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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网络系列产品

5G DWDM COT&RT 模块 5G DWDM COT&RT LGX 模块

特征:

· 低插损，低偏振损耗

· 高隔离度、工作波长宽

· 宽工作温度

· 高可靠性和稳定性

· 封装尺寸、波长、接口要求可选

应用:

· 电信

· COT&RT

· WDM 系统

参数 单位 COT 或 RT 

通道数 CH 4+Ext 8+Ext 12+Ext 16+Ext 

工作波长 nm 1260 ~167 0 

中心波长 CH 100G ITU C26~C41 

透射带宽 nm ITU±0.11 

扩展端带宽(Ext) nm 1260~1537.5&1562.5~1670 

通道插入损耗 dB DWDM: ≤2.0  Ext:≤0.6 DWDM: ≤3.0  Ext:≤0.6 DWDM:≤3.5  Ext:≤0.6 DWDM: ≤4.0  Ext:≤0.6 

相邻通道隔离度 dB ≥30 

非相邻通道隔离度 dB ≥45 

扩展端隔离度 dB ≥15 

回波损耗 dB ≥45 

方向性 dB ≥50 

透射波动损耗 dB ≤0.5 

封装尺寸 mm 常规：L18 0xW100 xH29      MINI：L120xW88xH12 

工作温度 ℃  

连接头类型  COM&Ext: LC/APC   其他: LC/ UPC( 或客户定制 ) 

 

COT：-25~+70，RT：-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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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网络系列产品

5G CWDM 复用/解复用 ABS 模块 5G CWDM 8CH 模块

特征:

· 低插损，低偏振损耗

· 高隔离度

· 工作波长宽

· 宽工作温度

· 高可靠性和稳定性

· 封装尺寸、波长、接口要求可选

应用:

· 电信

· 校园网 

· WDM系统

参数 单位  CWDM 插片式模块 

通道数 CH 2 4 8 12 16 18 4 8 12 16 

工作波长 nm 1260~165 0 & 1460~1650 1260~1620 

透射带宽 nm ±6.5、±7.0、±7.5 ±6.5、±7.0、±7.5 

插入损耗 dB
 

≤1.0 ≤1.5 ≤2.5 ≤2.5 
(含跳片) 

≤3.0 
(含跳片) 

≤3.5 
(含跳片) 

≤1.5 ≤2.5 ≤2.5 

(含跳片) 
≤3.5 

(含跳片) 

相邻通道隔离度 dB ≥30 ≥30 

非相邻通道隔离度 dB ≥45 ≥45 

回波损耗 dB ≥45 ≥45 

方向性 dB ≥50 ≥50 

透射波动损耗 dB ≤0.5 ≤0.5 

封装尺寸 mm
 L120 xW80xH18、L120 xW80 xH10、L100 xW80 xH10 

MINI：L100 xW45 xH10、L80xW60 xH12 

L130xW100 xH25 

L130xW100 xH50 

工作温度 ℃ -40~+85 -40~+85 

光缆类型  0.9mm松套管(或客户定制) / 

连接头类型  LC/PC(或客户定制) SC/PC or LC/PC (或客户定制 ) 

 

 

5G CWDM 复用/解复用 ABS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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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 FTTH 盒子                            4ch FTTH 盒子

FTTH系列产品

项目 FTTH Box 

尺寸 85x85x28mm 106x80x24mm 100.5x80.5x28.5mm 150x110x30mm 

光纤容量(core) 2 Core (  SC 单芯 或 LC 双芯) 4 Core (  SC 单芯 或 LC 双芯) 

工作温度 -25℃~70℃ 

 

特征: 应用:

· 空间宽余、确保 光纤弯曲率

· 挂墙安装，节约空间，安装方便

· 重量轻、强度高、耐撞性、防尘性好

· 跳线管理清晰易查找

· 适用于FTTH、FTTO、FTTD

· 光纤数据传送

· 有线电视网、局域网

· 数据中心

4ch FTTH 盒子 2ch FTTH 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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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片式PLC光分路器 机架式PLC光分路器

· 分光均匀，低偏振损耗

· 全波段工作：1260~1650nm

· 结构紧凑，体积小，易安装

· 高可靠性及稳定性

·  局域网(LAN)

·  CATV

·  FTTX

特征 应用

FTTH系列产品

参数 单位 PLC 光分路器  

工作波长 nm 1260~1650 

光纤类型 / G6 52D/G657A1/G657A2 

光缆类型 um 250um Fiber or 900um loose tube 

通道类型 / 1x2 2x2 1x4 2x4 1x8 2x8 1x16 2x16 1x32 2x32 1x64 2x64 

插入损耗 dB ≤4.5 ≤4.7 ≤7.7 ≤7.9 ≤11.0 ≤11.3 ≤14.2 ≤14.5 ≤17.5 ≤18.0 ≤21.1 ≤21.5 

均匀性 dB ≤0.4 ≤1.0 ≤0.6 ≤1.5 ≤0.8 ≤1.5 ≤1.2 ≤2.0 ≤1.5 ≤2.0 ≤ 2.0 ≤ 2.5 

偏振相关损耗 dB ≤0.2 ≤0.3 ≤0.2 ≤0.3 ≤0.2 ≤0.3 ≤0.3 ≤0.3 ≤0.3 ≤0.3 ≤0.35 ≤0.5 

温度相关损耗 dB ≤0.5 

回波损耗 dB ≥55 

方向性 dB ≥55 

工作功率 mW ≤500 

工作温度 ℃ -40~+85 

存储温度 ℃ -40~+85 

封装尺寸(LxWxH) mm 130x100x25/130x100x50/130x100x102/1U/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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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TH系列产品

SC-SC 皮线跳线

项目 跳线 

模式 SM MM  

插入损耗 ≤0.3dB ≤0.3dB 

回波损耗 ≥50dB(UPC); ≥60dB(APC)  ≥30dB 

插拔试验 500times 

工作温度 -25℃～+70℃ 

适用光纤 OS2/OM1/OM2/OM3/OM4  

 

SC快速连接器

· 寿命长，易组装，高可靠性，高回波损耗

· 可多次重复拆卸及组装

· 超高的一次组装成功率

·  电信网络

·  CATV

·  FTTX

特征 应用

项目 SC  

模式 SM MM  

适用光纤 9/125um 50/125um, 62.5/125um 

陶瓷插芯同心度 
 

≤0.5um ≤0.3um ≤3.0um 

插入损耗 
 

≤0.35dB ≤0.20dB ≤0.50dB 

回波损耗 ≥50dB(UPC)， ≥60dB(APC) ≥25dB 

插拔试验 ≤0.3dB(500 times) 

工作温度 -40℃～+85℃ 

 

FC-FC 钢铠跳线                                     3G跳线                    

≤1.0um

≤0.50dB



LC 单模双芯连接器
2.0/3.0短尾套

LC 单模双芯连接器
2.0/3.0长尾套

LC 单模双芯连接器
0.9尾套

LC 单模双芯连接器
可弯曲尾套

LC 单模双芯连接器
1.2尾套

·连接器整体高度不超过适配器

·加长的按压把手，能适应较远的按压

   解锁区域

·极性变换操作简单

·多种颜色可提供

·多种尾套可供选择

·能满足0.9/1.2/2.0/3.0mm线径装配需求

·符合IEC及GR326标准

·可定制客户Logo

·电信网络 

·CATV网络 

·以太网络 

·光通信设备

特征 应用

品质  连接  信任 14www.hyc-system.com

连接器LC

 单模 多模 

插入损耗 标损≤0.30dB; 低损≤0.15dB  

   

   

  

  

   

型号

标损≤0.30dB; 低损≤0.10dB

插拔试验

工作温度

适用光纤

回波损耗

5 ≤0.3dB

-40℃～+ 85℃

PC/APC(9/125um) PC(50/125um,62.5/125um)

≥标准
高回损

50 dB(UPC); ≥60dB(APC)
≥55 dB(UPC); ≥65dB(APC)

≥30dB

00 times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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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 单芯连接器                                 LC Uniboot 连接器                           LC Uniboot 短拉杆连接器                      LC Uniboot 长拉杆连接器

 LC 插芯                                

连接器 LC

5 ≤0.3dB00 times 

   

   

   

   

插拔试验  

工作温度 -40℃～+85℃ 

可定制 
类型: 单芯 , 双芯, Uniboot, 推拉式  
Cable: 0.9/1.2/1.6/2.0/2.4/3.0mm

颜色  

 

回波损耗
≥标准：

高回损：
50dB(UPC)；≥60dB(APC)
≥55dB(UPC)；≥65dB(APC)

≥30dB

插入损耗 标损≤0.30dB; 低损≤0.15dB 标损≤0.30dB; 低损≤0.10dB

模式 SM MM

适用光纤 PC/APC(9/125um) PC(50/125um,62.5/125um)

连接器类型 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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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SC

 SC 单芯连接器                                        SC 双芯连接器                                          SC 插芯

·  单芯和双芯可选

·  高重复性、高稳定性

·  低环境敏感性

·  多种外壳和套管颜色可选

·  符合GR326或IEC 61300-2标准

· 电信网络

· CATV

· FTTX

特征 应用

GR-326

连接器类型 SC  

模式 SM MM  

适用光纤 PC/APC(9/125um) PC(50/125um,62.5/125um) 

插入损耗   

回波损耗
 标准≥50dB(UPC) ；≥60dB(APC)

高回损≥55dB(UPC) ；≥65dB(APC)

 
≥30dB

 

插拔试验  

工作温度 -40℃～+85℃ 

可定制 
类型: 单芯, 双芯, 带锁 

Cable: 0.9/1.2/1.6/2.0/2.4/3.0mm 

颜色  

 

5 ≤0.3dB00 times 

标损≤0.30dB; 低损≤0.15dB 标损≤0.30dB; 低损≤0.1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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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安全带锁连接器

连接器 SC/LC安全带锁连接器

SC安全带锁连接器的特征

· 军事网络 

· 政府网络

· 金融网络

· 电信网络 

· CATV网络

· 以太网络

· 光通信设备

应用

LC安全带锁连接器的特征

应用

· 适用于军事、政府、金融等较高安全级别的网络

· 有5种不同的颜色/键位方案可供选择

· 相同颜色的钥匙只能解锁同一种颜色的连接器

· 2.0/3.0mm 光缆线径适用

· 符合FOCIS-3/ TIA-604-3 及 GR326-core 参考

· 符合RoHS/REACH环保要求及UL94-V0防火等级

· 可适配标准SC适配器

· 数据中心

· 医疗中心

· 金融中心

· 机场/火车站

· 教育中心

· 政府/军队

· 销售商店

· 安装简便

· 防尘及预防有害异物侵入

· 一个钥匙能解锁LC双联连接器及防尘帽

· 保护未使用或未经授权的LC端口

· 移除安全锁不会干扰LC适配器或导致网络性能下降

LC 安全带锁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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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

                                FC 连接器                                          ST 连接器                                               MU 连接器                                                  DIN 连接器

              SMA 连接器                                        E2000/PC                                                    ST 插芯

FC/ST/MU/DIN/SMA/E2000

连接器类型 

模式 SM MM  

插入损耗   

回波损耗
  

≥30dB
 

插拔试验  

工作温度 -40℃～+85℃ 

可定制 Cable: 0.9/2.0/3.0mm 

颜色  

 

5 ≤0.3dB00 times 

FC ST MU DIN SMA E2000

标准≥50dB(UPC) ；≥60dB(APC)
高回损≥55dB(UPC) ；≥65dB(APC)

标损≤0.30dB; 低损≤0.15dB 标损≤0.30dB; 低损≤0.1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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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偏光纤连接器

·  360°可调插芯设计

·  保偏角度±1°以内

·  消光比25dB以上

·  LC/SC/FC, PC/APC可选

·  0.9/2.0/3.0mm线径适用

·  符合GR326和IEC61754-20标准

·  符合RoHS/REACH和UL94-V0防火要求

·   航天航空

·   无人驾驶

·   光纤传感

GR-326

LC/FC/SC保偏连接器连接器

特征 应用

连接器 PM保偏 

类型 LC/FC/SC  

适用光纤 Cladding 125um 

插入损耗 ≤0.30dB ≤0.20dB ≤0.15dB 

回波损耗 ≥50dB(UPC), ≥60dB(APC)  

插拔试验  

工作温度 -40℃～+85℃ 

颜色  

 

5 ≤0.3dB00 times 



MPO 带拉杆连接器                             MPO 圆缆连接器                               MPO 带纤连接器                                           MTP 圆缆连接器

GR-1435

·  高密度拉杆设计

·  8F/12F/16F/24F/32F可选

·  带纤和2.6~3.6mm圆缆可选

·  PC/APC可选

·  常规弹簧和高强度弹簧可选

·  符合GR-1435和IEC61754-7标准

·  符合RoHS/REACH和UL94-V0防火要求

特征 应用

· 电信网络

· CATV 网络

· 以太网络

· 光通信设备

连接器MPO/MTP

品质  连接  信任 20www.hyc-system.com

连接器类型 MPO/MTP 

类型 低损 标损  

模式 SM MM SM MM 

光纤数 12F 24F 12F 24F 12F, 24F  

插入损耗 ≤0.25dB ≤0.35dB ≤0.35dB ≤0.7dB ≤0.7dB 

回波损耗 ≥55dB ≥20dB ≥55dB ≥20dB 

插拔试验 50 times  

工作温度 -40℃～+85℃ 

适用光纤 OS2/OM1/OM2/OM3/OM4/OM5 

可定制 
模式: 单模/多模/单模低损/多模低损 

类型: 8F/12F/16F/24F/32F 
光纤: Ribbon fiber/∅3.0/∅3.6/Round cable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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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适配器

特征

· 双联及四联可选

· PC/APC，及多种颜色可选

· 带内置遮光板适配器可选（防尘遮光）

· 弹片设计确保稳定安装

· 长耳和短耳款可选

· 符合GR326和IEC标准

· 符合RoHS/REACH/UL94-V0防火要求

应用

· 电信网络

· CATV 网络

· 以太网络

· 光通信设备

· 军用数据网络通信

LC双芯单通道
带内置遮光板适配器

LC四芯单通道
带内置遮光板适配器             LC一体式适配器 LC 单芯 RJ45 适配器

适配器类型 LC 

端面类型 APC PC 

插入损耗 SM≤0.2dB  MM≤0.2dB  

保持力 100-250g  

重复性 ≤0.2dB(500times) 

工作温度 -40℃～+85℃ 

可定制 

类型 : 单芯，双芯，四芯 
外框：塑胶 
弹簧：金属(常规)，金属(稳定型)，塑胶 
法兰：全法兰，带法兰，不带法兰 
遮光板：内置，外置防尘帽 

颜色  

 



特征 应用

· 单芯和双芯可选

· PC/APC，及多种颜色可选

· 外置百叶窗可选

· 高重复性、高稳定性

· 符合GR326或IEC 61300-2标准

· 符合RoHS/REACH/UL94-V0防火要求

· 电信网络

· CATV

· FTTX

SC单芯长耳适配器                           SC 双芯金属长耳适配器                      SC外置百叶窗单芯适配器                 SC外置百叶窗双芯适配器

品质  连接  信任 22www.hyc-system.com

SC 适配器

适配器类型 SC  

端面类型 APC PC 

插入损耗 SM≤0.2dB  MM ≤0.2dB 

保持力 200-600g  

重复性 ≤0.2dB(500times) 

工作温度 -40℃～+85℃ 

可定制 

类型：单芯，双芯 
外框： 金属，塑胶 
弹簧：金属 
法兰：带法兰，不带法兰 
遮光板：内置，外置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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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器

特征 应用

· 弹片设计确保稳定安装

· 多种颜色可选

· 长耳及短耳款可选

· 符合RoHS标准

· 电信网络

· CATV 网络

· 以太网络

· 光通信设备

· 军用数据网络通信

GR-1435

MPO/MTP

MTP 长耳适配器MPO  SC型适配器 MPO  SC 型长耳适配器 MTP  SC 型适配器

适配器类型 MPO/MTP 

模式 SM MM  

重复性 50 times  

工作温度 -40℃～+85℃ 

可定制 
类型：单芯 

外框：常规，SC，45° 角 
一体式，熔接式 

颜色  

 



特征 应用

FC 适配器 ST 适配器

SMA 适配器

MU 双芯适配器 DIN 适配器                                            

· 机械尺寸精度高

· 高重复性、高稳定性

· 陶瓷或青铜导管可选

· 符合Tecordia和IEC标准

· 符合RoHS标准

· 电信网络

· CATV

· FTTX

E2000 适配器  

品质  连接  信任 24www.hyc-system.com

适配器FC/ST/MU/DIN/SMA/E2000

适配器类型 FC ST MU DIN SMA E2000  

模式 SM MM  

端面类型 APC/UPC PC 

插入损耗 SM≤0.2dB  MM≤0.2dB  

重复性 ≤0.2dB(500times) 

保持力   

工作温度 -40℃～+85℃ 

 

1.25mm, 100~250g 2.5mm, 200~600g



项目 跳线 

模式 SM MM  

插入损耗   

回波损耗
  

≥30dB
 

插拔试验 500times 

工作温度 -25℃～+70℃ 

适用光纤 OS2/OM1/OM2/OM3/OM4/OM5  

25 www.hyc-system.com品质  连接  信任

尾纤钢铠跳线分支跳线LC Uniboot跳线

跳线

标准≥50dB(UPC) ；≥60dB(APC)
高回损≥55dB(UPC) ；≥65dB(APC)

标损≤0.30dB; 低损≤0.15dB 标损≤0.30dB; 低损≤0.10dB

项目 MPO/MTP LC/SC 

类型 低损 标损 低损 标损 

模式 SM MM  SM MM  SM MM  SM MM  

插入损耗 

8F,12F ,24F  8F,12F ,24F  8F,12F ,24F  8F,12F ,24F  单芯 

≤0.5dB, ≤0.7dB ≤1.4dB ≤1.4dB ≤0.3dB ≤0.2dB ≤0.6dB ≤0.6dB 

插拔试验 50 times 500 times 

工作温度 -25℃～+70℃ 

适用光纤 OS2/OM1/OM2/OM3/OM4  

 

MPO Loopback                                             MTP Loopback                                                      LC Loopback                                                    SC Loop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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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器SC/LC

· 波长可选

· 设计紧凑，安装方便

· 高敏感性

· 插入损耗小、反射率高

· 符合GR326和IEC61300-2标准

· 符合RoHS和IEC61754-4要求

·  PON 网络

·  中心机房测试

·  FTTX

SC光纤(FBG)反射器-尾纤式          SC光纤(FBG)反射器-阴阳式          LC光纤(FBG)反射器-尾纤式          LC光纤(FBG)反射器-阴阳式

特征 应用

项目 LC/SC 

类型 Male-Female, Pigtail type 

透射波长 1260~1625 nm 1260~1600 nm 

反射损耗 1645~1655nm  1620~1630nm  

透射波长 
IL 

≤1.4dB @1260~1360nm, 1460~1600nm  
≤2.0dB @1600~1625nm 
≥20dB @1645~1655nm 

≤1.4dB @1260~1360nm, 1460~1580nm  
≤2.0dB @1580~16 00nm 
≥20dB @1620~16 30nm 

ORL 
＞35dB @1260~1360nm,1460~1600nm  

＞25dB @1600~1625nm 
＞35dB @1260~1360nm,146 0~1580nm  

＞25dB @1580~1600nm 

反射损耗 ≤1.0dB @1645~1655nm ≤1.0dB @1620~1630nm  

偏振相关损耗 ≤0.4dB 

波长相关损耗 ≤0.6dB 

温度相关损耗 ≤0.5dB 

承受光功率 ≤27dBm 

插芯类型 PC/APC, Corning G657A2 and 900um loose tube 

操作温度 -25℃～+70℃ 

工作湿度 5~95%RH  

存储温度 -40℃～+85℃ 

 

GR-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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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方便

· 互换性好、耐高低温

· 符合 GR 326 或 IEC 61300-2 标准

· 符合 RoHS/GR 910标准

·  电信网络

·  CATV

·  数据中心

· 工业级标准

· 高回波损耗

· 与光纤连接器相同，适配方便

特征

特征 应用

衰减器

光纤终止器

LC/SC/FC/ST/MU

LC/SC/FC/ST/MU

项目 LC/SC/FC/ST/MU  

衰减值 1~30dB  

衰减精度 1~9dB：±0.5     ≥10dB：±10%  

回波损耗 PC >40dB, APC >55dB  

工作功率 ≤500mW 

工作温度 -40℃～+70℃ 

 

项目 LC/SC/FC/S T/MU  

类型 SM, APC/PC  

工作波长 1260~1650 nm 

回波损耗 PC≥55dB, APC ≥60dB 

工作功率 ≤500mW 

工作温度 -40℃～+85℃ 

 

GR-326 GR-910

LC 衰减器                       SC 衰减器                             FC 衰减器                            ST 衰减器                      MU 衰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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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器件

1x64 PLC 光分路器                            微型封装PLC光分路器                                    8-1x2 PLC 光分路器 

· 分光均匀，低偏振损耗

· 全波段工作：1260~1650nm

· 结构紧凑，体积小，易安装

· 高可靠性及稳定性

· 数据中心

· 局域网(LAN)

· FTTX

特征 应用

项目 1×2 2×2 1×4 2×4 1×8 2×8 1×16 2×16 1×32 2×32 1×64 2×64 1×128 2×128 

工作波长(nm) 1260～1650  

光纤类型 G652D/G657A1/G657A2 或其他可定制 

插入损耗(dB) 
(P/S Grade) 

4.0 4.2 7.2 7.3/7.4 10.5 10.8 13.7 14.0 17.0 17.5 20.6 21.0 24.0 24.5 

插入损耗均匀性  
(dB) 

0.4 1.0 0.6 1.5 0.8 1.5 1.2 2.0 1.5 2.0 2 2.5 2.5 2.5 

回波损耗(dB) 
(P/S Grade)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偏振相关损耗
(dB) 

0.2 0.3 0.2 0.3 0.2 0.3 0.3 0.3 0.3 0.3 0.35 0.5 0.35 0.5 

方向性 (dB)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55 

温度相关损耗 
- ～

85 ℃)(dB)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工作温度 -40℃～+85℃ 

存储温度 -40℃～+85℃ 

 
GR-1209 GR-1221

注：不带连接头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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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32 ABS盒式PLC光分路器                                 2x32 LGX PLC 光分路器                                                   1x32 机架式 PLC 光分路器

· ABS盒式、插片式、LGX盒式、机架式可选

· 分光均匀，低偏振损耗

· 全波段工作：1260~1650nm

· 结构紧凑，体积小，易安装

· 高可靠性及稳定性

· 局域网(LAN)

· 数据中心

· FTTX

特征 应用

模块/机架式

类型 1×2 2×2 1×4 2×4 1×8 2×8 1×16 2×16 1×32 2×32 1×64 2×64 1×128 2×128 

封装类型 ABS 模块 LGX 盒式 机架式 

工作波长(nm) 1260～1650  

适用光纤 G652D/G657A1/G657A2  

插入损耗(dB) 4.5 4.7 7.7 7.9 11 11.3 14.2 14.5 17.5 18 21.1 21.5 24.5 25 

均匀性 (dB) 0.4 1.0 0.6 1.5 0.8 1.5 1.2 2.0 1.5 2.0 2 2.5 2.5 2.5 

偏振相关损耗(dB) 0.2 0.3 0.2 0.3 0.2 0.3 0.3 0.3 0.3 0.3 0.35 0.5 0.35 0.5 

回波损耗(dB) PC≥50   APC ≥55 

方向性(dB) 55 

温度相关损耗 
 (-40~85 ℃)(dB)  

0.5 

工作温度 -40℃～+85℃ 

  
 
 
 

 
 

  

 

PLC

封装尺寸 (LxWxH)
100x80x10mm
120x80x18 mm

140x115x18 mm

115.5x86x18mm
155.5x129x29mm

19” 1U/2U/3U

注：带连接头的损耗

或其他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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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T耦合器 & TAP器件

GR-1209 GR-1221

· 低插损、低偏振损耗

· 高回波损耗

· 结构紧凑

· 高稳定性及可靠性

FBT耦合器特征

· 分光比可选

· 高稳定性和可靠性

· 1260~1650nm 全波段工作

· 符合Telcordia, GR-1209-CORE与GR-1221-CORE标准

· 符合RoHS

TAP 器件特征

1x2 单模拉锥耦合器                                                                      3端口TAP器件

项目 SM FBT Coupler SM TAP  

类型 宽带耦合器 (WBC)  双窗口耦合器 (DWC)  全波段  

工作波长(nm) 1310 or 1550  1310 and 1550  1260~1650  

工作带宽 1310±40 or 1550 ±40 1310/1550 ±40 1260~1650  

产品等级 P A P A / 

插入损耗(dB) 

50/50 ≤3.4 ≤3.6 ≤3.6 ≤3.8 ≤3.5 

40/60 ≤4.4/2.6 ≤4.7/2.8 ≤4.7/2.7 ≤4.9/2.9 ≤4.5/≤2.8 

30/70 ≤5.7/1.9 ≤6.0/2.0 ≤6.0/1.9 ≤6.3/2.1 ≤5.8/≤2.1 

20/80 ≤7.6/1.25 ≤8.0/1.3 ≤7.9/1.3 ≤8.4/1.4 ≤7.5/≤1.5 

10/90     ≤10.6/≤1.0 
偏振相关损耗(dB) ≤0.15 ≤0.15 ≤0.15 ≤0.2 ≤0.2 

回波损耗(dB) ≥50 

额定功率(mW) ≤500 

工作温度 -40℃～+85℃ 

 

≤11.0/0.65 ≤11.5/0.8 ≤9.2-11/0.75 ≤8.8-1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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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端口CWDM器件              CWDM复用&解复用ABS盒式模块        CWDM 8+1ch 复用&解复用模块          CWDM LGX 复用&解复用模块

项目 CWDM 器件  CWDM ABS 模块  CWDM LGX 模块  

通道数(CH) 3 2 4 8 12 18 

工作波长(nm) 1260~1650 & 1460~1650  

透射带宽(nm) ±6.5 、±7.0 、±7.5 

透射插损(dB) ≤0.6 ≤1.0 ≤1.5 ≤2.5 ≤2.5 (含跳片)  
 

反射插损(dB) ≤0.4 / 

相邻隔离度(dB) ≥30 

非相邻隔离度(dB) ≥45 

反射隔离度 ≥15 / 

回波损耗 ≥45 ≥45 

方向性 ≥50 

波动损耗 ≤0.3 ≤0.5 

封装尺寸 

     Φ4.0xL30mm 
MINI：Φ3.2xL30mm 
     Φ3.0xL30mm 
     Φ2.6xL25mm 

     L120xW80xH18   
     L120xW80xH10   
     L100xW80xH10 

MINI：L100xW45xH10      
    L80xW60xH12 

L180xW100xH29  

MINI：L88xW90xH26  

     L88xW90xH52 

工作温度 -40℃～+85℃ 

 

· 低插损，低偏振损耗

· 高隔离度

· 工作波长宽

· 宽工作温度

· 高可靠性和稳定性

· 封装尺寸、波长、接口要求可选

特征

· 电信

· 校园网

· WDM 系统

应用

≤3.5 (含跳片) 

CWDMW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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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DM WDM

3端口FWDM 器件                                                                   FWDM 复用&解复用 LGX模块

· 低插损，低偏振损耗

· 高隔离度

· 工作波长宽

· 宽工作温度

· 高可靠性和稳定性

· 封装尺寸小，结构紧凑，节省空间

特征

· 波分复用系统

· 无源光网络

· 广播有线电视网络

应用

项目 3端口 FWDM  

工作波长(nm) 1260~1670  

透射带宽(nm) 1540~1560  1524~1544&1596~1625  客户可定制  

反射带宽(nm) 1260~1360&1480~1500  1260~1500&1550~1581&1640~1670  客户可定制  

透射插损(dB) ≤0.6 

反射插损(dB) ≤0.4 

透射隔离度(dB) ≥30 

反射隔离度(dB) ≥15 

回波损耗(dB) ≥50 

方向性(dB) ≥50 

波动损耗(dB) ≤0.3 

封装尺寸(mm)
 Φ4.0xL30mm

LGX模块尺寸：L180xW100xH29

；MINI：Φ3.2xL30mm、Φ3.0xL30mm  

工作温度 -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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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DMWDM

· 低插损，低偏振损耗

· 高隔离度

· 工作波长宽

· 宽工作温度

· 高可靠性和稳定性

· 封装尺寸、波长、接口要求可选

特征

· 电信5G

· 城域网

· 数据中心

应用

3端口 DWDM器件                                                     6 端口 DWDM                                            DWDM ABS盒式模块      

项目 DWDM 器件  DWDM ABS 模块  

通道数(CH) 3 4/8/12/16/20CH  

工作波长(nm) 1500~1600  1500~1600  

信道间隔(GHz)  100G/200G  100G/200G  

透射带宽(nm) ITU±0.11/ ITU±0.25 ITU±0.11/ITU±0.25 

透射插损(dB) ≤0.8 

4CH≤1.5  
8CH/12CH (with skip)≤2.5 

16CH(with skip)≤3.0 
20CH (with skip)≤4.0 

反射插损(dB) ≤0.4 / 

透射相邻隔离度(dB) ≥28 

反射相邻隔离度(dB) ≥45 

反射隔离度(dB) ≥15 / 

回波损耗(dB) ≥50 ≥45 

方向性(dB) ≥45 ≥45 

波动损耗(dB) ≤0.3 ≤0.5 

封装尺寸(mm) 

      Φ4.0xL30 
MINI：Φ3.2xL30 
      Φ3.0xL30 
      Φ2.6xL25 

      L120xW80xH18  
      L120xW80xH10  
      L100xW80xH10     
MINI：L100xW45xH10  

     L80xW60xH12  

工作温度 -40℃～+85℃ 

 



品质  连接  信任 34www.hyc-system.com

CCWDM WDM

CCWDM 模块 

· 低插损，低偏振损耗

· 高隔离度

· 工作波长宽

· 宽工作温度

· 高可靠性和稳定性

· 封装尺寸、波长、接口要求可选

特征

项目 CCWDM 模块  

类型 复用 解复用  

通道数(CH) 4 8 16 18 

通道间隔(nm) 20 

工作波长(nm) 1260~1620  

透射带宽(dB) ±6.5、±7.0、±7.5 

透射损耗(dB) ≤1.4 ≤1.7 ≤2.0 ≤2.5 

透射相邻隔离度(dB) ≥30 

透射非相邻隔离度(dB) ≥45 

回波损耗(dB) ≥45 

方向性(dB) ≥50 

波动损耗(dB) ≤0.5 

封装尺寸(mm) L50xW27xH7.7 、L50xW44xH7.7  

工作温度 -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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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机架/GPON 模块WDMWDM

项目 PLC+WDM 模块   19" 机架 GPON 

通道数(CH) 16 32 64 128 

工作波长(nm) 1260~1670  

IP 信号波长(nm) 1260-1360(upstream) 1480-1500(downstream) 

 CATV 信号波长(nm) 1540 -1560  

插入损耗(dB) @ IP ≤1.5 

插入损耗(dB) @ CATV ≤15.0 ≤18.2 ≤21.8 ≤25.2 

隔离度(dB) ≥30(@ IP) ≥15(@ CATV) 

回波损耗(dB) ≥45 

方向性(dB) ≥50 

波动损耗(dB) ≤0.5 

封装尺寸(mm) L120xW80xH18  19”1U 

工作温度 -40℃～+85℃ 

 

· 高隔离度

· 工作波长宽

· 宽工作温度

· 高可靠性和稳定性

· 波长、接口要求可选

· 波分复用系统

· 无源光网络

· 广播有线电视网络

特征 应用

 PLC+WDM模块                                        19" 机架 WDM模块                                        19" 机架 G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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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MAAWG

· 低插损，低偏振损耗

· 宽工作温度

· 高可靠性和稳定性

· 封装尺寸、波长、接口要求可选

特征

· 电信 5G

· 城域网

· 数据中心

应用

50G AAWG 96CH 模块 100G AAWG 40CH 模块

项目 AAWG 模块  

类型  Gaussian Flat Top 

通道数(CH) 32 40  48 

通道间隔(nm) 100G  

工作波长(nm) 1500~1570  

透射带宽(dB) ±0.11 

透射损耗(dB) ≤5.0 ≤6.0 

透射相邻隔离度(dB) ≥25 

透射非相邻隔离度(dB) ≥30 

回波损耗(dB) ≥45 

方向性(dB) ≥50 

波动损耗(dB) ≤0.5 

封装尺寸(mm) L120xW70xH11 、19”、1U  

工作温度 -5℃~+70 ℃ 

 

GR-1209 GR-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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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光开关 器件/模块

· 尺寸小、功耗低

· 高重复性和高稳定性

· 可集成化、快速切换

· 符合 GR-1209 和 GR-1221 标准

特征

· 城域网

· 数据中心

· 光纤传感

应用

1×N MEMS光开关                                  1x16 MEMS光开关模块                                                                   1x48 MEMS光开关模块

GR-1209 GR-1221

项目 1×N MEMS  

通道数 2~20  48 

工作波长 (nm) 1520~1570  

插入损耗 (dB) ≤1.0 ≤1.5 

回波损耗 (dB) ≥50 

重复性 (dB) ≤0.1 

串扰 (dB) ≥50 

偏振相关损耗 (dB) ≤0.15 

波长相关损耗 (dB) ≤0.3 

温度相关损耗 (dB) ≤0.3 

通道切换时间 (ms) ≤30 

稳定性(cycle) ≥1x10^9  

切换模式 Non-latching 

控制电压 (V) ≤60 

封装尺寸 (mm) φ5.5×42(L)(器件) 135(L)×90(W)×2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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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光开关

MCS 模块

特征:

· 低插入损耗

· 低功耗

· 端口配置灵活、波长无关

· 信号切换或者阻断

项目 MCS  

通道数 8x12 8x16 

工作波长 (nm) 1525~1565  

插入损耗 (dB) ≤15 ≤16 

回波损耗 (dB) ≥40 ≥40 

重复性 (dB) ≤0.2 

串扰 (dB) ≥50 

偏振相关损耗 (dB) ≤0.5 

波长相关损耗 (dB) ≤0.5 

温度相关损耗 (dB) ≤0.5 

通道切换时间 (ms) ≤300 (With hitless switching) 

稳定性(cycle) ≥1x10^9  

切换模式 Non-latching 

控制电压 (V) ≤60 

封装尺寸 (mm) 220(L) x 140(W) x 20.5(H) 

 

GR-1073

· 城域网

· 数据中心

· 光纤传感

应用

MCS



数据中心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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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光纤配线箱模块盒                    1U 高密度光纤配线箱                             2U 高密度光纤配线箱                            4U 高密度光纤配线箱

MPO/MTP-MPO/MTP 跳线                             MPO/MTP 分支跳线                             MPO-LC跳线                                MPO-LC短分支跳线

项目 1U ODF  2U ODF  4U ODF  

尺寸 485x470x44mm 485x470x88mm 485x470x176mm 

重量(含模块盒)  4.0 kg 6.5 kg 11.5 kg 

最大容量 LC 1 44 cores/SC 72 cores LC 288 cores/SC 144 cores LC 576 cores/SC 288 cores 

工作温度 -25℃～+70℃ 

适用跳线 MPO/MTP-LC/SC 跳线  

 

分类 连接器 适配器

适配部件

产品名称 LC Uniboot
连接器

LC双芯
连接器 MPO/MTP连接器 LC四芯

一体式适配器 MPO/MTP适配器LC双芯适配器
带内置遮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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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系列产品

   MT-FA 迷你跳线                                   LC-LC AOC 跳线                                          MT-MT AOC 跳线

项目  MT- MT AOC 

模式  低损  标损 多模(LC) 多模(MT) 

插入损耗  ≤0.35dB ≤0.5dB ≤0.3dB ≤0.5dB 

回波损耗  PC≥20dB ≥20dB ≥30dB ≥20dB 

重复性  50times 

工作温度  -40℃～+85℃  

适用光纤  OM2/OM3/OM4  

 

AWG CWDM4

· 损耗低、均匀性好

· 结构紧凑、平面波导技术

· 高可靠性、高稳定性

· 符合RoHS、TelcordiaGR-1221和

    GR-1209 标准

AWG CWDM4的特征

GR-1209

项目 AWG CWDM4 

类型 复用 解复用  

通道数(CH) 4 

通道间隔(nm) 20 

工作波长(nm) 1271、1291、1311、1331 

透射带宽(dB) ±6.5 

透射损耗(dB) ≤3.5 ≤2.5  

透射相邻隔离度(dB) ≥20 

透射非相邻隔离度(dB) ≥30 

回波损耗(dB) ≥40 

方向性(dB) ≥50 

纹波损耗(dB) ≤0.5 

封装尺寸(mm) / 

工作温度 -5℃~+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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