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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30,000 人专业买家出席 2017 第十六届 CPSE 安博会 

 
CPSE2017——第十六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于 2017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为期四天

的展会共迎来了超过 130,000 人专业买家前来购买，其中近 10,000 海外观众，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

拿大、俄罗斯、智利、瑞典、巴西、肯尼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吉尔吉斯、斐济、南非、印度、土耳其和港、澳、台等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团观展和采购。占总观众人数约 7.67%。 

 

 

展会概况： 

展会日期： 2017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1 日（两年一届） 

展览地点： 中国，深圳会展中心 

批准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深圳市人民政府 

支持单位：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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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智慧城市产业协会 

大会指定媒体： CPS 中安网 

同期活动： 金鼎奖 

 希捷科技——全球安防盛典 

 希捷科技——第十四届中国安防论坛 

 
 

参展商近 1,100 家（其中国外展商占 20%），展会面积超 110,000 平方米，展示十五大产品类别：视频监控、智能

楼宇、智能家居、无人机、防盗报警、一卡通、安防元器件、消防设备、IP 网络集成、警用装备、生物识别、防伪技术、智能

交通、视频会议、公共广播；来自全球 50 个国家和地区， 参展商包括国际著名品牌韩华泰科、索尼、霍尼韦尔、Dormakaba、

视得安罗格朗、腾龙、ABB、希捷、西数、东芝以及台湾展团和韩国展团，国内知名企业及上市公司：海康威视、大华股份、

东方网力、科达、天地伟业、汉邦高科、华为、海尔、宇视、TCL、创维、浙江大立、中威电子、商汤、旷视、达实智能、中

安消、英飞拓、安居宝、高新兴、佳都科技、大疆、维冠视界，捷顺等。 

 

    
 

 下届展会——2019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1 日 

 



观众数据统计 

 

观众职能比例： 

 

 
 

观众区域比例： 

 

 
 

观众业务性质： 

 

 
 

 
 

 



 

希捷科技—第十四届中国安防论坛 

由全国城市安防协会合作互助联盟和中国公共安全杂志社共同

主办，CPS 中安网承办，希捷科技-第十四届中国安防论坛于 10 月

29 日-31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成功举行。本届论坛以“从 IT to DT，

感知智慧新安防”为主题，迎来了海外及国内的嘉宾到来演讲及 

1,200 名代表出席。共话大数据时代热门话题。 

29 日下午举办的政府管理论坛，邀请到公安部科信局、中安协、

江苏省公安厅、公安部铁道警察学院等政府领导分享了安防行业发展

趋势、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情况、“雪亮工程”建设、以

及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共同探讨了安防产业的标准管理； 

30 日举办的技术论坛，由希捷科技、商汤科技、东芝、西部数

据及英伟达等知名企业，分别从所涉及的细分领域去阐述智能化概念，完美诠释了热点技术和最新解决方案。以视频监控为例，

城市安全、交通管理部署视频监控设备带来的大量交通和人像库数据促使大数据分析平台得到发展，以保证用户决策的效率和

准确性； 

31 日，全球安防市场论坛，邀请了来自瑞典、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等十多个国家的主管领导、行业组织以及优秀

企业代表，针对安防行业的热点话题，剖析了行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2017 安防无人机创新应用暨反无人机技术研讨会 

10 月 31 日，由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

会主办，CPS 中安网承办的“2017 安防无人机创新应用暨反无人

机技术研讨会”于第十六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期间在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六楼桂花厅召开。 

在会议现场，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理事长、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会长杨金才，公安部警用装备专家库首席专家、原公安部警用航空

管理办公室主任陶军生为研讨会致辞。  

发表致辞后，杨金才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嘉宾代表上台为世界

无人机联合会的成立揭牌并聘请兰玉彬、戴克睿、沈春林三位专家

三位为世界无人机联合会顾问。 

同时，出席演讲的嘉宾有安徽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总队长范厚本、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江军、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

心技术部主任尚红、中国低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孙永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人机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黄大庆。此外，还有来自

全国各地政府、公安科信、装财、治安、航运、铁路、侦查、禁毒、反恐、交警、特警、消防、保安、警航以及电力、石油系

统等相关部门代表及 20 余个国家的代表参与会议。 

大疆创新科技、鹰眼电子、携恩科技、天途航空、上海添唯、九天无限、杭州捍鹰科技、加西亚、中翼特种、中交遥感、

浙大工控实验室、西安翔迅的代表也带来了演讲，为现场观众讲解了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趋势。 

在下午的演讲过后，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与中国低空安全研究中心、上海添唯认证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民用航空应急救

援联盟、株洲南方航空高级技工学校、鼎基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共五家单位进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以及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与

中国无人机创新中心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会议最后，对获得“2017 反无人机系统（设备）十大品牌”的企业进行颁奖。 

  



 

第十六届 CPSE 安博会金鼎奖揭晓 

10 月 28 日晚，第十六届 CPSE 安博会金鼎奖和第六

届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推荐品牌颁奖仪式在深圳深航国际酒

店隆重举行，CPSE 安博会组委会主任杨金才致开幕辞。中

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程胜军、中国卫星导航

定位协会秘书长张全德、公安部警用装备专家库首席专家

陶军生、公安部科信局原副局长牛晋、公安部治安局原副

巡视员温忠民、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副理事长罗俊仪 、

中国防伪行业协会副理事长曹开星、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

国区副总裁岳坤，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席、天地伟业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戴林、深圳市智慧城市产业协会会长高霞光、CPSE 安博会组委会秘书长杨鹏等嘉宾及国内外行业协会、企业代

表 260 多人出席会议。 

经过为期五个月对申报第十六届 CPSE 安博会金鼎奖展品进行测评、媒体公示和专家评审，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1600 万“深眸”致清系列摄像机、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K 星光级人脸识别网络摄像机、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

司人脸识别系统、希捷科技有限公司酷鹰 SkyHawk 监控硬盘、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4K 超高清星光级智能网络高速球及公共安

全视频云解决方案等 50 家企业 的 53 个产品荣获金鼎奖。 

 

 

全球安防盛典 

为表彰对全球安防行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CPSE

安博会组委会和全球安防联盟主办的“第五届全球安防贡献

奖”颁奖典礼于10月29日在深圳大中华国际酒店隆重举行。

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安防行业协会负责人、16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知名安防企业家 1000 余人出席了颁奖盛典。此次 

11 名获奖者来自 7 个国家，国外安防行业组织会长 3 位，2

位全球 500 强企业安防领域负责人，3 位安全防范领域专家

以及 3 位中国安防优秀企业负责人。 

  “全球安防贡献奖”2009 年首次成功举办，旨在表彰为安防产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人士和先行者，以此推动外界对安防

产业的广泛关注，也是 CPSE 安博会期间的一大亮点。随着中国安防产业迅速发展以及其在全球市场地位的提升，两年一度的

评选已成为安防行业的权威奖项，备受关注。 

  



捷顺科技——第四届中国云停车产业发展论坛 

活在当下的我们，能切身感受到，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带来停车位巨大缺

口，传统停车产业发展力不从心严重滞后；云停车场在“互联网+”与移动支付的

兴起中应运而生；AI 等各种黑科技的研发催生了无人化停车。在这样的市场现状之

下，停车行业新的阶级迎来了哪些机遇与挑战？基于此，“捷顺•第四届中国云停车

产业发展论坛”于 10 月 29 日深圳安博会首日隆重开幕，停车人剑指“停车难”，

共话“无人化停车新业态”。 

本届论坛主题是“无人化停车新业态”，由捷顺科技独家冠名，中国公共安全

杂志社、中国云停车产业联盟、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共同主办。与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广西、湖北、浙

江、江苏、四川、甘肃、辽宁、河北、陕西、内蒙等 18 个省市自治区的城市静态交通研究、规划、主管部门，停车场管理运

营企业，停车设施、充电桩设备生产制造商、供应商、解决方案提供商，云停车行业知名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深圳市知名物

业管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关心云停车行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共 300 余人参加了论坛。 

 

2017 安防无人机创新应用研讨会      

10 月 31 日上午，2017 安防无人机创新应用研讨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政府、公安科信、装财、治安等相关部门代表及 20 余个国家的代

表共计 120 人参加了会议。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理事长、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会长杨金才与来自英国、美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近二十个国

家及地区代表共同为世界无人机联合会揭牌仪式揭牌，并聘请兰玉彬、戴克睿、

沈春林三位专家为世界无人机联合会顾问。 

 

2017 反无人机技术研讨会 

10 月 31 日下午，由中国无人机产业联盟、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主办，CPS

中安网承办的“反无人机技术研讨会”在深圳会展中心成功召开，演讲过后，深圳

市无人机行业协会分别与五家单位进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以及中国无人机产业联

盟与中国无人机创新中心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会议最后，对获得“2017 反无人机

系统（设备）十大品牌”的企业进行颁奖，共计 130 人参加了会议。 

 

CPSE 安博会高端访谈：人工智能助力安防行业技术变革 

嘉宾：触景无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CEO 肖洪波、商汤科技南区销售总监

陈治华、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总监程冰、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解

决方案总监安洋、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事业部总经理晋兆龙(以上排

名不分先后) 

如今，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智能安防系统，

可以让安全防护不再被动。“人工智能+安防”，正在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预警，

在公共安全领域实现可视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 

 

CPSE 安博会高端访谈：安防大佬如何看安防？ 

嘉宾：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经理薛超、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兼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李腾、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覃明贵、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林凯、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系统

中心副总裁林立。(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现在我们谈安防行业，我们会发现在安防行业已有的视频、消防、安防用到的

这些信息，已经不是简单地用于安防安保，而是用于各个行业的生产生活。这样我

们整个行业就从原有的安防行业拓展到了以视频为核心的智慧物联网的行业。 



展商寄语 

 

海康威视行业经理表示：“在每届

CPSE 安博会上，海康威视都会有所创

新，致力于引领行业发展。借助这个行

业内最具影响力的展会之一，把我们的

新技术、新产品传递给全球的用户。”

让世界感受中国智造。 

 

 

大华股份国内营销中心产品与解

决方案部总监杨圣伟先生表示：本届安

博会，大华股份以“云生态智未来”为

主题华彩亮相，深度诠释了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和 IOT 等技

术与安防行业的多维融合。未来，大华

股份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以“音、视、

智、控”为发展方向，进一步提升城市

安全、企业管理效率以及消费者智能生

活的良好体验，不断引领视频物联产业

向前发展。也希望与安防同仁一起，在

世界舞台上树立起中国安防品牌形象，

为我国安防事业的创新和发展贡献更

大的力量。  

 

 

 

华为：现在平安城市的建设正随着

时代的变革而逐步深化，仅仅注重治安

安全是不够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都需要更加注重

安全。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趋势，华为的

平安城市解决方案以领先的大数据、AI、

移动互联等技术为支撑，打造出视频云、

警务云、融合指挥等平安城市解决方案，

让平安可感知、可预测、可控制，可以

预见。 

 

 

科达：本届 CPSE 安博会，火热异

常，包括科达在内的很多展台，水泄不

通。可能是深圳这座城市的魅力，也可

能是人工智能的火爆。不管是因为什么，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位来到

CPSE 安博会的人，都看到了大写加粗

的“AI”。毫无疑问，“AI”是今年安博

会的最佳关键词，没有之一。各家厂商

都展出了 AI 成果，对科达来说是很好

的学习机会。CPSE 安博会就是这样，

从不缺少惊喜，总是给你启发。希望明

年，科达与友商一起，携 AI 赋能的前

后端产品、平台与深度应用，再次惊艳

亮相 CPSE 安博会，也祝 CPSE 安博会

越办越好。 

 

 

商汤：感谢主办方给我们带来 3 天

的安防视觉盛宴，作为安防行业的风向

标，我们可以感受到“人工智能+安防”

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安防企业所接受。 

今年安博会的一个变化就是展出

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公司越来越多，商

汤科技作为全球领先的深度学习平台

开发者和中国最大的人工智能算法供

应商，很荣幸能引领“AI+安防”的风

潮，率先将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更

好、更快地落地于智能视频领域。 

 

 

旷视：2017 是“AI+安防”元年，

至此安防行业已经受到人工智能及物

联网技术的深刻洗礼。因为新技术的产

生，才让新生代的 AI 企业有机会与国

际安防巨人在全球最大的安防博览会

中同台。作为端到端智能安防解决方案

提供商，旷视科技 Face++希望用行业

领先的技术为安防赋能，让更多的行业

合作伙伴参与到“智慧城市”、“平安城

市”的建设中来。 



 

天地伟业市场经理王善涛：本次展

会围绕"超星光+人脸"的主题，我们一

同分享了“全景+境界”，“超融合 NVR”，

"AI 大数据中心"等核心产品，吸引了众

多国内外行业和媒体的关注。同时，从

各厂商分别展示的内容可以看到人脸、

大数据、AI 等方向的发展趋势，以及更

加偏向于行业类发展及方案类的应用。

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坚持以“技术领先

型”为企业定位，落实“视界为世界”

的全新企业使命，面对全球，提供更加

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宇视科技（uniview）作为安防行

业的领头羊，牢牢占据中国视频监控市

场第 3 位，持续在全球视频监控市场排

名挺进（2014 年第 12 位，2016 年第

7 位），是全球安防市场最有活力和发

展潜力的企业。宇视总工兼研究院副院

长朱兵说“宇视科技在芯片、算法、架

构、产品四个维度不断进步，呈现最前

沿的技术创新能力，致力于对前沿的探

索和实践的落地。CPS 安博会是全球最

大规模的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是最具

影响力的安防展会之一。安博会期间，

宇视精工制造拆解、人脸智能现场体验

等涉及三大核心展区，向所有人展示宇

视最新的技术和最新的产品。同时宇视

也抱着谦虚的态度，力求与业界共同学

习、共同进步。” 

 

深圳市景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

场总监邓朝辉介绍，作为智能视频产品

以及解决方案提供商，本次安博会景阳

以“二十而行，更信赖”主题进行了展

示，今年是景阳成立二十周年的日子，

刚好借用安博会，向 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近 6000 人次的新老客户，系统展示

了森林防火、教育系统、能源领域等行

业解决方案，也配合客户答谢晚宴、现

场主题宣讲，诠释景阳“更信赖”的理

念和品牌精神。此外，安博会也让景阳

与其他厂商一起，共同见证了中国安防

的快速蓬勃发展。 

 

大疆创新行业应用总监刘铤表示：

“无人机技术正在高速发展，并在安防

行业迅速普及。CPSE 安博会为新兴技

术的推广提供了优质的平台，让众多有

需求的用户深入了解大疆行业应用和

无人机在安防领域的广阔前景。此次展

会中，大疆展示了最新的全系列解决方

案，并举办多场演讲和培训，对产品、

案例和行业，很多观众首次接触就对无

人机在安防领域的应用有了直观并全

面的理解。无人机的应用进一步促进安

防工作的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作为行

业领先者，大疆将继续推进技术革新，

为安防客户提供高效可靠的无人机解

决方案。 

 

中控智慧始创于 1998 年，是专注

于混合生物识别技术研究及应用领域

创新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且将混合生

物识别技术广泛应用于在智慧办公、智

慧金融、智慧交通、智慧安防等多个领

域，服务网络遍布全球。CPSE 安博会

历来为中国安防行业展览博览会之首，

本次参展人数众多，展商来自全球各地，

安博会以专业且贴心的服务为广大安

防展商提供良好的商务沟通平台，有力

促进安防新技术及安防行业的蓬勃发

展。在此，中控智慧祝愿安博会未来承

接辉煌，再创新高。 

 

希捷科技全球副总裁暨中国区总

裁孙丹女士表示：“据国际数据公司

（IDC）预测，到 2025 年，全球数据

规模将扩展至 163ZB，相当于 2016 年

我们所创造数据的十倍。而安防摄像机

将是数据的主要增长源之一。并且，我

们正在进入人工智能在安防领域高速

发展的时代，基于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

的 AI 正在引领我们的行业进入全新的

高速发展时期。希捷在过去的十余年间，

一直在致力于这个细分市场的深耕，与

国内外主流安防系统厂商建立了非常

好的合作关系。未来，我们期待着利用

希捷自身深厚的存储领域的优势，与合

作伙伴一起不断推动我们安防生态圈

的健康发展。”



 

 

 

展会亮点 

人工智能：在本届展会上，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安防结合的各类技

术和产品成为亮点。众多安防企业推出了关于“人工智能+安防”的产品和解决

方案，并且希望基于深度学习、AI、物联网等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真正的智能安防

生态圈; 因为不断增长的超级计算机为它提供了大量的计算资源，秒查海量视频

监控大数据，使得安防行业成为人工智能应用最具应用空间的蓝海;越来越多的安

防设备相互连接，产生智慧城市、智能家居和智能汽车，万物都可以智能化。人

工智能、物联网给安防产品和技术带来了颠覆的变革。 

 

视频云： 在上届安博会中，有部分企业提出“视频云”的概念，而到了

2017CPSE 安博会上，“视频云”已然成为主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云

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在公共安全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如何让视频监控系统

具备大智能、大数据的能力，在实战中发挥更大价值，是城市管理者面临的重要挑

战。“视频云”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而提出的新时期视频监控建设方案。“视频

云”有如下四大特点：大共享、大智能、大数据、大开放。 

 

DT 时代：本届安防论坛以“从 IT to DT，开启智慧安防新时代”为主题。

进入 DT 时代后，机器将能做更加智能的处理，减少人为调度。在安防领域，我

们需要拥抱 DT 时代，以用户为中心、以积累的海量的珍贵的数据资源为基础，

充分利用智能分析、大数据处理、移动互联、机器调度等先进技术，让从前是一

潭死水的海量数据活起来，将海量的数据资源变成如能源一样的珍贵资源。 

 

 

无人机：据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统计，2016年我国的无人机总产值超 260

亿人民币，未来的 10—20 年，无人机的发展将迎来黄金时期。与其他安防产品

相比，无人机在农业、林业、警用、海洋水利、测绘、国土资源、救灾救援等多

个行业都拥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需求。而在本届展会上，大疆、一电、科卫泰、

哈瓦等众多大型无人机企业均带来了应用在安防行业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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