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宗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占俊华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9,428,902,974.38 9,942,448,619.42 -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96,269,608.01 1,536,118,222.96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69,074,026.95 1,482,828,488.96 -0.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82,048,164.94 -3,038,198,689.80 -31.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63 0.168 -2.9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63 0.167 -2.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4.00% -0.7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3,083,912,948.30 75,358,000,240.29 -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391,759,940.30 44,904,033,876.83 3.31%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9,345,010,69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353.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7,181,064.4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0,854,729.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465,256.8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090,870.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06,494.39

合计

27,195,581.06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2,5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88% 3,632,897,256 0

质押

50,000,000

龚虹嘉 境外自然人

13.43% 1,255,056,700 941,292,525

质押

594,03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33% 498,128,526 0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2% 450,795,176 0

质押

151,258,998

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 182,510,174 0

质押

48,000,000

胡扬忠 境内自然人

1.95% 182,186,477 136,639,858

质押

53,650,00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 国有法人

1.93% 180,775,044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 95,387,79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0% 65,818,800 0

郭敏芳 境内自然人

0.43% 40,094,699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3,632,897,256

人民币普通股

3,632,897,25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8,128,526

人民币普通股

498,128,526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450,795,176

人民币普通股

450,795,176

龚虹嘉

313,764,175

人民币普通股

313,764,175

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182,510,174

人民币普通股

182,510,17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

180,775,044

人民币普通股

180,775,04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87,791

人民币普通股

95,387,79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5,818,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818,800

胡扬忠

45,546,619

人民币普通股

45,546,619

郭敏芳

40,094,699

人民币普通股

40,094,6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公司境外自

然人股东龚虹嘉先生与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陈春梅女士为夫妻关系； 公司境内自然人股东胡扬

忠先生同时持有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和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股份。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期末余额

（元）

上年度期末余额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365,969,491.58 973,236,789.02

2.10%

票据结算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911,405,211.10 1,257,385,053.02

预付款项

422,525,123.92 309,685,733.32 36.44%

采购备货增加

合同资产

684,021,982.98 0.00 100.00%

根据新收入准则， 部分应收账款和存货金额重

分类到合同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850,213,235.57 528,469,701.75 60.8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502,429,960.56 252,165,321.49 99.25%

对外股权投资增加

短期借款

3,920,225,074.32 2,640,082,485.15 48.49%

短期周转资金需求增加

应付票据

1,691,696,312.66 1,239,584,016.70 36.47%

票据结算增加

应付账款

8,024,133,798.90 12,700,075,307.70 -36.82%

采购款到期支付增加

预收账款

0.00 1,020,989,460.61 -100.00%

根据新收入准则，预收账款重分类到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1,328,269,263.91 0.00 100.00%

应付职工薪酬

773,825,350.06 2,359,674,640.12 -67.21% 2019

年度年终奖于本季度发放

应交税费

661,628,310.56 991,342,805.91 -33.26% 2019

年应交企业所得税于本年缴纳

其他应付款

2,420,969,896.27 1,568,744,599.94 54.33%

已背书未到期不终止确认的承兑汇票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87,978,481.56 -53,541,146.99 -64.32%

汇率波动影响

2、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年初至期末金额

（元）

上年同期金额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209,496,786.15 140,437,311.57 -249.17%

受汇率波动影响，本期汇兑收益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年初至期末金额

（元）

上年同期金额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82,048,164.94 -3,038,198,689.80 -31.07%

本期采购备货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4,520,039.21 -447,200,463.78 -84.37%

本期股权投资活动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7,055,108.43 895,763,947.35 40.33%

上期欧债到期偿还，本期无类似活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20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情况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0

年

01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9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

月

3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1

月

06

日至

01

月

17

日

实地调研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1

月

6

日至

1

月

1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2

月

10

日至

02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2

月

21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2

月

24

日至

03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0

年

03

月

09

日至

03

月

25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3

月

9

日至

3

月

2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报告期内参加投资者关系会议情况

时间 地点 参加会议 接待对象 接待方式

2020

年

1

月 北京

Morgan Stanley 2020 China New Economy Summit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20

年

1

月 北京

NDR-

广发证券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20

年

1

月 上海

NDR-

广发证券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20

年

1

月 上海

UBS 20th Greater China Conference 2020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19

年

2

月 线上会议

JP Morgan China Opportunities Forum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19

年

3

月 线上会议

2020

年大和东京投资研讨会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19

年

3

月 线上会议 华泰证券春季线上策略会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19

年

3

月 线上会议 国泰君安春季投资策略

-

线上交流会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2019

年

3

月 线上会议 申万宏源春季

TMT

线上策略会 各类投资者 一对一、一对多、小组会议等

3、报告期内投资者关系活动统计

日常调研的接待次数（现场、电话会议）

63

日常接待机构投资者数量（个次）

748

日常接待个人投资者数量（个次）

0

参加投资者关系会议的次数

9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宗年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

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目前总股本9,345,010,69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7元（含税），不

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康威视 股票代码

0024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方红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

518

号

电话

0571-88075998

、

0571-89710492

电子信箱

hikvision@hikvision.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业务领域与地位

海康威视是以视频为核心的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和大数据服务提供商，业务聚焦于综合安防、大数据服务和智慧业务，构建开放合作生

态，为公共服务领域用户、企事业用户和中小企业用户提供服务，致力于构筑云边融合、物信融合、数智融合的智慧城市和数字化企业。

在综合安防领域，根据Omdia

1

报告，海康威视连续8年蝉联视频监控行业全球第一，拥有全球视频监控市场份额的24.1%

2

。在a&s《安全自

动化》公布的“全球安防50强”榜单中，海康威视连续4年蝉联第一位。

1

（Omdia是一家全球性科技行业咨询机构，该品牌由Informa� Tech旗下咨询机构（Ovum、Heavy� Reading和Tractica）与2019年被收购的

IHS� Markit�科技研究团队共同组成。）

2

（根据Omdia� 2019年6月（时称IHS� Markit）发布的全球视频监控市场报告，以2018年数据为统计基础。）

在大数据服务领域，海康威视打造物信融合数据平台，为多个行业提供“多网汇聚、跨域融合”的大数据汇聚、治理和挖掘服务。

在智慧业务领域，海康威视深耕行业智慧化业务，深度服务于智慧城市、平安城市、智能交通、数字企业、智慧社区等行业。

2、技术积累与创新

自公司成立以来，海康威视始终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研发投入持续增加，研发队伍持续扩大，研发成果持续转化。海康威

视以“云边融合”理念引领安防行业发展，极大推动了边缘计算和云计算的融合应用；海康威视提出“物信融合” 架构，通过将物联感知数据

与信息系统数据有机融合实现大数据平台的能力倍增；海康威视秉承“数智融合”理念，将AI与感知大数据结合实现感知智能，将AI与多维大

数据结合实现认知智能；海康威视坚持“软硬融合” 路线，做最好的硬件产品，做与硬件融合最好的软件产品，依托软硬件产品构筑解决方案

优势。

2.1�云边融合，感知技术创新支持智能物联

海康威视于2017年10月发布AI� Cloud，提出“云边融合”计算架构，以“边缘感知、按需汇聚、多层认知、分级应用” 为主要技术特征，成为

业界普遍接受的智能物联网体系架构。

AI� Cloud云边融合计算架构包括边缘节点、边缘域和云中心三个部分。边缘节点侧重多维感知数据的采集和前端智能处理；边缘域侧重

感知数据的汇聚、存储、处理和智能应用；云中心侧重业务数据的融合及大数据多维分析应用。AI� Cloud系列产品包括“两池一库四平台” ，即

计算存储资源池、数据资源池、算法仓库、管理调度平台、数据资源平台、智能应用平台和运维服务平台。

AI� Cloud以AI为基础，解决感知数据前端智能采集问题；以数据为中心，解决数据在各类节点之间按需汇聚的问题；以应用为目标，解决

在不同场景下的智能应用问题；以运维为保障，解决大型复杂物联感知网络环境下的一体化运维问题。

通过AI� Cloud的提出、相关产品发布以及在各行业的大范围应用落地，海康威视走出了从单一传感器（视频）到多维传感器、从非智能传

感器到智能传感器、从传感器产品到三层架构智能物联网络的发展路径，从视频监控厂家发展成为智能物联网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2.2�物信融合，数据技术创新支持数据服务

2019年3月，海康威视提出“物信融合”数据架构，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首次阐明智能物联网与信息网之间规模化、体系化数据融

合的路径和方法，发布物信融合数据平台。

物信融合数据平台提供感知资源治理能力。基于海康威视多年来在物联网领域的技术积累，海康威视构建了物联感知资源建设评价指

标体系，提供了感知资源治理和评价工具，通过源头治理提升感知数据质量，为行业用户的感知体系建设和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

物信融合数据平台提供多源数据汇聚能力。通过对多种类型感知数据的接入和智能化处理，首先实现多维感知数据的融合碰撞；同时提

供信息网数据的采集工具，支持数据类型、数据格式和数据接口可扩展；最后，感知数据和信息网数据可通过组合、整合、聚合的方式实现深

度融合。

物信融合数据平台提供融合数据治理能力。通过数据标准、统一认证、数据权限、资源管理中心、策略中心、作业中心、数据安全等30余个

组件，组成物信融合数据治理工具套件，可按需适配不同项目的数据治理场景。同时，为支持数据治理工程实施，公司已组织专业的数据工程

师、数据分析师、数据应用研发团队，总部和区域分工协作，开展数据业务应用研究、数据调研、接入方案设计、数据汇聚实施、数据治理实施、

数据模型建设、通用数据应用实施等工作。

物信融合数据平台提供数据服务能力。通过提供面向应用层的标准化接口，实现数据服务接口的统一配置、发布和管理，预置420多个通

用接口供第三方开发者直接调用，同时支持新的数据服务接口的开发。平台提供集中式资源申请、分配和管控等核心功能，可适配海康大数

据智能存算平台HBP、开源Hadoop，以及第三方PaaS开放平台。

海康威视重视数据资源价值的深度挖掘。公司内部形成了常态化数据模型大赛、数据应用创新评比机制，构建了一系列城市级、行业级

大数据应用。目前数据工程项目已经覆盖国内29个省市和部分境外区域，截止到2019年底，大型数据工程项目已超过100个。

通过物信融合数据平台，海康威视实现了从单纯提供数据采集服务向进一步提供数据治理与应用服务、从单纯提供智能物联网数据服

务向跨越智能物联网和信息网提供数据服务的转变，成为一家拥有自身技术优势的大数据服务提供商。

2.3�数智融合，人工智能创新支持智慧业务

进入2020年，海康威视提出智慧城市“数智底座” ，将多年来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的技术积累融汇为对智慧行业和智慧城市建设的

统一技术底座。

海康威视构建智能感知能力。通过智能解析平台、AI开放平台、算法仓库和算法调度平台构成的感知智能平台，为用户提供了算法训练、

存储、解析和调度的全栈能力。海康威视2019年持续迭代AI开放平台能力，帮助用户简单、快速地构建自己的智能算法，以解决产业智能化进

程中应用场景化、碎片化的难题。AI开放平台面向合作伙伴免费开放，显著降低中小微企业和开发者参与人工智能开发的门槛和成本。目前AI

开放平台已上线各类通用AI功能40余项，平台日均调用次数35,000,000+次；累计训练模型超过10,000个，其中垂直行业的碎片化场景模型占

模型总数95%以上。公司先后在全国各地组织了30多场培训认证活动，持续发展和培育行业生态，累计受训技术人员5,000余人，帮助行业开发

者迅速掌握开发技能，在明厨亮灶、物业管理、无人零售、安全生产、生产辅助、园区管理等数十个细分领域的生态圈构建中进展显著。

海康威视构建智能认知能力。通过知识图谱、机器学习和时空引擎构成的认知智能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数据挖

掘服务能力。通过对信息按知识结构进行管理、分类和关联，将庞大无序的信息进一步分析挖掘为有序而互相关联的知识，最终形成以知识

为中心的智能认知服务体系，解决诸如城市交通中拥堵预测不准确、营销中潜在客群无法定位、金融风控中难以对违约风险实现事前预警等

难题。

“数智底座”的推出，标志着海康威视依托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和大数据服务能力，将感知数据与人工智能结合，将融合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结合，从关注产品向关注系统拓展，从关注技术向关注业务拓展，从关注单一业务向关注多行业业务拓展，通过开放平台构建合作生态，

为用户提供完整的智慧行业和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2.4�软硬融合，统一研发体系支持产品创新

自公司成立以来，海康威视建立了行业领先的硬件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体系，为公司在行业竞争中保持优势建立了护城河。2016年以来，

海康威视注重软硬融合、协同发展，以市场需求的快速转化为导向，以基于组件的开发模式为基础，建立了面向全公司多个行业和多个研发

团队的统一软件研发体系。统一软件研发体系的核心是公司统一软件技术架构。2019年，统一软件技术架构的优势逐步体现，支持了行业应

用的快速开发和迭代，发挥了软件复用的价值，提升了软件之间的兼容性。

2.4.1�统一研发体系

海康威视利用软件组件化技术来解决软件难以规模化生产的问题，制定软件产品开发和管理规范，使软件达到一致性要求。全体研发团

队可以基于统一的软件构架，背对背地开展协同开发，在平台、接口和风格上保持一致，并可快速集成。

在统一研发体系下，海康威视采用“构架+组件=产品”的模式进行软件产品构建。组件定义为一个能独立完成某项技术或业务任务的软

件单元，以可复用为目的进行软件的组件化拆分和设计，组件的来源可以是自研、第三方或开源。组件类型包括基础环境组件、通用服务组

件、共性业务组件和行业业务组件。海康威视组件数量已从2018年的275个增长到2019年的1,644个。其中，可被复用的基础环境组件、通用服

务组件和共性业务组件经过24,000余套出货软件的现场运行验证。而构架是组件集成和运行的基本环境，满足不同业务场景提炼的海康域见

和海康云远两大构架已逐步成熟，支持了大量软件产品和定制化应用的开发。在统一软件技术架构的开发模式下，软件产品中组件复用率达

到93%，平均每个产品新增组件数仅为5个。

在统一研发体系下，海康威视打造了三位一体的集成开发环境、集成管理环境和集成运行环境。集成开发环境提供面向开发的线上软件

生产流水线，提供一整套标准有序的生产、流转、管理工序，通过将标准固化和自动执行关键步骤，来保证软件生产的规范，与各管理流程融

合，贯穿软件规划、开发、测试、发布的全生命周期；集成管理环境提供面向营销的软件市场，汇聚软件从规划到上市的各阶段信息，为售前咨

询展示、解决方案评估、研发管理决策、技术资料获取、售后服务维护等场景提供支撑；集成运行环境提供面向项目现场运维人员的运维管理

环境，对项目现场的软件进行全面维护。

在统一研发体系下，海康威视建立了覆盖全国各省级业务中心及部分海外区域的软件研发团队，所有研发团队共用统一的技术架构和

可复用组件，共用软件开发、管理、运行环境和配置管理策略，实现了软件的规模化、协作化生产。

在统一研发体系下，软件和硬件产品的设计、生产实现了更紧密的协同和融合。很多软硬件产品做到“同设计、同开发、同部署” ，硬件设

计时就考虑了相应的软件接入驱动开发和应用功能开发，应用软件开发时就呼应了相关硬件的支撑要求，从而避免了“硬件等软件” 或“软

件等硬件”的情况发生。

2.4.2�软件产品家族

2019年，海康威视持续利用统一软件技术架构完成软件产品的重构，软件资产库沉淀了大量软件成果，AI� Cloud平台产品持续完善，60余

款行业业务应用软件产品完成重构并成功上市，所有产品都基于统一构架构建，各软件产品之间也可以实现彼此兼容和协同，最大程度降低

了不同系统之间打通带来的集成和协作成本。

海康威视软件产品家族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通用软件平台产品，一部分是行业业务应用软件产品。

通用软件平台产品在计算存储资源池和数据资源池之上，包括AI开放平台、算法仓库、大数据基础平台（HBP）、资源管理调度平台、物信

融合数据平台、大数据挖掘服务平台、运维服务平台、智能应用平台、通用综合安防平台和互联网运营基础平台。

行业业务应用软件产品包括行业综合安防产品，以及面向公共安全、交通出行、政务服务、社会动力、商业世界、财富增长、美好生活、自然

资源等各个行业的应用软件。

2.4.3�硬件产品家族

2019年，海康威视围绕AI� Cloud架构，将AI注入更多产品，继续完善边缘节点、边缘域、云中心的核心产品布局，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持续引领市场。

AI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启了智能产品的新篇章。海康威视“黑光”“全彩”“多摄”系列智能摄像机、全分析智能服务器、“海康超脑” 系列

智能NVR、“海康神捕”“环保”“雷达视频一体”系列智能交通产品、以及“明眸” 系列近景人脸智能门禁产品为代表的智能产品在政府市

场、企业市场、消费者市场得到广泛应用。

前端产品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摄像机从传统的视频监控终端演变为万物互联中最主要的智能感知终

端。

随着AI场景化持续落地，单摄技术已无法满足兼顾宏观态势和细节分析以及多目标轨迹关联等各类智能需求，海康威视的AI多摄是由

场景定义，通过一台设备多镜头的组合联动，兼顾不同视角、不同参数、不同功能的需求，在边缘节点端聚合多种专为复杂场景设计的深度学

习算法，串联时空关系与目标特征，从单一场景衍生到时空域场景，具备多场景数据融合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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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R降噪：Multilateral� Noise� Reduction，多级降噪，在不同的数据域（raw域、YUV域）进行多级降噪，以获得更优的降噪效果。

MSD像素级分解：Multi-Scale� Decomposition，多尺度分解，将图像分解成多种频率成分。

NDG无损降噪：Nondestructive� Digital� Gain，无损数字增益，相对于传统的数字增益，无损增益引起的噪声相对较小，具有噪声抑制的作

用。

SMDE智能降噪：Smart� De-noise，一种智能降噪技术，能够根据场景照度和噪点属性自适应调整控制参数。）

海康威视持续深耕低照度成像技术体系，赋予日夜全彩的效果，让黑夜也能像白天一样精“彩” 。智能黑光产品形成覆盖从中低端到高

端不同业务需求的全系列家族，产品采用全新的硬件架构设计，功耗低，性能强，从混合补光、多镜头多Sensor融合以及高分辨率等多方面提

升黑光效果。公司加大细分领域产品的投入，依托场景需求定义，解决产品在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的业务适配问题；把握开放融合发展趋

势，建立开放产品体系，加速碎片化AI落地，持续在安全生产、智慧电网、智慧农业、远程教育、应急管理等行业领域形成端到端系列化产品解

决方案。

边缘域与数据中心产品

边缘域产品，以海康超脑为代表的智能产品进入2.0时代，AI计算能力大幅提升，满足日益增长的边缘算力需求。面向碎片化的智能应用

需求，公司推出了域端全系列超脑以及AI开放平台专用超脑，满足用户的算法个性化和定制化需求，支撑边缘域的智能化应用高效开展。

海康威视数据中心产品，实现了图像智能全分析、计算资源全兼容、引擎和数据全开放的架构。中心解析产品方面，公司打造层次更为丰

富的高性能智能服务器，涵盖主流的高性能AI硬件平台，保持业内最高算力；进一步提升算法的效果，实现多算法的关联应用，打造业内先进

算法生态体系；提升大数据的智能化和可视化，服务于城市级和各行业的大数据应用和治理。全系列IoT中心存储方面，可以满足智能物联网

存储、计算、应用一体化需要，利用多维智能、数据、应用与存储的融合，持续为用户创造价值；依托于流直存和智能融合云的技术优势，公司存

储产品在国内IP存储领域保持销量领先。

显控产品

海康威视继续扩展中心显示产品，通过无缝拼接、透明、曲面、触控、全息等多元化显示方式，实现资讯交互获取、信息智能投放、大数据综

合呈现。海康威视小间距LED产品实现了超高对比度、超高清无缝拼接显示，在监控中心、指挥中心等场合取得了广泛的应用落地。

海康威视LCD拼接屏，基于自研芯片级算法，实现整面电视墙颜色一致和多场景显示模式，同时推出Mini/Micro� LED产品，在画面质量

要求高的场景广泛使用。

在控制产品方面，基于视音频处理、数据多媒体融合、超高分辨率、人工智能、集分控制等技术，赋能解码器、拼接控制器、视频综合平台等

经典产品，丰富监控中心、指挥中心应用，保持业内领先。

门禁对讲产品

“明眸”系列近景人脸识别门禁对讲产品，推出新一代多模态人脸识别门禁，该系列产品不仅汇聚海康威视在视觉方面优势，具备人脸

识别高精度、快速通行、暗光效果卓越、无白光灯污染等特点，同时支持语音交互，如设备唤醒、呼叫对讲等能力，屏上刷卡，机身轻薄，体验再

升级。

门禁对讲产品还为用户提供了从产品、产品组合方案到系统解决方案全方位的服务支持，门禁产品在智慧社区、工地实名制、校园一脸

通、企业园区建设、办公楼改造、景区与车站检票等众多项目中，有效的提升了系统的安全性与便捷性。可视对讲作为公司为住宅地产打造的

重量级产品线，将AI社区与全屋智能有机融合为一体，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智能生活体验。

智能交通产品

在智能交通领域，公司将视频与多维感知技术相结合，打造由智能交通摄像机+道路智能终端组成的边缘域融合产品包。环保抓拍卡口

系统以及同系列的环保电警、环保微卡口/智慧监控等环保家族产品解决了业内十多年来的白光爆闪光污染难题，均为解决光污染作出社会

贡献。在对道路交通的综合治理上，车辆远光灯检测、行人闯红灯警示、礼让行人提醒、鸣笛抓拍系统、黑烟车检测等新业务应用也深度融入

城市文明建设中。

通过将毫米波雷达技术和视频技术深度融合，公司推出雷达视频一体系列产品，实现了全天候、多场景、多目标、多车道、高精度、高速度

的交通信息检测，打破传统单维度视频感知的技术瓶颈，实现交通的安全预警，事件检测，道路场景的多维信息感知等应用的落地；在交通信

号控制领域，公司基于AI� Cloud技术框架对平台端的多维度交通大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通过信号机端控制算法的前置和优化，既提升了系

统的稳定性、时效性和可靠性，又可以支持更复杂的区域、干线协调。

在静态交通领域将AI和射频技术融入系统，公司推出新一代停车产品和方案，提升停车管理效率，为客户带来价值。结合多维物联感知

技术推出领先的雷达检测产品，免地感简化项目的施工和维护，保护人车，改善用户体验。在移动执法领域，海康威视自主设计推出双系统智

能采集站，采用嵌入式Linux+Android双系统设计，大幅度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同时保障了易用性。

传输产品

在边缘节点，各种不同类型的安防终端产品通过轻网管交换机、光纤收发器、无线网桥等传输产品的连接，构筑起一套轻智能视频传输

系统。该系统通过“拓扑可视、统一管理”的方式，将安防系统和网络系统的运维合二为一，降低对运维人员能力的要求，提升了问题发现、问

题定位、问题分析的效率。

在边缘域和云中心，海康威视推出新一代数据中心级核心交换机产品，以CLOS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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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数据控制和转发的硬件分离，提升了核心网

络的可靠性，最大可承载高达10,000路视频的项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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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架构：一种框式交换机产品的多级电路交换架构，可实现控制和转发的硬件分离，提高了整机可靠性。）

报警产品

海康威视报警产品在无线射频传输技术、被动红外探测技术、微波探测技术、防宠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持续升级，产品多维感知能力不

断提高；以AI技术赋能，将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应用到入侵报警、公共报警等产品中，与视频、门禁、对讲、热成像等相关技术打通融合，借助云

业务发展契机，将报警产品及业务管理从本地化、局域化转变为云端化、移动化，实现在线管理、报警云管理，提升服务商综合运营服务能力。

入侵报警产品提升无线射频技术优势，推出混合主机系列产品，向低端报警专业市场持续拓展，完善产品系列。公共报警产品深入行业，

从单一紧急报警求助走向紧急求助、应急响应、救援设备设施管理、医疗辅助等综合产品应用，融合应用不同AI技术，实现快速识别响应、快速

处置。

会议平板产品

公司会议系统形成了结合会议门牌、视频会议、会议平板、会议管理系统的全流程解决方案。会前在线预约、资料分享、会议通知、无感签

到、门牌信息同步；会中无线投屏、白板书写、互动协作、纪要语音生成；会后设备集中管控、数据统计分析、会议纪要分享，给使用者带来安全、

智能、高效的会议体验。

全新平板产品，采用高精度红外触控/电容触控技术，产品触控体验更好；内置4K摄像头及八麦克风阵列，支持语音识别，并打造云会议

系统，让视频会议及协同办公更智能、高效、便捷、安全。

面对场景化、碎片化的市场应用，海康威视凭借扎实深厚的研发资源、高效稳定的供应链体系、丰富的市场触角，通过多样化的产品开

发，为客户与用户在实践中搭配最匹配的解决方案，助力智能化浪潮落地。公司将进一步深耕在硬件、软件、系统、维护以及安全等多方面的

技术研究，逐步建立智能业务AI生态，不断扩展碎片化AI应用市场。

3、主体业务稳步升级

海康威视从2009年开始推出解决方案，覆盖公安、交通、司法、金融、文教卫、能源和楼宇七大行业的40余个子行业，带动公司业务快速发

展，引领安防行业进入以解决方案为核心的时代。为更好地适应行业市场需求，提高公司内部运营效率，海康威视在2018年启动业务架构重

组，调整业务资源配置，将国内业务分为公共服务事业群（PBG）、企事业事业群（EBG）、中小企业事业群（SMBG）三个业务群。在新的业务

架构下，针对三类不同的业务模式深挖市场需求、统筹公司资源、加强能力建设，分别实现赋能公共服务优化、助力企业价值提升、打造产业

互联网。

3.1�公共服务事业群（PBG）：赋能公共服务优化

3.1.1�业务概述

随着智慧城市、智慧警务、智能交通、智慧城管等面向行业和城市的智慧化业务不断深化和推进，尤其是市域现代化治理需求的不断增

强，公共服务领域迎来了从“互联网+”时代向“智能+” 时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如果说“互联网+” 时代的典型业务模式是“连接” ，那么“智

能+”时代的典型业务模式就是“赋能” 。充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对公共服务优化过程的赋能，是行业从业者的必然选

择。

海康威视PBG积极应对公共服务优化升级的行业市场机遇，面向政府和政企用户,提供“感知+数据+认知”的城市级整体解决方案，搭建

智慧城市数智底座，建立城市大数据运维中心和城市运营管理中心，提供数据和应用开放能力，支撑公共安全、交通出行、精准治理、自然资

源、生态环保等多方面的智慧业务。

3.1.2�核心技术：构建数智底座，支撑公共服务智慧化

在基于统一数智底座的建设模式下，智慧行业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得益彰，智慧行业是城市智慧化的受益者，智慧城市是行业智慧化的必

然结果。

海康威视智慧城市数智底座由共用基础设施平台、智能物联感知平台、物信融合数据平台、城市空间操作环境和智能应用开放平台构

成。

共用基础设施平台

统筹云边计算设施与传输存储设施，建设统一资源管理调度平台，提供包含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安全设备等硬件资源的统一

运维管理与资源融合能力，实现统一云平台管理、融合云存储、统一AI算力调度等能力。

智能物联感知平台

提供多维感知数据接入和视频图像智能解析功能，实现对视频图像数据的结构化处理。提供AI开放平台，实现对用户场景化智能算法需

求的零门槛构建。已有算法和训练生成的算法可统一存入算法仓库。提供智能算法管理调度能力，基于规范化的算法仓库，管理调度多类型

智能分析算法，实现对资源的最优化利用。

物信融合数据平台

融合物联感知数据和政务信息数据，提供物联感知资源点位的治理和布建方案优化能力，深化数据治理和价值挖掘能力，为用户提供数

据资源的统一管理、按需汇聚、高效治理、数据服务，以及基于知识图谱和机器学习的数据挖掘服务能力。

城市空间操作环境

基于地理信息服务，提供城市治理过程中涉及到的区域、道路、场所、建筑、设施、网络、环境、人员、组织、事件等十类要素的形式化描述能

力。所有要素都能够与时空基准相关联，作为智慧城市的公共操作环境，作为城市业务协同的技术基础。

智能应用开放平台

提供统一的应用构架、一系列业务组件，屏蔽底层数据模型和人工智能算法的差异，提供能力开放接口，支撑上层业务应用的开发。智能

应用开放平台提供统一认证、权限管理、资源申请、应用管理和能力开放等功能。

3.1.3�行业价值落地

在不断深化对公共安全、城市治理、交通出行、自然资源等领域业务理解的基础上，海康威视PBG致力于构建面向公共服务领域各行业不

同场景的解决方案，致力于让环境更安全、让服务更精准、让出行更便捷，让生态更宜居。

让环境更安全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公共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等多方面的安全事件监测预警和安全防护能力，让环境更安全。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公共安全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公安视频图像综合应用平台，以及面向街面巡防、社区安防、治安检查站防控、娱乐场

所和特种行业治安管控、特勤路线安保等典型应用场景的立体化治安防控系统，辅助公安干警开展圈层查控、单元防控和要素管控，将各类

治安防控数据汇聚到统一的数据平台，通过情报分析研判，对安全风险进行预警、预测、预防，构建安全和谐的社会安全环境。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交通安全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闯红灯、逆行、超载、超速、号牌不符检测、准驾车型不符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智能检

测，以及非现场执法、交通事故根因分析、失格驾驶员管控、高速公路缉查布控、道路交通违法黑点管理等功能，构建安全智能的交通安全环

境。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生产安全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危化品企业安全生产监测预警、小微企业安全生产监测预警、煤矿安全生产监测预

警、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监测预警、尾矿库安全生产监测预警、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测预警等功能，提供烟雾检测、火点检测、室内外消防通道占

用行为识别、工装穿戴合规检测、人员在岗离岗检测等功能，构建平安高效的安全生产环境。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自然灾害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自然灾害全要素综合监测、灾害预警、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灾害演进态势智能分析与

会商研判等功能，构建降低灾害风险的应急安全环境。

让服务更精准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城市市容市貌、街面秩序、工程施工、公用设施、园林绿化、房屋土地等城管市政管理和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智能化状

态检测和精细化管理服务能力，让服务更精准。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城市市政管理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面向城市市容市貌、公用设施、房屋土地等的智能管理应用，提供井盖、垃圾桶等

公用设施状态智能监测能力，提供古树倾斜、倒伏等园林绿化状态监测能力，提供各类道路设施状态的智能监测能力，提供违规摆摊设点、出

店经营、杂物堆放、占道经营、违章停车等各类行为的智能检测能力，提供临时路障事件识别、道路拥堵检测、道路积水检测等影响城市市容

市貌的事件智能识别能力，构建精准化城市市政管理服务能力。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公共场所人流密度检测与防踩踏事件预警、公共安全事件监测预警、区域入

侵与穿越警戒线监测预警等事件监测预警能力，构建精准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服务能力。

让出行更便捷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智慧路网、智慧交管、智慧公交、智慧停车等城市交通出行智慧化服务支撑能力，让出行更便捷。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交通路网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高速公路、公路、铁路、轨道交通、城市道路等路网建设的智慧化支持能力，包括路网出

入口控制、城市道路交叉口控制、交通安全智能监测、交通态势智能分析、交通流量智能检测等，以及基于交通大数据分析的交通信号控制优

化，提供港口、客货运站、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智能化建设支持能力，打造“聪明道路” 。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交通管理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可变车道、潮汐车道、公交车道等动态车道管理能力，提供重点路段事件预警、危险驾

驶行为预警、交通参数检测等重点路段管控能力，提供重点车辆企业管理、重点车辆通行管理等重点车辆管控能力，提供路权冲突预警、路口

安全评分、道路状况实时监控、预警效能分析等道路交通安全预警分析能力，提供交通警情巡查、AR实景指挥、特勤路线安保、特勤路线绿波

等能力，打造“智慧交管” 。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公共交通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行车时刻表编制、配车排班、车辆运营调度、公交调度统计报表等公交管理调度能力，

提供车辆定位、司机考勤、车辆视频巡查、车载终端运维、驾驶员主动安全监测、道路风险管理等公交行车安全管理能力，提供公交场站综合管

理、电子站牌管理、公交客流数据分析等能力，提供出租车运营监管能力，提供公交监管数据分析能力，打造“智慧公交” 。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城市停车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支持停车场无人值守的便捷停车费支付渠道，提供停车过程的自动检测和记录，整合

城市停车网，统一管理综合运营，汇聚停车位数据,形成城市停车数据中心，对数据进行梳理与综合应用，提供车位查询、预订、路线导航、电子

支付、停车包月、账单查询等便捷多样的车主服务能力，打造“智慧停车” 。

让生态更宜居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自然资源监测管理、水利水务监测管理、生态环境监测管理等方面的智能监测管理和服务能力，让生态更宜居。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自然资源监测管理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火险预警及定位、火险预警研判、蔓延分析、火情管理、火灾档案管理等林草

防火智能监测管理能力，提供国土违建执法视频督察、卫片执法督察、违建智能分析告警、事件线索采集、告警事件研判等智慧国土监管能力，

提供动物监测、病虫害防治、巡护管理、生物多样性监测等自然保护地监测管理能力，提供调查监测评价、监管决策分析、地质灾害应急智慧、

林草产业服务等国家公园大数据服务能力，实现自然资源智能化监管。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水利水务监测管理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河湖保洁管理、采砂管理、水域岸线智能管理等河湖智能监管能力，提供在

建水工程安全监管、水工程可视运管等水利工程智能监管能力，提供水雨情监测预警、洪水调度可视运管等水灾害防御监管能力，提供大坝

安全监测、水工程巡查监督等中小水利工程云管平台，实现水利水务智能化监管。

海康威视提供面向生态环境监测管理的行业解决方案。提供道路黑烟车管控、露天焚烧监管、重污染天气车辆管控、工地扬尘管控等大

气污染智能监管能力，提供污水偷排监测、废气偷排监测、污染源站房管理等企业污染管理能力，提供水环境分析、大气环境分析、污染源普查

分析等生态环境大数据分析能力，实现生态环境智能化监管。

3.2�企事业事业群（EBG）：助力企业价值提升

3.2.1�业务概述

数字经济已经启航，数字化转型使得信息生产与流动效率加速、驱动组织架构与管理机制深刻变革。海康威视EBG拥抱行业数字化浪潮，

致力于成为行业用户场景物联与人工智能应用的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

2019年，海康威视EBG业务基于AI� Cloud架构，依托智能物联、物信融合技术能力，打造出融合传统信息化系统、设备设施物联、智能场景

物联于一体的数字企业解决方案，助力企业构建数字孪生，洞察发展机会，并在企业园区、生产制造、健康社区、智慧工地、煤矿冶金、石油石

化、零售连锁、教育教学、金融服务、文化旅游、医疗养老等行业场景进行广泛实践。

3.2.2�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场景物联，打造数字企业应用

智能场景物联是数字化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是实现物信融合、数字孪生洞察的基础。海康威视基于视觉感知、机器视觉、热成像、毫米波

雷达等技术，聚焦智能场景物联与设备设施物联，开展行业业务应用研究。并依托AI开放平台、IVS行业一体化应用平台以及云眸公有云平台

“一体两翼”战略，实现企业单域、多域治理架构下的智能场景物联，助力企业实现基于环境、人员、行为等场景要素的数字化，为行业用户提

供行业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

1） AI开放平台：持续打造视觉感知引擎

以AI开放平台为视觉感知引擎，海康威视EBG持续完善面向行业碎片化场景的一站式AI算法定制和应用体系。通过打造一系列自动化组

件和工具，整合AI开发和应用全链路，实现与企业现有系统的无缝集成，大幅降低企业获取和使用AI技术的门槛和成本，各行业创新实践成果

显著。

运用AI开放平台，海康威视EBG助力生物制药企业实现制药企业GMP

5

合规管理手段创新，完成对关键区域产线人员行为、物料摆放、设

备运行状态的智能分析和预警，助力药品生产全程可视化管理，QA督察效率提升50%；携手能源行业企业共建煤矿智能系统，针对井下人员

行为、设备设施状态、环境参数等隐患因素实现实时预警、事件处理与复核的高效业务流程闭环；携手畜禽养殖企业打造AI活体资产盘点系

统，实现了生猪存栏、出栏数量的智能化统计，满足资产盘点和疫病监测方面的迫切需求，企业综合成本下降15%。

5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优良制造标准。GMP是一套适用于制药、食品等行业的强制性标准，要求企业从原料、人员、设施设备、生产

过程、包装运输、质量控制等方面按国家有关法规达到卫生质量要求，形成一套可操作的作业规范帮助企业改善企业卫生环境，及时发现生

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善。）

2） IVS行业应用平台：连接泛在，支撑企业数字化应用

IVS行业应用平台依托海康威视统一软件技术架构，提供物联接入、设备控制、视频联网、数据资源管理等智能物联基础服务能力。通过服

务化架构和组件化开发技术，实现共性业务服务向行业细分应用发展的快速构建能力，提供了面向细分行业的企业数字化应用软件，例如：

数字化企业运行指挥中心：融合智能物联技术、数据分析、3D建模等技术，面向企业园区、制造业厂区、物流园区实现全量数字化，从生产

管理、园区管理、能耗管理等环节入手，帮助企业实现精准感知、智能决策的透明化管理。

安全生产管理平台：面向电网、石油石化、钢铁冶金、煤矿、能源化工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采用以视频为核心的物联网技术，结合智能行

为分析等AI技术，提供有效的人员管理、作业管控、安全监管、设备巡检、危险源检测、红外测温等功能，辅助管理与决策，有效预防事故、危险

等有害因素，保障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避免设备、设施和环境遭受破坏。

智慧物流园区平台：面向物流园区管理者，结合园区内部整体运营情况，通过智能化技术手段，对人员、车辆的出入和档案进行有效的管

理，实现园区内部月台的统一调度管理。

智慧工地管理平台：旨在帮助建筑集团实现人员、物资、环境、安全作业的监管。基于人员实名制管理、人员进出管控数据、环境监测数据、

安全帽佩戴数据、危险区域越界数据等多维度感知和分析工地管理现状，提升工地精细化管理水平。

智慧社区管理平台：提供巡查考评、业主关怀、缴费保修等业务应用，为物业集团提供高效的管理工具，提升物业服务品质，打造健康生活

社区。

IVS行业应用平台坚持开放融合理念，提供丰富的OpenAPI服务，实现产品能力的全面开放，帮助合作伙伴快速、便捷、安全地集成智能物

联应用，共同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3） 云眸：以视频+AI为核心的企业级SaaS应用

云眸作为基于行业场景化智能的公有云应用服务入口，依托于萤石云的设备接入管理，提供面向连锁、社区、普教、物流等细分行业的

SaaS云服务，降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门槛。

在零售连锁行业，基于视频的远程巡查应用基础，云眸结合AI开放平台能力，将场景化算法应用于门店的日常巡查，在门店缺货提醒、货

架排面检查、消防占道、员工衣着规范等方面广泛应用；在普教校园，云眸电子班牌应用于课堂考勤、巡课督导、班级评比、文化展示、信息发

布、课表查询、家校互动、三方应用分发等场景，为学校的教学管理降低成本，为家校互动搭建桥梁；在企业内部，云眸结合明眸系列产品，实现

非接触式刷脸通行和考勤，帮助企业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

2019年，云眸所服务的用户数量和接入的设备量级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并通过在细分行业持续的应用创新，增加客用户黏性，提供更大的

价值。云眸通过开放平台实现与外部系统更加广泛、便捷的连接，连接企业服务市场的主流应用软件，从过去单纯“被集成” ，向“多应用互联

互通”和“集成第三方应用/服务”方向转变，开放互联，融入SaaS生态。

3.2.3�行业价值落地

基于行业洞察与业务理解，海康威视EBG持续深耕能源冶金、文教卫、智慧建筑、工商企业、金融服务五大行业领域，基于行业数字化解决

方案体系，以用户价值诉求为牵引，横向打造以“拉近管理距离、提升业务效率、规范作业行为和防范安全隐患”为导向的价值业务体系，驱动

用户价值落地。

拉近管理距离

充分利用以视频为核心的物联网感知与连接能力，掌控全局，实现用户从“现场管、分散管” 到“中心管、集中管” 的转变，拉近各级企业

管理者与生产场景的距离，减轻管理焦虑。

对企业高层管理者，公司提供AR实景指挥、数字指挥视图、数据看板三大技术手段，掌控全局、洞察细节。比如在企业生产园区领域，构建

生产制造基地数字指挥视图，实现3D数字世界中的工厂现场、人员、设备设施、能耗管理；打造数据看板，通过详尽的指标体系，实时反馈生产

园区与制造车间运行状态，满足精确化管理调度和研判应用的需求。

在基层管理方面，利用视频+AI技术辅助人工进行管辖区域内的环境和安全巡视、生产作业以及相关设备设施状态的远程监管与整改监

督闭环，助力企业实现标准化服务或规范化作业管理。如在智慧社区品质管控领域，实现智能巡逻改造，实现社区周界、消防管理、通道占用、

物业行为规范等场景的智能监督和自动预警，并为社区节省大量人力费用支持。此外，AI远程巡查在生产车间SOP

6

巡查、零售连锁巡店、变电

站巡检等领域也得到广泛应用。

6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标准作业程序，指将某一事件的标准操作步骤和要求以统一的格式描述出来，用于指导和规范日常的工

作。产线每个工序的SOP规定了这个工序的工人的操作细节、顺序的标准，工人按照SOP操作是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基础。车间SOP巡

查指巡查各关键工位的工人是否按照本工序的SOP要求进行操作生产。）

对于政府有监管需求的场景，公司提供高效的可视化在线监管手段，对被监管单位进行执法检查、行为合规检查、风险隐患排查并实时

量化评估和风险预警，实现统一管理、协作调度，提升服务能力。在普教领域，助力教育局实现学校隐患排查与安全督导，打造教育信息化标

杆；在食药监领域，助力用户打造餐饮监管平台，保障辖区内餐饮后厨食品安全，提升监管效能。

提升业务效率

生产成果、时间与人力构成业务效率三要素。通过融合AI与智能物联技术助力业务自动化、在线化和流程化，全面推动生产、物流、教育、

民生等各领域业务效率提升:以提高生产质量、提升服务水平实现成果质量提升；以优化业务流程、提高生产能力实现投入时间缩短；以减少

人力投入、降低劳动付出实现人力岗位优化。

提高生产质量：机器视觉介入生产流程，助力构建智慧产线，辅助生产流程中缺陷检测、体积测量，通过提升检测效率从而提升良品率，提

升生产综合质量。如在电子电器制造领域，帮助用户实现产线上料口状态全自动监管，显著提升订单交付质量；在煤矿冶金领域，辅助用户进

行皮带转载点堵料、跑偏、上煤量自动化检测，避免生产事故，节能降耗。

提升服务水平：在文化旅游和教育板块，通过视频联网技术实现业务在线化、透明化与智能化，提升服务质量。在普教领域，携手普教用户

打造集课堂教学、图书借阅、宿舍管理、校内就医等全场景化的智慧校园新形态，实现学校对学生的服务与育人皆备的建设目标。

优化业务流程：在场内物流场景，打造数字化月台，提升场内物流协同效率。如携手物流行业用户打造智慧物流园区，通过数字化月台识

别，实现人、车、月台无缝链接、智能感知和协同互动优化，月台资源利用率提升30%以上。

降低劳动付出：金融服务领域，以人机协同方式打造无人化金库，通过集成整合AGV、机械臂、机器视觉等，实现对库内物品的搬运自动

化、分拣自动化、仓储自动化，降低劳动强度，释放岗位配置，提升运营效率。

规范作业行为

基于人为监督和培训教育的传统管理手段，融合AI场景感知技术和企业信息化管理，强化可视化监管手段与规范作业意识，高效辅助流

程化作业过程与场景化作业行为规范化管理建设。

在能源冶金、工业制造、装备制造、电子电器、食药快消等流程型生产场景中，打通AI场景感知与作业管理系统，通过作业过程智能监管，

强化作业人员标准作业意识，强化安全监察执行力，基于数据洞察提升本质安全。如在电力领域，携手电网用户打造现场安全作业管控平台，

实现输电线路、配电、农网、技改、综治、基建工程全场景的作业计划管理和安全督察管理。

基于定制化AI感知技术，分析生产场景作业要素状态及行为规范，结合管理需求实现有效监管。在装备制造场景，助力轮胎制造用户实现

外观质检合规行为智能化管理，QA资源投入下降超过30%。

通过智能感知、户外3D定位等物联传感技术，实现集工地人员作业管理、劳务实名制管理、环境管理、机械管理为一体的智慧工地可视化

监管，满足建筑公司和业主单位双向监管需求。2019年，帮助用户大规模落地实名制考勤系统，实现全方位的考勤、准入、行为监控智能化综合

管理。

在金融网点场景，对网点款箱交接的过程进行智能监管，通过对车牌、人员多重认证，自动与押运计划匹配，及时发现异常情况，保障押运

工作的顺利进行。

防范安全隐患

企业全场景覆盖，智能感知与消防相结合，打造人员安全管理智能化、设备设施安全监测智能化、环境安全感知智能化三位一体的企业

安全防范体系，建立一张“全覆盖、多维度”的消防监控网，革新消防技防手段，实现消防管理由事后追责向事前预警的转变，提升应急处置能

力，减轻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工作压力。

公司融合AI技术打造面向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层作业人员安全管理系统。在基建工地、油田、煤矿等一系列典型高危生产场所，实现动

火

7

作业、登高作业、人员离岗、安全制服等一系列行为智能监测，实现异常与违规事件主动预警，有效减少生产事故。

7

（动火作业是指在禁火区进行焊接与切割作业及在易燃易爆场所使用喷灯、电钻、砂轮等进行可能产生火焰、火花和炽热表面的临时性

作业。）

打造智能化技防系统，在零售门店场景，通过交易过程实时监测辅助管理人员有效聚焦异常订单，便于回溯追究责任，降低内盗耗损；如

助力某超市连锁集团在500家门店打造智能防损系统，高效准确定位惯偷，单店损耗降低13.7%。

融合视频AI、热成像等多种智能感知手段，在变电站、输电线路、管道、钢铁冶金生产制造等高风险场景实现设备设施隐患预警、资产隐患

检测，保证生产经营稳定运行。在冶金领域，助力某铜业用户实现电解装置实时测温与预警，有效规避电能消耗过大、产品质量降低等隐患，巡

检成本降低75%。

基于智能物联与消防联动，实现智能火灾报警、可燃气泄露报警、水电安全监测、AI视频融合的“安消一体化” 协同作战，在企业园区、金

融、教育、医院、文博等十余个行业获得广泛应用。在民生领域，某安消一体民生实事项目中，实现373幢高层建筑与108家重点单位统一管理。

自项目建成后，消防设施完好率显著提升，报警数量总体下降35%以上。

数字化转型将成为每个企业的优先战略，驱动数字经济迎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加速产业价值链变革、新商业模式和新型业态迭代升

级。“业务在线、智能物联、物信融合”是海康威视EBG倡导的数字化演进路径。2020年，海康威视EBG将继续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与企业服务

经验，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蓬勃发展。

开放合作是数字化时代的新常态。海康威视EBG依旧秉持全面开放、分工融合、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联合用户与合作伙伴打造共同成

长、充满活力的解决方案应用生态，助力行业数字化转型。

3.3�中小企业事业群（SMBG）：打造产业互联网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发展和商业形态的变化和丰富， 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建设能力成为其把握机遇， 不断进化的关键生产力。 海康威视

SMBG聚焦于快速成长的中小企业群体，依托海康威视领先的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及服务能力，着力打造综合商城交易、社区、方案、内容、服

务和工具为一体的产业互联网，覆盖百万安防从业者和用户，助力合作伙伴企业运营全链路不断进化，加强产业协同交互，实现资源优化配

置，成为用户信任的一站式优选产品及服务提供商。通过社区化的服务运营、智能的可视化管理，助力中小企业降本增效，在快速变化的市场

环境中提升业务竞争力。

(下转B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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