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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七届
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
主办单位：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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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深圳市智慧城市产业协会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城市智能交通论坛
指导单位：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深圳市智慧城市产业协会、深圳市智能行车记录仪商会、深圳市车联网行业协会
赞助单位：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智慧互通科技有限公司

CNSM车联网峰会暨第十三届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运营商大会
主办单位：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深圳市智能行车记录仪商会、深圳市车联网行业协会
赞助单位：辽宁友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超越软件有限公司、深圳市东运科技有限公司

指定媒体

中国公共安全杂志、中国智能交通网、ITS智能交通官方微信、CPS中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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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智能交通官方微信、深圳广电集团移动电视频道、CPS中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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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M车联网峰会暨第十三届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运营商大会
协办单位：深圳市车联网行业协会

论坛主题：聚力北斗导航 共享智能服务
时

间：2018年6月22日下午13:00-17:00

地

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茉莉厅

深圳市智能记录仪行业协会
指定媒体：中国智能交通网
ITS智能交通微信公众号

主办单位：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

CPS中安网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时间

议程

13:00

签  到

14:00

致  辞
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14:10

曹 冲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首席专家，研究员

北斗技术带来的市场变革

14:30

李冬航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咨询中心主任

国家北斗重大专项专家组成员

14:50

蔺陆洲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际合作中心项目主管

北斗和无人机的行业应用

15:10

王 帅 一带一路卫星应用国际合作联盟 秘书长

北斗+一带一路

15:30

吕睿韬 辽宁友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PO

赋能机器之眼，让安全无死角

15:50

贾 丹 西安超越软件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位置服务平台在车联网行业中的应用
——做领先的位置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

16:10

刘 军 深圳市东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车联网助力智能安全驾驶

16:30

张清昶 福建星冠智通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主动安全智能防控体系平台建设与探索

16:50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双十佳颁奖典礼

论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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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城市智能交通论坛
协办单位：深圳市智能记录仪行业商会

论坛主题：共建共享城市智慧交通
时
地

深圳市车联网行业协会

间：2018年6月23日09:00-17:00

指定媒体：中国公共安全杂志

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茉莉厅

中国智能交通网

指导单位：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ITS智能交通微信公众号

主办单位：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

CPS中安网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时间

议程
城市智能交通与交通管理板块论坛

09:00

致辞：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会长 杨金才
演讲嘉宾

演讲题目

09:30

张 毅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系统工程研究所 所长、教授
                国家863计划先进交通技术领域专家

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

09:50

程世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交通运输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互联网+交通新业态的发展与管理政策

10:10

关志超 深圳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 总工程师

粤港澳湾区智能车路协同关键技术研究

10:30

王泰明 天津市公安交管局和平支队政委

试论无人机在大城市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10:50

方昌銮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渣土产品线 总经理

人工智能助力城市渣土智慧监管

11:10

何 宁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TO兼首席科学家、博士

车路协同应用探索

11:30

徐志军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智能交通事业部总经理

AI Cloud+城市交通治理

午休

11:50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与交通出行板块论坛
14:00

刘金广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政策规划研究室 副主任

城市智慧停车管理与服务的发展趋势探讨

14:20

范昌华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交警行业大区技术总监

AI赋能交通-科达海燕系统介绍

14:40

周金林 智慧互通科技有限公司（爱泊车） 副总裁

AIpark，开启城市静态交通5.0时代

15:00

曹 泉 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智慧交通建设思路———安全、畅通、绿色、可持续

15:20

王钟鸣 深圳市华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微波雷达技术助力云停车

15:40

吴博深 东芝电子(中国)有限公司存储产品战略部 资深市场经理

智能交通时代的大数据存储趋势

16:00

王留洋 深圳市普天宜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总监

公网集群助力交通行业发展与应用

论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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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

展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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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馆参展企业

四川傲势科技有限公司

7-7A13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7-7A17

AEE深圳一电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7-7B01

珠海羽人农业航空有限公司

7-7B03

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

7-7A01

赫星（厦门）电子有限公司

7-7B05

广东容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7A05

广州市华科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B06

深圳速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7-7A09

广东中科瑞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7B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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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漠大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7-7B08

香港珖点科技有限公司

7-7B67

海康威视

7-7B09

深圳市城市快机科技有限公司

7-7C01

沈阳无距科技有限公司

7-7B11

深圳城际快机科技有限公司

7-7C02

珠海宝文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7-7B13

珠海银通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7-7C03

深圳市慧明捷科技有限公司

7-7B15

深圳市边锋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7-7C04

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

7-7B17

中山市朗宇模型有限公司

7-7C04

深圳市格瑞普电池有限公司

7-7B19

广州市欧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7C06

深圳市华夏盛科技有限公司

7-7B21

深圳创动科技有限公司

7-7C07

大河鸿云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7-7B22

珠海汉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7C08

深圳市千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7B23

深圳中翼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7-7C10

无人机网

7-7B24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7-7C11

北京翔仪恒昌科技有限公司

7-7B26

九天无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7C12

深圳启飞航空工业有限公司

7-7B29

重庆国飞通用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7-7C13

深圳市思创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7-7B30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7-7C15

中科灵动航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7-7B31

AirMap, Inc.

7-7C16

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7B35

优雷特（银川）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7-7C17

深圳市高巨创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7-7B45

深圳市赛迪斯电子有限公司

7-7C18

零度智控（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7B51

深圳市金华龙电子有限公司

7-7C19

深圳市旗客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7-7B55

翼航东升东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7C20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7-7B56

远传融创（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7-7C21

深圳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7B57

深圳市东田精密光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客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7-7B61

深圳市优鹰科技有限公司

7-7C22

深圳安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7B65

深圳中航商贸有限公司

7-7C23

东莞市矩阵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7B66

中圣恒磁材料有限公司

7-7C24

7-7C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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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大地仪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7-7C25

深圳市可飞科技有限公司

7-7C61

厦门中海航通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7C26

北京天龙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7-7C62

北极鸥盘式特种电机深圳有限公司

7-7C29

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7C63

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7-7C31

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

7-7C67

拓扑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7-7C35

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7D01

东莞市金旺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7-7C36

国家精准农业航空施药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7-7D02

深圳市易恬技术有限公司

7-7C37

深圳华大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7-7D03

成都华川金芯科技有限公司

7-7C38

深圳市永诺摄影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7-7D05

海视英科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7-7C39

成都天麒科技有限公司

7-7D06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7-7C46

思翼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7D07

南京模幻天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7C46

深圳常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7D08

东莞市协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7-7C48

深圳飞腾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7-7D09

中国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7-7C49

深圳博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7D10

上海拓攻机器人有限公司

7-7C50

深圳市高端无人机有限公司

7-7D11

山东飞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7C51

《警察技术》杂志

7-7D12

山东风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7C51

湖南中部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7D15

山东猎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7-7C51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7-7D18

临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7-7C51

株洲南方航空高级技工学校

7-7D18

山东翔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7C51

酷飞网

7-7D18

中山市磁力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7-7C52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7-7D21

惠州市品信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7-7C53

中检集团南方电子产品测试（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7-7D24

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7C54

深圳市普立得科技有限公司

7-7D25

沈阳上博智像科技有限公司

7-7C55

阿尔塔设备公司

7-7D26

深圳市北航旭飞科技有限公司

7-7C60

浙江华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7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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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TC中国-比利时科技园

7-7D33

ArduPilot Org.

7-7D34

World of Drones Congress Pty Ltd

7-7D35

Flycker (Thailand) Co., Ltd

7-7D37

JUIDA/Japan Drone 2019

7-7D38

World UAV Federation USA Chapter

7-7D39

Experia Events Pte Ltd

7-7D40

UAV Industry  Singpaore

7-7D41

Malaysia UAV Developments Association (MUDA)

7-7D42

SkyHopper by Mobilicom

7-7D43

DB2 Vision

7-7D44

深圳市华亚科技有限公司

7-7D51

加泰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7-7D52

西安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7D53

深圳安视宝科技有限公司

7-7D54

中测瑞格测量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7-7D55

深圳市猎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7-7T02

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研究院有限公司

7-7T05

深圳市超强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飞翔达科技有限公司

8号馆参展企业
  

深圳市世纪畅行科技有限公司

8-8A02

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8-8A07

深圳市康凯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8A13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8A19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8-8A25

杭州数尔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A27

辽宁友邦安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8B01

深圳市通天星科技有限公司

8-8B02

北京文通科技有限公司

8-8B03

深圳市思创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8-8B04

上海通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8B06

沈阳华翰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华翰电子有限公司

8-8B08

杭州中科微电子有限公司

8-8B10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8B11

7-7T06

深圳市特思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8-8B13

7-7T08

深圳市宗立科技有限公司

8-8B15

深圳市银翔科技有限公司

8-8B16

深圳市威尔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8B17

深圳市锐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8B19

深圳市华儒科技有限公司

8-8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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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8B26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

8-8B75

深圳市国鼎科技有限公司

8-8B28

深圳市仲达荣科技有限公司

8-8B77

深圳市汇安亿科技有限公司

8-8B29

中山明智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8B79

南京星途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8-8B31

深圳市东运科技有限公司

8-8B80

深圳腾视科技有限公司

8-8B32

上海鲲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8-8B82

内蒙古方向图科技有限公司

8-8B33

深圳市鼎泰富科技有限公司

8-8B83

广州市宇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8B34

科艺仪器有限公司

8-8B84

西安超越软件有限公司

8-8B35

中通金域（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8B85

深圳恒鑫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8B36

深圳市捷顺贸易有限公司

8-8B87

深圳市保实安科技有限公司

8-8B37

武汉梦芯科技有限公司

8-8C01

安徽扬子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8-8B38

东芝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8-8C02

深圳市小地科技有限公司

8-8B39

深圳市中车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8-8C06

北京永泰基业广告有限公司

8-8B40

南京通用电器有限公司

8-8C06

国家卫星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8-8B41

东莞福泽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8C07

佛山市顺德区捷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8-8B44

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

8-8C09

深圳市凯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8-8B47

深圳市德高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8-8C11

深圳迅创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8B51

深圳市法马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8-8C13

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8-8B55

北京东美森泰科技有限公司

8-8C15

广州华工信息软件有限公司

8-8B57

深圳中安高科电子有限公司

8-8C17

深圳市进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8-8B58

深圳市中世银科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8-8C20

深圳市青青子木科技有限公司

8-8B59

保勒开美智控（深圳）有限公司

8-8C23

深圳市易甲文技术有限公司

8-8B63

深圳市普天宜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8C25

深圳市信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8B67

深圳智慧车联科技有限公司

8-8C30

深圳市天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8-8B68

广州市卫通安全智能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8-8C31

深圳途沃得科技有限公司

8-8B71

深圳市德青科技有限公司

8-8C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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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安智谷实业有限公司

8-8C33

深圳市因特迈科技有限公司

8-8C81

深圳精英游艇俱乐部

8-8C34

北京同创海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8C82

深圳市正德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8-8C35

中控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C83

广州雷利诺车业有限公司

8-8C37

深圳意云科技有限公司

8-8C85

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8-8C38

深圳市威富视界有限公司

8-8C86

深圳市哈工大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8C40

深圳警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C87

深圳市泰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8-8C41

江苏数字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D05

深圳市卓炜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8-8C42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8-8D06

希捷科技

8-8C46

广州朱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8-8D07

深圳市盛路物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8-8C48

西安冰果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8-8D09

深圳市能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C49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D12

深圳市真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8C50

深圳酷农无人机产业开发应用有限公司

8-8D17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C51

天津曙光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8-8D19

深圳市尖峰时刻电子有限公司

8-8C53

威盛视源智能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8-8D25

深圳警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8-8C56

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8-8D26

济南神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8C57

ITS智能交通杂志社

8-8T01

深圳市鑫源通电子有限公司

8-8C58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北京方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8C59

中国智能交通网

上海新漫传感技术研究发展有限公司

8-8C60

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C61

中国警察装备采购指南编辑部

上海合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8C62

深圳市盛空科技有限公司

8-8C63

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8-8C65

广州卫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8-8C68

中智科创机器人有限公司

8-8C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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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第七届
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

展商简介

7号馆参展企业

展位号：7A05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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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8675524041
传真：0755-88822725

展位号：7A01
公司名称：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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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lipeng@rongqe.cn
网址：www.rongqe.com
广东容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系统拥有引领工业无人机行业

电话：0755-82788881

的三大法宝：安全的全向感应智能避障系统、稳定的军工级自驾

传真：0755-82788882

仪、智能高效的一体化任务载荷，并以警用、消防、海事、电力

E-mail：wyy@szgkxn.com

领域为主要方向提供专业的工业无人机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以及

网址：www.szgkxn.com

优质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自主研发、整机一体无人机

深圳高科新农技术有限公司是领先的智能无人机全产业链
提供商，业务涵盖智能无人机的研发、生产、服务、应用、和教
育培训，致力于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智能装备、技术人才、运营管
理平台和大数据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植保无人机/农用无人机

展位号：7A09
公司名称：深圳速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公园南路蛇口联合工业村G栋A603南山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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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创新服务基地

展位号：7A17
公司名称：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755-86667778
传真：0755-86667778
E-mail：olivezj99@126.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二号楼3楼

网址：www.uavgogo.com

电话：075586169696

速鸟创新科技专注于无人机数据服务，核心技术依托于山
东大学深圳研究院，国内首创电动固定翼无人机多角度图像数据
采集技术，数据自动化处理系统，在广州，深圳，上海，香港等
多地进行低空飞行作业及展示服务，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
公司提供高分辨率的三维场景制作综合解决方案，全国首
推基于Web三维场景展示应用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有：开发
区、旅游区、高校、地产商、能源企业等，为他们提供客户端、
Web端、手机端等多种展现手段，以及标准格式的三维场景基
础模型供其后期分析开发使用。

传真：0755-86169393
E-mail：swzn@szsunwin.com
网址：www.szsunwin.com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044，以下
简称赛为智能）成立于1997年，2010年1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是中国智慧城市领域领军企业，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企
业。公司致力于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大数据分析，擅于提供智慧
交通、智慧路边停车、智慧旅游、智慧政务、市民“城市一卡
通”、智慧教育、智慧城管/ 城市网格化管理整合、平安城市、

主要产品信息：Skycam 3D多角度数据采集无人机

智慧医疗、智慧管网、智慧社区、智慧园区、智慧城建、智慧安
监、智慧水务、智慧环保、智慧物流和大数据分析平台、IDC等
行业整体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级无人机/Industrial UAV

展位号：7A13
公司名称：四川傲势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工业园敬业路218号K-30

展位号：7B01
公司名称：AEE深圳一电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86-400-0090-915
传真：028-87417200
E-mail：contact@aossci.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路塘头路口AEE一电科技园

网址：www.aossci.com

电话：0755-29518999

四川傲势科技有限公司(AOSSCI)是国内自主创新的引领者
和生态构建者，公司致力于在智能飞行平台、自主软件领域探索

传真：0755-23230711
E-mail：smgr@aee.com
网址：www.aee3.com

与实践， 并开发了一套适应于多主体、开放式、协同创新的数
字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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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现在成都、北京、深圳拥有超过5000平方米的研发、

级旋翼无人机的研、产、销，产品主要有：载人自转旋翼机、装

生产及测试场所，同时拥有一支百余人的行业顶尖科研团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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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产的X系列无人机，在国土测绘、公共安全、电力巡线、资

机、运动摄像机、执法记录仪等。

源勘探及污染源搜索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为行业用户提供完
整配套的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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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信息：X-Swift：纯电动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X-GCS：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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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B03
公司名称：珠海羽人农业航空有限公司

展位号：7B06
公司名称：广州市华科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智造大街6A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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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6-6313555

电话：020-84915115

传真：0756-6313517

传真：020-84915117

E-mail：2017348374@qq.com

E-mail：marketing@walkera.com

网址：www.nongyehangkong.com

网址：cn.walkera.com

珠海羽人农业航空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国内领先农

华科尔无人机1994年成立于广州，目前公司人员约500人，

用无人机及农业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建有新疆、安徽等销售和

其中研发人员近200人。近年来公司稳步保持30%以上递增的速

服务分公司。主打产品是10L、20L农用无人机和多功能农用无

度在成长。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华科尔现在已初步建立了集研

人机，该类农用无人机广泛应用于农、林、渔、牧业进行药剂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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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洒、播撒肥料、喷撒粉剂、辅助授粉、种子播撒等。产品已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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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植保作业验证，农用无人机智能化手自一体，操作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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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可靠，性能稳定，通过国家植保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

匠精神，不断创新超越，引领行业潮流，智造无限可能。

测，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是广东省农业航空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被广东省认定为首批15家机器人骨干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级无人机、植保无人机、军警无人
机，消费航拍机

主要产品信息：大载荷多功能农用无人机

展位号：7B05
公司名称：赫星（厦门）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7B07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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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福建省厦门会展南路11号103

电话：020-28211010

电话：0592-5038311

传真：020-28129895

传真：0592-5038311

E-mail：linwenjing@zkrtuav.com

E-mail：dean.chen@hex.aero

网址：www.zkrtsafety.com/about.jsp

网址：www.hex.a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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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星科技是全球领先的开源无人机硬件提供厂商。我们是
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开源无人机飞控Pixhawk2 cube的唯一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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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商。赫星持续开发无人机相关电子模块，包括Here系列RTK

机器人的技术研究、技术开发;飞机供给;飞机维护;消防设

无人机专用导航模块和光流定位传感器模块。我们通过与国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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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无人机社区以及开发者的紧密合作，为众多研究机构和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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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应用厂商提供最可靠的开源无人机硬件。在工业、农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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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等领域无人机应用快速崛起的今天，赫星致力于推广开源无人

发;软件开发;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信

机技术在行业解决方案中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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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hawk2.1 cube开源飞控/ Here+ R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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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www.cps.com.cn

The 7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8

展位号：7B08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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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31262288
传真：024-31262288
E-mail：lb0050@woozoom.net
网址：www.woozoom.net

电话：0755-23764635

沈阳无距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无人机产品开发企业，集

传真：0755-23702548

研发、生产、系统集成及销售于一体。公司深耕无人机尖端技

E-mail：xieziyi@dmduav.com

术，拥有多项技术专利，主要产品包括可应用于多旋翼无人机、

网址：www.dmduav.com

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的全品类飞行控制系统、倾转旋翼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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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机、矢量多旋翼无人机、纵列式双旋翼无人直升机、无人动力
伞、无人机大数据监管平台等。产品应用在电力巡检、石油管线
巡检、警用安防、搜索救援、桥梁检测、环保监测、风力发电、
军用侦查，林业巡检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辽”矢量多旋翼无人机、“无距”串列
翼倾转旋翼无人机、飞控

编队烟花表演

展位号：7B13
公司名称：珠海宝文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B09
公司名称：海康威视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智造大街1栋212室
电话：0756-7795909

地址：浙江省杭州海康威视机器人有限公司

传真：0756-7795907

电话：0571-88095998

E-mail：xht778@126.com

传真：0571-88095998

网址：www.bw-motor.com

E-mail：tongjun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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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团队来自
2010年组建的海康威视人工智能团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
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知名学府博士、从事图像处理、模式
识别和机器学习算法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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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机器人主攻智能制造，开拓
机器视觉、移动机器人以及行业级无人机等业务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宝文电机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座立于珠海，在香港和美国分
别设立营销中心和技术办事处。生产基地设立在贵州，专业为客
户设计制造低能耗、高精密、全智能无刷直流电机及伺服控制系
统；产品应用于无人飞行器、新能源电动汽车、机器人、智能家
电及自动化设备、医疗器械等行业。
宝文电机科研团队由国家千人计划电机行业博士组建，与
国内多位资深专家学者及业内知名前辈有着深度合作，并组成高
新产品项目研发团队和研发中心，并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
利。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无刷电机及控制器；云台电机及控
制；无人机动力方案

展位号：7B11
公司名称：沈阳无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省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世纪路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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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B15
公司名称：深圳市慧明捷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B19
公司名称：深圳市格瑞普电池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李朗软件园A3栋15楼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大浪 乌石岗 华荣路 格瑞普电池有限公司

电话：0755-89537072

电话：0755-88376378

传真：0755-89537072-815

传真：0755-88376585

E-mail：sales6@hmjtx.com

E-mail：matt@gensace.com

网址：www.hmjtx.com

网址：www.ace-pow.com

深圳市慧明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应急无线图

深圳市格瑞普电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总部坐落于

像传输、应急通讯指挥系统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也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工业区，拥有3000名技术工人与200名专

是国内领先的机动应急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目前由我公司主导

业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生产基地占地三十亩，工厂生产面积约

研发、生产的多旋翼无人机、固定翼无人机、移动智能人脸识别

150000平方，年产值8亿人民币，具有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是

/车牌识别、4G公网终端、同频组网MESH系统、COFDM高清

国内极少的能同时生产锂聚合物动力电池、镍氢动力电池、磷酸

图像传输系统等已广泛应用于公安、武警、消防、人民防空、边

铁锂以及异形锂电池的综合性电池生产厂家。

防、海关缉私、城管、森林防火、电视台、环保、安监、电力、
应急办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智能识别系统 4G终端设备

格瑞普电池一直致力于镍氢电池，锂聚合物动力电池的研
发和生产、销售。拥有格氏ace、 GENSACE 与TATTU三个自主
品牌，产品远销欧、美等世界发达地区，在德国的杜塞尔
主要产品信息： 自主研发、生产、销售 N I M H（镍氢电
池）、LI-PO（锂）

展位号：7B17
公司名称：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
园3楼

展位号：7B21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夏盛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8613 1869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科技园苍松大厦南座3A17

传真：0755-86556710

电话：0755-83849417

E-mail：sales@smd-uav.com

传真：0755-83849434

网址：www.smd-uav.com

E-mail：sales1@sinosun.cn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第三工业区富青山科技

网址：www.sinosun.cn
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无人飞机系统提
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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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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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提供极致的应用体验。智航成立于2014年，核心研发团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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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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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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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公司总部位于素有“中国无人机之都”之称的深圳，拥有

电台、简易数传电台、通用数传模块、高速跳频电台、工业无线

现代化研发生产基地及2万平米飞行场地。

以太网络、网络高清图传电台/模块、AD-HOC/MESH自组织网

公司以“创新极致”为动力，投入建设研发实验室，配备

状网、GNSS/RTK无线数据链、工业无线远程开关模拟量、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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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码器、数话同传手持机/车载台、通用视频编解码、视频/语音/

利、软件著作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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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址编码模块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无人机。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图传电台/模块、高速跳频电台/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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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B22
公司名称：大河鸿云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电话：021-39251295 39251296
传真：021-39251296
E-mail：info@youuav.com
网址：www.youuav.com

地址：北京省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77号青松城1026室
电话：021-64189685

无人机网（www.youuav.com）是全球无人飞行器之大本

传真：021-64189679

营，汇聚所涉各种应用（军事、工业、民用），包括制造、零部

E-mail：pelicansa@163.com

件以及相关联之服务领域。同时提供广告、数据分析以及咨询服

网址：WWW.PELICAN.COM

务，该网建设者致力打造全球最大的专业性无人机网络平台。

美国派力肯产品有限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防护箱生产商。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派力肯已经成为行业中的领军品牌，创造
出世界上最坚固，最抗摔抗震，最防水，最耐极限温度，质量最
可靠，使用最舒适的产品。派力肯箱被广泛用于装载各种仪器设
备、飞行器材、军警器械、通信器材、数码器材、维修工具、医
疗器械、影像器材、救生器材等各类物资，可用做器材箱、包装
箱、配套箱、运输箱、运输箱、行李箱、枪械箱等各种用途。

无人机的应用领域包括农业、林业、航拍、反恐防暴、禁
毒侦察、边防巡逻、海事执法、安防监控、消防、国土资源调
查、土地执法监察、水土流失监测、荒漠化监测、地质灾害监
测、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地形图测绘；交通规划设计、城镇规划
航空摄影、考古遥控、旅游资源调查、景区风光拍摄等等
主要产品信息：汇聚所涉各种应用（军事、工业、民用)产
品及咨询

主要产品信息：派力肯包装箱

展位号：7B23
公司名称：深圳市千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10-82317078

电话：+8675589972830

传真：010-82317078

传真：+8675589972830

E-mail：1456275290@qq.com

E-mail：michael.xj@gmail.com

网址：www.xy-uav.com

网址：www.kilofan.com
深圳市千叶智能科技是由归国留学生创立，专注于涵道式
无人机研发的科技公司。致力于构建涵道式飞机的综合设计平台
建设，涵盖整体结构气动设计，非线性飞控系统开发等核心技术
研究。为需要慢速悬停飞行的应用提供载荷大，长续航的飞行器
主要产品信息：电动、油动涵道式飞行器及设计服务

地址：北京省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罗庄西里13号楼东达商务楼
212号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莲花山庄2村11号

产品与设计服务。

展位号：7B26
公司名称：北京翔仪恒昌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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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转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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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24
公司名称：无人机网
地址：上海省上海市青浦区康园路399弄10栋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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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B29
公司名称：深圳启飞航空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发路长城电脑大厦
电话：13392888308
传真：13392888308
E-mail：guoxiaong@126.com
深圳启飞航空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10号，公司位
于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长城电脑大厦1号楼，是一家以载人直升

中科灵动航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是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
究所联合长沙灵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的高科技公司。
公司主要致力于研发高性能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和相应无人
机平台。公司先后参加2017年尖兵之翼、新疆反恐装备展览
会、新疆-中科院科技洽谈会等，获得用户和业界好评。中科灵
动采取燃油发电混合动力思路，先后研制出灵动鹰-15、灵动鹰
-30系列油电混动多旋翼无人机，主要指标为：续航时间≥2小
时、平飞速度≥15m/s、抗侧风扰动12米/秒、飞行海拔≥3000
米，具有高性能、低成本、操作简单等优点。
主要产品信息：混动多旋翼无人机

机、无人机、航空活塞发动机的集研发、加工、生产、销售等为
基础，以专业技术服务为目标的高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武装察打无人直升机

展位号：7B35
公司名称：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河北省承德市开发区科技大厦附楼12层

展位号：7B30
公司名称：深圳市思创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金西城工业园1栋705
电话：400-900-6165
传真：0755-83213007
E-mail：2850361624@qq.com
网址：www.szscht.com
深圳市思创宏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金
2000万元人民币，运营总部位于世界电子之都深圳，是一家专
业从事世界各大品牌闪存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商。 公司主要代理
的品牌有金士顿、闪迪、东芝、三星等多个国际闪存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东芝存储卡，松下存储卡

电话：0314-2555228
传真：0314-2555218
E-mail：tanhuang@yyuav.com
网址：www.yyuav.com
鹰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我国唯一一家专
注于研制“察、打、管、控、救、通”一体化警用无人机系统的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秉持“在应用中研发、在实战中改
进”的产品研发思路，致力于为公安提供更专业、更全面的警用
无人机系统及解决方案。
近年来，鹰眼科技积极参与中国政府各项行业管理工作，
积极参与公安部警用无人机行业标准制定、警用无人飞行器
十三五规划撰写，承建我国第一家省级警用无人机联合实验室，
入选2015年公安部科技成果试用推荐目录、公安部警用装备采
购目录、最具创新无人机企业等。
主要产品信息：地面指挥控制车、无人机系统及功能模块

展位号：7B31
公司名称：中科灵动航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长龙街道蓝田北路一号 星工
场A3栋503
电话：18807418241

展位号：7B45
公司名称：深圳市高巨创新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传真：028-61403550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华融大厦2510室

E-mail：Yezufeng5@foxmail.com

电话：86-755-82702791

网址：www.cspatfuture.com

传真：86-755-8272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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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主要产品为油电混合动力无人机，产品主要面向物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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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保、管/线巡查、公安/消防或边境/海事巡防等对续航时间、负
载能力有较高要求的行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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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信息：并联式油电混合动力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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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51
公司名称：零度智控（北京）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展位号：7B56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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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 028 / 84191660
传真：86 / 028 / 62711135

地址：北京省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9号楼2区205

E-mail：huangguoqin@jouav.com

电话：13716952089

网址：www.jouav.com

E-mail：jie.hou@zerotech.com
网址：www.zero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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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度智控（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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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于成为全球顶尖的智能飞行器产品和智能无人机整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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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方案供应商。以“智引未来，创新无限”（BE SMAR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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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VATIVE）的理念，持续在智能无人飞行器领域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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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多领域提供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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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度智控（北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固定翼核心控制系
统起步，后扩展至多旋翼无人机领域，技术池已覆盖飞控、云

能。
主要产品信息：纵横大鹏系列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台、高清图传、CV、双目、稳像等无人机关键领域，其双余度
安全飞控“双子星”享誉国内外，目前已服务于数以万计的客
户。先后推出了飞行控制

展位号：7B57
公司名称：深圳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ZT-3V 电动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鹤洲恒丰工业城C3栋二层

展位号：7B55
公司名称：深圳市旗客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755-2736497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一路大园工业区3栋

网址：www.keweitai.com

传真：0755-27364601
E-mail：mai@keweitai.com

102C
电话：0755-8670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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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755-86709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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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service@qiker.cn

旋翼无人机系统及无线网络传输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应用。 科

网址：www.qiker.cn

卫泰成立于1997年，总部位于深圳，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多旋翼无人机系统/无线图传应急指挥

深圳市旗客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型无人机初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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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B61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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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7B66
公司名称：东莞市矩阵同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电话：18576693315

地址：广东省松山湖松科苑11栋3楼

传真：075529309950

电话：17688395883

E-mail：1020159620@qq.com

传真：17688395883

网址：www.zgfeiji.com

E-mail：nchin@matrix-games.com
网址：www.matrix-gam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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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阵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总部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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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90%以上的无人机生产智造之都 —— 东莞，座落于国家级

AOPA协会（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审定合格的专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风景逸人的松山湖畔；是一家以全球无人

无人机培训机构。

机在线互动娱乐市场为战略目标的新型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植保无人机、警用无人机

主要产品信息：飞手ONLINE

展位号：7B65
公司名称：深圳安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7B67
公司名称：香港珖点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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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广东省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北栅凤宁路27号4楼

电话：0755-26404386

电话：+（852）60822094

传真：0755-26404386

传真：+（852）60822094

E-mail：zjwlf@139.com

E-mail：info@sparkletech.hk

网址：www.anpusystem.com

网址：www.sparkletech.hk

安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由国内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

光點科技与UAV Workshop是姊妹公司，而UAV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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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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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算法、射频技术、公共安全专网设备、软件平台等方面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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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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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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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网系统、无线窄带自组网系统、远距离通讯模块、软件平台

界知名的高效和低成本生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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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信息：垂直起降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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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技术见长，产品相关技术属于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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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01
公司名称：深圳市城市快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发西路无人机大厦六楼
电话：075522674515
传真：075522674515
E-mail：40370157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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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hengshikuaiji.com

电话：0756-7750048
传真：7750048

深圳城市快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城市快机）成立于2014
年10月。2015年10月，城市快机由一批北航博士、硕士组成的

E-mail：1509850453@qq.com
网址：www.yintonguav.com

核心研发团队以改善无人机产品体验为终极目标，致力于打造操
作简单、实用的无人机，城市快机以“创新+极致”为动力，城

珠海银通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制

市快机先后开发了四旋翼、六旋翼、固定翼、复合翼等一系列突

造、销售、设备租赁、培训、植保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破性产品，并取得了多项国际专利。城市快机给用户带来飞行的

业，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珠海平沙-温泉小镇。

乐趣，“做人人飞得好的无人机”。立志打造无人机界的“创新
+极致”的高端体验无人机。

2017年1月10日，公司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公司销售网点遍布全国，先后在东莞、河南、台湾、山

主要产品信息：四旋翼无人机、六旋翼无人机、固定翼无
人机、复合翼无人机

东、福建等地区成立分公司
公司已经获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GB/T29490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认证，拥有无人机产品专利约40项。
主要产品信息：载重16和45公斤农用植保无人机,12KG水

展位号：7C02
公司名称：深圳城际快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清华信息港研发楼A栋10楼

陆两栖无人机,

传真：0755-26608941

展位号：7C04
公司名称：深圳市边锋智驱科技有限公司

E-mail：xulei@chengjikuaiji.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六路万德莱大厦北座402

网址：www.chengjikuaiji.com

电话：0755-86724337

电话：4006668110

传真：86724337
深圳城际快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城际快机），集智能
自主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创新企业。公司致力

E-mail：mp@edge-china.net
网址：www.edge-china.cc

于无人控制系统研发，打造工业级无人机飞控、无人车控制、机
器人控制。并以领先的飞控技术为发展动力，为通用航空、物

深圳市边锋智驱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山朗宇（sunnysky）

流、石油、电力等行业提供解决方案，树立全球无人机市场的标

位于深圳的研发销售中心，边锋致力于无人机、机器人、电动

杆企业。

车、医疗设备、自动化设备等应用领域的动力系统研发与销售，

智创无限可能，城际快机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理

专注用心对电机结构、材料、电磁设计、电机控制、电机减速齿

念，为客户提供一流产品与全方位优质服务。未来，城际快机始

轮箱研发测试，以及新一代高效电机深入研究。边锋将秉承和发

终以核心技术研发为发展动力，不断优化和集成无人机研发的创

扬朗宇的匠心制造精神，为社会更多领域提供高品质、高性价比

新成果，在载人飞行器领域不断突破与创新.

的动力系统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四旋翼无人机，六旋翼无人机，固定翼无

主要产品信息：动力系统：马达、螺旋桨、调速器、电池

人机及行业解决方案。

展位号：7C03
公司名称：珠海银通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省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广新路299号

展位号：7C04
公司名称：中山市朗宇模型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第三工业区申堂一路82号3楼
电话：+86 0760-2386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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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86 0760-23864215

电话：0755-86006668

E-mail: info@rcsunnysky.com

传真：0755-86006886

网址：www.rcsunnysky.com

E-mail：xiaoyunfeng@innovpower.com
网址：www.innovpower.com

中山市朗宇模型有限公司(其研发部和市场部设立在深圳：
深圳市边锋智驱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年轻而且极具竞争力的企

创动科技有限公司由“U盘之父”邓国顺先生于2010年创

业;是一家集专业研制、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航模电机和

办，是一家专注于智能风光运维及光伏逆变器等产品的研发、生

无人机电机公司。我公司拥有一批作风优良、技术精湛的研发和

产、销售和服务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生产队伍。地处广东省中山市坦洲工业区，交通便利，地理位置
十分优越。

创动科技总部位于深圳，全国各地设有办事处，在深圳、
湖南长沙、新疆哈密、新疆木垒等地设有工厂及分公司。

公司装备有先进的进口生产和检测试验设备，设备工艺水

创动科技以绿色环境造福人类为愿景，持续创新，致力于

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雄厚的科技力量，精良的设备，完善的生

智能风光运维及新能源发电的推广与应用，为节能降耗、降低碳

产工艺，一丝不苟的制造，严格的管理制度，科学的质量检测方

排量做出自己的贡献。

法，及时有效的服务，使得产品畅销全国，远销欧美等国家。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动力系统 、无刷电机、驱动电调 、
螺旋桨 、电池

未来，创动科技将继续努力，做业内最具创新性的先锋企
业，引领行业尖端科技，力争成为客户和代理商引以为傲的最佳
合作伙伴。
主要产品信息：创动风光运维无人机

展位号：7C06
公司名称：广州市欧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景新城理想地1006室

展位号：7C08
公司名称：珠海汉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0-38879389

地址：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升平大道怡景巷33号

传真：020-38879389

电话：0756-7738786

E-mail：BD@opuav.com

传真：0756-7738771

网址：www.opuav.com

邮箱：jennypeng@hangebattery.com.cn
网址：www.hgbfactory.com/www.hgb.en.alibaba.com

欧普智能是一家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无人机遥控系
统，无人机地面站，数据链，电台，高清图传等无人机地面支持
设备的高科技企业。欧普智能和国内外多家高校及科研单位建立

珠海汉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前50锂电池生产商，
HGB自2006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国内外场。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拥有多项无人机地面站专利，可根据客

HGB 主要从事研究和生产锂聚合物电池，主要应用于电子

户的需求进行软件，硬件的开发。公司期望成长为具有影响力的

产品/电子烟/ 无人机和航模 /储能装置等。年营业额达3.2亿人

无人机地面系统方案提供商。

民币。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箱式地面站，无人机便携遥控系统

珠海汉格拥有2000平方米的十万级洁净车间，配备最先进
的生产设备和高质量的控制系统，同时拥有一流的生产线，每天
产能达到20万个电池。

展位号：7C07
公司名称：深圳创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高新中一道9号软
件大厦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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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C10
公司名称：深圳中翼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农业植保无人机、安防安保无人机、航拍
航测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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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755-27203261

展位号：7C12
公司名称：九天无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mail：1126921930@qq.com

地址：广东省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汇鑫IBC大厦A

网址：www.chinawing.asia

座2102

电话：0755-23350907

电话：+86 29 81100257
第一条 深圳市中翼特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中翼），

传真：+86 29 81100257

于2016年5月在深圳市宝安区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目前我

E-mail：jason.yang@nuevin.com

司员工有50多名以上，是一家以研发为向导，立足于技术进步

网址：www.nuevin.com

与创新的无人机研发与制造公司。我们向广大用户提供安全可
靠，经久耐用的涵盖了无人飞行器、多旋翼无人机、无人机拦截

九天无限智能有限公司以高端工业无人机及低空防御系统

议、安检排爆反恐装备、特警武警装备、刑事技术侦查装备等系

的开发应用为核心， 结合人工智能和军民两用电子通信技术，

列经营项目。目前，已通过ISO9001、ISO14001、ISO18001等

形成以侦察安防、网络运营、地理测绘、煤电油气、物流运输等

国际体系认证，同时拥有多项安全软件著作权及专利，并且已建

行业客户为中心的综合系统方案提供商。

立完整的无人机飞行器和无人机拦

公司拥有完整的科研、生产、试飞、综合保障体系以及丰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无人机 无人机反制系统

富的行业配套资源，全价值链经营和全产业链发展，致力成为国
际领先的智能装备解决方案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无人机、系留系统、倾斜摄影系统等

展位号：7C11
公司名称：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
京）有限公司
电话：010-60729260

展位号：7C13
公司名称：重庆国飞通用航空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E-mail：marketing@ttaviation.com

地址：重庆省重庆市大足高新区机器人产业园6号

网址：www.ttaviation.com

电话：023-43466676

地址：北京省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埝头工业园

传真：023-43466886
北方天途航空技术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天途）,成立于
2008年9月,总部位于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埝头工业园，为国家高

E-mail：2907890275@qq.com
网址：www.cqgfhk.com

新、中关村高新技术和瞪羚企业，被国家税务总局评为A类纳税
企业。

重庆国飞通用航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大载

天途参与国家十一五、十二五、863和973等无人机项目，

荷工业级无人机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

共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16项，无人机技术相关知识产权近160

主要应用于高层消防、抢险救援、农业植保、物资运输等方面。

余项，被评为浙江省科学进步一等奖，年产值过亿，年平均复合

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获得专利31项。目前，公司已研发出中

增长率达99%。

国首款高层消防电动无人机并应用实战，有效载荷40公斤，续

天途是工业级无人机全产业链服务商，主营多旋翼、固定翼

航时间达35分钟，有效灭火100立方米，已在上海、深圳、重庆

和无人直升机，集研发、生产、装配、销售、培训和服务于一体。

等地高层实战消防演练中得到了验证，受到了消防各级部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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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认可，解决了当前“到不了、靠不上、够不着”的难题，
解决了行业的痛点和难点，填补了世界消防史上的空白。
主要产品信息：高层消防灭火（干粉、水雾）无人机、破
窗无人机、救援无人机

展位号：7C17
公司名称：优雷特（银川）航空技术有限
公司
地址：宁夏省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韦司德商务中心5楼
电话：0951-3059336

展位号：7C15
公司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俊景豪园3栋2楼

传真：0951-3059336
E-mail：448293936@qq.com
网址：www.uniqueuav.com
优雷特（银川）航空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高级工业级无人

电话：13798231314李小姐

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等。

传真：22695622

优雷特研发团队根据不断变化的技术需求及客户要求，实现定制

E-mail：sz_suwei@cpic.com.cn

化无人机生产及应用模块研发，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已被广泛应用
于智慧城市空中信息收集，包括城市监控、空气质量监测、智能

太平洋产险深圳分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中国太平洋财产

交通管理、灾害救援、环保取证、管线检测、电力巡检，夜间监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获A级评级的分公司。作为世界500强企

控等。优雷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的的宗旨：为人类创造一个科

业，太平洋保险奉行“诚信天下，稳健一生，追求卓越”的核心

技、宜居的生活环境而不断努力。

价值观，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为个人人身财

主要产品信息：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产安全、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太平洋产险深圳分公司于2013
年开展无人机保险业务，拥有无人机专用的保险条款，现与全
国近百家无人机企业签订保险合作协议，承保无人机架次过万
台。 服务网点遍布全国各地，厂商投保尊享太平洋保险全国VIP
售后，专业团队，专员对接，24小时全时刻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保险及融资金融服务

展位号：7C18
公司名称：深圳市赛迪斯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东环一路中泰电子科技园2栋5楼
电话：0755-28095420
传真：0755-29040693

展位号：7C16
公司名称：AirMap, Inc.
地址：Wyoming省409 Santa Monica Blvd, Suite 2A, Santa

E-mail：sales@slfdrone.com
网址：slfdrone.com
深圳市赛迪斯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主营无人机配

Monica, CA 90401

件、多轴飞行器配件、航模零配件及工具等。公司拥有自己的研

电话：+1 (844) 424-7627

发设计团队、销售团队以及质量管控团队。商标Sunnylife已在

传真：+1 (844) 424-7627

中国、美国、英国及欧盟成功注册。

E-mail：hon@airmap.com

目前公司设计的各种无人机周边配件，深受消费者喜爱。
我们一直重视客户的体验度，从研发到生产，严把产品质量关，

integrations of these services reach more than 85% of
commercial and
主要产品信息：The AirMap UTM platform is in

确保每一件产品客户都用的满意舒心，“让生活充满阳光”是我
们追求的方向。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狠抓质量管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实现业务的良性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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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C19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华龙电子有限公司

市滨湖区滴翠路100号B栋702
电话： 0510-85118418
传真： 0510-85118418
E-mail：86061570@qq.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岸时代公寓东座911室

网址：www.taisync.com

电话：0755-86052486
传真：0755-86052486

远传融创（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成立于浙江省杭

E-mail：814919257@qq.com

州市，公司专注于通信及芯片领域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公司团

网址：www.szjinhualong.com

队成员既有在美国工作多年的技术专家，也有芯片设计领域的高

金华龙专注于可见光、热成像、双目视觉、智能跟踪、自
动对焦算法、高精度机载电子稳定器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目前已
推出无人机用单光跟踪吊舱，双光跟踪吊舱，以及多款无人机专
用云台，集成目标识别、智能跟踪等功能。
主要产品信息：专业级无人机光电吊舱，变焦航拍器，增
稳云台。

展位号：7C20
公司名称：翼航东升东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汪洪路65号水乡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四楼

端技术人才以及营销管理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远传融创针对视
频传输应用优化设计的高清数字无线图传系统。系统能在高速运
动场景下提供稳定的视频链路及可靠的窄带遥控链路。其优越的
远距离传输性能和非视距传输性能可以满足众多应用场景的不同
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图传设备

展位号：7C21A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田精密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同胜居委赖屋山村金龙路
谭罗工业区厂房A栋1-4层
电话：0755-28110533

电话：0769-88566668

传真：0755-28110952

传真：0755-88609460

E-mail：dongtian_sz@126.com

E-mail：643041890@qq.com

网址：www.dt-parylene.com

翼航东升东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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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纳米防水镀膜；可尤为有效地隔离水汽、盐雾、腐
蚀性气体及其他苛刻环境对产品的影响，具有极高的绝缘强度
（25μm可耐5000V且可随厚度增加而持续提高。
主要产品信息：纳米防水镀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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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22
公司名称：深圳市优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C21
公司名称：远传融创（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1号9幢1楼105室/无锡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民企科技园五栋卓翼科
技大厦三楼
电话：15013839890
传真：0755-86550265-8003
E-mail：youyinguav@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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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中圣恒磁材料有限公司依托于山西中圣恒磁材料
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开发、生产、销售

深圳市优鹰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专注于微小型固定翼

于一体的企业。现年产量2000余吨，产值过亿。公司通过G B/

无人机完整系统及相关核心技术开发的高科技公司，于2011年

T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及GB/T24001-2004环境管

成立，注册资本1500万元，公司拥有由1名博士、5名硕士、10

理体系认证，符合RoHs、Reach等品质要求及掌握多项专利技

名本科组成的核心研发团队。

术。惠州中圣恒磁地处珠三角一小时经济圈内，多年来以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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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优质的产品、诚挚的服务、高效的配合，赢得海内外客户
广泛美誉。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专用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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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传系统、飞控系统、测控链路中
继、三轴垂起固定翼、三轴吊舱

展位号：7C25
公司名称：欧美大地仪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体育东路116号财富广场西塔2301

展位号：7C23
公司名称：深圳中航商贸有限公司

电话：020-29090972

地址：广东省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中航苑航都大厦23层

网址：www.epccn.com

传真：020-83362080
E-mail：lifengqing@epc.com.hk

电话：0755-83790142
传真：0755-83793721

欧美大地成立于1987年，总部设在香港，是土木工程高科

E-mail：leolee@catic-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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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avic-intl-s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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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航商贸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大型央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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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航空工业集团旗下企业之一，是一家专注于航空产品研发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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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进出口贸易、工业无人机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聚

器/应变电测仪器/汽车测试仪器/环境保护及监测仪器等。在全国

集了大批经验丰富的通用航空产品研发与服务团队，专注提供各

设有11个办事处，分别是广州、北京、上海、南京、成都、西

类通用航空产品与服务。

安、沈阳、武汉、深圳、福州和济南。

主要产品信息：固定翼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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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24
公司名称：中圣恒磁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三和街道天星路亚美亚工业园

展位号：7C26
公司名称：厦门中海航通用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2-3225009

地址：福建省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珩田路484号

传真：0752-3225009

电话：0592-5630711

E-mail：marieyang@honor-magnets.com

传真：0592-6077125

网址：www.honor-magnets.com

E-mail：466958984@qq.com
网址：www.zhhh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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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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jiajiao@efy-tech.com
网址：www.efy-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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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一飞智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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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15年，专注于商用无人机的“大脑”的研发及数据服务，

程，军警消防行业应用VIP班、民用无人机研发工程师课程。公

旨在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农业植保、军事国防、能源

司秉承“以诚信合作为本、以素质技能为先、以专注特色为恒、

巡检、公共安全等传统商用领域，为用户提供软硬一体化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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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用科技改变传统行业，用创新提升企业效率，用人工智能

人才。

降低人力成本。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培训训练机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

展位号：7C29
公司名称：北极鸥盘式特种电机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7C35
公司名称：拓扑联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大浪龙泉科技园A区C栋厂

地址：北京省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1号珠江摩尔国际大厦3号楼1

房五楼

单元909室

电话：0755-21038716

电话：010-57147023

E-mail：505028577@szbeijio.com

传真：010-57147023

网址：www.szbeijio.com

E-mail：sales@topotek.com
网址：www.topotek.com

北极鸥盘式特种电机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
集研发、生产为一体的盘式特种电机公司。我们始终坚持“科技

拓扑联创专注于光学变焦相机的开发，产品有10倍、18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的经营理念，不断突破传统电机瓶颈，提高

倍、20倍、30倍、36倍光学变焦系列相机及增稳云台、吊舱。

电机效率，降低电机温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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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鸥公司主要以非晶盘式高速电机和无铁芯高速电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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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两种电机在高速时都具有低铁耗、高效率、高节能等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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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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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鸥公司经过多年长期不断的努力与创新，攻克了非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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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机加工难、加工成本高、难量产等技术难题，使得非晶电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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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得到快速普及和发展。我们真诚的希望与新老客户一起携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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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共同创新，共创美好新世界！
主要产品信息：北极鸥盘式特种电机

成像双光、特征跟踪系

展位号：7C31
公司名称：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C36
公司名称：东莞市金旺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省天津市开发区南海路156号津滨通厂29号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村尾村红珠丁工业区第一栋

电话：022-59860797

电话：0769-81621716

传真：022-59860797

传真：0769-82230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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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lisheping@126.com
网址：www.crp88.com
东莞市金旺纤维制品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
是一家新型复合材料应用领域的高科技企业，拥有先进的设备，
专业的技术和优秀的服务团队，致力于高品质玻璃纤维（FRP）
和碳纤维（CRP）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可根据客户的要
求设计,开发,生产产品。   
公司生产玻璃纤维及碳纤维之杆、管、条及各类异型材，
产品应用于露营帐篷、蚊帐、风筝、风车、风帆，玩具，模型飞
机、高尔夫球袋、高尔夫练习网，旗杆、飞碟，窗帘、箱包、弓
箭及其它替代钢材及塑胶产品支架。
主要产品信息：3K碳纤维管

展位号：7C38
公司名称：成都华川金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弥牟镇华金大道一段888号1层888号
电话：028-83675951
传真：028-83675951
E-mail：1359537860@qq.com
网址：https://shop243120425.taob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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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7C37
公司名称：深圳市易恬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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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数传电台/数传模块/高速无线数传模块

地址：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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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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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成立于2016年，初期由在机器人和无人机行业具有多
年经验的技术研发团队和具有丰富市场销售经验和供应链管理经
验的核心骨干共同创建。
主要产品信息：植保无人机/传感器/其他

展位号：7C39
公司名称：海视英科光电（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汉街5号B栋2楼01/02单元
电话：0512-62720387
传真：0512-62720179
E-mail：xub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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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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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C46
公司名称：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ARIES长航时无人机；智巡交通事故现场
勘查系统

地址：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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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nul@163.com

展位号：7C48
公司名称：东莞市协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网址：www.dji.com/cn/contact

地址：广东省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下江城海硕科技园内

电话：0755-26656677

电话：0769-88516671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以“T H E

传真：0769-81307699

FUTURE OF POSSIBLE（未来无所不能） ”为主旨理念，专注

E-mail：191851750@qq.com

无人机系统研发和生产，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产品，重新定义

网址：www.dgxiechuang.com

“中国制造”。
为将最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和高性能的产品与行业需求相结

本公司是专业从事碳纤维板、碳纤维薄片、碳纤维制品、

合，为政府及企业客户提供更便利、更快捷的解决方案，大疆行

碳纤维管、碳纤维零件加工成型的生产与销售，产品主要应用于

业应用部门应运而生。针对各行各业的无人机系统解决方案需

自动化设备支撑件、碳纤飞机模型、车模型、航模、碳纤工艺

求，大疆行业应用将用创新为世界提供更多的价值，探索未来的

品、碳纤异型件、碳纤配件、机械弹片、运动器材、表面装饰、

无限可能。大疆创新行业应用掌握全球领先的无人机技术，致力

电子、机械、无人机专用铝件等行业。

为治安、消防、交通、通讯等各个行业提供无人机飞行平台、多

碳纤维（carbon fiber，简称CF），是一种含碳量在95%以

样化载荷、专业飞行软件、售后服务与飞行培训为一体的无人机

上的高强度、高模量的新型纤维材料。碳纤维“外柔内刚”，质

行业解决方案。

量比金属铝轻，但强度却高于钢铁10倍，并且具有耐腐蚀、高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模量的特性，在国防军工和民用方面都是重要材料。
主要产品信息：碳纤维板、碳纤维管、碳纤维制品、无人
机、穿越机、植保机机架、

展位号：7C46
公司名称：南京模幻天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5-57031897

展位号：7C49
公司名称：中国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传真：025-86751897

地址：辽宁省辽宁省大连市高新技术园区七贤岭华路1号

E-mail：sales@magicsky.com

电话：0411-84790599-3711

网址：www.magicsky.com

传真：+86-411-84790684

地址：江苏省江苏省南京市新港开发区龙港科技园A栋5层

E-mail：jxhan@chmavc.panasonic.com.cn
南京模幻天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Magic Sky 是国内领先的民

网址：chpavc.panasonic.cn

用无人机解决方案提供商，从事无人机产品代理、软硬件系统集
成和销售，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航拍、农业、交通、电力、消防、

中国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6月，注册

公安、航测等领域。我们陆续发布长航时（4小时）多旋翼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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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巡-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系统、交通违章抓拍系统、无人机

器（世界500强）出资兴建。公司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现有员

侦测、跟踪和反制系统、光伏电站智能巡检系统、小型化倾斜摄

工3000余名。

影实景建模系统、零延时无线图像传输系统等专业的无人机应用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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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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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系列、投影机系列、大容量存储系统、植物工厂项目、无人

小型无人飞行器行业应用和系统的设计研发。2012年尝试开发

机用相机+云台系统、GPS导航模块、可穿戴摄像头等。除B2C的

的多旋翼无人植保机，摔先打开了多旋翼飞行器在农业植保行业

大众消费产品外，还向商业客户提供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

的应用，通过实践积累，2014年又首创合金材料不怕摔的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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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飞行蜘蛛）。经过1年多的测试改进，于2015年年底投放市
场。同时开发的智慧农田物联网平台也投入试运行。公司经过多
年经验积累，致力于推动国内无人机行业的发展，努力贡献自己
的力量。
主要产品信息：飞行蜘蛛植保无人机

展位号：7C50
公司名称：上海拓攻机器人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省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57号楚翘城3号
电话：4007883426

展位号：7C51
公司名称：山东飞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25-52323411

地址：山东省山东临沂高新区双月园路276号龙湖软件园

E-mail：ynlu@topxgun.com

电话：0539-7952318

网址：www.topxgun.com

传真：0539-7952318

楼6楼

E-mail：cnuavic@163.com
上海拓攻机器人有限公司（TopXGun Robotics），是全球

网址：thinkfly.cc

专业的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及无人机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围绕
山东飞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无人机生产销售、无人

客户需求持续创新，秉承“让天下没有难用的无人机”理念，打
造智能飞控和行业解决方案，为更多领域提供专业服务。

机系统开发与集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工作，目前自主研发固定翼飞

拓攻以两大飞控产品行业飞控Mars系列和通用飞控T系列为

行控制系统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对于多旋翼民用植保无人机、固

核心，面向各个行业推出针对性的无人机应用解决方案，已涵盖

定翼军用靶机及周边配件我公司都有生产销售的能力。我公司不断

航拍、农业、物流、测绘、安防等领域。

的提高无人机系统整体设计研发、新产品更替和配件升级的综合能

拓攻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寻求合作伙
伴共同创新，形成健康良性的无人机产业生态系统，推动无人机

力。公司依托核心竞争力，开发出多款民用、军用无人机，为军、
民行业提供先进的无人机产品、方案服务和技术支持。
飞思智能一直秉承“精益求精、锐意进取、追求卓越、服

行业持续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行业Mars系列飞控和通用飞控T系列飞控、
行业方案

务第一”的公司文化理念，以高产品性价比和一条龙服务赢得客
户的认可。
主要产品信息：靶机 多旋翼电动植保机 油电混合动力无
人机

展位号：7C51
公司名称：山东风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539-7109633

展位号：7C51
公司名称：临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传真：05397109633

地址：山东省山东省临沂市高新区新华路39号

E-mail：159539800@qq.com

电话：0539-7109064

网址：WWW.5IUAV.COM

传真：0539-7118036

地址：山东省山东省临沂市高新区双月园路创新大傻A323

E-mail：gxqzsllc@163.com
山东风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09年注册成立，主要从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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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位于市区西南部，成立于1992

  公司致力于自主产权的精准导航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多元

年10月，201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

化无人机飞行平台开发、数字化智能机载设备、航天轻体复合材

发区，是全国革命老区中第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面

料、高端浮空器系列产品的开发研制、生产和销售与无人机技术

积166平方公里，辖2个乡镇（街道）、45个行政村（社区），

转移等工作。目前拥有四大系列18种产品，获得多项国家专利

总人口16.8万人。

和权威部门认证，企业自身专利池以每年15项以上递进。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产品覆盖军方、消防、警方、人防应急救援、国家林业局、科研
院所、农业植保、国家电网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金旋风、金旋风x1、小鹰

展位号：7C51
公司名称：山东翔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539-7333809

展位号：7C52
公司名称：中山市磁力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539-7979766

地址：广东省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新前进村龙塘一路7号二楼

E-mail：brainybeeuav@qq.com

电话：18819007649

网址：www.brainybeeuav.com

传真：18819007649

地址：山东省山东省临沂市高新区科技创业园创新大厦D2座

E-mail：719501155@qq.com
山东翔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智能化工业级无人机的

网址：www.madmotor.cn

研发与制造，具备专业无人机系统从整体设计研发、行业应用验
证到生产与系统集成的综合能力。公司通过多年技术积累，成功

一群热衷于提供高性能无刷动力系统的人走到了一起，他

自主研发出四项无人机核心技术：基于神经元网络自适应技术的

们自2009年开始就开始进入航模和无人机领域，他们来自欧洲

导航控制系统、行业首款应用成熟的立式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

和无刷电机产业聚集地中山，致力于为工业、专业无人机领域、

机、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目标跟踪识别

高要求的终端消费者设计和生产高品质、高效的无刷动力系统

技术，形成了一个集成熟的飞行器平台、先进的导航控制系统、

（无刷电机、无刷电调、螺旋桨）。多年的无刷电机生产经验和

高效的信息处理与传输、专业的任务载荷等功能部件于一体的智

优秀的欧洲动力系统设计理念，使得MAD的产品经得起市场的

能化空中作业平台，以满足不同用户、不同行业应用需求。

检验。在拥有高品质质量和欧洲设计产品的同时，我们的价格也

主要产品信息：灵动200 立式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非常有竞争力，真正让利于消费者。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前来交流，期待与您建立长久的互惠互利的合作！
主要产品信息：无刷电机，无人机电机

展位号：7C51
公司名称：山东猎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539-8923377

展位号：7C53
公司名称：惠州市品信碳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539-8923377

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永石大道和都酒店旁

E-mail：981766415@qq.com

电话：0752-6668776

网址：www.airship.cc

E-mail：1603361631﹫qq.com

地址：山东省山东省临沂市国家高新区科技创业园D座D1-5

猎鹰航科坐落于临沂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一家专业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及来图定制：垂直起降固定

从事无人机系统全产业链开发、无人机+互联网于一体的综合性

翼、多轴无人机、农业植保无人机用螺旋桨、壳体、板材，管

高新技术企业。

材、异形件，起落架等碳纤维（玻纤维、芳纶）复合材料制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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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种模压、真空、手糊工艺能满足广大客户需求，欢迎莅

兵。凭借强大的研发实力，在公司成立短短10个月时间里，上

临本公司洽谈业务！

博智像便成功向市场推出多种智能化产品， 2017年公司销售合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碳纤维配件及各类碳纤维复合材料
制品。

同额成功突破3000万元。
主要产品信息：2kg Two-axis Dual-mode Pod

展位号：7C54
公司名称：普宙飞行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7C60
公司名称：深圳市北航旭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4078号永新汇1号楼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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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22961366

电话：0755-83995158

传真：0755-86950281

传真：0755-83995136

E-mail：sales@gdu-tech.com

E-mail：info@aeroxf.com

网址：www.gdu-tech.com

网址：www.aerosunf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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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北航旭飞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成立，是高校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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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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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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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圳，研发中心位于北京。同时建有工业级中型无人机生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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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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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致力于引导技术革新，不断扩展无人机的使用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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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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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机、无人车、无人船、无人深潜器等。其中无人机品牌为“旭

现今，我们不仅能提供广泛应用于航空拍摄、测绘、勘探、搜

飞”，无人机产品包括固定翼、轻型旋翼、中型旋翼三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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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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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化的系统解决方案。

机、四轴农业植保机、八轴农业植保机。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主要产品信息：农业四轴、八轴植保机；四、六轴航拍机

展位号：7C55
公司名称：沈阳上博智像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C61
公司名称：深圳市可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世纪路24号，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环路29号留学生创业大厦一

110179

期2202室

电话：024-31694422

电话：0755-33160524

传真：024-31694422

传真：0755-33160524

E-mail：261241928@qq.com

E-mail：jane.xu@soarability.tech

网址：www.sumboy.cn

网址：https://www.soarability.tech

沈阳上博智像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是以红外热

可飞科技由一支来自奥克兰大学，具有丰富传感器与机电

像仪、计算机视觉系统、智能光电载荷、伺服稳像产品研发、生

系统研发经验的技术团队创办。我们为无人机等各类载具赋予新

产为主的创新型企业。公司现有员工68人，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的能力与应用场景，使之可以灵活、准确地获取与分析精确到每

70%，并且绝大部分是来自国内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老

条街道、每栋楼、甚至每个高度的，具有超高空间分辨率的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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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空气污染浓度信息，为环保执法、企业决策、应急响应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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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提供强有力的决策依据。可飞的产品目前已在多个国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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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多个省份的不同的行业中投入使用，获得客户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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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飞目前已在相关领域上报19项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

统，在武警、公安、电力、海洋、测绘、石油、消防、交通等多

以及多项美国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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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信息：可搭载于无人机的超本地空气污染分析系
统，获取精确空气污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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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62
公司名称：北京天龙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C67
公司名称：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省北京大兴区金星路16号格雷众创园A座202

地址：广东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思成路 1 号 3A01

电话：010-60845039

电话：020-39218499

传真：010-60845039

传真：020-39218499

E-mail：635192680@qq.com

E-mail：zhanghui@xair.cn
网址：www.xaircraft.com/cn

北京天龙智控科技有限公司以无人机自动驾驶仪、无人机
地面站、无人机系统、无人机综合试验平台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为

极飞科技成立于 2007 年，以“推动全球农业智能化”为企

主营业务，以客户为核心，围绕客户需求，通过过硬的技术和优

业使命，是世界领先的农业科技公司和商用无人机制造企业，

质的服务，赢得客户信赖。

目前致力于农业自动化、无人化设备的研发和制造，在无人机

公司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目前授权软件著作权2项，已授

工业设计，硬件制造，机器人控制算法和设备生产工艺等领域

权专利8项，受理发明专利2项。2016年12月获得《中关村高新

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极飞主要产品包括： P 系列植保无人机系

技术企业》证书。

统、C2000 智能测绘无人机、F M1 智能农田监测站、智能农

公司战略定位：工业级无人机产品与技术服务商。

药灌装机、GNSS RTK 定位系统、SUPERX3 RTK飞控系统、

公司使命愿景：定义智能航空的未来。

XGeomatics 地理信息解决方案和 XIoT 农田物联网解决方案等。

主要产品信息：TL-AP02自动驾驶仪,TL-GS01地面站

主要产品信息：2018款P10、P20、P30，C2000、FM1等

展位号：7C63
公司名称：佛山市安尔康姆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

展位号：7D01
公司名称：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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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河南省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惠普路78号绿地之窗景峰座

电话：0757-29218893

12楼

传真：0757-28393206

电话：0372--3723963

E-mail：helihong@cnuav.com

传真：0372-3723961

网址：www.cnuav.com

E-mail：qfhkzbkj@163.com
网址：www.qfz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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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现代农业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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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直升机研究所、中

网址：www.allystar.com

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
学等一流科研院所合作，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领先技

深圳华大北斗科技有限公司，前身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电

术水平的多款智能悬浮植保机产品。通过与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农

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C E C）全资控股子公司之导航事业

商经济组织合作，建设“中国农业飞防服务信息网络平台”。汪

部。2016年12月6日，由中国电子、北汽集团、上汽集团、波导

洋总理曾先后5次视察全丰航空植保。公司以智能悬浮植保机、

股份（600130）、劲嘉股份（002191）等行业领军企业共同投

专用药剂研发为龙头，以飞手培训为突破口，搭建一流的农业综

资4亿人民币，在深圳注册成立。

合飞防服务平台。公司秉承“安全、专注、速度、价值”的经营
理念。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悬浮植保无人机

华大北斗专注于从事导航定位芯片、算法、模组和终端产
品的自主设计、集成、生产、测试、销售及相关业务。重点面向
民用消费类电子市场和国家命脉行业、汽车领域、物联网领域等
专用终端市场，提供芯片及应用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高精度定位解决方案

展位号：7D02
公司名称：国家精准农业航空施药技术国
际联合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华南农业大学

展位号：7D05
公司名称：深圳市永诺摄影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1363761715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永诺摄影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13637617156

电话：0755-83762448

E-mail：49792740@qq.com

传真：0755-83762765

网址：npaac.scau.edu.cn/index.html

E-mail：1353860201@qq.com
网址：www.hkyongnuo.com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精准农业航空施药技术国际联合研究
中心”，是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级研究中心，中心主要针对国

深圳市永诺摄影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开发，

内典型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航空植保施药，联合美国农业部农

设计，制造，销售为一体的专业摄影附件公司。公司致力于开发

业研究服务署航空应用技术中心（USDA-ARS-AATRU）、澳

相机镜头，相机闪光灯，闪光灯触发器，遥控快门线，视频快门

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农药应用和安

线，LED摄影灯，滤镜，定时器快门线，TTL离机线，闪光灯充

全中心等国外先进的农业航空应用技术研究机构，围绕精准农业

电盒及其他摄影附件。目前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

航空，共同开展农业航空遥感、航空精准变量喷雾等相关技术及

港，杭州，哈尔滨等各大城市设有连锁店。

装备的创新研究关键技术和共性问题、推广精准农业航空技术。

主要产品信息：闪光灯、LED摄像灯、镜头、相机等摄影器材

主要产品信息：展板、喷嘴、无人机、R T K、电子雾滴测
试卡、北斗系统

展位号：7D03
公司名称：深圳华大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7D06
公司名称：成都天麒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萃华路88号国际科技节能大厦A座3405
电话：4001177757

地址：北京省Floor 15, No 6 zhongguancun south

传真：13881953023

电话：0755-36343688

E-mail：marketing@skylinuav.com

传真：0755-36343699

网址：www.skylinuav.com

E-mail：qinhy@allyst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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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麒科技有限公司（www.skylinuav.com）是一家以

年代末，核心团队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

人工智能为核心，提供智能一体化农业服务的科技创新型企业，

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等知名高校，团队多年来致力于研发高

成立于2013年8月，总部位于成都市国家级高新区。公司秉承

性能飞行控制系统、燃油无人机动力系统，有效解决了目前无人

“科技兴农，强国安邦”的理念，致力于将先进的科技产品服务

机行业短续航、低载重的技术盲点，为无人机的工业级应用提供

于农业，助力农业插上科技腾飞的翅膀；现已研发出国内领先的

了全新的解决方案。

植保无人机，并大规模投入使用，在业内取得瞩目的成果。 目

主要产品信息：农业植保无人机，D410,HD-6X，天马-1

前天麒植保无人机的作业范围覆盖中国十大农业省区，先后在黑
龙江、安徽、云南、四川、河南成立子公司，于山东、江苏、吉
林、贵州、海南、新疆、中国台湾成立办事机构。

展位号：7D09
公司名称：深圳飞腾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植保无人机，V02

地址：广东省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观光路汇清科技园D栋6楼

展位号：7D07
公司名称：思翼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电话：0755-2328335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源路宝安互联网产业基地

网址：www.ultrapower.hk

传真：0755-29183296
E-mail：bao.wang@ultrapower.hk

A区2栋309
电话：0755-33558428

遥控模型产品的设计、开发与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

E-mail：hr@siyi.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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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无人机充电器及产品

网址：www.siyi.biz

系列周边
思翼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思无止境、翼动随行”为
理念，专注于无人机遥控图传数据链路系统， 核心团队来自于
无人机知名品牌公司，推出自主产权的FHSS扩频技术，适用于
无人机遥控系统及符合人机交互的GUI全新界面，遥控图传于一
体的集成方案，并且在工业设计、软硬件、PC软件、APP方面
已趋于国际级水平，为用户提供稳定、极致用户体验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遥控器

展位号：7D10
公司名称：深圳博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9号软件大厦709室
电话：+86755 2335 2810
传真：+8675523352910
E-mail：Retin.liu@bossitech.com

展位号：7D08
公司名称：深圳常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www.bossitech.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新湖街道新明高科技产业园C栋一楼

研发生产、营销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高新企业。

电话：4006464977

深圳博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机器视觉产品
从公司业务发展方向，分为无人机云台产品线和工业视觉

传真：40064640755

产品线。

E-mail：fyk@cfuas.com

工业视觉产品专注于机器视觉和工业自动化领域，旨在创

网址：www.cfuas.com

造、研发、生产和销售高质量的机器视觉产品和解决方案，并致
力于运动控制、数据采集和系统集成等方面的研究。

深圳常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全球领先的

云台产品包括机械稳像云台、红外热像仪、视觉跟踪模

无人机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无人机研发始于上个世纪90

块、智能光电吊舱、喊话照明设备、投放抛物模块、危险品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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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臂、气象传感器、反恐防暴发射器军、警用产品。

E-mail：policetech@163.com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光电载荷，云台，图想传输系统
《警察技术》杂志是由公安部主管、公安部第一研究所主
办的国内唯一全面报道警用技术与装备的专业性权威期刊。杂志

展位号：7D11
公司名称：深圳市高端无人机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广博现代之窗大厦A座1088室
电话：0755-82566489
传真：0755-82566489
E-mail:1240295305@qq.com
邮箱：www.apextoyscn.com

1985年创刊以来，始终致力于引领警用尖端技术、推广优秀执
法方案、介绍警用装备产品、普及警用科技知识，多年来同公安
部各相关业务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一直活跃在公安信息
化、公安通信、信息网络安全、警用装备等领域，为提高警力和
科技强警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创刊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杂志通过
紧密跟踪公安科技热点、举办技术培训、行业论坛及活动等方式
活跃在公安基层一线，受到广泛欢迎及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杂志

公司成立于2002年，属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定位于
“无人机智能玩具制造商”，专注于智能飞行器的研发、设计、
客户提供优质的智能飞行器产品及服务。企业已通过ISO9001认

展位号：7D15
公司名称：湖南中部创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证、GSV认证、ICTI认证和BSCI认证，产品符合国际标准，拥有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星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螺丝塘路1号德普企业

我们专利的产品已销往全球各地。

公元6栋D座109

制造和销售，包括产品造型、模具设计、软硬件功能开发，为

2002年，深圳市高端无人机就开始从事智能飞行器的核心
软件开发。
2010年，企业开始设计与制造智能飞行玩具和消费类无人

电话：0731-88288775
传真：0731-88288776-808
E-mail：850906961@qq.com

机，产品主要有四大类，第一大类是航拍玩具;第二大类是四轴
飞行器;第三大类是摇控航模;第四大类是消费类无人机。公司拥

中部创新科技集团起源于2014年10月注册成立的长沙翼龙

有高速自动贴片生产线、插件线、组装生产线，自动化飞机组

空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后更名为长沙中部翼天智能装备有限公

装线，波峰焊接机，注塑机等大型机器设备若干，拥有自己的模

司）。在此之后陆续组建了中部芯空微电子研究所有限公司、中

具制造车间，12000平方米生产制造车间，现有工厂员工500余

部大洲机器人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等。以及岳阳产业基地（岳阳中

人，研发团队资深工程师超过20名，我们从产品设计到模具制

部翼天无人机、岳阳中部大洲机器人、岳阳三二零）。2016年

造，从PCB贴片插件到产品组装成型，能给客户提供更高效的服

年底组建成湖南中部创新科技集团注册资金9970万元。集团以

务和更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

核心军用芯片技术为基础，扩展到“互联网+”的人工智能装备

高端，无人机智能玩具制造商！
做智能科技领航者 ，圆全球大众飞行梦！

的主要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通用、消防、水陆两栖、农业植保无人机

主要产品信息：遥控航模、航拍玩具、四轴飞行器、无人机

展位号：7D12
公司名称：《警察技术》杂志

展位号：7D18
公司名称：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406室

地址：北京省北京市首体南路一号

电话：+86(0) 755-88309156

电话：010-68775383

传真：+86(0) 755-88309148

传真：010-68773728

E-mail：szuav@cp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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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szuavia.org

性通过国家教育部新增专业专家认证。
2017年4月，我校获得湖南省无人机专业重点产业项目专项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是经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批准，

资金。

由从事无人机生产、经销、应用、技术研究、软硬件综合平台等
知名企业、科研院校、媒体等自愿组成的行业非盈利组织，具有

2017年9月，与中国最大的无人机协会——深圳市无人机行
业协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社会团体法人资格。本着凝聚协会成员共识，为行业利益服务的
宗旨，坚持为会员企业打造以产、学、研、工程多赢的产业平

2018年5月在上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上获得四金
两银。

台，整合产业链优质资源，积极开展技术交流，不断完善业内技
术标准，提高行业整体竞争能力，加强行业内外的合作，增进企
业间的监督和自律，维护行业与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和共同利
益，促进企业、科研管理部门的联合，推进无人机产业的健康协
调发展，提升深圳及中国无人机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目前协会现有超过两百家会员单位，并创建了无人机竞速
联盟、无人机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和无人机技术专家委员会。自成
立伊始，协会不仅同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两个技术委员会和部
分会员单位，发布了八项无人机通用技术团体标准，举办了两届
无人机展览会、四届无人机应用创新论坛、多场政企考察交流、
新技术新产品评审会，无人机产品应用演示、技术研讨会和创新
论坛等活动。还在中国内20多个省市进行无人机技术应用考察

展位号：7D18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6025号英龙大厦4楼
邮编：518000
电话：0755-88309171
传真：0755-88309166
联系人：江柳庆
E-mail：services@51kufei.com
网址：www.51kufei.com

和推广，并同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
新西兰、荷兰、日本、韩国、泰国等多个国家无人机行业组织和
企业交流合作。协会积极促进行业联合、产品应用推广，不断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帮助企业拓宽发展空间。提高企业抗风险能
力，引领行业跨越式发展，并走向高科技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酷飞网是深圳市中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集资讯、赛
事、展会、商城于一体的无人机行业门户网站。网站自上线起，
在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及中国无人机竞
速联盟的支持下，积极与无人机赛事、展会主办方和承办方、企
业、模型运动协会、专业飞手俱乐部、高校、培训中心、实验室
及媒体进行合作，努力为全球无人机行业领域的管理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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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7D18
学校名称：株洲南方航空高级技工学校

无人机从业者的无人机产业生态圈。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董家塅五里墩乡新庄村

体。

目前，酷飞网通过多场次的论坛宣传、企业资讯、赛事宣
传及媒体合作，业已成为业内颇具影响力的无人机行业垂直媒

电话：0731-28556460
传真：0731-28556460
邮箱:zhuhanggaoxiao @163.coms
网址：http://www.nfhkjx.cn
株洲南方航空高级技工学校坐落于湖南省株洲市航空城核
心区域，1952年建校，是株洲市内唯一国家公办航空品牌职业
院校，已培养三万名各类技术人才。学校拥有数控加工车间，无
人机实训场地和工业机器人训练车间等。
2016年由我校为主申请的国家人社部无人机应用专业及
2017年由我校为主撰写的无人机操作与应用专业申请报告一次

展位号：7D21
公司名称：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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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755-82425776
E-mail： service@harw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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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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装
备无人机研发与制造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哈瓦全自主研发的特种装备无人机先后荣获中国警用装备
科技创新大奖、迪拜阿基曼公共安全贡献奖、阿联酋警用无人机
优秀产品奖、中国警用装备十大品牌、中国无人机十大创新品牌
等荣誉称号。
哈瓦特种装备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公共安全、消防救援、
工业应用等多个领域。哈瓦现已市场布局全球18个发达国家和
地区，并在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印度、阿联酋等国家政
府部门得到了广泛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 特种装备无人机飞行平台 飞行控制系统 36
倍变焦侦查模块、榴弹发射枪模块、机载排爆机械手模块、干粉
/液体灭火弹模块等30余种任务载荷模块。

展位号：7D24
公司名称：中检集团南方电子产品测试
（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7D25
公司名称：深圳市普立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劲松大厦5C
电话：0755-82953613
传真：0755-82953713
E-mail：veira@3dpt.cn
网址：www.3dpt.cn
普立得科技成立于2004年，专注于工业级3D打印生态系
统，业务领域涵盖3D打印、3D扫描、3D切削、3D设计、材料
技术等。其中3D打印应用于工业制造、航空航太、医疗、教
育、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3D打印 3D扫描 3D切削

展位号：7D26
公司名称：阿尔塔设备公司
企业地址：545 Oakmead Pkwy, Sunnyvale CA 94085, U.S.A.
电话：+1-408-988-8600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沙河路43号电子检测大厦

传真：+1-408-735-8389

电话：0755-21535352

E-mail：info@altadevices.com (English)、inese@altadevices.

传真：0755-26625255

com (Chinese)

E-mail：yinq@ccic-set.com

网址：www.altadevices.com (English)、ww.altadevices.

网址：www.ccic-set.com

cn (Chinese)

中检集团南方电子产品测试（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于1985

阿尔塔设备公司于2008年创立，至今已迈入第十年。公

年成立，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中检集团、C C I C）的控股企

司于2014年由中国汉能薄膜发电集团收购完成，并积极投入柔

业，前身为深圳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性薄膜太阳能组件的开发及制作，提供各种不同领域的移动能

第三方检验检测技术机构。经过近30年的努力奋斗，已成功获

源。目前并保有28.8%的单节太阳能转换效率的最高纪录，以及

得了“国家级质量认证合格单位(CMA)”、“食品检验机构资质

31.6%的双节效率。在科技日新月异并不断追寻更加便利的生活

认定(CMAF)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

同时，阿尔塔的技术能够驱使智能生活及工作更加有效率。

可实验室”、“国家强制性产品（3C）指定检测机构”、“国

主要产品信息：高效薄膜砷化镓太阳能组件

家节能产品认证指定检测机构”、“高新技术产品成果鉴定指定
检测单位”、“深圳市电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等20余项
国内外重要资质。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的认证及检测

展位号：7D31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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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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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1-87235785

展位号：7D34
公司名称：ArduPilot Org.

传真：0571-87235727
E-mail：zhang_shengqiang@dahuatech.com
网址：www.hovfree.com

地址：省9 Chaloem Phrakiat Rd Soi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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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6627268540
传真：+6627268541
E-mail：exhibition@ardupilot.org
网址：www.ardupilot.org
ArduPilot is an open source software project focused
towards providing Versatile, Trusted and Open systems for
autonomous, unmanned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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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35
公司名称：World of Drones Congress
Pty Ltd

展位号:7D33
企业名称:CBTC中国-比利时科技园

地址：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省
电话：+617 33682644
传真：+61733693731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文化路399号联投大厦

E-mail：ashley@ccm.com.au

电话：027-81777171/+32 1023 7070

网址：www.ccm.com.au

E-mail :cbtc@uieurope.com
网址： www.uieurope.eu

The 2nd World of Drones Congress and Drone Expo will

CBTC中国-比利时科技园是我国在欧洲新建的首个国家级
科技型境外园区，由习近平主席和比利时首相共同见证签约启

be held in Brisbane,
主要产品信息：Drone industry congress in Aus

动，是中国和比利时两国政府重点合作项目。园区位于比利时新
鲁汶市，距“欧洲首都”布鲁塞尔仅25公里，毗邻世界顶尖学
府鲁汶大学（法语校区），坐享比利时最大科学园——新鲁汶科
会展、服务中心于一体，将集聚中欧创新企业近200家。CBTC

展位号: 7D37
企业名称: Flycker (Thailand) Co., Ltd

科技园致力于搭建中欧高科技行业双向绿色通道，为中欧企业技

地址:3Floor (Bldg 17), Bao Yuan Road #1065 (F518 Idea Land),

术转移、战略投资、行业合作和市场准入提供平台及支持。园区

Xixiang，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GD, PRC (Office)

聚焦生命科学、信息与通讯、智能制造三大主导产业，为进驻的

电话：+8618002596629

中欧企业提供全产业链运营支持。

Email：sales@flycker.com

技园配套。CBTC科技园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集研发、办公、

主要产品信息：众创空间、孵化器、研发与办公中心、园

网站：www.flycker.com

中园
Flycker (Thailand) Co, 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which
specialized in research,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and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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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dvanced multirotor aircraft, intelligent gimbals and aerial

2018 in Silicon Valley, CA, USA, with the advisor/Chairman

parts.   With the growing market demand of multirotor, our

by Mr. Patrick Egan- Editor of Americas desk at SUAS News

product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aerial photography, camera,

and Host and Executive Producer of the sUAS News Podcast

film making and some special applications in the worldwide.

Series and Drone TV. Chapter President Mr. Craig Davidenko-

主要产品：manufacture and sales of advanced multirotor
aircraft, intelligent gimbals and aerial parts.

President of Dronemedia.com.
主要产品：Consultant and advisor for the business use of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展位号：7D38
公司名称：JUIDA/Japan Drone 2019
地址：省5-1,Kojimachi,Chiyoda-ku,Tokyo JAPAN

展位号：7D40
公司名称：Experia Events Pte Ltd

电话：+81-3-3512-5670

地址：省Singapore Changi Airport Terminal 2

传真：+81-3-3512-5680

电话：+656542 8660

E-mail：hir-sugano@congre.co.jp

传真：+656546 6062

网址：www.japan-drone.com

E-mail：theresagan@experiaevents.com
网址：www.unmannedsystems-asia.com

Japan U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JUIDA)
actively promotes the util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Unmanned

2019年亚洲无人操作系统展为业界人士或机构提升搜救、通

Aircraft Systems (UAS) in the commercial sector, and

迅、监视和侦察能力提供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此展会云集了来

works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safety rules, human

自世界各地的制造商、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采购商、学者、政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 for practical UAS

府官员、研究与监管机构，共同开发无人操作系统的无限商机。

technologies. JUIDA, as a non-profit association, contributes

亚洲无人机展和亚洲直升机展同期举行，主办方为主办新加

to new industry/market creation and healthy promotion

坡航空展Experia Events，并将于2019年4月16至18日同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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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信息：Exhibition and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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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41
公司名称：UAV Industry Singpaore

展位号: 7D39
企业名称: World UAV Federation USA
Chapter

地址：省9 Jurong  Town Hall  Road #03-06 JTC  Trade Hub

地址: San Francisco, CA, USA

网址：www.uavias.org.sg

电话：+65 84880044
传真：+65 63654715
E-mail：andy@zoomtech.com.sg

电话：+1916 275 3908
Email：patrick@suasnews.com, craigd@converticopter.com
网址： www.patrickegan.net , www.dronemedia.com

AV Industry Association Singapore is an Association
prov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Industry support and its orderly growth .

World UAV Federation USA Chapter unveiling on 26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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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7D42
企业名称:MALAYSIA UAV DEVELOPMENTS
ASSOCIATION (MUDA)
(马来西亚无人机发展协会)

holistic solution in an effort to streamline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holistic approach and end-to-end product
portfolio offer drone manufacturers a much faster time to
market, in an effort to execute the operations demanded
by these applications. With field-proven, cutting-edge
technology, SkyHopper by Mobilicom offers a broad product

企业地址：SUITE 11-09, BINJAI 8 PREMIUM SOHO,NO.2,

portfolio and proven compatibility with many ecosystem

LORONG BINJAI,50450 UALA LUMPUR,MALAYSIA.

components such as flight controllers, payloads, and mission

电话：+60166688771

planner software.   In addition to hardware and software

Fax传真：+60327739016

solutions, we provide the customer with peace-of-mind by

Email：muda.uav.sec@gmail.com, datolester.muda@gmail.com

offering onsite support and integration services. SkyHopper

网址：www.muda.org.my

by Mobilicom targets the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Drone &
Robotics market, by leveraging Mobilicom’s core technology

马来西亚无人机发展协会(MUDA) 是一个非营利性的非政府

as well as its success in the Gov’t and Enterprise market.

组织，由社会登记处根据民政事务部组合进行监督。 MUDA总

主要产品信息：End-to-End Hardware, Software and

部位于吉隆坡，是为成长中的UAS /无人机社区服务的主要目的

Integration Services for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Drones &

而成立的领先的原创无人机协会。 MUDA提供会员的信息，工

Robotics, including communication units, video processing &

具和资源，以吸引社区并提供信息，并帮助UAS企业取得成功。

analytics, content consumption and controlling solutions.

获取有关空中机器人和无人系统世界发展趋势的最新信息和新
闻。与志同道合的无人机系统专业人士联系，增加您的业务增长
和机会。符合UAS国际标准为用户提供了信心和保证，即运营商
能够达到最高级别的安全性并且符合所有相关法律要求。所有企
业代表和专业技术人员将讨论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无人驾驶车
辆和人工智能技术，技术创新，空域管理，教育培训，飞行区域

展位号：7D44
公司名称：DB2 Vision

控制，界定行业标准以及无人机技术如何应用为民用航空，土地

地址: Loopkantstraat 25/ 0B-8

管理，海事，环境保护，农业，电力，铁路系统，测量和地形测

电话： +31-(0)642 766033

绘，林业管理，贸易，遥感，具体应用，防灾和公共安全的资源

E-mail: info@db2-vision.com

工具。

网址：www.db2-vision.com

主要产品信息： 无人机培训学院，政府机构和公司无人机
DB2 Vision was established to bring high-end yet low-

服务提供商，无人机售后技术支持和维护

cost Multispectral, Hyperspectral and Hybrid sensor technology
to the world of Precision Agriculture.
With the World growing at a pace of 80 million people per

展位号: 7D43
企业名称: SkyHopper by Mobilicom

year (the entire country of Germany) and 65% of our arable
land already being used for agriculture, now more than ever,
there’s a need to more effectively make use of our space for

地址: 31 Hametzoda St. Azur, Israel

the production of food. Precision Agriculture provides means

电话：+972 54 9222382

to increase crop output in a smaller area, all the while reducing

Email ：pazit.malci@mobilicom.com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wasting natural resources by

网址： www.skyhopper.biz  

being able to pinpoint where to use fertilizer and where not,
and which areas need water and which do not.

SkyHopper by Mobilicom offers commercial & industrial

DB2 Vision is about to release LaQuinta, the first all in one

drone & robotics manufacturers and services provider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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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sensor device able to visualize both the narrowbanded

E-mail：Sales@GTKTech.com

visible as well as infrared spectrum through one image sensor,

网址：www.GTKTech.com

that aids in solving a worldwide growing problem:
- By monitoring plant health
- Determining exactly where fertilizer is needed (and
where not)

加泰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海外归国技术人员为背
景成立的一家无人机行业应用初创公司。致力于将现代无人机技
术和传统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放射性监测技术相结合，利用公司

- Determining if and where pesticides are needed

多平台系列化的多旋翼和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整合、设计、

and..

开发了小型化的航空磁测,航空放射性监测设备，辅助以航空磁

- Control water usage by pinpointing exact areas of

补偿，飞行后处理软件等行业技术，研制出低空小区域大比例尺

interest
LESS USE = LESS COST + LESS WASTE + LESS
POLLUTION
主要产品信息：The 2018 World Drone Conference will be

高精度航空磁法，放射性检测产品，对现有航磁测量系统种类进
行了有效的补充，为地质矿产保障，核辐射监测，环保和安全等
领域提供了一体化的新型勘查系统和装备。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航空磁测,航空放射性监测系统

the launching stage of the DB2 LaQuinta Precision AG Sensor
LaQuinta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a single sensor, single
optical path, high resolution 4 narrow-band multispectral UAV
and ground vehicle camera for Precision Agriculture, packed
with functionality like no other device in the global market

展位号：7D53
公司名称：西安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团结南路32号中国航天航天
技术军民融合创新中心

展位号：7D51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亚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9-89522669-801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凤凰岭下路150号

网址：www.gemtorch.com

传真：029-89522669
E-mail：gchen@gemtorch.com

电话：0755-27306714
传真：0755-27306714
E-mail：475854403@qq.com

西安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立足于网络通讯前沿技术的研
究与产品化，专业提供高速移动环境下宽带无线网络通信软硬件
系列产品和完整的工程化、定制化系统解决方案，已先后自主开

深圳市华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主要从事大型民用

发出空地宽带双向网络收发器系列、军用单兵/装备定位导航通

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有最大起飞重量500kg级的FB-

信系统、宽带无线桥接器系列、航空无线局域网系列和RFID应

500固定翼无人机和300kg级的无人直升机FBH-300两款产品

用系统等系列成套产品，在航空遥测测控、UAV图传通信、军警

主要产品信息：FB-500大载重无人固定翼和FBH-300大载
重无人直升机

用定位通信指挥专网、电力石油公安消防视频数据专网和运营商
网络应用等领域得到了实际应用与验证，并形成了相应的系列知
识产权包，积累沉淀了大量研发和系统工程经验。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及数据链

展位号：7D52
公司名称：加泰科(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7527

展位号：7D54
公司名称：深圳安视宝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8319994578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路红门科技园二期A栋6楼电话：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宝源路宝安互联网产业基地A区7栋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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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89800949

展位号：7T02
企业名称: 深圳市猎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755-89800949-8035
E-mail：asbdefe@foxmail.com
网址：www.asbdefe.com

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2003号华嵘大厦1103室

安视宝-动态情绪识别领航者，成立于2004年，是中国率先
开创【动态情绪识别】安防细分领域，并专注于智能监控产品研
发、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动态情绪识别是基于运动心理生理学原理，对情绪分析的
非接触式最新一代生物识别技术。反恐治安的好帮手- 可疑人员
预警分析系统ASBDEFE，通过视频分析头颈等振动，筛选出可
疑人员并报警。精神辅助判定系统主要应用于审讯、体检、特殊
岗位等领域。
拥有强大的自主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打造情绪识别研发
平台，共享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机遇。打造情绪识别研发平台，
共享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机遇。

电话：0755——23940797
传真：0755——23940797
E-mail： spaceadv@spaceadv.com   
网址：www.spaceadv.com      www.faccon.cn
深圳猎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是北京猎鹰
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北京猎鹰成立于2015年，是一
家专注于工业级无人机产品研发和生产的创新型企业，公司拥有
多名总体、气动、飞控、结构方面顶尖的技术专家，是国内极少
数能从顶层到底层设计无人机系统的厂商。目前拥有垂直起降固
定翼、倾转旋翼、多旋翼、涵道式等无人机技术和产品，产品广
泛应用于航拍测绘、管道巡检、 环境监测、海事巡查、森林防

主要产品信息： 安视宝动态情绪识别智能预警系统

护、边防巡视、电网巡线、交通监控、城市规划等众多领域。
深圳猎鹰与北京猎鹰始终致力于无人机系统的研发，而不

展位号：7D55
公司名称：中测瑞格测量技术（北京）有
限公司

止单一的飞行平台，同时提供各行业的应用解决方案。我们通过

地址：北京省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208室

主要产品信息： LY-31小型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2.Y-50

专业的航测规划、数据分析、软件处理、载荷集成等技术能力，
结合行业的业务需求，深度研究，开发相匹配的软硬件系统，为
用户提供最佳服务和成果。

电话：010-65858516

垂直起降飞翼无人机3.LY-30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传真：010-65858526

4.LY-20涵道油电混合无人机

E-mail：xjj@ilidar.com
网址：www.ilidar.com
中测瑞格测量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服务于测绘及地理信息
相关产业的先进设备和测量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多年来公
司积累了丰富的产品研发及系统集成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产品
特色，拥有“测图鹰”、“扫描鹰”两个系列的测量系统解决方
案。公司所代理的品牌分别为三维激光扫描行业著名的RIEGL，
机载高光谱传感器产品中的旗舰公司TRES LTD.，美国 Trimble
导航公司，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厂商大疆，专业的POS生产厂
商加拿大公司Applanix公司等。
主要产品信息：RIEGL miniVUX-1UAV 超轻型无人机载激
光雷达

展位号：7T05
公司名称：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研究院有
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2023803
传真：0755-88309165
E-mail：yt.sun@cps.com.cn
网址：www.chyuav.com
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无人
机的高科技企业。高集成度的设计，成熟的多模式飞控系统、多
元操作智能控制，高效的动力合成系统使整机具有超高安全性，
同时，可另加设备如机载拍摄设备、远距离图像、机载雷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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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观看回传视频，可以手控飞行和自动巡航等特点 广泛应用

震救灾、应急抢险、反恐防暴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拥有多项全国

于反恐防暴、群体性事件、安全监控、抢险救灾、巡逻巡视、航

领先技术，获得多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并通过广东省高新技术

拍摄影、公共安全、交通监管、交通执勤取证、勘探勘测、环境

产品认定和广东省名牌产品称号。

监测、气象监测、记录取证、商业拍摄等。为客户提供可靠的产
品和优质的技术和售后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研发、生产无人机

展位号：7T06
公司名称：深圳市超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创新科技广场B栋1111-13
电话：0755-82552658
传真：0755-82720789
E-mail：lnyys@top-supertech.com
网址：www.top-supertech.com
深圳市超强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电子零件代理商及方案
商。代理知名的北斗GPS等卫星导航及2G, 3G, 4G通讯模块，
电源IC, 等电子元器件, 并提供大尺寸广告及TV面板, NB, 平板计
算机等TFT显示屏与模块, 汽车, 工控, 家电等小尺寸TFT或单色
TN显示屏玻璃或LCM模块.
主要产品信息：高精度定位模块、板卡，高精度惯导模块,
超远距离无线数传模块

展位号：7T08
公司名称：广东飞翔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莲花心工业区
传真：0754-85710201
网址：www.fxdtoys.com/index.asp
广东飞翔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总部位于广东省
汕头市澄海区，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
的无人机高新技术企业，在全国设立多家分公司、子公司。公司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现公司在北京、汕头设立研发中心，拥有
一支由航天专家和军工研究所专家组建的研发团队，公司主要研
发生产军用无人机、警用无人机以及农用无人机等，主要面向航
拍、农业植保、测量测绘、管线巡查、海事监察、气象监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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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26607661

8号馆参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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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8A02
公司名称：深圳市世纪畅行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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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广东省深圳宝安72区扬田路德至高科技园11栋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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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755-29566339,2792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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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755-2956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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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centuryfree.song@163.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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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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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P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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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宗旨：创新谋发展，品质领未来，服务铸辉煌！不抛
弃，不放弃！”
优势产品：GP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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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2008认证等；
公司愿景：努力成为GPS行业最优秀的终端供应商和系统提供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世纪畅行相信明天
将更美好！
主要产品信息：G P S车载终端、G P S行车记录仪、一体
机、GPS监控管理系统

展位号：8A13
公司名称：深圳市康凯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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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康凯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以
智能硬件为基础，专注于物联网垂直领域的国家高技术企业，业
务范围包含智能物联网终端、物联网云平台等软、硬件整体解决
方案，涵盖了从产品定制、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及售后的
整个产业链。
康凯斯作为优良产品的研发制造者，始终坚持以客户为核
心，为客户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提供完善的综合服务。今天，康
凯斯的硬件方案广泛应用于互联网汽车、物联网电动车、汽车金
融、智慧物流、智慧校园、人员监护、资产安全、企事业车辆、
沿海内河运输等行业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北斗/G P S定位终端、无线监控报警

展位号：8A07
公司名称：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器、通信模块、手机通信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琼宇路特发信息科技大厦12楼
120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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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8A19
公司名称：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系列、风控租赁管理系列、北斗部标系列(汽车行驶记
主要产品信息：4G 视频监控终端、北斗部标汽车行驶记录
仪、GPS 风控租赁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B1栋
21-23楼
电话：0755-33601988
E-mail：info@streamax.com

展位号：8A27
公司名称：杭州数尔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streamax.com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38号1幢三 层东B区

传真：0755-33605005

电话：0571-88097075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创立于深圳市南山

传真：0571-88099077

区，现公司注册资本6480万元，集研发、制造、销售和系统集

E-mail：fuqingli@hzso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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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hzso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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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公共交通、运输、出租、校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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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锐明聚焦在全球领先的商用车综合监控及智能化解决方

的高新技术企业。数尔安防秉承快乐奋斗、至诚守信、自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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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持续创新的经营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已获21项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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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项软件著作权。2015年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车辆安全监管解决方案。

2016年登陆新三板，股票代码：839365。

主要产品信息：A D智能套件、高清车载终端、智能摄像
头、智能车载行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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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尔安防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客户为根本，抓
住发展机遇，不断推陈出新，勇做安防

展位号：8A25
公司名称：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4G快速布控球、车载球、双目云台、迷你
云台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民治大道展滔科技大厦A座20楼
电话：0755-23077723
E-mail：2853108818@qq.com

展位号：8B01
公司名称：辽宁友邦安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bsjkj.com

地址：上海省上海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2楼

传真：075583421190

电话：18621961314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致

传真：18621961314

力于用创新、团队和质量改变位置服务行业格局，提升合作伙伴

E-mail：duyuling@youbanganda.com

市场竞争力，是中国位置服务领域综合实力最强的高科技企业。

网址：www.youbanganda.com

“博实结”团队充满梦想、饱含激情和勤奋务实，专注于
位置服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

友邦安达是中科院旗下主动安全系统的领导者，总部位于

家北斗办专家小组成员、深圳市双软企业；公司产品种类多元

上海陆家嘴。主要产品包含智能A D A S，智能疲劳驾驶预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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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视觉分析技术，高性能处理单

用解决方案；产品种类主要包含3G／4G视频监控系列、电动车

元结合国际认证的安全标准，规范驾驶员驾驶行为。实时提醒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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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员，同时前后端联动管理，降低事故率。

展位号：8B04
公司名称：深圳市思创宏图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ADAS，智能疲劳驾驶预警

展位号：8B02
公司名称：深圳市通天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金西城工业园1栋705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鼎新大厦西座805

E-mail：2850361624@qq.com

电话：0769-28823367

网址：www.szscht.com

电话：400-900-6165
传真：0755-83213007

传真：0769-28823557
深圳市思创宏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注册资金

E-mail：chenxuexia@g-sky.cn

2000万元人民币，运营总部位于世界电子之都深圳，是一家专

网址：www.g-sky.cn

业从事世界各大品牌闪存产品的销售和服务商。 公司主要代理
深圳市通天星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以位置服务，无线3G/4G视
频传输服务、云存储服务为核心的研发团队，专注于为定位、无

的品牌有金士顿、闪迪、东芝、三星等多个国际闪存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东芝存储卡，松下存储卡

线视频终端产品提供平台服务，公司拥有业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和
自主研发能力。
主要产品信息：两客一危视频监控平台；可视化调度平
台；政府监管平台等

展位号：8B06
公司名称：上海通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省闵行区都会路1885号丽琴大厦1号楼2层

展位号：8B03
公司名称：北京文通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51089832-8308

地址：北京省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银谷大厦1609室

网址：www.tl-tek.com

传真：021-51089832-8000
E-mail：llqin@tl-tek.com

电话：010-62800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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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10-62800256
E-mail：tanyuan@wintone.com.cn

大讯飞（SZ：002230）的子公司，上海通立专业生产车载录像

网址：www.winton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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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文通科技有限公司是享誉全球的O C R（光学字符识
别）技术生产商、文档影像技术和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经过多
年的创新与发展，文通科技现已成长为国内知名的高新技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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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在全国十余个城市建立了分支机构，公司产品涉及人工智能
多个领域。
文通科技以图像文字识别技术为核心，研发出多项产品并
提供多种行业解决方案，在国内外信息化领域获得广泛认可，产
品荣获包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在内的几十项国内外大奖，
共取得四十余项软件著作权和多项专利，规范的现代化管理也使
得文通科技顺利通过\\\\\\\"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文通高清车牌识别系列产品

展位号：8B08
公司名称：沈阳华翰电子有限公司/深圳
华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塘头工业区恒通发工业园D栋4楼
电话：0755-8637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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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86374761
E-mail：47079601@qq.com
网址：www.hh518.cn
沈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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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移动“车务通”业务的
长期合作伙伴。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移动车务通车载终端、
出租车LED顶灯屏及后窗广告发布屏（GPRS传输、有线方式、
GSM传输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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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无线监
控系统等。
“科技创造动力，品质铸就辉煌”是公司的经营理念，公
司将以科技发展作为企业的动力，不断研发更具有高科技含量的
无线通讯产品，为实现公司的企业使命而不懈努力，为加快无线
通讯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努力！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LED广告顶灯、出租车LED广告屏、公
交车电子路牌屏

展位号：8B11
公司名称：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省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1801号宏业大厦7楼
电话：+86-21-51086236-6105
E-mail：tenya.teng@quectel.com
网址：www.quectel.com
移远通信是全球领先的GSM/GPRS、WCDMA/HSPA(+)、
LTE/LP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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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10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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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达驱
动芯片的研发，主要产品包括GNSS芯片，GNSS模块，授时板
和模块，卫星信号LNA，2.4G的PA，马达驱动芯片等。可以提
供AGPS，RTD差分，组合导航和测姿定向等各类功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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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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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13
公司名称：深圳市特思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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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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人体信息采集仪、

展位号：8B15
公司名称：深圳市宗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13区宝民一路宝通大厦1308-1310室
传真：0755-33860631

展位号：8B17
公司名称：深圳市威尔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mail：jacky@zltech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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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zltechcn.com

电话：86-755-83290418，83290568

电话：0755-33860630

传真：86-755-83290408
专业从事无线通信终端产品、物联网产品的解决方案研
究、开发、代理销售和工程技术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具备

E-mail：sales@weikengtech.com
网址：www.weikengtech.com

完整和专业的终端开发能力，强大的市场销售团队，专业的技术
支持和售后服务。

中科微=》   北斗/GPS导航定位芯片,导航定位模块，LNA低

公司作为华为的五星金牌代理商，经过多年的不断专注与

噪声放大器

努力，在车载、电力、POS金融、DTU、消费类电子、安防监

金昌电子=》 北斗/GPS/WiFi/3G /4G 天线

控、智能交通、智能家居、路灯监控、充电桩、智能快递柜等多

GD 兆易=》  ARM Cortex-M3/M4  32位 MCU（单片机）

个无线通信模块（2G/3G/4G）应用领域中都有着丰富的市场服

禾润=》 电机马达驱动芯片/ 音频功放芯片

务经验。

龙尚=》 2G,3G,4G无线通讯模块，Nb-iot通讯模块

公司定位为“代理销售+设计开发”，竭诚为客户提供优质
的产品和完善的技术服务！

Crocus=》 Sensor系列 电流传感器、磁性开关传感器、角
度传感器、速度/旋转传感器

主要产品信息：2G 3G 4G 模块、定位模块、移动宽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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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16
公司名称：深圳市银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东环二路颖博工业园B栋左侧三楼

展位号：8B19
公司名称：深圳市锐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21361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环城南路5号坂田国际中心

传真：0755-83213718

D栋5层

E-mail：szyixg@163.com

电话：18002575799

网址：www.yixg.com

传真：0755-82556660
E-mail：2355778100@qq.com

深圳市银翔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安部社会公共安全应用基础

网址：www.rcmcctv.com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单位，全国警用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单位，
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会员单位，中国警用装备十大品牌，深圳大
学实验基地，信用评价AAA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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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银翔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坐落于深圳市龙华区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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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园，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

百万高清A H D车载录像机，4G/3G百万高清网络车载录像机，

术综合型企业，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及自主知识产权，主要从事公

4G/3G单兵系统，高清车载/云台摄像机等。作为专业厂商致力

共安全领域产品的开发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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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信息： 单警执法记录仪、单警执法记录仪采集工

球业内首家成功推出4G/3G AHD模拟高清车载录像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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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 4G/3G百万高清A H D/网络车载录像机，
4G/3G单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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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8B23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儒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中国脑库A栋东（701）

工业级视频路由器

传真：0755-82422715

展位号：8B28
公司名称：深圳市国鼎科技有限公司

E-mail：info@huaruchina.com

地址：广东省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航空路华丰第二工业园C2栋6楼

网址：www.huaruchina.com

电话：0755-28231115/28231119

电话：0755-82428254

传真：0755-29652009
我公司与InnoSent、Novelda、Smartec、等国际知名的传
感器及微波设备公司密切合作，负责这些公司产品在中国的销售

E-mail：security888@126.com
网址：www.secuhome.cn

和应用推广。目前主要代理产品包括：微波雷达传感器、UWB
超宽频微波处理芯片、温湿度传感器等。同时，公司拥有自己的

深圳市国鼎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6年，是一家专业的

核心技术研发团队，紧密结合国家对于智能交通和物联网技术的

车载摄像头生产制造厂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的产品主要

发展需求，着力于传感器探测及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针对公路

包括车载模拟摄像头、车载串口摄像头、后视摄像头、行车记

交通、铁路交通、以及各类电子安防应用，自主研发出了多款国

录仪等300多个型号。公司拥有“安嘉”自主品牌，并通过了

际领先的智能监控终端产品。

ISO9001:2000体系、欧盟CE、ROSH等国际质量认证。截止目

主要产品信息：雷达 测速测距 定位 水位计 流速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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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8B26
公司名称：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携手共进，共同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双路摄像头、前视防尘摄像头、人脸
摄像头，常规车载摄像头

地址：广东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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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ssong@hongdian.com

展位号：8B29
公司名称：深圳市汇安亿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hongdian.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贝尔西路旭明工业园B栋三层

传真：0755-83404677

电话：0755-36692705
宏电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商用车联网产品与解决方案提供

传真：0755-36692705

商，专注于智能车载监控、车辆管理、车载通信系统及软件平

E-mail：23624384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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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huiany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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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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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新款1080P，高画质，低内存，秒杀720P，方案原厂
制造，直销

机视觉,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领域拥有众多核心技术和丰富经
验。腾视科技专注于视觉分析, 特别是基于人脸和智能视频分析,

打造1080P车载4G全高清全网通车载监控系统

并将其应用于汽车和安防领域的消费类电子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疲劳驾驶预警系统

4G支持部标808协议，1078协议，同时支持双IP
带HDMI高清输出，200万高清输入1080P主机，行内最低
价，仅限拥有经销商代理权限客户
车载监控系统产品均为本公司自主研发生产，不论硬件还
是软件都要优于市场同类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全新H265高画质低内存，秒杀720P产品，
4G实时监控。

展位号：8B33
公司名称：内蒙古方向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省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东路东方银座
3号楼4层中厅
电话：0471-3301058

展位号：8B31
公司名称：南京星途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471-3301058
E-mail：liluy@teleware.cn
网址：www.mypatter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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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1120250

内蒙古方向图科技有限公司是福建特力惠信息科技股份有

传真：025-86417323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专注于地基监测传感器、遥感对地数据应

E-mail：447171672@qq.com

用、综合信息预警平台的产品研发及系统方案设计，是内蒙古自

网址：www.xiaoweibing.com

治区有关单位重点支持的高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微变监测预警系统及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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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34
公司名称：广州市宇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永兴黄屋岭街17号八楼
电话：020-22943787
传真：020-87429032
E-mail：1430756864@qq.com

展位号：8B32
公司名称：深圳腾视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chinayuhong.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六道航盛科技大厦402

广州市宇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电话：0755-26923813

汽车后视系统、倒车后视系统、汽车G P S导航后视系统、车载

传真：0755-26923813

监控系统、工程车盲区监控系统、倒车摄像头、车载显示器等

E-mail：leon@tensortec.net

汽车安全电子产品为一体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经多年的研发、

网址：www.tensortec.net

创新，公司在国内首推AHD百万高清倒车后视系统,工程车盲区
监控后视系统,24V智能化倒车监视系统，开创行业先河,引领行

深圳腾视科技获得大疆董事长、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

业前沿.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产品广泛应用于客车、货车、轿

旗下的基金投资。研发团队由来自硅谷、华为、比亚迪和国内领

车、特种车、工程机械车辆、农用车、安保押运车辆、消防救护

先的视觉芯片供应商等高科技公司的技术精英组成，团队在计算

车辆、轨道交通车辆等领域。产品大量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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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倒车后视,车载显示器,倒车摄像头,数字可视
倒车雷达,车载监控

位终端、3G视频车载定位终端、汽车行驶记录仪、冷链车载定
位终端、物流车载定位终端和出租车载定位终端等等。并且作为
一个拥有自主研发能力并拥有先进核心技术的生产制造企业，
我们在发展中坚持以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OEM和ODM服务为

展位号：8B35
公司名称：西安超越软件有限公司

主，自主营销为辅的经营策略，并获得了广大客户的一致认可。
主要产品信息：GPS卫星定位车载终端，车载行驶记录仪
通信终端

地址：陕西省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三路融城云谷C座10楼
电话：029-88443911-612
传真：029-88443911
E-mail：tianfeng@exlive.cn
网址：www.exlive.cn

展位号：8B37
公司名称：深圳市保实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银田工业区西发区11栋

西安超越软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目前设有c++开

电话：0755-29469965

发组、java开发组、APP手机开发组、UI设计组和技术支持组等

传真：0755-29469965

五个核心业务部门50余人。公司主要开发产品为exlive超越位置

E-mail：346355532@qq.com

服务平台、以及以后exlive超越位置服务平台为基础开发风控管

网址：www.szbaoshian.com

理平台、商砼车、公交车、环卫车等行业化服务平台。西安超越
软件属于国家双软认证企业，公司拥有相关产品的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 。
主要产品信息：车辆位置服务平台、OBD、4G视频终端、
ADAS等设备接入

深圳市保实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智能交通车载设备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于
2009年由多位曾从业于国际知名企业的资深技术高管创立，从
创立之初，保实安科技一直将“提升整个国内车载行业智能化发
展水平”作为己任，凭借着大批专业电子专家、管理人员及强大
的技术研发力量，结合现代化科学管理模式，使得我们的每款产

展位号：8B36
公司名称：深圳恒鑫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品都成为国内同类智能车载产品行业的标杆！
主要产品信息：货车360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宝田三路盈信厂房B栋4楼2号
电话：0755-61113662
E-mail：754431284@qq.com

展位号：8B38
公司名称：安徽扬子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网址：www.xrdgps.com

地址：安徽省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1682号研发楼

传真：0755-61113663

电话：13035061111
深圳恒鑫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致力于北斗/G P S/G S M/

传真：0551-65250168

GPRS/CDMA/GIS卫星定位车载系统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

E-mail：952877929@qq.com

产、服务为一体的民营高新技术科技企业，专注于为各行各业的

网址：www.yangzirobot.com

GPS定位相关产品使用者提供专业的、优质的、具备良好性价比
的车载、个人GPS终端产品、技术解决方案和服务，主营业务涵

中国扬子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是

盖“两客一危”车辆、物流车、工程机械车、混凝土搅拌车、出

国内最早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之

租车、公交车、私家车、公务车等专业应用领域，产品种类在业

一.21世纪信息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内最齐全，自主研发的产品有：北斗定位车载终端、部标车载定

成为末来发展的趋势。互联网+引爆全球各业，势必带来新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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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浪潮，随着房地产和物联网的加速融合智能机器人悄然走进

把做中国最好的安防媒体为自己的发展目标

人们的生活。扬子集团以敏锐的眼光和前瞻的布局，于2017年

永泰传媒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品牌营销专家

组建安徽扬子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凭借扬子集团在各个行业的影

联系电话：北京010-85790081  深圳0755-83947381
主要产品信息：杂志

响力和品牌知名度，扬子机器人应运而生
主要产品信息：扬子智慧机器人

展位号：8B39
公司名称：深圳市小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B41
公司名称：国家卫星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82号

电话：0755-22742242

电话：010-68379282  13701033660

传真：0755-22742242

传真：010-68378158

E-mail：410624502@qq.com

E-mail：329546175@qq.com

网址：https://www.xiaodinet.com
国家卫星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是经国家质量监督检
“停车小弟”线上智能停车管理软件系统是由小地科技有
限公司完全独立自主研发的主打软件产品，提供各种商业、小区

验检疫总局许可、国家认监委资质认定以及国家、国防和军用实
验室认可的具有第三方公正地位的国家级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以及其他公共停车场解决方案。我们希望提供给车主最卓越的停
车服务体验，产品在实现多功能集成化的同时融入了真正意义上

安监总局授权的国家安全生产北京危险品运输监控设备检
测检验中心。

的云管理平台管理理念。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指定的北斗产品检测机构。

此外我们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互联网智慧停车产品帮助传统

交通部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标准符合性检测机构。

工程商进入智慧停车领域，提升工程商市场竞争力，有助于维系

交通部北斗兼容车载终端标准符合性检测机构。

老客户与发掘新市场，创新性SAAS模式理念可以帮助工程商与

工信部工业（卫星应用）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实验

客户的持续合作。

室。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智能管理系统、工控一体机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授权的中国卫星导航定位产品检测
中心
主要产品信息：卫星导航产品测试、车载终端测试、通信

展位号：8B40
公司名称：北京永泰基业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创兴时代Ａ座206室

产品测试、汽车行驶记录仪测试

E-mail：956318392@qq.com

展位号：8B44
公司名称：佛山市顺德区捷通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

网址：www.dmser.com

地址：广东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金榜牛岗山侧翔业楼2楼

电话：0755-83947389
传真：0755-83947389

电话：0757-2236110
永泰传媒成立于2003年2月，由北京永泰基业广告有限公

传真：0757-2220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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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237382419@qq.com

组成。为企业提供网络+刊物+活动+品牌设计四大服务，为企业

网址：www.jetone.cn

品牌营销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及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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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专注于车辆

网平台、北斗新能源充维管理系统、北斗车载终端、物联网终

运输过程智能监控、分析、管理的高新技术企业。捷通数码自主

端、北斗视频记录仪与BMS\\SOC系统等，依托集团在卫星导航

研发了运安镖三方监管平台、Spemeway智能通信网关，致力打

产业十多年的行业应用积累与技术沉淀，结合深圳创新人才聚集

造运输过程的主动安全管理体系，为政府、企业解决货运过程

与硬件产品设计和配套优势，不断研发精品、推陈出新。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城市、驾培解决方案、新能源汽车解

中，人、货、物的安全及效益管理问题。
捷通数码肩负着为社会注入安全智能运输能力的使命，以

决方案，电动车解决方案

其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丰富的系统集成经验、灵活的实施方
案、坚定地团队奋斗精神，与合作企业共同成长。
主要产品信息：远程车载监控视频，运输安全管理平台，
数字对讲

展位号：8B55
公司名称：深圳市哈工大交通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展位号：8B47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研路9号比克科技大厦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同沙路168号凯达尔集团中心大

传真：0755-26994761

厦A座4楼

E-mail：caimianxia@szhite.com

电话：0755-33286333

网址：www.szhite.com

2层201-B室
电话：0755-25188788-809

传真：0755-33019181
E-mail：cadre.sale@cadregroup.cn
网址：www.cadre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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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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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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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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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8B51
公司名称：深圳迅创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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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广东省深圳龙华新区和平东路182号尚美中心21楼2103
电话：0755-21000416
传真：0755-21000416
E-mail：ycj@exsun.cn
深圳迅创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迅创物联）是一

展位号：8B57
公司名称：广州华工信息软件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元岗路310号智汇park创意园

家专注于北斗物联网、北斗车联网、北斗大众应用的集团全资子

E座6A层

公司，办公地址位于深圳龙华。主要业务范围是北斗新能源车联

电话：（020）2203-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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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0）2203-3999

展位号：8B59
公司名称：深圳市青青子木科技有限公司

E-mail：pr@hgits.cn
网址：www.hgrica.com
广州华工信息软件有限公司（简称“广州华软”）成立于
2001年，由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应用工程研究所改制而成，是
中国交通电子支付专业服务商。公司主要从事高速公路和城市交
通领域的规划设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技术顾问业务，为行
业客户量身定制解决方案。
自成立以来，广州华软始终秉承“技术服务社会”的发展
理念，将“技术创新”视为企业立身之本。十余年坚持聚焦交通
电子支付主航道，在高速公路收费、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支持、停
车安全与收费服务、城市公共交通支付等领域硕果累累，业务遍
及全国20个省份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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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防领域拥有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收费

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和专业优质的客户解决方案，具有雄厚的资质
力量和行业资源优势。公司拥有先进的自主研发和生产技术团队
与基地，公司面积3300多平方米，建有标准厂房及办公、生活

展位号：8B58
公司名称：深圳市进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用房。

地址：广东省林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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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755-81718081

90%以上。公司以自身优势曾为各大交通、通讯运营商建立坚

传真：075581718081

固的合作关系。并且为北斗导航建立全面的配套系统。 现今，

E-mail：9329991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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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ousika123.com

化的安防应用系统。现在，公司凭借自身在监控行业的技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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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资金、渠道优势，专注于网络摄像机领域，把高清网络摄像
深圳市进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车载视频监控产
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公司作为国内智能车载监控生产厂
商之一，进创品牌产品已成功应用国内外多个地区上的公交车、
货运车、出租车、校车等车辆领域广泛运用，公司主要销售的产

机的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重头戏之一。现在很多技术已经取得进
一步拓展，在未来的发展中这些技术将会进一步完善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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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有：车载红外摄像机系列、定位视频终端主机系列、并为国内
外客户提供OEM服务。进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具有先进的设计
理念，始终走在车载视频领域的最前端。
深圳市进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本着用户第一，质量第一，
信誉第一的经营宗旨，以一流的售后服务，严谨规范的业务，先
进的产品，经济实惠的价格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双路一体摄像头、防暴红外摄像头、
超强防雨摄像头

展位号：8B63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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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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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易甲文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车载视频监控为主

电话：0755-83408210

导，以技术研发为核心，集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和系统整合

传真：0755-83408560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E-mail：lily.lee@skylab.com.cn

公司研发团队有着10年车载DVR研发经验，具有业内领先

网址：www.skyla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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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天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SKYLAB),总部位于深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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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从事GNSS定位系统与WIFI模块的研究和应用,旨在向国内外

易甲文会一直遵循以客户为中心，技术为前提的理念思

OEM/ODM客户及系统集成商提供高品质,高性能的产品以及应

想，注重产品细节，以精湛的技术，优质的产品，求实的作风，
全程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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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方案,致力于为客户创创长期的价和潜在的增长.
产品及方案:  GNSS接收模块/   Wifi模块   /安全预警提示仪
应用方案
应用领域:G N S S模块主要应用领域/车辆导航（V e h i c l e
Navigation）/车载定位、监控、调度 (AVL)/车辆管理与财产追
踪（Tracker）/位置信息终端（LBS）/交通安全预警系统 (TSP)/

展位号：8B67
公司名称：深圳市信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爱联陂头背新村新丰路28号

地理信息系统   (GIS)/行驶记录仪（DVR）/手持设备（handheld
Devices)/相机(Camera)/Wifi模块应用领域:医疗仪器/数据采集/手
持设备/智能卡终端/光伏/IP Camera/无线POS机/机顶盒/电视机
主要产品信息：GNSS模块 Wifi模块 蓝牙模块

电话：0755-88367005
传真：0755-88366005
E-mail：soway@sowaysensor.com
网址：www.sowaysensor.com
深圳市信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脱胎于“诚信有为”的理

展位号：8B71
公司名称：深圳途沃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新沙路安托山高科技园1栋5楼

念，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自

电话：075529738858

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在传感器、测控领域为客户提供

传真：075527939008

一站式解决方案服务。主营产品：LVDT位移传感器、磁致伸缩

E-mail：jason.li@toworld-tech.com

位移（液位）传感器、容积式流量计（油耗仪）、地磁传感器、

网址：www.toworld-tech.cn

载重传感器、电容油量传感器、转速传感器、超声波液位计、超
声波流量计、超声波液位计、接近开关、液位开关，电流传感

深圳途沃得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经验最丰富的行车记录

器，温湿度传感器、RFID、MEMS倾角传感器等，广泛应用于

仪、运动DV制造商和出口商之一，如苹果、联想、BEATS等，

重型机械、车联网、石油化工、电力、环保、管道阀门等行业。

为他们提供专业的硬件生产代工，公司具备超强硬件生产能力。

主要产品信息：地磁传感器、载重传感器、油位传感器、

主要产品信息：虎视智能行车记录仪

油耗仪、门磁

展位号：8B68
公司名称：深圳市天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8B75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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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工业东路利金城科技工业园

电话：0757-88763388

9栋6楼

传真：0757-8615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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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sd@auxn.cn
明智源（香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集车载监

网址：www.auxn.cn

控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集注塑，压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二十几年的经验积

铸，线材加工，组装，研发等一体化，专业生产车载摄像头，网

累，拥有天线研究专家多名，先进仪器数十台，测试场所一套，

络摄像头，车载监控系统，车载显示屏，车载DVR，ADAS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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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劳系统，360全景等多个系列产品，各项技术均处于国内领先

GSM，CDMA， WCDMA，TD-SCDMA，GPRS，GPS，

地位，我们是很多美国，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等知名汽车公司和

PHS，3G,DECT,WLAN天线的研制生产。设计的各种基站和网

公共交通工具的OEM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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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摄像头，车载显示屏，M D V R，
ADAS，360全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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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77
公司名称：深圳市仲达荣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B80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大浪陶吓新村路口永创科技园A
栋三楼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仲达荣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28151481

电话：075523702092

传真：0755-28079712

传真：075523702092

E-mail：2580866556@qq.com

E-mail：443261356@qq.com

网址：www.its3618.com

网址：www.6gpstracker.com
深圳市东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和
深圳市仲达荣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研发销售一体的

科技研发机构,具有强大的研发生产能力和完善的网络服务体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业的研发团队与ISO9001管理模式自动

系，系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汽车电子产品专业制造商。

化生产车间, 产品畅销全球200个国家，主营：GPS北斗定位器\\

自主研发的车载SD卡录像机和视频式汽车行驶记录仪，为用户

金融风控终端\\OBD盒子\\宠物项圈\\车联网智能终端\\监控平台

提供了新型的科学管理手段。产品已在日本、巴西等国家及国内

运营等

各地广泛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GPS北斗定位器 金融风控终端 OBD盒子
宠物项圈

东运凭借能自身的技术实力，进入汽车电子行业，并成功
树立起了行业品牌！现已是拥有多个自主知识产权和国家发明专
利产品的民营高科技企业。
我们将秉承“为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满意服务”的经营

展位号：8B79
公司名称：中山明智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宗旨。
主要产品信息：4G/3G北斗部标主动安全预防系统一体
机、高清4G硬盘机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567号优城商务大厦B座
2004室
电话：(0755) 81754530
E-mail：mobile@mcytech.com

展位号：8B82
公司名称：上海鲲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www.mcytech.com

地址：上海省闵行区莲花路1555号华一大厦8楼

传真：(0755) 8175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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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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8B84
公司名称：科艺仪器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上海市杨浦区松花江路251弄白玉兰环保广场3号8层
电话：021-55233800
传真：021-55233811
E-mail：SH@anp.com.hk
网址：www.an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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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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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配合国内科研生产各用户之需求，以提供完善之技术服
务，本公司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台湾、
新加坡等地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雷达

展位号：8B83
公司名称：深圳市鼎泰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市花路25号银东大厦A栋701
电话：0755-81778277
传真：0755-83140416
E-mail：lxw@runbo.net
网址：www.runbo.net
深圳市鼎泰富科技有限公司（Runbo品牌）是一家从事专业
4G智能对讲终端、4G三防平板、4G执法记录仪、4G三防智能
手机等通信设备研发、加工生产、国内外同步进行销售的民营高

展位号：8B85
公司名称：中通金域（上海）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地址：上海省上海钦州路100号2号楼708
电话：02134060618
传真：02134060618-116
E-mail：jack.yang@evenhi.com

科技企业，已经获得GSM和CDMA手机生产双牌照。是同行业
领域的专网通信解决方案以及设备提供商，致力于警用和公共安
全、商业安全、交通安全、公共事业等用户，提供恰如所需的专
网通信产品、服务以及通信解决方案，提高各个行业的应急通信
与指挥调度能力，为各行业用户处理一切事情提供便捷。
主要产品信息：4G三防智能对讲终端、4G三防智能手机、
4G三防平板

78

www.cps.com.cn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4月12日，是
富士胶片株式会社为扩大中国大陆地区事业在中国上海成立的
独资公司，并于2002年成为最先被上海认定的中国地区总部之
一，于2013年被国家商务委认定为国家级地区总部。主营业务
包括数码相机、影像、医疗、印刷、高性能材料、光学元器件
等。
主要产品信息：富士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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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8B87
公司名称：深圳市捷顺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8C02
公司名称：东芝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文锦广场文盛中心1906-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嘉里建设广场3期20层

1907室

电话：0755-36860880

电话：0755-25623306

传真：0755-36860816

传真：0755-25623312

E-mail：sales@toshiba.co.jp

E-mail：szjetsun@sonicgroupcn.com

网址：www.zimhk.com

网址：www.sonicgroup.cn
东芝提供独一无二的全球硬盘储存产品及技术，带动全球
深圳捷顺贸易有限公司系香港生力集团属下公司，中国总

市场各种消费性电子、计算机和汽车应用产品，以及企业解决

代理欧洲最大电池公司——法国SAFT公司各类专业电池，并经

方案。Toshiba是开发、设计及制造移动、消费与企业型硬盘的

销其它知名品牌电池以及本公司生产的“SONIC”电池系列。

领导厂商。Toshiba 储存系列与生俱来的优质工程和制造能力，

主要产品信息：SAFT锂电池、Panasonic

让Toshiba产品成为全球的创新领导者。详细信息请浏览 https://
toshiba.semicon-storage.com/cn/product/storage-products.
html。
主要产品信息：硬盘存储

展位号：8C01
公司名称：武汉梦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民族大道39号湖北测绘

传真：027-87871378-8002

展位号：8C06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车信息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E-mail：yuqing.han@wh-mx.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新路198号创新大厦B栋

网址：www.wh-mx.com

19层1906单元

大厦15层
电话：027-87871378-8201

电话：0755-82035519
武汉梦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集成度芯片设计

传真：0755-82033407

和高性能室内外定位研究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员90%以上

E-mail：344821836@qq.com

为国内外知名院校高端人才，核心团队平均拥有15年以上的同

网址：www.ycxc.com

行业工作经验，在多系统卫星信号处理技术、模拟电路设计技
术、低功耗电路设计以及先进工艺芯片设计、高精度定位算法、

深圳市中车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

室内外定位技术、惯性导航等多方面有着长期积累和大量成功经

从事汽车维修、道路运输、智能交通行业的专业互联网服务商，

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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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内汽车养护企业提供规范化、信息化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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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力于利用信息化技术打通汽车后市场的生态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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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信息目前服务于东北、华北、西南、华南四大区域，
整合了数十万家汽车维修养护企业，数万家汽车配件、用品、汽
保设备供应商以及上千家汽修类职业技术学院人才信息，形成覆
盖多个城市的汽车后市场行业大数据资源库。公司成功项目案例
有：养车修车网、机动车维修行业服务平台、运输车辆互联网服
务平台、R。
主要产品信息：汽车健康电子档案数据平台、RIFD识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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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8C06
公司名称：南京通用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8C09
公司名称：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1号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横坑河西村227号

丰大道9号4幢

电话：0755－83160568－110

电话：+86-025-84305988

传真：075583160467

传真：+86-025-84305988-8900

E-mail：ezech@well-co.com

E-mail：ly@njtoyo.com

网址：www.well-co.com

网址：www.njtoyo.com
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创立于1997年，是一家专业从
南京通用电器有限公司以江苏省智能交通产业技术创新战

事智能交通(ITS)领域产品的开发和销售的公司。公司拥有一支专

略联盟、南京智能交通研究院为支撑，与清华大学智能交通研究

业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开发团队，完善成熟的测试生产流程和高

所、东南大学、等多家科研院所均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是一

效科学的管理团队。

家提供出租、公交行业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及车载设备的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出租车管理系统、智能公交管理系统、两
客一危管理系统

作为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检测仪国家标准（G B/T 212542007）的起草单位之一，本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金刚系列酒精
检测仪已在全国交警系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远销至欧美及东南
亚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凭借在智能交通领域的雄
厚实力，开发出了新一代的车载智能移动电子警察，产品已经广

展位号：8C07
公司名称：东莞福泽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塘厦大道中94号新园大厦B栋
3楼整层
电话：0769-87900280
传真：0769-87900163
E-mail：further@fther.com

泛用于城市卡口智能监控，收费站公路交通管理，高速公路测速
报警系统。
公司已通过了ISO9001：2008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产品公
安部交通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还先后通过了香港安
全产品认证 和美国DOT认证。并已获得国家和深圳高新技术企
业的称号。
主要产品信息：电子警察、酒精测试仪、高清现场记录
仪、警用PDA

网址：www.fther.com.cn
福泽尔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国标7258，部标1094标准里
制动系统，防疲劳驾驶系统，车道偏离预警系统，无人售票系统

展位号：8C11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高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及公交智能调度等高科技产品为主的尖端高科技产品研发商，公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白路1026号南岗第二工

司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公司荣获中国双软企业，中国高

业园3栋6楼

新企业，中国安防十大品牌，中国平安城市推荐品牌，中国广东

电话：0755-85028489

诚信企业，中国深圳安防副会长单位。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全面

传真：0755-85028480

拥有国标7258，部标1094安全产品唯一研发商。

E-mail：2880151753@qq.com

的安全产品，车载录像机，自动破窗器，自动灭火器，自动紧急

公司定位：为全球客户提供中国人的视频监控及车载安全产

网址：www.szdego.com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录像机，自动破窗器，自动灭火器，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防疲劳

我们是车辆感知、单车道会车管理、车位引导与智能卡收
发等智能硬件专家。
凭借异乎寻常的专注力和丰富的行业经验，从开发到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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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德高智能充分调动每一位员工的潜能，为智能停车提供优
质的车辆感知、车位与车道管理解决方案。

我们优秀的技术服务，国际尖端科技的设备和高品质的保
障，得到广大客户的认可。
主要产品信息：安检排爆、反恐救援、侦查检测、核生化

德高智能提供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的产品支持，也可按照

类、特战单兵、水域反恐

行业或应用场景需求提供特殊定制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潮汐车道红绿灯、诱导系统、环路车检
器、收卡机、发卡机等。

展位号：8C13
公司名称：深圳市法马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8C17
公司名称：深圳中安高科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白泥坑旗丰数字科技园A栋
4楼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奋达科技创意园C栋4楼北

电话：0755-84416080-811

电话：0755-23193599

传真：0755-84416862

传真：0755-27966846

E-mail：renxi@szzoan.com

E-mail：sales@cnfama.com

网址：www.szzoan.com

网址：www.cnfama.com
深圳中安高科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公共安检、
法马，国内智能交通设备一流供应商产品出口全球一百多

排爆、反恐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并提供一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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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安全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其总部设立于深圳。由我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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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研发的“车底安全检查”、“通道式X光机”、“爆炸物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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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测”、“危险液体气体检测”、“金属探测安检门”、“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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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探测器”等系列产品。“中安高科”系统产品及项目解决方

SGS认证

案涵盖国际国内各种大型活动会场、机场、车站、海关、口岸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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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公检法司系统、政府重要职能部门、银行、大型工厂、娱乐
场所、考场、商场等人群通道安全检查及违禁物品查验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车底安全检查、通道式X光机、爆炸物毒品
探测、危险液体气体检测

展位号：8C15
公司名称：北京东美森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省北京市昌平区碧水庄园27-8栋

E-mail：DMST2014@163.com

展位号：8C20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世银科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

网址：www.dmstech.com.cn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重庆路2号第2栋

电话：010-60777099
传真：010-60777099-812

第一、十一层西面厂房
公司成立于2013年，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优质的技术服
务，致力成为国内最先进的高科技技术集成企业。

传真：0755-33581016

我们是一支具有专业安全产品知识和反恐领域服务经验的
团队。

电话：0755-33581016
E-mail：2355823742@qq.com
网址：www.zsykits.com

我们开发和提供国际最先进的产品技术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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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银科（深圳、安徽、香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ITS智能交通产品的技术研发、技术引进以及相关工程实施的

E-mail：chenli@ptyt.com.cn
网址：www.ptyt.com.cn

专业机构。2010年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智能交通设备领域。
是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目前产

深圳市普天宜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06年5月，是

品覆盖LED交通灯系列、LED可变情报板、可变限速标志、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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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导系统设备、隧道光电系统设备、全系列交通信号灯、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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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网)交通信号机，以及全系列太阳能交通产品。

牌，正式开启高速发展的新征程。

主要产品信息：交通信号灯、语音提示器、交通信号机、
交通杆件、太阳能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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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8C23
公司名称：保勒开美智控（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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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北京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高新园多彩科技城2栋1105
电话：23774412
传真：23774412
E-mail：hjf@cncame.com
网址：www.cncame.net

展位号：8C30
公司名称：深圳智慧车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大运软件小镇6栋

保勒开美是全国领先的以反恐防暴升降路桩、路障的研

电话：0755-85210039

发、生产和销售为核心的智慧防控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

传真：0755-85210039

以技术创新为基础，提供端到端的周界安全解决方案、系统及服

E-mail：chunbo.he@smart10000.com

务；以守护城市安全、保障人们的生活不被暴恐袭击所伤害为目

网址：www.smart10000.com

标而持续创造社会价值。
新模式，新技术，新自动操作系统赋予我们无与伦比的可

深圳智慧车联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龙岗大运小镇，公司注

靠性和安全性，我们始终坚持凭借不懈努力，追求精益求精，始

册资金1500万，集研发、制造、销售和系统集成于一体的国家

终将客户的需求作为公司的经营宗旨，以主动服务为理念的便捷

级高新技术企业。智慧车联致力成为全国领先的商用车综合监控

服务网络和密集的销售网络；发展至今已经有深圳、沈阳、北

和主动安全（盲区预警、前车碰撞、自动刹车等）智能化解决方

京、杭州、成都、西安、新疆等7个分支机构及超

案供应商。产品已成功应用在商用车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升降路桩，翻版路障

主要产品信息：商用车综合监控和智能化（盲区预警、前
车碰撞、自动刹车等）解决

展位号：8C25
公司名称：深圳市普天宜通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展位号：8C31
公司名称：广州市卫通安全智能电子有限
责任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西海岸大厦18F

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大道72号C2栋绿地国际

电话：0755-86363333

创客中心

传真：0755-86363155

E-mail：13650146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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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waton-safe.Com
广州市卫通安全智能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1月在广州
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依靠南京理工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
发团队和自身的海外留学归国团队相结合，公司致力于军警领域
反恐防暴的非致命装备，集产、学、研、售、训五位一体，为军
警等执法部门提供世界先进的非致命精准反恐防暴装备，公司获
得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创业英才计划支持。
卫通安全研发产品有：一招擒敌——脉冲抓捕手套，获得
了第二届粤警创新大赛金牌，并在全省公安推广应用；研发了世
界上首块双层加强型反恐圆盾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并销售到欧
洲，研发世界先进的第四代无人机反制系统，基于无线电协议破
解的技术是世界最顶尖的防御技术。公司致力与各界人士合作、
互信、共嬴。
主要产品信息：第四代-卫通安全无人机反制系统、移动终
端信息采集系统、以太毫米波链路通信系统、一招擒敌-脉冲抓
捕手套

展位号：8C33
公司名称：深安智谷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保定市莲池区东三环路3799号
电话：0312-3386111
E-mail：hbsasy@163.com
网址：www.bdsazg.com
深安·智谷占地面积3697亩，总投资130亿元，由邦城规划
顾问（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进行规划设计，将以“智慧建
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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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制造区、产品研发区、总部办公区、职业教育区和生活
配套区。
主要产品信息： 产业园区招商：智慧安防、交通、环保、
医疗；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

展位号：8C32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青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办甘坑甘李二路3号D栋厂
房2楼B区

展位号：8C34
公司名称:深圳精英游艇俱乐部
企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体育中心内

电话：0755-28441001*807

电话：0755-83665119

传真：0755-28303626

邮箱：86658154@qq.com

E-mail：david@dellking.com
网址：www.dellking.com

「精英游艇俱乐部」始创于2012年，早期为游艇艇主俱乐

深圳市德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专业从事
警用蓝牙无线通讯的执法，执勤装备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在公安、交警、刑侦、缉毒等无线通讯装备

部，逐步演变为以海洋文化为核心的高端商务社交平台。
主要产品信息：游艇服务、会员会籍、选美赛事、帆船赛
事、海洋公益

领域，具备雄厚的技术基础和广泛的产品应用经验。
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包括：骑警蓝牙通讯系统，警用防暴
蓝牙通讯系统、警用PTT蓝牙手咪、蓝牙消防PTT、军用静噪耳
机、蓝牙头盔耳机，讲机蓝牙适配器、蓝牙系列方案设计的开发
等，产品远销海内外。具备给华为，中兴，摩托罗拉等国际品牌

展位号：8C35
公司名称：深圳市正德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ODM设计代工的研发和生产实力，并多次荣获国内的科技创新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康明路8号

大奖。

电话：0755-36518326

主要产品信息：骑警蓝牙通讯系统

传真：0755-89602568
E-mail：sd21@tronk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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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maintexpt.com

E-mail：1798721890@qq.com
网址：www.hnsyhm.com

深圳市正德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德智控）是一
家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公司已通过国家高

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是集电动汽车（警用车辆

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并且属于深圳市经

装备）研发、制造与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制造企业，总部位于河

信委认定的双软企业。作为中国微特电机的主流制造商，正德智

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森源高科技产业园，公司拥有国内领

控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环保的微电机及驱动控制

先的汽车冲压、焊接、涂装、总装、检测生产线，是目前国内工

系统的全面解决方案，以创新和卓越推动机电一体化行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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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经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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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强化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已经在精

动警务室，并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产品连续多年被列入公安

密电机制造技术和机电一体化产品开发方面取得了良好的

部警用车辆及车载装备集中采购目录。目前公司产品已遍布全国

主要产品信息：无刷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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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通讯指挥车/四座封闭巡逻车

展位号：8C37
公司名称：广州雷利诺车业有限公司

传真：020-34901848

展位号：8C40
公司名称：深圳市哈工大业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E-mail：550925318@qq.com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大学城创业园（B区）四楼

网址：www.ddslccj.cn

电话：0755-89998488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太石工业区81号
电话：020-84916596

传真：0755-89997588
雷利诺电动车将豪车定义再次进化专业、经济、高效、能
满足不同群体个性化定制要求！

E-mail：ganlin@hitsys.cn
网址：www.hitsys.cn

广州雷利诺车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是一家专业生
产电动四轮场地车的企业。公司地处广州市南沙自贸区，通过了

深圳市哈工大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2015质量管理

871389）是一家专注于智慧高速、智能交通产品与解决方案的

体系认证、OHSAS 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

公司下设研发部、售后部、物流储运部、人事行政部、国

利及近百项软件著作权，依靠拥有智能交通领域多年的技术优势

内贸易部、国际贸易部、财务部等部门。

与经验积累，业务涵盖智慧高速、智能交通、智慧公安等相关领

主要产品有：高尔夫球场专用车

域整体解决方案，包括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违法取证记录系统、AI

主要产品信息：大功率新能源警用摩托车24000D-X睿诺

视频交通事件检测系统、双目高清智能号牌识别系统、道路运营
安全管理系统、公路路产养护综合管理系统等。我们相信，人工
智能系列产品的面世，将为用户带来全新的价值体验，再次展现

展位号：8C38
公司名称:河南森源鸿马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经开区第三大街经北五路森源产业园
电话：037167392999
传真：03796739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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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业【让用户体验价值】的经营理念。
主要产品信息：交通图像数据挖掘系统、高速公路防逃
费系统、激光式交通情况调查系统、路径二义性识别系统（激
光）、动态治超系统、黄标车限行系统、车辆稽查一体化抓拍系
统、激光式道路高清综合监测系统、鸣笛智能监测记录系统、车
辆违法改装改形智能监测抓拍取证系统、AI深度学习交通视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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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检测系统、公路路产养护系统、道路运营综合管理系统等。

深圳观澜，真诚欢迎广大新老客户莅临指导！
主要产品信息： 4G通讯头盔 、4G布控球 、智能眼镜、4G
执法仪、对讲执法一体机等

展位号：8C41
公司名称：深圳市泰比特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26119701

展位号：8C46
公司名称：希捷科技

传真：075526110911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泽路16号院润世中心2号楼5层01-08单元

E-mail：675561594@qq.com

电话：010-58751801

网址：www.tbit.com.cn

传真：010-5875193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2号特发信息港B栋15楼

E-mail：leo.hl.yuan@seagate.com
泰比特科技成立于2007年，总部设在深圳市高新科技园，

网址：www.seagate.com

是一家专业从事物联网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双
软企业。目前在无锡、昆明、长沙、西安等地区设立了分公司及

希捷是数据存储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开发精妙产品，

办事处，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提供高效高质的服务。与中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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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研究院联合制定工信部通信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并

务数据。

先后多次获得“中国移动年度最佳合作伙伴”称号，几年奋进，

近年来所存储信息数量剧增，展现了对成功存储和访问大

泰比特已成长为新一代信息通信和物联网技术的一支生力军。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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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科学、开拓、创新的精神，泰比特公司将继续在物联网应用领

进功能的需求也在不断演进。

域深入挖掘，以优异的服务和产品质量，为客户创造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gps定位器，NB-IOT定位器，北斗定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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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8C42
公司名称：深圳市卓炜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大水田社区大水田工业B区第五
栋四楼

成许多系统和解决方案变得更快、更可靠和更可扩展。不再只是
关于存储信息；还事关快速、精确和安全地访问与诠释信息。
主要产品信息：希捷雷霆系列企业级SSD产品/希捷银河系
列企业级产品/希捷无人机移动硬盘 /LaCie无人机移动硬盘 /希捷
全系列移动硬盘

传真：0755-29782663
E-mail：13802564156@163.com
网址：www.szjove.com

1000万，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科技

展位号：8C48
公司名称：深圳市盛路物联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

企业。我司产品先后通过ISO4000、CE、ROHS、FCC等国内外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中三路5号国人通信大厦

认证，现畅销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香港、中国大

B栋328室

陆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取得了20多项软件、硬件方面著

电话：0755-26070885

作专利。

传真：0755-26070885

深圳市卓炜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金达

公司注重产品质量，以客户为中心，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理念，在国内外都取得了良好的声誉。公司生产与研发基地设在

E-mail：panzhengxue@dda-iot.com
网址：www.dda-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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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路物联致力于研发、 生产、 推广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网址：www.zenidea.com.cn

的物联网无线通讯技术DDA，拥有软件著作权60余项、实用新
型发明专利14项， 发明专利600余项，国际专利合作280余项。

深圳市真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智能停车场管理

DDA技术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智能农业、智

系统及高端智能出入口管理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

能国防、城市公共安全预警、 智能停车、智能交通、智能物流
智能电网等多个行业领域。公司秉承“创新、诚信、双赢” 的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通道闸管理系统

原则，凭借强劲的技术资源、 完善的技术体系、为物联网技术
的发展和未来科技时代的进步， 提供了有效的支撑点。盛路物
联已发展成为技术门类完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路侧停车系统软件、硬件

展位号：8C51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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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8C49
公司名称：深圳市能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755-26628682-847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东环一路天汇大厦B栋8楼

网址：www.genvict.com

传真：0755-33631693
E-mail：wuly@genvict.com

电话：0755-25887866
传真：0755-25887866转6666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溢科技），是中

E-mail：105626716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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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nes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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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能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经过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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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砥砺奋进，公司现已发展成为以安全、移动、泛在和大数据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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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方向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专业公司。能信安科技拥有信息安全、

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智能交通三十强”企业。

交通物联和智慧城市三个独立事业部，在国内建有30多个分公司
（子公司）或办事处，是一家全国性的专业信息技术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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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信安科技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市双软企业，在
深圳、长沙、北京和美国硅谷设有技术研发中心。拥有双重涉密
资质，双重商用密码资质，双重安全服务资质,企业信用等级为
AAA。公司在网络身份认证、移动安全、人脸识别与智能视频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驾培，远程培训，安全预警

展位号：8C53
公司名称：深圳市尖峰时刻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东环一路旭日小区25栋3楼
电话：0755-66611521

展位号：8C50
公司名称：深圳市真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755-66611522
E-mail：2532289487@qq.com
网址：www.jfskcctv.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办华龙北路28号明新工
业园C栋6层

深圳市尖峰时刻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着多年车载电子

电话：0755-6182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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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755-2948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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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288111108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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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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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我们的产品包括北斗3G/4G视频SD卡车载录像机、3G/4G视

商，产品涉及国际领先的高端安全防范技术、视频图像智能分析

频一体机，3G/4G及本地硬盘车载录像机、GPS终端系列等车载

处理技术、模式识别技术、智能识别终端、嵌入式产品、行业信

电子产品，以及执法取证设备，3G/4G单兵，警用云台及周边设

息化软件研发、跟踪定位技术、痕迹和文件检验技术等领域。是

备等。所有产品均采用目前业内最先进的H.264/MPEG4压缩技

国内唯一一家拥有全系列车底安检产品的生产厂家，已成为车底

术，产品性能优异，稳定可靠。

安检行业真正的领导者。公司立足于自主创新、集成创新，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4G车载录像机、部标视频一体机、警用云台

拥有全部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努力发挥自身优势，以更好
的技术和产品服务于社会，坚持“走出去”的战略，产品及服务
已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展位号：8C56
公司名称：深圳警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献。
主要产品信息：车底违禁物安全检查系统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硅谷动力智能终端产业园
A15栋5楼
传真：0755-33580162

展位号：8C58
公司名称：深圳市鑫源通电子有限公司

E-mail：2378782071@qq.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木路225号

网址：www.jsdzkj.com

电话：0755-82180220

电话：0755-33932298

传真：0755-28134696
深圳警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集研

E-mail：910038211@qq.com

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提供执

网址：www.xinyuantong.com

法记录仪、采集工作站、电子证据管理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商，
同时也是深圳市安防行业协会副会长。自成立公司以来，产品受

深圳市鑫源通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册资本3150

到全国各地执法人员的喜爱，经过我们不断改善的优良品质，赢

万元，总部位于深圳，是一家拥有自主品牌的集产研销一体的国

得了大批公安执法人员的青睐和首肯。警圣品牌执法仪已应用于

家高新技术企业。

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公司正积极打造互联网+, 助力中

公司提供涵盖金属探测、射线探测、车底检查、炸探液
探、防爆排爆等5大系列的整套安检探测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

国执法的智能化推进。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记录仪、采集工作站、4G管理平台

括：数码金属探测门、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手持金属探测器、
车底安全检查扫描系统、炸探液探、反恐防爆排爆安检设备。
2001年8月，公司在国内率先成功研发出数码金属探测安检

展位号：8C57
公司名称：济南神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济南市高新区新宇路南首齐鲁软件园大厦709

门，并在中国注册了“掌门神”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广东省著名商标”称号。
主要产品信息：安检门、X光机、炸探毒探、气探液探、人
脸识别、信号探测、车底

电话：0531-88936028
传真：0531-88981858
E-mail：shenbo589@163.com

展位号：8C59
公司名称：北京方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www.seenboom.com
济南神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由山东大学计算机信息领域

地址：北京省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88号同方大厦A座8层

专家创办，拥有一支由相关博士、硕士组成的强大研发团队。以

电话：010-50836625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为主要特征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

传真：010-5083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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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zhengxiuhong@foundmacro.com

E-mail：na.wang@unionman.com.cn

网址：www.foundmacro.com

网址：www.umronwei.com

北京方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方鸿智能”），组建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是专

于2016年2月，注册于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园林路18号17号

注于智慧家庭、智能安防、NB-IOT物联网、智能工控机器人等

楼5206室，注册资金1200万元。方鸿智能源于清华大学，是同

四大领域之产品、技术及服务的全球提供商。公司始创于2001

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独立法人，是一家集市场营销、

年，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先后多次获评“福布斯

研发、生产、售后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目前通过了

中国潜力企业100强”。其深耕并拥有在音视频编解码、图像处

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和GJB9001B-2009质量管

理及传输、嵌入式系统开发及应用、云端设备及系统等相关领域

理体系认证；取得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格、装备承

的领先性技术，在同行中一直保持卓著的产品优势。

制单位资格和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记录仪

主要产品信息：反恐安全预警系统，钛合金爆炸物销毁
器，便携式数字板X射线检查

展位号：8C60
公司名称：上海新漫传感技术研究发展有
限公司

展位号：8C62
公司名称：上海合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省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525号2号楼108
电话：021-54733915
传真：021-54733915*8002

地址：浙江省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1411号3幢A区

E-mail：kongqh@hrstek.com

电话：021-69950138

网址：www.hrstek.com

传真：021-69950133
E-mail：hfjiang@simaxtechnology.com
网址：www.simaxtechnology.com

上海合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特种机器人、
反恐排爆安检类机器人、警用装备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
科技企业集团。目前核心技术授权的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实

上海新漫传感技术研究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新漫”）是

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软件著作权、注册商标等50多项。产

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成立于

品具有国家认定的质量检测报告和公安部检测报告，在国内特种

2003年6月。新漫产品线包括先进晶体材料、核辐射检测仪器和

装备行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世博会、园博会、中越边境扫

设备、爆炸物、毒品及化学战剂检测仪三大类。从关键材料到

雷等重大任务中起到重要作用，已经应用于各地市公安局、消防

高端产品，从核心技术到周到服务，新漫一直往“更高、更精、

局、科研院所、部队、兵器集团等多处，并已经出口其他国家。

更尖”的方向发展。SIM-MAX品牌产品已广泛用于国土安全保

主要产品信息：排爆机器人 侦查机器人

卫、大型活动安保、环境保护、核医学及核科学研究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便携式爆炸物/毒品检测仪等

展位号：8C61
公司名称：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C63
公司名称：深圳市盛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中二路软件园一期5栋
401G

地址：广东省广东省惠州市惠南高新技术产业园惠泰路5号

电话：0755-86705716

电话：0752-5853999

E-mail：louisa.tang@shengkong.me

传真：0752-5795561

网址：www.shengkong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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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盛空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运用无线电和机器学习

广州卫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

技术，解决无线电空间安全隐患，提供高科技安全服务支持。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1998年，注册资金

公司的无人机反制系统采用了国际领先的SARM（Self Adaptive

5000万元，自建厂房面积达2.7万m2，主营业务为非战装备和警

Radio Manipulation,自适应无人机协议操控）技术，具有“无源

用器材装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公司先后承担了国家

探测，精准识别，无人值守，零干扰”等特性。目前核心产品蓝

“863”排爆机器人等多个科研项目，其中有30多种新产品填补

天卫士无人机反制系统，已通过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

了国家空白。

监督检验中心（北京）的检测，并成功服务于国家重点建筑设

公司自创立以来，在业内一直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及美誉
度。我们始终坚持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理念，以“客

施、大型活动赛事、外事访问等项目。
主要产品信息：蓝天卫士无人机反制系统

户至上，专业为先”的服务宗旨，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精益求
精的创新精神致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良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排爆机器人、信号干扰仪、排爆服、防暴

展位号：8C65
公司名称：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社区恒南路十号A栋

服、搜爆服

传真：0755-27472764

展位号：8C71
公司名称：中智科创机器人有限公司

E-mail：jockey-520@163.com

电话：0755-86926868

网址：www.senxunda.com

传真：0755-86926868

电话：0755-27472763

E-mail：Lei1.zhang@csst.com
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注

网址：www.csstrobot.com

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公司致力于研发制造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科技警用装备，视维稳强国为己任，坚持科技强警的研发方

中智科创机器人有限公司是 中国安科控股有限公司
（CSST）成员企业，自2011年起，CSST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

向，向科技要警力，提升实际作战能力。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擒拿抓捕手套、电子行动约束器、电

开展安保机器人技术研究，中智科创依托CSST深厚的安防、安
保系统集成及运营服务根基，以及多年的机器人研发技术沉淀，

击抓捕器、声光电盾牌、防暴抓捕棍、防袭刺猬衣等等。
其中，我司国家发明专利产品擒拿抓捕手套，在抓住犯罪
分子手腕时，犯罪分子在2秒内即丧失行为能力与攻击能力。
主要产品信息：擒拿抓捕手套、电子行动约束器、交通指

聚焦安防安保服务领域，多种技术相互融合、不断创新，致力于
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安保机器人及云安防平台综合运营商。
主要产品信息：机器人

挥发光发热手套

展位号：8C68
公司名称：广州卫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8C81
公司名称：深圳市因特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区78栋4楼西边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51号北岛创意园B10栋

电话：0755-86372572

电话：020-83767172

传真：0755-86171270

传真：020-83846437

E-mail：2853626167@qq.com

E-mail：weifu@wayful.com.cn

网址：www.int-med.com

网址：www.gz-wa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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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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产业化的知名企业，专注于混合生物识别技术研究及应用领

挥棒、肩灯、移动显示屏、移动警示灯等警用装备的贸易公司。

域创新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混

公司营销和服务网络遍布全国，能够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

合生物识别技术与物联网技术、互联网技术融合，为智慧安防、

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公司全球首推的快速排查酒精测试仪，

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智慧办公、智慧小区、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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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等应用领域提供以混合生物识别为核心的相关创新型应用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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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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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信息：安检机、安检门、人证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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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85
公司名称：深圳意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平山一路民企科技园2栋东

展位号：8C82
公司名称：北京同创海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座310室

地址：北京省北京朝阳区北四环东路108号千鹤家园乙5号楼

E-mail：hezw@eevin.com.cn

1708室

网址：eevindesign.com

电话：0755-26890320
传真：0755-26890320

电话：010-84834989
传真：010-82200325

意云致力于精致三防类产品的工业设计和开发，从产品工

E-mail：tchc-hlq@bjtchc.com

业设计到整机的ODM，意云依托丰富的行业资源为客户提供基

网址：www.bjtchc.com

于优质工业设计的全产业链产品化服务，为合作伙伴提供从策略
转化到设计执行环节的整体设计和开发能力支持。意云参与过的

北京同创海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

产品方案涵盖了包括专业通信终端、专业三防产品等多个领域，

金1100万元人民币，是一家研制、设计、生产、销售、租赁防

丰富的设计经验使意云具备对产品整体创新设计的能力。秉承专

爆、安检、排爆器材的专业性公司。

业专注的设计理念，为客户提供具备差异化、专业化的产品设计

主要产品信息：安检排爆设备

及三防产品ODM整机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专业无线通信终端、LTE4G智能通信终端

展位号：8C83
公司名称：中控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C86
公司名称：深圳市威富视界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前进二路航城工业区展丰工业园A1栋

地址：广东省广东省东莞市塘厦平山188工业大道26号中控智慧

电话：0755-27581533

产业园

传真：0755-27581023

电话：0769-82992006

E-mail：wavewisdom@wavewisdom.com

传真：0769-82992006

网址：www.wavewisdom.com

E-mail：851528432@qq.com
网址：www.zkteco.com

深圳市威富视界有限公司（简称威富视界）为威富集团旗
下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集人脸识别、目标识别、

中控智慧始创于1998年，是全球生物识别技术领域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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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公司。公司业务主要包括人脸识别、目标识别、行为识别、

团旗下有江苏数字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字鹰科技盐城有限公

指静脉识别、智慧感知平台、工业机器人、云计算技术应用等产

司、数字鹰（泰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州数字鹰智能科技有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智能地产、智能安防、智慧平安城市等

限公司、安徽数字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专业化的生产和实验基

行业的整体解决方案。   

地占地面积超过万平方米。数字鹰科技集团的主要业务包括无人

主要产品信息：威富智慧道闸系统、威富智慧停车管理系统

机及相关产品的技术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 无人机反制设备 光电吊舱

展位号：8C87
公司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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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8D06
公司名称：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电话：0755-269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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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755-26950738

电话：0755-23242821

E-mail：wugf@pwithe.com

传真：0755-23244316

网址：www.pwithe.com

E-mail：yuxiao@lslidar.com
网址：www.leishen-lidar.com

深圳警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执法记录仪行业指
标性领导企业，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专注于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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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执勤部门提供以执法记录仪为核心，包括警翼系列智能执法装

者，公司致力于向全球提供先进的激光雷达（包含T O F单线、

备、警掌系列执法终端及警环系列穿戴式执法设备在内的智能执

多线、三角测距、相位法、3D FLASH、MEMS、相控阵激光雷

法整体解决方案。

达）、高精度三维激光扫描仪、激光位移传感器、激光灭蚊炮、

警翼高度重视产品服务工作，多年来持续投入，形成了

激光灭蚊机器人、特种光纤激光器、光纤器件等产品及机器人

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完善的服务体系（包括售前、售中及售后服

自主导航、AGV防撞预警、无人驾驶&汽车辅助驾驶、工业自动

务），创建了覆盖全国31个省的服务网络，充分满足不同区

化、智能安防、测绘等解决方案。

域、不同用户的服务需求；可靠、严谨的产品品质+快速、优质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雷达、激光传感及机器人解决方案

的服务已成为警翼品牌的一大特色。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视音频记录仪 采集工作站

展位号：8D05
公司名称：江苏数字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8D07
公司名称：广州朱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方达路2号广州新经济园朱雀航
空中心

地址：江苏省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高浪东路999号A1栋2楼

电话：4001755667

电话：0510-82697002

传真：020 82002593

传真：0510-82697002

E-mail：luckyshaw@126.com

E-mail：1958542054@qq.com

网址：www.scarletaero.cn

网址：www.asia-uav.cn
广州朱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采用“北斗”技术
江苏数字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总部坐落于

的军民融合型企业和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理事单位。自公司创

太湖明珠——无锡，是国内知名的集无人机技术研发、生产、销

建以来，一直以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为主旨，围绕军民融合

售、服务、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技型企业。目前数字鹰科技集

式发展现状与展望、政策宣传与解读、创新发展思路与方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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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装备需求分析与军民技术双向转化交流等相关热题展开研讨。
应用领域：专注于工业级无人机及其系统的研发、制造和
销售，为军警系统、航拍航测、灾害救援、电力巡线、石油管道
巡线、农林防护等多个行业领域提供专业定制。
科研实力：广州朱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依托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公司、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中科北斗技术研究院、北
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
研究所（611所）等多所高校及研究所的强大的科研实力，并在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北斗系统
首任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的“北斗+”理念指导下，深挖各行业

展位号：8D12
公司名称：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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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领域需求研发制造工业级无人机。
主要产品信息： 军用级无人直升机 /电网巡线测绘无人直升
机/系留无人机/特种多旋翼无人机固定翼垂直起降无人机/反无人
机系统/低小慢无人机低空防御系统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注册
资本人民币3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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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8D09
公司名称:西安冰果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127号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
院6号楼3层
电话：0298848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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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2988485968
E-mail：bingouav@126.com
网址：www.bingouav.com
西安冰果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成立
于2015年，注册资本5000万。致力提供无人机研发、生产与相
关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公司以雄厚的技术储备和资金支持为基
础，以西安市优秀的航空航天产业为依托，携手国家重点飞行器
设计院校西北工业大学、中航工业自控所(618研究所)等进行深
度合作。公司已经建立起“工业级”固定翼无人机、油动多旋翼
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太阳能无人机一体的全套无人机解决方
案。主要服务于森林防灭火、农业病虫害防护、水土保护调查、
国土资源测绘、石油电力网络巡查等领域。初心不改、方得始
终，西安冰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将会秉承努力拼搏、追求卓越的
精神，继续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高品质的可靠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级长航时固定翼无人机

展位号：8D17
公司名称：深圳酷农无人机产业开发应用
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社区大洋路90-3号1层
电话：0755-85250300
传真：0755-85250300
E-mail：461942640@qq.com
网址：www.szknwrj.com
深圳酷农无人机产业开发应用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无
人机产业平台型公司，总部在深圳宝安区，酷农无人机开发无人
机应用服务，做相关无人机的顶层设计、结构层服务与上下游产
品资源整合。
2018年初在深圳市宝安区建立深圳市第一家无人机产业
园，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以无人机展示、商贸洽谈、产业合
作、企业孵化、订单启动等为核心工作，并成立深圳市航大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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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教育有限公司以推动无人机知识、航空知识、智能设备知识的

业务，并为整个集团提供技术支持。
主要产品信息：侦察型固定翼无人机。

科普教育工作，该园区获批了半径300多米的空域。
目前已经成功运营了西华县无人机产业园，并有多个园区
在洽淡。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整机展出

展位号：8D26
公司名称：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8D19
公司名称：天津曙光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省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金三路环岛北京通航大厦四层

地址：天津省天津市东丽区军粮城工业园区腾飞路3号B座一层

E-mail：info@chinaeagleuav.comv

电话：022-28241990

网址：www.chinaeagleuav.com

电话：010-60530722
传真：010-60530722

传真：022-84959228
E-mail：heliaurora@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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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www.a-ua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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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毗邻天津航空航天产业基地和临港工业园，区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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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明显，自有飞行测试场地。公司注册资金伍仟万，公司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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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平米，现有研发人员10余名。

国家海洋局、海科院、国家电网、林业局、测绘局等等合作。通

我们于2013年设计研发的5A-01无人机的应急伞降系统是

过多年的实际行业应用，公司目前在“低空、小型、慢速”无人

世界上首个公开伞降视频、照片的无人直升机机型（到目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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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没有第二家公布此技术）因为此技术为无人机在人口密集

推广、整机系统保障、专业技术培训等综合性的供应商。

地区飞行或搭载贵重机载设备的最后一道安全保障 ，我们有理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平台建设/无人机整机集成

由认为该项技术对今后无人机实际应用推广中有重大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直升机 无人多旋翼机

展位号：8D25
企业名称:威盛视源智能科技（天津）有限
公司

展位号：8T01
公司名称: ITS智能交通杂志社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43
传真：0755-88309165

企业地址：天津市东丽区东谷园4号办公楼2门202室

E-mail：5678891@163.com

邮编：300399

网址：www.cpsits.com

传真：022-24832625
作为立足于智能交通领域的专业门户网站，我们用全新的

邮箱：15022318872@139.com

视角捕捉全球智 能交通行业的最新动态，提供最前沿的行业资

网址：www.vs-smart.com

讯、智能交通项目分析、市场分析与研究，介绍各国现代智能交
威盛视源智能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智能化建设

通管理理念、运作模式及技术产品，为国内外智能交通 行业提

为基础，以智慧社会顶层设计为主营业务，以无人机、红外热成

供信息交流平台。我们用独特的视点切入方式，运用现代信息传

像产品为依托的的高科技企业。

播的理念和方法，面向企业提供基于市场营销的模块式整体解决

公司隶属于中国海外投资控股集团，承接公司科技板块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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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行业信息量最大、专业性最强、
功能最完善的行业专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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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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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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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755-883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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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88309117@163.com
网址：www.szsp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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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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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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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9月19日。其主要职责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依

凭借领先的技术和专业的服务，中国智能交通网深受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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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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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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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专业性最强、功能最完善的大型专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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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频道和栏目：资讯中心、交通管理、城市交通、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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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招投标、车联网、高速公路、行业观察、智能停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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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智能公交、海外IT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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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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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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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755-88309148

成。

传真：0755-8830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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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是在公安部相关业务局、公安部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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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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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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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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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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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政企之间的桥梁和企事业间的纽带，本协会担负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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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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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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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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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是各

引领行业跨越式发展，走向高科技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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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智能交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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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p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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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7th Shenzhen International ITS & LBS Exp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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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