-DD 200G/400G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
（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最大功耗（W）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长度



AOC 1×N 分支

4通道全双工有源光缆
850nm VCSEL发射器阵列和PIN接收器阵列
符合QSFP28/QSFP56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规范
OM3、OM4和OM5 MMF可选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15

QSFP 转 QSFP 100G/200G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
（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End 1
最大功耗（W）

End 2
最大功耗（W）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长度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4通道全双工有源光缆
850nm VCSEL发射器和PIN接收器
符合QSFP+/SFP+/QSFP28/SFP28/QSFP56/SFP56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规范
符合SFF-8402、SFF-8431和SFF-8432规范
OM3、OM4和OM5 MMF可选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AOC 1×N 分支

16

QSFP 转 QSFP 40G/100G/200G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
（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End 1
最大功耗（W）

End 2
最大功耗（W）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长度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8通道全双工有源光缆
850nm VCSEL发射器阵列和PIN接收器阵列
符合QSFP-DD/QSFP28/QSFP56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规范
OM3、OM4和OM5 MMF可选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AOC 1×N 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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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FP-DD 转 QSFP 200G/400G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
（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End 1
最大功耗（W）

End 2
最大功耗（W）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长度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转 分支



12通道全双工有源光缆
850nm VCSEL发射器阵列和PIN接收器阵列
符合CXP/QSFP+ MSA规范
符合SFF-8636和SFF-8665规范
OM2、OM3和OM4 MMF可选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AOC 1×N 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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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P 转 QSFP 120G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
（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End 1
最大功耗（W）

End 2
最大功耗（W）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长度

转
分支

转 分支



8通道全双工有源光缆
850nm VCSEL发射器和PIN接收器
符合QSFP-DD/SFP28/SFP56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规范
符合SFF-8402和SFF-8432规范
OM3、OM4和OM5 MMF可选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AOC 1×N 分支

19

QSFP-DD 转 SFP 200G/400G

产品特征

订购信息

产品名称 最大传输速率
（Gbps）

应用网络类型 网络协议规范 End 1
最大功耗（W）

End 2
最大功耗（W）

转
分支

分支
转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长度

转 分支

分支转



光模块

20

一站式数据中心
光器件集成方案商

平行
光模块

波分
光模块

8路
光学模块

硅光模块

液冷
光模块

相干
光模块



单通道全双工光收发模块
符合SFP+/SFP28/SFP56 MSA规范
符合SFF-8402、SFF-8431和SFF-8432规范
传输速率最高可达10.3125Gbps、25.78125Gbps或53.125Gbps
10G SFP+ SR和25G SFP28 SR/LR可选浸没式液冷版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以太网

21

SFP 10GE/25GE/50GE

（浸没式液冷）

产品特征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产品名称 网络协议
规范

LD PD 最大传输
距离 光口类型 工作温度范围 最大功耗（W） 产品型号

（增强型）

（浸没式液冷）

（浸没式液冷）

尾纤
尾纤

尾纤
尾纤

尾纤
尾纤



2-channel和单通道全双工光收发模块
符合SFP-DD MSA规范
传输速率最高可达106.25Gbps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22

SFP-DD 100GE

以太网

产品特征

产品名称 网络协议
规范

LD PD 最大传输
距离

光口类型 工作温度范围 最大功耗（W） 产品型号



4通道全双工光收发模块
符合QSFP+/QSFP28/QSFP56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规范
传输速率最高可达41.25Gbps、103.125Gbps或212.5Gbps
100G QSFP28 SR4/PSM4和200G QSFP56 SR4/DR4可选浸没式液冷版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40GE

200GE

23

QSFP 40GE/100GE/200GE
以太网

产品特征

产品名称 网络协议
规范

LD PD 最大传输
距离

光口
类型 工作温度范围 最大功耗（W） 产品型号

产品名称 网络协议
规范

LD PD 最大传输
距离

光口
类型 工作温度范围 最大功耗（W） 产品型号

（浸没式液冷）

（硅光模块）

（浸没式液冷）



100GE

24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产品名称 网络协议
规范

LD PD 最大传输
距离

光口
类型 工作温度范围 最大功耗

（W） 产品型号

（增强型）

（浸没式液冷）

（浸没式液冷）

（双速率）

（双速率）

（双速率）

（双速率）

（双速率）

（浸没式液冷）

（浸没式液冷）



4/8通道全双工光收发模块
符合QSFP-DD MSA规范
符合CMIS、SFF-8636和SFF-8665规范
传输速率最高可达206.25Gbps、425Gbps或850Gbps
商业级的工作温度范围（0~70C）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25

QSFP-DD 200GE/400GE/800GE
以太网

产品特征

产品名称
网络协议

规范
LD PD 最大传输

距离
光口
类型

最大功耗
（W） 产品型号

（硅光模块）

（硅光模块）

（硅光模块）



单通道全双工光收发模块
符合SFP+/SFP28 MSA规范
符合SFF-8402、SFF-8431和SFF-8432规范
传输速率最高可达14.025Gbps或28.05Gbps
双工LC光接口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26

SFP 16GFC/32GFC

型号中的“xxx”代表长度，例如001=1m、002=2m、010=10m、100=100m等等。*注意 |

产品特征

光纤通道

产品名称
网络协议

规范
LD PD 最大传输

距离 工作温度范围 最大功耗
（W） 产品型号

（增强型）



4通道全双工光收发模块
符合QSFP+/QSFP28 MSA规范
符合SFF-8636和SFF-8665规范
传输速率最高可达56.25Gbps或112.2Gbps
可通过EEPROM写码
符合RoHS环保标准（无铅）

27

QSFP 4x16GFC/4x32GFC
光纤通道

产品特征

产品名称
网络协议

规范
LD PD 最大传输

距离 工作温度范围 最大功耗
（W） 产品型号光口类型

（增强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