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AFC 论坛会务组编制

2023 年 3 月 15-16 日

注：为了环保，本会务手册仅提供电子版，不再提供印刷版，敬请留意！

会 务 手 册
（2.3 版）

会议线上直播及图片直播

码

第十八届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应用研讨会

暨 AFC 专业产品展示会



第十八届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应用研讨会暨 AFC 专业产品展示会

一、会议基本情况 ······················································ 1

二、会议议程安排 ······················································ 2

三、会场平面图 ·························································· 5

四、演讲人资料 ·························································· 6

五、主持人介绍 ························································ 16

六、产品展示企业 ···················································· 17

七、参会单位（企业） ············································· 19

八、年会抽奖奖品 ···················································· 22

目  录

会务组现场联系人

客房：王  红女士（18600945450）

展览：王兴权先生（13522122362）

主管：郑志涛先生（13701104801）

疫情尚未远去，请大家出行做好防护准备！



•  1  •

会
务
手
册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安排
报到时间：2023 年 3 月 14 日（14:00~21:00）

会议时间：2023 年 3 月 15 日 -16 日

2. 会议地点
杭州宝盛水博园大酒店二楼功能厅     

地址：杭州萧山区市水博路 118 号 （电话：4000777688）

3. 会议主题
后疫情时代 AFC 行业发展之路探讨

4. 金牌赞助商
普天轨道交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5. 银牌赞助商
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 铜牌赞助商
艾弗世（苏州）专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摩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思必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杰星通科技有限公司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7. 晚宴赞助商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8. 会议网站
www.afc-china.com

9. 会务联系邮箱
afc@afc-china.com



•  2  •

第十八届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应用研讨会暨 AFC 专业产品展示会

二、会议议程安排

3 月 14 日（星期二）代表报到

14:00-21:00 代表报到 ( 酒店大堂 )

3 月 15 日（星期三 )

8:30-9:00 代表会场签到

9:00-9:30
开幕式

开幕式主持人：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李师

主持人介绍来宾

开场致辞：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杜潜

开场致辞：普天轨道交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剑武

9:30-9:40 《AFC 追梦人系列丛书第三期》新书发布仪式

9:40-10:00 休息参观

主题报告

主持人：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李师

10:00-10:20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和学术委副主任、绿色智慧城轨建设办公室主任 邢智明
内容：绿智深度融合助力城轨交通现代化

10:20-10:40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周世爽
内容：深圳市轨道交通碳普惠应用实践

10:40-11:00
普天轨道交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韦强
内容：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研究

11:00-12:00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郑志涛
内容：2022 年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市场报告

12:00-13:30 工作午餐（二楼海纳厅）

技术发展专题

主持人：中软万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秦树睿

13:30-13:50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李道全
内容：城市轨道交通绿智融合自动售检票系统规划及措施

13:50-14:10
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戚广杰
内容：广电运通轨道交通 AFC 数字化创新业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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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30
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软件经理 金尚柏
内容：智能感知在智慧地铁中的应用

14:30-14:50
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能源交通市场部技术总监 王顶卓
内容：国产数据库助力深圳地铁 AFC 系统建设

14:50-15:10 会间休息

15:10-15:30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张弘毅
内容：AFC 自主·智控解决方案

15:30-15:50
摩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工业以太网事业部产品经理 荆斌
内容：“未来科技”助力轨道交通新基建

15:50-16:10
思必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OT 事业部资深产品经理 颜峰
内容：思必驰轨交智慧车站 Turnkey 产品级解决方案

16:10-16:30
深圳市杰星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来友
内容：赋能 AFC 工控机的国产化

16:30-16:50
新华三集团交通事业部城轨技术部长 吕飞
内容：新华三在城轨 AFC 系统全栈能力实践

16:50-17:10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工业产品总监 卢凌
内容：轨道交通 AFC 专业国产化创新发展之路

17:10-17:30 参观展示

18:00-21:00 招待晚宴（地点：一楼国风厅）

3 月 16 日（星期四）

技术应用专题

主持人：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交通子集团总裁助理  彭冬鸣

9:00-9:20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李海博
内容：2021-2022 年轨道交通 AFC 系统设计领域状况报告

9:20-9:40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嵌入式事业部副总经理 赵峰
内容：夯实安全互联底座，助力可信交通未来

9:40-10:00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轨道交通行业部副总裁 严波
内容：佳都科技智慧出行创新方案与实践

10:00-10:20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高级专家 霍然
内容：都市圈绿色一体化出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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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40 会间休息

10:40-11:00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张鹏
报告内容：商业智能数据治理系统解决方案——熊猫 MoreReports 信创产品分享

11:00-11:20
北京城建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生明华
内容：多专业融合背景下的 AFC 解决方案

11:20-11:40
北京如易行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伟
内容：数字智能乘客服务探索

11:40-12:00
上海复微迅捷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 李有席
报告内容：手机 NFC 地铁票创新方案以及接入实现

12:00-13:30 工作午餐（二楼海纳厅）

应用经验专题

主持人：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吴婷

13:30-14:00
绍兴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票务清分部经理 扈丁仁
内容：轨道交通跨区域无障碍换乘下的清分及票务经验分享

14:00-14:30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创新技术研究组组长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AFC 专业负责人 马怀清
内容：深圳地铁四期工程 AFC 系统创新实践 &AFC 专委会创新工作组工作思路汇报

14:30-14:50
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运管中心副经理 王瑞宗
内容：厦门地铁 AFC 系统新型三层云架构建设

14:50-15:10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 许锡伟
内容：AFC 系统在绿智城轨时代的发展与思考

15:10-15:30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公司设备管理处 AFC 主管工程师 付保明
内容：苏州轨道交通 AFC 系统创新实践

15:30-15:50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张明柱
内容：语音识别技术在智慧客服中的应用设计与探讨

15:50-16:10 会议抽奖

16:10 会议结束

说明：以上议程仍存在调整的可能，以最终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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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场平面图

酒店位置

杭州宝盛水博园大酒店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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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讲人资料

报告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和学术委副主任、信息化专委会

        副主任、绿色智慧城轨建设办公室主任  邢智明

报告题目：绿智深度融合 助力城轨交通现代化

报告摘要：

解读《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绿色城轨行动方案》主要内涵，简析《智慧城

轨发展纲要》和《绿色城轨行动方案》融合要点，简介城轨行业绿色发展典

型案例。

报告人：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深圳市深圳通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世爽

报告题目：深圳市轨道交通碳普惠应用实践

报告摘要：

报告根据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及碳普惠政策，浅析了深圳市碳普惠政

策体系及方法学建设情况；聚焦深圳市碳普惠应用实践，结合深圳市碳普

惠机制与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特点，依托互联网技术和数据聚合平台，系统

分析了深圳碳普惠应用平台、业务模式以及应用特点，提出了拓展碳应用

场景、创新碳金融产品、跨区域合作的发展思路。深圳碳普惠应用“全民

碳路”为城轨交通在碳普惠领域提供了深圳经验，对挖掘公众减排潜力，

激励引导市民绿色出行，反哺公共交通行业，助力行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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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普天轨道交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韦强

报告题目：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研究

报告摘要：

报告人：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郑志涛

报告题目：2022 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市场报告

报告摘要：

从应用、产业两方面分析，并通过数据方式总结过去一年行业基本状况，

为大家提供参考。

报告人：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李道全 

报告题目：城市轨道交通绿智融合自动售检票系统规划及措施

报告摘要：

结合中城协发布的智慧城轨发展纲要和绿色城轨发展行动方案“姐妹”

篇指导文件，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以新兴信息技术与城轨交通深度融合为主线，拟定进行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绿智融合自动售检票系统规划及措施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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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戚广杰

报告题目：广电运通轨道交通 AFC 数字化创新业务分享

报告摘要：

数字化转型，是响应国家战略的需要，也是技术发展革新的必然，更是

实现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的迫切需求。在 AFC 数字化发展中，广电运通将

提供数字票务、数字客服、数字支付等数字化转型方案的介绍，同时依靠本

身丰富的数字化建设能力，提供信息安全、信创等方案的介绍。

报告人：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软件经理  金尚柏

报告题目：智能感知在智慧地铁中的应用

报告摘要：

智慧地铁是以信息技术、智能感知技术为基础，全面改革传统的地铁运

营管理模式，为乘客提供更加舒适、安全、便捷的出行体验。雷格特致力于

将双目机器视觉等智能感知技术，广泛应用在双目闸机、智慧边门、智慧安

检、智慧手扶梯等领域，为乘客提供更加舒适的出行环境。

报告人：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交通市场部技术总监  王顶卓

报告题目：国产数据库助力深圳地铁信创化建设

报告摘要：

深圳地铁 ACC 及 CLC 二期项目的建设背景和技术难点，在项目建设

中，技术团队基于深圳地铁线路及中心应用特点，充分发挥 GBase 8s 数据

库共享存储集群优势，依靠技术储备和实施经验，通过设计合理可靠的数据

架构（SSC+HAC），深圳地铁项目成功上线。GBASE 数据库支撑了 AFC，

ACC，CLC，互联网售票等业务系统的高效运行，为广大市民出行提供高效、

便捷、稳定的地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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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张弘毅

报告题目：AFC 自主·智控解决方案

报告摘要：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发展快速轨道交通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

共识。地铁 / 轻轨以其安全、舒适、方便、快捷等突出优点成为大城市改善

交通结构、构筑立体交通运输网络、解决交通拥挤难题、改善城市环境的最

佳方案，东土科技作为深入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国产工业交换机民族品牌，以 

“100% 自主可控”和“国产化替代”底层根技术为 AFC 系统拿出最佳的问

题解决方案。

报告人：摩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工业以太网事业部产品经理  荆斌

报告题目：“未来科技”助力轨道交通新基建

报告摘要：

随着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工业智能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

多的新技术被应用在工业系统中，Moxa 将新技术 / 新理念与轨道交通实际发

展需求相结合，推动轨道交通新应用的加速落地。

报告人：思必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OT 事业部资深产品经理  颜峰

报告题目：思必驰轨交智慧车站 Turnkey 产品级解决方案

报告摘要：

思必驰以智能语音语言的 AI 能力中台为底座，建设统一的 AI 知识中心，

融合人工智能、近场智能语音交互技术，实现车站智能设备票务服务、智能

咨询、票卡自助处理等，进而实现车站服务的自助化、智能化、无人化运营，

有效提升轨交车站的服务能力，减轻人员负担，改善服务质量，为轨交智慧

车站提供产品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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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深圳市杰星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来友

报告题目：赋能 AFC 工控机的国产化

报告摘要：

1. 为什么要 AFC 工控机国产化  

2. 怎么样做国产化工控机  

3. 杰星通公司在 AFC 工控机国产化方面做了哪些

4. 杰星通公司简介

报告人：新华三集团交通事业部城轨技术部长  吕飞

报告题目：新华三在城轨 AFC 系统全栈能力实践

报告摘要：

面对未来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便捷、绿色、服务的建设发展趋势，支

付多元化的业务需求，如何针对既有线路改造、基于云架构的新建线路复杂

场景做全栈能力的方案应对？新华三给出 AFC 系统全栈能力构建解决方案及

最佳实践分享，基于多年成功落地经验发布多维度、融合型 AFC 解决方案。

报告人：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工业产品总监  卢凌 

报告题目：轨道交通 AFC 专业国产化创新发展之路

报告摘要：

依据国家战略，交通行业是新基建、数字化以及实现信创全面落地的重

要领域，在云端整合与终端智能化两方面。将会推进重要软硬件设备国产化

应用。2019 年以来，中国软件利用在地铁系统互联网 + 移动支付应用专业

上积累的轨道交通云技术和工控一体机等方面的技术基础，经过两年半的研

发和实践，研制了交通网信云行业 PAAS 平台（IoT 中台）和 PKmoho 系列

工业计算机，在深圳 AFC 项目上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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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地铁院通号分院

        分院长兼副总工程师  李海博 

报告题目：2021-2022 年轨道交通 AFC 系统设计领域状况报告

报告摘要：

通过对业内十六家设计院项目数据的统计分析，对 2021-2022 两年之

间轨道交通 AFC 系统设计领域的情况进行报告，主要包括业内设计院及主

要业务区域介绍、项目情况统计分析、AFC 系统创新应用现状及思考、AFC

系统设计发展趋势等。

报告人：麒麟软件有限公司嵌入式事业部副总经理  赵峰

报告题目：夯实安全互联底座，助力可信交通未来

报告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之间的融合日益深入，麒麟软件的操作系统

安全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可为轨道交通 AFC 行业应用打造安全可信的操

作系统底座。结合操作系统生态建设和相关技术，可为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

AFC 系统转型提供助力。

报告人：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轨道交通行业部副总裁  严波

报告题目：佳都科技智慧出行创新方案与实践

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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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高级专家  霍然

报告题目：都市圈绿色一体化出行的思考

报告摘要：

结合都市圈一体化出行需求，探讨城轨 AFC 票务互联互通、碳普惠激

励机制的发展。

报告人：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张鹏

报告内容：商业智能数据治理系统解决方案

          ——熊猫 MoreReports 信创产品分享

报告摘要：

熊猫商业智能报表软件（简称：MoreReports）是一款支撑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商业智能软件产品，用于数据分析、报表制作和展示的开发设计平台，

该软件产品不光支持传统主流操作系统与硬件平台，全面兼容信创国产化平

台。软件包含中式报表，数字报表和 BI 报表三项设计器，涵盖了企业对数

据分析的大多数需求，具有全面包容、操作高效、安全可靠的特点，是一款

帮助解决企业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问题，实现科学化、数据化的决策的数据

分析产品。

报告人：北京城建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生明华   

报告题目：多专业融合背景下的 AFC 解决方案

报告摘要：

企业的 AFC 产品级解决方案，一是在硬件方面，AFC 一体化硬件设

备整合，超融合硬件平台；二是在系统方面，AFC 一体化软件系统整合，

CRIAS 云交自动化系统；三是在大数据方面，AFC 数据打通，大数据智能化

应用等； 五是 AFC 效能提升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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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北京如易行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伟

报告题目：数字智能乘客服务探索

报告摘要：

轨道交通数字智能乘客服务系统，依托呼叫中心、语音识别、多媒体渠

道融合、智能语音机器人等技术，实现数字化智能乘客服务在轨道交通行业

中的深度落地。以大数据中心数据为依托，构建城市路网级乘客服务系统，

为乘客提供及时、准确的出行伴随服务。依托每日大量乘客服务实际数据，

针对服务内容和规则，积累训练公共交通领域专用乘客服务模型，构建智慧

乘客服务大脑核心处理能力，为智能自助服务设备和车站智能服务机器人，

提供核心“发动机”。

报告人：上海复微迅捷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  李有席

报告题目：手机 NFC 地铁票创新方案以及接入实现

报告摘要：

MetroPass 是应用于地铁交通可有效提升二维码刷码通行效率的一款产

品。用户可通过手机钱包发行一张 MetroPass，把二维码刷码过闸变为 NFC

刷卡过闸，免开屏快速过闸且兼容二维码先刷后付、换乘优惠等运营模式。

报告人：绍兴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分公司票务清分部经理  扈丁仁

报告题目：轨道交通跨区域无障碍换乘下的清分及票务经验分享

报告摘要：

轨道交通跨区域无障碍换乘下的清分及票务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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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创新技术研究组

        组长、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AFC 专业负责人  马怀清

报告题目：深圳地铁四期工程 AFC 系统创新实践 &AFC 专委会创新工作

          组工作思路汇报

报告摘要：

深圳地铁四期工程同期建设 4 条线路和 3 个后台系统，深铁建设将从业

主视角分享深圳地铁如何通过应用多项行业首创和领先技术实现“降本增效

提智”的创新目标。

此外，还将介绍 AFC 专委会创新工作组相关计划。

报告人：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运管中心副经理  王瑞宗

报告题目：厦门地铁 AFC 系统新型三层云架构建设

报告摘要：

厦门地铁积极探索 AFC 系统创新实践，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技

术发展成熟，研究将现有传统 5 层架构 ( 清分 - 线路 - 车站 - 设备 - 车票 )

及互联网票务 3 层架构，扁平化为新型 3 层云架构（云平台 - 终端 - 车票），

在 4、6 号线 AFC 系统建设中，将清分系统、互联网票务平台、线路中央系统、

车站系统等进行整合，以微服务化部署于线网云平台，简称为 AFC 数据管

理云平台 (ADMC)。 实现传统票务向互联网票务的数字化转型。

报告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中心副主任  许锡伟

报告题目：AFC 系统在绿智城轨时代的发展与思考

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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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公司设备管理处 AFC 主管工程师  付保明

报告题目：苏州轨道交通 AFC 系统创新实践

报告摘要：

结合苏州轨道交通近年来运营、建设情况，介绍苏州地铁 AFC 系统在

互联网移动支付、语音识别、智慧客服、TVM 利旧等领域创新应用，并就

系统未来发展进行简要分析。

报告人：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AFC 专业负责人  张明柱

报告题目：语音识别技术在智慧客服中的应用设计与探讨

报告摘要：

介绍智能语音技术在地铁 AFC 系统应用的背景及现状，分享智能语音

技术在南京地铁智慧客服中的应用，为其他城市智能语音技术应用提供借鉴，

并探讨智能语音技术在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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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持人介绍

主持人：李师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主持人：秦树睿 

中软万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主持人：彭冬鸣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交通子集团总裁助理 

主持人：吴婷 

中国信息产业商会自动收费系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天津三号线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维修中心常务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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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产品展示企业

展  位 企业名称 联系人 电  话 展示产品

特装 1 普天轨道交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周 端 13816262953 AFC 专业设备

特装 2 固力保安全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陆燕燕 18516531106 移动闸机、视觉闸机

特装 3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张耀臣 13166366619 工业以太网交换设备及行业解决方案

A01 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陈家敏 15218358609
人脸识别模块、智慧安检解决方案、

虚拟客服机器人、信创产品等

A02-03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杨 蕊 18610102610 工业交换机、控制器

A04-05 艾弗世（苏州）专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王玉婷 15062413922 扇门及专业模块

A06-07 苏州雷格特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闫 琪 18015567125 AFC 专用设备、专用模块

A08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吕 飞 15810686514 工业交换机、服务器

A09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唐雄红 15859297375
锂电系统、UPS、模块化数据中心解

决方案、智能轨交综合解决方案等

B01 深圳市杰星通科技有限公司 刘来友 13925290550 工控机，工控主板

B02 盛华金卡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陈燕嫦 13714634355 地铁票卡

B03 深圳市嘉昱机电有限公司 陈早生 13684985270 扇门机芯模块、伺服闸机驱动器

B04 南通大通电气有限公司 羌卫国 13901485681 防水线槽

B05 日本高见泽电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陈 雷 18621125615 硬币模块和纸币模块

B06 深圳市盛博科技嵌入式计算机有限公司 刘彦钗 13816124197 工控机

B07 深圳市普希科技有限公司 马 鑫 13510447386 智能客服机器人  智能票务机器人

B08 上海海斯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吴敦谱 13381506980 交换机

B09 重庆金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严 欢 15826083094 读写器和软件展示

B10 日本金钱机械株式会社 郑子良 15000144410 纸币 / 硬币模块，空气净化设备

B11 深圳市锐宝智联信息有限公司 刘富刚 13590252395 无风扇工业计算机

B12-13 研祥集团 沈思露 13867473514 低功耗无风扇嵌入式整机

B14-15 益逻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刘智鹏 13817356540 触控显示器

B16 南京道尔斯特电气有限公司 李方野 15996212288 电源缓冲模块

B17 深圳市德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邹 衍 13691761276 读卡器终端

B18 北京微光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刘 通 18910502626 人脸识别一体机、扫码设备等

B19 瑞斯康达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易继伟 15810863803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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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位 企业名称 联系人 电  话 展示产品

B20 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周学海 15001123254 数据库

B21 上海博瀛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王 清 13701620243 工业交换机等

B22 江苏精一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任锦云 13338823555 AFC 线槽、配电箱等

C01 MA International GmbH 张佳榕 13764633254 剪式门机芯、摆门机芯

C02 北京意诚信通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李 平 13311330026
地铁票卡，光学成像数卡器，机械式

数卡器，手持式数卡器

C03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韩书培 18321660752 触摸显示器、触摸一体机

C04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 高飞驰 15210173965 操作系统

C05 深圳市雄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云龙 13537776200 移动票务终端、读写器等

C06 苏州斯普锐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吕劲楠 18915544559 SuperLead 扫码器

C07 北京华飞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万天宇 13718485051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C08 摩莎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何梓欣 18217111554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C09-10 苏州海森博格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徐卫东 15962288701
电机，电源模块，视觉模块，光幕产

品等等

C11 上海品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刘 建 17701803268 视觉通行闸机

C12 苏州德沃智元系统有限公司 林秀梅 18913182877
码、闸机、人脸识别平板、工控一体机、

扫码枪、指静脉

C13-14 北京变形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王 超 13911581217
多模态智能语音交互模组、智能客服

终端

C15 威力工业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张晓清 13818105870 工业交换机

C16 思必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 思 17090078448
数字人整机、工牌及工牌坞、M12 会

议设备等

C17 CRANE PAYMENT INNOVATIONS 罗志峰 13910442817 纸币 / 硬币处理模块

C18 上海兆越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李淑娴 18521069462 工业交换机

C19 广州麦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毕秋园 13711135109 麦仑智能掌脉识别系统

C20 合肥的卢深视科技有限公司 孙清峰 13911890310 三维人脸识别系统和终端设备

C21 上海励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曹益伟 13817207666 触摸屏显示器，液晶模组

C22 杭州奥博瑞光通信有限公司 林女士 18767606674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C23-24 马格内梯克控制系统 ( 上海 ) 有限公司 吴 月 15618929418 剪式门机芯，拍打门机芯

D01 北京城建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孙 坚 18510071689 AFC 产品、实体机等

D02 数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程晓东 18575511425 工控机

D03 威图电子机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吴 越 13764119913 TS IT 网络机柜

D04 云知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明 15361482134
多模态语音交互模组、智能客服咨询

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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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会单位（企业）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2 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3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5 北京京投亿雅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6 福建神威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

7 高新现代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8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9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10 上海中软华腾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11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2 上海仪电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3 上海垠昀科技有限公司 14 金瑞致达（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6 北京如易行科技有限公司

17 青岛博宁福田智能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8 长春光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9 高明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20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21 广州擎云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22 上海中卡智能卡有限公司

23 北京迪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24 北京锦源汇智科技有限公司

25 永旭（上海）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26 深圳市安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7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8 上海晟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9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 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31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2 广东铭鸿数据有限公司

33 奇安信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34 北京立鼎宏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5 北京中科知创电器有限公司 36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37 统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38 广州德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9 深圳市南方银通科技有限公司 40 罕保（上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41 上海嘉成轨道交通安全保障系统股份公司 42 北京贝能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3 上海地铁咨询监理科技有限公司 44 广州特控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45 江苏汉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6 北京智尚捷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7 上海中铁通信信号测试有限公司 48 上海久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49 中科艾特苏州机器人有限公司 50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 众合智行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52 深圳市光鉴科技有限公司

53 厦门美科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 广州擎云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55 上海恒岳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56 北京京投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7 上海复微迅捷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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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业主）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2 南宁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3 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4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5 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6 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7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 8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9 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10 昆明地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1 厦门轨道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 12 昆明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13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数字运营事业部 14 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15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线网调度分公司 16 深圳市深圳通有限公司

17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中心 18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19 苏州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20 青岛地铁集团运营有限公司

21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一分公司 22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3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4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25 浙江海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6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27 郑州中建深铁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28 重庆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9 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30 徐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31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32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3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34 绍兴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35 天津三号线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 36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37 天津轨道交通线网管理有限公司 38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39 东莞市轨道 1 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0 佛山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部

41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43 无锡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44 常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45 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46 杭州杭港地铁有限公司

参会单位（设计院等）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2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3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4 中铁二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7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电化电信院

9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11 青岛地铁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2 山东轨道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13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14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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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 专委会出席会议领导名单

序  号 姓  名 职  务 

1 杜 潜 理事长

2 陈凤敏 名誉理事长

3 张兆俊 副理事长

4 杨承东 副理事长

5 郭晓栋 副理事长

6 韦 强 副理事长

7 管 宏 副理事长

8 陆 斌 副理事长

9 解永生 副理事长

10 王建强 副理事长

11 周世爽 专家副组长

12 陈小海 专家副组长

13 廖东玲 监 事

14 马怀清  创新技术组组长

15 郑志涛 秘书长

16 于 爽 副秘书长

17 李宇轩 副秘书长

18 夏 芸 副秘书长

19 吴 婷 副秘书长

20 李海博 副秘书长

21 李 师 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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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会抽奖奖品

三个奖项，A 奖为一等奖、F 奖为二等奖、C 奖为三等奖，均为组委会提供。

A 奖（1 名）：华为 MateBook E Go 2023 款 WiFi ；

F 奖（2 名）：华为 MatePad SE 10.4 英寸 WIFI；

C 奖（5 名）：罗技 MX Master 2s 无线蓝牙鼠标。

扫一扫，关注 AFC 专委会信息       扫一扫，不漏 AFC 相关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