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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单位

  中国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深圳市人民政府

●  主、承办单位

  深圳市安博会展有限公司

●  协办单位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  指定媒体

  中国公共安全杂志

  CPS中安网

●  广告总代理

  深圳市中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CPSE安博会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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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CPSE安博会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

展会期间活动一览表

时间 地点 内容

10月28日 17:00 - 20:00 深航酒店五楼鲲鹏厅

2015CPSE安博会金鼎奖

智慧城市建设推荐品牌颁奖典礼

欢迎晚宴

10月29日

09:30 - 10:00 深圳会展中心北广场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开幕式

13:30 - 17:00 会展中心六楼桂花厅 三星——第十三届中国安防论坛（管理论坛）

17:30 - 20:00 大中华酒店六楼
希捷科技-第四届全球安防贡献奖颁奖典礼

安博会开幕晚宴

10月30日

09:00 - 12:00 会展中心五楼玫瑰三厅
2015中国云停车产业发展论坛暨

中国云停车产业联盟发起倡仪签字仪式

09:00 - 12:00 会展中心六楼郁金香厅
第二届中国执法记录仪创新应用论坛暨

联盟形象宣传片众筹及联盟公约签字仪式

09:00 - 17:00 会展中心六楼桂花厅 三星-第十三届中国安防论坛（技术论坛）

14:00 - 17:00 会展中心六楼郁金香厅
威富——第二届中国生物识别技术创新应用论坛暨

中国生物识别科技创新产业联盟理事会议

14:30 - 17:00 深圳市民中心工业展览馆 2015深圳智能交通大讲堂第四期

19:00 - 23:00 深圳湾游艇会 CPSE 2015 中外贵宾沙龙 

10月31日

09:00 - 12:00 会展中心五楼玫瑰三厅
第九届中国报警服务业高峰会

第三届中国报警服务业三十强颁奖典礼

09:00 - 12:00 会展中心六楼郁金香厅 三星——第十三届中国安防论坛（全球安防市场论坛）

13:30 - 17:00 会展中心五楼玫瑰三厅
第三届中国无人机创新应用论坛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成立大会

13:30 - 17:00 会展中心6楼郁金香会议厅 安防创客——项目路演及投融资对接会（无人机项目路演同期）

11月1日 09:00 - 12:00 会展中心5楼玫瑰2厅 中国3D打印创新应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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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CPSE安博会
金鼎奖颁奖典礼议程

会议时间：2015年10月28日  18:00 - 21:30　会议地址：深圳市深航国际酒店五楼

时间 内容

18:00 - 18:05 介绍领导和嘉宾

18:05 - 18:10 致欢迎词

18:10 - 18:15 致词

18:20 - 18:50 宣布CPSE安博会金鼎奖和中国智慧城市推荐品牌名单并颁奖

18:50 - 19:00 联盟成立仪式

19:00 - 21:30 CPSE安博会欢迎晚宴

希捷科技——全球安防盛典议程
会议时间：2015年10月29日  18:00 - 21:30　会议地址：深圳市大中华国际酒店六楼

时间 内容

18:00 - 18:05 介绍领导和嘉宾

18:05 - 18:10 福田区政府领导致欢迎词

18:10 - 18:15 希捷科技贺词

18:10 - 18:15 全球安防联盟主席致词

18:15 - 19:00 全球安防联盟主席宣布第四届全球安防贡献奖获奖者名单并颁奖

19:00 - 21:30 CPSE安博会开幕晚宴暨文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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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CPSE安博会

三星—第十三届中国安防论坛议程

时间 内容 地点

10月29日 14:00 - 16:25
论坛开幕式
安防管理论坛

主题：加快公共安全产业整合
　　　推动安防产业在平安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6楼桂花厅

10月30日 09:00 - 17:30 安防技术论坛 主题：安防+，探索跨界、融合新形态 6楼桂花厅

10月31日 09:30 - 12:00 全球安防市场论坛 主题：新市场，新挑战 6楼郁金香厅

论坛总日程安排·安防+，开启智慧安防新时代

时间：2015年10月29日 - 3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桂花厅，300人；郁金香厅，100人

时间 主题 单位 演讲人 职位

14:10 - 14:15 开幕致辞 上海三星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尹昌洙 安防事业部总经理

14:15 - 14:20 开幕致辞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王彦吉 理事长

14:20 - 14:25 开幕致辞 第十五届安博会组委会 主办方 主任

14:25 - 14:55 “一带一路”给国际安防行业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GSIA全球安防联盟 理查德 主席

14:55 - 15:25
大数据条件下，天津视频监控建设应用一体化应

用格局
天津市公安局 李庆生

党委委员、副局长
正高级工程师

15:25 - 15:55
视频技术及标准在“十一五”及信息惠民建设中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陈朝武 副所长，研究员

15:55 - 16:25 智慧产业规划与新兴产业发展
无锡市物联网产业研究院
国家物联网

刘海涛 院长，首席科学家

休会

管理论坛·加快公共安全产业整合 推动安防产业在平安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时间：2015年10月29日 14:10 - 16:25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桂花厅

备注： 实际安排以现场论坛手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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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题 单位 演讲人 职位

09:15 - 09:30 安防+，探索跨界融合新形态 CPS中安网 杨　儒 副总经理

09:30 - 10:00 成就安防监控存储标准 希捷科技 王啸虎 资深业务经理

10:00 - 10:30 智能视频应用提升安防体验 上海三星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唐　弢 技术推广部经理 

10:30 - 11:15 深度学习促进视频监控深度应用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网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万定锐
研发总监
副总经理

11:15 - 11:45 创新技术驱动安防产业新发展 深圳光启智能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刘若鹏 董事长

午休

13:30 - 14:00
东芝优化存储产品建立更佳完善的视频监
控系统

东芝半导体&存储产品公司 吴博深 存储产品市场经理

14:00 - 14:45 智能视频分析：从传统安防走向商业智能 维希艾信息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Ben 
White

首席技术官

14:45 - 15:15 次世代红外线技术与应用 晶元宝晨光电有限公司 施宏辉 产品管理处处长

15:15 - 15:45 “安防+越界”之虚拟现实 华录尚易德 罗哲华 总工程师 

15:45 - 16:15
从成本角度分析，如何解决摄像设备低效
的问题

Apical Limited
Micheal 
Tusch

首席执行官

16:15 - 16:45 选择正确的存储方案是视频监控系统的关键 西部数据
Darrin 
Bulik 

全球产品营销总监 

16:45 - 17:15 物联时代的安防产品+服务 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王　敏 副总经理

17:15 - 17:30 抽奖

闭会

时间 国家 组织名称

09:30 - 10:00 英国 Memoori Research

10:00 - 10:30 - ONVIF

10:30 - 11:00 瑞典 AR MEDIA International 

11:00 - 11:30 土耳其 MARMARA FAIR ORGANIZATION

11:30 - 12:00 意大利 Fiera Milano S.p.A.

技术论坛·安防+，探索跨界、融合新形态

时间：2015年10月30日 09:15 - 17:3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桂花厅

全球安防市场论坛·新市场，新挑战

时间：2015年10月31日 09:30 - 12: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六楼郁金香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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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第二届中国执法记录仪创新应用论坛
会议时间：2015年10月30日  09:00 - 12:00　会议地点：深圳市会展中心五楼郁金香厅

主办单位：中国执法记录仪科技创新产业联盟

协办单位：深圳警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济南致业电子有限公司、浙江南泰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八方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时间 内容 嘉宾

09:00 - 09:10 领导致辞 相关领导

09:10 - 09:40 执法记录仪新标准及产品检测思考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检测中心

09:40 - 10:10 执法记录仪系统建设与应用 哈尔滨市公安局

10:10 - 10:40 公安交警系统执法规范化建设应用 潍坊市公安交警支队

10:40 - 11:10 执法记录仪产业发展现状报告 中国公共安全研究院

11:10 - 11:40 中国执法记录仪科技创新产业联盟形象宣传片众筹发布会

11:40 - 12:00 联盟公约签字仪式

2015第二届中国生物识别技术创新应用论坛暨
中国生物识别科技创新产业联盟一届二次理事会议

会议时间：2015年10月30日  14:00 - 20:00　会议地点：深圳市会展中心五楼郁金香厅

会议主题： 互联网+金融+人脸识别

主办单位：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中国生物识别科技创新产业联盟、全国安防人体生物特征识别应用分技术委员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威富安防有限公司

时间 嘉宾 内容

14:00 - 14:10 领导致辞

14:10 - 14:40 侯鸿川　全国安防人体生物特征识别应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人体生物特征识别应用标准现状及发展

14:40 - 15:10 齐　力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副处长、博士 生物识别技术在视频智能分析中的应用

15:10 - 15:50 张少林　深圳市威富安防有限公司董事长 互联网+时代下人脸识别在安防领域的创新应用

15:50 - 16:20 某金融机构安全部门负责人 生物识别技术在金融安全中的应用

16:20 - 16:50 阿里巴巴 阿里云的“刷脸”支付安全

16:50 - 17:10 聂　飞　深圳市易乐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人脸识别在智慧型卡口中的应用

17:10 - 20:00
联盟工作报告——中国生物识别科技创新产业联盟理事长张少林
为联盟成员企业授牌
招待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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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成立大会暨

第三届中国无人机应用创新论坛

会议时间：2015年10月31日  14:00 - 20:30　会议地点：深圳市会展中心五楼玫瑰三厅

主办单位：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深圳市微型仿生无人飞行器设计重点实验室

时间 活动内容

14:00 - 14:10 翁志黔　西北工业大学原副校长

14:10 - 14:20 陈宏良　中航国际党委书记

14:20 - 14:40 于起峰　中国科学院院士

14:40 - 15:00 王海林　清华大学教授

15:00 - 15:20 祝小平　西北工业大学365所总工程师

15:20 - 15:40 张显志　深圳市一电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15:40 - 16:00 岳清源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16:00 - 16:45
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成立大会暨
深圳市微型仿生无人飞行器设计重点实验室专家聘任仪式

16:45 - 17:00 《消防用多旋翼无人机系统技术要求》发布会

17:00 - 20:30 晚宴

2015第九届中国报警服务业联盟高峰会
会议时间：2015年10月31日  9:00 - 12:00　会议地址：深圳市会展中心五楼玫瑰三厅

时间 演讲人 演讲主题

09:00 - 09:05
杨金才　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社长、
　　　　中国报警服务业联盟秘书长

会议致辞

09:05 - 09:10 相关领导 会议致辞

09:10 - 09:30 解丽生　宁夏奥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区域联网报警合作探析

09:30 - 09:50 阮　锐　深圳辉锐天眼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第三代联网报警技术探析

09:50 - 10:10 孙贞文　天津普泰国信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智慧安保

10:10 - 10:30 李　佳　深圳市精华隆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创新型智能探测器研究与应用

10:30 - 10:50 谷学亮　济南智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报警运营的互联网+如何落地

10:50 - 11:10 邹　玮　奥泰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监 万物互连——解析传感器应用

11:10 - 12:00 2015年“第三届中国安防报警服务业三十强”及“第二届中国报警服务业十佳供应商”的颁奖及合影

备注： 下午2点钟在会展中心东门停车场集合去奥泰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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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CPSE安博会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

企业会议活动日程表

时间 地点 单位 主题

10月29日

14:00 - 18:00 五楼玫瑰一厅 珠海市荣泰电子有限公司

SkyBox - 传统有线门铃系统的革命，智能
手机与传统可视对讲系统的完美结合，珠
海荣泰公司首创手机端智能盒子。即插即
用，十分钟传统变现代智能化。

14:00 - 18:00 五楼玫瑰三厅 北京中盛益华科技有限公司
CSVision智能综合安防一体化数据管理平
台暨商业智能行业解决方案研讨会

14:00 - 18:00 五楼菊花厅 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 光子未来城市产品和解决方案发布仪式

14:00 - 18:00 六楼郁金香厅 深圳市中兴新地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新一代自动识别身份的家庭安防系统
——大狗卫士新品发布会

10月30日

09:20 - 15:30 
五楼菊花厅 中国生物识别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生物识别+互联网

16:00 - 17:30 联盟大会

14:00 - 17:00 五楼玫瑰三厅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新定义红外夜视照明光源

14:00 - 17:00 五楼玫瑰一厅 厦门神州鹰软件科技公司
2015年掌通家园推介会
（互联网+安防行业+幼教=？）

10月31日

14:00 - 17:00 五楼玫瑰一厅 厦门神州鹰软件科技公司
2015年掌通家园推介会
（互联网+安防行业+幼教=？）

14:00 - 18:00 五楼菊花厅 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安防电商服务的困局与破局

14:00 - 18:00 五楼桂花厅
深圳云智家实业
深圳安柯达视通电子

新产品招商会
（全球合伙人财富盛典）



CPSE 第十五届安博会(2015.10.29-11.1深圳会展中心)www.cpse.com.cn 55

3、4号馆 本图更新日期截止至201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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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馆 本图更新日期截止至201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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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馆 本图更新日期截止至201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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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号馆 本图更新日期截止至201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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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号馆 本图更新日期截止至201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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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走廊 本图更新日期截止至201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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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CPSE安博会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

参展商名录

1号馆参展企业
杭州数尔电子有限公司  1A01 

厦门力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A02 

HGST  1A03 

晶睿通讯  1A04 

 深圳市盛视科技有限公司  1A06 

上海涵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A07

深圳市同鼎世电子有限公司  1A08 

瑞思可安防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1A09 

尔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A10 

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1A11 

Secubest Co., Ltd.  1A12 

深圳市华德安科技有限公司  1A13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A15 

金砖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17 

东芝半导体&存储产品公司  1A18  

泰科安防设备  1A20 

上海肯高商贸有限公司  1A22 

奇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A23 

上海旭峰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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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以后报名参展厂商资料未能录入。

space  1A25 

以色列DDS公司  1A26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A27 

金三立视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B01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1B02 

深圳中兴力维技术有限公司  1B04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1B05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B06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1B07 

博世（上海）安保系统有限公司  1B08  

霍尼韦尔   1B09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1B10 

上海三星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1B11 

TCL新技术（惠州）有限公司  1B12 

希捷科技  1B13 

深圳市佳信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B14 

青岛海尔智能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1B15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B16 

上海全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1B18 

ABB(中国)有限公司  1B19 

格灵深瞳  1B21 

深圳市捷视飞通科技有限公司  1B22 



CPSE 第十五届安博会(2015.10.29-11.1深圳会展中心)www.cpse.com.cn 67

利凌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B24 

安讯士网络通讯有限公司  1B26 

深圳市讯道实业有限公司  1B27 

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1B28 

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B30 

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1B32 

北京双旗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1B33 

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1B35 

动力盈科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1B37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B38 

腾龙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1B39 

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B40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1B41 

Nextchip Co., Ltd.  1B42 

HID Global  1B43 

金鹏电子信息机器有限公司  1B44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C01 

深圳市明宏凯科技有限公司  1C02 

喜恩碧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1C03 

深圳市索普达科技有限公司  1C04 

深圳市拓海科技有限公司  1C05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C06 

北京蓝色星际软件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1C07 

西部数据  1C08 

珠海市竞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C09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C10 

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C11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C12 

杭州智诺英特科技有限公司  1C13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C14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1C16 

深圳南方汉邦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1C17 

深圳市中联创新自控系统有限公司  1C19 

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1C21 

深圳市中西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1C22

深圳中西霓虹数码视频有限公司   

库柏裕华(常州)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C23 

创新科存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C24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C25 

北京蛙视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C26 

深圳东日信博科技有限公司  1C27 

Techpoint  1C28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1C29 

四川长虹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1C31 

珠海安士佳电子有限公司  1C33 

中维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1C34 

深圳市中本安防电子有限公司  1C35 

广东远洋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1C36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C38 

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C39 

深圳市德盟科技有限公司  1C40  

博康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C41 

福建福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C42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C45 

凤凰光学安防（上海）有限公司  1C46 

盛波尔科技有限公司  1C47 

福建创高安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C48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  1C50 

广州市瑞立德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C51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01 

深圳市目击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D02 

深圳市迪威泰实业有限公司  1D03

常州市盛和电子有限公司  1D04 

深圳市兴科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D05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06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1D07 

深圳市芊熠智能硬件有限公司  1D08 

深圳富视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D09 

深圳市嘉尔德实业有限公司  1D11 

中山利堡科技有限公司  1D12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D13 

深圳市丰巨泰科电子有限公司  1D15 

深圳感知博合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1D16 

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  1D17  

深圳市迪威乐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1D19 

旷智科技有限公司  1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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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快鱼科技有限公司  1D21 

江苏恒信和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22 

深圳市华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D23 

日电信息系统  1D24  

深圳市利路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1D25 

伟龙金溢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D26 

Integrated Corporation  1D27 

深圳市美安科技有限公司  1D28 

东莞市中控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D29 

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  1D30 

成都新舟锐视科技有限公司  1D31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D33 

深圳市巨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D35 

深圳紫光积阳科技有限公司  1D36 

常州硕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37 

杭州意博高科电器有限公司  1D38 

重庆市海普软件产业有限公司  1D39 

深圳丰泰达电子有限公司  1D40 

深圳市超视科技有限公司  1D41 

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1D42 

朗视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1D43 

汕头市新视界电子有限公司  1D44 

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1D45 

北京高普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D47 

专讯科技有限公司  1D48 

深圳市视诺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49 

深圳市天宇海科技有限公司  1D50 

山东神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D51 

深圳市东舜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1D53 

深圳市慧眼视讯电子有限公司  1D54  

北京汉王智远科技有限公司  1D55 

深圳市中特安鼎科技有限公司  1D56 

深圳市正方体科技有限公司  1D57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1D58 

东莞福泽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59 

深圳市博世爱礼富安防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D60 

深圳市科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D61 

深圳市汉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T01 

WATEC  1T02 

AR Media International AB  1T03

深圳市延创兴电子有限公司  1T04 

深圳市富泓电子有限公司  1T05 

深圳市博铭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T06 

湖南创合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T07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1T08 

中国公共安全研究院  1T09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T10 

杭州艾力特音频技术  1T11 

深圳海科视频科技有限公司  1T12 

深圳市源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1T13 

四川艾普视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T14 

深圳恒峰线缆有限公司  1T15 

广州长视电子有限公司  1T16 

深圳华越力合科技有限公司  1T17 

深圳汇讯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1T18 

深圳市国为安视电子有限公司  1T19 

深圳市德盟科技有限公司  1T23

VIDO.AT Electronics Vertriebs GmbH  1T23

2号馆参展企业
湖南创合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A01 

深圳市金航实业有限公司  2A02 

深圳市远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A03 

广东浩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A04 

中山市先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A06 

深圳市多度科技有限公司  2A07 

深圳致利德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2A07A 

珠海博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A08 

深圳市中兴新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A09 

深圳威玛网电科技有限公司  2A10 

厦门立林科技有限公司  2B01 

弗曼科斯（上海）电子有限公司  2B03 

深圳市东润达科技有限公司  2B05 

珠海太川云社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B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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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来邦科技有限公司  2B07 

深圳市华百安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B09 

佛山市星光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2B11 

珠海三润电子有限公司  2B12 

广州市爱递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B13 

深圳市克耐克科技有限公司  2B14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B15 

福建省冠林科技有限公司  2B16 

泉州佳乐电器有限公司  2B17 

欧蒙特电子（惠州）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2B20 

厦门狄耐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B21 

深圳南亿科技有限公司  2B23 

青岛文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B25 

深圳市松本先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B27 

深圳市视得安罗格朗电子有限公司  2C01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C03 

广东柔乐电器有限公司  2C05 

长沙世邦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C07 

泉州市宏泰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2C08 

深圳市驰通达电子有限公司  2C09 

深圳市海曼科技有限公司  2C10 

深圳市艾礼安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2C11 

深圳市信威电子有限公司  2C12 

广东先导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2C13 

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  2C14 

深圳市创视达电子有限公司  2C15 

珠海市深九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C16 

慧锐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C17 

深圳市麦驰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2C18 

万科思自控信息（中国）有限公司  2C21 

深圳市新和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C22 

泉州时刻防盗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2C23 

深圳易天元网络控制有限公司  2C24 

福建泉州环宇通电子有限公司  2C25 

泉州市科立信安防电子有限公司  2C26 

深圳市精华隆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2C27 

深圳市领航卫士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2C28 

厦门奥马科技有限公司  2C29 

佛山市格安科技有限公司  2D01 

东莞市乐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D02 

深圳市茂益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D03 

成都理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D04 

沈阳金万码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D05 

深圳市巡鹰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2D06 

深圳市思科瑞电子有限公司  2D07 

深圳市兰德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D08 

青岛家和万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D09 

东莞市商立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2D09A 

广州市希锐电子有限公司  2D10 

安恩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D11 

青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D12 

深圳市住得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D13 

深圳市科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D13A 

瓯宝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D14 

广东科濠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2D14A

深圳市数码人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2D16 

佛山市家卫士电子有限公司  2D18 

深圳市海威达科技有限公司  2D19 

深圳市互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2D20 

郑州康利达电子电源有限公司  2D21 

深圳市卫立信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2D22 

深圳市大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D23 

上海优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D24 

福建泉州市东昂电子有限公司  2D25 

广州迪缦斯电子有限公司  2D26 

宁波赛特威尔电子有限公司  2D27 

深圳市南泽电子有限公司  2D28

深圳辉锐天眼科技有限公司  2D29 

上海国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D30 

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T01 

北京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2T03 

深圳市宏润众达科技有限公司  2T04 

佛山市煜升电子有限公司  2T05 

深圳市兴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2T06 

深圳市凯普乐科技有限公司  2T07 

深圳市金安科电子有限公司  2T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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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荣泰电子有限公司  2T09 

佛山市力士达电锁厂  2T10 

深圳市龙侨华实业有限公司  2T12 

GVS视声  2T13 

3号馆参展企业
成都新纪元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A01

深圳市德宝门控科技有限公司  3A02

深圳市创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3A03

深圳市意林电锁有限公司  3A04

深圳市中研安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A05

深圳市深讯科科技有限公司  3A06

深圳市会其通兴电子有限公司  3A08

深圳市澳普实业有限公司  3A10

深圳市真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A11

深圳市道尔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A12

深圳市博思高科技有限公司  3A13

北京蓝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A14

北京光达嘉业科技有限公司  3A15

深圳市朗尼科物联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A15A

西图自动控制（上海）有限公司  3A16

深圳市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A17

深圳丽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A18

苏州市富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A19

沈阳市宝鹏达科技有限公司  3A20

深圳市科安技术有限公司  3A21

深圳市科锐奇科技有限公司  3A22

欧必翼门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3B01

深圳市旺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B02

江西百胜门控设备有限公司  3B03

深圳市德立达科技有限公司  3B04

上海申哲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3B05

苏州汉格电子有限公司  3B06

广州宜励德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B07

茂旭安防工程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3B08

深圳市天翔实业有限公司  3B09

杭州立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B11

厦门科拓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B13

上海城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3B15

深圳市世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3B16

沈阳泰尔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B16A

深圳市大奥时代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3B16B

江门市科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B17

中山市金联电子有限公司  3B18

深圳市通达智科技有限公司  3C01

四川吉联科技有限公司  3C02

深圳万侨鸿科技有限公司  3C03

深圳市新安宝安防器材设备有限公司  3C03A

厦门市舒特科技有限公司  3C04

开尔瑞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C07

苏州斯奥克微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3C10

深圳市捷易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C11

深圳市豪力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C15

深圳市捷轩电子有限公司  3C16

深圳市友联天美科技有限公司  3C17

石家庄蜗牛科技有限公司  3C19

上海毕诺电器有限公司  3C20

沈阳保勒开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C22

深圳科装智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3C24

福州凯和电子有限公司  3C25

深圳市凯迪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C27

中山市弘创电子有限公司  3C28

上海舒泊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C30

温州泓力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C31

中山市固神电锁厂  3C33

深圳市安立克电子有限公司  3T01

沈阳唯实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T02

慧聪网  3T08

深圳城邦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3T10

扬州博克电子有限公司  3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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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馆参展企业
深圳市同步闸机有限公司  4A01

专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A02

深圳达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A04

深圳市博西尼科技有限公司  4A05

深圳市日懋科技有限公司  4A06

深圳市研拓利科技有限公司  4A07

深圳市西耐科技有限公司  4A08

IRITECH  4A09

上海众阳商贸有限公司  4A09A

深圳市方伯第科技有限公司  4A10

东莞市友联奕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A11

深圳市宇安机电有限公司  4A12

广州市捷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A13

宁波博太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A14

深圳市中翔恒威科技有限公司  4A15

深圳市罗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A16

深圳市威安士电锁有限公司  4A18

上海安道雷光波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4A19

上海桑标智能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4A20

深圳市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4A22

深圳市西莫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A24

深圳市西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A25

深圳市中飞宏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4A26

深圳市上和科技有限公司  4A27

深圳市来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B01

深圳市世纪顺实业有限公司  4B02

深圳市纽贝尔电子有限公司  4B03

无锡德飞科技有限公司  4B04

深圳市法马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4B05

深圳市索幄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B05A

深圳市畅盈科技有限公司  4B06

钱林恒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4B09

深圳市宏开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B10

深圳市西瀚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4B11

深圳市创新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B12

山东威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4B13

成都千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4B14

深圳市天盾雷电技术有限公司  4B15

深圳市惠易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4B16

广东安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B18

深圳市慧友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4B20

佛山市东创音频科技有限公司  4B24

浙江宏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4B26

深圳市安森盛世科技有限公司  4C01

深圳市捷商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4C02

温州市博克电子有限公司  4C03

广东西奥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C04

深圳市嘉讯通电脑技术有限公司  4C05

深圳市德高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4C06

宁波瑞奥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C07

深圳市永坚泰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4C08

飞德数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4C09

深圳市易卡迅科技有限公司  4C10

深圳市鑫源通电子有限公司  4C12

杭州新爱电子有限公司  4C14

深圳市深鑫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C16

深圳华本环宇科技有限公司  4C17

深圳市五洲电子有限公司  4C20

泉州市巨将防盗设备有限公司  4C21

珠海易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4C22

深圳市世礴创科技有限公司  4C24

珠海市金海格电子有限公司  4C26

骏玮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4C27

江西阿兰德金融安防有限公司  4C29

佛山市飞星视听设备厂  4C30

深圳市铭汘科技有限公司  4C31

深圳市金凯科技有限公司  4T01

北京卓因达科技有限公司  4T02

厦门泊易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T03

深圳市乐得威科技有限公司  4T06

广州市智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T08

中国停车网/《城市停车》  4T09

上海安全防范报警协会  4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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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西瀚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4T11

深圳国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T12

广州安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T14

东莞市警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T15

5号馆参展企业
河北为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A01

《智能家居》杂志社  5A04

中国安防展览网  5A05

辽宁长城会展广告有限公司  5A07

深圳市顶级广告有限公司（泽希电子商务）  5A09

艾迪艾思（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5A10

佳宝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5A12

广州智家科技有限公司  5A15

深圳华南城网科技有限公司  5A16

深圳华强电子交易网络有限公司  5A17

数字音视工程网  5A18

深圳狮子王科技有限公司  5A19

深圳市理昌实业有限公司  5A23

广州市音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A36

中国制造网  5A41

深圳市讯晨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5B01

深圳市宏创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B03

深圳市君和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B05

深圳市安普仕电子有限公司  5B07

中山市铁盾锁业有限公司  5B08

深圳市威斯迪姆科技有限公司  5B10

南京凯凌电子技术服务公司  5B12

中山微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B13

上海申达自动防范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5B14

深圳艾视锐科技有限公司  5B16

温州首信科技有限公司  5B18

深圳伊兰度科技有限公司  5B19

亦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B20

深圳市深瑞科技有限公司  5B21

普达柯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5B22

北京欣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B23

广东聚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B24

深圳市富赢四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B26

深圳前海芝麻开门网络通讯有限公司  5B27

深圳市安泰讯达科技有限公司  5B28

深圳市康鑫泰电子有限公司  5B29

深圳市中际高科电子有限公司  5B31

惠州市惠德瑞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B32

江苏富士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B33

宁波万鸣电器有限公司  5B34

广州市白云区雷拓电子设备厂  5B35

深圳天安华宇科技有限公司  5B36

深圳视安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B37

深圳鼎识科技有限公司  5B39

深圳市远航电子有限公司  5B40

深圳市金科达诚科技有限公司  5B41

深圳易联凯科技有限公司  5B42

上海欧脉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B43

温州旭辉科技有限公司  5B44

赣州嘉德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B45

广州蓝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C01

台湾台科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C02

上海龙阅科技有限公司  5C03

深圳市饶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C04

博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C05

广州市唯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C12

深圳市兴顺安科技有限公司  5C14

深圳市乐可利电子有限公司  5C18

深圳市瑾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5C27

绵阳市星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5C30

亿鼎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C32

四川为民科技有限公司  5C34

菲披特国际有限公司  5C35

深圳市飞翔骆驼科技有限公司  5C36

深圳市南辉科技有限公司  5T1

广东安迅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T2

深圳市凯视安达电子有限公司  5T4

深圳市福田区太平洋安防通讯市场深奥鑫五金塑胶经营部  5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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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银达汇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T6

深圳市赛博夜视科技有限公司  5T7

深圳市加尼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T8

深圳市达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T9

深圳市鑫永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T10

深圳市德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T11

深圳市凯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5T12

深圳市欧冠科技有限公司  5T13

深圳市帝杰安科技有限公司  5T14

深圳市合顺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5T15

深圳市光头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T17

深圳市捷成安科技有限公司  5T18

深圳市雄狮威电子有限公司  5T19

深圳市卓贝科技有限公司  5T20

东莞迪尔西科技有限公司  5T21

深圳市永昌达电子有限公司  5T23

深圳市明阳威拓电子有限公司  5T24

5号馆2楼平台
参展企业

余姚市迪声音响器材厂  5201

深圳拓普龙科技有限公司  5203

深圳市翌日科技有限公司  5205

山东亚华电子有限公司  5206

广州锐盾电子有限公司  5207

北京导航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208

深圳方位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5211

广州市亿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213

深圳市呤云科技有限公司  5214

沐华工业有限公司  5216

广州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217

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  5218

宁波友隆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5219

深圳市慧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220

深圳市奥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221

深圳市长城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5222

宁波恒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5224

北京北科慧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25

深圳市通微视讯电子有限公司  5229

深圳市创安电子有限公司  5230

浙江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31

杭州迈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232

深圳斯玛特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5235

DAFANN  5236

深圳市今创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237

深圳三维智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238

泉州禾逸电子有限公司  5243

北京东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5246

深圳市熹刷科技有限公司  5247

广东省恩平市莱美福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5248

厦门市路桥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5250

广州市振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254

北京奥普智信光科技术有限公司  5255

深圳市欧溢来电子有限公司  5256

深圳市安厦科技有限公司  5260

6号馆参展企业
以色列迈高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6A01

铠特（上海）塑料零件件有限公司  6A01A

晨星半导体有限公司  6A02

密思达科研有限公司  6A04

深圳傲得华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A05

韩国派视尔株式会社深圳代表处  6A07

罗仕拿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6A08

kce  6A09

北京正印科技有限公司  6A11

深圳市世强先进科技有限公司  6A12

合翔（常州）电子有限公司  6A13

德国威迪艾斯灾损预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6A14

SECO-LARM U.S.A., INC.  6A15

深圳三色电子  6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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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圆方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6A18

佳能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6A19

美国保险商实验所  6A19A

高要市金利镇扉利达五金制品厂  6A20

CTRING CO., LTD.  6A20A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A20B

福建神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A20C

创徽科技有限公司  6A21

深圳市奥胜创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6A22

WEY Technology   6A22A

深圳光启智能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6A23

深圳市披克科技有限公司  6A24

威力工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6A25

永业智能锁业（深圳）有限公司  6A26

Sony Corporation Device Solution Business Group  6A28

厦门脉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6A29

杭州席媒科技有限公司  6B01

慈溪市科发电子有限公司  6B02

天津瑞发科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6B03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B04

中山明智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B04A

深圳市华际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6B05

杭州巨峰科技有限公司  6B07

OmniVision  6B09

新联阳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6B10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6B11

长春鸿达光电子与生物统计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6B12

联合技术建筑及工业系统  6B13

美国西南微波公司  6B16

深圳惠尔联科科技有限公司  6B17

深圳市拓升磁电技术有限公司  6B17B

深圳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6B18

美国派力肯产品有限公司  6B19

MACROIMAGETECHNOLOGY  6B21

杰扬光电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6B22

升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B22A

深圳市光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6B23

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6B24

松下电器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6B24A

上海甬隆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6B25

日本U-TRON（上海温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6B26

中瀚科技有限公司  6B27

雅特生科技  6B28

广州市鑫澳康科技有限公司  6B28A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6B29

北京小鸟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6B30

以色列瑞赢有限公司  6C01

新科电子（卫星通讯与传感系统）私人有限公司  6C02

壹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C03

DAEJIN KOSTAL CO., LTD.  6C03A

嘉因信息有限公司  6C06

顶富实业有限公司  6C07

安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C08

达明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C09

聪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6C10

高柏科技有限公司  6C11

新汉股份有限公司  6C12

FORESIGHT SYSTEMS TECHNOLOGY  6C13

丽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C15

三臻企业有限公司  6C16

杭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C17

e2v  6C23

升税电子  6C25

兴和光学株式会社  6C27

深圳市睿视科技有限公司  6C33

上海旭峰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C35  

长春长光辰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6C36

深圳市南方新桥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6C38

Haesung Optics  6C39

KISIA                                                                        6C39-6C52

CYNIX, Inc.                                                             6C40，6C42

Clairpixel Co., Ltd                                                    6C41，6C43

Eutronix Co., Ltd.  6C44

SOLTECH  6C45

NADATEL  6C46

Rotac Co., Ltd.  6C47

KORNIC GLORY  6C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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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CEN., Ltd                                                      6C49，6C51

TNF CORPORATION                                              6C50，6C52

彩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C53

Appro Photoelectron Inc.  6C57

睿致科技  6C58

玺瑞股份有限公司  6C59

技电股份有限公司  6C60

财荣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6C61

Yoda Communications, Inc.   6C62

新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C63

台湾贸易中心  6C64

Huvitech Co., Ltd.  6C67

广东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C67A

北京思源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C68

南针科技有限公司  6C68A

杭州联增科技有限公司  6C69

欧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6C70

深圳市海清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6C71

思得力安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6C72

三合泰企业有限公司  6C88

CPS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  6T01

安徽创世科技有限公司  6T02

深圳市迅维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6T04

宁波GQY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6T05

深圳市家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T06

深圳市山井电源有限公司  6T07

杭州图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T09

深圳市信利通电子有限公司  6T10

济南致业电子有限公司  6T11

奥泰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6T12

深圳市爱贝宝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6T13

6号馆2楼平台
参展企业

照彰五金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6202 

东莞广恒电子有限公司  6203 

深圳市泰安信义科技有限公司  6204 

深圳市白鹰科技有限公司  6205 

深圳市元龙达科技有限公司  6206 

南京智杰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08 

北京蓝泰吉科技有限公司  6210 

深圳市前海金盾速递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6211 

深圳市九安通科技有限公司  6212 

中山市准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6213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6214 

深圳市云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215 

深圳市鑫国鑫精密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6216 

深圳市鑫宝龙科技有限公司  6219 

深圳市灏域设计有限公司  6220 

浙江立元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222 

虹膜识别系统 (凯乐)  6226 

北方广微科技有限公司  6227 

深圳力合数字电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6228 

深圳市朗松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6229

香河奥尔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6232 

东莞市胜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6233 

杭州驰宏科技有限公司  6235 

SECMAN SRL  6237

SECURITY UPDATE Magazine  6238 

MARMARA FAIR ORGANIZATION  6239

Trade Link Media Pte Ltd  6240  

美国ISC国际安防展组委会中国总代理-恒立伟业  6241

德国安防杂志  6242 

SECON  6243 

印度安防杂志远东分公司  6244  

Groteck Business Media  6245

拉丁美洲安防杂志  6246  

UBM  6247

FieraMilanoSpA  6248 

“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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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馆参展企业
深圳市威视达康科技有限公司  7A01

深圳市小耳朵电源有限公司   7A03

高要市鑫高科技有限公司  7A04

深圳市兴邦维科科技有限公司  7A05

深圳市乔兴科技有限公司  7A06

北京富力天创科技有限公司  7A07

深圳市中西尚恩吉光电系统开发有限公司  7A08

北京安石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7A09

深圳市宝峰盛科技有限公司  7A10

深圳市欧迅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A11

深圳市丰顺科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7A12

深圳市赛邦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7A13

东莞市利伟富世电子有限公司  7A14

河北恒辉明慧科技有限公司  7A15

深圳市尼得科技有限公司  7A15A

北京集光通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A15B

深圳市凯旺电子有限公司  7A16

深圳市雅迅达液晶显示设备有限公司  7A16A

深圳市丰润达科技有限公司  7A17

杭州阿启视科技有限公司  7A18

深圳市利达斯探测设备有限公司  7A20

四川华雁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7A21

深圳市菲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7A22

深圳市帝艾帝电子有限公司  7A23

深圳市裕锦达科技有限公司  7A24

深圳市云泰达科技有限公司  7A25

杭州拓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7A27

广州市文德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7A28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7A29

常州市佐安电器有限公司  7A31

深圳市视晶无线技术有限公司  7A32

西安翔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A33

揭阳市广福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7A34

深圳市优特普科技有限公司  7B01

东莞市标远线缆有限公司  7B03

深圳嘉利荣电子有限公司  7B04

深圳优色专显科技有限公司  7B05

深圳市超音速电子有限公司  7B06

深圳市微星电科技有限公司  7B07

广州市盈一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7B07

泉州市东南光电有限公司  7B08

深圳市奥视迪科技有限公司  7B09

深圳市齐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B10

北京京金吾高科技有限公司  7B11

深圳市国盛电业发展有限公司  7B15

深圳市腾远智拓电子有限公司  7B19

北京和普威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B20

深圳市奥尼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7B22

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7B23

广州五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B23A

深圳市星宏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7B24

杭州雄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B26

深圳市慧明捷科技有限公司  7B28

深圳泰首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7B29

深圳奥腾光通系统有限公司  7B30

北京宏博亚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7B32

广州步视电子有限公司  7B36

常州市维多视频科技有限公司  7C01

深圳市保视捷电子有限公司  7C02

深圳市百千成电子有限公司  7C02A

深圳市中帝威科技有限公司  7C03

深圳市赛博优讯科技有限公司  7C04

深圳市天宏旭鹰电子有限公司  7C05

广东省潮安县宇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C08

盛大电缆有限公司  7C09

北京世纪天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C10

深圳市福佳电器有限公司  7C11

深圳市飞天鹰科技有限公司  7C13

福建威远科技有限公司  7C14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7C15

深圳市三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7C17

江苏宝华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7C18

上海童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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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7C21

东莞市小耳朵电子有限公司  7C28

盈生(中山)电子有限公司   7C29

深圳亿安联创机电有限公司  7C31

广州市超本乐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7C33

揭阳好运五金厂  7C34

广州市英特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C35

深圳市振兴伟业通讯有限公司  7C37

东莞市符杰电子有限公司  7C38

北京睿声智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7C39

法兰克福传媒  7T01

福州开发区鸿发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7T02

深圳市万网博通科技有限公司  7T07

深圳市南天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7T08

深圳市金泽科技有限公司  7T10

深圳市联运达电子有限公司  7T12

深台科  7T13

8号馆参展企业
深圳市安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A01

深圳市容方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8A02

泓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A03

深圳凯盾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8A04

香港明丰科技有限公司  8A05

深圳市荣天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A07

广州网路通电子有限公司  8A08

深圳拓普威森科技有限公司  8A09

上海鸣志电器  8A10

珠海中腾科技有限公司  8A11

晟奇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8A13

深圳市泽云科技有限公司  8A14

深圳市五洲群创科技有限公司  8A14A

深圳中天科技有限公司  8A15

深圳市蓝盾专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A15A

深圳市易飞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8A16

深圳先凯丽柯电子公司  8A16A

深圳市欧林克科技有限公司  8A17

深圳市奔硕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A17A

江西星汉光学有限公司  8A18

深圳市三一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8A18A

维希艾信息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8A19

深圳市晶鑫宇光电子有限公司  8A19A

世大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8A21

深圳市深电科电子有限公司  8A22

深圳银星精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A23

成都动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A24

重庆奥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A25

南京金智视讯技术有限公司  8A26

深圳旭峰威视股份有限公司  8A27

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A28

深圳市昊峰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8A29

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8A30

深圳捷视联实业有限公司  8A31

杭州全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8A32

北京博康天成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  8A33

佛山市南海区思远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8A33A

福州富兰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8A34

慈溪市凯峰电子有限公司  8A36

厦门神州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8B01

厦门市恒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B02

深圳市丰利源光电有限公司  8B03

上海悠络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B05

广州动钛电子有限公司  8B07

深圳市江能发科技有限公司  8B08

安鑫视科技有限公司  8B09

深圳市名扬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8B10

杭州晨安视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8B11

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B11A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B12

深圳市安星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8B13

东莞市九鼎实业有限公司  8B15

深圳市安威科电子有限公司  8B16

北京文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B17

深圳市创安源电子有限公司  8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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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恒鑫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8B19

深圳市网今科技有限公司   8B19A

深圳市凯视泰科技有限公司  8B20

潮州市金刚眼电子有限公司  8B21

深圳久凌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8B22

江门市拓达电子有限公司  8B23

广州粤道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8B24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8B25

深圳领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8B26

深圳市凯视达科技有限公司  8B27

广州市惠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B28

深圳市汇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8B30

东莞市优力普智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8C01

尚亚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8C03

深圳市韦特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8C04

深圳市东佳实业有限公司  8C05

深圳市普华永泰广告有限公司  8C06

深圳市新会博尔科技有限公司  8C07

深圳奥海纳光电有限公司  8C08

北京依莱瑞科技有限公司  8C09

深圳比亚迪微电子有限公司  8C10

安防市场报  8C11

杭州开锐电子电气有限公司  8C13

深圳市商智通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8C14

天长市睿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C15

移康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8C16

高安市思创雷电防护有限公司  8C17

广州光桥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8C18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  8C19

杭州四方博瑞数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8C21

深圳市千叶行科技有限公司  8C22

深圳市众通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C27

宁波贝隆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8C28

深圳威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C28A

爱博翔科技有限公司  8C29

福州飞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8C31

深圳市安普兴利科技有限公司  8C32

北京润光泰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C33

北京天安亿通科技有限公司  8C35

深圳市锡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8C36

北京蓝思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8C38

凯特力（香港）有限公司  8T01

深圳市达诺微电子有限公司  8T01A

慈溪市万捷电子有限公司  8T02

深圳市兴华安科技有限公司  8T03

湖南华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T04

扬州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8T09

深圳市安奇顺科技有限公司  8T13

沙洋荆安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8T14

9号馆参展企业
深圳市文盛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9A01

深圳市佳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A02

深圳市海视泰科技有限公司  9A03

深圳市贝斯得电子有限公司  9A05

深圳市华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A06

深圳市先涛科技有限公司  9A07

江苏新创光电通信有限公司  9A08

锐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9A09

深圳市荣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9A09A

深圳市深创远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9A10

深圳市德尔克电子有限公司  9A10

深圳市福斯康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A11

深圳市澳斯联科实业有限公司  9A12

深圳市百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9A13

深圳市锐达视科技有限公司  9B01

深圳市富视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B03 

浙江红苹果电子有限公司  9B04

深圳市翔飞科技有限公司  9B05

深圳市华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9B06

广州安视保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9B07

广州沃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B07A

深圳市粤阳星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9B08

深圳市三辰科技有限公司  9B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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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奋进达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9B10

深圳市奥蕾达科技有限公司  9B11

深圳市卡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9B12

深圳市东健宇电子有限公司  9B13

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9B14

杭州卓壮科技有限公司  9B14A

南通市智勇电子有限公司  9B15

深圳市维冠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9B17

深圳市丰巨泰科电子有限公司  9B18

深圳市鹏视视频科技有限公司  9B18A

深圳市罡扇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B19

上海爱谱电子线缆系统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9B21

深圳市中电视讯有限公司  9B22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B24

深圳天地宽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B25

山口安防  9B26

深圳中索电子有限公司  9B27

深圳市渊广源科技有限公司  9B28

深圳市赛博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9B30

深圳市华视安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B31

深圳市智敏科技有限公司  9C01

天津市亚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C01A

恒业智能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9C01A

上海广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C02

深圳世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C03

深圳市万佳安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C04

深圳市泰克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9C05

苏州莱能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C06

深圳市安嘉科技有限公司  9C07

深圳市锐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C07A

海特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9C07B

深圳市智慧威视电子有限公司  9C08

深圳市天视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C09

深圳市乐视视频技术有限公司  9C10

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  9C11

东莞市迈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C12

东莞市金鳞羽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9C12

深圳市特思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9C12A

深圳市亿安达电子有限公司  9C13

深圳市南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C14

深圳市东视电子有限公司  9C16

深圳市捷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C17

深圳市微耐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9C18

深圳市创卓越安防器材有限公司  9C18A

深圳市安讯实业有限公司  9C19

深圳市光网视科技有限公司  9C20

广州全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9C21

广州一视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9C22

深圳市强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9C23

深圳市昱鑫共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C24

深圳市卡姆士监控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希恩希科技有限公司  9C25

深圳市安顺祥科技有限公司  9C26

深圳市安柯达视通电子有限公司  9C27

深圳市安立信电子有限公司  9C28

广州市九安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D01

旗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D02

深圳市嘉河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9D03

深圳市慧视电子有限公司  9D04

深圳市本色科技有限公司  9D05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D06

深圳市英特安防实业有限公司  9D07

南京英安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9D07

AEVISION深圳市毅安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9D08

深圳市金鼎威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9D09

南京荣飞科技有限公司  9D10

成都华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9D11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9D12

深圳市乔安科技有限公司  9D13

深圳成光兴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D14

深圳市兰星科技有限公司  9D14A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  9D16

深圳市红太电科技有限公司  9D17

深圳市海纳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9D18

深圳市优冠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9D19

东莞市讯利实业有限公司  9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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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力维登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D22

深圳市红旗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9D23

深圳市赛诺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9D24

深圳市凯利光电有限公司  9D26

深圳市视界之龙电子有限公司  9D27

厦门神州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9D28

深圳森虎科技  9D29

深圳市智显达科技有限公司  9T01

惠州市威德盛科技有限公司  9T03

深圳市明日实业有限公司  9T05

深圳市威富安防有限公司  9T06

深圳市安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9T08

北京腾龙视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T09

深圳市易甲文技术有限公司  9T10

深圳市大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9T11

上海趋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T12

北京智慧仓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9T13

86安防网  9T13A

福州灵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T14

2楼大厅参展企业
上海骏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001

北京文通科技有限公司  2002

东莞市特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2005

深圳市柯耐特科技有限公司  2006

富视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2007

深圳市柯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2008

上饶市泰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09

江西盛嘉磁业有限公司  2010

宁波易瑞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2013

西安北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017

深圳市海硕科技有限公司  2023

Detex Corporation  2025

广州视控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6

深圳市华泰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9

深圳市捷炜亿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33

常州华元电器有限公司  2035

珠海富景科技有限公司  2037

中国电子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2038

深圳市丽欧电子有限公司  2041

深圳市讯展科技有限公司  2043

深圳市洪瑞光祥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44

飞强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46

东莞日线线缆有限公司  2049

深圳尤思科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2050

杭州惠尔线缆有限公司  2053

旺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54

济南飞越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2054A

深圳市艺通能科技有限公司  2055

广州市京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58

广州市石新电子有限公司  2062

康拓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2063

深圳市秋叶原实业有限公司  2064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68

深圳市凯斯曼科技有限公司  2072

深圳市裕嘉达科技有限公司  2076

上海威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83

西安及安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2085

上海太弘威视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2089

深圳警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093

江苏锐盾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097

北京国电电科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2098

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099

深圳市澳亚迪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2103

深圳市警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07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108

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  2109

江苏顺达警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2110

广东守门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15

深圳市奥智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116

日联科技  2117

深圳驰睿泰科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2118

深圳市中安谐科技有限公司  2119

深圳途沃得科技有限公司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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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神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127

博年有限公司  2128

深圳黎明镒清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2129

江苏金安警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2133

江西长城防护装备实业有限公司  2134

深圳市鑫时代安检设备有限公司  2137

江苏恒卫防护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2138

福建泉州海滨防护装备有限公司  2139

广州南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140

深圳瑞恩嘉美科技有限公司  2141

南昌市坚盾实业有限公司  2142

深圳市神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43

深圳市天和时代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2147

慈溪市鸿昌电子有限公司  2151

南京迪威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152

丹阳市永恒皮塑有限公司  2153

深圳市因特迈科技有限公司  2154

安徽启路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155

东莞市二郎神影像设备有限公司  2159

东莞市骏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161

东莞市美安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2162

深圳市航迅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163

深圳市平豪电子有限公司  2171

天津平安宜居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2172

科立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173

南昌英雄钢盔厂  2175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2179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2195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有限公司  5W01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W03

南京聚特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5W05

深圳市草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W06

深圳市因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5W07

湖南创合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W09

深圳市伊莱克科技有限公司  5W13

国际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6W01

深圳市维纳光电有限公司  6W05

上海中熙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6W06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W09

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6W10

深圳市国兴达科技有限公司  6W11

CPS中安网 

《ITS智能交通》杂志 

深圳市安博会展有限公司 

安防监控存储科技创新产业联盟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深圳市安防协会职业培训中心 

深圳市乾坤公共安全研究院 

深圳市中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市金裕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中国联合会 

中国报警服务业联盟 

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 

中国警察装备采购指南 

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 

中国执法记录仪联盟 

中国智慧楼宇产业联盟 

中国智能高清视频监控产业联盟 

中国智能交通网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山尼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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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馆参展企业

展 位 号：1A01 

公司名称：杭州数尔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祥园路39号6号楼

电话：0571-88097075

传真：0571-88099077

邮箱：fuqingli@hzsoar.com

网址：www.hzsaor.com

杭州数尔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数字化安

防系统产品的高科技企业，重点开发生产智能分析、自动跟踪、数

字化等安防产品。荣获多项专利和著作权。我们融合自动跟踪和红

外技术，生产出了具有自动跟踪功能的红外高速球及云台，使夜间

监控更上一个台阶，更趋完美！

数尔电子经营宗旨：诚信经营、品质取胜、不断创新、永不停

步！公司竭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洽谈业务。

主要产品信息：双目远距离云台、迷你枪式云台、车载球、视

频会议、红外球

展 位 号：1A02 

公司名称：厦门力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新美路26号

电话：0592-3136265

传真：0592-3137588

邮箱：leo.tsai@evetar.com

网址：www.leadingoptics.com

厦门力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行销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有着各种系列的镜头，像面尺寸涵盖1/9英寸至1

英寸，除了应用于普通监控摄像机，还可广泛应用于高清摄像机，

如百万像素日夜两用摄像机、网络摄像机、全景监控摄像机、以及

视讯会议、动作捕捉、文件辨识、机器视觉、医疗设备及汽车电子

等应用。我们将及时为您提供高性价比的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百万高清镜头，MV镜头，鱼眼镜头，无畸变

镜头,智能交通用镜头

展 位 号：1A03 

公司名称：HGST

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1803室

电话：83569284

传真：83569288

邮箱：coco.luo@pmc.com.cn

网址：www.hgst.com

HGST是西部数据集团旗下全资独立运营的子公司。由硬盘行

业的创始者创立，致力于为一系列广泛的市场提供优质服务，其中

包括企业、云计算、OEM、移动、消费电子产品和个人储存市场。

主要产品信息：Ultrastar® He8 3.5 英寸氦气密封式平台 

展 位 号：1A04 

公司名称：晶睿通讯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066号70幢7楼A座

电话：021-54265976-637

传真：021-54265980

邮箱：yuyf@icansee.cn

网址：www.vivotek.com

晶睿通讯成立于2000年2月，以技术为导向，致力于声音图像

压缩处理、多媒体通讯及系统单晶片的研究与开发，多年来已成功

开发并生产制造全系列安全监控系统产品，包括网络摄像机，影音

伺服器，影音解码器及图像管理软件。经过多年深耕，晶睿通讯已

成为安全监控产业知名品牌及多媒体通讯的领导者，并持续朝创新

技术迈进，领先世界潮流。2006年7月晶睿通讯正式于台湾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柜(股市代号：3454)。

2015 CPSE安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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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影音伺服器,影音解码器及图像管

理软件

展 位 号：1A06 

公司名称：深圳市盛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科技园苍松大厦南座五楼 

电话：0755-83849888

传真： 0755-83849210

邮箱：1529482462@qq.com

网址：www.maxvision.com.cn 

圳市盛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是一家专业从事智

能化技术、系统集成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安防100强、

中国智能交通30强、华南安防系统集成（工程）商30强、广东省企

业500强、服务业100强、软件业100强，省诚信示范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A07  

公司名称：上海涵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政立路477号同和国际大厦B座805室

电话：021-55897101

传真：021-55897101

邮箱：vicky@hopingshanghai.cn

网址：www.hopingshanghai.cn

上海涵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作为TISO中国地区总代理，公司宗

旨是满足中国地区的需求，为中国地区提供定制化安全解决方案，

确保投资、财产的安全性，更重要的是确保中国人民生活更加安

全。TISO公司在生产中，致力于生产并提供安全解决方案、专心研

究旋转门、行人通道、安全门、防冲撞设备等多种产品。TISO持续

的成功和创新精神使得我们的产品处于世界前列，获得国际认可。

我们凭借优秀员工的创造性和生产的灵活性，致力于为您提供高质

量、价格适中、外形美观的产品和安全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TISO

展 位 号：1A08 

公司名称：深圳市同鼎世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9003号湖北大厦南区6B-8

电话：0755-83578278/83578279

传真：0755-83578276

邮箱：ssq@tondins.com

网址：www.tondins.com

深圳同鼎世电子有限公司的核心业务定位是代理销售国内外知

名识别技术应用方面的产品和系统，专业提供人员识别及车辆识别

领域的解决方案并逐步成为涵盖信息安全和物流识别领域的识别技

术应用专家。我们的目标是以推广世界最先进的识别技术为方向，

以提供顾客最合适的解决方案为己任，以建设行业最稳定的网络渠

道为途径。

本次深圳安博会我们携手上海优迪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各

位提供识别技术安防领域的应用分享。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系统、车辆识别管理系统、生物识别管理

系统

展 位 号：1A09 

公司名称：瑞思可安防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1023号大众金融大厦B楼2902室

电话：021-52390066

传真：021-62400560

邮箱：emma.sheng@riscogroup.com

网址：www.riscogroup.com/china

瑞思可集团生产的高品质、可靠的安保产品适用于各种类型的

安保设施。从用于住宅和商业设施的入侵报警系统（包括种类齐全

的配件），到大型门禁控制和综合安全及楼宇管理平台，我们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丰富的最佳安保管理解决方案。

瑞思可集团是技术型领导企业，因此我们针对所有产品都在不

断寻求创新；我们基于云的门禁系统和软件即服务（SaaS）解决方

案支持高效、经济的安装，而我们的智能手机应用则为用户提供了

远程访问安保系统的功能，支持自我监控，满足安保行业不断发展

的趋势。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智能家居，门禁控制，综合安防管

理平台

展 位 号：1A10 

公司名称：尔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 235 号七层 7964 室 

电话：0592-5995560

传真：0592-5769295

邮箱：alcatel_security@163.com

尔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初，坐落于繁

华都市上海，全面负责阿尔卡特ALCATEL可视对讲、智能家居产品

在中国的市场推广、销售及技术服务。公司秉承着“客户至上”的

服务理念，我们有信心将阿尔卡特ALCATEL最优质的楼宇对讲安防

产品为中国的楼盘增强建筑智能化含量，通过专业的项目咨询与规

划，量身定做最完善的智能化综合解决方案，售中为客户进行调试

指导，并且在售后进行用户培训和定期回访，为住宅用户带来“安

全、舒适、高效、智能”的住宅环境。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智能家居，基于安卓系统智慧社区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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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1A11 

公司名称：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12路012号曙光大厦9C

电话：0755-86026427

传真：0755-26605639

邮箱：ceo@intellidata.cn

网址：www.intellidata.cn

深圳前海华夏智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ARM

架构下的高清智能视频分析技术与产品研发。产品线涉及ARM9 、

ARM11、Cortex A7、Cortex A9，应用领域包括：智能家居、安防

监控、智能交通、消防探测、行车安全等。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行为分析，智能停车管理，智能火灾探

测，智能人数统计

展 位 号：1A12 

公司名称：Secubest Co., Ltd.

地址：上海新金桥路1122号方正大厦1905-1906室

电话：021-61600901

传真：021-61600903

邮箱：chinasales@secubest.com

网址：www.secubest.com

美国SECUBEST公司是全球专业视频及安防系统提供商，致力

于为全球用户提供最专业的顶级视频产品系统，及专业的技术支持

与服务。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在全球范围内均设立了办事服务

机构，在中国大陆上海设有中国区办事处及服务中心。SECUBEST

公司在美国、韩国、香港均设有研发机构，并在中国、韩国、

越南设有专业的生产工厂。做为全球最专业的视频生产厂家，

SECUBEST目标是以自身的技术实力成为全球安防行业的领导者，

我们的使命是为客户提供100%满意的产品及技术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 高清摄像机，HD-SDI高清摄像机，视频监控

系统平台

展 位 号：1A13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德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方大大厦12楼

电话：0755-21618866

传真：0755-21676990

邮箱：ymx@huadean.com

网址：www.huadean.com

深圳市华德安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警用执法装备行业领导者，

公司拥有业界领先的研发能力及制造管理水平，为全球执法机构提

供最高性能的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仪、数据采集站、综合管理平台

软件等执法信息化解决方案。

华德安科研团队是国内首个专业从事警用执法记录仪行业标

准研究的团队，主导起草了公安部发布的《单警执法视音频记录

仪》行业标准，并荣获“公安部科学技术奖”。华德安全线产品均

通过公安部检测认证，取得国家“CCC”认证证书，多项自主核心

技术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并连续两年入围“公安部警用装备采购目

录”。

主要产品信息：警用装备、视频监控、高清摄像机

展 位 号：1A15 

公司名称：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 泰康金融大厦2606室

电话：010-65391866-303

传真：010-65393608

邮箱：lianshan.zhang@fujifilm.com

网址：www.fujifilm.com.cn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富士胶片株式会社在中国

上海成立的独资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数码相机、影像、护肤品、印

刷、医疗系统、生命科学、光电产品等。

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光电产品事业本部，全面负责

FUJINON品牌产品的业务开展，具体包括：广播电视镜头、CCTV

镜头、电影镜头等。数十年来，FUJINON一直专注于广播电视、

CCTV镜头的研发制造，已成为世界最知名的光学镜头的制造商。

主要产品信息：光学镜头

展 位 号：1A17 

公司名称：金砖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湾新竹县新竹工业区仁爱路一号四楼

电话：+886 3 5982022-7157

传真：+886 3 5982023 

邮箱：bobo.chen@brickcom.com

网址：www.brickcom.com

金砖通讯提供整体性且弹性化的网路数位监控解决方案，包含

百万像素高清网路摄影机、网路录影机、影像管理软件、有线与无

线网路设备等，并且支援ONVIF国际标准，提供用户「一次购足」

的服务。专利的FocusEasyTM网路摄影机对焦辅助系统，大幅降低以

往摄影机对焦时所需之人力、设备与时间成本。新推出的360°环

景摄影机，提供比鱼眼摄影机更高的解像力以及更广泛的监控平台

支援。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 影音伺服器及图像管理软件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影音伺服器及图像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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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1A18  

公司名称：东芝半导体&存储产品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中心四路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20楼

电话：0755-36860880

传真：0755-36860816

网址：www.toshibastorage.com

东芝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隶属公司提供独一无二的全球储存解决

方案，包括硬盘(HDD)、固态硬盘 (SSD) 及 NAND 闪存等技术，带

动全球市场各种消费性电子、计算机和汽车应用产品，以及企业解

决方案。Toshiba 是开发、设计及制造行动、消费与企业型硬盘和

固态硬盘的领导厂商。Toshiba 储存系列与生俱来的优质工程和制

造能力，让 Toshiba 产品成为全球的创新领导者。详细信息请浏览            

主要产品信息：机械硬盘(HDD)、固态硬盘 (SSD) 、  NAND 闪

存等存储产品

展 位 号：1A20 

公司名称：泰科安防设备

地址：上海市宜山路1009号创新大厦6楼

电话：4006858226

传真：021-61638645

邮箱：tycosp-apac@tycoint.com

网址：tycosp.com.cn

泰科安防设备旗下拥有众多全球领先的门禁控制系统，视频监

控系统，实时定位系统及防盗报警系统品牌。我们的安防集成平台

由各个产品线的专业人士协力开发，为客户提供更加完备的产品，

以满足不同需求，并帮助用户降低成本。泰科安防设备始终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以科技发展为导向的解决方案。

我们通过完善的销售网络、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全方位的客户

服务为全球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我们训练有素的优秀经销

商，集成商和分销商能够帮助客户应对各行各业的挑战，涵盖了零

售，住宅，博彩。

主要产品信息：全系列安防产品：视频监控系统、门禁控制系

统，防盗报警系统

展 位 号：1A22 

公司名称：上海肯高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南大街16号嘉美中心2号楼1905

电话：010-88132177

传真：010-88132177-804

邮箱：limeng8888@foxmail.com

网址：www.tokinacctv.com

图丽监控镜头以其过硬的产品品质、特俗定制镜头的开发能

力、锐利的成像质量著称，用户已遍及中国的各个行业领域，如：

金融、平安城市、智能交通、高速公路、铁路、森林防火、江河航

道、海事、港口、边防哨所等。

主要产品信息：图丽监控镜头、图丽高精度智能旋转云台

展 位 号：1A23 

公司名称：奇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700号港泰大厦504室

电话：021-62173366-108

传真：021-62170023

邮箱：allen@geovision.com.cn

网址：www.geovision.com.cn

奇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1998年创立以来,专注于数字监控系

统的创新研发,以视频采集、智能视频分析、视频压缩、视频处理等

核心技术提供给客户智能应用及最佳经济效益的监控解决方案。一

贯秉承『以客为尊，品质至上，提供全方位增值服务』的企业理念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网络摄像机与数字监控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A24

公司名称：上海旭峰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3088弄7号楼906室

电话：021-5632043

传真：021-66281221

邮箱：xfwy@foxmail.com

网址：www.shccd.com

上海旭峰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致力于

中国大陆地区安防监控产品领域的专业销售服务公司。以上海为总

部，配备全国各代理商网络，配合不断壮大的专业技术及销售支持

团队服务于中国安防市场。

公司以不断进步和创新作为对自身及员工的鞭策，定期组织全

体员工进行各种专业培训学习活动，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素质，为

客户提供优秀的销售、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的平台。公司在2005年

成为日本PENTAX宾得安防监控镜头在中国大陆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宾得镜头

展 位 号：1A25 

公司名称：space

地址：东京都三鹰市井口1-21-47

电话：81-422-31-8180

传真：81-422-31-8220

邮箱：ou@spacecom.co.jp

网址：www.spacecom.co.jp

SPACE株式会社成立于1984年，致力于打造专业的CCTV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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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产品从设计研发到镜片加工，模具设计以及制作注塑、金属

零部件加工，以及电路板设计等直到成品完全整合，所有的生产工

艺的制作均自主完成。能够灵活应对特殊订单满足客户的特殊需

求。SPACE株式会社一直秉承着“品质第一”的生产方针设计加

工，追求产品的高性能及耐久性。追求高分辨率的同时，以独自的

研磨技术、AR镀膜技术的灵活运用、ED镜片和非球面镜片等运用

优势力求打造成为 高品质的镜头制造商。

主要产品信息：监视用镜头

展 位 号：1A26 

公司名称：以色列DDS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东滨河路3号503室

电话：010-82022655

传真：010-82021557

邮箱：sales@dds.com.cn

网址：www.dds.com.cn

DDS是全球领先的安防产品制造商，主要生产先进的门禁控

制和报警监测系统。目前，在全球的40多个国家有数以十万计的门

使用了DDS控制系统。DDS的解决方案涵盖所有类型的系统，不仅

适合低预算的独立系统，也适合有顶级安防需求的复杂系统。27年

的制造经验所提供的高品质产品，赢得了广泛赞誉，客户涵盖了银

行、医院、工厂、军队、警察系统、监狱、法院、机场、政府部门

以及商业机构等各领域。DDS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为用户提供及时

有效的技术支持。

主要产品信息：Amadeus管理软件，JET/MEGA门禁控制器，

读卡器

展 位 号：1A27 

公司名称：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68弄26号，北岸长风K幢301-302

电话：021-51697628

传真：021-54660289

邮箱：info@flir.cn

网址：www.flir.com

FLIR Systems Inc, (NASDAQ: FLIR) 作为红外成像系统制造领域

的领头企业，其产品范围涉及红外热像仪、航空热像系统和机械检

测系统等。50多年来，FLIR公司一直致力于为科研、工业、执法机

关及军工领域提供红外热像仪和夜视仪设备，堪称商用红外热像仪

领域中无可辩驳的领导者。FLIR 产品系列应用极为广泛，涵盖预防

性维护、状态监控，无损测试、研发、医疗科学、温度测量、热测

试、执法机关、监视、安保及生产过程控制等各个领域，能够为入

门级或专家级用户提供最为全面的支持。

主要产品信息：FLIR 红外热像仪

展 位 号：1B01 

公司名称：金三立视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雪岗北路306号金三立大厦

电话：0755-83151222

传真：0755-83150161

邮箱：marketing@santachi.com.cn

网址：www.santachi.com.cn

金三立视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金

6500万，致力于全系列网络和模拟视频监控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产品涵盖了高清网络摄像机、NVR、管理平台、网络视

频服务器、拼接屏等。国内生产基地及总部设在深圳，在全国20多

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金三立成功入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安防十大品牌”、荣获“中国安防最具影响力

十大品牌”等奖项。

主要产品信息：全系列高清摄像机、拼接屏、NVR、管理平

台、网络视频服务器等

展 位 号：1B02 

公司名称：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88号万轮科技园10号楼南座

电话：0571-86509043

传真：0571-86509001

邮箱：wangxiaoyue@uniview.com

网址：www.uniview.com

宇视，中国高端视频监控分部第二大参与者及整个视频监控市

场第三大参与者，是中国视频监控行业的领导者。自2011年12月独

立运营以来，沿承深厚的IT技术积累、坚持全面的开放合作，以高

品质产品为核心，以不断创新、不断超越为路径，以比肩德国精工

制造为目标，快速行进在通往全球视频监控领域领导者的路上。在

中国的杭州、深圳设有研发机构，拥有业界最具创新能力的研发团

队；专利申请总数624件，发明专利占比83%，每2天新增一件专

利；专利质量、人均皆位于安防行业第一.代表中国安防企业最强的

创新能力和最高的创新效率

主要产品信息：IP摄像机、智能交通、视频编解码器、NVR/

HNVR等产品

展 位 号：1B04 

公司名称：深圳中兴力维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一路W1-A栋四楼

电话：0755-26525680

传真：0755-26520574

邮箱：hu.wen1@zte.com.cn

网址：www.zn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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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兴力维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兴力维”）是中兴通讯

的控股子公司，其前身是中兴通讯有线产品之一的监控产品线。中

兴力维的监控产品自推向市场应用至今，已经广泛服务于通信、公

共安全、轨道交通、环保、电力、金融、教育等多个行业，得到了

用户的充分认可。截止2010年底，已在全球已成功实施的监控类项

目5100多个，在网运行的动环监控点总数超过423000 个，视频监

控点总数超过207000个。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编码器、NVR、多媒体接入单元、其

他监控设备等

展 位 号：1B05 

公司名称：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12号楼冠城大厦701

电话：18515205286

传真：010-84587354

邮箱：juna.wang@sony.com.cn

网址：pro.sony.com.cn/security

索尼的安防监控产品以其丰富的产品线和卓越的产品质量被广

大用户所青睐，其模拟、数字、智能等安防监控产品已被广泛应用

于金融、政府机构、工矿企业、医疗和教育等多种行业，产品线涵

盖枪机、半球、快球、一体机、视频服务器等等，索尼视频监控摄

像机以其清晰的图像，可靠的稳定性，强大的智能分析功能，正在

各个专业行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5年索尼以深厚的技术积淀

推出了全新的4K监控摄像机，领衔国内4K安防监控大潮，推动行业

不断向前迈进。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安防产品及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B06 

公司名称：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环观南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英飞拓园区

电话：0755-86095859

传真：0755-86095167

邮箱：anma@infinova.com.cn

网址：www.infinova.com.cn

Infinova（英飞拓）是全球领先的电子安防产品制造商和行业

解决方案提供商，股票代码为002528，是一家高科技跨国公司。公

司秉承“以科技和敬业服务安全”的经营理念，坚持科技与应用结

合,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英飞拓旗下拥有Infinova和March 

Networks两大国际品牌，在美国新泽西州、加拿大渥太华、意大利

米兰和中国深圳设有研发和生产基地。子公司、分公司和分支机构

遍布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全球化的销售网络让您可以方便地在当

地获得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IP高清设备、HD-SDI高清设备、模拟设

备

展 位 号：1B07 

公司名称：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89号长风国际大厦7楼

电话：021-60656757

传真：021-60768989

邮箱：Jun-julia.qian@schneider-electric.com

网址：www.schneider-electric.com/cn

全球能效管理专家施耐德电气为100多个国家的能源及基础设

施、工业、数据中心及网络、楼宇和住宅市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其中在能源与基础设施、工业过程控制、楼宇自动化和数据中心与

网络等市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住宅应用领域也拥有强大的市场

能力。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的能源，施耐德电气拥

有超过140,000名员工。施耐德电气助您    善用其效，尽享其能！

主要产品信息：三大领域解决方案：公共安全设施，办公楼，

智慧家居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B08  

公司名称：博世（上海）安保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333号203幢8\9楼

电话：021-22185312

传真：021-22182398

邮箱：Sophia.Zhang@cn.bosch.com

网址：cn.boschsecurity.com

博世安防通讯系统是一个充满创新精神的安防及通讯产品和解

决方案的提供商，亦是中国与全球安防及通讯市场的重要一员。我

们的公司拥有广博全面的产品线，可为多种应用场合提供一流安防

产品及系统，从而为客户带来无以伦比的体验和一站式整合解决方

案。博世安防通讯系统的产品组合包括视频监控，会议系统，公共

广播和语音疏散，防盗报警，火灾报警、智能家居，可视对讲，门

禁系统，专业音响和重要通话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会议系统，公共广播和语音疏散，

防盗报警，火灾报警、智能家居，可视对讲，门禁系统，专业音响

和重要通话系统。

展 位 号：1B09 

公司名称：霍尼韦尔 

地址：上海市遵义路100号虹桥上海城A座35F

电话：021-22195104

传真：021-62372825

邮箱：Yan.Liu3@Honeywell.com

网址：www.cn.security.honeywell.com

霍尼韦尔是世界最大及最富经验的电子保安系列产品制造商

之一，我们的产品（安防集成平台、视频监控、防盗报警、门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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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智能家居等）及解决方案正保护着全球数百万的家庭、工厂、

企业单位、商业机构、公用事业及政府机关的安全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防盗报警、门禁控制、智能家居 、

安防集成平台

展 位 号：1B10 

公司名称：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000号恒生银行大厦11层

电话：021-38667838

传真：021-38667011

邮箱：zhangxiaodan@cn.panasonic.com

网址：pro.panasonic.cn

松下电器作为世界知名的安防产品制造商，早在1957年松下就

研发出了第一台电子显像管式摄像机，截止今日松下能够为用户提

供包括前段摄像机、数据处理、数据存储、后端显示整套安防监控

解决方案。松下的安防监控产品融合了50多年监控技术的精华，在

全球安防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超级动态全高清及高清网络摄像机系列

展 位 号：1B11 

公司名称：上海三星商业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391号新漕河泾国际商务中心B座32层

电话：021-5427-6827

传真：021-5423-5122

邮箱：ltian.jin@samsung.com

网址：www.samsungsecurity.cn

三星泰科作为三星泰科（韩国三星机械和重工业集团的子公

司）的重点业务，凭借33年的特殊行业研发经验，积累了雄厚的光

学及数码影像技术开发能力，独立开发了消除映像噪点的SSNR芯

片、多用途WINNER-V数字芯片、高画质宽动态SV-V数字芯片等

安防核心部件。本届深圳安博会三星将延续“iPoLis为未来而来”

的强势阵容，为行业带来强大的整体解决方案，为安防行业网络

化、数字化的全面到来开启新的篇章。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百万像素网络摄像机、HD-SDI、高清存

储设备、移动监控

展 位 号：1B12 

公司名称：TCL新技术（惠州）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国际E城D区1栋3楼北区

电话：0752-3271093

传真：0752-3271088

邮箱：fangyy@tcl.com

网址：www.tcl-cctv.com

TCL新技术是安防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其综合研发实力及生

产能力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TCL监视器、LED显示屏、执法记录

仪等系列产品覆盖金融、司法、政府、军队、交通、企业、医疗、

公共事业单位等领域，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澳门回归十周年、2008

北京奥运会、建国60周年国庆大典、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0广州

亚运会等重大项目中，TCL新技术提供赛时保障工作……

主要产品信息：监视器、液晶拼接系统、执法记录仪

展 位 号：1B13 

公司名称：希捷科技

地址：中国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3号港汇中心2座3301-3305单元

电话：021-61416253

传真：021-61416223

邮箱：reg.tang@seagate.com

网址：www.seagate.com

希捷是数据存储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开发精妙产品，使

全世界的人们和企业可创建、共享和保留其最重要的记忆和业务数

据。

主要产品信息：全系列监控硬盘产品和存储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B14 

公司名称：深圳市佳信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新和新兴工业园六区佳信捷安防产业园

电话：0755-27696901

传真：0755-27696961

邮箱：jiaxinjie@szjxj.com

网址：www.szjxj.com

深圳市佳信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安防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提供行业整体解决方案，依托音视频编解码、传输、存

储、智能分析等行业领先核心技术和自身强大的可持续研发能力，

一站式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和服务。

产品涵盖高清网络摄像机、高清网络智能球机、DVR/NVR、

高清解码服务器、液晶监视器、液晶拼接墙、视频综合管理平台等

全系列视频监控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政府、公安、交通、金融、通

信、能源、教育、旅游、社区、医疗等众多信息化建设领域；并逐

步开拓“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农业”等多个新兴领

域。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高速球、NVR、存储服务器、液晶拼

接墙、液晶监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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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1B15 

公司名称：青岛海尔智能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海尔路1号海尔工业园J座

电话：0532-88936382

传真：0532-88938535

邮箱：itophomem@haier.com

网址：www.haieruhome.com

青岛海尔智能家电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海尔集团，企业注册

资金1.8亿，是国内唯一一所数字家电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唯一一所

数字家庭网络国家工程实验室企业，是全球领先的智能家电家居产

品研发制造基地。

公司主要从事智能家电、数字变频、网络通信等技术的研发，

并整合全球资源网络，与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建立联合开发试验室，

推出了智能家居、智能社区、能酒店、智能安防、社区中网服务、

家电故障自反馈等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终端、可视对讲、智能控制、智能家电、

智能影音、安防监控

展 位 号：1B16 

公司名称：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滨江区东流路700号

电话：0571-88075998转8187

传真：0571-88805843

邮箱：shenjun@hikvision.com

网址：www.hikvision.com

海康威视是领先的视频产品&内容服务提供商，面向全球提供

领先的视频产品、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与内容服务。海康威视是全

球视频监控数字化、网络化、高清智能化的见证者，践行者和重要

推动者。

201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中国安防行业市值最

大的上市公司；2011-2014年连续蝉联全球视频监控企业第1位；

2013年名列全球监控摄像机第1位，NVR第1位，DVR第1位，VMS

（视频管理平台软件）第3位（中国第1位，数据来源IHS）；2014

年名列全球安防TOP50第3位（中国第1位，数据来源a&s）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型平安城市解决方案、高清摄像机、大

屏、DVR、DVS

展 位 号：1B18 

公司名称：上海全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虹口区水电路682号天虹商务大厦16~17楼

电话：021-51675188

传真：021-51675120

邮箱：491887532@qq.com

网址：www.shdv.com

上海全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是由上海信息投资股份有限（SII）

公司控股的高科技公司。自1999年成立以来，全景数字致力于高清

视频技术领域的产品创新，是中国数字电视技术和高清智能视频监

控技术的领跑者。全景数字拥有强大的技术开发实力和领先的技术

研究力量，是国内最早从事高清视频核心技术研发的公司，研制开

发了中国第一款高清数字电视机顶盒、高清DVR产品和中国第一款

高清（1080P）智能网络摄像机。

至今，全景数字已累计申请专利69项，软件著作权111项，软

件产品登记79项。

主要产品信息：1080P系列高清，高清NVR等视讯产品及智能

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B19 

公司名称：ABB(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 恒通广厦

电话：010-84566688

传真：010-84569907

邮箱：stone-yangbaoshi@cn.abb.com

网址：www.abb.com.cn

ABB可提供全套的低压产品解决方案，可为各类电气系统、箱

壳、开关柜、电子及机电设备提供连接、保护、测量与控制, 帮助

所有行业客户提高配电系统的可靠性及效率。 \”百年品质，源于

细节\”，ABB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优势，注重细节品质，不断研发

新产品、新技术，致力于向广大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优质产品和服

务，同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系统、智能建筑控制系统、智能家居

系统、开关面板等

展 位 号：1B21 

公司名称：格灵深瞳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带路6号

电话：010-82556599

邮箱：xiaofeiqin@deepglint.com

网址：www.deepglint.com

格灵深瞳是全球第一家采用三维计算机视觉技术，将人工智能

应用于商业领域的科技公司，致力于让计算机像人一样看懂这个世

界，并且把这一技术率先用在了安防监控和智能交通领域。

主打产品“深瞳Libra-T行为分析仪”重新定义了安防监控，它

可以利用三维视觉感知技术理解复杂场景下人的行动与行为，自动

识别异常事件。与此同时，它还将视频数据结构化，通过精准搜索

实现事件的快速查找与定位。

主要产品信息：深瞳Libra-T行为分析仪、智能交通车型车款识

别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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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1B22 

公司名称：深圳市捷视飞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华瀚科技D座401

电话：18088883460

传真：0755-26995134

邮箱：qinsi@ifreecomm.com

网址：www.iFreecomm.com

捷视飞通科技有限公司（iFreecomm）是领先的多媒体通信融

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位于深圳高新园，营销网

络遍及全国。

公司自成立以来，持续专注投入在多媒体通信领域的产品开

发和技术研究，在高清晰图像语音交互传输、视音频前后处理、

P2P、图像语音编解码、高速DSP应用、嵌入式操作系统、复杂环

境下的网络传输等技术领域不断突破和积累，成为技术领先性公

司。

主要产品信息：MT200移动单兵智能终端

展 位 号：1B24 

公司名称：利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五股区五工六路20号

电话：+886-2-22988988

传真：+886-2-22989077

邮箱：chrishsu@meritlilin.com.tw

网址：www.meritlilin.com

“创新、进步与卓越”一直是利凌的经营理念，在利凌成长茁

壮的过程中，一直持著“持续不断改善”的精神及务实的态度，来

面对内部改革的压力及外在环境的变化，并以创造顾客满意及全面

品质提升为目标。以创新领先的思想观察全球CCTV消费市场的变

化，不断开发研究并推出新产品，以求满意顾客之需求，除此之外

更全力将自我品牌(LILIN)，推向国际市场创造更大商机，持续追求

利凌企业的成长。由於CCTV产业全面数位化的来临，利凌也将朝向

数位化IP发展，由类比转向数位，并提供最完整的产品线和系统整

合。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影机、网路型录放影机、高画质影像解

码器、中央管理系统

展 位 号：1B26 

公司名称：安讯士网络通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寿路1111号悦达889中心26楼2606室

电话：021-64311690

传真：021-64311690

邮箱：caroline.chen@axis.com

网址：www.axis.com

安讯士致力于提供智能安防解决方案，创造更加安全、智能的

世界。作为全球网络视频市场的领导者，安讯士不断推出基于开放

平台的创新性网络视频产品，通过全球合作伙伴网络向客户提供高

价值产品，不断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无论在现有市场，还是在新兴市场，安讯士与全球合作伙伴均

长期保持密切合作，并分享技术知识及提供创新型网络产品。

安讯士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机构，拥有超过 

1800 名员工，并建立了涵盖 179 个国家和地区、70000 多家合作伙

伴的支持网络。安讯士创立于1984年，总部位于瑞典，是一家在斯

德哥尔摩纳斯达克交易所（NASDAQ Stockholm）上市的企业，股

票交易代码为AXIS。关于安讯士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axis.com。

主要产品信息：安讯士网络摄像机，智能视频管理软件, NVR

展 位 号：1B27 

公司名称：深圳市讯道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社区宝安大道4754-3

电话：0755-27750433-255

传真：0755-27782069

邮箱：cnaxd@cnaxd.com

网址：www.cnaxd.com

深圳市讯道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智能建

筑弱电线缆、综合布线线缆、安防线缆、建筑用固定布线电缆、关

系列，插座系列、排插、监控产品系列产品的现代化企业；公司总

部位于深圳宝安，拥有15000平方米现代化生产厂房和一流的全套

国外先进生产线和检测设备，汇聚也一流的技术研发团队和管理精

英，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雄厚和技术研发生力、完善的客户服务

体系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销售网络。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建筑弱电线缆、综合布线、安防线缆、开

关插座、监控产品

展 位 号：1B28 

公司名称：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35号世宁大厦16层

电话：13810969223

传真：01068944075

邮箱：chen.xiaoyang@zxelec.com

中星微电子，是我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致力于数字多媒体芯片的开发、设计和产

业化。启动并承担了国家战略项目“星光中国芯工程”，彻底结束

“中国无芯”历史。在公安部和工信部的倡导下，中星微电子作为

组长单位参与制定了安防监控行业国家标准《安全防范监控数字视

音频编解码（SVAC）技术要求》。

中星电子以数字监控芯片研发设计为核心，发展监控系统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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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整体方案的研究开发和应用设计，打造监控及数字安防产业

链，是中国安防监控核心技术提供商。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监控产品

展 位 号：1B30 

公司名称：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邮科院路88号

电话：86655926

传真：87693368

邮箱：zhangni@fhzz.com.cn

网址：www.fhzz.com.cn

武汉烽火众智数字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烽火众智）是烽

火科技集团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下属的高科技公司，主要开展物

联网、智慧城市及政府和行业的智能监控与安全管理业务，是国内

优秀的智慧城市系统一站式交付服务提供商，是国内领先的智慧警

务解决方案专家。

烽火众智成功实施了北京奥运场馆视频会议指挥系统、“国庆

60周年庆典”视频会议指挥系统、武汉市城市视频监控系统等一批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项目。目前已进入公安、应急、安监、机要、人

防、石油化工、电信运营商、旅游、铁路、电力、教育、金融等多

个政府和行业市场。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警务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B32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基地D区

电话：0755-28425120

传真：0755-28425077

邮箱：Caidong@huawei.com

网址：www.hilisicon.com

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0月，前身是创建于1991

年的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海思总部位于深圳，在北京、上海、

美国硅谷和瑞典设有设计分部。截止2010年底，海思公司员工总数

超过3000人，其中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人员比例超过67%。

海思的产品覆盖无线网络、固定网络、数字媒体等领域的芯片

及解决方案，成功应用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海思高清智能监控芯片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B33 

公司名称：北京双旗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2号圆山大酒店附楼

电话：010-82828855-8133

传真：010-62568599

邮箱：zhangweili@twinflag.com

网址：www.twinflag.com

双旗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数字标牌及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

双旗科技经过10余年的积淀，目前已经发展成集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四位一体的数字标牌及行业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军企业。

双旗科技针对不同行业开发了数字标牌及行业解决方案、触摸

显示解决方案等，并根据客户具体需求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解决

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商用显示方案

展 位 号：1B35 

公司名称：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创维群欣科技园

电话：0755-89599000

传真：0755-29673300

邮箱：secu@skyworth.com

网址：www.skyworth-qx.com

深圳市创维群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中国著名

家电企业创维集团进军安防行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具有独立完成的产品研发、生产、质量管理、以及

本地化的销售和服务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专业监控显示终端

展 位 号：1B37 

公司名称：动力盈科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70区留仙二路鸿威工业园D栋4楼

电话：0755-27598289

传真：0755-27598229

邮箱：chenyun@cnpwt.com

网址：www.cnpwt.com

动力盈科实业（深圳）有限公司（VIDEOTREC）成立于2004

年，是一家专注于提供全系列视频监控产品及行业应用整体解决方

案，集研发、销售、生产、运营、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一流的视频监控系统产品，并在国内率

先提出智能化社会视频专网运营服务，为安防行业的进步做出贡

献。

动力盈科（VIDEOTREC）视频监控系统产品成功应用于中国

30多个省、市大型平安城市视频监控系统项目，成功为2008年北京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场馆和国庆60周年大阅兵项目提供产品及服

务。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平安城市报警系统、

高清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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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1B38 

公司名称：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号望京SOHO塔二C座26层

电话：010-82325566

传真：010-82328940

邮箱：fanyida@netposa.com

网址：www.netposa.com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总部位于北京。

通过前瞻性的研发投入和持续的市场努力，东方网力已成为中国视

频监控系统平台的领导厂商，在中国“平安城市”市场占有显著

地位。2014年1月，东方网力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

市，注册资金2.98亿元。“云联网、智能硬件、视频大数据”——

东方网力始终以创新技术和完美产品，在数字视频领域内成就客户

一切梦想。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解决方案在平安城市、视频侦查、智能交

通等行业的应用

展 位 号：1B39 

公司名称：腾龙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茂名南路205号瑞金大厦1707

电话：021-51028880

传真：021-54662202

邮箱：ad@tamron.com.cn

网址：www.tamron.com.cn

日本腾龙是日本乃至世界光学产业界举足轻重的综合光学制造

商，具有60年的发展历史，长期专注于光学产品制造。技术力量雄

厚，能够在公司内部实现从开发设计到制造的一体化生产。生产安

防监控用镜头及摄像机，并且一直引领手动变焦镜头的技术潮流。

公司还生产单反照相机用交换镜头，数码单反照相机用交换镜头，

120照相机，数码照相机镜头，数码摄像机镜头，投影仪用光学系

列产品，光学原器/原件系列产品，非球面镜片及光学元部件等等。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监控镜头

展 位 号：1B40 

公司名称：福建福特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铁岭工业区二期7号路8号

电话：0591-38266618

传真：0591-38267816

邮箱：sales2@foctek-lens.com

网址：www.foctek.com

福特科光电创建于2002年，致力于精密光学元部件的研发和生

产，拥有17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办公厂房，建有球面、平面、后视

镜、晶体、光学镜头等五条精密光学产品生产线和2000平方米超净

镀膜中心、测试中心以及千级超净镜头装配车间。

专业制造用于安防领域的摄像机监控镜头、车载镜头、道路监

控镜头，高分辨率工业镜头，还有汽车后视镜头，侧视镜头，以及

工业视觉仪器。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监控镜头，机器视觉镜头，道路监控镜

头，车载镜头，光学镜片

展 位 号：1B41 

公司名称：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89号金宝大厦2层

电话：010-85139512

传真：010-85139909

邮箱：grace_li@canon.com.cn

网址：www.canon.co.cn

佳能的中国事业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从最初的技术合作

到独资建厂再到成立销售公司，经历了多种经营模式的探索。1997

年3月，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全面负责佳能在中国市场销

售的各项工作。经过多年努力，目前业务已经覆盖影像系统产品、

办公产品以及产业机械产品三大领域，已基本建成包括4大区域总

部在内的16家分公司、15家常设办事处以及12个快修中心和9个快

捷服务站组成的销售服务网络。佳能（中国）将深深植根于中国市

场，致力于成为一家被中国人民信赖、尊敬的企业。（以上数据截

止至2013年7月1日）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产品系列及VMS平台软件系统

展 位 号：1B42 

公司名称：Nextchip Co., Ltd.

电话：02-3460-4700

传真：02-3460-4799

邮箱：djxue@nextchip.com

网址：www.nextchip.com

Nextchip成立于1997年，是专注于设计视频安防系统所需芯片

的设备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AHD,Camera ISP, CCD Sensor, Multiplxer,Vedio 

Decoder,Soc,Automotive Camera ISP, V-Driver

展 位 号：1B43 

公司名称：HID Global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二期东座1503

电话：0755-82783150

传真：0755-88353185

邮箱：klv@hid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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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idglobal.cn

HID Global 是设计有关安全身份解决方案，同时拥有世界各地

上百万客户的行业领导者。公司致力于通过交付市场上最值得信

赖、先进可靠的安全身份解决方案来提高客户价值。

HID Global 集团，业务范围涵盖物理访问控制；强大的身份验

证和证书管理的逻辑访问控制；证卡印刷和产品个性化；政府身份

验证的高度安全控制和用于动物身份验证、工业和物流应用程序的

识别技术。HID Global 隶属于 ASSAA BLOY 集团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智能卡、读卡器、控制器、卡片打印机、

安全身份验证设备

展 位 号：1B44 

公司名称：金鹏电子信息机器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神舟路9号

电话：020-85571601-8386

传真：020-32068620

邮箱：liujing@gzjp.cn

网址：www.gzjpe.com

金鹏电子信息机器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专业从事智慧城市

信息化系统建设、管理和运营方面的方案设计、产品研发和运营服

务，为政府、行业、企业等用户提供完整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和城

市业务支撑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C01 

公司名称：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软件园建工路4号

电话：020-85521717

传真：020-85531069

邮箱：rongguangxin@pci-suntektech.com

网址：www.pci-suntektech.com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佳都科技”）成立于1986

年，总部位于广州天河软件园，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是国家火

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公司于

1999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股票代码：600728），是

中国领先的智慧城市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佳都科技旗下拥有4家全资子公司及3家控股/参股子公司，员

工人数超过2000名，并在中国大陆20多个省/市设立了办事机构，

为客户提供近距离高品质的服务，2013年销售收入超过20亿元人民

币。公司坚持自主创新

主要产品信息：新太视频监控联网管理平台

展 位 号：1C02 

公司名称：深圳市明宏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办五和大道和成大厦20层

电话：0755-85225720

传真：0755-85225721

邮箱：ist-sales@mhkdvr.com

网址：www.mhkdvr.com

明宏凯是一家规模庞大的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安防产

品公司，客户遍布全国及海外50多个国家。

明宏凯是国内知名的硬盘录像机，网络硬盘录像机，IP网络

摄像机和摄像机制造厂商之一，坐落在自然环境优美的东莞市黄江

镇，拥有占地面积达2千多平方米的科技工业园，园内自建有3栋厂

房、与2栋公寓式宿舍，总建筑面积多达3多万平方米。科技园装备

有大型的注塑机和高速SMT贴片机，并建有高级无尘车间与先进的

自动化生产线，组成了一个高效率、大规模的生产基地。

主要产品信息：硬盘录像机、高清摄像机、高速球、硬盘、安

防一站式产品 

展 位 号：1C03 

公司名称：喜恩碧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岗头村金荣达科技工业园4栋

电话：0755-89746000-122

传真：0755-89741319

邮箱：pengxinxin@cnbtec.cn

网址：www.cnbtec.cn

CNB是全球领先的视频监控系统制造商之一，于1999年在韩国

成立。CNB Technology,Inc.（KOSDAQ：086200）以“Challenge，

New technology，Best quality (挑战，新技术，最好的品质) ”作为 

CNB研发和制造，及对客户的服务承诺，CNB全系列高品质安防产

品得到了国际市场一致认同。CNB总部位于韩国首尔，并且在全球

建立了分支机构：中国深圳、美国加州、得克萨斯州、新泽西州、

和德国杜伊斯堡等。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监控摄像机、HD-SDI 高清摄像机、模拟

监控摄像机等

展 位 号：1C04 

公司名称：深圳市索普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坂田布龙路369号杨美东海王工业区A栋2层

电话：0755-89602909 / 84710659 

传真：0755-84718660

邮箱：henry770128@126.com

网址：www.camnoopy.com

索普达工厂于2005年在广东东莞建立，开始研发生产各类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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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摄像机。2010年在深圳坂田建立了新的生产基地，深圳工厂面积

约3000平方米。深圳、东莞共同拥有员工600人，研发工程师50人

及专业、能服务于多种语种的8名外贸销售代表来满足客户提出的

不同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民用摄像机，网络录像机，APP软件，民用安

防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C05 

公司名称：深圳市拓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路园岭花园翠林阁12F

电话：+86-755-28741163

传真：+86-755-28751163

邮箱：363368447@qq.com

深圳市拓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专业音视频产品制造商及行业解决方案专家，公司坐落在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路园岭花园翠林阁12F。深圳拓海科技拥有业

界最完整的产品线及行业解决方案，凭借先进的音视频、光电传输

数字技术及优质完善的“一站式”阳光服务体系，研发出了针对于

智慧城市、教育、数字城管、食品安全、房地产、金融、武警、司

法、公安、道路监控、气象灾害预警等众多行业的专业的解决方

案，并在北京奥运会、万科地产、武警辽宁省部队等重大安保项目

中得到广泛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产品及公共广播产品

展 位 号：1C06 

公司名称：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新区金山路131号

电话：0512-68418188-6804

传真：0512-68418188-6829

邮箱：wuxinyou@kedacom.com

网址：www.kedacom.com

科达1995年成立于苏州，拥有20年专业发展历程，公司致力于

视频科技的深度应用，涉足视讯与安防两大专业领域。

3000多名员工、60多个分支机构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在新加坡、韩国、土耳其设有海外机构，公司业务覆盖200多个行

业。位于上海的科达研发中心拥有视频科技研发人员1500多名，

近5年年均研发投入占销售额16%以上。公司在视频处理、智能分

析、平台应用等多个领域拥有领先优势。公司一直保持强劲发展势

头，近5年年均增长率超过40%。

主要产品信息：SAFE通用监控产品、行业系列监控产品、行

业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C07 

公司名称：北京蓝色星际软件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城建大厦A座14层1410

电话：010-82255855

传真：010-82255955

邮箱：market@bstar.com.cn

网址：www.bstar.com.cn

蓝色星际作为技术领先的安防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是面向关

键行业提供智能视频网络监控技术解决方案及视频安全产品的供应

商。蓝色星际具有多年自主研发经验和雄厚的技术实力，成功开发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余款产品，形成了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完整

的产品布局。旗下自主研发的网络摄像机、硬盘录像机、管理平台

已大规模应用于五大国有银行及各商业银行，成为金融行业视频监

控领域的优秀品牌之一。

蓝色星际着眼深蓝战略，以专业化、系统化的发展方向惠及多

行业多场合。求变求新并与用户共同成长，实现面向未来的安防整

体解决方案领导者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网络硬盘录像机、视频解码器、

监控管理平台

展 位 号：1C08 

公司名称：西部数据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3号中国电子大厦B-1705

电话：010-82358428-802

传真：010-82358427

邮箱：haley.wu@wdc.com

网址：www.wdc.com

西部数据集团旗下子公司西部数据（WD）是存储行业长期的

创新者和领导者。作为存储技术领域的先锋，该公司为客户生产可

靠的高性能传统硬盘及固态硬盘。 其提供的硬盘产品被各大OEM

及集成商应用于桌面及移动计算、企业级计算系统、嵌入式系统及

消费电子应用。 同时WD也为客户提供自主品牌的存储产品。WD

领先的存储设备与系统、网络产品、媒体播放器及软件解决方案使

全球用户可以便捷地使用、存储、保护、共享及体验其保存在各种

设备上的内容。WD成立于1970年，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尔湾市。

请访问官网www.wd.com.

主要产品信息：西部数据监控存储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C09 

公司名称：珠海市竞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吉大园林路106号信海工业大厦东门11楼

电话：0756-3369555

传真：0756-336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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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com@competition.com.cn

网址：www.competition.com.cn

珠海市竞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专业智能家居、楼宇对讲、门禁系统产品厂家，是“中国楼宇对讲

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公司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服务网点，产品

还远销世界.公司拥有自动贴片机\\自动插件机、影像检测仪等先进

的生产和检测设备，产品通过CCC、 CE、FCC、ROHS、UL等国际

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楼宇对讲系统、门禁系统、监控系统、开

关电源

展 位 号：1C10 

公司名称：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99号

电话：400 6728 166

传真：0571-87688857

邮箱：market@dahuatech.com

网址：www.dahuatech.com

大华股份是领先的监控产品供应商和解决方案服务商，面向

全球提供领先的视频存储、前端、显示控制和智能交通等系列化产

品。公司自2001年推出业内首台自主研发8路嵌入式DVR以来，一

直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不断致力于技术创新。每年近10%的销售

收入投入研发，现拥有近800人研发团队，创造众多行业和世界第

一，并立志打造高品质、高性价比的精品，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

值。 

主要产品信息：主要展示领先的行业解决方案以及先进的自主

研发技术

展 位 号：1C11 

公司名称：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华科二路8号

电话：022-58596000

传真：022-58596111

邮箱：tiandy@163.com

网址：www.tiandy.com

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以视频监控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为主营业务的物联网企业。天地伟业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

安防监控产品和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以及配套的优质服务和技术

支持。天地伟业精于产品、专注行业，以做“技术领先型”企业为

定位，坚持高清化、智能化、行业化、集成化的发展方向，以一站

式服务的品牌形象提供从前端到后台，从硬件到软件的安防监控产

品，并面向不同行业推出一系列安防视频监控领域的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智能球机、网络矩阵、硬盘录像机、

智能分析、管理平台

展 位 号：1C12 

公司名称：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南区中电照明中心北五楼

电话：0755-33306387

传真：0755-33306002

邮箱：xiekaiwen@tvt.net.cn

网址：www.tvt.net.cn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视频安全领域国际一流产品和系统方案提供商。

公司总部在深圳市南山科技园南区，并在全国设立了18个直属办事

处，现有员工1000多人，工厂占地面积1.8万多平方米，正在惠州

筹建7万多平方米的自有生产基地，已经封顶。在国内，同为数码

的视频监控系列产品和系统方案已广泛应用于平安城市、公安、金

融、电力、交通、医疗、文教等许多领域。在海外，同为数码产品

销售遍及全球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硬盘录像机、摄像机及系统解决方案等

展 位 号：1C13 

公司名称：杭州智诺英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荆长路768号顺帆科技园区6号楼3楼

电话：0571-28180395

传真：0571-28187338

邮箱：linlz.zeno@inesa-e.com

网址：www.zeno-tech.com

杭州智诺英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提供图像智能化产

品和系统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注册资金3272万，控股1个全资

子公司。 

杭州智诺公司核心团队由多家上市公司高管以及清华博士、留

美博士组成，在行业内有极深的造诣。公司产品销售遍布海内外，

广泛适用于银行、电力、智能交通、司法、公安、连锁卖场等领

域，是全球图像智能化产品最主流供应商之一。

通过在图像智能化领域实现客户的梦想，历经锲而不舍的艰苦

奋斗，努力成为智能化监控行业标准制订者，树立国内第一品牌，

继续以“技术创造未来，智能引领生活”的理念积极拓展市场，向

国际化智能公司大步迈进。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分析产品9大系列、DVR3大系列、球机3

大系列、平台软件

展 位 号：1C14 

公司名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杭州滨江区江虹路410号

电话：13857182482

传真：0571-8113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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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eric.yuanbo@huawei.com

网址：www.huawei.com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围绕客户

的需求持续创新，与合作伙伴开放合作，在电信网络、企业网络、

消费者和云计算等领域构筑了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优势。我们致力于

为电信运营商、企业和消费者等提供有竞争力的ICT解决方案和服

务，持续提升客户体验，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目前，华为的产品

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17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1/3的人口。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C16 

公司名称：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普陀区丹巴路28弄9号楼2楼

电话：021-60730722

传真：021-60730300

邮箱：yaoxi.li@zhonganxiao.com

网址：www.600654.com

中安消股份注册资金12亿余元，现有员工3000余名，旗下拥有

多家业内知名的安防制造企业、系统集成企业及保安服务企业，致

力于成为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安保运营服务商。

主要产品信息：运营服务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C17 

公司名称：深圳南方汉邦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丰路2号特发信息港大厦D栋四层1号

电话：010-57985798

传真：010-57985799

邮箱：wgfeng@hbgk.net

网址：www.hbgk.net

汉邦高科的前身银河伟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于2000年成立在

有“中国硅谷”之称的北京市中关村。公司一直专注于数字视频监

控领域的产品和技术研发。在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持的同时提供行业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2004年，公司改组成立汉邦高科，与子公司银

河伟业和南方汉邦组成了以研发、市场和服务为主体的企业团队。

汉邦高科拥有北京和深圳两个研发中心，成立了华北（华中）、华

南、西南、华东、东北大区近三十个服务办事机构。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硬盘录像机  监控摄像机

展 位 号：1C19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联创新自控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中银大厦A座16层

电话：0755-89801234

传真：0755-89809898

邮箱：2389177278@qq.com

网址：www.ui-max.com

深圳市中联创新自控系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化产

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厂商。公司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多项产品

和技术获得国家专利，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研发

基地。具有完整的产品软件、硬件开发能力，可为各类应用提供先

进、系统的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智能门禁、电信机房监控、

节能开发及相关智能化产品。公司将秉承为系统集成商、工程商服

务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更多、更方便、更先进的高科技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迈斯门禁

展 位 号：1C21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坂田上雪科技园东区7号D栋二楼

电话：86-0755-89392688

传真：86-755-89392553

邮箱：minwang@annigroup.com

网址：www.annigroup.com/

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一体化统一视讯解

决方案供应商，致力于不断提供高品质的安防和视频监控产品、技

术及服务，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行业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更大价

值；安尼数字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具研发和生产实力的企业之一。产

品覆盖数字视频录像机（DVR）、高清网络摄像机（IP-Cam）、

NVR、模拟摄像机、视频会议及指挥调度系统，依托综合了集中监

控、视频会议、指挥调度系统的统一视讯管理应用平台软件。

主要产品信息：模拟摄像机、硬盘录像机、网络高清摄像机、

指挥调度综合平台

展 位 号：1C22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西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中西霓虹数码视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三路420栋东座二楼

电话：0755-82431805

传真：0755-25921929

邮箱：13802556733@163.com

网址：www.zxnihon.com

深圳市中西视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总部设于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工

厂设于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总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员工超

过700人。公司起步于高起点，致力于研发、生产高品质的安防监

控产品，产品涵盖了红外防水摄像机，半球摄像机，枪型摄像机，

网络摄像机，高速球摄像机及光端机、数字硬盘录像机等周边产

品，产品通过了国家公安部产品检测以及CE、FCC、RoHS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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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拥有几十项产品专利，获得国家平安城市推荐品牌、十大新

锐产品等等多项荣誉。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防水摄像机，高清摄像机，网络机，高速

球机，硬盘记录器

展 位 号：1C23 

公司名称：库柏裕华(常州)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合欢路60号

电话：0519-69892100

传真：0519-83978983

邮箱：jiangzhou@eaton.com

网址：www.cyh.com.cn

作为中国国内防爆摄像监控设备的领导品牌，库柏裕华20年来

一直专注于服务石油化工行业。2013年加入伊顿以来，我们和伊顿

旗下其他一些世界领先的防爆区域设备品牌，组成了伊顿防爆通讯

集团。伊顿防爆通讯集团面向全球范围内，在陆地，海洋，及矿用

防爆区域提供可信赖的摄像监控、通讯对讲及信号报警产品。库柏

裕华作为伊顿防爆通讯集团中国子公司，专注中国市场，提供更为

丰富的产品线满足用户在极端恶劣及危险环境下应用，帮助用户提

高效率，并对人员和设备提供安全保障。

主要产品信息：防爆摄像监控系统, 广播通讯对讲系统, 消防及

声光报警设备

展 位 号：1C24 

公司名称：创新科存储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学院路51号首享科技大厦8层

电话：010-62309966-6023

传真：010-62309200

邮箱：suntf@uit.com.cn

网址：www.uit.com.cn

UIT（创新科存储技术有限公司）是立足中国、自主研发的网

络存储和云存储领导厂商。面向互联网时代海量信息的存储和管

理，UIT将国际化产品技术研发与本地化市场支持相结合，提供从

应用存储、统一存储到云存储的系统产品、解决

方案和技术服务，并为中国多个云计算基地提供存储支撑。

UIT创新科掌握磁盘阵列控制器及云存储文件系统的核心技术并拥

有众多国内外专利，在中国和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具备强大的自主

研发实力。

主要产品信息：存储

展 位 号：1C25 

公司名称：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4号院6号楼6层

电话：010-53563888

传真：010-53563999

邮箱：quanzg@chinargb.com.cn

网址：www.chinargb.com.cn

淳中科技部位于中国北京中关村科技园，是一家专业的安防

监控系统产品生产商，自主研发的产品包括各类混合/数字/模拟矩

阵、光传输设备、拼接处理器、边缘融合器、数字视频综合平台

等。淳中秉承“淳德忠信、科技领先、质量取胜、服务至上”的理

念，为客户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在全国七大区域：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

北、东北均设立了办事处，驻有专业工程师，以满足客户7×24小

时的服务响应需求。国内最大的拼接融合产品提供商——淳中视讯

始终保持着对产品品质、服务水平、客户利益的执着追求

主要产品信息：雅典娜高清数字视频综合平台、哈迪斯拼接处

理、阿波罗拼接系统

展 位 号：1C26 

公司名称：北京蛙视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闵庄3号清华科技园玉泉慧谷五栋

电话：010-88850606-871

传真：010-88850606-888

邮箱：liuying@vorx.com.cn

网址：www.vorx.com.cn

北京蛙视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2月。于2014年

11月1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成功挂牌。

蛙视通信是视频监控专业市场上领先的公共安全信息化管理系

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自成立以来，我们专注安防行业视频监控技术

研究和解决方案设计，凭借对用户需求的深刻理解，持续创新能力

和市场转化能力，不断推陈出新。经过多年的不懈追求和积累，使

我们从视频设备提供商转变为公共安全信息化管理系统解决方案提

供商。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光端机、高清视频管理平台、工业以太网

交换机、编解码器等

展 位 号：1C27 

公司名称：深圳东日信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中路新安街11号

电话：0755-33953599

传真：0755-33286808

邮箱：6404770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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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keeper.cn

深圳东日信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安防监控摄像机制造

商，是一家正处在快速发展和国际化进程中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研

发、制造、营销为一体。

主要产品信息：视屏监控

展 位 号：1C28 

公司名称：Techpoint

地址：深圳福田车公庙盛唐大厦西座2709

电话：755-23619296

传真：755-23619296

邮箱：sxu@techpointinc.com

网址：www.techpointinc.com

Introducing HD-TVI 2.0!!

With the highly successful launch of the HD-TVI technology last 

year.  We are now bringing the new improved HD-TVI 2.0 technology 

to you.  Supporting longer even more reliable distance at extremely 

cost effective prices, HD-T

主要产品信息：HD-TVI 2.0

展 位 号：1C29 

公司名称：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乌沙环东路306号长通誉凯工业区D栋

电话：0769-89266655-8801

传真：0769-89266656

邮箱：zhushenghong@ytot.cn

网址：www.ytot.cn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营光学产品的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总投资1.5亿人民币，占地面积3.8万多平方米，拥有现

代化厂房1万多平方米。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光学冷加工、光学镜头组立、光学仪器等

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其产品主要应用于：安

防监控、汽车行车记录器、车载、数码相机等高精度光学系统。公

司产品70%以上销往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巴西、韩国、台

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模拟高清摄像机，宽动态摄像机，红外高

球球，照车牌摄像机

展 位 号：1C31 

公司名称：四川长虹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南区长虹科技大厦12楼

电话：0755-86638460

传真：0755-88831287

邮箱：yali.han@changhong.com

网址：www.changhongdianzi.com/

四川长虹电子系统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

一支由电子、软件、机械、系统集成等各行专家组成的研发队伍，

在多年来积累的数字视频技术领域众多研究成果、国家专利的基础

上，与多家国际著名公司保持长期密切合作，融合数字信息技术、

网络技术的最新成果，致力于现代科技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主营业务：1. 安防监控产品；2、安防显示前端产品：监视器、大

屏幕拼接；3、税控机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LCD显示屏、LED、MPDP、DLP大屏拼墙、

安防监控产品

展 位 号：1C33 

公司名称：珠海安士佳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南湾大道坪岚园工业区79号

电话：0756-6259750

传真：0756-8673759

邮箱：sales@ansjer.com

网址：www.ansjer.com

珠海安士佳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从事安防监控

产品研发、制造、销售的大型生产企业。ANSJER品牌安防产品包

含专业模拟摄像机、数字高清摄像机、IP网络摄像机、智能球机、

专业监视器、无线音频设备、专业嵌入式网络DVR等，产品日产能

可达到15000台以上。产品通过3C、CE、FCC、UL等认证，广泛

应用于安防监控、移动监控、家庭监控、有线、无线网络音视频通

信、民用多媒体产品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硬盘录像机、网络摄像机、高清数字摄像

机、智能球机

展 位 号：1C34 

公司名称：中维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1166号奥盛大厦3号楼12层

电话：0531-68621533

传真：0531-68621537

邮箱：jiangchen@jovision.com

网址：www.jovision.com/

中维世纪创立于2000年，是一家集安防视频监控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研发

方向包括音视频压缩算法研究及应用，基于云计算技术的视频通讯

平台（云视通）的开发及应用，视频监控传输技术与网络化、通讯

芯片开发及应用，产品线全面覆盖模拟摄像机、IPC、DVR、NVR、

音视频压缩卡、显示屏终端、家用安防、视频会议系统及基于云视

通平台的各类行业解决方案。被授予双软认定企业、中国十大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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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智慧城市建设推荐品牌等荣誉称号，已成长为领先的全系列

安防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主要产品信息：模拟摄像机、IPC、DVR、NVR、音视频压缩

卡、家用安防

展 位 号：1C35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本安防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愉盛工业区10栋4楼

电话：0755-27863880

传真：0755-27863820

邮箱：z-ben@z-ben.cn

网址：www.z-ben.cn

中本安防电子有限公司是集科.工.贸为一体的高科技生产型企

业,长期致力于CCTV闭路电视监控系统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拥有占地面积9，300多平方米生产车间。拥有高素质的研

发队伍，每30天出一款新产品，450多名熟练工人月生产能力达13

万台摄像机与45000台DVR，凭借公司的全面发展优势，优越的性

价比，有口皆碑的售后服务，公司产品远销欧州，北美，南美，东

南亚等地。现正为国内外十多个知名品牌OEM。

主要产品信息：CCTV 摄像机、DVR等安防产品

展 位 号：1C36 

公司名称：广东远洋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逢涌村夏西工业区

电话：0757-85229288

传真：0757-81196928

邮箱：981038189@qq.com

网址：www.fslianxun.com

广东远洋线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于2007年，是集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从事工程用线缆与综合布线产品专业制造

的企业。公司旗下拥有《富利联讯》、《华夏盛世》等品牌及遍布

国内30余家销售分机构。

作为国内弱电线缆行业一家快速发展企业、深圳市安防协会副

会长单位，产品广泛应用于城市建设、工矿、房地产、交通、金融

等行业，并成为广州亚运场馆、深圳大运场馆、中国平安城市建设

项目、广佛地铁系统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指定或选用产品。同时，以

技术与国际接轨,构建出全球化的营销网络。

主要产品信息：电线电缆、通信线缆、网络线缆、综合布线产

品、网络配套产品

展 位 号：1C38 

公司名称：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文三路20号浙江建工大厦17层

电话：0571-88373135

传真：0571-88394930

邮箱：qiansuna@obtelecom.com

网址：www.obtelecom.com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浙江省高新技术

企业、软件企业。公司是国内专业安防数字视频联网监控领域的创

业板上市公司。中威电子长期专注于数字视频联网监控领域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尤其在数字视频传输控制领域，是国内数字视频光纤

传输技术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先者。

公司产品在平安城市、智能交通、高速公路、公安、金融、水

利、军队、煤矿、广播电视等众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成功中标

2008北京奥运会及2010上海世博会主要场馆。公司是深受用户信赖

和推崇的数字视频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跃居

全国领先地位。

主要产品信息：VAR3S高清数字视频综合平台

展 位 号：1C39 

公司名称：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国家高新区科技六路100号

电话：0756-8598281

传真：0756-8598208 转802/803 

邮箱：net@raysharp.cn

网址：www.raysharp.cn

安联锐视-专业的安防视频监控解决方案提供商。依靠自主研

发和持续创新向客户提供优质的安防监控产品和领先的系统解决方

案。

安联锐视已通过I SO9001 :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嵌入式数字硬盘录像机

（DVR）、网络硬盘录像机（NVR）、车载硬盘录像机、高清网络

摄像机（IPC）、一体化高速球、红外一体化摄像机”等，已通过

国家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和欧盟CE、美国

FCC等权威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NVR、IPC、AHD/TVI硬盘录像机、车载移动监

控

展 位 号：1C40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泗黎路硅谷动力射频科技园A3栋四楼

电话：0755-83866900

传真：0755-8389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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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cctvd21@domenor.com

网址：www.domenor.cn

深圳市德盟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高速球等

安防产品于一体的专业化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4000多平方米的工

业厂房，拥有国际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现有员工100多名，其

中研发人员20多名，月产量4000台以上。

主要产品信息：高速球、控制键盘、视频会议机、车载/红外云

台

展 位 号：1C41 

公司名称：博康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456号光启大厦20层

电话：021-33637977

传真：021-33637994

邮箱：yanglu@bocom.cn

网址：www.bocom.cn

博康智能是中国领先的智慧安全及智慧交通专业解决方案提供

商，为政府、公安、机场、城市交通、公交运营管理等专业领域客

户提供以物联网智能感知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安全和智慧交通专业解

决方案。

多年来先后参与了香港回归、APEC会议、北京奥运、50/60周

年国庆阅兵、上海世博、深圳大运会等多项国家级重点项目建设，

为政府、公安、机场、城市交通、公交运营管理等专业领域客户提

供以智能前端及物联网技术为核心专业解决方案，赢得用户、业

界、政府的首肯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摄像机、高清视频编解码器、AC系列矩

阵、智能监测产品

展 位 号：1C42 

公司名称：福建福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福清融侨经济开发区光电园区福光科技园

电话：0591-83982411

传真：0591-83302603

邮箱：sales@forecam.com

网址：www.forecam.com

福建福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58年，是领先的光学产

品供应商。公司现有员工2000人，拥有德国、美国、日本的精密光

学测试、生产设备，具备年产9600万片镜片和1200万颗镜头的生产

能力。

公司生产的多种可见光、红外夜视、红外热成像镜头，广泛应

用于安防监控、车载、机器视觉、智能家居、数码相机、军事等行

业。

追求“更高、更远、更清晰“的福光，持续为全球领先的视频

监控企业提供优质的光学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民品高端产品、特种镜头、系列镜片展示、

200万—300万高清

展 位 号：1C45 

公司名称：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萝岗区开创大道2819号

电话：020-32068888

传真：020-32068888

邮箱：13510973306@139.com

网址：www.gosuncn.com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高新兴”），成立

于1997年，注册资金2.9亿元，总部自有建筑面积达4.2万平方米，

2010年成功上市（股票代码300098）。在“大物联、大数据、大安

防”的战略指导下，高新兴以平安城市、智慧交通、通信监控、金

融安防、民用安防、铁路安全、数据安全等核心业务，布局智慧城

市，为客户提供咨询、设计、工程、维护一站式服务。旗下汇聚讯

美电子、尚云在线、创联电子、国迈科技、高领投资等优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平安城市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C46 

公司名称：凤凰光学安防（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北工业区胜辛北路2199号

电话：021-59966108-211

传真：021-59966108-108

邮箱：fwang@phenixcctv.com

网址：www.phenixcctv.com

凤凰光学安防（上海）有限公司是凤凰股份下属企业，以做大

做强安防领域内的凤凰品牌为己任。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制造、

销售安防行业内所需的各种CCTV镜头、镜头模组及各种镜头类安

防产品。除此之外，凤凰光学安防可为各大安防制造厂商设计、组

装、生产各种安防类镜头产品，提供涉及光学领域的完整解决方

案。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镜头

展 位 号：1C47 

公司名称：盛波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2号财富广场A座N-R

电话：0755-83022171

传真：0755-83022230

邮箱：yuanwei@senboll.com

网址：www.senboll.com

盛波尔公司成立于1999年，国内唯一专注于提供整套安全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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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解决方案及全套产品的安防领导者，知名品牌。所有产品都全

部通过CCC认证。2004至2014年连续十一年荣获十大安防品牌。给

客户提供专业、细致、周到的技术服务是我们的优势。

代理：加拿大枫叶（PARADOX）报警及门禁系统。日本卫士

（VESS）防火及周界防范系统。波尔（BOLL）闭路监控系统。西

曼迪克（SEMENTIC）城市联网报警中心。

主要产品信息：加拿大枫叶报警及门禁系统，防火及周界系

统，CCTV

展 位 号：1C48 

公司名称：福建创高安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清华信息港科研楼3层3-01 

电话：0755-88858185

传真：0755-83758880

邮箱：sales@chuango.com

网址：www.chuango.com

福建创高安防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在福州创立，现已

成为引领潮流的创新者、无线智能家居与DIY安防系统的活力开发

商。秉承“用心，创新”的品牌承诺，以及对用户需求的深入了

解，将技术与设计融入以人为本的产品中，致力于为全球家庭和商

用客户创造“简单、易用”的智慧家庭生活体验。

主要产品信息：GSM/GPRS/WIFI报警系统及智能家居系统

展 位 号：1C50 

公司名称：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光彩新天地大厦三层

电话：0755-86191043

传真：0755-86223939

邮箱：liubiao@fhsjdz.com

网址：www.fhsjdz.com

深圳市泛海三江电子有限公司，创立于1985年，属中国泛海

控股集团旗下高科技公司，是国内从事智能楼宇、视频监控和火灾

报警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工程设计安装的知名专业设备制造

商。公司建立了完善的ISO9001质量管理与质量保证体系，拥有完

善的技术研发平台，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销售与

技术服务网络覆盖全国市场，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与专业的技

术支持团队能够随时响应客户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火灾报警控制

系统、智能家居系统

展 位 号：1C51 

公司名称：广州市瑞立德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二路602号之二第二层201房

电话：020-38259598-647

传真：020-38259598-635

邮箱：sarah@ralid.com

网址：www.ralid.com

瑞立德是加拿大瑞立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中国投资创立，

以RFID技术为基础的人车出入安全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为商业

楼宇、基础设施场馆、政府机关、高档小区、各类大中型企事业单

位提供中高端门禁、停车场、车位引导及访客检票等一卡通管理系

统，目前公司在华南区中高端门禁一卡通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主要产品信息：展示门禁管理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车位引

导系统及访客系统产品

展 位 号：1D01 

公司名称：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环保科技示范园地锦路9号院同有科技大厦

电话：010-62491804

传真：010-62491998

邮箱：liyu@toyou.com.cn

网址：toyou.com.cn

同有科技于2012年成功登陆A股市场（股票代码：300302），

成为中国存储行业唯一上市企业。 

作为大数据存储架构提供商，同有科技提供贴近大数据典型应

用的创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拥有覆盖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络。 

自成立伊始，同有科技始终坚持“技术立足，服务为本”的企

业发展理念，持续推出跨时代的领先存储技术，成为业界少数拥有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存储厂商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同有科技专为安防监控市场打造的新一代高端

存储产品

展 位 号：1D02 

公司名称：深圳市目击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二路鸿辉工业园1栋4楼

电话：0755-21639990

传真：0755-29407462

邮箱：251887373@qq.com

网址：www.eyesworld.net

目击者拥有独特的,适用的包括愿景、理念、目标、特质、服

务、价值观在内的一整套企业文化，目击者将成安防行业最具价值

的公司。

目击者是一家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安防企业，广纳技术贤才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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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达40多人的国际化R&D研发团队，有丰富的安防设计、生产、

应用、销售经验和前瞻战略眼光。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摄像机

展 位 号：1D03

公司名称：深圳市迪威泰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白石洲中核集团六栋三楼

电话：0755-25588188-807

传真：0755-82117325

邮箱：www.dvitexu11@yahoo.com.cn

网址：www.d-vitec.com

深圳市迪威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威泰公司）成立于

2002年8月28日，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是国内首家研究、生

产微型摄像机的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彩色高清微型摄像机、

超宽动态微型摄像机、USB彩色摄像机累计在国有五大银行使用超

过60万台；世界五百强企业-美国NCR公司使用超过5万台。公司目

前拥有北京、沈阳、成都、白山四家分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头，高清HD系列产品，金融监控系

列产品

展 位 号：1D04 

公司名称：常州市盛和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胜利村委大圩村628号

电话：0519-85056789

传真：0519-85315720

邮箱：sales@sh-cctv.com

网址：www.sh-cctv.com

常州市盛和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特种防爆工业电视的

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生产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1年，经多年的发展，专业技 术水平已处于国内同行业领先地

位，公司拥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全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推行了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防爆工业电视监控系统

展 位 号：1D05 

公司名称：深圳市兴科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大浪鹏腾达工业园2栋2楼

电话：0755-29737843

传真：0755-29408127

邮箱：xka-katsi@xka-cctv.com

网址：www.ka-cctv.com

公司成立于2002年，现拥有雄厚的技术研发及优秀的工程安装

队伍，具备了规模化的生产体系和正规化的管理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同轴高清录像机，模拟百万高清录像机，网络

摄像机，网络硬盘录像

展 位 号：1D06 

公司名称：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永福路112号

电话：0755-29918999

传真：0755-29912092

邮箱：sales@unilumin.com

网址：www.unilumin.cn/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0月26日,注册资

本20303万元人民币，是一家国内领先的LED应用产品与解决方案

供应商。是全国最早一批以半导体应用产品上市的企业（股票代码

300232），专业从事LED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致力于为国内

外的专业渠道客户和终端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LED应用产品

及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标准分辨率小间距LED显示屏

展 位 号：1D07 

公司名称：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1029号万融大厦C座701

电话：0755-82047841

传真：0755-82047847

邮箱：vista1975@126.com

网址：www.szbc99.com

深圳市敢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和深圳市重点软件企业，是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副会长

单位。公司专业从事智能建筑、数据中心、智能隧道、智慧工厂、

智能变电站、轨道交通综合监控、风电场群监控、物联网综合集

成、智慧城市综合集成的大型软件平台以及相关传感器和数据采集

器的研发，提供业界领先的综合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物联网共性软件平台

展 位 号：1D08 

公司名称：深圳市芊熠智能硬件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产业园南区科苑南路中国地质大学C区4楼

电话：0755-26827630

传真：0755-26827630-821

邮箱：shifengli@unihz.com

芊熠智能硬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总部位于中国深圳，在

北京、深圳设有研发中心，是一家专注于智能硬件研究及应用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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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企业。

芊熠对中、高端嵌入式智能硬件产品具有独立设计、开发的能

力，拥有摄像机ISP算法、视频分析算法等自主知识产权以及基于云

架构的互联网应用平台和移动APP的开发能力。公司目前专注于互

联网停车4.0和高清智能监控两大产品体系。

持续创新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芊熠以质量为尊，以严谨

苛刻的工作态度，生产每一件产品，以贴心的服务，满足用户的每

一项需求。

芊熠永远是您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停车摄像机，智能存储摄像机

展 位 号：1D09 

公司名称：深圳富视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厦村社区冰塘山工业区二号厂房3-5楼

电话：0755-28746736

传真：0755-28746736

邮箱：fsancctv1@fsan.cn

网址：www.fsan.cn

深圳富视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以ODM为主的集研发、生

产、销售和售后为一体的监控摄像机,高速球和硬盘录像机专业生产

厂家。

公司于2005年成立，拥有一支精干、高效、经验丰富，具有

高度责任感的管理与技术团队，公司场地6000m2，月产能7万台以

上。 产品通过ISO9001（2000版），FCC、CE、MA检测，拥有多

项产品专利。

主要产品信息：彩色摄像机、硬盘录像机、高清摄像机、智能

高速球

展 位 号：1D11 

公司名称：深圳市嘉尔德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业园A座801室

电话：0755-29013166

传真：0755-290131919

邮箱：hr@bolin-av.com

网址：www.szguard.com.cn

嘉尔德作为SONY中国专业系统集团影像传感器特约经销商，

代理SONY的专业系统图像设备：通讯型会议摄像机EVI系列、彩色

一体化摄像机模块FCB系列、远程控制彩色视频摄像机BRC系列、

3-CCD彩色视频摄像机DXC系列等等，并与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如中兴、华三、科达、艾默生、华平、丸

红、富士通、腾龙等。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机/会议摄像机

展 位 号：1D12 

公司名称：中山利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安阜社区阜华路1号

电话：0760-86211651

传真：0760-86280039

邮箱：sunny@lbtech.com.cn

网址：www.lbtech.com.cn

中山利堡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2 年投资创建而成，是专业从事

研发、生产和销售安防产品的高科技公司；多年来，本公司凭借强

大的技术力量和优越的国际背景，先后自主研发出了NVR、门禁楼

宇对讲、网络摄像机等一系列安防产品，其中IP楼宇对讲方面处于

业界领先地位。

公司对产品追求精湛的品质，在 2003 年通过了美国 UL 公司

的 ISO9001 及 ISO14001 认证，并于 2007 至 2009 年先后荣获中国

安防产业百强等荣誉称号。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硬盘录像机、楼宇对讲系统、CCD摄像

机、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1D13 

公司名称：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北正红旗西街9号

电话：010-62888888

传真：010-62877624

邮箱：jinwangyang@leyard.com

网址：www.leyard.com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2012年3月在深交所

成功上市（股票代码：300296），注册资金6.4亿元，是一家集设

计、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LED显示和照明应用的高新技术企

业。

公司现有2000多名员工，拥有8个国内控股子公司、28个国内

分公司、5个海外控股子公司、北京亦庄及深圳两大生产基地。

主要产品信息：LED电视、LED全彩显示产品、系统显示产品

展 位 号：1D15 

公司名称：深圳市丰巨泰科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大浪上横朗白云山工业区新永丰工业园A区3楼

电话：0755-23032851

传真：0755-29369558

邮箱：fengx@vip.sina.com

网址：www.fgecctv.com

深圳市丰巨泰科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研发、销售的综

合性高清视频产品供应商，我司集合高端视频技术研发人才，积极

探索高清视频产品前沿技术,目前高清视频产品行销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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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从前端高清IP/SDI红外高速球，高清IP/SDI激光高速球，高

清IP/SDI摄像机，高清IP/SDI红外高速云台，高清IP/SDI一体化摄像

机，到HD-SDI光端机传输设备，SDI/HDMI互转的转换信号设备，

到后端高清SDI数字硬盘录像机等等；其中多款产品引领安防界技

术革新。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高速球、云台、广播会议机、摄像机、存

储设备、传输控制设备

展 位 号：1D16 

公司名称：深圳感知博合物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1029号万融大厦C座6楼

电话：0755-82723216

传真：0755-26614690

邮箱：maggie.mao@brovisiontech.com

网址：www.brovisiontech.com

感知博合（Brovision）是全球智能安防监控产品及其解决方

案的专业提供商，集研发、销售和生产为一体，并获得多项产品专

利。

Brovision成立于2003年，总部及研发中心位于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目前在深圳和珠海设立多个生产基地，在美国、加拿大、香

港、深圳等地设定了10个营销服务机构，面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提供领先的智能安防监控产品及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全球智能安防监控产品及其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D17  

公司名称：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路塘头路口一电科技园

电话：0755-29518999

传真：0755-27358999

邮箱：sales3@aee.com

网址：www.aee.com

AEE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拍摄装备制造商，

全球领先的多旋翼无人机系统制造商，为全球提供专业领先的拍摄

装备及无人飞机。公司由张显志先生1999年投资创办，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坚持以打造一流电子科技企业、创国际一

流品牌、为国家为民族争光为己任，集合专业领先的无线音视频传

输技术、影像处理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的优势,专注于发展突破性创

新的电子科技产品，是集专业研发、制造及销售为一体的电子科技

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无人机系统，军警拍摄装备

展 位 号：1D19 

公司名称：深圳市迪威乐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观光路1303号鸿信工业园（梅观

高速观澜出口处观光路南侧）

电话：0755-83110858

传真：0755-23495289

邮箱：cf1899@163.com

网址：www.devele.com

迪威乐云商，是深圳市迪威乐云商股份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安

防产业生态链O2O平台，致力于构建金融生态、产品生态、渠道生

态、服务生态、资源生态、数据生态等六大生态，整合数千家品牌

商、生产商和工程商，囊括视频监控、防盗报警、门禁对讲、交通

安全、防暴、消防、防伪、出入口控制、考勤、智能家居等产品，

为企业和用户之间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2015年9月15日，迪威乐

云商商城启动，当日54款爆品认购即超1000万元;安博会期间，举行

迪威乐云商万人订货会。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防盗报警、门禁对讲、交通安全、

防暴消防、智能家居

展 位 号：1D20 

公司名称：旷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江虹创意园4栋3层

电话：18668162595

传真：18668162595

邮箱：154254041@qq.com

网址：www.faceplusplus.com.cn

旷视智安是一家专注于机器视觉和深度学习的中国技术公司。

公司汇聚了一批出色的技术极客，希望用革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打造

新一代的图像识别和搜索引擎。公司战略是通过性能领先的深度学

习框架，打造人脸识别、人体识别、文字识别、商品识别等一系列

的图像识别技术，并以最简单易用的云服务方式将最好的图像识别

技术提供给广大开发者和企业及合作伙伴。

主要产品信息：动态人脸识别分析服务器、静态超大库人脸识

别分析服务器

展 位 号：1D21 

公司名称：北京快鱼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601室

电话：010-82001010

传真：010-82884971

邮箱：sales@kuaiyu.com

网址：www.kuaiyu.com

北京快鱼科技有限公司在音频处理及通讯领域具有15年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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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发经验,主要从事安防音频监控产品的设计与生产。目前主要产

品有模拟拾音器、数字拾音器、网络拾音器、硬盘录音机、网络对

讲系统、语音降噪DSP芯片以及其他电信增值服务设备等高科技产

品。

主要产品信息：拾音器

展 位 号：1D22 

公司名称：江苏恒信和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西路111号3号楼4层

电话：0519-86603026

传真：0519-86603019

邮箱：xz@hengsion.com

网址：www.hengsion.com

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光传输设备、工业交换机、高空高清摄

像机、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成立于2006年2月，

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以电子、通信等专业为基础，

在光纤通信技术、图像压缩技术、语音传输技术等领域拥有多项自

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高技术产品，在交通、公安、水

利、电力、保密、人防、厂区建设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HD-SDI传输系统，IP数字监控

展 位 号：1D23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四路25号创新科技广场一期B座1607

电话：0755-22194696

传真：0755-22194647

邮箱：wucuifen@harzone.com

网址：www.harzone.com

专业从事图形图像技术研究的高新技术企业，定位于安防集

成、视频通信和图像分析、视频侦查应用等产品的研发和销售服

务，为行业应用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华尊是国内最早引进视频摘要

技术的厂家，经过数年沉淀，主要产品包括视频摘要系统(VS300)、

视频结构化分析平台(VS800)、图侦系统、视频侦查装备（S80视频

取证终端）、PVM视频监控平台等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集成、视频通信和图像分析、视频侦查应

用等

展 位 号：1D24  

公司名称：日电信息系统

地址：北京市亮马桥东方东路外交办公大楼D2座 

电话：010-59342608 

邮箱：zhang_gengtao@nec.cn

网址：cn.nec.com

NEC在中国的业务始于1972年向中国提供卫星地面站建设服

务，并先后涉足交换机、半导体、光通信、计算机、移动通信、IT

解决方案等领域，建立了多家独资、合资企业。 进入2010年，为了

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NEC决定在中国实行统一的战略和业务运营

体制，以NEC(中国)有限公司作为大中华区地区总部，统领集团在华

各项业务。主要内容涵盖运营商网络业务、IT解决方案业务、IT网

络平台业务、投影机显示器产品、软件开发销售。作为NEC(中国)有

限公司重要组成部分的NEC中国研究院立足中国、着眼未来，正在

进行着包括基础与应用领域的研究和开发。 

NEC (中国)有限公司依托NEC的百年创新历史、秉承长期积累

的先进技术和行业经验、发挥新组织架构带来的优势，将一如既往

地致力于为中国的政府、企业及个人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

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NEC在生物识别领域拥有近40年的研究、开

发与应用的经验，尤其是在人脸识别技术方面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

位。2010年，NEC的人脸识别技术在世界上最权威的NIST精确度

评价测试上获得第一名。NEC的人脸识别软件NeoFace，现在已经

被世界各国的出入境管理、公民ID管理等公共安全部门广泛采用，

同时也日益成为金融、交通、教育等行业IT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

分。2013年4月起，NeoFace由NECSL引入正式在中国大陆地区开

始销售。

展 位 号：1D25 

公司名称：深圳市利路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新北路83号利路通工业园

电话：0755-89631000

传真：0755-84692111

邮箱：huang@lltcable.com

网址：www.lltcable.com

深圳市利路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定位于专业制造全系列弱电电

线电缆、综合布线产品,EV新能源线缆，机械臂高柔性拖链线缆，

LED光电系列，防水连接器系列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的综

合性高科技企业。

公司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摸索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研发及管理资

源。目前公司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

理体系,CCC认证、LPCB认证,CE认证、美国UL 认证、德国VDE、

TUV认证、SGS环保等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电线，电缆，新能源电缆，高柔性线缆，LED

光电

展 位 号：1D26 

公司名称：伟龙金溢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清华信息港研发楼B栋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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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86186380

传真：0755- 86208810

邮箱：zhouh1@genvict.com

网址：www.genvict.com

伟龙金溢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由深圳市金溢科技有限公司与

新加坡伟龙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合资企业，业务聚焦于停

车管理领域。

伟龙金溢以金溢在高速公路ETC行业的技术和品牌优势为依

托，以新加坡伟龙十五年推广停车收费应用而形成的完整产品线

为支撑，专业提供基于ETC应用的停车管理设备（联网电子支付设

备、车道控制机、人工收费终端、自助服务终端等）及相关软件。

伟龙金溢以“ETC开创停车场收费管理云时代”为使命，致力于成

为国内领先的停车场电子不停车收费管理系统与设备整体解决方案

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电子不停车收费设备、自助缴费设备、停车场

管理设备及管理软件等

展 位 号：1D27 

公司名称：Integrated Corporation

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303-307号招商局大厦 6楼01-04室

电话：400 628 9968

传真：0852-25413903

邮箱：market@integrated.com

网址：www.integrated.com

作为安防界优秀品牌之一,英特韦特是少数兼有软硬件研发及

生产能力的解决方案供应商。为向客户提供安全完善、个性化的综

合智能安防解决方案，我们采用独有的“英特砖”解决流程，即专

家和用家双层标准，根据安防标准项目预算、功能覆盖范畴、客户

行业及管理特性，通过灵活的结构组合，使不同功能的子系统为客

户整合出千变万化的智能安防综合解决方案，让安全、高效的管理

模式融入到企业的各个管理环节！近20年来，我们服务的客户超

过2000家，其中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如中国银行、联想、中国民

航、中国移动、麦当劳、可口可乐等。

主要产品信息：一卡通、NFC无线解决方案、移动门禁、考勤

解决方案、读卡器、

展 位 号：1D28 

公司名称：深圳市美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龙东兰水路32号

电话：0755-84844181

传真：0755-84844464

邮箱：meianfocus@meiantech.com

网址：www.meiantech.com

深圳市美安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3年，是一家集安防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美国和香港拥有自

己的研发基地，是美国、日本、以色列、欧洲一些国家军用安防器

材的定点供应商和国外知名安防产品的中国合作伙伴。产品涉及报

警控制器、红外探测器、周界、报警视频服务器、高速球机、摄像

机、可视对讲以及大型综合管理平台等，已经形成近30个系列400

余款产品，应用在小区、工厂、金融、军事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闭路监控、可视对讲以及大型综合

报警视频管理软件

展 位 号：1D29 

公司名称：东莞市中控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坂田华为基地.五和大道北中控大厦

电话：0755-33985016

传真：0755-33297157

邮箱：Gavin.fu@zkteco.com

网址：www.zkteco.com

中控科技专注于生物识别技术、RFID技术在企业时间与安全

等领域的应用，是全球领先的时间与安全管理、生物识别产品、

身份识别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提供商。旗下拥有ZKSoftware、

ZKAccess、ZKAFIS、ZKBiolock等品牌在全球运营，分别为客户提

供：生物识别考勤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基于物联网、大数据及

生物识别技术的一站式安防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警用、民用市

场提供生物识别身份识别核心算法、终端及服务；智能锁产品及服

务；各品牌合作伙伴遍布全球各地，与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赢得合

作。

主要产品信息：考勤、门禁控制、通道管理、IPC摄像机

展 位 号：1D30 

公司名称：广州市白云区凯韵电子设备厂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松洲街槎龙村聚龙大道47号

电话：36470001

传真：36470284

邮箱：icyzhang@kaiyundz.net

网址：www.zoodopa.com

凯韵电子，一个锐意进取的企业，秉承“永远为成功做准备”

的理念，以超卓不凡跨越一个又一个高峰。

凯韵历经十四载，已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

科技企业，专注生产公共广播、会议系统、专业音响。旗下拥有

ZOODO、KASOOY等知名品牌，其中ZOODO是行业的杰出代表，

连续多年被慧聪网评为行业“十佳品牌”。

凯韵以科技创新核心，已取得新型专利25项，研发产品上千

种，成功案例逾10万，已成为行业十大企业。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及

业界权威的肯定验证了凯韵的丰厚实力与强大竞争力。

主要产品信息：公共广播及设备，会议系统，消防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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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放大器，音箱喇叭

展 位 号：1D31 

公司名称：成都新舟锐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南路216号天府软件园D区6栋5楼

电话：02861558532

传真：02861558532

邮箱：yuchangsheng@cdxzrs.com

网址：www.cdxzrs.com

成都新舟锐视科技有限公司，以智能视觉技术为长期目标，专

业从事智能视觉产品的研发、生产、安装及销售，是一家专业性很

强的高科技公司。公司研发的领域，涉及到国际最前沿的视觉人工

智能方向，从创立以来开发的一系列产品，代表了视觉应用类产业

的未来发展方向，部分产品为全球首创，填补了国际空白，解决了

长期困扰市场推广应用的技术瓶颈。

公司成立以来，在长期从事图像处理、监控系统研究的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里海大学以及中科院博士等多位资深

专家带领下，数十名科研人员致力于智能视觉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

发生产。

主要产品信息：多目标智能跟踪一体机、大规模人群分析系

统、人脸布控系统

展 位 号：1D33 

公司名称：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关东科技园高新数码港C栋三层

电话：027-87461827

传真：027-87462661

邮箱：market@wtoe.cn

网址：www.wtoe.cn

武汉微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武汉·中国光

谷” 专业从事行业化视频监控系统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软件企业，是湖北省创新型试点企业、湖北省科技路线图

重点培育企业。 “微创光电”于2012年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股份代码430198。

公司汇集了一大批资深的技术专家和专业人才，拥有多项技术

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是视频监控产品的领先供货商。产品广泛应用

于高速公路、城市智能交通、铁路、智慧城市以及其它视频监控领

域，提供专业的细分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TOS系列视频传输设备

展 位 号：1D35 

公司名称：深圳市巨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象社区亿源通工业园C栋5-6楼

电话：0755-83874688-8052

传真：0755-83420578

邮箱：julian2013@163.com

网址：www.n-net.com.cn

深圳市巨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总部设于深圳，

专业从事光纤网络及数据通信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并在北

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新疆等地设立分公司及办事处，

2004年11月注册成立香港分公司从事国际销售。

巨联，通过集中光纤通信领域的综合产业优势，以“高素质的

人才、领先的技术、优质的产品”致力于光纤、数据通信产品的研

发与生产，产品广泛运用于电信、广电、银行、教育、交通、宽带

小区等领域。产品种类齐全，技术先进，构筑“光电网络超市”，

为不同阶层的户提供“一体化”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综合视频管理平台，视频光端机，光纤收发器

展 位 号：1D36 

公司名称：深圳紫光积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三围奋达科技创意园E栋4楼

电话：0755-36801580

传真：0755-36801580-8001

邮箱：845873605@qq.com

网址：www.accsunis.com / contact.asp

深圳紫光积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设计、生产、销售

和系统集成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业务主要涉及智能安防监

控产品、智能交通系统（ITS）及新能源等系列产品。

专业提供森林防火监控预警系统、城市高空瞭望监控系统、航

道安全运行监控管理系统、海岛无人岛监控系统、边海防智能监控

管理系统、高铁轨道交通远程预警系统方案设计、产品供应和技术

支持。

主要产品信息：超强抗风转台、高精度云台、激光夜视仪、热

成像、高清多光谱像机

展 位 号：1D37 

公司名称：常州硕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湖塘镇人民西路西园路北首沙塘工业区2栋2层

电话：0519-86952260

传真：0519-86952176

邮箱：tina_xyd@163.com

网址：www.sxcctv.net

常州硕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二00五年，是以开发生产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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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监控产品的高科技企业。

硕欣公司现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球机车载云台高清云

台生产厂家之一，我公司拥有多条的自动贴片流水生产线，现代化

的设备，严格的检测手段，为我们生产优质的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同时我们还拥有技术力量雄厚的研发中心，拥有世界先进的技

术和仪器设备，汇集了一批优秀的科技精英，在设计中把握产品的

性能，在研发中凝练更多的科技资源。

主要产品信息：全实时SDI高清球机云台、车载夜视云台 

展 位 号：1D38 

公司名称：杭州意博高科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良运街326号

电话：0571-89009898-646

传真：0571-89009797

邮箱：thj@eboylighting.com

网址：www.eboylighting.com.cn

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 

产品涵盖室内照明、室外照明、智能交通照明控制和智能家居照明

控制等领域，并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照明产品和一站式的整体凭借卓

越的产品性能及创新的设计理念，意博已成为值得信赖的照明企业

与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不仅 与世界照明巨头GE、欧司朗等建立

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还成立了华北、华东、华南三大办

事处，组成了完善的国内客户服务网络。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道路照明控制系统

展 位 号：1D39 

公司名称：重庆市海普软件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76号光宇大厦15楼

电话：023-67119869

传真：023-67033918

邮箱：helpsoft@helpsoft.com.cn

网址：www.helpsoft.com.cn

海普软件成立于2000 年，是国内首批通过双软双高认证的高

新科技企业，专业从事森林防火智能预警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

产、推广，及安装调试、培训、售后一站式服务的供应商。海普的

智能化森林防火解决方案——“森林卫士365”已广泛应用于全国

近30个省、直辖市的林区、景区，已建成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获得十多项国家专利，多项科技大奖，2010年作为最新科技成果荣

登上海世博会重庆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主要产品信息：重型数字云台,基站系统,HFC手持移动终端,保

温箱,野外防护

展 位 号：1D40 

公司名称：深圳丰泰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大新新美工业园一栋四楼

电话：0755-25560091

传真：0755-25585982

邮箱：adminhr@fengtaida.com

网址：www.fengtaida.com

深圳丰泰达电子是一家专业从事图像视频监控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科技安防企业，公司产品综合了图

像分析技术和互联网新技术及机电光控制等各类新技术，以团队合

作、持续创新、诚信负责、永续经营的经营理念，将公司打造成为

全球领先的安防高科技企业，为国内外社会公共安全和智能监控领

域的技术进步作贡献。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网络球机 、高速智能球机、迷你智能高速

球机、日夜红外球机

展 位 号：1D41 

公司名称：深圳市超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平山一路民企科技园6栋6楼

电话：0755-86217008

传真：0755-86213508

邮箱：282555396@qq.com

网址：www.szcskj.com

深圳市超视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数字化视频监控领

域高端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安防软件企业。超视

平台获“中国平安城市建设推荐品牌”及“中国安防十大新锐产

品”。

公司所有产品均为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取得了多项

发明专利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安全防范行业施工资质、ISO9001

等资质；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广东

省安防协会副会长单位、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理事单位、深圳市

“双软”企业，并获得了深圳市科技专项资金的政策支持。

深圳超视科技在公安、金融、监狱、石化、军队等行业拥有广

泛的成功应用案例，并获得用户的高度认可和好评，公司在深圳、

北京、成都、无锡、武汉设有分支机构，能及时地服务于各地用

户。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综合管理平台、系统集成、智能化监管平

台、视频监控平台软件

展 位 号：1D42 

公司名称：深圳市宝瑞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公明镇合水口辉豪工业园2A栋3-5楼

电话：0755-88210202

展位号：1-B106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杭州滨江区东流路700号

电  话：0571-88075998转8187

传  真：0571-88805843

E-mail: shenjun@hikvision.com

http://www.hikvision.com

海康威视是领先的安防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

不断提升视频处理技术和视频分析技术，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安防

产品、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与优质的服务，为客户持续创造更大价

值。 ·DVR/板卡中国市场占有率超过40%，是全球最大的DVR/板

卡研发制造商之一。 ·摄像机/球机产品，2010年市场占有率跃居

国内第1位。 ·2011年名列IMS全球视频监控第4位，DVR第1位。 

·2010年名列《A&S》全球安防50强第10位，中国第1位。 ·2010

年5月28日，海康威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型平安城市解决方案、高清摄像机、大

屏、DVR、D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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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88210303

邮箱：info@irlab.net

网址：www.irlab.net

专业的摄像机与投射器生产商。

主要产品信息：车牌识别摄像机、高清网络摄像机、高速球、

摄像机、投射器

展 位 号：1D43 

公司名称：朗视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三联工业区同高厂房A栋五楼

电话：0755-29993165

传真：0755-29993145

邮箱：szsecu@126.com

网址：www.secu365.cn

朗视兴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是集安防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于一体的高科技公司，主要生产及销售DVR、NVR和IPC三大系列

安防监控产品。公司自2007年创建以来一直致力于“给我一个安全

梦想，我为您实现”的目标，来满足不断增长的行业需求。 

朗视兴始终保持“品牌、服务、创新”的企业文化，追求卓越

的企业精神来与客户建立伙伴关系、共创辉煌。 勇于挑战与创新将

使朗视兴不断突破，共同推进安防监控市场的数字化、智能化、网

络化进程，共创数码监控的美好未来！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数字硬盘录像机

展 位 号：1D44 

公司名称：汕头市新视界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1002号赛格广场21楼2108B室

电话：0755-83616178

传真：0755-83616158

邮箱：1059031138@qq.com

网址：cn.infrared-ir.com

汕头市新视界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总部坐落于美丽的

海滨城市——汕头市高新科技园区。新视产品广泛应用于金融、商

场、交通、教育、智能家居、机关部门、工矿、军事及多种特殊场

合。

在经过多年的市场检验与技术沉淀后，新视电子已经成为了

公共安全摄像机补光灯、智能交通摄像机补光灯/频闪灯/闪光灯、

环境照明光源产品行业中知名度、客户信任度很高的专业品牌制造

商。

主要产品信息：LED补光灯，红外灯，车牌补光灯，车牌抓拍

补光灯

展 位 号：1D45 

公司名称：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人民中路555号美国银行中心1705室

电话：020-28346168-875

传真：020-81304193

邮箱：472678137@qq.com

网址：www.dsppa.com

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始创于1988年，是公共广播国

家标准GB50526《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规范》主编单位、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2010上海世博会公共广播供应商、2008北京奥运10

个重要项目的公共广播系统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公共广播、消防广播、平安城市

展 位 号：1D47 

公司名称：北京高普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8号科技楼二层

电话：010-88470008 / 88470009 / 400-7160101

传真：010-88470008-830

邮箱：2574268921@qq.com

网址：www.glopro.com.cn

北京高普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原北京紫晶视讯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科技型企业。我们专注于夜视技术及产品，公司在激光夜视、红外

夜视、精密重载转台的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获得了多项专利。

应用行业：公安、铁路、军队、渔政、环保、机场、森林防

火、平安城市、石油石化、水资源保护、城市安防、高空瞭望、野

生动物保护等行业。同时出口到美国、挪威、印度、西班牙、乌克

兰等国家。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激光夜视仪、红外热成像仪、远距离可见

光摄像机、重载云台

展 位 号：1D48 

公司名称：专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定路1-11号美适工业大厦12楼A座

电话：0852-28514567

传真：0852-28517575

邮箱：tonyyuen@se-bio.com

网址：www.sebiotec.com

成立于1999年的专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SE），一直专注

于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采用国外先进生物识别技术的解决方案

已被广大用户所采用，法国Morpho 3D人脸静脉指纹识别、韩国

Suprema人脸指纹识别、美国IR掌形识别、美国L1静脉识别、韩国

LG虹膜识别，应用于政府部门、建筑工地、监狱看守、金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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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煤矿、智能楼宇、小区等行业。SE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软件

开发团队，开发适合各行业使用的软件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指纹、人脸、静脉、掌形、虹膜识别产品

展 位 号：1D49 

公司名称：深圳市视诺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坂田顺兴工业园B栋4楼

电话：0755-82271182

传真：0755-82271303

邮箱：snuke1@snuke.com.cn

网址：www.snuke.com.cn

深圳市视诺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深圳朗能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是一家中韩合资企业，成立于2005年，厂房面积2500平方

米，员工100多人，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凭借领先

的技术和真诚周到的服务，在安防行业赢得了客户的信赖，树立了

良好的口碑。公司一直以韩国CCD摄像机技术的优势，以安防高清

SDI摄像机，SDI DVR为主体。为客户提供更高清的视频监控和后端

监控设备。提供客户完整的配套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EX-SDI数字高清摄像机 SDI4/8/16路高清硬盘

录像

展 位 号：1D50 

公司名称：深圳市天宇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业园213栋506室

电话：0755-83436176—826

传真：0755-83436136

邮箱：lyj@seavisiontech.com

网址：www.seavisiontech.com

深圳市天宇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弱电系统设备供应商和

弱电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背靠香港及欧美国家,具有多年的安

防行业从业经验，公司已成为极具规模的弱电系统产品代理商和系

统承包商,是国内外多家大型厂商、行业用户、系统集成商和工程商

的重要合作伙伴, 代理产品主要以国内外先进的安全防范系统及光

纤通讯系统为主，产品范围涉及：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数字IP监控

系统、门禁系统、报警系统、多媒体会议系统、光纤传输系统、楼

宇自控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综合布线系统、安防系统集成软件

等等。 公司是一家大型从事综合楼

主要产品信息：PECLO、大华、kaba、oridyer、集成系统软件

展 位 号：1D51 

公司名称：山东神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济南高新开发区齐鲁软件园创业广场F1座A312

电话：0531-89706199

传真：0531-89706199

邮箱：sales@sheenrun.com

网址：www.sheenrun.com

山东神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立足于光学和信息技术的高新技

术企业，依靠自主创新，逐步发展成为国内激光夜视和非制冷变焦

热成像领域的技术领军企业。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研发和生产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夜视产品和热成像产品。公司的客户群体涉及

军队、边海防等军用客户以及武警公安、交通、油田等民用客户。     

公司已通过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

产许可资质认证、装备承制单位资质认证以及GJB9001B国军标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多款产品通过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权威部门测

试和认证。公司自主开发的“同步变焦激光红外夜视仪”、“连续

变焦红外热成像仪”被科技部等部门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激光高速球、高清激光夜视仪、中远距离

激光夜视仪，热成像仪

展 位 号：1D53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舜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塘头新辉工业园A栋2楼

电话：0755-86020100

传真：0755-86020102

邮箱：yangxiaolan@te-elc.com

网址：www.tungson.cn

深圳市东舜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研发、销售、工

程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核心产品—全数字高清网

络摄像机、网络硬盘录像机（NVR）、网络高清模组，以高稳定性

和高性价比获得了海内外客户的广泛信赖和同行的尊敬.产品远销

于欧美、中东、非洲及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政

府、金融、交通、能源、商业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网络摄像机、网络硬盘录像机（NVR）、

网络高清模组 

展 位 号：1D54  

公司名称：深圳市慧眼视讯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上雪科技园北区6号

电话：0755-89390391

传真：0755-89390380

邮箱：james@sznv.net

网址：www.wswy.cn

深圳市慧眼视讯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网络摄相机

（Cloud IP Camera）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软件认定企业。公司座落于深圳市龙岗区创新科技园——上雪

科技园北区六号，公司面积10000多平方米。其中工厂 30多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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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流水线，无尘车间，SMT，喷油丝印，老化车间，先进的检

测设备构成一个现代化的标准生产经营场所，目前产能为15万套/月

慧眼视讯推出“wansview”系列品牌，“ 网视无忧”系列品

牌在全球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目标把自主系列品牌打造成行业顶尖

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基于移动互联云服务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1D55 

公司名称：北京汉王智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5号楼汉王大厦

电话：010-82786500

传真：010-82786513

邮箱：duguoyang@hanwang.com.cn

网址：wistek.hanwang.com.cn

北京汉王智远科技有限公司是汉王科技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

司，主要从事生物特征识别领域产品和方案的研发、生产、销售工

作。早在2003年，汉王瞄准人脸识别技术的国际前沿，启动人脸识

别算法的研究工作。历经5年开发，2008年成功推出全球首款嵌入

式人脸识别产品——汉王人脸通，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正式拉开

国内人脸识别产业化的序幕。汉王人脸通成功开创了人脸识别门禁

考勤市场，还不断开拓在公安、海关、金融、军队、教育、城建、

机场、边防口岸等多个重要领域的行业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视频分析系统，人脸识别门禁系统，车牌

智能识别技术

展 位 号：1D56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特安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库坑一路诚丰工业园B栋5楼

电话：0755-28447625

传真：0755-28447265

邮箱：66206125@qq.com

网址：www.szztad.com

深圳市中特安鼎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二零零四年，是专业从

事摄像机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厂家，产品类型包括模拟、数

字、日夜、高清四大类上百种不同类型的摄像机。产品应用包括:大

型综合性小区、学校、厂房、金融、交通、银行、电力等行业。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1D57 

公司名称：深圳市正方体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八卦一路50号2310室

电话：0755-33087622

传真：0755-33087633

邮箱：sales@cubeitech.com

网址：www.cubeitech.com

深圳正方体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视频监控系统销售与弱电

系统集成等工程技术服务的专业安防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

强大的品牌优势和丰富的工程经验。是全球著名视频监控品牌PELC

O,AXIS,XeronVision,SECUBEST,PENTAX镜头,AGNeovo监视器,美国

KBC光纤传输系统中国区一级代理。公司致力于根据客户需求，为

客户提供定制的高性价比系统解决方案。同时对所供产品保证提供

厂家全新原装产品、免费全方位技术咨询、一年内免费保修以及产

品终身维修的质量保证。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

展 位 号：1D58 

公司名称：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江大道10号

电话：020-82229980

传真：020-82227875

邮箱：market@sat.com.cn

网址：www.sat.com.cn

广州飒特红外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中国广州、专注于

红外热像仪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20多年的风

雨历程成就了享誉世界的热像仪国际知名品牌——“飒特红外”。

企业以在全球大面积普及、推广红外热成像应用技术为己任，使

“飒特红外”成为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无处不见的安防卫士，成

为驰名海外享誉世界的国际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安防用红外热像仪整机和通用型红外热成

像组件

展 位 号：1D59 

公司名称：东莞福泽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塘厦镇塘厦大道中94号新园大厦B座3楼整层

电话：0769-87900280

传真：0769-87900163

邮箱：zhouchengyong99@126.com

网址：www.fther.com.cn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车载录像机，车载监控，车载SD卡录

像机，车载硬盘录像机，3G车载录像机，智能公交产品开发，生产

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是目前国内较大的专业生产车载录像

机的厂商之一，公司产品系列齐全,品质震惊业界。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北斗行车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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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1D60 

公司名称：深圳市博世爱礼富安防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大王山第二工业区22号3栋3楼

电话：0755-29861888

传真：0755-29861999

邮箱：sales@hkcby.com

网址：www.bos-ailif.com

深圳市博世爱礼富安防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 是

集投资、国际贸易、电子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于一身的综合高科技现

代化企业。

公司主要生产的是： 红外线报警器、红外探测器、家用防盗报

警器、可燃气体报警器和CCTV视频监控系列及部分消防用品.主要

元器件均采用Sony、 Philip、 TI 、NEC 等世界品牌， 从而对整机的

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且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体系运行，并且

已通过多项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欢迎国内外新老客户随时前来工厂

参观指导。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报警、红外对射，红外栅栏，红外探头，

报警主机，烟感、门磁

展 位 号：1D61 

公司名称：深圳市科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下围园新村华丰工业园11栋5楼

电话：0755-27908877

传真：0755-27908877-8044

邮箱：zhuby@acorid.com

网址：www.acorid.com.cn

深圳市科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长距离以太网传输

及基于以太网供电（POE）产品研发和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在IP通信领域有着多年的研发、设计方面的丰富经验的研发团队。

成功推出了长距离以太网延伸器、长距离大功率以太网POE交换

机、长距离网络交换机机、视频光端机、光纤收发器等多项创新产

品和专利技术，目前已成为长距离以太网通信领域产品和解决方案

的知名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PoE交换机，网络延伸器

展 位 号：1T01 

公司名称：深圳市汉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坂田杨美东海王工业区E栋7楼

电话：0755-28891684

传真：0755-89601302-8010

邮箱：Steven@ipscam.cn

网址：www.ipscam.com/

深圳市汉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网络摄像机研发、生产

和销售一体化的公司，致力于为国内外用户提供高清、智能化的IP 

监控全面解决方案。

公司成立于2006年，收购了优视科技(Uvis ion),奇石科技

(GSvision),昭阳科技(Sunvision)3家一直从事百万高清网络摄像机外销

的企业，整合了Uvision的北美品牌，GSvision的南美和亚洲渠道及

Sunvision的东欧客户资源，同时升级新的品牌：IPS。

专注于网络摄像机，百万高清摄像机，NVR,视频管理平台等安

防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家用网络摄像机，专业网络摄像机，网络高速

球，NVR 套装

展 位 号：1T02 

公司名称：WATEC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D-1105

电话：010-85890941

传真：010-85890942

邮箱：watec@ms5.hinet.net

网址：www.watec.cn

WATEC CO., LTD.为一家日本摄像机暨摄像设备之制造商,微型

摄像机的在业界已为领导之地位.WATEC产品遍及六十余国家,应用

扩及安防监控,自动化,影像量测,医疗系统等领域已20余年.高稳定性

与高质量已为使用者所肯定，产其低照度的特性深受客户仰赖.提升

稳定性,降低照度是我公司努力的方向.

主要产品信息：微型超低照度彩色与黑白CCD摄像机

展 位 号：1T03

公司名称：AR Media International AB

地址：(Asian Branch) 20F, No. 12, Xinshi 1st Rd. Sec. 1,Danshui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电话：+46 (0)8 556 306 80

传真：+46 (0)8 19 10 11

邮箱：asian.ad@armediaint.com

网址：www.armediaint.com

AR Media, founded in 1990,  is the leading publishing company 

(100% for Security) in Sweden. We publish both printed (DETEKTOR) 

magazines and online media (Securityworldhotel.com) to help global 

manufacturers marketing into EMEA (incl. Europe, M.E.) as well as the 

Scandinavia markets.

主要产品信息：Printed Magazines，Onlin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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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1T04 

公司名称：深圳市延创兴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路江灏工业园3栋6楼

电话：0755-89392258

传真：0755-89392011

邮箱：szsecu@hotmail.com

网址：www.ycxcctv.com

Shenzhen YCX Electronics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CCTV 

equipment of R & D, Production and sales company.

主要产品信息：专业生产摄像机、硬盘录像机、网络硬盘录像

机

展 位 号：1T05 

公司名称：深圳市富泓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6号科技园工业大厦12楼

电话：0755-26509025

传真：0755-265090229

邮箱：assistant@apexis.com.cn

网址：www.apexis.com.cn

深圳市富泓电子有限公司（Apexis）是中国最早从事网络摄像

机（IP Camera）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专业OEM/ODM

厂商之一。公司自2005年创立以来，以科技创新和技术集成为核

心，以质量和售后为保障，不断为社会提供高性能、多功能、美观

的网络安防产品，依靠优良的产品性能，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极

具竞争力的市场价格，精致的外观设计，赢得国内外合作伙伴和消

费者的喜爱与信赖，销量稳居行业前茅。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1T06 

公司名称：深圳市博铭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四路425栋610单元

电话：0755-25884676

传真：0755-25884722

邮箱：mrdaiyi@126.com

网址：www.bominwell.com

深圳市博铭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由留美海归、孔雀计划专

家、国内研究院专家联合成立的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服务于

一体的特种机器人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的灵感来源于客户的需

求，我们致力于与电力系统、供排水系统、安全系统等行业客户共

同成长，为创造一个安全、稳定、优良的地下管道系统而努力。目

前已研发出电缆沟智能巡检机器人、多功能特种机器人平台、管道

潜望镜、工业内窥镜、测机器人。产品可覆盖排水管道、雨水管

道、电缆沟、电缆隧道、消防救援、警用军用侦查、地震及灾害救

援、核电检测，可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特种机器人，管道检测机器人，警用军用机器

人

展 位 号：1T07 

公司名称：湖南创合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工业园仙岭中路85号

电话：0731-89755885

传真：0731-88945555

邮箱：market1@coprometro.com.cn

网址：www.coprometro.com.cn

湖南创合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研发与生产人脸识

别相关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自2005年成立起，一直致力于人脸识

别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目前已经拥有人脸识别国家发明专利与实用

新型多项，公司开发的人脸识别产品通过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

品检测。

主要产品信息：人脸识别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展 位 号：1T08 

公司名称：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7号国际财经中心C座1401

电话：010-68730588

传真：010-68730788

邮箱：admin@securitychina.com.cn

网址：www.securitychina.com.cn      www.21csp.com.cn

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于1992年12月8日在北京成立，由

从事安全防范产品等相关行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自愿

组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下设秘书处、展览

部、资质管理中心、调研培训部、《中国安防》编辑部以及专家委

员会和防伪技术分会。承担的工作包括开展调查研究，制定行业发

展规划；推进行业标准化工作和安防行业市场建设；推动安防企业

品牌战略；开展安防企业资质评定和行业职业认证；培训安防企业

和专业技术人员；推广防伪技术，防伪企业产品评审；开展国内外

技术、贸易交流合作；加强行业信息化建设等。

主要产品信息：2016年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员

服务，资质，杂志

展 位 号：1T09 

公司名称：中国公共安全研究院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1号喜年中心A座1616

电话：0755-83471259

传真：0755-8347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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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yao.zhang@smartcpsi.com

网址：www.smartcpsi.com

中国公共安全研究院、智慧城市产业发展研究院成立于2014

年，总部坐落于中国美丽的南国之滨    深圳，在深圳、北京、上海

等城市设有办事处。两所研究院是专业化高端研究机构，立足于大

安防和智慧城市领域，汇聚各类精英，为政府、企业、投资机构等

各类客户提供行业信息咨询服务、投融资咨询服务、战略与商业模

式咨询服务、培训会议服务等专业化定制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行业研究分析报告等

展 位 号：1T10 

公司名称：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1050号A座703室

电话：021-61121558-814

传真：021-64066786

邮箱：zhanghm@fullhan.com

网址：www.fullhan.com

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专注提供H.264编解码芯片，摄像

机ISP芯片，x86 DVR平台及其解决方案。富瀚的芯片广泛应用于嵌

入式DVR，DVR压缩板卡，模拟摄像机和x86 DVR等产品。富瀚致

力于与国内外设备制造商、解决方案提供商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共

同把握市场契机，提供高性价的产品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H.264编解码芯片，摄像机ISP芯片，x86 DVR

平台

展 位 号：1T11 

公司名称：杭州艾力特音频技术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华星路99号创业大厦B408室

电话：4008708890

传真：0571-88219767

邮箱：sll@elite-audio.cn

网址：www.elite-audio.cn

杭州艾力特音频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音频产品研发与生产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依托浙江大学强大的人才、科研优势，立足

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积极创导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并与瑞士皇家声学研究所、中科院声学所等建立良好的科研协作关

系，是浙江大学的产业化基地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拾音器、数字音频主机、网络音频、语音对

讲、电声配件、定制音频

展 位 号：1T12 

公司名称：深圳海科视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上雪新基汇创新产业园五栋五楼

电话：0755-89582880

传真：0755-89396006

邮箱：hike@hikecctv.cn

网址：www.hikestar.net

深圳海科视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为一体的安防产品专业制造商，公司拥有自主品牌“海科视达”，

以卓越的技术和服务为政府、企业及各行业合作伙伴提供优良产品

及解决方案。

海科视频用“芯”呈现，高清视界，公司以诚信为本，品质至

上，客户第一的经营理念诚邀各界朋友真诚合作，携手共进！竭诚

为客户创造价值，期待与您建立友好合作，为安防事业贡献力量，

共同构建平安社会、和谐美好生活。 

展 位 号：1T13 

公司名称：深圳市源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留仙大道1213号众冠红花岭南区3区1栋6楼

电话：+86-755-86591151

传真：+86-755-86555405

邮箱：sales@wintoptec.com

网址：www.wintoptec.com

深圳市源拓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创立于2004年， 是一家专业从

事光有源设备、子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公司。主要生

产：光纤组件、模块系列，光纤收发器系列，全数字视音频光端机

等光通信、安防监控类产品，是国内唯一一家具备从光器件到整机

自行研发生产能力的视频光端机厂家，并可提供 OEM（ODM）服

务。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光端机，光纤收发器，光模块、交换机

展 位 号：1T14 

公司名称：四川艾普视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成都高新区科园南二路1号

电话：028-85148077

传真：028-85148076-816

邮箱：market@aipstar.cn

网址：www.aipstar.cn

四川艾普视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7年。致力于在

数字视频领域探索更高清晰度的视频处理技术，为业界提供最领先

的高清数字视频产品，为用户提供专业、全面、量身定制的最有价

值的高清数字视频应用与整体解决方案。AipStar以“高清永无止

境”、“高清创造价值”作为企业理念，是一家自己做硬件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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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AipStar是高新技术企业，已通过ISO9001:2008和CMMI-L3

认证。产品包括高清一体机芯、高清高速球和云台、高清NVR、

CMS视频管理平台等。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网络摄像机及配套解决方案

展 位 号：1T15 

公司名称：深圳恒峰线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辅城坳工业区A71栋3楼

电话：0755-89689466

传真：0755-89689566

邮箱：190947045@qq.com

网址：www.hfcable.net

深圳恒峰线缆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产品有：塑胶绝缘电力电缆、

塑胶绝缘控制电缆、塑胶绝缘电线、阻燃、耐火系列。并可以根据

用户的需求，进行开发及生产各种新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电线电缆、安防配线线缆（AHD\DVI)

展 位 号：1T16 

公司名称：广州长视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创大道728号

电话：020 66217333 

传真：020 66217338

邮箱：info@longse.com

网址：www.longse.com

广州长视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

新科技企业。公司工厂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职员超过2000人，致

力于研发、生产高品质的安防监控产品，是目前中国大陆最好的监

控设备生产厂家之一。产品涵盖网络高清摄像机，高清摄像机，红

外防水摄像机、半球摄像机、高速球摄像机、数字硬盘录像机及安

防周边产品， 并通过了CE、FCC、RoHS等国际认证。深得国内外

客户的一致好评。     

企业被评为2010年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安防100强、平安城市

建设推荐品牌、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会员。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监控摄像机，包括网络高清摄像机、高清

摄像机，云台半球摄像

展 位 号：1T17 

公司名称：深圳华越力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特发信息港A栋8楼

电话：0755-82559939

传真：0755-82557849

网址：www.wayulink.com

深圳华越力合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全时空四维立体监控、

智能视频监控产品、空中视频监控产品和行业系统解决方案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同时是SONY FCB/EVI系列产品中国区核心经销

商。公司产品面向国内外市场，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银行、公

安、军队、能源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全智能千里眼、SONY机芯、高清网络摄像

机、无人直升机

展 位 号：1T18 

公司名称：深圳汇讯视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吉厦社区早禾坑工业区8号C栋厂房C1-401号

电话：0755-28462266

传真：0755-28462266-619

邮箱：2361233485@qq.com

网址：www.huisuncctv.com

汇讯视通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坐落于天津市华苑产业园，是一家

专业从事前端视频监控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也

是目前国内专业的一体化红外高清球型摄像机、智能球型摄像机、

一体化云台摄像机、筒型IPC、半球IPC等监控产品的生产厂家。公

司集成研发技术优势，开发出全系列IP高清产品，AHD/CVI/TVI模拟

高清产品，具备核心高清机芯的开发能力、多平台兼容设计能力、

高效算法集成设计能力，成为国内外广大客户的首选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一体化云台摄像机、智能球型摄像机、红外枪

型网络摄像机、红外半

展 位 号：1T19 

公司名称：深圳市国为安视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新西路2号东方信息港综合楼601、602

电话：0755-86677678

传真：0755-86677699

邮箱：info@gwsecu.com

网址：www.gwsecu.com

深圳市国为安视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网络视频监控产品

的设计与研发，同时集生产和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

拥有多年经验的专业研发团队，掌握核心技术，产品追求可靠，配

套，兼容。公司出品的系列网络摄像机和硬盘录像机产品全面通过

onvif国际标准，与国内主流存储设备商（大华，海康）和海外平台

（MILESTONE,DIGIFORT）完整对接。公司成立于2009年，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通过CE认

证，FCC认证，ROHS认证，公司属ONVIF组织成员。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高清摄像机、模拟机 硬盘刻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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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1T23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泗黎路硅谷动力射频科技园A3栋四楼

电话：0755-83866900

传真：0755-83892226

邮箱：cctvd21@domenor.com

网址：www.domenor.cn

深圳市德盟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高速球等

安防产品于一体的专业化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4000多平方米的工

业厂房，拥有国际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现有员工100多名，其

中研发人员20多名，月产量4000台以上。

主要产品信息：高速球、控制键盘、视频会议机、车载/红外云

台

展 位 号：1T23 

公司名称：V IDO.AT E l ec t r on i c s 
Vertriebs GmbH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北安德路355弄152号

电话：021-59575720

传真：021-59575720-8015

邮箱：joyce@sequtec.com

网址：vido.at

VIDO.AT Electronics Vertriebs GmbH, founded in 1995,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equipment and accessories in the area of  

video surveillance.

主要产品信息：HD SDI, HD IP camera

2号馆参展企业

展 位 号： 2A01 

公司名称：湖南创合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工业园仙岭中路85号

电话：0731-89755885

传真：0731-88945555

邮箱：market1@coprometro.com.cn

网址：www.coprometro.com.cn

湖南创合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研发与生产人脸识

别相关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自2005年成立起，一直致力于人脸识

别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目前已经拥有人脸识别国家发明专利与实用

新型多项，公司开发的人脸识别产品通过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

品检测。

主要产品信息：人脸识别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展 位 号：2A02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航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国际商会大厦A座1311室

电话：0755-83696666

传真：0755-82931022

邮箱：llj@jinhang.com.cn

网址：www.jinahg.com.cn

 深圳市金航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自成立至今一直是

日本 AIPHONE （爱峰）安防内部通讯系统在中国区总代理，同时

也是日本TAKEX （达凯克丝） 防盗报警产品的中国区总代理，并在

2015年获得日本能美西科姆消防的代理经销权，另承接各类 CCTV

闭路监控系统工程。

主要产品信息： 爱峰、达凯克丝

展 位 号：2A03 

公司名称：深圳市远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上横朗白云山新村新永丰工业区A区5楼

电话：0755-29005989

传真：0755-23460681

邮箱：sales@yuanfan.cn

网址：www.yuanfan.cn

深圳市远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自2001成立以来,一直以引进、

研发及生产高科技监控产品为宗旨；不断追求、创造高新产品为目

标;力争成为监控行业的先驱者、倡导者。

在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公司本着为社会做贡献，节约资源

的原则，2006年成立新的研发部门，开始研发生产“宽频共缆一线

通”监控传输系统设备,采用宽频共缆传输方式,布线简洁、扩展灵

活、性价比高、集成性强,可集成图像、伴音、控制、报警信号及广

播背景音乐于“一根”同轴电缆上传输,可以说是一线代替了五线，

一根线传输了三个系统。实现了监控信号传输的里程式跨越。

2008年底，为了让工程施工更多地节约资线材、施工时间，公

司相继开发了一系列傻瓜型产品：同轴视控、2、3、4、5路视频复

用器、4路经济型一线通和一线通总线制报警系统，为远距离报警

系统填补了空白。

2010年底起，本公司开始致力于开发一线通可视对讲，也就是

用一根线传输可视对讲系统。有二线制别墅型、主干线用一根射频

线，入户线用一根二芯线楼宇型及联网时同样采用一根射频线将各

栋楼联网一起。

公司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技术人才,为广大客户提供最优良产

品、最完善的售前技术指导、工程安装及售后服务。欢迎新老客户

一如继往地鼎力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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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一线通可视对讲，一线通等监控安防产品

展 位 号：2A04 

公司名称：广东浩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横门第二工业区

电话：0760-23689636

传真：0760-23689651

邮箱：331450787@qq.com

网址：www.farbell.com.cn

广东浩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专业资深从事智能

楼宇安防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的中港合

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目前在全国各地领先建立起近百家销售服务

网点，并率先开通全国免费服务热线、培训中心，为广大客户提供

最完善、最快捷、最超值的优质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让客户放

心、安心、信心。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

展 位 号：2A06 

公司名称：中山市先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西区沙朗沙港西路嘉兴大厦

电话：0760-88313322

传真：0760-886 22799

邮箱：gdxkcc@163.com

网址：www.xiankai.cc

专业从事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智能楼宇可视对讲系统、

TCP/IP协议数字可视系统、电梯对讲系统、电梯IC刷卡管理系统、

电梯周边配件等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电梯对讲

展 位 号：2A07 

公司名称：深圳市多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龙路18号

电话：18938670104

传真：0755-28303099

邮箱：hi@banshenghuo.com

网址：www.banshenghuo.com

深圳市多度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智慧社区服务为主营业务的

综合型互联网平台公司。公司以缔造移动互联网时代智慧社区新生

活为主要目标，围绕“伴生活”APP与智能门禁、智能家居设备等

高科技产品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智慧社区服务平台，将社区安全智能

化管理与社区生活智慧化服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主要产品信息：伴生活智能门禁系统、伴生活智慧社区

展 位 号：2A07A 

公司名称：深圳致利德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中航路世纪汇广场都会轩41楼4111室

电话：0755-83212141

传真：83212141

邮箱：summer@szhomelux.com

网址：www.szhomelux.com

深圳致利德电子产品公司是一家拥有多年的报警产品制造经

验，专业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公司，致利德一贯坚持稳定的

质量，优势的价格方针，灵活的市场策略，而立足于安防行业，并

不断推出自主创新的各类新产品和国际市场紧密接轨，赢得了众多

新老客户的厚爱。凭借品质和价格方面的优势已出口众多个国家

如：欧洲、俄罗斯、土耳其、加拿大、中东、非洲、东南亚等。

主要产品信息：家用报警器，声光警号,红外探头，烟感等

展 位 号：2A08 

公司名称：珠海博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永田路19号5栋401

电话：0756-6903050

传真：0756-6903081

邮箱：christina@bcomtech.cn

网址：bcomtech.cn

珠海博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安防系列，LED调制

器系列产品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品质为先，科技创新，追求卓越的

研发理念，着力打造“高品质，高科技”产品。在科技发展日新日

异的今天，公司以创新引导需求，依靠优秀人才团队，先进的生产

设备和严谨的加工工艺，制造品质精湛的产品，使产品智能化，外

观时尚化，安装简单化。目前产品均已通过UL,FCC,CE，3C权威认

证。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报警，安防监控设备

展 位 号：2A09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兴新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岗头新地路1号 中兴新地工业园

电话：0755-28801808

传真：0755-28801999

邮箱：yang.dong@sindi.com.cn

网址：www.dagoo.cc

“大狗卫士”是深圳市中兴新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全新

一代可自动识别身份的家庭安防系统，独特的智能化防盗技术，旨

在帮助全球家庭用户以便捷、可靠的方式解决住宅防盗问题。

中兴新地是ZTEHoldings旗下成员企业，成立于2003年，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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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通讯行业，产品与服务被数十个国家用户使用、接受。公司已经

累计申请专利100多项，严谨、专业的研发视角，让“大狗卫士”

具备优良的品质、与众不同的使用体验。

主要产品信息：全自动家居安防报警系统

展 位 号：2A10 

公司名称：深圳威玛网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岗区布吉中远路33号新纪元工业区B栋5楼东

电话：0755-28885276

传真：0755-28881101

邮箱：weema@vip.qq.com

网址：www.weema.cn/

(中美合资)深圳威玛网电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中、美两国的两家

安防界实业公司合资成立的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云端智能家居系

统、TCP/IP智能家居对讲系统、智能楼宇对讲系统的现代高科技生

产型企业。业。

深圳威玛引进美国电子产品高新技术和台湾工业运营模式，在

珠江三角洲成熟的电子产业链基础上，建设起完善的研发、设计、

制造、检验、维护体系，为广大客户提供高效的系统解决方案、优

质的产品和用心的售后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可视对讲，智能家居数字对讲系统，云端

智能家电控制系统

展 位 号：2B01 

公司名称：厦门立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集美北区孙坂南路65号

电话：0592-6299666

传真：0592-6299688

邮箱：leelen@leelen.com

网址：www.leelen.com

厦门立林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社区安防系统设备供应商，致

力于借助前沿技术，整合立林楼宇对讲、智能家居、视频监控、智

能停车管理等系统产品，为客户提供完整的智慧社区解决方案。

历经二十多年发展，公司已拥有立林电控、立林高压、赛弗豪

斯、易普斯立林、奥韦易立林、中林机械等十多家在各自领域表现

卓越的下属企业，分布全国的37家分公司、办事处和近200个销售

服务网点为全国用户提供全天候服务。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建

设部标准的编制起草单位，是楼宇对讲国际标准的起草单位、起草

组组长。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智能家居、监控、停车场、智慧社

区

展 位 号：2B03 

公司名称：弗曼科斯（上海）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宜山路1618号A栋

电话：021-64659292-247

传真：021-64654992

邮箱：jingwang@fermax.com.cn

网址：www.fermax.com.cn

弗曼科斯成立于1949年，是一家生产优质智能楼宇管理系统的

西班牙生产商，专注于商业小区可视对讲系统的研发与生产。

弗曼科斯于1995年进驻中国，以其遍布于近80个国家的成功经

验，向中国市场提供同等标准的高质量产品。

作为首家进驻中国市场的进口可视对讲品牌，以专业领域逾60

年的经验、与本土领域20年的积累，弗曼科斯如今已成为中国楼宇

可视对讲行业中的知名生产商。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可视对讲系统及产品

展 位 号：2B05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润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龙岗天安数码城3B1002

电话：0755-89570055

传真：0755-83990458

邮箱：hanxun@hanxun.cc

网址：www.hanxun.cc

深圳市东润达科技有限公司是立足于安全防范、智能家居、数

字可视对讲领域软、硬件产品研发和生产的中韩合资企业。公司拥

有中、韩、日三地资源共享的优势，有雄厚的研发制造实力和专业

化的管理模式，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价值，让品质铸就品牌。

在产品研发方面，本公司与世界科技的同步发展，注重于技术的优

化与整合，以创新、优质为主线，始终站在行业的最前沿。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

展 位 号：2B06 

公司名称：珠海太川云社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前山工业区华威路611号太川科技园

电话：0756-8665566

传真：0756-8665566

邮箱：taichuan@taichuan.com

网址：www.taichuan.com

现今数字技术及物联网技术的成熟，太川再次引领智慧生活变

革，专注发展智慧社区综合服务运营，提供高品质高标准的家庭及

社区智能科技化产品设备、解决方案及社区服务运营实体机构，首

创智能家居与电子商务平台相结合并应用在社区内,整合社区周边

1-3公里商圈资源并进行O2O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社区服务运营,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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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平台+运营形式建设智慧社区，并携手运营商、政府，共同为社

区业主、物业公司、社区周边商圈打造智慧生活新型生态圈。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家庭信息系统及解决方案，可视对讲

展 位 号：2B07 

公司名称：深圳市来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 福田区深南大道7008号(车公庙地铁站 B出口) 阳光

高尔夫大厦24楼

电话：0755-82873366

传真：0755-82873300

邮箱：wzm@lonbon.com

网址：www.lonbon.com

深圳市来邦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7年，位于深圳市福田

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安防对讲领导品牌，中国安防十大

品牌，中国安防十大民族品牌，十大住宅智能化品牌，深圳安防协

会理事，中国安防协会会员。一直从事“来邦对讲”系列产品的开

发、生产及销售，是中国市场最具规模与实力的专用对讲系列产品

的生产、销售商。产品广泛用于银行、医院、监狱、电梯、学校、

小区、平安乡村、高速公路、部队军用、工矿企业、公交调度、广

场公园、指挥大厅、火车/地铁站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IP网络可视对讲广播产品

展 位 号：2B09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百安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岗第二工业园8栋6楼

电话：0755-61192810

传真：0755-86006635

邮箱：1368849292@qq.com

网址：www.welbell.com

深圳市华百安智能技术有限公司集智慧楼宇、智能家居和手机

看家远程视频等系统技术研发、产品生产与销售为一体，并提供专

业安防系统集成服务的计算机软件企业、深圳市和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

华百安重视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已获得8项软件著作权，13

项外观专利，12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华百安与深圳大学联合建

立产学研基地，在物联网云计算领域作出多项技术创新。

主要产品信息：X5网线制系统、X6数字系统、智能家居系统、

A8智慧社区平台

展 位 号：2B11 

公司名称：佛山市星光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广东省新光源产业基地核心园区D区1座

电话：0757-66880328

传真：0757-88594002

邮箱：wm1819@qq.com

网址：www.topfs.com

星光楼宇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股份

制企业。19年的专业与专注，获得了业界的认可与荣誉：“楼宇对

讲十大品牌、智能家居十大品牌、国家康居示范工程用品、中国安

协会员”等......

星光楼宇发展至今已拥有：8大系列产品、19年专业制造经

验、32个销售服务机构、17000多家合作伙伴、3千万终端用户。作

为行业的拓荒者和知名企业，公司不断吸收并引领先进理念，提升

产品性能，本着“尽善尽美、尽心尽力”的核心价值观，以“诚信

合作，共赢未来”的经营理念，携手共创信息化智能社区。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智能家居

展 位 号：2B12 

公司名称：珠海三润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工业区华威路105号汽配展示、测试楼第四、五层

电话：0756-8895890

传真：0756-8895910

邮箱：307727749@qq.com

网址：www.sunrn.com

珠海三润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工、贸为一体的现代科

技生产企业。本公司致力于视频语音系统及紧急求助系统的产品研

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严格遵守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

通过C E、ROHS，公安部安防技术检测中心等认证并远销北美、中

东、东欧和东南亚等地区，同时拥有十多项实用新型专利与软件著

作权。

公司一直以创办中国一流的高科技电子企业为目标,努力打造技

术起点高，性能优异，品种齐全，质量可靠，售后服务完善，深受

广大客户信赖的知名品牌。

我司拥有50多人的独立研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平安城市求助对讲，银行求助对讲

系统

展 位 号：2B13 

公司名称：广州市爱递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金山谷意库产业园星光大道北侧A13-1

电话：020-34706665

传真：020-34500530

邮箱：lzx@itc-pa.com.cn

网址：www.itc-pa.cn

广州市爱递思（ITC）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智能公共广播

系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市场占有率领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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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广播专业制造商，更是全数字化IP网络双向对讲广播全球首创

厂家，成功进驻2008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广州

平安城市、深圳大运会、广州南站、北京地铁、京津城际快线等知

名项目广播系统供应商；行业媒体连续多年评为“公共广播最具竞

争力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全数字IP网络双向对讲通讯系统

展 位 号：2B14 

公司名称：深圳市克耐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牛栏前深惠科技园4层

电话：0755-29060753

传真：0755-29060611

邮箱：daidafang@cnaec.net

网址：www.cnaec.net

深圳市克耐克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1995年，是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公司下属的中港合资企业。 

克耐克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4000平米厂房，生产管理严格执行

ISO9001:2000认证体系，产品获得了欧美CE、FCC认证，并通过了

中国公安部和质量监督部门的技术检测。并在行业内荣获‘中国安

防十大民族品牌’、‘中国安防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中国安

防十大新锐产品’、‘平安城市推荐品牌’等众多荣誉。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楼宇系统

展 位 号：2B15 

公司名称：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35号安居宝科技园

电话：020-82083888

传真：020-82086965

邮箱：lilihui@anjubao.net

网址：www.anjubao.com

广东安居宝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

技上市企业。（股票代码为：300155）。拥有建筑面积超10万平方

米的科技园（南园、北园），安居宝集团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 并

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80多家直属销售服务网点，给客户提供更加完

善快捷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让客户真正放心。楼宇对讲产品

连续多年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量名列前茅。2015年中报告显示，截至

2015年6月，市场占有率为26.92%。

公司以社区安防技术研发为核心，集楼宇对讲、智能家居、云

停车场、云监控、安防专用线缆等为一体，是国内配套最齐全的社

区安防及智能家居系统集成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云对讲、云停车场、云监控、安居宝APP

展 位 号：2B16 

公司名称：福建省冠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马尾区快安路6-1号

电话：0591-38131976

传真：0591-38131800-976

邮箱：caiqr@aurine.cn

网址：www.aurine.cn

福建冠林，是国内最具实力的楼宇对讲和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制

造商之一。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坚持高品质平民化的品牌战略，致

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一流的安防产品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家居系统，小区家居系统，AH6000系统

展 位 号：2B17 

公司名称：泉州佳乐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泉州市丰泽区浔美工业区佳乐科技园

电话：0595-22110999

传真：0595-22110888

邮箱：jiale@jiale.com

网址：www.jiale.com

佳乐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集研发制造、工程服务和

国际贸易一体化的楼宇安防智能电器的提供商， 也是中国最具生产

规模可视门铃的专业制造商之一。 旗下包括JIALE可视门铃等一系

列商标。

佳乐已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系统和

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佳乐先后获得了中国优秀楼宇智能化企业、中国安防知名品牌

等奖项。业务遍布国内外各大中城市。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家居、楼宇对讲、可视门铃、可视电控系

统、电话交换机等等。

展 位 号：2B20 

公司名称：欧蒙特电子（惠州）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福田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1期a座801

电话：0755-83439234-8017

传真：0755-83437258

邮箱：robin@urmet.cn

网址：www.urmet.cn

欧蒙特创建于1937 年意大利，公司成立以来专注于智慧社

区、商业楼宇/ 酒店管理和安防的产品和系统的设计、研发和销

售。公司不断进行行业技术研发，简化产品安装，并提升产品在住

宅和工业等领域的性能。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KNX，无线YOKIS，IPerHome智能

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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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2B21 

公司名称：厦门狄耐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创新路2号Xingtel大厦

电话：0592-5763533

传真：0592-5993841

邮箱：ban@dnake.com

网址：www.dnake.com

厦门狄耐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楼宇对讲、智能

家居、环境健康、数字停车及综合布线产品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

业、中国安防百强企业，公司拥有4万平米的研发生产基地，具备

高效一条龙式自主生产配套。

狄耐克是中国楼宇对讲、智能家居行业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

是楼宇对讲国际标准主编单位及国家、行业标准参编单位。

公司产品涵盖楼宇对讲、数字对讲系列产品；智能家居、智慧

酒店系列产品；智能交通、数字停车系列产品；环境健康、新风系

统系列产品；可提供智慧社区整体技术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智能家居、智慧停车、新风系统

展 位 号：2B23 

公司名称：深圳南亿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海大道福海科技工业园D区1栋2楼

电话：0755-86100820

传真：0755-29609620

邮箱：sznanyi888@126.com

网址：www.sznanyi.net

深圳南亿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安防产品重

要生产供应商之一。公司自主经营有：智能楼宇对讲系统、停车场

系统和监控系统产品。公司现有员工200余人，在深圳市宝安区福

海工业园D区拥有3000余平米研发生产基地。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家

党政机关、大型工厂、酒店、智能高尚社区及交通等领域。目前在

国内已建立十几家销售服务网点，给客户提供完善快捷的售前、售

中、售后服务。

公司全面导入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了规范标准的产

品标致体系，所有产品均通过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

中心测试。公司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在产品功能、外观

设计、智能控制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国家专利。

南亿公司一直秉承“科技创新，优质服务”的企业精神，凭借

雄厚的研发力量，完善的管理体系，稳定的产品质量，周到的售后

服务，愿与广大客户通力合作，携手共进，为创造安定、高效、便

捷的品质生活而努力。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家居、智能楼宇、停车场专业研发制造商

展 位 号：2B25 

公司名称：青岛文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东路127号

电话：400-0700007

传真：0532-86911999

邮箱：wdt@windaka.com

网址：www.windaka.com

文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家庭自动化控制系统——智能家

居为研究基础，以基于云的社区安防、居家健康等增值服务数据中

心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将生物识别技术应用于楼宇对讲领域和智能

家居领域的行业品牌，文达通凭借雄厚的研发实力和资源优势，推

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如智能家居社区增值服务系统、安防报警运

营系统、GPS定位及紧急呼叫运营系统、智能健康远程管理系统、

建筑从业人员实名制管理系统等，全力打造“智能的家、安全的

家、移动的家、健康的家”的现代服务企业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家居、楼宇对讲、生物识别、安防报警运

营系统、GPS定位

展 位 号：2B27 

公司名称：深圳市松本先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明路40号雷圳大厦31楼3105-3108室

电话：0755-83995320-218

传真：0755-83995325

邮箱：soben168@soben168.com

网址：www.soben168.com

深圳市松本先天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隶属于广东伟雄集团，是

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自1998年成立以

来，我们始终以科技创新，市场发展需求为导向，不断开发出新产

品主要产品为IP数字楼宇对讲、智能家居控制、防盗报警、网络监

控等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T3数字对讲系列

展 位 号：2C01 

公司名称：深圳市视得安罗格朗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二号路齐民道3号宇阳大厦五楼

电话：400-700-1868

传真：0755-86096906

邮箱：jiubo.xu@legrand.com.cn

网址：www.legrand.com.cn

视得安罗格朗为法国罗格朗集团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创始于

1993年，是中国安防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其市场占有率连续

多年稳居行业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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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罗格朗集团收购在中国楼宇对讲行业表现最为卓越

的视得安公司，深圳市视得安罗格朗电子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依托

罗格朗集团国际化的管理模式，共享集团的专业研发资源，每年将

10%的销售额投入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

视得安罗格朗凭借卓越的产品、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各界广泛

的认可与美誉，目前视得安罗格朗致力于专业提供智能楼宇、视频

监控、健康照护等三大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智能家居、视频监控、健康照护

展 位 号：2C03 

公司名称：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618号星网锐捷科技园22号楼三层

传真：0591-28053888

邮箱：vs-info@star-net.cn

网址：www.evideo-smart.com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国内领先的

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及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品牌价值82.41亿

元。2010年6月，星网锐捷成功上市（股票代码：002396），成为

一家以自主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公众公司。星网锐捷在物联网、

三网融合、智慧园区等核心产业领域为客户带来创新完善的解决方

案，在视频监控、智能家居、视频应用等各产品领域均形成了独特

的领先优势.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智慧社区、智能家居解决方案及相

关产品

展 位 号：2C05 

公司名称：广东柔乐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屏东三路12号

电话：0756-8818676

传真：0756-8818703

邮箱：344236333@qq.com

网址：www.china-rl.com

1984年，柔乐发明双工对讲，填补国内空白，中央电视台曾对

此进行专题报道，1991年获“广东省优质产品奖”。

2003年，柔乐在国内率先生产7寸彩色可视对讲系统，产品畅

销欧美市场，获“广东省出口名牌”及“中国出口名牌”。

2009年，柔乐生产数字可视对讲系统，同时，柔乐开始进军国

内市场，并连续多年荣获“十大楼宇对讲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系统，智能家居

展 位 号：2C07 

公司名称：长沙世邦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高新区桐梓坡西路229号麓谷国际工业园B栋12楼

电话：0731-88915780

传真：0731-88915786

邮箱：zhangge@spon.com.cn

网址：www.spon.com.cn

长沙世邦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部位于长沙国家高新技术开发

区，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成都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是多年

从事数字网络音频产品研发、设备制造和系统集成的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中国网络广播的先导者，目前拥有国内最多的IP广播成功

案例。产品成功应用于各教育、部队、司法公安、交通、平安城市

等重点项目。生产经营严格遵循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核心产品通过“3C、CE、MA”和公安部等认证。

我们的目标是将SPON数字音频产品发展成为网络音频领域的国际

知名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IP公共广播、IP内部对讲

展 位 号：2C08 

公司名称：泉州市宏泰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泉州市洛江区五金机电产业园(河市)宏泰科技工业区

电话：0595-22392458

传真：0595-22392478

邮箱：ht110@ht110.com

网址：www.ht110.com

泉州宏泰科技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90年代初。20多年来，宏泰

科技始终走坚持技术创新，品牌发展的道路，不断推动产业升级。

以华侨大学&宏泰科技智慧安防研发中心为平台，组织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等安防专家为核心研发团队，开展安防科学研究，探索

前沿技术，取得了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使宏泰科技

在行业中的保持领先地位。

今天的宏泰科技，不仅是一家安防产品的研发、制造企业，也

是多元、时尚文化的传播者和推动者。宏泰科技正以累积而来的自

信与实力，打造中国安防的升级版，实现宏泰科技的中国梦!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器，对讲机，摄像机、智能锁

展 位 号：2C09 

公司名称：深圳市驰通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石西路108号驰通达集团科技园二号楼夜狼大厦

电话：0755-88821007

传真：0755-26412267

邮箱：MKTDept@YL007.com

网址：www.YL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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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夜狼安防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驰通达电子有限公

司），十七年一直致力于家用/商用防盗报警、视频监控、智慧社区

等系列智能安防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制造，以及为用户提供周全的解

决方案和安防服务，是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副会长及全国安防标委会通讯委员单位。

公司始终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和品质管理，通过CCC、CE、

FCC、ISO9001等权威认证，并连续多年获得安防产品最高技术奖

项“金鼎奖”、 “中国安防十大民族品牌”、 “中国智慧城市建

设推荐品牌”等近百项荣誉。

主要产品信息：3G视频报警器、GSM防盗报警器，视频联网

报警器、智能探测器

展 位 号：2C10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曼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悦兴围社区福前路84号海曼工业园

电话：0755-84193930

传真：0755-84193953

邮箱：hxc@heiman.com.cn

网址：www.heiman.com.cn

深圳市海曼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防盗报警系统、消防电子

产品和智能家居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民营

企业。生产产品有：防盗报警系统产品(防盗控制器、红外探测器、

漏水探测器、门磁、)；消防报警系统产品(消防报警控制器 、烟雾

探测器、感温探测器、气体探测器、一氧化碳探测器)；智能家居系

统产品(智能网关控制器、智能触控开关、智能触控调光开关、智

能红外遥控器、智能红外探测器、智能烟雾报警器、智能气体探测

器、智能门磁、)等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探测器、烟雾探测器、燃气泄漏报警器及

周边配件产品

展 位 号：2C11 

公司名称：深圳市艾礼安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华宁路13号嘉义源科技园六栋五楼

电话：0755-82823131

传真：0755-82823628

邮箱：info@alean.cn

网址：www.alean.cn

深圳市艾礼安安防设备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的安防产品、解

决方案提供商。中国安防十大民族品牌、中国平安城市建设推荐品

牌。

在中国，艾礼安为万千用户提供专业稳定的防盗报警系统解决

方案。历经数年的发展，今天的艾礼安已成长为中国安防行业最具

竞争力的民族防盗报警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对射、光栅、总线报警系统、联网报警系

统、恩比智能家居

展 位 号：2C12 

公司名称：深圳市信威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龙璧工业区11栋5楼 

电话：0755-89983080

传真：0755-81753605

邮箱：Zengj@sunwave.cc

网址：www.sunwave.cc

信威集团成立于1996年；信威拥有优秀的团队组织、强大的销

售网络及完善的服务体系,是集研发、生产、销售、贸易于一体的优

秀企业群体。

信威立足于世界技术最前沿, 长期致力于安防产品的研发, 是国

内安防产品和传感器的领先者。

信威致力于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的建设，并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科技领先、持续发展、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 与时俱进, 与您

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和美好未来。

主要产品信息：主动红外探测器、室内外探测器、总线/分线报

警主机、传感器等

展 位 号：2C13 

公司名称：广东先导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太平洋工业区138号

电话：020-82601601

传真：020-26246719

邮箱：512018040@qq.com

网址：www.avc.net.cn

创立于2000年的广东先导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是在改革开放进程

高速发展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科技型企业，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

楼宇对讲系列产品的专业生产厂家。经过多年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

和开拓创新，已成为安防行业中的佼佼者。其开创的“AVC”“先

导视讯”品牌，得到了政府、行业和广大客户朋友的普遍认可。

AVC（先导视讯）产品涵盖：智能楼宇对讲系统、门禁系统、

智能家居产品及智能灯光控制等系列，满足所有智能楼宇需求。公

司拥有完善的、覆盖全国各地的营销和服务网络，在国内所有大城

市建有分支机构。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楼宇对讲系统、门禁系统、智能家居产品

及智能灯光控制

展 位 号：2C14 

公司名称：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松岗街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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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5-66675287

传真：025-66675248

邮箱：22017484@qq.com

网址： www.telege.cn  

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是国内专门致力于综合布线、

电工电气、楼宇智能化系列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及系统集成、

技术推广的专业厂家。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目前拥有天纪布

线、天纪智能、天纪电工、天纪光通信四大产业。

“天纪智能”凭借公司在智能建筑领域的探索，推出了楼宇智

能化系统产品，包括可视对讲产品、智能家居产品和安防监控显示

产品。现已获得“精瑞住宅科学技术奖”、“国家康居示范工程选

用部品与产品”、“安防行业十大创新品牌”、“中国安防杰出品

牌”、“中国安防十大民族品牌”等称号。

主要产品信息：可视对讲、安防监控、智能家居、商用显示、

数据中心

展 位 号：2C15 

公司名称：深圳市创视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大浪镇华荣路澳华工业区A6栋四楼

电话：0755-28111349

传真：0755-28110371

邮箱：csdyhr@126.com

网址：www.cn_szcsd.com

深圳市创视达电子有限公司创立于1998年，是一家专业生产带

数字接口液晶驱动模组的厂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以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型企业。公司主要产品有：不同

尺寸的液晶模组以及多款配套门铃塑胶件。图文菜单、触摸操作的

EN-RGB256汉卡；可用单片机控制显示器的Super-VGA256汉卡及

EC-RGB08驱动卡、BHCV-B02P/N字符短信卡。公司秉承专业服

务、品质保证、利益共享的三大原则望与广大同行共创安防行业的

辉煌。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EAS、警民联防系统、周边配

件、防盗主机

展 位 号：2C16 

公司名称：珠海市深九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福永路11号深九鼎科技园B栋6楼

电话：0756-8995398-826

传真：0756-8995396

邮箱：sales@szsjd.com

网址：www.szsjd.com; www.szsjd.en.alibaba.com

珠海市深九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有近20年的制

造经验，主要经营:2.4寸至15寸LCD数字彩色液晶显示模组、显示

器，TCP\\\\IP数字可视楼宇对讲系统，CCD和CMOS单板机等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一体。

主要产品信息：可视楼宇对讲系和监控用摄像头单板和中小尺

寸彩色数字液晶模组.

展 位 号：2C17 

公司名称：慧锐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镇观光路大富工业区WRT科技园

电话：0755-29576009

传真：0755-29576023

邮箱：zhongy@wrtsz.com

网址：www.wrtsz.com

慧锐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WRT）是行业领先

的，以智慧社区为核心，集智能楼宇系统、智能家居系统、智能监

控系统、智慧园区生活系统为一体的智慧园区系统服务解决方案提

供商。公司服务于全球20多个国家，目前在国内已成立50多家销售

服务网点，为各大地产商客户7000多个项目提供了创新技术与系统

解决方案。公司成立于2001年，并于2007年被评为中国名牌。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楼宇产品、智能家居产品、高清监控产品 

展 位 号：2C18 

公司名称：深圳市麦驰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高新技术园区中区M-6栋三层

电话：0755-86028685

传真：0755-86028900

邮箱：muchy168@126.com

网址：www.michoi.com

深圳市麦驰安防技术有限公司是深圳市双软企业与高新技术企

业。长期专注于可视对讲与智能家居领域，集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及服务于一体，是值得信赖的可视对讲、智能家居产品专业制造

商！公司现有员工200多人，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素质精良的管理

团队与技术团队 ，他们是麦驰破浪前行的中坚力量。

麦驰产品系列齐全、功能完善、操作简捷、品质优良，已成功

实现可视对讲与门禁管理、智能家居、防盗报警、拍照留影、电梯

预约及楼层控制等功能的完美整合。

主要产品信息：可视对讲与智能家居

展 位 号：2C21 

公司名称：万科思自控信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张杨路800号长航大厦18楼

电话：021-58209890

传真：021-58209860

邮箱：jennyhan@mo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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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mox.com.cn

万科思自控信息（中国）有限公司是澳大利亚MOX集团在中

国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是MOX在中国的应用研发和生产制造、售后

服务中心，地址位于浙江嘉兴科技城，于2013年正式落成。

作为世界领先的智能化产品设计和制造者，公司从技术引进、

本地化开发，到产品的生产、检测、服务等，均形成了一套完善和

高度一体化的控制流程，并通过了ISO9001体系认证。

万科思自控信息（中国）有限公司是澳大利亚MOX集团在中

国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是MOX在中国的应用研发和生产制造、售后

服务中心，地址位于浙江嘉兴科技城。

主要产品信息：可视对讲、智能家居

展 位 号：2C22 

公司名称：深圳市新和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朗山路口紫光信息港C栋三层

电话：0755-86368966

传真：0755-86368977

邮箱：yanglei@18bc.com

网址：www.neuwill.com/

深圳市新和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波创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最早推出数字化智能家居产品的

高科技企业，作为全球专业的家居智能化、社区智能化的产品制造

商和方案供应商，新和创智能科技为全球用户提供智慧住宅、云社

区、智能酒店等领域的先进技术、产品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家庭智能网关、楼宇可视对讲、智能家

居、智能照明、数字社区

展 位 号：2C23 

公司名称：泉州时刻防盗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宝洲路406号万春工业大厦

电话：0595-22560968

传真：0595-22560678

邮箱：shike@shike.com.cn

网址：www.shike.com.cn

泉州时刻防盗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产品涉及防盗报警控制器、防火/

防盗探测器、周界防范产品、监视设备、接警软件开发等。

公司生产的“ ”品牌系列产品首批通过国家3C认证， ”品牌

历年来被评为“安防行业十大创新品牌”、“中国安防十大民族品

牌”、“中国安防产品市场占有率十佳品牌” 。企业通过了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认证，并获得多项软件著作权专利。

主要产品信息：报警控制器、探测器、视频报警、接警中心

展 位 号：2C24 

公司名称：深圳易天元网络控制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航城大道华丰世纪科技园A2栋八楼 

电话：0755-26959526

传真：0755-82592886

邮箱：183906879@qq.com

网址：www.etynet.com

深圳易天元网络控制有限公司于2000年10月由澳大利亚归国博

士董世杰先生创立，2004年1月由国内知名风险投资企业－黑龙江

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使公司成为一个有

风险投资背景的，集研发、设计、生产和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合资

企业。易天元公司致力于家庭与小区智能化系统的整体开发，并以

多年的大型项目实践经验为客户提供最佳需求分析、项目规划、实

施方案、产品供应和售后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家居，智能楼宇，防盗报警

展 位 号：2C25 

公司名称：福建泉州环宇通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高新产业园区科技路海西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电话：0595-22182666

传真：0595-22550019

邮箱：meiyi@huanyutong.com

网址：www.huanyutong.com

福建泉州环宇通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位于福建省著

名侨乡泉州。凭着深入的市场经验和多年的努力拼搏，公司自主设

计、研发、生产的“美一”系列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房地产、医

院、银行、监狱、部队、路桥、服务业等各个领域。

公司主要产品有：楼宇可视对讲系统；C8智能社区管理系统、

IP网络对讲系统、IP网络音视频紧急求助系统、学校公寓对讲系

统；医院护理对讲系统；监狱监仓对讲系统；监狱探访对讲系统；

内部通信对讲系统；银行窗口对讲机；数字录音监听系统、；无线

呼叫系统、数字对讲机等。

目前，公司业务分布国内各大中城市，并依此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服务网络，我们在售前、售中、售后全过程向客户提供规范、专

业、优质和快捷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IP网络对讲、专业对讲、无线呼

叫、智能家居

展 位 号：2C26 

公司名称：泉州市科立信安防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泉州市经济开发区清o墼扒缓怕房屏⑿殴ひ翟?

电话：0595-22418863-8231

传真：0595-2241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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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404979979@qq.com

网址：www.karassn.com

泉州市科立信安防电子有限公司位于中国魅力城市，著名侨

乡——福建省泉州市。秉承着“科技兴业、立信至诚”的经营理念,

科立信由2000年成立时的几个人发展到如今200余人，成为一家集

研制、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中型高新技术企业。

争创中国防盗报警第一品牌，是科立信人的目标。我们坚信：

只有领先的产品技术、优异的产品品质和完善的销售体系，加上符

合市场规律的营销策略，才能让我们领跑于防盗报警行业的前沿！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器、探测器、监控摄像机

展 位 号：2C27 

公司名称：深圳市精华隆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观城社区环观南路大和工业区A3幢

电话：0755-27981999

传真：0755-27981333

邮箱：ada.lee@innopro.cc

网址：www.innopro.cc

深圳市精华隆安防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精专安防行

业的防盗报警产业，近几年向智能家居、物联网等方向积极开拓，

于2013年5月30日，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企业代码：

660269），开始运作资本市场，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公司重研

发，大销售。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不低于公司利润的10%，至2015

年，全力构建智能、开放、可感知的智能家居产业。

主要产品信息：Bamboo竹系列产品

展 位 号：2C28 

公司名称：深圳市领航卫士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光明新区红星社区星工一路3号

电话：0755-33252177

传真：0755-33252179

邮箱：pgst823@163.com

网址：www.pgst.com.cn

创立于 2006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致力于家居安防产品的研发、生产与营销。产

品涉及GSM/PSTN/WIFI/APP防盗报警主机、无线红外探测器、无线

门磁、水禁、声光警号、烟雾探测器、燃气及CO探测器及周边红外

对射、栅栏等多项产品。

公司秉承诚信至上、合作、共赢的原则，长期为客户提供优

质、高科技智能型产品和系统服务，“PGST”系列产品荣获国内外

客户群体的广泛认可。具有“十大诚信企业”等荣誉称号。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主机、红外探测器、门磁、烟感、气

感、警号

展 位 号：2C29 

公司名称：厦门奥马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信息光电园金丰大厦120室

电话：0592-5255945

传真：0592-5255842

邮箱：651534778@qq.com

网址：www.xmaoma.com

厦门奥马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有国际花园城市之称的福建省厦

门市，由一批有着多年经验的行业精英组织而成。公司本着简洁至

上、诚信为本、尽善尽美的宗旨，以超群技术研发实力专业研发与

生产、销售小区楼宇智能化系统产品，并通过公安部质量监督部门

的技术检测。

凭籍多年的专业的专业经验、稳定的高质量和创新的技术，

作为智能化安全防范产品的研发生产商，奥马全心全意铸就精湛品

质，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可信赖的、安全易用的安防产品和优质

高效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系统

展 位 号：2D01 

公司名称：佛山市格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金沙联沙沙墩胡开发区

电话：0757-86437933

传真：0757-86437223

邮箱：982223430@qq.com

网址：www.fsgean.com

佛山格安科枝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智能安防产品的高科技

生产商。

格安成立干2004年，拥有自己的研发，质量控制，销售以及

售后服务团队。先进专业的研发团队由超过10人的高校毕业生及

研究生组成，团队致力于赶上最尖端的技术，不断提离产晶质盆和

性能.在过去的7年里，格安专注研究，已经发展了一系列的产品，

从标准的视频楼宇对讲机到先进的功能楼宇对讲机，从楼宇对讲

内部通讯系统到家庭自动控制系统。所有的产品生产均符合ISO: 

9000:2000质管管理.

主要产品信息：M款门口机、01款免提分机、I款非可视分机、

管理机:

展 位 号：2D02 

公司名称：东莞市乐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南城新基长生水工业区龙泉路17号

电话：0769-22850689

传真：0769-22809683

邮箱：shiwang_qi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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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shiwang110.com

东莞市乐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汇聚电子通信技术精英，

以人为本、依托技术创新，集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1999年，前身是思强软件开发公司，经过

多年发展，公司生产的“狮王”牌系列产品，已通过国家3C强制性

产品质量认证，并严格按照其要求组织生产，销售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联网报警视频联动综合平台、人脸识别、一键

式报警、十户多户联防

展 位 号：2D03 

公司名称：深圳市茂益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17号都市阳光名苑2栋15A

电话：0755-33051180

传真：0755-33051181

邮箱：szmex.tft@gmail.com

网址：www.szmex.com 

茂益兴（MёX),立足安防与GPS,齐全的COG,FOG,LCM生产

线，为您提供从3.5寸到5.6寸系列TFT液晶显示屏（LCM)与产品代

加工。是一家专门专业为安防行业量身服务的高科技公司。

您的需求是我们的使命。

主要产品信息：3.5寸，4寸 ，4.3寸，5寸液晶屏屏

展 位 号：2D04 

公司名称：成都理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安德新合路1号

电话：028-87868880

传真：028-87868881

邮箱：pcg@cdlxkj.com

网址：www.cdlxkj.com

成都理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自进入智能安全技术领域以来，将“让

社会更安全”作为企业的使命，团队不断拼搏奋进，于2001年在中

国率先开发出具有CID报警通讯格式的标准联网报警主机。至今，

公司已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近70项专利、多项软件著作

权。

过去，理想科技已成功打造了“中国联网报警第一品牌”，现

在理想科技将充分利用智能安防的技术关联优势，全面向智能产品

领域进军，努力实现“中国智能产品知名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GPRS双网接警、联网报警摄像机、报警主

机、探测器等

展 位 号：2D05 

公司名称：沈阳金万码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东陵区（浑南新区）沈本大街国际软件园D区7栋3F

电话：024-83782790

传真：024-83782780

邮箱：wmkj@wmkj.com.cn

网址：www.wmkj.com.cn

金万码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国内知名的巡更巡检专业制造

商。产品涵盖：接触式巡检，感应式巡检，GPS巡检系统，GPRS/

GSM/GIS系统应用等；提供行业解决方案，产品可根据用户需要二

次开发。产品广泛应用于小区、物业、铁路、石油化工、电信、电

力、公安、林业巡检等各行各业。

公司在北京、深圳、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并在中国

二十六个省区市建立了完善的营销网络与强大的售后服务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接触式、感应式、GPS式电子巡更系统及数据

采集器

展 位 号：2D06 

公司名称：深圳市巡鹰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塘朗同富裕工业城11栋

电话：0755-26734951

传真：0755-26734951

邮箱：frank@sdph.com

网址：www.phchn.com

深圳市巡鹰安防是专业智慧安防报警系统软硬件设计、开发、

销售的科技企业，成立于2003年，是智慧安防报警行业领跑者。拥

有20多项软件著作权和产品专利，通过 3C、ROHS、CE、BSCI等

几十项国内外认证，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拥有用户500多万。

巡鹰人勇往直前、永不停息；2015年巡鹰开创新方向，

wifi+GSM智慧健康安全管家-巡鹰小贝问世，让用户享受智慧、安

全、健康生活。

主要产品信息：Wifi智慧安防系统、3G报警器、GSM报警器。

展 位 号：2D07 

公司名称：深圳市思科瑞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永和路鑫豪盛鼎丰科技园B1栋

电话：0755-29927635

传真：0755-29592690

邮箱：secrui@foxmail.com

网址：www.secrui-group.com

思科瑞是国内专业大型安防设备生产商，“刻锐”是公司旗下

品牌；作为珠三角最早进行防盗报警设备研发生产的厂家之一,思科

瑞在整个安防产业链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专业优势和技术沉淀，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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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多项标准的实际制定和发起者。公司拥有多条大型产线及SMT设

备，自建有大型阵列式电磁屏蔽检测车间，实现80%自动化生产；

常年为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代工生产，是国际知名的安防类产品专

业工厂，公司业务范围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与多个电

商品牌形成战略联盟，铸就了无法撼动的行业地位。

主要产品信息：联网报警系统、防盗报警器、红外及各类探测

器、呼叫器、迎宾器等

展 位 号：2D08 

公司名称：深圳市兰德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福田区皇岗路高科利花园B栋4D 

电话：0755-82959995

传真：0755-82953159

邮箱：vdstm@163.com

网址：www.land-well.com

兰德华（landwell）大联盟创立于1999年，是一家致力于自动

数据采集技术系统集成及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四位一体的

高科技企业，作为自动数据采集行业中的先行者，拥有20余种自主

知识产权数据采集产品。由以电子巡检产品已经名符其实成为各行

业客户首选品牌，我们凝聚了大批杰出人才，拥有领先的技术，雄

厚的资金和一支敬业爱爱岗优秀团队。把创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

牌作为己任。处处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主要产品信息：电子巡更巡检系统，智能钥匙管理系统

展 位 号：2D09 

公司名称：青岛家和万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高新区松园路17号工业技术研究院A区A1楼112

电话：0532-55679680

传真：0532-55679680

邮箱：285081573@qq.com

网址：WWW.SZKH.CN

公司提供的智慧社区综合解决方案适用于高、中、低端社区建

设及旧社区改造项目，采用国际标准sip协议，将数字对讲与各类通

信终端无缝对接，数字模拟混合方案将模拟对讲系统升级到公网云

对讲系统。方案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多租户资源共享技术、第三

方软件接入/监控/管理技术。该方案极大的降低了工程商成本的同

时也实现了市场对产品功能的要求，为居民提供安全、舒适、便利

的生活环境；创造新型管理服务模式的智慧社区。

主要产品信息：梯口机、室内机、平板电脑、可视电话、手机

展 位 号：2D09A 

公司名称：东莞市商立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凤岗镇油甘埔青塘路28号H栋四楼

电话：0769-87386373

传真：0769-84553230-812

邮箱：shangli2002@163.com

网址：www.sunlit-tech.com

东莞市商立安防设备有限公司是2002年成立并发展起来的集防

盗报警，闭路监控，可视对讲和智能家居开发，生产与销售于一体

的国际性企业。我们致力于“加强安全保障，提升生活质素”的目

标要求并为此而不断努力。 在“5S”管理体系和ISO9001质量控制

体系标准的指引下，产品都通过了CE，CCC，FCC和RoHs相关认证

和测试。 

安全保障，请选商立！

主要产品信息：入侵探测器、红外对射、智能防盗报警主机、

声光警号、烟雾探测器

展 位 号：2D10 

公司名称：广州市希锐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沙太路华苑街18号振发楼五楼

电话：020-87064371

传真：020-87064183

邮箱：wyf680@126.com

网址：www.xrchina.net

XIREI(希锐)品牌是以“做中国最好的防盗报警器”立足于国内

安防市场。产品已全面通过国家强制性3C认证；XIREI(希锐)品牌充

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技术同时，针对国

内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产品开发研制。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器材、联网报警系统

展 位 号：2D11 

公司名称：安恩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桑达科技大厦四楼

电话：0755-86316656-624

传真：0755-86316596

邮箱：cherry@anenda.com

网址： www.anenda.com

安恩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

双软企业，《智慧城市智慧社区规划导则》、《智慧社区评价规

范》、《国家智能化养老基地建设导则》、《智慧社区及家庭网络

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及试点应用》等国家及行业标准的主编单位，迄

今为止行业唯一一家“国家精瑞科学技术奖”获奖企业。

作为第一批智慧城市践行者与行业领军企业，安恩达主要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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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智慧城市平台解决方案及数字终端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推广，方案

与产品的应用已从六年前的智慧家涵盖到智慧社区、智慧养老、智

慧园区(办公)、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酒店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城市专项平台、可视对讲智能产品、数字

可视终端

展 位 号：2D12 

公司名称：青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怀德翠岗工业园四区第34栋B座

电话：0755-3386 9360   

传真：0755-3385 8799

邮箱：valley.wang@artechnologiesltd.com.cn

网址：www.artechnologiesltd.com.cn

青嵘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综合性的港资企业。

临近机场，是海、陆、空交通枢纽。   青嵘科技由林琦嵘先生

创办，林先生拥有30年的安防从业经验，在中国安防市场率先引入

探测器双鉴技术，并成功创建了中国安防知名品牌C&K。 如今，青

嵘科技立足防盗报警，全面发展视频监控、节能灯控、智能家居、

楼宇自控等领域。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有: 各种红外、微波双鉴探测器、有线无

线报警主机、文博系列探测器（振动、压力、玻璃破碎、空间探

测）、节能灯控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视频监控、智能家居

展 位 号：2D13 

公司名称：深圳市住得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麻地街志华工业园3栋5楼

电话：0755-82536137

邮箱：zhuhai@zhudele.com

网址：www.zhudele.com

深圳市住得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十多年从事安防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的企业,产品严格按照最高标准生产,成为客

户最满意的产品，产品符合CE、FCC、ROHS等国际认证，畅销全

球市场。

住得乐提倡实现零故障率，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中等各个细

节全力减少售后服务压力。

公司提供地区代理或OEM、ODM合作，欢迎参观指导。

主要产品信息：可视门铃、楼宇对讲、窗口对讲、多路对讲、

遥控门铃

展 位 号：2D13A 

公司名称：深圳市科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4050号上海汽车大厦1305室

电话：0755-26738111

传真：0755-26738021

邮箱：ivy.wang@xfacetech.com

网址：www.xfacetech.com

深圳科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总部坐落在具有

创新“硅谷”之称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是一家专注于人脸识别

技术与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高科

技企业。目前公司已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并居世界领先水平

的人脸识别算法。公司现已成功推出人脸识别门禁考勤设备、人脸

识别可视对讲、全天候人脸布控、学童接送系统、身份认证系统、

监狱/看守所AB门系统、武装押运人员身份认证系统、网吧身份认

证系统等系列成套产品和软件。目前产品已实现在银行、部队、政

府、司法、住宅小区、工厂等广泛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科葩人脸识别门禁考勤机，科葩人脸识别身份

验证系统，科葩人脸识

展 位 号：2D14 

公司名称：瓯宝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碧湖产业区碧兴街809号

电话：0578-2070291

传真：0578-2199994

邮箱：sales@oubao.com

网址：www.oubao.com

瓯宝成立于1987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智能门控、智能家居系列产

品及基于自主研发产品的行业解决方案。

瓯宝的产品和方案应用80%出口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全球

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均有销售渠道，服务网络遍布国内各个省市。

产品和方案广泛应用于金融、公安、电讯、交通、司法、教育、电

力、水利、军队等关键领域，并相继问鼎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奥

运会、北京大学、上海海洋馆、广东电视台等重大工程项目。

主要产品信息：闭门器、指纹锁、智能家居

展 位 号：2D14A 

公司名称：广东科濠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张槎古大路4号1座602

电话：0757-82582598

传真：0757-82582591

邮箱：1476909617@qq.com

网址：www.cnkeh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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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濠安全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为一体的智能楼宇对讲系统生产企业。经过十多年的稳步发展，已

成长为具有较强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的科技智慧型企业。

科濠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智能楼宇对讲行业的前沿技术，

一直坚持高品质平民化的品牌战略，秉承‘‘科技守护您的家’’

的理念，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一流的楼宇对讲产品和服务。目

前，公司已经具有完善的产品线，产品涵盖传统楼宇对讲系统及智

能楼宇对讲系统，能够针对不同安防需求的项目提供合适的细分产

品与专业化的解决方案。

 在产品品质得到行业认可的同时，科濠更加重视产品发展前瞻

化，企业管理正规化，员工组织职业化，客户服务流程化。科濠的

营销和服务网络遍及全国，从售前的规划设计、技术引导到售后的

产品维护与技术支持，科濠都力求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全程无忧

服务，着力于成为国内楼宇对讲具实力的楼宇对讲研发制造商。

在未来，科濠将不断创新，为人们提供安全、美好、舒适的生

活而持续奋斗。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自能化系统、楼宇对讲系统、电子门铃系

统、监控系统及防盗系统产品

展 位 号：2D16 

公司名称：深圳市数码人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区科技园北朗山路中嘉达研发大厦B座6楼

电话：075586656009

传真：0755-86656009

邮箱：xiaojiao@digitalor.com

网址：www.digitalor.com

数码人于1993年创立，是业界领先的企业级智慧安全系统产品

设计、制造和解决方案提供商，目前在北京、深圳、武汉、美国设

有常驻机构。

数码人团队核心成员具有20多年的电子、安防、IT系统产品设

计、研发、生产制造、项目实施和企业运营经验，数码人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领航者”智慧安全系统平台软件、32系列高端IP

门禁控制器等，产品以架构灵活、强大的客户化能力、可靠性高、

安全性高、性价比高等优势出于行业领先地位，赢得了众多客户的

信赖。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一卡通设备，安防和内务整体解决方案

展 位 号：2D18 

公司名称：佛山市家卫士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弼塘路弼北坑田创业园1栋4楼

电话：0757-82706057 / 86120551

传真：0757-82709976

邮箱：fsjws@163.com

网址：www.fsjws.com

佛山市家卫士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智能楼宇对讲开发制造及

电子安防产品为主要的高科技企业。多年来，公司同事不断努力，

以优异的业绩跻身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的队伍。我们推出“高

科技产品”的品牌主张，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一个“安全、安心、

放心”的家。我们秉承“以人为本，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为每

一位用户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和优质的售后服务。我们坚持“精益

求精，追求品质”的信念，不断进取，满足客户需求，为打造家居

安防知名品牌而努力奋斗。佛山市家卫士电子有限公司一如既往以

诚信广交国内外朋友，携手并进、共创辉煌！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智能对讲系统、可视门铃

展 位 号：2D19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威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中盛科技园7栋四楼

电话：0755-82268416

传真：0755-82268436

邮箱：408193356@qq.com

网址：www.hwd.com.cn

深圳市海威达科技有限公司2004年成立，是知名的一卡通整体

解决方案供应商；双软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通过ISO质量管

理体系、CQC以及公安部检验等认证。 

十年来，海威达以强大的自主软件 “C6平台”为核心，以自

主研发的硬件设备为基石，接入业界厂家的其他设备作为补充，构

建了业界最为完整的“一卡通生态链”，并和合作商、直接客户共

同营造了可持续发展的“一卡通生态环境”。

公司核心价值观为“保障用户100%成功实施率”，销售、服

务网络健全，可为全国客户提供咨询和技术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消费机、查询机、水控、闸机、门禁控制器、

考勤机、C6云平台

展 位 号：2D20 

公司名称：深圳市互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凤塘大道怀德翠海工业园10栋

电话：0755-33556154

传真：0755-27389078

邮箱：3147834843@qq.com

网址：www.hulianc.com

深圳市互联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金1100

万元，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智能科技厂家，

公司下设电梯无线对讲事业部、楼宇对讲事业部、电梯物联网事业

部、智慧小区事业部。致力于打造出全国一流的物联网高科技型企

业。

现拥有的产品证书：CCC认证、数字型号核准证、产品专利证

书、ISO9001等。



CPSE 第十五届安博会(2015.10.29-11.1深圳会展中心)www.cpse.com.cn 131

互联创科技注重服务和品质，本着互利双赢的经营理念，在发

展的过程中互联创永远有不足，但互联创人永不满足。

主要产品信息： 我公司主要产品有：楼宇对讲、电梯无线对

讲、智能IC卡梯控系

展 位 号：2D21 

公司名称：郑州康利达电子电源有限公司

地址： 河南郑州二七区连云路东、寒山东路北B座4层418-423号

电话：0371-68753149

传真：0371-69381600

邮箱：125119749@qq.com

网址：kanglida110.1688.com

免维护蓄电池——由河南郑州康利达电子电源公司开发、生

产销售。并生产各种、电子充电器、光电探头等。主要产品达十余

种。免维护蓄电池广泛用于防盗、消防报警系统、楼宇对讲、小区

智能化，电梯应急疏散系统，应急灯，儿童电摩，人体秤，电子

秤，太阳能等备电。光电探头用于喷水织机和喷气织机等。公司

严格按照ISO9000国际标准建立质量保证体系。产品商标已经国家

商标局注册。资料被录入《中国安全防范年鉴》和《中国公共安

全》，并向全国安防企业推荐。 经过15年努力，客户遍布国内外。

主要产品信息：2V、4V、6V、12V四大系列电池；太阳能电

池、 胶体电

展 位 号：2D22 

公司名称：深圳市卫立信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平湖辅城坳工业大道48-13号卫立科技园2楼

电话：0755-89390033

传真：0755-89390733

邮箱：szwale@szwlx.com

网址：www.szwlx.com

深圳市卫立信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安防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一体化的制造商，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知名企业。所开发生产的\”WALE 卫力\”报警系统已经通过 

3C 、 CE 等强制性认证，成为公安部门安防器材特约供应商。公司

在全国多个省市设有办事处，产品并被欧洲、中东、东南亚等一些

军事部门、器材商所采用。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主机，红外探测器，红外对射，红外

栅栏

展 位 号：2D23 

公司名称：深圳市大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龙华新区观澜大水坑新塘村新泽通工业区4楼

电话：0755-28226870 29807680

传真：0755-27999189 

邮箱：ls@dygsm.com

网址：www.dygsm.com

深圳市大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2008年成立至今，已汇聚了一

个专业的安防精英团队。以人为本、依托技术创新、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一直专注家居安防产品，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为国内及海外千万家庭提供安全保

障。

主要产品信息：家庭防盗报警器及配件

展 位 号：2D24 

公司名称：上海优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4388号4楼

电话：021-68114513

传真：021-68114513

邮箱：444066793@qq.com

网址：www.yo-zo.com.cn

上海优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公司成立于

2006年，是一家集研发、制造及销售电子安防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

企业。

优周科技是一家拥有完全自主开发能和生产能力的企业，产品

涉及防盗报警控制器、红外探测器、周界防范产品、烟雾报警器、

燃气泄漏报警器等。

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天津、沈阳、河北、河南、四

川、重庆、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山东、江苏、浙江等全国26

个省或直辖市建立分支机构，以区域化销售服务网络，保证有效和

及时地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控制器、红外探测器、周界防范产

品、燃气、烟感报警器等

展 位 号：2D25 

公司名称：福建泉州市东昂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恒泰兴大厦5楼

电话：0595-28055551

传真：0595-28055553

邮箱：qzda@qzda.net

网址：www.qzda.net

福建泉州市东昂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防盗报警系统的专业制造

商，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中型高科技企业。

主营产品有：TCP/IP网络传输报警系统， 网络总线制报警系

统，进口产品配套模块，智能双鉴探测器，带图象传输报警系统、

自动拨号器、GSM/PSTN双网防盗报警系统、电话联网防盗报警系

统等多功能防盗报警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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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以诚经商”是我们的服务宗旨，创造“一流品

牌，一流服务”是我们的一贯追求。欢迎广大客户来电垂询，我司

全体员工将竭诚为您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TCP/IP网络报警系统， 网络总线制报警系统，

进口配套模块

展 位 号：2D26 

公司名称：广州迪缦斯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鹤龙一路28号金泰创意园自编I栋601

电话：020-86088306

传真：020-86089310

邮箱：13660550875@163.com

网址：www.dimansi.com

广州迪缦斯电子有限公司位于产业密集、交通便利的广州市

白云区新市镇，采用全新的工业标准厂房，公司拥有一批专业的管

理、技术、营销精英，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楼

宇对讲系统，可视对讲门铃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可视对讲门铃，楼宇对讲系统，电子猫眼

展 位 号：2D27 

公司名称：宁波赛特威尔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江北工业园区B区海川路76号

电话：0574-83007592

传真：0574-83007592

邮箱：385430230@qq.com

网址：china-siter.com

宁波赛特威尔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最专业的高档安

防产品、消防产品生产供应商，产品畅销欧盟、美国、 中东等10多

个国家，2014年销售业绩达2.5个亿！在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的同

时，公司秉承 “专业铸就实力、创新促进发展”的经营理念，公司

全体成员为打造一个更安全、更健康、更舒适的世界而不断努力；

为成为国际安防行业的领先品牌的目标而奋斗！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家居，防盗抢喷烟器，烟感，一氧化碳，

燃气温感等传感报警器

展 位 号：2D28

公司名称：深圳市南泽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塘朗工业区B区48栋3楼

电话：0755-26998085

传真：0755-26998050

邮箱：924435510@qq.com

网址：www.sznanze.com

深圳市南泽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安防领域产品的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技术力量雄

厚，聚集一批资深专业科研人员，专业提供方案优化设计、项目规

划及实施、产品施工、技术培训等一条龙服务。秉承凝聚真诚、启

迪智慧、整合资源、共铸百年的经营理论，自创品牌“D·DAY南

泽”、“Magnice麦耐士”。推出智能停车场设备、门禁考勤、电

子巡更等一卡通产品，充分体现了“一卡在手、畅通无阻”的便

利。公司产品以其卓越的性价比，已广泛应用到智能大厦、工厂、

校园、政府机关、交通、铁路等各个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停车场设备，门禁考勤系统，电子巡更

展 位 号：2D29 

公司名称：深圳辉锐天眼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沿山路龟山花园别墅B2栋

电话：0755-86284818

传真：0755-86284811

邮箱：965407931@qq.com

网址：www.skyeyes.com.cn

深圳辉锐天眼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业从事

视频分析技术及视频报警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于一体

的国家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为商铺、别墅、工厂、医

院、学校等民用领域及公安司法、金融、军队、油田、矿井、智慧

社区等行业提供视频报警产品、智能视频联网平台及智能视频监控

整体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开展合作，拥有视频分

析核心算法和视频报警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证、双软企业认证及20多项发明专利，包括业内惟一的“零误

报”发明专利。

主要产品信息：店铺安/墅安居/视频报警器/保安公司综合业务

管理平台

展 位 号：2D30 

公司名称：上海国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罗阳路168号B栋502B

电话：021-54990405

传真：021-54990405-8009

邮箱：shgreatwall@126.com

网址：www.greatwall-security.com

上海国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业内领先的室外安全系统研发、

销售、咨询和售后服务企业，上海安全防范报警协会会员单位。长

城安保提供的安全系统因其高可靠性、高探测能力以及低误报和伪

报而享誉业内；在周界安保领域，长城安保正快速成为中国具有创

新能力的安防产品供应商。长城品牌周界安保系统为政府、军事要

地；商业、工业、公共场所；电站、水厂、油库、燃气公司；VIP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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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政府、商界要员住宅等不同客户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我们因

创新和独特而成功，并将以此继续开拓未来。

主要产品信息：周界报警系统、脉冲电子围栏、张力电子围栏

展 位 号：2T01 

公司名称：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白芒百旺信高新工业园一区3栋

电话：0755-26702688 26700713 26628087 

传真：0755-26703485

邮箱：huangmeimeisz@3onedata.com

网址：www.3onedata.com.cn

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专注研发、生产工业通讯网络

产品的高科技公司，以技术创新为主导，敏锐把握行业的需求，致

力成为国际一流的工业通讯专家，向客户提供稳定性高且具成本效

益的串口通信解决方案、串口设备联网解决方案以及工业以太网交

换机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嵌入式工业以太网模块、

工业级光纤收发器

展 位 号：2T03 

公司名称：北京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3号

电话：010-52064588

传真：010-52062032

邮箱：masy6666@163.com

网址：www.zhuoyue.com

北京卓越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楼宇门禁系统的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系统

展 位 号：2T04 

公司名称：深圳市宏润众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民乐工业园D栋6楼C区

电话：0755-61582369

传真：0755-61582361

邮箱：2355635298@qq.com

网址：www.szhrzd.cn

深圳市宏润众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从事周界安防产品”脉冲电

子围栏”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等为一体的专业性

大型企业。在电子围栏系统领域已经取得卓越的发展，公司以专业

化、规范的角度，打造电子围栏厂家第一品牌。公司自主研发的宏

润众达品牌脉冲电子围栏主机秉承了世界一流品牌的卓越与气质。

公司汇聚了众多高科技精英，形成了以资深安防专家为主的技术队

伍，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公司本着以赢得客户的尊重和信赖，尊

重和发挥团队、个人的价值，尊重企业和个人的荣誉，不断追求更

高目标经营理念。 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解决客

主要产品信息：电子围栏，脉冲电子围栏，静电感应围栏

展 位 号：2T05 

公司名称：佛山市煜升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张槎街道大江路21号5楼

电话：0757-82620602

传真：0757-82620603

邮箱：1178663318@qq.com

网址：www.fs-sc.com

佛山市煜升电子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各种性能可

靠，技术先进，经济实用的住宅楼宇对讲及智能家居产品，集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是值得信赖的可视对讲、智能家

居产品专业制造商，公司现有员工200多人，拥有一支经验丰富、

素质精良的管理团队与技术团队。

煜升产品系列齐全，功能完善，操作简单，品质优良，已成功

将可视对讲与门禁管理、智能家居、防盗报警、拍照留影、电梯控

制、消防联动完美结合在一起，对讲产品从非可视到可视系统、别

墅型到联网型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家居、楼宇对讲

展 位 号：2T06 

公司名称：深圳市兴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41区甲岸路35号10栋五楼

电话：0755-26012511-220

传真：0755-26012468

邮箱：ma@chinaskyrise.com

网址：www.szskyrise.com

深圳市兴天下科技有限公司是业界领先的集研发、生产、销售

数字可视对讲系统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是目前唯一一家在美国

上市的楼宇对讲企业，美国股票代码为:CSKD。

兴天下和飞利浦、华为、中兴等公司进行了深层次的技术开

发合作，并成为华为海思指定的第三方设计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中

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营运商的设备供应商及战略合作伙

伴。

迄今为止，兴天下已为深圳、北京、广州、南京、珠海、台

湾、澳门等众多的小区提供了数字可视对讲系统的设备和解决方

案，累计成功案例达数百个。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楼宇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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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2T07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普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下横朗第二工业区二期A栋

电话：0755-81781668

传真：0755-81781953

邮箱：yw@szkpl.com

网址：www.szkpl.com

凯普乐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高科技民营企业。公司主要产品线包括手机按键类配件，电源适配

器， 移动电源，电视运动视频套装，蓝牙模块，智能生活安防报警

监控系列。严格产品能检测标准，质量一流； 引进韩国贴片机， 

回流焊， 波峰焊， 注塑机以及日本、欧美的先进生产设备和检测

仪器，生产实力可靠； 全方位OEM、ODM服务，服务到家。

主要产品信息：GSM/多功能报警主机、红外探头、门磁、烟

气感、智能插座

展 位 号：2T08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安科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常路北雅盛科技工业园B3栋5楼西

电话：0755-23400795

传真：0755-23400685

邮箱：sales@anvoxalarm.com

网址：www.anvoxalarm.com

深圳市金安科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防盗报警产品和家

用安全自动化产品技术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一体的高科技公

司，公司拥有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多系列报警产品具有外观专利

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已通过FCC，CE，UL等国际认证，凭借技术

和品质的优势公司成为以色列、土耳其，英国，欧洲，中东，东南

亚等多个国家知名安防企业的定点供应商和合作伙伴，面向全球提

供防盗配件，消防配件，安全自动化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系统，红外探头，声光警号，警号，

门磁，智能家居

展 位 号：2T09 

公司名称：珠海市荣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南沙湾荣泰工业园

电话：0756-6279633

传真：0756-6279638

邮箱：rt-market05@rongtel.com

网址：www.rongtel.com

珠海荣泰是国内最具实力的智能楼宇对讲、智能家居和门禁产

品的研发制造商之一。在2015年安博会公司将展出全球独家技术的

金属触摸按键门口机，别墅大楼智能对讲系统，以及全球领先的新

产品设计。秉承“科技完美生活”的经营理念，始终紧跟时代的脚

步，引领市场的潮流。我们荣泰专业团队将向客户提供专业、优质

和快捷的“一站式”全程无忧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楼宇对讲系统，无线门铃对讲系统，门禁

系统，智能家居

展 位 号：2T10 

公司名称：佛山市力士达电锁厂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科宝东路15号

电话：0757-86697555

传真：0757-86697505

邮箱：sales@lcj.cn

网址：www.lcj.cn

佛山市力士达电锁厂创建于1990年，厂区总面积达5000平方

米，坐落于国家核心重点产业经济第一大镇——狮山镇，与广州接

壤，交通便利：与广州、广州东、广州南站和广州北站共同形成广

佛铁路枢纽客运“四主一辅”的新格局。已聚集汽车制造及零部

件、新材料、现代服务业、高端装备制造、家电等多个产业集群。

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完善的五金加工产业链。

公司拥有优秀的研发、生产、销售团队等100多名，推出结构

完善的产品线，例：稳定型电插锁、智能型电插锁、宽电压电插锁

等；首创推出门状态信号电磁门吸，拥有数十项产品专利，为客户

提供合理产品应用方案提供有力保障。

公司率先在同行业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与上

线用友U8ERP系统管理；从原材料采购、原材料管理、中间生产制

程控制、成品检验、出货检验与售后服务系统，严格按ISO9001：

2008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控制。

主要产品信息：磁力锁、电磁锁、电插锁、阳极锁、电磁门

吸、电锁口、阴极锁

展 位 号：2T12 

公司名称：深圳市龙侨华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罗田林场龙侨华工业园

电话：0755－33210546

传真：0755－29899230

邮箱：371342138@qq.com

网址：www.quhwa.cn

公司主营业务是在智能家居和楼宇自动控制市场上为中国和

全球客户提供先进的楼宇对讲系统，产品远销欧洲、南北美洲、中

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同世界500强企业合作有：汤姆逊、HOME 

DEPOT、德国LiDL、英国TESCO、家乐福、欧洲百安居、法国欧尚

集团、飞利浦、罗格朗等。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可视对讲



CPSE 第十五届安博会(2015.10.29-11.1深圳会展中心)www.cpse.com.cn 135

展 位 号：2T13 

公司名称：GVS视声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中二横路22号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 

  产业基地A区9楼

电话：020-39198362

传真：020-39338465

邮箱：yinff@video-star.com.cn

网址：www.video-star.com.cn

GVS视声成立于1999年，旗下有广州视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视声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广州视声光电有限公司。产品业务涵

盖TFT视频显示模组、数字可视对讲、光电（TFT液晶显示屏）、智

能楼宇、智能家居、智能单品、云计算服务等。GVS视声目前已成

为智能楼宇、智能家居及安防行业同类产品综合实力最强的制造商

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楼宇、智能家居、可视对讲、显示模组，

TFT显示屏

3号馆参展企业

展 位 号：3A01

公司名称：成都新纪元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2段122号

电话：028-89911192

传真：028-86511192

邮箱：393887272@qq.com

网址：www.110c.com

成都新纪元停车场设备有限公司是内地智能化停车场成套设备

唯一专业生产厂家，公司引进美国铱波公司核心技术，自主开发、

生产的“EP-MD208C铱波牌”智能停车场管理成套设备，具有国

际一流水准，是我公司目前的拳头产品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公司致力于智能停车场收费系统及道闸机、三

辊闸、收发票设备等

展 位 号：3A02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宝门控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清湖宝能科技园9栋A座14楼F/G单元

电话：0755-29010765

传真：0755-29164103

邮箱：sales6@turboo.cn

网址：www.turboo.cn

深圳市德宝门控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出入口智能控制

系列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德宝门控自

2006年涉足智能门控行业以来，一直运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模式，

高效的产品研发，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使德宝门控产品及服务一

直处于行业一流。

德宝门控产品都由专业人士设计、制造、并置于公司的严格质

量监督控制体制之下，最大程度保障了德宝门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

的极强竞争力，并赢得了声誉。我们高水准的客户对我们的质量及

服务一贯秉持的对质量严格把关及对服务专业的严格要求的态度。

主要产品信息：三辊闸、翼闸、摆闸、十字旋转门

展 位 号：3A03

公司名称：深圳市创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吉华路西端华雅工业园门外东侧综合大楼三层

电话：0755-29834688

传真：0755-29834388

邮箱：chuangtong@126.com

网址：www.szchuangtong.com

我公司——深圳市创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停车场管

理系统技术先进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一体化的企业。公司

自主开发的数字化“创通智能一卡通”系统，是在总结国内外众多

同类产品优点的基础上，结合公司多年项目实施经验，进行改进、

创新，利用全新数字化技术，彻底解决了业内多数产品一直未能解

决的一些老、大、难问题。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停车场管理系统，数字一卡通管理系统

展 位 号：3A04

公司名称：深圳市意林电锁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九路海松大厦A座1605室

电话：86-755-83489801

传真：86-755-83489807

邮箱：yli@yli.cn

网址：www.yli.cn

深圳市意林电锁有限公司是全球著名的专业电锁器材制造商，

主要产品有磁力锁系列、电插锁系列 、电锁口系列、电磁门吸系

列、电源控制器系列、出门开关系列、单门控制门禁系列、过线保

护器系列、门禁专用遥控器系列、消防器材及门禁工程周边配套器

材等近三百多个型号产品。

意林公司产品已通过多国认证，如欧盟CE认证、中国公安部

MA认证、俄罗斯PCT及美国UL认证等，同时部份系列产品更获得

设计专利。

意林电子将秉承“专业技术、卓越品质、卓越服务”的经营理

念，一如既往的为客户提供一流产品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磁力锁系列、电插锁系列 、电锁口系列、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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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吸系列、电源控制

展 位 号：3A05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研安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梅板大道民乐工业园A栋二楼东

电话：0755-21634860

传真：0755-21634861-118

邮箱：SZ83871192@126.COM

网址：WWW.ZYACTECH.COM

深圳市中研安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RFID产品开

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厂商。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支高度敬

业精神和敢于开拓创新意识的高科技研发团队,并在深圳设有生产基

地。

公司具有完整的系统软件开发及硬件设备配套能力，专业生

产的电子巡更，巡检产品，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和可靠性，已经广泛

地应用于安防、公安、电信、煤矿、铁路、石油石化、农业、畜牧

业、林业等各个安全巡检管理领域。

中研安创秉承“诚信创业”的价值观，以“精品服务”为宗

旨，发扬“通力合作，开拓进取”的企业精神

主要产品信息：巡更、巡检、指纹巡更

展 位 号：3A06

公司名称：深圳市深讯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田寮怡景工业城B3栋4楼

电话：0755-29769343

传真：0755-29769349

邮箱：sales@sxkchina.com

网址：www.sxkchina.com

深圳市深讯科科技有限公司是智能一卡通行业集研发、制造、

系统集成和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以其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功能、

时尚的外观、快捷的安装和售后服务赢得客户青睐。公司先后荣获

年度平安城市建设创新产品奖、门禁停车场类最受关注十大安防企

业、中国智能停车场行业十大品牌等殊荣。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车牌自动识别系统、智

能道闸系列

展 位 号：3A08

公司名称：深圳市会其通兴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塘朗工业B区51栋4-5楼

电话：0755-88353002

传真：0755-88353003

邮箱：2355760628@qq.com

网址：www.hqt169.com

深圳市会其通兴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专业研

究、开发、生产、销售非接触IC卡应用系统的高科技企业；公司自

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一卡通”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并在

安全产业领域内多元化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考勤，门禁，消费，ERFID读卡器系列

展 位 号：3A10

公司名称：深圳市澳普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梅龙大道彩悦大厦508

电话：0755-82813105

传真：0755-83626790

邮箱：512353118@qq.com

网址：www.cnaopu.com

澳普是中国最专业的、最全面的门禁系统生产厂家和门禁方案

提供商。

十二年来一直专注于门禁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长

期致力于产品的创新超越、换代升级和服务支持； 门禁系列产品具

有性能稳定、功能强大、品种齐全、定制灵活等特点，一直以来被

客户广泛认可， 现以行销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和全球 80 多个

国家， 一千多家经销商正在销售澳普公司门禁产品，数百家公司享

受过澳普的产品定制服务，数十万直接用户正在使用澳普门禁产品

和接受澳普的服务支持。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系统、读卡器、一卡通

展 位 号：3A11

公司名称：深圳市真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 .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华龙北路28号三栋6层

电话：0755-83292050 / 36631501

传真：0755-29481535

邮箱：szenidea@gmail.com

网址：www.zenidea.com.cn

真地拥有产品设计、研发、技术创新、渠道销售、后勤服务

的强大团队。产品经营范围：包括车场管理系统、门禁系统、电梯

层控系统、通道闸机、巡更巡检，是以停车场管理系统为主的集研

发、生产、销售和售后为一体的专业生产厂家。

主要产品信息：车场管理系统、门禁系统、电梯层控系统、通

道闸机系统、巡更巡检



CPSE 第十五届安博会(2015.10.29-11.1深圳会展中心)www.cpse.com.cn 137

展 位 号：3A12

公司名称：深圳市道尔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荣路德泰科技工业园4#厂房

电话：0755-27620066

传真：0755-27620099

邮箱：2411885616@qq.com

网址：www.drzk.cn

道尔智控（股票代码：832966）自成立伊始，始终以高品质产

品为核心，坚持自主研发和规范化的管理与生产；停车场云平台，

道尔首开先河！道尔智控拥有业内强大的研发团队，多年来在坚持

自主研发、与行业伙伴开放合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服务与产品质

量同行，秉承“人为本、上进、感恩、追求卓越”的企业价值观以

及“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品质更安全、更便捷、更满足”的发展使

命，依托于“专业、负责、换位思考”的服务理念，用睿哲专注之

心为为客户传递着价值。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前行之路上，

让道与你我同行！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通道闸、门禁系统

展 位 号：3A13

公司名称：深圳市博思高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白花园路博思高科技9楼

电话：0755-83106222

传真：0755-83120336

邮箱：qht20080808@163.com

网址：www.bsgoal.com

博思高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专业智慧社区服务提供商，博思

高自主设计、研发、生产的智慧社区服务产品已在各大智慧社区、

酒店、海关、机场、煤矿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在中国博思高已

经成为了公认的智慧停车场管理专家，作为行业标准《停车库(场)

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GA/T761-2008)的制订单位，博思高将在

当今互联网+的大环境下，秉持领先技术，倡导行业风范，追求更

高品质，在智慧社区服务、安全性保障、管理操控方面独树一帜。

主要产品信息：一卡通停车场系统、3G远距离、部队车设备、

门禁等

展 位 号：3A14

公司名称：北京蓝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8号院上地科技大厦4号楼801室

电话：010-58859090

传真：010-58859191

邮箱：marketing@bluecardsoft.com.cn

网址：www.bluecardsoft.com.cn

北京蓝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原名为北京

蓝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2015年7月改制为北京蓝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荣获国家高新区百快企业、中关村TOP100高成长企

业、中国安防十大民族品牌、中国“十大智能停车场”品牌。成

功开发了互联网+智能识别停车场管理系统、立体高清车牌识别、

高速变频力矩道闸、视频车位引导系统、移动支付、微波车检、

UHF900M/2.4G双频远距离读卡器、电子巡更巡检系统、基于移动

物联网的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等。 

主要产品信息：互联网+智能识别停车场管理系统、立体高清

车牌识别、

展 位 号：3A15

公司名称：北京光达嘉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鲁店北路德安路15号

电话：010-67716480

传真：010-67705466

邮箱：bj_gdjy@163.com

网址：www.gdjybj.com

北京光达嘉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全面提

供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设备、系统解决方案、集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为北方最具规模的设备供应商。主要

产品包括：停车场管理系统，车位引导系统，门禁设备，路桥收费

设备，考勤设备。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管理系统，车位引导，智慧社区平台，人

口自动申报门禁系统

展 位 号：3A15A

公司名称：深圳市朗尼科物联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白路三联工业区二栋

电话：0755-29010010

传真：0755-82900777

邮箱：1796802148@qq.com

网址：www.lonix.com.cn

深圳市朗尼科物联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是深圳市朗尼科智能股

份有限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是一家以智慧政务信息化平台建设、

智慧农业信息化平台建设、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为核心业务，集

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深圳市朗尼科物联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是中国具规模的行业设

备供应商之一。2015荣获中国智能停车场10大品牌！拥有自主产权

的车牌识别系统、远近结合停车场系统、通道闸、门禁、梯控、考

勤、餐饮消费、寻车及反向寻车系统、电子巡更系统、企业学校一

卡通系统，拥有自己专利产品和软件著作权。

主要产品信息：道闸、广告道闸、票箱、车牌识别、通道闸、

门禁、梯控、区位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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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3A16

公司名称：西图自动控制（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藏路258号5幢6楼东侧

电话：021-58990675

传真：021-58342771

邮箱：denice_ni@subin.cn

西图自动控制（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停车场收

费管理系统的公司。在停车场领域已有20多年的经验，并拥有一支

杰出的、富有经验的团队。在中国大陆作为高品质停车场管理系统

的提供者，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络，成为同行业的佼佼

者。

主要产品信息：速宾发票机、速宾验票机、全自动收费站、栏

杆机

展 位 号：3A17

公司名称：深圳市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麻勘路18号工业北区第7栋

电话：0755-86230725

传真：0755-86238650

邮箱：plan@carsafe.cn

网址：www.carsafe.cn

深圳市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1996年，总部位于深圳市

南山区，是中国安防行业优质名牌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是

《GA/T 761-2008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GA/

T 992-2012 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技术要求》、《GA/T 

1132-2014 车辆出入口电动栏杆机技术要求》等国家停车场行业标

准制订企业。公司致力于停车场、门禁、梯控、巡更、消费、人行

通道、智能信报箱等一卡通智能管理系统及路桥收费系统的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一卡通，停车场，人行通道闸，门禁，消费、

梯控、巡更等安防系统

展 位 号：3A18

公司名称：深圳丽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南湾街道布澜路宝福李朗产业园C区8楼

电话：0755-83706188

传真：0755-83706189

邮箱：sales@neatech.cn

网址：www.neatech.cn

深圳丽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一家专业从事门

禁一卡通系统产品软、硬件开发、生产、销售、系统集成为一体的

国家高新企业。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李朗宝福产业园，注册

资金2822万、厂房面积5000多平方米、年产能近亿元。为国家双软

认定企业、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定企

业；先后荣获中国安防产业百家最具成长性企业、百强企业、知名

品牌、十大民族品牌、3.15全国安防用户满意产品品牌、市场占有

率十佳品牌等称号，是中国最优秀的安防产品供应商、系统集成商

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一卡通、监控等安防系统与设备

展 位 号：3A19

公司名称：苏州市富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太仓市瓯江路1号

电话：0512-81600818

传真：0512-81600810

邮箱：450859167@qq.com

网址： www.cnfrd.cn

苏州市富尔达实业有限公司，集生产、贸易、研发为一体，专

业从事闭门器 等五金产品制造及销售，是亚洲地区具有影响力品质

优良的闭门器生产厂家之一。     

工厂坐落于江苏省苏州太仓市，离上海人民广场只有56公里，

交通方便。目前占地60多亩，拥有制造车间30000平方米，有员工

300多人，拥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

主要产品信息：主要产品为“FRD 富尔达”牌自动闭门器、地

弹簧、磁力

展 位 号：3A20

公司名称：沈阳市宝鹏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辽西路11－37号1－7－4

电话：024-87754901

传真：024-87754901

邮箱：bm2056@126.com

网址：www.babahk.net

沈阳市宝鹏达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专业生产，监控器.GPS导航

仪，安全记录仪，产品用于安全监控.防盗报警。公司拥有先进的技

术， 公司坚持以质量为本,顾客至上,信誉第一的经营思想、坚决贯

彻”持续改进,满足顾客需求和超越顾客期望”的质量方针。在您的

厚爱和支持下，沈阳市宝鹏达科技有限公司愿和各界友人携手成为

时代典范

主要产品信息：监视器，GPＳ导航仪

展 位 号：3A21

公司名称：深圳市科安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1183号南山云谷创新产业园4栋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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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86687970

传真：0755-86687975

邮箱：liangja@kiloamp.com

网址：www.kiloamp.com

深圳市科安技术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防雷厂商，长期专注于

雷电防护领域业务。

我们拥有业界领先的全系列供电系统防雷器、信息系统防雷

器、天馈系统防雷器、雷电监测产品，并率先将智能技术引入到防

雷产品，有效提升防雷产品服务能力和拓展空间。作为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我们拥有10余项技术专利，参加制定相关的国家和行业

标准。

主要产品信息：电源防雷器、信号防雷器、天馈防雷器、雷电

监测、机柜电源PDU

展 位 号：3A22

公司名称：深圳市科锐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厦社区淇誉电子公司一栋第四层东

电话：0755-86541162

传真：0755-29068104

邮箱：2880329158@qq.com

网址：www.creature.net.cn

深圳市科锐奇科技一家以生物识别产品与工控视频设备为主

业，以生物技术开发和工控视频应用为核心，集研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是生物识别模块、嵌入式工控产品、方案和

服务的供应商。公司主要从事生物识别（光学指纹采集头；指纹门

禁读头；指纹门禁机；IC卡/ID卡、拍照、指纹门禁一体机……）、

工业智能控制（串口摄像头；高清迷你DV；IC卡读头；ID卡读头

……）软硬件开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与一体的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指纹门禁机、考勤机、指纹门禁考勤一体机、

指纹模块

展 位 号：3B01

公司名称：欧必翼门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三街迪昌工业园

电话：010-67892223

传真：010-87913782

邮箱：jianghairui@worldobe.com

网址：www.worldobe.com

欧必翼门控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中美合资企业，为

全球用户提供出入口控制整体解决方案，OBE产品包括旋转门、速

通门、地铁屏蔽门、平衡门、门控五金、安防监控等系列。OBE拥

有美国、中国两大研发生产中心，针对不同行业客户提供量身定制

的服务，服务涵盖方案设计、规划、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方面。

OBE通过不断地技术创新，所研发的门控安防系列产品现已遍及中

国及欧美国家，OBE产品及解决方案力求实现安全性、便易性、审

美性三者和谐平衡，并得到了建筑师、设计师、弱电、工程商及业

主的认可与好评，成为业内优秀的出入口解决方案专家。

主要产品信息：速通门、安防监控系列产品

展 位 号：3B02

公司名称：深圳市旺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C1栋12楼

电话：0755-86675999

传真：0755-86675982

邮箱：market@itlong.com.cn

网址：www.itlong.com.cn

旺龙是中国智能一卡通综合解决方案领导者，在这里诞生了中

国第一套电梯刷卡系统、第一套电梯手掌静脉系统、第一套蓝牙停

车场系统等跨时代产品。

旺龙成立于1997年，在全国有23家直属分公司，已获国家发

明专利11项，多次主导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制定，先后获得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住建部智慧社区领导成员、广东省著名商标等荣誉

称号。产品广泛应用于各大地产、企业、政府，包括国家密码管理

局、五棵松体育中心、腾讯大厦、上海汤臣一品、虹桥枢纽中心

等。公司与三菱、日立等80%国际电梯公司达成战略伙伴关系，电

梯产品远销海外

主要产品信息：IC/国密CPU/银联支付/智能感应电梯、停车

场、门禁一卡通

展 位 号：3B03

公司名称：江西百胜门控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南昌市民安路169号

电话：400-119-7707

传真：0791-8819 6073

邮箱：info@baishengmen.com

网址：baishengmen.com

百胜门控有限公司创立于一九九九年，是一家集设计、生产、

销售自动化门控设备的专业企业。主要产品有：停车场收费系统、

通道管理系统、自动升降地柱、路障机、自动道闸、各类自动庭院

开门机、智能车库门机。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

检测仪器、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跻身于国

内同行业前列。百胜拥有国家专利多达100多项。已通过ISO9001：

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在30个大中城市设有办事处，在100多个

城市拥有经销网点，销售网络遍及全国。

主要产品信息：车牌识别管理系统，升降地柱，路障机，收费

系统，道闸，智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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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3B04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立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工业园20栋6楼

电话：0755-26514695

传真：0755-26419610-8008

邮箱：tenet-market@chinatenet.com

网址：www.chinatenet.com  www.card-dispenser.com

深圳市德立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国内领先的智慧

停车管理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国内外超过3,000个城市综合体、

商业中心、大型场馆、企业院校等提供创新技术与解决方案。公司

拥有智慧停车管理行业最完整的、从研发到生产的产品线和融合解

决方案，通过全系列的无卡车牌识别通行、远/近距离智能卡识别通

行、区位引导以及停车场车位引导系统、城市停车诱导系统等，灵

活满足不同客户需求，全面服务于国内外众多停车场运营商及开发

商，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停车引导系统发货量稳居全国前列，被誉

为“智慧停车行业的标杆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自动出、收卡机、车辆检测器、检票机芯、

UHF频段RFID

展 位 号：3B05

公司名称：上海申哲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普陀区中山北路2318号504室

电话：021-32031333

传真：021-23010006

邮箱：suny1@sh-gain.com.cn

网址：www.szhe.cn

上海申哲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从研发到制

造为一体化的责任制高新技术企业。专业智能门禁电锁电源器材制

造商，产品主要包含磁力锁、电插锁、电机锁、刷卡一体锁、静音

锁、电锁扣、门禁控制器、读卡器、门禁电源、玻璃门夹、出门开

关等系列安防产品。公司旗下品牌（SZHE申哲）荣誉中国安全防

范行业产品协会会员单位，3.15全国重质量守信誉诚信联盟单位，

中国安防行业十大品牌（门禁类），中国智能防盗十大品牌（锁具

类），中国平安城市建设推荐品牌单位。

主要产品信息： 电磁锁，电插锁，电控锁，电机锁，刷卡一体

锁，电源，控制器

展 位 号：3B06

公司名称：苏州汉格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吴江市运东经济开发区加工贸易联网监管区13幢

电话：0512-85175201-215

传真：0512-85175210

邮箱：chinasales@hascorelays.com.cn

网址：www.hascorelays.com.cn

拥有电磁继电器、干簧继电器、干簧管等几大板块，二十多种

系列，上千种规格。

广泛应用于汽车和消防，不间断电源，通讯，家电，工业控

制，医疗器材，灯控装置，以及液面感应器等自动化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继电器，干簧继电器，干簧管

展 位 号：3B07

公司名称：广州宜励德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路金华一街七号二楼东

电话：020-82208606

传真：020-82208966

邮箱：gelee@elid.cn

网址：www.elid.com

ELID 从1989年成立以来，一直是各种场所安全应用的开拓者

和先行者。期间，ELID推出了许多从简

单门禁控制系统到高级安全集成系统的优秀产品，适应各种高

终端客户的需求。ELID 在2000年推出了

Matrix高级安全集成系统。目前Matrix已经部署世界上的许多

国家及企业集团。

通过我们的商业伙伴，成千上万的ELID安全系统被安装在世界

上20多个国家。我们一年又一年的致力

于不断的创新和开发新产品，以满足每一个客户的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停车场,电梯管理系统，一卡通

展 位 号：3B08

公司名称：茂旭安防工程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1066号申汉大厦C座2402

电话：021-52822913

传真：021-52822913-617

邮箱：soyal.china@163.com

网址：www.soyal.com.cn

公司作为国内首家推出智慧型分散式控制系统及图控软件的生

产企业，有着绝对的技术优势及品牌价值，公司凭着稳定的品质和

不断创新的产品，在台湾地区占据着75%以上的市场份额，为台湾

门禁行业的龙头生产企业.国内更是以优质的产品及售后服务得到了

销售商，工程商及直接客户的一致好品。

公司以稳定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以领先的技术赢得客户。

主要产品信息：RFID门禁考勤一体机、多门联网控制器及生物

识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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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3B09

公司名称：深圳市天翔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东环一路油松第二工业区

电话：0755-29739935

传真：0755-29523495

邮箱：2355774353@qq.com

网址：www.sztianxiang.net

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七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停车场收费管

理系统、通道闸系统、电动门禁系统、自动道闸、收费岗亭及交通

设施等。集产品研发、销售及服务的高科技企业。下辖产品销售中

心、产品研发中心、机电产品生产制造厂和岗亭生产制造厂等机

构，现有员工200多人。

公司有完善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全国各地有众多代理商和经销

商，产品销售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并远销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

全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公司经多年发展综合实业位居该行业全国

前十，并获得“中国智能停车场·十大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收费管理系统、通道闸系统、电动门禁

系统、自动道闸等

展 位 号：3B11

公司名称：杭州立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文二西路780号西溪银座C座

电话：0571-56776610

传真：0571-88862118

邮箱：zxh@reformer.com.cn

网址：www.reformer.com.cn

杭州立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专

业从事出入口控制系统及软硬件配套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现有员工600多人，研发人员达到30%以上，在北京、上

海、成都、广州等地设有十几家分公司和客服中心，形成了较广泛

的全国性销售、服务网络。立方自创立之日起，长期坚持品牌化经

营的思想，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屡获殊荣，先后被评为：“中国安

防十大品牌”、“中国安防百强企业”、“最具影响力场内车位引

导系统品牌”、“金鼎奖”等，现已成为停车场出入口控制及智能

卡应用领域无需佐证的引领性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收费引导系统、通道闸机、护柱、门

禁、访客、一卡通

展 位 号：3B13

公司名称：厦门科拓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思明区软件园二期观日路58号3楼

电话：0592-3521132

传真：0592-2611689

邮箱：ypy@keytop.com.cn

网址：www.keytop.com.cn

厦门科拓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智慧停车场缔造者，致

力于研发并提供多元全面的智慧停车场应用解决方案，包括全视频

智慧停车场解决方案、多样化停车场车位引导解决方案、城市停车

诱导解决方案，构成了一套各有针对性的完整的解决方案体系，为

增加停车场使用率，提升经营者经济效益，改善城市交通状况，提

高驾驶人员停车效率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科拓的产品包括停车

场找车机系统、视频免取卡收费系统、车位引导系统、城市停车诱

导系统等，是目前中国销量最大的智慧停车系统品牌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找车机 车位引导系统 视频免取卡收费

系统

展 位 号：3B15

公司名称：上海城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461号软件大厦2G

电话：021-64858886-835

传真：021-54278622

邮箱：xy@chinacitek.com

网址：www.chinacitek.com

城智科技（CITEK）是国内领先的出入口控制系统供应商，为

客户提供专业的现代出入口控制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总部位于上海

市漕河泾高科技园区，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证企业，公

司于2014年通过ISO9001:2008质量体系认证。

城智科技（CITEK）主要从事出入口控制与管理系统的研发、

制造、销售、服务和运营。主要系统涉及停车场出入口管理系统、

停车场收费管理系统、停车场车位超声波引导系统、车位视频识别

系统、门禁安保系统、访客管理系统、梯控管理系统等。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管理系统与一卡通管理系统

展 位 号：3B16

公司名称：深圳市世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塘朗工业区B区51栋五楼

电话：0755-26510155 

传真：0755-26780155-802 

邮箱：sbwy@sbwy.net

网址：www.sbwy.net

深圳市世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金属门禁产品软、硬件

研发、生产、营销、服务四位一体的科技产业格局，在产品品质得

到行业认可的同时，世博伟业更加重视产品发展前瞻化，企业管理

正规化，员工组织职业化，客户服务流程化。而为了达到企业的高

速发展并取得客户的高满意度，世博伟业在行业内建立起先进、完

善的生产基地，培养技术和服务能力一流的售后服务队伍，塑造理

念超前的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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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金属门禁、IC卡金属门禁机、金属防水门禁、

金属读卡器

展 位 号：3B16A

公司名称：沈阳泰尔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萃路4号新诚大E座2806

电话：024-23902663

传真：024-23902667

邮箱：1102208928@qq.com

网址：www.tiger-info.net

沈阳泰尔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自动识别技术及产品

的研发与生产，是以自动识别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型企业、海外学

子创业企业、产品涵盖：接触式巡检系列，感应式巡检系列，移动

无源锁（移动巡检锁），电业无源锁（电业巡检锁），电信无源锁

（电信巡检锁）等；提供行业解决方案，产品可根据用户需要二次

开发。产品广泛应用于小区巡更、物业巡逻、铁路巡检、石油管道

巡检、电信移动光缆巡检、电力巡检、公安巡逻巡检、林业巡检、

物流车辆跟踪管理、电梯巡检等各行各业，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物联网巡检锁（无源锁）、巡更巡检器

展 位 号：3B16B

公司名称：深圳市大奥时代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约社区大行老围53号3栋401

电话：0755-25946778

传真：0755-89258337

邮箱：tanbin@daaotimes.com

网址：www.daaotimes.com

大奥时代是一家集激光研究、应用、开发、生产、销售的高科

技企业，经过大奥时代公司科研人员的多年努力，发掘激光技术在

安防领域上的应用，开发出激光安防新产品，建立安防智能系统平

台，在安防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采用980nm波长不可见光激光技术应用到安防领域》，“首

创的自主研发技术”，使激光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在安防领

域引发新一场技术的变革。激光对射产品弥补了当前市场上,周界防

盗产品的缺点和不足，大奥时代在激光防盗产品技术开发领域是领

先地位，现有的产品已做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对射、激光对射探测器、激光对射报警器

展 位 号：3B17

公司名称：江门市科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江门市麻三平项山科裕工业园

电话：0750-3862232

传真：0750-3862218

邮箱：826150461@qq.com

网址：www.hune.cn

科裕（江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香港科裕集团直属企业，是

中国三大智能门锁生产商之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生产总部设在

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中国第一侨乡江门市，中国第一把智能门锁在

这里诞生。

智能门锁产品与韩国英特诺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生产，

结合了韩国智能锁成功的设计手笔及优良的制造工艺，与中国大陆

优越的生产基地，使产品标准与国际同步，集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维护于一体。

主要产品信息：指纹锁，智能门锁，酒店门锁，桑拿锁电子锁

展 位 号：3B18

公司名称：中山市金联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裕民六村围管工业区

电话：0760-22736001

传真：0760-22736066

邮箱：daxiaodidi@sina.com

网址：www.zskinglion.com

中山市金联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行销，服

务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有电锁，磁力锁，电插锁，门禁控制系

统，电源系列以及门锁配件等50余种，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快捷，安全的服务。

以来，我们在产品研发，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客户服务各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以其独特而顶尖的技术使我们的产品有

极好的的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在市场上有显著的占有率。同时我

们的还为客户提供OEM业务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磁力锁，电插锁，静音锁，电控锁，灵性电机

锁，门禁控制器

展 位 号：3C01

公司名称：深圳市通达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华荣路科伦特低碳产业园B栋6楼西

电话：0755-23462586

传真：0755-28234592

邮箱：yangtdzgs@126.com

网址：www.tdzgs.com

深圳市通达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为一体的新型高科技企业，公司多年来专业致力于提供通道闸系

统，门禁系统，票务管理系统的开发、整合与应用。 凭借多年的经

验积累和不断的技术创新，我们有能力为客户提供合理的智能化考

勤、门禁、消费、票务管理通道系统解决方案，建设一流的系统工

程，以优质的售后服务和严格的培训机制保证系统长期、连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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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运行。

主要产品信息：通道闸，三辊闸，摆闸，翼闸，转闸，超市感

应闸，票务门禁系统

展 位 号：3C02

公司名称：四川吉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308号冠城广场21楼B

电话：028-86662551

传真：02886723736

邮箱：2355276338@qq.com

网址：www.fm201.com

吉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1998年，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员工队

伍，雄厚的技术力量，多年致力于停车场管理系统，通道闸机及一

卡通设备研发生产，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吉联科技下设三个研发中心：吉联电子研发中心，从事电子产

品研发生产；吉联软件研发中心，从事产品应用软件开发以及为客

户定制软件；吉联机电研发中心，从事停车场管理系统及通道闸机

的研发生产。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通道设备系统

展 位 号：3C03

公司名称：深圳万侨鸿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石岩镇石头山工业区第一栋

电话：0755-27760888

传真：0755-81791515

邮箱：info@wan-qiao.com.cn

网址：www.szwqh.cn

深圳万侨鸿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非接触式IC卡应用系统的

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生产商，产品几乎涵盖了非接

触式IC卡的全部应用设备，包括：门禁、考勤、消费、巡更、停车

设备、电梯控制、通道等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系统、道闸、通道闸、交通设备等

展 位 号：3C03A

公司名称：深圳市新安宝安防器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鹤州恒丰工业城B17栋4楼

电话：0755-27889120

传真：0755-27863582

邮箱：269431968@qq.com

网址：www.simanbo.com

深圳市新安宝安防器材设备有限公司创建于1988年，是专业从

事安防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安装为一体的安防公司。公司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IMANBO” 和“新安宝”红外对射（SAB双

光束、SAE三光束、SAH四光束）、红外栅栏（SAS-F铝合金变频

式红外栅栏、SAS-C普及型红外栅栏）、红外光墙（SAL-变频型/

远、近距离/140mm红外光墙）、报警主机系列，广泛应用于周界

防范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产品专业制商

展 位 号：3C04

公司名称：厦门市舒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翔安区翔虹路17号

电话：0592-5921111

传真：0592-7761717

邮箱：2853733944@qq.com

网址：www.suityou.com.cn

舒特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国内最早介入智能卡应用领域的

企业，专注于一卡通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及服务，坚持以技术为核

心，不断满足客户需求，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专业技术服务。为提高

产品知名度，舒特公司自创SUITYOU品牌，研发各式RFID应用系

统，推出各种专业一卡通解决方案。通过在业界多年的耕耘，舒特

可以提供一卡通如下子系统：感应卡售饭消费、灵活收费、美食城

消费、移动收费、门禁、停车场管理、水/电控、巡检、考勤、电

梯控制管理、车载管理、图书馆管理、机房管理、银行圈、手机支

付、楼宇对讲、访客管理等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考勤、消费系统、门禁、巡更等一卡通系统

展 位 号：3C07

公司名称：开尔瑞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华昌路华富工业园四栋三楼

电话：0755-36810773

传真：0755-36810775

邮箱：48080626@qq.com

网址：www.carea.cn

开尔瑞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隶属于美国俄亥俄州  CAREA  

COMPANY，是一家专业生产门禁一卡通系列产品的高新技术企

业。    在深圳龙华新区大浪街道设有一卡通系列产品生产基地，系

列产品以国家标准通过了公安部北京一所和上海三所的型式检验，

并通过了CE认证和ROSE认证。

公司始终植根于RFID（射频识别）领域，拥有射频识别及门禁

系统十余项专利，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针对银行、监狱、办公楼及小

区的一卡通解决方案，我们愿与各地代理商和经销商结成联盟，专

注射频识别行业，携手“感应科技，读取未来”。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在银行、监狱的应用，小区一卡通，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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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读卡器、电源

展 位 号：3C10

公司名称：苏州斯奥克微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旺山工业园北官渡路1号

电话：0512-66558828

传真：0512-68213722

邮箱：alex.wang@sokmotor.cn

网址：www.sokmotor.cn

苏州斯奥克微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位于苏州市区南------吴中

经济开发区的旺山工业园，毗邻太湖，占地面积二万平方米，拥有

生产、研发及办公大楼等建筑一万平方米。

本公司是从事各类微特电机研制生产的专业制造企业，科研力

量雄厚，工艺设备先进，检测手段齐全。本公司具有较强的产品开

发和制造能力，具有完善的ISO9001质量保证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通道闸电机控制一体

展 位 号：3C11

公司名称：深圳市捷易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镇凹背社区大富工业区满通大厦10楼

电话：0755-28232961

传真：0755-28232962

邮箱：13922808506@163.com

网址：jypzn.com

深圳市捷易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集

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科研人员拥有智能卡应用系统的丰富理论知识和十多年的

行业经验，技术实力雄厚。自主研发的“捷易泊”系列产品种类齐

全，可选性强，涵盖智能停车场系统、车位引导系统、区位引导系

统、智能门禁系统、智能通道系统和智能电梯管理系统，做到了真

正的智能一卡通。 

打造中国最好的智能化产品，捷易泊智能科技正向着“国内领

先，世界知名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停车场系统、车位引导系统、区位引导系

统、智能门禁系统

展 位 号：3C15

公司名称：深圳市豪力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大道展滔科技大厦c1010

电话：0755-82025178

传真：0755-82025078

邮箱：hlslock@qq.com

网址：www.hlslock.com

深圳市豪力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防盗锁

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综合数

字，电子，感应，无线，网络，通讯，生物识别，云计算等高新技

术，推出了具备行业领跑技术的全新家居及办公智能门锁及解决方

案，酒店网络联网门锁及管理软件解决方案，二房东门锁及管理解

决方案、酒店式短租公寓家庭旅馆门锁及管理系统解决方案，出租

屋管理门锁及系统解决方案，和智能家居门禁系统联动解决方案，

特殊行业门锁系统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豪力士智能锁指纹锁，智能家居联动门锁

展 位 号：3C16

公司名称：深圳市捷轩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东纵路87号

电话：0755-84539263

传真：0755-84539263

邮箱：2880656713@qq.com

网址：www.jiexuan.cc

捷轩电子有限公司是智能化控制系统领域集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专业公司，产品包括：停车场控制系统，智能停车场

管理系统，,车牌自动识别系统，停车场收费系统,停车场远距离读

卡，通道智能化管理系统，三辊闸，摆闸，挡闸，,自动收卡/发卡

机停车场出入口控制系统，车辆检测器等停车场管理设备设施，致

力于远距离读卡器，小区门禁机，电梯控制器，电锁电源等产品的

研发及生产。 　　 　　

主要产品信息：车牌识别、停车场收费系统、车检、吐卡机、

2.4G远距离设备

展 位 号：3C17

公司名称：深圳市友联天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珠光创新科技园１栋３楼

电话：0755-83874097

传真：0755-83440607

邮箱：2853398233@qq.com

网址：www.sztimmy.com.cn

天美科技是专业从事生物识别技术产品的商业应用、开发和

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天美科技以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为核心竞

争力，先后研发了指纹考勤、指纹门禁、智能卡考勤门禁等，并以

自主品牌“天美”和优秀的OEM/ODM能力，产品远销全国、东南

亚、欧美等市场，并受到广泛赞誉。 今天天美科技正与业界同仁携

手共绘中国智能识别应用技术发展的蓝图，力争成为一家规模化、

专业化的提供多种智能识别应用管理系统解决方案的最优秀的供应

商，为客户信息管理提供技术咨询和支持，帮助客户企业管理进入

智能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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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指纹考勤机、指纹门禁机、感应卡考勤门禁

机、收费机、一卡通方案

展 位 号：3C19

公司名称：石家庄蜗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新石中路375号金石大厦B座804室

电话：0311-67508222

传真：0311-67508333

邮箱：gao@oniu.co

网址：www.oniu.co

石家庄蜗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技术密集型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以计算机软件技术、安防产品技术、通讯设备技

术、虹膜识别技术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为主，公司致力

于生物智能识别技术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和推广。

自公司成立以来，公司已完成科技成果转化十多项，是业界最

具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实力的企业之一，拥有国内一流的生物识别

应用技术研发团队。

公司各种产品广泛应用在社保医疗、海关机场、教育行业、大

中型企业、涉密网络、涉密单位等。并且得到了用户的认可和支持!     

主要产品信息：虹膜识别仪

展 位 号：3C20

公司名称：上海毕诺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苍梧路8号A幢328室

电话：021-62229912

传真：021-62229902

邮箱：bean1126@bnova.com.cn

网址：www.bnova.com.cn

上海毕诺Bnova，专业致力于道路隔离系统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及施工的生产型企业，且为意大利反恐升降柱品牌FADINI、

CAME、Urbaco、pilomat公司中国地区的核心合作伙伴。我们一直

专注于如何使用升降路桩等产品实现更有效更安全的通道管理及相

关系统设计。

我们努力成为全球范围内顶尖的道路控制产品制造商。

主要产品信息：升降柱

展 位 号：3C22

公司名称：沈阳保勒开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镇北

电话：024-31682226

传真：024-89215118

邮箱：2927809913@qq.com

网址：www.cncame.com

引领行业30余载，我们不断满足对您日常生活品质保障的承

诺，并成为一个创新的主体，我们每天会竭尽所能改善生活。成立

于1984年的意大利cncame集团公司，发展至今已经有13个分支机

构及超过350个经销商遍布全球，当之无愧地成为自动化进出控制

系统领域的领导者。

cncame集团以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服务及专业的技能和职业

特征使得公司不断国际化，是我们使命不变的支柱。30多年来终于

奉献成就了我们产品的巨大成功！

主要产品信息：全自动智能升降路桩

展 位 号：3C24

公司名称：深圳科装智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横坑社区河东村荣倡工业园1栋2楼

电话：0755－27188955

传真：0755－27187575

邮箱：2763212146@qq.com

网址：szkzzn.com

深圳科装智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科称“科装智能”）

是由科装集团控股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正式成立于2005年，注册

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科装集团旗下设有多个分支机构及下属公

司，并在全国设有多个办事机构，为客户提供便捷。有效有本土化

服务，设立在全国经济特区深圳：科装智能是行业内领通道出入口

控制智能设备专业设计，研发的制造生产商，同时集景区，场馆，

车站，休闲娱乐等场所电子门票管理系统；出入口门禁管系统以及

相关机电一体化系统集成研发与销售的专业公司。公司具有成熟的

机电工设计和项目管理团。

主要产品信息：通道闸，自助售票机，电子售检票系统，

展 位 号：3C25

公司名称：福州凯和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六一中路115号（福建机械科学研究院北楼二楼）

电话：0591-83335672

传真：0591-83332624

邮箱：100182759@qq.com

网址：www.kai-he.com

福州凯和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2000年，公司2001年底推出了

第一代巡更棒产品，是全国最早生产巡更棒的厂家之一。公司专注

于巡更巡检产品研发、生产已有15年的历史了，公司一直将满足用

户的需求，置于公司发展的首要位置，并把科技创新作为公司发展

的源动力。15年的专注努力，使公司成为著名的巡更产品制造商，

凯和（KHE）已成为巡更产品的领导（主流）品牌。

公司为用户倾情打造的最实用、最耐用的巡更\\\\巡检产品,具有

无线通讯、无线充电、超低功耗、防水、抗摔、用料讲究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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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凯和巡更具有超低功耗、防水、抗摔、用料讲

究等特点

展 位 号：3C27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迪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中区科苑路科兴科学园C栋三单元202

电话：0755-86668868

传真：0755-86958295

邮箱：lvzhenyu@kaadas.com

网址：www.kaadas.com

深圳市凯迪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KAADAS（凯迪仕）品牌诞生

于以严谨和精密制造享誉世界的德国。从创立伊始，凯迪仕坚持致

力于研发和制造品质精良、使用便捷舒适、外观简约时尚的智能锁

具产品；在中国，凯迪仕仍按照德国标准建立了国内最大的智能锁

具综合测试实验室并通过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中国防火与防盗

检测认证等多重质量认证。凯迪仕除了在德国和深圳建立强大的研

发中心以外，还在北京建立了生物识别科研中心，集聚了国际顶尖

的生物算法科研人员及学院博士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几家能系统

提供“银行金库安防系统”技术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指纹锁

展 位 号：3C28

公司名称：中山市弘创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东升镇裕民大道43号

电话：0760-22211507-222

传真：0760-22211503

邮箱：2943921932@qq.com

网址：www.headen.net.cn

宏大电锁作为国内最专业、生产规模最大的电锁生产厂家之

一，至今已有近十年的发展历史，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高科技安防企业，有国内最齐全的电锁产品系列和智能产品系

列，所有产品均按ISO9001-2000的标准要求生产，确保产品达到

国家标准，并已经通过省技术监督局的检验，及通过公安部安全与

警用电子产品检测中心的检验。电锁产品系列包括：电控锁、磁力

锁、静音锁、电机锁、电插锁、箱柜锁、剪力锁等七大系列；智能

产品系列包括：门禁、电源、银行防尾随系统、开关、智能酒店锁

等五大系列。

主要产品信息：电子锁，门禁

展 位 号：3C30

公司名称：上海舒泊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晚霞路715弄114号602

电话：021-62607986

传真：021-62607928

邮箱：fingerprintmodule@gmail.com

网址：www.bioengin.cn

我司是韩国suprema公司在中国的指纹模块等产品的总代

理。Suprema的指纹算法，在世界指纹算法大赛中，连续几年荣获

第一。我们可提供各种指纹模块， 包括SFM3020， SFM3030， 

SFM5020， SFM3550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帮您设计和开发产

品，如果您想尽早拥有自己的指纹产品，请联络我们。谢谢。

主要产品信息：指纹识别模块，指纹采集模块

展 位 号：3C31

公司名称：温州泓力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乐清白石合湖工业区

电话：0577-57101999

传真：0577-62699211

邮箱：3078043@QQ.COM

网址：www.holid.cn

温州泓力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前身为2000年

创办的塔山自动化厂），是一家专门研发、生产气动元件的企业。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政策，经过10多年的发

展，成为行业内的知名企业。公司产品主要包括：油压缓冲器、稳

速器等气动元件。其中我司油压缓冲器获国内多项技术专利，严格

的质量把控，使得我司的缓冲器质量远远领先于同行其他厂家。公

司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技术研发人员以及多名品保人员，其中研发

以及品保人员占公司总员工1/3，同时公司的主要设备都来自德国、

日本原装进口，加上严格的质量

主要产品信息：闸机缓冲器

展 位 号：3C33

公司名称：中山市固神电锁厂

地址：中山市东升镇华乐路18号

电话：0760-22829762

传真：0760-22224150

邮箱：info@googsoons.com

网址：www.googsoons.com

中山市固神电锁厂是由香港公司控股的现代化电锁门禁生产企

业，主要产品有指纹锁系列、磁力锁系列、电控锁系列、灵性锁系

列、电插锁系列、 阴极锁系列、箱柜锁系列、门禁系列、电源系

列、出门开关系列以及周边产品等十大系列的数百种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指纹锁、磁力锁、电控锁、灵性锁、电插锁、

阴极锁、箱柜锁、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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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3T01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立克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清路19号和恒兴科技园B栋3楼

电话：0755-29071812

传真：0755-81473183

邮箱：2731303708@qq.com

网址：www.szalk.com

深圳市安立克电子有限公司于2004年8月26日在中国正式注册

ALK品牌,注册资金1000万，成立深圳市安立克电子有限公司；2012

年8月26日经过注资、增股，重新进行了品牌定位和更新换代，投

入巨资打造中国最高端的智能停车系统、通道系统、门禁系统、楼

宇对讲、车位引导、交通设备等制造企业。力求国内领先，世界知

名品牌。做全球智能停车系统及通道系统领先品牌，ALK是集团化

企业成员公司，是全球电子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定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系统、通道系统、门禁系统、楼宇对讲、

车位引导

展 位 号：3T02

公司名称：沈阳唯实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52甲-6-2

电话：0755-23735499

传真：0755-23735499

邮箱：1598761334@qq.com

网址：www.xgworld.com

VSDIGITAL唯实是全球领先的巡更系统研发制造商，公司成立

于2003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唯实品牌的巡更系统以坚固的品

质和良好的服务被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土耳其、巴西、沙

特阿拉伯、巴林、泰国、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全世

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认可，唯实始终坚持：中国制造，世界分

享。

唯实公司2014年推出互联巡更系统，他是云巡更与手机APP

的完美结合，也是唯一一家能手机APP主动推送漏检消息的巡更系

统，其闭环管理、以人为本的创新理念将颠覆巡更管理人员现有的

工作方式.

主要产品信息：电子巡更巡检系统

展 位 号：3T08

公司名称：慧聪网

地址：深圳市福田兴华大厦A座7楼

电话：86-0755-61326763

传真：0755-61636756

邮箱：yewen@hc360.com

网址：secu.hc360.com

慧聪安防网创建于1999年，立足安防专业市场，依托慧聪网

强大技术平台，通过买卖通、网络广告、《慧聪商情》、《资讯大

全》等产品，以对行业的深刻理解为安防企业提供量体裁衣的企业

推广解决方案。

慧聪安防网在加强网络拓展的同时，将一如既往地办好《慧

聪商情广告 “安防技术市场》与《中国行业资讯大全 “安全行业

卷》，使她们继续成为业内最有影响力的平面媒体。

主要产品信息：慧聪商情

展 位 号：3T10

公司名称：深圳城邦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洪桥头社区下围水工业区鑫龙科技园8楼B区

电话：0755-29932633

传真：0755-29932633

邮箱：szcbdl@163.com

网址： www.chengbangjd.com

深圳城邦机电工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交、直流减速马

达的生产厂家。公司拥有雄厚的科技力量，一流的生产配线，先进

的齿轮测试中心，以及国外进口数控滚齿机等高精度的先进设备，

在同行中处于领先水平。公司自创立以来，秉承科技领先，质量为

本，用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一直致力于为广大客户提供高性能高

精度的“齿轮减速，变速马达”。公司以追求优良品质，良好的信

誉，不断创新发展，以及完善的善后服务为公司宗旨，相继推出一

系列的多品种、多样化的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道闸电机、道闸机芯、齿轮减速电机、铝壳电

机、各种非标电机

展 位 号：3T15

公司名称：扬州博克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扬州市江都区邵伯工业园区振兴路5号

电话：0514-86783452

传真：0514-86780005

邮箱：1727081032@qq.com

网址： www.yzbok.com  

博克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集研制、生产、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专业化公司。公司以技术领先、质保完善、品质优良、高性价

比、顾客满意为总方针，每年不断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做到

以高质量、高标准的产品赢得广大客户。与国内外近百家厂家建立

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为近百座国家省市重点工程提供了质高价

优、性能卓越的广播系统。产品直接或间接销往：欧美、中东及东

南亚等地区和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以OEM、ODM的方式

进行合作，相互之间建立长期的稳定、密切的伙伴关系，因此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主要产品信息：公共消防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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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馆参展企业

展 位 号：4A01

公司名称：深圳市同步闸机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大浪浪口顺城基工业园4栋4A

电话：0755-89603005

传真：0755-89954784

邮箱：2860787729@qq.com

网址：www.zimtech.com.cn

 深圳市同步闸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通道闸设计、开

发、生产与销售的高科技企业。2005年成立至今，公司一直致力于

全自动三辊闸、全自动转闸、摆闸、全高翼闸等通道闸核心技术的

研发与生产，不断升级的技术满足了越来越多不同要求的客户的需

求，通过自身内部的提升，公司已经形成了产、销、服务平衡一体

化的供销链。     

公司一直秉持“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经营方针，凭借雄厚

的技术力量与优质的服务体系，取得了客户的认可。同时公司所有

员工将不断进取，为中国的智能人行通道闸系统做出更多更大的贡

献。     

主要产品信息：人行通道闸

展 位 号：4A02

公司名称：专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六路苍松大厦北座608室

电话：0755-83203330

传真：0755-83256660

邮箱：navyliu@sebiotec.com

网址：www.sebiotec.com

专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专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SE）

旗下的子公司，一直专注于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采用国外先进生

物识别技术的解决方案已被广大用户所采用，法国Morpho 3D人脸

静脉指纹识别、韩国Suprema人脸指纹识别、美国IR掌形识别、美

国L1静脉识别、韩国LG虹膜识别，应用于政府部门、建筑工地、监

狱看守、金融系统、部队、煤矿、智能楼宇、小区等行业。SE拥有

一个经验丰富的软件开发团队，开发适合各行业使用的软件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指纹、人脸、静脉、掌形、虹膜识别产品

展 位 号：4A04

公司名称：深圳达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W1-A栋5楼

电话：0755-86369199

传真：0755-86368155

邮箱：yej@csdas.cn

网址：www.csdas.cn

深圳达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股票代码：002421）注册资金人民币2亿元，属国家级认

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骨干企业和深圳国

家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基地重点推广示范企业。

公司参与制订拥有2项国家标准；拥有安防门禁行业唯一自主

知识产权的“智能卡一卡一密方法”技术发明专利、“基于TCP/IP

的C3一卡通系统”、“基于以太网的楼宇控制器”等国家发明专利

35项，28项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21项，30项软件版权及软件产

品登记，参与4项国家标准制定。

主要产品信息：“互联网+”智慧城市一卡通系统解决方案

展 位 号：4A05

公司名称：深圳市博西尼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上雪科技城1路5号永创科技园2幢5层

电话：0755-89509033

传真：0755-89509066

邮箱：bosiny@bosiny.com

网址：www.bosiny.com

深圳市博西尼科技有限公是领先的出入口控制系统解决方案供

应商。公司通过覆盖全国多个省市和地区的销售网络为客户提供创

新技术与产品解决方案，让用户享有智能车辆进出管理、超声波泊

车诱导、视频反向寻车、门禁控制、通道控制、电梯控制、访客管

理、考勤消费管理等全方位的出入口控制系统产品及解决方案。公

司拥有出入口控制行业领域最完整的、点到点的产品线和整体解决

方案，掌握全系列的RFID技术、iBeacon蓝牙4.0技术、车牌识别技

术、超声波探测技术、车辆视频定位技术，致力于创新技术在智能

建筑的产业化、专业化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车牌识别停车系统 视频车位引导系统 访客及

出入口控制系统

展 位 号：4A06

公司名称：深圳市日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沙井新桥第三工业区金元三路十三栋

电话：0755-27248538

传真：0755-27248098

邮箱：info@socatech.com

网址：www.socatech.com

成立于1988年，从事专业门禁管制之研发制造，产品的研发以

稳定，耐用为优先考虑，因此多年来自有品牌SOCA之门禁设备广

受好评，近来由于科技进步，我们更专注于RFID感应与生物辨识产

品的开发，至今也有不错的成果与经验，也由于客户的需求我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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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各式电锁产品的生产与研发，让门禁系统的产品线更齐全，搭

配性更佳。

主要产品信息：磁力锁、电插锁、剪力锁、指纹机、门禁机

展 位 号：4A07

公司名称：深圳市研拓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牛湖社区高尔夫大道221号1-2层

电话：0755-28088306

传真：0755-28088369

邮箱：yantorle@126.com

网址：www.yantorle.com

深圳研拓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安防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一体的高新企业。公司於2010年4月成立，工厂设在全球安防之

都—深圳。 本公司现有自主产品智能人行通道闸(风云系列三棍闸,

无极系列翼闸,傲世系列摆闸)同时还整合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掌纹识

别,虹膜识别等技术的运用; 

以上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可以根据客户提供的图纸并与

客户确认外观后再生产，并且公司拥有国内先进的设备，拥有行业

内资深专家指导研发生产，我们生产周期短，且拥有不断创新，我

们拥有……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人行通道闸产品

展 位 号：4A08

公司名称：深圳市西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民治宝山工业区东边8栋5楼

电话：0755-33073390 / 91 / 92 / 93

传真：0755-28094263

邮箱：13715304151@139.com

网址：www.senet.com.cn

深圳市西耐科技有限公司（SHENZHEN SENET TECHNOLOGY 

CO.,LTD）是专注于SeNet系列触摸门禁、联网门禁、单门门禁、防

伪指纹门禁、潜入式门禁，单门/双门/四门门禁、电梯门禁、金属

门禁等专业门禁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高科技公司。注册

资金500万，拥有多项产品专利，10年产品研发经验,产品远销10多

个国家,20万个产品稳定运行。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门禁系统

展 位 号：4A09

公司名称：IRITECH

地址：上海市西康路1068号A11A

电话：021-62764850

传真：021-62762091

邮箱：gz.jin@shinseicorp.cn

网址：www.iritech.com

成立于2000年3月，总公司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

性能的准确性和互操作性第一 ，由美国NIST的IREX I 测试认

证。印度市场众多认证设备提供商的独家STQC2) 认证持有者，在

印度注册市场的市场份额第一 (44% M/S)，在全球入档虹膜相关的

专利为67个 (38 授予专利/ 29 处于申请状态)。

主要产品信息：虹膜识别终端&解决方案

展 位 号：4A09A

公司名称：上海众阳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1430号111室

电话：021-53060370

传真：021-53060376

邮箱：kuang@goosafe.com

网址：goosafe.com.cn

西元 1990 年成立，坚持台湾生产，已营运超过 20 年以上，有

如此经验的工厂支持，上海众阳商贸有限公司有信心成为客户们最

可信赖的停车场管理系统和门禁设备供应商，公司内有多年安防服

务实绩的集成规划团队、顶尖的专业生产部门，专门生产停车场管

理设备和门禁管控设备，能有效的帮助大众、商贸建筑和土地，提

供高规格和易上手的管理方案给您、您的员工以及您的客户。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管制设备、门禁管制设备

展 位 号：4A10

公司名称：深圳市方伯第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岗区布吉吉厦早禾坑工业区9号B栋

电话：0755-86230900 / 28717292 / 28717293

传真：0755-28237582

邮箱：2535201259@qq.com

网址：www.szfbd.com

深圳市方伯第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门禁电控锁具的研究，

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安防企业。主要产品有：门吸，

墙吸，一体化刷卡锁系列，电机锁系列，磁力锁列，电插锁系列，

电源控制系列，出门开关系列，及门禁工程配套器材等。近100个

品种。公司经过多年发展，已成功行销全球，产品广泛应用于政府

工程，体育场馆，商业酒店，智能小区，等重大项目工程，同时和

各地经销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系统集成商，安防工程商，经

销商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电插锁，磁力锁，电控锁，一体锁，门禁机，

门禁电源，配套夹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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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4A11

公司名称：东莞市友联奕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赤岭工业大道7号益泓荣高新产业园一栋二楼      

电话：0769-89776602

传真：0769-22770937

邮箱：esohooa@gmail.com

网址：www.ebiodinuo.com

东莞市奕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以生物识别技术为核心的高新

技术企业.于2005年不断专注考勤领域的发展，开始从事指纹识别算

法，面部识别等技术的开发应用，于2006年“FVC2006国际指纹算

法识别大赛”上荣获冠军算法。公司具有从产品研发， 工业设计，

模具、注塑，自动流水线制造，销售中心，服务体系的专业化一条

龙企业体系，10000平方米的工厂，300余人员，其中生物识别研发

中心与精密机械电子研发中心工程师人员30多位，在中国有16个销

售分部及海外中心及服务中心。

主要产品信息：指纹考勤门禁机、卡钟

展 位 号：4A12

公司名称：深圳市宇安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观澜福前路爱立基工业园B一栋五楼

电话：0755-29502448

传真：0755-29506566

邮箱：mei_zimy@126.com

网址：www.gdyuan.com

深圳市宇安机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化通道系统，

电子门票系统，门禁考勤系统，停车场系统等系列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新型高科技企业。宇安公司多年来专业以

三辊闸、摆闸、翼闸、一字闸、平移闸、全高转闸、无障碍通道闸

为主导，经过不断的奋斗和努力，现已发展成为行业界的最具实力

的智能通道闸产品的生产供应厂商。

主要产品信息：人行通道闸、三辊闸、摆闸、翼闸、一字闸、

挡闸、全高转闸、平移闸、车辆道闸

展 位 号：4A13

公司名称：广州市捷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玉树工业园D栋403

电话：020-82019380

传真：020-82260283 

邮箱：ninghw@tectron.com.cn

网址：www.tectron.com.cn

广州市捷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停车场智能管理系统（包括智

能停车场收费管理系统、车位引导系统、反向寻车系统、城市停车

诱导系统等）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具有十多年不间断的行业

经验积累，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广州捷众是中国主要的车位引导和反向定位寻车系统的领军企

业，在露天车位引导系统、无线车位引导系统、视频车位引导及反

向寻车、城市交通诱导、静态交通管理云平台等广泛的领域内，捷

众公司正以出色的研发生产能力和灵活的市场响应能力，为智能化

静态交通管理领域开拓前沿。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停车场收费管理系统、车位引导系统、反

向寻车系统、城市诱导

展 位 号：4A14

公司名称：宁波博太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5600弄108号8205

电话：021-51087123

传真：021-54482570

邮箱：marketing@bostex.net

网址：www.bostex.net

博太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02年，专业从事门禁通道控

制、报警监控、考勤管理、食堂消费、电梯控制、访客管理、人员

物品跟踪、会议报到、公寓宿舍进出管制、请假外出管制以及派车

管理等大型智能安防管理平台软件及其相关门禁控制器、读卡器、

指纹机、考勤机、消费机等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作为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博太科公司长期坚持技

术创新和差异化发展，以发明创造和产品精益求精为己任，不断满

足客户在安全防范、智能化控制和管理、自动识别跟踪、系统集成

联动等方面的愿望和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控制器、读卡器、指纹机、考勤机、消费

机、安防平台

展 位 号：4A15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翔恒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东环二路黄贝岭靖轩工业园12栋4楼

电话：0755-29846901-812

传真：0755-29846901-818

邮箱：2355510081@qq.com

网址：www.kingkang.net

深圳市中翔恒威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一支具有10年以上一卡通

产品开发、生产及方案提供和技术服务经验的工作团队，所开发的

GSM/GPRS/TCP智能综合安保系统和感应式门禁、梯控、停车场、

巡更、考勤及消费系列一卡通产品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酒店、高级会

所、智能小区、智能大厦及电信、电力、银行金库、部队和移动基

站等高安全性场所。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梯控、停车场系统、一卡通、无线综合

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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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4A16

公司名称：深圳市罗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中华路龙联工业区C栋三楼

电话：0755-88853586

传真：0755-88853586-8002

邮箱：2355513172@qq.com

网址：www.szrona.com

深圳市罗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系统集成

和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多年致力于“智能通道闸”为主导

产品的开发与应用，逐步完善了以通道三辊闸、摆闸、翼闸/挡闸为

核心，集成电子门票、门禁考勤、会所消费/餐饮、防静电、指纹、

掌纹、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系列产品的整合运用。

罗拉人本着“诚信、创新、人本、双赢、品牌”的经营理念，

凭着对智能化通道闸系统多年来地探索和积淀，以新的设计理念，

打破传统格局，实现通道闸系统的智能化革命，让智能科技融入了

大众的自动化生活，为用户提供了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三辊闸，摆闸，翼闸，平移闸，全高转闸/十字

转闸，一字闸。

展 位 号：4A18

公司名称：深圳市威安士电锁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新围村旺棠工业区13栋202-7号

电话：0755-86705635 / 86566660

传真：0755-86705635

邮箱：info@szvians.com

网址：www.vians.cn

深圳市威安士电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业的安防

电锁产品制造商，主要生产磁力锁、电插锁、阴极锁、电机锁、蓝

牙门锁、出门开关等产品。威安士所有产品均是自主设计、研发、

生产、销售，目前锁类产品已全部通过CE认证和中国公安部门的

检测，符合国际上通用标准和安防需求，现已广泛应用于机场、地

铁、银行、监狱、智能大厦、智能小区等重要场所，为全球用户提

供方便、快捷、智能化的出入口管理，我司的产品已销售到了全球

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客户的广泛好评和青睐。

主要产品信息：磁力锁、电插锁、电机锁、蓝牙门锁、蓝牙门

禁、出门按钮等

展 位 号：4A19

公司名称：上海安道雷光波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绥德路2弄26号

电话：021-66080661

传真：021-66080662

邮箱：syaideli@vip.163.com

网址：www.andoray.com

上海安道雷光波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制造、

服务、咨询于一体化的雷达测速及控制设备的科技企业。本公司拥

有专业从事雷达测速和控制领域产品研发的专业技术人员，已有多

项雷达测速产品获得国家专利；同时也获得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颁发的“计量器具生产制造许可证”。

主要产品信息：测速雷达 雷达测速仪

展 位 号：4A20

公司名称：上海桑标智能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868号商务楼二楼

电话：021-61489438

传真：021-61489437

邮箱：bluejun_66@126.com

网址：www.somb.cn

上海桑标智能工程开发有限公司是从事生产开发安防电子产品

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创建于2004年，现座落在上海市城市工业园

区，注册资金100万元人民币，厂房面积5000多平方米，公司拥有

全自动生产流水线，机械加工设备齐全，生产各类安防锁具，指纹

识别，ID，IC，线路板模块及软件开发，是我国目前技术最雄厚产

品最齐全的安防生产企业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电插锁，磁力锁，门禁机，门禁配件

展 位 号：4A22

公司名称：深圳市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九祥岭工业区九栋1-2楼

电话：0755-86020987

传真：0755-86020900

邮箱：fujica_fzj@fujica.com.cn

网址：www.fujica.com.cn

深圳市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于2004年成立于深圳，是智能化

系统解决方案和系统设备的专业研发、制造供应商。产品涵盖智能

停车场系统、智能通道系统、智能门禁系统、智能电梯管理系统、

智能考勤系统、智能消费/会所POS系统、智能巡更系统。在电子信

息技术、出入口控制设施、智能管理软件、专业服务等领域都确立

了领先地位。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出入口控制

展 位 号：4A24

公司名称：深圳市西莫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保安社区横坪路144-1号

电话：0755-8306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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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83134161

邮箱：13480739485@cmolo.cn

网址：www.cmolo.cn

深圳市西莫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科技企业，研发生产智能闸机、门禁系统和电子门票系统，并提供

完整的智能通道客户化解决方案，拥有十多项核心专利。西莫罗对

客户注重承诺、对产品重视创新、对品质追求完美。凭借对智能通

道核心技术的研发、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广阔的国际视野，西莫罗

已成为全球高端闸机和门禁行业的领跑者。

公司目标：整合创新，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成为全面领先

的安防系统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三辊闸、智能摆闸、智能翼闸、全高旋转

闸、智能门禁系统

展 位 号：4A25

公司名称：深圳市西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办布沙路231号3楼

电话：0755-84278573

传真：0755-84278035

邮箱：331894190@qq.com

网址： www.szsewo.com

崛起于21世纪的深圳市西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停车场门禁等智能一卡通系统开发与生产的高新科技企业，下设

技术开发、生产、市场销售，及客户服务等部门，具有一套完善的

管理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一卡通，停车场，人行通道，门禁，消

费，景区系统，电梯等

展 位 号：4A26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飞宏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现代城华庭2栋21楼

电话：0755-86170850,86170997

传真：0755-86170850

邮箱：100910850@qq.com

网址：www.zfhd.com

深圳市中飞宏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研制生产及销

售停车场智能道闸，高速公路专用自动栏杆机、非接触式IC/ID卡停

车场管理系统，远距离蓝牙停车场系统，车牌自动识别系统，车位

引导系统，智能小区“一卡通”系列产品,高速公路收费系统的专业

化高科技公司。在车辆管理与交通收费领域已发展十八年，具有完

整的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公司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研发生产出性

能优于国外及国内同行的产品,产品在性能、价格、售后服务等方面

都优越于国内其它同行，公司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分公司，办事

处或代理机构及售后服务中心

主要产品信息：道闸、停车场系统、公路收费系统、小区智能

一卡通

展 位 号：4A27

公司名称：深圳市上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老村社区景田路创新工业园C栋1-2楼

电话：0755-89955703

传真：0755-89964737

邮箱：zjsaxiao@163.com

网址：www.szshanghe.com.cn

深圳市上和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集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上和自成立以来，依靠对人行通道管理设备多年的积淀，强大

的技术开发和市场拓展能力，不断创新的高品质产品的能力，持续

改善提高，产品三辊闸，摆闸，翼闸，全高转闸不断推陈出新，最

大限度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三辊闸、摆闸、挡闸、翼闸、全高转闸、一字

闸、ATM机防护舱

展 位 号：4B01

公司名称：深圳市来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华宁路厦门大学龙华产学研基地12层

电话：0755-26625810

传真：0755-26624240

邮箱：market@slec.com.cn

网址：www.slec.com.cn

深圳市来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数字智能出入管理系统产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在来吉智能诞生了中国第一套智

能立体车库收费管理系统、第一套智能车位引导收费管理系统、第

一套智能电梯管理系统（专梯专户）等多个具有行业里程碑意义的

产品。来吉智能是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多项

产品和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产品涵盖了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智能电梯管理系统、智能门禁管理系统、智能楼宇可视对讲管理系

统、智能信报箱管理系统等，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系统、全面、完善

及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云视频门禁控制系统、车牌识别管理系统、数

字一卡通管理系统

展 位 号：4B02

公司名称：深圳市世纪顺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大磡村怡华工业园C栋2楼

电话：0755-8633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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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86330793

邮箱：missding521@126.com

网址：www.centuryfair.com

深圳市世纪顺实业有限公司着力于一卡通系统设备的研发生

产。主要产品有SJS高速挡车器、SJS智能道闸、SJS智能停车场系

统、SJS门禁考勤消费系统、SJS电子巡逻管理系统、sjs通道管理系

统；sjs电梯楼层管理系统；sjs车辆检测器；摆闸；三棍闸等。广泛

应用于厂矿企业、高速公路收费、政府机关、生活小区、写字楼、

学校、军区后勤、油田、银行等领域。

 我们用心来造就企业；企业用实力打造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SJS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SJS智能门禁考勤

管理系统

展 位 号：4B03

公司名称：深圳市纽贝尔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2001号四川大厦南附5楼

电话：0755-83673820-816

传真：0755-83673820-206

邮箱：CHD@newabel.com

网址：www.newabel.com

深圳市纽贝尔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公元2000年，是一家集智能

卡管理系统的开发、研制、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技术企业，公司所

有的产品均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多项产品和技术荣获国家专利。

主要产品包括智能门禁系统、考勤系统、消费系统、巡更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指纹识别系统、周界安防系统及传感器系列产品

等，现已广泛应用于通信、电力、军工、金融、监狱、智能社区、

智能大厦、校园管理、机房和库房等领域，并以先进的技术、强大

的功能、卓越的品质和良好的服务受到了各地用户的一致好评。

展 位 号：4B04

公司名称：无锡德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南湖大道789号B幢一楼

电话：0510-68753886-8001

传真：0510-68785260

邮箱：judy_he@deferotech.com

网址：www.deferotech.com

德飞科技（Defero Technology），为加拿大友安智能有限公司

（UI Security Systems）与中国无锡新区国资委合资成立的智能停车

场设备及管理方案供应商，是友 安智能在亚太区的技术支持中心。

并是诸多资深北美停车场设备厂家的OEM生产商和R&D 服务外包

商。

主要产品信息：自助付费终端，智能出票机，智能验票机，路

面咪表，智能道闸

展 位 号：4B05

公司名称：深圳市法马新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玉律第五工业区九栋

电话：0755-23193599

传真：0755-27966846

邮箱：1359524947@qq.com

网址：www.cnfama.com

深圳市法马新智能是一家专注于智能交通设备领域集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获得国

内外数十项产品认证及创新专利技术，拥有行业内最先进全自

动快速组装流水线，产能产值高居行业榜首。法马产品销售遍

布全国33个省和自治区中的300多个城市，拥有数百家客户；

出口全球达一百多个国家，产品通过了专业机构进行的RoHS、

CE(EMC,LVD,EN12368)、GB14887-2011、TUV等.

主要产品信息：LED交通信号灯，倒计时器，信号控制机，一

体式人行信号灯等

展 位 号：4B05A

公司名称：深圳市索幄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虹大厦30D

电话：0755-82915938

传真：0755-82924768

邮箱：zhengsz@szsowhat.com

网址：www.szsowhat.com

深圳市索幄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致力于安防系统解决方案及

RFID技术的开发与销售，产品包括消费系统、考勤系统、访客系

统、会议系统以及电子工票系统等软硬件产品。

拥有自主研发的softwhat品牌系列产品。全系列产品通过了CE

认证。为了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索沃特的研发团队可以根据客

户具体需求进行个性化订制。

主要产品信息：消费、考勤、会议、访客、票务系统

展 位 号：4B06

公司名称：深圳市畅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区龙华清湖社区新桥工业区C12栋畅盈科技楼

电话：0755-88834189

传真：0755-27528468

邮箱：2355715653@qq.com

网址：www.cy-card.com

深圳畅盈科技是一家集开发、生产、经营和推广智能化停车

场、通道、门禁等管理系统及专业配套产品于一体的一卡通应用系

统生产制造商。拥有稳定、热情、高效、通力协作的营销团队和网

络，并在上海、北京、武汉、福建、西安等各地建立分公司和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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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同时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创造市场需求的OEM/ODM个性化产

品，以客户满意为目标，以合作双嬴为宗旨，与各界同仁共同打造

属于我们、属于大家、属于这个时代的——畅盈科技！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车位引导、车牌识别等系统；远距离

读卡、工业级主板

展 位 号：4B09

公司名称：钱林恒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大兴西红门镇金星庄工业区2号

电话：010-61285460

传真：010-61277121

邮箱：1426523446@qq.com

网址：www.qianlinkj.com

钱林专业于自助点餐机、自助售取票机、访客机、排队机、

酒店自助入住机等自助设备软硬件的研发生产，系统简约性高、兼

容性强、功能强大，行销全国各地，广泛用于政府机构、部队、金

融、医院、工商、税务、学校、交通、影院、酒店、车站、景点等

多个领域。

钱林根据顾客的需求不断完善产品体系，提供专业解决方案，

填补了国内自助服务管理系统的多项空白，钱林产品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成为广大顾客优先考虑的生产厂家。

主要产品信息：钱林访客机，自助点餐机，售取票机

展 位 号：4B10

公司名称：深圳市宏开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清龙路卫东龙科技大厦830

电话：0755-83011891

传真：0755-83011795-604

邮箱：hk0991@126.com

网址：www.szhkwy.com

深圳市宏开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智能监控、智能楼

宇自控系统开发、计算机信息系智能视频分析技术、物联网技术软

件开发与设计、网络技术施工及IT产品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

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超高速路障机、人证通封闭区域安全管理系

统、社区综合治理平台

展 位 号：4B11

公司名称：深圳市西瀚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岗区爱联台中工业区A9栋楼

电话：0755-83424319/86162989

传真：0755-83429089

邮箱：szsuo@hotmail.com

网址：www.szsuo.com

深圳市西瀚安防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磁力锁、电插锁、

电磁锁、门襟考勤、闭门器等安防周边配套产品及读写设备和各

种卡片的专业生产商，作为一家国内及全球电磁锁及智能卡生产基

地。

主要产品信息：磁力锁，电插锁，闭门器

展 位 号：4B12

公司名称：深圳市创新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上塘简上工业区3栋1-2楼

电话：0755-29787350

传真：0755-29787603

邮箱：913395339@qq.com

网址：www.chcxt.cn

公司自行开发设计、组装加工了成熟而先进的“创新通用”

智能通道应用系统。广泛应用在智能小区、大厦、工厂、学校、车

站、码头、地铁、旅游景点、商场、单位食堂等需要对进出人员进

行有序控制和管理的场所。创新通用拥有三辊闸、摆闸、翼闸、一

字闸、平移闸、旋转闸、无障碍通道多个系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通道闸

展 位 号：4B13

公司名称：山东威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明达西路12号

电话：0535-3971818-8092

传真：0535-3971818-8058

邮箱：ytweds@163.com

网址：www.weds.com.cn

山东威尔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山东省高新技

术企业、双软认证企业、名牌企业，山东省“一企一技术”研发

中心，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安部二代证阅读器认

证。拥有专利20多项，承担了多项国家科技创新专项项目；获得多

项成果奖励。 

公司主要从事生物识别技术、RFID识别技术及无线技术的信息

管理系统集成方案、物联网身份识别智能终端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及技术服务。    

公司真诚的期望与广大用户、行业应用软件开发商及代理商朋

友精诚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开创美好的明天！ 

主要产品信息：企业一卡通系统、校园一卡通系统、智能终端 

考勤、消费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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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4B14

公司名称：成都千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2号奇力新峰大厦

电话：028-66067000

传真：028-66067000

邮箱：qfkj@qianfan.cn

网址：www.qianfan.cn

成都千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七年，我们一直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智能化建筑管理的整合解决方案，以停车场管理为

核心、一卡通系统为平台，从门禁、考勤、巡更、就餐、借阅、查

询、消费、代收费、电梯管理到车辆出入管理，我们为客户提供个

性化的售前、售中、售后专业服务，制定软硬件无缝衔接，千帆以

创新、诚信、进取的精神让未来与梦想不断成长！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通道、专业门禁、停车场系统等

展 位 号：4B15

公司名称：深圳市天盾雷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工业区科技路3号厂房D401

电话：0755-86215101

传真：0755-86131076

邮箱：techwin@techwin.com

网址：www.techwin.com

深圳市天盾雷电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现代浪涌与防雷技术

理论研究和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是集防雷产品制造、防雷实验装

置及雷电检测产品生产、防雷工程设计与施工的综合性防雷企业。

公司集合了国内一批有丰富防雷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高素质研发

人员。

主要产品信息：电源防雷器、视频信号防雷器、POE、天馈防

雷器、光伏防雷器

展 位 号：4B16

公司名称：深圳市惠易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镇樟坑径下围工业区茂源工业园G栋3楼

电话：0755-28483670

传真：0755-28484673

邮箱：yjm24@126.com

网址：www.huiyitong.net

深圳惠易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通道系统及其相关设

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专业化公司。公司自创立以来，始

终坚持“品质第一，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立志成为全国第一，

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专业化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三辊闸系列、通道闸系列、十字会专门系列、

路障机系列、道闸系列

展 位 号：4B18

公司名称：广东安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观澜镇白鸽湖村委下湖社区大窝工业区79号

电话：0755-28011159

传真：0755-27619681

邮箱：598089687@qq.com

网址：www.ankuai.net

广东安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道闸、广告道闸、

小区广告道闸、智能道闸、通道闸、票箱、车牌识别系统、智能化

停车场管理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的产品质量过硬，外型美观，广泛应用在住宅小区、商

场、酒店、停车场、工厂、道路收费站等场合。安全美观，方便快

捷。产品经久耐用，公司的部分产品已申请国家专利。完善的管理

系统和诚信的服务理念，优良的产品品质，良好的信誉承诺得到广

大客户的青睐。

主要产品信息：道闸、停车场管理系统、车牌识别、人行通道

闸机、交通设施

展 位 号：4B20

公司名称：深圳市慧友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清龙路港之龙科技园H栋11层

电话：0755-28180007

传真：0755-28180895

邮箱：guard@hua-guard.com

网址：www.hua666.com

深圳市慧友安电子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

高新技术生产型企业。公司科研人员拥有智能巡更棒系统应用系统

的丰富理论知识和多年的行业经验，技术实力雄厚。研发的“智慧

巡更巡检系统” 产品种类齐全，可选性强。公司推行、遵循和追求

“标准、品质和服务”新慨念，从而创建了中国智能化管理应用领

域全新的价值观和服务理念。　　打造中国最好的智能化电子巡更

巡检系统产品，朝着“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目标阔步前进。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产品及智能门禁产品

展 位 号：4B24

公司名称：佛山市东创音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南海区黄岐沙溪共和路南边一号

电话：020-81111905

传真：020-81111905

邮箱：dongchuangyp@126.com

网址：www.dtsaic.com

佛山市东创音频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共广播系统及背景音乐的

研发、生产、销售方面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主营产品：IP网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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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数控广播、闭路广播系统、带前置合并式定压功放、纯后级广

播功放机、广播周边设备、广播周边配套设备及天花喇叭，壁挂会

议音箱，室内外音柱，草坪音响系列，平面艺术音响等系列产品，

同时拥有畅通的销售渠道和广泛的客户基础。

主要产品信息：公共广播

展 位 号：4B26

公司名称：浙江宏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宁康西路357号

电话：0577-62510036

传真：0577-62510018

邮箱：market@chinahongtai.com

网址：www.chinahongtai.com

浙江宏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拥有大批资深的技

术人才，专业从事门禁电锁、指纹产品系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以其产品品质稳定、美观便捷等优势在国内智能电控门锁行业

中处于领航者地位。于2010年2月被全国安防标准委员会确定为国

家《电控锁具》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是浙江省安防行业协会副理事

长单位、中国安全防范行业产品协会理事单位。

我们将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为您的生活提供安全、优质的

保障!

主要产品信息：防尾随联动锁、电机锁、电磁锁、指纹门禁等

展 位 号：4C01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森盛世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红花岭工业区南区大学城科技园B栋415-419

电话：0755-89959665

传真：0755-89745595-816

邮箱：marketing@ansoncorp.com

网址：www.ansoncorp.com

安森是NSS（安防服务器）产品的发明者和领导者，全球率先

实现了监控、告警、门禁、对讲、信息记录的一体化嵌入式集成。

产品包括NSS、NSM、门禁控制器及其系统管理软件、监控摄像

机、读卡器、电锁、智能卡等七种产品一百六十多个产品。安森产

品符合多种检测标准，作为通过ISO9001认证的企业，安森所有的

产品均符合CE标准、通过中国公安部检测认证，并符合欧洲RoHS

关于有毒有害物质的限制，具备RoHS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NSS（安防服务器），门禁控制器、读卡器、

电子锁、智能卡。

展 位 号：4C02

公司名称：深圳市捷商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中兴路睿达科技园B栋一楼

电话：0755-83360930

传真：0755-83247893

邮箱：chinajsun@163.com

网址：www.chinajsun.com

捷商公司（一卡通管理系统专家）自成立以来，在一卡通系统

领域建立了规范的设计、开发、生产、及售后体系，在停车场、门

禁一卡通智能化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产品被广泛

应用于各工业、商业及民用领域，产品囊括：一卡通设备、景区通

道闸系统，高清车牌识别，视频车位引导系统，停车场智能管理系

统，新开辟领域涵盖城市一卡通系统、公交一卡通，公交刷卡机，

会员积分机等等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通道智能化管理系统、

车位引导系统

展 位 号：4C03

公司名称：温州市博克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温州市瓯海郭溪金州工业园

电话：0577-86710000 / 86710700

传真：0577-86710599

邮箱：sales@bok.com.cn

网址：www.becksafe.com

作为一站式门禁解决方案专家，博克电子始终致力于不断提升

门禁技术，提供各行业工程项目综合解决方案，专注于为客户量身

定做专业门禁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考勤、停车场管理、门禁控制器、电锁

展 位 号：4C04

公司名称：广东西奥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万江区简沙洲龙通路6号5楼

电话：0769-22883991

传真：0769-22887817

邮箱：85668973@qq.com

网址：www.e-icco.com

广东西奥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为智慧城市建设提

供综合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始终坚持“技术领先，服务至上”

的发展战略，着力打造“中国智慧城市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领导品

牌”。西奥以物联网技术为核心，专注于智慧城市应用领域，紧紧

围绕物联网感知技术、中间件技术、信息集成技术的研究，实现了

软件技术和硬件技术跨界整合，形成了软硬融合的产品体系，为国

家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专业化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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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智慧景区、企业、校园、停车场，智能一卡通

展 位 号：4C05

公司名称：深圳市嘉讯通电脑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民治大道横岭工业区10栋1/4楼

电话：0755-29838917

传真：0755-29838609

邮箱：jiaxuntong@vip.163.com

网址：www.jiaxuntong.com

深圳市嘉讯通电脑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智能化通道产品为主

打，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渠道推广、销售服务等众多优势于一

体的自主创新型科技企业；我们秉成“诚信为本，科技为先”的企

业经营理念，以市场为导向、凭借高效的研发、生产能力和全面贯

彻执行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成功研制出全系列智能通道产品及

配套的一卡通管理系统，深受用户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三辊闸，摆闸，翼闸，全高门，速通门等

展 位 号：4C06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高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龙珠三路华强物流大厦七楼

电话：0755-33379066

传真：0755-33975236

邮箱：2880151759@qq.com

网址：www.szdego.com

深圳市德高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是停车场设备领域智能卡收发与

车辆检测解决方案领先厂商。

德高智能拥有业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与持续研发能力，提供

智能出卡机、智能收卡机、环路车辆检测器、超声波车辆检测器、

地磁车辆检测器等产品及其控制系统。针对单通道红绿灯控制、智

慧停车、人行通道、酒店自助服务、会员自助服务等众多行业提供

合适的细分产品与专业解决方案。这些产品与方案广泛服务于全球

十多个国家，默默支持你我每一次在停车场、体育馆或景区的安全

与快捷进出。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卡收发设备、车辆检测设备与停车诱导系

统等

展 位 号：4C07

公司名称：宁波瑞奥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凌云路1177号凌云产业园6栋

电话：0574-87901840

传真：0574-87910096

邮箱：1004558000@163.com

网址：www.rayonics.com.cn

宁波瑞奥物联技术有限公司位于宁波市高新区，是具有多年机

械锁加工生产和销售经验的企业家作为投资人，与留美归国博士共

同组建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

瑞奥公司专注于“便捷化、通用化、智能化”智能锁门锁、柜

锁等安防产品研发和生产，运用自主专利技术“蜗杆传动”机构，

整合RFID核心技术和网络化系统软件的设计，自主开发生产应用于

电力、电信相关行业的瑞奥智能机柜锁系统，产品已获多项国际和

国内专利，产品并远销欧洲各个国家。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行业物联网锁

展 位 号：4C08

公司名称：深圳市永坚泰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西吉祥一路九号长兴工业区4栋1楼

电话：0755-84089583

传真：0755-84083823

邮箱：yongjian@yjpm.net

网址：www.yjpm.net

深圳市永坚泰塑胶模具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6月，是一家

专门致力于塑胶模具和塑胶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

的民营科技企业。公司座落于交通便捷工业发达的深圳市龙岗区坪

地街道，产品主要有精密模具研发、塑胶模具制造和安防系列产品

成型塑胶件及代客设计加工塑胶件。公司厂房面积5000平方米，员

工250余人。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烟感，气感，报警器，红外探头，楼宇

对讲，考勤机，读卡器

展 位 号：4C09

公司名称：飞德数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南丹东路106号2016室 

电话：021-64956701

传真：021-64956701

邮箱：cindy@inasystem.com.cn

网址：www.idp-corp.com.cn

飞德数码科技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纯外资企业，工厂在韩

国，主要产品是智慧型印卡机及监控主机，我公司以客户利益最大

化为目标，力争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型印卡机

展 位 号：4C10

公司名称：深圳市易卡迅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上雪科技工业城东区1号B栋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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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89583232

传真：0755-89583232-8004

邮箱：fengshibao@ekasun.com

网址：www.ekasun.com

深圳市易卡迅科技有限公司（EkaSun），是专业从事智能人行

通道闸系统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长期为智能出入口控制系统

提供新品研发、技术创新、产品生产与销售等服务。公司以通道闸

产品为核心，集门禁考勤系统、景点售票系统、宾馆会所消费/餐饮

系统、车站/码头/校园出入管理系统等系列产品的集成和运用。

公司以”以专注、专业、诚信、服务”为基本，以”品质、

创新”为重点；将智能设备与系统信息技术进行结合，提供更为便

捷、高效、智能和稳定的产品解决方案，愿与广大客户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通道闸，三辊闸，摆闸，翼闸，转闸，平移

闸，一字闸，速通门

展 位 号：4C12

公司名称：深圳市鑫源通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象社区下雪工业园1号3栋5楼

电话：0755-82180220

传真：0755-28134696

邮箱：zhengqiulin@xinyuantong.com

网址：www.xinyuantong.com

深圳市鑫源通电子有限公司是集公共安全设备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公司于是2000年成立，

总部设立于深圳，旗下掌门神探测器研制中心是专门致力于“掌门

神” 系列安全产品的技术开发与研制的专业机构。

“掌门神”产品和安检排爆系统方案涵盖法院、公安、机场、

海关、各种会场、大型活动、车站、码头、监狱等各类政府部门以

及工厂、娱乐场所、考场、商场、社区的安全检查和违竞物品查验

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金属探测器、安检门、X射线检测仪和警用排

爆设备

展 位 号：4C14

公司名称：杭州新爱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祥盛路15号

电话：0571-85809719

传真：0571-85809719

邮箱：diliny9173@163.com

网址：www.xinaidianzi.com

杭州新爱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一卡通，通道系

统，弱电安防，办公设备和耗材的一家专业性软硬件公司，公司有

在无锡注册了小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控股了厦门的一家软件

高新技术企业，现有员工160人左右，年产值超过1亿元，遍布全

国的销售网络，产品远销巴西，印度，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市

场，现又推出了全新品牌“小麦”，并聘请了影视明星“许晴”为

小麦品牌的形象代言人，建立了企业的官网销售平台和淘宝、京东

网络销售平台，现计划在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无锡，宁波设

立分公司和办事处。

主要产品信息：一卡通，消费机 门禁机 考勤机 点钞机，通道

系统，弱电安防

展 位 号：4C16

公司名称：深圳市深鑫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岗头路口荷树排工业区一栋三楼

电话：0755-28167756

传真：0755-28192500

邮箱：849905232@qq.com

网址：www.xinhuidianzi.com

深圳市深鑫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本公司多年来

主要致力于：一卡通系统产品/RFID射频读卡器产品/智能停车场管

理系统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厂家,公司目前RFID产品包括：

433M蓝牙远距离读卡器,125KHZ系列低频全线产品以及900MHZ微

波远距离读写器,2.4GHZ有源卡远距离读卡器。停车场管理系统包

括：车牌自动识别管理系统；远近结合停车场管理系统；研制开发

的产品品种新颖、美观、大方、适用，可灵活多变。按月收费、按

年收费、月卡管理、储值收费、临时收费、图像抓拍、图像对比、

车牌自动识别、语音提示、出入口对讲、中文电子显示屏、自动吐

卡、一车一卡、等众多功能，提供了配套服务，深受广大用户的高

度赞赏可以提供低价位高性能的及大量用b6定制功能的管理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硬件车牌识别、停车场系统，远距离读卡器。

停车场控制器

展 位 号：4C17

公司名称：深圳华本环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长平商务大厦首层

电话：0755-23607925-816

传真：0755-23607925-812

邮箱：m-xpx@hwabo.com

网址：www.hwabo.com

深圳华本环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拥有自主核

心技术的高新科技企业，是香港华本国际(HWABO INT\’L)驻大陆

的总部。

公司专注于指纹技术的深度开发及应用，在国际生物识别大赛

上，华本拥有的3D活体指纹技术综合表现排名第一，基于该技术而

开发的系列产品涉及到考勤、门禁、家居等多个领域。

公司秉承“合作、共享、互信、多赢”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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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品牌的永续经营为基础，积极推动技术及产品的社会化应用，致

力于创建一个安全、和谐、美满的世界未来。

主要产品信息：3D活体指纹门禁一体机

展 位 号：4C20

公司名称：深圳市五洲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西乡鹤洲阳光工业园B栋4楼

电话：0755-26086046

传真：0755-26085307

邮箱：13923815945@163.com

网址：www.e-5continents.com

深圳市五洲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ISO2001:2008认证企

业，一直致力于磁开关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五洲龙“磁开关已成功用于全球安防门窗入侵探测和自动

化设备控制领域，月产能30-40万套。系列磁开关包括：门磁开关

（俗称门磁）、浮球开关、接近开关、塑封干簧管等。系列产品已

通过CCC、CE、FCC、ROHS认证。15年诚信经营，5000多万套磁

开关用于全球安防及自动化控制领域，产品合格率99.9%。

主要产品信息：门磁开关、接近开关、干簧管、紧急按钮、浮

球开关、漏水探测器等

展 位 号：4C21

公司名称：泉州市巨将防盗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南安霞美光电产业信息基地阳光路37号

电话：0595-22499516

传真：0595-22492516

邮箱：sales06@jujiang.net.cn

网址：cngiant.net

泉州市巨将防盗设备有限公司 从2003年进军无线电智能控制

领域，是一家专业的无线射频遥控控制高科技企业，具有卓越的生

产，研发，销售能力，主要经营产品包括：各类(编码、频率)遥控

器、遥控复制器、接收板、控制器,控制板等智能遥控产品开发。

我们坚持以质量为基石，以服务促发展，以信誉建品牌，以双

赢为目的， “诚信，团队，共赢，创新，责任”是我们企业的核心

价值观，我们欢迎海内外朋友与我们联系，共创美好未来！ 

主要产品信息：道闸，出入口管理，收费系统，开门机，智能

家居

展 位 号：4C22

公司名称：珠海易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大学路99号综合楼306

电话：0756-3615358

传真：0756-8716789

邮箱：info@easen-electron.com

网址：easen-electron.com

珠海易胜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多年专注于生物识别领域的技术研

发. 公司自主研发的虹膜及人脸识别算法具备世界领先水平,先后参

加了FRVT2013及ICIB2013组织的具有国际权威第三方生物识别客观

评测,并获得优异成绩。

人脸识别门锁、人脸识别模块、虹膜识别解决方案,视频人脸分

析解决方案是公司几大产品系列。

公司实施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产品通过RoHS、CE、FCC、

PSE等认证。

公司秉承“自主研发 持续创新 安全可靠 质量为上”的经营宗

旨，竭诚欢迎广大合作伙伴与我们携手发展,共梦共赢!

主要产品信息：人脸识别门锁，虹膜识别方案，视频人脸分析

系统，人脸识别模块。

展 位 号：4C24

公司名称：深圳市世礴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新屋村工业区第八栋西座五楼

电话：0755-82884471  

传真：0755-82884565

邮箱：sale1@szbc.net

网址：www.szbc.net

深圳市世礴创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1年的金属门禁研

发，生产，销售经验。

树金属门禁行业第一国际品牌。世礴创首家采用金属结构设

计，从安全和时尚两个角度出发，不断完善，精益求精。目前已成

为金属门禁行业领导者，产品设计已获得50多项国家专利，已远销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追求安全或时尚客户的首选。

主要产品信息：金属门禁，防水门禁，金属指纹门禁，读卡器

展 位 号：4C26

公司名称：珠海市金海格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建业一路2号汇业大厦4B室

电话：0756-3391788

传真：0756-3361906

邮箱：3286406@163.com

网址：www.xunjian.com.cn

珠海市金海格电子有限公司是2002年注册成立的一家生产科技

型企业，专业生产感应式巡更、指纹巡更、GPRS无线实时巡更、

大型企业到位巡检、设备点检等系列产品。先后通过了公安部安全

与警用产品资格认证、化工防爆检测合格证书、CE 测试认证。

金海格公司秉承诚信为本的经营原则，一如既往精心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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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客户，在业内享有良好的信誉，众多经销商、工程商、政府机

构、中石油和中石化等大型企业已与我们建立了长久的合作伙伴关

系。

主要产品信息：电子巡更系统，电子巡检系统

展 位 号：4C27

公司名称：骏玮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英达利科技数码园B栋807

电话：0755-25331111

传真：0755-82044595

邮箱：357439213@qq.com

网址：www.hkregal.com

骏玮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香港骏玮有限公

司在深圳设立的分公司，我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消防通道锁研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公司，生产出的RRD通道锁广泛应用于商

场、超市、公寓、大厦等人员密集型场所.在全国多家大中型城市

都成功设立了代理机构，长期供货的商场有沃尔玛、家乐福、新一

佳、天虹、华润、万家等。 

主要产品信息：x消防通道锁，防火锁

展 位 号：4C29

公司名称：江西阿兰德金融安防有限公司

地址：南昌市高新开发区民营科技园科技大道342号

电话：0791-88169421

传真：0791-88117158

邮箱：2939436587@qq.com

网址：www.nc-aland.com

江西阿兰德金融安防有限公司是一家立足于金融网点安全防范

事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集科研开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工

程安装于一体。

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打造了一个以银行智能联动互锁系统

为核心，以ATM防护产品为龙头的现代制造服务企业。产品涵盖银

行联动互锁通勤门，ATM加钞间智能防护门，ATM防护舱、防护罩

及防护舱防护罩一体机等，公司的金融网点服务中心为各金融网点

提供高效，优质，长期的安全防范服务。所有产品在银行网点均运

行良好，受到客户一致好评。ALAND品牌享誉业界，ALAND产品

行销全国。

主要产品信息：防护舱  甲级门  厢体门  ATM加钞防护一体机 

磁力锁具

展 位 号：4C30

公司名称：佛山市飞星视听设备厂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一路115号华南电源创新科技园7座10层

电话：0757-82216390

传真：0757-82216392

邮箱：feixing@21cn.net

网址：www.feixing.net

佛山市飞星视听设备厂是一家从事医院弱电系统产品开发、 生

产和销售的专业性厂家。多年来，在医院弱电配套产品方面我们以

坚实的技术力量做依托，以国外先进之产品为目标，以优质的技术

和服务，为用户提供各种专用设备配套。坚持以科技领先、优质服

务为宗旨，因此，我们的产品深得用户的好评和信赖。

主要产品信息：医护对讲系统，ICU探视对讲系统，手术室中

央控制系统

展 位 号：4C31

公司名称：深圳市铭汘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清湖建设东路百富汇科技园D栋406

电话：0755-82838361 / 82838362 / 82838363

传真：0755-82838365

邮箱：sales@eiseis.com

网址：www.eiseis.com

深圳市铭lX科技 是全球领先的安防设备供应商，我们拥有激情

的团队、质量稳定的产品满足客户的需求，提供各系列安防产品、

安防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全力以赴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产品主要经营门禁系统和防盗系统等安防产品。以品种多样

化、质量稳定、优质服务的

特点赢得了广大合作伙伴的肯定。公司的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

地及全球60多个国家。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城市安全防范、机场、地

铁、旅游风景区、校楼、医院、智能小区等。 以“用心服务、共创

价值”的经营理念，紧跟国内外安防行业发展步伐。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系统，防盗报警系统以及配件

展 位 号：4T01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龙华新区观澜樟坑径上围金凯科技园A栋5楼

电话：0755-88359909

传真：0755-88299004

邮箱：caiwu@keyking.net

网址：www.keyking.net

金凯科技是以色列金凯KEYKING GROUP在中国的研发生产基

地，专业从事感应IC卡设备、建筑智能设备的研发、生产。产品范

围包括门禁、考勤、电子巡更、停车场管理、电子消费、闭路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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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产品认证：MA公安部检测、CE欧盟认证、FCC认证、RTTE认

证、RoHS环保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停车场、一卡通、安防监控平台、电子

锁、读卡器

展 位 号：4T02

公司名称：北京卓因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是朝阳区惠新东街11号紫光发展大厦A座1701室

电话：010-64823638-877

传真：010-64823899

邮箱：tzm@joydata.com

网址：www.joydata.com

北京卓因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自动售检票（AFC）系

统及出入口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北京市高科技企

业。公司的核心研发团队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利用在自动售检票

领域10年以上的设计、采购、生产、服务经验，为国内、外客户提

供自动售检票系统（含设备）及出入口控制系统（含设备）的整套

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主要涉及高铁自动售检票系统，地铁自动售检票系

统，以及旅游景点、展览中心、体育场馆、图书馆、长途客运站、

高档写字楼等出入口控制领域。公司拥有数十项相关软件著作权及

相关技术专利。

主要产品信息：自动售检票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数字标牌

展 位 号：4T03

公司名称：厦门泊易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环东海域湖里工业园43号4楼

电话：0592-7265687

传真：0592-5933935

邮箱：sales@parkeasy.com.cn

网址：www.parkeasy.com.cn

厦门泊易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LED显示屏、停

车场管理系统、停车场停车引导系统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和技

术支持为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企业。公司成立于2008年9月，是政

府支持的电子、软件企业。对停车产品的前瞻性判断，对公司化经

营模式与产品的准确定位，公司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经营者和专家的

加盟。公司从研发到售后技术都是有一流的人才队伍支持，产品系

列有停车场管理系统、停车场停车引导系统等。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车位寻车系统、停车场车位引导系统、多

功能LED引导屏

展 位 号：4T06

公司名称：深圳市乐得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2号路兴业工业区A6栋三楼

电话：0755-28779595

传真：0755-28779405

邮箱：public@gingerway.com

网址：www.gingerway.com

深圳市乐得威科技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智能家居、网络家电产

品技术开发的科技企业，公司拥有热情、富有创造力的团队，致力

与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为客户量身打造绿色、快捷、方便、自由的

智能生活。

产品获得多项国家专利，深获业界好评。同时，公司还为家

庭、商务、酒店客户，提供多种智能家居解决方案，实现统一管

理、场景定制、节约客户成本、提升客户价值。

公司业务遍布全国并延伸海外，与多家企业建立了伙伴关系，

乐得威科技愿与各地合作者共同成长与发展，共同营造“心随我

意”的创新生活。

主要产品信息：针对别墅、中小户型、酒店专用智能家居全套

产品

展 位 号：4T08

公司名称：广州市智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南云一路2号二栋202B

电话：020-32380581-802

传真：020-32380581-807

邮箱：ZENGZHIPING.GOOD@163.COM

网址：www.ksddjy.com

广州市智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 公司总部位于

广州科学城，以科世达品牌访客系统、访客一体机、自助访客机、

双屏访客一体机、访客验证机、访客门禁系统、访客人行通道系统

的开发为主导方向，致力于访客登记管理系统的研发与应用，以物

联网为背景，从单一的访客登记到联动门禁、监控、电梯控制、停

车场等多领域的综合性访客登记管理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科世达品牌访客系统、访客一体机、自助访客

机、双屏访客一体

展 位 号：4T09

公司名称：中国停车网/《城市停车》

地址：济南市燕子山路2-2号燕翔大厦508

电话：0531-88512040

传真：0531-88924401

邮箱：chinaparkingorg@163.com

网址：www.chinapark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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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停车网（www.chinaparking.org）每天全面及时的发布停

车设备招标信息（每年近3000条）、专业视角报道停车行业资讯、

对停车细分市场进行深入解读、独家分享停车场运营管理的经验。

《城市停车》是停车行业唯一一份专业期刊。主要报道停车行

业市场现状，停车政策，停车技术，停车场运营管理经验，品牌企

业和人物。全面分析停车行业的走势，市场规模，企业规模等；深

度分析住宅、医院、市政、机场等各类停车市场的特点和需求；分

享各类停车场的解决方案，停车场的设计案列，投资建设模式等。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杂志、资料和网站

展 位 号：4T10

公司名称：上海安全防范报警协会

地址：上海市建国中路30号910室

电话：021-22025717

传真：021-22025718

邮箱：lilith@sh-security.org

网址：www.sh-anfang.org

上海安全防范报警协会（以下简称“上海安防协会”）成立

于1992年，是经上海市民政管理局核准登记的专业社会团体。业务

主管部门是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主要从事行业统计、调查、协

调、决策论证听证、标准制定、考察、会展、交流、合作、四技服

务等。

上海安防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管理优势，拥有内部杂志《上海技

防》和协会网站“上海安防网”，并成功举办了“上海社会公共安

全产品国际博览会”，同时每年举办多场新产品新技术交流会，在

行业内享有较高声誉。

主要产品信息：行业协会

展 位 号：4T11

公司名称：深圳市西瀚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岗区爱联台中工业区A9栋楼

电话：0755-83424319/86162989

传真：0755-83429089

邮箱：szsuo@hotmail.com

网址：www.szsuo.com

深圳市西瀚安防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磁力锁、电插锁、

电磁锁、门襟考勤、闭门器等安防周边配套产品及读写设备和各

种卡片的专业生产商，作为一家国内及全球电磁锁及智能卡生产基

地。

主要产品信息：磁力锁，电插锁，闭门器

展 位 号：4T12

公司名称：深圳国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岗爱联嶂背路468号银联通科技园B栋3楼

电话：0755-28932426

传真：0755-28935596

邮箱：1306356636@qq.com

网址：szrssecurity.com

深圳国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典智能”）是一家

隶属于RS Security（HK）专业从事智能化通道闸系统及相关门禁系

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三位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研发、

生产、销售摆闸,翼闸,三辊闸,人行通道闸,无障碍通道,门禁通道闸,

无障碍通道,平移门,一字闸,监狱通道闸等人行通道闸。RS Security

（HK）为国际弱电安防行业知名品牌，东南亚乃至世界范围内优秀

智能设备开发商与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RS Security(HK)产

品、营销及服务网络遍布全球六大洲几十个国家

主要产品信息：深圳国典专业生产研发三辊闸、摆闸、翼闸、

平移闸、转闸、一字闸

展 位 号：4T14

公司名称：广州安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村北环路100号十一社工业区B2栋4楼

电话：020-32353721

传真：020-32351685

邮箱：nikitek@163.com

网址：www.anbtw.com

广州安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司 成立于2005年4月，注册资金

500万，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广州市；安博公司一向致力于安防系

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配送、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

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

展 位 号：4T15

公司名称：东莞市警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莞城区莞龙路大宏山工业区G栋3楼

电话：0769-22261809

传真：0769-22268809

邮箱：2851132358@qq.com

网址：www.ja0769.com

东莞市警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锁业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高科技安防企业，公司产品范围涵盖：人脸识别锁、指

纹密码锁、智能一体化刷卡锁、智能静音锁、电插锁、磁力锁、支

架、门禁控制主机、门禁电源系列、后备蓄电池、闭门器、IC/ID智

能卡、报警喇叭、遥控开门器等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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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拥有专业研发队伍、技术精湛、实力雄厚，拥有自己的

五金、电子等一条龙制造工厂，公司的知名品牌“华睿”系列优质

产品以合理的价格、至上的服务，畅销国内外市场，在国内重点城

市都设有办事处，展销点等；

主要产品信息：人脸识别锁、指纹密码锁、一体刷卡锁、静音

锁、电插锁、磁力锁

5号馆参展企业

展 位 号：5A01

公司名称：河北为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竞秀区天威西路3659号

电话：0312-3265786

邮箱：4251848@qq.com

网址：www.weiweiguanggao.com

为未科技专注于中高端社区，商务楼宇，商超百货，车辆进出

口，新型道闸的安装与运营，致力于新兴媒体的开发与应用，打造

行业典范。用专业的心，做专业的事。为客户利益而努力，让客户

满意与成功。

目前为未公司在河北省，山东省，内蒙古，黑龙江省，辽宁

省，吉林省拥有9家直营公司，已开通运营20个城市，与数千个中

高端物业建立了长期合作。

主要产品信息：广告道闸机、新型百叶窗式道闸

展 位 号：5A04

公司名称：《智能家居》杂志社

地址：合肥市瑶海区中天左岸B座22层

电话：0551-6517638

传真：0551-6517639

邮箱：sunny@le365.cc

网址：www.le365.cc

《智能家居》杂志是一本面向智能家居及智慧社区、酒店智能

化等领域的专业刊物。杂志读者对象为：智能家居、智慧社区、智

能酒店领域生产商、工程商、经销商、集成商，房地产商、物业公

司、装饰装修 公司以及高端城市家庭住户。 从2006年创刊以来，

《智能家居》杂志得到广大业内读者的高度赞誉，刊物的发行量和

影响力已经位居国内智能家居期刊第一名。多年来，杂志以快速全

面的新闻资讯报道，详实的案例文章，深入浅出的技术讲解，分类

具体的商情信息，成为广大智能家居领域从业人士的案头必读刊

物。 

主要产品信息：杂志

展 位 号：5A05

公司名称：中国安防展览网

地址：杭州文二路391号节能科技园E座中区三楼

电话：0571-87759920

传真：0571-87756393

邮箱：736849866@qq.com

网址：www.afzhan.com

中国安防展览网（www.afzhan.com）依托杭州百站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丰富的信息服务经验和互联网领域的雄厚实力，成为了安

防行业最大的专业网站。网站展出了数万个精品安防产品的图文资

料，成为了多数工程商、采购商非常重要的安防产品选购平台。

中国安防展览网是国内安防行业信息化服务开创者和始终领先

的商务资讯服务机构，坚持“为客户赢利”的经营理念，为行业内

的安防厂商/贸易商提供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媒体展示，实体杂志《安防@中国》

展 位 号：5A07

公司名称：辽宁长城会展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18-1号中润国际大厦D座2-5-2

电话：024-23939785   4000241360

传真：024-23939781/82

邮箱：804011076@qq.com

网址：www.af360.com

辽宁长城会展广告有限公司是一家务实的传媒机构。致力于打

造杰出的会展推广、行业网站传播和DM传媒平台。公司历经十五

年实践，打造了一座多元化、高效率的传播平台：东北安防“三

宝”——东北安博会：让您的企业每年荣耀展现一次；《长城安防

网讯》：让您的企业每年闪亮展现十二次；长城安防网：让您的企

业风采时时刻刻展现。

东北安防“三宝”采用独特的展会+期刊+网站互动的模式，

拥有极高的可信度、关注度和公信力。

主要产品信息：东北安防三宝：东北安博会、《长城安防网

讯》、长城安防网

展 位 号：5A09

公司名称：深圳市顶级广告有限公司(泽希电子商务)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常兴广场西座19A 

电话：0755 61370282

传真：0755 61370039

邮箱：565141737@qq.com

网址：www.tops360.com

深圳市顶级广告有限公司（泽希电子商务）最新打造的一款智

能、高效、稳定、生态发展的网络营销系统---希网引擎的核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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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一。该功能引入了发布流程智能控制技术，商业信息联盟理念

并结合了多线程智能控制及商业搜索核心技术。有效解决企业产品

广告宣传、获取商机信息、得到客户资料、维护新老客户资源、有

效管理销售团队等方面营销需求。目前所开发的产品包括基于信息

推广系统；引擎推广系统，流量引进系统，数据抓取系统，官网推

广系统，微信推广系统等数据互通

主要产品信息：引擎推广系统，流量引进系统，数据抓取系

统，官网推广系统，微营

展 位 号：5A10

公司名称：艾迪艾思（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55号金威大厦803

电话：010-51502000

传真：010-51502000-809

邮箱：yan.li@21its.com

智能交通网是中国智能交通领域网络传媒的开创者。倡导“专

业创造价值 价值成就责任”的服务理念，以敏锐的视角洞悉行业，

以强大的技术构建网络传媒，以专业的服务满足客户，致力于交通

行业和网络技术的完美结合，致力于为客户创造竞争优势。为智能

交通产品生产商、产品代理商、系统集成商、最终用户等提供全面

准确的智能交通产品、技术、市场等信息，为智能交通企业提供系

统的、“e化”的市场服务。多元高效地帮助企业有效获地取用户

需求以便更快捷地服务用户，帮助企业降低市场宣传成本、塑造企

业社会形象、提高企业市场地位。

展 位 号：5A12

公司名称：佳宝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盘屿路857号佳宝科技园

电话：0591-88089900 / 88089911 / 88089922

传真：0591-83266887

邮箱：JBXIEBAI@163.COM

网址：www.jarbo.cn

佳宝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坐落于历史悠久的福建省会城市福

州。本公司是福建省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大量

先进的检测设备，自动化生产线以及一批务实敬业的员工队伍，亦

是国内较早从事楼宇智能化系统的产品研发生产企业。公司创业以

来始终秉持品质第一，服务第一，用户第一的经营理念，以市场为

龙头，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断专研产品开发，在市场上取得了良

好的业绩。面对骄人的成果，佳宝人并不满足，仍旧保持着积极向

上的态度，开拓进取是佳宝科技永不干涸的血液。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数字楼宇可视对讲系统、

智能停车管理

展 位 号：5A15

公司名称：广州智家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89号华景软件园C栋301

电话：020-85563465-23

传真：020-85563469

邮箱：nicle@qianjia.com

网址：www.qianjia.com

千家品牌传媒，是一家专注于建筑智能、家居智能、人工智能

方向的综合服务平台 。

千家网(www.qianjia.com)是国内第一家智能建筑与智能家居方

向的行业网站，由广州智家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创建于2000年的千

家网，经过15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建筑智能化与系统集成领域最

大的门户网站和品牌监测平台。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硬件相关单品

展 位 号：5A16

公司名称：深圳华南城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华南城1号交易广场6楼H区

电话：0755-6186 2218

传真：0755-8963 8611

邮箱：liulingfeng@csc-ec.com

网址：www.csc86.com

华南城网（www.csc86.com）是华南城集团投入巨资倾力打

造的一个“网上华南城集群服务平台”， 是中国领先的实体市场电

子商务平台。华南城网以华南城实体市场产业集群为基础，以遍布

全国的实体商贸物流资源为依托，华南城网已形成集信息展示、商

机发布、品牌推广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在线业务管理平台，并逐步

建立大宗商品交易、仓单贸易、在线供应链管理与互联网金融等新

型业务体系，突破单一的电子商务形态，通过“线上+线下双轨发

展、实体+网络立体运营、行业+区域纵横结合”的协同发展，构建

“B2B+SNS+O2O”

主要产品信息：网上华南城集群服务平台

展 位 号：5A17

公司名称：深圳华强电子交易网络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强路口华强集团2号7楼

电话：83283096

传真：83283096

邮箱：caiqi@hqew.net

网址：c-ps.net

华强安防依托华强集团优质资源，通过综合运用B2B平台、行

业杂志、市场公关活动、数据库精准营销等形式，在近年来迅速的

成长为行业标杆，已成为唯一的集安防门户网站、安防电子商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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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平台、安防纸媒、安防行业公关活动与东北亚最大安防市场为一

体的大型综合营销服务商。

主要产品信息：品牌形象展示

展 位 号：5A18

公司名称：数字音视工程网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朋年大学城科技园A栋211

电话：0755-82091686

传真：0755-25167215

邮箱：yzm@davinfo.com

网址：www.dav01.com

数字音视工程网及数字音视工程杂志以终端客户和工程商为重

点，以实际应用方案中涉及相关音视频领域实际需求为目标，为其

终端客户和工程商提供最专业的应用方案，最快的资讯，分类准确

的产品，全国齐全的音视频招标，全国齐全的基建建设信息，行业

技术，国家标准，工程管理，企业管理等，是致力于DAV行业整体

解决方案的综合型媒体。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音视工程网   数字音视工程杂志

展 位 号：5A19

公司名称：深圳狮子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福园一路天瑞工业园A7栋六楼西

电话：0755-32817110

传真：0755-86299658

邮箱：sales@hklionking.com

网址：www.szlionking.cn

深圳市狮子王科技有限公司是狮子王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2001年在大陆投资设立的中港合资企业，是一家被狮子王国际授权

在大陆专业从事“狮子王”品牌专业110视频联网报警系统、可视

楼宇对讲、485总线联网报警和CCTV产品研发、生产和服务的民营

高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报警主机

展 位 号：5A23

公司名称：深圳市理昌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华强北振中路太平洋安防专业市场7楼

电话：0755-83331133-8111

传真：0755-83212262

邮箱：1743797588@qq.com

网址：www.tpy888.cn

太平洋安防成立于2001年，隶属于深圳市理昌实业有限公司。

旗下企业包括太平洋安防网，《太平洋安防》杂志，太平洋安防专

业市场（深圳、重庆、郑州、南京）。 

经过13年的努力与发展，太平洋安防凭借专业的市场服务与先

进的互联网技术，在新媒体趋于融合的大势下，以网、刊、手机、

实体市场多种媒介并行发展的全媒体阵营，为企业搭建可靠的供需

平台，提供全面的商务解lz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全国最大安防市场、专业安防网站及安防杂志

展 位 号：5A36

公司名称：广州市音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浦汇南广场西区二楼B19

电话：020-84509588

传真：020-84509588

邮箱：48002328@qq.com

网址：www.ksppa.cn/

广州市音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称为佛山市南海o}声音响设备

厂，是一家从事公共广播、会议扩声系统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高新企业。

作为行业领先的广播系统、会议扩声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广播产品涵盖智能广播、IP网络广播；会议产品涵盖表决、讨

论、同声传译、签到、中央控制及会议管理平台软件等产品系列；

专业扩声产品涵盖调音台、功放、音响及其它周边产品系列。

音桥电子自成立之初就坚持自主创新和产品差异化发展战略，

推出的产品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广播、IP网络广播；会议产品、调音台、

功放、音响

展 位 号：5A41

公司名称：中国制造网

地址：江苏省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星火路软件大厦A座

电话：025-66677777

传真：025-66670000

邮箱：ads@made-in-china.com

网址：made-in-china.com

中国制造网（Made-in-China.com）是国内领先的综合型第三

方B2B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专注服务于全球外贸领域，在帮助中小

企业应用互联网开展国际营销、产品推广方面拥有超过15年的成功

经验，已成为海外买家采购中国制造产品和中国中小企业走向国际

市场的重要渠道。

主要产品信息：电子商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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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5B01

公司名称：深圳市讯晨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同乐新布路24号宝莱特工业区3栋5楼

电话：0755-83980719

传真：0755-83980185

邮箱：2538234999@qq.com

网址：www.orinsong.cc

深圳市讯晨安防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专业从事家用

燃气报警器、红外报警器、烟雾报警器等安防产品研发, 生产和营

销的高新技术企业。

为追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讯晨公司与国内著

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成立专门实验室进行高新技术的探索

和开发；公司凝聚了一支掌握高尖端电子技术、在专业领域拥有多

年经验的资深研发团队,多年来致力于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

产品。探测器系列产品已通过国际产品认证，并拥有多项国际国内

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

主要产品信息：家用燃气报警器 红外探测器 烟雾报警器

展 位 号：5B03

公司名称：深圳市宏创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章阁宏创威工业园

电话：075589508272

传真：075589505246

邮箱：2355715037@qq.com

网址：www.sz-hcw.com

深圳市宏创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1日，公司位

于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章阁宏创威工业园，工厂面积约15000

平方米。是国内最专业的停车场设备和人行通道设备一站式生产采

购基地。同时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安

防综合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道闸、机芯、票箱、摆闸、翼闸、三辊

闸、转闸

展 位 号：5B05

公司名称：深圳市君和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环路留学生创业大厦15楼10号

电话：0755-86320888

传真：0755-86320666-803

邮箱：huangchaoli@gemvary.com

网址：www.gemvary.com

由赴美留学生团队和国内在安防、IT及通信领域有多年积淀的

顶尖技术人才联合成立。聚焦于全新一代智能可视楼宇对讲的全面

开发。秉承“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在中美双方研发力量的紧密配

合下，完成了系列技术难题的攻关。历经三年完成了新一代智能可

视楼宇对讲系统的产业化。

从成立伊始，君和睿通即含有创新的基因。将美国的创新精

神、技术积累和中国的低成本完备配套产业链完美结合。产品面世

以来，在业界掀起了强烈波澜，被认为引导了楼宇对讲演进的方

向。公司已经建立完备的研发、生产/质检、销售/服务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新一代智能可视楼宇对讲系统

展 位 号：5B07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普仕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益田花园28栋综合楼2楼东

电话：0755-82026098-8045

传真：0755-82026028

邮箱：jack@anposi.com

网址：www.anposi.com

深圳市安普仕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制造有线及无线可

视对讲门铃等安防产品为主的安防公司。

自成立以来，我们以研发和创新为重心、加以对产品质量的严

格控制，设计生产出了许多受客户青睐的安防产品；同时我们还可

以提供给客户OEM和ODM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有线可视门铃、无线可视门铃、门铃对讲、门

铃楼宇系统

展 位 号：5B08

公司名称：中山市铁盾锁业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东升镇裕民六村景丰街2号

电话：0760-22221256

传真：0760-22221259

邮箱：307294105@qq.com

网址：www.beihao.net.cn

公司位于全国著名的锁具五金产业基地中山市。公司专注技

术创新，不断自主研发系列产品，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先进的生产

工艺和对人员的科学管理，以安全可靠的质量和优雅的设计理念造

就高品质的产品“贝好牌”系列产品用料真实、工艺精湛、外型美

观、设计独特，深受用户好评。

成功来自不断努力，铁盾锁业在发展的道路上以“诚信为本，

服务至上”使新老客户都能得到方便、快捷、满意的服务。

“质量第一、立足科技、做得更好”。我们愿与客户真诚合

作，将现代科技融入生活，不断提供更加安全、简便、超值的智能

安防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静音锁,电机锁,电控锁,磁力锁,电插锁,门禁等锁

具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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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5B10

公司名称：深圳市威斯迪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同乐社区同庆路36号

电话：0755-28228397

传真：0755-28228117

邮箱：info@wisdomtech.com.cn

网址：www.wisdomtech.com.cn

深圳市威斯迪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一家设立在深

圳特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研发、制造、销售高档三辊

闸、翼闸、摆闸、平移闸、全高（半高）转闸等在内的一系列智能

安防产品。公司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在通道行业率先使用无刷

直流电机技术。公司系列产品可无级变速、输出可调、过载能力

强、产品基本免维护。公司自成立以来，产品已经畅销全国二十多

个省市自治区，更有外国客户慕名而来，产品已经出口至东南亚和

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我们竭诚欢迎海内外客商同行，莅临我司参观指导，共创辉

煌。

主要产品信息：全自动三辊闸、半自动三辊闸、摆闸、翼闸、

平移闸、全高转闸

展 位 号：5B12

公司名称：南京凯凌电子技术服务公司

地址：中国南京市江宁区临麒路115号

电话：025-83417714

传真：025-83417714

邮箱：sales@carin.cn

网址：www.carin.cn

南京凯凌电子技术服务公司（生产厂家）成立于1991年，座

落在风光秀丽的六朝古都南京，位于江宁东山区工业区临麒路115

号。公司在坚持自我研发的同时，结合国内外先进技术，确保了我

们的产品有可靠的质量和充满竞争力的价格。

时至今日CARIN产品已远销澳大利亚、葡萄牙和其他国家。越

来越多的客户开始跟我们合作。对于部分客户我们提供OEM产品，

对于更多的客户，我们提供我们自己的品牌“CARIN”。

主要产品信息：自动平移门 ，自动平开门，分截式车库门和翻

板车库门

展 位 号：5B13

公司名称：中山微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节能科技园科技创新大厦410室

电话：38340037

传真：38340037

邮箱：wukl@wedonetech.com

网址：www.wedonetech.com

中山微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手指静脉身份识别

技术研发的公司，由10多年来专注于活体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研究的

团队创建成立。总部位于国家级开发区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留学生创

业园，公司自主研发的手指静脉身份识别系列产品申请了多项国家

专利并填补了国内空白，产品通过了公安部的安防产品质量检测认

证，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目前，微盾系列产品已经在司法、

教育、社保、金融、医疗、卫生、安全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其优异性能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我们的企业理念是共同打造一

个“无密码，无匙卡”的智慧生活新时代！

主要产品信息：手指静脉识别终端、开放式模块、透射式模

块、智能门锁

展 位 号：5B14

公司名称：上海申达自动防范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常和路318号

电话：021-62575427

传真：021-62541978

邮箱：sh50shenda@126.com

网址：www.sh50shenda.com

本公司原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的直属部门，

自1987年起专业从事安全防范领域产品的研制、工程项目设计及施

工，是上海最早涉及安防领域的单位之一。 

申达综合实力雄厚，多年来先后开发出采用高端前沿技术的各

种报警器、探测器十余种，其中泄漏电缆入侵探测器属国内首创，

填补国内空白。二十年来，该产品广泛应用于部队、监狱、政府机

关、工矿企业、高级住宅区等领域的周界入侵探测系统，是国内市

场占有率最大的研发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泄漏电缆入侵探测器

展 位 号：5B16

公司名称：深圳艾视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梅坂大道民乐工业园D栋5楼

电话：0755-88899661

传真：0755-61566618-16

邮箱：asrsafe@163.com

网址：www.asrsafe.com

深圳艾视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于2012年实现股份制

改革，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智能化公司。

公司主要产品：楼宇对讲、数字楼宇智能、智能家居、一卡通

系统等。

公司是具有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且经营业绩稳定增长的潜

力科技公司，坐落于中国科技前沿城市---深圳，公司始终专注于

安防行业的技术前沿，不断寻求产品技术的创新和突破，覆盖了基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
2015 The 15th China Public Security Expo

168 www.cps.com.cn

本型的楼宇可视对讲产品、中高端的小区智能化系统和完全数字化

的智能家居系统，能够针对不同安防需求的项目提供合适的细分产

品与专业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系统，门禁系统，梯控系统

展 位 号：5B18

公司名称：温州首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清江镇石陈工业区A栋

电话：0577-61761171

传真：0577-62260190

邮箱：859224921@qq.com

网址：www.klairdq.cn

温州英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于通信工程配套产品

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的企业。

产品涵盖面板型无线AP、POE交换机、POE路由器、楼层交换

机、光纤入户信息箱、3G宽带网络箱、照明配电箱、JXF控制箱、

TD28等电位箱等。产品广泛应用于住宅小区、别墅排屋、写字楼、

厂区、星级酒店、度假村、学校、医院等。

公司专业生产多媒体信息箱、弱电箱、光纤入户箱、配电箱、

布线箱、等电位箱等。可提供OEM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多媒体信息箱，弱电箱，光纤入户箱，配电

箱，电话，电视网络模块

展 位 号：5B19

公司名称：深圳伊兰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龙华新区大和路硅谷动力清湖园A15幢2层

电话：0755-23713126 

传真：0755-23713085

邮箱：2850990892@qq.com

网址：www.sz-eland.com/

深圳伊兰度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停车场门禁设备研发，生

产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 公司成立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广告道闸机、

停车场管理系、车牌识别系统、人行通道闸机的研发生产，产品在

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主要产品信息：道闸、广告道闸机、车牌识别系统、人行通道

闸、停车场收费系统

展 位 号：5B20

公司名称：亦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龙东大道3000号张江集电港8号楼4楼

电话：021-58965111

传真：021-58969200

邮箱：lijianquan@sheyit.com

网址：www.sheyit.com

上海亦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人车出入管理相

关智能系统的高新技术企业。长期致力于RFID、生物识别、物联网

为核心技术的高端应用系统的研究，产品涵盖：停车管理、行车引

导、访客管理、门禁通道、电梯自控、人员定位等数十个子系统，

可快速搭建完整、安全、高效的出入控制与管理平台，为智慧社

区、智慧园区、智慧商业广场等提供人车出入管理真题解决方案，

广泛应用于住宅社区、商业办公、公共设施、政府机关、工厂园区

等场所。

主要产品信息：出入口读卡机、通道闸、车牌识别一体机、自

助缴费机、充电桩等

展 位 号：5B21

公司名称：深圳市深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留仙洞工业区20栋302

电话：0755-29111858

传真：0755-29111859-8008

邮箱：hesir2001@sina.com

网址：www.szsrs.com

深圳深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一卡通领域软、硬件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辅之以技术雄厚，素质过硬

的销售，管理、生产、质量，维护的强大服务团队。公司一直致力

于一卡通系统的开发与研制，积累了丰富的产品开发、生产和工程

实践经验，奠定了公司在该行业领域中雄厚的实力基础。 公司秉承

“以人为本”的经营思路，建立各种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

极性。坚持引进人才、开发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的方针，确

保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电梯门禁，读卡器，楼宇对讲门禁

展 位 号：5B22

公司名称：普达柯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联街道银威路6号满京华盈丰大厦704室

电话：0755-82816989

传真：0755-82816991

邮箱：max@podak.com.cn

网址：www.podak.com.tw

本公司自1987年8月成立，为日本松下Panasonic正式代理商，

并于2007年1月4日在台北挂牌上柜，以主、被动电子元器件为主

要商品，总公司在台北，并在高雄、上海、深圳、香港、苏州、昆

山、成都，均设有子公司或办事处。

自有安防监控品牌Podak产品：ccHDtv系统发展技术之监控摄

像机、硬盘录象机；并代理销售消费性电子产品：家用智能监控报

警系统、家用监控网络摄像机、便携式迷你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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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ccHDtv同轴共缆数字高清监控、智能家居监控

报警物联网+

展 位 号：5B23

公司名称：北京欣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通州潞苑南大街运通花园106-2

电话：010-69553972

传真：010-89556301

邮箱：1950610713@qq.com

网址：www.xinqinlin.com

北京欣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专业研发、生

产、销售各种室外周界报警产品，以及弱电工程设计，工程施工于

一体的科技型企业。公司始终遵循“诚实经营、技术创新、质量第

一、客户至上”原则，以优质的产品和热枕服务回报广大国内外用

户的长期支持与信赖。 

公司每年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进行新产品的研发，产品种

类不断增加，产品质量稳步提高，用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和客户

需要。目前公司产品有：“埋地泄漏电缆周界防入侵报警系统”、

“电子围栏周界防入侵报警系统”、“精确定位型振动防入侵报警

系统”、“刀片围栏周界防入侵报警系统”、“矢量式围栏周界防

入侵报警系统”、“振动电缆周界防入侵报警系统”、“拉力围栏

周界防入侵报警系统”、“振动光缆周界防入侵报警系统”等。

主要产品信息：泄漏电缆、电子围栏、振动电缆、定位震动、

矢量围栏

展 位 号：5B24

公司名称：广东聚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科技园彩怡广场1号楼

电话：0769-22992888

传真：0769-22992888-8212

邮箱：fanpeng@koti.cn

网址：www.koti.cn

广东聚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广州市聚晖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4年，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专注于研究智慧生活领域

产品服务，以智慧生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维护及运

营服务为一体的大型高科技公司。 

聚光电子智慧化产品包括：自创品牌“KOTI”智能家居系统、

专业家庭影院系统、智慧社区系统、数字楼宇对讲系统、社区服务

运营平台、智能交通系统、系统集成等，为客户提供智慧生活全方

位解决方案及技术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交通系统、一卡通系统、智能家居系统、

智慧社区系统 

展 位 号：5B26

公司名称：深圳市富赢四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花路深华科技工业园1栋5层

电话：0756-2131431

传真：0756-2131431-801

邮箱：yxt@ajb110.com

网址：www.fuyingsihai.cn.alibaba.com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的网络安防系统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2003

年创立，一直致力于网络安防系统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始终秉承

“专业至上，精益求精”的理念，切忌片面地追求大、宽、全，迄

今为止，我们只在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根据客户需求，不断努力提

升产品的质量、功能，全方位满足不同用户的安防需求。公司主要

研发生产RS485总线、IP网络、WIFI、GPRS、电话网等各类网络安

防系统及设备。从公司成立至今，我们已研发生产了多个系列八十

多款产品，包括各类通讯报警主机、功能模块、联动设备、通讯转

换器等设备和中心软件。

主要产品信息：中心软件、报警控制主机、防区扩展和联动输

出模块、总线探测器

展 位 号：5B27

公司名称：深圳前海芝麻开门网络通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紫光信息港E309

电话：0755-86672130

传真：0755-86672160

邮箱：yuweifeng@qhzmkm.com

网址：www.qhzmkm.com

深圳前海芝麻开门网络通讯有限公司2014年成立于深圳前海，

是一家专业从事智慧社区领域的专业型高科技公司。公司集聚了一

批从事通讯领域和智慧社区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专注基于FTTH

光纤通讯方面的产品研究开发与推广。公司研发的基于光纤入户

（PON）技术的智慧社区智能终端，多项发明专利填补了行业空

白，并已陆续应用到实际实际项目中。公司旨在搭建可落地的、基

于与互联网高度结合的智慧社区信息及生活服务平台，为社区居民

创造全新的智慧生活体验。

主要产品信息：全光网络家庭可视智能终端

展 位 号：5B28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泰讯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华新区建设东路百富汇工业园E栋411-428室

电话：0755-28197881

传真：0755-28197893-606

邮箱：2355508089@QQ.COM

网址：www.szanta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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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泰讯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专业

从事感应式IC卡一卡通系统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及工

程设计，公司拥有自身开发的\”感应式一卡通系统\”核心技术。

公司的股东及主要开发人员自1996年就开始从事感应式一卡通系统

的开发与集成，开发出的产品因其技术性能优良 、价格合理而特别

适合国内用户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梯控、停车场、访客、储物管理系统

展 位 号：5B29

公司名称：深圳市康鑫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大和社区怡力科技园A栋2楼

电话：0755-25783560

传真：0755-23033433

邮箱：jackie.nie@126.com

网址：www.konxtech.com

深圳市康鑫泰电子有限公司是由在台湾IC设计公司工作12年的

多位研究生创立, 并有多位在美国留学的归国博士生加盟,2009年在

香港成立了康鑫泰国际有限公司，有自己自主品牌KONX,是目前中

国最大的无线可视对讲系统生产厂家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WiFi门铃、无线可视门铃、无线可视猫眼、密

码刷卡门铃

展 位 号：5B31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际高科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岗中心城清林西路天汇大厦5楼

电话：0755-66642410

传真：0755-66642430

邮箱：adp0341@163.com

网址：www.szzjgk.com

深圳市中际高科电子有限公司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 

是一家以安防报警，智能家居配件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

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公司发展始终以技术为根本，依托行业资深

工程师，通过自主开发、合作开发等方式，研发生产行业领先的特

色安防产品。

公司以质量求生存，注重产品生产中的稳定性、一致性，通

过与国外公司和安防工程公司的合作及交流反馈，不断优化产品设

计，改进生产测试流程，提升产品品质，为用户提供满意的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探测器门磁遥控器烟感气感QQWIFI、

GSM报警盒子套装

展 位 号：5B32

公司名称：惠州市惠德瑞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和畅西三路67号

电话：0752-2652968

传真：0752-2652186

邮箱：songjq@huiderui.com

网址：www.huiderui.com

惠州市惠德瑞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注于一次锂电池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及产品通过了ISO9001、CE、UL、UN、SGS（RoHS）

等认证。我们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电、水、气和热表、安防、医疗、

GPS、RFID、军事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3.0V锂锰电池、3.0V超薄锂电池、1.5V锂铁电

池

展 位 号：5B33

公司名称：江苏富士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锦峰路158号21号楼

电话： 0512-68250097   传真：0512-68253090

邮箱：palmpass@cn.fujitsu.com  

网址：www.palmpass.net

江苏富士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创建于1995年，是富士通在全

球专业从事手掌静脉身份识别技术的应用及相关生物识别安防产品

设计与开发的子公司。

近年来，我们的客户主要涉及银行、电信、公安、社保等公共

部门以及工矿企业、教育机构和商业流通等多个领域。我们的产品

已成功销往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阿

联酋等海外国家及地区。

我们始终围绕用户需求坚持创新理念，奉献可靠、安心的产品

和服务。通过生物识别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实现工作生活的智能化

升级。科技助力生活，在这个前景无限的科技领域，我们正持续前

进。

主要展品信息：掌静脉采集仪、掌静脉识别仪、掌信宝

展 位 号：5B34

公司名称：宁波万鸣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慈东工业区日显路689号

电话：0574-63970951

传真：0574-63666600

邮箱：sale@nbwanming.com

网址：www.nbwanming.com

宁波万鸣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专业生产和经营各种

防盗用警报器配套产品，主要有：电子警号，自备电池警号，蜂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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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号角喇叭，闪灯，声光警号，门磁等,各类产品规格齐全，通过

CE认证,RoHS测试，能满足国内外客户的各种需求。

客户的需求，万鸣的追求。 本着严格细致，开拓进取，热诚守

信，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不断的改进和创新以制造出更符合广大

客户要求的产品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开拓更广泛的国内外市场是我

们的目标，我们热诚的欢迎海内外朋友来电来函咨询和洽谈。

主要产品信息：电子警号，蜂鸣器，自备电池警号，声光警

号，车用警号，闪灯

展 位 号：5B35

公司名称：广州市白云区雷拓电子设备厂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槎路392号长盛国际工业园C区A栋

电话：020-36752061

传真：020-36752061-8005

邮箱：1239773371@qq.com

网址：www.rattop.com

广州市雷拓数码电子设备厂创立于2003年，主要从事公共广

播、专业音响行业。产品系列包括:IP网络广播系统、智能广播系

统、消防报警广播系统、各种室内外音柱、吸顶喇叭、会议系统

等，产品系列丰富，完全满足市场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十年来雷

拓产品工程案例超过10万个,在国内市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主要产品信息：公共广播系统，IP网络广播技术先锋！

展 位 号：5B36

公司名称：深圳天安华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华强北太平洋安防专业市场2B152、汇通安防数码港A353

电话：0755-83226185

传真：0755-83976185 

邮箱：ruansd@126.com

网址：www.sztahy.com

深圳市天安华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开发、生产及销售于一

体的科技企业。主营产品：门禁，各类门禁电源、UPS后备电源以

及各种类型的低温电插锁，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申请有相关

专利。

我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产品性能稳定、品质优越，设计、工

艺、规格均在业界领先。此外，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为国内外厂商

客户提供ODM和OEM服务，为客户量身订做，全方位满足客户的

需求，并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优质的售后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各类门禁电源，ups后备电源以及各种类型的

低温电插锁

展 位 号：5B37

公司名称：深圳视安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湖商业城新鹏苑A栋B1008

电话：0755-29633121

传真：0755-29633121

邮箱：2281672865@qq.com

网址：www.szsaj.cn

深圳视安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智能化楼宇对讲系统研制、开

发、生产、销售及施工的高科技专业性生产厂家。  

本公司生产的楼宇对讲、TCP/IP网络数字可视对讲系统、门禁

刷卡管理系统、数字智能家居系统等高科技产品。款式多，高低温

性能好，运行稳定、使用寿命长、功能设计独特、价格优廉,深受房

地产商、工程商、经销商和用户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数字智能可视对讲

展 位 号：5B39

公司名称：深圳鼎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办事处华盛路45号宝华诚工业园1栋2楼

电话：0755-33002888-913

传真：0755-33069888

邮箱：lp.zeng@idiway.com

网址：www.idiway.com

鼎识专注于二维码、RFID读写器研发和物联网应用解决方案的

设计与集成，注册资金5630万元。已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信部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国家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

鼎识自成立之初便确立了以射频识别与光学识别为技术手段，

识别人、车、物的物联网发展方向，向客户提供银行、网吧、酒

店、电信实名登记、学生信息管理、射频识别车辆与货物智能监

管、动物溯源、银行现金箱包管理等领域的识别产品与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证件识别仪、电子证卡、车辆射频识别卡、移

动智能识读器等

展 位 号：5B40

公司名称：深圳市远航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坂田街道吉华路389号2楼

电话：0755-83766647

传真：0755-89504280

邮箱：2355738150@qq.com

网址：www.szyoho.com

深圳市远航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安防电子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公司主要产品有各类总

线，分线报警主机，无线GSM报警主机，红外探测器，对射光栅，

烟雾报警探测器，燃气泄露报警器，以及门磁，按钮等报警周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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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主机，红外探测器，烟雾报警器，燃

气报警器，红外光栅等

展 位 号：5B41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科达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上木古村新河路59号

电话：0755-84663630-803

传真：0755-84663802-809

邮箱：szjzh001@szjzh.com

网址：www.szjzh.com

深圳市金科达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十二年金品质，

是国内第一家机芯最全生产厂家，公司拥有自己专业的钣金跟机芯

生产团队，有台励福数控冲床（台湾产）、米路加数控折弯机、台

钲数控车床等多种设备，新厂房位于平湖华南城边上木古村新河路

59号，面积4700平方米，从硬件开发、机械制造、钣金生产、电子

控制到软件集成，都是自主研发、生产，公司三辊闸机芯、翼闸机

芯等拥有多个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全部产品均有CE认证（出口欧盟

认证），产品50-60%出口到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国家。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通道出入口控制闸机系统

展 位 号：5B42

公司名称：深圳易联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岗区坂田石背路德众工业园A栋2号电梯三楼三号

电话：0755-89356265

传真：0755-89350059

邮箱：info@ealink.com.cn

网址：www.ealink.com.cn

深圳易联凯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可视对讲、智能家

居、视频监控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我们工

厂位于广东深圳，公司自2008年成立至今，已为全球数十万家

客户提供了各种优质的安防产品，是具有实力的楼宇对讲和智

能家居产品研发制造商之一。我们已拥有一支优秀的研发团

队，主要的技术人员在可视对讲、智能家居、视频监控、液晶显

示等多个科技领域有着多年开发经验，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

力，成功开发出多款可视对讲产品和智能家居产品。依靠我们强

大的研发实力，我们能够提供行业内最有性价比的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可视对讲门铃

展 位 号：5B43

公司名称：上海欧脉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兴路1725号2406室

电话：021-61230888

传真：021-61230899

邮箱：bxy6688@163.com

网址：www.oumai21.com

上海欧脉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2002年，专门从事智能

周界报警系统——安防系统第一道防线的设计、生产和销售。脉冲

电子围栏、实体围墙振动入侵探测系统、张力式电子围栏、泄漏电

缆入侵探测系统等立体周界防护，广泛应用于变电站、电厂、住宅

小区、工厂、重要仓库、机场、军事设施、博物馆、政府机关、看

守所等处。九年来，中国已有数万用户得到欧脉安全产品的保护。

主要产品信息：脉冲电子围栏、张力电子围栏、振动入侵探测

系统

展 位 号：5B44

公司名称：温州旭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一路158号F幢三楼

电话：0577-86381786

传真：0577-86381782

邮箱：2322446962@qq.com

网址：www.xuhuicn.com

温州旭辉科技有限公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客户创造价值

的核心理念，悉您所需、为您所用，以客户对产品的功能需求制定

产品策略、提供解决方案，彻底打破传统以产品品牌为主的销售模

式，我们围绕客户的需求持续创新、提升客户体验，为客户创造最

大价值。

公司在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

系统集成服务业发展现状和市场需求状况，确定以IT服务为重要经

营方向；根据用户的需求与反馈，不断推出更适合发展形势的、更

适合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促进网络科技与现代生活的交融。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访客终端是一款自动控制技术和先进的管

理理念相结合的门卫管

展 位 号：5B45

公司名称：赣州嘉德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珠海市屏东四路11号A栋4楼A区

电话：0756-8699602

传真：0756-8699603

邮箱：rd1009@jade-elec.com

网址：www.jade-elec.com/

赣州嘉德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1年，专注于安防

电子产品研发，产品包括楼宇对讲、报警系统等，嘉德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电子制造商。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防盗报警、视频监控、智能家居、

智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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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5C01

公司名称：广州蓝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吉山大灵山路裕景工业园4栋3楼

电话：020-82496106

传真：020-82173187

邮箱：1491649292@qq.com

网址：www.nabon.cn

广州蓝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安防行业知名门禁一卡通

设备供应单位，主要从事门禁一卡通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其中包

括：门禁系统，有银行、监狱等特殊场所专用门禁，指纹门禁，嵌

入式楼宇门禁，GPRS无线门禁；电梯控制系统；ATM防护舱控制

系统；考勤系统；消费系统等多种门禁一卡通产品。公司集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身，更重视产品质量稳定以及功能优化，并且紧跟

市场趋势，走创新路线，可为各种场所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蓝本

一流的服务、专业的技术、先进稳定的产品以及成熟的解决方案，

是您值得信赖的安防门禁长期合作单位，全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系统，有银行、监狱等特殊场所专用门

禁，指纹门禁，嵌入式楼

展 位 号：5C02

公司名称：台湾台科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九华路118号海尚壹品112幢606室

电话：0512-69562996

传真：0512-69562995

邮箱：zn@daechina.com

网址：DAEinstrument.com.tw

DAE是一家致力于绿色能源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实现这一目

标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智能管理和控制。为此我们努力为我们的客户

提供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包括实用，功能可靠的产品和服务。不

仅生产的产品在台湾保持产品的质量，而且还有一个强大的研发团

队不断创新，通过有效的最新的技术利用确保我们在节能领域的前

沿。

苏州台科电是台湾台科电在大陆地区成立的分公司。进入大

陆市场的主推产品即是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及节能开关。产品被广泛

应用于办公大楼、酒店、豪宅、公共区域等方面，实现了智能、绿

色、高效的能源管理。

主要产品信息：各类水电表、智能家居、智能灯光、智能照明

控制系统，节能开关

展 位 号：5C03

公司名称：上海龙阅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399弄21号103室

电话：021-54339822

传真：021-54339822

邮箱：40086069@qq.com

网址：www.longyuetc.com

上海龙阅科技是专业从事安防电子产品研制、生产、引进、销

售，并提供系统集成服务的高科技企业。公司秉承“我产品，你放

心”的理念，力求打造“会说话”的精品，值得你信赖的品牌。

我公司重视高新技术的引进，不断开拓新的产品; 在安防行业

短短数年内，以智能脉冲电子围栏系统探测器为切入点，目前公司

逐步开发出智能型电子围栏系列产品，如网络集中管理软件平台、

TCP终端控制器，张力式电子围栏、静电感应电子围栏、振动电缆

和埋地泄露电缆；并陆续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

公安部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脉冲电子围栏，张力电子围栏，物联网电子围

栏

展 位 号：5C04

公司名称：深圳市饶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白石龙工业区5栋4楼

电话：0755-28153137

传真：0755-28153327

邮箱：529003863@qq.com

网址：www.szrec.com

深圳市饶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崛起于20世纪。公司秉承“顾客

至上、产品优质、服务完善、各方互利”的质量方针长期致力于国

家“金卡工程”，本公司自行研发的SZREC系列产品和一卡通智能

集成平台系统，利用公司平台的优势与世界业内各知名品牌公司强

强联合，成功推出了使用法国BALOGH产品，台湾PORIS产品，美

国HID产品，美国ACSIC产品的门禁系统以及菲利普MIFARE产品的

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一卡通系统、门禁、停车、考勤、消费、楼

控、巡更等安防产品

展 位 号：5C05

公司名称：博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长发中路18号奥雅大厦

电话：0755-21110111

传真：0755-84505219

邮箱：solaiot@126.com

网址：www.solaiot.com

美国索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物联网产业链，集设

计、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高新企业。总部在美国硅谷。在中

国深圳设有索拉家居物联网生活体验馆。至今已拥有几十项专利和

一百多项著作权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在中国用云端技术已覆盖智

慧城市、智能社区管理、楼宇住宅、安防监控、可视对讲、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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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窗、灯光、家庭电器、厨房电器、卫浴电器、家具、新媒体、能

源管理、遮阳、消防、GPS 卫星定位、安全预警、无线wifi 覆盖等

产业链的产品开发和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系统、智能家居、物联网

展 位 号：5C12

公司名称：广州市唯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棠下科新路8号优可商务中心C栋3楼

电话：020-28265206

传真：020-23380781

邮箱：2355557423@qq.com

网址：www.china-vcom.com

广州市唯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广东唯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子公司，公司致力于智能楼宇综合布线技术与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服务，拥有先进的研发、生产设备，在东莞、惠州、江

西等多个地区有生产基地，生产规模名列行业前茅。

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Ｖcom品牌，经过十多年不断发展和

创新，已先后被评定为“中国通信行业十佳名优品牌”、“质量信

得过产品”、“中国著名品牌”、“广东省著名商标”、“诚信示

范企业”等荣称，以及通过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等资质，

已成为综合布线行业公认的最具价值民族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综合布线、智能家居、弱电线缆、高清数码、

网络机柜、儿童耳机

展 位 号：5C14

公司名称：深圳市兴顺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工业西路外贸轻工业城二栋四楼

电话：0755-28147979

传真：0755-28148977

邮箱：2850135728@qq.com

网址：www.xsazj.com

深圳市兴顺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人行通道闸系统，

停车场系统，门禁考勤系统，智能化通道系统,等系列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多年来专业以三辊

闸、摆闸、翼闸、全高闸、速通门、一字闸、平移闸，门禁，停车

场系统为主导，将门禁系统整合磁卡，IC/ID 卡，条码，指纹机，票

务系统，人脸识别系统，安检门，静电测试仪等，形成人行通道门

禁集成，使系列产品的整合运用，经过15年不断开拓创新，现已成

为通道行业领军企业，国内知名品牌----兴顺安！

主要产品信息：三辊闸、摆闸/翼闸、平移闸、全高闸、速通

门、一字闸、门禁系统

展 位 号：5C18

公司名称：深圳市乐可利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工业区16栋3楼

电话：0755-86588662

传真：0755-86588662

邮箱：market@rkl.com.cn

网址：www.rkl.com.cn

乐可利负责世界顶级安防产品：以色列RISCO防盗  | 加拿大

MCDI报警接收机 | 乐可利防盗在中国地区的销售。这些产品以其技

术先进、质量优良、工艺精美、品种齐全而闻名于世。

乐可利凭借着强大的技术后盾、专业化管理、完善的供销渠

道、卓越的售前售后服务不断发展壮大。产品覆盖防盗报警、视频

监控、通讯、家居智能、系统集成等各个领域。公司在北京、上

海、天津、广州、香港等大城市设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并在全国

各地建立销售和服务网络及发展海外业务和合作。乐可利已成为安

防行业公认的最具诚信的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以色列RISCO防盗报警产品

展 位 号：5C27

公司名称：深圳市瑾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55号士必达大厦608

电话：0755-23900515

传真：0755-82779102

邮箱：junson@szjunson.com

网址：www.szjunson.com 

深圳市瑾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高科技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出入门禁管理系统、

致力于各种安全门消防通道，电插锁、磁力锁、电源等安防产品的

研发、生产及国内外各种知名品牌安防器材的代理、销售。产品工

艺精良、性能稳定，全部采用进口原材料和先进的生产工艺，凭

借雄厚的技术力量和研发队伍成就了JUNSON品牌卓尔不群的独特

性和不可或比的优越性，产品已通过国家公安部安全防范产品的检

测、欧共体CE、美国UL、FCC等多项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磁力锁，电插锁，消防锁，门禁及配件

展 位 号：5C30

公司名称：绵阳市星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4004号旭生大厦914

电话：0755-23001246

传真：0755-23004978

邮箱：goodnight316@163.com

绵阳市星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中国宝安集团

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投资的一家专业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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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用声波定向系列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目前已推出了声波远程强声系统、声波主动防御系统、声波定

向扬声系统等多个系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本系统可用于反恐维稳、周界巡逻、机场驱

鸟、农业防害等领域

展 位 号：5C32

公司名称：亿鼎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广场39楼3910A

电话：0755-83178052

传真：0755-82529907

邮箱：qintechnology@outlook.com

网址：www.etsoon.cn

我公司是一家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雄厚的技术生产安防配件

产品。

产品质量好，价格合理，款式新颖，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等行

业。我们的产品得到用户的广泛认可和信赖，并能满足不断变化的

经济和社会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头，电源接头，监控电源，双绞线传输

器，监听器，迷你摄像头

展 位 号：5C34

公司名称：四川为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科园2路1号

电话：028-66052881

传真：028-85122224

邮箱：cdweimin@163.com

网址：www.scwm.cn

国内第一家专业脉冲电子围栏研发生产商

国内最专业的电子围栏产品供应商

二十二年的专业经验

获得电子围栏相关的多项专利

第一家推出变频节能技术产品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高新技术企业，专项研发经费保障，确保产品可持续改进

产品责任保险，解除安装和使用的后顾之忧

产品规格型号丰富，满足不同用户需求

优良的售后服务保障

丰富的设计和安装实施经验

通过ISO 9001-2008质量体系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脉冲电子围栏系统

展 位 号：5C35

公司名称：菲披特国际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吉信大厦C1101

电话：0755-28876034

传真：0755-28876035

邮箱：telan@fepte.com

网址：www.feptel.com 

菲披特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公司，产品包括门

禁一卡通，对讲，生物识别，酒店锁及相关的旋转门，停车场，医

院专用自动门等；还提供OEM服务。帮助客人开发新产品。

产品主销往北没，欧洲，非洲，中东地区，包括部分大陆市

场。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一卡通，生物识别，对讲系统,，酒店锁，

停车场，保管系统

展 位 号：5C36

公司名称：深圳市飞翔骆驼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民治民乐工业园E栋3楼东侧飞翔骆驼

电话：18038093485

传真：0755-83204001

邮箱：10520194@qq.com

网址：www.camelsecurity.cn

深圳市飞翔骆驼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门禁器材供应商，致

力于门禁系统产品的普及化推广，目前，已经拥有超过200种全系

列门禁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超过50万件以上，有超过500家

以上国内外的合作客户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产品

展 位 号：5T1

公司名称：深圳市南辉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4807888126

邮箱：75460351@qq.com

网址：www.chenshuihai88.tpy888.cn

主要产品信息：一卡通，门禁，开关

展 位 号：5T2

公司名称：广东安迅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13926521089

邮箱：withzhou@163.com

网址：www.ansunsp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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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安迅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的防雷产品制造商，专

注于提供安防系列防雷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全系列产品均取得了北京雷电防护中心型式试验报告及通

过了ISO9001,、CE、FCC、ROHS等专业认证,产品均由太平洋保险

承保。

主要产品信息：电源防雷器，信号防雷器，监控系统集成防雷

器，SDI防雷器，天馈防雷器等

展 位 号：5T4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视安达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13510010655

邮箱：service@visiondrive.cc

网址： www.visiondrive.cc/

深圳凯视安达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作为专业的安防行

业生产厂家我们专注于产品研发和销售。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

便携式数字录像机、网络摄像机、DVR系列、CCTV视频监控、婴儿

监护器等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便携式数字录像机、网络摄像机、DVR系列、

婴儿监护器

展 位 号：5T5

公司名称：深奥鑫五金塑料厂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太平洋安防通讯市场深奥鑫五金塑胶经营部

电话：18088889185

邮箱：448379457@qq.com

深奥鑫五金塑料厂长期致力于安防外壳的设计研发，生产加工

及销售工作，公司所有产品皆是自主设计研发并且都拥有国家外观

设计专利证书。欢迎全国各地及海外客户前来垂询！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外壳

展 位 号：5T6

公司名称：福州银达汇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红江路1号浦上工业园A区63#楼

电话：0591-87710865

传真：0591-87800522

网址： www.windor.net.cn

福州银达汇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银达汇智)创立于2009

年2月，是一家致力于银行网点服务优化、校园家校以及政企服务

信息化应用领域的业务研究和产品研发、制造及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访客机、访客通、户外摄像考勤机、自助圈存

机、考勤门禁一体机、排队填单一体机

展 位 号：5T7

公司名称：深圳市赛博夜视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8998946858

邮箱：349396544@qq.com

网址： www.cvbdengban.com

公司作为阵列式红外技术的源头公司，坚持 “以质量为保障，

以市场导向，以顾客为中心”；公司全体员工秉承 “细节决定质

量，质量决定成败”的优良作风，竭诚为客户打造质量上乘的红外

产品。公司拥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研发团队，以敏锐的市场触角，

开发出更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自2010年起，我司陆续将数十款产

品投放市场，引起市场新的变革。国内的许多安防厂家，已陆续与

我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立志携手共进，为全球安防事业做出

杰出的贡献。

主要产品信息：阵列灯板

展 位 号：5T8

公司名称：深圳市加尼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316916114

邮箱：853600139@qq.com

网址：www.jalyn-lcd.com

深圳市加尼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长期致力于液晶显示设备及其

周边产品的研发设计和生产销售。主要产品有车载类液晶显示器、

安防类液晶监视器、液晶广告机等多种尺寸，多种规格。十多年

来，公司全体员工精诚团结，锐意创新，新产品不断推出，深受广

大新老客户的欢迎和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显示器、液晶监视器、液晶广告机

展 位 号：5T9

公司名称：深圳市达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61217088

邮箱：info@szdr.cc

网址：www.szdr.cc

深圳市达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支民营企业团队，达瑞创始

于2006年，至今达瑞已是集结研发及制造销售于一体的监控设备公

司、达瑞主营产品包括：智能监控一体机、插卡监控摄录机、网络

摄像机、模拟摄像机wifi无线网络摄像机、DVR硬盘录像机等，公司

全体员工一直坚信创新就是未来的理念，以一步一个脚印迈向前进

的步伐，走向未来。

主要产品信息：插卡监控摄录机、网络摄像机、模拟摄像机、

迷你wifi无线网络摄像机、DVR硬盘录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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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5T10

公司名称：深圳市鑫永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86005151

邮箱：250023122@qq.com 

网址：www.xyhcctv.com

深圳市鑫永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公司是一家专

业的摄像机研发、生产、销售的厂商，公司汇集了多年从事安防技

术理论研究、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经过多

年的努力，现已经形成国内外一体化供销服务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发

展格局。

主要产品信息：可视门铃

展 位 号：5T11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29836380

邮箱：sales@dj-coil.com

网址： www.djznkj.com

深圳市德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德健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以集RFID技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智能卡为

一体的责任有限公司。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公司已获得国家多项产品

著作权和专利。目前公司占地面积4000余平米，员工数量达到400

余人，公司年产量达到10000万张卡（ic卡、id卡、异型卡、水晶

卡、CPU卡、钥匙扣、电子标签等） 并广泛应用在学校、企业、安

防、交通、物流、防伪、食品追踪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卡、匙扣卡、电子标签、NFC电子标签、

异形卡

展 位 号：5T12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26460430, 400-0296826

邮箱：huanghuaguo@klcxkj.com

网址：www.klcxkj.com

深圳市凯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电动车充电领域，集

科研开发、生产制造、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位

于广东深圳。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我们怀揣梦想，致力改善电

动车“充电难”“管理难”“推广难”等问题，聚集了一批专业的

开发人员，独立自主研发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云平台电动车充电

站+专注服务于电动车用户的充电APP+完美的投资商充电运营管理

系统，为小区、商场、公共停车场所等提供完整的整体解决方案，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真正做到了为电动车这一绿色产业保驾护

航。

主要产品信息：电动车充电桩

展 位 号：5T13

公司名称：深圳市欧冠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878-6700   

邮箱：2355851217@qq.com

网址： www.o-guan.com 

公司是一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专业从事出入口控制管

理、系统软硬件及配套产品研发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凭借对当

前行业现状的深入研究，潜心发掘用户需求，创造性的提出了“出

入口控制全面解决”的全方位行业解决方案思路，广泛应用在现代

化的智能大厦、企事业单位、基础设施场馆、政府机关、交通运

输、住宅小区、商业物业等场所，在专注于为用户提供最全面、专

业的管理方案同时，帮助客户搭建更安全、完善、有效率的出入口

控制管理平台，适用于对人、车、物的“安全、可控”的通行出入

管理要求，涵盖了停车场管理、电梯控制管理、门禁考勤管理、消

费管理等多个子系统应用。 

公司拥有完善的研发、测试、生产、销售、售后流程，保障了

每一台设备都极力贴近市场需求，同时公司凝聚了一批富有行业经

验的专业型人才，具备卓越的方案解决能力，可为客户提供业内最

为完善的出入口控制管理设备和系统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管理系统

展 位 号：5T14

公司名称：深圳市帝杰安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5813813760

邮箱：287369834@qq.com

网址：www.djakeji.com

深圳市帝杰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

体的专业安防器材生产厂家，主要产品有POE交换机系列，IP同轴

网络延长器系列，视频复合器，双绞线传输器，视频抗干扰器，防

雷器等监控周边器材。

主要产品信息：POE交换机、IP同轴网络延长器、视频复合

器、双绞线传输器、视频抗干扰器、防雷器

展 位 号：5T15

公司名称：深圳市合顺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电话：0755-27182336

邮箱：2056811081@qq.com

网址：www.heshunlong.tpy888.cn

深圳市合顺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监控摄像机外

壳的厂家，公司拥有压铸机 自动化五金加工机械 喷粉线等生产设

备。专业生产批量大，价格低的产品。了解更多产品请登录公司网

站和来电来厂洽谈。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机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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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5T17

公司名称：深圳市光头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510663856

邮箱：gtqzou@163.com

网址：www.szgtq.com

深圳市光头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安防线材：网络摄像机

线、智能摄像机线、OSD菜单按键线、高速球机线、航空线等系

列线材。光头强是专业的生产厂家，我们秉承“以人为本、精益求

精、品质至上、持续经营”的宗旨，诚信为本，以“为合作伙伴创

造价值”为目标，矢志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快捷的服务。愿与

各界安防人士携手共进，合作双赢！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线、智能摄像机线、OSD菜单按键

线、高速球机线、航空线等系列线材

展 位 号：5T18

公司名称：深圳市捷成安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400-8080-038

网址：www.szjca.com

捷成安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各种出入口控制与管理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客户提供出入口控制与管理系统综合解

决方案,制造供应商.产品涵盖智能停车场系统,智能通道系统,智能三

辊闸,智能摆闸,智能翼闸。用户涉及各种领域，有银行，政府，医

院，电信，学校以及各种大中小型企业。一直以“十年专注，注视

未来”为策略，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市场铺垫，我们已经拥有一

套完善的解决方案，并且产品和服务在政府，银行，电信，金融等

多个行业已经有着广泛的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三辊闸，摆闸，翼闸，出入口控制系统

展 位 号：5T19

公司名称：深圳市雄狮威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755-29714590     

邮箱：sales1@xsw180.com   

网址：www.xsw180.com , 

中国市场做鱼眼监控的源头企业。拥有三座工厂和一个产业科

技园正在湖北襄阳建设中，其中有一个专业镜头厂。超过500名以

上的员工，良好的自主研发设计能力，并于2013年荣获最佳安防设

计奖。 

主要产品信息：

1.180/360 degrees Panoramic Surveillance IP-Camera full 360° 

without any blind spot

2. 360 Degree Micro Fisheye IP Camera

3. 360 degree portble fisheye camera

4. 360 degree waterproof fisheye camera   

展 位 号：5T20

公司名称：深圳市卓贝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29185209 

邮箱：ccl@zhuob.com 

网址：www.zhuob.com

深圳市卓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智能家居个性化解决方案

为主导，集研发设计、加工生产、工程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我公司一直秉承“诚信、专业、服务”的经营理念，将“质量

第一，产品创新”作为公司的使命.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罗汉（IPC602）、机器人（IPC603）、光头强

（IPC605）奥特曼（IPC606）

展 位 号：5T21

公司名称：东莞迪尔西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0769-22810108 (9线)    

邮箱：itdlc@itdlc.com

网址：www.itdlc.com

DLC （Data Linkage Control）即数据联动控制系统。是一卡通

行业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先进产品之一，开创了一卡通新纪元。该

产品基于多线程实时通信控制技术开发而成。它完成了对相关数据

终端机（如就餐机、定餐机、考勤机、门禁机、水控机、计件器

等）的集成和管理工作；可执行全自动的数据采集、交换（上传、

下载、更新、交换）、保存机共享与分析等数据复杂处理工作；并

可与第三方软件（如ERP、EIP、HRP中离职、离厂、在职等相关人

事数据）自动链接，进行充分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实现了终端机与

终端机，终端机与系统的实时、联动和控制功能。

主要产品信息：一卡通方案产品

展 位 号：5T23

公司名称：深圳市永昌达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755-66800128

邮箱：2851795073@qq.com 

网址：www.ycdyk.com

深圳市永昌达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智能家居、可燃气体泄

漏报警器、工业防爆探测器系列等一体化的安防生产企业。公司坚

持以电子商务为主要销售渠道，竭力打造行业品牌，真诚服务消费

者，为消费者提供最全、最好、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家居、燃气泄漏报警器 , 车载燃气泄漏报

警器 , 溢水、漏水报警器 , 一氧化碳报警器 , 温度探测报警器 , 火灾

报警控制系统 , 工业防爆系统装置 , 烟雾火灾报警器 , 燃气管道紧急

切断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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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5T24

公司名称：深圳市明阳威拓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13600437163

网址：www.vetech-cctv.com

深圳市明阳威拓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二零零三年，是一家从事

监控安防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主要

产品有：摄像机、硬盘录像机等，并为客户提供各类监控解决方案

与项目施工服务。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和卓越创新，脚踏实地的在

安防行业中树立的“Vetech威拓”品牌，得到了政府、行业和广大

客户朋友的认可。

公司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产品通过公安部安全与警

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并获得FCC、CE、ROHS等国际认

证；多年来，公司完善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在政府部

门、各地经销商的大力支持下，产品已被广泛应用于交通、金融、

电力、机场、海关、公安、邮政、酒店、智能小区、政府机关等行

业的千余个工程项目中。

作为国内专业的摄像机产品生产企业，公司推出众多高品质的

摄像机、红外线摄像机、高速球、网络摄像机、网络视频服务器等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网络监控、智能家居、摄像机

5号馆2楼平台参展企业

展 位 号：5201

公司名称：余姚市迪声音响器材厂

地址：余姚市马渚镇黄泥堰路221号

电话：0574-62468950

传真：0574-62468930

邮箱：junye9553@vip.163.com

网址： www.yytads.com

余姚市迪声音响器材厂是一家专业致力于智能公共广播的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企业.公司拥有自主的研发队伍,时时把握

市场脉搏,刻刻完善经营理念,以人为本、以质取胜、兢兢业业、卓

尔不群,提供给用户高品质、完善、人本的产品。各制造生产线实行

标准化作业，并提供完善、及时的售后服务.余姚市迪声音响器材厂

在公共广播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方面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主

营产品：天花喇叭，室内外音柱，草坪音响系列，平面艺术音响等

系列产品，同时拥有畅通的销售渠道和广泛的客户基础。代理商、

经销商遍及全国各个省市，产品也被

主要产品信息：天花喇叭，室内外音柱，草坪音响系列，平面

艺术音响

展 位 号：5203

公司名称：深圳拓普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镇牛湖居委工业区B栋

电话：0755-29802179

传真：0755-27975025-809

邮箱：yw01@toploong.com

网址：www.toploong.com

深圳拓普龙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工控机箱、服务器机

箱、网络机箱、机柜、一体化工作站、车载电脑配件、便携式工业

电脑、特种计算机配件、嵌入式机箱(无风扇工控机箱)、军用迷彩

色箱体和各种非标产品、操作台、电视墙、非线性编辑台、配电柜

等。公司拥有专业的工程设计人员，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可靠的生产

能力。

主要产品信息：工控机箱，服务器机箱，便携机，非标箱体

展 位 号：5205

公司名称：深圳市翌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南六道迈科龙大厦15楼

电话：0755-86522958

传真：0755-86377038

邮箱：zhengmudan@yiritech.com

网址：www.yiritech.com

翌日科技是一家技术领先的物联网方案服务提供商。 我们致

力于无线传感网传输技术，实时定位技术，传感监测技术及三维仿

真技术，围绕客户的需求持续创新，改善用户体验，与合作伙伴开

放合作，提供智能，便捷的物联网技术产品。我们在智慧养老，智

慧社区，智慧图书馆，智能仓储，数字化工厂，矿山安全，隧道安

全，军事应用等诸多领域提供了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解决方案。

  公司已取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诚信企业、系统集

成资质、深圳市双软企业等多项重要荣誉。取得和备案的专利近

二十项，通过了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器，传感器，基站，对讲机，定位卡

展 位 号：5206

公司名称：山东亚华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泰美路8号

电话：0533-3585668

传真：0533-3585698

邮箱：174435333@qq.com

网址：www.zbyh.com

山东亚华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致力于开发、研制、

生产医院通讯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秉承“不断创新是亚华精

神、优质服务是亚华灵魂”的企业宗旨，使产品不断创新换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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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亚华”品牌影响力已经覆盖全国乃至

海外，2013-2015莫阿门年我公司荣获“全国十佳优秀供应商”称

号，成为各建筑设计院和集中供氧单位为大中型医院设计配套的首

选品牌。目前公司主要有“信息化医护管理通讯系统”、“智能护

理通讯系统”和两大系列50多种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信息化医护管理通讯系统、智能护理通讯系统

展 位 号：5207

公司名称：广州锐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900号高科大厦A535区

电话：020-38350798

传真：020-38358013

邮箱：rdsafe@163.com

网址：www.rd-safe.com

广州锐盾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总部位于广州天河区高

新科技园，在广州、佛山均设有办事处，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周

界报警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企业。公司依靠敏锐的

市场触觉和雄厚的技术力量，研发出新一代周界防范产品：脉冲电

子围栏、红外光栅，红外光墙等一系列智能周界报警系统。 

公司产品应用领域涉及变电站、住宅小区、企事业单位、机

场、监狱、看守所、仓库、博物馆、动物园、养殖场、军事基地

等。公司一直以以优质的产品、完美的服务和创新的经营理念，赢

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和支持。

主要产品信息：脉冲电子围栏、红外光栅，红外光墙

展 位 号：5208

公司名称：北京导航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2区9号楼7层

电话：010-51668850

传真：010-52206601

邮箱：mkt@828.com

网址：www.828.com

北京导航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Beijing Navigator SmarTech，

简写BNT）成立于2008年(前身北京导航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是注册于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的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持续专注于智能检测与感知技术在物品、车辆与人员的

追溯与管理上的应用，其解决方案在智能交通、公共安全与商业智

能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BNT一直本着专业、专心、专注的企业精

神服务于广大客户，并取得持续快速的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人脸识别、隧道音频事件检测、高速栏杆机

展 位 号：5211

公司名称：深圳方位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35区前进一路安华工业区高新奇大厦A座3楼

电话：0755-26402199-8804

传真：0755-26402618

邮箱：tina.zhu@fanvil.com

网址：www.fanvil.com.cn

深圳方位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一直致力于IP通信

产品的开发与升级，产品涵盖网络电话、多媒体视频电话以及网关

等。公司以世界领先技术为支撑，拥有独立自主、先进完善的通讯

平台，为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同时公司秉承“以人

为本，开拓创新”的理念，凭借业界领先的研发能力和完善的后台

服务体系，经过近10多年的发展，方位已成为国际上高端网络通讯

终端提供商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SIP语音门禁

展 位 号：5213

公司名称：广州市亿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黄村路51号粤安工业园C栋4楼

电话：020-82320720

传真：020-82326757

邮箱：honghr@escene.cn

网址：www.escene.cn

亿景通信 2003年开始涉足IP话机的开发，历经数十年的探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发展成国内品牌IP话机的领先设计商和制造

商。旗下SaiHi品牌各系列IP话机以其时尚的外观，清晰的语音，丰

富的功能赢得全球客户的青睐，产品热销欧洲、美洲、中东和东南

亚等国家，并与众多的著名系统制造商结成合作伙伴关系(中兴通信

ZTE，Alcatel，Avaya，Brodsoft)

主要产品信息：（企业，呼叫中心，广播对讲，酒店专用，无

线WIFI）IP话机

展 位 号：5214

公司名称：深圳市呤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上塘淘金地电子商务大厦E座801

电话： 0755-33182226

传真： 0755-33182226

邮箱：663053335@qq.com

网址：www.linglingkaimen.com

深圳市呤云科技有限公司是业界领先的手机门禁对讲解决方案

供应商，总部位于深圳龙华新区。

2014年推出全球首家”互联网+”门禁解决方案“令令开

门”，产品专注于公共出入口控制领域，定位最专业的智能手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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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产品。目前已与万科、保利、恒大、卓越等多家地产集团达成战

略合作。

此次展会，公司推出“令令对讲”，令令对讲在其门禁的功能

基础上增加了视频语音对讲功能，用户通过手机APP即可以与访客

的视频对讲。零布线、零室内机、零人力，为工程安装极大节省了

费用。

主要产品信息：手机门禁，手机开门

展 位 号：5216

公司名称：沐华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塘厦镇莆心湖莆龙西三路6号

电话：0769-86950907

传真：0769-86950169

邮箱：15989674390@163.com

网址：www.twmuhua.com

沐华公司在人体红外感应非涅耳镜片领域，从设计开发至生产

及测试，已有30年经验，目前已与美日欧及中港台多家大厂在智能

家居产品上多有合做作！并已在东莞建立了全自动化测试场，及备

有多种测试仪器,能为广大客户提供最迅速最优质的服务，帮助国内

客户最快速及最可靠的完成产品开发！

主要产品信息：人体红外感应聚焦镜片

展 位 号：5217

公司名称：广州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竹料红旗工业园庆宏路488号

电话：020-62648399

传真：020-62648299

邮箱：liuzhangyu2002@aliyun.com

网址：www.dtech.cn

帝特（DTECH）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00年，公司座落

于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竹料红旗工业区庆宏路488号，是

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总面积

达到1.8万平方米。帝特电子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公

司管理人才有着多年管理大型电子科技企业的管理经验，公司共有

1000多名员工。

主营业务以、HDMI、DVI等高清连接线及各种视频转换器、分

频器、切换器、KVM电脑周边线材和接插线监控摄像机和摄像机电

源

主要产品信息：VGA\HDMI\DVI\BNC\SDI\DP splitt

展 位 号：5218

公司名称：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5号自动化大厦1213

电话：010-62529086-8003

传真：010-62526189-8005

邮箱：wangtao@irisking.com

网址：www.irisking.com

中国最早专注于虹膜识别技术产业化的企业，中国虹膜识别

技术的领导者。北京中科虹霸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发起设立，获得林州重机集团控股、联想控股、中关村发展

集团投资的企业，是目前国内唯一掌握成熟虹膜识别技术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中科虹霸立足生物特征识别、行为识别、信息安全

等领域的技术研究、产品开发与成果转化。目前，中科虹霸的虹膜

识别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家安全部门、军队门禁控制、金融安全管

理、矿山安全生产等众多领域，真正将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推

向市场，打造了中国虹膜识别领域的民族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便携式虹膜识别仪、嵌入式虹膜识别仪

展 位 号：5219

公司名称：宁波友隆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慈溪市桥头镇新周塘路238号

电话：0574-63926906

传真：0574-63926907

邮箱：youlong@nbyoulong.com

网址：www.nbyoulong.com

宁波友隆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接线端子的制造企

业，现有员工300多名，有着十多年为知名接线端子品牌提供配套

产品及服务的经验。产品种类:螺钉式接线端子,栅栏式接线端子,插

拔式接线端子,弹簧式接线端子，产品拥有UL, CE ROHS,等安规认

证。

公司通过了ISO 9001:2008体系认证,拥有产品设计研发,模具

加工,冲压注塑,产品测试及组装的能力。我们秉承质量，效率，研

发，服务的理念，期待能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服务，热烈欢迎各

界朋友到我公司洽谈，合作！

主要产品信息：PCB接线端子，欧式接线端子，插拔式接线端

子，免螺丝接线端子

展 位 号：5220

公司名称：深圳市慧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六和社区新和路129号1楼

电话：0755-28221369

传真：0755-28221369

邮箱：286925885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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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ui-chang.cn

深圳市慧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前

沿——深圳，打造一家集家庭智能化或工业智能化的电机、电子、

通讯、系统于一体的高科技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卷闸门电机、外挂电机、自动门电机、道闸、

车位锁

展 位 号：5221

公司名称：深圳市奥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六和社区新和路129号

电话：0755-28623870

传真：0755-28623070

邮箱：xian_hang@126.com

网址：www.ykkg.com

深圳市奥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线遥控类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电子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以生产

为主；主要产品有伸缩门无线遥控器和接收控制器、道闸门无线遥

控器和接收控制器、车库门无线遥控器和接收控制器、卷帘门无线

遥控器和接收控制器、无线遥控开关、高频接收模块等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遥控器、遥控开关、高频接收模块、电动

门遥控器

展 位 号：5222

公司名称：深圳市长城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湖街道下围工业区一路景山大厦A座4G-4H

电话：0755-28579196

传真：0755-28579196

邮箱：1839567935@QQ.COM

网址：www.Gwiot.com

深圳市长城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RFID技术研发与运用，在

125Khz,13.56Mhz ,2.4G 类产品上有突出优势,畅销产品有 带显示门

禁读卡器，双频门禁读头，双频免驱动发卡器，国密读卡器，2.4G

手机读卡器（支持移动，电信），银联卡、身份证读卡器，智能家

居控制终端等.我们还为全国上百家智能卡厂提供测卡设备和写卡服

务。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读头、免驱动发卡器、国密读卡器、2.4G

手机读卡器 

展 位 号：5224

公司名称：宁波恒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宁海县金桥八路1号

电话：0574-65222130

传真：0574-65222104

邮箱：470974739@qq.com

网址：www.ffddcc.com

宁波恒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位于秀丽的港城──浙江宁波，公

司成立于一九九六年，是一家专业从事会议设备产品研究开发、生

产、销售和工程服务的高科技企业。公司致力于会议设备的信息化

建设，是目前国内最优秀的会议设备专业供应商之一。

公司下属若干分支机构，销售网络齐全。恒博公司严格按

照现代企业机制运行（公司的管理机构设置如图所示），并通过

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器

展 位 号：5225

公司名称：北京北科慧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产业基地丰贤中路7号孵化楼A座三层

电话：010-58937366

传真：010-58937364

邮箱：495462258@qq.com

网址：www.bkwhois.com

北京北科慧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Whois）是由北京市科学技

术研究院所属单位共同投资组建的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

科技企业。公司专注于模式识别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拥有多个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算法和技术，独创了当今国际上最为先进

的非接触式掌纹掌脉识别系统、联机手写签名鉴别系统、基于运动

检测的全天候车牌识别系统等多种模式识别和智能监控技术于一体

的全套解决方案。

公司总部设在北京，深圳设有分公司，是北京市首批14家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激励试点单位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WHOIS非接触式掌纹掌脉识别系统及系统解

决方案

展 位 号：5229

公司名称：深圳市通微视讯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固戍航空路景福工业园A栋北座5楼

电话：0755-3313 2792

传真：0755-2940 9211

邮箱：sales26@tongweisz.com

网址：www.tongwei.com

Shenzhen Tongwei Video Electronic Co., 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We focus on manufacturing of Video Intercom System 

and Portable TFT-LCD TV. With 8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D and 

production, 2years of marketing, we have great advantage both qua

主要产品信息：可视对讲门铃，多户型可视门铃，Wifi 可视对

讲，迷你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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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5230

公司名称：深圳市创安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溪头第三工业区10栋2楼

电话：0755-27712202

传真：0755-27716751

邮箱：jing-sale@szchuangan.com

网址：www.szchuangan.com

深圳市创安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深圳一家专业从事

防盗报警器材研发加工生产.主要从事门磁开关,紧急按钮,红外探测

器,烟感探测器,燃气探测器,声光警号，喇叭等安防产品.产品畅销国

内并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和港台地区．与多家经销商

＼工程商保持着长久合作.公司按照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标准,

建立了严格的品质管理体系,产品通过CE.ROHS环保等认证.涵盖来

料检验,过程检验和出货检验各个环节;保证成品出货合格率达100%

主要产品信息：门磁开关、警号喇叭、烟雾、燃气探测器、探

测器报警器

展 位 号：5231

公司名称：浙江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368号海创基地北四楼B3区

电话：0571-28352004

传真：0571-88158022

邮箱：wanghuan@wellcom.cn

网址：www.wellcom.cn

浙江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是领先的生物

识别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通过生物识别技术为人们

提供一种更加安全、便捷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维尔科技拥有业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和持续提升的研发能

力，针对交通、金融、军队、公安、电讯、电力、医疗、证券、保

险、电子商务、政务安全、教育等行业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和

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指纹识别终端

展 位 号：5232

公司名称：杭州迈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文一西路776号1幢A座2A27 

电话：+86-571-87169081 

传真：+86-571-87169081 

邮箱：zhoujh@zju.edu.cn

网址：www.magent.net

迈臻智能专注于家居环境中的“情景感知”、“机器深度学

习”、“AI算法”与“体验”。

主要产品信息：“甜橙”新体验系列可视对讲门禁系统

展 位 号：5235

公司名称：深圳斯玛特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新第三工业区三排四栋

电话：0755-88364420

传真：0755-27258073

邮箱：smart5999@163.com

网址：www.chinavdp.com

深圳市斯玛特安防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可视门铃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的安防公司。公司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产

品规格齐全。主要产品有进口三星管、国产管４寸CRT扁平显示模

块，CCD、CMOS黑白／彩色单板摄像头,４寸、5寸、5.6寸、７寸

TFT液晶彩色显示模块，别墅型黑白／彩色可视对讲套装，楼寓可

视对讲系统、智能小区管理系统，电子巡更巡检系列产品等..

主要产品信息：门铃、可视门铃、可视对讲门、对讲楼宇、彩

色可视对讲套装

展 位 号：5236

公司名称：DAFANN

地址：广州番禺雅居乐花园逸悦街12栋404

电话：15914060710

传真：(+852) 3753-0636

邮箱：alisa@silexlab.com

网址：www.dafann.com

大凡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解决方案是由香港SILEX LAB公司研

发，silex lab专业从事研发和制造智能物联网B2B & B2C应用解决方

案。

该系统方案是基于安装在车道中间的视频探测器进行图像识别

和车位引导，从而最大限度提高停车场使用周转率和安防监控，而

车主可快速寻找空闲车位及查找车辆。使得停车场管理超级简单，

即接即用并整合了先进的停车场数据分析功能。

该系统适合以下各类室内停车场：商场、机场、专业商业停车

场及大型住宅停车场。

主要产品信息：云停车管理及视频车位引导方案，和配套视频

探测器、处理器等硬件

展 位 号：5237

公司名称：深圳市今创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39号国际文化大厦1026

电话：0755-88262760

传真：0755-88267240

邮箱：stone@jcn-ic.com

网址：www.jcn-power.com

今创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源部，专业从事电源推广和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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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工作。专业代理有EMERSON 艾默生 (ASTEC，ARTESYN)，

MURATA-PS (C&D)，COSEL，VICOR，ARCH ，CHEROKEE，

ROAL，ERICSSON、TDK-LAMBDA、POWER-ONE进口电源模块

和IR，MICORSEMI，INTERSIL，马泰克MARTEKPOWER电源， 军

品级、宇航级,高可靠性产品以及各种一流品牌进口开关电源和电源

模块。

主要产品信息：DC-DC电源模块、AC-DC电源模块

展 位 号：5238

公司名称：深圳三维智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和平西路鹏华工业园5栋5楼

电话：0755-28126953

传真：0755-28126915

邮箱：szxinsanwei@126.com

网址：www.isanwei.com

专业从事楼宇智能化系统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安装一

的高科技企业，是“小区智能化系统一体化”的倡导者和领航者。

现已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SW-600全数字型智能楼宇对讲系

统、SW-2000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SW—800门禁一卡通系统、

SW-2008家居智能网络系统等小区智能化的全系列产品，是目前国

内唯一一家真正实现“小区智能化一体化”的智能化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停车场通道闸智能家居系统等小区智

能一体化解决方案

展 位 号：5243

公司名称：泉州禾逸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崇瑞街10号祥和大厦5楼

电话：0595-22281866

传真：0595-22281867

邮箱：heyitech@heyitech.com

网址：www.heyitech.com

泉州禾逸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

科技型企业。企业拥有一批在安防智能家居领域的技术专家，深耕

于无线家居智能化领域，致力于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产品

可广泛应用于智能小区、别墅、金融、医院、酒店等项目中，成为

梦幻时尚生活追求者的新宠，深得海内外用户的信赖。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器、报警器、智能家居、红外探测器、安

防系统

展 位 号：5246

公司名称：北京东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2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2号楼8层8c12

电话：68080051-3807

传真：68080051

邮箱：shixiuchaoha@126.com

网址： www.tecom-china.net

北京东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东讯公司）是专

致于智慧社区及智能家居整体解决配套方案的公司，集可视楼宇对

讲、安防报警、视频监控、智能家居、物业管理及社区O2O服务功

能为一身，为客户打造全新舒适，节能绿色的智慧社区环境。

北京东讯公司是台湾东讯公司的子公司。北京东讯团队自行营

销产品，是大陆区营销网络的总公司，其产品采用堆叠式架构，弹

性组合，是世界级高端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网关，大楼门口机，室内屏

展 位 号：5247

公司名称：深圳市熹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艺园路田厦IC产业园7018

电话：0755-86220703

传真：0755-86192177

邮箱：xinyu@xishua.com

网址：www.xishua.com.cn

深圳市熹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长期致力于RFID及物

联网领域产品，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积

聚了优秀、专业、高素质的人才，公司获得国家软件设计企业的认

定。公司主要产品为音频接口的13.56M RFID高频读写器产品及模

块、便携式手机二维码扫描等,广泛应用于物业、消防等多个安防领

域，并为广大客户提供完整的软硬件解决方案。其中门禁一体机畅

销于海内外。公司拥有多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商标和软件著作权。

主要产品信息：手机读写器，RFID\NFC模组,门禁一体，安防

整体解决方案

展 位 号：5248

公司名称：广东省恩平市莱美福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君堂镇江洲新园路36号

电话：0750-7527788

传真：0750-7527788

邮箱：lmfdz@163.com

网址：laimeifu.b2b.hc360.com

莱美福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并有经营进

出口权的制造型企业，本公司严格奉行ISO质量管理体系，国际标

准，凭着精湛的设计，新颖的外形，优良的品质，产品广泛用于银

行，酒店，写字楼，住宅区，会所及学校等安防系统领域。

本公司坚持“不断努力，精益求精”的精神，追求“质量第

一，信誉第一，服务周到，用户满意”为宗旨，诚招地区代理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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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OEM合作。

主要产品信息：电插锁，磁力锁

展 位 号：5250

公司名称：厦门市路桥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诚毅大街软件园三期起步区A06栋18楼

电话：0592-3774660

传真：0592-3759587

邮箱：1102420581@qq.com

网址：www.yiparking.com

一路，致力打造同时具备“出入快、停车快、找车快”的智慧

停车场，在融合包括免取卡不停车通行、车位引导、智能寻车、车

库节能照明等多种技术前提下，实现停车一体化服务，让交通更畅

通，让停车更轻松！

主要产品信息：一路智慧停车整体解决方案，免取卡、车位引

导、智能寻车系统

展 位 号：5254

公司名称：广州市振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吉山新路街8号吉邦科技园

电话：020-28931719

传真：020-32010786

邮箱：gzzhending@163.com

网址：www.gzzhending.com

广州市振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旗下产品涵盖，以“振鼎”为商标的停车场

管理系统、人行通道闸和以“美宜居”为商标的楼宇对讲，并以其

先进的技术、稳定的质量、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和

社会的肯定。公司产品远销欧洲、南美、中东、东南亚等几十个国

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楼宇对讲、停车场管理系统、人行通道闸

展 位 号：5255

公司名称：北京奥普智信光科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兴路9号309室

电话：010-63716895

传真：010-63739538

邮箱：op@optictop.com

网址：www.optictop.com

奥普智信是中国领先的光纤传感物联网厂家。

作为国家级光纤传感物联网研发基地：研发和产业化基于光

纤传感技术的6大系列产品，通过光纤检测温度、应力、振动、压

力、液位等传感信息。

先后承担4项国家创新基金项目、4项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1项国家物联网发展专项、3项国家火炬计划、2项国家电子基金项

目、二十余项省市科技/产业化项目。

技术领先：创新技术和应用，推动行业发展,技术水平国际先

进，国内领先。50项专利。

主要产品信息：光纤振动入侵探测器（光纤周界安防系统）

展 位 号：5256

公司名称：深圳市欧溢来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油松路梦丽园工业区3栋6层A区

电话：0755-83729626

传真：0755-83729880

邮箱：13316982033@qq.com

网址：www.oealy.com

深圳市欧溢来电子有限公司是由香港欧溢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的大型高科技软件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注册资金10，000，000元，是国内最大、最全的酒店客房智能控制

系统（简称：客控系统）供应商及制造商之一，为现代酒店提供最

完善、最周全的技术支持与服务。公司主要以研发、生产、销售、

酒店客房智能控制系统及设备为主导产品，是中国目前最为全面和

完善的现代酒店总体方案解决专家。

主要产品信息：客控系统控制、RCU主机控制箱、开关面板、

空调温控器等等

展 位 号：5260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宝石东路47号安厦科技园

电话：075527764690

传真：0755-27605695

邮箱：global@china-anxia.com

网址：www.anxia.com

深圳市安厦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制造、销售为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经过多年的开发研究，引进国外最先进

的高新技术，不断完善自我。主要研发停车场主板软件、生产智能

道闸、停车场收费系统、三辊闸（桥式、立式）、摆闸（桥式、立

式）翼闸（挡闸）、岗亭、遥控车位琐等安防、交通设施产品。经

国家技术监督部门检验，产品的技术含量及外观造型已达世界先进

水平。现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及远销土耳其等欧美国家。

主要产品信息：停车场系统，智能通道系统，智能道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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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馆参展企业

展 位 号：6A01

公司名称：以色列迈高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1号第三置业A508

电话：010-58221966

传真：010-58221007

邮箱：magal@magal-china.com

网址：www.magal-china.com

迈高集团公司自1969年创立以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公司总部

设在以色列，生产线覆盖室外周界的各类产品，能够为客户量身订

做完整的周界安防系统的解决方案，客户遍及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多

个重要领域，如机场、军队、政府、边境、核电等，占据同行业百

分之四十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公司拥有四十年以上的安

防产品的研发、生产经验，所有的生产厂都已通过ISO9001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户外周界入侵探测系统

展 位 号：6A01A

公司名称：铠特（上海）塑料零件件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申港路2317号9号厂房

电话：021-32220150-106

传真：021-32220151

邮箱：sales@bnl-bearings.cn

网址：www.bnl-bearings.cn

BNL是一家高品质塑料轴承和轴承组件专业的设计和制造商，

总部位于英国，在全球塑料轴承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BNL由

大卫-甘内特先生于1970年创立，其被公认为整体模塑成型塑料轴

承的创始人。BNL轴承集成产品在安防行业的应用可以追溯到十多

年前，公司开发的球机水平与垂直转动集成部件用于取代传统金属

结构，大大减少了零部件数量和装配成本，降低了产品重量，更加

方便安装与维护。

主要产品信息：球机机芯，水平与垂直机构轴承集成部件

展 位 号：6A02

公司名称：晨星半导体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高新区南区高新南一道中国科技开发院三期5楼

电话：0755-88860611

传真：0755-86309460 

邮箱：christine-wt.wei@mstarsemi.com

晨星半导体公司（MStar）是一家专注于消费类电子产品与通

信应用解决方案的世界级专用集成电路领导厂商。自2002年创立以

来，晨星半导体始终秉持持续领导创新及客户导向服务的信念，并

以优异领先的高整合、高性能系统单芯片SoC设计的核心能力为根

基，已在LCD控制芯片、模拟、数字电视及智能电视、机顶盒及触

控显示屏等多应用领域中赢得全球市场领导地位。 晨星半导体以台

湾为营运总部，并致力整合遍及全球的研发团队及客户服务资源，

凭借优秀的执行能力，已为各消费性电子产品应用市场推出高度整

合且极具成本优势的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行车记录仪，运动相机，摄像头，录像机，网

络硬盘录像机

展 位 号：6A04

公司名称：密思达科研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荃湾白田坝街5-21号嘉力工业中心A座16楼22室

电话：852-35906900

传真：852-35906913

邮箱：jimmy@acxhk.com

网址：www.acxhk.com

Matrix Research 业务是设计有关安全身份解决方案及相关产

品，公司致力于通过交付市场上最值得信赖、先进可靠的安全身份

解决方案来提高客户价值。

具有优等质量、创新先锋设计和有效行业领导力等各项认可的 

Matrix Research，着重于创造顾客价值以及成为各种不同产品市场

的供货商。业务范围涵盖物理访问控制；逻辑访问控制及证卡相关

的产品和服务。

Matrix Research 提供优质ODM服务给客户订造产品。

Matrix Research 同时拥有ACX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高安全性读卡器、控制器

展 位 号：6A05

公司名称：深圳傲得华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九道9号威新软件科技园2号楼2层

电话：0755-66630066

传真：0755-66642197

邮箱：market@szadvtech.com

网址：www.szadvtech.com

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通过国家资格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

成长为高清摄像产品以及智慧城市建设推荐品牌。

自2011年深圳安博会推出PE1005高清摄像系列模组，拥有获

得多项专利。产品受到海内外用户好评，广泛应用于安防、医疗、

交通、视频会议等关键领域，相继应用于上海世博等重大工程项

目。

秉承“品质、创新、诚信”的企业精神，为用户提供卓越的产

品和服务，创造更多价值，并为共同构建安全便捷稳定轻松的高品

质生活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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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智慧城市解决方案，ISP解决方案，全高清摄

像模组系列产品

展 位 号：6A07

公司名称：韩国派视尔株式会社深圳代表处

地址：深圳福田区车公庙金润大厦9C

电话：0755-82044155

传真：0755-82044136

邮箱：zhaiy@pixelpluschina.com

网址：www.pixelplus.com/

Pixelplus Co.Ltd 派视尔株式会社是一家从事设计、开发、生

产图像处理器（CIS）和特定应用元器件的图像应用软件的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韩国，并在美国硅谷、中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拥有分

支机构。派视尔拥有丰富的专利资源及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队伍从事

CCD与CIS系统的开发。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高清图像成像与片上

处理系统(Soc)技术。

主要产品信息：cmos sensor

展 位 号：6A08

公司名称：罗仕拿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百旺信工业园A区1区2栋

电话：0755-86106842

传真：0755-86106101

邮箱：ford.zhong@rosslaresecurity.com

网址：www.rosslaresecurity.com

罗仕拿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是罗仕拿企业的全资子公司，

专业从事生产和销售高品质的安防产品，其办公室和合作伙伴遍布

全球各地。主要产品：门禁控制、防盗报警、巡更管理系统。罗仕

拿享有国际声誉，拥有优质的产品质量和专业的客户服务，并获得

ISO9001:2000、ISO14001:2004和ISO13485:2003+AC:2009 (医疗器

械)认证。经过30年的发展，罗仕拿已成为全球性的安防制造和销售

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控制、防盗报警、巡更系统

展 位 号：6A09

公司名称：kce

地址：深圳市沙井街道新玉路3号众恒晟高新科技园B栋801

电话：0755-27727355

传真：0755-88210691

邮箱：park@kcechina.com

网址：www.kcecctv.com

公司位于韩国，成立于2000年。是专业从事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安防项目工程与安防产品经营的专业集成商，创立以来，是

安防领域领先的解决方案提供商。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头、硬盘录像机

展 位 号：6A11

公司名称：北京正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皋路6号A06

电话：010-84399082

传真：010-52669184

邮箱：info@imagequalitylabs.cn

网址：www.imagequalitylabs.cn

ImageQualityLab是全球领先的图像质量实验室方案及第三方测

试服务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为消费电子、安防监控、汽车影像、

医疗影像行业建立了众多专业级别的图像质量测试实验室，总部位

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目前在中国北京、上海、深圳都设有技术支

持及服务网络，并且在北京、深圳以及上海（正在规划）设有专业

第三方图像测试实验室，可提供第三方测试服务，并为国内的客户

提供更加完善的演示、培训、及技术支持。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头图像质量分析实验室设备

展 位 号：6A12

公司名称：深圳市世强先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人民南路3005号深房广场A座32楼  

电话：400-887-3266

传真：0755-25155881 

邮箱：service@sekorm.com

网址：www.sekorm.com

世强成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深圳，是全球数十家著名半导

体企业在大中国区的重要分销商，同时也是众多电子制造和研发企

业的重要供应商，产品业务广泛覆盖工业电子、通信设备、消费电

子、汽车电子等领域。

凭借卓越的需求创造能力和经验丰富的核心团队，世强迅速成

长为中国电子行业最具优势和影响力的分销企业之一，2014年销售

额突破2亿美金。

主要产品信息：电子元器件及测试仪器    

展 位 号：6A13

公司名称：合翔（常州）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跃路5号

电话：0519-88812318

传真：0519-88818807

邮箱：jim@china-buzz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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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hina-buzzer.com

公司成立于1996年，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内,公司占地面积33000平方米，员工800名，其中工程师26名，

品管人员35名,具有较强的开发能力。主要生产电磁式蜂鸣器、压电

式蜂鸣器，SMD贴片蜂鸣器,受话器,扬声器和麦克风,现有500多个

品种，月产量900万只。

主要产品信息：电磁式蜂鸣器、压电式蜂鸣器，SMD贴片蜂鸣

器,受话器,扬声器

展 位 号：6A14

公司名称：德国威迪艾斯灾损预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科苑路88号1号楼305

电话：021-28986306

传真：021-28986253  

邮箱：zjiang@vds.de

网址：www.vds.de / www.vds-asia.com.cn

VdS是全球安防方面最负盛名的认证机构，专攻防火、安全

以及自然灾害预防领域。公司的服务  范围包括风险评估，现场检

查，对产品、公司和专业人员进行认证，以及综合性的培训和出版

项目。VdS认证标志在专业圈以及决策者之间享有极高的声誉。VdS

的客户已覆盖工商业中所有的  工业领域，国际领先的生产商，系

统事务所和科目专业人士，还包括有风险意识的银行和保险公司。

更多信息在www.vds.de/en.

主要产品信息：消防、防盗产品VdS认证

展 位 号：6A15

公司名称：SECO-LARM U.S.A., INC.

地址：16842 Millikan Avenue, Irvine, CA92606

电话：(949)261-2999

传真：(949)261-7326

邮箱：info@seco-larm.com

网址：www.seco-larm.com

California, USA-based SECO-LARM has over 4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security equipment for 

customers in China and nearly 100 other countries. Its fast-expanding 

line of patented security technology includes RF transmitters and 

receivers, access control, CCTV, and professional audio/video 

components. SECO-LARM provides full marketing and technical 

support  in multiple  languages, and offers custom manufacturing 

services in ISO 9001:2008 production facilities.

主要产品信息：RF transmitters/receivers

展 位 号：6A17

公司名称：深圳三色电子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财富港大厦D座2401

电话：0755-23073213

传真：0755-29953737

邮箱：fay@stc-oversea.com

深圳三色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LCD液晶显示器为主导产品，

涵盖家用液晶电视、广告机及其周边设备，集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我们目前有4条全自动机板生产线，4条

先进的整机生产线以及配套的检测仪器设备，目前有员工1000多

名。

主要产品信息：LCD monitor,LED monitor, CCTV

展 位 号：6A18

公司名称：深圳市圆方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苍松大厦北座1805室

电话：0755-83254956

传真：0755-82787508

邮箱：brian@yf-space.com

网址：www.yf-space.com

深圳市圆方时代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代理江苏思特威电子科技的

CMOS图像传感器, 多年来与各方厂家建立了互助互信的关系, 在不

同的平台上开创出多个高增值的方案, 为广大客户在瞬息万变的市

场上占取先机！

本公司本着稳健发展, 诚信服务, 持续创新的经营理念, 不断加

强服务品质, 致力为客户提供多元化及贴心的服务, 共同开拓市场, 建

立成就辉煌的里程碑！

主要产品信息：图像传感器芯片、VI/IPC 100万/200万专业方案

展 位 号：6A19

公司名称：佳能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五股区五权路7巷8号4楼

电话：886-2-2299-9898

传真：886-2-2299-9797

邮箱：isaac.lee@abilitycorp.com.tw

网址：www.abilitycorp.com.tw

全球第一数位相机ODM供应商，现在可用于IP Camera ODM

服务。佳能在影像相关设备设计制造已经超过9年的经验。

对于关键集成技术掌控如，镜头，图像感应器，影像处理器，

机电一体化...等,我们提供给客户最好的选择。

为即将到来的成像输入设备的增长如运动摄像机，I P 

Camera，Home Camera，NVR，IOT等，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为您

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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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在寻找最优质的IP Camera 和NVR ，Home Camera 解

决方案，前来6A19洽谈！

主要产品信息：网路摄像机、智能家居

展 位 号：6A19A

公司名称：美国保险商实验所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南云二路8号广州市品尧产业园电子大楼

电话：020-32131067

传真：020-83486777-67067

邮箱：ELSIE.LIN@CN.UL.COM

网址：www.ul.com

UL是一家全球性独立的从事安全科学事业的公司，在创新性安

全解决方案领域，拥有逾一个世纪的专业知识，从公众用电到具有

突破性的可再生新兴能源及纳米技术，UL涵盖各学科的方方面面。

UL致力于为公众创造更安全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保障公众、产品及

场所的安全，从而推动全球贸易，为公众提供安心。

UL提供认证、检验、测试、验货、审核、咨询和培训等服务，

帮助客户从容应对日趋复杂的供应链难题 — 从法律法规，到贸易

挑战和市场准入。

UL致力于不断延伸专业领域及服务范围，通过五大独特的业务

单元—产品安全、检测服务、生命及医疗健康科学、培训咨询及绿

色环保认证，不断推动安全领域的未来发展，积极满足客户和全球

公众不断增长的安全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产品认证及检测服务

展 位 号：6A20

公司名称：高要市金利镇扉利达五金制品厂

地址：广东省肇庆高要市金利镇金盛工业园

电话：0758-8572032

传真：0758-8577733

邮箱：lingkwan@126.com

网址：www.feilidahardware.com.cn

高要市金利镇扉利达五金制品厂是闭门器、液压铰、气撑等

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多年丰富的生产经验，投资过千万

购置了大批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质检仪器，形成工厂内各条有条不紊

的生产线和检测系统。扉利达的产品款式时尚、美观大方、经久耐

用，深获国内外买家的好评与信赖。

扉利达现在的国内市场计划是深入拓展，我们诚挚希望与国内

各大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谋发展，实现双赢！ 

主要产品信息：闭门器

展 位 号：6A20A

公司名称：CTRING CO., LTD.

地址：233, Gasandigital 1 ro, Geumcheongu, Seoul, Korea

电话：+82-2-6116-6832

传真：+82-6116-6827

邮箱：sales@ctring.com

网址：www.ctring.com

Welcome to CTRING. In spite of  its short history, CTRING has 

become a global  leader and technology innovator  in the security 

surveillance market. At CTRING, we encourage ourselves to employ 

a high level of flexibility and forward thinking principl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technical and business solutions. This corporate 

culture allows us to be a dynamic and innovative workforce that leads 

the worl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tting edge DVR technologies along 

with providing exceptional customer support. Through innovative, 

reliable products and services, CTRING will grow not by ourselves but 

with our partners and customers. Choose The Right!

主要产品信息：Mega Analog DVR，EX-SDI，NVR  

展 位 号：6A20B

公司名称：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十路南9号

电话：0731-88218922

传真：0731-88218999

邮箱：chenruxiong@gokemicro.com

网址：www.gokemicro.com

国科微电子成立于2008年，是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之一，也是首家获得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实际注资的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公司长期致力于广播电视、安防监控、固态存

储、物联网等领域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与方案开发。

国科微电子总部位于长沙，并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苏

州等地设有研发中心与分支机构，现有研发人员逾500人，超过员

工总数的70%。公司以“中国梦 中国芯”为企业使命，致力于成为

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监控芯片及解决方案，行车记录仪完整解

决方案

展 位 号：6A20C

公司名称：福建神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期标准厂房区

电话：0595-22498858

传真：0595-22498868

邮箱：shenzhou@shenzhou-sa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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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shenzhou-satv.com

神州电子系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闽

东南电子与信息产业基地骨干企业、国家首批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

收设备定点生产企业、中国驰名商标。2015年5月，公司成功挂牌

“新三板”，证券简称：神州电子，证券代码：832451。神州电子

是专注于互联网+无线、卫星、网络、视频监控产品研发、生产与

服务的创新研发型产品制造商。承担了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项目、

国家电子信息发展基金项目、中央电子信息产业技改增投等项目。

神州电子秉承“诚信、创新、高效、服务”的企业精神，为全球客

户提供专业的产品、技术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网络摄像机模组、高清网络录像机、高清

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6A21

公司名称：创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六路苍松大厦南座 1113

电话：0755-82048756

传真：0755-82048757

邮箱：joseph.ma@asdtech.com

网址：www.asdtech.com

创徽科技有限公司。集团公司始于2002年，从事影像产品研

发，提供一站式方案。主要产品包括：高像素CCTV摄像头（HD-

SDI 1080p，720p及模拟960H，D1，VGA）、无线网络IP camera、

安防系统、警用相机、打猎相机、运动相机等。公司秉承“创新理

念、追求卓越、迅速改善、永续经营：的经营理念；把"诚信、负

责、创新、团队"作为不断的追求和目标，愿与广大朋友携手共创美

好的明天！

主要产品信息：高像素CCTV摄像头、无线网络IPC

展 位 号：6A22

公司名称：深圳市奥胜创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西丽新屋工业园12栋3楼

电话：0755 26786876

传真：0755 26783202

邮箱：info@astrind.com

网址：www.astrind.com

深圳市奥胜创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致力

于网络摄像机以及安防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我们可以为广大客户提供如下列产品：云台网络摄像机，标准

枪机，半球机，红外枪机，高速球等。同时，所有产品都已通过

FCC，CE认证。并通过ROHS指令标准。产品也广泛地出口到国际

市场，同时在行业内，奥胜创科也是率先研发出网络摄像机系列产

品。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 网络硬盘录像机

展 位 号：6A22A

公司名称：WEY Technology 

地址：30 Raffles Place

电话：+65 62601918

传真：+65 6221 5152

邮箱：emily.debruijckere@weytec.com

网址：www.weytec.com

WEY Technology is a Swiss company who provide you with 

consul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les, manufacturing, project 

management,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展 位 号：6A23

公司名称：深圳光启智能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高新中一道9号软件大厦

电话：0755-86135701

传真：0755-86135700-5007

邮箱：yuqin.xu@kuang-chi.com

网址：www.kuang-chi.com

深圳光启智能光子技术有限公司隶属于光启集团，致力于创新

技术开发、产品发明、解决方案设计及实施的高科技公司。公司专

注于以光为信息传递介质，为安防、金融、地产、通信行业提供全

新的智能光子解决方案和产品，为革为人类带来更加安全、便捷、

绿色的生活。

主要产品信息：光子认证、光子通、光子门禁、智能光子锁

展 位 号：6A24

公司名称：深圳市披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天展大厦2楼A座

电话：0755-83443633

传真：0755-83443811

邮箱：peake@peake.com.cn

网址：www.peake.com.cn

深圳市披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我国最早从事非接

触式IC卡应用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厂商和一卡通系统解决

方案提供商，并享有非接触式IC技术的国家专利。 

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支由教

授、博士组成的高素质专业研发团队，并在深圳设有生产基地。产

品线包括：门禁、消费、停车设备、电梯控制、通道管理等，系统

解决方案包括：大厦一卡通、小区一卡通、企业一卡通、校园一卡

通等。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考勤、停车设备、消费、巡更、电梯控

制、通道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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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6A25

公司名称：威力工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宜山路2016号合川大厦4楼J座

电话：021-64055815

传真：021-64055810

邮箱：info@oring-china.com

网址：www.oring-networking.com.cn

威力工业网络（ORing）专注于工业通讯网络产品研发与制

造，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以太网通讯、无线通讯、以及串口设备联

网解决方案。

ORing创建于2005年，总部位于台北，在全球设有子公司以

及办事处。ORing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为不同行业的客户设计安

全、稳定并具有市场前瞻性的产品。产品通过各类专业认证并且符

合环保标准，尤其适用于轨道交通、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石油、

冶金等环境严苛的特殊行业。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工业无线接入点、工业无

线VPN蜂窝路由器

展 位 号：6A26

公司名称：永业智能锁业（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高发东方科技园华科大厦5D-1

电话：83429239

传真：83429239

邮箱：jguan@acsys.com

网址：www.acsys.cn

永业智能锁业（深圳）有限公司（Acsys）是一家业务遍布全

球的智能安防系统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技术积累起源于1999年

的两家法国著名军工企业，其强大的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在无需布

线、无需供电的情况下即可实时远程授权（或解除授权）特定的人

在指定的时间、地点于限定的时间内工作。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安防和人力资源管理解决方案

展 位 号：6A28

公司名称：Sony Corporation Device 
Solution Business Group

地址：4-14-1 Asahi-cho, Atsugi-shi, Kanagawa

电话：+81-5031407745

传真：+81-5038091340

邮箱：Ryuichi.Yoda@jp.sony.com

网址：www.sony.net/cis-industry

SONY是CMOS图像传感器在安防和工业领域的领先企业。我

们已经推出了新的品牌技术，“STARVIS”用于安防CMOS图像传

感器，“Pregius”用于全局快门的CMOS图像传感器。我们始终通

过创新来引领技术潮流。(STARVIS和Pregius是索尼的商标。)

主要产品信息：图像传感器

展 位 号：6A29

公司名称：厦门脉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23号楼202室

电话：0592-5922772

传真：0592-5922775

邮箱：joya@milesight.com

网址：www.milesight.com

脉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致力于网络视频

监控产品的设计与研发，集生产和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脉视专注于高清网络视频监控领域，拥有近10年经验的专业研

发团队，多年来已成功研发了全系列网络视频监控产品，包括高清

网络摄像机、网络硬盘录像机及视频管理系统。

脉视以自有品牌“Milesight”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完

善的代理机构和营销网络，形成了以中国为研发、制造中心，全面

覆盖全球市场的营销和售后服务体系，从而为全球用户提供高效、

专业的技术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网络摄像机、网络硬盘录像机、H.265、

超低照技术

展 位 号：6B01

公司名称：杭州席媒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天城路91号浙江省大学科技园B楼6层

电话：0571-88846606

传真：0571-88399965

邮箱：1191274998@qq.com

网址：www.hzdeskmedia.cn

杭州席媒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极富创造力的公司，主要以生产

“智能、绿色、环保”的交互式无纸化会议产品为主的生产厂家,公

司产品主要有13.3~22.5寸超薄升降屏一体机、基于IOS/安卓/WIN8

等系统的折叠式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终端系、7~12寸液晶电子桌牌系

列、平板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终端系列、翻转无纸化多媒体会议终端

系列、数字信息标牌系列，已广泛应用于政府、军队、人防、高档

酒店、集团公司、会展中心等多个领域，并获得一致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升降屏一体机、折叠系列、平板系列、翻转系

列电子桌牌、标牌

展 位 号：6B02

公司名称：慈溪市科发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兴工路一号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
2015 The 15th China Public Security Expo

192 www.cps.com.cn

电话：0574-63509566

传真：0574-63509566

邮箱：manager@cnkefa.com

网址：www.cnkefa.com

慈溪市科发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1990年，是一家集新产品研

发、规模化生产、品牌化销售为一体的电子元器件企业，专业生产

接线端子、电子连接器及精密模具。

目前，公司建有美国UL、德国VDE授权的目击实验室。通过

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开发

的400多种型号，近5000种规格的产品通过了欧盟CE、德国TUV及

ROHS、CQC、CB、UL、VDE认证。我们已积累了客户1000多家，

与数家全球500强企业保持了良好的业务往来。

主要产品信息：接线端子，连接器

展 位 号：6B03

公司名称：天津瑞发科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华苑产业区华天道8号海泰信息广场B-1108

电话：0755-86539580

传真：0755-86539580

邮箱：lixin.wang@norelsys.com

网址：www.norelsys.com

天津瑞发科半导体成立于2009年，由多名硅谷半导体技术专家

和本土资深半导体营销行家创立，获得了君联资本、赛富投资等基

金支持。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高速模拟电路技术，先进SOC芯片设

计和量产经验，在移动存储、移动终端、数字高清视频传输和新一

代多媒体显示市场提供完整方案。2014年公司成功研发了新一代数

字高清视频传输技术AVT (Advanced Video Transport)，具有远距离

实时传输、低成本、易于未来升级等优点。瑞发科半导体提供基于

AVT技术的完整芯片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基于AVT技术的数字高清视频远距离传输芯片

与系统

展 位 号：6B04

公司名称：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田寮社区第十工业区1栋

电话：0755-66839118

传真：0755-66839300

邮箱：fangyuan.chen@refond.com

网址：www.refond.com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于2011年7月

上市（股票代码：300241）。并成立了上海子公司，宁波子公司。

瑞丰光电定位于给全球中高端客户提供高品质的LED 光源。目前主

要产品：Chip LED、TOP LED、Power LED、COB模组、LED 光引

擎、UV/IR LED、全彩LED、植物灯及汽车电子等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LED红外线产品及模组

展 位 号：6B04A

公司名称：中山明智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第三工业区月环村科创电子厂内

电话：0760-86638369 / 86281455 

传真：0760-87601988

邮箱：sales@mcytech.com

网址：www.mcytech.com

明智源(香港)科技有限公司是集安防监控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汇聚了一批具有十多年安防监控产

品工作经验的技术人才，结合多年的市场经验，专业生产枪机、半

球、迷你型摄像机、红外防水摄像机、普通监控系统、车载监控系

统、网络摄像机、车载DVR等多个系列产品，公司通过了ISO9001

国际质量认证体系，主要产品通过了欧洲RoHS和CE认证、美国

FCC认证等，各项技术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特别是车载监控系统

方面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我们是国内外很多知名汽车公司和公共

交通工具的OEM制造商。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机、车载监控系统、网络摄像机、

MDVR等

展 位 号：6B05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际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华际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电话：0755-82078899

传真：0755-82078800

邮箱：suju0529@163.com

网址：www.huaji.cc

深圳华际电子系统公司是从事报警产品销售和服务的专业性

公司，德国博世安防系统金牌代理商、以色列EL和CROW安防产

品中国总代理。主营业务：大、中、小报警中心系统新建与改造、

升级；德国博世报警主机及全系列探测器、以色列EL INFINITE双

网系统、以色列EL SUMMIT系列报警控制箱及探测器、以色列

CROW“安易”系列混合版及网络报警系统、全系列室内、室外探

测器的销售和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大型报警监控中心软件平台：网络、视频和运

营管理

展 位 号：6B07

公司名称：杭州巨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银湖创新中心9号

电话：0571-2888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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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71-28887115

邮箱：qinmin@xiongmaitech.com

网址：www.jufenginfo.com

杭州巨峰科技有限公司是业内最具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

以领先的监控产品创新技术为核心竞争力，致力于提供高品质、高

性价比的安防产品和点到点的优质服务。

公司的主要产品有硬盘录像机、网络视频服务器、便携式硬盘

录像机、网络摄像机、物联网前后端产品、云监控平台等，涵盖道

路监控、智能交通、城市安防、车载监控、小区监控、物联网等众

多领域。公司产品畅销海内外市场，营销及服务网络遍及全球，并

在多个国家建立了服务分支，为客户提供快速、优质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硬盘录像机、网络摄像机、智能机顶盒

展 位 号：6B09

公司名称：OmniVision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上科路88号

电话：021-61759628

传真：021-61759889

邮箱：karl_wang@ovt.com

网址：www.ovt.com

母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CMOS影像传感器设计，研发和市场销

售的高科技公司。公司创建于1995年，总部坐落在美国硅谷，并在

2000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股票代码：OVTI）。

主要产品信息：HDR，Low light ,RGBIR, OV9750..

展 位 号：6B10

公司名称：新联阳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工贸园苍松大厦北座1001室

电话：0755-333693000

传真：0755-33369301

邮箱：Aaron.ou@itechina.cn

网址：www.ite.com.tw

CCHDTV (高清闭路电视系统)是一套新发展出来的高清监视系

统解决方案，ccHDtv的核心概念是利用数位电视技术将数位高清

影像 (High Definition) 信号于同轴电缆、传输绞线，甚或以无线传

输方式传送。经实际证明，透过ccHDtv技术，多路的1080p30 或 

1080p60 影像可以很容易地在一条传统的3C2V/RG59同轴电缆上同

时序列传送，在不加Repeater的情形下，传输距离可长达500公尺

主要产品信息：同轴、长距离、一线同时多路、高清影音传输

展 位 号：6B11

公司名称：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

电话：010-58832956

传真：010-58833100

邮箱：kongqinghong@datangmobile.cn

网址：www.datangmobile.cn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下属的大型高科

技央企——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旗下的核心企业，是第三代移动

通信国际标准的提出者、核心技术的开发者以及产业化的推动者，

始终主导TD-SCDMA后续技术标准TD-LTE的技术演进和产业化进

程，并拥有核心知识产权。

公司以打造“无限沟通引擎”为发展理念，倡导“创新、市

场、诚信、责任”的企业价值观，专注于TDD无线通信技术及其后

续演进技术的应用和开发，致力于TDD无线通信解决方案在互联网

和物联网、行业信息化等战略新兴产业中的融合发展和应用。

主要展品信息：宽带应急一体站/宽带无线专网/移动视频应用

与服务

展 位 号：6B12

公司名称：长春鸿达光电子与生物统计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高新区顺达路789号

电话：0431-85165891

传真：0431-85184666

邮箱：wangbo@cchongda.com.cn

网址：www.cchongda.com.cn

长春鸿达光电子与生物统计识别技术有限公司是居于行业领先

地位的生物识别产品及相关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始建于1990年，

主要从事生物识别系列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以及生物

识别管理系统解决方案的建设与技术服务。

鸿达公司拥有中国最大的生物特征识别产品生产基地，是中国

指纹锁、四指采集仪、掌纹采集仪质量技术标准、行业标准制定者

和起草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首家通过“中国GA认证”、 “美国

FBI认证”、首家一次性通过“公安部居民身份证指纹采集器检测”

和“中国驰名商标”等殊荣的生物识别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指、掌纹采集仪；指纹锁；指纹模块；生物特

征复合产品及解决方案

展 位 号：6B13

公司名称：联合技术建筑及工业系统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300号15楼

电话：021-63311117

邮箱：jean.jian@fs.ut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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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bis.utc.com

联合技术建筑及工业系统是美国联合技术公司业务部门之一，

是全球领先的消防报警与灭火、防盗报警、门禁控制和视频监控解

决方案供应商，能够在各种应用和预设环境下为世界各地的用户提

供安装、检测、监控和响应解决方案等服务。我们拥有多个业内

享有盛誉的产品品牌，如爱德华、凯得、Marioff、胜捷、Lenel，

Interlogix 和Onity，产品涵盖消防报警、气体灭火与水灭火、真火培

训、视频监控、门禁控制、防盗报警、酒店门锁和保险箱等各种领

域。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系统、防盗系统、安防综合管理平

台、酒店解决方案

展 位 号：6B16

公司名称：美国西南微波公司

地址：北京建外大街24号京华公寓4-903

电话：010-65159303

传真：010-65158928

邮箱：peng_lan@163.com

网址：www.southwestmicrowave.com

美国西南微波公司总部坐落于亚利桑那州坦普市，公司从1970

年代开始生产室外微波探测设备，为用户提供最完整、最可靠的电

子周界入侵探测、探测监控和无线CCTV传输系统，北京四达安景科

技有限公司为西南微波公司周界报警设备在中国的总代理。

其主要产品有：震动电缆周界报警系统，埋地式泄漏电缆周界

报警系统，微波对射报警器，移动式微波报警器，自收发微波报警

器，被动红外报警器和CCTV监控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周界安防系统、电视监控系统

展 位 号：6B17

公司名称：深圳惠尔联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格林网苑1212

电话：0755-83746179  

传真：0755-83746170

邮箱：sales3@wellcam-ipcamera.com

网址：www.beward.net

深圳惠尔联科科技有限公司，是俄罗斯Beward在国内的工

厂。从2008年成立始，一直致力于IP监控摄像头的研发与生产。期

间所供应的产品，深得海外客户的信赖。

主要产品信息：IP可视门铃对讲、H265监控摄像头、监控摄像

头 

展 位 号：6B17B

公司名称：深圳市拓升磁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上海汽车大厦1103

电话：0755-26738685

传真：0755-26738389

邮箱：ren.zhiguo@toptechmagnet.com

网址：www.toptechmagnetics.com

深圳市拓升磁电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研发，制造3D-BMS

的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三维动态智能探测器

展 位 号：6B18

公司名称：深圳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萝岗区科学城彩频路7号之二广东软件科学园E幢

电话：020-82139592

传真：020-32057538

邮箱：Daisy.Wang@intertek.com

网址：www.intertek.com.cn

Intertek提供专业的生命安全和安防产品测试认证服务，为您定

制全面测试认证解决方案，帮助您的产品领先一步打入国际市场。

作为全球领先的质量和安全服务公司，Intertek佣有专业的测试工

程专家及优质的服务团队，助力于安防产品多国认证及全球准入计

划，主要测试认证服务包括电磁兼容性, 北美ETL 认证，电气安全认

证，欧洲建筑产品法规CE认证, Tick Mark认证等等，更有多种自定

义测试服务方案可供选择。  

主要产品信息：提供安防产品国际测试认证，主推北美ETL认

证，欧洲CE认证

展 位 号：6B19

公司名称：美国派力肯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77号青松城1026室

电话：021-64189685

传真：021-64189679

邮箱：pelicansa@163.com

网址：www.pelicanchina.com

美国Pelican产品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安全防护箱和专业

照明产品的生产商。经过五十年的发展， 派力肯已经成为同类产

品行业中的领军品牌，创造出世界上最坚固，最抗摔抗震，防爆防

水，抗化学腐蚀，耐极限温度，质量最可靠，使用最舒适的产品。

生产的每款产品都经过世界上权威专业机构的安全认证。独一无

二的品质，让我们自信的向全世界用户提供无条件终生免费保修承

诺：“您弄坏了，我们来更换，终生如此”

主要产品信息：派力肯安全箱和移动照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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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6B21

公司名称：MACROIMAGETECHNOLOGY

地址：East Bldg.,6F,IT Venture Tower,Garakbon-Dong,Songpa-

Gu,Seoul,Korea

电话：+82 2 2142 4000

传真：+82 2 2142 4099

邮箱：sales@mitinc.co.kr

网址：www.mitinc.co.kr

MACRO IMAGE TECHNOLOGY makes Video Processor 

Chipset, Deinterlacing Scaler and ISP.

主要产品信息：MDIN-325/340/380/400

展 位 号：6B22

公司名称：杰扬光电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077号B座510室

电话：021-51098999

传真：021-50272210

邮箱：Molly.liu@lumens.cn

网址：www.mylumens.com

捷捷扬光电创立于1998年，公司总部位于台湾新竹。成立至今

超过15年的历史，全球员工人数约有300多位。本公司是知名IT产品

EMS代工厂和硕与知名计算机品牌华硕集团成员之一。为了提供全

球顾客最好的产品与最及时的服务，Lumens已于全球44个国家中

设立了100多个据点。捷扬光电以Lumens自有品牌“新硕”营销全

世界，营销管道横跨美国、中南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亚洲、

大洋洲等地，不论世界哪一个角落都有Lumens产品的使用者。

我们重视产品的每个环节，努力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最及时的服

务。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高清摄录展台、教育录

播系统

展 位 号：6B22A

公司名称：升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清华信息港综合楼403

电话：0755-88392194转519

传真：0755-88392173

邮箱：lhma@grain-media.com

网址：grain-media.com

升迈成立於2005年12月，专注于各式手持式应用及安全监控相

关晶片的销售与研发。透过领先的高效能处理器，音/视频编解码引

擎，与卓越的系统单晶片(System-on-Chip, SoC) 整合技术，提供客

户最佳系统效能与成本优势，帮助客户产品快速上市，赢得先机！

成功推出多款系统单晶片解决方案，包括 HD H.264数位安全

监控、多媒体串流/网路电视、影音播放器等系列。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硬盘录像机、智能视频分析

展 位 号：6B23

公司名称：深圳市光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南山区茶光路1089号深圳集成电路设计应用产业园4楼

电话：0755-86186366

传真：0755-86186299

邮箱：lyweng@appotronics.com

网址：www.appotronics.com

光峰是全球激光显示领域的领导者，是高亮度荧光激光显示技

（ALPD)的开创者。ALPD技术突破了高压汞灯和LED等传统光源的

技术局限性，是全球第一个成功实现产业化的激光显示技术。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拼墙、激光工程投影机、激光显示大屏

展 位 号：6B24

公司名称：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梅龙路七星商业广场B座9楼

电话：0755-29555568

传真：0755-28168579

邮箱：hrdxy@dxytech.com

网址：www.dxytech.com

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DXY鼎芯）是一家提供

物联网射频综合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可以给客户提供从芯片、

软件到产品的多项服务，公司总部位于深圳，总资产近亿元。服务

了亚太地区的上千家客户，研发生产及销售的产品覆盖无线通讯，

物联网，安防监控，电力仪表，汽车电子，新能源等领域。

    公司机构设有芯片事业部，生产事业部、研发事业部、软件

事业部。旗下有四个子公司以及多个集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办事处

和销售网点。公司核心团队大多有世界500强工作经验。

主要产品信息：图像传感器，硬盘录像机芯片，网络摄像机芯

片，SDI 摄像机方

展 位 号：6B24A

公司名称：松下电器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第8层

电话：0755-82558888

传真：0755-82558700

网址：www. panasonic.cn

松下电器机电(中国)有限公司是松下电器(中国)于1996年在华

投资的全资企业。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并在北京、天津、大连、沈

阳、苏州、广州、深圳设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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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移动通信、PC、AV、汽车、工厂自动化等领域，提供

给您电子部品、电池、马达、显示面板、半导体、汽车电子、FA设

备等最值得信赖的优质产品和最具价值的整体解决方案。

一直以来，我们都旨在将客户的需求和Panasonic的科技相结

合，创造出最佳的产品，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展 位 号：6B25

公司名称：上海甬隆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423号18号楼904室

电话：021-52527145

传真：021-52527147

邮箱：melody.zhang@yolon.net.cn

网址：www.yolon.net.cn

上海甬隆机电系统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了十年的民营企业，从

事机械成套设备、自动化程控设备等安防设备的安装、维修服务。

成立初期，本公司就致力于安防市场的开拓， 现在作为领先的出入

口控制系统产品和安全解决方案的专业供应商，在国内许多地方大

中型企业、校园、电力系统等都有相关的案例：苏州东吴证券、上

海太平金融、天津117（靠山楼+主塔楼在建）和国家电网客服中心

（在建）等。本公司本着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发展战略，以科技、品

质为重心，不断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中成积极响应”智慧城市建

设”

主要产品信息：IDL速通门

展 位 号：6B26

公司名称：日本U-TRON(上海温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751弄1号楼1004

电话：61679970-801

传真：021-61679970-802

邮箱：455735321@qq.com

网址：www.shwwsm.com

上海温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3年，专注于精密光学设

备的研究和开发，以“高清监控视频镜头”为核心产品，形成了涉

及安防、医疗、广播电视、教育等领域的全面运用，是国内具有较

高影响力的高清监控镜头提供商。

温网数码是国内首个提出高清监控体系并成功运用到实际案例

的企业，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设有分销商及办

事处。同时，温网数码科技通过卓越的实力与非凡的产品性能，于

2010年成功拿下世博会高清监控项目，一举奠定了国内领先高清监

控设备佼佼者行列，开启中国百万高清之先河。

主要产品信息：日本CANON、IKEGAMI、U-TRON、旗下产

品包括C

展 位 号：6B27

公司名称：中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办爱联如意路1-3号

电话：0755-83305142

传真：0755-83305085

邮箱：elizabeth@globalchina-tech.com

网址：www.globalchina-tech.com

中瀚科技，成立于2001年，专业从事高科技无线婴儿监控，家

居安防和智能家居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基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

拥有厂房2万余平方米，员工近3000人，生产各类产品每年达1,500

万，为ODM 或OEM的理想合作伙伴。设立产品研发中心, 直接与业

界科技接轨，取得国外市场最新发展方向，引进国内，以高效能生

产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主要产品包括智能家居，安防产品和 

IP 婴儿监控器，电话通讯。中瀚客户遍及全世界，产品出口到欧,

美，南美，中东，俄罗斯，新加坡，港澳台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产品，智能家居，婴儿监控

展 位 号：6B28

公司名称：雅特生科技

地址：香港九龙观塘荣业街二号振万广场14楼

电话：852-9355-5775

传真：852-2176-3662

邮箱：alice.hui@artesyn.com

网址：zh-cn.artesyn.com 

雅特生科技（Artesyn Embedded Technologies）专门设计和

生产稳定可靠的电源转换和嵌入式计算解决方案，其产品适用于多

个不同产业，包括通信、计算、医疗、军事、航天和工业生产等。

四十多年来，雅特生科技的客户都深信该公司可以为他们提供具成

本效益而又技术先进的网络计算和电源转换解决方案，让他们可以

更快将产品推出市场，以及降低投资风险。

主要产品信息：雅特生科技MaxCore应用平台

展 位 号：6B28A 

公司名称：广州市鑫澳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天河区车陂路黄洲工业区3栋西座6楼

电话：020-66311880

传真：020-38629176

邮箱：1243115465@qq.com

网址：www.ocom.com.cn

广州市鑫澳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成立于 

1999年。以RFID、生物识别为核心研究领域。公司拥有雄厚研发力

量，有30多人的研发队伍，包括多名博士、硕士，90%以上员工是

本科学历。公司立足技术，始终站在科技前沿，提供最先进的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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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和系统设备。在时间管理，食堂收费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程

序设计经验和产品应用经验。应用产品包括电子巡更系列产品、指

纹门禁考勤系列产品、收费系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云巡更、指纹考勤门禁机、一卡通、消费机、

展 位 号：6B29

公司名称：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路1535号1号楼12F

电话：021-53898220

传真：021-53898920

邮箱：Olivia.Liu@philips.com

网址：www.philips.com/photonics

飞利浦光电作为全球VCSEL领域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的

领导厂商，积极运用VCSEL技术开拓安防夜视应用。针对此应用，

飞利浦光电已经开发并导入了能够用于短距，长距（公里级）的，

提供优质照明质量的，基于VCSEL技术的各类红外照明产品。这些

产品充分发挥了激光作为高品质光的优势，又结合了LED的简单易

用。此外，基于VCSEL的飞利浦产品结实耐用，对静电并不敏感，

安装使用时，对客户的生产线并无特殊要求。

主要产品信息：面射型激光器

展 位 号：6B30

公司名称：北京小鸟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1号盈创动力大厦E座905室

电话：010-58851918

传真：010-55851916

邮箱：llx@digibird.com.cn

网址：www.digibird.com.cn

北京小鸟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Digibird)成立于2009年，是一

家致力于为视听领域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公司自成立第

一天起，就将为用户提供全数字的高清解决方案作为我们的奋斗目

标。我们将图像处理方面的知识应用于音，视频与电脑信号之间的

转换和混合，陆续推出了以多屏幕控制器，拼接器， 融合器等功能

为基础的一系列国内领先的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拼接控制器、边缘融合器、混合矩阵、I编解码

器、光端机、双绞线

展 位 号：6C01

公司名称：以色列瑞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88号凯德华玺大厦1号楼912室

电话：010-85173876

传真：010-85173876

邮箱：sam.song@radwin.com

网址：www.radwinchina.com

以色列瑞赢(RADWIN)公司是6 GHz以下频段无线点对点和点对

多点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供应商。RADWIN的无线通信解决方案可

以在高容量单一平台上传送语音、视频和数据业务。该系统融诸多

尖端技术与包括多入多出（MIMO）和正交频分复用（OFDM）在

内的干扰抑制技术于一身。这种经久耐用的解决方案可以在任何环

境中无懈可击地可靠运行，并且安装和维护也极其简便。RADWIN

的解决方案是适用于各行各业各类应用的理想之选，已在全球150

多个国家得到广泛部署。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宽带传输解决方案

展 位 号：6C02

公司名称：新科电子(卫星通讯与传感系统)私人有限公司

地址：1 Ang Mo Kio  Electronics  Park Road,  #06-02,  ST 

Engineering Hub

电话：+65 6521 7888

传真：+65 6521 7333

邮箱：tan.boonchuan@stee.stengg.com

网址：www.stee.stengg.com

新科电子（卫星通讯与传感系统）私人有限公司组建于1991

年8月，是新加坡科技电子有限公司（新科电子）的全资子公司。

它是世界领先的超小口径终端（VSAT）产品和卫星网络解决方案

以及微波传感器及雷达监测解决方案的制造商和供应商。2005年，

随着新科工程对世界领先的星载宽带接入解决方案供应商iDirect的

收购，新科电子（卫星通讯与传感系统）进一步提高在提供端对端

卫星通讯（satcom）解决方案的战略能力及核心竞争力，以使其方

案能应用于所有商业与国防平台。 座落在新加坡的高科技与制造中

心，我们拥有设备齐全的生产设施。我们凭借最新研发成果和生产

设施，不断为电讯、工业、企业、油气、海事、金融机构、国家安

全、政府和国防等领域的各种应用提供创新型高质量产品。我们拥

有大批资深的行业专家，能够为您提供各种可靠、多用途产品和解

决方案，是您的首选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VSAT，卫星网络，微波传感器及雷达监测解

决方案制造和供应商

展 位 号：6C03

公司名称：壹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港区三重路19之5号2楼

电话：+886-2-26551518

传真：+886-2-26551540

邮箱：caroline@etrovision.com

网址：www.etrovision.com

壹传科技於成立於2004年在台湾，凭借著高品质与先进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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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造技术，以专业的研发能力及创新思维，致力深耕於安防监控

产业，提供多样化之IP监控产品以及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

壹传科技有一个全球性的分销商，经销商和系统集成商的网

络。我们将继续加强我们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努力为客户提

供卓越的价值和服务建立新的关系。

主要产品信息：H.265 5 megapixel real-time

展 位 号：6C03A

公司名称：DAEJIN KOSTAL CO., LTD.

地址：403-22 Cheongcheon-2dong, Bupyung-gu, Incheon 403-

858, Korea

电话：82 32 512 4561

传真：82 32 529 6918

邮箱：trade3@djkostal.co.kr

网址：www.djkostal.co.kr/en

Daejin Kostal Co., Ltd.  is an industry  leader  in the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of data destruction equipment. Daejin 

Kostal equipment and solutions are utilized in companies of all sizes 

and vertical markets from companies to schools, municipalities, 

financial authorities, procurement  institution and military units. The 

Daejin Kostal product line is proudly offered through a dealer network 

across Korea and internationally.

展 位 号：6C06

公司名称：嘉因信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641号3号楼315室慧谷白猫科技园

电话：+886-3-5428997

传真：+886-3-5427537

邮箱：ebtsai@tquark.com.tw

网址：www.tquark.com.tw

嘉因信息是开发门禁管理后台系统的软件公司。“门将”具有

广大的客户群，稳定度及技术水平更获得一致好评，目前单一系统

的容量已有1000台设备的用户使用经验。

主要产品信息：高整合性Web架构的门禁管理软件包

展 位 号：6C07

公司名称：顶富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常平镇金美工业区(常朗大道523579)

电话：0769-82806990

传真：0769-82827901

邮箱：MING@TEAMFORCE.COM.TW

网址：www.teamforce.com.tw

成立于1983，该是一种内窥的领先的专业供应商。我们致力

于设计，制造和汽车录像机，视频内窥镜，内窥镜销售，USB摄像

头蛇范围和OEM/ODM服务。我们可以开发基于客户设计的定制产

品。通过提供优秀的产品，我们帮助众多的客户提高他们的业务。

随着我们的研发在台湾和深圳的团队和工厂的支持，我们为客户提

供最佳的解决方案。在过去的28年中，我们进行了许多知名品牌的

OEM和ODM项目。我们的目标是提供完整的产品，包括设计，制

造和服务，以充分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为我们的产品附加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内窥镜、摄像录影手电筒、WiFi 设想

展 位 号：6C08

公司名称：安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市潭子区台中加工出口区建国路11-3号

电话：+886425335978

传真：+886425321602

邮箱：fiona_c@aker.com.tw

网址：www.aker.com.tw

安碁科技成立于1990年，从事石英组件产品的研发、制造及销

售。拥有深厚的研发技术底蕴，为晶体振荡器之专业制造公司。深

根台湾、布局全球。在美国与中国大陆均设有据点，提供客户最及

时的服务，朝客户导向目标迈进。

科技不断的进步，安碁科技亦不断提升技术服务。透过与客

户紧密的互动，了解客户需求，提供客户全方位的技术支持─Total 

Solution；贯彻安碁诚信为首、专业化客户服务及质量优先的理念。

公司愿景-追求卓越，不断创新，与客户一同成长，成为客户

在频率控制组件领域的最佳伙伴。

主要产品信息：石英震荡器

展 位 号：6C09

公司名称：达明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区建一路253号6楼

电话：+886 2 32342966

传真：+886 2 82277858

邮箱：anitahuang@techman-tsti.com.tw

网址：www.techman-tsti.com.tw/

达明安全追求科技人性化的共同体与追求创新的自由为达明

创立的最大原因。我们以「追求宏观科技，建立达明信誉」为质量

政策，并据以实际行动，落实在公司内每个部门。其执行原则为： 

1.开创领先的科技技术 2.坚守超凡的产品质量 3.物超所值的价格定

位 4.提供卓越的全面服务.

达明安全技术公司有优秀的技术开发制造的全系列安全产品的

OEM/ODM品牌在全球市场.

全系列网络数字摄影机产品，如自动追踪迷你PTZ球型，光学

变焦子弹型，云端网络子弹型，云端NVR，机械云端PTZ等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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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网络数字摄影机。

主要产品信息：ANC-3420MB(3倍光学变焦户外迷你PTZ半球

型)

展 位 号：6C10

公司名称：聪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市忠孝东路2段88号18楼

电话：+886-2-2392-1233

传真：+886-2-2392-1338

邮箱：paul@yuan.com.tw

网址：www.yuan.com.tw

聪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台湾OEM/ODM厂并具备20年以

上的市场经验。针对监控市场,聪泰提供完整且多样接口的高清/标

清硬压/软压影像采集卡; 并以Microsoft(微软) Window Direct Show及

Linux V4L2为基础,撰写相关驱动程序内容。聪泰不仅能市场标准品

更拥有客制化的能力，故能够履行客户端不同需求设计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 高清/标清影像撷取卡及高清信号转换器

展 位 号：6C11

公司名称：高柏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桃园县桃园市大仁路50巷33号

电话：+886(3)361-8899

传真：+886(3)366-5666

邮箱：service@tglobal.com.tw

网址：www.tglobal.com.tw 

高柏科技专注于导热接口材料之研发及销售，并本着快速服务

客户及弹性生产的理念，以满足客户对导热接口材料的各种需求。

高柏科技累积多年的研发成果及销售经验，使得高柏科技的产品在

不含代理商的客户下，于全球已经有超过1,500 家直接客户的肯定

并持续指定使用中。高柏科技已取得 ISO9001:2000，ISO14000 及 

IECQ 认证，产品亦符合 RoHS、REACH 及 UL 规范，通过安规认

证，以保证产品质量可靠稳定。

主要展品信息：Thermal Conductive Pads、Artificial graphite 

sheets、Thermal Tape、Non-silicone thermal conductive pads、

Ceramic, Metal heat spreaders、Thermal Conductive Gel

展 位 号：6C12

公司名称：新汉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920号9F

电话：+886 2 8226 7786

传真：+886 2 8226 7782

邮箱：shellytung@nexcom.com.tw

网址：www.nexcom.com

新汉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2年，事业单位横跨多媒体、车载

计算机、IoT智动化、网通、智能监控及医疗信息六大领域，并于五

大工业国设有子公司提供全球营销服务。积极迎接物联网浪潮，新

汉扩大产品组合，并致力于物联网、机器人、车联网、工业4.0及工

业网安的新兴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监控摄影机、监控存储系统、智能监控存

储摄影机

展 位 号：6C13

公司名称：FORESIGHT SYSTEMS TECHNOLOGY

地址：No. 5, Block 7, Lane 120, Shi-Yuan RD., Chung-Li City, 

Taoyuan Hsien, Taiwan 

电话：+88634335016

传真：+88634334709

邮箱：luis@foresight-systech.com

网址：foresight-systech.com

展 位 号：6C15

公司名称：丽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区建一路166号18楼

电话：+886 (02) 82265800

传真：+886 (02) 82265801

邮箱：patty_jiang@leadtek.com.tw

网址：www.leadtek.com

丽台科技(LEADTEK Research Inc.)成立于1986年，坚持以「研

究创新、质量至上」的信念提供消费者最完善的服务质量。丽台

科技是全球知名的研发制造专业厂商，主要产品线包括桌面虚拟

化Zero Client与Thin Client、计算机游戏及工作站绘图卡、多媒体电

话、GPS、数字监控系统及云端超级运算工作站等多项领域，现在

更跨足软件产业与健康医疗穿戴装置。期望以多元化的创新技术与

优异的质量服务全球。

台湾股票代号 2465   (www.leadtek.com)

主要产品信息：生理监控时实系统, 智能型居家视频监控技术

展 位 号：6C16

公司名称：三臻企业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义路四段415号11楼之七

电话：+886 2 2758413

传真：+886 2728 5848

邮箱：tliao@quadrant.com

网址：www.quadra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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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展企业成立于1999年，是生产消费类视频监视与无线技术和

云服务的全球领先者。

在过去的20年中，阔展透过生产优质记忆模块和相机模块，以

服务在售后市场，分销和经销商渠道建立了自己的声誉。阔展也承

认建立与客户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并曾担任内存模块，

闪存的国际分销商，和图像传感器，如IBM，TI，美光，和APTINA

公司。

阔展目前的目标是透过创新和拓展方式以期创造长期的成长

ODM方案的产品，如数字相机应用程序和IT制造业的摄影机。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6C17

公司名称：杭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二段171号9楼

电话：886-2-86927999

传真：886-2-86926678

邮箱：marketing@huntelec.com.tw

网址：www.hunt.com.tw

杭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88年，是台湾监控系统的领导

制造商之一。我们专门设计、制造并生产影像保全监控系统，来协

助保护全世界人民与财产。 

为提供高质量产品和优良服务，杭特已建立并且执行ISO 9001

国际质量管理标准，以期达到：质量第一，顾客满意的标准。自

2008年以来，杭特已连续四年名列Top Security 50之一，是深获产

业客户信赖的优质制造商。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影机、模拟高清摄影机、网络录像机、

数字录像机、网络录像

展 位 号：6C23

公司名称：e2v

地址：106 Waterhouse Lane

电话：44 1245 453356

传真：44 1245 453725

邮箱：lynn.todd@e2v.com

网址：e2v.com/imaging

E2V 公司成立于1947年，英国上市，目前在全球共有1650位职

员，其中有超过500位工程师和科学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CCD和

CMOS制造商之一。E2V有30多年的图像技术开发，生产以及供应

管理经验，旗下图像产品包含CMOS和CCD以及EMCCD面阵芯片

以及线阵相机，广泛应用于安防和工业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CMOS sensor，Anafocus Lince5M

展 位 号：6C25

公司名称：升锐电子

地址：桃园县八德市长兴路673号

电话：+886-33653121-528

传真：+886-33681482

邮箱：maxchen@hisharp.com.tw

网址：www.hisharp.com.tw

升锐电子公司成立于 1987年，为安全监控系统产业中，监视

系统领域之专业制造厂商，主要产品包括：CRT及LCD 监视器、摄

影机、倒车监控系统、DVR数字录像监控系统，产品广泛应用于各

产业及交通运输工具之安全监控。

主要产品信息： 摄影机、录放机、显示器、网络、车用安全

展 位 号：6C27

公司名称：兴和光学株式会社

地址：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锦

电话：(+81)3-5651-7061

传真：(+81)3-5651-7310

邮箱：y-horie@kowa.co.jp

网址：www.kowa.co,jp

日本兴和（KOWA）株式会社在1952年便开始了光学产品的生

产制作，已经积累60年经验。KOWA高清、透雾镜头目前处于业界

领先水平，已经成为业界技术的引领者。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长焦、透雾镜头

展 位 号：6C33

公司名称：深圳市睿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东坡路7号（中坡工业园）B栋2楼

电话：0755-33296922

传真：0755-33296934

邮箱：2355236619@qq.com

网址：www.ruision.cn

睿视科技专注于研发生产HDTVI (720P/1080P) 百万数字高清模

组/后端HD-TVI DVR；HD-SDI（720P/1080P）百万数字高清模组

/后端HD-SDI DVR；IPCAM百万网络高清（720P/1080P）模组；

IPCAM包括（海思方案）100W、130W、200W模组；CCD/CMOS

模拟摄像机模组等产品，并为国内外客户提供OEM/ODM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百万高清摄像机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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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 6C35  

公司名称：上海旭峰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3088弄7号楼906室

电话：021-5632043

传真：021-66281221

邮箱：xfwy@foxmail.com

网址：www.shccd.com

上海旭峰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致力于

中国大陆地区安防监控产品领域的专业销售服务公司。以上海为总

部，配备全国各代理商网络，配合不断壮大的专业技术及销售支持

团队服务于中国安防市场。

公司以不断进步和创新作为对自身及员工的鞭策，定期组织全

体员工进行各种专业培训学习活动，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素质，为

客户提供优秀的销售、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的平台。

主要产品信息：宾得镜头

展 位 号：6C36

公司名称：长春长光辰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588号

电话：0431-86176682-839

传真：0431-86176683

邮箱：dongxue.zhang@gpixelinc.com

网址：www.gpixelinc.com

长春长光辰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高性能CMOS图像

传感器设计开发。长光辰芯光电研发团队由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海

归技术人员组成，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公司成立两年

多以来，已经成功开发出多款CMOS图像传感器，如GMAX3005、

GMAX1205、GSENSE400 等一系列产品，应用涉及工业、医疗、

科研、生物成像等领域，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长光辰芯光

电承接芯片定制业务，设计能力包括超高分辨率、低噪声、高动态

和超高速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

主要产品信息：CMOS图像传感器

展 位 号：6C38

公司名称：深圳市南方新桥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朱坳工业园B栋4A

电话：0755-33875511-802

传真：0755-33875511-804

邮箱：info@newbridge.com.cn

网址：www.olink.net.cn

深圳市南方新桥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光传输设备、数

据网络通信产品,CCTV监控产品， SDI/HDMI转换器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展 位 号：6C39-6C52

公司名称：KISIA

地址：904 West Wing,  IT Venture Tower, 135, Jungdae-ro(78, 

Garak-dong), Songpa-Gu, Seoul, Korea

电话：+82-2-2142-0910

传真：+82-2-2142-0909

邮箱：song@kisia.or.kr

网址：www.kisia.or.kr

Korea Information Security Industry Association(KISIA), is a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representing ssociation the interest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duct vendors, distributors, integrato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in Korea.

Founded in August 1998.

In 2009, physical security companies were accepted as member.

Currently 195 companies are participating.

展 位 号：6C39

公司名称：Haesung Optics

地址：66,  Hyohaeng-ro  184beon-g i l,  Bongdam-eup, 

Hwaseong-si, Gyeonggi-do, Korea　

电话：82-31-292-1555 (Ext. 491)

传真：82-31-293-1559

邮箱：sjjeong@hso.co.kr

网址：www.hso.co.kr

Haesung Optics Co,. Ltd which was awarded “100 million 

dollar Export Tower” produces and sells  lens in South Korea. Our 

company offers lens and camera modules for mobile phone, front/rear 

view camera for vehicles, medical endoscope cameras, notebook PC 

cameras, security cameras, etc.

主要产品信息：Wide Angle lenses

展 位 号：6C40,6C42

公司名称：CYNIX, Inc.

地址：Duchon-daero, Joongwon-gu, Seongnam-si, Gyeonggi-

do, Korea

电话：031-742-0600

传真：031-742-5600

邮箱：kble@cynix.co.kr

Cynix  Inc - a  leading company of Speed Dome camera 

manufacturer in Korean CCTV industry.

Since year 2000, we develop and product Pan / Tilt mechanism 

with our own technology.  So we have several kinds of patents.

Year 2008 and 2014, we’ve goTt an Export Award from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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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Cynix goal  is  join with customers to grow and develop with 

innovative products, together.

主要产品信息：HD-TVI, AHD, EX-SDI SYSTEMS

展 位 号：6C41,6C43

公司名称：Clairpixel Co., Ltd

地址：#1206, 1-B U-Space, 660 Daewangpangyo-ro, Bundang-

gu, Seongnam-si, Gyeonggi-do

电话：+82-31-628-4171

传真：+82-31-628-4170

邮箱：ahra.woo@clairpixel.com

网址：www.clairpixel.com

ClairPixel, established in 2007,  is a fabless semiconductor and 

will be a  leader  in Security, Automotive and Bio-medical camera 

fields. ClairPixel developed a single chip 120dB WDR (Wide Dynamic 

Range) CMOS Image Sensor with a patented pixel architecture and a 

novel synthesis algorithm which does not need external frame buffer 

memories or back-end DSP.

主要产品信息：WDR

展 位 号：6C44

公司名称：Eutronix Co., Ltd.

地址：51 Simin-daero 365beon-Gil, Dongan-Gu, Anyang-si, Gyeonggi-do

电话：+82-31-365-3133

传真：+82-31-365-3135

邮箱：tjlee@intercoax.com

网址：www.intercoax.com/index_en.html

Intercoax is the network solution provider for IP surveillance 

system.  We manufacture network products such as EoC(Ethernet & 

PoE over Coax) devices and Ethernet & PoE Repeaters.

主要产品信息：Ethernet over Coax

展 位 号：6C45

公司名称：SOLTECH

地址：1702,W-dong, SK V1 center. #11, Dangsan-ro 41 gil, 

Yeongdeungpo-gu, Seoul, Korea,  

电话：+82-70-8786-5253

传真：+82-2-701-6200

邮箱：kdh@soltech.co.kr

网址：soltech.co.kr/china_index.php

Established in 1996, Soltech is a professional Fiber Optic 

networking equipment producer in Korea. Our specialized R&D focus 

on developing industrial ethernet switches, converters and media 

converters.

Based on ISO9001, we do full-spectrum environment and 

electrical test. All products have high-quality value for domestic and 

oversea customers.

Soltech promise to be representative company with solid 

engineering experiences and technological skills to support best 

products and solutions always

主要产品信息：Industrial 2.5G Ethernetswitch

展 位 号：6C46

公司名称：NADATEL

地址：Office 601, Woolim E-biz center 2, 12, Digital-ro, 33-gil, 

Guro-gu, Seoul, Korea

电话：82-2-890-3224

传真：82-2-856-8626

邮箱：yoonji@nadatel.com

Nadatel Co., Ltd. has continuously developed core digital 

video technologies, and based on this  innovation has introduced 

video conferencing, digital video security, video phone and high-

performance DVR (digital video recorder) systems one after another 

onto the market. These were all  landmark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Korea, and for these and other technological accomplishments we 

have been much lauded by our clients and peers.

主要产品信息：AHD DVR, HD-SDI DVR, NVR

展 位 号：6C47

公司名称：Rotac Co., Ltd.

地址：Korea Busan

电话：82-51-527-5001

传真：82-51-527-4001

邮箱：sales@slipring.co.kr

网址：www.slipring.co.kr  

Our company (ROTAC Co.,LTD) had been established since 1994 

and we were producing Slipring in Korea. 

主要产品信息：brush slip ring 

展 位 号：6C48

公司名称：KORNIC GLORY

地址：B1&2~6F，Wonyoung Building，57-38，Nonhyun-

Dong，Gangnam-Gu，Seoul，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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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6003-0911

传真：(02)3445-0991

邮箱：mnoh@kglory.co.kr

网址：www.kornicglory.co.kr

KORNICGLORY brought top-leveled wired & wireless security 

technologies to the Security  industry, earning 90% of the market 

share in TMS(Threat Management System) sector and releasing 

Korea’s first WIPS(Wireless 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CC EAL4). 

In addition, we provide APT solutions, DeepSight Services, and other 

network security solution to provide unyielding protection to your 

company’s valuable assets, from advanced global threats

www.kornicglory.co.kr

主要产品信息：TESS AIRTMS

展 位 号：6C49,6C51

公司名称：KORECEN., Ltd

地址：#503, Daeryung  Post  Tower  5-cha, Gasan-dong, 

Geumcheon-gu, Seoul, Korea

电话：+82-2-867-0860

传真：+82-2-867-0850

邮箱：beautiyuna@korecen.com

网址：www.korecen.com

Korecen is a  leading biometric products manufacturer  in Korea. 

We have been developing Finger-Vein Access Control & Time 

Attendance products to cover all disadvantages of current biometric 

products such as fingerprint, facial and iris readers. Patents for our own 

Finger-Vein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are registered to US, UK, China, 

Japan and Korea. We’re pleased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look for 

our partners through this exhibition.

主要产品信息：Finger-Vein Reader

展 位 号：6C50,6C52

公司名称：TNF CORPORATION

地址：322 opoan-ro, opo-eup, gwangju si, Gyeonggi-do, South Korea

电话：82 31 794 7661 

传真：82 31 794 7662

邮箱：jy@tnfcorp.co.kr

网址：www.tnfcorp.co.kr

TNF CORPOR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2004 since been 

experienced rapid year on year growthand gained a solid reputation for 

our quality products through out Korea with leading companies such 

as LG Chemical and Samsung SDI.SeEco copy is special wire inserted 

in Paper, react to special sensors, big advantages of prevention from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leakage.

主要产品信息：SeEco copy

展 位 号：6C53

公司名称：彩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洲子街116号

电话：(886)2-2659-8898

传真：(886)2-2659-8868

邮箱：kevin_lan@dynacolor.com.tw

网址：www.dynacolor.com.tw

DynaColor INC., headquartered in Taipei, Taiwan since 1991, 

specializes in surveillance products. We offer a wide range of digital 

surveillance products to our customers in all areas, including Full-HD 

IP cameras, speed dome cameras, H.264 NVRs, HD-S

主要产品信息：安全监控系统(IP、CCTV摄影机、数位录放影

机、监控软件)

展 位 号：6C57

公司名称：Appro Photoelectron Inc.

地址：6F  , No.23, Syuan Rd, Shinjuang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 R.O.C

电话：+886-2-89944718

传真：+886-2-89944716

邮箱：griffy@appropho.com

网址：www.appropho.com

APPRO is dedicated itself to be a professional design house for 

image products to help customers to develop products by using TI 

& Ambarella digital signal process as its core system. APPRO is an 

authorized VAR of TI,Ambarella,Sony,Aptin,and OV as a reliable partner 

with practical and skillful experiences on DSP expertise.

主要产品信息：Body worn camera , car-DVR , I

展 位 号：6C58

公司名称：睿致科技

地址：台湾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192号3楼

电话：+886-2-8245-1282 

传真：+886-2-8245-3282 

邮箱：sales@vatics.com

网址：www.vatics.com

睿致科技(VATICS INC.)成立于2009年, 是一家来自台湾的IC设计

公司,主要产品为H.265/H.264网路摄像机芯片(IP Camera SoC).

主要产品信息：H.265/H.264网路摄像机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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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6C59

公司名称：玺瑞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市西区台中港路1段12号12楼

电话：04-22078888

传真：04-22079999

邮箱：samuel@syris.com

网址：www.syris.com

玺瑞股份有限公司自1990年起，专业研发及生产高科技保安系

统产品，并以SYRIS自有品牌营销全球，已是保安及门禁系统的领

导品牌。 

我们坚持在系统上提供更可靠的质量，更合理的价格及更具整

合性的产品和系统。 SYRIS自业务接单、设计开发、采购、生产制

造、出货，到售后服务，均依循ISO9001，并已通过相关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2.45GHz主动式RFID电子卷标及卡片阅读机

展 位 号：6C60

公司名称：技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6楼

电话：886-2-22180068

传真：886-2-22180254

邮箱：market@eletech.com.cn

网址：www.eletech.com.cn

本公司成立于民国72年5月，现有资本额为新台币5仟万元，员

工人数( 含美国及大陆分公司 ) 近50人。主要从事语音产品之设计开

发及生产销售。 

现有产品包括eALog全方位多轨数字录音系统、VLAN-164多

轨数字录音系统、CallPad / LogMaster独立型电话录音系统、工业用

语音模板，以及数字型电话保留音装置等，外销地区涵盖欧、美、

大陆、东南亚、澳洲及中东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录音系统, MOH保留音, 工控级语音播放

模板

展 位 号：6C61

公司名称：财荣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湾台中市外埔区长生路828号

电话：04-26830880

传真：04-26832908

邮箱：bunble@cl-massload.com.tw

网址：www.massload.com.tw/chinese_version/index.php

财荣压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0年，公司占地面积2,000平

方公尺。本公司刚成立时，为专业制造压铸产品加工的供货商。现

在亦自行开发监视器防护罩、监视器防护罩支架、半球防护罩，以

及CCD监视器等系列产品，并以自我品牌 "Massload" 出口至全世界

各地。

财荣压铸股份有限公司设施包括：铝压铸机、冲床、CNC数

控机床等模具制造、CNC线切割机、塑料成型机、铝挤型机械及

S.M.T设备等。

检测设备：三次元测量机、硬度测试仪、疲劳测试机、破坏试

验机及拉力试验机等。

主要产品信息：监视器防护罩、支架

展 位 号：6C62

公司名称：Yoda Communications, Inc. 

地址：2F, 3-1  INDUSTRY EAST ROAD  IX, SBIP, HSINCHU, 

TAIWAN

电话：886-2-27676188

传真：886-2-27677188

邮箱：LONG@YODA.COM.TW

网址：WWW.YODA.COM.TW

展 位 号：6C63

公司名称：新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湾新北市新店区中正路493号10楼

电话：+886-2-22186886

传真：+886-2-22187989

邮箱：sales3@sct.com.tw

网址：www.sct.com.tw

新基科技为专业从事监控周边影音、网络延长器及多媒体信息

发布系统相关产品, 台湾研发生产，以”SC&T”品牌营销全球五大

洲, 以高质量及高信赖度产品。

本公司主要生产一系列专业双绞线传输器: 包含CCTV监控影

音, 电源, 控制信号等双绞线传输器; 影像分配放大器; 以太网延长器

/ PoE/ VGA/ HD-SDI/ HDMI等高解析信号延长及转换器; 键盘、鼠标

延长器; 专业避雷器-针对影像, 电源, 控制讯号, 包含以太网讯号装

置避雷保护; 影像抗干扰器及电源供应器等。

主要产品信息：双绞线传输器、高解析信号延长及转换器、影

像抗干扰器、避雷器

展 位 号：6C64

公司名称：台湾贸易中心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号5-7楼

电话：886-2-27255200#1505

传真：886-2-27576018

邮箱：taitra@taitra.org.tw

网址：www.taiwantrade.com.tw



CPSE 第十五届安博会(2015.10.29-11.1深圳会展中心)www.cpse.com.cn 205

台湾贸易中心系公元1970年7月1日结合民间工商团体,设立之

公益性机构,以协助业者拓展对外贸易.本中心拥有1,200多位训练有

素的贸易专才,除台北总部外,设有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等4个地方

办事处和遍布全球60个海外据点,形成完整的贸易服务网,是业者拓

展贸易的最佳伙伴。

主要产品信息：拓展海外市场、营销台湾、台北国际展、提供

国贸信息、网络营销

展 位 号：6C67

公司名称：Huvitech Co., Ltd.

电话：+82-32-623-8267

传真：+82-32-623-0960

邮箱：sales@huvitech.com

Huvitech is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VIs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achieve a harmonic connec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your safety.

展 位 号：6C67A

公司名称：广东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232号13栋B区3楼

电话：020-39354775

传真：020-39354773

邮箱：lichunyan@glexer.com

网址：glexer.com

广东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成立于2009

年，由中国工程院孙玉院士创建。2014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五十四研究所及广州市番禺信息技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广联增

资，公司开启混合所有制的经营模式。

广联主要从事数字家庭网络、物联网应用服务等领域的技术研

究，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和物联网项目集成。形成了智通（电力

线载波通信）和智家（智能家居物联网）两类主打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传输设备、电力线通信设备、物联网

展 位 号：6C68

公司名称：北京思源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6号中科资源大厦南楼4层

电话：010-82625723

传真：010-82625723

邮箱：baige@sykean.com

网址：www.hongmoshibie.com

北京思源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08年，公司位于北京市

海淀区中关村高新技术园区，是一家主要从事虹膜识别技术算法及

虹膜识别产品研发的公司，在虹膜识别行业沉淀12年，现拥有虹膜

软件著作权9项，虹膜发明专利13项，虹膜识别产品15款，覆盖人

群数千万。虹膜产品及技术覆盖政府、金融、公安、智能终端等多

个行业，是国内虹膜识别行业的领先者。

主要产品信息：虹膜立式柜机、虹膜嵌入式识别设备、单机识

别设备、虹膜手机

展 位 号：6C68A

公司名称：南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台湾新北市汐止区新台五路一段79号13楼之8

电话：+886277305505

传真：+886226981200

邮箱：service@variox.tw

网址：www.variox.tw

台湾南针科技公司成立於 2006 年，为专业从事安全管理与商

用软件开发之软件与集成商，公司并有微软公司之供应商资格且为 

Intel 公司之软件开发合作伙伴。我司主要面向需要高度安全性之客

户行业，如军方、警政、研发产业、科技制造厂等客户，并以自行

研发之安全管理软件、视频智能分析系统、应用 AES 强加密系统与

智能识R%防尾随系统之高安全性系统，透过软件客制化手段充分

满足客户之需求。我司现正积极寻求中国国内合作伙伴，期望能以

过去成功经验共同拓展国内市场。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管理软件 (可定制化)，安防系统集成服务

展 位 号：6C69

公司名称：杭州联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文一西路998号

电话：057187552089-2028

传真：057187552089

邮箱：info@varifosystem.com

网址：www.varifosystem.com

国内业界优秀的视频监控产品和监控系统平台供应商，致力于

自主研发视频监控相关技术，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监控产品、技术

解决方案与专业优质服务，为客户持续创造最大价值。

我司由海外归国人员引领技术团队，紧跟行业发展方向，营销

及服务网络着陆中国，面向全球。公司拥有业内领先的技术和可持

续研发能力，开发最前沿的产品。 通过持续投入和培育技术创新力

量来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不断利用自身在技术研发、方案设计、

服务支持和运营参与等各方面优势进行全方位的行业渗透和扩张。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监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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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6C70

公司名称：欧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振兴路205栋5楼5B05

电话：0755-82541661

传真：0755-82541661

邮箱：mandy@eurosat.cz

网址：www.eurocloud.cn

欧云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基于线上监督平

台的提供商。设立在捷克的母公司已经在此行业有了十几年成功经

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和亚洲客户，在深圳成立了欧云科技有

限公司。我们的GPS跟踪记录系统提供对车辆，人员或是财产等的

实时管控.对于我们的基于线上的考勤平台您可以清楚便捷地看到员

工是否按照规定的日程到岗，方便对员工考勤与奖励惩罚的管理.这

两种解决方案不需要任何安装，只要您有一台可联网的电脑或是移

动手机就可以随时使用。欧云科技的主要和唯一目标就是身客户提

供一套既能简单使用又高标准的服务平台

主要产品信息：GPS跟踪平台，考勤平台，GPS周边配件等

展 位 号：6C71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清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源路名优采购中心B座三区701 

电话：075-23713016

传真：0755-27219931 

邮箱：sales@hivt.net

网址：www.hivt.net

深圳市海清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网络视频监控的

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的创业团队和核心

技术骨干均有十多年数字视频领域的从业经验，我们从2000年就开

始从事数字视频产品的研发，在高清网络数字视频领域有深厚的技

术积累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公司提供全系列整体解决方案。主要网

络视频监控产品有：H.265高清网络摄像机（HD IPC），H.265网络

硬盘录像机（NVR），智能分析网络摄像机，H.264网络视频服务

器（Video Server）及系列的监控管理软件。

主要产品信息：H.265高清网络摄像机和网络硬盘录像机及整

体解决方案

展 位 号：6C72

公司名称：思得力安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福田区深南中路3037号南光捷佳大厦3314室

电话：0755 8212 9858

传真：0755 2591 1714

邮箱：jane.zheng@securex.hk

网址：www.securex.cn

思得力安防科技（深圳）有限公司（SQX）在数字监控领域的

各个方面有广泛、深厚的经验。 SQX最初在生产思得力牌数字监控

产品（包括DVR，摄像机和镜头）方面获得成功。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网络摄像机以及视频监控平台

展 位 号：6C88

公司名称：三合泰企业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五股区五工二路104号

电话：886-2-2299-1251 #205

传真：886-2-2299-1261

邮箱：jasmine@tushing.com

网址：www.tushing.com

我们在台湾是做监视器的制造商, 我们有做红外线监视器, 监视

器用的防护罩及支架。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器, 监视器用的防护罩及支架

展 位 号：6T01

公司名称：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四楼

电话：编辑部——0755-88309160/88309161/88309120

　　　广告部——0755-88309130/88309135/88309152

　　　发行部——0755-88309125/88309191

传真：0755-88309111

邮箱：gabjb@163.com

网址：www.cps.com.cn

中国公共安全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主管的一本大型

公安科技综合半月刊。以宣传报道公安法规、公安科技，介绍国内

外安防产业动态，推广新产品、新技术为基础的综合性专业媒体。

现有员工113人，编审、副编审三人，硕士六人，本科学历员工达

到70%，拥有30多位新闻、经济本科以上学历的编辑记者队伍。现

在每期发行超过50000册，遍布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

国发行量最大的安防专业杂志。

作为一本中国安防行业历史最为悠久最具权威性的杂志，《中

国公共安全》始终立足公安科技，植根安防沃土，与行业同呼吸，

共命运；积极发挥安防主流媒体优势，伴随中国安防产业和安防企

业共同成长，见证和引领了安防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中国公共安全

杂志直面全球化时代安防技术发展和商业管理，立足中国安防产业

和市场，面向海外。凭借对中国安防企业和安防市场的深刻了解，

为国内外读者打造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和国际安防市场的平台。

《中国公共安全》杂志“高度服务安防企业，深度挖掘产品市

场，广度关注系统集成，角度把握行业特征”的独树一帜定位令其

成为中国安防媒体市场上最成功的杂志。

《中国公共安全》杂志每半月为读者提供重要的行业现状及发

展趋势的报道和分析。同时，对产品制造、技术研发、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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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析、工程市场、系统集成、产品评测以及各个行业中的案例

分析等，全面的阐释权威媒体的观点。

《中国公共安全》杂志每半月提供客观的、基于事实的报道和

发布的市场数据无论对国内外安防企业还是政府主管部门而言都是

极具价值。此外，《中国公共安全》杂志每年都有大量研究评选项

目，如中国安防产业发展调查报告、各种主要安防产品市场状况调

查和分析以及中国安防百强企业评选等，这些都得到了企业和市场

的广泛认可。

展 位 号：6T02

公司名称：安徽创世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梦园路12号

电话：0551-65898272

传真：0551-65898250

邮箱：junwang@crearo.com

网址：www.crearo.com

创世科技是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KWE国际集团成员之一，由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和KWE集团共同组建的一家中外合资高科技企业。

公司凭借集团雄厚的国际资本和市场资源，以国际化的人才和管

理，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现有员工200余名，研发人员60％以

上具备硕士或博士学位，具有高水平的研究和开发能力。创世以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主要技术依托，并与周边著名高校建立了紧密的

合作关系，跟踪国际最新技术，不断突破，不断创新。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类产品

展 位 号：6T04

公司名称：深圳市迅维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龙壁工业园12栋2楼

电话：88391042

传真：0755-88392216

邮箱：sunrongliang@jovision.com

网址：www.sunywo.com/

深圳市迅维威视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高清网络摄像机模组、

监控主板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自有品牌名为“尚维”，主要研发方向包括高清网络监控

研究及应用，基于云计算技术的视频通讯平台（E号通）的开发及

应用，视频监控传输技术与网络化、通讯芯片开发及应用，产品线

全面覆盖百万高清网络摄像机IPC模组、数字硬盘录像机DVR主板、

网络硬盘录像机NVR主板及基于E视通平台的各类行业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H.265、AHD、POE、IPC

展 位 号：6T05

公司名称：宁波GQY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新金桥路58号18楼

电话：021-61002001-455

传真：021-61002008

邮箱：chenxy@gqy.com.cn

网址：www.gqy.com.cn

GQY专业视讯领域的开拓者、领先者，全球领先的可视化信息

系统解决方案专家，深交所上市企业；成立于1992年，第一家推出

了可视化大屏拼接显示系统。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坚持“市场

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已经成为

中国大屏幕领域集产品研发、系统集成、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为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GQY可视化显示系统已在超过2000项大型工程中成功使用，涉

及公安、军队、交通、能源、城管、应急、电力、水利等数十个领

域。

主要产品信息：大屏幕拼接显示系统、移动警务平台

展 位 号：6T06

公司名称：深圳市家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长园新材料港九栋九层

电话： 400-803-6632   0755-86724350   

邮箱：jiayun@casanube.cn

网址：www.casanube.cn

     深圳市家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总部位于

深圳南山科技园，公司专注于物联网智能家居和远程通信领域的研

究，公司集研发、销售和服务于一体，拥有一支以科技创新为己

任，致力于打造中国物联网行业为领军人物的研发和销售团队。

家云把第三代移动通讯、物联网技术和智能家居技术有机的融

合到一起，以ZIGBEE2.4G无线通讯技术为核心，开发了能实现本地

和远程可视化控制的系列产品，技术和性能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展 位 号：6T07

公司名称：深圳市山井电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社区宝龙四路3号兰普源工业厂

区1号厂房A301 

电话：0755-84195848

传真：0755-84195958

邮箱：SJ-CHENYU@163.COM

网址：www.powerhk.com

深圳市山井电源有限公司是生产开关电源的专业厂家，集设

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是国内最具规模的全

系列开关电源的专业生产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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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各种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如进口波峰焊、全

热风回流焊及全自动开关电源测试仪。

公司本着“立足客户、质量至上，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与经

营理念，全面推行全员质量管理（TQM)，并通过ISO9001-2000版

质量体系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开关电源

展 位 号：6T09

公司名称：杭州图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3760号28F

电话：0571-86858456-802

传真：0571-86858456-816

邮箱：qyzhang@tolendata.com

网址：tolendata.com

杭州图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创办的

高新技术软件企业，总部设立于杭州滨江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下设

图伦（新加坡）研发中心子公司 、北京产品体验中心、上海办事

处、江西办事处、南京办事处等分支机构。公司自主研发的智慧安

防综合管理平台和智能视频分析仪是领先的高科技安防产品，并专

业提供行业解决方案，致力于不断提升图像处理技术和视频分析技

术在安防领域的创新和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安防综合管理平台，智能视频分析算法、

海量数据挖掘

展 位 号：6T10

公司名称：深圳市信利通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四联社区横一路2号厂第六层

电话：0755-89390127

传真：0755-89390167

邮箱：2850337676@qq.com

网址：www.sztensh.com

 深圳市信利通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于一体,综合实力雄厚的现代化民营高科技企业.自公司成立以来,以

其精良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得到了广大用户的认可及各地经销商的

赞许.公司主要以生产监控产品为主导,产品类别有:高清数字,模拟摄

像机全系列;DVR,NVR,AHDR全系列;以及高清智能球机和家居智能

监控全系列产品等.并同时生产制造销售摄像机配套外壳,模组等.公

司拥有自己的主导两大品牌： ， ,并同时可为海内外客户提供OEM/

ODM合作服务.热烈欢迎各新老用户选择所需产品,索取相关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

展 位 号：6T11

公司名称：济南致业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高新区开拓路1117号

电话：0531-88910786

传真：0531-88686708

邮箱：zy@chinaze.cn

网址：www.chinaze.cn

济南致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双软认证企业，AAA信用等级

评定企业，拥有近40余项国家专利，是中国第一家通过公安部行标

的企业，参与制定并修订公安部单警执法记录仪系统系列标准，是

CCTV《影响力对话》2014年度品牌推广企业、警用电子行业合作

伙伴。

目前，我们正推动“互联网+执法记录仪”在全国执法领域的

应用，以推动依法治国理念在中国的践行；致业人正秉承“阳光、

担当、创新、奉献”的企业精神，以全球的视野，努力打造世界领

先的高科技应用服务型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记录仪/智能执法记录仪/执法数据采集站/

执法数据管理系统

展 位 号：6T12

公司名称：奥泰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田美工业园北区

电话：0769-83365026

传真：0769-83362608

邮箱：sales-cn-03@dg-cn.optex.org

网址：optexchina.com

OPTEX集团成立于1979年，是一家专业从事传感技术研发与应

用的公司，产品主要包括：防盗探测器，自动门感应器，工厂自动

化感应器，环境监测探测器等。

2010年，奥泰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负责

集团自动门感应器、环境监测探测器等产品在中国的推广与销售。

2012年，OPTEX荣膺安防行业权威媒体 《a&s》评选的“全

球安防50强”、“2012中国安防十大国际品牌” “ 防盗类[这也是

OPTEX连续六年（2007-2012）获得此奖项].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探测器

展 位 号：6T13

公司名称：深圳市爱贝宝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七道22号深圳软件园T2-B栋601

电话：0755-83225969

传真：0755-23674979

邮箱：Neal.zhao@ibabylabs.com

网址：www.ibabylab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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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aby是一个年轻的、勇于开拓的公司，是一家美国硅谷和深

圳两地运营的智能硬件创新企业，也是美国苹果公司MFi产品的核

心供应商，产品行销于全球苹果直营店。我们的宗旨是以极致的

用户体验和领先的移动智能监护技术提供未来家庭关爱领域包括硬

件、固件、软件和云的总体解决方案，让精彩瞬间无处不在。

主要产品信息：iBaby婴儿监护器M6T与iFamCare小觅

6号馆2楼平台参展企业

展 位 号：6202 

公司名称：照彰五金电器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塘厦镇石鼓第一工业区工业大道108号

电话：0769-8695 4033 

传真：0769-8695 4089

邮箱：sales@chiucheung.cn

网址：www.chiucheung.com.hk

照彰实业有限公司于1947年创立于香港，经多年发展现已成为

全球领先的工业钣金产品综合服务商。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追

求卓越的发展理念，以市场发展和客户需求为核心，为客户提供设

计研发、生产制造、安装培训和品质保证等一体化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有：机柜、控制台、电视墙及其他各类特制钣金

制品。配套客户类型广泛，包括政府机关、航空智能监控、交通运

输、广电事业、信息通信、能源、金融等领域及其他各类钣金工程

建设项目等。销售市场遍及全国及海外20多个国家。

主要产品信息：机柜，控制台

展 位 号：6203 

公司名称：东莞广恒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樟木头镇裕丰管理区金河工业城

电话：0769-89088558

传真：0769-87792068

邮箱：anyuandg@163.com

网址： www.powertron.com.tw

东莞广恒电子公司成立于1999年。

我们从专业研发制造开关电源，电源适配器。我们一致的目标

是为客户提供最快的产品支持和高质量的制造。

主要产品信息：开关电源，POE电源

 

展 位 号：6204 

公司名称：深圳市泰安信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7号南航大厦408

电话：0755-86272220

传真：0755-86272220-810

邮箱：775766375@qq.com

网址：www.e-rec.com.cn

深圳市泰安信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执法设备、数码

电子产品、数据管理、业务分析等产品的生产厂商，主要产品：多

功能视音频现场执法记录仪，数据自动上传设备，GPS定位产品、

3G无线传输产品，以及相配套的集数据采集、加密、上传、分类管

理、查询等功能为一体的数据管理软件等系列产品。多功能视音频

记录仪是针对执法部门的实际需求，设计研发的一系列高科技执法

单兵产品，适用各个警种。集摄像、照相、录音、对讲机肩咪等功

能于一身，对执法过程的现场情况进行数字化记录，事后提供有效

的现场影像资料，供案件指挥、侦破和检察机关取证。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记录仪、执法记录仪采集站、后台管理云

平台     

展 位 号：6205 

公司名称：深圳市白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坂雪岗大道儒骏大厦706室

电话：0755-8938-5066

传真：0755-8938-5099

邮箱：jennifer@amo-tech.cn

网址：www.amo-tech.cn

深圳市白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集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一体化的高科技公司，产品主要以安防监控设备为

主。公司前身是专业的安防方案提供商，于2010年正式研发和生产

AMO为品牌的相关设备。公司自主研发产品目前有：中高端网络监

控摄像机和多类目选择的摄像手电筒等。

主要产品信息：多功能录像手电筒

展 位 号：6206 

公司名称：深圳市元龙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燕川华丰数码科技园A2栋5楼

电话：0755-29238460

传真：29231211

邮箱：li.shaozhang@yloda.com

网址：www.chinamaple.com.cn

多年来Hone Leaf(红叶)专注于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与制造，为

用户提供的产品包括高端的智能开关、电动窗帘、楼宇对讲、网络

监控、插座控制、无线网关等家居系列产品，凭着雄厚的研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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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产加工、安装调试、技术培训能力，Hone Leaf(红叶)已成为

中国最大的家居类品牌，其中智能开关产品更是糅合了科技与美学

的精华，改变了传统开关的功能、外观以及使用习惯，以其艺术、

时尚、科技、智能的优良血统得到了用户的高度认可，目前该产品

已在全球多个国家销售，部分型号产品甚至获得设计大奖的荣誉。

主要产品信息：第四代开关

展 位 号：6208 

公司名称：南京智杰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双龙大道1118号金轮新都汇1-505室

电话：025-84411229

传真：025-84407839-810

邮箱：njvmta@163.com

网址：www.keisdom.com

南京智杰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04年6月，是一家基

于物联网+互联网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

智慧e卡通：企业、校园、酒店、监狱等一卡通相关产品和管

理软件。

智慧旅游：电子票务系统、线上支付平台、城市联票、景区一

卡通、城市旅游资源交互B2B平台、旅游APP和微信营销。

智慧社区：无线楼宇对讲（专利）、电梯管理、停车场管理、

乐管家APP、社区O2O等系统和产品。

公司被授予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成为中国物联网产-销-研

一体的领跑者，诚招各地代理商共创佳绩！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e卡通、智慧旅游、智慧社区

展 位 号：6210 

公司名称：北京蓝泰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龙旗广场2号楼717

电话：010-82250336-603

传真：01082250445

邮箱：jingyh@bluetel.cn

网址：www.bluetel.cn

（Bluetel）是一家专注于IP通信技术与服务的高科技公司，致

力于下一代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企业、行业通信系统相关产品的研

发、生产、系统集成和服务。2006年申请成为高新技术企业，旗

下软件公司北京蓝泰吉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通信系统软件的开发，

为双软认证企业，其自行研发的企业行业通信系统、IP通信调度系

统、IP广播系统、IP呼叫中心系统等软件均获得相关软件认证资格

证书。公司总部和开发中心设立在北京。

公司主要的产品和方案包括：行业IP通信调度系统及方案；行

业IP通信（有线无线）系统及方案；IP广播

主要产品信息：多媒体融合调度系统、应急指挥调度系统、多

媒体指

展 位 号：6211 

公司名称：深圳市前海金盾速递物流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4004号旭升大厦1318室

电话：0755-29808629

传真：0755-29827007

邮箱：qianhaijindun@163.com

网址：www.szqhjd.cn

深圳市前海金盾速递物流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

经营、销售、售后服务及网络信息系统平台建设与应用为一体的高

新技术企业，是专业研发制造物流速递及金融押运主动循环智能安

全保障包装产品的核心运营经销商。经营范围包括物流网络及设备

信息平台开发与应用；物流设备和北斗导航设备及系统的研发、销

售及租赁；金融押运安全设备及管控设备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

主要产品信息：贵重物品储运箱、RFID无线读写设备、动态密

码锁

展 位 号：6212 

公司名称：深圳市九安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上雪科技园1路6号7楼

电话：0755-82433106

传真：0755-22140352

邮箱：jatkj@163.com

网址：www.jiuant.com

深圳市九安通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安防行业产品提供商之一，

公司坐落于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上雪科技工业园，是一家以产品研

发、设计、生产到销售及售后一条龙式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一线通、网络电梯楼层显示器，抗干扰

器，光纤网络I交换机

展 位 号：6213 

公司名称：中山市准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东区中山三路利和国际公馆2栋2002-2003室

电话：0451-87623737 / 82582571 / 72

传真：0451-87623737-8008

邮箱：zszhgd@163.com

网址：www.zhunhongzs.com

中山市准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以生产销售自有品牌“准鸿”系列工

业级开关电源、安防监控电源、LED亮化防雨电源、LED显示屏电

源产品为主。

具有20余年在电源领域研发制造经验，通过先进的管理、精良

设备、质量严控，已先后通过ISO9001认证、环保RoHS认证、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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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认证等国际认证，获得多项国内外注册专利，产品已出口北美及

欧盟等国，为世界一线品牌企业配套使用。

“准鸿”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安防监控、LED亮

化、LED显示屏、灯箱广告字、通讯等领域，产品已达到国内同行

业领先水平。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级开关电源、安防监控电源、LED亮化防

雨电源、LED显示屏电源。

展 位 号：6214 

公司名称：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常州武进区遥观镇钱家工业园区

电话：0519-85125276

传真：0519-8877500

邮箱：webmaster@leiligroup.com

网址：www.czleili.com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常州雷利电器有限公司，创

建于1993年，产品主要包括BY系列永磁步进电机，BYJ系列步进减

速电机，BYG系列混合步进电机，DC系列直流有刷电机和BLDC系

列无刷电机，SM系列同步电机，HM系列磁滞同步电机，Q系列排

水电机，BPX系列上排水泵及注塑件、冲压、齿轮、模具等精密零

部件产品。产品广泛运用于家用电器、暖通阀门、办公设备、安防

监控、卫生洁具以及汽车零部件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步进电机，同步电机，直流电机，排水电机，

排水泵，方案组件

展 位 号：6215 

公司名称：深圳市云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清祥路宝能科技园9B-10K

电话：0755-23702285

传真：0755-23571974

邮箱：zhangbing@vlang.cn

网址：www.vlang.cn

深圳市云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领先智慧系统集成及解决

方案的提供商，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视频摘要产品、专业的智慧城

市解决方案与内容服务。云朗是全球视频摘要、视频分析、智慧城

市建设的践行者和重要推动者。公司长期专注于视频数据摘要、视

频智能分析、自动控制、数字化网络传输及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的

综合应用开发。云朗的营销和服务网络覆盖海内外。云朗人将秉承

“诚信务实，创新进取”的经营理念，在视频摘要、数据挖掘、智

慧城市、智能电网和智能交通等领域，不断开拓创新。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侦查系统、行业解决方案

展 位 号：6216 

公司名称：深圳市鑫国鑫精密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和平村骏丰工业区Ｂ１栋

电话：0755-61500748

传真：0755-61500587

邮箱：xgx133@cctv-xgx.com

网址：www.cctv-xgx.com

专业的安防摄像机外壳生产厂家，公司拥有模具设计，铝合

金压铸，ＣＮＣ数控车床加工及后续高档表面处理为一体的生产设

备，自有各类摄影像机外壳模具二百多款，公司有专业的技术人员

及员工一百多人，生产的摄像机外壳产品深受国内外客户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外壳，摄像机支架，安防配件

展 位 号：6219 

公司名称：深圳市鑫宝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沙湾北3巷11号

电话：15017163646

传真：0755-33309905

邮箱：605854525@qq.com

网址：www.nsk-cctv.com

台湾车铝是一家专门提供日本监视器摄影机及相关外围产品的 

OEM 制造商, 从计算机绘图, CNC计算机自动车床、冲床模具, 玻璃

切割, 电子线路的设计到组装包装成品, 一贯作业。 

展 位 号：6220 

公司名称：深圳市灏域设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3838号设计产业园水栋216

电话：0755-86106550

传真：0755-86106590

邮箱：info@oreadesign.com

网址：www.oreadesign.com

灏域科技有限公司于2003年成立，是一家从事企业产品品牌策

略规划、产品整机工程技术开发以及产品制造品质控制管理的专业

公司，在北京和深圳设有分公司。灏域公司的IPD设计管理方法和

技术开发团队协助国内高科技企业完成了多项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

在2005年成功完成了国内第一款刀片服务器整机设计；2008年完成

了国产3G标准TD-CDMA系列产品设计规划；2009年协助浪潮公司

成功完成了8路服务器产品设计开发；2013年与国防科技大学合作

完成“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获得2013年国际超算百强评比世

界第一

主要产品信息：机箱、机柜、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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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6222 

公司名称：浙江立元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E座5层

电话：0571-88865922

传真：0571-87209009

邮箱：chengy@liveyc.com

网址：www.liveyc.com

立元通信是立元集团旗下一家专注于公安行业的高新技术企

业，总部位于浙江杭州，现有员工近200人，拥有一支以科技人员

为主体的研发（占总人数一半以上）、设计、施工、运营和管理团

队。致力于视频监控智慧应用解决方案及其核心产品的研发、制

造。

公司拥有业内领先的视频监控领域的自主核心技术和持续研发

能力，能提供从系统联网架构，视频信息采集，视频图像信息存储

组织，视频图像信息应用到系统运维管理等方面特色的视频监控行

业应用解决方案。极大的提升了客户视频监控的管控和深化应用水

平。

主要产品信息：球机、枪机、智能抓拍、解码器、存储、共享

实战平台、智能应用等

展 位 号：6226 

公司名称：虹膜识别系统 (凯乐)

地址：韩国首尔市江南区新沙洞636-10真得大厦201号室

电话：（86）13824358854 / （852）65031216 

邮箱：13824358854@139.com / yeri5151@gmail.com

虹膜识别系统比起其他的生物识别系统，虹膜生物特征识别系

统能够表现出更卓越的试验结果。

在生物识别系统的最安全级别中，虹膜识别系统的安全和效能

范畴在优秀测试中已获得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虹膜识别系统

展 位 号：6227 

公司名称：北方广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81号北方地产大厦1601

电话：010-88829628

传真：010-88829622

邮箱：yanting.zhao@gwic.com.cn

网址：www.gwic.com.cn

北方广微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注册资金2.7亿元人

民币，隶属于北方夜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非制冷

红外热成像系统核心控制部件--非制冷型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及机芯

组件研制与生产，并具有自主独立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非制冷型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及机芯组件

展 位 号：6228 

公司名称：深圳力合数字电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清华大学研究院C429

电话：0755-26957996

传真：26957280

邮箱：hel@rits-dtv.com

网址：www.leaguercn.com

深圳力合数字电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力合信息）是深圳清华

大学研究院下属的一家专业从事地面数字电视、无线视频传输及物

联网应用技术开发的高科技公司。公司成立于2009年，由一批高学

历技术人才和归国留学人员组成，目标是成为国内技术最先进，规

模最大的双向移动视频专网系统及物联网应用提供商，为建设智慧

城市和平安城市做出贡献。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图传视频专网双倍

展 位 号：6229 

公司名称：深圳市朗松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钟屋新工业园63栋4楼

电话：0755-89479786

传真：0755-89479833

邮箱：sales@lucsun.com

网址：www.lucsun.net

深圳市朗松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专业从事智

能安防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拥有实力雄厚

的研发，生产和品质管理队伍。公司凭借在安防行业多年的经验，

以高品质的可靠解决方案服务于广大的客户，致力成为服务中国安

防行业的技术型企业。主要生产安全防范报警系统，周界红外探测

器，室内外红外探测器，烟感探测器,气感探测器和网络监控设备。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产品，监控产品

展 位 号：6232 

公司名称：香河奥尔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廊坊香河工业区

电话：0316-8615333

传真：0316-8611826

邮箱：2652365941@qq.com

奥尔利机柜工厂始建于1998年。公司总部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

村软件园优越的区位条件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是企业强大的科技支撑

和技术依托。公司现有生产加工基地20000余平米，位于京津冀交

界，地理位置优越。职工200余人，在产品的研发、制造、整合中

形成了极强的核心竞争力。经销商、合作商遍布全国各省市，并在

北京、上海、西安、南京和杭州设五大办事处，旨在为广大客户提

供及时、便利的服务和技术支持。公司主要产品有冷热通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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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机柜、服务器机柜，壁挂式机箱，开放式机架，监控操作台，

电视屏幕墙等。

主要产品信息：奥尔利机柜 操作台 电视墙

展 位 号：6233 

公司名称：东莞市胜牌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路东新园南一路一号 

电话：0769-38972008

传真：0769-85017600

邮箱：2853965199@qq.com

网址：www.triumphcable.com

胜牌公司Triumph Cable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快速、准

确地向客户提供UL电子线、高温线、安防线等各种高质量的规格电

线，通过仓储式销售和独特的电子商务B2B直销的营销体制，海量

生产，创造出低成本的胜牌模式，真正践行“多、快、好、省“的

客户价值理念，真正实现“物美价廉”，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坚强后

盾。

主要产品信息：PVC电子线、硅橡胶线、氟塑线、特种线缆、

安防线、电源线等

展 位 号：6235 

公司名称：杭州驰宏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高地工业园

电话：0571-86130053

传真：0571-86299172

邮箱：sales2@chihongkeji.com

网址：www.chihongkeji.com

杭州驰宏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军、民品精密导电滑环专业制

造领跑者。公司位于美丽的杭州市余杭新区，公司技术力量雄厚，

拥有完善的生产、检测设备及众多从事导电滑环行业领域的专家，

分布于研发、生产等重要岗位队伍中，并长期为国内外著名企业、

军工单位及研究所提供产品与技术服务。我们还可以为广大客户朋

友量身打造适合需求的个性化产品,如高速数据实时传输产品、中高

频信号传输产品、伺服传输产品、防爆产品等等,并可提供OE致力

于为客户朋友提供完美的360度无

限制旋转传输解决方案及性价比最高的导电滑环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帽型滑环、过孔滑环、盘式滑环、风电滑环、

气电组合滑环

展 位 号：6237

公司名称：SECMAN SRL

地址：Via Montegani 23

电话：+39 02 36757931

传真：+39 02 36757944

邮箱：redazione@securindex.com 

网址：www.securindex.com 

Secman is an Italian publishing house in security sector.  Its 

magazine Essecome,published  for over thirty years,is acknowledged 

as one of Italy\'s  leading trade publications in this field.   It  is sent to 

relevant players on the security scene:  installers, managers within 

banks, retail chains, public and private companies. Securindex.com, 

one of the first portals dedicated to physical security; newsletter sent 

twice a week to a large community of professional.

主要产品信息：Essecome,  leading trade publication in safety 

and security field. www.securindex.com, one of the first portals 

dedicated to physical security.

展 位 号：6238

公司名称：SECURITY UPDATE MAGAZINE

地址：24-B, Udyog Vihar Phase V, Gurgaon - 122016，(Haryana) India

电话：+91 124 4001111 / 2346100 / 4001250

传真：+91 124 2349040

邮箱：info@securityupdate.in 

网址：www.securityupdate.in

The SECURITY UPDATE tabloid magazine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to the Indian market in January 2011 and is focused on the protection 

technology world. It is published by 1st Academy of Security Science 

Education & Training (1st ASSET) (www.1stasset.org). Established in 

2000, 1st ASSET is a leading ISO certified security training, publishing 

and consulting organization. SECURITY UPDATE is a sister publication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s most popular Security & Fire Magazine 

- SECURITY TODAY (www.securitytoday.in).

主要产品信息：www.securitytoday.in / www.securityupdate.in

展 位 号：6239 

公司名称：MARMARA FAIR ORGANIZATION

地址：Degirmenbahce cd. Ucler  Is Merkezi No. 28 Yenibosna 

Bahcelievler 34197 ISTANBUL, TURKEY

电话：+90 212 503 32 32

传真：+90 212 503 32 31

邮箱：marmara@marmarafuar.com.tr

网址：www.marmarafuar.com

ISAF Security, ISAF Fire, ISAF IT Security, ISAF Safety & Health, 

ISAF Smart House and two significant conferences. We have the 

pleasure and excitement to gather a greater number of professionals 

and enthusiasts of the sector every passing year under this roof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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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def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OVERALL SECURITY AND 

COMFORT”.

主要产品信息：ISAF SECURITY;  ISAF FIRE

展 位 号：6240

公司名称：Trade Link Media Pte Ltd

地址：101 Lorong 23 Geylang, #06-04 Prosper House, Singapore 

388399

电话：+65-6842 2580

传真：+65-6842 2581

邮箱：marketing@tradelinkmedia.com.sg

网址：www.tradelinkmedia.com.sg

Security Solutions Today  is a bimonthly commerical and 

homeland security trade magazine targeted at buyers and specifiers 

of security systems in Asia-Pacific region since 1992. We showcase 

different themes for the security vertical markets such as ho

主要产品信息：Security Solutions Today magaz

展 位 号：6241 

公司名称：美国ISC国际安防展组委会中国总代理-恒立伟业

地址：北京丰台南方庄安富大厦1602室 

电话：010-67614707

传真：010-67614707

网址：www.heliview.cn

第43届美国西部国际安防展由世界第一大展览公司励展（美

国）主办，美国安防行业协会（SIA）和加州警报协会（CAA）支

持和认可；指定北京恒立伟业国际展览公司在中国全权负责展位销

售、信息发布和提供邀请信、搭建、运输等综合服务！该展会于每

年春季在美国西部城市拉斯维加斯举办，2010年将是第43届。在过

去的6年里，ISC West跻身于权威杂志评选的全球贸易展会增速最

快前50强！2009年第42届展会一举成为全球第一大专业安防展览

会！与ISC East——美国东部国际安防展、ISC Brazil——巴西国际安

防展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防护、警用、反恐、消防类产品

展 位 号：6242 

公司名称：德国安防杂志

地址：台湾台北市长春路258巷32号6楼之1

电话：886-2-2508-2467

传真：886-2-2508-1673

邮箱：carolynchu@jccbiz.com

网址：www.jccbiz.com

雅思坊广告有限公司( www.JccBiz.com )是专事国外各产业渠

道媒体广告代理及国际市场营销咨询公司，创立至今已有超过十六

年的历史，雅思坊广告是大中国地区GIT安防杂志广告总代理。GIT 

SECURITY安防杂志发行在泛欧洲及EMEA地区，读者均为当地安防

产业买家及相关专业人。GIT SICHERHEIT安防杂志则发行在大德国

地区，其读者均为当地安访产业买家及相关专业人员。

主要产品信息：德国安防杂志(英文泛欧版及德文德国版),印度

及拉美安防杂志

展 位 号：6243 

公司名称：SECON

地址：13F Shinhan DM Bldg., 25, Mapo-daero, Mapo-gu, Seoul 

电话：827050315309

传真：8227158245

邮箱：save@infothe.com

网址：securityworldmag.co.kr

The Best Security magazine and exhibition in Korea

主要产品信息：Magazine, Exhibition, Conferen

展 位 号：6244 

公司名称：印度安防杂志远东分公司

地址：台湾台北市长春路258巷32号6楼之1

电话：886-2-2508-2467

传真：886-2-2508-1673

邮箱：benchen@jccbiz.com

网址：www.jccbiz.com

印度安防杂志远东分公司/雅思坊广告有限公司是国外各产业通

路媒体广告代理及国际市场营销咨询公司、India Magazines(www.

IndiaSAFE.com)远东分公司、及大中国地区GIT安防杂志广告总代

理。公司创立至今超过十六年代理国外各产业通路平面媒体广告：

安防科技、RFID自动辨识、生化科技、数字符电子成品零件、车用

电子、电信网络、汽机车自行车成品零配件、医疗器材、FPD平面

显示器、太阳能光电、奈米科技等；其中以安防产业代理媒体数量

最多，代理规模及历史在亚洲市场上并无其他同业可出其右。

主要产品信息：印度安防杂志、德国安防杂志、拉丁美洲安防

杂志。

展 位 号：6245 

公司名称：Groteck Business Media

地址：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3d Magistralnaya street

电话：+79636108973

传真：+79636108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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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aldushina@groteck.ru

网址：eng.all-over-ip.ru?

Groteck Business Media is the leading B2B company on Russian 

market. It provides full-scale advertising campaigns and assist clients 

and partners  in their sales increase of Security,  IT, Telecom and 

Broadcasting sectors.

主要产品信息：俄罗斯莫斯科安博会AOIP，俄语区域专业安防

杂志

展 位 号：6246 

公司名称：拉丁美洲安防杂志

地址：台湾台北市长春路258巷32号6楼之1

电话：886-2-2508-2467

传真：886-2-2508-1673

邮箱：ben.jcc@msa.hinet.net

网址：www.jccbiz.com

雅思坊广告有限公司( www.JccBiz.com )是专事国外各产业渠

道媒体广告代理及国际市场营销咨询公司，创立至今已有超过十六

年的历史，雅思坊广告是大中国地区Ventas de Seguridad安防杂志

广告总代理。Ventas de Seguridad安防杂志发行在中南美洲，读者

均为当地安防产业买家及相关专业人。

主要产品信息：拉丁美洲安防杂志

展 位 号：6247

公司名称：UBM

地址：UBM plc, 240 Blackfriars Road, London, UK, SE1 8BF.

电话：+44 (0) 20 7921 5000 

邮箱：communications@ubm.com 

网址：www.ubm.com 

我们拥有超过60个产业，涵盖于商贸展会、会议、垂直网站、

专业杂志、培训及网上虚拟会议及展会服务。我们致力提供一站式

服务，将面对面的展览会扩展至提供丰富资讯的刊物及线上的配对

及采购网络，为供应商和买家开拓更多实质商机。我们在中国举办

多个行业知名的商贸展会，吸引国内及世界各地的高素质展商及买

家与商业伙伴会面并联系洽商。我们许多展会都得到行业的广泛认

同。这些展会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汇聚了全球高质素的贸易厂商，

对行业作出了持久的贡献。肩负着对展览业的长期承诺，博闻凭借

经验丰富的展览团队，强大的全球网络以及各地合作伙伴的本土专

长，致力建立并发展专业的商贸展会，为国际供应商及买家缔造实

质的商业价值。国际商家对博闻展会的长期支持正是对我们展会的

肯定。

主要产品信息：展览会及会议

展 位 号：6248

公司名称：FieraMilanoSpA

地址：Fiera Milano Spa S.S. del Sempione 28, 20017 Rho 

电话：+39 02 49976890

传真：+39 02 49976252

邮箱：riccardo.ursini@fieramilano.it 

网址：www.fieramilano.it 

Fiera Milano SpA Group proposes an integrated platform full of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all the companies in the Security and Safety 

segments. In Italy organizes SICUREZZA, the Biennial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Security and Fire Prevention, that will be held in Autumn 

2017.In Brazil EXPOSEC ,the greate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xhibition 

in Latin America, scheduled from 10 to 12 May 2016 in Sao Paulo and 

FISP, the International Safety and Protection Fair, that will be held from 

5 to 7 October.

主要产品信息：意大利SICUREZZA展组委会

展 位 号：

公司名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俄罗斯莫斯科市第10号邮箱，邮编109129 

电话：+7 (495) 662-8984 

传真：+7 (495) 662-8984

邮箱：tz@tzmagazine.ru

网址： www.tzmagazine.ru

《安全技术》、《安全技术亚洲》期刊俄文版。

安全领域领先的B2B专业杂志之一。

杂志的特点包括高级技术期刊形式、设备评论、新闻、分析、

预测等。

全周期专业广告社。

主要产品信息：全周期专业广告社。

7号馆参展企业

展 位 号：7A01

公司名称：深圳市威视达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罗租社区黄峰岭工业区升平路江峡

科技园G栋4楼5楼

电话：0755-26755024

传真：0755-33953177

邮箱：tg@vstarcam.com

网址：www.vstarca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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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威视达康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专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涵盖了视频监控、智能家居、智能

安防三大领域，已成为国内领先并在全球持续快速成长的网络智能

硬件产品和系统的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无线网络摄像机，PNP网络摄像

机，高清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7A03

公司名称：深圳市小耳朵电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上雪科技园西区三号二栋三楼

电话：0755-88869678

传真：0755-88869678

邮箱：wangliang119988@163.com

网址：dy360.com

深圳市小耳朵电源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多项国家专利，集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实业型电源生产企业。公司自1999年年

底成立，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充满活力、富有创新精神的研发队

伍。如果您不能从我们的网站或产品目录上找到您合适的机型，我

们强大的研发队伍也能按照您的要求为您开发定制、研发生产出您

所需要的电源产品。我们将以最好的姿态，热切期待与各界朋友长

期合作，共同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电源、电源适配器、安防监控电源

展 位 号：7A04

公司名称：高要市鑫高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高要市金利镇创业园二期

电话：0758-8578628

传真：0758-8578755

邮箱：2850820333@qq.com

网址：xg-cctv.com

高要市鑫高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工厂占地面积15000

平方米，现拥有职工500余人，月产销量余45万套。是一家拥有自

主模具研发、模具制作、产品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安防设备制造

综合性实体企业。工厂员工大多具备长期的安防外壳、五金产品

等工作的从业经验，模具研发与模具制作人员达6%，品检人员达

12%。公司本着“诚实做人、踏实经营”的企业经营业宗旨，坚持

“以人为本、顾客至上”的企业经营理念，提倡“诚信、团结、敬

业、奋斗、务实”的企业精神文化，努力不懈地为广大顾客提供最

优质的产品与真诚，专业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摄像机外壳产品，五金制品。

展 位 号：7A05

公司名称：深圳市兴邦维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石岩塘头大道龙马工业城A1栋7楼

电话：0755-81790033

传真：0755-33975072

邮箱：linjiebin@xbwk.net

网址：www.xbwk.net

兴邦维科成立于2008年，公司位于深圳，占地面积4000，员工

200人，月 产量超80万片，是专注于红外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产品涵盖小功率、大功率、COB、光敏等产

品线，以灯板与灯 混合销售模式服务于安防客户。

公司本着立足安防，深耕安防的策略，通过近十年的发展，与

鼎元、晶元、Vishay达成安防市场的战略合作，逐步成为红外行业

的龙头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灯板、红外灯

展 位 号：7A06

公司名称：深圳市乔兴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3039国际文化大厦2308室

电话：0755-83012800

传真：0755-83986952

邮箱：supersun@supersun.com.cn

网址：www.supersun.com.cn

深圳市乔兴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工厂坐落于深圳市

龙华区硅谷动力清湖园，是一家专业生产摄像头厂家，集研发、生

产、销售、售后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我司拥有专业的技术开发团

队，致力于软件、硬件的项目的开发，拥有一套严格的品质和生产

管理体系，拥有完备的生产线及各类测试试验设备等，公司生产的

产品技术先进、稳定可靠，并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服务体系，目前已

拥有CE、FCC、RoHs证书。目前，我们的产品已远销海内外，被众

多客户和系统工程商广泛赞誉。

主要产品信息：HD摄像机、红外防水机、半球摄像机、迷你

摄像机DVR

展 位 号：7A07

公司名称：北京富力天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东路23号2号楼C区5层

电话：010-62977886

传真：010-62977886-811

邮箱：slbox731@163.com

网址：www.fldvi.com

FLTCH 自2007年成立以来，竭诚为全国的集成商及客户提供

直销与技术支持。作为国内领先的视听专业设备的生产商，我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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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9000系列大屏拼接器、12000系列LED大屏处理器、7000系列

画面分割器、6000系列混合高清矩阵等拳头产品，广泛应用在教

室、会议室、报告厅和控制中心等。

今天，FLTCH在全国拥有8个办事处，分布在成都、深圳、广

州、上海、厦门、西安、济南和沈阳。他们在全国各地为我们的每

一个产品背后，提供始终如一的服务、支持和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拼接处理器、画面分割器、高清混合矩阵、信

号转换传输设备

展 位 号：7A08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西尚恩吉光电系统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横坪路89号数字硅谷E栋3楼

电话：0755-22200012

传真：0755-22200360

邮箱：info@saintcam.com

网址：www.saitcam.com

深圳市中西尚恩吉光电系统开发有限公司是从事安防摄像机设

计、开发、生产的专业性公司，集模具设计，外壳生产，整机制造

为一体，产品方案先进，品质稳定，生产规模大

主要产品信息：CCD摄像机，COMS摄像机，SDI摄像机，网

络摄像机

展 位 号：7A09

公司名称：北京安石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万明园13号楼310室

电话：010-84997116

传真：010-84997116

邮箱：bjaswykj@126.com

网址：www.ans.net.cn

北京安石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09年在北京金融街注册成立，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之

初，便致力于研发并提供多种停车场出入口管理方案，现成功开发

了最新一代，全球首款全嵌入式车牌识别主机（DS8000）

DS8000有别于其他的摄象机识别的方式，采用纯嵌入式，只

需在加上普通的高清摄象机与道闸就构成了整个车牌识别停车场管

理系统，现已应用于全国多处智慧城市，大型停车场等。

主要产品信息：免PC全嵌入式车牌识别停车场管理系统

展 位 号：7A10

公司名称：深圳市宝峰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汤坑路98号宝峰盛科技工业园

电话：28827577 / 89938735

传真：89938223

邮箱：baofengsheng@yeah.net

网址：www.szbfs.com

深圳市宝峰盛科技有限公司（原公司名：深圳市龙岗区宝峰盛

五金制品厂）创始于2001年，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一家专业

CCTV周边五金产品生产制造商。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力量、高

素质的专业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凭借长期的CCTV周边五金产品

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工作经验，已成为国内CCTV五金产品专业性最

强的制造商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机外壳

展 位 号：7A11

公司名称：深圳市欧迅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22区九号厂房三楼

电话：0755-26492633

传真：0755-33609578

邮箱：CCTV2068@126.COM

网址：www.oceandat.com

欧迅特（海云海量）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网络存储、光纤存储、

存储服务器、各种接口磁盘阵列、云计算、云存储系统以及安防监

控专用阵列存储NVR、等产品的研发与生产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是国内专业海量数据云存储设备与技术输出原厂商和智慧城市建设

的产品供应商，面向国内外海量信息存储、管理与服务的综合服务

商。OceanDat公司集国外先进的存储技术方案与本地化设计、制

造，专业化服务于一体，以优质的服务与整合能力，向各行各业提

供不同应用、高性能、高性价比的存储产品、云计算、云存储系统

方案与安防监控系统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存储系统、存储服务器、磁盘阵列存储、

磁盘扩展柜阵列卡系列

展 位 号：7A12

公司名称：深圳市丰顺科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共和第二工业区B区二栋

电话：0755-88215276

传真：0755-27539839

邮箱：sales@fsk-cable.com

网址：www.fsk-cable.com

深圳市丰顺科线缆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09年，是一家专业从

事信号通讯线缆、网络周边线缆、智能弱电线缆、网络通信工程线

缆等集研发、制造、营销和服务于一体的现代企业。在激烈竞争的

市场环境中，不断创新、勇于开拓、持续发展壮大。公司能取得今

天的成就，取决于广大客户多年的大力支持和依赖，我们将一如既

往的以“一流的质量、优质的服务、优惠的价格”继续为广大客户

竭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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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弱电安防工程线缆

展 位 号：7A13

公司名称：深圳市赛邦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大浪鹊山光浩工业区E栋5楼

电话：0755-29018765

传真：0755-28111227

邮箱：1371571777@qq.com

网址：www.sonck-cctv.com

深圳市赛邦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DID窄边液晶大屏拼接墙、LCD

液晶显示器、LED液晶显示器、数字标牌（广告机）、多媒体触摸

一体机等显示终端设备和系统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 DID窄边液晶大屏拼接墙、LCD液晶显示器、

LED液晶显示

展 位 号：7A14

公司名称：东莞市利伟富世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万江区流涌尾北坊村工业区

电话：0769-27227772

传真：0769-27227770

邮箱：yb168@163.com

网址：www.levelfull.com

东莞市利伟富世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销

售弱电线缆及安防LED电源的企业。公司已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

获得国家3C认证、中国安防知名品牌等诸多荣誉！

公司“绿电”电源产品有：电源适配器、安防防雨电源、防雨

集中供电、网状开关电源、超薄开关电源、低频变压电源；

“绿电”电缆产品有：网络摄像机专用电缆、网络线及电话

线、高清同轴电缆、电梯专用电缆、安防综合电缆、电源护套线、

电源连接线等！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电源、LED开关电源、安防弱电电缆、网

络摄像机专用电缆等

展 位 号：7A15

公司名称：河北恒辉明慧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青县经济开发区机箱工业园区

电话：0317-4028923

传真：0317-4022321

邮箱：2355896075@qq.com

网址：www.hb-anfang.com

河北恒辉明慧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数码监控研发及销

售的高新技术民营企业，是以音视频数字化、网络化和电视、防盗

监控为专业研究方向，集视频网络传输技术、软件硬件设计开发及

安防产品批发、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公司。

公司拥有一批有多年视频专业技术经验，安防产品市场营销经

验的专业人才。公司自成立伊始，就始终秉承\”客户至尊，诚信为

本“的经营理念，以先进的技术、可靠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为广大

客户带来最大的回报。

主要产品信息：枪击护罩、云台、支架、机箱机柜等钣金产品

展 位 号：7A15A

公司名称：深圳市尼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山区西丽留仙洞福新发工业园1号电梯5楼

电话：86238151

传真：26646686

邮箱：sales@needtek.cn

网址：www.needtek.cn

深圳市尼得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清视频监控软硬件的研

发。经过几年的技术研发积累现推出了自己的品牌tofucam高清网

络摄像机，并努力将其打造为消费类电子产品，尼得科技做更好玩

的智能摄像机

主要产品信息：民用高清网络摄像机、光阴机一个能拍电影又

能安防的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7A15B

公司名称：北京集光通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桥东中腾建华商务大厦六层

电话：010-82380681

传真：010-82380681

邮箱：wangxintao@sina.com

网址：www.jgtd.cn

北京集光通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专门从事于激光夜视产品、激

光眩目产品及红外热成像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持有大功

率远距离激光夜视系统等多项发明专利，并拥有一支专业的研发团

队和高素质的管理团队，还设有企业博士后研究工作站，并长期保

持这与中科院及北京各大科技院校的深度合作关系。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夜视、激光眩目、红外热成像

展 位 号：7A16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旺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桥头村松福路福盈工业区C2栋

电话：0755-27309568

传真：0755-27309567

邮箱：carve@carv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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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arve.com.cn

凯旺科技集团是专业的连接器、电线电缆、线缆组件、电子产

品设计制造及综合互连解决方案服务商，拥有连接器、电线电缆、

线缆组件、消费电子四大产品事业群，业务横跨安防监控、通讯网

络、医疗电子、轨道交通、工业自动化、个人消费电子等领域。

集团技术研发实力雄厚，先后通过ISO9001、ISO14001、ROHS、

UL、CE、HDMI、OHSAS18000等专业认证，并获得全国就业先进

企业、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推荐品牌、国家“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

业、周口市工业百强企业、深圳宝安民营百强企业等荣誉。

主要产品信息：网口电源线、视频电源线、球机线、光纤线、

转接头、SATA等

展 位 号：7A16A

公司名称：深圳市雅迅达液晶显示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72区创业二路扬田大厦2-3层

电话：0755-88833778

传真：0755-27865721

邮箱：yxd136@asianda.cn

网址：www.china-bnc.com

深圳市雅迅达液晶显示设备有限公司（简称：雅迅达）创立

于2001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营销、售后服务一体的高科技民

营企业。公司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和可持续研发能力，提供液晶拼接

屏、监视器、广告机、触控一体机等系列产品和行业解决方案，并

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

公司拥有自主研发专利证书 20 余项，所有产品均有国内、国

外权威机构产品检测报告。十年品牌发展，雅迅达斩获行业荣誉证

书累计高达75项，并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

真诚期待与不同行业广泛合作、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主要产品信息：液晶拼接屏、监视器、广告机、触摸一体机、

4K显示、电子白板等

展 位 号：7A17

公司名称：深圳市丰润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南坑第一工业区2栋3楼

电话：0755-23708300

传真：0755-29050737

邮箱：gayrfeng@poetech.net

网址：www.poetech.net

深圳市丰润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RUNDATA”）是全

球领先的PoE供电设备供应商。自2006年成立以来，RUNDATA始终

致力于PoE供电领域的产品研发，取得了多项国家技术专利，目前

在PoE 产品领域拥有行业最完善的产品线及提供高品质、高性能价

格比的全面设备解决方案。

此外RUNDATA产品还涵盖以太网交换机、电力线通信，无线

AP等领域。

RUNDATA公司总部位于中国深圳，同时在北京、上海、广

州、杭州、南京、成都、济南、郑州等多个中心城市设有销售和服

务中心。

主要产品信息：POE交换机；万兆以太网交换机；POE供电

器；无线AP

展 位 号：7A18

公司名称：杭州阿启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3730号源越大厦1105室

电话：0571-86633666

传真：0571-81025156

邮箱：songjie@argesone.com

网址：www.argesone.com

阿启视，源自于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Arges,传说是天空之神

与大地女神之子，他无所不见，明察秋毫，即使睡觉都有眼睛警惕

的睁着。这也正是我们的追求，为您提供随时随地、无所不见、高

品质的安防产品与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音视频解决方案提供商

展 位 号：7A20

公司名称：深圳市利达斯探测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观光路1209号裕华城9楼

电话：0755-28082780

传真：0755-28082787

邮箱：info@leadexsystem.com

网址：www.leadexsystem.com

深圳市利达斯探测设备有限公司集研发、系统设计和生产为一

体，拥有多项专利设计产品、专有技术和专业的解决方案。针对大

工业、政府重要设施、海事、军队设施等技术要求较高的场合提供

下列系统：1. 火灾初期预警与定位系统；2.陆基和海基远距离视频

探测系统；3. 陀螺光电稳定系统；4.中/远距离移动目标识别与跟踪

系统；5.远距离微波防入侵及无线通讯系统; 6.特种场合视频监控系

统;7.系统软件管理平台。并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墨

西哥，加拿大，西班牙，德国，沙特，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

等重大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防爆摄像机、远距离激光云台、激光夜视、热

成像、双摄像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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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7A21

公司名称：四川华雁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华二路天府软件园C区10号楼16层

电话：65006751

传真：65006698

邮箱：hyj@whayer.cn

四川华雁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川

府函〔2003〕251号）设立的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总部设在

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在北京、广州、杭州建立了营销服务中

心，基本形成业务覆盖全国的营销服务体系。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智能电网领域和智能安防领域方案提供的高

新技术企业，我们专注于电网智能辅助监控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电

力信息通信系统集成，智能安防视频云存储整体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云存储、移动视频监控

展 位 号：7A22

公司名称：深圳市菲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牛成村牛成路221号5楼

电话：0755-86181710

传真：0755-86181786

邮箱：sam.yu@fitech.cn

网址：www.fitech.cn

专业研发制造高清、标清高速球机芯、一体机。

主要产品信息：200万高清机芯及AHD/CVI/TVI/SDI机芯

展 位 号：7A23

公司名称：深圳市帝艾帝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华宁路嘉义源科技园3栋1楼 

电话：0755-82908151

传真：0755-82958713

邮箱：chinadid@163.com

网址：ww.chinadid.com.cn

帝艾帝新一代DID升级产品:表面钢化玻璃保护，内置散热风

扇，接口更加丰富；超薄窄边，寿命长达100000小时；显示效果别

具观赏性,全屏，分屏，任意组合屏示，可增加漫游，叠加等各种功

能；完美全高清，高亮度，高清晰度,高对比度,更好的色彩对比度

更宽的视角；采用国际巨头三星的新一代工业级液晶面板；厂家直

销,用薄利向全球普及DID 液晶屏；获得由中国权威机构颁发3C认证

等。

主要产品信息：液晶拼接墙、液晶屏、显示器

展 位 号：7A24

公司名称：深圳市裕锦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塘头工业区新辉工业园B栋一楼

电话：0755-29516358

传真：0755-29681811

邮箱：sjw@yjdcase.com

网址：www.yjdcase.com

深圳市裕锦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安防产品外壳生产商。

公司拥有强大的设计能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模式。

公司人数200左右，设备众多从开模到生产均可自行完成。供应塑

胶、压铸五金、透明球罩等各类安防产品。经过不懈的努力目前公

司已成为国内安防产品外壳主流制造商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半球摄像机外壳，防水摄像机外壳，枪机外壳

等。

展 位 号：7A25

公司名称：深圳市云泰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西科智西路25栋南1层

电话：0755-26631986

传真：0755-27968125

邮箱：lanzh@ytaida.com

网址：www.ytdtx.com

深圳市云泰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高清

液晶监视器、商用大屏拼接系统、液晶交互式一体机、液晶专用定

制机等全系列安防液晶显示设备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是

国内安防液晶显示设备专业制造基地。

主要产品信息：大屏拼接、监视器、广告机、户外多媒体机、

触摸一体机

展 位 号：7A27

公司名称：杭州拓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宁围振宁路22号

电话：0571-82767353

传真：0571-82834982

邮箱：tuoan@hztuoan.com

网址：www.hztuoan.com

安防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为广大

用户提供更新、更尖端的技术产品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主要产品

有：全系列红外球、高清球、网络球、车载球、高速云台、智能跟

踪球、高/中/低速球、控制键盘等等，广泛用于银行、机场、高速

公路、城市道路、地铁、政府机关、部队、电力、监狱、酒店、商

厦、工厂、学校、博物馆、智能住宅等场所。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球，高清球，网络球，高速球，激光球，



CPSE 第十五届安博会(2015.10.29-11.1深圳会展中心)www.cpse.com.cn 221

车载云台，键盘

展 位 号：7A28

公司名称：广州市文德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沐陂东路19号大院2栋

邮箱：545871334@qq.com

文德集团成立于1996年10月，总部位于历史名城广州，拥有占

地30000平方米现代化厂房。是一家从电缆原材料到成品生产的现

代化企业。旗下有文德铜业实业有限公司，文德铝型材实业有限公

司，文德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达韩光缆有限公司等。

文德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文德”“达韩”“奥

尼尔顿”三大品牌近千种规格的弱电工程布线电缆。包括安防监控

录像系统电缆、计算机网络系统电缆、通讯系统电缆、电子巡更系

统电缆、门禁系统电缆、楼宇智控系统电缆、广播电视系统电缆、

多煤体教学系统等综合布线电缆、光纤、光缆等。并获国家3C、

IS09001、SGS、CTSD、等多项认证，先后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信

息产业部、广电总局、国防通信、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石油

等部门颁发的入网许可证。产品销往我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

和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国家。目前成都和上海分厂也均已投产。

公司将以雄厚的生产实力和卓越的产品品质来赢得广大客户的高度

信赖。

主要产品信息：弱电布线产品研发生产

展 位 号：7A29

公司名称：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曹路工业园区民夏路238号

电话：021-58635678#5525

传真：021-58630003

邮箱：yuan.shen@delta.com.cn

网址：www.deltagreentech.com

1992年中达电通成立于上海，自营业以来，保持着年均增长

30.7%的高速发展，为工业级用户提供高效可靠的动力、视讯、自

动化及能源管理解决方案。为满足客户对不间断运营的需求，中达

电通在全国设立了48个分支机构、74个技术服务网点与12个维修网

点。依靠训练有素的技术服务团队，中达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全方

位的售前、售中服务和最可靠的售后保障。

主要产品信息：Digital Visual Systems

展 位 号：7A31

公司名称：常州市佐安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郑陆和平工业园

电话：0519-88962115

传真：0519-88968180

邮箱：zuoan@zaex.com.cn

网址：www.zaex.com.cn

常州市佐安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注册资金1500

万，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防爆、煤矿井下等特种监控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公司产品自行设计、开发、生

产，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生产的防爆监控产品取得了不同级别

的防爆合格证书近40个，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17个（在防爆视频

领域，获取证件最多），在2007年已取得了国家防爆产品生产许可

证，获得实用新型专利4项，在办理中的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

利3项。公司于2009年通过了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防爆视频监控前端设备，含防爆摄像仪、光端

机、监视器、控制器等

展 位 号：7A32

公司名称：深圳市视晶无线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地址：深圳市宝安中心区宝源路F518时尚创意园F10-13栋

电话：0755-26716688  

传真：0755-23496331

邮箱：marketing@cv-hd.com

网址：cv-hd.com

深圳市视晶无线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频无线影音

传输模块和成品，集研发、生产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

业，拥有多项核心技术和发明专利。主营无线高清传输系统及周边

配件的开发、生产与销售；计算机网络系统及周边配件相关产品的

技术开发与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目前已有超过30名工程师在我们的团队中从事高频微波的发

展、嵌入式软件和差异化的客户无线模块开发。其产品在行业和无

线高清传输领域具有领先三至五年的技术优势，是高清无线传输技

术的主要引导者。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高清摄像头 ，无线高清接收机

展 位 号：7A33

公司名称：西安翔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太白北路156号

电话：029-88151308

传真：029-88151308

邮箱：xyahe@163.com

网址：www.631xiangxun.com

西安翔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航空工业第六三一研究所控

股公司，是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是集智能交通产品开发、制造、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智能交通产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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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7A34

公司名称：揭阳市广福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揭阳市东山区磐东镇潭角工业区

电话：0663-8840000

传真：0663-8823496

邮箱：manage@forcan.com

网址：www.forcan.com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广东省

现代产业500强项目企业。注册资金2938万元，通过ISO9001、

ISO14000和OHSAS18000 等管理体系认证，产品通过ROHS、CE认

证和采用国际标准产品认可。自主品牌“玉処王”是广东省著名商

标、广东省出口名牌，并在欧盟28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及

地区注册了商标。主要产品包括音视频线材线缆和安防线材线缆系

列,共1800多个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线缆

展 位 号：7B01

公司名称：深圳市优特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中区M-8栋西座5楼

电话：0755-83898016

传真：0755-83409500

邮箱：market@utepo.com

网址：www.utepo.com

深圳市优特普（UTEPO）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清

视、音频数据传输和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ISO9001：2008认证企业。优特普致力于将当今最先进的

数字、模拟多媒体技术成功应用于安防、音视频媒体、军事、教学

以及工业控制等高速成长的技术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监控复合信号、电脑主机、以太网、

USB、VGA、HDMI

展 位 号：7B03

公司名称：东莞市标远线缆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立新犬眠岭工业区第二栋三楼

电话：0769-23366301

传真：0769-27200866

邮箱：bellwin@foxmail.com

网址：www.bellwin.com.cn

东莞市标远线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销售智能

家居弱电线缆、安防监控布线线缆、舞台音响系列线缆、设备控制

线缆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本司相继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国家强制性产品CCC认证、SGS环保认证和中国广

电总局入网认证等系列权威认证，确保了产品品质的稳定性。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弱电线缆

展 位 号：7B04

公司名称：深圳嘉利荣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华发北路太平洋安防通讯市场5B43 

电话：0755-82580282

传真：0755-82580282

邮箱：lfang0413@163.com

网址：www.jr-dz.com.cn

深圳嘉利荣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双绞线传输器、接头、线材

等产品的经销批发的贸易商，我们有自己的利荣工厂11年了，位于

潮州。在深圳有办公室，柜台，仓库等。本公司经营的双绞线传输

器、接头、线材畅销消费者市场。本公司的产品在消费者当中享有

较高的地位，公司与多家零售商和代理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公司经销的双绞线传输器、接头、线材品种齐全、价格合理。

公司实力雄厚，重信用、守合同、保证产品质量，以多品种经营特

色和薄利多销的原则，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 

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线，音频线，传输器，BNC，RCA,DC

展 位 号：7B05

公司名称：深圳优色专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新沙路鑫鑫田工业园10栋3楼

电话：0755-89810577

传真：0755-89810576

邮箱：2355385980@qq.com

网址：usersdt.com

为世界各行业提供专用显示终端解决方案！以user为核心，致

力追求优良品质、优色制造。把真正优质的产品推荐给用户！

主要产品信息：液晶拼接墙、液晶监视器、液晶广告机、触控

一体机

展 位 号：7B06

公司名称：深圳市超音速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大外环路南侧汇得宝工业园三栋2-5层

电话：0755-88849302

传真：0755-21502304

邮箱：sales@szultrasonic.com.cn

网址：szultrasonic.com.cn

深圳市超音速电子有限公司是中国较早从事闭路电视监控器材

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自1995年开始从事镜头事

业，先后作为日本正晃(株)AVENIR镜头中国总代理,并于1999年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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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株)合资成立深圳正晃光学制品有限公司,开始生产研发监控镜头,

后来根据市场的需要,推出AVENIR ETOKU品牌监控镜头.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镜头

展 位 号：7B07

公司名称：深圳市微星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凤塘大道56号逻辑电子C栋4楼

电话：0755-06017751

传真：0755-27470761

邮箱：215555400@qq.com

深圳市微星电科技有限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合凯通信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7年,研发团队由CISCO,3COM,等多家知名公司高级

工程师团队组建, 成立初期就获得多家著名风险投资公司联合投资,

研发团队拥有在互联网和视频领域的独特穿透网关及视频压缩的技

术专利,拥有自己独立开发的数字监控芯片,让监控设备在互联网内

“即插即用”,实现了全球监控,轻松实现的梦想.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监控摄像机系列产品

展 位 号：7B07

公司名称：广州市盈一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555号岗顶天可电子安防城二楼2042档盈科机柜厂

电话：020-62236303

传真：020-62231740

邮箱：2672722068@qq.com

网址：www.gzenco.com

广州市盈一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是广州市最大的专业生产机

柜、立杆的厂家之一，十年专业专注于安防监控柜、监控杆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工厂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柯木Xq村金葫工业区，

距离广州市IT中心岗顶仅30分钟车程。本厂主要生产控制台、电视

墙、网络机柜、监控立杆、太阳能监控杆、太阳能路灯杆、多媒体

讲台等安防监控产品，承接大型监控室，航空航海，公安指挥等大

型工程的操作台和屏幕墙的设计和制造。

主要产品信息：控制台，电视墙，网络机柜，监控立杆，太阳

能杆

展 位 号：7B08

公司名称：泉州市东南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泰路208号

电话：0595 22498997

传真：0595 22498995

邮箱：sales@soest.cn

网址：soest.cn

泉州市东南光电有限公司是可视互联提供商，致力基于互联网

的实时视频管理平台的构架及产品的研发、制造与服务；其产品涵

盖视频影像采集、存储、传输、分析及处理，广泛应用于公众生活

的各个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镜头

展 位 号：7B09

公司名称：深圳市奥视迪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工业二路5号海天蓝宇科技

工业园4栋6楼

电话：0755-83210996

传真：0775-86297696

邮箱：530975000@qq.com

网址：www.aoshidi.com

深圳市奥视迪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专业从事安防监控

产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及产品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自

主品牌“aoshidi奥视迪”产品服务于社会各行各业，业务范围覆盖

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机

展 位 号：7B10

公司名称：深圳市齐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宝石路宝石科技园C栋

电话：0755-83419012

传真：0755-82975893  

邮箱：molly-chipshow@qq.com

网址：www.chipshow.cn

深圳市齐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430561）创立

于2000年，总部位于中国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宝石路宝石科技园

C栋，生产经营面积达20000平方米。齐普光电自创立以来专注于

LED全彩显示屏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全方位的产品解决方案，是LED显示屏产品的综合制造商。

主要产品信息：户内小间距LED显示屏HD1.6

展 位 号：7B11

公司名称：北京京金吾高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乙五号院

电话：010-88473737

传真：010-88473773

邮箱：jwgk@jwgk.com

网址：www.jwgk.com/

北京京金吾高科技有限公司是研制、设计、生产、销售、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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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安检、排爆器材的专业性公司，是北京市公安局安全生产办

公室批准的专业生产、销售警用装备、消防器材的专业化公司；

公司在全国公安、武警、民航、铁路、边防、法院、地铁等

系统有广泛的销售业绩；产品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

堂、公安部等重要场所执勤站岗；是历年来全国两会安检排爆器材

供应商、是二OO八年奥运会、好运北京奥运测试、天津市足球分

赛场等系列大型活动的器材供应商。公司承担多项反恐器材研制，

目前共有十余项专利产品；并承担国际科研项目

主要产品信息：拖车球、防爆罐、机械手、鞋底检查仪

展 位 号：7B15

公司名称：深圳市国盛电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浪口金地大科技园B2栋

电话：0755-61116099

传真：0755-61116096

邮箱：szgsdy@163.com

网址：www.szgsdy.com

深圳市国盛电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

于一体的现代化线缆生产企业，专业从事1 KV以下智能弱电工程线

缆、安防监控工程线缆、网络通信工程线缆及多功能综合布线的制

造与销售。

主要产品信息：电源线，屏蔽线，监控线，音响线，电话线，

网络线，红黑线

展 位 号：7B19

公司名称：深圳市腾远智拓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硅谷动力清湖工业园A17栋三楼

电话：0755-82914471

传真：0755-82914473

邮箱：admin@szwx.cn

网址：www.szwx.cn

五大主系产品：3G\4G无线视频监控、COFDM移动视频无线

传输设备、数字无线视频传输设备、模拟无线视频传输设备和无线

云台指令控制设备。传输距离从5km到50km均有，非常适合野外远

程无线视频传输和远程数据传输。

主要产品信息：模拟数字无线视频监控设备、无线网桥

展 位 号：7B20

公司名称：北京和普威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长远天地大厦B座608

电话：010-82873698

传真：010-82873676

邮箱：bairuyu@chinahpws.com

网址：www.chinahpws.com

北京和普威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坐落在国家级高新产业基

地——首都中关村科技园区内，是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与一体的国际化光电设备供应商。公司目标是立足安防行业，专注

光电成像产品及相关技术，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

拥有激光夜视、热成像行业10多年经验的研发、营销服务团队，拥

有核心技术。已经开发了激光摄像机、红外热成像摄像机、高铁专

用激光检测系统、森林防火专用报警热成像等多种产品。产品销售

到国内外多个地区，在军队、铁路、高速、机场安全、森林防火等

领域已得到初步应用，获得了客户认可。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摄像机、红外热成像摄像机

展 位 号：7B22

公司名称：深圳市奥尼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二路鸿辉工业园5栋

电话：0755-29106599

传真：0755-29106599

邮箱：wendell_woo@anc.cn

深圳市奥尼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尼）成立于2003

年,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百强自主

创新企业、广东省著名商标、深圳知名品牌、2012年被认定为宝安

区技术中心。主要从事消费类视频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网络摄像头，行车记录仪，网络监控摄像机等。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7B23

公司名称：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国际E城腾达科技大厦

电话：0755-27657068

传真：0755-27657178

邮箱：luoxiaolei@tenda.cn

网址：www.tenda.com.cn

深圳市吉祥腾达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1999年，是全球领先的

网络通讯设备供应商。专注于前沿网络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供性

能强大、质优价廉的产品。产品涵盖无线、交换机、网关、接入终

端、PLC电力网及网络摄像机等，能够一站式满足终端网络组网的

各类需求。

腾达拥有遍布全球销售与服务体系，产品出口80余个国家和地

区，并与全球100多家通讯行业顶级代理商确立了合作关系。

建设值得信赖的好网络是腾达的企业使命，在这一使命的召唤

下，腾达始终以艰苦奋斗、开放进取的精神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

我，赢得客户的选择和尊重。

主要产品信息：管理型交换机、非管理交换机、PoE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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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7B23A

公司名称：广州五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光谱西路3号研发大楼西面4楼

电话：020-66679500

传真：020-66679600

邮箱：marketing@chinaserver.cn

网址：www.chinaserver.cn

五舟品牌创立于2002年，是专业的云架构基础设备和解决方案

供应商，服务器深度定制领域的第一品牌。五舟是新三板服务器第

一股，股票代码：831619。

五舟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名牌产品和广州市著

名商标。在服务器大容量存储技术、集群解决方案、服务器结构设

计等领域取得了二十几项软件著作权和专利证书，自主研发的高性

能计算一体机等多项产品被评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品广

泛应用在政府教育、广电通信、互联网、企业科研、云计算、虚拟

化、安防监控、网络安全、数据存储等行业及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云存储、智能分析服务器、解码服务器、视频

管理/流媒体服务器

展 位 号：7B24

公司名称：深圳市星宏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贝尔路2号新天下工业城2号楼2楼

电话：0755-83005001

传真：0755-61640180

邮箱：kitty.qin@xinghong.cc

网址：www.xinghong.cc

公司主要致力于云存储、应用存储(NAS、IP-SAN)、统一存

储、服务器、图形工作站等整体解决方案。星宏产品广泛应用于安

防、教育、政府、广电、通信、互联网等行业，基于服务器领域合

作规划，与不同行业厂商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星宏全系列

产品应用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存储需求不断

增大，我们推出了超大容量海量信息存储和管理解决方案，根据不

同行业特点及需求定制相应解决方案，突破传统存储解决方案的单

一固定模式，将硬件与软件研发相结合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存储、海量存储服务器、多节点服务

器以及云桌面解决方案

展 位 号：7B26

公司名称：杭州雄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银湖创新中心9号

电话：0571-28887117

传真：0571-28887115

邮箱：2880926987@qq.com

网址： www.xiongmaitech.com

杭州雄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位于杭州市高新开发区，是一

家专门从事安防监控软件研发的高科技企业，致力于提供高质、智

能、价优的安防产品，提供客户化的产品和点到点的服务，助力于

和谐社会建设。

主要产品信息：DVR主板和IP模块

展 位 号：7B28

公司名称：深圳市慧明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布澜路李朗软件园A3栋15楼 

电话：0755-89537072-838

传真：0755-89537072-815

邮箱：sales2@hmjtx.com

网址：www.hmjtx.com

深圳市慧明捷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坐落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

布澜路龙岗创新产业园李朗软件园内，是一家专业从事无线图像移

动传输、应急通讯指挥系统集成及安防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

生产商，也是国内领先的应急无线图像传输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

现有员工200多名，其中，博士生5人以上，研究生12人以上，本科

及大专生100人以上，技术人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50%。由本公司

主导研发的无线图像传输系统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公安、部队、海关

缉私、人民防空、城管、森林防火、电视台、环保、安监、应急办

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专业提供无中心同频组网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展 位 号：7B29

公司名称：深圳泰首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赛百诺大厦A栋303

电话：0755-82266116

传真：0755-22980632

邮箱：chenjianyong@taisau.com

网址：www.taisau.com

深圳泰首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前身替手智能，依托中国科学院

等多个智能识别研究中心的技术支撑，专注于智能图像分析处理技

术、生物识别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是从事智能交通、平安城市、超

级计算、大数据分析设备的研发和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创新型高科

技公司。 

主要产品包括动态人脸识别智能报警系统、智能交通分析系

统、车载移动电子警察、公交车专用车道电子警察、六合一道路移

动执法设备、人脸识别视频门禁系统、治安事件分析智能报警系统

等。其中智能车牌识别、动态人脸识别、智能人脸跟踪球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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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标签、超级计算机等技术处国内

主要产品信息：人脸识别、身份人脸核查系统、公交专用道移

动电子警察

展 位 号：7B30

公司名称：深圳奥腾光通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同富裕工业城十栋四楼

电话：0755-86027860

传真：0755-86027865

邮箱：panyu@ot-systems.com

网址：www.gaonet.com.cn

深圳奥腾光通系统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光纤通讯、数字安

防、网络传输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专业ODM/

OEM公司。主要客户有GE、AFI、IFS、Tyco、OT Systems、华

为、中兴、中国电信等，涉及产品有光电转换器、POE、交换机、

SDI光端机、IPC、EoC等。

公司在2010年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所有产品符

合3C、FCC、CE、UL、RoSH等认证要求，并严格执行ISO9001质

量管理体系规范。我们的质量方针是“追求完美品质，超越客户期

望”。

主要产品信息：光通信设备（交换机、收发器、光端机等）

展 位 号：7B32

公司名称：北京宏博亚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巨鸿大厦B座

电话：010-64669588

传真：010-84766917-803

邮箱：hongboyatai@163.com

网址：www.hongboyatai.com

北京宏博亚泰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工业特种防爆监控

设备，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工业防爆制造企业。

宏博亚泰团队基于数年的防爆制造以及销售经验，于2011年于

北京正式注册登记。公司一直致力于为工业特种行业客户设计多种

防爆监控系统，以及面向更为特殊的煤矿行业推出了煤矿井下监控

基站、煤矿井下采煤工作面自动化监控录像系统等一系列现代化监

控系统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防爆红外一体化摄像仪 防爆摄像机 防爆高速

球 防爆云台

展 位 号：7B36

公司名称：广州步视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大观路横岗头13号D栋7楼

电话：020-82583799

传真：020-82583798

邮箱：david@rascctv.com

网址：www.rascctv.com

广州步视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CCTV摄像机的开发和

生产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有：TVI/AHD/CVI/IP/SDI/Analog 摄像

机；欢迎广大客户前来OEM和ODM定制；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机，硬盘录像机

展 位 号：7C01

公司名称：常州市维多视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常州市新北区科四路天安工业村B座5楼

电话：0519-86905500

传真：0519-86906060

邮箱：781892559@qq.com

网址：www.vido-china.com

常州市维多视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专业从事视频监

控系统前端设备的研发和生产的高科技企业，维多的产品线包括高

清与模拟的高速云台、高速球、摄像机、LED光源、防护罩等。目

前公司已经通过了ISO9001认证等认证。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安防

企业百强和平安城市建设的推荐品牌，红外一体化高速智能云台被

评为中国安防产品创新奖，中国安防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一体化高速云台摄像机，使用先进的TI达芬

展 位 号：7C02

公司名称：深圳市保视捷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三围兆丰工业园A栋6楼

电话：0755-81454985

传真：0755-81454985-8005

邮箱：bruce@globalsafety.cn

网址：www.globalsafety.cn

深圳市保视捷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公司，主要经营产品为嵌入式硬盘录像

机、高速球、监控摄像机等。

经多年累积、发展、引进，公司目前建立一支由海内外人才组

成的技术强、素质高、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致力于高新产品的研

发与创新；建立了完整的生产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并且引进

了先进的生产及检测设备。

创新的技术，优秀的品质，贴心的服务为公司赢得了全球性的

市场，与欧美、韩国、日本、南非等80个国家地区客户建立长期代

理及OEM合作关系，公司产品90%销往国外。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高速球、硬盘录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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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7C02A

公司名称：深圳市百千成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www.hd-ipcamera.com

电话：0755-29546769

传真：0755-29546769

邮箱：limin@hd-ipcamera.com

网址：www.hd-ipcamera.com

深圳市百千成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集研发、制造、

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厂商。在深圳光明区与南山区分别设

立了制造及研发基地。自成立以来始终保持快速成长，在PCBA 制

造及OEM/ODM的服务领域已占据了一席之地。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摄像头、高速球机芯

展 位 号：7C03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帝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中区深健大厦M-4栋5A

电话：0755-83904948

传真：0755-83738573

邮箱：sales02@devicewell.cn

网址：www.devicewell.cn

中帝威科技（DeviceWell),专注于“图形/图像技术及相关产品

的研发与销售”。公司拥有高清视频光端机、高清视频转换器、高

清摄像机方案等产品，应用于广播电视台、视频会议及高清安防等

各领域。

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拥有一支年轻的技术研发团队。秉承对

信念的执着，携全体同仁的奋斗，我们的成果逐渐在行业中站稳并

获得客户的认可。随着行业的发展，我们也将不停的创新、开拓，

在未来的市场中创造新的奇迹。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视频光端机、转换器，高清摄像机方案

展 位 号：7C04

公司名称：深圳市赛博优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大布巷社区观光路1301号银星科技大厦D801

电话：0755-29304289

传真：0755-23491849

邮箱：zongjingban@cybervision-ir.com

网址：www.cybervision-ir.com/

赛博优讯作为第二代阵列及第三代点阵红外技术的源头，一直

潜心专研红外夜视技术，追求最佳的红外光源，造福安防行业是赛

博一直坚守的信念。 

主要产品信息：大功率红外点阵、红外模组、补光灯等设备

展 位 号：7C05

公司名称：深圳市天宏旭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上雪工业城东区8号F栋三楼2号

电话：0755-33610845

传真：0755-89390530

邮箱：th106@xyctv.com

网址：www.xyctv.com

旭鹰科技是专业从事安防监控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高科技企业；2009年研发了国内首家大功率LED可见光摄像机。于

2010年生产出全国第一台彩光摄像机。产品所有关键元器件均是与

SONY、SHARP等公司合作，公司主要产品有白光摄像机，彩光摄

像机，点阵红外摄像机、普通红外防水摄像机、半球型摄像机等系

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白光摄像机，彩光摄像机，点阵红外摄像机、

红外防水摄像机

展 位 号：7C08

公司名称：广东省潮安县宇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潮州市潮安县金石镇远光工业区

电话：0086-768-6561090

传真：0086-768-6550680

邮箱：ANPA@ANPA.NET.CN

网址：www.anpa.net.cn

广东省潮安县宇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电源

适配器及监控周边器材的实业型企业，占地面积3500多平方米，公

司自主品牌 \”安派\”已获得“中国著名品牌”“平价电源第一品

牌”等称号，产品通过欧盟CE认证， 工厂已通过阿里巴巴实地认

证。

自2004年办厂以来，开发的产品包括电源适配器、音视频分配

器、双绞线传输器等周边器材，远销国内、东南亚、中东、非洲及

欧美地区，并成为了国内行业客户产品配套首选供应商之一，可按

客户要求提供OEM。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电源，双绞线传输器，视频分配器

展 位 号：7C09

公司名称：盛大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昌宝西路100号

电话：0757-26389086

传真：0757-26625464

邮箱：fly@shengda-cable.com

网址：www.shengda-cable.com

顺德盛大电缆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同轴电缆、CCTV、CATV，

拥有四万多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及两万多平方米的园林厂房，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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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名训练有素、技术娴熟的专业员工及一支专业、成熟、热情的

业务团队和技术队伍。硬件配备完善，拥有5条专业聚乙烯绝缘物

理发泡生产线、5条专业护套挤出设备和2条专业成缆生产线，超过

100台高速编织机，实验室配备各类国际专业检测仪器，确保质量

控制工作有效执行。

主要产品信息：同轴电缆

展 位 号：7C10

公司名称：北京世纪天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白庙工业园1号

电话：010-52577066

传真：010-52577133

邮箱：limeihuame@163.com

网址：www.shijitiancai.com/

北京世纪天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4 月，注册资

金1000万元，是集电子围栏系列周界安防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等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安防、弱电、建筑智能化工

程施工等为一体的系统集成商。公司具有电子围栏及系统集成的核

心技术，具有可持续开发产品的研发能力；施工经验丰富，服务体

系健全。公司组织结构完善，核心团队稳定，在深圳、邯郸等地设

有分支机构。

主要产品信息：北京世纪天彩电子围栏、视频监控、周界安防

产品

展 位 号：7C11

公司名称：深圳市福佳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新和村旭竟昌科技工业园B1栋

电话：0755-33663999

传真：0755-33668366

邮箱：export1@sz-fujia.com

网址：www.sz-fujia.com

深圳市福佳电器有限公司创建于1993年，是生产开关电源、

电源适配器、整流器，车载电源适配器，高低频电源变压器、分频

器、电感线圈、电源线等电子产品的专业厂家，月生产能力达200

万只以上。

拥有CCC、CE、CB、UL、CUL、S、GS、EK、SAA、PSE和

BS车充ＥＭＴＥＫ认证的，产品广泛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认可。

我司网站：www.fruga.cn/

主要产品信息：电源适配器、整流器、车载、高低频电源,分频

器、电感线圈、线

展 位 号：7C13

公司名称：深圳市飞天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南埔路蚝三林坡坑第二工业区A2栋

电话：0755-33880919

传真：0755-33866802

邮箱：lujianglv@163.com

网址：www.Flypowersz.com

 深圳市飞天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lypower）是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1999年，坐落于深圳市沙井镇，工厂面积

16000平方米。

Flypower现有员工1000余人，月产能3百万以上。拥有电源品

牌：“FLYPOWER”、“飞天鹰”。公司已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

体系认证和ISO14001国际环境体系认证，是国内最具规模的的电源

生产制造企业之一公司拥有多年开关电源设计经验的电源专家为首

的100余名的研发队伍，具有强大的新产品开发和快速响应能力,延

续并跟踪国际电

主要产品信息：主要生产开关电源、电源适配器、充电器

展 位 号：7C14

公司名称：福建威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后营92号

电话：0591-22856986

传真：0591-22853986

邮箱：sales@vitech-cctv.com

网址：www.vitech-cctv.com

威远科技是一家以研发为主的CCTV安防监控产品专业生

产厂商，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以质取胜”的方针，按照

ISO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运作，同国内外客户长期保持良好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热情欢迎OEM订单，我们相信我们会是

您的合适选择。

主要产品信息：双绞线高清信号传输器，视频接地隔离器，

HDMI，POE

展 位 号：7C15

公司名称：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9号

电话：027-59601257

传真：027-59601258

邮箱：zhucheng@hbjir.com

网址：www.hbjir.com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红外热像仪、激

光测距仪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国内少有的、同时具备红外热像

仪和激光测距仪自主研制生产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是中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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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光电科技产业化专家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光电子协会红外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湖北省光学学会常

务理事单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具有先进水平的各型制冷红外热像

仪、非制冷红外热像仪以及激光测距仪等产品。公司在红外热成像

技术、激光测距技术、光学技术、电子技术、图像处理技术等方面

具有综合学科优势，技术水平居国内领先水平。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监控系统，森林防火系统，警用装备

展 位 号：7C17

公司名称：深圳市三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德政路1号超能通工业园四楼 

电话：0755-3669620

传真：0755-36690510

邮箱：jane@sreecctv.com

网址：www.sreecctv.com

深圳市三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安全、防护的生产厂商。

主营监控像机、监视器材、DVR、镜头、线材、电源、双绞线传输

器、监控器材附件、监控器材。深圳市三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本着

“客户第一，诚信至上”的原则，与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

系。热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务。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摄像机,HD-SDI ，HD-IP 

展 位 号：7C18

公司名称：江苏宝华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世纪大道宝才工业园区

电话：0515-88444088

传真：0515-88444188

邮箱：bh110@126.com

网址：www.jsbaohua.net

江苏宝华总公司坐落于盐城市世纪大道宝才工业区内，是集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从事安防线缆、弱电线缆与综合

布线产品专业制造的高科技企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城市建设、房

地产业、工矿企业、金融、交通、公安、广播电视等行业。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检测设备齐全，产品质量稳定可靠，拥

有20项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先后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国家

广电总局的入网认定证书、ISO09001：2008质量标准体系证书、

ISO1400环保体系认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核准颁发的采用国

际标准产品标志证书。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线缆、弱电线缆与综合布线产品

展 位 号：7C19

公司名称：上海童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逸路15号复旦软件园 A栋10层

电话：021-66208998

传真：021-36381978

邮箱：2710626311@qq.com

网址：www.togdz.com

上海童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坐落于上海科研人才云集的

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复旦软件园。我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

力于产品的自主研发与创新，主营IP网络广播、IP求助对讲、无纸

化会议系统、会议中控系统、多媒体会议系统。产品生产严格执行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CCC、CE、UL、FCC等国内外标准，我公

司正是凭借产品的稳定性、高品质和高性价比以及优质的服务赢得

客户的信任

主要产品信息：IP网络广播、IP对讲系统、无纸化会议系统、

多媒体会议及中控

展 位 号：7C21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江灏工业区6栋4楼

电话：0755-89582449

传真：89508680

邮箱：2355609259@qq.com

网址： www.sectec.com.cn

中视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先与CCTV工程商配套的监控产品

制造商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一家专业CCTV监控产品生

产制造商。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力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先

进的管理模式，具有多年丰富的制模经验和良好的社会声誉跟责任

感，真诚服务，合作愉快！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机

展 位 号：7C28

公司名称：东莞市小耳朵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樟木头镇裕丰社区莞樟东路421号

电话：0769-87788370

传真：0769-83845854

邮箱：2355709551@qq.com

网址：www.ch998.cn

东莞市小耳朵电源有限公司旗下的小耳朵品牌电源系列，作

为国内最早专注监控摄像机电源的品牌，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

同时，小耳朵致力于为安防行业生产制造更安全、稳定的电源适配

器。自创立起，就积极探索创新之路，历经十多年的沉淀，奠定

“安防电源专家”的品质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模式，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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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就成长之路，一举成为安防行业口碑最佳的电源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电源，监控电源，防水电源，球机电源

展 位 号：7C29

公司名称：盈生(中山)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淡水区中正东路1段3巷17号6楼 

电话：+886-2-8631-3133

传真：+886-2-8631-3274

邮箱：yin12345@ms24.hinet.net

网址：www.yinsheng-tech.com

盈生是有25年经验的专业制造生产和设计RF/Microwave同轴连

接器的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同轴连接器，天线，电缆组件 

展 位 号：7C31

公司名称：深圳亿安联创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怡安工业城95栋

电话：0769-87298589

传真：0574-58109299

邮箱：137680156@qq.com

网址：zglc.cc

专业球机外壳及结构件设计、生产厂家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球外壳、结构，迷你球外壳结构

展 位 号：7C33

公司名称：广州市超本乐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机场路1336号1330室

电话：020-38283827

传真：020-38283627

邮箱：LHL888999@126.COM

广州市超本乐电子产品有限公司是  CCTV监控系统装配箱 及

百万高清监控专用安防电源  的生产厂家  自2006年以来 公司始终秉

承  超越梦想  品质为本  与君同乐  的 (超本乐) 经营理念  ，从工程商

的需求及安防行业的发展趋势出发  ，潜心研发50多款（JVCOM品

牌）CCTV监控系统装配箱 及百万高清监控专用安防电源，开拓了

监控行业专用电源的一片蓝海，产品获得 国家外观发明专利4项  实

用新型发明专利2项，并取得  CE  ROHS  CCC  FCC  等国际认证，

欢迎海内外客商前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 电源     防雨箱   水晶头

展 位 号：7C34

公司名称：揭阳好运五金厂

地址：广东省揭阳空港区河上村十四号路西畔 

电话：0663-8771228

传真：0663-8786229

邮箱：haoyun0663@163.com

网址：www.jyhydqc.com/

本厂专业生产各色支架,在建厂10年来,产品得到新老客户的好

评,及广大无线电爱好者的厚爱。产品广泛适用于各大中小型电子厂

生产线配套,现可供产品有高中底档,烙铁架、锡线架、焊锡、摄像

机支架，款色多样，欢迎来样订货。

本厂生产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选用优质原料，按客户要

求生产各色各样支架，多年来产品远销国内外及东南亚一带。

好运电器厂宗旨是:“重合同、守信用、平等互利、质量取胜”

以优质服务长期与客户合作。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支架周边器材 

展 位 号：7C35

公司名称：广州市英特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三元里大道1247-1249#

电话：020-36228231

传真：020-36228231

邮箱：BM6600@126.COM

广州市英特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安防监控

产品销售和安防系统工程的科技企业。公司从成立之初便定下了，

“专注安防行业;共建美好生活”的经营理念。自主研发，生产的液

晶监视器系列产品深受广大客户的好评。在做好产品销售的同时，

工程部已完成大小数百项保安监控、防盗报警系统的建设为社会和

企业的安全做出自己的一份供献。公司将秉承“一流的产品、先进

的技术、高质量的服务”的宗旨来服务于客户。

主要产品信息：监视器

展 位 号：7C37

公司名称：深圳市振兴伟业通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象社区上雪科技工业城东区10号J栋五楼

电话：0755-28357696

传真：0755-28357318

邮箱：1691883967@qq.com

网址：www.zx-net.com.cn

振兴通讯拥有国内最全的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工业级光纤收发

器,PoE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产品系列，全方位满足客户需求。主要

可以为客户提供工业系统使用的网络通信解决方案、工业数据通信

解决方案、工业多媒体监控解决方案、工业智能感知解决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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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行业，轨道交通行业，平安城市监控一体化、工业控制信

号提供所需的专业通讯信息服务平台，领导并推动工业通信网络技

术市场，立志成为国内智能交通，电力领域最大的工业通信技术解

决方案提供商。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交换机，工业光纤收发器，工业PoE交换

机

展 位 号：7C38

公司名称：东莞市符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樟木头镇丽城花园59号

电话：0769-82730991

传真：0769-82730991

邮箱：497027232@qq.com

东莞市符杰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销售、

监控开关电源的企业，产品严格按照国标和企业标准生产。、

坚持以人为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市场的竞争中，公司

依靠的是：科学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生产设备、完善的技术检测手

段、丰富的品种系列、优异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开关电源

展 位 号：7C39

公司名称：北京睿声智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时代花园东街8号院1号楼17层

电话：010-88937842

传真：010-83113182

邮箱：jhliu@realsd.cn

网址：www.realsd.com.cn

北京睿声智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注册成立，专业从事睿

声®品牌拾音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现有多个系列的全向型拾音

器、指向型拾音器、音频降噪器及其它相关产品，广泛应用于司法

审讯、安防监控、多媒体电教、远程会议等领域。产品和服务品质

受到用户广泛好评。

我公司产品性能独特，工程方案实用方便。如2线制抗干扰拾

音器技术，POE直供电拾音器，网络音视频监控拾音器“零电源”

方案，基于拾音器内置混音器的审讯室双拾音器方案，己被众多的

工程项目所采用。

主要产品信息：拾音器，音频监控产品

展 位 号：7T01

公司名称：法兰克福传媒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东方新天地广场

电话：0755-82994989

传真：0755-82992015

邮箱：2594668344@qq.com

网址：www.asmag.com.cn

法兰克福传媒，秉持专业深耕、多元整合、全球化经营的企业

理念落实We Promote Security，致力推动安全产业发展及创造市场

商机。并从安全管理面向整合实体安全与虚拟网络安全，深入安全

防护、消防防灾及信息安全等三大领域。探讨全方位的安全科技新

知与应用，提供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展览、活动等全方位营销服

务。拥有最完整的国际资源以及最丰富的安防经验，是专注于安全

科技整合营销媒体服务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a&s 《安全自动化》、《测试与选型》、《智

能集》

展 位 号：7T02

公司名称：福州开发区鸿发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马尾区快安路2号

电话：0591-83978227

传真：0591-83977314

邮箱：cctvsales9@fzhongfa.com

网址：www.avemia.net

福州开发区鸿发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致力于光

电产业安防视频监控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涵盖军、

民用监控镜头、摄像机、高速球、DVR等全系列安防监控系列产品

以及安防视频监控系统集成建设，拥有“AVEMIA”和“卫迈”自

主产品品牌。

目前公司的销售网络覆盖全世界范围，产品远销海内外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建立四个国内分公司（北京、上海、深圳、杭

州），设立了英国、德国、巴西、印度等国家的经营代理点，产品

服务于国内外各种重大商业活动和体育赛事。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监控镜头、摄像机、高速球、DVR、安防

工程

展 位 号：7T07

公司名称：深圳市万网博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国际E城E3栋4楼

电话：0755-86963722

传真：0755-86963733

邮箱：marketing@tg-net.cn

网址：www.tg-net.cn

主要产品信息：交换机、PoE供电、无线产品、TG云盒子、路

由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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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7T08

公司名称：深圳市南天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宝源路广福大厦508

电话：0755-61591871

传真：0755-61590290

邮箱：natywish@natywish.com

网址：www.natywish.com

深圳市南天威视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EPON系统、

GPON系统、音视频传输设备、工业传输设备等光传输设备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南天成立于2003年，凭

借自身不断的创新积累和对产业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获得了高速

的发展，已在安防和光通信行业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和认可。

南天注重产品和技术的革新，在研发上倾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

力，迄今为止，每年的研发投入均占公司年产值的15%以上。

主要产品信息：EPON、GPON、OLT、ONU、光分路器

展 位 号：7T10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珠光村第二工业区5栋6楼

电话：0755-83615548

传真：0755-83615548

邮箱：attbin@126.com

网址：www.szjinze.cn

深圳市金泽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经营安全防范产品，业

务范围集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工程技术为一体，长期致力于

（Kingze）品牌的推广与市场拓展。主要产品有自主研发的监听用

系列产品，有高保真监听头，低噪音监听头，高灵敏度监听头，最

大监听范围达300平方米。

主要产品信息：音频监控拾音器，公检法拾音器，机场拾音

器，监控拾音器

展 位 号：7T12

公司名称：深圳市联运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西成工业城茂成大厦

电话：0755-27825520

传真：0755-27826541

邮箱：sandy_q9018@188.com

网址：www.sz-lyd.com

深圳市联运达电子有限公司-联运达（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是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业生产开关电源、LED防水电源、电源适配

器、充电器的厂家。公司通过ISO9001:2008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并

已获得了数十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

产品从3W-230W（电压3V-48V，电流0.3A至16A），共800

多种型号，全系列通过UL，C UL，CSA，T U V/GS，C E，B S，

SAA、C-Tick，K C，PSE，以及ROHS，FCC，EMC，CEC，MEPS

认证等。

主要产品信息：电源适配器 充电器 

展 位 号：7T13

公司名称：深台科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环城南路正坑工业区8栋厂房五楼

电话：83976997

传真：83976997

邮箱：867163973@qq.com

网址：stkutpcctv.com

深圳市深台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由外商投资

成立的专业从事视频信号传输器、防雷器、门禁系统及监控摄像机

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STK高度重视

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不断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产品研发。在售前、

售中、售后为客户提供快捷便利、全方位的服务体系，市场日益巩

固并不断拓展延伸；时至今日，STK产品市场已销往全国各地及世

界各地，其中60%的产品以出口为主。

主要产品信息：POE 交换机，网络延长器，双绞线传输器，防

雷器，转换器

8号馆参展企业

展 位 号：8A01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东村十四巷1号

电话：0755-28896787

传真：0755-28894255

邮箱：xcworking@126.com

网址：www.andgood.cn

深圳市安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为1999年，当年推出的车载

电源产品成功的应用于北京公交系统和深圳公交系统，并成为了北

京公交集团的长期战略合作伙伴。随后公司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安防

电源产品，应用于多个国内大型工程项目，并成功出口至世界上5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公司斥资3500万元人民币在福建漳州投建

占地面积50亩的产业基地，使公司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15

年公司在行业内首次推出了锂电池系列的电源新产品，取得了巨大

的反响和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通用后备电源、监控电源、门禁电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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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8A02

公司名称：深圳市容方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恒通工业城4栋西2楼

电话：0755-33615338

传真：0755-33112627-603

邮箱：sales@szrongfang.com

网址：www.szrongfang.com

深圳市容方科技有限公司，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

是一家致力于安防系统科研开发、生产销售、并为客户提供系列化

的解决方案于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安防企业。 

目前，深圳市容方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开发生产销售：普通防爆

摄像机,红外防爆摄像机,网络防爆摄像机,防爆球机,防爆云台,防爆解

码器,防爆一体机,矿用防爆摄像机及防 爆监控辅助设备等系列监控

产品。产品均通过了国家指定检验机关的检测,并都取得了相应的

《防爆合格证》，性能安全可靠，深受各大工程公司、石油化工、

医药、军工等企业的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防爆摄像机、防爆球机、防爆云台、防爆一体

机

展 位 号：8A03

公司名称：泓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镇宁路200号西峰22C

电话：021-62471722/23/24

传真：021-62471725

邮箱：kongxianghui@icpdas.com.cn

网址：icpdas.com.cn

泓格科技成立于1993年，是一家专注于研究与创新的科技公

司。随着Internet与网路的迅速普及应用，并向家庭与育乐领域不断

扩展，使资料撷取、工业控制与通信功能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显，可

程式嵌入式系统再度成为研究与应用的热点。泓格科技一直致力于

发展远端I/O控制器、分散式I/O模组、I/O资料撷取卡，拥有完整的

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及完善的售后服务，近年来更积极发展可程式

自动化控制器、网际网路相关产品及运动控制系统等一系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提供智能楼宇控制系统的完整解决方案

展 位 号：8A04

公司名称：深圳凯盾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大浪南路河背工业区19栋4楼

电话：0755-28433191

传真：0755-86203785

邮箱：kevin@kdsecurity.com

网址：www.kdsecurity.com

深圳凯盾威视科技有限公司(Kendom Security Technology CO., 

LTD)是集安防监控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

企业. 现有员工一百多人，厂房面积1000多平方米，有4条生产线，

1条SMT自动化流水线，先进的研发和测试设备，致力于研发、生

产高品质的安防监控产品，是目前中国大陆最好的监控设备生产厂

家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模拟摄像机，数字摄像机，高清网络摄像机，

数字硬盘录像机DVR

展 位 号：8A05

公司名称：香港明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龙华新区民治樟坑向南四区松花大厦402

电话：0755-88351011

传真：0755-88351311

邮箱：qiuhong@mainfirstec.com

网址：www.mainfirstec.com

香港明丰科技有限公司，是集视频服务、安防产品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一支综合素质高，经验丰

富的专业队伍，具有很强的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能力。通

过不懈的努力，已打造智能图像处理、网络视频、远程控制和智能

红外新型红外摄像机，成为当前中国最具实力的视频服务和安防视

讯产品研发制造商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模拟监控系统摄像机，车载监控系列产品，网

络系列产品。

展 位 号：8A07

公司名称：深圳市荣天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富康路101号荣天视安防产业园

电话：0755-27512212

传真：0755-27516873

邮箱：szrongs@163.com

网址：www.szrongs.com

荣天视是一家专业从事数字高清视频监控研发、生产、销售

的高科技企业。拥有近2万平方产业园,专业研发技术团队近百人.先

后获得众多证书。产品从设计研发到生产销售严格按照认证标准执

行。产品已通过多项国际认证，并获多项国家发明发利。主要产品:

百万高清红外球、摄像机、百万高清一体化机芯、嵌入式NVR、数

字NVR、红外高速球、中速球、匀速球、智能旋转支架、数字高清

监控配套产品。

荣天视人一直秉承“专业勤奋、开拓创新、诚实守信、服务至

上”的宗旨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主要产品信息：百万高清红外球、摄像机、高清机芯、数字

NVR、智能旋转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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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8A08

公司名称：广州网路通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上社荷光五横路3号楼五层

电话：020-87566118

传真：020-38075108

邮箱：2851672881@qq.com

网址：www.wanglu.com.cn

广州网路通电子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天河软件

园附近，公司以软件、硬件开发为主导，专注于产品研发生产的生

产厂家，公司拥有多项关于视频监控测试仪的专利和关于线缆故障

测试、PON光功率测试专利，拥有多项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并注册

了”工程宝”、“WANGLU\\\”商标 和“TesterPro”商标。 

广州网路通电子有限公司将为安防监控领域、网络通信领域提

供创新、稳定的产品和良好的售后服务。主营：工程宝-网络同轴

高清视频监控综合测试仪。

主要产品信息：工程宝-网络同轴高清视频测试仪

展 位 号：8A09

公司名称：深圳拓普威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观澜镇福民村宝安外径工业园1-3栋 

电话：27996078

传真：27996013

邮箱：gtmade@aliyun.com

深圳拓普威森成立于2011年，专业从事摄像机外壳生产，提供

各种款式的外壳，以质量求生存，并通过了ISO9001：2008，达到

国际摄影师标准，我们的产品销售至全国各地！

我们厂房面积为6000平方米，有大约200个员工，我们有一流

的厂房和过硬的质量，我们相信拥有好的质量和一流的服务，就能

把我们的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我们还在努力的提高优质的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具有竞争

性的价格，准时的交期，如果你们对我们公司产品有兴趣请与我们

联系，希望能与各位新老顾客合作，最后实现双赢！

主要产品信息：专业从事摄像机外壳生产产家

展 位 号：8A10

公司名称：上海鸣志电器

地址：鸣嘉路168号

电话：021-52634688

传真：021-52634098

邮箱：fuqing.cao@moons.com

网址：www.moons.com.cn

作为中国最大的运动控制产品综合制造商之一，始终秉持对专

业应用技术和国际化科学管理手段的追求。从工厂自动化专业部件

到智能LED照明驱动器，从大型工厂设备的智能管理系统到汽车通

信设备的控制执行机构，鸣志在广泛的应用领域中不断的提供更专

业、更节能、更高效的产品，为顾客带来安心和便利，创造顾客价

值。

主要产品信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直流无刷电机

展 位 号：8A11

公司名称：珠海中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兴华路108号越兴工业大厦B座6楼

电话：86-756-3369130/3376932/3361963

传真：86-756-3347684

邮箱：outeng@cnlaite.com

网址：www.cnlaite.com

珠海中腾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一直致力于各种连接

器以及网络综合布线系统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旗下“来特”品牌得

到国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同。

来特品牌视音频配线架、TV配线架、带LED网络配线架、带

LED网络模块等拥有独家专利，包括网络线缆、配线架、模块、水

晶头等等，任何产品，哪怕是一个水晶头，都严格按照国标上限标

准来生产。所有产品均有信息产业部承认的行业检测报告！

来特品牌BNC连接头、DC接头等等产品远销世界5大洲，得到

客户一致的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BNC接头、双绞线传输器、视频光端机、不锈

钢安防支架

展 位 号：8A13

公司名称：晟奇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上横朗第三工业区三栋四楼

电话：0755-88391449

传真：0755-88391449

邮箱：manager@sunqiss.com

网址：www.sunqiss.com

晟奇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安防产品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从事安防行业多年，经验

丰富，拥有自己的生产线和资深的专业团队，可满足广大客户的需

要，同时也可以满足不同客户个性化的定制需求。依托强大的研发

实力、高科技高品质的产品、系统的解决方案、立足国内并稳健走

向世界的高效业务能力、周到及时的客户服务经营理念，已先后为

国内外多个知名企业和品牌提供了OEM、ODM产品合作与服务，

得到了国内外广大安防客户的一致好评，公司已发展成为国内外安

防行业的知名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液晶监视器，DID拼接墙，AHD监视器，超清/

高清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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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8A14

公司名称：深圳市泽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011号白沙科技产业园6楼V区

电话：0755-66609781

传真：0755-86951132

邮箱：wuzhuzhu@zexabox.com

网址：www.zexabox.com

深圳市泽云科技有限公司（Shenzhen ZexaBox Technology Co., 

Ltd. 中文简称：泽云科技，英文简称：ZexaBox）是立足中国、本

土自主研发的存储系统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面对互联网时代海量信息的存储和管理，泽云科技将国际化产

品技术研发与本地化市场支持相结合，凭借存储领域多年的研发经

验和技术积累，推出了ZS全系列存储产品，包括视频监控存储、通

用数据存储、集群存储以及私有云存储等几大系列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存储，网络存储设备

展 位 号：8A14A

公司名称：深圳市五洲群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竹村福庭工业区3栋2楼

电话：400-000-7939

传真：0755-83217858

邮箱：wzview1@wuzhoukeji.com

网址：www.wuzhoukeji.com/

深圳市五洲群创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500万，旗下深圳市五

洲视界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07年，是一家集安防产品研发、生

产、销售、安防工程设计施工、安防系统解决方案为一体的大型专

业化公司。公司具有多年从事安防行业经验，拥有一批资深的安防

行业专业人才。依托强大的研发团队、高科技高品质的产品、系统

的解决方案、高效的分销网络、周到及时的客户服务以及“诚信天

下”的经营理念，公司不断发展，已成为当前国内中国安防行业的

知名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液晶拼接屏、液晶监视器、防爆拼接、广告

机、触摸一体机

展 位 号：8A15

公司名称：深圳中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太平洋安防通讯市场3A79

电话：0755-83976350

传真：0755-83976349

邮箱：LZ0738@163.com

网址：www.cctv-zt.com

中天科技是一家集智能安防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以先进的技术设备，始终秉承“以诚为本，以质取

胜”的经营理念，致力于专业LED夜视产品的生产和研发。 主要生

产出各种LED红外灯、白光灯、车牌灯、投光灯、道路等夜视补光

灯。

主要产品信息：LED红外灯 白光灯 

展 位 号：8A15A

公司名称：深圳市蓝盾专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前进二路宝华森工业园B栋3楼

电话：0755-23065119

传真：0755-27386079

邮箱：15813881875@139.com

网址：www.sz-landun.com

深圳市蓝盾专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是一家专业从事液晶监视器，液晶显示

器、液晶拼接墙、工业液晶监视器、军工液晶监视器、广播液晶监

视器、医疗液晶监视器、DID液晶拼接墙、大屏拼接墙、触摸液晶

监视器、广告机、多功能触摸查询一体机等多种商业大屏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产业公司。产品规格从5—82寸,产品均通过

国家强制性CCC检测，商标也通过国家合法注册。

主要产品信息：液晶监视器、液晶拼接墙、广告机、触摸查询

一体机

展 位 号：8A16

公司名称：深圳市易飞扬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东滨路南山主角17楼

电话：0755-26734300

传真：0755-26734300

邮箱：812232789@qq.com

网址：www.gigalight.com.cn

易飞扬是全球光网络器件领域的市场创新者和应用技术开拓

者。我们研发与制造革新技术的基础光网络器件和光互联产品，广

泛用于固定电信网络,移动通信网络，数据通信网络，区域存储网

络，大数据和云计算中心，视频监控与传输，工业视觉，卫星通

信，消费类光通信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云端光模块，高速线缆，有源光器件，无源光

器件，视讯产品，云端

展 位 号：8A16A

公司名称：深圳先凯丽柯电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同富裕工业区1-2号2楼

电话：0755-2855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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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28557919

邮箱：245917683@qq.com

网址：www.sycctv.com

深圳先凯丽柯公司是专业生产摄像机，摄像机主板和芯片的厂

家。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主板，芯片

展 位 号：8A17

公司名称：深圳市欧林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九祥岭工业区2栋五楼   

电话：0755-83129772

传真：0755-83129773

邮箱：olycom@126.com

网址：www.olycom.com.cn

深圳市欧林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光

纤传输通讯设备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一直以坚持自主研发、科技创新，公司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和自主

知识产权。目前产品涵盖工业级光纤收发器、工业级光纤交换机、

工业级POE光纤收发器、工业级POE光纤交换机、标清视频光端

机、高清视频光端机、同轴高清视频光端机、光纤收发器、POE光

纤收发器、光纤交换机、POE光纤交换机、光模块、PDH光端机、

协议转换器、网络延长器、光猫、光网卡、网络高清摄像机、网络

硬盘录像机等。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级以太网传输系列、POE以太网传输系

列、光纤传输设备

展 位 号：8A17A

公司名称：深圳市奔硕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岗头金源科技园D栋

电话：89734175

传真：28894312

邮箱：894700194@qq.com

打造中国液晶监视器、大屏幕拼接第一品牌，拼接规模居于国

内行业领头地位，是奔硕星光电科技的第一位的阶段性目标，液晶

监视器在短期内迅速跨入国内同行业第一梯队，适机实施多元化经

营与实现跨国经营目标，致力于成为科技领先型的大型企业，力作

百年名企，永树行业新风。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液晶监视器和屏接屏

展 位 号：8A18

公司名称：江西星汉光学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

电话：0755-29577832

传真：0755-29577832

邮箱：zhangzhihua1387932@163.com

网址：www.soarlens.com

江西星汉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8月， 是一家专业研

发“光、机、电”产品的高科技光学公司现有产品：百万像素以上

高品质安防监控镜头、智能家居镜头 、全景鱼眼镜头、视屏会议镜

头、车载镜头、机器工业监控及医疗类镜头的设计研发及生产。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安防镜头，智能家居，车载系列镜头等

展 位 号：8A18A

公司名称：深圳市三一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爱联新屯村嘉鸿泰工业园1栋

电话：0755-28986673

传真：075589916781

邮箱：ding@szsanyi.com

网址：www.szsanyi.com

深圳市三一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始创于2004年，是一家集开关

电源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目前产品包括整机

型AC/DC电源，基板型AC/DC电源、多路隔离输出电源、DC/DC电

源、工业电源、电源适配器、防水电源、LED电源、LED驱动、监

控电源、安防电源等系列开关电源产品，广泛应用于安防系统、

LED照明与显示、工业控制、数据通信、视讯终端、商业设备等领

域。

主要产品信息：电源适配器，工业电源，安防电源，LED电

源，LED驱动

展 位 号：8A19

公司名称：维希艾信息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777号A10三层

电话：18922233311

传真：0510-2738955

邮箱：guozm@vcasys.cn

网址：www.vcasys.cn

维希艾信息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是一家由全球智能分析领导厂

商英国VCA Technology、韩国知名的摄像机硬件制造商UDP以及领

先的解决方案集成商江苏云光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无锡市政府

支持下成立的高科技合资公司。

公司拥有的智能视频分析算法居于行业领先地位，可以提供完

整的智能视频监控解决方案，包括智能网络编解码器、高清智能网

络摄像机、智能视频分析服务器、智能管理平台等产品。公司目前

已经和国内众多知名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合作伙伴提供

包括硬件技术。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网络编码器， 智能高清网络摄像机，智能



CPSE 第十五届安博会(2015.10.29-11.1深圳会展中心)www.cpse.com.cn 237

视频分析服务器

展 位 号：8A19A

公司名称：深圳市晶鑫宇光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雪象中浩二路亿园通工业区C栋2楼

电话：0755-89956166

传真：0755-89956366

邮箱：66010311@qq.com

深圳市晶鑫宇光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专业研发生产大小功率红外灯板、激光

灯板、远近距离辅助灯。作为专业的”点阵式红外灯模组“的生产

厂家，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结合美国、台湾最先进的LED技术，专

注红外灯光源与摄像机配合应用的研发，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亮度

高、高稳定性的红外产品以及优质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红外灯板、阵列红外灯板、白光灯板、辅

助红外光源

展 位 号：8A21

公司名称：世大光电（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宝田一路臣田工业区35栋

电话：0755-27675494  29709417

传真：0755-27675497  29709413

邮箱：MEICY@STAR-OPTICAL.NET

网址：WWW.STAR-OPTICAL.NET

世大光电(深圳)有限公司创立于2004年，为台资背景的光学公

司，是专业的光学镜头设计及制造公司，现更以主力产品CMOS & 

CCD  LENS为主轴，并且运用于网络(IP)/监控摄像机、行车记录器、

运动DV、数码相机、PC/Web Cam、高拍仪、医疗设备，投影仪等

特殊应用。公司目前拥有职员工一千余人，合计工厂面积15000平

米。本公司在专业的经营管理之下，从镜头的设计、组装、生产、

销售，建立了一套全方位的服务体系。

展 位 号：8A22

公司名称：深圳市深电科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西乡银田工业区

电话：0755-29970832

传真：0755-27926008

邮箱：sdk989@139.com

专业生产：安防监控电源，开关电源，电源适配器，电池充电

器，净水机电源，欢迎您来电洽谈。

主要产品信息：电源适配器 安防监控电源 开关电源

展 位 号：8A23

公司名称：深圳银星精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大外环路南侧汇得宝工业园三栋2-5层

电话：0755-86621712

传真：0755-86626763

邮箱：topmass@topmass-cctv.com

网址：www.topmass-cctv.com

深圳银星精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监控镜头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精致镜头是新推出品牌，但

生产工艺来自于十三年的沉淀。目前研发出37种不同型号镜头性能

稳定，清晰度高，提供“ 六年质保，终身免费维护”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镜头

展 位 号：8A24

公司名称：成都动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海岸时代公寓东座A910

电话：0755-86670879

传真：0755-86670875

邮箱：dennis@powerview.cn

网址：www.powerview.cn

成都动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4月，公司是由

原深圳市菲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核心技术开发团队组建，股东由原

菲特数码公司大股东、风险投资、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组成。公司拥

有工程师40人，集图像处理算法、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开发、硬件

设计、生产技术支持等于一体，核心成员有10年以上视频研究经

验，是一支技术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

动力视讯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PV811x系列CMOS高清ISP芯

片，已开发出高清一体化摄像机、高清枪机、高清SDI摄像机、高

清HDMI摄像机等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一体机

展 位 号：8A25

公司名称：重庆奥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联合坝三峡光电科技产业园M2-4

电话：028-85830985

传真：028-85670319

邮箱：fucheng01@163.com

网址：www.augen-tech.cn / china/index.aspx

重庆奥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1422）是一家集光

学元器件、高端光学镜头等光电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

综合性高科技企业。系国内为数不多的集高端镜头系统自主设计、

模压玻璃非球面和球面镜片自给、镜头组装为一体的专业镜头制造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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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具有月生产球面镜片150万件、模压玻璃非球面镜片6万

件；高清一体机镜头10万支的生产能力。主要产品有：22倍1/4标

清、18倍1/3 720P高清、（3倍、10倍、20倍）1/3 1080P高清、6倍

1/2星光级等镜头，广泛用于国内主流安防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各种高清一体机镜头、各种型号的玻璃球面及

玻璃非球面镜片

展 位 号：8A26

公司名称：南京金智视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江宁开发区将军大道100号金智科技园

电话：025-52763366

传真：025-52763330

邮箱：qwu@wiscomcom.cn

网址：www.wiscom.com.cn

南京金智视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金智视讯）是金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090）旗下专业从事视频和图像处理技术研

究和产品开发的高科技企业，是江苏省平安城市和智能交通等领域

领先的平台供应商。公司设有“江苏省数字视频监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公司以“专注、专业、创新、合作”为经营理念，致力于面向

各行业提供领先的、高性价比的视频综合管理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综合管理平台，存储，解码器，交警集成

指挥平台

展 位 号：8A27

公司名称：深圳旭峰威视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华兴路富隆特工业园8栋4楼

电话：0755-86125028

传真：0755-36815855

邮箱：2853069778@qq.com

网址：www.share-vision.com

主要产品信息：硬盘录象机 百万高清摄像机 

展 位 号：8A28

公司名称：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文一西路998号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7号楼东

电话：0571-28823888

传真：0571-28009268

邮箱：hyzhang@iacrevision.cn

网址：www.icarevision.cn

浙江捷尚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致力于视频智能分析技术

研究及其产品开发的创新型企业，主要从事视频大数据处理与视频

监控智能化行业领域。公司自2007年7月成立以来，从10余人的创

业团队锐意进取、奋力开拓而发展成为一家拥有近200名员工和技

术国内领先的专业厂商，并于2015年4月17日正式挂牌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证券简称：捷尚股份，证券代码：

832325。

捷尚公司拥有机器视觉领域完全自主的核心技术，根据行业领

域的不同需求针对性研发iCare®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公司已获得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27项、软件产品登记14项，并已获得专利18项、

受理专利申请20余项；公司还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浙江省

“双软企业”，曾获得2013年国家公安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慧聪网

2014年度全国十大卓越品牌。目前，公司推出了公安视频侦查作

战平台、银行安保智能平台及人脸证照比对系统、卡口车辆智能检

索系统、视频质量诊断系统、人数统计系统、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

统、电网防外破系统等智能产品与行业解决方案，已在公安、金融

领域获得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行业知名度，并与越来越多的业内实

力集成商建立起深度战略合作关系。

捷尚公司恪守“聚才创业、合力致富、修身报国”的企业宗

旨，秉承“智者领先、诚者共赢”的经营理念，立志从新的起点开

始再奋斗5-10年，从而成为智能视频分析领域最具综合竞争优势的

世界级领先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视频分析产品，智能交通产品，高清相机

展 位 号：8A29

公司名称：深圳市昊峰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油麻岗路246号

电话：0755-29106855

传真：0755-29106855

邮箱：andjoy@hfwvision.com

网址：www.hfwvision.com

昊峰威视始创于2008年的广州天河，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和不断

的壮大，于 2014年1月，正式乔迁到自然环境优美的深圳市光明新

区。厂房里配置大型的注塑机和压铸机、自动车床生产设备部门，

并建有高级无尘车间与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组成了一个高效率、

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而且目前员工已达到百名，其中多名科研开发

工程师。昊峰威视将成为高级企业管理人才的现代化专业制造企

业。

昊峰威视主要产品：H.265 NVR H.265网络摄像机 星光级网络

摄像机 宽动态网络摄像机 无线WIFI网络摄像机。。

主要产品信息：H.265网络高清、星光级网络摄像机、宽动态

网络 

展 位 号：8A30

公司名称：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14号环星在厦B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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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51551010

传真：010-51551073

邮箱：chenqian@ubisys.com.cn

网址：www.ubisys.com.cn

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和创业团队共

同投资创立的一家面向高等级安防市场，集产品开发、方案提供，

系统集成、工程实施于一体的高科技公司。

公司依托于中国科学院核心技术优势，长期专注于公安、边防

武警、司法等行业定制产品的开发和应用。 目前公司已成为业内公

认的、可信赖的顾问和合作伙伴。

中科融通物联科技无锡有限公司将持续专注于高等级安防核心

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实施，将不断为市场和客户带来具有创新性的

高品质产品，成为国际领先的高等级安防产品和方案提供商。

主要产品信息：系列产品—周界防入侵产品、视频防入侵产

品、物联网平台产品

展 位 号：8A31

公司名称：深圳捷视联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桔岭新村270号二楼

电话：0755-28471626

传真：0755-28471626

邮箱：619837241@QQ.COM

深圳捷视联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中国高科技前沿城市深圳，

是国内领先的视频监控设备和安防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集研发、

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大型综合管理平台、整体解决方案等领

域。 深圳捷视联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中国高科技前沿城市深圳，是

国内领先的视频监控设备和安防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集研发、制

造、销售、服务于一体，产品涵盖IPC系列、摄像机、IP高清同轴

传输器、同轴收发器、数字视频光端机、视频叠加器、视频抗干扰

器，大型综合管理平台、整体解决方案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智能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8A32

公司名称：杭州全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幸福南路115号下沙七格工业园6幢

电话：0571-81996705

传真：0571-86496785

邮箱：sales3@hzqs.com

网址：www.hzqs.com

杭州全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中国最早专业从

事精密导电滑环及控制杆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现拥有

五十多项发明专利，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公司位于杭州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场地面积6500余平方米，员工400余人。具有雄厚

的研发实力、一流的生产设备及高科技的加工工艺，与国内著名的

科研院所有着长期而广泛的合作，目前是中国精密导电滑环厂家中

最具规模最具实力的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精密导电滑环、高清滑环、控制杠

展 位 号：8A33

公司名称：北京博康天成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桥新起点嘉园2-301

电话：010-51658803

传真：010-51658803

邮箱：51658803@163.com

网址：www.bokangtc.com

北京博康天成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始于2004年,是安防夜视

监控红外灯、白光灯、车牌灯、智能交通频闪灯、智能交通闪光灯

厂家,产品包括：通用型LED白光灯、室内专用红外灯、防爆红外

灯、无红曝红外灯、点阵白光灯、车牌灯、白光一体机、智能交通

频闪灯、智能交通闪光灯等系列产品。公司在北京、沈阳、西安、

济南、郑州、乌鲁木齐、武汉、广东、厦门、南宁、南京、徐州设

立有销售和服务机构。公司是国内安防行业百家诚信供应商。

主要产品信息：夜视监控红外灯、白光灯、车牌灯、智能交通

频闪灯、智能交通闪光

展 位 号：8A33A

公司名称：佛山市南海区思远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联星大道富心门口田工业区4号之二

电话：0757-86190706

传真：0757-86190705

邮箱：foshansiyuan@126.com

网址：gdfssiyuan.1688.com

本公司成立于2003年，位于中国铝材之乡--佛山南海大沥

旁，专业从事安防监控周边器材开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可提供OEM/ODM生产，根据客户提供的样板和图纸订做

各种摄像机外壳，护罩，支架，硬盘及电源机箱，并为客户保密。

公司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拥有多名专业技术人员和大批

一线熟练工人，并且一直采用优质原材料，以使产品品质得到很好

的保证.质量为先是公司的基本经营宗旨。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护罩、支架、外壳、电源、五金件

展 位 号：8A34

公司名称：福州富兰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金山工业区桔园洲25栋厂房

电话：0591-88074198

传真：0591-83845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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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lxn@fjsmt.com

网址：www.fjsmt.com

富兰可为您提供优质光学精密产品的开发、生产和服务。我们

拥有自主研制与开发光学镜面模芯的专用设备以及一批光学设计、

精密模具制造、精密注塑、表面处理与检测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

员，将您的需求作为我们研发、提升的方向。并可为您灵活定制、

设计、加工不同类型和尺寸的球罩，满足您不同的需求。

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固定球、中速球、高速球、网络摄像机等领

域，以及潜艇、无人驾驶飞机、高速列车等各种特殊行业。

主要产品信息：光学球罩，摄像机外壳

展 位 号：8A36

公司名称：慈溪市凯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北工业区众益路4号

电话：0574-63519670

传真：0574-63518747

邮箱：cxzqn@163.com

网址：nb-kaifeng.com

慈溪市凯峰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2001年9月，是接线端子、拨

码开关等电子连接器专业生产厂家。公司员工480多名，包括工程

师6名，技术人员60名。公司通过了ISO9001:2008国际质量体系认

证和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接线端子，拨码开关

展 位 号：8B01

公司名称：厦门神州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软件园二期望海路51号三楼

电话：0592-5057925

传真：0592-5057952

邮箱：2234230056@qq.com

网址：www.szy.cn

厦门神州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音视频压缩技术研

发的高科技企业，以国内领先的独有的压缩算法及完善的3G远程监

控平台软件解决了ADSL网络条件下多人多点稳定访问的世界安防

业难题。现拥有数百人的研发、营销和服务团队，其中50%为研发

人员。

神州鹰曾获创新中国全国总冠军并授予“创新之星”最高荣

誉，并受邀参加“财富全球论坛”。目前，神州鹰拥有红杉资本、

真格基金、和通投资、高通中国四大顶级投资机构联合投资，与联

想、电信、联通、移动融洽合作，发展了700多家签约代理商，服

务近1500家企业和上万家门店。

主要产品信息：手机远程监控综合应用管理平台&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8B02

公司名称：厦门市恒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会展南路220号

电话：0592-5784969

传真：0592-3761796

邮箱：1797121711@qq.com

网址：hengyan.com.cn

厦门市恒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视频传输技术研

发、生产制造的专业性公司，我司拥有专业的技术研发团队，70%

以上有三年以上的从业经验，致力于安防信号传输产品的研发。我

司拥有1800平方米的工厂，所有产品均由我司原厂制造，拥有强大

的生产能力。大部份产品通过了CE，FCC，RoHS认证，产品以优

异的设计、高质量、价格适中、售后服务完善等优势，在国内拥有

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并出口到欧洲，美国，俄罗期，巴西，南非，

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恒研电子同时提供OEM/ODM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双绞线传输器，抗干扰器，隔离器

展 位 号：8B03

公司名称：深圳市丰利源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瑞兴科技园A栋B座6楼

电话：0755-23048889

传真：0755-81752778-8009

邮箱：fly@flyled.com

网址：flyled.com

深圳市丰利源光电有限公司创立于2004年10月，专注于

各种LED显示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安装。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率先在行业通过CCC认证、CE认

证、FCC认证、RoHS等认证。公司先后被评为“国家可信交易保

障服务示范单位”、“企业信用评价AAA级信用单位”、“中国智

慧城市建设推荐品牌”、“2013年度LED行业发展最佳示范应用企

业”、“中国智能交通建设推荐品牌”、“智能交通展览会ITS金狮

奖”等荣誉称号。

主要产品信息：LED显示屏

展 位 号：8B05

公司名称：上海悠络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2077号蓝天大厦17楼

电话：021-69773388-828 

传真：021-69773333 

邮箱：sdi@ulucu.com

网址：www.ulucu.com

悠络客云智能监控解决方案，将传统安防监控设备提升为高效

的可视化管理工具，通过前端设备数据采集，并智能生成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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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基于自有的运营级云平台，为来伊份、红豆集团、乔丹体育、

凯德置地等连锁企业提供云智能监控解决方案，为店铺实现了移动

化远程管理、云智能分析服务。在行业内率先化被动服务为主动服

务，服务客户规模已超过14万家、连接终端达80万路，覆盖餐饮、

服饰、商超、医药、酒店、丽人、物流、物业地产等8大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远程联网监控解决方案、可视化管理系统、

展 位 号：8B07

公司名称：广州动钛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吉歧路1号B栋二楼

电话：020-61034808

传真：020-61034809

邮箱：service@ticctv.com

网址：www.ticctv.com

广州动钛电子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主要经营安防监控器测试

仪及附件等为主的独资企业，经过数年的开发钻研，现已建立了一

套集安防监控器测试仪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外贸于一体的全

程化服务体系。

广州动钛电子有限公司地址位于广州天河区。公司专注于研发

生产高品质的安防监控设备，作为国内视频监控测试仪设备领域技

术领先的厂商，动钛电子推出的一代功能！

自成立以来，动钛电子始终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步调，以研发生

产高品质的安防监控设备为核心，建立各地核心代理营销模式，其

承诺的非直销，纯代理营销创新模式赢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测试仪（工程宝），安防测试仪，工

程宝

展 位 号：8B08

公司名称：深圳市江能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镇福民丹坑润塘工业区一栋

电话：0755—28013083

传真：0755-29804227

邮箱：Poe@canavis.cn

网址：www.canavis.cn

江能威视是领先的安防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

不断提升视频处理技术和视频分析技术，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安防

产品、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与优质的服务。主要产品有：红外防水

摄像机/智能红外摄像机/模拟摄像机/智能球机、DVR/DVS/板卡、网

络存储、视频综合平台等安防产品，并针对金融、公安、电讯、交

通、司法、教育、电力、水利、军队等众多领域提供专业的行业解

决方案。目前，江能威视的产品已远销欧洲，美洲，中东等几十个

国家和地区，在全国重大安保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防水摄像机、智能红外摄像机、模拟摄像

机、智能球机

展 位 号：8B09

公司名称：安鑫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南坑村南坑第一工业区2栋6楼

电话：0755-28359257

传真：0755-83241953

邮箱：ast@astcct.com

网址：www.astcct.com

安鑫视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高速球形摄像机、智

能中速球形摄像机、低速球形摄像机、迷你智能高速球形摄像机、

红外自动跟踪球机，红外球机、红外枪机、网络球形摄像机 、网络

枪机、智能网络跟踪球形摄像机的制造商，公司集研发、生产、销

售和服务为一体，产品以专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视频监控

设备为主。以给广大客户提供专业安防视频监控产品和量身定制满

足客户需求的系统解决方案为己任，为广大用户提供系统设计、产

品供应及组装代工、销售贸易合作的一体化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高速球型摄像机，网络高清SDI高清红外摄像

机

展 位 号：8B10

公司名称：深圳市名扬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东环一路东吴工业园七栋1-2楼

电话：0755-28183012

传真：0755-28151835

邮箱：wn@mytech.net.cn

网址：www.mytech.net.cn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高速球、红外中速球、网络高清球、控制

键盘、视频矩阵

展 位 号：8B11

公司名称：杭州晨安视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园一路16号4幢4层

电话：0571-88487727

传真：0571-88487727-8810

邮箱：sales@chingan.com

网址：www.chingan.com

杭州晨安视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闭路电视监控

产品、视频会议摄像机和教育跟踪摄像系统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

科技企业。旗下拥有晨安视讯和iSmart两个品牌。   

公司拥有一支在智能图像信息处理、运动目标跟踪、视频会议

系统、教育跟踪摄像系统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博士、硕士和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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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为核心的技术团队。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平台，专业化的制

造工艺，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完善的售后服务队伍。

主要产品信息：闭路电视监控产品、视频会议摄像机和教育跟

踪摄像系统

展 位 号：8B11A

公司名称：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大连路58号

电话：400-608-0787

传真：0631-5627780

邮箱：kaer@vip.163.com

网址：www.kaer.cn

山东卡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通信终端、安防视频终端

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是集科工贸为一体的科研型高科技股

份制企业。公司于1996年被山东省科委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被省信息产业厅认定为双软企业，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从1997

年开始承担省部级科研项目并多次获奖，拥有多项产品专利。公司

拥有固定资产过亿元，是省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纳税先进企业、

自主创新先进企业、百佳诚信单位及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公司已通

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应急指挥终端、无线网络摄像机、无线车载硬

盘录像机、智能话机

展 位 号：8B12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41区甲岸路德诚大厦4楼

电话：0755-33551199

传真：0755-86354641

邮箱：409529864@qq.com

网址：www.castoe.com

深圳市凯视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机器视觉产业联盟会

员，专注于机器视觉产品推广和销售，采用ODM（贴牌）的模式，

将台湾优质的机器视觉产品引入大陆市场，为大陆的视觉用户提供

性价比合理的产品。公司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了“源自台湾，品质

卓越！锐意进取，服务视觉！”的口号。我司镜头生产工厂，1992

年起在佛山开工，隶属台湾今国光学工业股份公司，已经有30多年

的光学元件、光学镜头的专业制造经验，从设计、开发、原料、生

产均能独立完成，生产的各种高精密光学产品获得世界各大品牌大

厂的肯定与采纳。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镜头，高清镜头

展 位 号：8B13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星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洲石路老兵田厦工业区1栋4楼东

电话：0755-27656322

传真：0755-26991791

邮箱：sales8@safestr.com.cn

网址：www.anxingsecurity.com

深圳市安星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安防产品制造商。通过积极创新技术技能，持续投入和加大研

发力度，我们的产品性能和顾客满意度不断提升。

我们的产品包括：高清视频传输器、PoE 交换机、IP信号延长

器、HMDI延长器、SDI/VGA传输器、光纤传输器、安防电源及BNC

配件等。

主要产品信息：双绞线视频传输器、PoE 网络交换机、安防电

源及配件

展 位 号：8B15

公司名称：东莞市九鼎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簪花路未来大厦6层

电话：0769-22505501

邮箱：13925877739@139.com

网址：godin.com.cn

公司自成立以来自主研发：网络大型综合管理平台、网络流媒

体服务器、网络路由网关服务器、网络DP/HDMI/DVI/VGA拼接型数

字矩阵、数模混合型数字矩阵、全高清型数字矩阵；拼接屏内置云

拼接卡；网络集中式云拼接处理器、网络分布式云拼接处理器（任

意拼接、叠加、漫游、开窗、底图、字幕）NVR网络高清录像机、

IPC网络高清摄像机、ADVR三合一模拟高清硬盘录像机，AHD模拟

高清摄像机几大系类产品，一直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不断致力于技

术创新,在吸取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发了由前端至终端的全

套系列安防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综合管理平台、数字矩阵、高清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8B16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威科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清路光辉科技园2栋2单元5楼504

电话：0755-83727226

传真：0755-83727226-8011

邮箱：jackyz@aivico.com

网址：www.aivico.com

深圳市安威科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安防监控产品的研发制

造及销售的专业型高新科技企业。

安威科的总工程师及所带领的技术团队具有15年行业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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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造经验，能自行设计各种技术方案。代理经销商遍布北美、欧

洲及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

在“重产品、重客户、重细节”的企业经营理念的指引下，欢

迎代理及OEM/ODM委托加工与您携手，创共赢。

主要产品信息：CCTV安防监控摄像机

展 位 号：8B17

公司名称：北京文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一号院七号楼环洋大厦四层

电话：010-50961630

传真：010-58851808

邮箱：info@vion-tech.com

网址：www.vion-tech.com

北京文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坐落在中关村科技

园区，是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

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和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公司由国际著名的计算机

视觉和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创办，拥有一支来自清华大学、中科院等

相关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组成的强大研发队伍和国际顶尖合作伙伴，

已自主研发一系列世界领先的图像识别核心算法、高性能人工智能

硬件平台与行业定制化智能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视频分析系统、智能交通、客流统计系统

展 位 号：8B18

公司名称：深圳市创安源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塘头大道宏发高新园4栋3楼东

电话：85291891

传真：85293003

邮箱：sales@caycctv.com

网址：www.caycctv.com

Shenzhen CAY Technology Co., Ltd.,  is a dynamic enterprise, 

which devotes itself to CCTV industry since 2007. Based in Shenzhen 

China, one of international hubs of electronic industry.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高清摄像机、视频监控

展 位 号：8B19

公司名称：深圳市恒鑫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民治东泉新村153栋3楼

电话：0755-23057706

传真：0755-28199901

邮箱：szhengxin@163.com

网址：www.cctvgd.com

本公司专业研发生产“视频监控传输”系列产品，主要产品

有：别墅监控系统（电力载监控系统）、视频抗干扰器、视频放大

器、视频防雷器、双绞线传输器、视频复用器、共缆一线通、视频

光端机等系列产品。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6988932

主要产品信息：电力载波摄像机 防雷器 抗干扰器 复用器 共缆

一线通 光端机

展 位 号：8B19A

公司名称：深圳市网今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107国道固戍愉盛工业园7栋5楼

电话：0755-26588265

传真：0755-26588269

邮箱：oneking.good@163.com

网址：www.oneking.cn

深圳市网今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图像通讯产品和视

频监控产品开发、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网络摄

像机，会议摄像机，高清网络摄像机，高清会议摄像机，SDI摄

像机，红外网络摄像机，4寸高速球，网络高速球，高清网络球，

NVR网络硬盘录像机等等。公司的创业团队自2001年起即在深圳大

学通信技术研究所从事网络视频音频产品的研究开发工作，是国内

网络摄像机等产品研发的开拓者。

主要产品信息：USB标清/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高清/标清网

络摄像机、NVR

展 位 号：8B20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视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牛栏前工业区A栋5楼

电话：075523067530

传真：075523067530

邮箱：272900868@qq.com

网址：wwwszyatai.net

深圳市凯视泰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以DVR产品研发为主，是SOC

芯片在监控领域应用的首创者，我们的DVR产品稳定实用，操作简

便，网络功能及效果优越，手机监控始终领先，风格鲜明，在行业

独树一帜，是DVR产品的一大流派。

主要产品信息：NVR\HVR\AHD\POERVR\POE交换机套件\专频

展 位 号：8B21

公司名称：潮州市金刚眼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陈桥浮陇山工业区24号

电话：400-803-0768

传真：0768-2201292

邮箱：jgykj@jgyk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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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jgykj.com

潮州市金刚眼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通过多项认证的电源生产企

业，金刚眼是中国著名品牌、中国条形码系统成员、中国电源学会

会员、广东省合同守信用单位、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单位，同时

金刚眼电源也通过3C，CE，FCC，RoSH这几项权威认证。

公司成立于2001年，三层楼的厂房，总面积1万多平方，专业

从事各类电源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此外，我们拥有280名的生产工人，高级工程师3名、35台自动

绕线机、2台大型精密的全自动贴片机和1台全自动波峰焊焊锡机。

主要产品信息：电源适配器，安防监控电源，LED电源，集中

供电，录像机电源

展 位 号：8B22

公司名称：深圳久凌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北环路梅林多丽工业区厂房2栋第2层202房

电话：0755-83879890

传真：0755-83879890

邮箱：huangyz@1000video.cn

网址：www.1000video.cn

深圳久凌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由著名的企业家、科学家共同创

立，研发团队由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国内外名校的多位博士和视频领域高

级专家组成。

通过多年的尖端技术创新和持续的研发投入，发明了自主专利

的智能视频分析技术。自主研发的创新高科技产品——“千视通”

品牌系列产品，其视频摘要、视频检索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成

百倍地提高了从海量监控视频中寻找线索的速度，准确锁定嫌疑目

标，对公安办案效率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成为中国首家以专业视

频摘要、视频检索、图像增强和夜间

主要产品信息：海量视频侦查平台，图像处理系统，车辆信息

管理系统

展 位 号：8B23

公司名称：江门市拓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光德里1号电子大楼6楼

电话：0750-3671877-829

邮箱：sales@todaair.cn

网址：www.todaair.cn

江门市拓达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专业从事研发，生

产，销售无线通讯及工业路由器设备。经营的无线网桥设备主要

有：“户外无线AP、室内吸顶AP、入墙式AP、智能网关，智能

无线路由器、POE交换机、户外高增益天线”等多个产品，业务

覆盖“无线监控，室内覆盖传输，室外覆盖传输”等多个领域。

拥有独立的软硬件开发团队和一流的产品生产线，自主创立的

“TODAAIR”品牌无线网桥远销欧美，非洲以及东南亚地区，短时

间内迅速打开国际市场。是一家发展极为迅速，兼具创造力的新型

无线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主营无线AP、无线CPE、广告路由器、智能网

关等无线设备。

展 位 号：8B24

公司名称：广州粤道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二马路大埔商贸园

电话：020-29112233

传真：020-29112233-800

邮箱：ccl@chinayid.com

网址：www.chinayid.com/

 广州粤道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信息通讯控制线缆，智

能化布线系统，无线产品的技术开发为依托，集生产、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国内智能化通讯行业一流品牌企业，是中国著名品牌、全

国质量服务信誉3A企业、中国安防诚信联盟企业、最具影响力十大

品牌、全国工程建材首选品牌、中国安防口碑50强、中国安防十大

新锐产品、广州亚运会优质供应商、广东省安防协会理事单位、深

圳市安防协会理事单位、国家标准产品认证、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国家广电总局入网认证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弱电线缆，综合布线产品，无线产品

展 位 号：8B25

公司名称：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721-1725号

电话：15259265571

传真：0592-5937060

邮箱：caikunhuang@sanan-e.com

网址：www.sanan-e.com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703）是国内成立最早、

规模最大、品质最好的全色系超高亮度LED外延及芯片产业化生产

基地，总部坐落于厦门，产业化基地分布在厦门、天津、芜湖、泉

州等地区，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企

业、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半导体照明工程龙头企业”，承担国家

863/973计划多项重大课题，并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及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三安光电主要从事全色系超高亮度LED外延片/芯

片、化合物太阳能电池及Ⅲ-Ⅴ族化合物半导体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LED芯片、灯珠、灯板及应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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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8B26

公司名称：深圳领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竹村西区艾利威特科技园A栋3楼

电话：0755-23123771

传真：0755-23123770

邮箱：2850128603@qq.com

网址：www.hd-leadg.com

深圳领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座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深圳。公

司是以研究CCTV图像编解码应用为基础，专业安防设备、安防系

统、网络软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安防企业。

致力于数字安防研发生产并且推出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视频监控产品服务于人类。公司秉承“诚信务

实、合作共赢、专业高效、不断创新、努力超越”的企业宗旨，为

不同行业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系统解决方

案，让您的安防系统更加安全。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产品系列

展 位 号：8B27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视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55号工艺大厦2楼206

电话：0755-83246378

传真：0755-29176845

邮箱：lilianjie@ksdls.com

网址：www.ksdls.com

深圳市凯视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网络光纤收发

器，网络光纤交换机，PoE/PIE网络供电传输器，HD模拟高清双绞

线视频传输器，视频光端机，视频复用器，视频抗干扰器，视频分

配器，视频矩阵，防雷器，拾音器的监控传输品牌厂家。公司自创

立”凯视达”品牌，以完善的公司治理、较强的销售服务能力和过

硬的产品质量赢得了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受到各地商家的热爱与

加盟。2013年，承蒙各商家朋友的厚爱，深圳凯视达科技有限公司

以此获得“中国著名品牌”、“工程建设推荐产品”等荣誉称号。

主要产品信息：光纤收发器,光纤交换机,网络交换机,HD双绞线

传输器

展 位 号：8B28

公司名称：广州市惠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番禺区南浦恒达工业园A4幢B座5楼 

电话：020-34509088

传真：020-34509789

邮箱：kexell@126.com

网址：www.toppa.biz

广州市惠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公共广播、专业音响、

会议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公司自成立之

日起，秉承“内在价值，科技体现”的理念，在整个音频扩声领域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过程中取得了众多卓有成效的业绩，目前已为

800多家星级酒店、政府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院校提供整

体扩声系统设备。为超过5000家系统集成商、弱电工程商提供扩声

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得到了越来越多用户的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公共广播 会议系统  专业扩声

展 位 号：8B30

公司名称：深圳市汇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丽镇官龙第一工业区A栋

电话：0755-86521099

传真：0755-86522989

邮箱：1505619308@qq.com

网址：www.anxin-net.com

深圳市汇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安防科技领域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首家将视频监控和防盗报警两大安防领

域进行完美整合的企业，也是行业内“可视化报警”概念的最早提

出者和推进者；目前公司核心业务和产品已涵盖商铺联网报警、家

庭报警、智能网络摄像机以及智能家居等领域，已与国内多家知名

联网报警运营商、电信运营商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矢志成为

“中国最专业的视频联网报警一站式服务商”。

主要产品信息：联网报警产品，防盗报警产品、可视化联网报

警系统

展 位 号：8C01

公司名称：东莞市优力普智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横沥镇南环路鑫永盛高新电子产业园

电话：0769-86001588

传真：0769-86001800

邮箱：bonly@unipoe.com

网址：www.unipoe.cn

东莞市优力普智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是”香港远洋科技”(成

立于2004年)，在大陆创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

元，是一家专注于PoE（Power Over Ethernet）以太网供电设备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打造POE产品第一

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PoE交换机

展 位 号：8C03

公司名称：尚亚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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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83432365

传真：0755-83432307

邮箱：marcom@sunnic.com

网址：www.suntekap.com

尚亚的业务范围包含了电子零组件、模块及成品等之销售，电

子零组件销售涵盖世界知名品牌产品，并提供完整技术支持及方案

推广；模块及成品则为系列公司尚茂自主研发之产品，包含影像显

示 高解析 ( HD ) 智能显示器、互联网电视 ( Internet TV ) ，影像撷取 

CCD、CMOS 模拟、数字高解析 ( HD )智能摄影机 ，影像储存蓝光 

、H.264 数字机顶盒(IP Set Top Box)、智能数字电视机顶盒(IP Smart 

TV Box)。

主要产品信息：摄影机模块、云端广告机、多媒体播放机模

块、智能家庭系统整合

展 位 号：8C04

公司名称：深圳市韦特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吉华路430号江灏工业园3栋7层

电话：0755-28178758 / 81789191 / 28416769

传真：0755-81789191

邮箱：2880152122@qq.com

网址：www.wektel.com / www.wektel.cn

深圳市韦特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安防之都--深圳，是

香港韦特集团旗下专业从事CCTV摄像机产品、智能球产品、网络

高清数字产品及综合解决方案的制造厂家，公司拥有强大的研发队

伍和销售团队，是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主营主要有：红外摄像机系列、阵列式摄像机系列、白光摄像机系

列、智能球系列、数字高清网络摄像机系列及监控类其他周边配套

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NVR套装、监控摄像头、摇头机

展 位 号：8C05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佳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下岭排工业区11栋锐视威大厦

电话：0755-85285322

传真：0755-85289521

邮箱：sales2@szluxe.com

网址：www.szluxe.com

深圳市东佳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安防监控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致力于研发、生产高品质的

安防监控产品，是目前华南地区主要的监控设备生产厂家之一。

公司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获得了CE、GS、

FCC，UL认证，同时与德国、意大利、英国、俄罗斯、荷兰、西班

牙、美国、巴西、土尔其、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60多个国家拥

有长期代理及OEM合作关系。并与多个知名安防企业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摄像机，红外高速球

展 位 号：8C06

公司名称：深圳市普华永泰广告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北环大道7043号青海大厦506室

电话：0755-83947389

传真：0755-83947389

邮箱：956318392@qq.com

网址：www.dmser.com

深圳普华永泰广告有限公司是业内一家DM直邮广告公司，是

北京永泰基业的兄弟公司。从事《永泰基业广告 “智能安防》直邮

广告媒体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等相关业务。我们用专业的媒

体知识，准确、快捷、周到的服务来满足广大行业用户的需要，我

们愿与客户共同成长、共同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杂志

展 位 号：8C07

公司名称：深圳市新会博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三路424栋西六层6B

电话：0755-83742469

传真：0755-83742443

邮箱：ZHS@SZHBR.COM

网址：WWW.SZHBR.COM

深圳市新会博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与销售为一

体的高科技公司。公司主要致力于各种MINI卡监控录像设备产品的

开发与生产。我们不但拥有经验丰富的销售团队,而且还具有开发高

科技产品的研发队伍，并且我们还成立了专门的售后服务部门，有

一整套售后服务体系。因此，我们的产品行销海内外，得到了客户

的广大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微型监控摄像机和录像机

展 位 号：8C08

公司名称：深圳奥海纳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牛湖居委会工业区D栋

电话：0755-26769553

传真：0755-28126751

邮箱：hangj-2008@163.com

深圳市奥海纳光电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光学产品研究、开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企业。自有研发生产：ICR双滤光片切换

器、光学低通滤波器（OLPF）、普通型滤光片、日夜型滤光片、

光敏电阻滤光片。坚持“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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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进、共赢”的企业精神，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大潮中追求

更高，更远，更强目标，深受广大客户的信赖与支持！

主要产品信息：ICR双滤光片切换器、光学低通滤波器、普通

型滤光片、日夜型滤

展 位 号：8C09

公司名称：北京依莱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琨莎中心A座1506室

电话：010-84185455

传真：84185400

邮箱：942383329@qq.com

网址：elecray.com.cn

北京依莱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研发科技企业，专业

从事视频透雾系统、夜视系统、音视频传输系统等多领域产品的研

发、应用及推广。公司拥有高素质科研团队，长期从事上述系统的

开发设计工作，并拥有国家多项自主研发技术专利。主营视频透雾

处理器；星光夜视侦查仪；红外热成像望远镜；超短波电台等高科

技产品；广泛应用于港口、航运、机场、铁路、车站、地铁、高速

公路、公安消防、道路监控、边防、海事、大坝、电力等行业。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透雾处理器；星光夜视侦查仪；红外热成

像望远镜；超短波电台

展 位 号：8C10

公司名称：深圳比亚迪微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葵涌镇延安路1号

电话：0755-89888888-62619

传真：0755-89774810 

邮箱：wang.xu3@byd.com

网址：www.byd.com.cn

深圳比亚迪微电子有限公司是比亚迪集团旗下的独立子公司, 

自2004年开始致力于集成电路及功率器件的开发, 并提供产品应用

的整套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  CMOS图像传感器、电源管理芯片、功率

MOSFET、电量计、复位芯片、IGBT模组、集成电力电子模块及

IGBT智能驱动模块、触摸板、触摸控制芯片和电流传感器。

主要产品信息：比亚迪安防监控图像传感器

展 位 号：8C11

公司名称：安防市场报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大道1079号展滔大厦B座515

电话：0755-82970139

传真：0755-82970139

邮箱：sz_afscb@163.com

网址：www.yooan.net

《安防市场报》创刊于2005年11月，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批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主管、主办 ，国内安防行业唯一一份面向

全国公开发行的新闻周报。国内统一刊号：CN51-0081，邮发代号

为：45-134，以“助推安防行业、服务平安中国”为办报宗旨，

坚持“传递有价值的新闻”办报理念。“天安网”为安防市场报官

方网站，在进行新闻内容整合和资讯服务的同时致力于拓展报网互

动，为读者和网民提供新闻增值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分要闻、市场、技术三大版，涵盖新闻、关

注、论坛、人物、商机等

展 位 号：8C13

公司名称：杭州开锐电子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三墩西湖科技园振华路320号

电话：0571-88332701

传真：0571-88332701

邮箱：459119149@qq.com

网址：cameree.com

杭州开锐电子电气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

务于一体的专业从事远程教育跟踪摄像系统、智能监控和视频会议

设备的高技术企业。

公司座落于美丽的中国杭州，创建人是浙江大学长年从事

图像信息和机电控制研究的教授、博士，成功开发了中国第一

代目标自动跟踪一体化智能球形摄像机，获国家专利（专利号 

ZL00241883.5），并于2003年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公司拥

有一支由三十多人组成的高学历、高专业水准的研发队伍，技术力

量雄厚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会议摄像机，智能跟踪球，车载球形摄像

机，车载云台

展 位 号：8C14

公司名称：深圳市商智通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常兴路国兴大厦7楼

电话：0755-26530013

传真：0755-26530016

邮箱：zhubitao@360ipc.com

网址：ecsino.com

商智通是领先的安防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致力于

不断提升视频处理技术和视频分析技术，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安防

产品、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与优质的服务，为客户持续创造更大价

值。

商智通拥有业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和可持续研发能力，提供

摄像机/智能球机、网络存储、视频综合平台、中心管理软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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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报警产品等安防产品，并针对户外广告牌、水利、森林防火、

建筑工地检测等众多行业提供合适的细分产品与专业的行业解决方

案。

主要产品信息：家庭及时提示系统、4G智能抓拍机

展 位 号：8C15

公司名称：天长市睿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天长市秦栏镇第一工业园区

电话：05507862178

传真：05507862178

邮箱：929599420@qq.com

网址：ahrjdz.com

睿杰电子科技专业研发生产LED开关电源及系列电源适配器

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显示屏，监控设备，电路，铁路信号，

医疗设备，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等领域。提供一个完整的电源解

决方案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拥有优良的产品质量，具竞争力的价

格，与快速的交货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LED开关电源 电源适配器

展 位 号：8C16

公司名称：移康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集心路168号1号楼301

电话：021-60499530

传真：021-54389065

邮箱：shuwei.wang@eques.com.cn

网址：www.eques.com.cn

移康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在国家级园区--

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新兴企业，是智慧生活、移动安防

产品供应商和方案服务商。公司致力于将移动宽带技术、物联网传

感技术与生活、安防相结合，给客户提供新一代的智慧生活、视频

监控、安防报警类产品。

移康智能团队有着资深的移动通信行业背景，核心团队成员都

有10年以上的行业经验，公司已全面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需

求为创新动力的产品研发体系。公司全体员工本着刻苦钻研、锐意

进取的精神，为客户持续创造移动安防的新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安防电子猫眼，智能锁、智能监控摄像头

展 位 号：8C17

公司名称：高安市思创雷电防护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高安市思创雷电防护有限公司

电话：0795-5219547

传真：0295-5219547

邮箱：1591228720@qq.com

高安市思创雷电防护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等产品。作为经营的

企业，我们始终坚持诚信和让利于客户，坚持用自己的服务去打动

客户。  我们公司是在宜春市，

主要产品信息：雷电防护产品

展 位 号：8C18

公司名称：广州光桥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393号

电话：020-82319301

传真：020-82329792

邮箱：gzgqwjt@163.com

网址：gzngn.com

广州光桥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光纤传输设备、数据

通信设备及网络接入设备为主的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2008年开始研发生产安防监控产品，采用高稳定

性的通信技术制造安防产品，使得安防产品的稳定性极高，得到客

户和同行的广泛赞誉。公司长期与在光通信领域具有一定建树的大

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汇集国内外一流的研发精英.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等光传输产品

展 位 号：8C19

公司名称：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科技工业园兴业四路10号

电话：0757-88763388

传真：0757-87756228

邮箱：sd8@auxn.cn

网址：www.auxn.cn

澳信科技公司创建于1991年，立足无线通讯行业耕耘二十余

载。澳信科技公司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产品质量通过国际

ISO9001：2008质理管理体系，公司主营产品有：4G/LTE 、3G、

WIFI、WIMAX、RFID、VHF/UHF、TV、MIMO、CPE、GPS、

GSM、CDMA等移动通讯和WLAN、读卡器智能化管理、卫星通

讯，无线监控及无线射频应用等领域的天线及无线配件。 我们坚

持，多年的产研经验铸就品牌，以优良的品质信誉吸引客户。

主要产品信息：天线产品

展 位 号：8C21

公司名称：杭州四方博瑞数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西湖科技园西园二路九号一幢八层

电话：0571-88480090/88480570

传真：0571-8848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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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1061118906@qq.com

网址：www.hz-sfbr.com

杭州四方博瑞数字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安防行业智慧型、创新型企业，坚持不懈致力于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产品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立志打造高品质

产品，不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我司产品主要有五大类：电源产

品、智能末端产品、电力产品、通讯产品和安防产品。其中“智能

双备份节能电源”及“智能末端供电控制器”均获得专利证书。

公司业务范围面向全国，目前已深入华东、华中、华北、华

南、西北等地，同时公司为客户提供由技术咨询、技术支持、售后

服务组成的完善的产品服务保障体系。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双备份集成电源,只能末端用电管理系统，

应急指挥中心度媒体

展 位 号：8C22

公司名称：深圳市千叶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天安路15号二楼

电话：0755-84279051

传真：0755-84279979

邮箱：120015272@qq.com

网址：www.keers.cn

深圳市千叶行科技有限公司，LED补光灯专业制造商。

千叶行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市场营销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

中国安防高科技企业。在视频补光及视频传输技术方面拥有雄厚的

基础和独特的优势，是中国安防科技产业的新兴企业之一。公司自

主开发生产监控LED补光灯、交通LED频闪灯、LED隧道灯、太阳

能路灯等相关设备，拥有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结构工程师、

应用工程师多名。几年来，攻克了产品在实际应用中的最关键的技

术瓶颈，有效的解决了LED补光灯的光衰、控制、散热、防雷、起

雾等技术问题。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LED补光灯、交通LED频闪灯、白光摄像

机

展 位 号：8C27

公司名称：深圳市众通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白云山新村远业工业园D栋4楼

电话：0755-83729925

传真：0755-28073191

邮箱：123792414@qq.com

网址：www.ztongcam.com

深圳众通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POE供电系统提供

商，自产品面向市场以来，我们始终专注于POE供电的创新研发设

计，为众多用户提供方便便捷的POE网络供电设备，产品广泛适用

于IP监控，智能家居，无线AP等。我们专注为您提供高质量、高性

价比简单以太网供电设备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POE交换机、POE分离器、POE模块

展 位 号：8C28

公司名称：宁波贝隆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远东工业城C20

电话：0574-22662155-8003

传真：0574-62634529

邮箱：wsh@yymold.cn

网址：www.beilongmj.com

宁波贝隆精密模塑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位于浙江省余姚市

远东工业城，是一家专业从事精密塑料城模具研发及精密塑料件生

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光学领域精密塑料

配件的研发生产，主营业务为配套于微型摄像头、VCM马达、高清

监控摄像头、车载摄像头等领域的精密注塑件。公司已通过SGS认

证公司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拥有几十项专利，获得中国模

具工业协会颁发的“精模奖”一等奖3次，二等奖3次。公司拥有先

进的精密模具加工设备、检测设备和一万级无尘注塑车间。

主要产品信息：镜筒、镜头座、车载镜筒

展 位 号：8C28A

公司名称：深圳威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西乡九围黄麻布第二工业区4栋4楼

电话：0755 36921307

传真：4008266163-06618

邮箱：luozhhong@163.com

网址：www.vidosec.com

威多电子（VIDOSEC）是一家快速发展的智能安防产品及行

业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坐落于风景秀丽的凤凰山脚下黄麻布，是

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专业OEM/ODM厂商 ，

依靠雄厚的研发技术实力，威多电子（VIDOSEC）陆续推出，TI，

海思&安霸系列（3百万，500百万），自主研发IPC前后端产品，

并拓展到智能家居领域，既可以满足普通家庭消费的市场需求，又

可以为广大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目前，威多电子

（VIDOSEC），已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

作关系。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智能家用

展 位 号：8C29

公司名称：爱博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萍乡市安源区国家高新技术工业园北区3号

电话：0799635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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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996350908

邮箱：801@i-pook.com

网址：www.i-pook.com

爱博翔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江西萍乡市安源区汇蓝国际，是一

家拥有高技术人才及有深厚仪器仪表开发实力的高科技企业。爱博

翔与富贵仪表（香港）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打造i-pook品牌，专业设

计、生产、销售各种仪器仪表，主要产品有红外测温仪、线路寻线

仪、视频监控测试仪(工程宝)、高精度温湿度记录仪、网络测试工

具等，特别是高温度红外测温仪、线路寻线仪、视频监控测试仪(工

程宝)有获得国家专利，也深获用户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工程宝,寻线仪,光功率计,红外测温仪

展 位 号：8C31

公司名称：福州飞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金林路与金工路交叉口华易嘉4楼

电话：0591-87899142

传真：0591-87899145

邮箱：xinquan.w@fzfh.com

网址：www.fzfh.com

福州飞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创建于1989年，是以研发、制造

CCTV镜头为主的安防产品专业厂家。

飞华主要产品有百万像素镜头、固定光圈镜头、手动光圈镜

头、自动光圈镜头、多点变焦镜头、电动变光圈变焦距镜头和板机

镜头等。广泛运用于安防、医疗、教育等领域。

公司严格按照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运作，产品通过

CE、ROHS认证。我们热情欢迎 OEM/ODM用户与我们联系。

主要产品信息：CCTV 监控镜头

展 位 号：8C32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普兴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翠龙路8号

电话：0755-89922789

传真：0755-89922689

邮箱：lcm699@qq.com

网址：www.ampxl.com

深圳市安普兴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制造、营销、服务的现

代化线缆生产企业，主要生产数字通信电缆、安防监控电缆及音视

频系列等特种线材。

企业本着在全球领域拓展市场的理念，引进世界先进水平的生

产设备（瑞士米罗地机头、瑞士仲巴赫电子公司在线测量、监测和

控制系统等）和检测设备（美国安捷伦网络分析仪），公司十分重

视人才培训和设备更新，现已形成一系列完整生产工艺和强大生产

力及具有发展潜质的营销队伍，公司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CCC认证、产品认证等系列权威证书，增强消费者对本公

司产品的信赖。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通信电缆、网络线、安防监控系统电缆、

音视频系列电缆

展 位 号：8C33

公司名称：北京润光泰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昌平科技园区创新路27号1号楼A座3-4层

电话：010-80106100

传真：010-89708144

邮箱：majj@raycom.com.cn

网址：www.raycom.com.cn

北京润光泰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2000年成立于海淀区的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作为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成员和北京市半

导体行业协会成员是国内较早自主研发通信类专用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的企业之一，在提供通信类ASIC及解决方案的同时推出了PDH、

SDH、MSAP、转换器等多种类型的通信设备。凭借多年通信产品

的开发经验，先后推出1路、2路、4路及8路HD-SDI光端机系列，

还有HD-SDI视频分配器及转换器等产品。同时润光泰力着力于光

纤周界报警产品的开发，现已推出双防区（开关量）及多防区（一

揽式）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HD-SDI光端机、周界报警防护系统

展 位 号：8C35

公司名称：北京天安亿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白庙工业园1号

电话：010-52577066

传真：010-52577136

邮箱：1031559138@qq.com

公司成立于2004年4月，注册资金1000万元，是集电子围栏系

列周界安防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是安防、弱电、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等为一体的系统集成

商。公司具有电子围栏及系统集成的核心技术，可持续开发产品的

研发能力；施工经验丰富，服务体系健全。公司组织结构完善，核

心团队稳定，在深圳、邯郸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公司拥有国家安防资质，电子围栏生产许可资质，通过了公安

部质量检测和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安防协会

会员单位，部队指定周界安防产品合作单位。

主要产品信息：周界安全防盗报警，视频监控，智慧家居

展 位 号：8C36

公司名称：深圳市锡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国企大厦C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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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61631106

传真：0755-61631108

邮箱：alcontw@126.com

网址：www.alcontw.com

深圳市锡盛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与时并进，紧贴客

户”，集销售、服务和技术于一身的专业企业。主要经营无线网桥

AP、无线监控设备等系列无线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网桥，微波通讯，无线监控

展 位 号：8C38

公司名称：北京蓝思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柱东路3号天竺综合保税区泰达科技园18号楼

电话：01080460229

传真：01080460229

邮箱：qina@lenstechs.com

网址：www.lenstechs.com

北京蓝思泰克科技有限公司（BLST）创立于2005年，是注册

于中国北京电子城科技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金1200万，专

业从事红外热成像仪光学系统的研发与生产。公司技术力量雄厚，

拥有长期从事红外光学技术的高级研发人员和生产团队。创新是我

们企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其中BLST红外镜头系列是我公司自主研

发的优秀产品，同时还可根据用户的特殊需求进行设计、开发和生

产。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镜头、红外镜片、红外材料、红外窗口

展 位 号：8T01

公司名称：凯特力（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镇坪西南路45号爽力工业园K栋五楼

电话：0755-89360085,0755-89518805

传真：0755-89212175

邮箱：sales@hk-ktl.com

网址：www.hk-ktl.com

凯特力(香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专业化高新智能技术企业，为工业、数据中心及楼宇和住宅市

场提供信息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KTL 在中国与多家高科技企业签定了战略同盟，并成功收购

E-tiger电工品牌，依托其网络,为更快开拓国内市场开辟了一条捷

径。

经过长期的合作，我们的产品得到包括中粮地产、中国电信、

中国铁建、中国石化等世界500强企业的肯定，同时我们与众多知

名房地产商、承建商、布线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主要产品信息：弱电箱，多媒体信息箱，光纤入户信息箱，各

式功能模块

展 位 号：8T01A

公司名称：深圳市达诺微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油松街道中泰科技园二栋402

电话：0755-36825858

传真：0755-81787248

邮箱：yangshaowen615@126.com

网址：www.dn-micro.com

深圳市达诺微电子有限公司（DN-MICRO)成立于2011年，专

业从事TFT-LCD液晶显示及驱动板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是国内

最具专业的TFT-LCD模组研发公司。公司拥有大批资深专业软硬

件工程师，在中小尺寸液晶显示及视频处理领域，能够为客户提供

物美价廉的解决方案。产品广泛应用于可视门铃、楼宇对讲、车载

显示、工控、医疗器械、军工等行业。成立至今，公司以优秀的团

队、绝对的品质、低廉的价格、完美的服务，与中国大陆众多知名

安防企业及港澳台多家厂商合作良好，公司已陆续开拓美国、日

本、中东欧洲等海外市

主要产品信息：液晶显示模组，驱动板，电子标签，信号转换

盒

展 位 号：8T02

公司名称：慈溪市万捷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樟新南路219号

电话：0574-63510583

传真：0574-63510580

邮箱：wjcn@china-wj.com

网址：www.china-wj.com

慈溪市万捷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1992年，是一家接线端子的专

业制造商，产品主要有螺钉式，无螺丝式，插拔式，贯通式，栅栏

式，导轨式接线端子，电子外壳，及无焊接面包板。

公司通过了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产品通过了VDE、UL、CUL、CE、CB、CQC、SGS等认

证。

主要产品信息：接线端子

展 位 号：8T03

公司名称：深圳市兴华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福围第二工业园A24栋5楼

电话：0755-29924902  

传真：755-29609051  

邮箱：sales@wanscam.com

网址：www.wanscam.com

深圳市兴华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音视频数字类安防产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
2015 The 15th China Public Security Expo

252 www.cps.com.cn

品，并在远程视频监控和通讯领域具备核心技术能力的、整体实力

雄厚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兴华安“wanscam”品牌主要

产品有防水枪机，云台网络摄像机，防水室外球机，高速球机，半

球机等；均具有红外夜视功能，部分具有百万以上高清画面，具有

良好质量、信誉口碑，并广泛为客户提供OEM\ODM等服务。兴华

安科技本着“服务、品质、科技”的宗旨，不断地完善自身产品，

提高客户的体验感受。同时兼顾“内外兼修”，不断完善企业理

念，营造良好的生产环境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防水枪机，云台网络摄像机，防水室外球机，

高速球机，半球机

展 位 号：8T04

公司名称：湖南华南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滨湖路670号

电话：0736-7725878

传真：0736-7725847

邮箱：hngd-and@5618cn.com

网址：www.5618cn.com

公司隶属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省级技术中心、软件企业，是湖南省78家重点企业和26家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之一。地处湖南省常德市中心城区，现有员工近500人，

拥有固定资产近两千万元，各类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70多人。

主要承揽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工程（弱电系统、安防

监控系统工程等）项目设计和施工；专业生产和销售数字硬盘录像

机、特种CCD摄像机、CMOS高清摄像机及CCTV安防配套器材；提

供金融、军工、智慧城市等行业智能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红外网络摄像机、行车记录仪、执法记录

仪、微型摄像机

展 位 号：8T09

公司名称：扬州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头桥镇弘扬路

电话：0514-87265888/87265333

传真：0514-87262222

邮箱：none@none.com

扬州时代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专业生产：RVV、BV、

BVR、RVVP、KVV、KVVP系列控制电缆、SYV系列视频同轴电缆、

SYWV系列有线电视电缆、YVV音响话筒电缆、HYSV系列超五类、

超六类网线、HYV系列电话电缆、电梯专用视频电缆、RGB、VGA

视频传输电缆等。产品通过ISO9001：2008国际质量认证、国家强

制CCC认证、广电部入网证，各系列产品质量可靠，得到广大客户

的认可。

展 位 号：8T13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奇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上步工业区404栋415

电话：0755-83221756-12

传真：0755-83224025

邮箱：info@amtrue.com

网址：www.amtrue.com

深圳市安奇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电源产品、安防电

子产品制造的高科技企业。

我们的产品包括直流稳压电源、交流稳压电源及直流变换电源

等，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安全、学校、科研机构及国内大中小型企

业和外资合资企业，畅销全国各省市,被众多知名厂家认可。

公司严格执行“技术领先、质量可靠、服务满意、客户至上”

的经营方针，以一流的品质，完善的服务和较高的性价比赢取市

场。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电源

展 位 号：8T14

公司名称：沙洋荆安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沙洋县五一路文化巷18号

电话：18603009751

传真：0724-8828288

邮箱：649405780@qq.com

我们一直坚持以“客户第一、服务第一、质量第一”作为企业

的管理理念。公司与海康威视，三星电子、杭州大华、H3C、锐捷

网络、东舜时代、霍尼韦尔、安视宝、ITC、安居宝、捷顺等国内外

相关知名企业先后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公司以服务为本，以技术为先导，联合国内外优秀公司，本着

“诚信铸造品牌，服务编织未来”的服务宗旨，竭诚为各界服务，

与用户建立一种诚实守信的伙伴关系，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防盗报警，楼宇对讲

9号馆参展企业

展 位 号：9A01

公司名称：深圳市文盛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大磡村工业二路13栋

电话：0755-86144182-833

传真：0755-86144183

邮箱：cai@szwensheng.com

网址：szwen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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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文盛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9年，是国内最先从

事安防类产品压铸制造商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一家专

业安防产品生产制造商。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力量、高素质的

专业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凭借长期安防类产品的研发、制造与

销售工作经验，已成为国内安防产品品种最多、规模最大、专业性

最强的制造商之一。其中高速球摄像机产品外壳配件的模具设计与

后期加工技术已非常成熟，国内多家知名企业的高速球外壳配件均

为我司生产。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产品外壳

展 位 号：9A02

公司名称：深圳市佳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上雪科技工业城1巷3栋6楼

电话：0755-89392959 89392969 88391477 88391478

传真：0755-88391889

邮箱：szgdcctv2008@163.com

网址：WWW.SZ-CCTV.COM

深圳市佳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佳都”）成立于2003

年，旗下拥有自主品牌“Guardian佳都”，是一家专注于安防产

品、智能产品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

业。

公司不仅拥有专业的技术研发队伍，还长期与顶尖品牌电子元

器件生产企业长期密切合作。公司产品通过了ISO9001质量认证体

系，3C、CE、FCC、国家公安部安全防范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上海)及（北京）检测认证。“佳都”产品以高端性能、一

流品质和精湛的技术服务受到了国内外用户的高度认可。

主要产品信息：液晶监视器，液晶拼接墙，高清摄像机，移动

电源，广告机，网络摄

展 位 号：9A03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视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新中泰大厦6楼

电话：0755-61577000

传真：0755-23272991 

邮箱：2355817568@qq.com

网址：www.hiside.com.cn/

深圳市海视泰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百万高清网络视频监控的研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安防领域专业品牌及产品制造商。面向全

球提供优质的高清产品、专业的解决方案和全面的技术服务，持续

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海视泰集团依托中科院高清视频研究所的技

术实力，整合中国安防百强企业的技术优势，业已成为中国安防高

清最具实力品牌之一！

作为致力成为全球安防领域知名品牌的企业，海视泰把科技研

发与自主创新作为公司发展的源动力。公司成立之初就组成了研发

团队，凭借强大的研发创新能力，现已打造百万高清枪机、红

主要产品信息：海视泰百万高清网络摄像机综合制造商

展 位 号：9A05

公司名称：深圳市贝斯得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二路星辉科技园B栋

电话：0755-27678309

传真：0755-27678821

邮箱：info@bestech-cctv.com

网址：www.bestech-cctv.xom

深圳市贝斯得电子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

业监控器材集成商；产品涉及红外迷你球、高清监控设备、红外高

速球、红外激光球、红外云台，激光云台、智能高速球、一体化监

控等。

“用心服务，感受感动！”贝斯得系列产品以“高性能、高品

质”的优势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以“快捷、高效”的服务，“合

作、双赢”的经营理念赢得客户的信任，贝斯得以专业的技术和专

注的精神相结合，打造民族品牌，以优质服务回馈社会。 

主要产品信息：百万高清监控设备、红外高速球、红外激光

球、红外迷你球、键盘.

展 位 号：9A06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南油天安工业区1栋8楼

电话：0755-26458800-6802

传真：0755-26066918 

邮箱：CS@sinoHB.com

网址：www.sinoHB.com 

深圳市华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金3000

万，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市双软认证

企业。

华宝科技拥有一流的研发及运营团队，已实现本地化售前售后

优质服务。先后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位置服务平 台、卫星定

位汽车行驶记录仪、车载GPS终端、追踪器（小孩、老人及公司外

勤人员）、车载视频终端（DVR）、5寸/7寸车载信息屏等安全电子

产品。

华宝人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并将秉承我们的价值观，坚守我

们的使命为未来的美好愿景而努力！

主要产品信息：车辆视频终端、卫星定位汽车行驶记录仪、车

载定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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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9A07

公司名称：深圳市先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区西乡固戍二路新中泰大厦4楼4F

电话：0755-23200933

传真：0755-23200633

邮箱：candy@centropower.com

网址：www.centropower.com

先涛科技主要生产安防电源，包括集中供电，UPS电源等，各

种不同层次的网络供电POE。我们接受OEM 和ODM业务。欢迎查

询。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电源，网络供电电源

展 位 号：9A08

公司名称：江苏新创光电通信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珠江路600号谷阳世纪大厦17楼

电话：025-86883489

传真：025-86883405

邮箱：86883406@163.com

江苏新创光电通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光通信产品研制、

开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股份制公司，目前，主要研发生产销售的

XCV数字光端机系列产品有：高清显示及专业视音频光端机系列，

点对点系列，总线式级联光端机系列，多业务光传输平台等。

主要产品信息：光端机

展 位 号：9A09

公司名称：锐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昆山市开发区伟业路现代广场5楼

电话：0512-55118685

传真：0512-55181615

邮箱：jack@brigates.com

网址：www.brigates.com

锐芯微电子有限公司于2008年2月在昆山设立。在短短的三年

历程中，已成功研发出9款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包括全球首创

的高速红外三维图像传感器芯片；国内第一款5管像素高速并行的

图像传感器芯片；2008年国内第一款采用130纳米制程设计的图像

传感器芯片。

经过三年的研发验证，公司于2013年6月正式推出1/2英寸靶

面，高灵敏度高性能图像传感器MCCD，主要应用于视频监控系

统。

公司已申请44项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12项集成电

路布图设计,和2项软件著作权。

主要产品信息：1/2英寸高灵敏度图像传感器芯片，超宽工作

温度范围。

展 位 号：9A09A

公司名称：深圳市荣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三围段裕兴第二科技园8栋8层

电话：0755-83864550

传真：0755-83864554

邮箱：rotoda@163.com

网址：www.rotoda.com

深圳市荣通达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

产业公司，产品有COFDM无线传输设备、单兵系统、无人机数据

链、远程网桥、数字微波、大型光电自动跟踪云台、智能烟火分析

激光夜视仪、激光测距、热成像全屏测温系统，飞机与无人机陀螺

稳定吊舱、船、舰载光电自动跟踪取证云台等大型智能光电设备。

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可靠、有效、高品质产品，以及良好的售

前、售中、售后服务，并已取得了优秀的市场经营业绩，赢得了社

会各方的一致好评。公司现拥有一支学术精湛、素质过硬、高度合

作且极富创新精神的专业化员工队伍，为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COFDM无线传输设备、无人机数据链、网

桥、大型光电自动跟踪

展 位 号：9A10

公司名称：深圳市深创远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民治沙元埔工业区B栋3楼

电话：0755-29408090

传真：0755-29408090-801

邮箱：2851039968@qq.com

网址：www.sz-cctv.net

深圳市深创远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中型、高速发展的高科技民营企业，是深圳市安防协会优秀

理事单位。深创远公司旗下拥有AD（爱迪）和SEEONE（深视王）

两个自有品牌。公司主要涉及安防监控领域，主要产品有：网络高

清数字矩阵、音视频矩阵、高清矩阵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通

过公安部检测。获得“中国平安城市推荐品牌”“百家诚信安防供

应商”“广州亚运会选用品牌”等荣誉。产品在城市管理、交通、

政府、公检法、医院、高档楼盘等多个领域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

额，享有极佳的口碑。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矩阵、VGA/HDMI矩阵、网络解码管理平

台、网络键盘

展 位 号：9A10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尔克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华路深华科技园一栋东3楼

电话：0755-66804323

传真：0755-8358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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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sn1022@163.com

网址：www.deerke.com

深圳市德\克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监控产品供应商，专业研发生产

各类高清视频矩阵控制系统、高清数字远程监控系统、高清高速智

能球、智能化系统管理平台等，数十种专业监控产品，致力于客户

提供一流的监控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 作为中国安防行业的厂商

之一，公司凭借精良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信赖，在

各地客户的支持下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城市治安监控、高速公路、武

警、边防、海陆空军、交通口岸、港口码头、银行、政府机关、监

狱、电力电信、医院、酒店、社区、工厂、学校、住宅小区等众多

领域，全国大多数城市均有成功案例！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综合控制系统、高清数字远程监控系统、

智能化系统管理平台

展 位 号：9A11

公司名称：深圳市福斯康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高新南九道9号威新软件科技园1号楼5层

电话：0755-26745668

传真：0755-26745168

邮箱：salescn13@foscam.com

网址：www.foscam.com

深圳市福斯康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FOSCAM）于2007年成

立,是全球领先的民用网络监控视频产品及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产品

涵盖网络摄像机、网络视频录像机、网络音视频存储、光学模组等

民用安防视频产品及存储设备。  

公司建立了一支经验丰富的研发技术团队，且已经拥有数十项

专利， 筹建了4000平方米的生产基地。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产品均通过了ISO9001:2008及CE、FCC、ROHS等国际

认证，远销北美、南美、欧洲、非洲、澳洲、东南亚、印度等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网络硬盘录像机

展 位 号：9A12

公司名称：深圳市澳斯联科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龙岗区坂田街道办杨美社区石背路8号坂田集团三楼302

电话：0755-83776033-8878

传真：0755-83776837

邮箱：ada.pang@btel.hk

网址：www.btel.com.cn

于1994年成立的香港联科集团（B&T）是一家集软件、硬件、

工程于一身的安防企业。

致力于智能监控、防盗、门禁等产品领域，积极整合安防产业

各种优质资源，不断加强在产品效益、软件开发、系统工程集成和

解决方案设计能力。

作为中港澳最大的安防报警服务提供商之一，现正为全国超过

5000个客户点提供服务支援，服务范围覆盖10多个重要行业，并于

国内多个主要城市建立营销服务中心，如北京、上海、广州、福建

等。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监控中心、AVTECH 手机布防新概念

展 位 号：9A13

公司名称：深圳市百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大浪街道高峰社区赤岭路9号（29号楼）4-5楼

电话：0755-23413307

传真：0755-29714595

邮箱：tomxz@126.com

网址：www.btonnet.com

深圳市百通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光收发一体模块、视频

传输、光网络传输、光通讯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制造、销售和技

术服务。公司具备雄厚的技术力量和精湛的生产工艺，在视频传输

设备、光电网络设备、通信配套产品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光端机、光纤收发器

展 位 号：9B01

公司名称：深圳市锐达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杨美村布龙公路（南）东海王大厦C-D座

电话：0755-83662908

传真：0755-83511911

邮箱：Sales@rdscam.com

网址：www.rdscam.com

深圳市锐达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公司是集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安防设备和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是

国家级高新科技企业，中国安防行业百强、多次荣获安防行业十大

新锐产品、平安城市推荐品牌。

公司顺利通过了ISO9001：2008国际质量认证，全面引用

ERP、CRM管理系统。现有员工人数超过600人，生产面积18000多

平方米，配备了30台SMT全自动贴片流水生产线。主要产品均通过

了CE、FCC、CMA等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高清解决方案，300万EX-SDI解决方案

展 位 号：9B03 

公司名称：深圳市富视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1183号南山云谷创新产业园A座6楼

电话：0755-26518999

传真：0755-26518222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
2015 The 15th China Public Security Expo

256 www.cps.com.cn

邮箱：zhangtao@fujikam.com

网址：www.fujikam.com

深圳市富视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6年，是全球领先

的云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面向全球提供随时随地、便捷安

全、清晰流畅的跨平台、跨终端、跨网络的端到端云监控服务及整

体解决方案。十多年的发展使富视康成为了拥有几十项专利技术，

掌握国际领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依托专业化的研发队伍和在物联网通讯、多媒体、云计算

等方面的领先优势，自行研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云摄像机

开启了手机实时云监控时代，目前已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并为广

大家庭消费者接受。

主要展品信息：云摄像机、高清网络摄像机、云监控解决方案

展 位 号：9B04

公司名称：浙江红苹果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古翠路76号怡泰大厦4楼

电话：0571-28021835

传真：0571-28025119

邮箱：pearmain@zjpe.net

网址：www.pearmain.cn

浙江红苹果电子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监控产品供应商，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一流的监控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红苹果是最早

研发生产高清数字矩阵的厂家之一，各系列产品非常齐全：目前有

PM70/PE80H/PE90FH几个系列的产品，覆盖了高清网络矩阵、SDI

高清数字矩阵、混合高清数字矩阵和大规模混合带图控功能的高清

数字矩阵，能满足所有应用需求的高清矩阵产品。    

目前，产品和解决方案应用于人民大会堂、西昌/酒泉卫星发射

基地、衢州天网工程等上万个大型项目，产品远销海外四十多个不

同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网络数字矩阵、高清编解码器、高清网络

球机、NVR

展 位 号：9B05

公司名称：深圳市翔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新屋园工业区4-5楼

电话：0755-33595566

传真：0755-33095319

邮箱：ydd@safer.com.cn

网址：www.safer.com.cn

深圳市翔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集监控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博士和原电子

工业部下属研究所专家组成的研发团队，研发实力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翔飞拥有完善的销售网络，目前已经在国内30个省（市、自治

区）设立代理商，产品远销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印

度、巴西等海外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IPC摄像机、AHD摄像机、CVI摄像机

展 位 号：9B06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华荣路联建工业园4栋5楼

电话：0755-83150000

传真：0755-83178013

邮箱：xyy@netdvr.cn

网址：www.netdvr.cn

深圳市华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是领先的监控产品供应商和解决

方案服务商，成立于2003年,集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华创致力

于做“全方位安防设备制造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产品

有：网络摄像机、网络高速球、HD NVR、HD SDI摄像机、CMS视

频集中管理解决方案、视频采集卡、HD DVR、模拟高清摄像机、

高清显示设备、双绞线传输器、视频转换器、IPC模组和摄像机模

组等。是安防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全方位安防产品研发和制造企业。

旗下“网络眼、NETDVR”品牌产品，也逐渐成为海内外安防市场

主流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NVR,AHD摄像机、AHD DVR

展 位 号：9B07

公司名称：广州安视保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西路横岭工业区3路9号

电话：020-28875898

传真：020-28875898-8002

邮箱：melinda_anspo@yahoo.com

网址：www.gzanspo.com

广州安视保安防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CCTV监控系列

产品，集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广州安视保安防设备有限公司开发出一系列ANSPO品牌高标

准、高品质CCTV监控设备、高清摄像机、网络摄像机、一体化摄像

机、远距离红外摄像机及硬盘录像机。

广州安视保安防设备有限公司，依托一流的企业管理理念，先

进的生产设备，成熟的工艺流程，一流的技术水准；将一如既往，

兼承技术创新优势，为客户、消费者带来更多更具新意高品质的产

品，造福社会。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机，硬盘录像机

展 位 号：9B07A

公司名称：广州沃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大灵山路18号第八栋负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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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0-82169672

传真：020-32359263

邮箱：815387655@qq.com

网址：www.wodsee.com

广州沃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以安防事业

为核心高新技术企业。产品范围涵盖了网络高清摄像机、模拟高清

摄像机、智能摄像机、一体化摄像机、高速球摄像机、数字硬盘录

像机、高清网络硬盘摄像机。 

2013年公司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中国安防100强”、

“平安城市建设推荐品牌”、“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会员单

位”，与省安协、阿里巴巴、中国制造、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等成

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先后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3C 、SGS、CE、FCC、RoHS等国际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IPC、模拟、智能一体化、高速球) 

DVR/NVR

展 位 号：9B08

公司名称：深圳市粤阳星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物资工业园三栋三楼（西）、四楼

电话：0755-89580800  89582566

传真：0755-89587500

邮箱：Sales@yueyangxing.com

网址：www.yyxcable.com

深圳市粤阳星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是专业安防电线电缆，网线，

楼宇智能化电信电缆，消防电信电缆生产经营厂家，产品严格按照

国际及企业生产。

公司以“做好人 做好线”的宗旨，不断地引进企业理念和汇聚

各路业界精英，给予客户最完善的技术支持，最热情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同轴电缆，网线，电源线，视频线，报警线

展 位 号：9B09

公司名称：深圳市三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航空路南昌华丰工业园B座5-8层

电话：4007001068

传真：0755-29988777

邮箱：sales2@yescctv.cn

网址：www.sunchan.net

三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安防产品

研发、生产及销售的现代化企业，更是中国首家具有特许经营加盟

资格的安防企业。2006年三辰科技跻身安防50强，产品已遍布国内

三十多个省份、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并远销到美国、德国、英国等

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二十年来，三辰科技始终追求独立创新，一

直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自主开发创新中，研发的产品一直影响着中

国安全防范行业。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机、高清网络摄像机、DI摄像机、智

能家居

展 位 号：9B10

公司名称：深圳市奋进达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鹅公岭社区宝鹅工业区B6栋奋进达工业园

电话：0755-89602788

传真：0755-89602866

邮箱：fenjinda@126.com

网址：www.fenjinda.com.cn

深圳市奋进达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集安防与智能化弱

电线缆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主营产品：网络线、护套线、视频线、屏蔽线、电话电缆、音

响线、单支线、综合电缆等。

欢迎OEM,订做各种规格特殊线材。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线、护套线、视频线、屏蔽线、电话电

缆、音响线、单支线等 

展 位 号：9B11

公司名称：深圳市奥蕾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七号路侨德科技园A栋  

电话：0755-33185366

传真：0755-82900599

邮箱：pylpei@szauroled.com

网址：www.auroled.cn

深圳市奥蕾达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奥蕾达”）坐落于深圳市

光明新区七号路侨德科技园，注册资金5000万元，是一家专业提供

LED移动智能屏显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奥蕾达拥有从COB器件

封装到提供整体智能方案的较完整产业链，其规模在LED移动智能

屏显行业首屈一指。

主要产品信息：LED透明屏、COD小间距智能屏、COD超级电

视、智能控制端

展 位 号：9B12

公司名称：深圳市卡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龙岗区坂田街道雪象中浩园东工业区A栋2楼

电话：0755-33283820

传真：0755-33283819

邮箱：info@kaansky.com

网址：www.kaansky.com

深圳市卡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是领先的安防设备及解决方案供

应商。公司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生产型企业。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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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括：网络高清摄像机，高清摄像机（AHD摄像机, CVI摄像机, 

TVI摄像机）， 彩色红外夜视防水一体化摄像机， 彩色高清晰摄像

机，黑白超低照度摄像机， 高速球与硬盘录像机等。

把平凡的产品做到非凡，凭借高素质的研发队伍，高水准的开

发技术，优越的性价比，有口皆碑的售后服务，为全球150多个国

家提供安防设备和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百万高清网络摄像机， 高清摄像机，红外彩色

防水摄像机等

展 位 号：9B13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健宇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大浪华荣路鹏腾达工业园6栋5楼

电话：0755-29164266

传真：0755-29164233

邮箱：zdm_0812@126.com

网址：www.teching.com.cn

深圳市东健宇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注册资金 150 

万。其前身为深圳市达强科技有限公司。 2006 年元月改名为深圳

市东健宇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闭路电视监控产品的高科

技安防企业。主要生产 Teching 全系列闭路监控系统 (TEC矩阵主

机、VGA/RGB矩阵 网络矩阵 键盘 高速球 解码器 辅助设备及安防集

成管理软件 。

主要产品信息：TEC系列、VGA、RGB矩阵、控制键盘等辅助

设备

展 位 号：9B14

公司名称：神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0409号能源工业区1栋四楼西

电话：0755-86212206

传真：0755-26438165

邮箱：ansensong@mttek.hk

神州科技是高端安防门禁应用领域的产品供应商和方案提供

商。与美国IDENTIV战略合作，取得美国SCM信息安信系统、Utrust

卡片云管理系统、HIRSCH超级门禁系统在中国地区销售的经销

权，并提供本土化专业的技术支持服务，为中国高端门禁市场提供

最安全的通行控制和强大的门禁管理功能，实现门禁、消费一卡

通，与CCTV系统、报警系统、联动控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系统集

成。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视频监控、门禁系统

展 位 号：9B14A

公司名称：杭州卓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滨江楚天路91号

电话：0571-56565099

传真：0571-56565100

邮箱：lily.gao@ppstrong.com

网址：www.ppstrong.com

杭州卓壮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滨江高新产业园区，注册资

金2000万元人民币。是一家专业研发和生产网络视音频产品的港资

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已经研发了包括商用网络摄像机、家用云摄像

机、智能网络球机和智能网络存储器在内的多个系列产品。产品时

尚美观，工艺精良，画面清晰，使用简便。

公司秉承“诚信求客户、质量保生存、创新赢发展”的经营理

念，坚持数字化、网络化、集成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

工厂通过ISO14000环境体系认证，产品通过了FCC、CE、

ROSH、UL等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9B15

公司名称：南通市智勇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科技创业园F座2楼

电话：0513-83586411

传真：0513-81020080

邮箱：zydz@zydz-china.com

网址：www.jsntzy.com

南通市智勇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高速、稳步发展的高新技术

企业，专注于视频、音频信号的传输以及计算机VGA信号传输的研

发、生产、销售。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光端机、编解码器、VGA传输器、复合视

频传输

展 位 号：9B17

公司名称：深圳市维冠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凹背社区大富工业区20号硅谷动

力新材料产业园A8栋

电话：0755-84718412 

传真：0755-84711221

邮箱：2850709238@qq.com

网址：www.wg-views.com

深圳市维冠视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集安防产

品研发、生产、销售、设计施工、系统方案为一体的大型专业化公

司。公司具有多年从事安防行业经验，拥有一批资深的专业人才。

依托强大的研发实力、高科技高品质的产品、系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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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分销网络、周到及时的客户服务以及“诚信天下”的经营理

念，公司已发展成为当前国内外安防行业的知名企业，先后在北

京、沈阳、西安、成立了11分公司及办事处。

主要产品信息： 液晶监视器、大屏拼接、LED显示屏

展 位 号：9B18

公司名称：深圳市丰巨泰科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大浪上横朗白云山工业区新永丰工业园A区3楼

电话：0755-23032851

传真：0755-29369558

邮箱：fengx@vip.sina.com

网址：www.fgecctv.com

深圳市丰巨泰科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旗下Figigantic品牌构建了齐全的专业安防领域产品线；企业通过

ISO14001、ISO9001认证；产品通过公安部检测以及CE、FCC等各

类认证 ；公司拥有数十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公司积极转型物联网+互联网运营，独立研发了旗袍物联网操

作系统、Cloudring 超级APP、构建布局全球的Cloudring云平台以及

具有人工智能的本端物联主机，奉行开源开放的原则，聚集一批智

能硬件厂商，无限拓展物联应用，让智慧生活就在你身边。

主要展品信息：云盒子存储主机、云摄像机、云门铃、智能灯

泡、智能相框、智能健康仪器、门磁、人体感应等智能硬件

展 位 号：9B18A

公司名称：深圳市鹏视视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布吉上李朗平吉大道汇富工业区3栋7楼

电话：28441688

传真：28441988

邮箱：pensee@pscctv.com

网址：pscctv.com

深圳市鹏视视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视频产品研

发、制造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视频监控

展 位 号：9B19

公司名称：深圳市罡扇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三联村禾沙坑工业区11栋三楼

电话：0755-28521205

传真：0755-28521979

邮箱：susan@qunanjie.com

网址：www.szqunanjie.com

深圳罡扇广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专业从事安

防监控摄像机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有CCD

摄像机及通信部件。所有产品已通过CE,ROHS,国际质量标准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机 DVR

展 位 号：9B21

公司名称：上海爱谱电子线缆系统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沪南公路4888号

电话：021-38134888-8010

传真：021-38134888-8089

邮箱：mayueyan@aipu-waton.com

网址：www.aipu-waton.com/

爱谱华顿，始创于1992年，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从事工程用线缆、视频监控设备与综合布线产品专业制造的

高科技企业集团。爱谱华顿是中国信息化传输与弱电智能领域的领

导企业，致力于为工业、能源、电力、交通和建筑行业用户提供先

进技术与优质产品。集团的直销体系是现有国内（本行业）规模最

大的产品直销体系之一，市场服务网络遍布全国21个省、4个自治

区、4个直辖市的各主要大（中）城市。2014年度，爱谱华顿弱电

线缆产品市场总供应量约60万KM是赤道周长的1.5倍，连续7年，产

销量位居行业第一名。

主要产品信息：工程用线缆、视频监控设备与综合布线产品

展 位 号：9B22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电视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鹤州恒丰工业城C6栋综合楼

电话：0755-26030480

传真：0755-26030296

邮箱：536413832@qq.com

网址：www.cecv.cn

深圳市中电视讯有限公司 (CECV) 是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CEC）投资的现代高新技术企业，是一家集高端大屏幕数字光电

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售后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g.企业，是中

国电子数字光电显示设备的研发及制造基地，(拥有深圳及苏州两大

生产基地)，推出了包括DLP大屏幕数字拼接墙、LCD液晶数字拼接

墙、多屏图像控制器、LCD监视器、交互式数字显示平台等一系列

高端数字光电系列产品，产品行销海内外。公司拥有精良的素质，

一直推行可靠保证的质量管理。

主要产品信息：DLP大屏幕数字显示系统

展 位 号：9B24

公司名称：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科技园北区朗山二号路航天微科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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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26013059

传真：0755-86026152

邮箱：cenqiujing@sunell.com.cn

网址：www.sunell.com.cn

作为中国安防领域主流的厂商，景阳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

流的技术、高品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服务；根据市场的需求，景阳不

断加大了产品数字化、网络化、高清化、智能化和集成化的研发，

不断为合作伙伴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共同发展、和谐共赢。本

届展会，景阳科技重点展示了全系列百万CCD网络高清摄像机及整

体高清解决方案。公司秉持“厚德载福、做人为本、广结善缘、共

同发展”的理念；景阳科技衷心祈愿世界和平、人民安居乐业。景

阳，您可信赖的伙伴！

主要产品信息：高品质专业智能视频提供商

展 位 号：9B25

公司名称：深圳天地宽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楼村鲤鱼河工业区冠城科技园B栋4楼/5楼

电话：0755-36697681     

传真：0755-36697681-8002  

邮箱：Bobby.Xiang@qualvision.cn

网址：www.qualvision.cn

深圳天地宽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业内领先的安防整体解决方

案提供商。我们的产品包括视频监控，接入控制和入侵检测系统。

公司以客户为中心持续创新，并致力于建立长期共赢的产业链环

境。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成为30多个国家的客户的选择。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视频解决方案，楼宇对讲，智能家

居解决方案

展 位 号：9B26

公司名称：山口安防

地址：深圳市松岗镇芙蓉路19号

电话：0755-25923011

传真：0755-25923011-8005

邮箱：2853207780@qq.com

专业CVI生产厂家，CVI摄像机，CVR硬盘录像，CVI车载行车

记录仪，CVI高速球。

主要产品信息：CVI，CVR

展 位 号：9B27

公司名称：深圳中索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龙岗区龙城街道嶂背园湖路30号3楼

电话：0755-29573360

传真：0755-29573359

邮箱：2355545161@QQ.COM

网址：www.zgsony.com

中索电子，一直在不断自我挑战中。在“合作共赢”的企业理

念的指导下，中索电子立志成为一家真正的优秀企业，一家有高度

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一家在国内外广受信任和尊重的企业。让更多

人拥有中索电子的监控产品，让更多人感受先进科技带来的安全体

验。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机 网络摄像机 NVR DVR,及周边产品

展 位 号：9B28

公司名称：深圳市渊广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康乐大厦650

电话：0755-82906929

传真：0755-83217691

邮箱：rosemary@szygy.cn

网址：www.szygy.cn

深圳市渊广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电

源适配器研发、生产、销售和OEM,ODM的高科技制造商。渊广源

在揭阳拥有15000平方的电源生产基地，日产量达到30000套以上。

公司于2010年推出的 DEEPROOT品牌电源，主要应用于安防

和LED行业，以纹波小、寿命长为特色，在电源行内获得广泛好

评，并迅速崛起，目前DEEPROOT 已经逐渐引导着中国电源市场，

在珠三角、长三角、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地区占有率不断攀

升，国际市场在南亚、北美、中东和东欧等地区稳步拓展。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电源、监控电源、集中供电电源、摄像机

电源、DVR电源

展 位 号：9B30

公司名称：深圳市赛博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龙华新区 龙观东路28号桦浩泰工业区B栋四楼

电话：0755-84505559

传真：0755-84505669

邮箱：343761119@qq.com

网址：www.sbwscctv.com

赛博威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博威视”）是一家致力

于红外夜视技术（以红外摄像机灯板生产为主）开发与应用的技术

企业。  2009年底赛博威视核心研发团队在深圳成立，并集合中国

大陆、台湾研发人员联合攻关，成功研发出“点阵式红外”技术。

 2010年赛博威视工厂成立，并将“点阵式红外”技术应用到

红外监控摄像机上，它改进了传统红外LED的诸多缺陷，取得比传

统LED更佳的夜视效果。 

2011年，“赛博威视”做为公司商标，正式被国家商标局受

理。2012年11月，赛博威视的“点阵式红外”灯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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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信息：第四代红外技术：纳米堆叠-小点阵正式面世

展 位 号：9B31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视安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油松路154号盛波工业园2楼

电话：81484511 

传真：29781233

邮箱：szanbon@163.com

网址：www.anb-ipc.com

深圳华视安邦是一家生产安防监控摄像机的厂家，品牌是 

ANBONG 为正规注册商标，公司以生产红外摄像机监控摄像机、标

准枪机第三代（第四代）阵列摄像机点阵高中速球机、自动跟踪球

机 车牌摄像机、点阵半球摄像机为主，夜视彩色、夜视无照点、无

雪化。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摄像机

展 位 号：9C01

公司名称：深圳市智敏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上木古社区宝来工业区宝富路12号A智敏园

电话：0755-83126428

传真：0755-83127150

邮箱：mainvan@mainvan.com

网址：www.mainvan.com

深圳市智敏科技有限公司是家从事智能安防、　监控设备、门

禁对讲、智能家居、无线传输等产品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

科技民营企业。其中开发、设计、制造的矩阵主机、键盘控制器、

解码器、音视频处理器、控制码处理器、智能家居控制器、报警控

制器等系系列产品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产品科技含量及品质居安

防行业前列，并已获得公安部检测合格认证和国际组织ISO9000质

量体系认证。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解码大屏控制主机，无线传输系统

展 位 号：9C01A

公司名称：天津市亚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华苑）华科八路6号

电话：022-58699999

传真：022-58699998

邮箱：sugang@chinayaan.com

网址：www.yaan.com.cn

天津市亚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创立于天津滨海高新区，

是从事视频图像分析处理、目标跟踪定位及提供整套解决方案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亚安始终致力于为不同应用领域提供视频监控整体解决方案和

产品；各类恒速、高速、重载、车载、夜视云台系列；视频监控高

清摄像机、高速球型摄像机系列；管理平台、软件、控制主机等主

控设备；DVR/NVR/IPSAN等存储设备；视频服务器；防护罩；辅助

设备等。

主要产品信息：整体解决方案、云台球机、网络摄像机、NVR/

DVR、夜视监控

展 位 号：9C01A

公司名称：恒业智能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2期西座

电话：0755-82507807

传真：0755-88353669

邮箱：wangting@npe.com.cn

网址：www.npe.com.cn

恒业智能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NPE  INTELLIGENT 

CO.,LTD）是澳大利亚恒业国际集团（HIPROTE GROUP）在中国的

全资子公司，是一家跻身于全球安防科技前沿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是国际领先的智能安防系统制造商及智能安防整体解决方案提

供商。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监控，智能分析、出入口管理、智能门

禁，智能家居，智能交通

展 位 号：9C02

公司名称：上海广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闸北区恒通路地铁恒通大厦11层

电话：021-31353118

传真：021-33608020

邮箱：liqx@gato.com.cn

网址：www.gato.com.cn

广拓是中国领先的安防产品提供商，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围栏

供应商，拥有世界一流的电子围栏技术与产品。广拓一直致力于用

技术的进步，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在安防领域提供先进的产品、

解决方案与专业的服务，已成功为数万家企业和政府提供了安防服

务，客户遍布全国32个省、市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脉冲电子围栏、张力式电子围栏

展 位 号：9C03

公司名称：深圳世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福永榕树路73号三层

电话：0755-33130111

传真：0755-2936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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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wxc@shiguo.org

网址：www.shiguo.net

深圳世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9月，注册资本

1000万元，是中国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核心控股企业、深

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理事单位//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会

员单位。公司在行业内率先导入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先后通过了全国工业品生产许可

证，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认证，IEC国际电工委员会防爆认证和ATEX

欧盟防爆认证，是中国高端防爆监控设备研发、生产及销售的旗帜

性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防爆监控设备及系统

展 位 号：9C04

公司名称：深圳市万佳安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中国科技开发院孵化楼二楼2楼

电话：0755-28170101

传真：0755-28140362

邮箱：adm@wanjiaan.com

网址：www.wanjiaan.com

万佳安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业的智能视频监控产品及

实时视频应用服务运营商，是科技部审核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的愿景 为千家万户提供安全、便捷、分享、健康的实时视

频服务。让社会更和谐、让生活更加美好；“创新、分享、感恩、

责任”是公司的企业文化；我们愿意与大家共创未来，共享美好，

成就新时代生活私享家！

主要产品信息：同轴高清、网络500万高清、H.265，管理平

台、云视频

展 位 号：9C05

公司名称：深圳市泰克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明治中华路龙联工业区F栋3楼

电话：0755-83880366

传真：0755-83836966

邮箱：jack@techvision.cn

网址：www.techvision.cn

深圳市泰克威视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视频监控专业制造商。工厂拥有最先进的现代化生产

线，年产量达40万台以上。

目前，泰克威视生产的“硬盘录像机”、“监控视频卡”等系

列产品在国内已广泛应用于政府、公安、金融、电力、交通、医院

等领域。在海外，泰克威视产品销售遍及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硬盘录象机，监控摄像机，监控套装

展 位 号：9C06

公司名称：苏州莱能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张家港锦丰科技创业园 B01 栋 3 楼

电话：0512-56351671

传真：0512-56351623

邮箱：sales@lightlns.com

网址：www.lightlns.com

莱能士光电--汇聚行业精英，一直致力于高清镜头的研发、

生产及推广。公司自成立以来，每年投入大量的经费用于产品的研

发。

公司镜头产品有：高清变焦安防监控镜头、高清智能交通镜

头、高清机器视觉镜头、高清鱼眼镜头等。莱能士坚持打造高品

质、高性价比的镜头产品，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诚信、共荣、专业、创新”的苏州莱能士，以“品质至上、

信誉第一、追求卓越、永无止境”的公司经营理念，矢志成为全球

客户认可并信赖的国际知名镜头品牌。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智能交通&安防监控&机器视觉&鱼眼镜头 

展 位 号：9C07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龙岗区横岗六约六和路22号宝润发工业区5栋1楼

电话：0755-89730171

传真：0755-89731512

邮箱：2851571810@qq.com

安嘉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一批具有国内专业技术人员、研发团队

和网络精英所组成，年轻、富有活力，注定一开始就是一家成熟的

科技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安防芯片研发、安防服务和市场销售的

科技公司。

我们亦明知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抱负和责任，须以前瞻性的眼

光和精致的产品引导社会，提升民众的安全和生活品质，这也是安

防在社会进展过程中的根本任务所在。

我们遵循市场的机制，追寻科技的足迹，努力涉取现实生活的

需求，借鉴并融合诸多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运用创新的研发，让

产品处在业界前沿，满足你品质生活的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头，模拟摄像头，模组

展 位 号：9C07A

公司名称：深圳市锐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龙岗区坂田街道办杨美社区信挚工业园F栋6楼

电话：0755-82556661/81713882/81716882

传真：0755-82556660

邮箱：2355778090@qq.com

网址：www.rcm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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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锐驰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数字化、智能化移

动视频监控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多年以来一直

专注于车联网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公司产品主要有4G/3G百万高清

AHD车载录像机，4G/3G百万高清网络车载录像机，四/八路车载硬

盘/SD卡录像机，4G/3G单兵系统，高清车载摄像机，高清车载云台

等。作为专业厂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高品质产品和专

业的服务，并成为全球首家成功推出4G/3G AHD模拟高清车载录像

机的企业。目前在公交，校车，客车，出租，物流，船舶，移动执

法等行业都有大范围的应用，形成了一系列的无线移动视频的解决

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4G数字、模拟百万高清车载录像机、车载高清

摄像机、车载云台

展 位 号：9C07B

公司名称：海特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南山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C3-402

电话：0755-36889580-810

传真：0755-36889596

邮箱：laiyl@htoe.com.cn

网址：www.htoe.com.cn

海特光电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和中国科学

院半导体研究所在光电子器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合资组建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注册资本金为1亿元人民

币。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高清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9C08

公司名称：深圳市智慧威视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六路52号雪松大厦南门B座三楼3E01单位

电话：0755-86232388

传真：0755-26916188

邮箱：nicklin@sdp.com.hk

网址：www.smart-views.com

深圳市智慧威视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致力于推动中国保安监控

事业向科技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设在深圳这个监控视频行业蓬勃发展的城市。智慧威视是以监控摄

像机视频处理芯片、监控摄像机单板、1/3英寸一体化化摄像机和整

合方案等配套系列产品为主的高科技公司。拥有优秀的销售队伍，

专业的监控摄像机视频开发工程师和超强的监控摄像机产品开发、

整合综合服务的能力。公司内部结构科学高效，部门齐全能够为客

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头，LED大屏，DVR，NVR

展 位 号：9C09

公司名称：深圳市天视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科技园中区麻雀岭工业区M-6栋4楼3区

电话：0755-86376656

传真：0755-86375023

邮箱：hr2@tpsee.com

网址：www.tpsee.com

天视通是中国领先的网络视频监控解决方案和产品供应商。我

们不断致力于提升视频处理技术和通讯技术，在IP网络的视频处理

技术领域具备了核心竞争力。我们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网络监控产

品、技术解决案和专业优质服务，为客户持续创造最大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IPC及NVR模块

展 位 号：9C10

公司名称：深圳市乐视视频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1号路中运泰科技工业园2栋5楼

电话：0755-33258758

传真：0755-26832371

邮箱：vip@lsvt.com.cn

网址：www.lsvt.com.cn

深圳市乐视视频技术有限公司（LSVT）成立于1993年，是一

家专业从事视频产品研发、制造、销售的高科技企业。经过22年的

发展，LSVT的技术研发团队与美国、日本、韩国等研究机构建立了

紧密的合作关系，把握了国际市场上监控设备的最新技术，不断开

发了符合市场需求的高新技术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模拟摄像机，IP摄像机，视频传输器，数

字硬盘录像机

展 位 号：9C11

公司名称：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11号金融科技大厦A座13D

电话：0755-86677910-88856

传真：0755-86627160

邮箱：lihui02@thtfpc.com

网址：www.thtfcloud.com

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安防产品事业部，是“清华同方”云战

略的重要实践者。依靠强大的IT技术实力及多年来安防领域的经验

积累，公司将云计算技术和传统安防系统紧密结合，以云计算技术

架构为基础，开发出安全、网络、高清系列云安防产品、智慧云平

台及行业解决方案，并成为国内安防行业首家拥有安全加密特性高

清网络端到端设备的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视频类产品：IPC,NVR,解码器,管理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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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9C12

公司名称：东莞市迈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厦边永业一街迈视工业园三楼

电话：0769-89168899

传真：0769-89168891

邮箱：xiangyong8139@163.com

网址：www.maishicctv.com

东莞市迈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公共安全防范

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及行销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年

的发展，迈视电子积累了专业的制造技术与丰富的销售经验。公司

在与国际著名芯片安霸、SONY、海思、TI、镁光等公司合作与技术

支持下，建立了完善的服务体系，使公司在短时间内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公司拥有的MS迈视品牌摄像机，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发展

成为中国安防行业知名品牌，被众多系统工程商所采用并受到广泛

赞誉。迈视产品满足了不同行业、全方位的安全需求，得到了广大

客户的信赖与支持，产品已远销美国、

展 位 号：9C12

公司名称：东莞市金鳞羽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虎门镇沙角社区西湖路10号三楼

电话：0769-39006799

传真：0769-86098319

邮箱：jlyxc1818@163.com

网址：www.jinlinyu.com

东莞市金鳞羽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的前身即东莞市虎门金鳞羽电

子厂，成立于2005年9月，是一家专业从事生产、销售安防弱电线

缆的民营企业。是ISO9001质量体系和三C的认证企业。“龙鳞凤

羽，品质如金---金鳞羽”是公司创建以来一直奉行的品牌价值，

公司主要产品为“金鳞羽”牌视频、音频、五类、超五类网线、六

类、综合线以及各类电子线、电源线、电梯线、屏蔽控制线缆，广

泛应用于弱电系统工程。

主要产品信息：视频线，电源线，网络线，电梯线，电话线，

屏蔽线，控制线

展 位 号：9C12A

公司名称：深圳市特思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留仙三路1号安通达工业园5栋4楼

电话：0755-28180028

传真：0755-23460408-608

邮箱：10suns2007@163.com

深圳市特思威尔科技有限公司,是领先的车载音视频监控、

3G/4G/GPS监控、智能公交调度系统等系列产品专业供应商，是集

产品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TESWELLTECH(特思威尔)是公司的自有品牌，目前产品涵盖

车载硬盘、SD卡录像机、3G远程监控录像机、系统管理软件等系

列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公交、物流、执法车辆、押运车辆等诸多

领域；坚实雄厚的研发技术、资深的行业背景、及时的生产交货能

力、高效完善的售后服务，使公司快速跻身到安防、智能交通领域

一线产品生产厂商之列！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硬盘、SD卡录像机、3G远程监控录像

机、系统管理软件等

展 位 号：9C13

公司名称：深圳市亿安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太平洋安防市场2A25

电话：0755-83977775

传真：0755-83976116

邮箱：szyianda@aliyun.com

网址：www.yianda.com.cn

深圳市亿安达电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以拾

音器为主，集音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安防企业。公司

立足市场，从客户的立场及要求出发，不断研发出不同场合需要的

拾音器。客户的需求是根本，有新的需求才会有新的发展。本着质

量第一，技术先行的原则，公司逐渐形成了技术过硬的专业研发团

队，并致力于新音频产品开发和技术突破，力争用一流的产品和服

务来满足广大客户的需要。

主要产品信息：拾音器、防雷器、窗口对讲

展 位 号：9C14

公司名称：深圳市南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陂头吓社区诚光工业园A栋南士大厦

电话：0755-33952898-8802

传真：0755-27040086

邮箱：qf-xiao@nstech.com.cn

网址：www.nstech.com.cn

深圳市南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精密接插件及线

束于一体的专业厂商，成立于90年代初期，注册资金1500万元，拥

有“NSTECH”和“QN”品牌注册商标。

公司的突出优势在于研发能力雄厚，拥有大量的专有技术以及

行业内非专有技术，其中包括部分专利技术，因此公司还为很多客

户提供了培训及设计服务。

公司拥有一系列先进的加工和检测设备，如韩国产品全自动

FFC薄膜排线设备机组，中国台湾产集裁线、剥皮、打端子于一体

全自动端子机，大型卧式注塑机，精密自动冲床等，还包括各类成

套的性能、环保检测仪器和设备。

主要产品信息：可用于防水、防尘环境的系统供电及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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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9C16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视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民治民康路民兴工业区5栋5楼

电话：0755-29500188

传真：0755-29500213

邮箱：dowse@szdowse.com

网址：www.szdowse.com.cn

深圳市东视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国内安防产品研发

制造领导企业，系经认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东视电子专注于

安防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服务并提供前端、后端、软件管理

平台的整体解决方案。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现已实现产品的高清

化、网络化、智能化、系统化。公司每年将超过30%的利润投入研

发，现已获得多项专利证书。

主要展品信息：高清摄像机、网络摄像机、控制键盘

展 位 号：9C17

公司名称：深圳市捷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龙岗区坂田街道东坡路中坡电器工业园2栋

电话：0755-82946636

传真：0755-83731563

邮箱：wuyp@cnjabsco.com

网址：www.cnjabsco.com

深圳捷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集安防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一支综合素质高，经验丰富的专业

队伍，具有很强的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能力。通过不懈的

努力，业已打造网络视频、远程控制和 LED Array新型红外技术平

台，成为当前中国最具实力的安防视讯产品研发制造商之一。

由于技术实力雄厚产品出色，公司荣幸的受邀参与了“神舟6

号”和“嫦娥1号”的发射任务，受各方一致好评，获得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装备部及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的特别嘉奖。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摄像机，高清高速球，NVR，红外高清高

速球，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9C18

公司名称：深圳市微耐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坳背路15号2栋2楼

电话：0755-28722811

传真：0755-28722811-868

邮箱：cn@vinet.cn

网址：www.vinet.cn

深圳市微耐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于2004年，是中国领先的

安防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是中国重要的安防监控设备研发

及生产供应商之一，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通过科技创新来改善与提高人们的安全生活

品质，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安防监控产品、专业的行业解决方案与

优质的服务，为客户持续创造更大的价值。

微耐特制造IP高速球，SDI高速球，全景摄像机，混合数字矩

阵，IP矩阵，SDI矩阵，HDMI矩阵等产品，我们是“4D球”发明创

造者，开启全球安防监控球机无盲区监控。

主要产品信息：4D球、IP/SDI高速球、IP/HDMI/AHD数字矩阵

展 位 号：9C18A

公司名称：深圳市创卓越安防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办中兴路新塘工业园B栋4楼东

电话：0755-82447189

传真：0755-82411948

邮箱：camtek@camtekcctv.com

网址：www.camtekcctv.com

深圳市创卓越安防器材有限公司创始于2006年，经过多年的努

力，公司拥有了强大的技术研发力量、完善的质量保证手段、专业

的制造体系,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强、最专业的CCTV闭路电视监控产

品主流制造商之一。

公司总部设在深圳，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公司产品已远销

欧洲，北美，南美，东南亚等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模拟高线摄像机、网络高清摄像机、网络高清

硬盘录像机、网络视频服务器等。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硬盘录像机，监视器

展 位 号：9C19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讯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李松勨第二工业区

电话：0755-29948899

传真：0755-29948111

邮箱：nixinbiao@126.com

网址：www.szauxn.com

深圳市安讯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生产、研发，销售为

一体的安防，消防，装饰，通信专业线缆及特种数据电缆视频传输

控制线缆的综合股份制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屏蔽线系列、视频线、75欧50欧姆同轴电缆系

列、通讯电缆

展 位 号：9C20

公司名称：深圳市光网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大厦D座1003

电话：0755-3337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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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33376608

邮箱：pengyq@onv.com.cn

网址：www.onv.com.cn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首创，世界级领先智能PoE制造

商，13年专注安防物联行业，集网络供电与光通信产品研发、制

造、销售、服务为一体，总部位于深圳CBD车公庙泰然大厦，超过

2500平方米精细化工厂，设立在工业配套齐全的龙华森裕泰科技

园，产品远销5大洲30多个国家，提供遍布全球的分销网络和办事

处，为全球客户提供先进的整体传输解决方案及优质的产品与服

务，协助缩短企业上市时间，提升全球客户的市场竞争优势。

主要产品信息：POE交换机 光端机 光纤收发器

展 位 号：9C21

公司名称：广州全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萝岗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嘉源工业区三栋1~5楼

电话：020-62355288

传真：020-62355211

邮箱：info@cantonk.com

网址：www.cantonk.com/

广州全正安防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广州市萝岗区，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摄像头和DVR专业厂家，目前的产品范围

包括防水机，半球，子弹机，枪机，隐藏式摄像头，红外LED灯，

以及DVR，所有产品均通过CE,FCC,ROHS认证。 

公司拥有一流的生产线，SMT车间，顶尖的研发团队，以及严

格的QC流程。目前我司产品已畅销海外100多个国家.

公司内部强调科学化管理，全面推行CRM和ERP系统。研发团

队技术精湛，实现品质持续改进。公司的月平均产量超过8万台。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网络摄像机，高清摄像机，模拟摄像机，

DVR,NVR

展 位 号：9C22

公司名称：广州一视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玉树工业园C栋201

电话：020-82029880

传真：020-82029478

邮箱：info@acesee.com

网址：acesee.com

广州一视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是领先的监控产品生产商和解决

方案服务商。自2007年成立以来，作为中国最具主流的生产厂商，

一视安防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高品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服

务。 

公司以做”技术创新型”企业为主，坚持高质量、行业化、集

成化的发展方向，以一站式服务的品牌形象提供从售前到售后，从

硬件到软件的全线自主研发的安防监控产品，包括模拟摄像机、智

能球机、网络摄像机、数字硬盘录像机等一站式解决方案。公司正

在一如既往的坚持以领跑监控市场为己任，坚持走产品多元化， 技

术专业化， 营销全球化。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监控摄像机，数字硬盘录像机

展 位 号：9C23

公司名称：深圳市强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福民社区福前路88号1栋1楼

电话：0755-84165870

传真：0755-84165850

邮箱：xqq@qiangmei.cn

网址：www.qiangmei.cn

强美科技依靠先进的理念、完美的品质和高效的服务缔造了

VINO（威诺）品牌，常规监控设备的方案选用和生产测试均极为严

格，纳米隐形雨刷等技术在产品辅助功能中的应用更凸显了产品的

高性价比。公司率先自主研发的防爆红外摄像仪解决了单体防爆摄

像仪在无照明环境下的监控难题，更体现了强美科技“精益求精，

服务客户”的创新理念。

主要产品信息：防爆护罩，防爆摄像仪，防爆红外摄像仪

展 位 号：9C24

公司名称：深圳市昱鑫共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姆士监控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坂田吉华路金鹏工业区7栋3楼

电话：0755-86958155

传真：0755-89501513

邮箱：wow@vip.163.com

网址：www.camstar.com.cn

美国卡姆士国际有限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阿普兰市，是视

频监控录像和安防设备研发和生产的全球领先公司。我们致力于生

产用于各种不同环境和场合的视频监控摄像设备、全数字录像机和

IP安防解决方案。公司本部设有独立的模具设计中心、模具精加工

中心、摄像机方案研发中心、IP网络的网络摄像机研发中心、嵌入

式录像机研发中心。卡姆士监控产品100%源自美国本土开发。力

求为全球安保提供优秀的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模拟产品，百万网络监控产品

展 位 号：9C25

公司名称：深圳市希恩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民兴工业园

电话：0755-8372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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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83721505

邮箱：sales001@cnctec.cc

网址：www.cctvcase.com

深圳市希恩希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产品-摄像机外壳，塑

胶半球外壳，一体化防水机外壳，防暴半球外壳，塑胶五金支架

等。公司现有规模：塑胶注塑部，五金压铸部，模房部，数控车

间，机加车间，抛光车间，喷油车间。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外壳

展 位 号：9C26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顺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宝安西乡固戍东财润丰工业园B栋6楼

电话：0755-27539981

传真：0755-27539981-999

邮箱：13790116256@163.com

深圳市安顺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的科

技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安防监控产品，产品有前端监控摄像机、后

端中央处理器等.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作为一家现代化的科

技有限公司，我们在全国各地建设强大的营销服务网络，同时产品

远销海外60 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网络遍及世界各地。

公司成立以来，一直将创新和高品质作为永远的追求和核心，

以开发、制造、销售最可靠的、最有创新设计的产品为己任，力争

为客户源源不断的提供优质专业的产品和服务并源源不断德德创造

价值。多年来，我们自主研发的多项产品获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监控、智能监控

展 位 号：9C27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柯达视通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龙岗区坂田龙壁工业城5栋6层

电话：0755-84190020

传真：0755-89605915

邮箱：1399926829@qq.com

网址：anked.com.cn

深圳市安柯达视通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为一体的安防产品专业制造商。主要系列产品有：安柯达彩色

摄像机、红外一体机、智能球机、高清网络摄像机及高清网络硬盘

录像机等，始终坚持以卓越的技术和服务为合作伙伴提供优良产品

及解决方案。

安柯达拥有高素质的研发团队，经验丰富的技术服务部门。 公

司秉承“以市 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以“诚信、

团结、激情、超越”为宗旨，随时随地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与

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网络摄像机、模拟摄像机、网络硬盘录像

机

展 位 号：9C28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立信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西乡凤凰岗第三工业区B3栋5楼

电话：0755-61190735

传真：0755-61190737

邮箱：sale18@anrecson.com

网址：www.anrecson.com

安立信成立于1998年，总部坐落于深圳宝安区，是中国行业液

晶专显设计应用的老牌企业。如今，中国众多领域的国防，证券交

易所、交通控制中心、广播系统、军用、城市广场、小区，公共场

所，购物场所、银行、学校，医院以及特殊环境的等。品质卓越，

尊贵高端的安立信品牌已经成为中国追求完美生活的重要象征。 

安立信对产品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品质，不断进步，先后

取得了“CCC”、“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认证”“CE”、

“FCC“ROHS”“产品环境测试报告”“湖北省安全技术防范产

品销售登记证”等等。

主要产品信息：液晶监视器 工业显示器 医用显示器 液晶拼接

展 位 号：9D01

公司名称：广州市九安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横岭工业区3路9号

电话：020-22275999

传真：020-22647897

邮箱：zhenfeigao@juanvision.com

网址：www.juanvision.com/

广州市九安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的视讯监控产品及解决

方案提供商.自主研发、设计、生产的设备包括无线套装、三合一

AHD、IPC、NVR、DVR、工程宝、医疗分析仪等多个系列数十个品

种，P2P、云服务等网络技术领先业内同行，已通过欧盟CE、美国

FCC等权威认证。

九安光电拥100多人的研发团队，多项软、硬件研发成果已获

得国家专利，对行业和社会产生了积极长远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行业的发展。公司拥有中速、高速贴片机多台，生产线多

条，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

九安光电，您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套装、三合一AHD、NVR、TVI、DVR、

IPC

展 位 号：9D02

公司名称：旗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20楼

电话：0755-89822999

传真：0755-898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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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sofia@qihan.cn

网址：www.qihan.cn

旗瀚是领先的安防设备和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经国家工商

总局批准注册的国家级企业。我们拥有热诚的员工和强大的研发能

力，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供安防设备、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与

合作伙伴开放合作，围绕客户的需求持续创新，全力帮助客户商业

成功。并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不断为人类的安全做贡献。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产品、物联网智能家居设备

展 位 号：9D03

公司名称：深圳市嘉河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布龙路大浪石观工业区安丰工业园B2栋5楼

电话：0755-29020375

传真：0755-28063166

邮箱：szjahe@163.com

网址：www.szjahe.com

深圳市嘉河天成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行业显示设备研发，制造

和生产的领军企业，公司始终着眼于为客户提供最高端，最专业和

最优秀的高端图像处理技术，先后于2005年推出首款基于MAST!” 

为技术平台的液晶监视器，为满足高清视频监控领域对后端显示设

备系统高品质影像的苛刻要求，凭借多年在专业行业显示领域的经

验积累广泛应用于金融，司法，政府，军队，交通，煤矿，教育，

大型国有企业和能源化工等行业.

主要产品信息：液晶大屏拼接、液晶监视器、多媒体触控一体

机、楼宇广告机

展 位 号：9D04

公司名称：深圳市慧视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贝尔路坂田高新技术工业园北座4楼 

电话：755 28364266

传真：755 28367713

邮箱：sales@hscctvcn.com

网址：www.hscctvcn.com

深圳市慧视电子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

技企业，主要产品是摄像机模组。我们已经研发并生产了多种CCD

模组/CMOS模组/AHD模组/CVI模组/TVI模组/IPC模组，产品所用关

键元器件均选自日本、欧美等国家，从而保证质量稳定可靠、性能

优良.您的满意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将不断的开发新的高质量的产

品，满足您的研发级的个性化需求并为您提供完善的售前、售中、

售后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机主板、OEM摄像机

展 位 号：9D05

公司名称：深圳市本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新联社区嶂背工业区园湖路横二巷13号10栋厂房

电话：0755-86114502

传真：0755-86114509

邮箱：lxd@beieot.com

网址：www.beieot.com

深圳市本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CCTV闭路视频监控

产品及周边控制设备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科技企业，集产品设

计、生产、销售及专业售后服务为一体。

公司主营产品：智能高/中/低速球，红外球机，迷你高速球系

列，红外高速车载云台，工程宝系列，多功能控制键盘等产品。

公司产品已通过了公安部产品质量检测、CE认证、FCC认证

等，产品销售遍布国内外，产品远销欧洲、中东、美国、英国和巴

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高清球，红外球机，工程宝，红外高速车

载云台，控制键盘

展 位 号：9D06

公司名称：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639号

电话：0571-88081894

传真：0571-86695600

邮箱：xueshengyue@dali-tech.com

网址：www.dali-tech.com

大立科技是于1984年成立的浙江省测试技术研究所改制而成的

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股票于2008年2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02214)，是国内红外和安防系统国内A股首

家上市公司。

公司专业从事非制冷焦平面探测器、红外热像仪、红外热成

像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多年稳健的发展，从研究所成长

为具有较强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且经营业绩稳定增长的上市公

司。目前，我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红外热像产品

生产厂商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热像产品

展 位 号：9D07

公司名称：深圳市英特安防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凤凰路2号万利科技园三期B座5楼

电话：0755-82715036

传真：0755-82715003

邮箱：wujie@cninter.com.cn

网址：cnint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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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特安防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供-产-销一体化的专业

安防集团化企业，在全国22个省市设有分支机构，并在湖南岳阳建

有现代化安防科技产业园。英特安防多年来致力于安全技术防范领

域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产品涉及安全技术防范领域中

的防盗报警、闭路监控、视频传输等多个方面。英特安防秉承“相

互了解、相互帮助、相互发展”的企业理念，提供全面高品质的安

防产品、设计、工程与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防盗报警、闭路监控、光纤通信

展 位 号：9D07

公司名称：南京英安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1号白下高新区创新园孵化区060室

电话：025-68202080

传真：025-68202060

邮箱：nj@inanter.com

网址：www.inanter.com

作为一家集公共安全防范系统产品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

科技型企业，南京英安特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在近20年发展历程中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业绩。

英安特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产品开发与创新理念，以国际

化的产品质量标准为目标，为用户提供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与

服务。2005年，英安特率先提出基于IP网络传输报警的整体解决方

案，实现了基于电话线、网络、GSM通信三种传输资源的整合，成

为业内第一家推出一体化多网络传输报警控制主机的厂商。

主要产品信息：报警控制器、可视化报警视频复核主机、接警

机、综合安防集成平台

展 位 号：9D08

公司名称：AEVISION-深圳市毅安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厦村社区冰塘山工业区三号厂房1-5楼

电话：0755-28749880

传真：0755-28751242

邮箱：yianvision@126.com

毅安威视（YIANVISION）专业致力于全高清网络视频监控技

术的研发与创新，面向全球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专业的解决方案

和最全面的技术服务，持续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毅安威视提倡

技术创新、大大降低高清网络视频监控方案的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

及安全性保障。

毅安威视拥有庞大的独立研发团队、专业的生产设备、完善

的售后服务系统，在业内有着独到的研发实力和自主创新的核心技

术，针对数字安防企业的应用趋势在高清智能领域拥有持续的创新

能力，提供高清视频一系列的多行业的应用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机、硬盘录像机

展 位 号：9D09

公司名称：深圳市金鼎威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上雪科技园东区八号E栋二楼东

电话：400-0000-701

传真：0755-28189739

邮箱：2850588976@qq.com

深圳市金鼎威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一个视频监控行业中为

数不多的同时拥有硬件和软件研发实力的专业视频监控厂家之一。

公司一直致力于无线摇头机、高清摄像机和硬盘录像机的开发和生

产，在硬件设计、驱动开发、视频编解码、，网络视频传输等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银行、公安、证

券、军队、电力、家庭、商场、企业、服务业、政府部门和教育机

构等多个领域。通过对技术和产品的持续领先和不断创新，本公司

最新自主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宏视云远

程视频网络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提供从视

主要产品信息：V380无线摇头机、V380主板、网络硬盘录像

机、AHD  

展 位 号：9D10

公司名称：南京荣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新模范马路66号南京邮电大学物联网科技园8楼

电话：025-83535168

传真：025-83535170

邮箱：mc@rftracking.net

网址：www.rftracking.net

南京荣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为公安、司法监管

场所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的专业型高科技公司。公司围绕监管工作

需求累计研发出三大类、十余种产品，涵盖了监所安全和信息化

管理等多个方面。 其中“外出押解系统”及“物联网区域管理系

统”等多项产品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电子脚扣系统”通过了

《GA443-2014》标准的检测 成为公安部指定用于外出就医和投牢

的专用技防系统。

荣飞科技立足于监管信息化，以“专注、专心、专业”的态度

为监管用户和合作伙伴提供真诚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电子脚扣系统、远程会见系统、物联网区域管

理系统、安防信息平台

展 位 号：9D11

公司名称：成都华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软件园C区10座6楼

电话：028-86030888

传真：028-85335435

邮箱：jq.zhong@huamai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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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uamaitel.com

成都华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技术领先的以实时音视频为

基础的物联网智能综合应用方案供应商。专注于视频物联网的智能

化、可视化应用领域，跨界融合安防、IT通信、物联网、移动互联

网多个行业和领域。创造了含第一个P2P视频管理平台在内的13项

业内第一，对研发的所有产品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公司始终坚

持高清化、智能化、行业化、集成化的发展方向，为政府、电信、

公安、交通、能源、教育、金融以及大型企业提供以实时音视频服

务为基础的综合性物联网智能应用解决方案，以及配套的优质服务

和技术支持。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高速球、网络视频服务器、卡片机、防水

枪击、红外半球

展 位 号：9D12

公司名称：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鹤洲恒丰工业城C3栋2层

电话：0755-27364977

传真：0755-27364601

邮箱：xiaoxiao.yao@keweitai.com

网址：www.keweitai.com

深圳市科卫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国内应急指挥和无线移动视

频传输领域的领导者， 致力于无线移动视频传输系统、多旋翼无

人机系统及无线网络传输产品的研发、生产与应用。科卫泰成立于

1997年，总部位于深圳，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科卫泰基

于多年在无线通信、视频编解码等领域的技术积累，在专业微型无

人机相关研发与制造领域持续发力。 科卫泰建立无人机加工生产车

间，生产碳纤维复合材料、无人机及其相关配件等产品，我公司生

产的多旋翼无人机性能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先后在反恐、实战、

应急救援、维稳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主要产品信息：先进多旋翼无人机系统、应急指挥无线移动视

频传输系

展 位 号：9D13

公司名称：深圳市乔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镇章阁社区志扬科技园

电话：0755-89314991

传真：4008266163-808 61

邮箱：756626519@qq.com

网址：www.qacctv.com

乔安科技——网购监控领导品牌，经过八年的发展，现已成为

一家集监控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面向全球提供

优质安防产品的现代化民营高科技企业。自公司成立以来，以其精

良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和赞许，并荣获了

最高等级“AAA级信用企业”、安防行业百强优质供应商、慧聪安

防百强、中国平安城市建设推荐优秀安防产品、智慧城市建设推荐

品牌、广东省优秀安防企业、中国安防产品质量信得过企业、中国

安防产业百强企业奖等荣誉称号。

主要产品信息：网络摄像头、高清模拟摄像头、智能家居、硬

盘录像机

展 位 号：9D14

公司名称：深圳成光兴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章阁老村168号宝观科技园B栋

电话：0755-61899796

传真：0755-61899639

邮箱：szcgx850@szcgx.com

网址：www.szcgx.com

深圳成光兴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LED红外器件及

应用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立足于LED红

外发射和接收器件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安防监控、光学传感和触

控等产品市场。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4001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成光兴拥有业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和可持续研发

能力。  “敬业、诚信、创新、笃行”的成光兴，以成为全球最具

综合竞争力的全系列红外光电器件供应商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创新产品满足客户需求，为广大国内外LED应用产品制造企业

打造最优质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发射管、红外模组和光敏接收管

展 位 号：9D14A

公司名称：深圳市兰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街道工业东路利金城科技工业园8栋3楼

电话：0755-89392856/8

传真：0755-22705858

邮箱：tina@lanstar.net

网址：www.lanstar.net 

深圳市兰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一直专业从事

“周界安全防范系统”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始终遵循“用

心做好每一件事”的原则，以优质的产品及热忱的服务回报广大

国内外用户的长期支持与信赖.公司系统导入CRM客户关系管理软

件、财务软件等自动办公系统，严格品质管理，努力提升效率，降

低成本。公司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认证体系，主要产品通过了

欧洲CE认证及中国公安部CMA认证。

产品广泛应用于小区、别墅、变电站、水厂、烟草库房、学

校、工厂、政府机关、养殖场、牧场等非强制场所及看守所。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脉冲电子围栏系统，智能高压电网，牧场

能量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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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9D16

公司名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199号

电话：0551-65391747

传真：0551-65391000

邮箱：2335496591@qq.com

网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1965年建于贵州，

1988年底整体迁建合肥市，是国家一类研究所。

经过40多年的探索和追求，中国电科38所已发展为集研究、开

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电子信息高科技、集团型研究所，拥有国

际水平的设计研发平台，精良完备的电子制造平台、国内先进的电

子测试、试验平台，具备了从事电子信息技术和系统工程的强大综

合实力。

40多年来，共先后取得150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国家级、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100多项，多项成果填补国内空白、居于国际领先地

位。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视频浓缩系统、卡口、电子警察、雷达超

速抓拍系统

展 位 号：9D17

公司名称：深圳市红太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下湖社区下围工业园28栋5楼

电话：0755-82776701

传真：0755-28778541-818

邮箱：sales@cctvpowersupply.cn

网址：www.cctvpowersupply.cn

深圳市红太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专注于研发，生

产和销售安放电源，工厂通过了ISO9001:2008认证，产品通过了

UL,CE,FCC,GS,CB,ROHS,SAA。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电源

展 位 号：9D18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纳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宝安区福永镇重庆路安达工业园4栋3楼

电话：0086-755-23706700

传真：0086-755-27330546

邮箱：sales@szhi-net.com

网址：www.szhi-net.com

深圳市海纳时代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深圳市经济特区, 是一家

集生产、开发、销售为一体的专业设计、制造网络交换机的公司，

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自成立之日，海纳时代一直致力于

二层，三层交换机，POE交换机以及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等网络交换

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以及销售。本着“

质量求生存，技术求发展”的产品方针，海纳时代以优质的产

品奉献于客户，以合理的价格让利于客户，以更多的新产品满足于

客户，以良好的信誉和完善的服务取信于客户。

主要产品信息：POE交换机，网络交换机，安防电源，POE中

跨，POE分离器

展 位 号：9D19

公司名称：深圳市优冠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甘李路巨银科技工业园E5栋6楼

电话：0755-28094646-804

传真：0755-28181546

邮箱：sales1@ugcctv.com

网址：www.szugcctv.com

深圳优冠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视频监控产品的

制造商，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以高新技术为根

本；以开拓、创新为动力；以诚信、服务为经营理念；以产品质量

为生命；为客户提供高效、智能、稳定、安全、负责的优质产品和

一流的服务.我们热忱欢迎各界朋友与本公司建立产品代理及OEM/

ODM等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主要产品信息：高速球型摄像机

展 位 号：9D20

公司名称：东莞市讯利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虎门树田树安工业区

电话：0769-85223415

传真：0769-85106050

邮箱：hu980love@163.com

网址：www.afxlw.com

东莞市讯利实业有限公司位于世界制造基地-广东省东莞市，

是一家集专业研 发，生产销售安防线缆，智能弱电线缆，综合线

缆，电梯线缆，综合布线，通讯线缆，航空航天线缆，电器电子

连接用线缆，控制线缆，高温线缆，消防线缆等综合性电线电缆企

业。

主要产品信息：电线电缆

展 位 号：9D22

公司名称：深圳市力维登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朗山二路7号富裕顶大厦3楼306

电话：0755-86065500

传真：0755-83152783

邮箱：steven@sparklete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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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sparkletech.cn

深圳市f科汇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企业，集团总部位

于“深圳”是一家专业音视频智能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和产品

渠道商，专注于智能系统集成、音视频会议系统集成、软硬件视频

会议系统集成，和国际知名企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现代理德国

BOSCH、美国Elvis、美国Honeywell 等品牌。主营业务：专业的应

用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专业的编解码器提供商， 嵌入式系统

及硬件设计、软件开发， 嵌入式开发社区的领导者，Web应用  网

站建设  APP开发  移动应用设计

主要产品信息： Videonet智能平台，HD CCTV

展 位 号：9D23

公司名称：深圳市红旗电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福海大道西新和新兴工业园二区二栋

电话：0755-27347783

传真：0755-27347791

邮箱：redbanner@163.com

网址：www.szredbanner.com

深圳市红旗电工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弱电线缆产品的

集研发、制造、营销和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科技企业。主要产品有

电源、讯号控制线缆；安防监控、广播音视频线缆；综合布线及网

络通信线缆以及高端装备专用线缆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楼宇建

筑工程；工业自动化；电源照明和弱电信号控制系统、公共安防闭

路监控、舞台音视频控制系统、广电三网合一系统以及酒店、办公

楼、学校、医院等远程会议、多媒体教学等多功能综合布线工程。

主要产品信息：电源、讯号控制、监控线缆；网络综合布线及

高端装备专用线缆。

展 位 号：9D24

公司名称：深圳市赛诺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雪象中浩工业区C5栋

电话：0755-89538001

传真：0755-89538009

邮箱：sales@sncctv.net

网址：www.sncctv.net

赛诺威视是领先的CCTV视频监控安防产品及行业解决方案提

供商。

公司以产品研发为基础，生产质量为根本的经营理念，通过

CE,FCC体系认证。 产品畅销世界多个国家地区，并为国内外合作

伙伴提供OEM、ODM等合作，产品致力于向公安、金融、工厂等

各大场所提供最好的产品与服务，赢得业内人士的高度赞誉。将通

过不懈的努力，实现视频监控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集成化的美好

生活。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摄像机, 红外智能球机，红外一摄像机

展 位 号：9D26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利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观澜镇横坑村河东工业区407号

电话：0755-88835165

传真：0755-29803172

邮箱：mary@ccdy.com.cn

网址：www.dongyaoptics.com

深圳市凯利光电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光学元件设计加工、光学设

备生产制造、半导体视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在

光、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领域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自1999年9月组建以来，我集团一直以“创高科技品牌，建国际企

业集团”为宗旨，形成了“光学机械、光学元件、光电半导体”三

大高科技支柱产业和以光机电产品出口为主导的生产基地。时至今

日，集团的光学元件加工能力和芯片封装能力已均居于全国首位，

并成功地将“东亚”这一品牌和自有技术拓展到其他高新技术产品

领域。销售网络遍及全国各地以及美国、

主要产品信息：光学镜头、光学元件

展 位 号：9D27

公司名称：深圳市视界之龙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南方国际广场D栋507-508室

电话：0755-23975366

传真：0755-23975399

邮箱：safely@safely-cctv.com

网址：www.safely-cctv.com

深圳市视界之龙电子有限公司是专业的智能球制造商，公司

自有的产品品牌是SAFELY（视威龙），公司拥有专业的科研开发

中心，汇集光机电等国际顶尖研发工程师，斥巨资用于研发投入，

致力于高端图像采集、处理、显示的核心技术开发及自主创新；公

司拥有一支稳定、专业、高素质的技术服务及市场开拓队伍，专门

从事智能球形摄像机研发、生产，可为客户提供一条龙服务，是美

国、欧州、澳洲、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地区众多安防公司的定点供

应商，产品全部通过中国公安部安全与警用设备检测中心的检测。

主要产品信息：激光球、车载云台、跟踪球、红外高速球、红

外变速球、迷你球

展 位 号： 9D28

公司名称：厦门神州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软件园二期望海路51号三楼

电话：0592-5057925

传真：0592-5057952

邮箱：2234230056@qq.com

网址：www.sz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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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神州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音视频压缩技术研

发的高科技企业，以国内领先的独有的压缩算法及完善的3G远程监

控平台软件解决了ADSL网络条件下多人多点稳定访问的世界安防

业难题。现拥有数百人的研发、营销和服务团队，其中50%为研发

人员。

神州鹰曾获创新中国全国总冠军并授予“创新之星”最高荣

誉，并受邀参加“财富全球论坛”。目前，神州鹰拥有红杉资本、

真格基金、和通投资、高通中国四大顶级投资机构联合投资，与联

想、电信、联通、移动融洽合作，发展了700多家签约代理商，服

务近1500家企业和上万家门店。

主要产品信息：手机远程监控综合应用管理平台、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9D29

公司名称：深圳森虎科技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秀路1-1号华强云产业园

电话：0755-82267833

传真：0755-82263733

邮箱：sales@samhoo.com.cn

网址：www.samhoo.com.cn

深圳森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在福田区注册成立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双软企业，是一家全球成功的专业无线

集群通信解决方案和设备供应商。产品和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公共

安全、机场码头、应急救灾、消防防化、公共事业、交通运输、控

制监控及商业领域等。

主要产品信息：手持终端对讲机sph6000系列  spm6000系列  

展 位 号：9T01

公司名称：深圳市智显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路上雪工业区东区7号D栋4楼

电话：0755-89356766

传真：0755-89502989

邮箱：2355251252@qq.com

网址：www.szzhixianda.com

公司秉承“优品、服务、价值”的宗旨：以商会友，诚信合

作，诚心待人，双赢为目的！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显示器，监视器，触摸显示，工用金属显

示器

展 位 号：9T03

公司名称：惠州市威德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龙湖开发区

电话：0752-2367600-823

传真：0752-2363839

邮箱：sales05@vdson.com

网址：WWW.VDSON.COM

惠州市威德盛科技有限公司（威德盛） 成立于2003年，公司

地处珠江三角洲，坐落在风景秀丽宜居宜业城市-惠州。公司自成

立以来致力于研发、生产和销售高品质开关电源及控制器产品，

公司现已发展成为拥有员工1000余人，占地面积30000m2，建筑面

积60000m2的中型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现有子公司威德盛实业公司

（香港），威德盛（惠州）电子有限公司，无锡威德盛电子有限公

司，东莞兴泽电子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电源、智能楼宇系统电源、工控电源、

LED驱动电源

展 位 号：9T05

公司名称：深圳市明日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李朗大道甘李工业园深港中海信科

技园栋C5层-B6层

电话：0755-33288557

传真：0755-33288563

邮箱：yangf@mingricctv.com

网址：www.mingricctv.com

深圳明日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2002年，注册资本一千万，是

一家规章制度健全、发展前景广阔，拥有最新技术开发实力、专业

化、规模化的视频生产厂家。公司总面积占地约六千平米，办公设

备齐全、工作环境舒适并拥有独立无尘生产厂房，公司先后推出了

系列高清、网络、智能的安防前端设备及标清、高清视频会议摄

像机。所有产品先后通过了中国公安部权威检验以及CE、FCC、

EMC、RoHs等多种安全认证，并实现规模化生产。

主要产品信息：会议摄像机系列及高清、网络、智能的安防前

端设备

展 位 号：9T06

公司名称：深圳市威富安防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凤凰岗社区宝田一路336号科谷科技园

电话：0755-27581533

传真：0755-27581023

邮箱：wavewisdom@wavewisdom.com

网址：www.wavegroup.com

深圳市威富集团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创建于2001年。威富

经过十多年的锐意进取，持续创新，已发展为以移动通信、应急通

信、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车牌识别技术应用、云计算、新材料等领

域为重点格局的集团公司。       

威富安防，是威富集团旗下子公司，一家专业从事生物识别技

术及相关智能产品研发应用的公司；专注于智能主动安防、智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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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城市的整体解决方案及行业安防的整体解决方案。我们向客户提

供的是一站式服务。只要客户提出要求，从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到最后的售后服务，我们都会有专人对接。

主要产品信息：人脸识别门禁设备，车牌识别系统，摄像机，

多媒体产品

展 位 号：9T08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新和二村吉安泰工业园5栋3楼

电话：0755-81781220

传真：0755-23031331

邮箱：xiaoshan332199@126.com

网址：www.antaivision.com

深圳市安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制造和销售DVR产品的科

技型企业。分别在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建立了现代化的SMT工厂,

并已经获得 ISO9001和 ISO2000 认证,因此, 我们可以提供具有充分

质量保障的产品，以满足广大顾客的高品质低价格的需求。

主要产品信息：硬盘录像机 网络摄像机 

展 位 号：9T09

公司名称：北京腾龙视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知春路碧兴园2号楼1505A

电话：010-51735184

传真：010-51735184

邮箱：bjtlv@126.com

北京腾龙视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安防产品的销售和

售后服务的企业。 

我们的企业精神是诚信、团结，经营的原则是速度、服务。 

针对公司的性质，我们把服务作为企业成功的关键，从给客户提供

适合的、满意的解决方案，到真正让客户拥有合乎其想象的使用系

统，公司始终贯穿了”服务客户”的经营理念，即从需求分析、系

统设计、方案确定、客户培训、售后保障等各个环节出发，一直力

争提供坚强、及时的技术保障，良好、完善的贴切服务，努力在客

户及市场中赢得最佳的信誉。 

主要产品信息：日本精工镜头，韩国CNB摄像机

展 位 号：9T10

公司名称：深圳市易甲文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留芳路6号庭威产业园3栋4楼F区

电话：13632731636

传真：0755-86019266

邮箱：hehailan@icarvisions.com

网址：www.icarvisions.com

深圳市易甲文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车载视频监控为主导，以

技术研发为核心，集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和系统整合于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研发团队有着10年车载DVR研发经验，具有业内领先的核

心技术和自主研发能力。公司致力于车载硬盘录像机、车载SD卡录

像机、3G视频部标一体机、车载专用摄像头、3G单兵系统、视频

综合平台、中心管理软件等全线监控产品及解决方案。

 易甲文会一直遵循以客户为中心，技术为前提的理念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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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位 号：9T11

公司名称：深圳市大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上围村金倡达工业区K栋6楼

电话：0755-85225315

传真：0755-85225313

邮箱：tonylee@dcdvr.com

网址：www.anyworld.com.cn

深圳市大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专注于民

用安防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公司。公司生产的一系列一

体化硬盘录像机，集显示屏与录像功能于一体，多年来我们坚持走

自主创新的路线，实现了广大民众对安防产品的美观，实用，耐用

的要求，得到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评价与认可。

公司本着服务广大合作伙伴为宗旨，视质量为公司的命脉。

着眼于未来，定位于现在，不断在产品研发上投入大量的精力与财

力。

我们谨尊我们的价值观：客户利益最大化，让我们在安防不断

发展的道路上，携手并进，创造安防更美好的生活。

主要产品信息：民用安防一体式硬盘录像机

展 位 号：9T12

公司名称：上海趋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55号6号楼702B室

电话：021-60271778

传真：021-60271776

邮箱：xiajing@truthvision.cn

上海趋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上海紫竹科学园区海创基地引入

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及产品研发的创新型科

技。

“人工智能，感知世界，服务社会”是趋视公司的愿景。公司

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个人消费品、移动互联网以及企业安全等多

个领域，致力于让每个企业、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人工智能技术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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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工作模式及全新生活体验。

在企业安全领域，公司推出了智能行为分析系统、智能视频

客流分析系统以及最佳人脸捕获系统；在个人消费领域，公司将在

无人驾驶汽车及手机人脸支付方向投入大量研发，全力打造一流产

品。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视频行为分析、视频人脸捕获与识别，汽

车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展 位 号：9T13

公司名称：北京智慧仓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号院5号楼1118室

电话：010-62410836

传真：010-62410836-808

邮箱：474422970@qq.com

自2001年起，北京智慧仓存储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存储技术研

发，是国内率先研发出磁盘阵列核心技术的厂家，致力于光纤通道

技术在存储上的应用，具有光纤通道技术的软硬件自主知识产权。

公司致力于通过创新改变安防存储，促进行业技术升级。从而让广

大安防客户享受更低的成本(比IPSAN成本降低50%以上)，更稳定的

系统。

主要产品信息：存储设备：智慧仓光纤磁盘阵列

展 位 号：9T13A

公司名称：86安防网

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星沙街道蝴蝶谷3栋3306

电话：073186290555

传真：073186290555

邮箱：2853677806@qq.com

网址：www.86afw.com

86安防网是一家安防产业B2B服务平台，在工程商和生产商之

间充当着桥梁的作用，既可以让生产商的安防产品获的推广，也能

给工程商提供更好的采购平台。我们为安防供应商和工程商找最具

有价值的合作伙伴。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资讯网站

展 位 号：9T14

公司名称：福州灵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铜盘大道89号软件园C区3区3号楼106-101室

电话：0591-88076066

传真：0591-88078066

邮箱：13774550321@139.com

网址：www.lingxin-tech.com

福州灵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主要从事无线信号

侦测屏蔽系统研发设计、通信网络规划、通信网络设计、通信网络

优化、通信技术咨询、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增值业务开发等相

关方面电信服务，业务范围涉及福建、广东、广西、河北、山西等

多个省市，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工程经验

和专业服务，与通信领域多家网络运营商及设备和服务提供商建立

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成为多个知名电信设计院、电信科研

院、系统集成商的重要合作伙伴。

主要产品信息：手机信号屏蔽器、信号侦测器、wifi屏蔽器

2楼大厅参展企业

展 位 号：2001

公司名称：上海骏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定东路200号4号楼512室

电话：021-35030711

传真：021-35030710

邮箱：lx@junyufr.com

网址：www.junyufr.com

上海骏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型高科技IT企业，公司集

聚了大量的高端研发人才，同时吸引的大量的海外归国精英的加

盟，骏聿科技的主要技术人员在物体跟踪识别领域均有超过十年的

研发经验，拥有三项在美国、日本的发明专利，十二项国内专利；

公司致力于图像识别及人体生物特征识别核心技术研究、应用产品

开发及市场推广，和产品研究，成立至今已和多家单位合作。

主要产品信息：人脸识别、图像识别

展 位 号：2002

公司名称：北京文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银谷大厦1609室

电话：010-62800286

传真：010-62800256

邮箱：marketing@wintone.com.cn

网址：www.wintone.com.cn

北京文通科技有限公司是享誉国内外的OC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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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清华大

学的携手合作过程中，文通科技成功地将”国家863计划”项目成

果——”文字图像识别技术TH-OCR”产业化，真正实现了TH-

OCR技术与市场应用的完美结合。

主要产品信息：文通快号通高清车牌识别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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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2005

公司名称：东莞市特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青皇工业区葵青路特旺科技园

电话：0769-82139001-820

传真：0769-82139011

邮箱：lyz@tw-scie.com

网址：www.tw-scie.com

东莞市特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光纤通信产品的研

发、生产、加工、销售及网络工程为一体的并拥有自主进出口权的

高科技企业。公司研发、生产、经营的主要产品有光纤、光缆、光

纤收发器、光纤模式转换器、光纤 MODEM、光分路 器、光交换

机、光纤连接器、光缆终端盒、网络布线柜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通

信、电力、铁路、部队等相关部门，出口远销法国、印度、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国。

主要产品信息：optical fiber cable

展 位 号：2006

公司名称：深圳市柯耐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北环路A栋三楼

电话：0755-83932070

传真：0755-83931669

邮箱：szcnt@szcnt.com

网址：www.szcnt.com

深圳市柯耐特（SZCNT)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2年，是国内

研制，生产电连接器的专业制造商，自创建至今，公司一直致力于

研究国际先进的电连接器技术，拥有雄厚的产品研制技术力量，独

特的加工工艺及科学的管理手段，精密的制造和测试设备。

主要产品信息：推拉自锁连接器

展 位 号：2007

公司名称：富视贸易（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福民福前路96号B栋6楼

电话：0755-27971462

传真：0755-27189132

邮箱：annie@fsatech.net

网址：www.fsatech.net

富视是一家综合型的安防线缆公司.我们所拥有电线研发,生产,

销售一条龙非产业模式.主要应用于建筑布线,安防监控,汽车电子,网

络通讯设备等领域.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保障与良好的服务是我

们一贯宗旨.

本公司严格按照ISO9001-2008的标准组织生产及科学化管

理.精密的仪器设备包括:押出机,拉丝机,导体电阻仪,火花测试仪,印字

轮,高速编织机,并丝机.缠绕机.拉力测试机.投影机.自动焊接机.高效

注模机等等.并拥有一支自主研发设计的高素质技术队伍.质检部门

将严格控制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的安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线材、双绞线、工程宝、连接器 

展 位 号：2008

公司名称：深圳市柯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凤凰村华源工业区A栋3C楼

电话：0755-26606449

传真：0755-26601751

邮箱：2355619367@qq.com

网址：afkhd.com

专业生产CCD芯片和监控摄像机厂家。

主要产品信息：CCD芯片、监控摄像机

展 位 号：2009

公司名称：上饶市泰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经济开发区工业四路和济置业园2栋

电话：0793-8666967

传真：0793-8666975

邮箱：kikijie1@126.com

网址：www.sr-taihua.com

本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光学冷加工，监控镜头、机械配件等光

学元器件。 产品主要应用于：安防监控、汽车行车记录器、车载、

数码相机等高精度光学系列产品。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客户提

供最高性价比的光学解决方案。公司在产品研发，技术服务和系统

集成设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功的为国内外不同领域的众

多客户提供了满意的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手机外置镜头，监控镜头，相机镜头

展 位 号：2010

公司名称：江西盛嘉磁业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高安市高安大道269号

电话：0795-5715271

传真：0795-5294998

邮箱：17248556@QQ.COM

网址：www.jxsungreat.1688.com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头连接电源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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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2013

公司名称：宁波易瑞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北仑区闽江路7号

电话：86-574-86832993

传真：86-574-86832997

邮箱：ecclcam@naver.com

网址：www.eccltd.co.kr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与销售，服务为一体的CAMERA 

CASE制造厂家。自公司成立以来，本着“诚信为本，客户至上”

的理念，追求精益求精的产品，为广大新老客户提供‘一站式’的

服务平台。公司拥有先进的产品制造工艺和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

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产品主要外销至美国，

韩国，台湾，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内销至全国各地.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器外壳

展 位 号：2017

公司名称：西安北光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米秦北路10号陆通园区

电话：029-82512535

传真：029-82528049

邮箱：xbdt@xbdt.com

网址：www.xbdt.com

北光VisionCtrl系列多画面边缘融合显控处理器集合视频多窗口

处理技术、几何变形和边缘融合技术，完美实现计算机信号、视频

信号、SDI（HD-SDI）信号于一体、多窗口显示、边缘融合、色彩

校正、多路信号源选择、无缝切换、输入信号可自动调整等功能，

支持预存场景功能且可自由调用。融合几何效正精度达0.1象素，可

达0-1024个象素任意变形效正，实时刷新，无延迟。 可支持多达

56个通道输出，可与硬盘录像机（DVI输出）多画面显示结合，产

生128路以上视频信号显示。

主要产品信息：黑栅光学显示系统

展 位 号：2023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硕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新高路旺棠工业区12栋6楼

电话：0755-83110367

传真：0755-83151488

邮箱：market@hioso.com

网址：www.hioso.com

深圳市海硕科技有限公司是以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光通讯网

络产品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基于光纤到户（FTTH）和

光纤到桌面（FTTD）、全光接入网设备及终端产品的研究，销售网

络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及东南亚和欧美市场。 

 海硕公司成立于2002年，主要产品有光纤收发器、EPON系

统、EOC系统、CWDM系统、视频光端机、协议转换器、网桥等光

通信设备。产品在电信、广电、公安、银行等部门的网络系统中运

行良好，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

主要产品信息：EPON系统，光纤收发器，视频光端机，EOC

系统

展 位 号：2025

公司名称：Detex Corporation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工业区114栋613

电话：0755-23823946

传真：0755-22649971

邮箱：helen@ameratec.cn

网址：www.detex.com.cn

Detex产品符合所有的生命安全标准：ADA；加利福尼亚19号

提案；ANSI/BHMA 156.3 2001 1级要求；UL认证列入反恐的硬件；

UL认证的10级防火等级，包括所有锁及20/21/50/51系列组件；UL

认证的100万次实验

主要产品信息：安全门五金、建筑五金、集成门和电子巡更系

统

展 位 号：2026

公司名称：广州视控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增城市新塘镇南安村梅基工业区A栋

电话：020-32051025

传真：020-32051025

邮箱：1600773164@qq.com

网址：www.shikongda.cn

广州视控达（SKDA）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建筑智能化

与家居智能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

术企业。多年来致力于家庭与小区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公司

主要生产、销售的产品有1288楼宇对讲系统、智能家居系统；视频

监控、门禁一卡通；家庭联网报警系统。

SKDA公司拥有高素质的团队，本科以上学历者占8成以上；技

术团队来源于清华电子研究所，并和中国电子研究院通力合作。全

部产品采用SMT现代加工技术，确保了产品工艺水平。

SKDA公司一直期待与您合作！

主要产品信息：可视楼宇对讲、监控系统、停车场系统、门禁

系统、梯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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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2029

公司名称：深圳市华泰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011号白沙科技产业园3楼D区

电话：0755-86136956

传真：0755-86136956

邮箱：huangzijie@walltiming.com

网址： www.walltiming.com

深圳市华泰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产品技术创新

的安防核心设备提供商；以客户为中心，依托自身强大的研发、生

产、销售团队致力于为安防监控行业客户提供完善的安防监控解决

方案；稳定可靠的产品和优质满意的服务是华泰敏公司全体员工孜

孜不倦的追求目标。

主要产品信息：i-IMSP智能媒体业务一体化平台

展 位 号：2033

公司名称：深圳市捷炜亿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街道龙田社区莹展工业区第B4a栋七楼

电话：0086-755-82732866

传真：0086-755-28790991

邮箱：szjwdy@szjwdy.com

网址：www.szjwdy.com

 深圳市捷炜亿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捷炜）是国内最大的开关

电源厂家之一.公司现年生产开关电源（5V,12V,15V,18V,24V,36V,48

V,60V,90V,110V,220V,250V单路及双路，三路，四路电源。功率从

10W-3000W不等)，防水电源(5W-300W)及防雨电源(60W-400W)

等各类开关电源200多万台。公司总部设在深圳，拥有先进的生产

设备如全自动波峰焊、全自动插件机、开关电源自动测试系统、

RoHS光谱分析仪、EMC测试系统、环境试验箱、高温老化房、数

据采集仪等。 

主要产品信息：开关电源、防水电源、防雨电源、电源适配器

展 位 号：2035

公司名称：常州华元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秦岭路3号

电话：0519-85170705

传真：0519-85170705

邮箱：13585305432@163.com

网址：www.czhuayuan.com

常州华元电器有限公司 致力于特种工业视频设备研究开发的生

产型企业，隶属于江苏玉宇电器有限公司。华元拥有自主的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产品涵盖工业防爆、防腐蚀、防高温、防暴

力、密封耐压等工业电视及控制系统，长期应用在石油、化工、钢

铁、煤炭、冶金、电力、海洋水底等特种工业环境。

产品涉及气体防爆和粉尘防爆，有针对性参与并成功研制了一

些特种视频设备，让客户享受到了真正自己想要的产品，这一直是

我们公司创立和求发展的思路：秉承“诚信、创新和努力为客户提

供适合自己的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防爆云台、防爆护罩、防爆一体机、防爆箱等

展 位 号：2037

公司名称：珠海富景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6-8305083 

传真：0756-8305083

邮箱：sarah@fjtech.cn

网址：www.fjtech.cn

珠海富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制造、海内外销售

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企业坐落于魅力无限的海滨城市_中国广东

省珠海市。工厂面积1000多平方米，专注于安防及残障电子产品的

研发生产，产品一直畅销全球。

FJ 富景科技品牌的产品包括：硬盘录像机、摄像机、网络摄像

机、监视器、人车感应器、录音提示器、电子盲杖、振动闹钟等。

月均产量8万台。产品通过FCC、CE、ROHS等多个发达的欧美国家

的认证，产品的3C认证、优质的售后服务也为国内的客户提供了良

好的品质保证。

主要产品信息：感应安防、监控安防、残障人电子

展 位 号：2038

公司名称：中国电子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裕和大厦八楼

电话：0755-82531616

传真：0755-82531717

邮箱：eric.li@ceacsz.com.cn

网址：www.ceacsz.com.cn

中国电子器材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是一家著名的专业

技术产品分销商，在亚太区设立了22个办事处，业务范围覆盖到中

国及东南亚地区。

中电器材是飞思卡尔、海思、高通创锐讯、英桥无线、英特

矽尔、艾迪悌等多家国内外知名品牌的授权分销商，专注于通讯系

统、电力电子、安防监控、智能终端、无线技术、智能电视等领

域，通过解决方案、参考设计、技术支持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设计链

服务和提供可靠的供应链服务。 

中电器材的服务贯穿于设计链和供应链，专注于超越客户的需

求和期望，致力于为合作伙伴创造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监控、智能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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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2041

公司名称：深圳市丽欧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大道铁仔路44号老兵工业城2栋6楼

电话：0755-29642259

传真：29662252

邮箱：sales06@szneo.com

网址：www.szneo.com

深圳市丽欧电子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网络IP摄像头、网络监控

摄像头、无线摄像头厂商。

丽欧电子生产基地，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一流的生产技术人

才，以及上游芯片厂商雄厚的技术支持，这些正是网络摄像头系列

产品具备行业领先性的有力保证。配合现代化的管理机制，全新的

经营理念和完善的服务体系迅速在海外及中国内地市场建立起了健

康、高效的销售渠道。同时，海外已拥有相当的市场份额和良好的

口碑，营销网络遍及欧洲及亚太等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产品信息：酷视网络摄像机、无线报警系统

展 位 号：2043

公司名称：深圳市讯展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桃源街道塘朗工业区B区44栋4层A

电话：0755-26788501

传真：0755-26788504

邮箱：yangqinghui@quickte.com

网址：www.quickte.com

“讯展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数据通信设备制造的供应商。我

们致力于研发，生产商业以太网交换机、商业POE以太网交换机，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以太网POE供电交换机。为智能安防，工

业自动化、电力配网、智能交通、轨道交通、等行业提供和定制商

业，工业以太网传输解决方案和传输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交换机，工业POE交换机，商业交换机，

商业POE交换机

展 位 号：2044

公司名称：深圳市洪瑞光祥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永福路红牌科技园2栋C座2楼

电话：0755-61184158

传真：0755-61184158-8002

邮箱：info@hrgdkj.com

网址：www.hrgdkj.com

深圳市洪瑞光祥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光纤传输设

备、网络通信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专

业生产以太网光纤收发器、光纤交换机、同轴高清光端机、POE交

换机、工业级交换机、电话光端机等数据通信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POE交换机、同轴高清光端机、光纤交换机、

电话光端机、收发器

展 位 号：2046

公司名称：飞强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湾省新北市板桥区中正路111号3楼

电话：+886-2-2272-2588

传真：+886-2-8965-0379

邮箱：chris@st.com.tw

网址：www.st.com.tw

飞强国际成立于2000年，一直以提供顾客专业销售、服务、

教育训练、技术支持以及各项最新讯息为经营理念，致力于门禁系

统设计研发及整合，客户安装系统使用方面之研究亦行之有年，研

究人员于软硬件之理论及实务皆具深入之能力，故能不断自行研发

整合新产品，敝公司应用包含感应卡机、人事差勤、门禁、电梯楼

层控制系统等。由于我们的专业与信用，在台湾我们已经与数百家

经销商合作，我们不但有为顾客做代工及开发的服务还有精密的质

量管理。在未来我们会继续研发产品，使客户获得更佳之功能及效

益，殷望有更多机会贡献社会。

主要产品信息：门禁管理系统、人事差勤、电梯楼层控制系统

展 位 号：2049

公司名称：东莞日线线缆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迳联工业区飞达路116号

电话：0769-83341275

传真：0769-83341755

邮箱：ld@dnccoltd.com

网址：www.nissencable.com

日线集团成立于1938年，是全球领先的网络综合解决方案提

供者、网络基础设施知名供应商。是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及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生产制造厂商。是TIA/EIA、

NEMA、IEEE等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经过近80年的发展，业务涵盖电子工业、汽车工业、通讯通

信、建筑楼宇、等诸多领域。已在全球，包括美国、英国、德国、

中国、日本、东南亚在内的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机构。全球员工超过7000名，主营业务年销售额超过10

亿美元。

主要产品信息：综合布线系列产品

展 位 号：2050

公司名称：深圳尤思科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宝安区西乡街道鹤州新工业区1栋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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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29645836

传真：0755-23597981  

邮箱：sunny.hu@usc-technology.com

网址：www.uscctv.cn

深圳尤思科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清监控系统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际化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一支技术实力雄

厚、勇于开拓、乐于奉献的研发、销售和服务团队，公司配有先进

的生产流水线，完备的检测设备，可靠的品质控制系统，科学的管

理体系。公司全面执行ISO9001，六西格码等国际品质管理体系。

相关产品已取得CE、FCC、UL和公安部检查报告等多项安全性认

证。公司致力于为客户创造品质可靠，功能新颖，价格实惠的安防

产品。高端品质，中端价格，优质快速的服务，是尤思科对客户的

承诺。

主要产品信息：监控摄像机  安防监控设备 智能家居监控

展 位 号：2053

公司名称：杭州惠尔线缆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临安市太湖源镇青云工业园区

电话：0571-63797668

传真：0571-63797666

邮箱：zhurd@huiercable.com

网址：www.huiercable.com

杭州惠尔线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专业生产和出口

同轴电缆（75和50欧姆），视频监控线（SIAMESE 电缆），网络

线，安防线，火警线，电缆配件和主要电缆原材料的公司。产品畅

销欧美和东南亚地区和国家。

同轴电缆和其它各种电缆的年产量是150，000多KM；网络线

是100，000标准箱。

已有证书：ISO9001，UL,ETL,CE,RoHS。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线，电源线，网络线，同轴电缆

展 位 号：2054

公司名称：旺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安社区嘉美路旭联商务大厦805室

电话：0769-88020290

传真：0769-88020293

邮箱：available.sunny@gmail.com

网址：www.kel.com.tw/

KEL株式会社自1962年创业以来超过半个世纪,作 为连接器的

专业制造商,对电子产业的发展有所贡 献。

以独有的连接技术(Connection Technology)制造出 最高质量的

小型连接器,除了用在数字相机与摄影 机、汽车导航等生活中常见

的电子产品之外,还有 医疗产品、产业产品、工业用机器人等现代

社会所 不可或缺的电子产品之重要零件,并广泛被使用。

主要产品信息：高速球1080P图传LVDS线、视频会议机1080P

图传

展 位 号：2054A

公司名称：济南飞越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齐鲁软件园F1座

电话：0531-88682887

传真：0531-88682032

邮箱：1980526097@qq.com

网址：www.jnfeiyue.com

济南飞越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云台、

转台等安防产品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以硕士、学士为技术骨干，具有较强的设计开发能力，先

后研发出SP20、SP25、SP50云台、PT550光电转台等一系列安防类

产品，广泛应用于森林防火、道路监控、电力、油田监控、边防、

海防等领域，同时还可为客户定制各类特殊要求的产品。

飞越公司愿与新老客户和各界朋友携手并进，共同创造一个美

好的明天！

主要产品信息：智能变速云台、光电转台、重载云台、直流云

台

展 位 号：2055

公司名称：深圳市艺通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岗仔路三栋

电话：0755-61126178

传真：0755-61126179

邮箱：ztcable@126.com

网址：ztcable.net

深圳市艺通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开发生产安防通讯、

控制线缆、GPOE供电交换机、分离器、音视频连接线及摄像机防

水尾线产品的现代化线缆企业。 本公司开发实力强，检测检验设

备齐全，先进的生产设备与科学的管理体制相结合。公司相继获得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

SGS环保认证等一系列权威认证，桢田系列产品具有环保、节能、

安全等极高的性价比。艺通能始终不渝的追求卓越品质，最终用户

受益，奉献社会作为我们行动准则。为社会安全而制造是艺通能的

经营理念，公司逐渐形成了以品牌代理，连锁专卖和厂家配套的营

销体系。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全面实施质量管理体系，争创世界一流

弱电工程安装线缆品牌，不断致力于新产品研发，竭力满足顾客及

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力争为广大用户提供最优质、优价的产品，最

真诚周到的服务同广大客户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主要产品信息：同轴线，屏蔽线，电源线，网路布线产品，家

装线，网路摄像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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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2058

公司名称：广州市京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小坪村安达路82号

电话：020-37153630

传真：020-37153630-601

邮箱：2193777025@qq.com

网址：www.king-bang.com

KING-BANG(京邦)是美国京邦科技集团的精心力作。它成立于

一九九六年，是国内最早的音响品牌之一，有着十多年专业生产公

共广播、会议系统、专业音响的经验积累及沉淀。

主要产品信息：公共广播、会议系统、专业音响

展 位 号：2062

公司名称：广州市石新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荔联街沧联榕村十一社二号厂房

电话：020-32013789

传真：020-28217689

邮箱：seatc@seatc.com.cn

网址：www.seatc.com.cn

广州市石新电子有限公司是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

的现代化企业。公司生产的石新牌电源适配器，经权威技术部门检

验合格并先后通过3C及CE认证。电源适配器广泛应用于工控自动

化、显示屏、LED照明、邮电、通讯、仪器仪表、安防、半导体制

冷、医疗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等领域，是传统线性变压器电源升

级换代的理想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工业用内置电源、开关电源适配器

展 位 号：2063

公司名称：康拓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新屋园工业区

电话：0755-27445913

传真：0755-33802122

邮箱：471000571@qq.com

网址：www.kongtop.cn

康拓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是由香港康拓集团投资组建，注

册资金2000万人民币，专业致力于嵌入式数字硬盘录像机、CCD摄

像机等安防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嵌入式硬盘录像机,一体机，摄像机

展 位 号：2064

公司名称：深圳市秋叶原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西部开发区光汇集团工业园C栋301

电话：0752-6158835 

传真：0752-6158808

邮箱：info@choseal.cn

网址：www.choseal.cn

深圳市秋叶原实业有限公司创率先通过I S O 9 0 0 1管理体系认

证和3C国家强制认证，并取得U L等多项国际产品安全认证。凭借

优秀的品质和服务，秋叶原产品与松下、海尔、海信、LG、TCL等

知名企业长期合作。2007年“秋叶原”商标被评定为“广东省著名

商标”。2008年荣获“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平安城市建

设推荐优秀安防企业产品”，2014年荣获“中国驰名商标”。2014

年，公司参与了“中国光电线缆及光器件行业‘十三五’规划”的

制定工作，并成为中国《电线电缆手册》编写组专家成员

主要产品信息：高品质AV线、智能工程线、电源转换器

展 位 号：2068

公司名称：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6号

电话：027-81298347

传真：027-81298393

邮箱：luowen@guide-infrared.com

网址：www.wuhan-guide.com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红外热成像领域研

制、生产和营销的民营高科技上市企业（深圳A股002414）。经过

多年的技术积累，高德红外已掌握了一整套从底层红外探测器直至

综合光电系统集成的红外热成像系统相关专业领域的完整技术，目

前已获得百余项国内外专利。

主要产品信息：红外热成像监控系列、手持式热成像观测设备

展 位 号：2072

公司名称：深圳市凯斯曼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章阁隆添利科技园F栋A座2楼

电话：0755-23910579 

传真：0755-23910579 

邮箱：emma@kasman.net

网址：www.kasman.net

凯斯曼是一个私营企业从事安全集中电源设计、发展、生产

和销售。成立于2010年，位于中国的安防中心深圳，我们已经成

功的注册了“KASMAN”的商标品牌进军国际市场。我们供应安

全集中供电等最高的成本效益和服务模型选择、技术支持、OEM

和ODM。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安全系统像CCTV、报警、访问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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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建筑对讲机等。

主要产品信息：CCTV、UPS集中供电机箱，开关电源，POE电

源，适配器

展 位 号：2076

公司名称：深圳市裕嘉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福年广场B座6楼15号

电话：0755-29413990

传真：0755-27189122

邮箱：scr1115ok@163.com

网址：www.folksafe.com

深 圳 市 裕 嘉 达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商 标 分 别 为

“FOLKSAFE”“裕嘉达”，是一家基于传输介质为基础的，专门

从事高清视频、数字视频传输等一系列传输产品的研发、设计、生

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信号延长器、双绞线传输器

展 位 号：2083

公司名称：上海威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莘福路388号（莘东置业大厦）1幢1106室

电话：021-64140831

传真：021-64140831

邮箱：bhw@doublecom.net

网址：www.doublecom.net

上海威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国内最早从事无

线网络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企业。总部位于上海，先后在北京、

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沈阳等地成立了分公司，在福

建、广州等地有多家代理商，为广大用户提供7*24小时服务。

公司研发生产的Doublecom（多倍通）无线网桥、AP、配套天

线，应用于驾校、港口、油田、煤炭、铁路、交通、电力、森林防

火、平安城市等多个行业。我们坚持“质量是生命，服务无止境”

理念，与多家行业客户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为其长期提供

OEM、ODM产品及生产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无线网桥、无线AP

展 位 号：2085

公司名称：西安及安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高科大厦12F

电话：02988324660

传真：02988324660

邮箱：402653169@QQ.COM

西安坚瑞安全应急设备有限公司是陕西坚瑞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31109）的全资子公司。在创新与研发上一直处于中

国消防行业领跑地位，尤其是在开放空间重点部位火灾控制，密闭

空间全淹没与定点灭火相结合灭火技术全球领先，独创的纳米粒子

灭火理论、原位反应生成纳米干粉技术、热气溶胶物理化学自冷却

技术，已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和运用。

主要产品信息：灭火设备

展 位 号：2089

公司名称：上海太弘威视安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华展东路145号

电话：021-60477025

传真：021-54307031

邮箱：taihong@taihongvision.com

网址：www.taihongvision.com6

上海太弘威视安防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工程和

服务于一体的安防设备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安全检查系统和

3G/4G无线视频监控系统。

太弘威视拥有以博士生导师领衔，博士、硕士和行业内资深工

程师为主体的研发团队。安全检查设备包括X射线安检设备、安检

门、手持式金属探测器、液体检测仪、爆炸物/毒品探测仪等，设备

功能齐全、性能可靠、界面友好、操作简单，各项功能和技术指标

均达到业内先进水平。

太弘威视基于可靠的产品、专业化的技术队伍、完善的售后服

务体系，为客户提供最快速、专业的技术支持与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X射线安检设备、安检门、液体检测仪、爆炸

物毒品毒气检测仪

展 位 号：2093

公司名称：深圳警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B401

电话：0755-26957332

传真：0755-26957361

邮箱：gavin@pwithe.com

网址：www.pwithe.com

成立于2010年6月，注册资金1000万元

集研产销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警翼”品牌现场执法记录仪、采集工作站、电子证据

管理系统

公安部执法记录仪行业标准起草单位

执法记录仪采集工作站发明人

移动执法电子证据整体解决方案发明人

2012年度执法记录仪行业国内销量第一

全国公安系统警用装备十佳品牌

产品行销全国公安、交警、城管、工商、边防等执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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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2012年成长最快企业

获风投高度评价和投资

拥有几十项产品发明专利

致力成为中国高端智能警用装备的优秀品牌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记录仪、数据采集工作站、电子证据管理

系统

展 位 号：2097

公司名称：江苏锐盾警用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靖江市横港南路168号  

电话：0523-84903333

传真：0523-84601678 

邮箱：428546@qq.com

网址：www.jsrd.net

锐盾公司是公安部、江苏省公安厅备案生产销售企业、公安部

警用装备采购中心协议供货单位，自主生产公安单警装备、警用防

护装备、警用防暴装备、安检排爆器材、刑事侦查设备；大部分产

品已通过了相关国家标准检测，拥有公安部权威检测报告60余份；

公司通过了多种体系认证；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被评为“质

量、服务、信誉AAA企业”，“全国公安系统推荐品牌”、“中国

警用装备十大品牌”、“资信AAA”... 锐盾公司秉承国家“科技强

警”的发展观，致力于为全球安防事业成长而奋斗，真诚欢迎各届

人士来我公司参观考察。

主要产品信息：警用装备

展 位 号：2098

公司名称：北京国电电科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昌平区未来科技城北区国电新能源技术研究院309楼9706室

电话：010-56978342

传真：010-56978345

邮箱：maggie@bjadsk.com

网址：www.bjadsk.com

北京国电电科院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现已拥有自主核心技

术及国家发明专利九项，其产品主要涉及数字监控、无损检测等多

个领域，目前摄像手电等产品已经远销欧美等地。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手电、强光手电、巡检系统

展 位 号：2099

公司名称：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二路汇潮工业区B栋4楼

电话：0755-27472763

传真：0755-27472764

邮箱：401172730@qq.com

网址：www.4008628110.com

深圳市森讯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现为深圳市平安宝安科技协

会会长单位、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深圳市特种装

备协会副会长单位、深圳工业总会副会长单位、中国（深圳）无人

机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位、中国保安协会会员单位、是公安部核准

的警用装备网员单位。公司2002年成立，注册资本8000万元，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擒拿抓捕手套，声光电防暴盾牌，行动约束器

等

展 位 号：2103

公司名称：深圳市澳亚迪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观澜大富工业区华创达科技园一栋五楼

电话：075583205657

传真：075583205541

邮箱：303958059@qq.com

网址：www.uouou.cn   www.newvo.cn

深圳市澳亚迪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成立2000年6月，是一家专注

于安全检查（安检门、X光机、车底检查镜、手机信号屏蔽器、扫

雷仪、毒品炸药探测器）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

民营企业。 公司以“产品使用人性化，工程安装简单化”为产品设

计理念，力争“澳亚迪”成为中国安防知名品牌，力求在技术上超

前、在安装上简便、不断提升性价比、增加产品的可靠性。近年来

凭借卓越的经营理念，不断地创新产品以及日益完善的售后服务，

赢得一大批优质客户的信赖，得以澳亚迪今天的快速发展壮大。 

主要产品信息：安检门、金属探测器、X光机、车底检查镜

展 位 号：2107

公司名称：深圳市警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硅谷动力智能终端产业园A15栋5楼

电话：0755-33932298

传真：0755-33932298-8008

邮箱：405130038@qq.com

网址：www.jsdzkj.com

深圳市警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警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生产，研发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产业公司。主要经营警用

器材，安防器材，交通设施等，尤其在单警执法记录仪方面有领先

的技术团队，公司软件和硬件工程师在同行业属拔尖人才；在3G传

输，无线遥控方面属行业领先地位。

公司秉承“因追求而超越，因超越而前进”的发展思路，于

2014年又重磅推出智能枪弹柜和激光物证仪两款核心产品，在全国

多个公安机关得到广泛使用，并深受到了广大民警的普遍欢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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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走来，披荆斩棘，警圣人不断自我提升和完善，以高科技产品能

主要产品信息：执法记录仪、工作采集站、无人机、枪弹柜

展 位 号：2108

公司名称：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204楼

电话：010-58275284

传真：010-58275100

邮箱：jun.wei@unistrong.com

网址：www.unistrong.com

作为国内领先的北斗警务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北京合

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国内进入公共安全领域

最早、技术储备最深厚、产品线布局最完备的公司之一。

合众思壮产品线覆盖手持/车载移动警务终端、保密通讯终端、

高安全大数据库平台、警务信息综合应用平台、纪检监督平台、卫

星定位平台、移动警务管理平台、核查录控平台和警用微信平台。

公司在治安、禁毒、反恐、技侦等领域成功实施过百余项应用案

例，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主要产品信息：移动警务终端

展 位 号：2109

公司名称：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横坑社区横坑河西村227号

电话：0755-83160599-110

传真：0755-83160467

邮箱：willwillok@126.com

网址：www.well-co.com/

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创立于1997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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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科学的

管理团队。

作为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检测仪国家标准（GB/T 2125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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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信息：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器、电子警察、现场执

法记录仪

展 位 号：2110

公司名称：江苏顺达警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靖江市城南开发区兴业路11号

电话：0523-82055566

传真：0523-84618963

邮箱：2880160051@qq.com

网址：www.jsshunda.com.cn

公司成立于1998年9月，是公安部警用急救包入围生产企业、

公安部警务头盔定点生产企业、省公安厅多项产品入围企业、中国

保安协会会员单位、靖江市保安协会常务理事单位。公司主要从事

警用器材、反恐装备、警用器材、反恐设备装备、保安器材、刑侦

器材、消防救援产品的生产与研发。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并获得中国

名优产品证书，公司多次被评为重质量、守信誉公众满意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警用、保安、反恐、银行押运、交通管理、消

防器材

展 位 号：2115

公司名称：广东守门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同沙工业园同聚街6号

电话：0769-22308768

传真：0769-23036928

邮箱：13925807160@163.com

网址：www.somens.com.cn

广东守门神集团公司（简称：守门神）成立于2006年，集研

发、制造、销售、施工、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双

软认证企业、国家创新基金扶持企业、广东省民营科技企业、广东

省著名商标、中国警用装备十大品牌。公司注册资金3000万元，集

团下属6家子公司，三个事业部，一个研究院；公司拥有花园式厂

房一万多平方，研发团队超过30人，年销售额数亿元。

集团主要业务涉及：安检反恐排爆、警用装备、高清视频监控

等产品的研发及生产、生物动态人脸识别认证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智能交通、平安城市的设计实施运营。

主要产品信息：安检产品、爆炸物检测设备、危险液体检测设

备、警用装备

展 位 号：2116

公司名称：深圳市奥智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统建大楼2栋6层A

电话：0755-83651110

传真：0755-83651112

邮箱：zry19841222@163.com

网址：www.szazl.com

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全国范围内、一家最早从事研发、生产

监狱专业对讲设备的高科技企业。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拥有600多

平方米自主房产产权的办公研发中心和一支由数十名软、硬件高级

工程师组成的高素质有实践经验的的研发队伍。公司产品获得了广

东省公安厅颁发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登记批准书。主要产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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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AZL-03系列全智能总线制对讲广播监听系统；AZL-209系列数

模化智能对讲广播监听系统；AZL-212全数字网络可视对讲广播监

听系统；上述产品均已通过了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

中心的检验。

主要产品信息：数字监狱对讲系统、全智能总线对讲系统、探

访会见系统、骨导耳机

展 位 号：2117

公司名称：日联科技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科技产业园邦凯路9号邦凯科技工业园A栋

电话：0755-26650316-8028

传真：0755-26650296

邮箱：liuzx@unicomp.cn

网址：www.unicomp.cn

日联科技成立于2002年，现已成为国内从事精密x射线技术研

究和x射线智能检测装备研发、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国内X

射线行业的领航者。本项目填补国内多项技术空白，该技术和装备

广泛应用异物、锂电池、电子制造（EMS）、集成电路、半导体、

太阳能光伏、LED、连接器、汽车零部件、轮胎轮毂、压力容器等

高科技行业。 

日联科技拥有中外从业多年的资深专业研发团队，建有高层

次科技创新平台的院士工作站。承担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02专

项”,“863项目”及新领域X射线检测仪器的研发。

主要产品信息：X射线安检机

展 位 号：2118

公司名称：深圳驰睿泰科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011号5楼L区

电话：86384186

传真：86384181

邮箱：linlee@lavi-tech.com

驰睿泰科是专门从事数字音视频压缩及数字图像智能分析相关

产品的研发和服务的高科技公司。公司专注于数字审讯、多媒体录

播高清图传等领域的综合应用。专为安全技术防范领域设计数字监

控产品和提供技术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LTE/4G图传

展 位 号：2119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安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仔德政路中泰信息技术产业园区A3栋13层

电话：0755-83448859

传真：0755-25332807

邮箱：zhonganxie@live.com

网址：www.zhonganxie.com

中安谐科技主要以研发、生产：金属探测器、X光行李安全检

查设备、毒品炸药探测仪、烟花爆竹探测器、车底可视搜索和防暴

等安检设备，产品主要包括安检门、危险液体检测仪、地下金属探

测器，手持式金属探测器、检针机、食品药品异物检测仪、行李安

检机(X射线机)，车底检查镜等。

主要产品信息：安检设备

展 位 号：2123

公司名称：深圳途沃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万丰工业园南环路162号70栋3楼

电话：075527938858

传真：075527939008

邮箱：sales@toworld-tech.com

网址：www.toworld-tech.com/

深圳途沃得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深圳经验最丰富的行车记录仪,

执法仪制造商和出口商之一。

公司成立于2013年，生产线占地5000平方米、工人460名、

研发工程师25位、设计师15人、工程师50名, 还拥有自己的SMT生

产线和组装生产线，依托强大的研发队伍和质控团队，我们公司能

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专业的生产代工、设计代工服务。本公司生产的

多款产品，获得了CE、FCC、RoHS、GMC等国际认证和专利许可

证。

主要产品信息：行车记录仪，执法仪

展 位 号：2127

公司名称：济南神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宇路南首齐鲁软件园大厦8层802室

电话：0531-88936028

传真：0531-88981858

邮箱：a77777@vip.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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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创办，拥有一支由相关博士、硕士组成的强大研发团队。产品涉

及国际领先的高端安全防范技术、模式识别技术、行业信息化软件

研发、跟踪定位技术等领域。目前在国内市场的车底安检产品中有

90%以上是使用我们的彩色扫描成像技术。经过多年探索总结，积

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同时，也申请了相关车底产品的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等16项，具有完全的

自主知识产权，是国内唯一一家拥有全系列车底安检产品的生产厂

家，已成为车底安检行业真正的领导者。

主要产品信息：车底违禁物品安全检查系统、视频侦缉系统、

离位报警跟踪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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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2128

公司名称：博年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龙新蒲岗大有街1号勤达中心901室 

电话：852-3421 1318

传真：852-3547 7448 

邮箱：michelle.chan@eraspread.com

博年有限公司（ERA  Spread  Limited），是法国MC2-

Technologies(MC2)公司授权的亚太地区独家分销商。

MC2公司源于欧洲著名的电子、微电子及纳米技术研究所

（IEMN），于2004年在法国里尔成立。公司是欧洲乃至全球范围

内微波辐射探测系统、微波组件产品、设计建模与仿真以及微波测

试服务的领先级供应商。

十多年来，MC2公司参与了许多法国和欧洲最先进的大型合作

创新项目，例如法国国防部开发军民两用的创新微波辐射方案，最

新的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等等。

主要产品信息：太赫兹成像系统，穿墙探测系统，微波攻击武

器，机载盲降系统等

展 位 号：2129

公司名称：深圳黎明镒清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W1-B一楼

电话：0755-26520808-616

传真：0755-26520808-601

邮箱：pengx@slait.cn

网址：www.slait.cn

深圳黎明镒清图像技术有限公司是深圳市国资委系统的中外合

资企业，由深圳市特发黎明光电（集团）有限公司和ADANI公司共

同组建。镒清技术采用世界领先的微剂量X射线扫描检查技术，为

用户提供全方位的安检技术解决方案，高品质的专利产品满足各行

业的个性化需求，符合国内外相关标准。公司产品可广泛用于民航

机场、公安、监狱、海关、边检、缉毒缉私、重要政府机关、重点

保卫机构等地点的安全检查和违禁品检查。

主要产品信息：X射线人体安检系统、免下车通道式汽车扫描

系统、集装箱扫描系统

展 位 号：2133

公司名称：江苏金安警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靖江市城北园区新三路80号

电话：0523-84826107

传真：0523-84860981

邮箱：1462793849@qq.com

网址：www.js-ja.com

江苏金安警用器材制造有限公司始创于九十年代初，是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单位、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

会员单位、保安协会会员单位，2012年成为“公安部防弹防刺服定

点生产企业”。

    公司专业生产单警装备、警用防护装备、反恐装备、照明器

材、刑侦器材、保安器材、交通勘察器材等警用装备。

主要产品信息：防弹衣、防弹头盔、防刺服、防弹防刺服、单

警装备、照明器材

展 位 号：2134

公司名称：江西长城防护装备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西南昌高新开发区高新二路18号

电话：0791-88103681

传真：0791-88103682

邮箱：ccgk@chinaccgk.com

网址：www.chinaccgk.cm

我公司是科、工、贸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生产性企业，公

安部防弹产品定点生产企业，主要生产各类玻璃钢、铝合金、钢合

金、特殊防弹钢及新型复合材料防弹头盔，同时生产各种款式的软

质、硬质、复合半柔防弹衣、防弹衣胸插板，及各种装具和军用携

行具、户外防护用品。产品广泛用于军队、公安、武警、银行、消

防、矿山、油田、建筑等特种行业，体育、探险等特殊需要行业，

以及军迷爱好者酷爱的“WARGAME”活动，同时供应国际军品

收藏玩家。我司设备优良，技术精湛，具有制造各种美式盔M1、

PASGT-M88、MICH-2000、

主要产品信息：防弹头盔，防弹衣，防弹胸插板，防刺服，防

暴盔等防护类产品

展 位 号：2137

公司名称：深圳市鑫时代安检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中浩一路1号桂义工业区

电话：0755-89600636

传真：0755-89600616

邮箱：312076003@qq.com

网址：www.szxinshidai.com

深圳市鑫时代安检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改革开放发展的前沿

城市、国内安检行业的技术核心之都——深圳。随着国家经济建设

的发展，公共安全事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

系，公共安全成为国家实施经济战略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正基于当

前形势的需要和发展，深圳市鑫时代安检设备有限公司 “以团队谋

发展、以体验求创新”的理念成立。着力打造一支具有新时代特殊

使命和文化意义的安全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通过式金属安检门和通道安检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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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2138

公司名称：江苏恒卫防护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靖江市越江村一组

电话：0523-84659222

传真：0523-84658918

邮箱：tonnyz@126.com

网址：www.hxba.com

江苏恒卫防护器材制造有限公司，长年致力于警用装备、个人

防护产品、保安器材、交通器材、反恐器材、军工用品等产品的研

发与生产的科技型企业。

公司开发了多重警械实用技术，并成功为众多用户提供了成千

上万套品质优良的“恒卫”牌警用器材、保安器材、交通器材以及

个人防护系列产品。   

在新世纪的中国，恒卫人将以提升产品品质卫追求，坚持、专

注、制造，以勤奋和热情回报支持和信赖我们的广大用户。

主要产品信息：警用器材，军用产品，交通器材，反恐装备，

防弹衣。

展 位 号：2139

公司名称：福建泉州海滨防护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泉州市洛江区万安科技园三号路

电话：0595-22103598

传真：0595-22103599

邮箱：3708147792@qq.com

网址： www.chinahaidin.com

福建泉州海滨防护装备有限公司创建于1985年，是我国为数不

多的具备GJB9001B-2009的反恐维稳装备专业生产企业。三十年来

先后研发并生产了军警用各种防暴器材（头盔、盾牌、警棍）、冲

锋舟、海防阵地弹药贮存箱、玻璃钢包装箱、公安单警装备包等警

用防护制品；各种型号的摩托车乘员头盔。产品先后供应中国人民

解放军、武警总部及下属各总队、公安部及下属厅局、，被军队、

公安部推荐为生产军警用防暴器材的定点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军警防护防暴器材系列，防汛救灾冲锋舟

展 位 号：2140

公司名称：广州南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神舟路883号主楼2楼

电话：020-23350520

传真：020-37347319

邮箱：409500613@qq.com

网址：www.163ips.com

广州南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

体的综合性高科技企业，主营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多媒体互动平

台、医院多媒体导诊（分诊）系统、商场3D导引系统，网络广告

机、触摸一体机、网络高清播放器等软硬件，籍由多年来的行业经

验积累，资深的研发团队和卓越的客户服务，南翼致力于成为全球

领先的网络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供应商，成为您最可信赖的合作伙

伴。

主要产品信息：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网络互动广告机、监控

显示、门禁显示人脸识

展 位 号：2141

公司名称：深圳瑞恩嘉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塘坑路13号华安企业大厦1楼100室

电话：0755-83861832

传真：0755-83861832

邮箱：1942374327@qq.com

网址：www.ruienjiamei.com

深圳市启天高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的摄像机生产企业，

经过多年的努力与发展，已具一定的规模及实力，现拥有一支技术

精湛的技术和服务团队,以卓越的服务品质、专业安全的技术服务实

力，为不同群体的用户提供更高更优质的产品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安防摄像机

展 位 号：2142

公司名称：南昌市坚盾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南昌市新建县长X开发区工业五路29号

电话：0791-3775671

传真：0791-3775672

邮箱：lihui781018@163.com

网址：www.jdfanghu.com.cn

南昌市坚盾实业有限公司是科、工、贸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

生产性企业，公司主要生产各类玻璃钢、铝合金、钢合金、特殊防

弹钢及新型复合材料防弹头盔，同时生产各种款式的软质、硬质、

复合半柔防弹衣、防弹衣胸插板，及各种装具和军用携行具、户外

防护用品。

公司为更广泛地服务于公安、检察、法院、军队、金融系统等

部门及相关领域，产品受到国内外用户的一致好评。

公司生产的各类防弹盔、防弹衣及防弹衣插板，各项防弹性能

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获得国家公安部、兵器工业部等权威检测

部门的合格证书。

主要产品信息：防弹衣，放单头盔，防刺服，防爆盔，防弹

板，战术头盔，战术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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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2143

公司名称：深圳市神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葵涌镇知己工业园4栋4楼

电话：86219412

传真：23002065

邮箱：sf_electronics@163.com

网址：www.baggagexrayscanner.com

深圳市神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安全检查检测设

备以及与影像技术密切相关行业的高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的高科技民营企业。 公司是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已通过ISO9001国

际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拥有多项专

利及研究成果，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 及服务得到了国内外一大批知

名企业的认可与好评。目前已与4000余家客户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产品广泛应用各地的电子厂,监狱,娱乐场所,公检 法办公

楼,汽车站,会展中心,码头等各种场所,得到用户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x光安检机、X光检测设备、安检门、金属探测

器

展 位 号：2147

公司名称：深圳市天和时代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南湾街道下李朗社区白李路26号旗丰

数字科技园A栋3楼

电话：0755-61202969

传真：0755-61218490

邮箱：2324556736@qq.com

网址：www.anjianji.com 

深圳天和时代是一家致力于大型安检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以及系统整合的高科技企业，也是深圳自主创新型企业。公司主要

产品为通道式X光机、安检门、手持金属探测器、防爆罐等。天和

时代是主要核心员工持股的民营企业,在维持庞大生产与销售规模的

同时兼具迅速灵活的经营策略，更好的适应了市场。公司对质量精

益求精，从生产到制造各环节始终严格按照ISO9001标准操作；拥

有产品出口欧美的各项资质；对售后服务高度重视，根据用户要求

不断完善我们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通道式X光机 、安检仪、金属探测安检门、手

持金属探测器、防爆

展 位 号：2151

公司名称：慈溪市鸿昌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龙山镇金夹岙村慈龙东路398号

电话：86-574-63789633

传真：86-574-63750593

邮箱：kama@hcsiren.com

网址：www.hcsiren.com

慈溪鸿昌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1990 年初，自1997涉足电子警

报器行业。技术上日臻完善,管理上不断革新,使企业保持着不衰的

活力,同时至诚至信,赢得国内外客户的的广泛赞誉.

且累积了在警报器界多年的雄厚资源与实力，全力投入扩大内

外销市场的拓展，并积极的提升产能，与新产品之开发能力，同时

顺应市场竞争潮流，继续秉持一贯的经营宗旨，提升产品品质，加

快交货速度，提供竞争价格，更佳配套服务，来赢取更多客户的支

持。

主要产品信息：警号，蜂鸣器，扬声器，闪灯，音头

展 位 号：2152

公司名称：南京迪威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玄武大道699-8徐庄软件园研发1区2号楼4，5楼

电话：025-85582828-816

传真：025-85582345

邮箱：dvp@njdvp.com

网址：www.njdvp.com

南京迪威普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

证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光电技术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公司生产经营的光纤熔接机、光时域反射仪（OTDR）、光源

光功率计、光缆施工工具及器材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信、移动、

联通、邮电、广电、电力、铁路、石化、部队、煤炭、科研院校等

领域。

迪威普光电立足于高科技产品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实行现代化

的企业管理机制，本着”质量、诚信、服务”的经营理念，开发生

产出一系列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产品，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最快最

优质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光纤熔接机，光时域反射仪，光源光功等

展 位 号：2153

公司名称：丹阳市永恒皮塑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导墅镇康富路66号

电话：0511-86689996

传真：0511-86682317

邮箱：993362300@qq.com

网址：www.jsyongheng.cn

丹阳市永恒皮塑有限公司成立于1986年，坐落在经济发达、交

通便利的苏南地区。我公司专业生产加工防暴服、防弹衣、防爆毯

等各类警用装备，集产品设计、研发和生产于一体。

我司现有工厂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拥有员工100多名。我司

所有产品采用国际质量标准，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和信赖。优质高

效的服务，是我们的宗旨；您的满意和认可，是我们的愿望。

主要产品信息：防暴服、防弹衣、防爆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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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2154

公司名称：深圳市因特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区64栋2层

电话：0755-86372573

传真：0755-86171270

邮箱：mei.song@int-med.com

深圳市因特迈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高科技企业密集上市的深圳市

南山区，是一家专业从事电子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一条龙并通

过ISO9001认证的高科技企业。于2008年7月组建成立，注册资本

100万元。公司总部设在深圳，下设研发部 、市场销售部、进出口

部、客户服务部、行政部、人事部、财务部等部门。自成立以来，

在国内北京，黑龙江，山东，内蒙古，新疆，江苏，浙江，江西，

福建等地拥有几十个销售服务网点，并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建

立了合作关系。

主要产品信息：酒精测试仪

展 位 号：2155

公司名称：安徽启路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学大道110号

电话：0551-62151906

传真：0551-62813380

邮箱：1312680658@qq.com

网址：www.qilootech.com

安徽启路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源

于中科大和中科院，有超一流的研发团队。拥有三项自主创新核心

技术：弱光子透视成像技术、NQR核四极定性分析技术和微波探测

技术，并相应研制出三类核心产品：人包同步快速安检仪、NQR毒

品炸药探测仪和液体探测仪。

我们的“神枪”品牌安检产品可有效解决监所、法院、矿企、

企事业单位等安检问题，产品已在昆明火车站、河南高院、济南市

看守所、广西桂华成钨矿、乌干达议会大厦等众多单位使用，并受

到CCTV2、CCTV4、CCTV13的连续跟踪报道。

主要产品信息：神枪人体安检防盗系列产品、液体探测仪、

NQR炸药毒品探测仪

展 位 号：2159

公司名称：东莞市二郎神影像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水濂社区彭洞工业区二栋一楼

电话：0769-23668185

传真：0769-82010632

邮箱：els1688@163.com

网址：www.xrayjc.com

二郎神目前有两大主打产品：工业级的X射线异物检测和公共

安检系统。异物检测主要应用在鞋帽厂、服装厂、玩具厂、手袋

厂、箱包厂、制药厂、电池厂、压铸厂、小家电厂、电子元器件

厂、冬虫夏草以及调料、糖果、面食、腌制速冻品、水产蔬菜等食

品行业；公共安检系统主要应用在汽车站、火车站、学校、海关、

博物馆、档案局、税务局、监狱、法院、国家科研机构、邮政、物

流、航空快递、各种会场、旅游景点、大型会展、体育展馆、码头

等公共场所。

主要产品信息：X光检测机、安检机、安检门

展 位 号：2161

公司名称：东莞市骏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柏洲边新田街23号

电话：22688609

传真：22687886

邮箱：147544957@qq.com

网址：www.jhking.net

东莞骏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

事自动识别技术和探测技术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拥有广东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省民营科技企业证书，已获得多项专

利技术。公司产品“安护神”远销欧、非、美等洲，主要产品有：

金属探测器、金属安检门、手持金属探测器、食品金属检测仪、X

光检测机等,公司在全体员工的不断努力下，吸引了众多北京、上

海、江苏、广西、江西等地的经销商、代理商加盟，“安护神”产

品已广泛用于全国各地的工厂、大型活动等场所。

主要产品信息：金属探测器

展 位 号：2162

公司名称：东莞市美安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上沙中山北路36号

电话：0769-85393689

传真：0769-85325066

邮箱：cnhma@163.com

网址：www.meian.hk

本公司主要生产安全防范报警系统，周界红外探测器，室内红

外探测器及报警器材配件。

主要产品信息：数码对射、栅栏、报警主机、声光警号、紧急

按钮、蓄电池.及配件

展 位 号：2163

公司名称：深圳市航迅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象社区荷树排工业区1栋3楼

电话：0755-616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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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89397736

邮箱：info@hxd-access.com

网址：www.hxd-access.com   

我们是航迅达--专注于中高端人行通道闸的研发、生产及工

程安装，业内首家唯一推出专利防指纹工艺的通道闸系统方案供应

商。我们一直在为建立更安全、更方便、更智能的和谐生活而努

力。

主要产品信息：翼闸、摆闸、平移闸、三辊闸、转闸、一字闸

展 位 号：2171

公司名称：深圳市平豪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大水坑二村金奥科技园E栋6楼

电话：0755-83239748

传真：0755-83204928

邮箱：sales@phsecu.com

网址：www.phsecu.com

公司创建于1999，主要从事设计生产销售消防及安防配件，产

品远销多国，是有质量有保障的OEM制造企业。

主要产品信息：烟雾探测器，警铃，气体探测器，声光警号，

手动报警器

展 位 号：2172

公司名称：天津平安宜居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京滨工业园古达路京滨睿城4号楼

电话：022-29467261

传真：022-29467262

邮箱：sales01@pinganyiju.com

网址：www.pinganyiju.com

平安宜居公司是一家集防盗报警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一家极具责任感的安防企业，平宜

安防一直致力于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在

提供整个安防防盗系列产品的同时，更为广大用户及合作伙伴提供

项目咨询、OEM、ODM合作及完整的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摄像报警盒子、嵌入式红外探测器、周界防范

产品、燃气探头、门磁

展 位 号：2173

公司名称：科立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松坪山齐民道1号贝特尔大厦5-6楼  

电话：0755－86096005

传真：0755－86095198

邮箱：lijing@kirisun.com

网址：www.kirisun.com

科立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较早进入对讲机研发制造领

域的科技企业，一直致力于专业移动通讯对讲终端和应用系统集成

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面向全球市场，为专业领域

和商业领域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技术先进、功能齐

全、质量稳定和服务可靠，为科立讯公司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客户

的称赞和信赖，成为领先的专业对讲机制造商之一。    

主要产品信息：警用集群手持机、集群车载台、系统集成解决

展 位 号：2175

公司名称：南昌英雄钢盔厂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春晖路318号

电话：0791-88333361

传真：0791-88333362

邮箱：975526892@qq.com

网址：www.nc-hero.com

　南昌英雄钢盔厂是由国家科研院校和工厂共同合作的一家集

科研、生产、经营为一体的高科技生产实体。依仗一批高科研人才

和技术骨干，并聘请国内军队防弹材料专家，专业从事金属、非金

属军用、警用防弹系列、防暴系列以及国外军警防弹、防暴系列产

品和装备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产品门类齐全、生产设备先进，拥有

健全、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拥有丰富的技术资料和生产经验，具

有年生产二十万顶头盔的能力。

我厂主要生产各类防弹盔、防弹衣、防弹衣护胸板、防弹盾牌

及防暴和防护头盔。

主要产品信息：各类防弹盔、防弹衣、防弹衣护胸板、防弹盾

牌及防暴和防护头盔。

展 位 号：2179

公司名称：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地址：北京海淀区首体南路1号

电话：68773457

传真：68773019

邮箱：webfri@126.com

网址：www.fri.com.cn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是公安部直属的从事安全技术研究，为公安

业务部门和社会公共安全领域提供产品、系统解决方案、工程实施

和技术服务的综合性研究所。自1960年建所以来，紧紧围绕“科技

强警”战略，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其中近200项成果分

获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公安部科技进步奖。业务方向涵

盖安检技术、证件技术、科学分析仪器技术、信息化应用与安全、

警用装备技术、标准化与检测技术等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安检、科学分析仪器、证件、通信指挥、特

装、信安、标准化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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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号：2195

公司名称：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地址：徐汇区岳阳路76号

电话：021-64742025

传真：021-64336810

邮箱：zhangcengceng@126.com

网址：www.trimps.ac.cn/page/index.html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创建于1978年，是公安部直属科研单位,肩

负着科技强警重任，为公安一线提供技术支撑与服务。本所以建设

公安科技领域具有全国领先水平的科研机构为战略目标，以服务公

安实战为使命，以“敢为人先，引领发展，科技强警，励志报国”

的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按照“科研与实战一体化、科研与产业一体

化、科研与检测服务一体化、科研与教育培训一体化”的指导思

想，“苦干加巧干”的工作思路，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热情

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信息网络安全、物联网、特种通讯、禁毒、图

像处理、公共安全防范

展 位 号：5W01

公司名称：深圳市江波龙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发路金融基地1栋8楼

电话：0755-86168848

传真：0755-86169388

邮箱：queena.wang@longsys.com

网址：www.longsys.com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于2014年正式启

用新的企业标志：longsys以应对全球化发展，总部位于深圳，在北

京、上海、香港、台北、成都、英国、泰国等地设有分公司或办事

处。主要从事消费类、嵌入式、无线、系统及金融安全等存储应用

方案设计、创新型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全球销售。

主要产品信息：嵌入式产品

展 位 号：5W03

公司名称：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15号F栋二、三、四层

电话：020-29118617

传真：020-29118562

邮箱：2473399797@qq.com

网址：www.e-tecsun.com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知名的智能卡应用企业，

总坐落于广州市天河智慧城核心区，是一家拥有核心技术、多项自

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目前基于智能卡、身份证和物联

网、云计算等核心技术，在二代身份证应用、校园安全、安防系

统、社保卡等多个领域不断突破。正德厚生，精诚共进。努力搭建

电子政务与百姓生活的桥梁。

主要产品信息：身份证应用产品、安检产品、校园安全

展 位 号：5W05

公司名称：南京聚特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摄山星城天佐路1号

电话：025-83193811

传真：025-83796735-8001

邮箱：13905183235@139.com

网址：www.usrobot.cn

南京聚特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底，在响应南京

市“321人才计划企业”的号召下应运而生。公司自成立之日起，

便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和生产以

微型、小型为基本尺度特征，以侦察排爆、灾难搜救及极地探测为

主要应用背景的特殊作业机器人。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小型排爆机器

人、微型侦察机器人、飞行机器人，以及衍生出来的安防系统类、

关键模块类软件、硬件产品等。该系列机器人产品，已经达到国内

外同类产品的技术指标，可广泛用于公安、电力、部队、消防等行

业。

主要产品信息：小型排爆机器人、微型侦察机器人以及衍生出

来的安防类模块

展 位 号：5W06

公司名称：深圳市草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五联将军帽工业区26号

电话：0755-89359944

传真：0755-89359945

邮箱：1399716457@qq.com

网址：www.cm009.com/www.iberry.cc

深圳市草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领先的安防产品研发、生产提

供商，致力于不断提升安防报警产品分析技术，面向全球提供领先

的安防产品，为客户持续创造更大价值。

主要产品信息：报警

展 位 号：5W07

公司名称：深圳市因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塘头外贸工业区10栋3楼

电话：0755-36813228

传真：0755-29709683

邮箱：info@szinte.com.cn

网址：www.szin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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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因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光纤入户

（FTTH）产品及高清安防监控系列产品解决方案的高新科技企业; 

公司专注于光纤入户、高清安防监控系列产品的设计、研发和

生产。所生产销售产品均严格执行国际和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全面

贯彻执行 IS0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2004环境管理

体系；产品广泛应用于电信、电力、光纤CATV和数据网络光纤传输

等光纤通信领域以及安防高清视频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光纤分路器、光纤跳线、铠装跳线、野战、防

水跳线、光纤收发器

展 位 号： 5W09

公司名称：湖南创合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工业园仙岭中路85号

电话：0731-89755885

传真：0731-88945555

邮箱：market1@coprometro.com.cn

网址：www.coprometro.com.cn

湖南创合未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研发与生产人脸识

别相关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自2005年成立起，一直致力于人脸识

别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目前已经拥有人脸识别国家发明专利与实用

新型多项，公司开发的人脸识别产品通过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

品检测。

主要产品信息：人脸识别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

展 位 号：5W13

公司名称：深圳市伊莱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德政路鸿利兴工业园A栋8层

电话：0755-83445270-8008

传真：0755-83420076-8008

邮箱：200815188@qq.com

网址：www.ylkspd.com

深圳市伊莱克科技有限公司是集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

业防雷公司。

自2002年起，公司先后开发了几十项新产品，并在国内邮电、

金融、化工、保险、交通、通信、电力、建筑、石油、教育、IT、

航空、公安、军队等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应用。

公司一直致力于自有品牌（LEIK雷克）牌系列电涌保护器的开

发、生产及推广，形成集电源、监控、网络、通讯、天馈、防雷针

等电涌保护器共六大系列（外加防雷辅材）、七十多个品种。

主要产品信息：各种弱电防雷器、户外模拟、网络高清防雷摄

像机等

展 位 号：6W01

公司名称：国际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梅村路99号

电话：0755-84462500

传真：0755-83110378

邮箱：ivy.kwok@ist-china.com

网址：www.ist-china.com

1992年成立的深圳市特种证件研究制作中心直属深圳市公安

局，正处级编制，负责深圳市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制作。专注于特

种证件研制、制证设备制造和安全技术防范三个技术领域。

下属设有企业，是全球安防识别产业内的设备研发商和解决方

案提供商，研发和提供个人信息采集、证卡个人化制作、证件自动

化管理及分发、自动化通行控制安全解决方案。能够针对不同的客

户需求，提供个性化定制、项目管理实施、系统集成、维护、培训

等服务。

主要产品信息：登机闸机，速通门，翼闸，EPC-PEB嵌入式

控制板

展 位 号：6W05

公司名称：深圳市维纳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龙井第二工业区70栋二楼 维纳光电

电话：0755-26613488   26631568

传真：0755-26613488-806

邮箱：328285480@qq.com

网址：www.shenzhenled.cn

深圳市维纳光电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为

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企业。主要有： LED半户外点阵模块； LED单

元板；LED模组；LED箱体；LED电子显示屏；ETC显示产品。应用

于信息显示领域：收费亭闸道显示屏；停车场区位引导显示屏；高

速公路ETC显示屏；公交车站无线智能显示屏；城市无线广告显示

屏；城市交通引导屏；地铁动态地图；列车车厢显示屏等等。维纳

光电也可以为用户设计、生产LED显示相关产品。

主要产品信息：LED电子显示屏、交通智能显示屏、ETC及停

车场收费显示屏

展 位 号：6W06

公司名称：上海中熙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经济开发区

电话：0573-82229905

传真：0573-82229909

邮箱：18657326070@163.com

网址：www.zmax-opt.com

上海中熙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光学、光电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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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和生产的光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安防监

控、智能家居、车载摄像系统、医疗设备、可穿戴设备、机器视觉

和视讯会议等多个领域。

公司具有完整的光学镜头及其配套光学精密配件的研发生产能

力，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生产工艺，一流的研发人员和众

多专业技术人员，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宗旨，以优

质的产品和最好的服务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可以为不同客户提供优

质快速的定制光学产品（OEM,ODM）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信息：光学镜头及光电产品，广泛用于安防、家居、

医疗、车载等领域

展 位 号：6W09

公司名称：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高区火炬路159号

电话：0631-5698111

传真：0631-5231240

邮箱：zhangdu@beiyang.com

网址：www.beiyang.com

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为综合性国有

控股企业集团、高新技术企业。

在综合安防技术领域，北洋知名产品公安警用设备、访客机、

人员快速通道、图书防盗门、RFID读写器等，广泛应用于公安大

数据治安防控平台、平安校园家校通、开放式人员管理、智能图书

馆、开放式门禁考勤、资产管理等多种领域。

主要产品信息：平安校园设备、访客机、无障碍通道、RFID读

写器、资产管理

展 位 号：6W10

公司名称：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科技园301栋东座5楼

电话：0755-83390307

传真：0755-83390306

邮箱：zoe_zhang@gcoreinc.com

网址：www.gcoreinc.com

格科电子有限公司创立于2003年，是中国领先的无晶圆厂图像

传感器设计公司，目标瞄准全球移动设备及消费电子市场。

我们设计、开发及销售具成本优势的高质量CMOS图像传感

器装置，该装置可采集光学图像并转换成数字图像输出信号。我们

的图像传感器主要用于功能手机、智能手机及平板计算机等移动装

置。我们亦设计、开发及销售LCD驱动芯片，该装置可驱动LCD面

板将图像数据显示于屏幕上。

 我们的核心实力是创新设计能力、高效及灵活的制造工序以及

和供货商(例如代工厂及封装厂)、CMOS摄像模块制造商、LCD模块

主要产品信息：2015年数码市场产品信息

展 位 号：6W11

公司名称：深圳市国兴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城71区留仙一路14号G栋4楼国兴达科技

电话：0755-29582985

传真：0755-27920825

邮箱：12388888@126.com

网址：www.cctvgov.com

精于细节，质量先行。国兴达注重产品细节设计，并引进了

先进的生产设备及专业化的加工合作伙伴，与自身的专业优势及国

际领先的技术优势相佐，严格把关产品质量。辅以完善的售后服务

网络、强大的技术资源、健全的供销渠道和积极乐观向上的服务团

队，立志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应用服务解决方案，真正成为客

户有价值并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公司销售及服务网络已覆盖至全球，并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慧星

品牌效应，我们的产品深得客户的好评。

主要产品信息：高清录像机，车载录像机，高清摄像机，民用

摄像机，智能家居产品

公司名称：CPS中安网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33353078

传真：0755-88309165

邮箱：market@cps.com.cn

网址：www.cps.com.cn

CPS中安网（www.cps.com.cn）是安防人的贴心工具，是安

防企业的精准营销伙伴。她脱胎于行业最权威杂志《中国公共安

全》，依托于“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CPSE安博会）等

强大资源，并利用每年四十多个国际国内安防专业展会的影响力，

逐步成为了中国安防行业权威门户网站。尤其是其权威的资讯、丰

富的产品信息、火爆的线下活动、精准的定制化服务、优质的售后

体系，颇受中大品牌企业亲睐。

网站成立于1999年，是目前国内最大、成立最早的安防资讯、

电子商务服务网站，注册企业会员10万多家，安防产品和商机信息

15万多条，日访问量超过10万人次，是中国安防行业最大的门户网

站。CPS中安网致力于服务国内和国际安防企业，为企业提供全面

电子商务服务，建立采购商和供应商之间的互动信息交流平台，节

省企业在销售和采购活动中的时间成本，更有效地增加企业营销的

机会。同时作为企业采购和营销的助推力，CPS中安网在为企业提

供商业机会时，也为安防企业建立了一个了解行业资讯及把握行业

发展方向的窗口，为中外安防企业的发展和进入网络营销时代开启

了一扇方便之门，被评为“中国行业电子商务网站100强”。

公司名称：《ITS智能交通》杂志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四楼   

电话：0755-8830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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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5-88309111  

邮箱：zw.ding@cps.com.cn

网址：www.cn-its.com.cn

《ITS智能交通》杂志是中安传媒机构旗下刊物，创刊于2002

年，是国内智能交通领域创刊最早的专业杂志之一。

《ITS智能交通》杂志集政府优势和行业优势于一身，十三年

来，坚持贴近行业、贴近市场的办刊宗旨，与行业同呼吸、共命

运，执著耕耘，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为推动智能交通产业发展尽

心尽力。经过十三年的沉淀和积累，杂志在行业的影响力不断加

深，成为行业主流媒体。每年参与主办“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

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和“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国际论坛暨中国卫

星导航运营商大会”等活动。

作为立足于智能交通领域的专业杂志，我们以全方位的视角捕

捉全球智能交通行业的最新动态，提供最前沿的行业资讯，介绍各

国现代智能交通管理理念、发展经验、运作模式及新技术新产品应

用，促进ITS技术进步；对智能交通市场进行权威分析与研究，对智

能交通行业进行深度观察，以磅礴的气势，引领和推动智能交通产

业发展。

主要栏目：资讯、产业聚焦、城市智能交通、交通管理、高

端访谈、高速公路信息化、卫星导航、市场观察、车联网、智能停

车、海外ITS等。

《ITS智能交通》杂志面向全国各省市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管

理、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交通科学研究机构、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院、高校，ITS领域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以及从事智能交通的

相关企事业单位发行。月刊，每月1日出版，每期发行量3万册。

官方微信：cpsits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博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F

电话：0755-88309119 / 21 / 41

邮箱：119081627@qq.com / wu.ping@cps.com.cn

　　　overseas_market@cps.com.cn（海外）

网址：www.cpse.com.cn

深圳市安博会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11月，经营范围是：

会议、会展、展览装饰工程设计、信息咨询。公司主要主/承办的展

会、会议有：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简称“CPSE”安博

会）、中国安防论坛、中国安检排爆技术国际研讨会暨展示会、深

圳国际智能交通展览会等。

其中CPSE安博会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现已经发展成为两年

一届的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安防专业展会。是全

球展览业协会在中国地区唯一通过UFI认证的专业公共安全展会。

已经形成了专业品牌展会。曾先后获得“深圳会展业产业推动贡献

奖”，“改革开放30年·深圳会展业最具影响力品牌展会”等荣誉

称号。

公司名称：安防监控存储科技创新产业联盟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安防监控存储科技创新产业联盟由锡捷科技服务（上海）有

限公司、深圳市乾坤公共安全研究院等33家视频监控企业、研究机

构、媒体发起，于2014年3月26日在深圳成立。联盟英文名称为

“Security Surveillance Storage Innovativc Technology Industry 

Alliance”,简称监控存储联盟，英文缩写为“S3ITIA”。联盟由在安

防监控存储产品技术研究、生产、经销、工程服务的知名企业及相

关研究机构、媒体和个人自愿组成的行业交流平台。

旨在打造以产、学、研、工程多赢的产业平台，为中国安防

监控存储企业服务，为安防监控存储技术研究服务，为安防监控存

储技术标准建设服务。充分凝聚联盟内各成员的力量，整合优质资

源，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制定业内技术标准，提高整体研发能力，

加强行业内外的广泛合作，扩大产品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进一步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通过挖掘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一步提

升安防监控存储企业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市场竞争力，推动安防

监控存储业规范有序发展。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17 / 88309112

传真：0755-88309111 

邮箱：88309117@163.com  

网址：www.szspia.org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是经深圳市民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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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不同经济领域的地方性的拥有全国

会员的行业组织，是中国安防行业的主要代表，成立于1995年9月

19日。其主要职责是：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依靠行业集体

的力量加速全市乃至全国安全防范产品的发展，维护全行业与会员

单位的合法权益。发挥政府部门实施行业管理的助手作用；发展与

国内相关的经济技术往来，以促进全行业经济技术管理水平和经济

效益的不断提高；推进全市安全防范产品的发展。

与公安部共同主办《中国公共安全》杂志，建立了CPS中安

网，举办全球第一大安防展“安博会”。设有：深圳市安防协会职

业培训中心、深圳市乾坤公共安全研究院、中安服务机构等。目

前，本协会拥有来自全国的1570个会员成员，其中包括行业专家

300余人，会员均由从事安全防范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和安防专家、

学者等团体组成，并连续五年发布中国安防发展指数。2013年深圳

安防产业产值达到1183亿元，增长率为22%，约占全国总产值的三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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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地团结了深圳和全

国安防展各层次的专业人士，充分发挥了行业中介组织作用，行业

理念宗旨日臻完善，并逐步向着办成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协会目标而

努力。

作为政企之间的桥梁和企事业间的纽带，本协会担负着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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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使命感，在促进政企双向沟通中彰显活力，帮助企事业拓

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领域，提高行业抗风险能力，引领行业

跨越式发展，走向高科技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公司名称：深圳市彩虹鹰无人机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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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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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反恐防暴、

群体性事件、安全监控、抢险救灾、巡逻巡视、航拍摄影、公共安

全、交通监管、交通执勤取证、勘探勘测、环境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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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81 88309127

邮箱：itsshenzhen@163.com

网站：www.szitsa.org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是经深圳市民政局批准登记、由市政

府有关部门领导管理的行业性组织，是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社会独

立法人。

其主要职责是，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下，依靠行业集体的

力量加速全市智能交通产业的发展，为会员单位的共同利益服务，

维护全行业与会员单位的合法权益。发挥政府部门实施行业管理的

助手作用；发挥与国内外相关领域交流、往来，以促进全行业经

济、技术、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推进全市智能交通产

业的发展；为维护及市道路交通畅通、保护环境和人身安全做出努

力。

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管理优势，提供《ITS智能交通》杂志、智

能交通网站、智能交通产品展览会、智能交通技术研讨会等交流平

台，为智能交通企业提供展示高科技、高技术、集成系统的舞台，

为政府采购、用户选购适合的智能交通产业创造大市场。

协会将致力于创建由从事智能交通行业的企事业单位，政府智

能交通管理部门的领导，以及智能交通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团体和

个人组成的团队，搭建科技交流、科技应用的平台。

协会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对深圳市智能交通

行业的发展起到“助推器”的积极作用，广泛团结行业各阶层的专

业人士，充分发挥行业中介组织作用，行业理念宗旨日臻完善，并

逐步向着办成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协会目标而努力。

作为政企之间的桥梁和企事业间的纽带，本协会将以强烈的责

任感、使命感，在促进政企双向沟通中彰显活力，帮助企业拓展更

广泛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领域，提高行业抗风险能力，引领行业走向

高科技化、规范化、国际化。

协会公众微信号：itsshenzhen

公司名称：深圳市安防协会职业培训中心

址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工业区梅秀路1-1号华强云产业园2栋5楼501室

电话：0755-83225185

传真：0755-83228619

邮箱：px61652916@163.com

网址：www.cpsedu.org

深圳市安防协会职业培训中心成立于1995年9月19日，是经深

圳市民政局核准登记的拥有全国会员的行业性组织，非营利性社会

团体、社会法人。目前协会拥有会员1400余家，会员均由从事安全

防范行业的企事业单位、政府技防管理部门的领导以及安防专家、

学者等团体组成，会员单位遍布全国26个省市。

为更好地为安防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经深圳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正式批准，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于2006年

12月设立了深圳市安防协会职业培训中心，面向社会招生和开展安

全防范技术类、国家职业资格类、企业高级管理人才、标准宣贯、

产品检测认证等培训服务的职业教育机构。培训中心自成立以来，

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全国标准委员会等合作，已为安

防行业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才。

我们的优势——

深圳市安全防范行业协会授权成立，拥有安防行业庞大而权威

的专家团队；

拥有深圳安防的三张名片：《中国公共安全》杂志、CPS中安

网 ，CPSE安博会；

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鼎力支持；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权威认证

证书；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课程设置。

公司名称：深圳市乾坤公共安全研究院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号英龙大厦4楼

深圳市乾坤公共安全研究院成立于2009年6月，是深圳市第一

家以研究城市社会公共安全为目的的智囊研究机构。聘请了国内外

20多名公共安全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为研究员，积极承担国家、

省、市公共安全研究课题。

研究院下设理论研究部、市场调查部、公共安全产品实验室。

理论研究部主要针对城市公共安全存在的显性风险和隐性风险进行

研究，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承担国家、部、省、市和

有关单位委托的科研课题。市场调查部主要对相关行业进行市场调

查和分析并提供调查报告。公共安全实验室分为两部分：一是对相

关领域的风险系数进行研究，取得可靠的科学数据，以作为理论研

究的重要支撑；二是对公共安全产品进行检测。

研究院作为城市公共安全的专门研究机构，旨在利用自身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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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研力量，加强公共安全领域研究，为城市安全保障体系献计献

策。

公司名称：深圳市中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33353078

传真：0755-88309165

邮箱：market@cps.com.cn

网址：www.cpsmedia.com.cn

深圳市中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是集电子网

站、平面刊物、会议展览、研究设计、中介评定等于一体的综合载

体，是一家以宣传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防范为主导，以介

绍国内外安防产业动态、推广安防、智能交通和警用装备新技术、

新产品为重点的大型综合性安防科技新媒体。

中安传媒旗下包括：CPS中安网（http://www.cps.com.cn）、

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http://www.cpspew.com）等专业门户网

站；中国公共安全安防管理、中国公共安全安防市场、中国公共安

全政府版、CPS国际版、中国公共安全产业指南、中国警察装备采

购指南等行业资讯刊物；中国国际公共安全博览会（简称CPSE安博

会）和中国安防论坛、中国智慧城市高峰会、中国智能交通论坛等

会议展览；以及国际品牌实验室、公共安全研究院、广告设计公司

等专业机构。

作为中国安防业界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新媒体，中安传媒始终立

足安防科技，植根安防市场，积极发挥安防主流媒体优势，凭借对

中国安防企业和安防市场的深刻了解，为国内外广大读者和社会各

界专业人士打造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安防产业的平台，为促进中国安

防产业的进步与发展、为推动中国安防产业走向国际市场做出积极

贡献。

公司名称：肇庆市金裕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福田区车公庙大庆大厦25F

电话：0755-82771229-601

邮箱：jointyou@jointyou.com

网址：www.jointyou.com

肇庆市金裕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如下简称“金裕数字”）是希

捷硬盘中国区总代理。金裕数字注册资本300万，由肇庆风华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出资180万，占60%股权。深圳市中安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出资120万，占40%股权。肇庆风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1000万，是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5

年8月6日原属肇庆风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出资180万，占60%股权

现转让给深圳市金裕环球实业有限公司,金裕数字为深圳市金裕环球

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子公司。

公司名称：智慧中国联合会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60

传真：0755-88309111

网址：www.cpszhcs.com

智慧中国联合会是以智能安防、物联网、云计算等高科技企业

的企业家为主自发创办的非赢利的民间社团组织。

智慧中国联合会的宗旨是致力于发展智慧城市产业之间的沟通

与合作，推动智慧城市发展进程，促进智慧城市产业融合和发展。

进入21世纪，智慧地球的理念提出以来，世界智慧城市产业及

中国智慧城市产业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中国的智慧城市

建设已经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形成了广阔的智慧城市建设产品消

费市场，智慧城市建设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但是，与其他产业的发展相比，智慧城市产业应用市场还不够

稳定，同时还缺乏长期稳定的激励政策和长效发展机制，智慧城市

系统和相关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智慧中国联合会可充分发挥平台的功能和作用，促进各智慧城

市企业的能力建设，推动本行业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国

内外技术交流和企业单位之间的技术经济合作，加强行业内企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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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推进智慧城市产业链的健康协

调发展。

公司名称：中国报警服务业联盟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中国报警服务业联盟由河北安防报警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

乾坤公共安全研究院等16家企业发起，于2009年11月3日在深圳成

立，现有国内外联盟企业成员33家。

中国报警服务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英文名称：CHINA 

ALARM SERVICE INDUSTRY ALLIANCE,缩写：CASI。联盟由在中

国境内从事报警运营服务、产品生产、经销、技术研究、工程安装

的知名企业、媒体自愿组成，是一个集联合性、专业性和行业性于

一体的行业组织。

联盟打造以产、学、研、工程多赢的产业平台，为中国报警服

务业的企业提供技术研究、技术标准建设等服务。充分凝聚联盟内

各成员的力量，整合优质资源，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制定业内技术

标准，提高整体研发能力，加强行业内外的广泛合作，扩大报警运

营服务、国内外市场的产品占有率，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通

过挖掘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一步提升中国报警服务业知名

度、美誉度和国际市场竞争力，推动中国报警服务业规范、有序发

展。

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联盟成员的意见和建议，争取成员稳定的

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维护成员的正当合法权益，协调政府和企业

之间关系，起到纽带或桥梁的作用。建立和制定联盟内成员之间相

互尊重、公平公正、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制定产业

发展所需的相关技术标准，定期举办联盟内的信息交流、研讨、服

务等活动。积极开展信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人才服务等

工作。

培养产业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开展联盟内外的资源整合和优

势互补合作。提倡在联盟内成员之间优先采购和选用的合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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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联盟成员在报警领域的服务、研究开发、生产制造的整体水

平；促进联盟成员单位参与安防报警服务相关产品、技术、解决方

案、服务的提供和运营，协调会员之间相互配合，形成良性的产业

链和产业发展环境。保护联盟内各企业的专利、著作权、商标、商

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建立联盟成员之间知识产权的许可和转让的优

惠制度。

建立联盟网站和宣传渠道，在加强联盟信息交换同时扩大联盟

在业内信息化的影响，有计划的发展联盟成员，逐步建立完善的系

统产业链，为发展中国报警服务业提供有力保障。

公司名称：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64

传真：0755-88309164

邮箱：2008.jczb@163.com

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是在公安部相关业务局、公安部特种警用

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安部特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公安部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及各省市公安装财部门

的大力支持、指导下，以专业、专注的态度着力打造为中国警用装

备行业提供丰富讯息和优质服务的业内门户网站。 中国国际警用装

备网于2010年6月上线运营，总部位于美丽的滨海城市、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深圳。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是各级公安装备部门、

警用装备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在互联网上发布供求信息和提供在线

服务的综合平台。中国国际警用装备网现开通有“新闻、产品库、

企业库、招标采购、装备技术、行业动态、理论研究、实战训练、

高端访谈、企业专访”等栏目，面向社会提供行业信息和与政府采

购业务相关的服务，逐步实现公安政法部门、政府采购部门与研发

机构、生产企业的即时互动交流。

公司名称：中国警察装备采购指南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64

传真：0755-88309164

邮箱：2008.jc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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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号英龙大厦4楼

电话：0755-88309156

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的宗旨：打造以产、学、研、工程多赢

的产业平台，为中国无人机企业服务，为无人机技术研究服务，为

无人机技术标准建设服务。充分凝聚联盟内各成员的力量，整合优

质资源，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制定业内技术标准，提高整体研发能

力，加强行业内外的广泛合作，扩大产品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进

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通过挖掘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一

步提升无人机企业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市场竞争力，推动无人机

产业规范有序发展。

公司名称：中国执法记录仪联盟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号英龙大厦4楼

中国执法记录仪联盟(下称联盟)是由18家企业发起自愿组成的

一个行业交流平台，成立于2015年3月。

联盟的宗旨：打造以产、学、研、工程多赢的产业平台，为

中国执法记录仪企业服务，为中国执法记录仪技术研究服务，为中

国执法记录仪技术标准建设服务。充分凝聚联盟内各成员的力量，

整合优质资源，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制定业内技术标准，提高整体

研发能力，加强行业内外的广泛合作，扩大产品国内外市场的占有

率，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通过挖掘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企

业，进一步提升中国执法记录仪行业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市场竞

争力，推动中国执法记录仪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公司名称：中国智慧楼宇产业联盟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中国智慧楼宇产业联盟(下称联盟)，由在中国境内从事智能家

居、楼宇对讲、智能楼宇产品生产、经销、技术研究、工程安装的

知名企业、媒体自愿组成，是一个集联合性、专业性和行业性于一

体的行业性组织。

联盟的宗旨：打造以产、学、研、工程多赢的产业平台，为中

国智能家居、楼宇对讲、智能楼宇企业服务，为中国智能家居、楼

宇对讲技术研究服务，为中国智能家居、楼宇对讲、智能楼宇技术

标准建设服务。充分凝聚联盟内各成员的力量，整合优质资源，积

极开展技术交流，制定业内技术标准，提高整体研发能力，加强行

业内外的广泛合作，扩大产品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进一步加强国

际交流合作。通过挖掘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一步提升中国

智能家居、楼宇对讲、智能楼宇企业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市场竞

争力，推动中国智能家居、楼宇对讲、智能楼宇业规范有序发展。

公司名称：中国智能高清视频监控产业联盟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4楼

中国智能高清视频监控产业联盟是由在中国境内从事智能高

清视频监控产品生产、经销、技术研究、工程安装的知名企业、媒

体、研究机构自愿组成的行业交流平台。联盟的宗旨是为联盟会员

服务、为智能高清视频监控技术研究服务，为智能高清视频监控产

业技术标准建设服务、为政府服务、为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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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主要任务是制定行规、行约，加强行业自律，维护会

员的合法权益；制订产业发展所需的相关技术标准和通讯协议，定

期举办联盟内的信息交流、研讨、服务等活动；向政府有关部门反

映、呼吁联盟成员的意见和建议，争取稳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

间，维护成员的正当合法权益；举办业务培训、参观考察、展览、

高峰论坛、业内联谊等活动，为会员寻找商机及投资联营伙伴牵线

搭桥等等。

公司名称：中国智能交通网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5号英龙大厦四楼   

电话：0755-88309161

传真：0755-88309111  

邮箱：zw.ding@cps.com.cn

网址：www.cn-its.com.cn

中国智能交通网www.cn-its.com.cn是《ITS智能交通》杂志官

网，智能交通行业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之一，也是国内智能交通

领域网络传媒的最早开创者之一。

依托《ITS智能交通》杂志的专业媒体优势，及深圳市智能交

通行业协会、深圳国际智能交通与卫星导航位置服务展览会的行业

影响力和丰富资源，中国智能交通网坚持真诚服务于国内外智能交

通企业，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资讯传播和电子商务服务，努力营造一

个了解智能交通行业资讯的窗口，在政府、研究机构、用户与企业

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为智能交通企业开启网络营销之

门。

凭借领先的技术和专业的服务，中国智能交通网深受广大用户

的欢迎，并享有极高的声誉，已经成为智能交通行业信息量最大、

专业性最强、功能最完善的大型专业网站。

主要频道和栏目：新闻中心、交通管理、城市智能交通、卫星

导航、热点关注、招投标、车联网、人物访谈、高速公路信息化、

行业观察、专家论坛、智能停车、电警卡口、市场调查、智能公

交、海外ITS等。

官方微信：cpsits

公司名称：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9988大族激光科技中心大厦17F

电话：0755-23286506 

传真：0755-23286506

邮箱：xiaoxiong@mmcuav.com

网址：www.mmcuav.com 

主要产品信息：消防无人机系统、救援无人机系统、指挥无人

机系统、巡逻无人机系统、应急无人机系统、测绘无人机系统

公司名称：深圳市山尼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塘头工业区新辉工业园1栋1楼

电话：0755-29680878 / 29680999

网址：www.shannicctv.com

公司创建于1998年3月，位于交通发达的深圳市郊-石岩，是

一家多年集研发、销售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公

司厂区5000多平方米，装备有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拥有自动化

生产线十余条，已形成高效的生产能力。目前成熟的产品有：车载

电子流动警察（雷达测速）、车载流动违停抓拍、车载流动事故勘

察照明、车载4G无线图传动态取证、4G应急监控装置、便携式4G

无线图传动态取证、便携式本地储存动态取证、便携式5.8G无线图

传取证、5.8G自动组网无线图传应急监控装置、3G/4G单兵无线图

传取证、智能车载周边、背俯式升降杆、8灯盘升降杆、5灯升降

杆电子导流屏、搜索灯云台、车顶电子导流屏、车顶安装支架/安

装框、手动升降三脚支架、车载键盘显示一体机、车载专业控制键

盘、云台摄像机、液晶监视器、液晶拼接屏等全系列产品，在同行

处于领先技术水平。

主要产品信息：车载违停自动抓拍装置、车载雷达测速抓拍装

置、车载流动执法取证装置、高清便携应急监控装置、车载流动事

故勘察照明系统、视频应用系统定制服务、监视器、高速球OEM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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