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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6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7

2017第六届
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

主要宣传媒体
人民公安报、中国交通报、经济日报、南方日报、中国智能交通网、中国公共安全杂志
中国智能交通官方微信、深圳广电集团移动电视频道、CPS中安网

指定媒体
中国公共安全杂志、中国智能交通网、中国智能交通官方微信、CPS中安网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城市智能交通论坛
主办单位：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深圳市智慧交通产业促进会

支持单位：中国智能交通协会、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深圳市公路客货运输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澳迪先——2017中国(深圳)道路交通安全论坛
支持单位：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安徽省道路交通安全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冠名单位：佳骏（环球）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智能行车记录仪产业联盟

2017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国际论坛暨第十二届中国卫星导航运营商大会
主办单位：中国卫星定位协会、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深圳市车联网产业联盟、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智慧停车专委会 

赞助单位：深圳途沃得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沃达孚科技有限公司

2017第三届中国云停车产业发展论坛
主办单位：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中国云停车产业联盟、中国智能交通网

深港两地车联网企业技术及业务对接会
主办单位：香港无线科技商会、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两岸四地智能交通企业圆桌会议
主办单位：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香港智能交通运输系统协会、中华智慧型运输系统协会、

                   澳门运输及交通工程协会

中加智能交通企业对接交流会
主办单位：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加拿大智能交通协会

指导单位：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安博会展有限公司、深圳市艾蒂艾斯会展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智慧中国联合会、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深圳市智慧交通产业促进会、深圳市道路交通安全促进会

支持单位：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深圳车联网产业联盟

                   深圳智能停车产业联盟、深圳市公路客货运输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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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年6月 日｜深圳会展中心 、 号馆7 23-25 7 8

展览会同期活动一览表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6月22日

09:30-12:00 智能交通创意大赛评选 楚天大酒店清江厅

18:00-21:00
欢迎晚宴

2017第五届“中国智能交通建设推荐品牌”颁奖典礼
深航酒店鲲鹏厅

6月23日-25日
第六届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

7、8号馆
中国智能交通高级人才招聘会

6月23日

09:30-10:00

开幕仪式  

签约仪式 

2017智能交通创意大赛颁奖典礼

8号馆开幕仪式

10:00-11:00 嘉宾巡展 7、8号馆

09:00-12:00

14:00-17:30

2017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国际论坛暨第十二届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运营商大会

2017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十佳运营服务商颁奖典礼

2017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十佳产品供应商颁奖典礼

2017中国车联网创新服务十大品牌颁奖典礼

2017中国智能行车记录仪十大品牌颁奖典礼

6楼桂花厅

6月23日

14:00-17:30 深港两地车联网企业技术及业务对接会 6楼郁金香厅

17:30-18:30 两岸四地智能交通企业圆桌会议 6楼郁金香厅

14:00-17:00 中加智能交通企业对接交流会 5楼玫瑰1厅

18:00-21:00 开幕晚宴 5楼梅花厅

6月24日

09:00-12:00

14:00-17:00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城市智能交通论坛 6楼桂花厅

09:30-12:00

14:00-17:00
2017中国（深圳）道路交通安全论坛 5楼牡丹厅

09:00-12:00

13:30-17:00

2017第三届中国云停车产业发展论坛

2017中国云停车行业十大领军人物颁奖

2017中国云停车十大品牌颁奖

6楼茉莉厅

18:00-21:00 中外贵宾之夜 蛇口希尔顿酒店

6月25日 09:00-12:00
拟定技术考察：
线路1、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参观情报中心、宣传中心，智能指挥中心
线路2、到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科技处参观科技展厅

展会时间：6月23日-24日08:30-17:00 6月25日08:3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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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6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7

Program at a glance
Date Time Program Venue

Jun 22

09:30-12:00 ITS Creative Contest 2017
Qingjiang Room, Shenzhen 

Grand Chu Tian Hotel 

18:00-21:00
Welcome Dinner
The 5th China ITS Recommend Brand Enterprises Award Ceremony 2017

Kun’s Roc Ballroom in 
Shenzheair International Hotel

Jun 23-25
The 6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Hall 7 & 8
ITS Job Fair

Jun 23

09:30-10:00
Welcome Speeches, Visiting Exhibition & Signing Ceremony
The 4th China ITS Creative Contest Awards Ceremony 2017

Hall 8
(Openning Ceremony)

10:00-11:00 Distinguished Guest Tour Exhibition Hall 7 & 8

09:00-12:00
14:00-17:30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NSS & LBS and The 12th China Satellite Navigation 
Operators Conference 2017
China Top 10 Satellite Navigation Operators Awards  Ceremony 2017 
China Top 10 Satellite Navigation Suppliers Awards  Ceremony 2017
China Top 10 IOV Innovation Service Award Ceremony 2017
China Top 10 Intelligent Car Recorder Award Ceremony 2017

6F,Osmanthus Hall

Jun 23

14:00-17:30 Sino-Hongkong Internet of Vehicles Enterprises Exchange 6F, Tulip Hall

17:30-18:30 Cross Strait ITS Entrepreneurs Round Table 2017 6F, Tulip Hall

14:00-17:00 Sino-Canada ITS Enterprises Exchange 2017 5F, Rose Hall 1

18:00-21:00 Opening Dinner 5F,Plum Blossom Hall

Jun 24

09:00-12:00
14:00-17:00

The 14th International Urban ITS Forum China 2017 6F,Osmanthus Hall

09:30-12:00
14:00-17:00

OiTEZ--Road Traffic Safety Forum China( Shenzhen) 2017 5F,Peony Hall

09:00-12:00
13:30-17:00

The 3rd China Cloud Park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Forum 2017
The China Cloud Parking Industry Leader of Top 10 Award Ceremony 2017
The China Cloud Parking Industry Top 10 Brands Award Ceremony2017

6F, Jasmine Hall

18:00-21:00 ITS Party for Chinese and Overseas Distinguished Guests Hilton Shekou Nanhai

Jun 25 09:00-12:00
Technical Tour: 
Pubic Security Traffic Police Bureau of Shenzhen

Note: Expo opening hour: June 23-24,  08:30-17:00. June 25, 08:30-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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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题：跨进城市智能交通质量新时代
时        间：2017年6月24日 09:00-16:00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六层桂花厅
主办单位：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城市智能交通论坛

协办单位：深圳市智慧交通产业促进会
支持单位：中国智能交通协会、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深圳市公路客货运输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主        持：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治处处长 韩浩

日期 议程

09:00
致辞：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理事长 吴忠泽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 徐忠平

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09:20 钱清泉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磁悬浮交通发展战略

09:40
王笑京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首席科学家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新一代ITS助力城市交通转型发展

10:00 李 斌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交通运输数据开放应用的实践与思考

10:20 汪 波 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 副主任 高工 轨道交通智慧出行

10:40 Joseph K. Lam--林观发 加拿大智能交通协会大使 从加拿大看智能交通发展

11:00 杨东援 同济大学教授 智能交通与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

11:20 韩 浩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治处处长  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系统在深圳交通精细化治理中的应用实践 

11:40
马龙强 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政府事务总监、
    深圳分公司负责人

滴滴在智慧交通领域的探索实践

12:00-14:00 午休

14:00 杜彦良 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 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区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思考

14:20 王 炜 东南大学土建交通学部主任、教授 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建设的技术瓶颈与解决方案

14:40 叶 兴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科技处处长 完善综合交通体系，提升上海公共交通管理水平

15:00 彭 聪 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科信处副处长 面向公交都市的广州智慧公交建设与应用

15:20
张晓春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博士、教授级高工
品质交通时代智慧交通建设几点思考

15:40 朱玉龙 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总工程师 网约车监管平台开启杭州智慧运管新模式

16:00 Mr. Andrew Chow--周健勤  新加坡智能交通协会会长 智慧城市与新城市机动性

16:20 王庆扬 中国电信广州研究院移动通信研究所所长 5G传输质量与智能交通建设

16:40 全天论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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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6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7

The 14th International Urban ITS Forum China 2017
Topic: Enter a New Quality Era of ITS
Time: 09:00a.m-16:00p.m. June 24th, 2017
Venue: 6F, Osmanthus Hall,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China
Hosted by: Transport Committee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Organized by: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Association of Shenzhen
Co- Organized by: Shenzhe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Supported by: China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Associ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way, Ministry of Transport; 
   Shenzhen Transportation Depot Group
Moderator: Mr. Han Hao, Director, Gener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Commiss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Time Session Program

09:00
Welcome Speeches

Mr. Wu Zhongze, Chairman of China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
Mr. Xu Zhongping , Vice Minister of Transport Commiss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Speaker Topic

09:20
Mr. Qian Qingquan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rofessor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agnetic Levitation Traffic

09:40
Mr. Wang Xiaojing 
Researcher , Chief Scientist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way, MOT; The Director of the 
Expert Committee of ITS Shenzhen

The New Generation ITS help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10:00 Mr. Li Bin 
Deputy Director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ghway, MOT The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f Transportation Data is Open to Applications

10:20 Mr. Wang Bo
Deputy Director, Senior Engineer of Beijing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Center Rail Transit for Smart Travel

10:40 Mr. Joseph K. Lam  Ambassador of ITS Canada ITS Development in Canada - The Canadian Perspective

11:00 Mr. Yang Dongyuan Professor of Tongji Universit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TS and Urban Transportation 

11:20
Mr. Han Hao
Director, General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Commission of Shenzhen 
Municipality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Road Traffic Index System in Shenzhen 
Traffic Elaboration Management 

11:40 Mr. Ma Longqiang
Director of Government Affairs, Head of Shenzhen Branch of Didi Technology co., LTD Didi'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s in ITS

12:00-14:00    Lunch and Break

14:00
Mr. Du Yanliang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rofessor of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Thinking of Construc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Based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14:20
Mr. Wang Wei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ivil Engineering, Southeast University’s 
Transportation Institute

Technical Bottleneck and Solution for Urban ITS  Construction

14:40
Mr. Ye Xing 
Director,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Shanghai Municipal Transportation 
Commission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the Manage Level of 
Public Transport in Shanghai

15:00
Mr. Peng Cong
Deputy Director,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Commission of 
Guangzhou Municipal

Guangzhou Smart Public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n 
Transit  Metropolis

15:20 Dr. Zhang Xiaochun
Professor Engineering ,Director of Shenzhen Urban Transport Planning Center The Thoughts of ITS Construction in Quality Transportation Era

15:40 Mr. Zhu Yulong
Chief Enginee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ommunications Bureau of Hangzhou

The Online Booked Platform Opens a New Model of Hangzhous Smart 
Transportation System

16:00 Mr. Andrew Chow  President of ITS Singapore Smart Cities and New Urban Mobility

16:20 Mr. Wang Qingyang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China Telecom 5G Transmission Quality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16:40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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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题： “注重协同共治，科技推动创新”
时  间：2017年6月24日 09:30-16:00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五层牡丹厅
支持单位：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安徽省道路交通安全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冠名单位：佳骏（环球）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智能行车记录仪产业联盟
主  持：知名道路交通安全专家 姜廷顺

澳迪先——
2017中国(深圳)道路交通安全论坛议程

日期 议程

09:20
致辞：

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 秘书长 王京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局长 徐炜

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09:40 胡传平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所长 无人机在城市路网监测及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10:00 刘金广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政策规划室副主任   城市道路交通组织管理

10:20 李 强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交通科技处处长 智慧交通 领航新生活——深圳交通科技创新探索与实践

10:40
唐 勇 佳骏（环球）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智能行车记录仪产业联盟理事长

以科技创新缔造安全健康生活

11:00 卢东林 安徽省宣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支队长
“互联网”+大数据在城市交通信号智能化和标志标线标准
化工作中的创新与实践

11:20 刘 攀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院长、教授 快速道路主动交通安全设计与调控关键技术及应用

11:40 午休

14:00 李平凡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道路交通事故综合重建及分析技术

14:20 蔡 军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副巡视员
科学的前端道路规划设计

——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治本的重要措施

14:40 杨纪刚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RFID业务部总经理 基于汽车电子标识的智能交通技术与应用

15:00 曹 泉 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城市交通拥堵解决思路

15:20 王 炜 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副局长 城市交通区域善治的实践与思考

15:40 苏 峰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处长 共享共治并举，科技服务交通

16:00 谢 刚 天津市公安交管局科研所副所长 天津市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建设与应用

16:20 李全祥 平安产险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
互联网+交通大数据对保险公司和车主企业带来的便利

（平安产险深圳分公司应用实例）

16:40 全天论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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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6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7

OiTEZ ——
Road Traffic Safety Forum China(Shenzhen) 2017

Topic: Focus on Co-governance, Technology Drives Innovation
Time: 09:30a.m.-16:00p.m. June 24th, 2017
Venue: 5F,Peony Hall,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China
Supported by: China Road Traffic Safety Association; Pubic Security Traffic Police Bureau of Shenzhen; Anhui Road Traffic Safety Association
Hosted by: CPS Magazine;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Association of Shenzhen
Exclusive Title Sponsorship: Oriental Inspiration Limited 
Organized by: Shenzhen Genvict Technologies; Shenzhen HITE Traffic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China Intelligent Car Recorder Industry Alliance
Moderator: Mr. Jiang Tingshun, Well-known Traffic Safety Experts 

Time Session Program

09:20
Welcome Speeches

Mr. Wang Jing, Chief Secretary ,China Road Traffic Safety Association 
Mr. Xu Wei, Chief , Pubic Security Traffic Police Bureau of Shenzhen

Speaker Topic

09:40 Mr. Hu Chuanping
The Third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The Application of Drones in Urban Road Network Monitoring and Traffic 
Management

10:00
Mr. Liu Jinguang 
Deputy Director, Policy Planning Office, Road Traffic Safet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Urban Road Traffic Management

10:20 Mr. Li Qiang
Director, Pubic Security Traffic Police Bureau of Shenzhe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Leads the New Life - Shenzhen Traff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10:40
Mr. Tang Yong
Director of Oriental Inspiration Limited; President of China Intelligent Traveled Recorder 
Industry Alliance

To Create a Safe and Healthy Life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11:00
Mr. Lu Donglin
Deputy Director and Detachment,Traffic Police Corps of Anhui Provinc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The Internet" + Big Data in Urban Intelligent Traffic Signal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Sign of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11:20 Mr. Liu Pan
Dean and Professor of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Southeast University

The Ke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Expressway Transportation Safety 
Design and Control 

Lunch and Break

14:00
Mr. Li Pingfan
Associate Researcher, Traffic Manage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Comprehensive Re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

14:20 Mr. Cai Jun
Associate Counsel , Traffic Police Corps of Hainan Provinc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The Important Measure to Solve the Urban Traffic Jam ——The Scientific 
Front Road Planning and Design 

14:40 Mr. Yang Jigang
RFID Department of GM, Genvict Technologies, Shenzhe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Based on 
Automotive Electronic Identification

15:00 Mr. Cao Quan
General Manager, Shenzhen HITE Traffic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The Solutions Thinking of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15:20 Mr. Wang Wei
Deputy Director and Detachment,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f  Yancheng, Jiansu Province The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Good Governance in Urban Areas

15:40 Mr. Su Feng
Director, Beijing Municipal Traffic Management Bureau 

Share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ices the 
Transportation

16:00
Mr. Xie Gang 
Deputy Director, Science & Research Institute of Tianjin Municipal Traffic Management 
Bureau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raffic Signal Control System in Tianjin

16:20 Mr. Li Quanxiang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Shenzhen Branch of Ping An Insurance

The Convenience of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Car Owners from the Internet 
+ Traffic Data (Shenzhen Branch Application Example)

16:40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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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国际论坛
暨第十二届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运营商大会
论坛主题：互联互通 畅享未来
主办单位：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深圳市车联网产业联盟、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智慧停车专委会 
赞助单位：深圳途沃得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沃达孚科技有限公司
时  间：2017年6月23日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6楼桂花厅

6月23日 论坛开幕式暨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国际论坛

10:20-10:40
领导致辞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 张荣久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会长 杨金才

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10:40-11:00 张全德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总工程师    推广北斗应用，促进产业发展

11:00-11:20 李冬航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咨询中心主任 融合壮大北斗产业，时空创新位置服务

11:20-11:40 巩 磊 北京中交兴路车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保险业务部总监  重型载货汽车保险“从车”向“从用”的转变

11:40-12:00 刘绪红 约的联盟理事长                        打传统出租、用“约的出行”-传统出租电召网约化探索

午休

车联网运营服务专场

13:30-13:50 余美容 深圳麦谷科技有限公司汽车金融事业部总经理      汽车金融风控中的“小麦一步”

13:50-14:10
洪永强 厦门卫星定位应用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出租事业部副

总经理 
出租汽车行业监管平台应用探讨

14:10-14:30 谢海波 长沙宏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混凝土搅拌站综合信息化系统解决方案

14:30-14:50 萧建辉 广州国业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珍惜生命——安全驾驶与车联网

14:50-15:10 庄少华 深圳市华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运营商的安全服务新机遇

车联网+城市交通安全管理专场

15:10-15:40 肖启宣 深圳市途沃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车联网与未来智慧城市数据入口

 ——国内首创移动视频数据创新应用

15:40-16:10 深圳市公安局 “一键抓拍”实施成果汇报

车联网产品和应用创新专场

16:10-16:30 叶 明 上海飞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AI技术在行业监管的应用探讨

16:30-16:50 王 植 重庆沙师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同城配送，解决城市物流最后一公里

16:50-17:30 智能行车记录仪商会成立授牌暨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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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Jun 23 Session Program

10:20-10:40
Welcome Speeches

Mr. Zhang Rongjiu, Chairman, GNSS & LBS Association of China
Mr. Yang Jincai, Chairman, ITS Shenzhen Association

Speaker Topic

10:40-11:00 Mr. Zhang Quande, Chief Engineer, GNSS & LBS Association of China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Beidou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1:00-11:20 Mr. Li Donghang 
Director of Advisory Center of GNSS & LBS Association of China Strengthen the Beidou Industry, the Space-time Innovate Location Service

11:20-11:40 Mr. Gong Lei, Director of Insurance Business of Beijing SINOIOV Heavy Truck Insurance Change "From Car" into "From Use"

11:40-12:00 Mr. Liu Xuhong
President of Yuedi-Book taxi Alliance

Travel by Traditional taxi via Yuedi-Book taxi - the Exploration of Traditional 
Taxi Calling Network 

Lunch & Break

Internet of Vehicles Operation Service

13:30-13:50
Mr. Yu Meirong
General Manager of Auto Finance Department of Shenzhen MapGoo 
Technology Co., Ltd 

The "Wheat Step" in Auto Financial Risk Control

13:50-14:10
Mr. Hong Yongqiang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Urban Rental Services , Xiamen Satellite 
Positioning Application co., Ltd

Application of the Rental Car Industry Monitoring Platform

14:10-14:30 Mr. Xie Haibo
President of Changsha Hongli Technology Co., Ltd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System Solution for Concrete Mixing Station

14:30-14:50 Mr. Xiao Jianhui
General Manager of Guangzhou Guoye Electronics Co., Ltd Cherish Llife -- Safe Driving with Internet of Vehicles

14:50-15:10 Mr. Zhuang Shaohua
President of Shenzhen Huabao Technology Co., Ltd    New Opportunities of Operators' Security Services

Internet of Vehicles +Urban Traffic Safety Management

15:10-15:40 Mr. Xiao Qixuan
President of Shenzhen Toworld Technology Co., Ltd   

Internet of Vehicles and Data Entry  Smart City in Future--Domestic Initiative 
Mobile Video Data Innovation Application

15:40-16:10 Shenzhen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ne-click Grab"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Report

Internet of Vehicles Products and Application Innovation

16:10-16:30 Mr. Ye Ming
Vice General Manager, Shanghai Fleety Communications Co., Ltd.  The Applic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Industry Regulation 

16:30-16:50 Mr. Wang Zhi
President of Chongqing ShaBro Technology Co., Ltd   The Same City Distribution, the Solution of the Last Kilometer of Urban Logistics

16:50-17:30 Shenzhen Intelligent Traveled Recorder Chamber of Commerce Establishment
 Internet of Vehicles Award Ceremony 2017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NSS & LBS and The 12th 
China Satellite Navigation Operators Conference 2017

Theme: Enjoy Future with Interconnection
Hosted by: GNSS & LBS Association of China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Association of Shenzhen    
Co-organised by: China Shenzhen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Shenzhen Internet of Vehicles Industry Alliance
    Smart Parking Special Committee of GNSS & LBS Association of China
Sponsored by: Shenzhen Toworld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Vodofo Technology Co., Ltd
Time: Jun 23 2017
Venue: 6F, Osmanthus Hall, Shenzhen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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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7年6月23日14:00-17:30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六层郁金香厅

主办单位：香港无线科技商会、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香港汽车零部件研发中心、国际汽车及航空工程师学会-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汽车零部件工业协会有限公司、

    香港智能交通运输系统协会有限公司、中城新产业控股(深圳)有限公司、中国汽车纵横网

主  持：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工程师 李煜

深港两地车联网企业技术及业务对接会

日期 主题

14:30-14:45
嘉宾致辞：

深圳智能交通行业协会会长 杨金才
香港无线科技商会主席 姚金鸿

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14:45-15:00

张 帆

深圳北斗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研究员

北斗卫星导航及车联网应用

15:00-15:15

唐 勇

佳骏（环球）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智能行车记录仪产业联
盟理事长

以科技创新缔造安全健康生活

15:15-15:30
刘咏平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交通与汽车的智能化融合

15:30-15:45
丁 伟

深圳赛格导航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让汽车连接世界共享美好车生活

15:45-16:00 茶歇及交流

16:00-16:15
李徐鹏

深圳市蓝希领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新能源车联网平台的应用

16:15-16:30
吴永辉

香港国图顾问有限公司总裁
香港车联网的技术实力及内地市场机遇

16:30-16:45
余曦华

一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车联网的技术发展及应用分享

16:45-17:00
潘志健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汽车部主管、博士

香港车联网的科技研发及市场化战略部局

17:00-17:30
讨论: 深港两地企业潜在合作商机

主持: 潘志健博士 

17:30-18:00 茶歇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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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Hongkong Internet of Vehicles Enterprises Exchange

Topic: 14:00p.m.-17:30p.m. June 23th, 2017
Venue: 6F, Tulip Hall,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 China
Hosted by: Hong Kong Wireless Technology Industry Association (WTIA);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HKPC);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Association of Shenzhen
Co-organised by: Hong Kong Auto Parts R&D Center; International Automotive and Aeronautical Engineer Society - Hong Kong Limited; 
        Hong Kong Auto Parts Industry Association Lt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Hong Kong; 
        Space Holding(Shenzhen) Co.,LTD; Auto China Zongheng Web
Moderator: Mr.Li Yu, Engineer,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HKPC)

Time Session Program

14:30-14:45
Welcome Speeches

Mr. Yang Jincai, President,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Association of Shenzhen(ITS Shenzhen)
Mr. Yao Jinhong, Chairman, Hong Kong Wireless Technology Industry Association (WTIA) 

Speaker Topic

14:45-15:00

Mr. Zhang Fan
Dean of Shenzhen Institute of Beidou Applied Technology, Researcher 
of Shenzhen Institute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Dou Satellite Navig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15:00-15:15
Mr. Tang Yong
Director of  Oriental Inspiration Limited; President of China Intelligent 
Traveled Recorder Industry Alliance

To Create a Safe and Healthy Life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15:15-15:30 Mr. Liu Yongping
Vice President, Genvict Technologies, Shenzhen Intelligence and Convergence of Traffic and Automobile

15:30-15:45 Mr. Ding Wei
Vice General Manager, Chinagps Technologies, Shenzhen Let the Car Connect the World to Share the Beautiful Car Life

15:45-16:00 Lunch and Break

16:00-16:15 Mr. Li Xupeng
General Manager, Shenzhen Lanxi Lingdi Technology Co., LTD Application of the New Energy Internet of Vehicles Platform

16:15-16:30 Mr. Wu Yonghui
President of MapKing Consultants, Hongkong

The Technical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of Hong Kong and the Market 
Opportunities in the Mainland 

16:30-16:45 Mr. Yu Xi
Director, Huayi Auto Technology Co. Ltd

Sharing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Internet of Vehicles 
of Hong Kong

16:45-17:00
PhD. Pan Zhijian
Director of Automobile Division of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HKPC)

Technology R&D and Marketing Strategy of Internet of Vehicles of Hong 
Kong

17:00-17:30 Discussion: The potential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of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Moderator: PhD. Pan Zhijian

17:30-18:00 Lunch and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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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主题：开放  共建  共享

时  间：2017年6月24日09:00-17:00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六层茉莉厅

主办单位：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中国云停车产业联盟、中国智能交通网

协办单位：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深圳市智慧城市产业协会

2017第三届中国云停车产业发展论坛

时间 主题 嘉宾

09:00-09:30   签到

09:30-09:35 致辞
杨金才 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社长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会长 

09:35-10:05 我国智慧停车发展政策、进展与问题探讨 程世东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室主任

10:05-10:25 刘宇驰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交警局停车场管理科科长

10:25-10:45 停车场市场化开放共享是车联网的基础 杨义平 中国云停车产业联盟理事长、泊链创始人/董事长

10:45-11:05  “云上”的停车位——停车生态圈的突破口 蒋一良 浙江创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11:05-11:25 停车场后扩张时代来临，旧势力将加速淘汰 朱 凯 ETCP集团副总裁

11:25-11:45 同享机遇·合作共赢 谭有斌 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11:45-12:05 构建新能源车辆后市场的综合载体 桂国才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午休

13:30-13:50 互联网+智能停车4.0，智能停车场管理的一场颠覆性革命 王林祥 西安艾润物联网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13:50-14:10 路内停车4.0：业务模式新思考
宋精美 深圳信路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城市停车事业部销售总监

14:10-14:30 智慧的停车，开放的蚂蚁
齐 欢 蚂蚁金服-支付宝事业群-公共服务事业部

     出行行业总监

14:30-14:50 停车物联网发展及未来 黄思林 深圳市德立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14:50-15:10 智能停车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应用 段新锋 深圳怡丰车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15:10-15:30 立体化人车安全防控系统在智慧城市的应用 陈新朋 深圳市来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15:30-16:30

对话主题：

·云停车行业加速洗牌开始呈现两极分化，

 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

·停车资源共享能给行业带来多赢吗？

·谁能成为云停车行业的资源整合者？

·城市停车运营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打造城市级智慧停车平台，

 政府推出了智慧停车平台，云停车企业还有机会吗？

对话嘉宾：

杨义平 中国云停车产业联盟理事长、泊链创始人/董事长

朱 凯 ETCP集团副总裁

蒋一良 浙江创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黄思林 深圳市德立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谭有斌 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王林祥 西安艾润物联网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16:30-16:50 2017中国云停车行业十大领军人物、2017中国云停车十大品牌颁奖典礼

16:50-17:00 PCIS通用停车云接口标准协议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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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六届
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

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

展商名录

7号馆参展企业

厦门中海航通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A01

深圳市金华龙电子有限公司 7A02 

深圳尼博电子有限公司 7A08

希捷科技 7A13

深圳市康凯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A19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A25

深圳市世纪畅行科技有限公司 7A27

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 7B01

溧阳东翼通用科技有限公司 7B04

深圳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B07

深圳智璟科技有限公司 7B11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7B16

中国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7B17

深圳市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7B18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7B19

深圳市仲达荣科技有限公司 7B23

深圳市沃达孚科技有限公司 7B27

深圳市威尔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B28

惠州市惠德瑞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B29

深圳市捷顺贸易有限公司 7B31

  会刊企业简介在编辑过程中都进行了部分删减，重点保留公司的主要产品类型，如有错漏之

处，敬请谅解！至6月1日以后报名参展厂商资料未能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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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星瑞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B32

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B33

深圳市科艺仪器有限公司 7B34

触景无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7B35

深圳市微科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7B36

深圳安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B42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7B43

深圳市海运通科技有限公司 7B44

国际无人系统协会 7B45

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B47

深圳飞腾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7B48

武汉智能鸟无人机有限公司 7B49 

深圳市华讯方舟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7B50

深圳市晫璨科技有限公司 7B51

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B52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7B54

 AEE深圳一电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7B55

深圳警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B59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7B62

 德州卡本梵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7B66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B67

深圳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B71

承德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B72

维特拉科技有限公司 7B81

昆山华太轻型飞机有限公司 7B82

深圳市翼航东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B83

SkyHopper PRO by Mobilicom 7B85

深圳市华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B86

北京翔仪恒昌科技有限公司 7B87

深圳市华夏盛科技有限公司 7B88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C01

广东中科瑞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C07

 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7C10

 深圳比特新技术有限公司 7C11

广东容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C12

深圳市飞客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7C15 

广州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7C16

深圳市保国特卫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7C17 

深圳市有为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7C19

Blue Vigil  7C21

深圳市朗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C23

深圳嘟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C25

北京海利天梦科技有限公司 7C26

深圳市国鼎科技有限公司 7C27

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7C29

芯讯通无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7C31

上海锟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C32

深圳市明德新材技术有限公司 7C33

深圳市天宇德科技有限公司 7C34

上海联适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7C35

上海鲲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7C36

深圳市普天宜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C37

深圳市青青子木科技有限公司 7C39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7C41

昆山龙智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C45

深圳市华儒科技有限公司 7C47

武汉梦芯科技有限公司 7C4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7C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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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7C53

深圳市东兴威电机有限公司 7C55 

深圳市北航旭飞科技有限公司 7C61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C63

上海恩牧必精密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7C64  

海视英科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7C66  

深圳常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C67

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7C69 

香港珖点科技有限公司 7C70

北京创衡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7C70a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7C75

成都华川金芯科技有限公司 7C78

拓扑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7C81

江苏立美航材科技有限公司 7C82  

深圳大漠大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7C83  

广东诚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C84 

深圳市优鹰科技有限公司 7C85   

中山飞旋天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C86  

广州欧美大地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7C87  

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7C88  

赫星（厦门）电子有限公司 7D01  

是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7D04 

广州市华科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D06   

深圳北极鸥无铁心电机研发有限公司 7D08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7D10 

洲际通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D25  

深圳市俊硕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7D27  

东莞市漫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D33  

深圳市高巨创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7D45  

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D46  

深圳中翼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7D48  

深圳酷农无人机产业开发应用有限公司 7D50  

深圳市易恬技术有限公司 7D52  

翼通航空（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D55  

JUIDA/Japan Drone 2018 7D56  

广东电小二科技有限公司 7D57  

东莞市久森新能源有限公司 7D58  

江苏钜芯集成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D61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7D68  

深圳天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D71

东莞亚太碳纤复合材料制品厂 7D71  

珠海羽人农业航空有限公司 7D72  

深圳飞凡空中机器人有限公司               7D72a  

鼎基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7D73  

南京模幻天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D85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7T02  

北京宇辰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T03  

深圳顶级广告有限公司 7T04 

OFweek物联网 7T05  

全球鹰(深圳)无人机有限公司 7T06  

深圳博伟无人化装备有限公司 7T08

深圳市中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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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A02  

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8A07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A13  

深圳市盛视科技有限公司 8A19  

深圳市法马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8A25  

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A27 

杭州数尔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B01  

CPS中安传媒 8B02 

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B03  

深圳市千叶行科技有限公司 8B04  

深圳市易甲文技术有限公司 8B06  

深圳市科灵通科技有限公司 8B11  

深圳市特思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8B13  

深圳市德高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8B16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B17  

深圳市锐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B19  

深圳市欧林克科技有限公司  8B23 

深圳市天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8B24  

上海通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B26   

江苏慧眼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B29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 8B31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8B32 

深圳市迅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B33   

深圳市金恒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8B34 

深圳泰美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8B35   

深圳泊链科技有限公司 8B36  

深圳市博远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8B37  

湖南智远爱建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B39  

湖南湘江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B39a

南京高侨交通信号工程有限公司              8B39b    

深圳市中钒科技有限公司 8B41  

渝彤智能科技 8B42 

深圳华翰电子有限公司 8B44 

沈阳华翰电子有限公司 8B44   

深圳百发科技有限公司 8B45  

深圳市鑫光道科技有限公司 8B46  

深圳市飞瑞斯科技有限公司 8B47  

成都天铂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8B49  

深圳信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8B50 

湖南乐泊科技有限公司 8B51  

深圳市源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8B52  

深圳市华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B55  

广州华工信息软件有限公司 8B57 

中山市溢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B58   

北京精英智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B59  

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8B63  

深圳智信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8B65  

汕头市新视界电子有限公司 8B66  

深圳市酷驼科技有限公司 8B67  

深圳市前海硕极科技有限公司 8B71  

中山明智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B75  

深圳市保实安科技有限公司 8B77  

佛山市顺德区赛威实业有限公司 8B79  

深圳市欧克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8B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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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创安达科技有限公司 8B83   

四川华控智能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8B84  

深圳市欧冠科技有限公司 8B85  

合肥路之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B87  

深圳市凯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8C01  

深圳市朗尼科物联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8C06  

深圳市深讯科科技有限公司 8C07 

深圳信路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8C11   

深圳迅驰朗锐科技有限公司 8C13 

北京文通科技有限公司 8C17  

深圳市德立达科技有限公司 8C18  

东莞晋杨电子有限公司 8C20  

上海域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C22  

南京星途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8C23  

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8C25  

浙江进取科技有限公司 8C26 

深圳市条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C28   

北京北斗天讯科技有限公司 8C29 

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C31   

深圳卓想物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C33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8C37   

香港无线科技商会有限公司 8C38

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C53 

深圳市巴视通技术有限公司 8C57

加拿大ITS协会 8C58

深圳怡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8C61  

深圳市西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C67  

深安智谷实业有限公司 8C68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C69  

公安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8C81  

深圳市因特迈科技有限公司 8C83  

中易天建设工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8C84  

深圳优创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8C85 

深圳市晶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8C86   

广州敏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8C87  

深圳市智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D07  

深圳市智慧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8D14 

易享(深圳)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8D15 

深圳国民运力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交投科技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易行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新视达视讯工程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谷米科技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千方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珠海习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都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促进会展区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及软件测评中心 成果转化区

武汉理工大学智能交通系统研究中心 成果转化区

北京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 成果转化区

a&s安全&自动化 8T02

北京永泰基业广告有限公司 8T04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中国智能交通网

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

中国警察装备采购指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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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A01  

厦门中海航通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珩田路484号

电话：0592-5630711

传真：0592-6077125

E-mail：466958984@qq.com

网址：www.zhhhk.net

厦门中海航通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国内国际航空院校相关

专业的技术培养与人才优势，将无人机技术研发与无人机教育的课

程体系相结合，开展无人机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分别开设了：中国

AOPA无人机驾驶员、机长课程，无人机航拍工程师课程，无人机

农林植保工程师课程、多旋翼无人机技术工程师课程，军警消防行

业应用VIP班、民用无人机研发工程师课程。公司秉承“以诚信合作

为本、以素质技能为先、以专注特色为恒、以人才就业为标”的发

展理念，培养认证型、应用型的航空技术人才。

主要产品信息：森林防火和植保无人机

展位号：7A02  

深圳市金华龙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前海路海岸时代公寓东座1116室

电话：0755-86052486

传真：0755-86052486

E-mail：3432704529@qq.com

网址：www.szjinhualong.com

品灵专注于视频图像处理、光学对焦算法、机载电子稳 定器技

术的研发与创新，目前已推出10倍、18倍、30倍、36倍四个系列的

航拍器以及变焦专用云台，陆续研发带有目 标识别、智能跟踪等功

能的智能云台相机，实现远距离光学 放大视频图像拍摄，满足各行

业空中视频监控需求。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公安、电力、消防、石油

等行业。

变焦航拍·看清细节——品灵专业无人机变焦航拍解决方案提

供商。

主要产品信息：专业级无人机变焦航拍器，配套增稳云台。

展位号：7A08  

深圳尼博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公明街道合水口社区中裕绿色高新产业园B栋6楼C区

电话：0755-27170878

传真：0755-29860079

E-mail：lieber@lieber-rc.com

网址：www.lieber-rc.com

深圳市尼博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要生产产品为：无

人机系列产品（包括蜂鸟无人机系列，云燕航拍无人机系列，猎隼

植保无人机系列），航模电调，船模电调，车模电调，飞控，图

传，云台等。从无人机动力系统到航拍摄影系统 从 智能管理PCU 

无线图传到植保无人机,以制造“精极无人机”为核心发展方向。

主要产品信息：尼博穿越机系列及配件 尼博农用植保机

2017第六届
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

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

展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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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A13  

希捷科技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59号19D

电话：021-61416253

传真：021-61416223

网址：www.seagate.com

希捷是数据存储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开发精妙产品，使

全世界的人们和企业可创建、共享和保留其最重要的记忆和业务数

据。近年来所存储信息数量剧增，展现了对成功存储和访问大量数

据的需要。随着对存储技术的需求增长，对更高效率和更先进功能

的需求也在不断演进。如今数据存储不只是存档；还事关提供方法

以分析信息、理解模式和行为，以重塑体验和记忆。事关管理存储

的信息以获得增长和创新。希捷正以存储领导者的积淀进行构建以

解决从每天产生的生活信息中获得更多内容的挑战。一次存储创新

已蜕变成许多系统和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希捷安防监控硬盘

展位号：7A19  

深圳市康凯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67区留仙一路高新奇科技工业园B栋四楼

电话：0755-29121223

传真：0755-29121290

E-mail：sunny@concox.cn

网址：www.concox.net

深圳康凯斯是一家集研发、集成、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由一

帮年轻诚信的科研创作人创办。融合先进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是他

们不二的使命，也成为了公司的灵魂。

公司研发的产品涵盖了GSM/GPRS/CDMA/TD-SCDMA/

WCDMA/LTE/WIFI/GPS/北斗等各种移动通讯技术和卫星定位系统，

以及各种软件、客户端应用和无线互联网服务。

康凯斯目前拥有16个软件产品的著作权，32个产品外观设计专

利权，5个实用新型专利。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北斗/GPS定位终端、无线监控报警器、

通信模块、手机通信

 

展位号：7A25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88号大族激光科技中心17F

电话：0755-86075682

传真：0755-23286506

E-mail：943075167@qq.com

网址：www.mmcuav.com

深圳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MMC）成立于2009年，是一

家专业从事工业级多旋翼无人机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

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成为工业级无人机领导品牌。

科比特在深圳、浙江、江西、南京、哈工大设立五大研发中

心，在浙江、江西、山东、福建、印尼建立五家全资子公司，下属

世纪南方、氢蜓科技两家控股公司，构建分层有序的研发体系。

公司培养了一支从事无人机服务的专业团队，提供巡检服务、

培训服务、功能定制开发服务、系统解决方案开发等。

主要产品信息：提供专业的电力、公安、消防、石化、农业等

行业服务/无人机培训

展位号：7A27  

深圳市世纪畅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72区扬田路德至高科技园11栋5楼

电话：0755-29566339  27926699

传真：0755-29566336

E-mail：centuryfree.song@163.con

网址：www.cxgps.com

深圳市世纪畅行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世纪畅行”）成立2008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无线数传和GPS智能监控产品的研发、生产、

营销、运营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立志成为行业的排头兵，为客

户提供高性能的无线数传和GPS智能监控产品，并提供一流的人性

化、专业化服务。 

优势产品：GPS智能终端，无线数据传输终端，GPS行车记录

仪，LED广告屏，油量采集器，TTS文字播报器，车载调度屏，GPS

智能监控管理系统，LED广告发布系统，公交调度管理系统等。

公司资质：产品防爆认证，GPS智能监控管理系统软件著作权

登记证，交通部JT/T794标准认证，国标3C认证，ISO9001-2008认

证等。 

主要产品信息：GPS车载终端、GPS行车记录仪、一体机、

GPS监控管理系统

展位号：7B01  

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第三工业区富青山科技园3楼

电话：0755-86131869

传真：0755-86556710

E-mail：sales@smd-uav.com

网址：www.smd-ua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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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致力于以成熟技术与前瞻科技的工业

无人机产品为全球客户提供极致的应用体验。智航成立于2014年，

核心研发团队为北航博士硕士精英，是集专业研发，生产及销售为

一体的无人机公司。公司总部位于素有“中国无人机之都”之称的

深圳，拥有现代化研发生产基地及2万平米飞行场地。

公司以“创新极致”为动力，投入建设研发实验室，配备各类

专业仪器设备，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软

件著作权等。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展位号：7B04  

溧阳东翼通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溧阳市别桥镇兴城西路290号8408室

E-mail：weiye@eastwingsgroup.com

溧阳东翼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别

桥镇无人机产业园，并在南京市设有分部。溧阳东翼与Innovator 

Technologies公司合资溧阳东翼面向中国市场，主要以引进国外先

进机型、设备、技术、人才等方式，在国内设立载人/无人直升机的

生产销售维护及客户培训等工作。我们的产品在低成本，长航时，

大载重，多用途方面具有业内领先的竞争力，并已与国内多家电

商、物流领域的领军企业达成合作共识。目前我们已经拥有若干经

过十余年市场验证的机型以及多款面向未来的机型。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展示

展位号：7B07  

深圳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鹤洲恒丰工业城C3栋二层

电话：0755-27364977

传真：0755-27364601

E-mail：mai@keweitai.com

网址：www.keweitai.com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国内应急指挥和无线移动视

频传输领域的领导者，致力于无线移动视频传输系统、多旋翼无人

机系统及无线网络传输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多旋翼无人机系统/无线图传应急指挥

展位号：7B11  

深圳智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智园A5栋6楼

电话：4001 828 528

E-mail：sdos03@jttuav.com

网址：www.jttuav.com

深圳市智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JTT”）成立于2015年1

月，是一家专注于工业级无人机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位于深圳南山智园（全国第一个“国际知识创新村”）。

智璟科技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共生，创新”为核心理念，

致力于工业级无人机解决方案领域，引领着工业级无人机的发展趋

势。 公司自主研制的多旋翼工业级无人机T60、T60Pro和T50已广泛

应用于公共安全监督、军警空中侦察、国土监测、环境保护、海洋

监测、房地产、科学考察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集成式多旋翼智能无人机系统

展位号：7B16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天虹路3号

电话：028-63172982

传真：028-63172982-8002

E-mail：840056460@qq.com

网址：www.timestech.org

成都时代星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8日，公司主营

无人机侦查与遥感系统、无线图像传输系统、卫星通信系统三大业

务。

公司产品已广泛用于全国各地公安、武警、消防、军队、电力

等领域以及部分海外国家。并参加了上百次军、警、政府等部门重

要演练和救援保障活动，典型活动有：汶川大地震、雅安芦山大地

震、奥运安保、中巴联合作战演习、天津爆炸事故空中侦查、琼粤

桂跨海消防演练、四川消防大型救火演练、四川公安装备实战演练

等等。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侦查与遥感系统、无线图像传输系统

展位号：7B17  

中国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高新技术园区七贤岭华路1号

电话：0411-84790599-2517

传真：0411-84795681

E-mail：yygao@chmavc.panasonic.com.cn

网址：chpavc.panasonic.cn

中国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6月，注册资金

240亿日元；由中国华录集团（国资委直属）和日本松下电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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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500强）出资兴建。公司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现有员工3000余

名。

作为全球数字视频、音频、信息产品整机及关键件的研发和生

产基地，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发和生产技术。产品包括视听家电

系列、投影机系列、大容量存储系统、植物工厂项目、无人机用相

机+云台系统、GPS导航模块、可穿戴摄像头等。除B2C的大众消费

产品外，还向商业客户提供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用相机+云台系统，GPS导航模块，可

穿戴摄像头

展位号：7B18  

深圳市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特发信息港A栋8楼

电话：0755-82788881

传真：0755-82788882

E-mail：8278882@163.com

网址：www.szgkxn.com

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专注农用植保无人机系统自主研

发和生产，运用先进的无人机技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保障农产品

安全、呵护人类健康的高科技企业，现已形成全产业链服务平台。

公司拥有 20 多年的影像采集、数据传感、高精度运动控制等先进

技术积累。2009年，进入无人机领域，高科新农高度重视技术研

发，现已成为业界为数不多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持续创新能力

的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植保无人机/军警无人机

展位号：7B19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东流路700号

电话：400-700-5998

传真：0571-88075998

E-mail：hikrobotics@hikvision.com

网址：www.hikrobotics.com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起步于全球安防排名首位——

海康威视（002415）成立的机器视觉业务部，依托海康威视在视音

频、成像采集与核心算法等领域技术积累，主要开拓机器视觉、移

动机器人三大业务、行业级无人机，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产品

及解决方案。公司技术团队由图像处理、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算法

方面的专家组成，主攻智能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机

器换人”在工业中的实际落地，助力各类制造商成功向“工业4.0”

转型升级。

行业级无人机：依托视音频领域的强大技术积累，立足安防，

专注公安、交通、司法、能源、文教卫、楼宇等各类行业，通过搭

载不同挂载，在电力巡检、应急救灾、事故勘察、环境监测、消防

指示等多类场景中应用。支持三轴云台高清防抖拍摄及十公里图

传，可与众多第三方平台无缝对接，也支持4K超高清视频画质、热

成像实时测温等功能。

主要产品信息：行业级无人机、无人机干扰器、挂载、地面站

展位号：7B23  

深圳市仲达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仲达荣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23702092

传真：0755-23702092

E-mail：lxy@6gpstracker.com

网址：www.6gpstracker.com

深圳市仲达荣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AAA级

诚信企业，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与ISO9001现代化生产车间, 我们

提供车联网智能终端、共享车智能锁、金融车贷风控GPS、GPS监

控平台运营，我们致力将企业打造成为GPS大数据时代的顶尖供应

商，为此而不懈奋斗。

主要产品信息：GPS定位器、北斗定位终端、车联网智能终

端、个人\宠物定位器

展位号：7B27  

深圳市沃达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清华信息港A座703

电话：0755-86655035-8008

传真：0755-86671531-8009

E-mail：hir-sugano@congre.co.jp

网址：www.vodofo.com

深圳市沃达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北斗/GPS全球卫星定位

位置服务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运营于一体的物联网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清华信息港，成立于

2009年。主要产品涉及车辆、物品、人员等位置服务以及平台大数

据运营等多个领域，致力于北斗/GPS运营服务商提供一站式软硬件

服务和解决方案。沃达孚拥有一支行业经验丰富的软件、硬件研发

团队，具有多项研发设计专利，所生产的北斗/GPS设备应用到了物

流、出租、公交、银行、租赁、矿业、油田、私家车、船舶等多个

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中国位置服务一站式供应商 365汽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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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B28  

深圳市威尔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清祥路1号宝能科技园9栋A座11楼

电话：0755-83290418  83290568

传真：0755-83290408

E-mail：sales@weikengtech.com

网址：www.weikengtech.com

威尔健科技是一家立足于半导体领域，以知名品牌半导体和模

组产品分销为基础，以客户为中心，依价值为导向，注重技术推广

和需求创新，集产品设计、软硬件开发、为客户提供深入的PCBA

电路方案设计及系统整合服务，为客户提供专业、快速的电子工程

技术支持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GPS导航模块和芯片，GD32 MCU，LNA

低噪放

展位号：7B29  

惠州市惠德瑞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和畅西三路67号

电话：0752-2652968

传真：0752-2652186

E-mail：songjq@huiderui.com

网址：www.huiderui.com

惠州市惠德瑞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注于一次锂电池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创新企业。核心团队自2003年一直从事

一次锂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 公司

于2015年9月16日在新三板挂牌，股票代码：833523。

主要产品包括：3.0V锂锰电池、3.0V超薄锂电池、1.5V锂铁电

池和9V锂电池等。产品性能优异，与松下等世界一流企业在国外市

场同台竞争。

主要产品信息：3.0V锂锰和1.5V锂铁等一次锂原电池

展位号：7B31  

深圳市捷顺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文锦广场文盛中心1906-1907室

电话：0755-25623306

传真：0755-25623312

E-mail：szjetsun@sonicgroupcn.com

网址：www.sonicgroup.cn

深圳捷顺贸易有限公司系香港生力集团属下公司，中国总代理

欧洲最大电池公司——法国SAFT公司各类专业电池，并经销其它知

名品牌电池以及本公司生产的“SONIC”电池系列。

主要产品信息：SAFT锂电池、Panasonic

展位号：7B32  

深圳市星瑞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宝田三路宝田工业区64栋4楼

电话：0755-61113661

传真：0755-61113663

E-mail：348452166@qq.com

网址：www.xrdgps.com

深圳市星瑞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又名深圳恒鑫通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是专业从事GPS研发、GPS终端产品设计及相关软件产品

开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我们专注于为各行各业的GPS相关产品使

用者提供专业的、优质的、具备良好性价比的GPS终端、个人GPS

终端、技术解决方案和服务。并且作为一个拥有自主研发能力并拥

有先进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公司目前已经具备GPS定位、部标北

斗行驶记录仪、货物追踪定位软件。

主要产品信息：GPS定位终端，北斗行驶记录仪，货物追踪

GPS，个人GPS

展位号：7B33  

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99号9号楼201室

电话：021-54453657

传真：021-55451877

E-mail：Sales@mobiletek.cn

网址：www.mobiletek.cn

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行业领先的GSM/

GPRS、WCDMA/LTE、NB-IoT、GPS/GNSS模块供应商。公司致力

于提供智能和非智能无线模块产品和应用方案。移柯通信凭借一流

的技术实力，已开发有完整的高性能模块产品系列，并广泛应用于

车载、物流、安防、移动支付、医疗健康、智能手持设备以及智能

穿戴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通信模块

展位号：7B34  

深圳市科艺仪器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电影大厦A座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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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82202428

传真：0755-82202438

E-mail：sz@anp.com.hk

网址：anp.com.hk

科艺仪器有限公司在1984年成立于香港，本公司以提供优质的

产品和上佳的技术服务为宗旨。本公司代理世界各国数十家高科技

公司的产品几乎包括了所有科研、激光、光学光电子通讯产品、教

学仪器、气溶胶、实验室和气体测量仪器和设备及生产所需的数万

种仪器和设备。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雷达

展位号：7B35  

触景无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创业中路36号标厂2号楼312室

电话：010-82780272

传真：010-82780272

E-mail：marketing@senscape.com.cn

网址：www.senscape.cn

触景无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以人工智能感

知为核心战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嵌入式人工智能感知一站

式解决方案。公司集合自有技术，携手国际知名嵌入式视觉芯片厂

商，打造机器视觉前端智能化解决方案。公司自主研发的嵌入式人

工智能感知平台——视觉卡（Vision Card）集深度学习算法、3D感

知、物体识别、多传感器融合技术于一体，以高性能、低功耗、体

积小等特点提供智能设备的嵌入式视觉感知解决方案。适用领域包

括无人机、机器人、安防、智能汽车辅助驾驶、智能生活等。

主要产品信息：视觉卡+人脸识别+物体识别+双目立体视觉

+TOF

展位号：7B36  

深圳市微科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深圳市龙岗坂田五和大道和磡工业区B区1栋1楼

电话：0755-83502502

传真：0755-85225122

E-mail：wencunjun@vkelcom.com

网址：www.vkelcom.com

深圳市微科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 是一家专注于卫

星定位及物联网技术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模块、射频、天线、终端软硬件及云端平台的应用开发及

市场转化能力，可以提供面向“卫星定位——智能物联”应用领域

从“信息采集”——“数据传输”——“大数据应用”的一站式整

体解决方案 。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GPS智能应用终端/模组、北斗/GPS监测

平台、APP

展位号：7B42  

深圳安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5288号百旺大厦A座1102室

电话：0755-26404386

传真：0755-26404386

E-mail：zjwlf@139.com

网址：www.anpusystem.com

安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由国内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以

及通讯企业技术专家团队组成的公司，团队成员在无线宽带系统算

法、射频技术、公共安全专网设备、软件平台等方面具备10年以

上的研发和市场经验。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无线宽带同频组网系统、

无线窄带自组网系统、远距离通讯模块、软件平台等，涵括软硬件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主要服务于公共安全、应急指挥、

智慧城市等应用场景，应用行业包括公安、武警、国安、边防、消

防、海事、人防、石油开矿、电力、特警、地震局、高校实验室

等。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远距离通信产品，无线宽带专网产品

展位号：7B43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昌盛大街21号D1楼

电话：0311-82177866

传真：0311-82177854

E-mail：cbuda83@163.com

网址：www.cetnav.com

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简称“电科导航”）由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四研究所与石家庄市政府共同出资成立；公

司以综合位置服务平台为核心，已在车辆监控、平安校园、老人关

爱、船舶监控、数字矿山、森林防火、公共安全、精细农业、水文

气象和灾害预警等领域，为政府、行业、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了全

面的位置相关服务。公司致力于发展成为国内最大，能力最强的位

置服务运营商及高精度应用服务平台提供商，可根据区域特点和行

业特点提供基于北斗的位置运营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无线终端 、电子学生证、老人关爱卡、渔

船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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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B44  

深圳市海运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区留仙大道平山一路世外桃源创意园C栋308-310

电话：0755-86284540

传真：0755-86284937

E-mail：Tim.wen@hasttech.com

网址：www.hasttech.com

深圳市海运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以无线通讯

与网络传输产品业务为主的高科技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电

力、银行、监控和汽车等行业。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代理GPS、GSM、GPRS和3G等通讯模组

和网络传输产品的销售，同时公司自主生产加工相关产品，因为深

知品质与声誉的重要性，所以海运通公司所代理产品全部为国际知

名品牌，自主研发产品严格按照ISO9000的国际标准生产，这为赢

得市场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公司的市场拓展不断扩大与深入，客户

遍布全国各地，产品也得到广泛的认可。

主要产品信息：GPS模块、2G/3G/4G通信模块

展位号：7B45  

国际无人系统协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天鹅湾北区21号楼2单元12A04室

   （销售代表处）

电话：010-56021168 / 5907 5881

E-mail：snow_gong@exhibitionservicecom

网址：www.xponential.org 

AUVSI. 此协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致力于发展无人操控系统和

机器人系统的非盈利机构。旗下有 7500 多来自政府部门，行业，

学术界等专业会员。协会会员来自军用，商用，民用等各领域。

AUVSI 旗下 XPONENTIAL 品牌展会已经历 43 年历史，通过汇

集商业和国防应用的交集问题捕捉行业潜能。思想领袖和行业专家

将探索怎样用新兴技术在各个市场领域创造商机。XPONENTIAL 拥

有行业内顶尖演说家、结构化的追踪研讨、最优的网络机会，这也

使它成为了那些想与快速发展的无人系统产业并肩前行的专业人士

的唯一最佳选择。

主要产品信息：2018 美国无人系统展

展位号：7B47  

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武大科技园国家地球空间信息产业基地A1栋2层

电话：027-87773500

传真：027-87773497

E-mail：YB@exsun.cn

网址：www.exsun.cn

武汉依迅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注于

GNSS定位及商用LBS运营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卫星

导航定位、汽车电子、车载定位终端及服务中心软件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业务涵盖GIS系统、LBS运营、北斗应用、智能交通产业集

群，产品服务于20多个国民经济基础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定位监控终端 车辆管理行业解决方案  车

联网运营平台 

展位号：7B48  

深圳飞腾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观澜大水坑爱立基工业园C懂4楼

电话：0755-23283358

传真：0755-29183296

E-mail：1529027520@qq.com

遥控模型产品的设计、开发与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无人机充电器生产开发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充电器

展位号：7B49  

武汉智能鸟无人机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大道高新六路长咀科技园创新苑C2-3楼

电话：027-65381606

传真：027-85586997

E-mail：332927899@qq.com

网址：www.aibird.com

武汉智能鸟无人机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是国内领先的

无人机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地处国家测绘地理信

息产业中心-武汉光谷，厂区面积1500平米。

智能鸟创导的“免操控手”无人机控制模式已成为行业标杆，

大幅降低了无人机的操作难度，极大推动了行业成熟与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KC 3400，KC 2000，KC1600

展位号：7B50  

深圳市华讯方舟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田一路臣田工业区37栋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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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23108196

传真：0755-23102122

E-mail：xiabin@huaxunchina.com.cn

深圳市华讯方舟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讯系统）是华讯方

舟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华讯系统作为领先的无人机应用系统方案提供商和无人机平台

电子关键部件制造商，公司聚焦于无人机平台核心技术的发展，在

微型导航传感器、低成本组合导航系统、全自主飞行控制、小型无

人机整机等方面积累了一系列技术成果。公司围绕无人机平台核心

技术构建了一个完整、成熟无人机应用系统技术体系，支持无人机

测控、任务设备的即插即用、系统的互操作和数据共享，降低系统

研制成本和应用难度，推动民用无人机系统的快速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H-100直升机

展位号：7B51  

深圳市晫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47区华创达怡晖大厦201

电话：0755-27806665

传真：0755-27806665

E-mail：18319015998@139.com

深圳市晫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提供燃油管理产品案及全

面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涵盖：定位油耗一体机、电容式

油位传感器、超声波油位探测器、流量计油耗仪、磁致伸缩油位传

感器等燃油检测设备；北斗部标一体机、OBD、GPS定位终端、超

长待机、3G/4G视频机等传输设备；正反转、摄像头、门磁开关、

温度传感器、胎压传感器、载重传感器等外设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定位油耗一体机、电容式油位传感器、超声波

油位探测器等

展位号：7B52  

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高科技产业园建业中路7号

电话：0757-29218893

传真：0757-28393206

E-mail：helihong@cnuav.com

网址：www.cnuav.com

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德

国microdrones全球最高联盟合作伙伴，从事md4系列专业四旋翼

无人机系统制造、应用解决方案研发和亚洲市场的推广、销售与服

务。过去几年，md4系列四旋翼无人机系统已经成为中国和亚洲市

场上最受政府和行业用户欢迎的专业四旋翼无人机系统，在武警、

公安、电力、海洋、测绘、石油、消防、交通等多个行业也得到广

泛应用，在专业多旋翼无人机细分市场占有率、品牌和技术遥遥领

先。

主要产品信息：md4-1000工业级四旋翼无人机系统

展位号：7B54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总部中心

   13号楼202房

电话：020-22883901

传真：020-22883900 

E-mail：261806430@qq.com

网址：www.hi-target.com.cn

广州市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是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海达，股票代码300177）全资子公司，成立

于1999年，经营业务包括海星达、中海达、华星品牌GNSS产品、

光电产品；无人机产品、GIS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以及管线探测解

决方案等。公司三大品牌主营业务占国内市场40%以上。专注核心

技术研发，以前瞻的技术引领行业的革新，积累了大量的自主知识

产权和软件著作权，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优秀软件企业。GNSS

接收测量技术、高精度GIS数据采集处理技术等被评定为“国内领

先，国际先进水平”。 

主要产品信息：GNSS卫星导航产品、无人机差分RTK产品，

GNSS核心板卡

展位号：7B55  

AEE深圳一电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路塘头路口AEE一电科技园

电话：0755-29518889

传真：0755-27358999

E-mail：market03@aee.com

网址：www.aee3.com

深圳AEE一电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智能拍摄装备及装备级

旋翼无人机的研、产、销，产品主要有：载人自转旋翼机、装备级

一体无人机、单兵拍摄装备、无人机通讯指挥车、航拍无人机、运

动摄像机、执法记录仪等。

主要产品信息：载人自转旋翼机、装备级一体无人机、单兵拍

摄装备、无人机通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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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B59  

深圳警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软件产业基地5E1102

电话：0755-26957336

传真：0755-26950738

E-mail：1056965291@qq.com

网址：www.pwithe.com

深圳警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警翼）由国内最早

从事执法记录仪行业的专业团队组建而成，专注于为政府执法部门

提供以执法记录仪为核心的智能执法整体解决方案，提高执法效率

提升执法形象。

警翼产品涵盖警翼、警掌、警环三大产品系列，分别从规范执

法、专业执法、关爱执法三个层面体现对执法者的支持，开启单警

装备智能化的新时代。

主要产品信息：警用执法装备

展位号：7B62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玉律第七工业区2栋八楼C区

电话：0755-23242821

传真：0755-23244316

E-mail：yuxiao@lslidar.com

网址：www.leishen-lidar.com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是国内激光雷达行业的领导者，

是国内首家研发出激光灭蚊炮和全球首家研发激光灭蚊机器人的黑

科技企业。公司实力雄厚，自2015年成立以来一直获得资本市场的

青睐，获得融资近亿元。

据了解，镭神智能致力于向全球提供先进的激光导航避障雷

达、激光三维成像雷达、激光防撞雷达、激光测距仪、激光扫描

仪、激光位移传感器、激光灭蚊炮、激光灭蚊机器人、特种光纤激

光器、光纤器件等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产品广泛应用于扫地机器

人、服务机器人、AGV、无人机、辅助驾驶及无人驾驶、工业自动

化、安防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雷达、激光传感及机器人解决方案

展位号：7B66  

德州卡本梵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青年路1509号

传真：0534-2412628

E-mail：liugt888@126.com

网址： www.chinacarbonfiber.cn

德州卡本梵博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中国碳纤

维复合材料行业的知名企业，主要生产碳纤维管、碳纤维板、碳纤

维布、碳纤维轴、玻璃纤维布、短切碳纤维等产品。产品广泛应用

于无人机，植保机等航空航天领域及体育器材、医疗设备、汽摩配

件。我公司可以为用户提供技术支持，开发各种碳纤维制品：各种

规格厚度的碳纤维管、碳纤维板、碳纤维片、手机壳、笔记本电脑

壳等等。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感兴趣，请关注我们的二维码

或拨打我们的电话。欢迎来我公司参观、考察、业务洽谈，交朋会

友。

主要产品信息：碳纤维管、碳纤维板、碳纤维布、碳纤维轴、

玻璃纤维布

展位号：7B67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4078号永新汇1号楼11楼

电话：0755-22961366

传真：0755-86950281

E-mail：sales@gdu-tech.com

网址：www.gdu-tech.com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

售无人机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在无人机飞行控制，图像稳定，动力

系统设计，红外图像技术方面拥有多年的积淀，为无人机产品技术

的持续研发和无人机应用的不断完善提供坚实后盾。

公司致力于引导技术革新，不断扩展无人机的使用外延，探索

发掘新的应用领域，为消费者提供稳定可靠的无人飞行器。现今，

我们不仅能提供广泛应用于航空拍摄、测绘、勘探、搜救、高空数

据处理的无人机产品，且能为行业客户提供专业、定制化的系统解

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展位号：7B71  

深圳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坪山新区江岭路6号

电话：0755-66634738

传真：0755-66634609

E-mail：ninestar@sznsi.com

网址：www.sznsi.com

深圳市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无人机行业

应用（工业级）核心技术研发、集成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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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团队自2006年至今始终坚持不懈的为公安、武警、国土、

电力等用户进行电动无人机产品引进、研发以及实际应用推广工

作，属于国内电动无人机项目最早期的参与者。2014年6月，通过

改制、扩展重组，九星智能航空科技在深圳市坪山新区更名重新注

册成立，目前为深圳无人机行业协会与国防科技工业协会创始人、

副会长单位。

主要产品信息：四旋翼无人机、六旋翼无人机、四轴八旋翼无

人机

展位号：7B72  

承德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承德市开发区科技大厦附楼12层

电话：0314-2555228

传真：0314-2555218

E-mail：yyuav@yyuav.com

网址：www.yyuav.com

鹰眼科技成立于2014年，是我国第一家多功能警用无人机系统

专业制造商。

鹰眼科技在业内首次提出“察、打、管、控、救、通”一体化

概念，研发出集“三机一车”、36款功能模块于一体的警用无人机

系统，既可满足空中昼夜侦察，也可满足反恐处突、森林防火、禁

种铲毒、大型活动安保、群体性事件处置、应急防控等多种实战需

求。近年来，在公安部及地方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下，鹰眼科技积

极参与公安部警用无人机技术标准起草，承建我国第一家警用无人

机联合实验室，并成为2015年公安部科技成果推广引导计划唯一无

人机项目立项单位。

主要产品信息：鹰眼警用无人机系统，三机一车,十八个功能模

块

展位号：7B81  

维特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台湾台北市内湖区安美街123号4楼

电话：+886-2-87917699

传真：+886-2-87918928

E-mail：peggy.cheng@vectrawave.com

网址：www.vectrawave.com

Vectrawave为法国成立将近15年的老字号高频MMIC自有设计

与生产公司。公司由具有多年高频组件设计经验之高阶工程师与研

究人员组成，专注于X band/K band/KA band等组件的设计与生产。

产品涵盖RF Front end，T/R module与相关的High power PA，up/

down convertor，Low-noise Amp，Linear PA，Distributed PA与众

多组件，并且已经广泛应用于众多微波通信,雷达系统,卫星通信等

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数组雷达用RF Frond End  MNIC模块

展位号：7B82  

昆山华太轻型飞机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淀山湖航空产业园1号展厅

电话：0512-57051676

传真：0512-57051676

E-mail：1412280958@qq.com

网址：trikewings.com.cn

昆山华太轻型飞机成立于1992年，至今已有二十年的历史。我

们坚持以「专业第一、飞安优先」的经营理念服务飞友。正如我们

的公司商标，是甲骨文的「中」字，「允执厥中」不但是我中华民

族五千年来文化传承，”中”字所代表”平衡”的精神，更是"飞行

"中最重要的元素。

主要产品信息：AIE 转子引擎

展位号：7B83  

深圳市翼航东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展业大厦904房

电话：0755-22655678

传真：0755-88609460

E-mail：643041890@qq.com

深圳市翼航东升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无人机及相关

配套系统研发、生产、应用综合性公司，是无人机系统应用整体方

案提供商。翼航东升以系列固定翼无人机、系列多旋翼无人机、系

列无人直升机、无人机专用光电吊舱和空地一体应急侦察指挥系统

为主打产品，并面向客户需求，个性化订制无人机及任务达成系统

化解决方案。公司曾受到汪洋副总经理的视察和关怀。

主要产品信息：固定翼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

无人机专用光电吊舱

展位号：7B85  

SkyHopper PRO by Mobilicom

地址：HaMetzuda 31, Israel

电话：+972508883214

传真：+97277517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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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dana.smadja@mobilicom.com

网址：skyhopper.biz

Mobilicom开发并提供先进的通信系统，包括SkyHopper系列商

业和工业无人机和机器人的双向数据链接。Mobilicom的产品组合是

内部设计和开发的，并且依赖于通过全球通信系统开发获得的丰富

经验。 这使得公司能够在不断调整无人机无线电通信不断变化的需

求和挑战的同时，开发其解决方案和技术的各个组成部分。

主要产品信息：SkyHopper PRO

展位号：7B86  

深圳市华业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社区平吉大道汇富c栋

电话：0755-29700299

传真：0755-29700299

E-mail：1172289088@qq.com

网址：chinahyny.com

深圳市华业农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农用航空科技发展

与服务为主业的创新型现代化企业。 致力于农用无人机的研发、生

产。为农业、林业、草原等领域提供无人机服务。在中国农用无人

机领域，有着超前的理念、高瞻的视野和精干的团队。 也是将无人

机技术服务于农业领域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主要产品信息：A51型多旋翼农用无人机是目前唯一一款具备

全自主作业能力

展位号：7B87  

北京翔仪恒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罗庄西里13号楼东达商务楼212号

电话：010-82317078

传真：010-82317078

E-mail：1456275290@qq.com

网址：www.xy-uav.com

北京翔仪恒昌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研制、生产多机型／全自

主／高可靠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高性能／高集成度导航测量模块

的高技术企业，具有高水平研发团队、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和军品

级高可靠批产工艺线；导航测量模块适用于可穿戴设备、机载任

务载荷运动补偿、武器弹药、无人机、车辆、船舶等；飞控系统

支持固定翼、直升机、多旋翼、垂直起降固定翼等多型无人机。

主要产品信息：翔仪垂起起降飞控，固定翼飞控，直升机飞

控，多旋翼飞控

展位号：7B88  

深圳市华夏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科技园苍松大厦南座3A17

电话：0755-83849417

传真：0755-83849434

E-mail：sales1@sinosun.cn

网址：www.sinosun.cn

深圳华夏盛公司年来国外行业领先厂商的无线数据传输设备的

基础上，结合各行业的应用特点，依托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所的力

量，华夏盛开发生产提供具有目前最先进水平的数字数传电台、简

易数传电台、通用数传模块、高速跳频电台、工业无线以太网络、

网络高清图传电台/模块、AD-HOC/MESH自组织网状网、GNSS/

RTK无线数据链、工业无线远程开关模拟量、通用声码器、数话同

传手持机/车载台、通用视频编解码、视频/语音/数据三合一、通用

射频功放、多串口复接复分模块、点对多点地址编码模块等系列产

品，广泛应用于无人机。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高高清图传电台、无人机高速跳频电台

展位号：7C01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芙蓉路琦丰达大厦23楼

电话：0755-85251667

传真：0755-85250979

E-mail：info@art-tech.cn

网址：www.art-tech.com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桃花源科

技创新园松岗分园，是国内领先的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

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属于国家和深圳市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

产品领域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实力雄厚，产品销售网络遍布世界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8年，艾特航空科技投入巨资设立无人机事业部，自主研发

电力巡线、森林防火等系列无人机，倍受省领导和军方认可。

2014年10月，艾特航空科技率先推出全世界首架油电混合动力

无人机。

主要产品信息：军警安防应用级工业无人机及多功能吊舱展

示。

展位号：7C07  

广东中科瑞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浦区开源大道11号科学企业加速器D10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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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0-28129895

传真：020-28129895

E-mail：zhanghua@zkrtuav.com

网址：www.zkrtsafety.com/about.jsp

广东中科瑞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消防专业无人机领

导者，专业从事消防和应急救援领域无人机研发、生产，为用户提

供业界领先的消防和应急救援无人机综合解决方案。

机器人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飞机供给；飞机维护；消防

设备、器材的制造；应急救援器材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计算机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机器人销售；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

地质灾害治理服务；航天科技知识的推广；海洋服务；测绘服务；

软件批发；软件开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通信技术研究。

主要产品信息：专业从事消防和应急救援领域无人机研发、生

产，为用户提供业界领

展位号：7C10  

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枫树新路燕达工业园

电话：027-87204990

传真：027-87204990

E-mail：zhangli.jian@troowin.com

网址：www.troowin.com

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是一家致力于氢燃料电池系统及氢能相关技术开发的高科技公司。

尽管早期只能挤在一间不到40平米的办公室里，我们依然梦想着有

一天能够用氢燃料电池这项令人兴奋的技术让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

更加美好。现在，我们正努力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世界领先的高

附加值的燃料电池系统，为终端用户创造价值。我们的核心团队成

员大多是海归博士，在燃料电池工业界有超过10年的研究及开发经

验，并拥有大量燃料电池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和专利。

主要产品信息：氢燃料电池无人机、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燃

料模块

展位号：7C11  

深圳比特新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南山区新西路7号兰光科技大厦B604

电话：0755-88278108

传真：0755-88278106

E-mail：zhou@bit-nt.com

网址：www.bit-nt.com

深圳比特新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 专注于无线视频传输

整体解决方案，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核心团队毕业于清华大学等名校，拥有博士、硕士学历，

相关人员参与了多项国家标准制定。公司在无线视频传输技术积累

和应用上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拥有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研

发团队拥有多年无线传输硬件、软件、系统平台开发经验。 

公司在4G智能执法记录仪、4G移动执法全过程解决方案方面

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并开发了和执法业务流程高度匹配的多个应

用，提高了执法效率和效果

主要产品信息：4G智能执法记录仪，4G智能执法全过程管理

解决方案

展位号：7C12  

广东容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东吴工业园9栋2楼

传真：0755-88822725

E-mail：lipeng@rongqe.cn

网址：www.rongqe.com

广东容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聚焦于无人机领域，致力于打造全

球高品质，高性能无人机品牌。掌握核心科技，降低客户经营与使

用成本。

主要产品信息：自主研发、整机一体无人机

展位号：7C15  

深圳市飞客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大浪金威大厦

传真：0755-29309950

E-mail：1020159620@qq.com

深圳市飞客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钓鱼

台工业区金威大厦15F。我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无人机研发、销售、

专业无人机培训的高薪技术企业，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授权AOPA协

会（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审定合格的专业无人机培训

机构。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无人机培训

展位号：7C16  

广州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地址：广州南沙区环市大道南2号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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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0-39393309 

传真：020-39393309 

E-mail：pengyouyou@cnicg.cn

广州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由广州市政府、南沙区政

府以及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三方共建，承担国家物联网

标识平台的建设、运营、管理与服务的国家任务，开展物联网标识

服务应用示范，建设物联网信息服务、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基地。

LoPo-IoT是CNICG自研的基于LoRa技术标准的低功耗广域网络，

为万物联网提供接入支持，数据汇聚于国家物联网管理公共服务平

台，支撑城市生活、市政管理、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的各个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Lopo-IoT提供的低功耗物联网通信控制解决方

案

展位号：7C17  

深圳市保国特卫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社区恒南路10号A栋

电话：0755-27472763

传真：0755-27472764

E-mail：523276371@qq.com

网址：cn.senxunda.com

深圳市保国特卫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为一家致力于研发、生

产、销售与飞行服务相结合的研发型科技企业，现为中国无人机联

盟（深圳）常务理事单位。

保国特卫依托于森讯达集团十五年积淀的技术力量及反恐防暴

领域的资源优势，并与山东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展开了合作研发，

拥有十余项国家专利，以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挂载装置为主打产品，

及为警用及其他行业提供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消防救援、警用抓

捕、电力巡检、交通巡逻、影视航拍等行业，发挥了无人机扩展产

品的强大优势并得到了应用方的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驱散，无人机救援，无人机灭火，无人

机喊话，无人机投送

展位号：7C19  

深圳市有为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泰科路2号泰科大厦6楼

电话：0755-83106967

传真：0755-83105544

E-mail：yuwei@yuweitek.com

网址：www.yuweitek.com

深圳市有为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长期专注于卫星定位移动目

标管理监控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服务。在卫星定位车载无线通

讯产品和系统方面有着深厚的技术沉淀，拥有独到和领先的技术产

品和最为广泛的市场应用。

有为信息作为国内最早从事卫星定位监控系统行业高新技术企

业，坚守“技术先行、质量为本”的原则。多年精心打造的研发团

队，严谨的科研态度，厚积薄发致力于打破行业缺乏创新的格局，

已形成车载卫星定位监控无线终端、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多

媒体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车联网智能终端4大类型，11个系

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GPS、终端、汽车行驶记录仪、车联网智

能终端

展位号：7C21 

Blue Vigil 

地址：402 King Farm Blvd 125-141，United States.

电话：5406380016

E-mail：todd@bluevigil.com

网址：bluevigil.com

Blue Vigil生产独立的，电抗的线轴系统，设计适用于任何市售

的无人机。我们的系统包括专有的电源管理电路，由线轴连接地面

站（发电机，家用电流或电池）提供动力，只要通过线轴系统连接

保持电力输送，无人机便可以持续高空飞行。

主要产品信息：RS-1000 1500W 地面电源线轴系统

展位号：7C23  

深圳市朗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绒花路8号三米六大厦1601室

电话：0755- 86309333

传真：0755- 83473087

E-mail：smith.xu@longsingtechnology.com

网址：www.longsingtechnology.com

深圳市朗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过数年的研发，成功发明了

一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容电池HPC（Hybrid Pulse Capacitor），

其性能可以与美国同类军用电池媲美。

这款电池的主要特征有，宽温：工作范围-40℃—+85℃，可

以提供大电流放电，2-10A或以上，极低自放电率、高可靠性和超

长寿命。满足智能交通、有源RFID、通讯导航、智能水电气表，海

上救援、野外数据传输。

主要产品信息：电容电池H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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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C25  

深圳嘟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阿里巴巴大厦T2 16楼

电话：0755-26652690

E-mail：kevin.liao@dudu.tm

深圳嘟嘟智能科技总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阿里中心，是

一家集自主创新、研发设计于一身创新型科技公司。

嘟嘟智能打造的车联网云平台可提供大数据管理与分析为车联

网提供硬件设备、软件、服务和解决方案，现与多家百强企业签署

战略合作。

嘟嘟智能首创了AI-OS车联操作系统，实现了人、车、生活之

间的交互。以车联网为切入点，立足于整个高新科技领域，现阶段

致力于打造车联生态圈包括从智能出行产品到全方位智慧出行的解

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网约车智能监管终端

展位号：7C26  

北京海利天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大杜社小松垡村

电话：010-81501271

E-mail：bj@hailitianmeng.com

网址：www.hailitianmeng.com

公司主要以无人机复合材料加工，固定翼，旋翼，直升机，无

人机外壳和系统研发，生产，制造为主。拥有专业销售固定翼机体

和配件，高光谱农业遥感测绘，航拍等服务。是国内专业的无人机

设计，生产，集成为一体的无人机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者。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展位号：7C27  

深圳市国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航空路华丰第二工业园C2栋6楼

电话：0755-28231115  28231119

传真：0755-29652009

E-mail：security888@126.com

网址：www.secuhome.cn

深圳市国鼎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6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汽

车电子、行车安全产品研发生产的高科技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

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车载模拟摄像头、车载串口摄像头、后视摄像

头、行车记录仪等300多个型号。公司拥有“安嘉”自主品牌，并

通过了ISO9001:2000体系、欧盟CE、ROSH等国际质量认证。截止

目前，公司每月可生产完成车载摄像头、行车记录仪等系列产品10

万台的产量!企业的成功来源于高品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以及客

户的信赖，国鼎将一如既往的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与客户携手共

进，共同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模拟摄像头、车载串口摄像头、倒车后视

摄像头、行车记录仪

展位号：7C29  

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850号创新大厦10楼

电话：0571-28918153

传真：0571-28918122

E-mail：hanjizhng@casic.ac.cn

网址：www.icofchina.com

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卫星导航芯片研发，产品

包括GNSS多模SOC芯片，GNSS模块，授时板和模块，导航用LNA

等。提供AGPS，RTD差分，组合导航和测姿定向等各类功能产品。

公司拥有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射频+基带+算法”核心技术。

自2011年以来参加北斗办招标均取得了良好成绩，射频和基带

芯片综合研发能力居全国领先地位。2014年10月推出国内首款SOC

芯片，一举打破国外卫星定位单芯片的垄断，并在北斗办实物比测

中获得全国第一名的优秀成绩。

主要产品信息：GNSS一体化SOC芯片、定位模块、授时板和

收拾模块

展位号：7C31  

芯讯通无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633号晨讯科技大楼A楼

电话：021-32523123

传真：021-32523020

E-mail：jing.sa@sim.com

网址：www.simcomm2m.com

芯讯通无线科技有限公司（SIMCom Wireless Solutions）是晨

讯科技集团（HK：2000；TW：912000）旗下全资附属公司，是

全球领先的M2M模块及解决方案供应商。芯讯通无线科技自2002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提供GSM/GPRS/EDGE，WCDMA/HSPA/

HSPA+，CDMA 1xRTT/EV-DO，FDD/TDD-LTE无线蜂窝通信以及

GPS/GLONASS/BEIDOU卫星定位等多种技术平台的模块或终端级

别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物联网无线通讯模块、终端、OBD Tracke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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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C32  

上海锟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办中环路富通天骏C4栋901

E-mail：Erick@top-suopetech.com

网址：www.top-supertech.com  

上海锟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电子元器件代理商及方案

商。代理产品包括：北斗/GPS卫星导航芯片、模块、高精度板卡；

高清无线图传模块；通讯模快，电源IC，打印机芯等，并提供大尺

寸液晶面板显示屏与模块、汽车/工控/家电等小尺寸TFT或LCM模

块。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GPS模块，2G、3G、4G通讯模块

展位号：7C33  

深圳市明德新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公明楼村鑫翰海工业园

电话：0755-33260015

传真：0755-33260015

E-mail：244427213@qq.com

深圳市明德新材技术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无人机机架的民营

企业，专业致力于碳纤维无人机机架的研究开发；其中以四轴、六

轴多旋翼无人机为主，始终坚持发扬\"诚信、创新、沟通\"为企业宗

旨，以\"技术、服务\"为立业之本的团体精神，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设

计、开模、生产、调试、维护一站式服务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碳纤维一体成型无人机壳、机架

展位号：7C34  

深圳市天宇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安大道银田工业区A6栋四楼408

电话：0755-29470519

传真：0755-29185700

E-mail：sztyd2014@163.com

网址： www.sztyd.com  

公司是一家拥有着多年车载电子产品及相关软硬件技术研发

经验的高新科技企业。凭借在视频监控行业多年不懈的努力，公司

不但研发出多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且掌握和积累了大量

领先于行业水平的技术及研发经验。我们产品包括车载监控摄像

头，车载显示屏，行车记录仪、GPS终端系列等车载电子周边设备

等。所有产品均采用目前业内最先进的技术，产品性能优异，稳定

可靠。凭借深厚的研发功底及生产实力，天宇德不但提供优质的产

品，优质的服务也为行业内外客户提供各种实用的产品应用解决方

案和安装技术支持!以提高产品应用的最大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头、线材、显示屏

展位号：7C35  

上海联适导航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青浦区高光路215弄99号中国北斗西虹桥基地1号楼二层

电话：021-61200180

传真：021-39883511

E-mail：liang@allynav.cn

网址：www.allynav.cn

上海联适导航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立足于北斗卫星导航，拓展北斗行业应

用，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领域北斗高精度导航定位系统解

决方案。

联适导航紧随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发展趋势，全面布局高精

度行业应用推广，全力满足不同行业的差异化应用需求，产品应用

涵盖精准农业、智能交通、机械控制、形变监测、地理信息、测绘

工程等多个高精度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R60 北斗/GNSS双天线定位定向接收机 

展位号：7C36  

上海鲲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路1555号华一大厦8楼

电话：021-60833518

传真：021-60833519*611

E-mail：fengkun@kpocom.cn

网址：www.kpocom.cn

上海鲲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卫星导航调度设备、车

载导航通信一体机以及汽车通信多媒体产品等相关车载通信设备的

高科技企业。鲲博通信产品整合了新一代3G/GPRS无线通信技术、

北斗与GPS定位技术、蓝牙技术、一键导航、3D实景语音导航、实

时路况、远程监控、资讯服务、生活信息、在线影音、数字电视、

SOS紧急救援等多项专利技术，引领业界技术潮流。将卫星导航、

汽车影音多媒体技术、3G车载应用技术，并集技术、市场、渠道、

物流供应链资源于一体。

主要产品信息：便携式与嵌入式车载智能导航调度一体机，导

航调度屏，核心开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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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C37  

深圳市普天宜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西海岸大厦18F

电话：0755-86363333

传真：0755-86363155

E-mail：wangweiwei@ptyt.com.cn

网址：www.ptyt.com.cn

深圳市普天宜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06年5月，是一

家集多媒体宽带集群通信系统和终端产品的研发、销售和服务为一

体的高新科技企业。2016年4月28日公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正式

开启高速发展的新征程。

公司产品现已广泛应用于海关缉私、武警勤务、机场地勤、城

管执法、公安警务、物流运输等各个领域，并与运营商建立一点支

撑、服务全国的全网运营平台，为众多行业客户提供集群通对讲服

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哈尔滨、西安等地建立区

域性营销及技术服务中心，让客户随时随地享受到普天宜通高效服

务。

主要产品信息：多媒体融合通信系统、三防终端

展位号：7C39  

深圳市青青子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福成章阁社区桂月路硅谷动力

   深圳市低碳科技示范园（星河工业园）A8栋4楼A面

电话：0755-82043850

传真：0755-83713074

E-mail：2355639234@qq.com

网址：www.zmvideo.com.cn

深圳市青青子木科技有限公司（QQZM）创办于2006年，公司

定位为网络摄像机、数字嵌入式音视频产品和高清网络视频监控系

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公司适应市场需求做责任型企业，一直致力

于低碳，节能，环保的科技产品研发。

公司初期以经营串口摄像机为主。在串口摄像头方面拥有垄

断技术。作为串口摄像机的发明者，公司凭借串口摄像机的独家技

术成为国内最大的生产商，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达到90%以上。

公司以自身优势曾为各大交通、通讯运营商建立坚固的合作关系。

并且为北斗导航建立全面的配套系统。现今，产品以网络摄像机为

主，建立了高自动化程度、高集成化、科学化的安防应用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串口摄像头、模拟摄像头、高清

摄像头等智能终端配套

展位号：7C41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民治大道展滔科技大厦A座20楼

传真：0755-83421190

E-mail：wangyuansheng@bsjkj.com

网址：www.bsjkj.com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群充满梦想、饱含激情和

创新精神的团队人员组成的一家年轻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产品种类多元化，且行业最全，对车辆前装和后装均有相对应的产

品及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产品种类主要包含超长待机系列（免安

装）、北斗部标系列(汽车行驶记录仪)、3G视频系列、OBD车辆诊

断监控车载终端、驾培计时管理终端等系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定位终端、DVR、3G视频终端

展位号：7C45  

昆山龙智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同丰东路968号

电话：0512-50176688

传真：0512-82691631

E-mail：Timyli@Rotrasat.com

网址：www.rotrasat.com

龙灯集团与台湾经纬航太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合资，与2017年1

月成立昆山龙智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标志着以航天科技迎向智慧

农业新时代正式启航。 

龙智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龙灯集团专注

农药化工领域，拥有一流的农药制剂研发能力、强大的农业技术数

据库以及遍及全球的销售网络，经纬航太是拥有航天科技背景的专

业型无人机制造商，在人工智慧、空间信息技术上拥有卓越能力。

龙智翔智能以“精准、快速、智慧”，整合全方位资源，开展农业

服务，力争成为精准农业防治典范，打造智慧农业，实现“构建全

球航空植保龙头

主要产品信息：ALPAS单轴电动无人机，滞空时间50min，载

重15kg。

展位号：7C47  

深圳市华儒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专家公寓A栋东702

电话：0755-82428254

E-mail：jerome@huaru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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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huaruchina.com

深圳市华儒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以微波雷达传感器及其智

能化解决方案供应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2007年，自创

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传感器探测及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

公司立足于民用雷达市场，与InnoSenT、Novelda等国际知名

的传感器及微波设备公司密切合作。公司确立以24GHz平面微带雷

达及超宽带雷达为核心的研发方向，成功研发出多款智能化终端产

品，包括道路车速反馈标志、卡口测速雷达、铁路车辆监控终端、

雷达水位计、电波流速仪、无人机雷达高度计等。

公司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设备供应商、系统集成商等提

供了多样化的专业物联网解决方案，覆盖智能交通、电子安防、水

文监测、工业控制、医疗监护等众多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定高、雷达测速、道闸防砸雷达、停车

位检测

展位号：7C49  

武汉梦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民族大道39号湖北测绘大厦15层

电话：027-87871378-8201

传真：027-87871378-8002

E-mail：yuqing.han@wh-mx.com

网址：www.wh-mx.com

武汉梦芯科技有限公司是在湖北省委省政府支持下，由湖北地

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导航与位置服务工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湖北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共同组建的一家专业从事高

集成度芯片设计和高性能室内外定位研究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核

心团队平均拥有10年以上的同行业工作经验，成员90%以上为国内

外知名院校的博士和硕士。梦芯科技致力于为各类智能终端产品提

供核心技术和元器件，为北斗在高精度应用领域的推广提供差异化

的完整解决方案，成为具有时空标识的传感器和物联网芯片的主流

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芯片、模块以及 高精度消费类领域整体解

决方案

展位号：7C5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凯旋西路25号

传真：0379-623327220

E-mail：610659051@qq.com

集团公司，是我国唯一的以火力控制系统总体技术为核心的火

控系统和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1970年5月10日正式成立，隶属于中

国航空工业光电系统专业研究所，是集产品研发、生产、维修、服

务为一体的光机电综合性多学科的应用技术研究所。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及光电吊舱

展位号：7C53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新湖路28号哈瓦国际航空产业园

电话：0755-29539766

E-mail：info@harwar.com

网址：www.harwar.com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工业级无

人机研发与制造的创新型企业。公司总部位于中国深圳，另在德国

不莱梅市设立有研发中心。哈瓦旗下的MEGA系列无人机、双冗余

工业级飞控系统、全天候动力系统、模块化光电载荷（36倍光学变

焦、微光夜视、喊话系统等）均处于业界领先水平。

哈瓦MEGA无人机机体采用航天级3K全碳纤维材料一体成型，

配合航空专用镁合金、钛合金等尖端材料和工业级传感器芯片技

术，经过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测试，在力矩刚度和抗风整流性能

方面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同时飞行系统通过了严格的电磁兼容与

抗震性能、高低温以及高海拔综合性能极端环境检测，并已获得多

项行业技术专利。

目前哈瓦产品在公共安全、工业应用、紧急救援、影视工业等

四大领域广泛应用，涵盖警察执勤、反恐、边防、紧急救援、医疗

救助、自然灾害、消防安全、地理测绘、环境监测、工业监控、电

力红外检测、石油天然气管道巡线、电影电视航拍等核心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哈瓦无人机

展位号：7C55  

深圳市东兴威电机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永和路5号江峡工业区

电话：0755-29453557

传真：0755-81782550

E-mail：13715377916@139.com

网址：dxwmotor2.1688.com

深圳市东兴威电机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是一家专业从

事微型直流电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私营企业，我们的产

品包括：无刷电机、步进电机、减速电机、同步电机及直流有刷电

机，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永和路5号上排江峡工业区，

现拥有职工400余人。公司拥有行业内先进的生产设备、创新的生

产工艺、完善的产品检测手段和质量保证体系，高效而专业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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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

主要产品信息：航模无刷电机

展位号：7C61  

深圳市北航旭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009号中科大厦裙楼209

电话：0755-83995158

传真：0755-83995136

E-mail：info@aeroxf.com

网址：www.aerosunfly.com

深圳市北航旭飞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成立，是高校科研成

果产业化政策示范单位。拥有20余项核心专利，公司总部设在深

圳，研发中心位于北京。同时建有国内产能最大的工业级中型无人

机生产基地。20万平方米的专业化厂房，满足大批量工业级无人机

的生产需求。公司主打无人化智能装备核心技术的研发，产品涉及

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无人深潜器等。其中无人机品牌为“旭

飞”，无人机产品包括固定翼、轻型旋翼、中型旋翼三大系列共10

个型号工业级飞行平台，主营四旋翼无人机、六旋翼无人机、四轴

农业植保机、八轴农业植保机。

主要产品信息：农业四轴、八轴植保机；四、六轴航拍机

展位号：7C63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81号

电话：0571-87235785

传真：0571-87235727

E-mail：zhou_xiangjiu@dahuatech.com

网址：www.hovfree.com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子公

司，注册资金5000万，专业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无人机和智能机

器人。经过华飞人共同的努力，目前华飞智能已经成为国内首屈一

指的无人机整机制造的供应商，同时也是少数拥有专业飞控开发能

力的科技公司。

华飞智能业务范畴包括油气田巡检、石油管道巡视、警务协

助、消防灭火、航空拍摄、航空监控、电力巡线、国土绘测、安防

监控、森林防火、海事巡查、应急救灾、地质勘测等领域。

我们始终践行华飞创新与品质的精神，目标成为行业无人机领

域的领先者。

主要产品信息：领航者系列无人机、多功能挂载系列

展位号：7C64  

上海恩牧必精密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大麦湾工业园区航业路8号  

电话：021-58116922 

传真：021-58116995

E-mail：sxd@xindong-bearing.com.cn

网址：www.nmb-bearing.com.cn

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公司已通

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ISO/TS16949国际汽车工业标准体系

认证并取得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发明专利数项，长期坚持“精益求

精，不断完善，质量立厂，顾客至上”的质量方针。

主要产品信息：微型精密轴承，牙钻轴承，陶瓷轴承，塑料轴

承，钢球

展位号：7C66  

海视英科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汉街5号B栋2楼01/02单元

电话：0512-62720387

传真：0512-62720179

E-mail：sales@hivintek.com

网址：www.hivintek.com

海视英科总部设在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是一

家专业从事非制冷红外热像机芯组件及其相关配套产品和系统的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的智能热像解决方案提供商,于创立当

年获颁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颁发的“领军人才”及“江苏省民

营科技企业”称号。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图像

矫正方法及系统”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海视英科热像系统远

程监控软件V1.0”于2014年准予软件产品登记并获证书，同时公司

于2014年底通过IS9001质量体系认证，产品获得了CE及FCC等多项

国际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专用智能红外热成像仪、全景光电云

台、一体化红外单光云台

展位号：7C67  

深圳常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新湖街道新明高科技产业园C栋一层

电话：4006464977

E-mail：kf@cfuas.com

网址：www.cfu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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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常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致力于成为全球领

先的无人机系统应用方案供应商。我们围绕客户的需求持续创新，

在高性能飞行控制系统、燃油动力多旋翼无人机等方向具有独到优

势。目前，常锋燃油直驱多旋翼无人机平台凭借出色的承载能力和

高度智能化的作业方式已成为行业无人机应用领域革命性的明星产

品。

公司全自主研发的世界首款燃油直驱多旋翼无人机作为领先的

研究成果，受邀参加了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公司曾先

后荣获2015年首届创新创业大赛暨创客大赛第三名、2016年黑马创

业大赛深圳赛区第一名、2016年成都菁蓉汇“最具投资价值奖”和

2016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创客大赛全国第二名等多项荣誉。

展位号：7C69  

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森源产业园

电话： 0371-67392999

E-mail：1798721890@qq.com

网址：www.hnsyhm.com

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是集电动汽车研发、制造与

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制造企业，公司隶属河南森源集团（股票代码

002358），总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森源高科技产业

园，集团占地面积总计2000余亩，员工万余人，2016年集团实现

销售额突破300亿。公司拥有国内领先的汽车冲压、焊接、涂装、

总装、检测生产线，是目前国内工艺条件技术最先进的电动车生产

基地，年产整车可达10万台。公司2010年与公安部装财局研发中

心联合研制了国内第一批移动警务室，并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旗

下系列产品连续多年被列入公安部警用车辆及车载装备集中采购目

录。目前公司旗下系列产品已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地区，产品运东

南亚各国，现已成为国内警务行业领军品牌。目前，公司已形成了

覆盖公安、检察院、法院、城管、消防、环卫、食药监等各个细分

市场，包括普档、中档、高档等各个档次100余个产品的完整产品

链。

主要产品信息：全地形移动方舱指挥车、装甲防暴车、轻装甲

运兵车、移动指挥车

展位号：7C70  

香港珖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北栅凤宁路27号4楼

电话：0852-60822094

传真：0852-60822094

E-mail：info@sparkletech.hk

网址：www.sparkletech.hk

光點科技与UAV Workshop是姊妹公司，而UAV Workshop十年

来一直是领先的爱好飞机的设计者和制造商之一。我们的办公室设

在香港，而生产基地位于中国的广东省东莞市。因此，我们能够将

香港的先进设计技术和现代化商业运作，与东莞的全世界知名的高

效和低成本生产结合起来。

主要产品信息：垂直起降无人机

展位号：7C70a  

北京创衡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号锦秋家园5-E1-803室

电话：010-53384726

传真：010-53384726

E-mail：ibc@vip.126.com

网址：www.i-balance.cn

北京创衡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工业级、军品级无人系统控

制技术研发，在飞行控制领域具有15年以上的技术积累。

创衡控制主要产品包括常规固定翼、垂直起降固定翼、飞艇、

自转旋翼机、多旋翼等飞行控制系统；同时还提供无人船、深海

AUV等海洋装备主控系统解决方案；此外还可以根据用户需求提供

定制化产品或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常规固定翼、垂直起降固定翼、飞艇、自转旋

翼机、多旋翼等飞控

展位号：7C75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石桥一路6号

传真：027-68850451

E-mail：liyuan@ewatt.com

网址：www.ewatt.com

易瓦特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技术创新的民用无人机系统

制造商，现已形成业内无人机全系列全产业链布局，综合实力不断

攀升。

自2010年成立，公司不断扩大完善产品和服务，内容涵盖无

人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培训、技术与飞行服务，现拥有经中国

民用航空局授权、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认定，且师资力

量雄厚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学院。公司提供包括固定翼无人机、多

旋翼无人机和大载荷无人直升机等系列产品，现已广泛用于新闻影

视、物流配送、警用消防、国土测绘、电力巡线等众多领域，并不

断融入新的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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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C78  

成都华川金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弥牟镇华金大道一段888号1层888号

E-mail：1359537860@qq.com

华川金芯致力于无线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其中以工业级无线数

据传输模块为主导，研发及销售包括多种频段的高速、远距离无线

数传模块。提供板卡开发项目合作服务服及嵌入式开发、驱动开发

系统集成等服务。

为了让无线数据有快速、可靠的数据通信，我们采用了RFC技

术。这项技术很好的解决了目前市面上工业数据通信在复杂的应用

环境中数据接收效果不好，容易受其他电磁干扰而造成数据丢包的

情况，以达到在通信范围内保证数据通信的可靠性。

华川金芯产品目前广泛应用于无人机通信控制、工业自动化、

油田数据采集、小型无线网络、无线抄表、无线遥控系统、机器人

控制、无线232/485数据通信、等领域中。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数传电台、全双工无线数传模块

展位号：7C81  

拓扑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昌平区北清路1号珠江摩尔国际大厦3号楼1单元909室

电话：010-57147023

传真：010-57147023

E-mail：sales@topotek.com

网址：www.topotek.com

拓扑联创专注于光学变焦相机的开发，产品有10倍、18倍、

20倍、30倍、36倍光学变焦系列相机及增稳云台、吊舱。其做为无

人机的核心模块，提供给无人机公司。使得无人机公司在集成拓扑

联创变焦相机后，能利用其光学变焦功能在空中看清地面物体的细

节。拓扑联创已开发的10倍至36倍变焦相机已大量应用于无人机。

新推出集成热成像的双光云台系统，画中画变焦双目云台系统，集

成智能图像算法的光学变焦一体化系统。个性化图像智能算法，实

现空中对地面物体的移动跟踪、模式识别、特征物体搜索等功能。

主要产品信息：10倍至36倍光学变焦相机、云台吊舱、热成像

双光、特征跟踪系

展位号：7C82  

江苏立美航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金桂东路6号

电话：0510-85610518

传真：0510-85606988

E-mail：jslmhc@126.com

江苏立美航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无锡市滨湖区，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是一家以研发、生产镁锂、镁稀土等镁基合金铸锭及其

复合材料、型材、板材、带材、复杂结构镁基合金压铸件为主的生

产企业。公司携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不断创新拓展，所开发的镁

锂基合金及其复合材料性能优异，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成为航空

航天、电子等领域的首选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镁锂合金无人机，镁锂合金复合材料及产品

展位号：7C83  

深圳大漠大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锦绣科学园7栋406

电话：0755-23764635

传真：0755-23702548

E-mail：xieziyi@dmduav.com

网址：www.dmduav.com

深圳大漠大智控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及编

队飞行控制技术的研发，公司提供一系列无人机编队产品和表演服

务，编队产品线涵盖室外无人机灯光秀编队、室外无人机烟花秀编

队、室内无人机灯光秀编队。公司在工业级无人机控制、数据采集

及应用开发方面有较深厚的技术积累。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室内外集群灯光表演、无人机室外编队

烟花表演

展位号：7C84  

广东诚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齐东正街2号办公楼2层

电话：0760-88820830

传真：0760-88820831

E-mail：welcome20110401@163.com

网址：www.cjinn.net

广东诚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系统集成、软件自主研

发、监控系统安装、无人机应用+大数据、电子大屏幕显示、网络

工程安装等项目为一体的，通过政府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公

司也为智慧城市的智能交通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公司拥有多年的

行业经验，在无人机的应用及系统开发、硬件研发、软件开发、宣

传、销售、维护服务和管理等方面拥有专业的核心团队。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云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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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C85  

深圳市优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丽山路大学城创业园1403室

电话：0755-86550265-8002

传真：0755-86550265-8003

E-mail：youyinguav@126.com

网址：www.youyinguav.cn

深圳市优鹰科技有限公司于2011年成立，是国内一家专注于微

小型固定翼无人机完整系统及相关核心技术开发的高科技公司。

优鹰科技已完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无人机链路一

体化飞行控制系统、链路一体化无人机盒式地面站、无人机PC地

面站、机载数据链路中继器、1080 60P全高清低延时远距离图传系

统、机载图传中继器、机载百公里级图传发射机、地面图像接收终

端、机载3轴增稳mini吊舱和多款微小型完整无人机系统等。

主要产品信息：1080P全高清图传系统，机载图传中继系统，

固定翼飞控系统

展位号：7C86  

中山飞旋天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火炬开发区数码大厦14F

传真：0760-88239826

E-mail：xiaoshanli@roflying.com

网址：www.roflying.com

飞旋天行科技由德国留学归国学者于2012年创立，公司产品

以自主研发的微型飞行导航控制系统为核心，以设计和生产配套的

多旋翼无人飞行器操作系统以及其他无人飞行器操作系统为主要内

容。

是操作系统供应商，整机方案提供商外，PHM数据服务提供

商。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操作系统

展位号：7C87  

广州欧美大地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体育东路116号财富广场西塔2301

电话：020-29090972

传真：020-83362080

E-mail：lifengqing@epc.com.hk

网址：www.epccn.com

欧美大地成立于1987年，总部设在香港，是土木工程高科技测

试仪器全面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致力于广泛范围的进口测试和检测

应用仪器的经营，代理产品涉及：地球物理探测仪器/地震&振动监

测仪器/基桩检测仪器/原位测试仪器/岩土监测仪器/水文地质仪器/海

洋测试仪器/室内岩土测试仪器/沥青混合料试验仪器/水泥及混凝土

试验仪器/道路测试仪器/无损及材料试验仪器/应变电测仪器/汽车测

试仪器/环境保护及监测仪器等。主要产品信息：Microstrain惯性传

感器、无线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

展位号：7C88  

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花园裙楼B栋407

电话：0755-26992439

传真：0755-26740526

E-mail：anniezhao@fellermagnets.com

网址：www.fellermagnets.com

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稀土永磁钕铁硼

(NdFeB)磁体及其元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年产量2000

吨。经过十几年的创业发展，公司已拥有最先进的生产、加工、检

测设备和技术。2004年5月公司通过ISO/TS16949认证，同年8月，

被深圳市科技局认定为“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2010年10月又被

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涉及电声领域，电子电器，电机领域，机械设备，医疗保

健，及航空航天等众多高新技术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稀土永磁体，无刷电机

展位号：7D01  

赫星（厦门）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会展南路11号103

电话：0592-5038311

传真：0592-5038311

E-mail：info@hex.aero

网址：www.hex.aero

赫星是国内最早接触推广开源无人机技术的公司之一，已在

开源无人机领域深耕多年。赫星是目前世界领先的开源无人机飞控

pixhawk2全球唯一的生产制造企业，赫星持续开发无人机相关电子

模块，包括Here系列RTK无人机专用GPS导航模块和光流定位传感

器模块。赫星一直与国际知名开源无人机研发团队保持着紧密的合

作，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开源无人机技术，凝聚无人机企业，

促进无人机行业发展，制定无人机技术相关行业标准，规范无人机

市场。

主要产品信息：Pixhawk2开源飞控／Here+RTK GPS导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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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D04  

是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3号

电话：010-64396934

传真：010-64396934

E-mail：rucai_geng@keysight.com

网址：www.keysight.com

是德科技公司的业务起源于美国惠普公司，是惠普公司电子测

量集团1999年经重组成为安捷伦科技、2014年再次分拆上市而成立

的一家高科技跨国公司。 是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为是德科技公司

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总部设在北京，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等

地设有多家分公司。现有员工800多名，业务涉及航空航天、无线

通信、半导体、医疗电子等电子测量仪器、系统和相关软件和服务

等。此次展会将展出无人机测试的全方位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全方位测试解决方案，包括雷达传感器

测试,续航时间测试等

展位号：7D06  

广州市华科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太石工业园万泰路48号

电话：020-84915115

传真：020-84915117

E-mail：marketing@walkera.com

网址：cn.walkera.com

华科尔无人机1994年成立于广州，目前公司人员约500人，其

中研发人员近200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华科尔现在已初步建

立了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完善生态链. 拥有核心的技术及

遍布全球的客户群，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获得了较高的影响力。华

科尔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飞行器行业领导者，并将以专业、专注的

工匠精神，不断创新超越，引领行业潮流，智造无限可能。

主要产品信息：航模，FPV竞速机，个人航拍机，工业级无人

机

展位号：7D08  

深圳北极鸥无铁心电机研发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宏发高新园研发中心大厦708B

电话：0755-27675515

传真：0755-27675512

E-mail：505028577@szbeijio.com

网址：www.szbeijio.com

深圳北极鸥无铁心电机研发有限公司2012年开始主要从事高性

能无铁芯电机的研发生产，2015年开始研发无人机高性能无铁芯电

机，2016年研发出全球首款无人机无铁芯电机，经过1年多时间的

不断优化和升级性能已超现有电机35%以上，温度降低30%。

主要产品信息：BEIJIO无铁芯电机

展位号：7D10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五街200号菁蓉国际广场6A-7F

电话：028-84191660

传真：028-62711135

E-mail：gengxin@jouav.com

网址：www.jouav.com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在无人机飞控与导航领域积累了

多年的技术经验，秉承技术创新、军工品质、服务至上的理念，专

注于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具有

航空级质量标准的工业级无人机产品和技术服务。公司推出的“大

鹏”系列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采用固定翼结合四旋翼的布局形

式，以简单可靠的方式解决了固定翼无人机垂直起降的难题，兼具

航时长、速度快、距离远的特点和垂直起降的功能。

主要产品信息：纵横大鹏系列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展位号：7D25  

洲际通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28号通产集团综合楼3楼

电话：0755-26606502

传真：0755-26606502

E-mail：272538164@qq.com

网址：www.icna2015.com

洲际通航致力于打造无人机领域集应用研究、行业服务为一体

的开放性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无人机应用终端系统解决方案，根据

用户任务需求，制定完善的多维技术解决方案（无人机系统、地面

站系统，应急指挥中心，空中监测、精准数据建设、各种荷载应用

方案及特殊应急事件出勤服务等）。

目前公司创建了《洲际通航无人机创客空间》《洲际通航航空

学院》并且获得《中国飞校授权证书》《优秀无人机企业》认定，

是《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位》《深圳无人机行业协会常

务理事单位》，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认定。

主要产品信息：ICNA6-700六旋翼、ICNA4-1000四旋翼无人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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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D27  

深圳市俊硕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岗区坂田街道象角塘第三工业区沿河路3号B栋一楼

电话：0755-23991900-8059

传真：0755-23991955

E-mail：salse6@dst-tec.com

网址：www.dst-tec.com

深圳市俊硕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遥控器及竞速

无人机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高新技术开发企业，通过

自身日臻雄厚的研发实力，细节的精益求精、严苛与专业并重的质

量管控体系，致力于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性能稳定、高性价

比的竞速无人机产品，打造了在竞速无人机市场，广具知名度的

“DST”品牌，守信的交货承诺和优质的上乘质量保障，为您解除

一切后顾之忧，如今纷乱的市场，选择“DST”是您智睿的眼光。

主要产品信息：穿越机，遥控器，FPV眼镜

展位号：7D33  

东莞市漫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南城体育路2号鸿禧中心B座B910

电话：0769-3336 5168

传真：0769-3336 5168

E-mail：sales@clproduct.com

网址：clproduct.com

东莞市漫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工贸型企业，具有完善的项目研发、生产和质量管理体系。公

司为专业碳纤维产品开发制造商，操作工艺以达国际先进水准，所

生产的产品工艺涉及热压和模压成型，可根据客人提供开发生产，

图纸加工，以及样板复制等专业水平支持。

与多家知名国内外企业建立了密切的OEM合作关系。产品应

用于航空、航天、体育、交通、医疗等领域。近年来，公司通过平

台及展会、技术交流等机会，把产品销售到欧美亚洲等10多个国家

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碳纤维无人机，碳纤维无人机配件

展位号：7D45  

深圳市高巨创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华融大厦2510室

电话：0755-82702791

传真：0755-82720851

E-mail：137984979@qq.com

高巨创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高巨创新”），以“科

技，从快乐开始”为公司理念宗旨，立志以超前的设计理念、追求

卓越的品牌定位以及严格的品控管理，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便

携易用和极具性价比的高品质无人机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展位号：7D46  

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金三路环岛北京通航大厦四层

电话：010-51219388

传真：010-51219388

E-mail：info@chinaeagleuav.comv

网址：www.chinaeagleuav.com

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致力于：无人机智能控制系统及

机载设备技术研发，无人机平台建设以及无人机整机集成，在无人

机型号和机载设备的小型化和多功能化方面不仅研发出多个系列的

固定翼无人机、旋翼无人机，还通过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都电

子科技大学、空军装备研究院和总装备部轻武器研究所、国家海洋

局、海科院、国家电网、林业局、测绘局等等合作。通过多年的实

际行业应用，公司目前在“低空、小型、慢速”无人机应用领域属

技术领先型的高端无人机系统硬件供应、产品使用推广、整机系统

保障、专业技术培训等综合性的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平台建设/无人机整机集成

展位号：7D48  

深圳中翼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洪田上南东路128号

   恒昌荣高新产业园办公楼1.2.3

电话：0755-23350907

传真：0755-27203261

E-mail：1126921930@qq.com

网址：www.chinawing.asia

深圳中翼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

售无人机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在无人机飞行控制，图像稳定，动力

系统设计，红外图像技术方面拥有多年的积淀，为无人机产品技术

的持续研发和无人机应用的不断完善提供坚实后盾。

公司致力于引导技术革新，不断扩展无人机的使用外延，探索

发掘新的应用领域，为消费者提供稳定可靠的无人飞行器。现今，

我们不仅能提供广泛应用于航空拍摄、测绘、勘探、搜救、高空数

据处理的无人机产品，且能为行业客户提供专业、定制化的系统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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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D50  

深圳酷农无人机产业开发应用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凰大道118号艺展中心五楼

电话：0755-85250300 

E-mail :18575658433@163.com 

网址：www.knhkzh.com  

深圳酷农无人机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国内唯一 一家无人机产

业平台运营公司。公司全力打造，河南西华无人机产业园是国内第

一个无人机产业园区。现阶段全力构建深圳无人机产业公共服务平

台，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深圳市南山区两个办公地址。现有公

司内地完成作业面积2015年40万亩；2016年60万亩；2017年150

万。酷农公司融合无人机上下游产业资源，打造全产业链模式。配

合行政市场对新兴无人机市场的整体开发，是帮助政府打造智能制

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平台、渠道、搭建商。其中河南酷农聚集了

深圳大疆、广州极飞、无锡汉和、深圳酷农、广东飞翔达、深圳蓝

天之翼、江苏大成、深圳飞客八家无人机企业入住。签约15家无人

机企业意向合同，以及国家民航总局AOPA飞行器培训组织。本地

就业人数达到800余人。全面培训无人机全国各地飞手人群，达到

了3000人，聚集了上下游产业集群。

展位号：7D52  

深圳市易恬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中二路软件园一期4栋216

电话： 0755-86572858

E-mail：luoman@elflect.com  

网址： www.acuvs.com

易恬技术深耕于光电传感器集成电路与系统集成领域，致力于

让机器人/无人机等未来智能装备拥有更加敏锐的“眼睛”。公司目

前主要产品包括自主研发的基于光脉冲飞行时间测量的单点/多点光

电距离传感器模组、毫米波雷达芯片标定与集成系统、高精度卫星

导航模组和机器人/无人机智能导航与环境感知及建模系统。其中，

公司核心产品在新兴的农业植保机无人机领域获得成功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自主研发的基于光脉冲飞行时间测量的单点/多

点光电距离传感器模组、毫米波雷达芯片标定与集成系统、高精度

卫星导航模组和机器人/无人机智能导航与环境感知及建模系统。

展位号：7D55  

翼通航空（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海城路88号

电话：025-85256785

E-mail：zhan827@126.com

网址：www.ytair.com

翼通航空（深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无人机配件

应用方案提供商，从事无人机产品研发设计、数据链系统集成和销

售，为相关行业客户提供了无人飞行器机身、图像传输系统、机载

任务载荷配件等。我们定义为无人机等智能产品的技术支撑服务，

为客户提供领先的智能技术服务。

展位号：7D56  

JUIDA/Japan Drone 2018

地址：5-1,Kojimachi,Chiyoda-ku,Tokyo JAPAN

电话：+81-3-3512-5670

传真：+81-3-3512-5680

E-mail：hir-sugano@congre.co.jp

网址：www.japan-drone.com

Japan U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JUIDA) actively 

promotes the util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UAS) in the commercial sector, and work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safety rules, huma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 for practical UAS technologies. JUIDA, as a non-profit 

association, contributes to new industry/market creation and healthy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AS. Its President is Dr. Shinji Suzuki,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ngineering, Tokyo University. As 

of June 2017, JUIDA has around 2400 members.

主要产品信息：schools educating dron

展位号：7D57  

广东电小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大浪嘉安达科技工业园7栋5楼

传真：0755-29128811

E-mail：1394073993@qq.com

网址：www.dx2.cn

广东电小二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首家充电宝企业，精心打造高

端自主品牌——电小二，是全球电源储能的技术领导者。公司一直

致力于打造中国电源储能驰名品牌，秉承感恩共赢，实干创新的经

营理念，以强大的研发实力、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完善的运作机

制及全面的服务能力，竭诚为顾客提供便捷的移动电源产品和技术

解决方案，实现顾客愉悦的充电体验。

主要产品信息：电源储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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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D58  

东莞市久森新能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水边工业园21栋

电话：0769-89178866

传真：3893 6818

E-mail：xiaowan.li@vip.joysunenergy.com

网址：www.joysunenergy.com

东莞市久森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是一家从事锂

电高分子聚合物二次充电电池的专业制造商，致力于研发、生产及

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烟、汽车启

动电源、低速车、无人机、航模、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产品等，

是迄今国内自动化程度领先的电池生产企业。其中，电子烟电池、

汽车启动电源电池、无人机电池、可穿戴式产品电池市场占有率名

列前茅，成为中国锂电的代表性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电池

展位号：7D61  

江苏钜芯集成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十三区宝民一路宝通大厦2308室

电话：0755-82990357  82990257

传真：0755-82990357-608

E-mail：salesgroup@nst-ic.com 

网址：www.nst-ic.com 

江苏钜芯集成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NST”）是一家

科技创新型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是一个年轻、有活力、又

拥有成熟技术沉淀的优秀团队。公司核心骨干来自欧美著名厂商，

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企业的技术精英。公司始创于2006年，先

后在无锡和上海形成两个研发中心，在深圳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

体系。通过几年的技术整合和技术积累，钜芯已完成了几大领域的

芯片设计与研发，目前致力于多媒体处理芯片、MCU微控制芯片、

RF射频芯片、电源驱动芯片的设计与开发以及系统集成与系统平台

的建设与开发。

主要产品信息：多媒体处理芯片、MCU微控制芯片、RF射频

芯片以及系统集成与系统平台的建设与开发。

展位号：7D68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18号创维半导体设计大厦西座14层

电话：0755-26656677

E-mail：sales@dji.com 

网址：www.dji.com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JI大疆创新）成立

于 2006 年，以“The Future of Possible（未来无所不能） ”为主旨

理念，专注无人机系统研发和生产， 致力于通过打造世界一流产品

重新定义“中国制造”。

十一年间，DJI大疆创新不断革新技术和产品，开启了全球飞

行影像新时代；在影视、农业、地产、新闻、消防、救援、能源、

遥感测绘、野生动物保护等多个领域，重塑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作为民用无人机领导企业，DJI大疆创新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

70%以上市场份额，各类飞行平台和手持设备用户遍及全球百余个

国家和地区。

展位号：7D71  

深圳天太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亚太碳纤复合材料制品厂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蕉利文晖工业区

电话：0769-88180509

E-mail：skysunhobbies@163.com

亚太碳纤维复合材料制品厂是一家致力于研制、开发、生产、

销售碳纤维及其它复合材料为一体的工厂。我工厂有多年丰富的碳

纤维及其它复合材料的生产经验。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要求提供开

发，设计，开模，生产不同类型的碳纤及复合材料产品的一条龙服

务。

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给不同客户提供了不同的产品要求解决

方案及产品，如：无人航空飞行器，碳纤螺旋桨，赛车外壳，汽车

装饰件，枪套，行李箱，背包等。

主要产品信息：固定翼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直升机无人

机、铝合金模具、碳纤维复合材料螺旋桨、碳纤维复合材料部件

展位号：7D72  

珠海羽人农业航空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智造大街6栋

电话：0756-6313517

E-mail：2017348374@qq.com

网址：www.nongyehangkong.com  

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致力于农用无人航空器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内率先建立遥控多旋翼植保

机企业标准,参与制订行业标准，并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公司取得80余项专利技术,其中获得无人机杂交水稻辅助授粉获

得发明专利，自动导航无人机低空施药技术获得了江苏省科学技术

二等奖。项目得到中国工程院袁隆平院士、罗锡文院士的支持与鼓

励。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农作物药剂喷洒、农作物勘察、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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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杂交水稻制种辅助授粉等领域。公司拥有“谷上飞”系列农

用植保机（载重5L、6L、10L、18L、20L），世界首创多功能一体

植保无人机（具有喷洒、播种、施肥、喷粉等功能），2016年3月

评为广东首批15家机器人骨干企业。产品已通过区域大面积作业验

证，技术性能指标优异；销售网络面向全国，飞防培训及售后服务

体系完善；正在多地建立植保服务连锁服务机构，队伍强大，作业

规范，效率高，服务更多更宽更广。目前已在果树、蔬菜、小麦、

玉米、水稻、甘蔗、马铃薯、花生等作物大面积使用，并取得实验

验证报告。

主要产品信息：植保无人机

展位号：7D72a  

深圳飞凡空中机器人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沙井街道沙松路全至科技创新园1栋2H

电话：13120883468

传真：13120883468

E-mail：2992692198@qq.com

深圳飞凡空中机器人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后

亭沙松路全至科技创新园，是国内首家专业致力于工程、勘探、空

中喷涂、喷绘、焊接、激光除锈、切割等工程类智能空中机器人及

无人航空器系统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等服务的高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特种机器人，服务类机器人

展位号：7D73  

鼎基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台湾桃园市龟山区龙祥街11号4楼

电话：+886 2 29920778 

传真：+886 2 29949175

E-mail：cc0988387618@gmail.com 

网址:mp4.ccky0316.com

台湾鼎基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22日至今已十余

年，我们长期致力于无人机的软件及硬件的相关研发并拥有多国专

利技术。

展位号：7D85  

南京模幻天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新港开发区龙港科技园A栋5层

电话：025-84499897

传真：025-86751897

E-mail：sales@magicsky.com

网址：www.magicsky.com

模幻天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Magic Sky是国内领先的无人机应

用解决方案提供商，从事无人机应用产品研发、软硬件系统集成和

销售，为相关行业客户提供了Magic Sky、DJI、Amimon、Freefly 

等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的无人飞行器、飞行控制系统、机载任务载

荷、无线数据和图像传输系统以及专业的数据处理软件。我们陆续

发布无人机交通事故勘查系统、交通违章抓拍系统、光伏电站智能

巡检系统、小型化倾斜摄影实景建模系统、长航时（3-5小时）多

旋翼飞行器、零延时无线图像传输系统等专业的无人机应用解决方

案，并取得相关产品的多项专利。

展位号：7T02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 0755-82023803

E-mail：szuav@cps.com.cn

网址：www.szuavia.org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成立于2015年11月，是以深圳一电科

技、西北工业大学等为会长、副会长单位的非盈利社会团体。目前

会员分布广东、北京、上海、河北、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山

东、天津、广西、新疆、陕西、河南、浙江、福建、四川全国多个

省市，包括深圳市及全国范围较有影响力的专业无人机、商用无人

机及消费无人机等企业超过100家，且队伍还在不断发展壮大中。

同时，协会还与同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泰国、柬埔

寨、加拿大、斐济、俄罗斯等进行深入交流合作。

主要产品信息：凝聚协会内各成员的共识，为行业共同利益服

务

展位号：7T03  

北京宇辰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区荣昌东街6号1号楼8层

电话： 010-57138198

E-mail： qilan@yuchen360.com

网址：www.yuchen360.com 

宇辰网是专注于全球无人机行业、无人服务领域的新媒体资讯

及电商服务平台,倡导“让世界读懂无人机”的传播价值观，将媒体

平台、交易平台以及数据平台融为一体，致力于为全球无人服务领

域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及广大无人机爱好者提供深度与精细的

行业、产业资讯，无人设备电商及无人设备领域专业服务等。目前

已成为国内排名第一的无人机垂直资讯网站，并打造了拥有百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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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百亿潜在订单交易额的电商平台。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行业垂直媒体，传播行业资讯、无人机

设备电商及无人机设备领域专业服务等。

展位号：7T04  

深圳顶级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 深圳市南山区常兴广场西座19A

电话：0755-61370282

传真：0755-61370039

E-mail：manjiarong@tops360.com

网址：www.guojidm.com

深圳市顶级广告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商对商(business-to-

business, B2B)国际贸易推广服务商，顶级广告时刻把握国际市场发

展动态，了解国际专业买家需求，致力于为中国中小型企业做好推

广，并为国际专业买家提供采购平台。

成立于2006年，涉及广告传媒，包括DM书刊广告，网络综合

推广服务，户外广告，社区广告等综合一体化服务。公司以广告为

主，提供各类广告推广方式.包括设计制作，活动策划，展会推广，

提供企业个性化广告礼品定制和公司礼品团购服务平台。

主要产品信息：书刊、网络营销、微广告、微营销

展位号：7T05  

OFweek物联网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中国科技开发院

   （中科大厦）3号楼16层 

电话：0755-83279360 

传真：0755-83279008

E-mail：jiangningjing@ofweek.com

OFweek物联网是物联网行业门户网站，致力于识别技术、传

感器网络、RFID、无线短距离通讯、GPS、云计算等物联网技术在

智慧城市、智能家居、安防、医疗、工业、物流等方面的应用和普

及；可为物联网从业人员提供最新业界动态、前沿技术、热点分析

和相关智能化信息资讯等。网站以产业资讯报道和工程设计方案为

主，从新闻视角揭示市场商机，以技术、案例、产品为基础，全方

位呈现物联网产业最新解决方案，并可提供智慧城市、智能家居解

决方案和NFC无线通信等技术文献下载。

主要产品信息：物联网

展位号：7T06  

全球鹰(深圳)无人机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8288号大运软件小镇60栋

电话：0755-28603099/3299/3266/  400-6632-580

E-mail：2355571639@qq.com

网址：www.gl-uav.com

全球鹰（深圳）无人机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国家级高新软件园

区——深圳市龙岗大运软件小镇，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级无人机研

发、销售和专业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的高新技术企业。全球鹰公司专

注民用工业级无人机产品，主要应用于农业、公安、森林、消防、

水利、环保、管网巡线等领域，通过同北航、西工大、中航工业等

科研院所强强联合，努力打造产、学、研、销售、培训、应用服务

为一体的无人机产业生态圈，做高端智能制造领域的行业先锋！ 

目前，全球鹰在安徽、陕西、四川、宁夏、贵州、广西、湖

北、新疆、江苏、河北等已布局十余个省级子公司，逐渐形成“一

个总部，六大无人机产业基地”的发展格局。

主要产品信息：植保无人机

展位号：7T08  

深圳博伟无人化装备有限公司

电话：18166727777

深圳博伟无人化装备有限公司坐落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25号。从事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的研发、生产、销售、技能

培训、租赁、维修及电子商务服务；地理信息数据收集及信息平台

建设解决方案提供商；信息技术进出口贸易的科技型企业。

同时公司还提供：航空摄影、电力巡线、森林防火、公安反

恐、交通管理、灾害应急、农业病虫害遥感监测、智慧城市、勘察

测绘、文物保护等行业提供最优质的无人化装备应用信息平台建设

解决方案。

深圳市中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71

E-mail：services@51kufei.com

网址：www.51kufei.com 

酷飞网是中安网旗下，致力于打造集资讯、赛事、展会、商

城、社区五位一体的中国首家全方位、综合性无人机行业门户网

站。并将努力为全球无人机行业领域的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从业

人员及无人机爱好者提供专业的行业资讯，打造属于无人机从业者

的无人机产业生态圈。

微信公众号：酷飞网（UAV-Online）

主要产品信息：集资讯、赛事、展会、商城、社区五位一体的

中国首家全方位、综合性无人机行业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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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International UAV Expo 2017

电话：0755-33601988

传真：0755-33605005

E-mail：yxlong@streamax.com

网址：www.streamax.com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创立于深圳市南山区，

现公司注册资本6400万元，集研发、制造、销售和系统集成于一体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锐明致力成为全球领先的、商用车综合监

控和智能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作为国内智能车载综合监控领域的龙

头企业，锐明产品已成功应用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交

通、运输、出租、教育、公安等领域。

锐明聚焦在全球领先的商用车综合监控及智能化解决方案，重

点发展城市公交监控及智能调度解决方案、城市出租营运监控及电

召解决方案、轨道交通、校车、长途客运及危险品运输车辆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监控产品、行驶记录仪、高清车载摄像

头、监控方案

展位号：8A19  

深圳市盛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科技园苍松大厦南座五楼

电话：0755-83849888

传真：0755-83849210

E-mail：Hejm@maxvision.com.cn

网址：www.maxvision.com.cn

深圳市盛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是一家专业从

事智能化技术、系统集成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安防100

强、中国智能交通30强、华南安防系统集成（工程）商30强、广东

省企业500强、服务业100强、软件业100强，省诚信示范企业、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

盛视科技总部设在深圳，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公司具备了

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拥有自置办公和研发场所，以及独立的生

产基地，并在全国主要省市设立了分支机构。公司承建的项目和研

制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政府机关、交通、公安、口岸、边防、保税

区、房地产、证券、大型企业等众多领域，精湛的技术、优良的产

品以及贴心的服务赢得了用户的普遍赞誉。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全套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展位号：8A25  

深圳市法马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三围社区奋达高新科技园C栋四楼北

电话：0755-36821166

传真：0755-27966846

E-mail：1281956773@qq.com

8号馆参展企业

展位号：8A02  

广东中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南埔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S栋

电话：0769-33615888

传真：0769-82115198

E-mail：zgtech9@yeah.com

网址：www.gdzgzn.com

中工智能，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LED监控补光灯高科技企业，

产品主要应用平安城市、电子警察、智能卡口监控等项目。面对

国家大力发展平安城市、智慧交通的大好形势，中工智能将继往开

来，发扬“与时俱进，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凭借优质过硬的产

品质量、完善的服务体系，以市场化、多元化的经营理念开拓发

展，期待与您共创平安城市，美好家园！

主要产品信息：LED补光灯 LED频闪 氙气闪光灯

展位号：8A07  

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省滨海高新区（华苑）华科二路8号

电话：022-58596000

传真：022-58596111

E-mail：chedawei@tiandy.com

网址：www.tiandy.con

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以视频监控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为主营业务的物联网企业。是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天地伟业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安防监控产品和

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以及配套的优质服务和技术支持。天地伟业

精于产品、专注行业，以做“技术领先型”企业为定位，坚持高清

化、智能化、行业化、集成化的发展方向，以一站式服务的品牌形

象提供从前端到后台，从硬件到软件的安防监控产品，并面向不同

行业推出一系列安防视频监控领域的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星卡口系列摄像机

展位号：8A13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B1栋21-2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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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马，国内智能交通设备一流供应商，产品出口全球一百多

个国家，超过20000个交通工程，荣膺中国智能交通三十强企业称

号，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获交通工程产品批量

生产许可证，中国智能交通30强单位，通过公安部交通安全监督

GB14887-2011检测，获ISO9001,CE(EN12368), RoHS, TUV，SGS

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LED交通灯系列,交通倒计时器系列，交通控制

机系列

展位号：8A27  

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中海信科技园总部经济中心14-16层

电话：0755-88864288-8118

传真：0755-83404677

E-mail：ssong@hongdian.com

网址：www.hongdian.com

宏电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商用车联网产品与解决方案提供商，专

注于智能车载监控、车辆管理、车载通信系统及软件平台的研发、

生产、销售与工程技术服务，产品涵盖车载视频行驶记录仪、车

载高清录像机、车载WiFi多媒体系统、车载硬盘录像机、车载部标

机、车联网监控管理平台等系列。

秉承合作拓市场，创新博未来的经营理念，宏电积极与智能交

通车联网领域整车厂商、工程商、集成商以共赢合作为目标，市场

需求为导向，针对两客一危、公交、校车、物流、环卫车、特种车

辆等不同领域开展个性定制化服务为特色，共同推进项目成功。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视频行驶记录仪、车载高清录像机、工业

级视频路由器

展位号：8B01  

杭州数尔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38号1幢三 层东B区

电话：0571-88097075

传真：0571-88099077

E-mail：fuqingli@hzsoar.com

网址：www.hzsoar.com

杭州数尔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数尔安防），成立于

2005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监控摄像机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高

新技术企业。数尔安防秉承快乐奋斗、至诚守信、自主研发、持续

创新的经营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已获21项专利技术、18项软件著作

权。数尔安防主要生产销售4G快速布控球、车载球型摄像机、双目

云台摄像机、中载云台等。

主要产品信息：4G快速布控球、车载球、双目云台、迷你云

台

展位号：8B02  

CPS中安传媒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43

传真：0755-88309111

邮箱：market@cps.com.cn

网站：www.cpsmedia.com.cn

CPS中安传媒是中国首席安防权威媒体，是集合产业杂志、安

防会展、专业网站、权威论坛四位一体的综合性安防传媒机构，是

全方位共同协作的传媒平台。

强大支持：拥有从公安部到各省市行业主管部门、全国安防企

业的大力支持。

丰富资源：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安防产业资源；拥有全球最完整

的产业链信息资源雄厚实力；拥有强势的行业号召力和行业资源整

合能力。

洞察先机：能为全球买家和卖家提供最全面的信息服务。

CPS传媒机构，是我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安防媒体旗舰品

牌。始终立足安防科技，植根安防沃土，与行业同呼吸，共命运；

积极发挥安防主流媒体优势，伴随中国安防产业和安防企业共同成

长，见证和引领了安防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CPS传媒机构，直面全球化时代安防技术发展和商业管理，立

足中国安防产业和市场，面向海外。经过多年不懈地努力发展，凭

借对中国安防产业、中国安防企业和安防市场的深刻了解，为国内

外安防界打造一个更深入了解中国安防市场的平台，权威更突出、

视野更开阔。

CPS中安传媒扎根于深圳，目前深圳安防企业4000家，从业

人员27万，年销售额占全国安防市场份额50%，是我国以及全球最

大的安防产业基地。深圳安防产业的长足发展与CPS中安传媒机构

的努力工作密不可分。作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安防领域专业传媒机

构，CPS传媒机构目前有与全国31个省、市以及港澳台地区，并与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保持紧密的联系。

展位号：8B03  

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666号

电话：0551-65309280

传真：0551-65397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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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6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7

E-mail：jiegao@iflytek.com

网址：zhiyuan.iflytek.com

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坐落在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示范区科大讯飞

语音产业基地。

公司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城市，致力于成为中国智慧城市产业

的领导者。依托智能语音和人工智能的最新研究成果，讯飞智元努

力推广具有人工智能特色的信息化、集成化、智能化的智慧城市解

决方案与服务。公司以咨询设计、信息系统集成、运营维护、软件

研发和行业解决方案服务等为主营业务，涵盖大数据、智能建筑、

平安城市、智能交通、智慧旅游、智慧医疗、综合管廊、社会征信

和社会服务管理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类、智能语音类、人工智能类

展位号：8B04  

深圳市千叶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高新科技园（特尔佳）4栋3楼

电话：0755-84279051

传真：0755-84279979

E-mail：738389027@qq.com

网址：www.keers.cn

千叶行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市场营销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

中国安防高科技企业。在视频补光及视频传输技术方面拥有雄厚的

基础和独特的优势，是中国安防科技产业的新兴企业之一。公司自

主开发生产监控LED补光灯、交通LED频闪灯、LED隧道灯、太阳

能路灯等相关设备，拥有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结构工程师、

应用工程师多名。几年来，攻克了产品在实际应用中的最关键的技

术瓶颈，有效的解决了LED补光灯的光衰、控制、散热、防雷、起

雾等技术问题。

主要产品信息：LED频闪灯、LED补光灯

展位号：8B06  

深圳市易甲文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留芳路6号庭威产业园3栋4楼F区

电话：0755-86019266

传真：0755-86019299

E-mail：liuzhen@icarvisions.com

网址：www.icarvisions.cn

深圳市易甲文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车载视频监控为主导，以

技术研发为核心，集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和系统整合于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研发团队有着10年车载DVR研发经验，具有业内领先的核

心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公司致力于车载硬盘录像机、车载SD卡录

像机、3G视频部标一体机、车载专用摄像头、3G单兵系统、视频

综合平台、中心管理软件等全线监控产品及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录像机、车载摄像头、3G单兵系统、视

频监控管理软件

展位号：8B11  

深圳市科灵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和平西路鹏华工业园1冻4楼东

电话：0755-83409318

传真：0755-83490476

E-mail：83409318@163.com

网址：www.cleartop.com.cn  www.szcleartop.com

深圳市科灵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集于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民营公司，已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和9项自主

研发专利证书，主要产品有：智能车载终端、3G视频监控系统、公

交车报站器、LCD监视器、GPRS公交LED广告屏、GPS车载监控系

统、GSM短信数传及报警系统、GPRS数据传输系统、433M无线数

据传输等全方位无线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车载终端、3G视频监控系统、公交车报

站器、LCD监视器、

展位号：8B13  

深圳市特思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三路安通达工业园五号厂房四层

电话：0755-28180028

传真：0755-23460408-608

E-mail：market@teswell.com

网址：www.teswell.com

深圳市特思威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车载视频监控&智

能调度系统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集研发、设计、制造、销售、

服务于一体，拥有业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优秀的研

发团队与管理模式完美结合，产品远销国内外。

TESWELLTECH(特思威尔）是公司的自有品牌，以高清视频车

载智能终端为核心产品，以智能交通及车辆调度系统解决方案为主

导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及方案广泛应用于城市公交、长途客运、

出租、冷链物流、警务执法、押运、轨道交通等行业，是中国领先

的智慧交通缔造者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高清录像机 系统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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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8B16  

深圳市德高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区西丽街道松白路1026号南岗第二工业园3栋6楼

电话：0755-85028489

传真：0755-85028480

E-mail：2880151750@qq.com

网址：www.szdego.com

深圳市德高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机电设备开发、生

产、销售与服务的智慧停车设备核心技术品牌；

德高智能拥有业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与持续研发能力，提供

智能出卡机、智能收卡机、环路车辆检测器、超声波车辆检测器、

地磁车辆检测器、诱导控制器、道闸控制器等在内的停车管理系列

终端产品。针对单通道红绿灯控制、智慧停车、人行通道、酒店自

助服务、会员自助服务等众多行业提供合适的细分产品与专业解决

方案。这些产品与方案广泛服务于全球十多个国家，默默支持你我

每一次在停车场、酒店等场景的安全与便捷。

主要产品信息：发卡机、收卡机、环路车辆检测器、超声波探

测器、诱导控制器等。

展位号：8B17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99号13幢501

电话：0551-65869386转8017

传真：0551-65869376

E-mail：sanji.zhang@quectel.com

网址：yy.ucanad.com/cn

移远通信是全球领先的GSM/GPRS、WCDMA/HSPA(+)、

LTE、GNSS模组供应商，同时也是全球首个符合3GPP R13标准的

NB-IoT模组厂商。 

移远通信专注于高品质无线通信模块产品的设计、研发和制

造，是无线通信模块业界的先导者，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以不断

的创新、出众的品质和令人信赖的可靠性得到广泛认可，产品广泛

应用于车载和运输、智能计量、无线支付、智慧城市、远程控制、

物体跟踪、安全监控、医疗监护、农业及环境监测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通信模组和定位模组

展位号：8B19  

深圳市锐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环城南路5号坂田国际中心D栋5层

电话：18002575799

传真：0755-82556660

E-mail：2355778100@qq.com

网址：www.rcmcctv.com

深圳市锐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数字化、智能化移

动视频监控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多年以来一直

专注于车联网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公司产品主要有4G/3G百万高清

AHD车载录像机，4G/3G百万高清网络车载录像机，4G/3G单兵系

统，高清车载/云台摄像机等。作为专业厂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流

的技术、高品质产品和专业的服务，并成为全球业内首家成功推出

4G/3G AHD模拟高清车载录像机的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 4G/3G百万高清AHD/网络车载录像机，4G/3G

单兵等

展位号：8B23  

深圳市欧林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九祥岭工业区2栋5楼

电话：0755-83129772-8032

传真：0755-83129773

E-mail：ijlvvf@126.com

网址：www.olycom.com.cn

深圳市欧林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专业从事

宽带接入设备和光纤通信设备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产

品涵盖：工业级交换机、工业级光纤收发器、工业级POE、工业级

网管交换机、高清光端机、视频光端机、光纤收发器、光交换机、

EPON三网合一系统、PDH光端机、网络延长器、协议转换器、光

猫、光网卡、光测试仪器仪表、光无源产品等。一直以来，与菲利

普，富士通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和研发团队保持密切的合作，紧密跟

踪世界最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准确把握研发方向。同时公司研发团

队主持和参加过国家和信息产业部多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级交换机、工业级光纤收发器、工业级

POE、工业级网管交换

展位号：8B24  

深圳市天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工业东路利金城科技工业园9栋6楼

电话：0755-83408210

传真：0755-83408560

E-mail：lily.lee@skylab.com.cn

网址：www.skylab.com.cn

深圳市天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SKYLAB),总部位于深圳,专业

从事GNSS定位系统与WIFI模块的研究和应用,旨在向国内外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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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M客户及系统集成商提供高品质,高性能的产品以及应用方案,致

力于为客户创创长期的价和潜在的增长。

主要产品信息：GNSS模块 Wifi模块 蓝牙模块

展位号：8B26  

上海通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1885号丽琴大厦1号楼2层

电话：021-51089832-8308

传真：021-51089832-8000

E-mail：llqin@tl-tek.com

网址：www.tl-tek.com

上海通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著名的语音技术上市公司科大讯

飞（SZ： 002230）的子公司，上海通立专业生产车载录像机及相

关产品，公司以音视频编解码、存储、传输技术研发为核心， 集研

究、开发、制造、销售、系统解决方案与服务于一体 。公司是上海

市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在上海和深圳分别设有制造中心。

主要产品信息：AHD高清车载硬盘录像机

展位号：8B29  

江苏慧眼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智慧路1号清华创新大厦A座15F

电话：400-699-0030

传真：0510-83590658

E-mail：abd-service@abizdata.com.cn

网址：www.abizdata.com.cn

江苏慧眼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三板(股票代码：

838473)挂牌高科技企业，专业从事人工智能、大数据采集及挖掘、

视频图像分析、客流统计、远程巡店、公交调度、多媒体平台的研

发与应用，主要致力于品牌连锁、商业地产、公共交通、旅游景区

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公交客流统计系统

展位号：8B31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科技工业园兴业四路10号

电话：0757-88763388

传真：0757-86155668

E-mail：sd@auxn.cn

网址：www.auxn.cn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二十几年的经验

积累，拥有天线研究专家多名，先进仪器数十台，测试场所一

套，我们专注于RFID, CPE, LTE, DVB-T, DNB-T, Wi-Fi, Wimax, 

GSM，CDMA， WCDMA，TD-SCDMA，GPRS，GPS，PHS，

3G,DECT,WLAN天线的研制生产。设计的各种基站和网络终端天

线广泛用于物联网（近场、远场读卡）、手机、室内覆盖、移动基

站、无线公话、无线商务电话、笔记本电脑PC卡、车载电视、无线

模块以及其他无线终端。

主要产品信息：RFID天线一批

展位号：8B32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1号汇鑫【IBC】C座6层 

电话：029-88237775

E-mail：2355798306@qq.com

网址： www.sxgps.com

陕西导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要从事北斗/GPS设

备、汽车行驶记录仪、监控软件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系统

集成及运营服务。为西北首家拥有全国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并开展

相关业务的企业，行业内率先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有20余

项软件著作权和1项实用新型专利。为“陕西省软件企业”、“西

安市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陕西省民营科

技企业”、“软件行业AAA级信用企业”，拥有“信息系统集成及

服务三级资质”、“安防三级资”、并通过“CMMI3级”认证。

主要业务领域涉及：互联网+学车、互联网+货运、互联网+修

车、车量技档案、危险品电子运单、I/M制度建设等。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部标一体机、3G视频设备、基本定位型

车载终端、超长待机设备、北斗驾培计时终端等。

展位号：8B33  

深圳市迅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洲石路骏兴隆工业区A栋5楼

电话：0755-36989677

E-mail：2713118783@qq.com

网址：www.szczp.com  www.szczp.net

深圳市迅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车载LED光电技

术开发应用及其相关领域软硬件开发与制造的综合性企业。公司

定位于专业生产各种中高档车载LED显示屏。成功上市并可靠批量

运行的产品有出租车LED智能顶灯、公交车LED线路牌、警车LED

电子信息屏、路政车LED电子信息屏、渣土车LED屏。自创立以来

就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车载LED解决方案。凭借人才和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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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公司在三双色、彩色出租车顶灯led、公交车led屏、车用led

屏、GPRS-LED无线控制卡、GPS-LED控制卡、LED室内外全彩屏

的研发和生产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一批专业人才。

主要产品信息：出租车LED智能顶灯，车载LED电子屏，公交

车LED线路牌，警车路政执法车LED电子屏，GPRS无线发布及定

位系统软件，家用轿车后窗单色、全彩LED电子屏等产品。

展位号：8B34  

深圳市金恒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8号东部物业综合

   大楼4楼403室

电话：0755-86706863

传真：0755-86707007

E-mail：sales@inmax.com.cn

网址：www.inmax.com.cn

深圳市金恒威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由国内工业以太网行业资深

的研发、市场、管理人员共同创建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专注于工

业以太网、光纤通信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拥有完备的工业以太网交

换机、光纤以太网交换机等产品线。

InMax的研发团队精于软件开发及设计高度稳定的工业级通信

产品。InMax的软件工程师会根据市场实际技术需求和客户的实际

使用情况，设计出可靠、易用、管理功能丰富的软件。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交换机,光纤交换机,工业PoE交换机

展位号：8B35  

深圳泰美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黄田创建路恒昌荣高新产业园7栋4楼

电话：0755- 29470603

传真：0755- 29376386

E-mail：sam.fang@diamante-tech.com

网址：diamante-tech.com

深圳泰美威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专注于单警执法视

音频记录仪，视音频采集管理工作站，视音频采集管理软件研发，

生产，销售。泰美威视秉承以客户为中心，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

力，质量保障为基础，诚信开放的经营理念。

泰美威视执法视音频采集，管理整体解决方案畅销三十多个

国家，在其中5个国家市场占有率高达60%以上。经过多年技术沉

淀，泰美威视目前拥有外观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软件

著作权等二十余项专利。

主要产品信息：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数据管理工作站，数

据采集管理软件

展位号：8B36  

深圳泊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北侧艺园路西佳嘉豪大厦6B之二号

电话：0755-86322958

传真：0755-86007582

E-mail：yangyiping@tingchebao.com

网址：www.bolink.club

深圳泊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本2502万，

位于深圳高新科技园区，由“宝和停车”和“停车宝”合并后转型

变更为现名，简称泊链联盟。泊链是基于区块链的停车云互联互通

第三方平台，专注于停车云平台的数据开放共享、停车支付互联互

通、同时对接C端用户平台，并获取数据流量收益分成，目标定位

于停车行业的银联。作为中国城市停车互联互通第一推动者，泊链

秉持开放、开源、联盟的核心战略，共建行业统一的接口标准，倡

导绿色、健康、不打价格战的停车生态，共建中国有序、健康新停

车。

主要产品信息： 智慧停车支付解决方案 

展位号：8B37  

深圳市博远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黄阁北路天安数码城三栋A座1501

电话：0755-82881933

传真：0755-82503881

E-mail：gracetang2005@163.com

网址：www.boyuanjt.com

深圳市博远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创建于2003年，注册资本5001万

元，设有深圳总部，南宁、广州、成都三个分公司。公司主要从事

交通监控、交通安全设施、城市及道路照明、安全防范、建筑智能

化等专业工程，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工程施工与维护为一体

的高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电子警察系统、诱导屏、速度反馈仪、交

通信号控制机、车检器

展位号：8B39  

湖南智远爱建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天路28号五矿麓谷科技园C2栋

电话：0731-82889166  82889191

传真：0731-82889166 

E-mail：37501129@qq.com

网址：www.hn12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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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家面向全社会提供IT解决方案与服务的公司，致力于

通过创新的信息化技术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为社会贡献价

值。现具备高新技术企业、信息系统集成（三级）、涉密信息系统

集成及开发（乙级）、CMMI-3、ISO9001等多项核心资质。

依托近十年积累的数十项专利与知识产权，公司已在公安行业

信息化系统建设与服务、涉密系统设计与研发、智能化警民信息共

享系统及智能化交通稽查监控等方面具备良好的竞争力。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卡口系统及便携式卡口终端

展位号：8B39a  

湖南湘江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高新开发区文轩路27号麓谷钰园第A4栋三层305号

电话：0731-84425553

传真：0731-85148653 

E-mail：54394729@qq.com

网址：www.xjzhgroup.com

湘江智慧是领先的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及运营服务提供商，

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专注于智慧交通、平安城

市、智能建筑、智慧环保、智慧旅游等智慧城市各专业领域，同时

提供专业的安防行业定制产品。湘江智慧与合作伙伴一起，开放合

作，努力构建一个更加高效整合的智慧城市生态系统，促进人与

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全面互动和交融。

主要产品信息：接入安全控制主机

展位号：8B39b  

南京高侨交通信号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河路二段118号

传真：025-52657890

E-mail：njgaoqiao@188.com

网址：www.njgq.net

南京高侨交通信号工程有限公司地处人杰地灵、旅游资源丰

富、交通便利的六朝古都南京。

南京高侨交通信号工程有限公司是集科技开发、生产制造和贸

易为一体的经济实体企业。主要从事专业生产交通信号设施。

本公司拥有强大的设计和开发能力，并辅以先进和完备的生产

制作能力，信誉在用户市场中具有良好的印象，同时产品的质量和

售后服务在全国同行中处于先进水平。

高侨交通的宗旨是道路交通信号终端设备方面的多年积累和领

悟，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高科技产品，确实有效的系统解

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

展位号：8B41  

深圳市中钒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锦龙四路8号永源锦工业园

电话：0755-28395619

传真：0755-28396768

E-mail：zhongfan1@szzfkj.cn

网址：www.szzfkj.cn

深圳市中钒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型高科技企业，集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一体，公司以人为本，贯彻执行IPD集成产品开发

模式(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 简称IPD)。不断与国内多个科

研机构交流合作，设计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依靠科技求发展，不

断为用户提供满意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是我们始终不变的追求。

在充分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已成功开发出智能型交

流、直流伺服道闸，人行通道闸机。

主要产品信息：栏杆机，道闸

展位号：8B42  

渝彤智能科技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五路九栋四楼 

电话：0755-22652035 

E-mail：1003395125@qq.com 

网址： www.ytzxki.cn      

彤智能科技是“超级APP”项目在深圳设立的G级经销商。公

司目前专注的核心业务是运营全新互联网营销工具“超级APP”。

为全国7000万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快速具备互联网营销能力是渝彤

智能科技努力奋斗的目标和使命。

公司定位为创业型公司：创新、卓越、非凡是公司追求的核心

价值。公司愿景：以全新互联网工具“超级APP”实现改变世界，

改变互联网行业生态。

2017公司首要任务是推广“超级APP”为根本，实现今年以并

购形式达至5个亿并且成功上市美国纳斯达克。“超级APP”将会是

下一场工业革命的核心。

主要产品信息：超级APP是一套革命性的营销创新工具，是传

统企业拓展市场的标配工具

展位号：8B44  

深圳华翰电子有限公司/沈阳华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塘头第三工业区恒通发工业园D栋4楼 

电话：0755-6128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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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47079601@qq.com

网址：www.huahandz.com       

华翰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高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生产，采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

知名公司电子元器件，生产采用贴片工艺，力求产品质量好、功能

全、性能高；视客户为朋友，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以强大的技术

支持能力、及时优质的售后服务来支持客户成长。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出租车LED顶灯屏及后窗广告发布

屏、公交车LED动态电子路牌、GPS公交自动语音报站器、公交智

能调度系统、车载硬盘录像机、无线TD视频传输监控系统等。

主要产品信息：出租车LED顶灯屏、公交LED路牌屏、自动报

站器、公交全彩屏等。

展位号：8B45  

深圳百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塘尾福洪工业园4栋2楼

电话：4008482229

传真：0755-29065835

E-mail：343178059@qq.com

网址：www.baifa-led.com

深圳百发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致力于LED交通信息屏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服务。产品含盖了铁路及公路两大领域的交通引导全系列

LED产品。铁路引导系统含：车次信息屏、售票屏、检票屏、站台

到发屏、出站信息屏、车厢屏、地铁标识系统等；公路交通指示系

统含：可变情报板、限速屏、交通路线诱导屏、费额屏、车道指示

器及交通信号灯等。

公司产品技术先进、稳定可靠，完全符合GA/T 484-2010及

GB/T 23828-2009之标准；售前售后服务专业且响应高效，在行业

内已树立良好的口碑。

主要产品信息：户外交通屏模组、地铁引导屏系列、高铁诱导

屏系列、车库信息系列

展位号：8B46  

深圳市鑫光道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将石社区根玉路石围坪岗工业区

   大道43号裕丰工业园8楼

电话：0755-81469180

传真：0755-81469190

E-mail：974268962@qq.com

网址：www.szslr.com

深圳市鑫光道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从事道路LED交通信号灯系

列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高科技民营企业,主要产品是LED交通信

号灯、LED交通红绿灯，LED交通倒计时信号灯,智能交通信号控制

机，盲人钟，行人闯红灯提示柱，待转区导向灯，移动测速屏，雨

棚信号灯（车道指示灯），海关信号灯，地铁信号灯，一体式交通

信号灯等智能交通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LED国标交通信号灯，智能交通信号控制机，

倒计时，行人闯红灯

展位号：8B47  

深圳市飞瑞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区桃源街道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C1栋11楼

电话：0755-83590199

传真：0755-83591829

E-mail：jinquan.zhong@firscom.cn

网址：www.firscom.cn

深圳市飞瑞斯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7年8月，是一家专业提

供物联网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拥有实力雄厚的技术研发团队，专注于图像分析、人脸识

别、智能视频分析等核心尖端技术的研究以及物联网安防应用系统

和产品研发。

 公司坚持“自主创新”为发展主旋律，坚持“技术创新与行

业应用”紧密关联为发展宗旨，创新与应用成果涵盖了围绕人脸识

别、视频分析和物联网技术的若干产品和多项行业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 超载预警 客流统计 疲劳检测 人脸抓

拍

展位号：8B49  

成都天铂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5号汇都总部园6栋B205

电话：028-61591970

传真：028-61591970

E-mail：tbkj@cdtemplar.com

网址：www.cdtemplar.com

成都天铂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线射频通讯技术的研发

和应用，专注于底层硬件设备的研发与生产，并且自有一套自主知

识产权的无线通讯传输技术系统——RCDC，具有多级中继、低功

耗、远距离、超大容量的特点，能低成本的实现各种信息的采集、

传输和控制。目前依据该技术所开发的车辆在位检测系统的工作距

离、稳定性、识别率和成本特性在国内目前已经居于前列，车位探

测器部分已开发出第二代产品——双模复合传感车检器，识别率真

正已达到了99.5%以上。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无线车辆在位检测系统（网关、中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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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模复合传感车检器）

展位号：8B50  

深圳信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宝安西乡

电话：0755-23709806

传真：0755-23709800

E-mail：cai'li'li@think-will.com

一家专注于M2M物联网无线数据及终端技术解决方案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已通过ISO9001：2008体系认证，核心成员来自

全球知名通讯公司，拥有丰富的无线通讯系统及终端解决方案研发

经验，对无线通讯技术发展及产业链有着深刻的理解。

产品系列及网络制式齐全，涵盖CDMA 1X、EVDO、GSM/

GPRS、WCDMA、LTE及GPS模块产品系列，丰富的产品功能及高

度可定制性能充分满足不同行业内市场的需求。信可通讯产品已广

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能源、安全、金融、物流、定位、医疗

等领域。

展位号：8B51  

湖南乐泊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芯城科技园2栋10楼

电话：0731-88925979

传真：0731-88925979

E-mail：846298709@qq.com

网址：www.lebopark.com

乐泊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基于“互联网+”模式的高新企业。

乐泊具有国内领先的泊车自动化、智能停车场系统技术，提供泊车

云大数据平台分析预测。

乐泊智慧停车方案颠覆停车行业传统模式，创新“互联网+”

采取移动互联网O2O商业模式解决停车难问题。

主要产品信息：乐泊云、手机App、乐泊云车牌识别摄像机、

无线地磁探测器

展位号：8B52  

深圳市源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森海诺科创大厦11-12楼

电话：0755-86591151

传真：0755-86555405

E-mail：lancy@wintoptec.com

深圳市源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源拓光电或WinTop)是

国内光通信领域知名企业，是国内少有的具备从光器件到整机自行

研发生产能力的国家高新企业。

源拓光电成立于2004年，从光通信组件开始，一步一步扩展到

光通信整机，先后推出了百兆/千兆/万兆光模块，光端机，光纤收

发器，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等上百款产品，在平安城

市、智能交通、工业自动化、轨道交通、新能源、电力等市场取得

了骄人的业绩，在行业权威机构的评选中多次获奖

主要产品信息：光模块、工业交换机、POE交换机、安防交换机

展位号：8B55  

深圳市华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登良路南油天安工业区1栋8楼

电话：0755-26455800

传真：0755-26066918

E-mail：cs@sinoHB.com

网址：www.sinoHB.com

深圳市华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及解决方案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秉

承“让您出行更安全，更便捷”的使命，为用户提供最具竞争力的

汽车安全电子产品，服务于广大客户朋友。

目前公司总人数300多人，公司产品分为商用车终端、乘用车

终端、便携终端、位置服务云平台等四大系列，先后开发了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位置服务平台、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车载定位

终端、追踪器、车载视频终端（MDVR）、5寸/7寸车载信息屏等安

全电子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部标一体机，定位、DVR、新能源监控终端，

行业解决方案

展位号：8B57  

广州华工信息软件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长福路203号长兴智汇商务中心A座4楼

电话：020-22033938

传真：020-22033939

E-mail：hgits@hgits.cn

网址：www.hgits.cn

广州华工信息软件（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广州华

南理工大学全资控股企业，注册资本5000万元，拥有多家参控股企

业。自成立起，华软集团坚持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业务

以交通行业为核心，涉及电信、金融、物流、医疗、教育、公安、

消防、电力等多个行业，市场区域遍布广东、福建、云南、贵州、

内蒙古等全国20多个省份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技术水平处于国内

领先，在高速公路交通电子支付领域，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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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交通电子支付，交通运营支持交通企业信息化

产品。

展位号：8B58  

中山市溢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安大道与富安大道交汇处华南

   铁东物流园13栋1706室

电话：0755-28347686

传真：0760-23800915

E-mail：qiuhong@mainfirstec.com

网址：www.mainfirstec.com

中山市溢宏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集视频服务、安防产品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一支综合素质

高，经验丰富的专业队伍，具有很强的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及销

售能力。通过不懈的努力，已打造智能图像处理、网络视频、远程

控制和智能红外新型红外摄像机，成为当前中国最具实力的视频服

务和安防视讯产品研发制造商之一。公司致力图形图像和视频技术

研究；公司积极开拓视频采集和智能交通领域技术和产品，我们的

目标是成为CCTV安防行业中具有领先地位的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监控系统，车载显示器，摄像机等

展位号：8B59  

北京精英智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小营西小口路27号海升C座

电话：010-88864122

传真：010-88864177

E-mail：jayamkt@163.com

网址：www.jaya.cc

北京精英智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430325）成立于

2005年9月，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智能交通行业综合解决

方案及服务提供商，精英智通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为基

础，在智能驾考、智能监管、智慧驾培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驾考、视频应用、智能停车

展位号：8B63  

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琼宇路特发信息科技大厦12楼1205、1206

电话：0755-26607661

传真：0755-26605639

E-mail：waisonwang@icetech-china.com

网址：www.intellidata.cn

深圳市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

智慧的、创新的、卓越的智能视频产品和服务。

华夏智信的核心成员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澳大利亚，在IT系

统开发、视频编解码、图像行为分析等领域均有超过十年的工作经

验。作为一家研发实力雄厚的企业，华夏智信首创将车牌识别算法

应用在ARM架构的H.264高清网络摄像机，彻底改变了过去智能视

频分析算法只能应用在PC或DSP架构上，为高清网络摄像机往智能

化方向更大范围的应用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出入口高清车牌识别一体机

展位号：8B65  

深圳智信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宝安区固戍航城大道华丰工业园C1栋7楼

电话：0755-23941596

传真：0755-23941596

E-mail：gision@gsmnvr.com

网址：www.gision.com

深圳智信威视科技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安防行业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凭借公司强大的资源整合实力，我们已经自主

研发生产智能3G车载录像机； 车载硬盘录录像机；SD卡车载录像

机，双SD卡车载录机，WIFI车载录像机（Mobile DVR)等产品。

智信威视将继续在视频平台运营、视频设备集成、3G/4G无线

视频应用解决方案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不断提供具有创新价值的

优质产品与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硬盘录像机，车载摄像头

展位号：8B66  

汕头市新视界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高新区科技西路7号九楼东侧

电话：0754-87123839

传真：0754-88788757

E-mail：1059031138@qq.com

网址：www.scene-led.com

汕头市新视界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产品广泛应用于金

融/商场/交通/教育/智能家居/机关部门/工矿/军事等多种场合。

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销售、生产管理团队，一直致力于开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客户需求的创新产品，现拥有实用新型专

利6项，外观专利2项。经过多年的市场检验和技术沉淀后，公司现



2017第六届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2017.6.23-25深圳会展中心7、8号馆) 65

The 6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7

已成为公共安全摄像机补光灯/智能交通摄像机补光灯/频闪灯/闪光

灯/环境照明光源产品行业中知名度较高的专业品牌制造商。

主要产品信息：LED补光光，智能交通频闪灯，平安城市专用

补光灯

展位号：8B67  

深圳市酷驼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万大工业区F栋3-5楼

电话：0755-61822866

传真：0755-23322809

E-mail：308104096@qq.com

网址：www.szkutuo.com

深圳市酷驼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智能交通设备路口

信号控制系统设计开发的科技公司，主要研究开发城市道路信号控

制系统硬件与软件，属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经过在智能交通领

域的十年磨合，努力创新，现开发出的主要产品有路口信号控制管

理平台软件、路口智能信号协调控制机、联网信号控制机、单点路

口信号控制机、LED倒计时，LED交通信号灯等产品系列,公司本着

“以诚信为基础、以创新为先导、以稳定为根本”的经营思想理

念，全面的现代化质量管理控制手段，生产制造出优质的智能交通

设备系列化产品；公司不断的吸收国内外最

主要产品信息：道路交通信号控制器，LED倒计时显示器，

LED交通信号灯

展位号：8B71  

深圳市前海硕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高新南一道中科大厦20楼A单元

电话：0755-86309226

传真：0755-23609299

E-mail：parkingwe@soargift.com

网址：www.soargift.com

[停车百事通]是由深圳市前海硕极科技有限公司独立研发的一

款查找停车位(场)、出行导航类手机应用产品。根据GPS位置快速

精确定位，让车主在5秒内找到关注点附近停车场的位置。同时提

供停车场的收费价格、剩余车位以及实景图等信息，帮助车主以最

快的速度找到车位。其详实的停车费信息为车主挑选周边性价比最

优的停车场提供有力参考。公司致力于减轻因停车难造成的交通拥

堵、尾气排放、资源浪费等问题，积极为打造低碳环保、节能减排

的智能交通出一份力，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百事通APP

展位号：8B75  

中山明智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龙华民治1980文化创意产业园K栋603

电话：0755-81754530

传真：0755-81754530

E-mail：mobile@mcytech.com

网址：www.mcytech.com

明智源(香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集安防监控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集注塑，压铸，线材加工，

组装，研发等一体化，公司汇聚了一批具有十多年安防监控产品工作

经验的技术人才，结合多年的市场经验，专业生产枪机、半球、迷你

型摄像机、红外防水摄像机、普通监控系统、车载监控系统、网络

摄像机、DVR等多个系列产品，各项技术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特别

是车载监控系统方面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我们是很多美国，欧洲，

亚洲和大洋洲等知名汽车公司和公共交通工具的OEM制造商。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监控系统，网络摄像机，MDVR，TFT显

示屏等

展位号：8B77  

深圳市保实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银田工业路西发区11栋2楼

电话： 0755-29469965

网址：www.szbaoshian.com 

保实安公司于2009年成立，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自主研发、生

产、销售车载电子产品，投资兴办实业，旅游服务，房地产开发，

房屋租赁，培训服务，物流，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农牧

业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下属三家分公司，分别为深圳市保实安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保实安电商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运通全电子有

限公司。车载电子产品经过多年发展已涵盖车载监控、智能交通、

视频监控及相关领域，主要产品包括车载移动录像机、嵌入式录像

机、远程现场直播平台等系列。保实安凭借产品“优质、稳定”的

特性，全面满足政府机关、交通运输的需求，得到了国内外5000

余家代理商和经销商合作伙伴的青睐，已成功服务于公交车、物流

车、客车、船舶、轿车等50余万行业客户，并获得一致肯定。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录像机，摄像头，显示屏，线材等车载监

控系列产品

展位号：8B79  

佛山市顺德区赛威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凤翔工业区金翔路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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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7-22309931

传真：0757-22309930

E-mail：1124646988@qq.com.com

佛山市顺德区赛威实业有限公司——道路安全应用领导者，

研发、生产：倒车监视器、车载摄像头、智能公交投币机、LED电

子路牌、智能调度终端机、LCD广告屏、智能报站器、车载线材、

LED通道灯等。 

主要产品信息：监视器、车载摄像头、智能公交投币机、LED

电子路牌

展位号：8B82  

深圳市欧克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民乐路粤通综合楼E栋203

电话：0755-29680362

传真：0755-36607248

E-mail：3318243045@qq.com

深圳市欧克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专业从

事CCTV监控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目前公司自主开发产品有：车载云台摄像机、4G布控球，车

载移动升降杆、车载照明灯，公安动态取证系统，路政巡查救援系

统，消防应急救援系统，，城管执法系统，移动蹲坑系统，作战演

习指挥系统等军警车载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云台摄像机 4G布控球

展位号：8B83  

深圳市创安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宝利伟业工业园一栋六楼

电话：0755-85292286

传真：0755-29029215

E-mail：2851568575@qq.com

网址：www.szcad.cn

深圳市创安达科技有限公司，坐落在美丽的海滨城市-深圳，

是一家专业从事太阳能LED交通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

新科技企业。

公司秉承“科技创新，绿色环保，畅想未来”的方针，专注于

太阳能LED交通产品的技术研发与生产，现拥有了一系列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1、太阳能LED道钉，反光道钉产品系列2. 太阳能黄闪灯，太

阳能爆闪灯等太阳能交通警示灯产品系列3.  隧道诱导灯，隧道诱导

标志等隧道机电设备产品系列4. 太阳能移动信号灯，LED交通信号

灯系列。

主要产品信息：太阳能警示灯，道钉，标志牌，LED交通信号

灯，隧道诱导灯

展位号：8B84  

四川华控智能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视高镇视高大道三段28号

电话：028-36889686

传真：028-36889589

E-mail：32854529@qq.com

网址：schkzn.com

四川华控智能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能交通

产品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施工、售后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

业。公司主要经营的产品有LED交通信号灯、LED显示屏、LED照

明路灯、联网控制机、标志标牌等。同时公司承接交通安全设施、

通信系统工程、监控、收费综合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与安装。公司

从业近十五年，华控品牌自2014年成立以来，企业自身不断壮大发

展，秉承“做最好的，做专业的”高品质产品和坚持“信誉为本、

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原则，得到了众多新老客户的一致好评与

认可。

主要产品信息：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道路交通信号灯，LED

显示屏。

展位号：8B85  

深圳市欧冠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铁岗村益成工业园B栋6楼

电话： 0755-27827117

E-mail： 2355870394@qq.com

网址：o-guan.com

深圳市欧冠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是一家专业从事

智能停车场系统、车牌识别系统、智能车位引导、反向寻车系统，

液晶广告显示控制一体机、液晶广告道闸一体机的设计、研发、生

产和销售为一体的企业，为用户实现停车场出入口的智能停车、智

慧管理、智识增值提供设备、服务及施工安装和售后等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车牌识别管理系统/云平

台管理系统

展位号：8B87  

合肥路之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1689号深港数字化产业园3号楼6-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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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51-65333401

传真：0551-65772752

E-mail：sales@hflzd.com

网址：www.hflzd.com

合肥路之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是一

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新技术企业。 路之达科技致力于智能交通、安防方面新产品的研

究开发和推广，并提供开发、设计、集成、咨询等服务，可以为行

业客户提供一流解决方案。公司成立以来，成功通过了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认证、ISO质量认证等多种认证。多项产品获得国家专利。

凭借着领先的技术、过硬的产品质量、及完善的服务，路之达科技

系列产品已经在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并

得到了广大客户的一致首肯及认可。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气体闪光灯、LED频闪补光灯以及

LED常亮补光灯

展位号：8C01  

深圳市凯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区西丽同沙路168号凯达尔集团中心大厦A座4楼

电话：0755-33286333

传真：0755-33019181

E-mail：cadre.sale@cadregroup.cn

网址：www.cncadre.com

深圳市凯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始创于1999年，系深圳市凯达

尔集团旗下子公司，坐落于深圳“硅谷”内智能交通研发生产基地

的凯达尔集团中心大厦，是一家专业致力于智能交通领域（ITS）自

主创新研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路边停车管理系统、动静态交通一体化服

务平台、约泊扫码停车

展位号：8C06  

深圳市朗尼科物联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松白路三联工业区2栋2楼

电话：0755-29010010

传真：0755-290101055

E-mail：2850237792@qq.com

网址：www.lnkwlw.com

深圳市朗尼科物联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是深圳市朗尼科智能股

份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专注于从事智能车场全系产品的软、硬件

开发，智慧社区整体解决方案及系统集成等优秀企业。是中国在智

能车场行业最具领先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车场和智能楼宇的设备与应用系统、高清

网络车牌识别系统、

展位号：8C07  

深圳市深讯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镇田寮社区怡景工业城B3栋

电话：0755-29769349

传真：0755-61172282

E-mail：2393525016@qq.com

深圳市深讯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系统集成

和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一卡通产品的所有核心技

术，享有独立知识产权，多项产品和技术获国家专利，并处于国内

之首。公司产品包括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智能门禁管理系统、考

勤管理系统、收费管理系统、通道闸人员管理系统、机电一体化以

及交通设施系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车牌自动识别、人行通道闸

展位号：8C11  

深圳信路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008号创维大厦A座603

电话：0755-86219229

传真：0755-86219359

E-mail：yanglei@signalway.com.cn

网址：www.signaltone.com.cn

深圳信路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北京信路威的

全资子公司。经过6年发展，信路通成长为城市停车行业车牌识别

整体解决方案、产品及服务综合提供商。依托信路威在计算机视觉

研究和智能视频识别领域沉淀的深厚的技术、平台和方案优势，信

路通迅速成长为车牌识别领域的领军品牌。

全球首家一对八泊位城市级路内停车全视频管理系统、全国首

创高速路卡口车型识别管理系统、全国独家警用车辆综合巡逻执法

系统、全国首家物流园车型识别管理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城市级全视频路内停车管理系统、智慧园区车

型识别系统等

展位号：8C13  

深圳迅驰朗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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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26号中关村创业大厦08层

电话：010-82176617

传真：010-82176617

E-mail：machaoqun@centrvideo.com

网址：centrvideo.com

深圳迅驰朗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北京上地高科技园区，是一

家专注 高清图像处理和无线宽带通讯核心领域，进行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关键技术研究，提供从板卡级产品到完整系统解决方案的创

新型企业，打造“迅驰Centrvideo”技术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车牌识别以及城市静态交通系统

展位号：8C17  

北京文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银谷大厦1609室

电话：010-62800286

传真：010-62800256

E-mail：tanyuan@wintone.com.cn

网址：www.wintone.com.cn

北京文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中关村科技园区首批入

园企业、北京市科委认定的软件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科学规范的

现代化管理使公司顺利通过“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拥有十余

项自有知识产权产品的软件著作权，多次荣获国内外各项大奖。

文通快号通车牌识别系统为文通依托清华强大的科研力量，自

主研发的针对高清视频流的车辆检测抓拍、车牌识别、图片保存等

功能一体化的高清视频方案。主要用于城市卡口、高速公路、入出

口等场景。

主要产品信息：文通快号通车辆检测识别系统

展位号：8C18  

深圳市德立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二区9栋B单元408号

电话：400 668 0381

传真：0755-26419610转8008

E-mail：2355271234@qq.com

网址：wwww.chinatenet.com

深圳市德立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国内领先的智慧

停车管理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国内外超过3,000个城市综合体、

商业中心、大型场馆、企业院校等提供创新技术与解决方案。公司

拥有智慧停车管理行业最完整的、从研发到生产的产品线和融合解

决方案，通过全系列的无卡车牌识别通行、远/近距离智能卡识别通

行、区位引导以及停车场车位引导系统、城市停车诱导系统等，灵

活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全面服务于国内外众多停车场运营商及开发

商，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停车引导系统发货量稳居全国前列，被誉

为“智慧停车行业的标杆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德立云停车、门禁管理系统，车位引导，区位

引导

展位号：8C20  

东莞晋杨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学园科技大道西10号浚湖楼西翼6楼

   603-607室

电话：852-26873496

传真：852-26874148

E-mail：sales03@oi.com.hk

佳骏（环球）有限公司，创立于2002年，隶属香港科达集团，

总部位于香港科学园，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

多年来， 公司秉承科技创新的理念，以健康环保为宗旨，坚持

不懈地为全球各地的用户开发出了一系列时尚高效的电子产品，在

业界赢得了优秀的口碑。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行车记录仪

展位号：8C22  

上海域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Room 401,Building No.6,Lane 299,Bisheng Road,Shanghai

电话：021-50177336-8020

传真：021-50177336-8015

E-mail：zhanghua@yuge-info.com

网址：www.yuge-info.com

上海域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入驻国家级产业基地(上海张江

高科技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3G/3.75G/4G通讯模组研

究、开发、生产、经营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是国内唯一家拥有贴

片生产工厂的通讯模组公司。公司坚定不移地以人为本，努力奋

斗，开拓创新，汇集了一批通讯领域的优秀人才，组成了以中青年

科技精英为骨干的高素质研发队伍。公司自成立以来在不断的产品

研发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产品设计经验和精深的理论知识，研发了

EVDO、WCMA、HSPA+、LTE等多个系列的通讯模块。

主要产品信息：3G/3.75G/4G 通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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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8C23  

南京星途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苏源大道117号两港科创园4楼

电话：18105168787

传真：025-86417323

E-mail：hj@xiaoweibing.com

网址：www.xiaoweibing.com

南京星途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研发、生产、销

售智能GPS定位终端、提供位置服务的高科技企业。是江苏小卫兵

防盗设备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基于多年来国内外先进的GPS

研发生产经验，坚持客户导向原则，在行业内独创STD服务流程规

范，现已成为GPS行业重要领军企业一。

主要产品信息：汽车GPS定位器

展位号：8C25  

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研路9号比克科技大厦2层201-B室

电话：0755-25188788-802

传真：0755-26994761

E-mail：zhongaihua@szhite.com

网址：www.szhite.com

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HITE）成立于2001年8

月，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市软件企业。HITE服务于智能交

通系统（ITS）领域，致力于ITS基础信息设备的技术研发、产品设

计、生产制造和销售，为ITS的建设者、使用者、管理者提供技术先

进、性能稳定、使用可靠的产品。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智能交通系统中的交通信息检测设备和交通

安全监测与记录设备。公司产品集成了当今国内外成熟的、先进的

智能交通理论和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核心产品包括：视频

车辆检测器、线圈车辆检测器、交通量调查设备、视频交通事件检

测器、综合高清监测系统、公路车辆自动检测与记录系统等，并在

此基础上向用户提供交通信息智能化管理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图片分析系统，高清监控系统，交调设

备，车辆检测器等

展位号：8C26  

浙江进取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西湖区西湖国际科技大厦D楼-南座

电话：0571-88865310

传真：0571-88865420

E-mail：hi@jinqutech.com

网址：www.zjenterprise.com

浙江进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致力于提供专业的

停车云平台服务；通过拓展停车云平台产品和服务范畴，为停车运

营公司提供更好的停车管理服务，达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使用效

率、扩展盈利模式的目的；通过提供云数据应用，帮助政府作好停

车规划、改善停车体验，从而解决由停车而带来的民生问题，重塑

停车-城市-阳光生活；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公有云平台

展位号：8C28  

深圳市条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岭北五路3号

电话：0755-27840648

传真：0755-27579906

E-mail：ryen@txping.com

网址：www.txping.com

深圳市条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条形液晶屏的研

发，生产、自行切割定制各种非标屏、销售和服务为主的高科技企

业。条形液晶屏，LCD条形屏，液晶长条屏，异形液晶条屏，条形

拼接屏，无缝液晶拼接屏，条屏广告机，车载条形屏，公交地铁报

站屏、公交导程屏，触摸一体广告机等，主要应用在政府行政大

厅、公交、地铁、轻轨、火车站、机场、商场、酒店、专卖店、钢

琴、展厅、银行、医院、学校、风景区、酒吧等公共娱乐场所以及

各大生活小区，对广告宣传以及生活指引起到了更全面更具影响力

的效果！

主要产品信息：条形液晶屏 车载导乘屏

展位号：8C29  

北京北斗天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路12号奥宇科技英巢2号楼1701

电话：010-67837692

传真：010-67837692

E-mail：1025916325@qq.com

网址：www.txun.com.cn

北京北斗天讯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

产品的自主研发与生产，能够为客户提供全型谱的北斗用户机产品

以及全面的基于北斗卫星系统的全方位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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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于poc（push to talk over celluler）语音技术的公网集群

通信系统，无线电通讯及数字化采集设备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及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为顾客提供性能卓越的产品和服

务，满足和超越顾客的需求与期望。用户遍及公安，军队国土，水

利，林业，电力，电信，石油，地质测量，交通，国防，气象等各

行各业 。

主要产品信息：北斗定位、公网对讲、4G视频、物流配送系

统

展位号：8C31  

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州路99号9幢501室

电话：02151082965

传真：02154451990

E-mail：kelly.dai@queclink.com

网址：www.queclink.com

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汇集了无线通信技术领域的

技术专家和商业精英，是业界领先的无线物联网设备和解决方案提

供商。作为中国M2M（机器与机器通信）设备的主要出口供应商

之一，移为通信系列产品获得了CE，FCC及PTCRB等认证，远销北

美，南美，欧亚等各地，出口销量名列前茅。

 我们为车载通信、车队管理、物品追踪、人员安全管理、远程

医疗和无线健康管理、远程监控等无线物联网应用提供高质量的卫

星定位终端设备和解决方案；同时我们还提供基于客户需求的产品

设计开发及制造服务（ODM/OEM）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定位终端，便携式定位终端，儿童老人定

位通讯终端等系列产品

展位号：8C33  

深圳卓想物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华众科技园501

电话：0755-83647676

传真：0755-83161483

E-mail：3274968892@qq.com

网址：www.excthink.com

深圳卓想物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化智能终端产品

设计公司。主要致力于移动移动终端研发，同时紧紧围绕人性化多

功能产品大市场进行战略研究。公司核心管理及技术骨干全部来

自于国内、国际知名的通信技术企业，在移动射频系统、基带电

路、PCB Layout、工业设计（ID）、结构设计（MD）、软件设计

（SW）、生产制造（YUS产品）测试（TE）、品质保障（QA）

等领域拥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可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定制的解决方

案。我们是车位信息平台技术提供商，专注智慧城市路边停车收费

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利用地磁检测车辆，实现路边停车收费管理。

展位号：8C37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地址：香港九龙达之路78号生产力大楼

电话：852-27885678

传真：852-27885900

E-mail：hkpcenq@hkpc.org

网址：www.hkpc.org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生产力局)于1967年依法成立，拥有多元化

的专业技术知识。其使命是透过向香港的企业提供横跨价值链的综

合支持来提升卓越生产力，从而更有效地运用资源，提高产品和服

务的附加值，以及加强国际竞争力。

生产力局的九龙塘生产力大楼，设有先进的制造及测试设施、

展览厅及一系列培训设施。借助这些，生产力局为工商各界提供广

泛的服务，涵盖生产科技、信息科技、环境科技及管理系统等范

畴。生产力局在东莞及深圳设有两家全资附属公司，以服务珠三角

的香港厂商。

主要产品信息：为工商界提供的服务涵盖生产科技、信息科

技、环境科技及管理系统

展位号：8C38  

香港无线科技商会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数码港道100号数码港第三座(A区)

电话：852-23703130

传真：852-82088782

E-mail：contact@hkwtia.org

网址：www.hkwtia.org

香港无线科技商会成立于2001年，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为从事

无线科技的企业提供中立的信息平台，以促进业界发展。

本会作为业界枢纽，致力推广社会各界对无线科技的关注，以

及提倡无线科技及流动技术方案的开发和应用。除了促进业界之间

的交流和合作外，本会亦协助提升本地无线科技在软/硬件开发方面

的专业水平，积极支持科技企业拓展业务。

十多年来，本会一直受同业支持，包括数码娱乐，数码营销和

初创企业等。

主要产品信息：推广对无线科技的关注及提倡无线科技及流动

技术方案的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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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8C53  

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仙湖路莲塘鹏基工业区702栋4楼

传真：0755-25221133

E-mail：248950786@qq.com

网址：www.szrhg.com

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注册资本2.3亿元

人民币，是一家专业从事城市建设工程和交通运输系统工程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民营集团化企业，集科研及工程实施为一体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集ITS智能交通硬件、软件、平台、开发、制造、应用为

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双软认证企业、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集团总部及研发、生产基地设立于风景秀丽的仙湖植物园旁。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产品

展位号：8C57  

深圳市巴视通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岗区平湖街道平新北路29号达尔讯科技园综合楼首层

电话：0755-89252922 

传真：0755-89205579

E-mail：sales@niudou.com.cn

网址：www.bustone.cn

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巴视通技术是一家专注于城市车载智能

设备和智能化系统研发的科技企业；公交报站器、智能调度终端、

车载DVR是巴视通旗下的三款核心产品；车载智能调度系统、电子

站台系统、车载广告系统是我们针对城市公交、客运和出租车行业

打造的智能化和信息化建设的全方位解决方案。 产品上，我们充分

应用北斗GPS定位技术、无线通讯和互联网技术服务于车辆管理企

业；从设备的安装实施到长期使用，全流程做好产品的易用性和稳

定性。

主要产品信息：GPS智能公交报站器，智能调度系统

展位号：8C58  

加拿大ITS协会

地址：6975 Meadowvale Town Centre Circle, Suite 400

   Mississauga, Ontario L5N 2V7 Canada

电话：(905) 593-0947

传真：(905) 593-0949

E-mail：joe@josephklam.com

网址：www.itscanada.ca

ITS Canada' s commitment is to be the national thought leader 

on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Canadian 

transport system. We actively support the use of these technologies 

by advocating their benefits; by showcasing and demonstrating the 

expertise of its members, as well as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by providing the necessary tools, platforms and forums for networking, 

learning and collaboration.

展位号：8C58  

加拿大ITS协会

地址：6975 Meadowvale Town Centre Circle, Suite 400

   Mississauga, Ontario L5N 2V7 Canada

电话：(905) 593-0947

传真：(905) 593-0949

E-mail：hong.fang@irdinc.com

网址：www.itscanada.ca

International Road Dynamics Inc. (IRD) ( http://www.irdinc.com ) is 

a world leader in highway traffic management, operating internationally 

in the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ndustry. With over 35 

years of experience, IRD is a multi-discipline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advanced traffic control, weight enforcement, bridge protection, 

and toll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IRD has operational installations 

worldwide with major projects throughout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Saudi Arabia, Pakistan, India, China, Hong Kong, Indonesia, Korea, 

Malaysia, Brazil, Colombia, Chile, Ecuador, Honduras, Peru, Uruguay, 

Mexico,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展位号：8C58  

加拿大ITS协会

地址：6975 Meadowvale Town Centre Circle, Suite 400

   Mississauga, Ontario L5N 2V7 Canada

电话：(905) 593-0947

传真：(905) 593-0949

E-mail：simon@transnomis.com

网址：www.itscanada.ca

Transnomis Solutions' product Mirasan is an off-the-shelf 

Adv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that collects data from a 

range of open and private sources providing a unified interface to 

control roadway equipment and manage issues. Instead of using 

several separate systems to manage equipment, traff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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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s can use Mirasan to monitor and control traffic cameras, 

vehicle detectors, electronic message signs and weather stations. 

Accidents, construction and special events can similarly all be viewed 

and managed through the software’s central dashboard. For product 

demo, please visit www.mirasan.ca .

展位号：8C58  

加拿大ITS协会

地址：6975 Meadowvale Town Centre Circle, Suite 400

   Mississauga, Ontario L5N 2V7 Canada

电话：(905) 593-0947

传真：(905) 593-0949

E-mail：rex.lee@parsons.com

网址：www.itscanada.ca

Since 1944, Parsons has been a trusted name in transportation, 

providing innovative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services on 

transportation projects of any size and complexity.

An early pione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Parsons has led the field for over 30 years, developing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for defining industry best practices and 

solutions. Parsons' expertise in the ITS market spans every category 

of transportation, from roads and highways, to railways, mass transit, 

and ports. We have specialized expertise in Smart Mobility applications 

for Smart Cities and hands-on experience transportation operations, 

including incident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center operations.

展位号：8C58  

加拿大ITS协会

地址：6975 Meadowvale Town Centre Circle, Suite 400

   Mississauga, Ontario L5N 2V7 Canada

电话：(905) 593-0947

传真：(905) 593-0949

E-mail：sonthu.le@ville.montreal.qc.ca

网址：www.itscanada.ca

Montréal, the economic centre within the Province of Québec, 

is the second largest French-speaking city in the world after Paris. 

In the fall of 2017, Montreal will host the 24th World Congres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This convention coincides with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Canada, the 375th anniversary of the City 

of Montreal and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Expo 67. Montréal is a 

cosmopolitan, innovative, warm and dynamic city that will seduce 

delegates with its diversified range of entertainment, gastronomy and 

its multicultural activities. For more info, please visit http://ville.montreal.

qc.ca

展位号：8C58  

加拿大ITS协会

地址：6975 Meadowvale Town Centre Circle, Suite 400

   Mississauga, Ontario L5N 2V7 Canada

电话：(905) 593-0947

传真：(905) 593-0949

E-mail：lisa.godfrey@thegetgoinc.com

网址：www.itscanada.ca

GGI Road & Traffic is the proud distributor of Iteris Roadway 

Sensors across Canada. Iteris product line consists of Radar and Video 

Detection with SmartCycle Bicycle Detection, Velocity Travel Time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s.  In Ontario we are the proud 

distributor of Lufft Road Weather Information System Sensors. 

展位号：8C58  

加拿大ITS协会

地址：6975 Meadowvale Town Centre Circle, Suite 400

   Mississauga, Ontario L5N 2V7 Canada

电话：(905) 593-0947

传真：(905) 593-0949

E-mail：info@globalsmartcitysolutions.com

网址：www.itscanada.ca

Global Smart City Solutions specializes in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igent traffic system 

software solutions in a smart city context.for traffic management, 

parking management, traffic flows and travel times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GSCS works with global partners to source state of the art 

products to integrate with our own developed software systems to 

provide  reliable integrated solutions to confront the existing traffic 

management issues and equipment maintenance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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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8C61  

深圳怡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西社区高新技术园怡丰工业园B区

电话：0755-84298888-8459

传真：0755-28298461

E-mail：xuanmj@yeefung.com

网址：www.yeefung.com

深圳怡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领

先的智能立体停车整体方案设计者和设备供应商。自2003年7月成

立以来，怡丰立体停车设备事业与中国新兴的停车设备行业同步发

展，从单一的升降横移产品发展到现在六大系列三十多个品种；从

低端的升降横移技术发展到现在国内领先的高端的仓储式技术；从

局部的市场发展到现在为全国各大中城市广泛采用，并出口美国、

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中东等国家或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立体停车设备

展位号：8C67  

深圳市西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布沙路231号西沃科技园一栋三楼

电话：0755-84272835

传真：0755-84278035

E-mail：sewo@sewo.com

网址：www.szsewo.com

 深圳市西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中国首家专

注于智慧停车、智慧交通诱导、智慧景区、智慧大厦、智慧车站、

智慧工厂等出入口通道控制领域-智能化系统、及一卡通“云”平

台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下设技

术开发、生产、市场销售，及客户服务等优点，已成为新一代停车

场的主流。广泛应用于智能大厦、物业小区、企业商场、旅游景

点、机关金 融单位等场所。 

总公司设在深圳，并在广州、上海、西安、北京、沈阳等地设

有分公司或办事处，为广大客户提 供竭诚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人行与车行出入口智能控制系统，沃社区-智

慧社区云端管理系统

展位号：8C68  

深安智谷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清华信息港A座703

电话：0312-3083518

传真：0312-3083118

E-mail：guoweimin888@sina.com

网址：www.shenanzhigu.com.cn

深安智谷（保定）智慧园区总规划面积2.5平方公里，总投资

100亿元，由新加坡邦诚公司进行规划设计，将以“智慧城市、智

慧安防、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慧社区”为发展理念，以智慧城

市建设先导区域为发展方向，充分借鉴新加坡产城融合规划模式进

行高端规划设计。发展目标是建成绿色低碳的生态样板、知识聚集

的产业园区、产城融合的创新实践。规划布局主要有智慧技术研

发、创智soho、创客教育、生产研发、创新生活、精致生活和企业

自建七大板块。

主要产品信息：园区效果图

展位号：8C69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科苑路清华信息港A栋12楼

电话：0755-26628682-847

传真：0755-33631693

E-mail：wuly@genvict.com

网址：www.genvict.com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溢科技），是中国电

子不停车收费行业领军企业，智慧交通与物联网核心设备及解决方

案提供商，业务范围覆盖高速公路智慧交通、城市智慧交通、公安

交通管理、前沿交通、物流追溯等领域。多年来，金溢科技深耕智

慧交通领域，以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打造了众多引领行业发展的创

新应用及产品，并一直保持着行业市场领先地位，连续多年被评为

“中国智能交通三十强”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高速公路智慧交通、城市智慧交通、公安交通

管理、前沿交通

展位号：8C81  

公安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钱荣路88号

电话：0510-85505281

传真：0510-85511909

E-mail：jczx001@126.com

公安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是国家质检总局和公安

部指定的承担道路交通安全产品质量国家抽查及行业抽查的检测机

构；是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第一批获准承担缺陷汽车产品委托检测

与实验的机构，主要承担汽车制动性能及汽车灯光类产品的检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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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中国安全技术防范认证中心的签约检测机构，承担汽车行驶

记录仪、车身反光标识等产品的强制性认证检测，承担道路交通信

号灯、机动车测速仪、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检测仪等产品的自愿性认

证检测；是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签约检测机构，承担汽车、摩托车

灯具等产品的强制性认证检测。

主要产品信息：公安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与国家道路交通安全

产品质量检测项目

展位号：8C83  

深圳市因特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区78栋4楼西边

电话：0755-86372572

传真：0755-86171270

E-mail：2853626153@qq.com

网址：www.int-med.com

深圳市因特迈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酒精测试仪、交通指挥

棒、肩灯、移动显示屏、移动警示灯等警用装备的贸易公司。

公司营销和服务网络遍布全国，能够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售

前、售中、售后服务。公司全球首推的快速排查酒精测试仪，突破

了酒精测试的原有检测模式，具有检测时不用吹嘴；检测结果最快

1秒钟实现；高灵敏度的优点。真正实现了快速排查，车辆快速通

行的效果。产品至面市以来，受到广大用户的极高评价，北京、浙

江、江西、福建、江苏、辽宁、山东、安徽等地的客户大批量使用

了该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酒精测试仪、指挥棒、肩灯、减速带、警示

灯、显示屏

展位号：8C84  

中易天建设工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72区群力二路16号恒丰源大厦6楼

电话：0755-26998489

传真：0755-82913164

E-mail：2751972729@qq.com

网址：www.tele-well.com

Tele-well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easy day) is easy days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a subsidiary of shenzhen, and is a national high-

tech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the specialty is en

主要产品信息： PLC模块化控制柜、BIM+机电设备管控平台

展位号：8C85  

深圳优创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塘坑地铁站上盖3栋318室

电话：0755-89352024-804

E-mail：linxl@eviicam.com

网址：www.eviicam.com

深圳优创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致力于警用产品的

研发、制造以及营销，产品涵盖执法记录仪、采集工作站、平台管

理软件三大核心产品。

优创的产品设计原则是基于市场和客户的需求，秉承该原则，

在专业工程师12年的努力下，优创在深圳已经跻身成为安防、民用

相机行业的领先创新企业。用户遍及公安、交通、消防、城管、药

监、海关、铁路、法院等执法单位。

主要产品信息：警用执法记录仪

展位号：8C86  

深圳市晶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科技园203栋6楼 

电话：0755-83879599

传真：0755-83419309

E-mail：alee@szjf.com

网址：www.szjf.com

晶峰晶体专业从事各类晶振，晶体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工

厂2万平米，员工500多人，月产晶振三千万只，被评为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 是中国晶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已通过14001， 

TS16949认证。通过松下、三星、佳能、夏普等的全球供应商资格

认证，与众多国际电子制造商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关系。产品包括各

类晶振 ，SMD晶振， 微型晶振， 钟振等。

主要产品信息：晶振， 晶体，微型晶体， 小晶体

展位号：8C87  

广州敏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以西黄洲工业区6栋1楼

电话：020-66670988-889

传真：020-66670977

E-mail：nx@stonkam.com

网址：www.stonkam.com

广州敏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拥有十多年

研发、生产和销售车载监控及高级驾驶辅助产品经验的国家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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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企业，我司致力于智能摄像机、数字液晶显示器、高清系统、无

线传输系统、车载硬盘录像机系统、360°全景系统以及高级驾驶

辅助系统（ADAS）等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产品销往美、英、德、

法、日等150多个国家，2010年我司通过了国际汽车行业较具权威

性的ISO/TS16949: 2009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严格按照欧盟ROHS

标准进行生产，并获得CE、FCC、E-MARK等出口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显示器、高清、无线系统、车载硬盘

录像、ADAS、全景

展位号：8D07  

深圳市智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A8音乐大厦2208

电话：0755-26901871

传真：0755-26901875

E-mail：huxl@izhizai.com

网址：www.zhizaikeji.com

智载科技成立于2008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注ETC智能

终端设备的技术研发及软件平台开发，拓展智慧交通领域的行业应

用和全新的商业模式，构建“硬件终端+软件平台+移动应用+行业

服务”的智慧交通生态系统，并获得业内多种重大奖项。

智载科技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深度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在城

市智能交通产业领域与行业专家学者进行产学研探索，并组建成立

“智能交通联合实验室”，发挥企业在行业的领先作用及产品创新

优势。

主要产品信息：ETC+定制化产品

展位号：8D14  

深圳市智慧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关口二路智恒产业园30栋301  

传真：0755-26646229  

邮箱：huhj@ituninew.com    

网址：www.uninew.com 

智载科技成立于2008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注ETC智能

终端设备的技术研发及软件平台开发，拓展智慧交通领域的行业应

用和全新的商业模式，构建“硬件终端+软件平台+移动应用+行业

服务”的智慧交通生态系统，并获得业内多种重大奖项。

智载科技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深度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在城

市智能交通产业领域与行业专家学者进行产学研探索，并组建成立

“智能交通联合实验室”，发挥企业在行业的领先作用及产品创新

优势。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交通，智能公交，人机交互产品  

展位号：8D15  

易享(深圳)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大道丹竹头立信路43号永昌大厦903-905

电话：0755-32904377-801

E-mail：market@ezcarshing.com

网址：www.ezcarsharing.com       

易享（深圳）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具有16年历史的深圳市车

之盾电子有限公司发起成立，加上行业和互联网资深人士及投资人

的加盟资助，易享物联专门致力于共享汽车分时租赁智能硬件汽车

控制系统的研发和生产，易享物联全套导入车之盾经过两年多研发

的共享汽车控制系统及相关研发团队，继承了车之盾超过16年汽车

安全领域（汽车防盗器和GPS定位器）的研发、维护和生产经验，

相关产品已通过3C认证和FCC及CE认证，现已和国内很多分时租赁

平台完成对接调试实现正常运营。

主要产品有：共享汽车智能硬件控制系统、手机远程防盗控制

系统、共享汽车Wifi流量销售监控系统、OBD手机远程控制系统、

GPS定位监控管理平台等，我们还可以按照客户要求提供设备租赁

服务、API数据转发、分时租赁运营系统的搭建、托管和运营维护

等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共享汽车智能硬件  

展位号：促进会展区  

深圳国民运力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北二路15号洁净阳光园1楼

电话：0755-36523294

传真：0755-36523294

E-mail：qun.zhang@ntcchina.cn

网址：www.ntcchina.cn

国民运力创立于2016年，通过“运力资源与旅游资源共享”的

运营模式，向旅游景区、旅行社、酒店等旅游产业链关键企业提供

新能源汽车运力服务，融合旅游景区和酒店等优质资源，通过自有

线上旅游服务平台——国民出行实现目的地智能出行服务，提供经

济、便捷、舒适的目的地旅游体验，实现旅游城市交通电动化。

主要产品信息：国民运力旅游城市交通电动化

展位号：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交投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创新科技广场一期A座1706

电话：0755-8608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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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86088666

E-mail：zhangxuan@sztit.cn

网址：www.sztit.cn

深圳市交投科技有限公司（SZTIT）成立于2013年11月。公司

致力于智慧交通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是专业的交通信息服务解决

方案提供商，主要业务涵盖智慧交通系统的规划、设计、开发、运

营、维护等全方位。

主要产品信息：交通运行监测一体化、深圳市综合交通资讯服

务平台

展位号：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易行网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9号科技园公交总站三楼

电话：0755-83581287

传真：0755-83130155

E-mail：28199035@qq.com

网址：www.e511.com

深圳“易行网”是以交通出行“睿智、和谐、通达、畅顺”为

宗旨的城市交通信息服务门户网，是深圳市智能交通系统体系中核

心节点之一，也是城市交通整体调控的有效方式之一。 它基于城市

交通基础信息环境，以互联网、手机、大屏幕、移动电视、车载导

航等终端为载体，通过城市道路网、公交线路网、轨道客流网、信

号控制网、出租电召网、停车诱导网、枢纽时间网、场站设施位置

网的“八网合一”体系结构， 对交通信息进行采集、分析、挖掘、

发布，形成集海、陆、空、铁、口岸五位一体的城市交通信息源服

务中心，

主要产品信息：手机版易行网交通信息服务

展位号：促进会展区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555号

电话：0571-88075998-68379

传真：0571-87356240

E-mail：zhouxinhai@hikvision.com

网址：www.hikvision.com

海康威视是领先的安防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注

册资本40亿元，是中国安防行业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公司2011-

2014年连年名列IHS全球视频监控企业第1位。公司专业从事视频

监控技术、产品、系统的前沿开发，在智能交通领域提供如综合监

控、车牌识别、治安卡口、电子警察、智能分析、智能公交、车载

等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部分成功案例：北京奥运会、上海世

博会、广州亚运、武汉平安城市市局建设、60年国庆大阅兵、青藏

铁路、上海虹桥枢纽高清电子卡口项目、宁波公交、北京地铁、伦

敦地铁、河南海事、厦门港、河北高速等。

主要产品信息：城市交通、高速交通、公共交通、城市安全等

展位号：促进会展区  

深圳新视达视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清祥路宝能科技园7栋A座13楼左

电话：0755-33004198

传真：0755-29431556

E-mail：1320107520@qq.com

网址：newstar.com.cn

深圳新视达视讯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国内最早致力

于智能交通发展的专业公司之一。公司顺应信息化改造传统交通的

浪潮，在智能交通领域积极探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

家城市智能交通领域咨询、设计、集成、施工一体化的专业公司。

公司现有员工100多人，工程技术人员占80%以上，由智能交

通咨询设计团队，系统集成团队和工程运营维护团队组成，专业涵

盖交通工程、城市规划、道路工程、结构工程、自动化、计算机、

电子工程、机电工程等多个专业，初步构建了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队伍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停车、智能交通、建筑智能化

展位号：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谷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长虹科技大厦15楼谷米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755-86638225

E-mail：liangxiaowei@goome.net

网址：www.goome.net

主要产品信息：酷米客公交

展位号：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3046号惠名大厦6-8楼

电话：0755-22725007

传真：0755-83949389

E-mail：yuguoy@sutpc.com

网址：www.sutpc.com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创建于1996年，经过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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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和发展，已发展成为中国国内规模最大，资质等级最高、最全

的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专业机构，在智慧城市交通整体解决方案方面

综合实力全国排名第一，是城市交通规划领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驾驶小车；智能信号控制产品包

展位号：促进会展区  

深圳千方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求是大厦西座1406

电话：0755-82980732

传真：0755-82980732

E-mail：41071912@qq.com

深圳千方智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深圳千方”）是北京千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千方科技”，股票代码：002373）的控

股子公司。

公司初创于2016年，位于深圳福田区，专注于智能交通领域

的研发运营，涵盖公交、出租车、停车场等智能交通领域，旗下拥

有国内知名的移动互联网公众出行产品“兜兜公交”。公司借助千

方科技在“大交通”产业战略布局的优势，深圳千方将发挥自身优

势不断实践“互联网+交通”模式，持续打造和运营可满足亿万用

户出行的高黏性互联网产品和服务，让城市生活更加智能，更加美

好。

主要产品信息：城市智慧交通领域、信息化平台建设等

展位号：促进会展区  

珠海习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景园路19号诚丰星座三楼C03

电话：0756-3393302

传真：0756-3393302

E-mail：lc@zhthinkjoy.com

网址：www.zhthinkjoy.com

珠海习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长期致力于人

工智能领域的产品研发与服务。习悦以深度学习为核心技术引擎，

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计算机视觉开发，提供云端业务与终端业务

两大解决方案，产品应用涵盖了交通安防等多个领域。目前，公司

已完成A轮融资，跻身行业第一梯队。习悦拥有企业自主研发实验

室与多项自主研发技术，与西安交通大学、视觉信息处理与应用国

家工程实验室、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加坡A-STAR等建立科研合

作。来自海内外的专业化团队，汇聚国际名校、国内985、211等多

所知名高校的顶尖人才，以及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合作团队。习悦拥

有开阔的市场空间，与NVIDIA、SIEMENS、中国南方航空、中国移

动、中科曙光、政府交通部门、多家机器人厂商等建立长期战略合

作关系。习悦拥有多项软件著作权、国家发明专利、软件产品登记

证书，荣获2016年“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证，荣获团中央、教

育部、中国科协等举办的创青春“2016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全国

金奖。

主要产品信息：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目标识别系统、非现场执

法系统、智慧交通灯控制系统、路况感知系统。

展位号：促进会展区  

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尚东数字山谷B区

网址：www.xiaojukeji.com

滴滴出行是全球领先的移动出行平台；在中国400余座城市为

近4亿用户提供出租车召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试驾、公

交、小巴、在线租车和企业级等全面出行服务。2016年10月，滴滴

日完成订单已突破2000万；是全球仅次于淘宝的第二大在线交易平

台。2016年8月，滴滴出行并购优步中国。

 公司致力于以共享经济实践响应中国互联网创新战略，与不同

社群及伙伴协作互补，运用大数据驱动的深度学习技术，解决中国

的出行、环保、就业挑战；提升用户体验，创造社会价值，建设开

放、高效、可持续的移动出行新生态。2016年，滴滴登上《财富》

杂志「改变世界的50强」榜单；同年，获《MIT科技评论》膺选为

全球五十大创新企业之一。滴滴入选达沃斯全球成长型公司。

展位号：促进会展区  

深圳市都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2299号沙河信息园A栋

电话：0755-36610991

传真：0755-33208699

E-mail：yuand@dcutp.com

深圳市都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是面向政府和企

业，开展交通战略、规划、设计研究的专业咨询机构。营业范围涵

盖城市交通（道路交通、公共交通、轨道交通、智能交通、物流工

程）的规划设计、技术咨询及技术开发；城市规划；工程项目管理,

交通工程设计等多层次的规划设计与咨询工作。已经形成了政策、

规划、设计、技术开发等业务协同发展的产线优势。

展位号：成果转化区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及软件测评中心

地址： 北京海淀区上园村3号北京交通大学西门南侧知行大厦801

电话：010-82846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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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82846667

E-mail：huanglijun@ajt.com.cn

网址：www.cgltc.com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是我国卫星导航应用领域的专门性行业

协会，协会以为企业服务、为行业服务、为政府服务为宗旨，充分

发挥政府主管部门和企业之间纽带和桥梁作用。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及软件测评中心，是中位协嵌入技术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北京奥吉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中位

协的指导、委托下组建的。旨在为卫星导航产品及软件开发商、生

产商、集成商提供从软件到系统级的全方位测评服务，建立行业标

准和规范，引导卫星导航产业健康发展。中心每年均开展中位协的

导航定位产品测评工作。

主要产品信息：地图导航产品测评，卫星导航定位公共服务，

基于北斗即开即还项目

展位号：成果转化区  

武汉理工大学智能交通系统研究中心

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1040号125信箱

电话：027-86582280

传真：027-86582280

E-mail：itsc@whut.edu.cn

网址：itsc.whut.edu.cn

武汉理工大学智能交通系统研究中心是独立实体科研机构。主

要开展交通安全技术与装备（包括交通行为机理、交通安全保障技

术与装备、交通事故致因分析技术、交通事件自动检测技术与应急

管理、汽车安全辅助驾驶技术、危险品运输与组织等）、交通环境

与节能（包括交通排放、噪声控制技术、交通照明新技术等）、交

通信息工程及应用（包括交通工程信息采集技术、道路性能参数检

测技术、交通仿真诱导与控制，车路协调技术，船-标-岸一体化技

术）等方面研究。承担国家973、863、自然科学基金、支撑计划等

课题60余项，获各类成果30余项。

主要产品信息：各类型汽车驾驶模拟器、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多功能航标等研究成果

展位号：成果转化区  

北京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南区虚拟大学园A316

电话：0755-83061776

传真：0755-26712025

E-mail：107649084@qq.com

北京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集科研成果转化及人才培养为一体，

2002年进驻虚拟大学园，是学校在深圳的正式代表机构。深圳研究

院主要功能及发展目标：一是发挥名校优势，为深圳培养、输送各

类高素质应用人才；其次，作为学校科研成果转化窗口，促进学校

先进技术不断涌入深圳；三是积极创造与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等的交流与合作，成为新产业和新企业的源泉。深圳研究院秉

承“知行并进，服务深圳”的宗旨，以北京交通大学为依托，设立

了研发中心、教学中心、函授站等内部机构。研究院依托深圳虚拟

大学园，设有完善的软硬件教学资源。

主要产品信息：动车组在线监测系统是面向动车组运用和维护

而独立开发的综合信息

展位号：8T02  

a&s安全&自动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东方新天地广场C座607

电话：0755-82994989

传真：0755-82992015

E-mail：assz@newera.messefrankfurt.com

网址：www.asmag.com.cn

法兰克福展览 ( 香港 ) 有限公司与前a&s集团（成立于1991

年），于2009年创立法兰克福新时代传媒有限公司。

秉持专业深耕、多元整合、全球化经营的企业理念落实We 

Promote Security，致力推动安全产业发展及创造市场商机。并从安

全管理面向整合实体安全与虚拟网络安全，深入安全防护、消防防

灾及信息安全等三大领域。探讨全方位的安全科技新知与应用，提

供杂志、丛书、网站、展览、活动等全方位营销服务。拥有最完整

的国际资源以及最丰富的安防经验，是专注于Security和Safety的安

全科技整合营销媒体服务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杂志、展会、活动、网站

展位号：8T04  

北京永泰基业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59号19D 

电话：0755-83947389

传真：0755-83947389

E-mail：956318392@qq.com

网址：www.dmser.com

永泰传媒成立于2003年2月，由北京永泰基业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普华联合广告有限公司、深圳市普华永泰广告有限公司组成。

为企业提供网+刊+活动+品牌设计四大服务，为企业品牌营销提供

系统解决方案及一站式服务。

旗下有专业DM杂志：《永泰基业广告-智能安防》、《中国

安防供应商》、《中国安防10大专辑》、《中国安防品牌标识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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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中国城镇安防产品采购目录》等。把做中国最好的安防媒

体为自己的发展目标。

主要产品信息：杂志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17

传真：0755-88309111

邮箱：88309117@163.com

网址：www.szspia.org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是经深圳市民间事务管理局核准登记

的行业性组织，是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社会法人。

本协会是跨地区、跨部门、跨不同经济成份的地方性的拥有

全国会员的行业组织，是中国安防行业的主要代表，成立于1995年

9月19日。其主要职责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依靠行业集

体的力量加速全市安全防范产品的发展，为会员单位的共同利益服

务，维护全行业与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发挥政府部门实施行业管

理的助手作用；发展与国内相关的经济技术往来，以促进全行业经

济技术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推进全市安全防范产品的

发展；为维护特区稳定、社会安定和全社会的公共安全事业做出努

力。

行协充分发挥行业管理优势，成功参与主办《中国公共安全》

杂志，建设CPS中安网网站，举办“中国安博会”和新产品推广、

研讨会，在行业内享有较高声誉。目前，本协会拥有团体会员和个

人会员1680余家，会员均由从事安全防范行业的企事业单位、政府

安防管理部门的领导以及安防专家、学者等团体组成。

多年来，协会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对深圳市安

防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广泛地团结了行业各层

次的专业人士，充分发挥了行业中介组织作用，行业理念宗旨日臻

完善，并逐步向着办成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协会目标而努力。

作为政企之间的桥梁和企事业间的纽带，本协会担负着强烈的

责任感，使命感，在促进政企双向沟通中彰显活力，帮助企事业拓

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领域，提高行业抗风险能力，引领行业

跨越式发展，走向高科技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中国智能交通网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四楼

电话：0755-88309161

传真：0755-88309111

邮箱：zw.ding@cps.com.cn

网址：www.cn-its.com.cn

中国智能交通网www.cn-its.com.cn是《中国公共安全·智能

交通》杂志官网，智能交通行业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之一，也是

国内智能交通领域网络传媒的最早开创者之一。

依托杂志的专业媒体优势，及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深

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的行业影响力和丰富资

源，中国智能交通网坚持真诚服务于国内外智能交通企业，为客户

提供全面的资讯传播和电子商务服务，努力营造一个了解智能交通

行业资讯的窗口，在政府、研究机构、用户与企业之间架起一座

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为智能交通企业开启网络营销之门。

凭借领先的技术和专业的服务，中国智能交通网深受广大用户

的欢迎，并享有极高的声誉，已经成为智能交通行业信息量最大、

专业性最强、功能最完善的大型专业网站。

主要频道和栏目：资讯中心、交通管理、城市交通、卫星导

航、招投标、车联网、高速公路、行业观察、智能停车、市场调

查、智能公交、海外ITS等。

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48

传真：0755-88309164

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是在公安部相关业务局、公安部特种警用

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公安部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及各省市公安装财部门

的大力支持、指导下，以专业、专注的态度着力打造为中国警用装

备行业提供丰富讯息和优质服务的业内门户网站。中国国际警用装

备网于2010年6月上线运营，总部位于美丽的滨海城市、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深圳。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是各级公安装备部门、

警用装备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在互联网上发布供求信息和提供在线

服务的综合平台。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现开通有“新闻、产品库、

企业库、招标采购、装备技术、行业动态、理论研究、实战训练、

高端访谈、企业专访”等栏目，面向社会提供行业信息和与政府采

购业务相关的服务，逐步实现公安政法部门、政府采购部门与研发

机构、生产企业的即时互动交流。

中国警察装备采购指南编辑部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48

传真：0755-88309164

《中国警察装备采购指南》（年刊、季刊）是中国公共安全杂

志社专为我国警用装备行业量身打造的一本内部刊物。汇集警用装

备领域的法规标准、发布最权威的行业管理信息、探索行业发展趋

势，力求满足各级公安装备部门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推荐国内外研

制开发的警用装备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以及提供国内外主要生

产和销售企业的信息。是一套集权威性、专业性、实用性、导向性

为一体的大型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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