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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会议主题：大数据时代下AFC系统的发展趋势

9 月 19 日（星期三）    注册报到   时间 ：14:00-21:00     地点 ：丰大国际大酒店大堂

9 月 20 日（星期四 )   会议地点 ： 酒店三楼大宴会厅

8:30-8:50 代表会场签到

8:50-9:30  开幕式 

主  题  报  告  ( 主持人 ：AFC 专委会副理事长 罗洪元）

9:30-9:50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通号处副处长 田德伟

内容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发展规划及现状

9:50-10:10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张 鹏
内容 ：智慧轨道交通 AFC 新型支付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10:10-10:30 会间休息

10:30-10:50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通号处副总工 杨承东
内容 ：大数据下AFC 系统的演进

主 题 互 动 论 坛    ( 主持人 ：AFC 专委会专家廖东玲 )

10:50-11:40 主题互动论坛 ：AFC+ 大数据、云计算＝？

11:40-12:00 大会合影（业主、设计院、赞助商代表）：酒店一楼大门外

12:00-13:30 工作午餐

专题报告 ：云计算、大数据在 AFC 系统的应用   ( 主持人 ：AFC 专委会副秘书长 夏芸 )

13:30-13:50
固力保安全系统（中国）有限公司出入口控制业务发展经理  拉斐尔罗伊
内容 ：国际地铁 AFC 系统的新趋势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13:50-14:10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设计二室主任 陈 楠
内容 ：北京地铁 afc 监视中心项目介绍

14:10-14:30
上海中软华腾软件系统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李文谷
内容 ：基于智慧城轨信息技术架构的新型 AFC 清分业务技术研究

14:30-14:50
昆明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机电部副部长 向 滨
内容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运行平台对传统 AFC 建设

14:50-15:10
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场景应用部副经理 车雪峰
内容 ：生物识别 + 信用支付与 AFC 的融合

15:10-15:30
杭州杭港地铁有限公司票务收益经理 朱琼斯
内容 ：大数据对 AFC 系统清分的应用

15:30-15:50
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李 杨
内容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予 AFC 一双洞察世界的双眼

15:50-16:10
重庆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李 渊
内容 ：AFC 大数据应用与客流数据的商业价值探讨

16:10-16:30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售前解决方案工程师 刘 异
内容 ：大数据场景下的基础软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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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50 
广州佳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吴志华
内容 ：智慧安检解决方案

16:50-17:10
康保安防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程 铮 
内容 ：从人员控制到旅客体验，除了功能，更要时尚——地铁闸机的 4.0 时代

18:30-21:00 招待晚宴（地点 ：大宴会厅）

9 月 21日（星期五）     ( 主持人 ：AFC 专委会副秘书长 于爽 )
上午专题报告 : 扫码过闸的现状及趋势  

9:00-9:30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李宇轩
内容 ：我国轨道交通 AFC 系统发展报告

9:30-9:50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专业负责人 张甲文
内容 ：移动支付技术与传统地铁 AFC 系统的融合

9:50-10:10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 刚
内容 ：大数据时代下的票务数字化

10:10-10:30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架构师 李焕然
内容 ：人工智能在轨道交通 AFC 的应用

10:30-10:50 会间休息

10:50-11:10
富士通先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公共产业营业本部营业主管  全德玺
报告内容 ：生物识别技术探讨

11:10-11:30
北京京投亿雅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英瀚
内容 ：客流分析大数据及其应用

11:30-11:50
北京如易行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 伟
内容 ：北京地铁互联网票务服务平台介绍

下午专题报告 : 大数据下的 AFC 系统安全防护及运营维保等

13:30-14:00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 AFC 专业线路负责人 杨玉娟
内容 ：基于大数据分析应用的智慧车站系统运维浅析

14:00-14:20
CPI 中国及日本区总裁 竹田清昭 KIYOAKI  TAKEDA
内容 ：非现金大潮下的现金产品选择

14:20-14:40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分公司票务处副主任 王丽娜
内容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智能运维需求和展望

14:40-15:00
摩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荆 斌
内容 ：Moxa 全面质量管理，重新定义轨道交通新标准

15:00-15:20
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技术部首席技术顾问 张京京
内容 ：轨道交通行业 AI 的畅想

15:20-15:40
北京锦源汇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 磊
内容 ：AFC 运维发展困境与机遇

15:40-16:00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商品部技术经理 山内英明
内容 ：高品质的欧姆龙产品和技术助力中国 AFC 事业发展

16:00-16:20
百通赫思曼网络系统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高级技术经理 张晗宜
内容 ：工业网络安全—如何为工业控制系统提供深度防御

16:20-16:40 大会总结    AFC 论坛主席 陈凤敏女士  

16:40-17:00 现场抽奖 / 会议结束

9 月 22 日（星期六）代表返程

说明：以上议程如有调整，以现场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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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的发展报告

■ 文/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

1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发展的历程回顾

我国大陆地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始于 1971 年 1 月——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线路开始试运营。在其后的近

20 年时间里，在国内乘坐地铁使用的都是纸质车票 [1]，没有自动售检票的设备，一切都靠人工进行（图 1）。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上海地铁开始自主研制 AFC 系统，并在一号线的徐家汇等车站成功试用 [2]，结束了

人工售检票服务的时代，我国 AFC 系统之路才正式启程。

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大陆轨道交通 AFC 系统从无到有，从生疏到熟悉，从引进到国产化，

再到当下的运用互联网 + 的多元化新型支付方式，AFC 系统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AFC 运作模式，让乘

客使用更加快捷方便，让地铁运营管理者更加轻松精确。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其他系统相比，无论在认知水平、

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上，AFC 系统的技术更新速度更快，国产化程度更彻底，前沿新兴技术应用程度更高。

从 AFC 系统发展角度来看，我国走过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引进 + 合作发展阶段，二是

国产化蓬勃发展阶段，三是“互联网 +”发展阶段。

图 1  北京地铁早期照片和乘车纸质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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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进 + 合作发展阶段（1993 年 -2004 年）

上世纪 80 年代末，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概念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人们也还看不到该系统在轨道交

通大系统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广州地铁 1 号线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票务系统是采

用人工还是自动收费仍是可研报告的一个重要章节。在这个阶段，地铁公司需要以相当的篇幅对人工收费和

自动收费的利弊作分析，以说明自动收费的重要性。那时对 AFC 系统的功能设置是以学习国外成功系统经验

为主，在此期间香港地铁给予了国内同行许多帮助，将他们宝贵的建设和运营经验传授给内地 ；同时国际著

名的 AFC 专业厂家，如美国的寇比克（CUBIC）、法国的 CGA（后来被泰雷兹 Thales 收购）和日本信号（Nippon 

Signal）等，也通过产品和系统的推介，把其 AFC 系统的许多好的技术特性推荐给了国内地铁公司，这些都为

广州地铁和上海地铁的 AFC 系统在建设之初就拥有严谨和基本完善的系统框架奠定了基础。

1988 年，上海地铁凭着在国外收集到的资料，艰难地开始了AFC 系统和设备的研制。从 1989 年至 1992

年经过三年的努力，研制出了6 台样机（2 台检票机、2 台售票机、1 台补票机和 1 台分拣机），并于 1993 年获

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1993 年到 1996 年又完成研制了 39 台功能样机，并在上海地铁 1 号线南段五座车

站试用，实现了该项目的扩大试验。但从功能样机到产品还必须经过至少 4-5 年的时间，而当时上海地铁 1

号线已全线开通运营，2 号线也开始开工建设，对 AFC 样机设备来说已没有时间再做进一步的研究。于是经

过上海市政府的批准，同意由国内自行开发转为引进。当时，上海地铁 1、2 号线花了将近 2800 万美元，购

买了美国寇比克公司的 AFC 设备。1996 年签订合同，1999 年 3 月实现全线开通运行 [3]。同期开工建设的广州

地铁 1 号线也是全套引进美国寇比克的系统，1998 年 6 月开通西朗 - 黄沙段 AFC 系统 [4]，1999 年 6 月 1 号

线开通试运营时全线 AFC 系统开通运行。在 90 年代国内开通的 AFC 系统都采用磁卡技术（图 2）。

   

图 2  上海地铁和广州地铁早期的纪念磁卡车票

随着 2000 年前后国内第一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高潮的到来，北京、上海、广州、大连、天津、深圳、武汉、

重庆和南京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陆续上马。在这一轮建设大潮中，AFC系统不再是“豪华配置”，而是成为“标配”。

其建设有两个特点，一是车票的介质从磁卡逐步变成了 IC 卡，二是在系统建设时要考虑与公交（市政）一卡

通的对接。同时，国外的知名 AFC 厂商纷至沓来，像欧美的寇比克、泰雷兹、英德拉 (Indra)、泰尔文特 (Telvent)、

亿雅捷（ERG）、固力保 (Gunnebo)、马格内梯克 (Magnetic)，日韩的欧姆龙 (Omron)、日信、三星 SDS、乐金 (LG 

CNS)，新加坡的新科电子，以及港台的三商、优联、高明等，外方各公司在各种技术交流会、展览会上频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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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的业主一方面是基于建设资金贷款问题的需要，而选择贷款国的厂家 ；另一方面是考虑系统

成熟度和规避建设风险的需要，而采用全盘引进的方式，例如，2000 年上海明珠线（3 号线）采用西班牙英

德拉公司的设备，2001 年广州 2 号线由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中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摩托罗拉公司业务重组，

合同转让给韩国三星 SDS 公司），2003 年北京地铁 13 号线采用日本信号产品，2003 年天津津滨轻轨采用西

班牙英德拉公司和韩国乐金公司的产品 [5]，2004 年天津 1 号线由西班牙泰尔文特中标。虽然全盘引进的国外

系统技术成熟、稳定，但却存在造价昂贵、运营费用高、技术对外方依赖性强以及功能与国内运营和管理需

求匹配度低等问题，以此逐渐呈现出对降低成本、适应出本土化的需求。以后，随着国内 AFC 系统潜在需求

市场的不断扩大，吸引了一大批国内的高新科技企业纷纷加入。他们积极与国外厂家合作，引进消化国外先

进技术。例如南京熊猫与法国泰雷兹在南京地铁 1 号线合作，中软万维与日本信号在北京机场线合作，方正

国际与日本欧姆龙在北京 5 号线合作，广电运通与法国泰雷兹在北京地铁 1、2 号线和八通线等项目的合作⋯⋯

有力地探索和拓宽了国内企业与外国企业合作的道路，使国内企业在实际项目实施上得到锻炼，加快了对国

外 AFC 技术的转化和吸收。

1.2  国产化蓬勃发展阶段（2004 年 -2015 年）

1999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规定 ：城市

轨道交通项目，无论使用何种建设资金，其全部轨道车辆和机电设备的平均国产化率要确保不低于 70%，对

AFC 系统的国产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基于此，国内企业在与外国企业合作完成项目的同时，也投入大量资源进行 AFC 系统和设备软硬件的攻

关与研发。例如上海邮通（上海普天）、上海华虹计通、上海华腾、南京熊猫、中软万维、方正国际、深圳现代、

浙大网新、广电运通⋯⋯等厂家，在经历了国内组装、部件供应、合作开发等阶段之后 ,AFC 能力和经验不断

提高，初步具备了独立设计和建造的能力，使 AFC 系统的国产化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也有一些国内企

业兴冲冲地进入这个行业，却是只做了一轮“买办”就悄然离场。

经过几年的 AFC 建设和运营实践后，AFC 行业的从业者们，不管是业主还是供货商都在总结经验和教

训，逐渐形成共识——必须建立统一的 AFC 系统规范和标准，才能避免在轨道交通大建设的高潮中出现新

旧线路不兼容或者建新线改旧线的情况出现，这样才能保证 AFC 的健康发展。于是，2003 年国家发布了《地

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03）》，其中第十八章就是“自动售检票系统”，明确规定了AFC 系统的功能和接口要

求 ；2006 年发布了《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81-2006）》，明确了AFC 系统

的工程质量规范以及验收流程和标准 ；2007 年发布了《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条件（GB/T 20907-

2007）》，明确了AFC 系统的五层架构体系以及各层架构的技术条件和接口要求；2011 年发布了《城市轨道交通

自动售检票系统检测技术规程（CJJ/T 162-2011）》，明确了五层架构体系下AFC 设备单机测试和联机测试的

规程。上述这些规范的制定，使 AFC 在国家层面上形成了一套涵盖设计、建造、检测和验收全过程的标准体系。

此外，北京、上海等城市还发布了有关 AFC 的地方标准，广州、深圳等城市的轨道公司也制定了有关 AFC 的

企业标准，规定和统一了AFC 系统和设备的功能需求、技术标准和数据接口规范，使 AFC 系统设备成为相对

标准化的产品。

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内的 AFC 企业蓬勃发展，凭借着与外国 AFC 厂商合作经验以及在金融、公交等领

域的技术积累，快速崛起，打破了外国厂商的垄断，并逐步从市场的配角变成主角，国外企业在竞争下逐步

退出国内 AFC 市场。如寇比克在 1999 年完成上海和广州的项目后，由于成本和系统理念等因素退出 ；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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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英德拉和泰尔文特在完成了上海和天津的项目以后相继离场 ；摩托罗拉由于业务重组，在匆匆把项目转让

给韩国三星后结束了AFC业务；日本信号和欧姆龙则把技术转让给国内合作伙伴后，专注做专有模块的供货商，

不再充当系统集成商的角色 ；泰雷兹和亿雅捷则在国内分别设立合资公司，但所占市场份额都比较小 ；新科

电子也在国内建立了合资公司，在将业务交给合作伙伴以后，也退出了国内市场 ；至 2015 年三星 SDS 宣布撤

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AFC 市场，标志着外国企业在轨道交通 AFC 系统集成领域的全面退出。

在 AFC 国产化过程中，政府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业主单位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国产化工作起步阶段，政

府强化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 , 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提供研发资金、出台优惠的税收政策等一系列措施，

给国内企业以大力扶持。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业主单位则积极为国内企业创造条件 , 提供参与建设的机会，促

成其与国外企业合作，学习国外的成熟技术和先进经验，进而开展自主研发工作，以尽快提高国产化产品质

量。例如，深圳现代是最早进行国产化实践的国内企业，从 1999 年开始，以深圳地铁项目为依托，开始 AFC

的国产化研究，其参与的 2004 年底开通的深圳地铁 1 号线就号称是第一条全国产化的 AFC 系统 [6] ；广电运

通研发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纸币识别模块和纸币循环模块 ；艾弗世等许多厂家研发了国产的扇门模块 ；

铭鸿数据 2004 年就开发出城市轨道交通专用的大读写器，后来这种模式逐步被推广应用。

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国内 AFC 企业已经掌握了AFC 系统的核心技术，能够自主开发全套应用软件，

具备专用设备的整机与模块的设计和生产能力。各企业之间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

一是系统集成企业，如上海邮通（普天轨道）、上海华虹计通、中软华腾、南京熊猫信息、中软万维、方正国际、

深圳高新现代、浙大网新、新科佳都、仪电物联、京投亿雅捷⋯⋯等 ；二是设备生产企业，如广电运通、上

海华铭、上海怡力、苏州雷格特、青岛博宁福田、上海永邦 / 永旭、卓因达、康保⋯⋯等；三是专用模块生产商，

如艾弗世、固力保、深圳雄帝、深圳德卡、北京迪科⋯⋯等 ；四是国外专用设备和专用模块的国内代理，提

供纸币识别模块、硬币识别模块以及扇门模块等专用模块，如南方银通、德银、金瑞致达、海豚⋯⋯等 ；五

是 AFC 专业维护服务商，如锦源汇智、南方银通、北京地铁科技、广电运通⋯⋯等 [7]。

1.3  “互联网 +”发展阶段（2015 年以后）

2008 年 7 月，广州地铁与中国移动合作，在闸机上开通手机支付，乘客使用 NFC 手机或者装用特制

SIM 卡的手机直接刷手机过闸 [8]，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项目没有向乘客全面推广使用 ；2015 年 6 月，寇

比克在伦敦地铁的闸机上测试刷 VISA、万事达、Apple Pay 等电子票证方式过闸功能。

与此同时，国内业主单位和供货商也将互联网等新技术运用到 AFC 系统上。2014 年，就有国内厂商在

AFC 年会上提出二维码和移动支付等技术在 AFC 系统上的应用 ；2015 年底广州和深圳两个城市先后上线了

基于互联网支付技术的云售取票机设备 ；2016 年，广州地铁陆续开通了二维码 / 银联 /NFC 过闸功能 ；上海、

北京、深圳、苏州、宁波、长沙、南宁等 20 多个城市地铁也在 2016 年 -2017 年陆续开通了APP+ 现场取票或

者使用移动支付在 TVM 购票或者刷手机过闸等功能。

互联网 + 与 AFC 的融合，不仅是技术发展的趋势，更是乘客和地铁运营管理者乐于接受的。乘客能免

去现金兑换和找零烦恼，减少排队时间，乘车方便快捷了不少 ；地铁运营管理者则简化了设备，减少车站的

现金管理，同时能整合消费数据，打造增值服务平台，留存乘客实名信息，提高安保效率，大大提升运营企

业服务水平。由此，短短 3 年间，互联网 +AFC 的应用“风生水起”。

互联网 + 时代下的 AFC，衍生出云平台、云闸机和云售票机等各式新型设备，同时也出现了新的企业面孔，

如盘缠、如易行、优城科技、八维通、小码联城、大都会、佳都数据、武汉智慧地铁等从事互联网支付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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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

2  我国轨道交通 AFC 系统的现状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 2017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度统计分析报告》，以及各地铁公司最

新数据统计，截止 2018 年 8 月份，国内共有 30 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并投入运营 [9]，运营线路 139 条，

运营总里程 4528.5km，车站总数 2913 座，另外在建线路长度 6246km，国内城轨全年累计完成客运量 184.8

亿人次 [10]。AFC 系统作为重要的客运服务设备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既要维护正常的乘客出入站的工作，

也要保障运营企业的票款收入，科学地统计客流，为轨道交通的健康发展和科学运转提供了基础支撑作用。

2.1  我国轨道交通 AFC 系统情况分析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简称“AFC 专委会”）在 2018 年 6 月份，对国内已开通运

营城市的 AFC 系统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了AFC 设备的种类、数量和手机过闸、互联网取票等内容。截止到

2018 年 6 月底，布放在各地铁公司站台的 AFC 运转设备超过了10 万台。其中闸机检票通道超过 60000 个，自

动售票机接近 30000 台，票亭售票机接近 10000 台，而近年新兴起的互联网取票机也有 2000 多台，详见表 1。

根据《地铁设计规范》要求，每组闸机宜不少于 3 台（通道），每组 TVM 宜不少于 2 台，以标准车站设计，

一般车站现场的 AFC 设备数量最少是 18 台（每个站厅布设进出闸机各 3 台、TVM 2 台、BOM 1 台，标准站

一般为在两端头厅布置 AFC 设备）。从本次调查的数量看，各地铁公司配置的设备数量从 26 台 / 站 -43 台 /

站不等，都大大高于设计规范中的最低要求。AFC 设备是直接面向乘客服务的重要设备，车站配置的 AFC 越多，

越能方便乘客的出行。但各城市客流存在很大的差异，每台设备服务的乘客数量也存在极大差异。虽然从均

值上看，设备的配备数量相对是比较充裕的，但是如果考虑早晚高峰的客流比例一般占全日客流的 40-45%，

以及车站客流的不均匀等特点，局部客流大站的设备使用率还是非常高的。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地铁就有常

态限流车站 96 座，广州有 51 座，深圳有 21 座，详见图 3- 图 6。

图 3  各城市站均 AFC 设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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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城市轨道交通 AFC 设备统计一览表

城市 线路长度 车站数量 线路数量
2017年

日均客运量
2018-8-17
日客运量1

闸机
通道数

TVM数 BOM数
互联网

取票机数

1 北京 586.4 355 20 1035.0 1380.8 7550 3200 1500 720

2 上海 666.4 389 16 969.2 1099.9 9000 4000 1000

3 天津 167.4 112 5 96.3 2200 1420 410 5

4 重庆 264.0 153 7 203.6 263.4 3020 1200 610

5 广州 390.6 231 13 768.7 971.7 6000 2200 650 500

6 深圳 286.0 198 8 396.2 613.3 4000 1900 650

7 武汉 234.3 167 7 253.9 303.5 2960 1650 360 80

8 南京 347.4 164 9 267.8 307.5 3400 1860 620 10

9 沈阳 54.0 44 2 87.4 850 370 200 90

10 长春 65.1 64 3 24.7 1350 460 390

11 大连 157.9 69 5 43.1 1260 460 270 100

12 成都 196.0 151 6 214.3 389.4 2200 1500 450

13 西安 89.0 66 3 165.8 241.4 1310 700 150 30

14 哈尔滨 21.8 22 2 31.0 510 220 80

15 苏州 120.7 97 3 68.1 90.3 1480 830 210 10

16 郑州 95.4 60 3 69.1 87.7 1040 590 170 320

17 昆明 86.2 59 3 34.2 67.5 1350 650 200 5

18 杭州 117.1 80 3 93.1 2060 880 250 160

19 长沙 48.8 43 2 64.0 105.7 910 490 180 20

20 宁波 74.5 51 2 30.8 910 420 110 80

21 无锡 55.0 45 2 25.3 920 400 100

22 南昌 48.5 40 2 30.1 1100 480 120

23 青岛 104.0 59 3 18.0 58.2 1200 520 150

24 福州 24.6 21 1 13.5 19.3 520 200 50

25 东莞 37.8 15 1 10.6 14.6 320 200 30 35

26 南宁 51.6 43 2 26.6 70.7 900 430 100 110

27 合肥 52.3 47 2 11.7 46.0 930 400 130

28 石家庄 28.4 26 2 21.4 29.5 550 310 75 60

29 贵阳 12.8 10 1 1.3 240 110 40

30 厦门 30.3 24 1 15.2 490 230 70

合计 4528.5 2913 136 - - 60530 28280 9325 2335

单位 ：线路长度，公里

车站数量，座

线路条数，条

客运量，万人次

闸机通道数：通道

TVM数：台

BOM数：台

互联网取票机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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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7 年各城市每台闸机日均服务的乘客数量统计 [12] 

 

图 5  2017 年各城市每台自动售票设备（含互联网取票设备）日均服务的乘客数量统计 [13] 

 

图 6  北京地铁 2017 年某工作日的 15 分钟客流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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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互联网 + 的 AFC 发展现状

AFC 作为一向直接服务乘客的系统设备，是衡量地铁乘客服务质量的“标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思想指导下，地铁业主、集成商和设备生产商都在积极进行

各种尝试，使 AFC 系统更好用、更易用、更耐用，最大程度地为乘客提供良好的出行服务，“让乘客不仅走得了，

还要走得好”。随着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快速发展，原来的各种大胆设想都变成了现实。

在互联网 + 的大环境下，银联云闪付、手机 NFC、支付宝、微信甚至刷脸支付等各种支付轮番登场，新

的支付技术有效解决了购票效率低、客流高峰期排队购票时间长、车票单次使用成本大等问题，同时也为不

常用地铁出行的乘客（包括外地乘客）提供更多便捷的出行体验。

广州地铁算是国内比较早进行这方面创新尝试的运营企业，其 AFC 系统兼容现有的所有支付方式，已成

功构筑基于互联网的乘车多元支付格局。2015 年 12 月 21 日，全线网开启“云支付”购票功能，广州成为全国

首个支持地铁全线网“云支付”购票的城市，线网已覆盖云购票机 500 多台 ；2016 年，开始广州地铁同步实

施对传统 TVM 设备进行改造，使近七成的 TVM 具备扫码功能，结合线上预购，线下扫码等多种方式，手机

支付购单程票量已超越现金。2016 年 2 月，广州地铁在 APM 线试点实现二维码联机扫码过闸；2016 年 8 月，

广州地铁 APM 线率先支持银联云闪付及金融 IC 芯片卡付费过闸试点。APM 线成为全国首条拥有二维码、银

联芯片卡、NFC 手机支付等多种移动支付手段的地铁线路 ；2016 年 12 月 28 日，广州地铁全线网率先实现金

融 IC 卡、NFC 手机云闪付过闸 ；2017 年 9 月 26 日，广州地铁全线网支持 Apple Pay 过闸 ；2017 年 11 月16 日，

广州地铁成为首个实现全线网二维码过闸功能的城市。

互联网 +AFC 后，不仅方便了乘客，同时也大大简化了运营管理各种繁琐环境。据某地铁公司老总回忆，“当

年要在 TVM上移动支付功能，是因为某银行要退出地铁，不再（免费）给地铁提供硬币服务，要不就每年给

银行服务费，怎么办？现在连小超市都可以用支付宝和微信付款了，为什么 TVM 不能呢？于是就开始搞移动支

付买单程票。好啦，现在有些站一天才收那么几百块现金，不用补币也不用清币。”

自 2015 年在互联网取票机上线后，在互联网 + 在 AFC上的应用发展迅猛，如表 2 所示。目前已开通地

铁的 30 座城市中有 20 座城市实现了互联网取票或者 TVM 移动支付，有 19 座城市地铁开通手机过闸，包括

扫码过闸和手机 NFC 过闸，另有 7 个城市预计在今年内开通手机过闸。同时，一些今年新开通地铁的城市

也表示，在新开通地铁时要同步开通手机过闸、移动支付购票等互联网 + 功能。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上海

和深圳等地的地铁手机扫码过闸人数日均已超过 100 万。

随着互联网取票、移动支付购票和手机扫码（蓝牙）过闸的应用，AFC 系统设备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出

现了云闸机（iAG）、云售票机或者互联网取票机（iTVM）、智能客服机（iBOM）和云票务平台等新的设备和新

系统，具体特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现场设备功能更强大，但结构更简化。iAG、iTVM 和 iBOM 不仅能处理传统的车票业务，还可以要

求兼容新兴的各种支付方式，例如二维码技术、PBOC3.0、手机 NFC、银联闪付和 HCE 等技术，同时为了

实现与互联网的实时通信，部分设备还具备移动网络通信功能。但与此同时设备的机构却越来越简单。iTVM

与传统的 TVM 相比，就省去了识别和找兑现金的纸币和硬币模块（表 3），而 iAG 的设计则更简化，因为它

不再需要考虑回收单程票了，省去了复杂、笨重的车票回收模块，有的厂家甚至用一台 PAD 控制一个门模块

来完成原来需要很多模块组合才能完成的功能，因为 PAD上有显示、有 NFC 读卡器、有摄像头、有 WiFi 和

移动网络通信、有内置喇叭，还能外扩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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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城市 AFC 系统互联网 + 技术的应用情况汇总

序号 城市
互联网购票或扫码

购票启用时间
手机过闸
启用时间

手机过闸
技术路线

说明

1 北京 2017-08 2017-09 二维码 易通行

2 上海 2016-11 2017-10 二维码（+蓝牙）/银联闪付 大都会

3 天津 2016-12 2018-04 二维码/NFC

4 重庆 2017-02 NFC

5 广州 2015-12 2016-08 二维码/银联闪付/NFC 广州地铁APP

6 深圳 2015-12 2018-05 二维码 深圳地铁APP

7 武汉 2017-12 2017-12
NFC（HCE），二维码（+蓝

牙）过闸2018年底启用
武汉地铁APP

8 南京 2017-10 预计下半年

9 沈阳

10 长春 预计下半年

11 大连 2018-05 预计下半年 银联闪付/二维码

12 成都 2017-06 2018-01 NFC 扫码过闸预计下半年

13 西安 2016-09 2018-01 二维码 小码联城

14 哈尔滨 2017-09 二维码/NFC

15 苏州 2016-08 预计下半年

16 郑州 2016-06 2017-09 二维码

17 昆明

18 杭州 2016-08 2017-12 银联闪付/二维码 支付宝

19 长沙 2015-10 2016-06 二维码

20 宁波 2016-06 2018-06 银联闪付/银联二维码

21 无锡 2017-12 银联闪付/二维码 八维通

22 南昌 预计下半年

23 青岛 2016-11 2018-06 银联闪付

24 福州 2017-01 银联闪付/二维码 八维通

25 东莞 2018-02 银联闪付

26 南宁 2017-12 2017-12 手机蓝牙 咪付

27 合肥 2018-01

28 石家庄

29 贵阳

30 厦门 2017-12 2017-12 二维码

已开通：20城
已开通：19城

年内开通：5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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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传统自动售票机与云售票机的差异

纸币模块 纸币找零模块 硬币找零模块 车票处理模块 二维码扫码模块

传统自动售票机 有 部分有 有 有 部分有

云售票机 无 无 无 有 部分有

二是系统结构发生了变化，同时系统对网络依赖越来越强。由于移动支付和互联网 + 的紧密关联，AFC

系统越来越需要通过互联网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和 APP 平台等进行数据交互，对 AFC 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

实时性和开放性的要求越来越高，AFC 系统对网络的依赖度也越来越强。为应对这些变化，各地 AFC 系统

在升级改造时对地铁内部通信传输网络进行加强或调整，实现双联路通信，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同时在

原来 AFC 系统 5 层传统架构下，增加互联网票务管理平台，实现与外部的支付平台、第三方业务平台对接，

以将客流和交易数据传回到现有 AFC 系统，实现数据的汇总和清分，如图 7 所示。

 

图 7  当前常用的互联网 + 的 AFC 系统架构

2.3  新型支付技术应用市场分析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的统计数据，目前已开通地铁的城市 30 座，运营里程 4528.5km，此外 56

座城市在建路线 254 条，总长度 6246.3 公里。既有线路的改造与升级、新线建设采购对融合互联网 + 技术

的 AFC 系统设备的市场需求很强。虽然 2018 年 7 月份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

见》( 国办发〔2018〕52 号 ) 颁布后，地铁行业经历了一段“凉凉”的时期，但是随后城市轨道交通审批重启，

重新提振了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信心。7 月 30 日，总投资 787 亿的长春城市轨道交通三期建设规划通过审议；

8 月 14 日，总投资 950 亿的苏州城市轨道交通三期也通过审批 ；目前还有重庆、西安、徐州、太原、杭州、

厦门、福州、武汉、合肥等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正在排队审批过程中 [14]⋯⋯新一轮的轨道交通建设

高潮已经在不远处。

根据 AFC 专委会对 2018 年上半年 AFC 项目招投标情况的调查，上半年国内 AFC 公开招标项目 25 个，

其中包括 5 个互联网改造项目和 2 个现有系统改造项目，总金额达 27.7 亿元。未来几年，仍将不断的有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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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 项目，也会有大量的既有线路 AFC 系统设备互联网 + 改造项目，市场前景比较广阔。但对于 AFC 企业来讲，

挑战也越来越大，原因有以下几点 ：

一是设备发生了变化。由于互联网 +AFC 设备的结构和组成与传统的设备相比，有些模块不用了，又增

加了一些新的模块，这就是使传统的生产厂家带来冲击，设备越买越多，但是模块却越卖越少了。如同某生

产厂家的老总所言，花了几年时间研制了一个新产品，刚让各地的业主接受，现在马上就被新技术替代了。同

时，设备结构趋于简单，也进一步降低生产的门槛，竞争也会愈加激烈。

二是新集成商的出现，所导致的冲突和调整。目前在互联网 + 的冲击下，AFC 供应商中出现了一批带有

互联网行业或者金融行业背景的公司，他们成功地获得了一些互联网 +AFC 的改造项目，如腾讯在深圳、阿

里在杭州、小码联城在西安、八维通在无锡和福州、优城在宁波、如易行在北京、以及佳都数据在广州等。

这些公司有很强的资源支持，有的已经在各地布局公交的移动支付，有的则有银联、阿里、腾讯这样互联网

大金主的支持，对传统的 AFC 集成商将构成不小的冲击，使各集成商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正如某位集成商

的老总所说，“如果不做些什么（改变），很容易就是被（互联网 + 浪潮）‘革’掉‘命’”。

三是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系统也因此需要不断升级改造。虽然有新的改造项目对 AFC 厂家来说是好事情，

但是对于 AFC 运营管理者来说却是一件“烦心事”：AFC 系统建成了，好不容易稳定下来，新的需求却又出

现了。一方面要立项找资金，另一方面要调研确定技术路线，最后还要在保证系统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尽量悄

无声息地完成升级改造。

3  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的发展趋势

3.1  系统架构演进与发展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正在组织编制《智慧城轨信息技术架构及信息安全规范》。该规范中明确了今后城

轨行业云计算平台的发展思路 ：一是横向，将对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应用系统全部纳入云平台进行整体设计，

并按信息安全的要求，分级分域管理 ；二是纵向，按 IaaS、PaaS、SaaS 云计算三层架构设计，按照应用系统

的成熟度和需求，整体部署或分层部署 ；三是既有应用系统的融合迁移，要预留既有云平台与新建平台资源

融合，以及非云平台应用系统迁移到云平台的条件和资源。根据规范要求，AFC 系统的清分中心（ACC）和线

路中心（LC）/ 区域中心（ZLC）/ 多线路中心（MLC）要纳入线网中心云平台，车站服务器（SC）可纳入线网

中心云平台，也可纳入车站系统云平台。按照这个说法，未来 AFC 系统的架构将演变成二层或者三层架构，

即基于云技术的数据管理中心（DMC）- 车站计算机（SC）- 终端设备，原来的第五层——车票，将逐步被手

机 NFC、二维码等虚拟电子票证代替。

根据规范要求，不仅 AFC 系统要向云架构迁移，AFC 系统的数据也将纳入大数据平台进行管理，而且

是覆盖整个轨道交通系统内所有的应用系统，原则上一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只建设一个轨道交通数据中心，根

据统一的信息安全策略划分为安全生产网、内部管理网和外部服务网三个应用网。因此 AFC 系统架构的演进

趋势将不仅仅关注系统自身，而是与其他机电生产系统共同演进，整体的架构演进趋势将呈现从多层级到扁

平化的特征，在保留系统的功能性、降级保障、可用性前提下，尽量简化系统架构，使系统运行更敏捷，管

理更简单。通过“中心—边缘”的融合型架构，中心是承载着各专业的各个系统的中心云，边缘是承载终端

设备以及边缘所需的实时计算系统的边缘云，端与中心间需要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如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清

分系统属于中心云范畴，车站计算机系统属于边缘云范畴，真正实现生产域的 IT 资源整合，提高中心和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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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运算能力、弹性、高可用、可靠、安全等技术特性。如图 8 所示。

 

图 8  互联网 + AFC 的系统架构演进过程

3.2  iAFC 系统越来越智能

采用“互联网 +”的模式，将移动通信、物联网技术、互联网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的系统相结合，

打造适合未来发展趋势的 iAFC。

2018 年，上海 [15]、南宁 [16] 和深圳 [17] 等地的地铁公司，分别开始测试人脸识别过闸、生物识别技术无感过闸，

这可能是下一个 AFC 发展的趋势。生物识别 + 信用支付，乘客不仅无需刷卡，手机都不用刷了，只要在闸机前“刷

脸”就行，同时运营管理者也可以将生物识别与乘客实名制结合在一起，与地铁智慧安检结合起来使用。另外，

IMSI[18] 认证技术在实施手机实名制登记和使用支付绑定以后，也能实现乘客的无感过闸。

2017 年 10 月份，YoYo 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在广州地铁琶洲站上岗，提供智能咨询及引导服务 [19] ；2018

年 4 月份，上海南站部分售票机可通过人机语音对话完成购票——乘客不用知道具体站点，只要说出目的地，

售票机就会自动推荐站点，语音确认后即可完成购票 [20]。人工智能语音机器人与 TVM 和 BOM 的结合，会使

乘客有更亲切的使用感受，也能将地铁的客服人员从繁杂票务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做好对乘客服务和运

营安全管理。

智能技术的飞跃发展，将使 iAFC 的未来纷繁多姿，让人持有更多期待，AFC 行业也将迎来更加繁荣、

宽广的发展天地。

注释 ：

[1] https://www.bjsubway.com/corporate/dtdsj/；

[2] 上海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陈凤敏，地下工程与隧道(1993-12-31)；

[3] 上海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 (AFC)系统的历史回眸，殷锡金，现代城市轨道交通 2005（5）；

[4] 广州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的发展和现状，李宇轩、邓先平，粤京港沪铁道学会学术年会（2007）；

[5] 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国产化现状和展望，杨承东，都市快轨交通 2012（6）；

[6] 城市轨道交通 AFC系统国产化的成功之路，李龙，曹建海，现代城市轨道交通 2007（5）；

[7]AFC专业委员会会员类别（2018053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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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广州市民可用手机刷卡坐地铁，http://news.sina.com.cn/s/2008-07-18/012515951706.shtml， 

    信息时报2008-2-18；

[9] 不含城际、有轨电车，广佛线计入广州；

[10]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度统计分析报告，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https://mp.weixin.qq.com/

s/6JlV1Bim7hkTrWDGp3a0wA；

[11]网上资料；

[12]由于厦门没有2017年数据，故没有纳入统计；

[13]由于没有厦门2017年数据，无锡没有储值票使用率数据，故这两个城市没有纳入统计；

[14] 城轨建设热潮重掀：几十家城市或待批复、或加快施工、或规划新项目，RT 轨道交通，https://

mp.weixin.qq.com/s/ORhqZ-hDksEzYJ_MXHKqqg；

[15] 新闻报道，上海地铁引入人脸识别和语音识别技术，http://next.poppur.com/suishenshuma/6777.html；

[16] 新闻报道，不刷手机不买票！地铁过闸，“刷人”就行，https://mp.weixin.qq.com/s/WYHNztnI-W_

Au_28mTJMw；

[17] 新闻报道；

[18]IMSI：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 Number，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19] 新闻报道，广州地铁创新推出机器人智能 AI 服务助力广交会，http://www.gd.xinhuanet.com/

newscenter/2017-10/16/c_1121809032.htm；

[20] 新闻报道，上海地铁又有新绝招：语音买票真的来了！http://tech.qq.com/a/20180418/0269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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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统 AFC 与互联网

结合后的设备变化

■ 文/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陈宇

前 言

根据全国 2017 年金融行业相关报道 ：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达 154 万亿元，地铁自动售检票（AFC）系统

增加移动支付功能势在必行。为了应对互联网移动支付所带来的功能变化，本文重点讨论传统 AFC 系统引入

互联网设备后的变化情况，以及传统与互联网设备分配比例和车站安装位置布局等问题。

一、设备选型变化

新开通地铁线路时，建议传统 AFC 设备增加相关的互联网功能，并且还要增加新类型 AFC 设备，具体

调整如下：

( 一 ) 传统自动售票机（TVM）增加移动支付（借助二维码、NFC 及蓝牙等）购票和兑票功能，闸机（AGM）

增加“刷手机”过闸功能，半自动售票机（BOM）增加移动支付的功能。购 / 换票功能和“刷手机”过闸功能

建议使用二维码方式实现。

选用二维码媒介实现移动支付功能已经非常成熟，但是在检票过闸场景中却存在破坏 AFC 系统封闭性、

增加病情或不良网站攻击的可能、二维码遭到他人冒用、网络离线后无法读取二维码等问题。这些问题经过

多轮讨论后形成结论，控制好二维码的发放与核销能够解决破坏系统封闭性、病毒或不良网站攻击等问题 ；

增加动态二维码能够解决他人冒用问题；增加二维码加密功能可以解决离线异步读取而提升过闸效率等问题。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使用二维码作为贯穿 AFC 系统移动支付的主要手段也是不得以而为之的，因为

我们必须与其他第三方移动支付习惯保持一致，采用二维码方式贯穿移动支付场景已经是目前这个领域的主

要手段。就目前技术发展速度来看，使用二维码进行AFC系统移动支付不是终点而是探索新型支付手段的起点。

( 二 ) 对比传统 AFC 设备，还应增加两类新型设备 ：自助票务处理机（STM）和互联网闸机（iAGM）。

STM（借助二维码、NFC 及蓝牙等）实现互联网车票的异常处理；对车票异常情况如补票，充值等进行处理，

不收取实物现金。STM 在国内地铁 AFC 领域算是比较新的事物了，借力互联网移动支付手段完成自助票务处理，

为传统 BOM 售票员减轻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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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GM（借助二维码、NFC 及蓝牙等）实现互联网车票的检验票和过闸 ；同时可以对非回收类车票（如互

联网电子车票、储值票等）进行检验票和过闸操作，不能对回收类（如单程票等）车票进行操作。

传统设备和新增设备的功能表 ：

序号 功  能 TVM BOM STM AGM iAGM

1 收取现金 是 是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2 二维码购单程票 是 否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3 二维码取票 是 否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4 二维码补票 不适用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5 二维码储值票充值 不适用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二维码储值票充值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6 单程票验检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否

7 二维码验检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是

8 二维码验检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是

     备注 ：表中 TVM、BOM、AGM 都是带有互联网功能的设备。

由于地铁车站空间有限，特别是为AFC系统预留的位置和面积也比较固定。增加两类设备STM和iAGM 后，

如何 AGM 与 iAGM 的分布比例就必须讨论清楚。

二、设备比例及分布

传统 AFC 设备并不具有移动支付功能，互联网移动支付功能在地铁 AFC 领域必然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过

程。互联网功能在不断融合进入 AFC 领域，互联网功能正在逐渐变成 AFC 系统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

在我们还处在过渡期。鉴于上述原因 iAGM 应当逐步增加，主要增加具有互联网功能的 TVM 和 AGM。

( 一 )iAGM 与 AGM 并排布置即可，还要根据不同城市不同线路的实际情况适当调低 iAGM 的占比，后期

跟据使用情况逐步增加 iAGM，而提前做好出线孔位预留。

( 二 )STM 与传统 AFC 设备摆放位置不同，它需要布置在付费区内和非付费区两个区域，尽可能做到每

组闸机附近布置一台 STM，不能影响客流走向，不能影响乘客进出闸机，同时还要方便乘客使用。STM 的位

置选择问题，我与几位设计院的同仁多次商讨研究，总结起来六个字“并排、退让、不远”， “并排”原则即

与闸机保持一排、无法一排时可以“退让”到不影响乘客进出的位置，退让的距离不能离闸机组太远，还需

要方便乘客使用。

最后，乘客对 iAGM 的不熟悉而影响过闸效率的问题如何解决？首先地铁乘客的主体还是在使用储值票，

iAGM 可以识别储值票不会影响乘客的主体过闸效率 ；其次，使用互联网车票及单程票的乘客比例较少，对

车站的影响也较小 ；再次，还可通过增加人工引导的方法解决堵塞问题。

笔者仅是浅谈互联网设备在地铁 AFC 系统的应用，抛砖引玉，希望行业内继续关注、探讨互联网在

AFC 领域的应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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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赋予 ACS

闸机洞察世界的双眼

■ 文/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李杨

出入口控制系统亦称为闸机，广泛应用于城市轨交、高铁及高档楼宇的出入控制，用于管理人流并规范

行人出入。第二代 ACS 的核心技术是通行逻辑控制技术，其利用十数对红外对射传感器实现了对通道内行人

的追踪，并适时控制阻挡装置的开闭实现对行人的规范。第二代 ACS 借助通行逻辑控制技术相较第一代三

辊闸机提供了更加友好的通行体验，在轨道交通领域已经成为主流。然而由于第二代 ACS 采用的红外对射传

感器阵列密度较低（只有 20 对以内）只能对通道内的行人做非常粗略的检测和跟踪。这种低密度的对射传感

器通常不具备区准确分行人的能力，因而时常发生拍打、夹伤乘客 ( 尤其是儿童 ) 的事故。同时由于传感器

阵列的空间尺寸较大，使得闸机通道阵列占地面积也相应较大。此外目前主流应用的第二代 ACS 也缺乏精确

的身高测量能力。

近年来，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ACS 闸机也在迎来新一轮技术变革。例如生物特征识别技术、

移动支付的成熟应用促成了AFC 系统支付手段的变革。而在 ACS 的最核心技术通行逻辑控制技术方面也在酝

酿一场巨大技术升级，这其中计算机视觉技术作为新一代 ACS 的支撑技术受到了AFC 行业的关注。

1. 计算机视觉——新一代通行逻辑的支撑技术

作为人工智能的一项关键能力，计算机视觉总是和人工智能相伴出现。计算机视觉技术目前已有很多应

用，比如身份核验闸机借助人脸识别技术实现了以往人工完成的票证核验工作。再如手机相册的分类功能，

手机根据相机拍摄的人物、物体、场景帮你分门别类。正如我们用眼睛和大脑来感知世界，计算机视觉的目

摘要：出入口控制系统 (ACS) 也称为闸机，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轨交、高铁及高档楼宇的

出入控制，用于管理人流并规范行人出入。近年来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ACS闸

机也正在迎来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借助计算机视觉技术，下一代 ACS 将具备更加智能通行逻

辑控制，令闸机精确的识别通道内通行的行人和行李物品，并对他们加以跟踪，实现诸如身高

测量、儿童行李友好通行等核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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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之一，就是以类似的方式来“观察”和“处理”图像。计算机甚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看到”我们无法感

知到的世界，例如通过热成像仪对行人体温的探测。作为人 , 我们显然很容易感知周围世界的三维结构。想

一想 , 当我们观察身边桌上的一瓶花时 , 三维的感知是怎样的生动鲜明。通过光线和阴影在其表面显现出来

的细微差异 , 我们可以分辨出每个花瓣的形状 , 毫不费力地从场景的背景中将每朵花分割出来。观看一幅有

边框的合影时 , 可以轻松地数出照片中所有的人 ( 并说出名字 ), 甚至可以从他们的面部外观猜出其情感状态。

感知心理学家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试图理解视觉系统是如何工作的 , 尽管他们能够想出光学错觉来梳理其原

理的某些部分，但这个难题的完整解答仍然扑朔迷离。近几年，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提出和发展，我们在分

析图像语义、图像分割等领域有了突破性进展。

 

图 1. 第三代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智能通行逻辑与第二代通行逻辑比较

同时，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研究人员也一直在研究恢复影像中物体的三维形状和外观的数学方法。在智能

通行逻辑控制的应用场景中，如何识别出闸机通道中行人的姿态和身高等三维动态特征显得尤为重要（图 1）。

借助三维感知技术我们就有可能更加精确的感知一个闸机通道内的情形，从而赋予下一代 ACS 闸机更加智

能的通行逻辑控制能力。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智能通行逻辑可以令闸机精确的识别通道内通行的行人和行李物

品，并对他们加以跟踪，使得闸机具备更高的通行效率和反欺诈能力。借助三维感知与识别技术我们赋予了

下一代闸机一双真正感知世界的眼睛，实现传统闸机目前无法实现的诸如对孕妇、儿童人群的保护，让她们

友好、安全的通行通过闸机。

目前我们已经有可靠的方法能够从几千幅部分重叠的照片精确地计算出环境的部分三维模型。例如在有

特定物体或建筑物正面足够多的一组视图 , 我们就可以使用立体匹配方法创建出稠密的三维表面模型。我们

也可以在复杂的背景中跟踪运动的人，使用人脸、衣服、头发的检测和识别相结合的方法 , 我们甚至可以试

图找到照片中所有的人并说出他们的名字。尽管伴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我们取得这样的进展 , 但要让

计算机拥有一个 3、4 岁大的孩子的图像解释能力 ( 例如 , 例如分辨出照片中每个人的表情 )，仍然是一个极

具挑战的任务。视觉为什么如此困难？部分原因为它是一个逆问题。在数学中我们称之为 Inverse Problem, 在

信息不足的情况下, 我们试图恢复一些未知量来给出完整的解答。因此 , 计算机视觉就必须求助于基于物理的

和基于概率的模型来消除潜在解的歧义。

2. 行人检测问题的研究现状

近十年来，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行人检测与跟踪已日益成为国际上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和人工智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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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活跃的研究主题之一。其核心是利用模式识别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结合计算机视觉技术从视频序列中检

测出行人并跟踪。行人检测与跟踪作为一种关键技术，是计算机视觉更高层次行为理解分析的基础，它的精

度和鲁棒性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各种诸如目标识别、行人运动分析和行为的描述与理解等高级应用处理。因此，

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行人检测与跟踪是许多高级应用的基础，例如智能视频监控、智能交通、汽车辅助驾驶、

高级人机交互、基于运动姿态的行为分析、虚拟现实等。通过对行人进行检测和跟踪，就可以获得行人的位置、

速度、方向、尺度、姿态等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处理，就可以令闸机精确的识别通道内通

行的行人和行李物品，并对他们加以跟踪，使得闸机具备更加智能的通行逻辑控制能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行人检测领域的工作大致可被归为以下两类 ：

第一类是近年较为流行的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各种深度网络不断被学者提出，如 Faster RCNN,YOLO，

SSD 等。这些目标检测网络均可用于行人检测。但是通用的目标检测网络在行人检测问题上有一定问题，如

Faster R-CNN 在目标检测上非常准确，但在行人检测上效果一般， Faster R-CNN 用于行人检测效果不好的原

因主要是由于背景的干扰。Faster R-CNN 通过 RPN 生成卷积特征图和候选框，其 RPN 主要是用于在多类目

标检测场景中解决多类推荐问题，因此可以简化 RPN 来进行单一问题检测。 例如通过 Boosted Forest 作为分

类器来提取卷积特征，从 RPN 提取的区域，使用 RoI 池化提取固定长度的特征，从而提高行人检测的性能。

第二类是机器学习经典方法。如以 Gavrila 为代表的全局模板方法 ：基于轮廓的分层匹配算法，构造了

将近 2500 个轮廓模板对行人进行匹配 , 从而识别出行人。为了解决模板数量众多而引起的速度下降问题，

采用了由粗到细的分层搜索策略以加快搜索速度。再如将传统的检测方法 Boosting 和 CNN 结合起来的方法。

Boosting 是一类机器学习的经典方法，用来提高弱分类算法准确度的方法。CNN 则是随着深度学习提出一个

基于卷积核的经典深度网络。两者相结合提高了经典方法的性能。

此外，解决多尺度问题也比较重要。例如在视频数据中人的尺度变化问题。一种常见的方法是训练两个

网络，一个网络关注大尺度的人，另一个网络关注小尺度的人，在检测时将两个网络进行加权融合得到最终

的结果，这样能使性能得到很大的提升 ；UCSD 在 ECCV 2016上有一个类似的工作，提出在高层提取大尺度

人的特征，在低层提取小尺度人的特征，这样能保留尽量多的信息量，使得对小尺度的行人也有较好的检测

效果。

 

图 2. 行人检测与追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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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人追踪问题的研究现状

所谓基于视觉系统的目标跟踪是指在图像序列中，依据先验知识和当前帧带来的新的观测信息来确定目

标在当前帧的位置、速度、尺度、加速度和运动轨迹等参数，这些运动参数可以为后续的更高层次的行为理解、

语义分析等提供非常重要的先验知识。目标跟踪是计算机视觉领域里面的一个研究热点，也是下一代智能通

行逻辑控制的关键技术。在通行逻辑控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子任务是多人跟踪，其中比较常见的是基于检

测的跟踪，也就是将每一帧的检测结果关联成轨迹，每个行人目标都有各自的轨迹。 

目前针对不同的应用背景和跟踪场景，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和研究成果被提出来，这些跟踪算法根据算

法原理可以大致划分为确定性和概率性两种跟踪框架，基于梯度的均值漂移 (Mean Shift) 跟踪算法和贝叶斯理

论下的粒子滤波（Particle Filter）跟踪算法分别为这两种框架下的代表算法。基于视觉的行人跟踪，相对于跟

踪其它目标来说，由于跟踪场景和应用的多样化，如机场、车站的视频监控，办公场所和大楼的安保，十字

路口行人的监控，体育运动视频对人的跟踪以进行姿态分析和姿势识别等，另外行人自身的非刚体特性，行

人间的轮廓相似性，这些都导致行人跟踪方法需要复杂多变一些，要想获得稳健的跟踪就需要更多的准则，

更强的条件约束和更复杂的跟踪算法。

均值漂移跟踪方法是一种经典的利用颜色特征，并采用均值偏移策略来寻找和目标颜色分布相似的最优

区域，但该算法在寻优过程中完全丢弃了目标的结构信息，所以很容易受到包含相似颜色的背景或其它运动

物体的影响，这将导致跟踪位置的漂移。粒子滤波算法通过对粒子群的重采样，扩散，似然度评价三步来不

断地在状态空间中传播粒子群，并且以整个粒子集构成的概率分布来代表当前目标的状态，但基本的粒子滤

波算法同时也遇到了粒子状态转移后不能很好地描述目标的后验状态分布、粒子贫乏等问题。 

在具体的应用方面，基于视觉的行人检测和跟踪受到国内外诸多公司和科研院所的高度关注，并且在理

论和应用两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有些产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在上海世博

会期间实现的基于视觉系统的行人流量分析、区域入侵检测等安保功能。在基于视觉系统的行人跟踪算法的

开发过程中需要相关的视频图像序列对提出的跟踪算法进行测试，为了比较相关算法的性能，相关的科研院

所建立了多个各有侧重点的公共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为评估目标跟踪算法的性能提供了客观的依据。 

4. 结论

借助计算机视觉技术，下一代 ACS 将具备更加智能通行逻辑控制。计算机视觉可以令闸机精确的识别

通道内通行的行人和行李物品，并对他们加以跟踪。具备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智能通行逻辑控制器的下一

代闸机可望相比于二代 ACS 更高的通行效率和反欺诈能力，提高了大客流量通行效率与尾随逃票等欺诈行为

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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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在轨道交通领域

的应用研究

■ 文/广州佳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徐珊珊

1. 引 言

随着互联网及新技术的发展，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需求日趋强烈。城市轨道交通属于典型小额高频的应

用领域，支付速度要求高。而传统票务购票耗时、票务单一、通行效率慢、智能化程度低等弊端日趋显著。

如何将科技的发展与人的需求相结合，是轨道交通在互联网时代必须面临的问题。在移动支付的浪潮下，轨

道交通封闭的票务系统环境被打开，微信、支付、银联等支付渠道 ；金融 IC 卡、NFC、二维码等支付方式陆

续被应用于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各个场景中。移动支付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不仅能降低轨道交通运营成本，

提高地铁运营安全和乘客服务质量，更为实现便捷、智能、高效的 “智慧地铁”提供了可能。

2. 应用背景

2.1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现状

截至 2017 年末，中国内地共计 34 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并投入运营，开通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165 条，

运营线路长度达到 5033 公里 , 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地铁 3994 公里，占比 77.2%。2017 年新增运营线路 32 条，

同比增长 24.1%。[1] 全年累计完成客运量 18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4.9%，近年来中国轨道交通运营情况见“表 1”。

摘  要 ： 从移动支付在轨道交通的应用背景出发，通过分析轨道交通的发展现状，对比研究单

程票、储值卡、金融 IC 卡、NFC、二维码等现有支付方式以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主要城市

应用情况和应用成效。随着技术的发展，轨道交通将变得智能化和数据化。而多技术融合、多场景

拓展、多智能应用的有机结合，也将催生智能轨道交通新模式、新业态。

关键词 : 移动支付 ；轨道交通 ；智能票务 ；AFC 多元化支付

中图分类号 : U29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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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3~2017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概况

类目             年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累计运营里程（公里） 2539 3173 3618 4152.8 5033

年客运量（亿人次） 110 126 138 161 185

新增运营里程（公里） 460 427 445 534.8 879.9

运营城市数量（个） 19 22 26 30 34

2.2 传统票务面临的挑战

新技术、新型支付方式的发展，使消费者对移动支付的需求日趋强烈，传统票务的弊端也日趋显著。

（1）票卡方面 ：主要以单程票和储值卡（实体卡）为主，制作成本相对较高且卡片易丢失 ；

（2）充值方面 ：主要以网点人工充值或 NFC 手机自助充值为主，充值不便且较为耗时，而能实现 NFC 手

机充值的终端有限 ；

（3）购票方面 ：需现金或硬币购票，购票流程繁琐，高峰期易造成人员堆积滞留，影响地铁正常通行 ；

（4）过闸方面 ：需找卡、掏卡、刷卡过闸，过闸通行效率慢 ；若卡片余额不足则会影响乘客正常过闸 ；

（5）运维方面 ：需要及时对设备、票卡等进行采购和运维 ；需要配备相关业务人员和客服对地铁业务进

行运维 ；运维和管理成本高。

2.3 轨道交通 + 移动支付的应用发展

在互联网的浪潮下，轨道交通票务系统封闭环境被打开，地铁行业涉及的充值、购票、过闸、客服等服

务逐渐与流行的支付渠道、新兴的支付方式及可视化的运营数据相连接。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大陆已在北

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西安等 25 等多个城市地铁逐渐实现 AFC 多元化支付。

表 2 ：2018 年 6 月全国轨道交通 + 移动支付应用城市数

城市数（个）
获批建设地铁 实现运营地铁 实现移动支付购票 手机扫码过闸

43 31 25 17

2.4 移动支付的优势分析

移动支付一般是指消费者通过移动终端（通常是手机等）对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进行支付的一种方式。

客户通过移动设备、互联网或者近距离传感直接或间接向银行金融企业发送支付指令，产生货币支付和资金

转移，实现终端设备、互联网、应用提供商以及金融机构的融合，完成货币支付、缴费等业务。[2]

随着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的快速增长，用户支付习惯已培养成熟，未来随着用户线下移动支付习惯

的养成，线下消费支付将成为新的交易规模增速支撑点。移动支付优势有：

（1）对于业主运营方：能减少售票机等设备终端、票卡及地铁运维人员的数量，有效降低设备采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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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力成本 ；可实现双通道传输交易数据，双清分，大大提高票款收益清分的准确度 [3]  ；可以通过账户实名

制实现人证核验，提高运营安全 ；地铁移动支付应用提供增值服务入口，为增值营销和“地铁生态圈”提供

了可能 ；极大提高购票及通行效率，提升乘客满意度及地铁服务质量。

（2）对于地铁乘客 ：无需购买实体卡，节省出行成本 ；快速购票 / 充值 / 过闸，轻松便捷出行 ；出行支付

记录随时可查，消费记录有迹可循。

3. 应用现状

3.1 现有支付方式对比分析

现有的支付方式呈现多元化格局，除了传统的单程票和储值卡，还包括金融 IC 卡、NFC（包括虚拟卡和

Apple Pay）以及二维码等新型的支付方式。地铁官方 APP、支付宝 / 微信 / 银联等主流平台、手机供应商等第

三方平台提供了二维码、虚拟卡入口，入口更加多元化。终端设备和软件升级，为多元化支付方式的实现提供

了保障。

表 3 ：城市地铁现有支付方式对比

票卡
类型
及描
述

单程票 储值卡 金融IC卡 NFC 二维码

一般通过自动

售票机出售，

只能使用1次

一 种 电 子 钱

包，可滴卡进

出闸

带有银联闪付标

识、开通了小额

免密服务可刷卡

进闸

具备N F C功能

手机绑定银行

卡，刷手机过

闸

线上购票，凭二

维码电子票过闸

线下现场购票，

扫码支付

打开地铁官方或

第三方应用乘车

码；分为联机支

付和脱机支付

硬件
配置

传统购票机 —— 需要升级改造读

卡器

需要升级改造

读卡器或软件

升级

需要增加云购票

机、云闸机或软

件升级

需要增加云购票

机或软件升级

需要增加二维码

扫码模块

优势

所有用户适合

使用；传统购

票机配置成熟

一般具有地铁

补贴优惠

无需预先充值，

可直接“滴”卡

快速过闸

刷手机进出闸

搭乘地铁，无

需掏卡，简单

快捷

节省乘客排队购

票、取票时间，

避免丢失卡片，

支付便捷

只适合使用移动

支付购买单程票

的用户

用户量庞大；不

受手机终端影响

劣势

购票流程繁琐

耗时、高峰期

易造成人员堆

积滞留，影响

通行效率

需制卡成本；

掏卡影响过闸

效率且容易造

成卡片丢失[4]

容易导致卡丢

失，银行卡丢失

后挂失和补办的

程序较为麻烦

受手机机型限

制

受理闸机有限 需要现场购票 用户需调出 “二维

码”； 联机支付，

会受网络影响

3.2 应用城市对比分析

“互联网 +”被认为是智慧城市的基本特征，有利于形成创新涌现的智慧城市生态，让人们生活更方便、

出行更快捷，是未来运营模式创新的新引擎。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诸多城市陆续实践“互联

网 + 轨道交通”，并将移动支付应用于轨道交通的多个场景中。

购票方面，增设了线上预购、线下取票以及现场购票、扫码支付功能 ；充值方面，增设自助售卡充值终

端，乘客可自助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扫码充值，避免了线下人工充值的麻烦 ；新型的客服中心由自助客服中心终

端取代原有的票亭，乘客可自行查询票务异常情况然后进行自助处理，简单方便高效；过闸方面，传统票务，

移动票务，多技术融合，真正实现轨道交通全支付方式过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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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轨道交通移动支付应用框架图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特大城市，最高日客流高达千万级人次，车站现金结算和处理的压力较大。

随着新型移动支付方式的迅速普及，这些城市也成为了移动支付应用程度最高的城市。其他多个城市也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的互联网 + 应用的改造。下页“表 4”列举了主要城市轨道交通 + 移动支付应用情况。

4. 各城市移动支付应用成效

北京 ： “易通行”应用自 2018 年 4 月 29 日上线至 2018 年 5 月 18 日近 20 天内，注册用户 293.1 万，日交

量约 26 万，地铁日均载客量 1241 万，刷二维码进站量突破 532 万人次。[5]

上海 ：上海 Metro 大都会自 2018 年 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注册用户超过 420 万，银联作为支付

通道之一，最高交易笔数为 40 万笔。[5]

广州 ：2017 年减少兑零 7000 万元 ；4 月非现金购票达 200 万元 / 日；二维码购票超越现金购票 ；75.4%

的 TVM 设备已自主改造具备扫码功能 ；用户支付习惯偏向于现场支付，现场购票占 95.3%。

深圳 ：2018 年 5 月 8 日，深圳市地铁乘车码正式上线。6 月 18 日（端午节假期）深圳地铁使用乘车码的

客流创新高，达到 61.1 万人次，占全线网总客流的 15%。截至 2018 年 8 月 5 日，全线网地铁乘车码日均客流

达到 103 万人次，乘车码的总开通用户数达到 661 万，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6]

杭州 ：2018 年 3 月 30 日：电子支付过闸（银联 + 支付宝）的乘客比例上升到 43% ，而储值票 36%，单程

票 21%，首次超越储值卡使用量。

5. 未来展望

随着硬件设备的快速升级和算法技术的不断发展，声音、虹膜、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的潜在价值被

不断发掘提升，自动售检票系统及地铁安检系统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AFC 系统基于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移动支付等技术，将实现售票、检票、计费、收费、统计、清分、管理等全过程的自动化、无现金化、

智能化、数据化。

未来，AFC 将基于“大数据” 进行系统延展，乘客数据、客流数据、票务数据、设备数据的应用，乘客

分类和运营分析更加精细化 ；人工智能的发展，传统设备及人工服务不断被智能终端及智能机器人取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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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成本不断降低 ；生物识别的进步与引用，识别精度不断提高。多技术融合、多场景拓展、多智能应用，也

将持续催生智能轨道交通新模式、新业态。

表 4 ：主要城市轨道交通 + 移动支付应用情况

城市
移动支付方式

关键时间点
充值 购票 过闸

北京

通过线下终端自助充
值，支持微信、支付
宝移动支付方式

线上通过“易通行App”购
票；线下二维码取票

二维码（易通行app）、NFC
（手机产商、通信运营商）

	 2017年6月，推出支持NFC
手机进站的功能

	 2018年4月29日，全网试运
行二维码乘车服务

上海

通过上海交通卡App
充值

“支付宝”或“付费通APP”
在线支付购票，线下二维码
取票

Metro大都会APP乘车码（需
开启蓝牙）、NFC（手机产
商、通信运营商）

2018年1月20日起，全网试行刷
码过闸

广州

通过线下充值终端
自助充值，支持微
信、支付宝移动支
付方式

	线上通过“广州地铁
APP”或“闪客蜂APP”购
票，线下二维码取票

	线下购票、扫码支付

广州地铁乘车码、金融IC
卡、NFC（含云卡、Apple 
Pay）

	2016年12月28日，实现金融IC
卡、地铁云卡（NFC）过闸

	2017年9月26日，全线网
APPLE Pay过闸

	2017年11月16日全线网二维
码扫码过闸

深圳

支持现金、微信、
支付宝扫码支付

	线上通过“深圳地铁
APP”或“深圳地铁e出
行”微信小程序购票，线
下二维码取票

	线下购票、扫码支付

乘车码（深圳地铁APP或者
“深圳地铁e出行”、“腾
讯乘车码”、“港铁深圳
live+”微信小程序）

	2018年2月5日，全线网实现
“移动支付”购票功能

	2018年5月8日，手机扫码过
闸服务正式上线

成都

支持微信、支付宝
扫码支付功能

线上通过“购票通APP”、
“智慧地铁生活”、支付宝
购票，线下二维码取票

天府通乘车二维码、NFC手
机天府通卡

2017年9月6日起，全线网自动售
票机实现二维码支付功能试点

武汉

支持微信、支付宝
扫码支付功能

	线上通过“购票通APP”、
“智慧地铁生活”、支付宝购
票，线下二维码取票

	线下购票、扫码支付

“Metro新时代”NFC安卓
手机过闸

2017年12月26日，全线网支持
NFC安卓手机过闸、手机扫码购
票方式。

西安

支持微信、支付宝
扫码支付功能

	线上通过微信、支付宝、
闪客蜂购票，线下二维码
取票

	线下购票、扫码支付

“西安地铁APP”二维码，
或者在支付宝内领取“西安
电子地铁卡”

2018年1月1日，全线开通“手机
扫码过闸”乘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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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 AFC 数据对AFC终端级

应用的分析

■ 文/北京京投亿雅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黄晴  李继成

【摘要】在互联网大数据发展的今天，轨道交通 AFC 系统的数据本身具备很多应用可能，本文基于轨

道交通业务，探讨 AFC 数据对 AFC 终端级应用的可能性和基本业务场景。

【关键词】轨道交通   AFC 系统  乘客画像   公安追逃

 

近年来，我国各大中城市正在努力建设或规划城市轨道交通，随着国家发改委于 2016 年集中批复了一

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表明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将迎来高峰期，众多省份及地区

均大力推进本地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而在国家“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引导下，“城市轨道交

通互联网”的产业新模式正在悄然出现。以“城市轨道交通互联网”理念搭建起来的智慧交通体系将成为重

要发展方向，这些因素使得城市轨道交通在日常的生产运营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数据信息，例如客流信息，

行车信息，财务清算信息，票务信息等，这些信息如何充分有效的提取和使用，结合数据预测，数据挖掘和

数据融合等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其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思想的应用，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运营效率上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提高轨道交通运营企业的活力，对轨道交通系统的快速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数据采集是轨道交通运营数据分析中的第一个环节，也是数据管理的前提和基础。AFC 系统中常用的

闸机、自动售票机、半自动售票机、自动充值机、自主查询机等设备，通过计算机系统记录大量的运营数据，

并通过线路中心上传至轨道交通 AFC 清分清算中心系统（ACC 系统），供技术人员参考和应用，主要包括的

数据有：高峰 / 低峰客流、断面客流、换乘客流、设备使用情况数据、财务清分结算数据、平均票价、车票

发售情况、票务收益、OD 分布数据、模式数据及纸质票卡和互联网票务的使用比例、终端设备状态及异常

报警数据等。

本文主要针对 AFC 数据对 AFC 终端级应用的业务场景进行探讨，包括 AFC 终端设备监控及智能检修、

车站 / 中心工作人员运营智能辅助、乘客出行辅助、公安追逃辅助等结合运营场景进行讨论，抛砖引玉，为

轨道交通 AFC 数据更广阔的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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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FC 终端设备监控及智能检修

对 AFC 设备使用数据的分析，主要的数据指标包括对设备上传的票卡交易数据、设备状态数据、设备

认证数据、审计数据等信息 ；根据设备上传的相关的状态信息对每一个设备的使用情况及设备与 SAM 卡的

绑定情况进行实时的跟踪和监控，根据设备类型对终端设备进行设备状态聚类监控。设备状态聚类监控根据

不同类型的设备进行统一聚类，在相同聚类下再根据设备所处的独特位置、时段进行第二层聚类，经过多次

聚类整合后，针对每个设备进行聚类画像，对这些聚类画像结果设置监控级别，进行特性监控。

对于设备上出现的异常交易数据、未使用的情况及与设备与线路不一致、设备接收的参数版本不一致、

运营模式、票卡流失数据等情况进行检查、提示和报警，根据相关数据对终端设备的业务聚类监控。业务聚

类从业务类型角度进行聚类操作，同样的，在业务聚类下根据业务的其他属性进行多次聚类整合，针对每种

业务类别进行聚类画像，针对聚类画像结果属性设置监控级别，进行业务种类的特性监控。

通过设备上传的设备状态情况、设备告警信息，与设备历史使用情况的比对，结合设备的当前使用情况

给出具体的分析结果和检修建议，从而实现对线网内 AFC 设备的标准化管理和统一监控，通过深度学习算

法建立每台设备的健康状况画像，制定智能检修计划。未来将与办公 OA 系统连接，实现生产系统与办公系

统的闭环联动。

 

AFC 设备监控及智能检修聚类结构示意图

2017 年，由北京京投亿雅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承建的北京轨道交通路网指挥中心的监视中心项目正式投

入运行，初步具备设备聚类监控、业务聚类监控的特点，是轨道交通大数据应用领域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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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人员智能辅助运营

对站厅 / 中心工作人员的智能辅助运营主要分为业务分析、业务提醒和客流预测，根据线路上传至 ACC

系统的数据，ACC 系统结合当前系统运行的特征参数和其他有关信息，对客流进行实时预测，ACC 系统可根

据预测结果结合拥挤区域的紧急疏导范围，在考虑拥挤区域车站的出入口，闸机口，楼扶梯，通道等数量及

通过能力，站台面的容纳能力，列车的载客量，售检票方式，行车组织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制定出客流在

站内的引导和控制方案， 并将客流拥挤状态信息发送给现场的站厅 / 中心工作人员，及时对可能到来的拥挤现

场进行准备、指挥和调度。确保轨道交通系统的效率和运营服务质量。

1、 业务分析从宏观角度对地铁乘客群体进行行为分析，主要的数据指标包括 ：结算日，票种，发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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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类型，线路，车站，时间粒度等信息 ；根据路网中交易的进站，出站车站分析乘客的迁移行为和特征 ；

按照交易类型对车票交易数据分别核算和统计，统计的设备范围为 ：整条线路、单个车站、某类设备、某组

设备、某台设备、某一票种。时间范围为可以精确到分。可用于中心业务人员的工作辅助。

2、 业务提醒是指从微观角度针对票卡的使用者进行监控，主要的数据指标包括：结算日，票种，发行商，

票卡卡号，交易时间，进站线路、车站，出站线路、车站，消费金额等信息。通过对指标性数据的分析来判

断对象是否符合异常票卡的条件，并对存在异常情况的票卡进行预警，为业务人员监控路网内异常票卡的使

用情况。例如充值金额异常的票卡用户或剩余金额异常的票卡用户，异常停留时间的用户等，以及异常乘客

的疑难追查、疑问分析等。

3、 客流短期预测及新线开通预测以路网历史客流数据为基础，结合相应的算法，对两类客流预测进行

专项分析：当日未来短期预测和新线开通客流预测：1、当日未来短期客流预测：从当前时间开始未来 2 小时、

4 小时、8 小时客流预测。对当日未来客流进行预测，尤其是假期、雨雪天气、重大活动日的客流情况进行预测，

预测与运营相关的各类车票的销售趋势，车票使用趋势，设备运营状况和维修间隔时间预测等。2、新线开

通客流预测 ：新线开通后一日、一周、一月的客流预测，为新线开通运营提供辅助手段。

2013 年，北京轨道交通路网指挥中心的信息中心工程正式投入试运行，主要针对中心级应用进行进一步

研究，未来微观乘客级业务提醒应用、客流短期预测引用具有广泛前景。

三、乘客出行辅助

乘客出行辅助分析聚焦消费者的出行特点和习惯，通过推送消费者出行相关的信息，拓宽消费金融的服务，

特别是通过移动支付的方式，可以在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也完善了数据积累以及用户的精准画像，对于后续

自身的运营与精准营销服务都是一次提升。公共交通出行领域是了解消费者的一个渠道。

根据 AFC 系统数据分析，针对已有用户信息可以得到消费者的相关生活轨迹数据，将数据建模分析，从

而获得乘客的平均出行次数，乘坐时长，出行轨迹，同行人员情况，节假日出行规律等信息。分析系统根据

乘客精准画像，通过互联网平台接口可定期推送乘客出行相关的消费信息和拥挤程度，推荐线路等信息。

2017 年，由亿雅捷交通系统（北京）公司设计完成的成都 COCC 系统手机 APP 中，向乘客推荐可行路径

和路径拥挤程度实时展现等功能已正式上线并获得了当地乘客的广泛好评。

2017 年，北京地铁正式宣布互联网票务服务模式正式上线。由北京京投亿雅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开发

的互联网 + 交易稽核系统，是国内首个对互联网在地铁中使用的交易进行稽核分析管理的系统。互联网 + 在

地铁乘车上的使用，特别是二维码刷闸的使用，极大拓展了地铁进出站计费系统的场景，将计费和扣费业务

处理后移，对地铁清分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互联网 + 交易稽核系统首创的将地铁线路内交易与互联网实时交易两个数据做匹配关联稽核的功能，

针对互联网公司生成的乘客扣费交易进行稽核，确保乘客的消费利益和地铁运营公司的运营收益。该系统于

2017 年 8 月 20 日与互联网 + 乘车使用同步投入运营，目前该系统每日处理的互联网进站数量在 1 百万以上，

系统运行状况和输出结果得到了业主的认可和好评。



30               2018. 09  合 肥

第十五届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AFC)系统技术应用研讨会

四、公安追逃辅助

针对公安警方的票卡查询需求，根据警方提供的用户使用信息可进行模糊查询，通过对 AFC 系统数据

的清洗聚类，进行有针对性的二次统计操作，从票卡使用的时间范围，进出站车站，闸机设备 ID 等信息中提

取可疑用户的信息，并输出可疑用户的历史使用轨迹，以及是否存在同伙或随行人员，可疑用户可以是一卡

通用户，互联网用户，或者其他的一票通非回收类票卡用户，系统对可疑用户乘坐地铁进行实时报警提示，

为警方开展追捕工作提供便利。

2013 年至今，北京轨道交通路网指挥中心 ACC 系统的用户画像查询系统协助警方侦破的案件达到了数百

起，个案的涉案金额达到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北京 ACC 系统提供的用户数据查询功能有效打击违法犯罪行

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首都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轨道交通运营企业不再是面临如何获得实时客流数据的问题，而是

如何从大量的动态和实时数据中提取直观的轨道交通运行状态信息来加强自身的运营管理水平，也是我国轨

道交通将运营数据转化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如何将数据分析技术更全面的应用于轨道交通中，如何将轨道

交通庞大复杂的数据更高效、准确的转化为可视且可用的信息，将是轨道交通行业必须引起重视和面对的问

题，也是我们全体轨道交通工作者下一阶段重点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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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条码设备在自动售检票

系统中的应用

■ 文/上海鹰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摘要 ：自动售检票 (AFC) 系统在地铁、高铁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条码在 AFC 上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本文针对自主设计的嵌入式智能条码设备的功能与性质，简单描述条码设备设计的关键技术，更

重要的是提供了如何更好地将条码设备适用于 AFC 系统的参考方法。本设计具有成本低，体积小，识别率高，

检测速度快和在识别条码的类型上具有功能齐全的特点，为 AFC 系统的完善提供了更好的选择。

关键字 ：AFC 系统 ; 条码设备 

1. 背景

智能交通系统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简称 ITS) 是未来交通系统的发展方向，它是将先进的信

息技术、数据通讯传输技术、电子传感器技术、控制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等有效地集成运用于整个地面交通

管理系统而建立的一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系统。智能

交通未来发展将更加关注公众出行、交通安全等民生需求，更加适合我国国情、地域和行业特点，更需要企

业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并将自主创新与集成创新结合起来，通过对现在信息。通信、控制等技术的集成应用，

以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交通运输体系为目标，充分满足公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多样化需求，是现代

交通运输业的重要标志。

自动售票系统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system,AFC) 属于 ITS 的一部分，是实现轨道交通售票、检票、计

费、收费、统计、清分、管理等全过程的自动处理。通常的售检票过程是由售票员全程着手完成。近年来，

尽管在发达的一线城市 ( 如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等大城市 ) 的轨道交通系统广泛使用了AFC 作

为重要客运管理应用，但未能广泛地应用于二线城市甚至三线城市，这归因于现阶段的 AFC 系统需要高成本，

高运维的缺陷， 在实现轨道交通售票、检票、计费、收费等过程中仍需继续优化，使其更加便捷、高效、绿色。

目前 AFC 系统中，自动售票机可支持银行卡购票，现金识别器购票，手持智能终端扫码购票等，支持找

零和显示基本信息和资料的功能 ；自动检票通常由闸机 (GATE) 完成，主要有进站检票机、出票检票机、双

向检票机。主要功能是检查该车票是否为本运输系统的车票？是否在有效期内？主要识别方式包括刷卡，证

件扫描，条码识别和生物识别等等。不管是自动售票机还是自动检票机，都用到条码识别技术，可以看出条

码识别技术在 AFC 系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能够快速高准确率的识别条码是应用在 AFC 系统中

首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致力于研究快速高准确率的条码识别设备，在保障有快速与高准确率的功能下，开发低成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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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全，体积小，便携，绿色的智能嵌入式条码扫描设备也是开发产品的重中之重，使其在 AFC 系统中更好

地便携嵌套使用，降低整个系统的成本，有利于 AFC 系统的快速推广与使用。

2. 产品设计

使用条码设备的最终目的是对条码图片的采集与解码，并将解码后的数据交予相应的需求方做相应的处

理。整个产品的开发由软件设计，硬件设计和工装设计三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有相应的分工团队，在各自

的专业基础上钻研相应的部分，做到层层细化分工，精益求精，所谓精致为之广大。

2.1 条码设备用于 AFC 系统

本条码设备具有成本低，体积小，识别率高，检测速度快和在识别条码的类型上具有功能齐全的特点，

使其能在 AFC 系统上的使用提供了先决条件。如何更好地将条码设备应用于 AFC 系统，可以根据 AFC 系统

架构的主要功能中深入考虑。车票是乘客的车票支付没接和进出站的交易媒介，也是 AFC 系统基础数据的采

集媒介。AFC 系统的所有功能都是围绕车票来展开，因此，针对车票中的条码信息设计也是应用条码设备的

必要条件。

条码信息中能做到防止伪造车票和车票复制使用的功能 ；打印条码车票时，考虑到打印结束后信息无法

添加进条码车票本身，所以一个完整的车票的生存周期内所需要使用的信息字段都必须包含在内。相应的读

取规则也应该事先制定，保证系统能完成完整的购票 - 进站 - 出站行为。如单程车票，主要针对的是购票车

站到目的车站的乘车过程，因此，除了购买车票时需要记录的购票时间、车票版本、购票流水等基本信息外，

还应该包含购票进站和允许出站的站点和允许进出站的时间等 [1]。

对于规范化设计后的并且能都应用于 AFC 的售检系统的条码，本设计能够在高准确度和快速的前提下

识别条码中的存储信息，这为条码在 AFC 系统上的使用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作用。

使用流程可以为 ：传统车票凭证的内容及持有者的信息通过加密并编码后，成为一个条码图片，用户可

以短信、手机 APP 软件的形式下载保存至手机上 ；使用时，乘客持条码电子图片在专用闸机的读码设备本文

的智能条码设备 ) 上进行识读，部署在中央清分系统 (ACC) 的联网售票后台系统通过通信专网解密入口闸机

传来的识读码，并判断电子票是否可用，入口站信息是否匹配，是否已刷过入口站信息等条件，然后将电子

车票有效性判断的结果通过通信专网，以加密方式返回至入口闸机的工控机，入口闸机工控机通过解码决定

开闸放行或提示报警。识读和通信交互时间可实现在 5s 内，以保证大客流在进出站时站级系统的实施高效性。

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传统媒介的弊端，节约了材料和物流成本，节省了乘客排队购票的时间，提高了售检票

效率，而且非常环保 [2]。

 

图 1 电子票售检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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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系统框架

图 2 智能条码设备系统框图

2.3 软件设计

智能扫描设备集成 1D 和 2D 条码解码功能，能识读 Code39、QR、PDF417、Data Matrix 等国际主流二维码，

扫码设备已经不单单局限于一种条码，多种条码图像获取后也可以解码得到数据，能使条码设备的功能更齐

全，同时大大降低了设备成本，同时具有简单灵活，实现一物多用的优点。

软件设计包括图像处理算法、条码解码算法、图像采集和数据通信四部分，将图像处理算法和条码解码

算法这两部分合称为条码识别算法。识别算法分为硬解码与软解码，硬解码设备即是条码识别算法出厂时固

定在芯片上，通过芯片本身的硬件资源实现的解码功能 ；软解码即是条码算法经相应的编译器交叉编译后生

成的能在芯片上运行的文件烧写在芯片上运行。目前设计的硬解码设备能集成有以下条码 ：Code128、UCC/

EAN-128、EAN-8、EAN-13、ISSN、ISBN、UPC-E、UPC-A、InterLeaved 2 of 5、ITF-6、ITF-14、Matrix 

2 of 5、Industrial 25、Standard 25、Code 39、Codebar、Code 93、Code 11、Plessey、MSI-Plessey、RSS-14、

RSS-Limited、RSS-Expand、Data Matrix、QR Code、PDF417、Date Matrix。软解码设备同样可以集成上述条

码的几种条码甚至更多种条码。

软解码中的图像处理算法和条码解码算法比较广泛使用源代码有 ZBar、ZXing 等，本条码设备在算法开

发上综合这些开源码的思想，并且结合通用的图像处理算法和开源的条码解码算法，开发出能适应于嵌入式

设备上的核心识别代码。图像处理算法指用计算机对图像进行分析，以达到所需结果的技术，在条码识别上，

比较常用的算法有图像的变换，图像的增强与复原，图像分割，边缘提取，轮廓提取，几何校正，形态学处理，

小波变换，时空域变换等方法，甚至在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领域也有相关联系。相信在未来平台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更多的使用模式识别、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相关算法处理条码图像，使其在条码设备上更加精准地识

别条码。条码解码算法的设计需要依据不同的条码编码规则来实现，解码过程中涉及到较多的数学知识，还

涉及到信息论与编码的知识，因此，在这些解码算法的设计上，本文的条码解码代码是对已有的开源解码代

码做进一步的优化工作，以尽可能的在嵌入式设备上提高识读速度。

图像采集主要是通过处理器对图像传感器进行数据采集，得到图像数据传送到条码识别算法处理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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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条码数据。

数据通信主要用于对数据的传输，目前可以使用USBKBW、USB虚拟串口、HIDPOS 和串口模式等传输数据，

多种传输方式可支持更多平台与系统。

2.4 硬件设计

处理器采用低功耗、高性能、高集成的应用处理器主频能达到 1.0GHZ 国际主流芯片。可适应于多款高

低端图像传感器，支持 30 万像素至 1000 万像素高质量图像采集。电源采用 MPS 公司设计方案，转换效率可

达到 95% 以上，发热量低损耗小，适用于多种低功耗应用场景，电池供电场景。数据接口可配置为 USB，

TTL-232，满足更多的接口要求。 

电路板采用多层工艺制作电源线和地线的电感量大大减小，从而降低了电源线和地线的噪声电压，电源

层和地层形成较大的分布电容，为电源提供了很好的高频解耦作用，从而减小了电源线上的噪声，对产品安

全稳定工作起到极大的作用。

对于产品中重要的镜头采用高透光镜片，由多年设计经验光学专家设计出焦段范围、最优光圈、合适的

焦距，配合无尘车间自动化调节焦距设备，对整体识读能力有非常大的提示。

2.5 产品图片

3 总结

本文先简单描述了AFC 系统中售检票的设备应用需求情况，针对性地引入本条码设备在售检票系统的使

用说明，还描述了设计产品的关键技术，包括条码识别中的软件设计与硬件设计部分。本文旨在说明智能条

码识别设备在高准确度和快速识别的情况下，将适用于车票信息检测规则生成的条码，利用条码识别设备识

读条码的信息，交予 AFC 系统中进行信息处理，也就是说智能条码识别设备能够嵌套于 AFC 系统中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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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仪器仪表创新学术会议 ,2015:63-66.   

[2] 二维码电子车票在自动售检票系统中的应用[J].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16,19(4):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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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内梯克人行通道应用与创新

■ 文/马格内梯克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随着地铁行业和社会科技的发展，AFC 行业的设备也在快速升级换代，而有些设备的使用率却越来越低，

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自动检票机却越来越受到 AFC 从业人员的重视，原因很简单，它直接影响到地铁

的流量统计和运营收益，更重要的一点，它是 AFC 设备中可能和乘客造成‘身体接触’，造成客伤的设备。

 

马格内梯克公司是车行道闸和人行通道领先的开发者和方案提供商，总部设立于德国肖普海姆，马格中

国位于上海浦东。马格公司在世界各地共分布有 6 个下属公司，开发部员工人数达 330 人。马格公司 2012 年

加入意大利 FAAC 集团。FAAC 公司总部位于意大利博洛尼亚，主营业务为门自动系统，全球共 32 家分公司，

超过 80 家经销商，员工人数超过 2000 人。

马格的产品包括车行通道解决方案，如停车场和高速路道闸 ；人行通道系统的解决方案，如地铁道闸，

楼宇员工通道，海关陆路口岸等。产品因其可靠，高速，使用简单稳定，低维护成本等优良品质给客户带来

了极大的收益。

基于我们大量的通道经验，我们一直积极地参与到地铁 AFC 通道领域，AFC 闸机在巴黎，迪拜，开普敦，

约翰内斯堡，圣保罗，吉隆坡，厄瓜多尔，挪威，阿姆斯特丹，悉尼以及国内的广州，上海，深圳，重庆，大

连，郑州，温州，厦门等 20 几个城市应用。对于业主要求的通行案例和各种意见，我们保持高效的反馈，我

们的剪式伸缩门和拍打门可以满足所有的 AFC 通道方面的情景模式及通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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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格公司开发的产品具有免维护，低耗电，设计简约的特点。如马格 KPW 即拍打门，单个机芯宽度只

有 75mm，适用于厚度 150mm 以上机壳，速度 0.3s 以上可调，MCBF 可达 3000 万次。拍打门的优点在于更节

约站厅空间，保证乘客安全及通行速率的前提下机壳更美观，通透。

马格公司在秉持德国良好的机械设计及高制造水准的同时，也从未停止过对于机械结构的驱动者，即软

件的开发。现今乘客服务观念和个人意识的增强，人们更注重的是出行的安全，快捷和良好的体验，地铁进

出闸机的运行品质会很大影响乘客的出行体验。短短 2 米的地铁闸机通行时间只有大概 2 秒，却时时刻刻牵

动着地铁人的心。

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乘客分为几种类型 ：

一般成人 儿童 老人 孕妇 肥胖人群 ...

乘客携带儿童或物品也可以分为多种

携带儿童 乘坐轮椅 携带行李箱 推婴儿车 ...

乘客的通行方式

正常速度 慢速 弯腰拾捡物品 进入后倒退 ...

以上表格进行随机搭配，再考虑到每天的上下班高峰，不同的城市的乘客类型构成比例也有所差别，不

同站乘客携带行李类型不同，甚至春夏秋冬人们穿着和行为状态不同，可能出现的组合将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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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大数据获取的信息，我们即可定制化细化的通行方案，以更好提升闸机的通行速率，提高安全性。

马格公司一直走在人行通道逻辑开发的前沿。公司为人工智能逻辑研究开展了课题项目：Magnetic L-4.0

（(Magnetic Generation 4 Tracking Logic System)），即马格第四代逻辑系统。此系统的特点是系统通过数据分析

产生出一种新的自我优化选择，让机器能够自我模拟，回放，分析，甚至最终做出决定，其目标是通过数据分析，

数据化，智慧化通道系统，为人们提供个性化，高效率的产品。马格 L-4.0 工程正在自然语言理解，人脸识别，

机器学习，知识获取，组合调度，感知识别等新科技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突破当今技术的发展水平，不考虑可操作性，不妨猜想新型闸机拥有以下功能 ：

· 闸机的开关门速度跟乘客类型相匹配

· 闸机的逻辑根据通行高峰、低谷变化

· 闸机的通行逻辑根据天气或四季，温度自我调节

· 火车站、机场、妇幼保健院等特殊站闸机进行特殊判断

· 传统点对点检测升级为实时行动区域检测

· 人脸识别，个性化通行方案，无感通行

· ....

其实现在一些公司已经在语音购票，刷脸进站，智能客流分析等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探索是没有止境的，

科技越强大，责任越强大。马格内梯克公司专业致力于人行及车行系统，交通智能化控制，马格开发团队通

过计算获取创新灵感，并大胆应用到实践中。更多技术革新请关注马格内梯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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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领未来，康保中国助力

成都地铁智能化建设

■ 文/康保安防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 截止 2017 年初，成都轨道交通共开通 4 条线路（1、2、3、4），运营总里程 108.4 公里。目前有 3 条

地铁即将建成通车，另外 13 条地铁同时在建，在建里程 459 公里，建设力度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成都机

场快线（成都 10 号线）已通过试运营基本条件专家评审，已经开通。机场线开通后，从成都市区出发，15

分钟即可抵达双流国际机场。] 

 

领先的出入口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康保中国，为成都轨道交通机场线（成都地铁十号线）全面提供

品质卓越、功能完善、高效便捷的自动检票系统和屏蔽门系统，将高品质的智能化产品与成都运营服务需求

进行完美的有机结合。 摆动式自动检票系统应用基于对乘客安全及乘车体验的考虑，成都轨道交通更关注产

品的安全性及人性化设计，以便更好的为市民提供服务。

通过我们对于轨道交通客户需求及使用反馈的理解，目前摆动式门翼产品在设计层面更加符合人体工程

学，在使用层面更具人性化、安全性，在管理层面通行效率更优。在深入理解客户需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

乘客的乘车习惯，康保中国为成都轨道交通量身打造定制化的、高效的、友好的智能化产品——摆动式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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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票系统。康保中国摆动式门翼自助检票设备自开创式应用于广州地铁后，现已成功应用于杭州地铁、港铁

等重要地铁沿线。

 成都地铁摆动式自助检票闸机 ：设计 品质 细节

· 摆动式设计提高通行效率，提升乘客通行体验，有效防止夹人事故

· 更加舒适的人机交互

· 先进的一体化控制技术带来的稳定与安全

· 无处不在的精细化品质表现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高速发展，

客 流 量 的 大 幅 增 加， 自动 售检 票

(AFC) 系统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康保中国的 AFC 系统已经广泛应

用于中国轨道交通。2008 年 8月1日，

中国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中国高

速铁路建设和运营的样板标杆——

京津城际正式通车，至此康保中国

产品全面“绽放”高铁各线，据不完

全统计，中国 80% 以上高铁均为康

保中国设备，市场占有率第一，数量

10000 台以上，且数字仍在持续上

升中。2010 年，广州地铁摆动门设

计开创了中国地铁检票系统领域的先河。2014 年，康保中国签约香港地铁沙中线项目，2015 年签约成都地铁，

2016 年签约重庆地铁⋯⋯

基于多年来对轨道交通行业客户的深入理解与实践积累，康保中国的技术能力、设计能力、集成能力、

生产能力以及专业的项目管理和服务能力同中国国情充分结合 , 避免了外资企业做项目水土不服的问题，从而

不断得到客户的认可与信任。未来，康保中国将继续为轨道交通行业提供先进的智能化检票设备及高安防专

业级产品，持续提升产品品质，不断完善产品线，为亚太区轨道交通行业客户提供更加完善、国际化的专业

级产品解决方案。

关于成都轨道交通 10 号线 >>

10 号线一期工程全长 10.9km，均为地下线，共设 6 座车站，起于太平园站，途径簇锦站、华兴站、金华

站、双流机场 1 航站楼站，止于双流机场 2 航站楼站。在成都地铁线网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于康保中国 >>

康保安防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定位于亚太区市场的出入口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总部位于北京空

港工业园，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产品涵盖认证通行与付费通行两大序列，致力于为轨

道交通、机场、口岸等行业提供全面的出入口一体化解决方案。客户涵盖大型国际机场、边检口岸等，其中

检票设备在中国高铁的成功应用，市场占有率居首位。



40               2018. 09  合 肥

第十五届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AFC)系统技术应用研讨会

城市轨道交通（AFC）地面线槽的防水

■ 文/南通大通电气有限公司

当前在中国各城市都在发展轨道交通，尤其地铁的建设更盛。由于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起步较晚，各

系统在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同时，国内的相关配套单位也在各个工程中不断探索，积累自己宝贵的

经验。就地铁 AFC 地面布线系统来说，也经历了运用、发现、探索、再提高的一个过程。

通过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地铁 AFC 系统地面管线槽敷设完毕后，强、弱电管槽内全是渗水，尤其南方

和沿海城市地下水位高，问题更加突出。电缆长久浸泡在水里的后果怎样大家可想而知，轻则造成设备短路，

系统瘫痪。重则造成人员触电事故。长期以来，AFC 地面线槽的防水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就目前来说，在国内，初建地铁的工程单位，对 AFC 地面布线系统的防水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所以一般来说，初建的地铁 AFC 地面布线的槽盒里都有水，电缆都浸泡在水里。有过经验教训的工程单位

对 AFC 地面布线槽、盒的防水问题已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在设计、招标时就对这一块提出了严格防水要求。

因此建议，就 AFC 地面线槽的防水问题，新建地铁的单位不要再走别人已走过的弯路。

一、AFC 地面线槽技术背景

最初，因为没有 AFC 地面线槽生产的专业厂家，一般都是由桥架厂来供货的，他们制造的 AFC 地面布

线槽生产工艺与普通桥架类似，根本就达不到防渗水的要求。还有些地铁 AFC 地面线槽是采用传统的地面

插座以及线槽来替代的，由于传统的地面插座布线方法防水要求不高，所以防护等级一般都在 IP44 以内。以

上两种情况，通过了解国内多地 AFC 地面布线系统发现 ：槽盒内存留有大量的地下水，相当一部分的电缆线

浸泡在地下水中，由于电缆线在施工过程中会造成外皮破损，因此漏电情况必然存在。

为解决地铁 AFC 地面布线系统槽、盒的漏水问题，这就要求提高槽、盒的防护等级，即密水性能。通

过试验验证，防护等级至少达到 IPX7 才能满足 AFC 地面线槽防水要求。所以，国内部分地铁 AFC 地面布线，

为了防水的需要，采用现场焊接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普通钢板表面必须进行热镀锌（一般采用热镀

锌的方法来提高钢材的耐腐蚀性能），这样就不适宜在现场进行焊接。因为现场焊接会破坏表面的防腐层，

焊接处在短时间内就会锈蚀损坏，还是容易造成漏水的现象。基于以上原因，国内多条地铁 AFC 地面布线系

统，采用不锈钢材料做成槽、盒，再在现场进行拼装焊接，以此来提高槽、盒的防水能力。由于 AFC 地面布

线槽在连接在一起长度至少有几十米，而且有拐弯和交叉，AFC 地面线槽的底面无法翻过来进行焊接。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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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焊接是特殊工艺，在焊接时难免产生气孔和沙孔，在现场也无法验证是否漏水，这也不能保证防水效果。

反而增大了现场的施工难度。由于现场焊接会产生明火，也增加了产生火灾的安全隐患。

二、AFC 地面线槽、盒创新设计

我公司在掌握了以上的情况基础上，结合其它防水电器的设计经验，针对地铁 AFC 地面线槽、盒深入地

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 ：在不高于传统地面插座成本的情况下进行产品创新设计。

地面布线系统都是由地面线槽、地面分线盒、连接器等相互连接组装而成的。在设计时突破原有的理念，

针对地面分线盒和连接器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设计，分线盒预先焊接线槽段，这样分线盒的每一个接口都是一

个线槽段。另外设计出适用于矩形线槽连接的专用连接器。连接器由上下两片组成，斜对角方向安装螺栓。

当螺栓收紧时，就会有一个垂直的夹紧力，由于巧妙的设置有 45°斜坡结构，把垂直的力转换成含有横向力

的合力，所以，连接器上下两片，就会产生向内的四个面收缩力来收紧橡胶带，这样就保证了线槽与分线盒的

有效的密封连接。连接器不仅可以用于线槽与分线盒的连接，也可以用于线槽与线槽的连接，防护等级高于

IPX7。由于连接器内衬有高性能的橡胶垫，伸缩性能优良，每只连接器的连接，其实就是一个软连接，在具

有防止热胀冷缩的功能的同时，也可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安装，丝毫不影响其防水性能，同时具备伸缩节的

功能，不需要再另配伸缩节。

为了避免人工焊接会产生气孔、砂孔的问题，AFC 地面线槽必须采用焊接机器人进行自动焊接，这样才

能保证焊接质量，避免因人工焊接产生砂孔而造成日后漏水情况的发生。线槽及分线盒的加工，采用数控激

光切割机进行加工，确保了加工的精度。矩形地面线槽的四只 R 角应与连接器的 R 角相吻合。除对管

槽内壁焊缝的毛刺进行拉毛处理外，主要是对焊缝进行 X 光探伤，发现线槽细微毛孔要进行补焊处理，

然后再进行热浸锌的表面处理，以达到 IPX7 的防护等级标准。

密封防水线槽、连接器的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线槽、分线盒连接达到 IPX7 的空白。

三、质量控制

密封分线盒、线槽、连接器的连接如何确保达到 IPX7 的防水目的呢？首先在采购时要选用 Q235 钢板或

不锈钢材质，厚度一般要达到公称 3mm 才能达到理想的强度。通过线槽管口的压力试验，300×70×3mm 的

线槽，在挠度为 3mm 时可承受压力实测为 3.7 kN, 当厚度在 2mm 时承受的压力只有 0.97 kN。在生产过程中

质量控制要严格，线槽及盒体在焊接好后要进行仔细检查，经过热浸锌处理后要进行全数检验，出厂前每只

盒体均要进行防水试验，线槽、分线盒的生产要满足 GB 4208-2008 标准，达到 IPX7 防护等级要求。

连接器是连接线槽和线槽、线槽和分线盒的重要关键部件，在设计时要计算好在螺丝拧紧时密封胶带

的变形量，所有的配件均为模具化成型，减少了手工加工的误差，提高产品的精度，从而使每个部件均达到

设计要求。从多个工程质量跟踪情况看，达到防浸水之目的。

AFC 防水槽、盒在安装过程中方便快捷，该套产品研制成功后在南京二号线、南延线、3、10、4 号线、

苏州 1、2、4 号线、无锡 1、2 号线、合肥地铁 1、2 号线、深圳地铁 7、9、11 号线、宁波地铁 1、2 号线、广

州 7、9 号线等工程中得到应用，从现场安装的最终效果完全达到了 IPX7 整体防护要求，解决防水问题。

四、AFC 防水线槽技术要求

1、为了分线盒体和地面线槽的钢度要求，钢板厚度选用公称 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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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线盒、线槽采用自动焊接工艺，焊缝整齐，没有漏焊、裂纹、烧穿、弧坑，必须采用气保焊避免夹

渣情况发生。

3、为了保证连接器的收紧力，连接器紧固件采用 8.8 级。

4、连接器防水胶采用硅橡胶进行模压，橡胶回弹力达 95%。

5、当采用普通钢板时，材质选用 Q235 钢质，地面线槽采用热镀锌，内无锌

渣残留，镀锌层不应露出金属基体，表面没有明显的层次感，不应有剥离、起皮、凸起等现象，镀层平

均厚度应大于 55 微米，符合 GB/T 13912-2002《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的要求。

6、地面线槽按 GB/T 2423.17 的规定经 48h 的盐雾试验应不低于 JB/T 6743-1993 中表 6 中 3 的要求，防

护层外观质量分级规定，色泽有明显变化，镀层局部有少量腐蚀点（产生腐蚀点的面积≤ 50%）底金属无锈点。

7、分线盒、线槽间的连接件必须有接地装置并标识，确保接地的连续性。

8、相同规格的产品及配件应具有互换性。

9、防护等级 IPX7 ：将密闭防水分线盒、线槽段及防水连接器的组合体置于水中，持续 30min，水面在

外壳顶部以上至少 0.15m，外壳底面在水面以下至少 1m，盒内无可见进水，符合国标 GB 4208-2008《外壳

防护等级（IP 代码）》。

10、当 AFC 防水线槽安装好以后，可以在现场进行分段气压防漏试验，每 100 ～150 米的空气测试压力

为 6kPa，保持 30 ～ 60min 合理降压至 4 ～5kPa 为安装合格。

五、现场安装配合

为达到高防护的预期效果，AFC 地面布线槽盒安装十分重要。只要认真负责地按程序施工，定能达到满

意的效果。

1、按照施工图纸尺寸把各类分线盒准确定点。

2、根据 ±０基准，拉线确定分线盒上平面高度（盒体上口平面应低于大理石上平面 2mm ～15mm）。

3、打入膨胀螺栓，调节分线盒高度，调节螺栓达到所需的标准高度。固定分线盒。

4、确定地面线槽长度（采用切割机进行线槽的切割），修理切割后线槽内外毛刺，（如果采用普通钢板

热镀锌，切口部分刷防锈漆）。

5、在线槽两端 70mm 处用色笔作一条标记线（主要为了观察线槽接入连接器内的长度）。

6、在分线盒线槽接头处放置连接器，然后放置线槽，与盒体相接（注意 ：相接两线槽缝隙不大于

2mm），盖上连接器盖板并用气动或电动螺批紧固螺栓，并确认螺栓紧固度。

7、检查 70mm 的那根记号线是否与连接器外边相吻合，如果相吻合，相接的两根线槽缝隙合格，反之则

重新连接。

8、当确认连接器封闭件连接好后，继续紧固线槽螺栓，使连接器与线槽夹紧。

9、安装线槽固定支架，调节至水平的统一高度，然后用内膨胀螺栓在地面上定位紧固。

10、当地面线槽管道系统安装好后就可以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在浇筑混凝土时，应当避免对地面线槽系

统的冲撞，以免破坏线槽的密封。严格做好地面线槽系统的全面防护。

11、土建单位在敷设大理石时 , 不得损坏凸出地面的出线盒 , 每到各类出线盒出口处应留孔（开孔一定要

准确），开孔尺寸应与各类分线盒盒口外径尺寸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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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当工程需要作敷设施工时，打开盒体防护盖，保护好防护盖的所有配件，而后敷设导线。

13、盖上防护盖，紧固盖板承载螺栓高度调至防护盖底平面，做好密封。然后盖上不锈钢盖板，做好密

封即可，全套工序完成。

在产品的生产和安装前针对施工原图进行深化设计，由于地铁站台的设置形式多样，AFC 地面槽的走向

千变万化，每个站台的槽、盒规格各异，工厂设计人员必须将每个地铁站台名称，在线槽、分线盒上进行标识、

编号，同时提供深化图纸，施工人员只要将产品对号入座，安装将会方便进行。同时生产厂家必须派出技术

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安装，使产品能达到预期的防水效果。新型 AFC 地面布线系统在现场安装只需采用简单

的通用工具就可进行，不需现场焊接，简化的安装方法，使安装更加容易，一个标准站台 AFC 地面线槽的安

装只需 6 ～ 8 人一天就可完成，能节约大量的安装费用，多快好省地完成安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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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AFC）

系统技术应用

■ 文/上海兆越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张健

引 言

轨道交通的发展一直倍受国内外研究学者的青睐，AFC 作为连接人与轨道交通的枢纽，更是现代科技研

究的重要对象。

在地铁各专业系统中，AFC 系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但为乘客提供自动售票和自动检票服务，

也为轨道交通运营公司的科学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它是现代轨道交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AFC——现代轨道交通的重点内容

在通常意义上，AFC 是英文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的简称，即自动售检票。许多人可能认为自动售检

票系统仅仅是售票和检票，仅仅是进站和出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自动售检票系统 (AFC) 是基于计算机、

通信、网络、自动控制等技术，实现轨道交通售票、检票、计费、收费、统计、清分、管理等过程的自动化

系统。国外经济发达城市的轨道交通，已普遍采用了这种管理系统，并发展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平。我国城市

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和设备，最初是从美国引进的，近年来我国已进行了大量的开发和研制工作，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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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的产品，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国内轨道交通 AFC 系统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随着计算

机技术和软件的发展，我国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和技术已与城市公共交通“一卡通” 接轨，实现城市甚至

城市区间的“一卡通”。

 

从投资费用角度来讲，AFC 系统的经费仅占据轨道交通投资中的很小一部分，但它又是和乘客每天见面、

每天打交道的一个重要的服务窗，更重要的是，它不但掌管着轨道交通运营的经济命脉——票务收入，而且

掌握着轨道交通线路各车站的每天客流量和完整的客流动态信息。因此，AFC 系统可以为轨道交通的运营、

管理和决策提供大量的科学数据和依据。如果数据或报表存在错误，那将给轨道交通的管理带来严重的问题。

公共交通行业是“以人为本” ，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行业，安全、可靠、方便和实用是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因此，对 AFC 系统来说，可靠性和成熟性是第一位的

把握 AFC 系统发展的关键

AFC 事业符合城市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人们可以凭借一张卡享受公共交通、市政、金融、医疗、购物、

园林等服务。但我们还要看到，无论对于正在扩展线网的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还是正在策划 AFC 建设

项目的城市，在系统建设时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 系统的安全性应放在首位

系统安全是城市交通一卡通成功的关键，它关系到市民、乘客的亲身利益，也关系到各营运方的经济收益。

在系统设计时，必须把系统安全放在首位，建立一套严格的安全治理体系，制定一系列规范要求，从防范对

卡的攻击、健全密钥治理体系、强化设备及网络安全等方面着手，全面保证系统的安全。密钥治理体系是系

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系统对各运营商是开放的，要考虑各运营商的独立性和安全性，既保证密钥的

高安全性，同时又要方便相关运营商的加盟，以保证系统公道健康地发展。因此，城市一卡通必须具有统一

的密钥治理标准和 IC 卡结构规范，在传输网络上也必须采用可靠安全的通讯设备，同时又需要符合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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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中恶劣的工作环境，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是轨道交通 AFC 系统通讯网络的最佳选择。

 2. 基于线网确定 AFC 系统功能

一般来说，城市轨道交通是网状线路，在修建每个城市轨道交通的 AFC 系统时，要对系统进行总体规划，

确保系统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AFC 系统在整个线网中是一个功能统一的大系统，应该以路网而不是以单

条线路来确定系统的功能需求，必须把确定线网的票务政策放在首位，以尽可能完善的票务政策作为系统功

能需求制定的基础，这将决定系统的规模、应用和投资。即使是刚刚起步建设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的城市，

也应该从线网角度来考虑功能需求，可预留部分功能和容量，切忌采取先建一个简单系统来满足现在需求、

待日后再往完善的做法，以免造成很大的浪费。在系统结构方面，要考虑到将来多应用系统的特点 ；在系统

的可扩展性和兼容性方面，要考虑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更新周期以及信息量的增加 ；在现场设备选型方面，

要有前瞻性以及人性化的乘客操纵界面 ；在系统构成方面，可以区域中心计算机取代每条线路中心计算机，

进步治理和指挥的层次。因此，一个稳定的、具有可扩展性的工业以太网方案，是一个可靠的、可持续发展

的轨道交通 AFC 系统的基础。

3. 全面实现 AFC 系统的国产化

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国产化是用户和系统集成商共同关注的题目。纵观我国目前的轨道交通 AFC 市

场，系统设备的国产化正逐步推进，国际着名的专业厂家为获得中国市场的更大份额，纷纷与国内厂家联手，

在中国制造高品质的 AFC 现场设备，一些核心部件也逐步实现国产化，形势非常喜人。

与此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国内目前还没有非常成熟的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软件开发商，原因在

于开发商必须具备丰富的票务治理经验并将其融进到程序设计中，而不是简单地按业主的需求编程序。目前，

国外的专业厂家对软件设计并没有开放，导致用户在项目的维护和升级方面对其依靠性很强，而国内厂家也

暂时无法给予很有效的帮助。

鉴于这种情况，国内的 AFC 设备厂家和系统集成商应主动寻找合作机会，弥补系统开发能力不足的缺陷，

使AFC 系统国产化得以全面实现。建议国内这些厂家和系统集成商聘请国际上经验丰富的 AFC 系统设计专家，



               472018. 09  合 肥

第十五届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AFC)系统技术应用研讨会

参与和指导软件设计，建立高效、实用、严谨、全面的程序库，逐步实现 AFC 系统软件的标准化。

AFC 传输通路——工业以太网

AFC 系统需要准确无误地传送各个乘客的售检票信息，而且要保证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低故障率。因

此一个优质的通信网络对 AFC 系统来说至关重要，高品质的网络是高品质 AFC 系统的基础，而网络设备的

高品质和高性能决定了通信网络的高可靠性。

工业以太网设备，主要应用在车站现场网络，车站控制室网络及线路中心网络中。一般车站现场网络需

要的是二层工业以太网交换机设备，而车站控制室网络及线路中心网络因为需要隔离一些网段的通讯，需要

的是三层以太网设备。

 下图介绍了上海兆越通讯提供的一种轨道交通 AFC 系统工业以太网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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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特点 ：

● 冗余环网技术，能使网络在发生链路故障时快速自愈

● 组网方案具备兼容性，无缝连接不同厂商的网络设备

● 工业级交换机的使用，具有技术先进、功能实用、系统稳定、安全可靠等特点

● 网络设备选取具备高实时性和稳定性的工业级产品

结语

自从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正式运行以来，售检票系统就成为轨道交通重要的子系统之一。经历了从人工售

检票到半自动售检票最后到自动售检票的过程，系统日趋完善。它是轨道交通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

安全、可靠、完备的自动售检票系统才能保证轨道交通的顺利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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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公司注册资本 3195 万美元，是中国电子熊猫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拥有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一级资质、建筑智能化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建设部专项工

程设计甲级资质和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在软件成熟度方面通过了国际 CMMI 3 级

认证。

早在 2003 年，自轨道交通基础设施事业蓬勃发展之初，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就积极响

应，通过南京 1 号线自动售检票系统集成项目的实施，充分理解自动售检票系统的业务流程和技术

内核，逐渐实现自主开发并形成了较强的技术研发实力。先后承建了南京、苏州、武汉、无锡、合肥、

石家庄、成都、天津、常州、无锡、徐州等 10 多个城市的 20 多个自动售检票系统和清分系统项目。

除此之外，还先后为委内瑞拉、阿联酋迪拜、泰国曼谷、印度德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提供自动售检票终端设备。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作为全球知名的智能交通线网指挥中心、清分、自动售检票、通信

等系统解决方案、设备及核心模块的提供商，在自动售检票系统及设备的研发与生产方面业绩卓著。

拥有电子设计、软件研发、设备生产、系统集成以及项目管理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拥有国内首个

AFC 国务院津贴获得者，是“江苏省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公司承担

多个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多次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江苏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奖等奖项，是

国家工商总局公示的“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近年来，互联网支付掀起了对传统售检票技术的一次革命浪潮。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敢

为人先，充分利用多种新技术，在保证支付安全的基础上，致力于开发从手机线上购票线下取票，

到手机 APP 二维码直接过闸的全套产品和服务，并在国内多个城市率先实现。同时着手研发去手

机 APP 操作，通过读取手机号码实现 ID 认证支付的“一号通”过闸方式，以实现更高的出行效率。

此外，针对城市交通对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要求，公司致力于现代城市智能交通的系统建设，

可以为城市智能交通提供从终端的交通状态感知、通行设备制造、传输网络建设、数据处理与分

析到交通调度指挥及应急系统建设的全套解决方案。

南 京熊 猫 信息产业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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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力保安防集团创立于 1764 年 , 集团总部位于瑞典哥德堡，是斯德哥尔摩证卷交易所上市公司 ,

在欧洲、亚洲、中东、非洲、澳洲和北美洲 30 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通过代理商和经销商网络，业

务辐射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固力保安防集团实现年逾 6.1 亿欧元的营业额并且在全球范围有将

近 6000 雇员。

凭借多年来提供安防解决方案的全球经验，固力保在银行安保与现金处理、出入口控制、安全存

储，以及整合安防服务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专业能力。

固力保出入口控制业务

固力保出入口控制业务是欧洲市场领导者、全球市场的重要厂商。标志性的产品设计和稳定可靠

的运行性能使得固力保的出入口控制解决方案受到世界各地的赞誉。在防止非法进入的同时，不影响

授权人员的通行，与客户的安全需求不谋而合。我们提供的产品包括：公共交通出入口控制 ( 地铁、火车、

汽车 ) ；机场入境、登机和防折返门 ；出入门、旋转门和安全门户 ；防爆防弹等特性门窗。

固力保在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固力保的产品通过经销商进入中国，并被广泛运用在地铁、银行及核电站等行

业领域。

2010 年 7 月，固力保安全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在上海设立区域总部及销售公司，在

江苏昆山建立近万平米工厂，以更好的服务中国客户，固力保安防集团在中国的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

固力保安全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西藏南路 218 号永银大厦 1701-1702B 单元            邮编  200021

客服热线 +86 4008 625 886                                        传真 +86 21 3366 1208

电邮 info.cn@gunnebo.com                                         网站 www.gunnebo.cn

固力 保 安防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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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运通智能）于2016 年 6月成立，是广州广电

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52）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前身是广电运通轨道

交通事业部，是国际领先的自动售检票设备及模块供应商。

运通智能掌握 AFC系统关键设备、核心部件的多项专利技术，是国内率先能自主设计、

生产轨道交通 AFC领域纸币接收模块、纸币找零模块、纸币循环模块的中国企业，自动售

票机在高铁 AFC领域占有率处于领先地位，其他产品包括自动检票机、票房售票机、互联网

售取票机、互联网闸机、硬币模块、票卡处理模块、读写器等AFC关键设备和关键部件广泛

应用于国内60多个城市轨道交通和30多条高铁线路，并销往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国家。

运通智能积累了设计、制造、维护各类金融、AFC设备达14万多台的丰富经验，建立了

完善的设备检测实验室和售后维修支持体系，提供最贴近客户需求的从设计、制造、开通、

售后服务、维保的全流程服务。

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林路 9、11 号

电话 ：020-62878085  传真 ：020-62878732

网址 ：www.grgbanking.com

邮箱 ：afc@grgbank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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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雷格特/LEGATE）成立于2010 年 2月，于2016 年 4月

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成为新三板挂牌企业，证券简称“雷格特”，证

券代码“836812”。

 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定位为轨道交通 AFC专用设备及模块一流供应商，拥有一支

年轻的、在业界具备丰富经验和资深技术能力的团队，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0余人。产品线丰富，

销售网络齐全，在国内外多个城市销售业绩斐然。

通过 8年的不断转型与升级，雷格特已经快速成长为国内份额最大的城市轨道交通 AFC专用设

备供应商和模块供应商，完成了除现金模块外全部核心模块的自主开发和批量应用。目前，雷格特共

申请了43项专利，其中已授权的有效发明专利 9件、实用新型专利27件、软件著作权3件。作为江

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共有8项产品获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主要生产的轨道交通设备有：自动售

票机、自动检票机、半自动售票机、自动查询机、互联网云购票机、卡式发售/回收模块、筹码式发

售/回收模块、扇门模块等相关设备。产品分布于苏州、杭州、宁波、无锡、北京、天津、成都、石

家庄、南昌、武汉、福州、西安、兰州、厦门、新疆、郑州、常州、长春、重庆、台北、高雄、澳大

利亚墨尔本等数 20余个海内外城市，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

联系方式 ：

地址 ：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工业园凤凰山路 6 号

邮编 ： 215107

电话 ：  +86-512-68583901-8001

传真 ：  +86-512-68583915

网址 ： WWW.szlegate.com

联系人 ：张斌

手机 : +8618015563365

Email:   bin.zhang@szlegate.com

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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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etic Autocontrol GmbH（下简称“马格”）成立于 1946 年，是一家国际性专业车辆和人行通道解决方案的领

先制造商，隶属于意大利法柯集团。马格总部位于德国的绍普夫海姆，如今在全球有 10 家分公司和生产基地 , 分别

位于中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阿联酋、巴西、美国、法国、瑞典、比荷卢经济联盟。马格中国于 1997 年 

6 月正式在中国上海成立 ；2012 年，意大利法柯集团收购了马格。法柯集团成立于 1965 年，总部位于意大利的博洛

尼亚，全世界有 32 家分公司，超过 80 家的经销商，员工人数超过 2000 名。

目前，全球有将近 100 个国家使用马格的产品 , 拥有 7 个销售、装配和支持网站。马格总部和研发中心均位于

德国的绍普夫海姆，致力于生产、设计研发高品质的车辆和人行通道解决方案。自 1997 年马格成立伊始，就开始

从事高速公路和人行通道的业务，至今在行业内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自 2008 年开始，马格也开始涉及了AFC 产品的

业务。马格产品在中国已运用于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武汉，重庆，大连，昆明，温州，厦门等二十多个

城市。至今，马格产品也已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如 ：法国巴黎地铁、南非开普敦 BRT、挪威机场快线、迪拜地铁、

荷兰阿姆斯特丹地铁、巴西圣保罗地铁、厄瓜多尔地铁、澳大利亚悉尼、新西兰奥克兰等，深受国内外用户的好评。

2015 年 11 月，马格公司正式授权上海嘉成轨道交通安全保障系统股份公司（下简称嘉成股份）为其应用在轨

道交通站点的 AFC 产品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经销商。

嘉成股份创建于 2002 年，一直专注于城市轨道交通站台安全保障系统的研究、开发、系统集成、安装调试和

技术服务，是中国首家专业从事轨道交通站台门系统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是行业内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站台门

系统及售后系统解决方案服务企业。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嘉成股份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站台门系统产业的发展，不断打造完善的

研发、测试、生产、运营保障一体化体系，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总体解决方案。

在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嘉成股份立足于研发与创新，投资建设了专业的技术研究中心及占地面积 50000

平方米的设备系统生产、测试基地。平均每年投入总销售收入 6% 的资金用于产品设计研发、技术工艺优化、系统

集成改良。并与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技术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城建院等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的合

作关系，加大前瞻性技术研究。

目前，嘉成拥有已授权和正在申请的近百项技术和产品的国家专利，开发出包括站台屏蔽门系统、站台安全门

系统在内的 5 大站台门产品系列。产品已运营在上海、苏州、天津、南京、柳州等城市的 10 多条运营线路，200 多

个车站上。

多年来，嘉成股份的决策层一直致力于制定嘉成的发展战略、贯彻嘉成的管理理念、保持并发扬嘉成的企业

文化，力争将嘉成打造为一个长久的、有规模的高科技企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城市轨道交通行业领跑者。

嘉成股份与马格公司合作的开展，能进一步扩大马格公司 AFC 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嘉成股份将利用自己

的产业优势推进 AFC 产品，这一轮的携手合作也将有助于嘉成股份在轨道交通安全保障系统领域内的进一步发展。

企业联系方式 ：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南路 2891 弄 105 号办公室 4 楼

电话 ：021-32533116    传真 ：021-32533115    网址 ：http://www.shjiacheng.com

马格 & 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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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通）是领先的新一代软件基础设施及创新应用提供商。通过先

进的软件产品和技术，东方通为客户提供安全可控的一站式中间件、信息安全、大数据、创新应用产品

与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实现业务创新、安全管控，并转型互联网 +。

公司创立于 1992 年，连续十二年被认定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被商务部、国资委认

证为“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在技术领域，公司是 Java 技术国际标准组织 JCP 和全国信息技

术标准化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参与了 JavaEE、SOA/ 中间件、智慧城市等国际及国内标准制定。同时，公

司是“核高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研制单位，曾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东方通是国内中间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其基础软件产品及解决方案在国内数千个行业业务中

被广泛应用，拥有 2000 多家金融、通信、政府、能源、交通等企业级用户和 500 多家合作伙伴。

2014 年 1 月，东方通成功登陆创业板，成为国内首家在 A 股上市的基础软件厂商（股票代码 ：

300379）。

东方通自成立二十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国产中间件的研发与应用，是国内中间件领域历史最悠久、

产品线最齐全、技术实力最出众的科技公司。其自主研发的明星产品应用服务器 TongWeb、消息中间件

TongLINK/Q、数据交换平台 TongDXP 等功能强大、贴近本地用户需求、性能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当，在包

括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和地方政府、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国移动等电信运营商得到广泛应用。因此，

东方通也被业界推崇为“中国中间件第一品牌”，并获得了市场和客户的广泛肯定。

● 连续 13 年国产中间件市场份额第一，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行业

东方通始终保持国产中间件市场份额第一。在 IBM、Oracle 两大国外巨头垄断的中间件市场，东方

通的市场份额持续逐年增加。在计世资讯发布的研究报告中，东方通市场份额远远领先其他国产中间件

厂商，以及红帽、微软等国外厂商。

在轨道交通行业，东方通的中间件产品广泛应用于武汉、深圳、南宁、温州、上海、北京等城市的

ACC、AFC 系统中。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300379）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10 号 1+1 大厦 3 层   邮编 :100080

电话 :010-82652228    传真 :010-82652226

网址 ：www.tongtech.com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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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述

广州佳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佳都数据）成立于 2016 年 5 月，是一家专注移动互联网、移动物联网、

移动支付研发和应用的高科技型企业。佳都数据聚焦移动支付，服务交通行业，为城市公交、轨道交通、高速公

路等行业企业提供移动支付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围绕智慧出行和 AI 智慧生活，已形成云通卡、AFC4.0、云通道、智慧安检、企业云卡等核心产品，

多个产品已在广州、武汉、厦门、平顶山等城市落地。

二、主营业务

1. 云通卡 ：城市通卡移动支付解决方案

● 基于 NFC 卡模拟、P2P 等技术，支持预付费和后付费两种模式，支持手机云卡、二维码、金融 IC 卡、闪

付、云闪付等支付方式，为城市公交、通卡公司提供互联网 + 智慧交通移动支付解决方案。

● 经典案例 ：（1）支付宝羊城通乘车码项目 （2）平顶山公交移动支付项目 （3）厦门 e 通卡移动支付项目

2. AFC4.0 ：轨道交通多元化综合解决方案

● 基于“互联网 + 轨道交通” 时代提出的轨道交通多元化综合解决方案。AFC4.0 对地铁原有的 AFC 五层架

构体系做创新性尝试，创建两层系统架构；支持手机云卡、二维码等多元支付方式；ACC 清分中心升级，通过云平台，

实现准实时清算及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 经典案例 ：（1）广州地铁移动支付改造项目 （2）广州地铁清分三期项目 （3）武汉清分中心二期工程项目

3. 智慧安检 ：多技术融合快速智能安检解决方案

● 结合互联网行为分析、生物特征识别、出行大数据分析等多种技术，面向具有良好出行信用的上班族、常

客提供的一种快速通行服务。

●  经典案例 ：广州地铁智慧安检实验项目、郑州地铁智慧安检试点工程

4. 云通道 ：高速公路一体化互联网支付解决方案

● 针对高速公路人工收费车道系统和设备进行改造，通过视频识别、APP 自动扣费、出口终端设备自动缴费

等多种方式实现高速公路互联网支付和无人值守，极大减少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成本。

● 经典案例 ：华南快速移动支付试点工程

5. 企业云卡 ：企业互联网 + 数字化管理解决方案

● 基于企业管理需求，通过云卡、云码、人脸识别等方式实现门禁、考勤、消费、巡更、访客、智慧停车、

公共交通搭乘等多重功能，实现互联网 + 企业数字化管理。

● 经典案例 ：佳都智慧大厦企业云卡商用

广州佳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Tel: 020-89557133 

Email:  admin@pcidata.cn  Web ：www.pcidata.cn

Address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226 号万胜广场 C 塔 2503

广州佳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国内领先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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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维通”）是中国中车与中国银联作为轨道交通和金融行业领

军国企，通过跨界战略合作，打造的央企混合所有制示范企业。八维通致力于打造智慧交通互联网

服务运营平台，创新交通出行产业“互联网 +”模式，成为卓越的智慧出行服务运营商。

八维通以轨道交通场景和公交场景为主要场景、高速等其他出行场景为辅助场景，投身于交通

出行行业的数字化升级，向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公交车运营公司为代表的交通出行业主方（以

下简称“业主方”）提供包括数字信息系统、身份识别终端系统、APP 应用程序等一整套数字化运

营解决方案，并通过云平台收集、处理各地交通出行运营大数据，以技术驱动，为“交通、乘客、商业”

构建和谐的互动生态，实现出行零等待，支付零转换，服务零距离。

八维通基于各类先天优势，结合后天成熟案例积淀，已率先突破上述壁垒，在业内完成品牌树立，

确立标杆型企业地位，得到众多业主方的肯定与竞争对手的模仿，推动产业创新风口形成，引领产

业革命前进方向。

截至目前，已签约 9 个城市轨道交通场景、18 个城市公交场景；上线运营 5 个城市轨道交通场景、

7 个公交出行场景 ；包揽全国第一、第二例轨道交通二维码乘车全线开通案例，第一例公交扫码乘

车案例。

八维通的成功案例

无锡地铁、福州地铁、石家庄地铁、大连地铁、沈阳浑南有轨电车、苏州地铁、广佛地铁、昆明地铁、

南昌地铁⋯

淮南公交、南阳公交、金华公交、沧州公交、海宁公交、唐山公交、镇江公交、达州公交、武

夷山公交、新乡公交、南宁公交、淮安公交、佳木斯公交、东阳公交⋯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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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安防系统（中国）有限公司，定位于大中华市场的公共出入口控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为

KABA 集团与 CAMBAUM 集团共同出资的合资公司 , 专注于出入口领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产品涵盖认证通行、付费通行、人流方向控制及安全区隔等几大产品序列，公司致力于为铁路、地铁、

机场、口岸等领域提供全面的出入口一体化解决方案。

为更好地服务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康保中国设立两大生产制造基地，分别位于北京和江苏常

州，形成南北呼应的产业布局。北京生产基地，2009 年建成，坐落于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总面积约 3.4

万平方米 ；江苏常州基地，2017 年投资建设，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入

口设备生产基地。我们严格执行德国生产制造流程，将德国精益制造和严谨管理理念融入生产文化，

保证产品的卓越品质和精湛工艺，践行“德国品质 中国制造”的承诺。

康保安防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裕安路 29 号康保工业园 邮编 ：101318

Tel ：010 5738 5555  

Fax ：010 5738 7555

康保安防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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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况

FUJITSU FRONTECH LIMITED(富士通先端科技株式会社)是富士通株式会社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成立于

1940年,汇集了集团总公司富士通株式会社长年以来在全球从事轨道交通、ATM、POS、IC卡、RFID、生物

识别等领域的整机和模块的研发•制造•系统集成关联的所有资源和精锐,具备由开发、制造到系统集成的

一条龙的技术体制和雄厚的技术实力。 

为更方便和贴近服务于中国客户,于2003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富士通先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全权

负责亚太市场（除日本、韩国、印度）的金融产品的销售和技术服务。我们愿意并有信心站在中国客户的

最前线(FRONT)提供最先端(FRONT)的技术(TECHNOLOGY)服务。

◆ 产品及服务

富士通不仅致力于传统 AFC 领域现金处理设备的技术及服务的积累提升，同时大力研发新兴的生物识

别技术，并成功将其导入应用到轨道交通领域。F53/56 系列纸币出钞模块为富士通的经典产品，在全球有超

过 15 年的使用历史，对应不同国家、不同尺寸、不同材质的纸币都有极强的适应能力，模块设计精巧，灵活，

能够满足各种客户化的需求，自 09 年进入中国轨道交通市场，至今在全国 23 个城市 71 条线路已累积有超过

1 万台的使用量，赢得了所在领域 70% 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并得到了系统集成商和终端业主客户的广泛信赖

和好评。G60 纸币处理模块是我司针对轨道交通市场的用户需求针对性研发的一款产品，其各项性能参数指

标均优于同类型的产品，且采用金融级别的鉴伪识别技术，不仅享誉轨道交通领域，同时在全国多地多家银

行具有实际使用案例，并通过了去年人民银行下发的 JR/T 0154-2017《人民币现金机具鉴别能力技术规范》测试。

该款产品自 12 年开始导入至今，已在全国 13 个城市 29 条线路中取得了近 4000 台的应用业绩，长年大量的产

品使用，积累了丰富的技术支持以及售后服务的经验，是一款经过市场长期验证，可靠的，成熟的且售后服

务完善的产品。

富士通掌静脉识别模块是基于 PalmSecure 手掌静脉识别技术的一款生物识别产品，相对于其他生物识

别技术具有更高安全性、更高精准度，活体认证，不受外部因素干扰，不易被仿制等优势。目前已经成功应

用在上海市轨道交通浦江线，浦江线是上海地铁集众多新兴技术应用的一条高科技现代化的轨道交通线路，

采用了胶轮、无人驾驶列车、掌静脉生物识别闸机等一系列高新技术。

◆ 与您携手，创意未来

今后富士通先端科技也将一如既往以稳定的产品和迅速的技术服务全力支持中国轨道交通行业的蓬勃发

展，致力于向中国市场提供高质量、多元化、客户化的设备解决方案。诚挚的欢迎大家莅临 B27 展位，亲身

体验全球领先的富士通纸币模块。同时富士通也期待着与各位互相交换意见，共同携手为 AFC 行业的未来

而努力。  

富士通先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FUJITSU FRONTECH (SHANGHAI) LIMITE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91弄120号(陆家嘴软件园8号楼)10层01室    邮编：200127
电话：86-21-60651888    传真：86-21-60651899
E-mail：ffts-sales@cn.fujitsu.com    网址：www.fujitsu.com/cn/ffts/

富士通先端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传统与新兴技术并行 助力中国轨道交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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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弗 世 公 司
艾弗世（苏州）专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已成为中国自动售检票领域主要的扇门

模块供应商。公司坚持自主创新研发，产品完全实现国产化，具有独立、自主可控知识产权。公司

产品在北京、广州、深圳、武汉、长沙、乌鲁木齐、哈尔滨、、贵阳等国内城市的地铁线，印度金奈、

巴基斯坦拉合尔等国外城市地铁线上有应用，在国内高铁站、机场枢纽和公共基础设施部署应用。

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客户一致认可，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也不断提高。

技术实力

※ 研发团队占公司总人数 1/3，研发投入占公司收入 10%

※ 获得及申报的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22 项、软件著作权 5 项

※ 产品软件硬件加密

※ 产品通过北京轨道交通路网检测中心入围检测。

※ 产品取得电磁兼容、环境适应性、电气安全、节能功耗、寿命实验、CE 等第三方认证。

产品服务

※ 可根据业主要求定制通行逻辑，适应本地需求

※ 研发团队有力保障运营改造升级需求，降低业主运营成本

※ 具备本地化方案设计、用户课程培训、项目巡检与实时故障响应能力。

企业文化

※ 艾弗世使命 ：掌握自主可控知识产权，成为售检票领域最专业的扇门单元供应商。。

※ 艾弗世目标 ：成为中国售检票领域扇门单元的客户的首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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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P I  公 司   
CPI 公司全称 Crane Payment Innovations，隶属美国克瑞公司（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代码： 

CR），生产制造高度工程化、多样化的支付产品。CPI 的服务领域包括金融服务、零售、博彩、

自动售货机、交通运输等行业，业务范围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支付系统装机量

世界领先。CPI 传承了Conlux、CashCode、MEI、Money Controls、NRI、Telequip 等品牌多年

的技术经验，不断推出更智能的货币识别技术和更安全可靠的支付产品。

CPI 的产品在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行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CPI 提供全方位的

纸币硬币处理解决方案，包括纸币接收、纸币循环找零、硬币接收、硬币出钞、硬币循环找零。

其产品出色稳定的表现，保证了客户盈利能力的提升和用户满意度的提高，因此深受各行业

客户的认可。 为快速高效得服务轨道交通用户，CPI 在中国设有近 30 个授权服务中心，随着

业务发展，未来还将设置更多的服务网点。

联系方式 ：

Crane Payment Innovations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7 号（深南大道与金田路交汇处）金地中心 1006 室

邮编 ： 518034

电话 ： 0755-82028032

传真 ： 0755-8202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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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xa
Moxa 践行品质承诺，通过最新 IRIS 认证

Moxa 致 力于构建可靠网络，

为客户提供真诚服务，现成功通过 

IRIS 最新 rev 0.3 标准认证。能通过

该认证，得益于 Moxa 不断完善质量

管理体系，顺应数字化等新趋势，

保证其产品和服务质量符合全球各

地客户的严格标准。

Moxa 严格遵循针对轨道交通企

业质量和经营管理体系的 ISO/TS 22163:2017 标准，成功通过 IRIS rev 0.3 认证，反映了它始终致力于生产安全

可靠产品的决心，确保符合所有监管要求，提供令客户满意的专业服务。

Moxa 拥有广泛的产品组合，且均符合 EN 50155 标准。过去 30 年，Moxa 已在全球成功部署 500 多项针对 

CCTV、CBTC、TCMS、车载 Wi-Fi 以及车况监控的解决方案。Moxa 积极研发创新技术，并将专业技术分享给

世界各地的轨交行业机构，如设计和研发新一代轨交行业产品的领军机构 IEC TC9/WG 43 技术委员会。Moxa 

不断完善自身产品和解决方案，确保符合轨交行业对安全的严格要求，同时持续创新轨道交通技术，满足客

户对提高移动性能、速度和成本效率的需求。Moxa 承诺坚持遵循 IRIS 认证标准，助力客户提供达标的轨交产

品和服务。

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moxa.com/Event/integrated-solutions/railway/railway-ethernet/index.htm

关于 Moxa ：工业自动化领域您所信赖的合作伙伴

Moxa 是工业自动化的领导厂商，提供完整的工业设备连网、工业计

算机及工业网络解决方案，致力于工业互联网的共同推动与实践。Moxa 

以逾 30 年的产业经验、连结全球逾 5,000 万台的工业设备，跨越 70 余国，

提供全球完善的经销和服务网络 ；Moxa 以 “可靠连网，真诚服务” 的品

牌承诺，协助客户打造工业通讯基础建置，提升工业自动化与通讯应用，

创造长远的竞争优势及商业价值。如需获取 Moxa 解决方案的最新信息，

请访问 www.moxa.com.cn 或关注 “摩莎 Moxa” Moxa 中国微信公众号官方

平台，或可发送电子邮件至 china@moxa.com 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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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投亿雅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唯一 一家境外上市

公司京投轨道交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京投交通科技”）的境内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公

司专注于城市轨道交通领域，是集技术研发、系统工程建设、线路运营及维护于一体的产业公司。

公司秉承着实现北京市轨道交通系统网络化、标准化的运营目标，自成立以来，除在京投公司

及相关单位支持下承接地铁信息化工程建设以外，还提供标准体系规划及规范编制、系统运营维护

等技术服务；随着北京市轨道交通的迅速发展，公司也完成了从单一的系统集成商向提供管理咨询、

核心软件、设备研发、工程实施和技术服务的多元化经营主体的过渡，奠定了行业的领军地位。

十余年来，京投亿雅捷累计承接了超过 100 余个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集成和研发项目，拥有多项

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与解决方案，全面覆盖路网和线路两个层面，包括 ：城市

轨道交通信息中心系统、路网指挥中心系统、能源能耗管控平台系统、综合管廊运营管理平台系统、

自动售检票清分清算中心系统、云 AFC 系统、多线路共用 AFC 系统、路网乘客信息播控中心系统、

标准化读写器及标准化 SC 系统平台等。目前公司形成以 AFC 自动售检票系统、PIS 乘客信息系统、

PSD 屏蔽门、信息化及运营维护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格局。

随着全国各地轨道交通建设的全面开展，公司抢抓机遇，积极拓展，作为北京市轨道交通的

主要供应商之一，不仅为北京市轨道交通的网络化运营提供系统与技术上的专业支持，也针对京外

地区进行了业务拓展和客户资源的累积， 并成功中标郑州 ANCC 项目、长春 ACC 项目及成都 COCC

项目等多个京外项目，为布局全国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未来，京投亿雅捷将专注于轨道交通产业链高端，以技术创新驱动发展，厚植专业化优势，不

断巩固并提升行业地位与市场影响力。

北京京投亿雅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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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锦源汇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8 月，源自三星 SDS 中国服务外包，提供专业的设

备维保、维修和资产管理服务，2016 年获得中国中车和天星资本投资参股，是国内首家城市轨道交

通运维服务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现为中国轨道交通协会理事单位、中国信息产业商会 AFC 专委

会理事单位。目前已成为中国领先的轨道交通运维服务商。

公司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等 20 个城市建立了运维服务中心，主营业

务为城市轨道交通通信、车辆、AFC、站台门、综合监控等专业的测试、维保、技改、维修、大修

改造以及配件供应的全业务链运维服务、多专业一体化服务和运维 + 互联网服务。

锦源汇智注重人才培养与激励，注重技术积累以及标准化管理，致力于不断提升中国城市轨

道交通运维服务专业化、标准化及信息化的水平。目前拥有轨道交通运维服务领域行业顶级专家 7

名，国家专利 17 项、企业标准 32 个、维修作业指导书 100 余册。公司参编轨道交通系统质量验收

规范、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过程管理团体标准等多个国家及行业标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

化运维平台、专业维保测试工具、测试工装以及维修测试台，服务国内地铁线路超过 60 条。

锦源汇智以信息融合、数据驱动为服务创新战略，不断构建完善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全生命周期

智慧运维平台。在城市轨交通运维服务领域中，颠覆了传统运维作业模式，率先应用了+ 互联网及

云技术。

自主开发的移动运维管理系统、电子工场维修管理系统以及轨道交通 AFC 在线培训考试系统，

现已为国内 15 个城市超过 30% 的地铁业主提供了行业领先水准的智慧化运维解决方案。

企业联系方式 

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 13 号院华杰大厦 6C1 室   邮编 100098

联系电话 ：010-62388837

北京锦源汇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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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公 司

甲骨文 (NYSE ：ORCL) 公司创立于 1977 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红木城，2017 财年收入达

379 亿美元，在全球超过 145 个国家拥有逾 40 万家客户，其中包括所有《财富》100 强公司。通过大量的

研发努力和对 Sun 公司及其他各领域最出色公司的战略性收购，甲骨文已成为世界上唯一跨越整个技术产

品堆栈—从服务器和存储、数据库和中间件到应用软件—并可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的 IT 公司 , 为客户提供

全面和完全集成的技术体系，其中包括云应用、平台服务和集成系统。

无论企业需要的是单独的解决方案 ( 包括与异构 IT 环境集成的解决方案 )，还是完整的集成设计系统，

甲骨文都可以提供最大的灵活性、最丰富的选择和最大化的价值。甲骨文的开放架构及多种操作系统可为

IT 架构的每一个层面提供超越同侪的最佳产品和解决方案，从而助力客户构建对其企业而言最优的基础

设施。甲骨文的企业解决方案包括了商务智能与分析、客户体验、客户关系管理、企业资源规划、采购、

风险和合规管理、供应链管理和可持续性，而技术解决方案则包括了整合、移动、安全、虚拟化以及云计

算（私有云、公共云和混合云）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甲骨文进入中国市场，在北京设立了首家中国办事处 ；而今，甲骨文的业务已几

近覆盖中国所有的省、自治区与直辖市—我们在中国建立了 22 个分支机构、5 个研发中心、规模庞大且弥

足珍贵的合作伙伴网络，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社区计划。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持续的 IT 变革令整个世界

为之震撼，在中国前进之路的每一步中，都能看到甲骨文的身影。甲骨文与其庞大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为

中国本土企业和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甲骨文是一个值得信赖的 IT 合作伙伴，在帮助企业转变为全

球性和可持续发展型组织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在中国，甲骨文拥有超过 2.5 万家客户、1500 家合作伙伴和超过 5000 名员工。在支持创新和开放标

准方面，甲骨文的表现更加无与伦比，其中，甲骨文的在线开发者社区—甲骨文技术网 (OTN) 在全球拥有

1400 万名成员，包括 25 万名中国成员。

甲骨文在中国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共享成功的历史。甲骨文致力于利用创新性技术为客户、合作伙伴和

社区提供发展动力，为他们的可持续性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甲骨文为促进中国行业发展而做出的不懈努

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 加速信息技术的应用 ；通过创新性技术支持企业转型 ；培养本地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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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姆龙（OMRON）公司是一家国际知名的传感与控制设备制造商。欧姆龙秉持为社会做贡献的视角，以解决

社会需求课题为己任，在工业自动化、家电及通信电子、汽车电子、健康医疗、社会系统等领域不断推出新产品、

新技术，持续为社会发展做贡献。

作为欧姆龙集团的子公司，欧姆龙社会解决方案集团以“创造世界上的人们能够安心、安全、舒适生活的社会”

为目标，开展基于社会自动化的社会系统事业，为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机、远程监控系统、车站运营支援系

统等领域提供产品及解决方案。

欧姆龙公司在社会系统事业领域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1967年 ,欧姆龙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车站自动售检票

（AFC）系统，并在日本阪急电铁北千里站实现世界首次的「无人车站系统」； １９６９年，欧姆龙向住友银行交付

日本首台现金自动柜员机（ATM）； 同年，欧姆龙在阪神高速公路上实现日本首次的大规模高速道路交通管制系统。

欧姆龙 AFC系统在日本轨道交通市场（如JR、东京地铁、京都地铁、大阪地铁、名古屋地铁）的总体占有

率已达60%以上，其中纸币识别模块更是占有95%以上的市场。  

在日本以外，欧姆龙产品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地铁、西班牙毕尔巴鄂（Bilbao）地铁、韩国首尔地铁、新加坡

文礼(Boonlay)MRT、马来西亚吉隆坡单轨线、菲律宾马尼拉 LRT、中国香港 MRT、中国台湾高雄地铁、中国澳门

LRT 等项目中也有大量成功应用。

在中国大陆地区，欧姆龙在北京地铁5号线上通过与系统集成商合作提供了AFC系统整套设备。并在亦庄

线全线采用欧姆龙纸币接收模块。在上海地铁、沈阳地铁、西安地铁、无锡地铁、大连地铁、青岛地铁也有欧

姆龙 AFC 相关产品的成功应用业绩。

在本次 AFC论坛上，欧姆龙推出了针对中国地铁 AFC市场的纸币入出金一体机模块和拍打门自动闸机。 欧

姆龙纸币入出金一体机模块具有故障率低、日常操作简单、便于维护、防伪性能高、速度快等优点。此次推出

的拍打门自动闸机是欧姆龙结合在日本国内闸机导入的实绩积累的经验和中国地铁AFC特点开发的一款新型拍打

门自动闸机，采用高品质的日本制新型马达，对门的开关实现 2段速度控制。追踪型通行逻辑能够准确识别成

人和儿童并追踪人员在闸机通道内的运行。实现更安全的通行控制。

作为一家在轨道交通领域有丰富经验，在中国拥有现代化生产基地，集本地化研发、生产、服务等力量为

一体的欧姆龙公司，殷切希望得到广大地铁业主的信任与支持，为中国的地铁建设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联系方式 ：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999 号新梅联合广场 10F   邮编 ：200120    电话 ：021-5888-1805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东里 8 号院中海广场 2 号 1212 室                           电话 ：010-65951906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 168 号航天科技广场 A 座 1601-1602             电话 ：755-26983699

欧 姆 龙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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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International GmbH
MA International GmbH 是一家专注于人员出入口和车辆出入口控制设备制造商，总部位于德国。

产品广泛涉及地铁、高档楼宇、高铁、边检、机场、核电站、学校、体育场馆、工厂等领域。产品

的设计、研发、制造均在德国完成。

MA 取自于 Master Access（大师级的出入口控制设备）和 Motor Automation（电机自动化）的首字母，

寓意着 MA 专注于成为以提供电机自动化为主要技术的大师级出入口控制设备制造商。我们的宗旨

是不断创新，为用户提供技术先进、品质优良、性价比高的行人和车辆出入口控制设备。

MA International GmbH 是根据德国法律合法注册的公司，公司业务拓展和贸易经营良好有序。

MA International GmbH 是 MA 产品及服务的完整知识产权人。MA International GmbH 所有在中国市

场销售的产品拥有根据欧盟法律及中国相关法律要求的质量认证。MA International GmbH 不存在任

何法律纠纷且非常注重产品质量和公司商誉。

作为一家基于德国法律合法设立并经营的德国公司，MA International GmbH 积极在中国轨道交

通自动售检票系统（AFC）市场推广我司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并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各类行人出入

口产品（主要产品包括 ：MA-KS 扇门机芯、MA-KSW 拍打门机芯以及 MA-FH 全高转门等），并与

中国众多用户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MA 在提供先进技术产品、提供高效完善服务的同时，执

着于产品的创新与研究，以实现低能耗、绿色环保的理念。

We DRIVES Your Business To New Heights

更多详情请关注

www.ma-drives.de

电话 ：021-54252538        传真 ：021-54252238     邮箱 ：info@ma-dr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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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北工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华北工控）是一家集行业专用计算机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

务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涉及工业 CPU 卡、嵌入式工业主板、嵌入式准系统、工业机箱、一体

化工作站、工业平板电脑（PPC）、网络安全准系统、磁盘阵列、无源底板、工业电源及工业电脑配件等产品。

自主品牌的“华北工控”、“NORCO”等计算机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通讯、电力、网络安全、智能交通、

视频监控、医疗保健、军工 / 航天、自助终端、数据存储、数字标牌、车载电脑、3C 应用等诸多领域。

华北工控是英特尔物联网解决方案联盟（英特尔IoT 解决方案联盟）Associate 会员，多年来立足于大陆本土，

致力于为客户打造高可靠，最值得信赖的工控产品，提供诚信、高品质服务，在业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如今，

华北工控产品已经远销美洲、欧洲、东南亚等区域的多个国家。

华北工控总部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铁岗水库桃花源科技创新园 A 栋 6 楼。

华北工控始终重视技术创新，拥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主要产品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部分产品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华北工控的研发中心位于国家级高新技术孵化园—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桃花源科技创

新园，公司有研发工程师及各类技术人员 100 余人。

华北工控工业园坐落于广东惠州大亚湾西区科技园，占地 6.5 万平方米。华北工控建立了覆盖研发、采购、

生产、销售、服务各环节的全面管理体系，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2004 环境体系认证，

导入了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 ERP 管理系统。为客户及时提供低耗、可靠、高效的计算机硬件产品。

华北工控生产基地建有技术完备的结构生产车间和电子生产车间，设有完整的 SMT 生产线、DIP 生产线、

整机组装流水线以及专业先进的检测和分析设备，拥有一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公司的生产工

艺技术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

在国内，华北工控拥有华北、华南、华东、西南 4 个区域营销中心，以及二十六个驻外网点。

在国际市场，华北工控以欧洲、北美、东南亚等区域为核心，为全球用户提供产品及服务。华北工控实

行产品销售、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一体化的营销与技术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服务与支持，提高用户

的满意度。

华北工控的技术服务人员，具有丰富的行业知识和产品经验。无论您在何处，只要一个电话或者

Email，让我们清楚您的需求，我们将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您提供诚信、及时、周到、优质的服务。

深圳华北工控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 行业专用计算 机领 导 者

南方区

总机 ：0755-27331166   传真 ：0755-27330851

联系人 ：向仁涛              座机 ：0755-27330910

北方区

总机 ：010-82671166      传真 ：010-82671188

联系人 ：胡博超     座机 ：010-82671166-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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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越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卓越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公司立足于自主创新、自行研发，依托雄厚的技术实力、

完善的营销网络，创立了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 TSC 系列工业网络产品，发展为集“研发、制造、营销、

系统整合”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打造国产轨道交通专业网络领先品牌。

卓越信通工业网络产品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电力行业、工业自动化、新能源、综合管廊等众多领域。

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卓越信通至今为国内外 27 个城市的 90 多条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线路提供产品和系

统解决方案（截至 2017 年 12 月份），已成为国内轨道交通业绩最多的国产厂商。在铁路领域，卓越信通至今

为国内外 60 多条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与客运专线提供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截至 2017 年 12 月份），成为网

络设备国产第 3 大供货商。在电力领域，卓越信通产品应用于智能变电站的综合监控系统、在线监测系统、

配电自动化网络系统、核电及火电厂的 DCS 及 MIS 系统，以及风电的场内监控系统和风机监控系统等。在工

厂自动化领域，卓越信通产品在生产控制和信息化管理领域也有广泛应用。在新能源领域，卓越信通与金风

科技、清华阳光、中国广核集团等行业龙头战略合作，深度参与风电、光伏、核电等新能源行业的信息化建设。

在综合管廊领域，卓越信通产品已成功应用于西安地下综合管廊昆明路段等项目的弱电系统、十堰市地下综

合管廊项目以及曲靖综合管廊项目，能够为综合管廊提供完善的系统解决方案和售后服务。卓越信通产品已

经远销北美、欧洲、大洋洲及南美洲的多个国家与地区，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

卓越信通 2008、2011 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部科技创新基金支持，2008 年被评为“中关村最具发展潜力

十佳高新技术企业”，2010 年被评为“中关村新兴产业 50 强”，2010、2011 年连续被评为“中关村高成长企业

TOP100”。2012 年获得“中关村百家最具发展潜力信用企业”、“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等荣誉称号，成为中

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员单位。2013 年入选“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并获得由国家科技部、商

务部、环境保护部、质量监督检验检测总局联合颁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2014 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

部科技创新基金支持。2015 年顺利在新三板挂牌，并成功被评选为“2015 年中国轨道交通行业十大工业以太

网交换机”品牌，在广州成立了合资子公司，牵头发起的中关村电联电力载波技术联盟正式成立。2016 年获

得北京市知识产权局颁发“北京市专利示范单位”证书，通过了 IRIS 国际铁路行业认证。2017 年获得北京

市科委颁发的 《北京市级企业科技研究开发机构证书》。

卓越信通（股票代码 ：831779）旗下拥有广州、天津、成都、武汉四家子公司和南京、南昌、杭州、西安

四个办事处并一个新加坡海外代表处，目前是国内轨道交通领域专业网络的领导者，致力于成为工业网络系

统解决方案的国际知名品牌。

北京卓越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后厂村路 55 号 - 卓越科技楼

网址 ：www.transcendcom.cn

电话 ：4008-983-720 / 010-51285116

传真 ：010-6298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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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因达科技是专业的自动售检票（AFC）设备供应商。自主研发生产的行业

产品包括 TVM、AG、BOM、相关核心模块与手机应用。在全国成功安装了超过

17000 台各类设备。结合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每年为超过 7

亿人次提供安全便捷的服务。

联系方式 ：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1 号紫光发展大厦 A 座 17 层

电话 ：400-998-4626

北京卓因达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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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一家致力于开发工业产

品及解决方案的高新企业。旗下国际知名品牌 MRDTM 子午线 ® 的产品及系统方案广泛应用于

工业控制、路桥隧、轨道交通、电力、航空航海、煤矿、石油化工及军事通讯领域。作为国内

最具规模的工业产品研发、生产、及服务的高新企业之一，上海博瀛主要从事工业级光纤通信

设备、工业交换机、无线射频产品，无源光网络、工业级多业务平台及工业网络存储等产品及

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维护。

作为 ISO9001 认证企业，上海博瀛公司以“品质成就经典”为企业使命，秉承“专业、先进、

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每一位客户的“工业 IT 专家”。

上海博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具备强大的技术实力。上海张江总部拥有超过 500 名专业研

发技术人员致力于产品的开发及创新，此外集团公司每年都会投入总销售额的 30% 用于总部研

发团队的建设及维护。同时上海张江总部还建有庞大的可靠性测试部门，有超过 200 名专业工

程师每日穿梭于专业实验室及产品鉴定中心，充分确保了 MRDTM 子午线 ® 产品一流的产品品质。

作为客户的“工业 IT 专家”，集团公司在中国设立了 3 大技术服务中心，9 大技术支持平台，32

个技术服务网点，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快速响应服务。上海博瀛在上海建有 10000 平米生产基

地，设有 2 条高速 SMT 贴片生产线，6 条组装流水线，年制造量可达 100 万套。

上海博瀛持续引领行业领先技术发展趋势，申请和拥有多项产品专利及产品认证，如自主

研发的网管平台、IPv6 路由交换协议、UL61010 产品认证等，并将 MPLS 及 IEEE1588 精准时

钟等多项先进技术大规模引入工业领域产品及解决方案，使得 MRDTM 子午线 ® 产品及解决方

案具备极高的市场竞争力，成为中国工业信息技术第一品牌。

通信方式 ：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居里路 123 号 邮编 ：201203

电话 ：021-58330762 传真 ：02158330763

网址 ：www.mrdcom.net

上海博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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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上海仪电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为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旗下控股公司。公司业务

主要包括智能交通、智能楼宇、云计算及云安全系统、NGB 智能系统等业务板块。公司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

和强大的技术研发力量，客户主要涵盖政府、交通、广电、金融、电力等领域。2016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达 10

亿多元人民币。公司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二级资质，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

系统集成资质，上海市软件企业资质，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ISO9000 质量认证体系等一系列认证资

质。公司同时还具有强大的软硬件产品的设计和研发能力，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2009 年获得上海科技“小

巨人”称号。

上海仪电物联在轨道交通的业务领域投入了强大的研发力量，在自动售检票领域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和

产品，包括支持二维码蓝牙的互联网读写器、SC 系统、MCC 系统、ACC 系统、实时客流系统、客流预测系统、

票务管理系统等等，能够为各地铁城市提供自动售检票业务领域的专用产品、模块、应用系统、数据分析模

型与实现等一揽子解决方案。

公司的主要业绩介绍

◆ AFC 领域

2005 年   上海地铁清分中心系统的建设

2009 年   移动手机上海地铁应用项目

2010 年   上海地铁世博客流系统

2010 年   上海地铁志愿者信息管理系统

2011 年    昆明轨道 AFC 首期工程及 ACC 系统工程建设

2012 年   上海地铁票务管理平台的建设

2013 年    轨道交通网络客流预测模型应用研究项目

2014 年   上海地铁实时客流建设项目

2016 年   上海地铁多线路中央（MCC）系统建设项目

2016 年   上海地铁 17 号线 AFC 系统建设项目

2016 年   上海地铁 13 号线 AFC 系统建设项目

2017 年   厦门地铁 2 号线 AFC 系统建设项目

2017 年    上海地铁清分中心（ACC）升级改造项目

上海仪电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其它领域

2007 年  上海轨道交通 COCC 建设项目

2008 年  上海轨道交通民用通讯资产网络

2009 年  上海地铁 TOS 系统建设

2009 年  上海轨道交通民用通信 11 号线传输系统建设

2011 年   上海申通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商业

                网点营收数据采集

2012 年  上海地铁客服中心系统的建设

2013 年  上海地铁应急事件处置系统

2013 年  上海轨道交通信息网络优化整合策略及资源

                管控研究项目

2014 年   昆明地铁小额支付系统

2014 年   昆明地铁线网物资全寿命周期管理系统项目

2015 年   上海地铁运营公司信息化项目

2015 年   上海地铁运管中心项目

2015 年   上海轨道交通信息安全生产网络隔离项目

2016 年   上海地铁统一出口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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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OON( 福荣 ) 公司成立于 1997 年，2007 年在韩国 KOSDAQ（韩国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一

直致力于金融自动化，轨道交通自动化，特殊终端领域，产品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总公司位于韩国

首尔，下设有 2 个生产工厂。

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工业系统集成商们已经信赖于把 PULOON 的产品应用于轨道交通的安装。

PULOON 为亚洲、美洲等多个国家的系统集成商及经销商提供扇门产品。PULOON 的商业及环境方

面的实际应用是以 I SO 9001 作为保障的，赢得了用户的高度信任。

福荣生产的 AFC 设备核心模块扇门，车票处理模块，纸币找零模块已经广泛安装在中国，印度

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轨道交通 / 地铁站，并且有效的满足了乘客的需求。

公司将为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而持续创新开发，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总代理（联系方式）：

深圳市海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吉大厦 8 楼 8B1-1

联系人 ：陈平  Mobile ：13600177099 ｜Tel ：0755-83662930 ｜Fax ：0755-83662926 

官方网址 ：www.szhaitun.com.cn  www.puloon.co.kr

PULOON Technolog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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宸展光电 ( 厦门 ) 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宸展光电”) 专注于触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专业提供专业触

控屏幕与触控计算机，产品涵盖大型数字广告广告牌、嵌入式触控显示器、触控显示器模块、嵌入式

计算机、计算机一体机、智能自助服务机等，可应用于轨道交通、工业、零售、餐饮、游戏、金融以及

医疗等领域，例如厦门地铁、中国机场等智能交通、轨道等。

宸展光电具备全球领先触控技术、专业研发团队、顶尖的产品设计，从生产到制造都在中国厦门。

为提升产品质量与高客制化的生产，我们引进多项质量管控方案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2008、

ISO14001:2004、OHSAS:18001:2007 认证以及 SGS ISO 13485:2003、EN ISO 13485:2012 认证等，以提供

客户最优质的产品。

我们可根据客户的行业特点、发展需求，量身定制最适合客户的解决方案及智能触摸产品。分别于

上海、北京、深圳、长沙等地成立办公处，以便捷、快速的服务为顾客设身处地着想，协助顾客找到最

佳解决方案，并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断创新的技术能力、拔尖的研发与设计团队、高质量的产品、弹性化的客制服务都是创造宸展

光电多次受到客户赞扬的实证。时至今日，宸展光电的触控显示器与计算器等产品在中国多个城市已入

续应用，同时也积极推动中国轨道交通的智能化，为中国打造第一的智能城市。

厦门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 1-7 号    contact@tes-tec.com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新金桥路 1599 号 C1-805   

           电话 ：021-61104848   contact@tes-tec.com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 号金贸大厦 A 座 222 室    contact@tes-tec.com

长沙   长沙市长沙县滨湖路星沙松雅湖金岸 3 栋 1501 contact@tes-tec.com

深圳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坂雪岗大道 163 号云创空间 311 室    contact@tes-tec.com

http://www.tes-tec.com/

宸展光电
——中国轨道交通建设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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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300546）成立于 1995 年，是行业领先的身份信息安全

综合服务商。为全球用户提供以智慧身份技术为核心的安全证件、智慧出行、公共服务智能化解决方

案及大数据服务。

雄帝科技总部位于深圳，目前约有 1000 名员工，业务网络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及全球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先后中标公安部、外交部电子护照、中国驻外使领馆生物特征采集、香港居民往来内地

通行证、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子证照、尼日利亚生物识别选民证、印度国家

智慧银行网点等重大项目，并为全国 100 多个城市一卡通系统、30 多个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等公

共服务领域提供产品和服务。

公司创立二十多年以来，坚持创新发展之路，专注于数字安全防伪、生物特征识别、证照装备制造、

射频物件识别等核心技术研究，形成了一支行业经验丰富的专家型研发团队，拥有数十项技术专利和

计算机系统集成二级资质，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联合国 ICAO 机读旅行证件设备供

应商名录企业。公司在智慧政务、智慧安防、智慧交通、智慧金融等诸多领域不断地加大研发投入、

持续创新，逐步形成了行业领先的技术壁垒和市场竞争优势，并赢得广大用户的信赖与认可。

未来，雄帝科技聚焦“身份信息安全综合服务”的战略定位，将自身优势与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相结合，打造完整的智慧身份产品“生态链”，为全球客户提供专业、安全、

便捷的多维身份识别与可信认证产品和服务。

雄帝科技——让身份信息更安全、更智慧、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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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通电气有限公司

南通大通电气有限公司地处美丽的江苏

省南通市，与上海、苏州隔江相望，位于港闸

经济开发区北区，距沪陕、沪沈、沿海高速南

通北出口仅 800 米，交通便捷。

南通大通电气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防水

地面布线器材、地面防水插座盒、展位配电箱、

地沟盖板的专业厂商。公司已建立 ISO9001 质

量管理体系多年，电器类产品均通过 CCC 国

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公司有一支富有实践经验

和创新精神的工程技术队伍，通过技术创新，

成功解决了地铁 AFC 地面线槽的防水问题。

国内第一套 IPX7 地面防水槽盒的主要发明设计人全权负责公司的生产技术。我们曾为国内几十家大型工程成

功设计过配电方案和布线设计，并得到业主、专家们的首肯和赞许。

作为一个兼具销售的生产型企业，向客户提供全面周详的服务至关重要。在地铁 AFC 地面布线方面，在

拿到工程图纸后，公司技术人员将根据与客户达成的技术交底，对工程图纸进一步优化，不仅使公司能批量化

生产，还可以大大提高产品的现场安装效率。我们已经成功服务过诸多地铁线路，如 ：南京地铁、苏州地铁，

杭州地铁、无锡地铁、郑州地铁、武汉地铁、重庆地铁、深圳地铁、广州地铁、长沙地铁、北京地铁、石家庄

地铁等三十多条地铁线路。其中已有八年通车运行不漏水的项目，在产品防水和服务质量方面均予以我公司很

高的评价。

南通大通电气有限公司所承接的地铁 AFC 地面线槽项目，用其优质的产品和周到的售后服务来保证企业

信誉，公司将每个工程责任到人，指定专人负责。在接到客户电话后，公司规定 ：本辖区内二小时到达，省内

不超过八小时到达，跨省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到达。本公司良好的售后服务深得业主的一致好评。

南通大通电气有限公司始终以“以技术创新为先导、以客户满意为中心、以品质卓越赢市场、以成就铸就

企业”为经营理念，诚实守信、务实求进。近年来，公司发展迅速，不仅因为公司采用的现代化管理模式，

更重要的是公司员工岗位职责明确、严谨心细、凝聚力强、工作效率高。面对市场的严峻考验，公司近年来在

防水地面布线的专业领域中不断做大、做强。“大通品牌——使客户用得满意放心”是大通人不懈的追求。为

提高产品质量，近年不断加大了设备投入，先后购置了多轴平板机、自动拉丝机、液压调平机、万能铣床、数

控剪板机、数控折弯机、重型冲床、数控等离子切割机、自动喷塑机、进口焊接机器人、数控激光切割机等多

台大型设备，大大提高了工件的加工精度。除此之外，为提高产品检验的可靠性，公司还购置了接地电阻测试仪、

涂层测厚仪等检测设备。公司每批次产品的出厂检验合格率均为 100%。经业主信息反馈，使用质量良好。

 我们将不断努力，做到 ：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更比今天好，一步一个脚印，使“大通”品牌誉满神州。

联系方式 ： DT-DQ@163.com   电话 ：0513-86685998   传真 ：0513-86685808   手机 ：1801220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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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05 年，公司是专业的身份识别和移动支付产品供应商，专门

从事IC卡读写机、身份识别技术、支付终端、信息安全产品、物联网设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是国家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

德卡科技创立的“D&C”读写器品牌是中国IC卡读写器行业的领先品牌，其产品在工商、税务、电信、

金融、交通、医疗、电力、石油石化、教育等众多领域应用。全国40家城市一卡通营运公司合作经验，

一卡通领域终端机具全国市场份额领先。目前德卡在全国15个中心城市建有销售服务机构，为每一位客

户提供便捷的售后服务支撑。

我们将继续以“树民族科技，创世界品牌”为坐标，不断的创新突破，超越自我，让更多、更好、

更专业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实现自己的价值。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茶光路文光工业区 17 栋四楼

电话 ：0755-86675650

传真 ：0755-26629399

网址 ：http://www.decard.com

邮箱 ：info@dec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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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意诚信通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卡及智能卡系统、

RFID 电子标签、智能数卡器、读写机具等产品设计与生产开发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现有注册资金 3503.8514 万元人民币，员工人数 400 余人，拥有自主研发和独立的生产

基地，厂区占地面积 20000 平方米，独立生产车间面积 10000 平方米，企业获得中关村授予的

五星瞪羚企业称号，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09 年新三板上市代码是 430058。作为全国

首家智能卡方向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一企一证’重要试点企业，得到北京市丰台质监局、

国家计算机检测中心、信息产业部 IC 卡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防伪行业协会等部门的高度认可。

公司至今投入 5000 万元引进国内外最先进的智能卡生产设备，公司至今为国内外轨道交通

提供单程票卡累计超过 2 亿张，为国内外各大电信运营商累计提供超过 5 亿张电信智能卡，为国

内外智能电网提供累计超过 5000万张智能购电卡，为社保公共交通行业提供超过1万台读写机具，

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物流管理、校园管理、安全证件等各行各业，能够满足各

行业客户的供货需求，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Flip chip 倒封装技术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通过长期的技术积累和产品的应用，在整个行业

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以该技术为依托的轨道交通单程票产品和电子标签产品被国内外客户一致

认可，公司被香港铁路、北京地铁、菲律宾地铁和伦敦交通等客户列为主要票务产品供应商 ；以

Flip chip 倒封装技术为依托将在很长时间内作为公司的核心产品为公司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本着“诚信、务实、高效、创新”的精神，以“精益求精，全方位优质服务”为宗旨，经过

多年的长足发展和业务积累，我公司目前已经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集成电路卡及集成

电路卡读写机具）、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防伪票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集成电路卡注册证书、建设事业部非接触式 IC

卡检测合格证书、此外意诚产品不断创新，至今已获得自主创新产品证书十二项，国家专利二十

余项并以每年五到六项的情况不断增加。

为响应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要求 , 力争成为我国智能卡行业的排头兵 , 努力推动智能卡行

业的不断创新发展。

企业联系方式 ：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东山坡三里 71 号               邮 编 :100072

座 机 : 010-56122756                                                销售热线 : 13311330025  

邮 箱 :helon_l@126.com                                             网 址 : www.bjyicheng.com

北京意诚信通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108               2018. 09  合 肥

第十五届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AFC)系统技术应用研讨会

江苏精一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精一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美丽富饶、人杰地灵的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专业从事

高效防水地面布线器材、地面防水配电设备、地面地板母线槽、会展中心展位箱接驳系统、电动汽

车充电管理平台的高新技术企业。AFC 地面布线器材的主要功能要求就是防水。我们不仅在防水结

构上做到了更方便、更可靠，尤其在研发密封胶垫的防老化、防腐蚀及高弹性恢复力方面，特别聘

请了国内著名的橡胶制品专家合作研发，经多项破坏性检测、试验证明，我们的橡胶垫完全能够达

到与地面金属线槽的使用寿命同步！公司拥有一批专业扎实、经验丰富、勤奋敬业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极具多种高防护等级地面布线系统、多种高防护等级终端电器产品的生产、服务，完全满足了您的各

种施工条件的需求。是一家能够让您倍感满意的合作伙伴！

精一电气着力新技术、新产品的持续创新和精纯研发，目前已拥有一百一十多项新技术、新产品

专利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连续十九年被评为 AAA 级资信企业。江苏省著名商标和江苏省名牌产品

企业。 

凭着我们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持续打造了诸多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经典业绩：南京地铁一号线、

郑州地铁、北京首都机场工程航站楼、中国银行北京中银大厦、上海浦东机场工程航站楼、虹桥机

场二期工程航站楼、重庆机场航站楼、广交会琶洲会议展览中心、中国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重庆

国际展览中心、昆明滇池国际展览中心、天津国际会展中心、南京地铁一号线、郑州地铁、上海世博

会主题馆、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上海世博会世博演艺中心、深圳高交会展中心、武汉新城国际博览

中心等等。精一人的价值观念、商业理念以及优质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多次荣获“优秀协作单位”、

“优秀供应商”、“满意服务商”等荣誉和证书。

秉承优秀，攀登卓越。在遵循恪守“敬天 利他 爱国”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持之以恒“精纯专注、

卓越向上”的专业路线，崇尚合适才是最好的设计理念。全体精一人必将倾心倾力打造最为适合您

的方案、产品和服务。愿以永恒不变的善道，坚持不懈的义道，言行信果的仁道，精纯专一的正道，

来回馈您的无私信赖和价值提升，坚信您会由衷地感到满意！

热忱欢迎阁下作客南通，亲临精一电气，让我们共同畅享交流、沟通与合作，在这里您将得到

物超所值的服务！

总部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江海大道 881 号  邮编 ：226011

        电话 ：0513-85664399 13338823555    传真 ：0513-85668818

        http://www.jingyint.com          

        E-mail:jingyid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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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飞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飞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5 年 6 月，注册资金 2000 万，是一家专注于数字光纤通信传输

应用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集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为一体，总部位于北京海淀区创业园区，在华北、

华东、西北、西南等城市均设有办事处。

华飞科技主导产品分为三大系列 ：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 \ 高清视频光端机 \ 数字视频光端机，所有产

品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软件著作权，产品已通过公安部、交通部、铁道部、航天部、信息产业部等行业

专业机构质量检测，并获得 CE、FCC、ROHS 国际认证及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同时公司还是中

国智能交通协会、道路交通协会、信息产业商会 AFC 系统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智能交通推荐单位、全

国警用装备推荐品牌，ITS 优秀解决方案提供商。

     基于高品质的产品质量、良好的客户口碑、完善的服务体系，10 年来，我们研发、生产的产品广泛

应用到轨道交通、智能交通、高速公路、智慧城市、工矿、智能电网、风电等领域。华飞科技成功与业内

若干大型知名系统集成商建立了长期友好战略合作，典型合作项目：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 青岛胶州湾海湾

大桥光纤传输系统、国家重点大型项目 - 三峡工程监控系统、天津市公安局高清视频监控项目、山东青岛

世园会周边道路智能交通管理服务系统、福州地铁 1 号线 CCTV 系统、贵阳市轨道交通 2 号线 PIS 系统、

深圳市轨道交通 3 号线 AFC 系统等等。此外，华飞科技的产品也远销伊朗、沙特、葡萄牙、土耳其等全

球 10 多个国家，并获得国际客户的高度评价。

    华飞科技将始终孜孜以求、不懈努力，不断研发出引领时代技术前沿的高可靠性产品，为客户提供

全方面的解决方案。

公司中文名称 ：北京华飞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BEIJING HUAFEI TECHNOLOGY CO.,LTD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东路 18 号光华创业园科研楼二层

邮编 ：100085

电话 ：010-82894971/2/3/4  

传真 ：010-82894971-8008

邮箱 ：info@huafeitech.com

网址 ：www.huafeitech.com.cn



110               2018. 09  合 肥

第十五届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AFC)系统技术应用研讨会



               1112018. 09  合 肥

第十五届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AFC)系统技术应用研讨会

Elo Touch Solutions

Elo Touch Solutions于1971年创立并发明触控技术。现在，Elo是领先的触控技术、产品

和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Elo的产品组合包括技术齐全的 OEM 触摸屏组件、触控显示器、互动

式数字标牌、触控一体机和 POS 机，可满足各类市场包括游戏机、酒店系统、工业自动化、互

动查询机、医疗保健、办公设备、销售终端机、零售显示屏和交通运输应用等领域的严格要求。

所有的产品都经过严苛的测试；原材料均选择工业化材料，同时，Elo产品还拥有全球机构认证，

例如美国的UL认证、欧洲的CE认证和中国的CCC认证等。在对质量要求严苛的应用环境和场所，

如机场、加油站和娱乐场所等，很多都有 Elo产品的应用。全球 80多个国家已有超过 2,000万

用户使用Elo产品，Elo的质量，创新，诚信于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

We invented the touchscreen more than 40 years ago and we have been a 

pioneer of touch technology ever since. The Elo portfolio encompasses the 

broadest selection of OEM touchscreen components as well as complete touch 

monitors, interactive digital signage, all-in-one touch computers and point 

of sale. They are designed for the demanding requirements of diverse markets 

and applications across the globe in gaming machines, hotel system, industrial 

automation, interactive kiosks, healthcare, office equipment, point of sale 

terminals, retail displays and transportation applications. All our products 

go through rigorous reliability testing (over 20 tests) to deliver 50,000 MTBF. 

Elo products also have global certification, such as UL,CE,CCC etc. They are 

state-of-the-art, with high-quality displays, stable, drift-free operation, 

consistent reliability and durability. With 20+ million installations in 80+ 

countries, we deliver professional touch, build to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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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博科技（SBS）创立于 1992 年，是中国嵌入式计算机的领导企业，是从事国际标准嵌入式

计算机硬件、软件及相关产品设计、制造和销售服务的专业系统公司 ；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

是 CCF 工业控制计算机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单位，智慧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副理事长单位；

属国际 PC/104 及 PICMG 组织首批成员，在业界率先获得 ISO9001 等多项国际质量认证。

在超过 20 年的发展历程中，盛博科技以“同步国际先进水平，创国际知名品牌”为目标，

走国际合作、自主开发之路，源源不断地推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SBS 嵌入式计算机现

已广泛应用于 IOT、车载电脑、智能交通、智能电网、安防系统、医疗电子、通信等行业，近年

来持续保持中国市场领先地位。SBS 产品优良的品质赢得了海内外、特别是欧洲客户的高度赞誉

和信赖。

盛博科技（SBS） 连续四年被自动化网评为“国内嵌入式控制行业最具影响力企业”。被《人

民铁道》报、《轨道交通》杂志评为“轨道交通产业 2008 十大科技创新企业”，被 EDN China 评为

“2009 本土创新公司”，盛博科技（SBS）嵌入式计算机系列产品，连续四年（2009-2012）被评为

轨道交通行业十大创新产品。

盛博科技拥有设计经验丰富的资深设计专家团队，拥有国际一流的生产设备及检测设备，拥

有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拥有完备的管理体系。

同业内各优秀伙伴强强合作，共建高品质嵌入式系统是盛博长远的发展战略 ；为客户提供

业界一流品质的产品、提供业界最专业、最系统的服务是盛博永恒不变的承诺。

公司总部设于深圳，位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在北京、上海、西安、南京、成都、武汉、济南、

广州、沈阳、长沙、香港及欧洲等地设有分支机构。与国内外多家跨国公司、多所高校、研究院

所建立了长远的战略伙伴关系。

企业联系方式 ：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W2-B5 

邮编 ： 518057

电话 ：+86-755-2654 4000 

传真 ： +86-755-2673 3886

网址 ：http://www.sbs.com.cn 

邮箱 ： info@sbs.com.cn

深圳市盛博科技嵌入式计算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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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兆越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工业通信的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专注于工业以太网通信、

工业无线通信、现场总线、光纤通信、嵌入式通信，目前已成功推出数十条产品线、几百种产品，

已成为国内工业通信领域的领导品牌。

我们在智慧城市、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军工、新能源、智能制造等工业通信领域成功实施了

众多国家级重点项目，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源，获得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在轨道交通系统有上海

磁悬浮通信系统、申通地铁近十条线的 AFC 系统、深圳龙华有轨电车 PIS 系统、珠海、淮安有轨电

车、三亚有轨电车及松江有轨电车通信系统等经典项目，并在高铁电力自动化系统中市场占有率第一：

京沪高铁、沪宁高铁、武广高铁、西格线、宜万线等几十条国家级项目；在国防科工方面有 C919 大

飞机的乘客管理系统、500 米口径全球最大 FAST 射电望远镜主动反射面控制系统、中广核核电站

动力监控系统等众多行业中的标杆项目奠定了上海兆越在工业通信领域的领先地位。

联系方式 ：

电话 ：021-67756421/2/3/4/5/6

传真 ：021-67756427

邮箱 ：mexontec@mexontec.com

网址 ：http://www.mexontec.com

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九泾路 959 号豪禺创业园北座 6F/4F

上海兆越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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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简称：三旺通信或 3onedata) 成立于 2001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火炬计划企业，深圳知名品牌企业（行内唯一）。产品均符合 IEC61850、IEC61158、IEEE1613 

等规范技术标准，并通过 RoHS、FCC、CE 等多项国内、国际认证。并主导起草电力、智能交通等

行业标准十三项。其中在国内首创推出的嵌入式工业以太网模块，获得了多项创新认定，并通过国

家科技委“行业首创，技术先进，国内领先”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三旺产品成功应用于天宫系统、

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全国 87 条地铁线路等领域。并荣获了 2015 年、2016 年轨道交通行业最佳产

品大奖、轨交创新 50 强企业、十佳创新产品等荣誉。

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3onedata Co., Ltd.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一区 3 栋 

3/B, Zone 1, Baiwangx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Song Bai Road,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518108,China

电话 : 0755-26702688  26700713  26628087

传真 : 0755-26703485         分机 : 885

E-mail ：sale@3onedata.com

网址 : www.3onedata.com.cn

深圳市三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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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成立于1983 年，以“智能地球的推手”作为企业品牌愿景，是物联网智能系统及嵌

入式平台产业的全球领导厂商。为迎接物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大趋势，研华提出以边

缘智能和 WISE-PaaS工业物联网云平台（Edge Intelligence WISE-PaaS）为核心的物联网软、

硬件解决方案，协助客户伙伴串接产业链。研华业务分布全球 26个国家，拥有近8,000名员工，

以强大的技术服务及营销网络，为客户提供本土化响应的便捷服务。此外，研华也积极协同

伙伴共创产业生态圈，加速实践产业智能化的目标。

作为全球领先的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供应商，研华的智能交通解决方案覆盖公路、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机场领域，并应用于国内外各大城市，在国内每一座地铁都市的轨道交通机

电系统都有研华工业级产品的足迹。经过十几年在交通领域的深耕，研华的产品已更为成熟

和完善，我们引以为傲并愿与您分享，研华将一如既往地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完整智能交通

解决方案。

研华服务电话：800-810-0345

www.advantech.com.cn 

微信公众号：研华智能地球（yhzndqdts）

新浪微博：http://e.weibo.com/advantechchina(@ 研华科技 )

研 华 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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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见泽电 脑科技 股份 有 限公司
公司理念

高见泽电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开发研制出世

界上第一台自动售票机的专业厂商，自 1969 年以来

始终致力于该领域的产品创新和品质提升。公司树立

“朝着「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公司」的发展方向持续挑战”

的目标，坚持“HUMAN TECHNOLOGY”的企业发

展理念，强调将专业性较强的 AFC 设备技术转化成

人们日常生活中可利用的便捷工具和产品。

国际化拓展

 高见泽公司技术核心模块的海外市场开拓最早可追溯到1982 年向欧洲出口硬币钱箱以及 Hopper 开始，

随后逐步延伸到应用硬币、纸币、发卡处理技术的各项装置，实现了多角化的出口产品供应链。目前高见

泽的各类产品分别销往美国、欧盟国家、韩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土耳其、俄罗斯以及墨西哥等，

近年来更是以飞速增长的中国 AFC 市场为中心，通过携手中国各地的厂商成功导入积累了多年专业经验开

发的硬币模块和纸币模块，目前已被中国多地的地铁公司采用并认可。

硬币模块和纸币模块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地铁和高铁的应用

高见泽电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 868 号 1586 室

电话 ：021-61800587

网址 ：www.tacy.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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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鹰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FalconPro”）成立于 2016 年 3 月，注册资金 500 万人民币，是

注册在上海浦东新区自贸区的一家现代化高科技企业，从事自动数据采集设备的技术研究与产品开

发，集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为一体。公司以“质量、创新、效率、协作”为核心价值观，旨在

开发一流品质的数据采集设备。以创新识别技术立司，以智慧物联为本。基于客户需求和技术领先，

进行产品定制化开发。

公司致力于核心解码算法研究，进行自动识别领域一维以及二维条码识别解决方案的开发，

拥有领先和完全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算法，拥有 20 年研发经验的团队。公司注重产品和技术研发

投入，不断追求技术创新，现有科研人员比例超过 50%。公司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申请两项发明

专利和 9 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 8 项实用新型专利已获得授权。同时已经获得“炫彩系列扫描枪”

外观专利，获得“falconpro”与“赢捷”商标授权。

公司拥有具备丰富项目运作经验和行业经验的市场销售团队，拥有良好的销售渠道和客户资源。

目前公司已拥有 13 款数据采集产品，包括一维和二维条码识别引擎、手持式一维和二维扫描器、

嵌入式二维识读引擎以及支付平台系列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移动支付、商业收银、商超零售、自

服设备、智能公交、轨道交通、闸机系统、证卡识读、PDA、门禁系统、仓储物流、产品追溯等领域。

一年多以来，公司发展迅速，已与上百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产品面向全国销售。公司注重产品

的质量，已上市的产品表现优异，得到了客户的青睐，在全国已建立了稳定的客户网络。为了更好

的开拓市场，设立了福州分公司和华南区深圳办事处。

公司建立了专业和优秀的技术支持和售后团队，售前技术支持满足客户的需求和疑问，为客户

提供最优的产品方案 ；售后技术支持为产品用户提供售后服务，帮助用户诊断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从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鹰捷人以“创新识别技术，拓展智慧互联，以客户为导向，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使命，不会停

止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脚步，鹰击长空，砥砺奋进，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共铸辉煌。

上海鹰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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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勤盈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相关产品研发、技改、安装、维保、

测试及销售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以“专业、守信”为核心价值观，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轨道交

通自动售检票行业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与行业内众多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在技术和售后服务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和成功案例。为北京地铁、沈阳地铁、南京地铁、昆明地铁、沈阳铁路局、

广州铁路局、方正、中软、佳都、广电运通、艾弗世等业内最优秀的公司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为更好的服务客户，公司在北京、广州、西安、南宁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公司成立以来得到各业主单

位和集成商的高度认可和好评，并于 2017 年荣幸的成为中国信息产业商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

创始会员。

公司业务板块 ：

一、产品研发 ：

LED 运营状态显示器、LCD 运营状态显示器、LED 顶棚导向标识等

二、备件和维保等售后服务 ：

AFC 核心模块皮带、马达、塑料件结构件等技改研发，AFC 线路维保、核心模块维保 ；

深圳市宝安区兴业路互联网创意园 C 座 332 室

联系人 ：朱文博        电话 ：0755-23354432

深圳勤盈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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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概况

优城（宁波）地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城地铁”）是由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联合政府引导基金、

社会资本为“探索地铁新经济、发展互联网 + 产业”而共同投资设立的一家新型互联网公司，业内率先提出“乘

客变顾客、车站变社区”的智慧地铁发展观。

优城地铁是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的战略合作伙伴，拥有地铁互联网 + 产业领域前瞻性布局及落地经验。

以宁波轨道交通为样板，完整建立起一套集移动支付、智慧出行、文创票卡、粉丝社交、同城 O2O、行业大

数据于一体的地铁互联网生态体系。同时，与中国银联、腾讯集团和蚂蚁金服建立战略合作，与多家地铁公

司建立长期合作。

◆ 产品介绍

二 维 码 过闸支 持 多 票 种，支 持自主 发码和 联 合发码，支 持 A P P、腾 讯 小 程 序 等 多 种 接 入方 式。

优城地铁与您融聚资源，共创价值！

优城（宁波）地铁科技有限公司 [UCITY METRO TECHNOLOGY CO.,LTD]

地址 ：宁波市宁东路 269 号环球航运广场 17F   电话 ：（86-574）55339663 

E-Mail ：techsupport@ucitymetro.com

优城（宁波）地铁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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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文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面向轨道交通行业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

系统咨询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总部设立在上海，并在深圳成立了研发中心。

艾文普的核心团队来自于世界五百强之一的泰雷兹集团下属的智能交通事业部。

艾文普在地铁售检票系统 AFC、清分系统 ACC、地铁综合监控 ISCS、和手机二维码 /

NFC 移动支付领域有全套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全面的技术开发、系统实施和维护能力。

艾文普根据多年的行业经验自主研发了基于云计算技术可管理多线路的 AFC 系统软件

平台 Cloud AFC、和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监控系统软件 Cloud SCADA。

 为了帮助地铁运营公司走向精细化的管理方式，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艾文普研发了

智慧运维管理系统、AFC 交易数据差异分析对账系统、AFC 票务平台管理系统、 地铁大数

据分析系统。

艾文普和合作伙伴一起为南京、北京、天津、深圳、重庆、福州、曼谷、新德里、迪拜、

及奥斯陆等城市等提供了地铁 AFC 和 ISCS 系统的开发和维护服务。

上海艾文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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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福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福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4 月，是一家主要在机场、航空公司、售检票系统、商用闸

机等相关专业领域有所涉足的科技服务公司。不仅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还灵活根据客户的需求，

提供针对客户的一对一解决方案。

从 2002 年起，上海福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始作为英国 Access-IS 品牌产品的总代理，其多元化的产品，

已覆盖国内 70% 以上的机场、航空公司，并与离港系统配套。

Access-IS 总部在英国，开发和制造电子系统设备，拥有近 34 年的图像处理、RFID / NFC 技术和条形码

读取经验。Access-IS 在超过 72 个国家开展业务，专注于三个垂直行业 ：机场 / 航空公司、身份识别 / 安全

信息识别、交通 / 票务阅读。

Access IS 为公共交通系统、售检票系统、停车场、机场登机口和安全区、体育娱乐场所和公司办公楼提

供一系列 2D 条形码和非接触式 NFC 票务阅读器。相应的条码阅读产品主要用于：车载票务、巴士、列车 / 电车、

地铁 / 轻轨、自助系统票务、体育馆和景点票务、公司楼宇通道、停车场和票务。

2016 年起，国内的轨道交通行业内的 TVM 售票机、

检票闸机陆续装备了 LSR116、LSR118 阅读器，满足了互

联网取票购票、二维码检票等智能交通需求。

2018 年，公司推出了最新型号的 TripTick 系列多功

能阅读器，包括 ATR200、ATR210 及 ATR220，该系列

产品能快速直观地读取传统的交通卡、cEMV 银行和信

用卡、移动支付、NFC 手机，以及手机、可穿戴设备和纸

介质上的条形码。该设备体积小巧，外形紧凑，易于集成。

此外 LSR117、LSR121 等集成中国居民二代身份证阅读功

能的新产品业已面市。

上海  上海福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Access IS- 大中华地区总代理）     

上海市人民路 885 号淮海中华大厦 716 室                                                                                

香港  福德科技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17 号海港城环球金融中心南座 13A 楼 05-15 室

TEL:021-63263506  FAX:021-63263509 Mobile:13701711080

Email: david.x.jin@fortechsystems.cn     www.fortechsystem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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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3803）专注于光纤宽带接入领域，致力于光纤技

术、以太网技术及宽带接入技术的融合。一九九九年成立以来，以领先的技术和高品质的服务为动力，

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已成为全球领先的综合性接入通信设备制造业公司和全球接入通信设备解决方

案提供商之一 , 经过多年发展，在有线接入网、光传输网、无线接入网络等方面均有良好表现，成为

中国光通信最具竞争力企业 10 强之一。

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 7 个全资子公司和 30 多个服务机构，覆盖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信运

营商及电力、交通、军队等专网客户在网设备累计已达到 1800 余万台，年供货能力达到 240 万台。在

册员工达到 2000 余人、研发占总人数 40%、博士占研发总人数的 5%、硕士占研发总人数的 60%。 

遵从“综合接入，全面网管”的技术理念，瑞斯康达不断提升研发的创新和应变能力，持续开

发出贴近客户需求的产品。从最早的光纤收发器发展到今天，已具有 PTN、IPRAN、OTN/CWDM/

DWDM、POTN、SLA 智能探针、EPON/GPON、路由器、3G/4G 无线路由器、MSAP/MSTP、企业智能网关、

电信级以太网交换机、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WCDMA 无线通信系统、SDN/NFV 产品、ANSU 虚拟化接入、

Small Cell 室内覆盖产品、综合网管平台等 20 多条产品线，形成了完整的综合接入及光纤传输解决方案，

完全有能力为各类行业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近年来，瑞斯康达携通信行业的丰富经验，针对轨

道交通通信需求开发出多款车载、轨旁及站间通信产品，实现可靠通信、实时通信、安全通信，融合

多种通信技术构建智慧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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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韦尔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性能数据采集硬件的生产力解决方案，包括耐用型移动数据

终端、语音软件、条码扫描器、无线射频识别（RFID）、条码打印解决方案。霍尼韦尔传感与生产力

解决方案部的业务涉及航空航天、汽车、现场服务、卫生保健、工业、制造业、医疗设备、零售、供

应链、测试和测量、运输和物流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一流的准确性和耐用性，助力企业提高工作效率、

运营效率和客户服务能力。

霍尼韦尔条码扫描业务亚太区总部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并在苏州工业园区设有

一个逾千人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支持着全球以及中国本土的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物流。霍尼

韦尔公司是全球领先的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开发商与产品制造商，主要产品包括一维条码阅读

器、二维图像式条码阅读器、数据采集终端、条码检测仪和用于 OEM 的条码扫描引擎等。霍尼韦尔

OEM 系列条形码扫描头和专业引擎专为实现行业领先级扫描性能而制造，能够独自使用、安装或集

成到各种设备中使用，如移动数据终端和自助服务设备。霍尼韦尔 OEM 扫描器提供行业领先的高分

辨率图像扫描性能，即使对破损条码也拥有卓越的扫描性能。霍尼韦尔多年来一直为条码行业提供

OEM 扫描引擎，所以您可以完全信任霍尼韦尔品牌采用最新技术所打造的高质量产品。

霍尼韦尔重视不断创新和对客户合作关系的关注，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帮助自动识别行业客户达成业务目标并获得持续增长，

让我们的客户与合作伙伴受益。

北京融致科技有限公司（Honeywell 条码识别引擎产品总代理）

电话 ：010-62669315/62669531

邮箱 ：13911002531@139.com

网址 ：www.honeywellaidc.com.cn

霍尼韦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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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西龙同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成立于深圳，是卡行业集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管理总部位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现有员工600 余人。公司在各省市设有分公司 / 办事处，

并在深圳及东莞塘厦设有三个生产基地，涵盖卡片和卡应用设备、卡检测设备的生产，总建设面积近 2万平方米。

公司一直专注于智能卡以及卡设备相关技术与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领域涉及金融、交通、社保、

通讯、公共事业、文教卫生等，涵盖了目前智能卡应用的主要领域。在卡片生产方面，拥有单程票 Token、单

程票薄卡、滴胶卡等异形卡产品多年的专业设计能力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产品在轨道交通，城市一卡通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并获得较高认知度。同时在卡应用设备方面，配合终端用户和方案集成用户，不断完善设备

的智能功能，满足系统较高的集成应用要求。

公司拥有 3 个自主品牌商标、近 30 项发明专利、20 多项应用新型专利以及 30 多项软件著作权，同时

在创新和研发的投入上不遗余力，拥有研发芯片操作系统（COS）、IC 卡应用系统、以及卡应用设备 10 年以

上经验的团队，银联、社保、建设部、交通部，均有相关产品通过认证。

西龙同辉融合了不同国别、跨学科、多专业的技术人才，构建了开放型的企业文化。公司倡导走创新型道路，

牢牢抓住市场主线 ,，不断壮大，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公司已全面实施质量、环境、安全一体化的管理体系，

以增强客户满意度为目的，按照国际化经营理念，持续改进，不断发展。

我们的宗旨是 ：

不断致力于合作伙伴利益的最大化 ；

不断致力于与员工共同成长 ；

不断致力于为社会做出贡献。

企业联系方式 ：

名称 ：深圳西龙同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高新南七道 002 号

           深圳市数字技术园 B1 栋 6 楼 B 区

电话 ：0755-2699 3500   传真 ：0755-2699 3511    邮编 ：518057

深圳西龙同辉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编号 ：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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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掌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生物识别技术为核心，专注于生物识别技术研究和行业应用领

域创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生物识别生活环境而努力。

公司目前业务涉及交通、支付、安防、银行等多个领域，并已经成功完成多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行业应用项目。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不断积累和提升技术水平，至今，公司已研发出多个基于掌静脉识别技术

的行业应用产品，包括 ：掌静脉闸机、掌静脉门禁系统、掌静脉速通门、掌静脉自助终端、掌静脉自

助贩卖机，掌静脉识别自助结算柜、掌静脉 POS 机、掌静脉无人超市等。

公司一直以“科技以人为本”为理念，根据合作伙伴的需求，提供多样化合作模式，基于产品的

良好性能及优质的服务意识，产品已投入使用在地铁、园区、办公楼，企业、购物商圈便利店等。

产品优点：产品系统识别响应快、误识率低、可兼容性强，系统稳定。用户使用流程简单便捷，

用户一次注册以后可终身使用。

产品及系统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定制服务。

公司有掌握领先尖端技术的研发骨干，又有具备丰富管理及项目经验的业务精英，我们努力帮助

合作伙伴降低开发成本、人员管理成本、提升项目整体使用效率及优化用户体验感，为合作伙伴提

供多样化合作模式及更人性化的服务。

企业联系方式 ：

上海掌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陈先生 ：13916127001

李小姐 ：13816588362

地址 ：上海闵行区顾戴路 2568 号 1 号楼 201 室

公司网站 ：www.zh2zh.com

上海掌腾信息 科技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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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世界更美好”是微光互联的愿景，微光互联用心听取物联网时代企业对科技的需求，用匠人精神做

产品，为自助行业提供更灵敏的人机交互通道，用物联网模式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出一

份微薄之力，致力让全球每家企业，都能享用来自微光互联的优质二维码智能硬件，同时为合作伙伴提供二

维码技术服务、二维码支付、二维码门禁管理、金融整体解决方案。

在二维码应用火爆的今天，微光互联二维码扫描器为各行各业带去了新的科技活力，同时也专门为地铁、

轻轨等智慧交通行业推出了多款嵌入式二维码扫描平台，让地铁售验票更便捷畅快，缓解地铁站人流压力。

地铁专用扫描器蛟龙 JL7000、C100-QG、QT660、TX200 四款产品，以其不同的优势特点在不同地铁项目中

表现非凡。

早在 2015 年微光互联就与集团企业合作了地铁云购票机项目，2015 年 12 月 24 日广州地铁站率先实现了

扫码购票，扫码云购票机使用的是微光互联二维码扫描平台 C100-Q。扫码购票减少了乘客现场排队购票找

零的麻烦，为乘客提供更多元化的购票服务体验。随后微光互联 C100-Q 相继进入南宁、西安、天津、杭州、

长沙、青岛、河南、南京、上海等地铁站，助力地铁站二维码购票。北京地铁闸机、成都地铁闸机、广州地

铁闸机、上海地铁闸机、济南公交、武汉“光谷量子号”有轨电车等也使用微光互联 C100-Q 实现了二维码验票，

微光互联二维码扫描平台C100-Q成为当之无愧的智慧交通专用扫码器，而C100-QG就是 C100-Q的升级产品。

2018 年 7 月，成都地铁全线开通二维码进站服务，天府通使用的是微光互联嵌入式扫描器 QT660，

35mm 超小机身，节省空间，安装便捷，扫码灵巧，性能稳定，自上市以来深受智慧交通行业的青睐。

蛟龙产品 JL7000 则以超大识读窗、快速稳定的产品性能和防水等级 IP67、材料防火等级 V-0 成为地铁

售验票的最佳伴侣。超薄二维码扫描平台 QT660 则以 35mm 的厚度和灵敏的扫码能力成为不少地区地铁闸机

的首选。

除地铁专用二维码扫描平台外，微光互联还研发了二维码门禁读卡器、台式扫描器、嵌入式扫描器、无

线扫描器、智能扫描引擎、手持式扫描器、远距扫描器、防水扫描器、工业专用扫描器等系列产品。产品广

泛应用于哈尔滨机场、珠海机场快线、沈阳桃仙机场自助行李托运系统、自助停车系统、智慧社区门禁、二

维码梯控、医疗自助机、自助售货机、影院取票机、二维码会议签到等众多智能项目。

微光互联，让科技改变生活，让生活开启智能二维码交互新模式。

北京微光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 二维码扫描平台助力智能交互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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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槿泓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集生产、研发、销售与一体，专业从事线束线

缆设计、加工和电气系统设计和装配的高新企业，同时也是广州市标准化协会会员。槿泓电子

有限公司拥有完整的、科学的管理体系，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和美国安规 UL 认证、ATF16949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13485 医疗器械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配备先进、智能化的生产和测试设备、严谨的质量管控流程、专业的研发和

工程技术团队，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的线束线缆的集成方案和产品。工厂占地面积 6000 余平

方米，拥有员工 260 多人。公司致力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到目前为止，已获得 13 项实用新型

专利及 1 个发明专利。

槿泓电子有限公司提供轨道交通线束、汽车线束、医疗器械线束、金融设备线束、工业

装备线束、智能装备线束等全方位线束产品并提供电气设备装配服务。

槿泓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技术及服务得到多家世界 500 强公司和行业领导者的认可。

广州市槿泓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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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专业的工业互联网通信设备制造商

武汉迈威通信有限公司立足于光电子产业，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总部位于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 武汉·中国光谷 "。公司致力于工业通信十八年，核心业务指标全部

进入行业国产品牌前三名。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通信、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市政工程、公安交管、

煤炭冶金、石油石化、新能源、工厂自动化等领域。

完整的业务体系

迈威通信业务涉及工业以太网通信、工业互联网通信服务器、现场总线传输、工业光纤接入、工

业电脑以及设备操作系统、工业网络运行平台等专业领域。主要产品均具有独立的知识专权，获得

CE、FCC、RoHS 等多项国际认证和电力行业 EMC 电磁兼容、IEC61850 等各种行业标准认证。

众多的销售网点

在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７个办事处、23 个代理商，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体系。

在新加坡、韩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拥有总代理商，产品远销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区。

未来的发展方向

始终坚持“至诚至正、至新至精”的企业理念，以“全球领先工业互联网通信专家”为战略目标，以“嵌

入式、智能化、系统化、集成化”为技术导向，为用户提供可靠的工业互联网通信产品和自主可控的

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全面的系统集成、硬件、软件的产品服务，逐步成为全球工业互联网通信行业的

领导厂商。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光谷总部国际 6 栋 9 楼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大道 52 号武汉中国光谷文化创意产业园 E2 栋

电话 ：027-87170215/16    

官网 ：www.maiwe.com

邮箱 ：sale@maiwe.com

武汉迈威通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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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年，研祥智能在深圳创立，通过以创新为核心的快速发展，创立了全部自主知识产权和

自主品牌“EVOC”的特种计算机产品 ；发展成为集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和系统整合于一体

的高科技企业 ；2003 年研祥智能在香港上市。

 研祥智能的业务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科技装备业和航空航天等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物联网、节能环保等十三五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领域。产品是众多产业自动化、

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产品的核心部件，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科技装备、国防、航空航天、能源、

电子、交通、电信、金融、网络、监控等国内各行业。研祥为中国自动化产业、科技装备实现升

级、技术水平赶超国外做出了贡献，为国家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起到保障作用。在 25 年的发展中，

研祥智能先后荣获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

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企业自主创新 100 强、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2017 年荣获全

国诚信经营示范单位、中国 AAA 级信用企业称号、2012 年度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

誉 ；作为国家级自主创新的典范，研祥智能在 2007 年被中宣部、全国工商联评定为重点表彰的

全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十大典型之一、全国特种计算机示范基地。拥有国家特种计算机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中国驰名商标“EVOC”；公司及产品也多次获得国家、省、市的

多项奖励。

研祥作为轨道交通系统的硬件提供商，一直处于国内领先，产品稳定可靠。 研祥产品服务

于城市轨道交通的九大系统 ：自动售检票系统、乘客信息系统、环境监控系统、火灾消防监控

系统、车站屏蔽门系统、电源监控和数据采集、主控系统、信号系统、网络通信系统 ；6C 系统

解决方案和地铁站台解决方案等等。

研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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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嘉昱机电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伺服驱动技术和通道闸机控制技术等多项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的

高新技术企业。嘉昱机电致力于自动化门控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是国内门控行业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公司引进德国、瑞士先进的控制技术和制造工艺；联合华中科大、南京理工、北交大等多所国内品牌大学，

成立联合实验室，广泛开展新技术开发和探索。在红外和光幕通行逻辑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公司成立以来凭借“卓越品质，诚信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认可及支持，现工厂面积 2800 多平方米，年

生产能力 5 万套门控系统，已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嘉昱是国内第一家专业做伺服闸机电控的生产企业，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机场、口岸、高铁、高档楼宇和

写字楼、影院等领域，在伺服闸机行业享有较高的市场，并得到广大客户的认可。

企业文化
公司愿景 ：    打造通道电控领导品牌

公司使命 ：     国际门控国产化     嘉昱门控国际化

核心价值观 ：     客户第一     诚信为本  不断创新      保持激情     高效团结  凡事简易    培训帮带

公司专利 ：2 项发明专利，27 个软件著作登记证书，5 项实用型专利

公司优势

优势一、各种伺服电机控制技术

目前主打增量式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下一代技术正在开发无编码器技术。全部算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优势二、通行逻辑控制

联合国内知名大学，成立联合实验室，搭建多款专用通行逻辑测试架，并结合多年的通道客户使用经验，

共同开发红外和光幕通行逻辑。红外防尾随检测能力，已经高于中国通道行业标准要求，达到最小 5 厘米距离，

16、24、28 对等红外加光幕组合逻辑，覆盖不同行业需求。

优势三、产品创新

独有人机界面，按键板调参数，适配各种机型，成为产品标配，不依赖上位机，走网络协议控制协议，

为客户定制化服务，客户提出需求，我们出解决方案。

优势四、品质管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保证一致性和持续改进。

优势五、远程升级功能
利用互联网技术，加上片上可擦写技术能实现电控产品远程无人升级。

深圳市嘉昱机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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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企业（股票代码 300353），是中国唯一专注于工业互联网技术及

产业的上市公司，致力于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的研究，用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各行业解决方案，应用于

智慧工业、智慧城市、智慧军事、智慧能源四大领域，并在四大领域做到“自主可控、技术超越”。

东土科技公司是中关村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是北京国科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核心发起单位，

是中国工业互联网核心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先后参与和承担了三项工业自动化信息领域国际标准（IEC61158、

IEC62439、IEEE C37.238），主导起草了国家标准 GB/T 30094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技术规范，获得国家六项核

高基专项，承担了三项国家 863 课题。

东土科技公司的主要产品有芯片（通信、安全、总线、SDR 自主网、动态加密）、工业服务器、交通服务器、

边缘服务器、工业互联网操作系统 / 云平台、精密时钟产品、工业通信网络产品、作战指挥系统、战术互联网产品、

战术通信终端等产品。

东土科技公司作为中国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引领者、国际工业控制技术变革者，致力于网络化工业控制

整体解决方案的研究实践，以建立互联网化的新一代工业控制体系为发展使命，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以太网

通信技术、基于 IPV6 的宽带实时现场总线技术、基于网络控制的现场控制器技术、基于云控制的工业服务

器技术以及适应网络化控制的精密时钟技术、控制数据安全可信等技术。

东土科技工业互联网平台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智能电网、核电、风电、太阳能、石油化工、轨道交通、城

市管廊、矿山、冶金、水务、智能交通、船舶等行业的国家重点工程和全球项目，同时成功应用于各类军工

装备中，产品获得了 KEMA、CE/FCC、UL508、Class I Div 2、DNV 等多项国际认证，在军工行业获得国军标

认证。中国首款国内设计、生产 100% 完全自主可控网络通信芯片获得全国军方唯一 A 类认证。工业互联网

实时云操作系统“道”获得军方认证并应用于中国歼 -20飞控航电系统和新一代战舰。

东土科技公司高度重视客户服务和质量保证，提供专业售前和售后的技术支持 ；根据不同客户的不同需

求，提供最佳的整体解决方案和专业技术培训；售后服务提供 7×24 小时的电话支持，及时响应用户现场需求；

公司产品提供一年保换、五年保修的承诺。

东土科技—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领导者、国际工业控制技术变革者。

电话 ：010-8879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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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润远华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润远华）成立于 2009 年 2 月，是国内非接触测试领域内最专业的测

试方案供应商，主要从事非接触测试方案集成、非接触相关测试服务及自主研发非接触测试产品等业务。

一、 测试方案集成服务

中润远华拥有 Comprion、Micropross、Keolabs、Collis 等国际专业测试仪表公司在中国的代理资质。中国

三大运营商的 NFC 手机测试仪表环境均有中润负责搭建。

二、 测试服务

中润远华 2012 年成立了非接触产品测试实验室，为产业链上各方提供一致性测试服务及兼容性测试服务。

● 与移动、电信、联通、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泰尔实验室）保持紧密合作关系 ；

● 承担电信、联通的 NFC 手机终端及 NFC SWP SIM 卡入库检测任务 ；

● 为几乎所有国内外的手机厂家、卡商、芯片厂家、方案及天线厂家提供测试服务 ；

● 2015 年开始至今，为北京地铁、深圳地铁、深圳一卡通公司、广东一卡通公司提供非接触测试技术服

务，承担深圳的公交读写器、卡、手机、穿戴设备的入围测试任务。

三、 自主研发产品

● 中润远华自主研制的仪表 SET16 被国内三大运营商唯一指定为 NFC 终端软件接口入库检测工具，该

产品领先国际仪表 2 年的时间 ；

● 2014 年，中润远华与北京邮电大学启动非接触测试仪表 STP-25 的合作开发，共同为打破欧洲在该领

域的垄断、填补我国该项技术的空白而努力 ；

● 2017 年，公司自主研制的生产线测试仪表 STP-4M 被 ofo 和深圳雄帝公司采用，成为读写器产线测试

仪表的世界首创 ;

● 2018 年，公司为地铁轨道交通行业研制的手持测试仪表 STP－ 4H 被北京地铁采用，该产品在轨道交

通行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企业联系方式 ：

C401A-C401B, 4/F, Block B-6, NO.66, Xixiaokou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 100192

T: 010-84873110 F: 010-85896673 H: www.jorain.cn

北京中润远华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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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捷易特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捷易特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成立，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香港嘉发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从事轨道交通行业信息技术服务及核心产品开发、销售十余年，销售网络遍布东南亚及欧洲地区。

近年来，国内轨道交通发展如火如荼，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为了迅速拓展大陆市场，在上海横泰经济开发区

注册成立了上海捷易特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捷易特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轨道交通核心产品研发、销售、技术转化和维护服务。公司立足轨道

交通行业，以创新为动力，引进并转化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推进软件产品和终端设备的更新换代，并

提供专业化的技术培训和维护服务。自成立以来，主要产品在中国境内已经售出 15000 多台。

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捷易特将与海内外客户朋友和各家合作伙伴共同发展，让人们全面享受进入信

息社会所带来的价值。捷易特的骨干成员均为行业内的资深人员，在轨道交通行业有多年的市场推广和维护

经验，对行业内的技术和产品极为熟悉，立志为国内轨道交通的技术发展作出贡献。

产品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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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d in 2005, ORing specializes in developing innovative own-branded products for industrial settings. 

As the adoption of network technology in industrial environments increases, ORing has accumulated abundant 

experience in switch and wireless product design. With high product quality and best customer services in 

mind, ORing has continued to launch cutting-edge products based on its solid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witches, wireless devices, serial equipment and IIoT solutions.

To achieve high product reliability, ORing has integrated failover and redundancy in products certificated 

for various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o ensure uninterrupted operation. Highly recognized and widely adopted by 

many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ORing’s products have been applied in surveillance, rail transport, industrial 

automation, power substations, renewable energy, and marine applications. ORing has set up many offices 

worldwide to provide real-time services and address customer needs. The high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our products 

have great reputation from our customer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关于 ORing ： 

威力工业网络（ORing）是一家专注于工业网络通讯产品及解决方案的企业。总部位于台北，在全球设有

子公司以及办事处。ORing 以其卓越的研发设计能力和具有前瞻性的产品领先于市场，在轨道交通、智能交通、

智能电网、石油、冶金等环境严苛的特殊行业具有显著的应用优势。主要产品包括 ：工业交换机、工业无线

AP、工业无线路由器、串口设备联网服务器和 IIoT 解决方案等（www.oringnet.com.cn）。

威力工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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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计算 ( 北京 ) 有限责任公司

腾讯云——腾讯旗下的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科技公司，面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

企业以及个人开 发者提供全球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产品与服务，以及定制化

的行业解决方案。

作为腾讯科技能力开放的重要出口，腾讯云以腾讯近 20 年的前沿互联网技术与服务经验为

依托，基于遍布全球 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以及数千人专业团队，为游戏、视频、金融、零售、电商、

交通等行业中的业务场景提供 全栈解决方案，全面满足产业上云需求。

在人工智能大潮下，腾讯云联合腾讯 AI Lab、优图实验室、微信 AI 团队等内部顶尖 AI 团队，

开放腾讯在计算机 视觉、智能语音、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的优势人工智能科技能力，并使之与各

行业业务场景相结合，打造行业 级定制化智能解决方案，大大降低创新门槛，加速行业智能化新

进程。

腾讯云坚持“以我所能 为你而 +”的理念，广泛携手各行业合作伙伴，打造全面、健康的云

服务生态及产业链 ，驱动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连接智能未来”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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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斯普锐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自主研发为主导，集销售、生产、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

技企业。专注解码 10 年，坚持深耕影像读码领域，为各行各业提供专业、高效的影像读码解决方

案及高质量的产品。在城市轨道交通方面提供闸机支付解决方案，SuperLead 的二维码扫描器成功

应用在上海、深圳、广州、天津、西安、青岛等地的地铁闸机上及上海磁浮闸机。手机刷码支付进闸，

提高了地铁站人来人往，出入频繁的效率，高频次刷码对二维码扫描器的质量、性能和扫描速度有

着极高的要求，SuperLead 扫描器采用自主研发的“超扫”解码技术，而且特别针对手机屏幕二维

码做了特殊的技术校验，做到了 2M/S 运动识别，更快更精准的识别手机乘车码。

公司现用于生产的厂房 2000 平米，凭借雄厚的研发力量，严格的品质把控，精湛的生产工艺，

专业的销售团队，完善的售后服务。二维扫描器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10W 台 / 月。

苏州斯普锐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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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万通顺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通顺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20 日，总部位于深圳福田中心区深业上城，是

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深耕公共交通领域 11 载，定位于市政轨道交通综合服务运营商，打造新一代智慧轨道交通应用

场景，为持卡人的交通出行、充值缴费及生活消费提供方便快捷的解决方案，让公共出行更智能、更便捷。

万通顺达始终注重产品研发投入和内部团队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坚持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

带动产业发展，将技术研发创新、人才和服务作为企业壮大的核心竞争力。

2014 年，公司获得“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证书”，2015 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是深圳市电

子学会理事单位和深圳市软件协会行业高级会员单位。公司成为清华同方智慧城市大数据业务推广合作伙

伴，并与华北电力大学、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建立产学研合作单位。

公司汇集了一支优秀的营销、设计研发等专业人才队伍，自主研发智能卡自助服务系统（SCSS，Smart 

Card Self-service System）云平台、智能微客服设备，并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交通卡自助售卡充值机进行运营。

公司自主研发自助售卡充值机，在深圳、北京、广州、武汉、南京、天津、西安、重庆、成都、沈阳、

大连、青岛、杭州、无锡、苏州等 19 座重点城市的地铁和一卡通客服网点为持卡人提供服务。

『强大的系统平台』

全国 19 座重点城市的一卡通清分中心对接，日常管理全国 2100 多台设备，日均处理 40 万笔交易

『完备的运营服务体系』

全国 19 家分公司，100 多位专职运营工程师，全自动化配卡、扎帐和清算的业务平台，设备、工单、

运营轨迹和考核系统的全流程管理，移动端业务操作与后台系统的即时同步处理。

『中国 IP 版权交通卡的先行者』

公司与多个国际知名的卡通动漫版权公司（Hello Kitty、哆啦 A 梦、航海王、史努比、蜡笔小新、加菲猫、

B.Duck、变形金刚、麦兜、萌趣趣等）及腾讯公司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全国线上线下渠道发行交通卡，

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版权交通卡运营商。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 T2 写字楼 22 楼

联系人 ：刘先生   联系电话 ： 15917399491

邮箱 ：liuzhenjian@wtsd.cn    网址 ：http://www.wts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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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开发和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专业

公司。公司于 2000 年 8 月 4 日在香港上市 ( 股票编号 :1385)，成为国内集成电路设计行业第一家上市企业。

复旦微电子集团的智能交通方案涵盖城市交通、高速公路收费、运输管理、移动支付、可穿戴设备等

领域。多款芯片产品，大量应用于城市公交储值卡、地铁单程票、城市通卡、市民卡等 ；也用于高速公路

通行卡、ETC（电子不停车收费）用户卡、道路运输证等。 公交一卡领域占有率超 40%，客户包括北上广

深及全国 20 多个省会城市。

产品应用 ：

1、轨道交通单程票，已用于上海、广州、深圳、南京、重庆、武汉、北京，累计出货量超亿片。

2、非接触 CPU 交通卡芯片广泛应用于各城市一卡通及市民卡项目。同时服务于北、上、广、深及 20 多个省会、

副省级城市。

3、金融交通卡已应用于琴岛通、浦发天津公交、莆田公交、赣州通等。

4、高速公路通行证领域包括内蒙、贵州、福建的 ETC 卡 ；上海的金融 ETC ；内蒙、河南、青海、宁夏、

贵州等省的道路运输证卡。

5、NFCOS 平台已在上海交通卡 / 旅游卡领域大规模商用，接入三大运营商及小米华为等手机终端商。复

旦芯批量用于嘀嘀、刷刷、拉卡拉、考拉等手环产品。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国泰路 127 号 4 号楼    邮编 ：200433 

电话 ：（86-21）6565 5050    传真 ：（86-21）6565 9115   网址 ：www.fmsh.com 

北京复旦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小街青龙胡同 1 号歌华大厦 B 座 423 室 

电话 ：（86-10）8418 6608      传真 ：（86-10）8418 6211

深圳市复旦微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华强北路圣廷苑酒店世纪楼 1301 室 

电话 ：（86-755）-8335 1011   8335 2011     传真 ：（86-755）-8335 9011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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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云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华云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云数据集团”）专注于为客户提供 “自主、安全、可控”的云计算服务，以帮助

用户采用云计算提升 IT 能力，实现业务变革。华云数据主要面向企业级用户提供定制化私有云解决方案，同时还可

以提供混合云、大数据服务、超融合产品、公有云、IDC 转云等“全云”服务。自 2010 年成立以来，不断深入了解企

业用户需求和行业特性，是一家追求卓越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被用户认可为中国私有云领导者、混合云实践者。

成立八年来，华云数据坚持自主研发，获得了 200 多项专利，是业界唯一在私有云、混合云和公有云领域均通过

可信云认证的云服务提供商，是国家课题承接单位、中国十大云计算解决方案提供商。2016 年起，华云数据集团连

续三年被评为中国独角兽企业。

华云数据凭借定制化私有云服务，收获了轨道交通、金融、教育、公安、政务、制造、园区等十几个行业的一大

批大中型政企客户的高度信赖，目前客户总量超过 30 万。同时，华云数据还积极布局混合云、大数据、超融合等领域，

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客户的多元化需求。

在生态建设上，华云数据集团与 VMware、广达、Citrix、Veeam、SevOne、Xsky、锐捷网络等多家国内外知名 IT 厂商、

开源社区技术领先伙伴及区域和行业服务伙伴合力打造产业生态，携手为客户提供基于云计算的通用行业解决方案或

垂直行业解决方案，推动中国企业全面上云。

华云数据集团拥有以下核心产品 ：

企业级私有云平台  华云数据企业级私有云是新一代企业级 IT 基础平台，集虚拟化、资源调度、可视化管理平

台于一体，包含私有云平台 CloudUltra®、云管理平台 VMUltra ™、自动化运维平台 OpsUltra® 、企业级 PaaS 平台

ServiceUltra ™以及视频网关、统一存储等，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稳定、高效、敏捷、安全的 IT 应用环境及

一站式云应用管理能力。

企业级超融合产品  华云数据企业级超融合产品是一套基于超融合架构的开箱即云 IT 基础设施平台，预安装了

计算、存储虚拟化软件以及云管理平台等，融合计算、存储、网络、安全、云管理平台等于一体，硬件采用 Intel 最

新 Purley 平台，全新的性能表现，秒级创建云计算环境，实现软件定义数据中心。包括企业级超融合产品 H²CI ™、

VCF、vSAN ReadyNodes，是企业 IT 基础架构、服务器虚拟化、小型私有云、桌面云等场景的最佳选择。

企业级大数据服务  华云数据企业级大数据服务通过大数据平台为企业提供的各类数据服务，大大降低企业数据

分析与探索的技术要求，解决企业在大数据技术积累和数字化营销上的压力。产品包括数据挖掘引擎 InsightUltra® 、

认知计算平台 DataUltra ™、数据集成平台等，构建企业大数据业务闭环生态，一键部署大数据服务，并提供持续技术

支持，助力打造以 AI 驱动的业务升级。

企业级混合云平台  华云数据企业级混合云帮助企业高效运营混合云基础架构，包括 VCPP 业务、混合云管理平

台 MixUltra®、异构虚拟化迁移服务。其中 VCPP 业务是国内首家将公有云业务与 VMware 技术实现完美融合，为用户

提供按需交付的高品质计算资源，可集约化管理华云私有云 CloudUltra®、vSphere、华云公有云等常见的公私有云。同时，

混合云管理平台 MixUltra®、异构虚拟化迁移服务，帮助企业在已经使用的云服务之间进行便捷的管理、迁移和应用。

高品质公有云服务  华云数据高品质公有云服务涵盖“数据密集型”和“计算密集型”两大范畴，包括高性能弹

性计算产品、敏捷高效的 VPC 产品、SDN 产品和解决方案、CLB 智能负载均衡产品、高 IOPS 分布式存储产品、对

象存储 COS 产品、关系型数据库 RDS、云主机安全产品、DDoS 防护、服务器 SSL 证书、Web 应用防火墙等 ，帮助

企业快速构建弹性、稳定、易用的公有云平台，降低开发运维难度和提升运营效率。

数据中心云化产品  华云数据中心云化产品 CloudIDC ™是是华云数据倾力打造的一款专业 IDC 云化平台产品，

针对传统的 IDC 企业提供转云方案，根据具体的客户需求量身化定制。使用虚拟化技术，将传统数据中心打造成为

云数据中心，并提供一体化管理的云计算平台，协助传统 IDC 企业实现对外提供公有云服务的目标，完成企业转型。 

华云数据集团服务网络与技术团队遍布全球超过 15 个城市，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售前咨询、专业的解决方案推

荐、强大的交付保障及 7*24+360º 的技术支持，保障企业信息化体验和不间断地业务运营。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参阅华云官网 ：www.huayun.com，24 小时免费咨询电话 ：400-80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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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如易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3 月，致力于公共交通领域的互联网移动支付

业务，努力实现市民能用手机直接使用地铁、公交、高速公路等公共交通服务。

北京如易行科技有限公司所开发的易通行 APP，是由北京市交通委认可的公共交通领

域移动支付工具，作为北京轨道交通单程票互联网票务服务平台，易通行 APP 通过与北京

轨道交通管理企业联手，为乘客实现了利用手机应用在北京地铁购票、乘车过闸时进行线

上支付。北京如易行公司是北京轨道交通互联网平台的投资方，负责整个互联网平台的软

硬件系统改造及建设、运营维护、清分对账、客户服务以及易通行 APP 的商业化运营。

使用易通行 APP 无需缴纳押金，先试用，后付费，极大地便利了地铁出行人群，提高

出行效率，满足了乘客对轨道交通应用移动支付技术的迫切需求，向乘客提供更为便利的

出行服务。

北京如易行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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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卡信息咨询中心长期以来是一家集出版、咨询、会务于一体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成

立于 2001 年 3 月。自 2016 年起调整业务范围，重新定位企业角色 ：成为专注于 AFC 领域的

第三方服务机构。

在出版业务方面，2001 年至 2016 年，编辑出版了智能卡领域的《卡市场》杂志，该杂志

是我国 IC 卡行业理论体系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卡市场》不仅跟踪报导国内外 IC 卡行业信息，

并提供专业的市场分析报告。出版15 年来，共发行了一百六十多期，读者群体涵盖政府主管部门、

行业应用部门和产业部门等。

在承办会务方面，自成立至今，主办和承办的大大小小会议近百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会

务经验，并赢得了各方合作伙伴的认可。组织承办的会议类型主要有：一、IC 卡技术与应用会

议，含 IC 卡年会（已办十几年）、技术研讨会、专题座谈会、技术培训会、市场报告会等 ；二、

轨道交通 AFC 会议，含年会（已办 14 年）、座谈会、培训会等 ；三是企业专项会，这类会议

主要是由企业委托，组织企业的用户进行面对面探讨交流为主要方式的会议。

北京方卡信息咨询中心将秉承“诚信、务实、专业”的经营理念，坚持走专业化服务的宗旨，

为各界提供优质的服务。

北京方卡信息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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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AFC 专委会”）是经中国信息产业商会批准，

由从事自动收费系统领域的全国各地相关设计院、集成商、设备商、第三方服务机构等产业部门和应用部门

专家们组成的、是服务于自动收费系统领域的全国性、非赢利性社会组织，成立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截止

到 2018 年 8 月，会员单位 95 家，个人会员 56 名。

AFC 专委会的宗旨是 ：以“联合、服务”为宗旨，反映会员和行业诉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促进行

业自律和规范 ；推动会员开展国内外业务交流与合作，研究我国自动收费领域政策、技术、标准等问题，努

力促进我国自动收费系统的有序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为我国自动收费系统产业的壮大和发展贡献力量。

关于入会

凡是认可中国信息产业商会章程，遵守 AFC 专委会管理办法，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自愿申请加入 AFC

专委会 ：

1. 在自动收费系统的业务 ( 科研、产业、应用、服务 ) 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的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和

科研机构 ；

2. 在自动收费系统的业务领域内有一定经验和造诣的专业人士。

入会程序

⑴ 提交入会申请书（索取电子版申请表请与秘书处联系）；

⑵ 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包括 ：单位企业营业执照 ；个人身份证

⑶ 由理事会或者理事会授权秘书处讨论通过 ；

⑷ 由 AFC 专委会颁发会员证，并予以公告。

会员享有的权利 ：

⑴ 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

⑵ 对 AFC 专委会工作的知情权、建议权和监督权 ；

⑶ 参加 AFC 专委会活动并获得本组织服务的优先权 ；

⑷ 有权通过 AFC 专委会向相关主管部门反映意愿 ；

⑸ 退会自由。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
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

会员履行的义务 ：

⑴ 遵守商会的章程和 AFC 专委会管理办法 ；

⑵ 执行 AFC 专委会的决议 ；

⑶ 按规定交纳会费 ；

⑷ 维护 AFC 专委会的合法权益 ；

⑸ 向 AFC 专委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

⑹ 完成 AFC 专委会交办的工作 ；

⑺ 尊重知识产权，遵守行规、行约。

AFC 专委会秘书处 

电话：010-82755851    邮箱：AFC2017@qq.com   微信公众号：AFC-CIITA   联系人：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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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

会 员 申 请 表

 编号 ：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邮  编 单位网址

联系人 部门 / 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会员代表 部门 / 职务 手机

电子邮箱

注册资金 单位性质 传真

单位简介（500 字以内，也可另纸附上）：

注 ： ① 申请人需对以上所填写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② 申请入会单位需提供盖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③ 会费：2000 元 / 年 ；

       ④ 申请表及执照复印件请快递至 ：北京市海淀区后

屯南路 26 号专家公馆 308 室郑先生收（010-82755851）

申请单位 ：（盖章） 

负 责 人 ：（签字）

申请日期 ：　　 年 　月　 日

如需电子版申请表请发邮件至 AFC2017@qq.com 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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