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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行业发展 

当其他行业都如火如荼地与互联网拥抱时，建筑行业与互联网的关系似乎仍然缺乏让人

振奋的“痛点”。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智能家居、绿色建筑、节能楼宇……这些我们原本并

不陌生的概念，因为物联网、云计算等 IT 技术的快速发展，又有了全新的含义。物联网是

互联网技术的一个重要方向，由它带来的想象和变革，对于建筑行业来说是革命性的。绿色、

智能、连接一切、环保、个性化……让我们大开脑洞，看看建筑业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更懂

你”。我国智能建筑工程量相当于欧洲智能建筑工程量总和，约占世界总量 50%。  

中投顾问发布的《2016-2020 年中国智能建筑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指

出，中国智能建筑系统集成商已超过 5000 多家。2014 年国内智能建筑系统集成市场规模

达到 4000 亿元，未来智能建筑行业将迎来爆炸性的增长时期。物联网是计算机、互联网与

移动通信网之后的又一次信息产业大浪潮。万物互联，彼此之间有各种不同沟通的机会，它

将提供给人类更多更好的服务。的确，这种影响可谓无处不在。当前在建筑领域，以物联网、

云计算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对建筑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绿色建筑、节能楼宇成

为大势所趋。新型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

和行为模式，智能建筑也朝着网络化、人性化、个性化及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智能建筑来说其影响将是革命性的。物联网对智能建筑技术

的影响无处不在，设备使用传感器联网比比皆是，TCP/IP 网络平台支撑了大部分智能建筑

子系统。时光倒转到 1989 年，我国第一座智能型建筑--北京发展大厦拔地而起。随后，从

早期的上海博物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到北京 2008 奥运会场馆、上海 2010 世博会园区……

20 多年来，智能建筑的星星之火已然形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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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北京发展大厦引入智能建筑的概念，是出于解决当时刚刚引进的中央空调等建

筑设备设施的高效管理问题，并没有刻意渲染它的“智能”。上海博物馆在建设初期甚至都

没有想到过“智能建筑”这个词，只是为了保证现代化博物馆“文物安全第一”的要求，才

建立了与保护文物相应的楼宇自动化、安全技术防范等智能化系统。  

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过。如今，无论宾馆饭店、办公大楼、金融保险、医疗教育、车站机

场等等，只要是大型公共建筑，那就一定是智能建筑。只是根据实际需求，智能化程度有所

不同而已。我国每年新开工建筑面积约 20 亿㎡，其中公共建筑和商业地产建筑约 4 亿㎡，

政府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和住宅地产约 16 亿㎡。据此测算，前者工程总投资大约 3200 亿

元，后者大约 800 亿元，两项总和我国智能建筑市场规模大约为 4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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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衷 

河姆渡电子商务平台已为智能建筑行业服务两年时间，服务的用户和项目数量日益激增，

服务的内容也层出不穷，在这两年的历程中，河姆渡从销售单品走向了销售项目产品的道路，

而现在，并正在走向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道路。河姆渡总结出“智能建筑”与“互联网+”更

好的结合方式，推出了项目馆，项目馆作为线上和线下，前端客户和后端河姆渡各服务部门

连接的桥梁，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在项目推进中，项目馆作为项目责任部门，具有火车头

和发动机的作用。 

随着智能建筑市场体量的飞速增长，在这个数据大爆炸的时代，市场渠道单一性无法满

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拥抱互联网，拥抱大数据，让传统的报备思路加上互联网+的符号，受

益于最终用户，服务于最终用户，降低沟通成本，降低泄露风险，保护最终用户利益，为用

户提供全方位的项目服务是我们创办项目馆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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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馆简介 

 项目馆有什么？ 

   项目是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主要是限定时间、限定资源），具有明确目标的一次性

任务。 

项目是一系列具有特定目标,有明确开始和终止日期，资金有限，消耗资源的活动和任务。 

河姆渡项目馆涵盖智能建筑行业：公共安全、信息设施、楼宇自控、智能照明、机房工

程、音视频、智能家居、工程线缆、辅材钣金在内的九大版块。 

 

 

 

 数百家合作品牌，包含业内知名品牌，集项目报备，规划咨询，设计配单，招投标服务，

技术支持，资金支持，施工调试，售后维护到位的项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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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馆能做什么？ 

 项目报备自助化 

 设计服务专人化 

 投标资质一体化 

 系统服务专业化 

 报价信息保密化 

 资金配套灵动化 

 施工售后无忧化 

 

 项目馆服务版块 

    项目馆是提供设计配单、安装调试、售后维护的服务型交易行为，为用

户切实解决项目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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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馆特点 

1、 定制一体化 

项目中需要定制的产品多种多样，单独定制需要跟每个定制供应商进行技术沟通，

河姆渡具有各种产品定制的专业供应商，技术要求按照整个项目的需求进行，避免了独

立定制的参数误差。 

2、 控标一体化 

项目运作需要强有力的控标点，才能保障成功，而单个产品、单个系统都有独特的

控标方式，而控标点包含技术控标和商务控标，将所有控标点汇集并合理使用，这是河

姆渡的优势，河姆渡具有 11 条产品线超过 6000 家各系统项目产品专业供应商，让控

标不再是难题。 

3、 采购一体化 

确保项目产品的交货期与项目进度一致是项目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而项目产品的

特点是品牌多样，一个项目的采购需要跟多个供应商沟通、谈判及追踪货期。河姆渡每

天服务各类项目超过 200 个，每个月服务项目超过 1000 个，独家总代理品牌 16 家，

战略合作品牌近 100 家；批量集中采购价格更优势，专用采购通道供货更及时，专人跟

进支持更有力，深耕智能建筑服务更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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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务对象及内容 

 服务对象 

服务客户：设计院，项目合伙人，集成商，工程公司，装修公司等。 

服务项目：弱电集成全套项目，机房全套实施项目，智能家居全套实施项目，停车场全套实

施项目，BA 服务项目，景观亮化全套实施项目，酒店强弱电全套实施项目，消防全套实施

项目，照明工程项目，安防监控全套实施项目，信息智能化全套实施项目等。 

 服务内容 

1、 设计配单一步到位 

采购项目产品前要做好规划设计，才能少走冤枉路。河姆渡项目设计团队，秉承“满

足用户需求，坚持产品性价比”的原则，为您完成项目设计并提供产品清单及参考报价，

让您货比三家更容易。 

2、 报备一步到位 

    项目产品要报备才能锁定优势。一个项目，几百种产品，要报备多少家？效率往往

太低，成本往往太高，那就全部交给河姆渡，找到我们，等于找到百家供应商，更可将

报备资料一键下载，从此您将拥有更多时间喝茶。  

3、 资金一步到位 

    项目体量大，占用资金多，融资难又贵，放弃舍不得。那就来河姆渡金融馆咨询适

合自己的解决之道，百亿的“智能建筑产业配套基金”，为您企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4、 施工售后一步到位 

    产品买回去，怎能无安装；项目做出来，怎能无售后。河姆渡根据项目产品特点，

提出无忧服务，安装调试、售后维护让您的项目全程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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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咨询一步到位 

产品选型出现困惑纠结，安装调试出现难解问题，项目实施缺少技术大拿，这一切

都交给河姆渡，河姆渡项目咨询服务，为您的项目画龙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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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馆主要流程 

 业务流程 

需求→设计→配单→方案→招投标→施工→调试→验收→维护→完成 

注：项目馆可支持以上流程中的全部或单独某几项，具体视客户需求决定。 

 

 实施流程 

1、 项目录入 

首页项目馆子页面中新建项目，初步填写项目信息，其中项目名称，项目地址，最终客

户和联系人为必填项。 

 

项目录入地址 

2、 信息收集 

项目信息录入后，项目组商务人员对项目做前期跟踪，并对关键信息进行确认（项目阶

段，客户关系等。时效为：工作日，一个小时内；节假日，上班第一个半天内）；部分

项目需线下业务人员对项目可靠性进行确认；项目组售前产品经理对初选通过的项目做

需求收集； 

3、 项目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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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根据收集的信息判断项目可信性，从项目信息、项目需求、客户基本信息（包

括客户征信状况）等维度确认是否立项，并确认项目责任人。 

 

河姆渡项目立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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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求分析 

由项目责任人和线下业务人员共同对项目需求进行深度挖掘，确认项目准确需求，洽谈

相关费用，并排出项目实施计划表。 

5、 业务实施 

由项目责任人牵头，对接河姆渡相关部门，按项目实施计划表进行项目实施，并汇总成

果。 

6、 成果确认 

由项目责任人和线下业务人员与客户沟通初步成果，并修正。 

7、 成果交付 

项目完成，提交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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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项目馆管理机制 

 项目产品及资料展示机制 

项目馆将对平台项目产品及资料做集中展示，方便用户了解相关产品信息，同时平

台将对相关产品的供应商做征信评估标识，以确保用户能及时了解供应的可靠度，方便

用户了解该产品的供应可靠度。 

 项目管理机制 

项目馆在前台页面具有项目录入功能，系统后台具有项目管理机制，所有项目均需

录入系统后才能得到项目组的支持，相关项目信息通过用户初步录入后，由项目组商务

人员和项目负责人进行对接和更新，具有项目初期审核，项目人员和联系方式记录，项

目实施阶段记录，项目关键点记录等功能，起到项目追踪、备忘及为供应商征信机制和

用户征信机制提供相应数据的作用。 

 供应商征信机制 

该机制用来对供应商做分类管理，通过对供应商供货能力，技术支持，售后体系，

报备体系及产品质量五个维度进行评估，得到钻石、金牌、银牌、铜牌、下架五个级别，

该供应商相对应的产品将对应标识，以方便用户对平台相关品牌和产品的可运作程度有

所了解，相关供应商信息及征信数据对外保密。 

 用户征信机制 

该机制用来对平台项目馆用户进行管理， 通过对用户提供的项目可靠度、采购度、

完成度和配合度四个维度进行评估，得到优质、优秀和一般三个级别，以提高平台对不

同级别用户进行相关资源分配的合理性，提高优质用户的体验度和满意度。相关用户信

息及征信数据对外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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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项目馆子系统推荐品牌 

 项目馆子系统及品牌 

（红色为河姆渡全国独家总代理品牌） 

一、线缆及周边产品 

A、 线缆 

亿缆、Basec、爱谱华顿、施耐德、百通、3M 

B、 管材、桥架 

 管材 

H3C、至配、申捷、大发银奥、友发、鹏正、华岐、中财、日丰 

 桥架 

H3C、至配、申捷、大发银奥、友发、振大、红兴、卡博菲 

C、 连接硬件及保护设备 

正泰、德力西、施耐德、罗格朗、众城、安普、爱谱华顿 、Delta 、众城 、西蒙 、

康普、康宁 、百通 、Basec 、3M 、众程 

 

二、网络 

A、 计算机有线网（交换机、路由器） 

华为、中兴、H3C、思科、惠普、Juniper、锐捷、博达 

B、 计算机无线网（无线 ap、控制器） 

华为、中兴、H3C、思科、惠普、Juniper、锐捷、博达、Aruba 

C、 数据网络安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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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中兴、H3C、深信服、网康、天融信、思科、惠普、Juniper、锐捷、博达 

D、 数据网络智能管理（网管系统） 

华为、中兴、H3C、思科、惠普、Juniper、锐捷、博达 

 

三、程控/无线对讲 

A、 程控系统 

 集团电话 PBX 

华为、博答、阿尔卡特、松下、NEC、LG-爱立信、西门子、AVAYA、国威、沪

光、申瓯、威谱， 

 融合通讯 IPPBX 

华为、博答、阿尔卡特、松下、NEC、LG-爱立信、西门子、AVAYA、国威、沪

光、申瓯、威谱、迅时、ECOMM、朗视、捷思锐、方位 

 系统终端 

博答、飞利浦、西门子、摩托罗拉、TCL、中诺、步步高、盈信、比特 

B、 无线对讲系统 

 对讲主机 

摩托罗拉、建伍、海能达、欧宇航、威泰克斯、MAGONE、ICOM、YAESU、频

恒、尚岛 

 天馈系统 

频恒、尚岛、汉胜、中天科技、亨鑫、钻石、名古屋 

 

四、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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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显示系统 

 投影机 

CHRISTLE、NEC、BENQ、EIKI、EPSON、BACRO、PANASONIC、光峰、SONY、

EPSON 

 投影幕 

美视、帝诺、科文、西玛视 

 LCD 屏拼接 

酷显、BTRAN、飞利浦、夏普、LG、NEC、艾比森 

 LED 大屏 

酷显、强力巨彩、联建光电 

 DLP 拼接屏 

彩讯、洛菲特、GQY、三菱 

 拼接融接处处理器 

博睿、小鸟、创凯、 

 液晶电视 

飞利浦、夏普、创维、乐视、TCL、美乐 

B、 音频扩声 

CVS、HK、JBL、RH、MARTIN、RCF、FullSound、SABINE、BIAMP、CLEARONE、

BSS 、 CROWN 、 QSC 、 DBX 、 LEXICON 、 YAMAHA 、 SOUNDCRAFT 、

AUDIO-TECHNICA、SHURE、AKG 

C、 会议系统 

 摄像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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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BOLIN、REACH、NCAST 

 远程视频会议 

POLYCOM、中兴、YEALINK、AVER 

 数字会议 

BOSCH、BEYERDYMAMIC、FEISHENG、CREATIVE 

 无纸化 

BESLEE、JOMARD、华会通、席媒 

 会议周边 

BESLEE、NB、BTIT 

 矩阵&中控 

 AMX、CUE、CREATIVE、RGBLE 

D、 广播系统 

TOA、津美韵、DSPPA、美电贝尔、佐都、BGM 

E、 舞台机械与灯光 

方达、佳美、励明、鑫奥龙、万锐 

F、 线缆及接插件 

秋叶原、绿联、迹智、音王 

 

五、安防 

A、 视频监控系统 

集光安防、海康威视、大华、宇视、博世、霍尼韦尔、三星、安讯士、科达 

B、 入侵系统（周界报警、防盗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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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界报警 

康林、实发、环桥、炎荣、广拓、泰金、优周 

 防盗报警 

博世、霍尼韦尔、豪恩、艾礼安、美安、普泰克、优周、SELCO、DSC 

C、 巡更系统 

康林、蓝卡、格瑞特、慧友安、兰德华、中研 

D、 门禁系统 

 一卡通系统（门禁、考勤） 

立方、中控、达实、HID、博世、霍尼韦尔、西门子、高优、冠林、立林 

 停车场系统 

康林、蓝卡、立方、中控、捷顺、科拓、红门 

 楼宇对讲系统 

佳乐、爱谱华顿、美一、狄耐克、冠林、立林、罗格朗 

 

六、BA 

A、 楼宇自控 

西门子、霍尼韦尔、江森自控、DELTA、同方泰德、中控、Airtek、Ablecan、

TJSMC 

B、 能源管理 

艾科、纳宇、珠海派渃、安科瑞、松下、TJSMC、DMAIC、南京天溯 

 

七、智能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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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灯具 

欧普、上海允光、雷士、飞利浦、佛山照明、三雄极光、朗德万斯 

B、 道路照明控制系统（含单灯控制） 

上海巴锐、杭州瑞奇、中电五十所 

C、 室内照明控制系统 

泰杰赛、西门子、ABB、施耐德、飞利浦 Dynalite、上海巴锐、爱瑟菲、邦奇、

河东电子 

 

八、总控平台 

A、 Issa、Pass、Sass 云计算平台 

Vmware、Microsoft、Crix 

B、 IBMS 智能大厦管理系统 

古河、力控、睿网、中创立方、中创慧谷、新基点、协同互联 

C、 客控系统 

霍尼韦尔，INNCOM，希思腾科，西门子，施耐德，路创，快思聪，金马，致远，

尊宝，日顺，勃朗，邦奇 

 

九、信息计算及存储系统 

A、 服务器主机  

Dell、HP、IBM、浪潮、曙光、思科、华为、中兴、联想 

B、 操作系统  

微软、红帽、Oracle、Debin、Susi 

http://b2b.homedo.com/Goods/Search?searchkey=%E4%B8%8A%E6%B5%B7%E5%85%81%E5%85%89
http://b2b.homedo.com/goods/c/12345.html?brandId=2006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195.html?brandId=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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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布式存储系统  

Dell、HP、IBM、浪潮、曙光、思科、华为、中兴、联想、Netapp、EMC、富

士通 

D、 存储媒介 

希捷、西数、日立 

 

十、机房及数据中心 

A、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 

 UPS 主机 

APC 、艾默生 、伊顿 、山特 、硕天 、科华 、科士达 、华为 、施耐德 、易

事特 、台达 、阳顿、AbleCan、海瑞弗、安耐威、萨姆泰克、SATAUPS、英

威腾 

 蓄电池 

APC、AbleCan、艾默生、伊顿、山特、硕天、双登、彩虹、华威奥特多、阳

顿、沈阳松下、安耐威、矿森、汤浅、西恩迪、易事特 

B、 机房机柜系统 

 机柜机架 

APC、艾默生、华为、戴尔、威图、CPI、图腾、H3C、泛赛、大唐卫士、时代博

川、常州聚能、大唐保镖、GreenIT、金盾、泛达、康普、耐克森 

 PDU 电源单元 

APC、艾默生、硕天、图腾、克莱沃、H3C、矿森、突破、科佳电气、大唐卫士、

Avocent、大唐保镖、恒盛泰、昌遂、AbleCan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5.html
http://b2b.homedo.com/Goods/Search?searchkey=AbleCan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1257
http://b2b.homedo.com/Goods/Search?searchkey=AbleCan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2012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2201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2204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2779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2790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2804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2804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2202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2148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1268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1277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1282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87.html?brandId=1463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1257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1139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2310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2451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1280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2173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2608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2117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1275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1275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2343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2365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2413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1257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1041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2201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1280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1267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2173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1268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1279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1960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2117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2149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2365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2393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2.html?brandId=2578
http://b2b.homedo.com/Goods/Search?searchkey=Able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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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VM 系统 

戴尔、图腾、秦安、AbleCan 、H3C 、D-LINK 、大唐卫士 、Avocent 、

TRIPP.LITE、蓝宝、海康立方 

  机柜走线架 

 卡博菲、罗格朗、泛达、OBO、GreenIT、尚品、至配、H3C、AbleCan、

纬诚 

C、 空气调节系统（精密空调） 

艾默生、APC、施耐德、世图兹、依米康、AbleCan、艾特网能、海瑞弗、佳

力图、英维克、菲尼克斯、威图、海悟、阿尔西、华为、科士达、科华 

D、 供电配电系统（列头柜） 

APC 、艾默生 、伊顿 、山特 、硕天 、科华 、科士达 、华为 、施耐德 、易

事特 、台达 、阳顿、AbleCan、海瑞弗、安耐威、萨姆泰克、SATAUPS、泰

昂能源 

E、 防雷接地系统（浪涌保护器） 

矿森、雷迅、科佳电气、雷克、佳明、OBO、中鹏电子  

F、 机房监测系统（动环监测系统） 

APC、AbleCan、艾默生、伊顿、金榜智能、共济、科华 、科士达、华为、启

控 

G、 模块化数据中心 

APC、AbleCan、艾默生、伊顿、科华、科士达、华为、威图、艾特网能、英

威腾、易事特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3.html?brandId=1139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3.html?brandId=1280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3.html?brandId=2131
http://b2b.homedo.com/Goods/Search?searchkey=AbleCan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3.html?brandId=2173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3.html?brandId=1209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3.html?brandId=2117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3.html?brandId=2149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3.html?brandId=2178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3.html?brandId=2194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3.html?brandId=2323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1.html?brandId=2173
http://b2b.homedo.com/Goods/Search?searchkey=AbleCan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7.html?brandId=1041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7.html?brandId=2059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7.html?brandId=2478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7.html?brandId=1871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7.html?brandId=1917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7.html?brandId=1943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7.html?brandId=1943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7.html?brandId=2564
http://b2b.homedo.com/goods/c/10997.html?brandId=2580
http://b2b.homedo.com/Goods/Search?searchkey=AbleCan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003.html?brandId=2139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003.html?brandId=2139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018.html?brandId=1268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018.html?brandId=1808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018.html?brandId=1960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018.html?brandId=1970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018.html?brandId=2613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018.html?brandId=2800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018.html?brandId=2803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022.html?brandId=1257
http://b2b.homedo.com/Goods/Search?searchkey=AbleCan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023.html?brandId=1472
http://b2b.homedo.com/goods/c/11022.html?brandId=1257
http://b2b.homedo.com/Goods/Search?searchkey=Able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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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智能家居 

A、 总线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跃居、瑞讯、尼特、施耐德、ABB、C4、河东电子、狄耐克、柯蒂 

B、 无线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跃居、欧瑞博、紫光物联、妙联、家畅智能、施耐德、ABB 

C、 方案单品 

 指纹锁 

亚太天能、三星、名门、耶鲁、施德曼、VOC 

 新风 

绿岛风、亚都、霍尼 

 中央空调 

大金、美的、海尔、格力 

 晾衣架 

邦先生、绿亮、好太太 

 可视门铃 

移康智能、酷丰、众家安、斯玛特、零距离、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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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展示 

独家总代理 

 工程线缆 

 

 机房工程 

 

 智能家居 

 

 智能照明 

 

 安防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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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设施 

 

 楼宇自控 

 

 音视频 

 

 

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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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介绍 

独家总代理 

 上海亿缆电子线缆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亿缆电子线缆系统有限公司（简称亿缆电子）是一家集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大型现代化企业，面向全球提供领先的电线电缆和综合布线产品已经技术解决方案，并提供

专业优质服务，为客户创造精益价值。亿缆主要产品包括：电源及信号用电缆、视频同轴电

缆、射频同轴电缆、电梯用同轴电缆、会议用电缆、通信电缆、数据电缆、光缆、防水电缆、

控制电缆、电力电缆、综合电缆、特种电缆、阻燃（耐火）电缆、低烟无卤环保型电线电缆

等 10000 多种型号规格的产品，并可根据用户需求订做特种电缆。 

公司位于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城市——上海，现拥有 10 万平米的生产基地，正式员工

1800 多人，总资产近 3 亿。 

亿缆电子专业承接各类大中型工程项目，亿缆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建设、工矿企业、

金融、交通、公安、广播电视、电力电信、文教卫生等行业 ，并获得了国家相关部门和广

大用户的高度肯定与认可。 

作为工程线缆专家，亿缆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基石，整合资深技术研发团队，配套集

成化实验平台管理体系，使产品开发保持了高品质、高环保、高科技的性能特质。在强电线

缆、弱电线缆和综合布线领域，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近两年来获得各类专利 100 多项。

先后荣获“上海名牌”、“综合布线系统十大品牌”、“中国智能建筑产品知名品牌”，“平安城

市建设推荐优秀安防产品”“中国电气工业影响力品牌”等多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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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缆以提供优质产品、技术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实现与客户共赢和可持续发展为使命，

以成为行业市场领先、技术服务领先、文化价值领先、社会责任领先的民族品牌企业为愿景。

坚持创新赢得优势，服务缔造价值的市场理念，坚持规范的市场管理，坚持充分的竞争机制。

坚持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实现产品性价比的持续提高，并通过技术、服务、管理、文化的持

续创新，打造出国际化的优秀民族品牌。 

亿缆奉行“开拓创新、争创一流”的先进企业文化，励精图治求发展，不断否定自我，

超越自我，塑造了亿缆特有的企业文化，并逐渐形成了“诚信、专注、协作、卓越”的企业

精神。 

亿缆电子——为人类信息传递而奋斗。 

 

 Basec 集团 

 

Basec 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英国企业，创建于 1903 年，集团总部位于欧洲金融中心——

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电缆厂商之一。经历百余年的稳健发展，Basec 的足迹已遍布全球，

在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均设有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海外客户可以和总部当地客户一样得到

快捷、方便的高品质服务。Basec 拥有近 10 万种高性能产品，集团业务主要包括铜缆数据

电缆、军备核心插件以及综合布线系统及组件等，广泛应用于军备海陆空交通工具、精密设

备、数据中心、智能楼宇和高端制造业等。Basec 凭借其卓越的品质和信誉度，在研发、技

术、资本投入和市场份额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作为世界上通信系统、设备和相关电缆配件

制造领域的领导者，Basec 专注于高科技行业，凭借其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及解决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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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行业的发展提供全力支持。传承百年行业盛誉和专业经验，在中国，Basec 将一如既往

地为客户提供最有竞争力的综合布线解决. 

Basec 产品体系包括：安全数据电缆、预端接光缆、快速端接布线、工业现场布线、智

能配线系统和其他更多定制产品。 在中国，Basec 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创新技术和智能解决

方案，满足城市安全稳定、快捷简单的连接梦想，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 

公司资质：ISO9001、ISO14001、RoHS、3P 认证、CE 认证、ETL 认证、Delta 认证

信息产业信息传输线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认证 

 

 江苏康林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品牌宣传语：---科技让安全更轻松 

康林企业愿景： ---成为国内最值得信赖的、公共安全产品提供商。 

康林企业介绍：江苏康林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制造于一体的公司，我

们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可视对讲系统、智能停车场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门禁一卡通系统、

防盗报警系统的方案设计、产品供应、集成安装与维保服务等,是专门从事安防系统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同时从事专业安防工程总包及建筑弱电系统集成安装与维修

保养服务的企业。 

 

 深圳华三（H3C）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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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三（H3C）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化的综合

性企业，公司致力于电力、通信、IT 基础设施、安防器材、综合布线等领域，为用户提供

数据机房全套产品、监控器材、停车场系统、工程线缆、综合布线以及管材、桥架等辅材和

整体解决方案。 

我司全面推行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科学的管理、合理的设计、优良的设

备、严格训练的技术工人以及高效的生产方式，保证了每一件 H3C 产品的优秀品质，并能

够以经济的价格为您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我们将围绕信息化时代需求持续创新，与合作伙伴开放合作，为云计算、模块化数据中

心、IT 设备保护，持续提升科技含量，安全快捷地提高设备工作效率、降低设备维护费用、

延长设备寿命。深圳华三始终“诚信经营、客户至上”的发展理念，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客户的需求是我们设计的源泉。我们乐于为您提供专业的网络机柜整体解决方案。 

 

 上海巴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巴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电力系统智能终端核心技术研发与芯片设计

的高科技企业。秉承“面向市场，自主创新，立足应用，服务客户”的经营理念，依托技术

和人才优势，公司开发完成了具备超强抗干扰能力的新一代低压电力载波通信系统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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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BR5106 系列产品。采用 BR5106 芯片的载波表及采集器等系统方案已顺利通过了

国家电网相关机构的检测现场应用试点，并已进入批量生产和应用阶段。 

公司将以市场为导向，以应用为基础，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为电力行业及物联网行业

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芯片产品和应用系统整体方案，为建设更加绿色和更加智能化的地球作

出贡献。 

上海巴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6 年，从最初的电力线载波芯片研发开始，上海

巴锐已经走过了 10 多年的历程，在这光辉的历程里，上海巴锐从单纯的芯片研发企业，变

革成为一个集芯片研发、电力线载波解决方案提供、户外灯具产品生产于一身的综合性高科

技公司，在 2012 年，公司进行产业升级，从电力线载波芯片研发转型，成为一家户外照明

项目解决方案提供的服务型科技公司，为成千上万家需求电力线载波通讯的科技企业提供了

解决方案，同年由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力线载波道路照明控制系统和景观亮化控制系统系列产

品推向市场，受到了广大路灯处、高校及科技园区的青睐，为中国的能源保护事业，提供了

我们的力量， 

面向市场，自主创新，立足应用，服务客户 

公司口号 

用心通向智能化世界 

 

 Airtek 艾尔泰克 

 

AIRTEK 成立于 1987 年，有超过二十年的建筑物自控系统研发和生产经验，其不断致



 

第 32 页 
 

力于自控领域的产品开发、技术研究及系统服务工作，经过多年的快速和持续发展，除了在

亚洲市场居于领导地位外，也是世界少数几个技术领先的楼宇控制系统厂商之一，服务遍布

全世界。 

AIRTEK 自控产品拥有遍布各行各业的用户基础、能提供一合方面的专业技术。 AIRTEK

监控系统是采用国际通用 BACnet 开放式通讯协定标准(此标准由美国采暖制冷空调工程师

协会 所提倡，发展到现在已是全球国际标准组织的标准、美国国家标准、欧洲共同标准，

全球超过三十个国家采用的国际标准）。 AIRTEK 是遵循该协定开发的系统产品，产品兼容

性强、互换性好，可节省使用者昂贵的系统升级费用，让使用者的投资回报受到真正的保护，

再加上完善的销售网路和服务体系， AIRTEK 终将成为现代化建筑的首要选择。 

AIRTEK 多年来累积无数宝贵的工程经验，带领建筑物走向高安全、高质量、高功能、

信息化及人性化的智能建筑科技。 AIRTEK 在全球建筑物管理智慧化领域里提供领先的智

慧化建筑物管理解决方案，在发展中承诺不断完善创新产品的性能。 AIRTEK 秉持诚信、

专业、效率、完美的精神，来提供客户满意的产品与服务，使客户、员工、投资者及社会大

众均获得最大的利益。 

 

 上海跃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跃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和智能硬件提供商，公司集智能

家居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调试、服务与一体的多元化公司；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建筑智能化解决方案、控制系统；包括智能中控主机、智能开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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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智能采集控制模块、智能感应辨识设备等；提供总线制和 ZigBEE 无线两种技术架构的

全宅智能化方案及产品，同时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 

公司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一流的服务体系，面向全国区域的安装维保能力；以低碳、

高效、节能、舒适、安全、智慧为目标；以专业的技能、优质的产品、丰富的经验、贴心的

服务，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设计和解决方案。 

 

 深圳博答网络有限公司 

 

深圳博答网络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答网络”）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与服务为一体的电子科技企业。 

博答网络致力于为大、中、小型用户提供专业通信产品和信息系统解决方案，为金融，

教育，电信运营商，政府，矿山，互联网及制造业等提供专业综合性 IT 服务，为客户创造

精益价值。公司与知名厂商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具备比较全面的渠道产品线和行业解

决方案。博答网络提供 IP 门禁及视频对讲系统、IP 对讲与应急广播系统、拥有 IP 多媒体通

信系统（IPBX）、IP 多媒体调度系统、IP 多媒体呼叫中心系统（IPCC）、会议系统、语音网

关、IP 电话机与 VOIP 增值业务等优质产品、系统解决方案和周到服务。 

博答网络是国内领先的多媒体融合通信解决方案及运营服务提供商。公司采用国际先进

的通信技术及理念，专注于为全球用户提供简单高效的通信产品和真正符合行业用户需求的

行业应用解决方案，让用户享受到国际化又不失个性化、私密性强又具开放性、兼容性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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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管理的高科技服务，帮助用户实现办公及运营通信的现代化与网络信息化。 

博答网络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进行创新，持续强化网

络设备的研发创新能力、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能力、产品快速定制开发能力以及全方位定制化

的服务能力。博答网络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得到广大客户的认可，并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公司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本地化服务机构，三级服务响应机制可为客户提

供 7*24 小时全方位、本地化、专业化的高效服务。实力强大的生产制造基地，高效先进的

质量管理体系，可为博答用户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上海英谷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品牌宣传语：精挑细选，为您的设备提供专业配套！ 

英谷企业愿景： 做性价比最高的安防周边配件产品！ 

英谷企业介绍： 上海英谷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电子门锁、智能安防电源和其相关

配件于一体，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高科技企业。秉承专业、创新、合作、用户至上的

原则，为代理商，工程商提供优质 稳定 性价比高的智能安防产品，向国内外客户提供性能

卓越、价格低廉的产品和优质、专业、完善的售后服务与技术支持。  

 

 安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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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Ablecan”）是一家专业从事自动化控制、楼宇自控(BA)

及暖通空调自控（HVAC）产品研发、系统集成的国际化高科技企业。公司集研发、设计、

生产、销售、工程服务于一体，是世界上最大的弱电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总部位于

美国佛罗里达州。 

Ablecan 主要针对现代化建筑提供以下解决方案：信息通讯解决方案、IT 基础建设解

决方案、智能楼宇解决方案、公共安全解决方案、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音视频及多媒体解决

方案等。在智能建筑领域中,我们为用户提供了完整的楼宇智能化集成系统，包括：数据网

络、语音通讯、综合布线、机房建设、楼宇自控、能源管理、智能照明、智能家居、火灾消

防、门禁一卡通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周界报警系统、车辆管理系统、电源系统、环境控制

系统、DCIM、公共广播、会议及控制系统、音视频系统、多媒体控制系统等。 

公司拥有一支精良、资深的专业技术队伍，技术团队由自动化行业的专家、教授、资深

软硬件开发人员、系统集成人员组成。 

公司在自动化领域有着强大的技术优势和深厚的技术积累，潜心研究节能核心技术，攻

破一道道难关，实现了 IT、数据库、自动控制技术在节能减排和建筑智能化领域的创新应

用，解决了能源数据跨区域、跨系统、跨专业的系统融合难题，从而达到低投入、高产出、

有效便捷扩展的节能效果。我们提供从技术咨询、工程设计、产品供应、安装施工、调试开

通到售后服务及长期维修保养等全方位的支持，为客户的信息智能化系统提供一站式服务。 

Ablecan 的成长离不开新老客户的支持和鼓励，Ablecan 希望可以成为您最值得信赖

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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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战略合作伙伴 

 上海集光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集光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集视频监控设备的研发、生产、制造于一体，产品

供应与解决方案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光安防拥有目前上海最大的视频监控产业基地，是

国内少数掌握数字高清产品核心技术的企业之一。 

上海集光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视频监控产品与解决方案提供商，面向全

球提供先进技术与产品。集光安防坚持“全线兼容，安全无忧”的产品与服务理念。经过多

年的发展，产品涵盖视频监控设备、管理平台、信息传输三大部分，是业内少数能提供全系

列产品的专业企业。 集光安防是国内掌握数字高清核心技术的前十强企业，自主研发生产

的视频监控摄像机、硬盘录像机、编解码器、视频与存储服务器、视频综合管理软件已应用

于国内外近万个视频监控项目。其中上海世博会，武警全国三级网及近二十个平安 城市项

目的成功实施，让企业在视频监控的应用领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集光安防的市场网络遍

布全国各大中城市，近千人的专业技术与服务人员可促进产品价值与服务品质的不断提升。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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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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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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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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拥有三千余人的研发技术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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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股份的营销和服务网络覆盖海内外，在国内 32 个省市，海外亚太、北美、欧洲、

非洲等地建立营销和服务中心，为客户提供端对端快速、优质服务，并在业内率先实行产品

保修三年。产品广泛应用于公安、金融、交通、能源、通信等关键领域，并相继问鼎三峡水

电、六国峰会、奥运场馆、上海世博、广州亚运、陕西世界园艺博览会、英国伦敦地铁、

9.3 大阅兵、世界互联网大会、G20 杭州峰会等重大工程项目。  

大华股份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08 年 5 月成功在 A 股上市（股票代码 002236），

公司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相继与 ADI、TI、ALTERA 等

建立了联合实验室，现已承接 3 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2 项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1

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4 项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项目。2006-2010 年连续 5 年被列

入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拥有及获得受理专利 890 项，其中拥有授权发明专利 80

项；连续 12 年荣获中国安防十大品牌，连续 9 年入选《A&S》“全球安防 50 强”（2016

年位列全球第四），2015 年 IHS 机构权威报告全球安防视频监控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二。是

中国平安城市建设推荐品牌和中国安防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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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是中国光通信的发源地，是中国主要的

信息通信领域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直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 

集团于 1974 年正式成立，是中国电子信息百强和软件百强企业，经国家批准的创新型

企业，设立有：“光纤通信技术和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光纤通信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光电子工艺中心（武汉分部）”、“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信

息产业光通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亚太电信联盟培训中心”。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集团已形成覆盖光纤通信、数据通信、无线通信与智能化应用四大

产业的发展格局，是目前全球唯一集光电器件、光纤光缆、光通信系统和网络于一体的通信

高技术企业，旗下拥有多家上市公司和控股公司。 

集团倡导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以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电子设计与制造技术、

ASIC 设计技术、光纤设计与制造技术、软件开发技术和光纤传感技术为核心技术，构筑竞

争优势；以下一代固定和移动互联网络及智能化应用解决方案为主攻目标，整合资源，构建

有竞争力的产业格局，力争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国际化的信息通信领域综合解决方

案和服务提供商。 

集团积极推动管理变革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推进市场化、公司化、资本化、国际

化经营策略，将客户需求作为项目立项和产品规划的重要依据，将市场占有率和盈利水平作

为产品成功与否的关键评判要素。形成了覆盖战略绩效与薪酬设计、营销体系与产出线建设、

产品技术开发管理、企业文化与干部体系建设在内的增量文化。 

 

 中控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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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1998 年 3 月，是全球领先的混合生物识别技术研发

企业，目前拥有最多的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同时把生物识别技术广泛应用在智慧办公、智

慧金融、智慧交通、智慧安防等多个领域，拥有业内最大的全球服务网络。在美国硅谷设立

了专注于混合生物识别和物联网创新中心，在欧洲设立了专注于云平台、云计算、大数据研

究所，在厦门设立了应用软件基地及数据运营中心，在深圳设立了只能硬件研发中心，在东

莞塘厦设立了制造中心；在美国拥有 3 家企业和实验室，专注于生物识别算法与技术运作；

在中国所有省份都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在西班牙、墨西哥、迪拜、阿根廷、哥伦比亚、秘

鲁、智利、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沙特、埃及、南非等国家设有

分公司或办事处，负责中控智慧全球化商业运作。海外机构的员工中外籍员工超过 90%，

公司员工超过 3000 名，有近 1000 名研发人员。是中国安防十大品牌，中国安防十大民族

品牌企业。 

 中控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生物识别大数据与智慧办公、智慧安防、智慧身份识别

应用相结合，成为了行业内的领军企业。以“颠覆性创新”为创新立足点，以“020 服务”

为服务平台，率先在行业内实现了研发、设计、工程、制造、物联网+互联网服务的垂直生

态体系，也拥有业内最大的制造基地。同时是全球第一家全面推出人车、车行、物检整套产

品及解决方案企业，也拥有院士工作站、创新魔方工场等机构。参与制定了中国居民身份证

指纹标准、指静脉标准、面部识别标准等国家标准，是公安部授权的二代身份证指纹算法许

可发放商、身份证机具生产商、指纹模块生产商，也是美国生物识别协会、中国生物识别协

会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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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谱华顿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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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网络分布于中国 21 个省、4 个自治区、

4 个直辖市的各主要大（中）城市，拥有 3 大生产基地、8 大仓储中心、80 余家销售分支

机构、近 4000 名员工，系国内（本行业）规模最大的产品直销体系之一。目前爱谱华顿网

线全球销量超过 1300 万箱，总里程数相当于绕地球 99 圈。仅 2016 年度，弱电线缆产品

的市场总供应量逾 200 万公里，是赤道周长的 50 倍，连续 9 年产销量行业领先。 

爱谱华顿集团，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企业集团，旗下上海爱谱华顿电

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爱谱华顿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上海集光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爱谱电子线缆系统有限公司，北京爱谱华顿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众城线缆有限

公司等 8 家全资子公司，专职、专业从事工程用线缆、视频监控设备与综合布线三大领域

产品的制造与销售服务。集团总部位于上海。 

 

 南京泰杰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泰杰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控制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

http://www.aipu-waton.com/
http://www.aipu-waton.com/
http://www.aipu-waton.com/
http://www.visionfocus.cn/
http://www.visionfocus.cn/
http://zc-cable.com/
http://zc-cab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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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高新技术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研发出以 Pyxos 总线技

术为基础的一整套智能化控制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智能照明、楼宇自动化、建筑节能、环

境监测、酒店客房控制、智能家居等领域，尤其是在节能监管和智能照明方面具有突出优势。                                                                                

2006 年团队成立，主要从事自动化产品的定制研发。 

2009 年开始专注 Pyxos 总线技术的智能控制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主要应用于楼宇自控

和智能照明，期间以合作的模式进行产品销售。 

2014 年 1 月成立南京泰杰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立 TJSMC 品牌，提供国内领先的

智能照明系统与节能监管系统的产品和方案。 

2015 年 5 月获得弘讯科技（上证代码：603015）战略投资。 

2015 年 12 月通过江苏省软件企业认定。 

2016 年 11 月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公司文化： 

规范、透明、专注 

公司核心价值观： 

让产品和技术闻名于世，为全体员工谋幸福，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泰杰赛关注每一位伙伴的成长，尊重员工、关爱员工、提升员工；公司通过丰富多彩的员工

集体活动，创建出优秀的公司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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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控（SUPCON）是中国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产品与解决方案的业界领先者，业务

覆盖工业自动化、城市信息化、工程设计咨询、科教仪器、机器人、装备自动化、新能源与

节能等领域。公司创建于 1993 年，总部设在风景如画的中国杭州，全球员工超过 4000 人。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中控的核心成员企业，依托深厚的科研积淀，以及强大的

自主创新能力，构建了完整的工业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及产品体系，包括现场仪表、控制阀、

控制系统（DCS、SIS、PLC、RTU、SCADA……）、先进控制与优化（APC）、制造执行系

统（MES）以及企业信息系统（ERP）等。 

    凭借着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坚定与执着，中控收获诸多业绩：连续五年蝉联 DCS 国内

市场占有率第一位；承接诸多亚洲乃至世界最大项目，包括亚洲最大的油气开采自动化 MAC

项目、全球最大甲醇生产装置生产线、全球顶级煤制烯烃 MAV 项目、亚洲顶级大型化肥项

目；在 2015 年，中控实现百万吨级乙烯 DCS 国产化零的突破…… 

    中控秉承“勤于业•安于信•暖于心”品牌理念，珍视每一个客户，信守承诺，构建完善

的服务体系，以诚意温暖客户。在北京、沈阳、成都、广州等国内 30 个省、市、自治区及

印度、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国家等地均设有区域事业部、分公司、办事处等机构，第一时间

响应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目前，中控与全球著名的 500 强企业如英特尔、罗克韦尔、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

等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品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产品远销亚洲、欧洲、非洲、南

美洲等国家，深受全球用户的信赖！ 

中控以专业推助生产，以诚意温暖客户，以智慧引领未来！ 

 

 深圳市欧瑞博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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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欧瑞博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物联网创新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团队在智慧

家庭、办公、酒店等应用场景持续创新，给用户提供从智能设备、应用解决方案、智能云平

台等产品和服务，追求更安全、更节能、更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居住环境。 

2011 年 4 月 欧瑞博成立。并推出全球首款 GSM 智能插座，年销量超过数十万。 

2013 年 11 月 与世界 500 强企业 ABB 合作开发智能开关系统，成为国内唯一可按授

权向其收费的企业。 

2014 年 11 月 2014 年度创新成长企业百强，与滴滴打车、饿了么等创新公司被“创

业邦 100“评选成为最有投资潜力的企业。 

2015 年 8 月 智家 365 APP 上线，可兼容近百种设备，标志着欧瑞博智能家居云平台

的正式形成。同期 COCO 智能插线板获得 810 万的众筹成绩，成为首个爆款智能产品。 

2016 年 10 月 四大商业解决方案正式公开，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项目成功落地。 

企业愿景：引领万物互联，成为物联网时代最有用户价值的企业。 

企业使命：为全球用户创造智能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价值观：务实创新、诚信开放、共享价值。 

 

 瑞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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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瑞讯通讯服务有限公司是智能家居、综合布线、光纤到户、住宅信息箱等产品专业

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公司一直以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

业界的认可。瑞讯科技（亚洲）有限公司，总部设于香港，主要致力于通讯与智能控制领域

的产品研究与开发；1996 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市场营销总部以及亚太生产基地产品研发中心，

并与施耐德、奇胜、贝尔、阿尔卡特等世界知名企业有着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为推动中国三网融合工程和智慧城市建设，瑞讯科技成功研发 DHS(智能家居)系列产

品、FTTH(光纤到户)系列产品、Acincom(综合布线)系列产品，并获得 20 项相关专利技术，

及数十个行业奖项。此三系列产品目前已在意大利、加拿大、韩国、沙特、印尼、南非等

30 多个国家 70 多个城市中得到广泛应用。 

 

 上海申捷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申捷管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电气管道、电缆桥架、彩钢节能桥架、成品支吊架

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在“综合管网系统”、“电气成套技术开发”、“综合吊挂体系”

领域为国内、国际各大建筑承包商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申捷科技在大型市政工程、超高

层建筑、知名商业综合体及各种地标建筑领域积累了大量建材供应案例和经验，始终引领着

行业发展的潮流。二十余年来，申捷科技为知名项目供应优质建材，并配合承建商做好相关

领域内技术标准、产品安装、质量检测、安全调试等项目的咨询、生产、销售和售后工作。

申捷科技始终坚持以“品质在内，服务在外”为核心，在行业内积累了卓越的名声与口碑，

得到业主和总承包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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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盘久电缆有限公司 

 

上海盘久电缆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电缆汇线桥架、网格桥架、玻璃钢桥架、铝合金走线

槽、支吊架的生产，，是集产品设计、制造、销售、安装于一身的企业，公司位于中国繁华

中心---上海。 

公司生产的电缆桥架、玻璃钢桥架、网格桥架、支吊架、铝合金走线槽、铝合金桥架及

各种非标桥架等系列产品，广泛用于电力、电子、建筑、石油化工、交通、办公、机房、遂

道、机械、电信、钢铁、大型超市等领域，已越来越受到中外客户的青睐和好评。 

公司秉承  " 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经营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始终奉行 "

务实、诚信、开拓、创新 "的营销理念；恪守“精心制作、用心管理、放心使用、热心服务 ”

的质量方针；“科学管理、求实创新、团结自强、勇创一流”的企业精神；“质量第一、用户

至上”为宗旨。竭诚和国内外客户朋友携手合作，共致双赢！ 

 

 摩托罗拉系统公司 

 

摩托罗拉使用无线电、宽频及网际网路，并提供嵌入晶片系统，以及端对端整体网路通讯

解决方案，以达到加强个人、工作团体、车辆及家庭的操控及联系能力。 

http://baike.baidu.com/view/6621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24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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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罗拉公司有三大业务集团，分别是企业移动解决方案部、宽带及移动网络事业部和移动

终端事业部。 

旗下产品： 

数字集群通信解决方案 

无线通信解决方案 

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企业移动解决方案 

 

 海能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583.SZ，原深圳市好易通科技有限公司）是行

业领先的专网通信解决方案及设备供应商，致力于为政府与公共安全、公用事业、轨道交通

和工商业等用户，提供恰如所需的专网通信产品、服务及通信解决方案，提高应急通信与指

挥调度能力，促进通信与管理的融合，提升组织效能。 

海能达不断追求技术创新，拥有员工 7000 余人，其中 40%为研发技术人员。持续将

年销售收入的 12%以上投入研发，在全球建有深圳、德国巴特明德、哈尔滨、南京、鹤壁

等五个专网通信研发中心。海能达是我国首个专网通信数字集群标准（PDT ）的核心起草

单位，并已成为全球主流通信标准协会的中坚力量，积极推动全球专网发展，是全球极少数

能同时提供最领先的 PDT、 DMR、 TETRA 全系列产品及解决方案的企业。 

http://baike.baidu.com/view/1950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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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能达的产品已遍布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在全球设有近 50 个分支机

构，其中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莫斯科、香港等子公司，以及迪拜、秘

鲁利马、雅加达等办事处。在中国，公司市场占有率本土品牌排名第一；在全球，公司产品

出货量排名第二，越来越多的全球专业客户信赖海能达。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供应商，专注于 ICT 领域，坚持稳健经

营、持续创新、开放合作，在电信运营商、企业、终端和云计算等领域构筑了端到端的解决

方案优势，为运营商客户、企业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有竞争力的 ICT 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

并致力于使能未来信息社会、构建更美好的全联接世界。目前，华为有 17 万多名员工，业

务遍及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华为融合通信可满足企业移动化、视频化和协同办公的需求，可灵活适配从 SOHO 工

作室到超大型企业的差异化用户规模需求，最大可支持 40 万用户容量。 

融合语音、数据、视频和业务流等，实现任意终端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安全快捷地接

入系统，可满足各种用户规模的企业，在 IP 语音、群组沟通、协同会议、移动办公、业务

流融合等方面的需求。 

华为融合通信产品秉承开放、融合和创新的理念，为企业打造高效的协同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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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来邦科技 成立于 1997 年，2016 年 4 月在新三板挂牌，股票代码：836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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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从事安防专用对讲系列产品

的开发、生产及销售，是中国市场卓具规模与实力的专用对讲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商，产

品专业用于医院、养老院、银行、监狱、学校等领域。 

    自主知识产权的 IP 网络数字音视频技术，彻底解决了 IP 网络对讲时的回音、啸叫；IP

网络双向可视对讲技术，处于同行的领先地位。 

来邦将一直秉持着不断创新、开拓的精神，专心研发国际领先水平的产品 

目前来邦销售网点遍布全国各地，在国内 18 个省会城市及日本、以色列、马来西亚设

立了办事处或代理商，另有 2000 余家工程商同我公司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来邦品牌及

产品已占据市场稳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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