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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剑，修身明理
自 2011 年独立运营，宇视已走过十个年头。站在十年的时间刻度上，

宇视回首来路，多少酸甜苦辣，仍历历在目。宇视总裁张鹏国曾为十年

特辑作序，畅谈十年收获与感悟，本刊摘录如下，与君共忆宇视十年。

工作是修行的场所
宇视刚成立时，我曾和大家分享稻盛和夫的

观点：人生就是一场修行，工作就是修行最好的

场所。今天回想起十年的经历，大家更加深刻理

解并认同这句话。

十年前，一个有着强大ICT背景和学院派基
因的组织开始了懵懂的单飞生活：从单一的中国

市场到全球五大洲，从计算、存储、传输、视频、音

频到射频，从城域网、广域网、局域网再到家庭，

从总包商、集成商、工程商到经销商，从IaaS、
PaaS、DaaS到SaaS，从机房内场景到露天场景，
从繁华都市到县城再到乡村……从没想过，一条

条学习曲线居然如此漫长，Know How的过程居
然如此痛苦。

到今天我们才明白：原来，所有的不适都有

其深刻的管理逻辑――由奢入俭难！十年间，从

最初三年的自大之峰、中间四年的绝望之谷到后面

三年的开悟之坡――我们完整实证了邓宁-克鲁格
效应，更印证了“板凳要坐十年冷”。

“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惧”，这些话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只有从荆棘丛生处活着

走出来才能真正明白，这正是我们在工作中修行

的结果。

知行合一、超越自我

十年修行，道阻且长。

无论是把IPD调整为U-IPD，还是从“以
PMS为管理主轴”调整为“以CRM为管理主轴”；

无论是从国内行业转渠道再赴海外，还是求

索8年都没找到ITS业务的海量产品；

无论是对存储/NVR的认知一再调整，还是
对IPC主线选择的一变再变；

无论是思考再三果断切入商业显示市场，还

是神速打造出热影系列；

无论是一开始对AI/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大
安防/业务软件的傻傻痴迷，还是后来看清楚后的
知行知止；

无论是最初把科学、工程、技术、产品、行业混

为一谈，还是现在的条分缕析进退有度；

无论是一开始迷信CM制造，还是后来坚决
调整为送料加工……

我们惊奇地发现，大的演进路径基本一致：起初是深信祖宗之法不

可变，后来怀疑组织既叶公好龙又刻舟求剑；然后努力发现主要矛盾，

调整完后再去实践，发现还有不少纯粹是空想，再努力抽象新的主要矛

盾，调整后再去实践。这是典型的认知—实践—再认知—再实践—再认

知—再实践……的无尽循环。只要我们还在前进，就没有终极真理，就

需要我们不断去践行“实践论”和“矛盾论”。

过去十年，很多人都带着过往的经验努力拼搏，却错过许多自我革

新的机会。我们都深刻地理解了宗萨的那句话：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

的大脑，走不出自己的观念，到哪里都是囚徒。这是我们最感到遗憾的

地方。

宇视单飞之初，很多人对母体有着极大的依赖，出于恐惧，迟迟不

敢推uniview/unv品牌，但那些抢先推宇视品牌、抢先自建销售团队的
组织受益最多。

宇视从解决方案营销向部件营销转换时，很多组织因为不熟悉渠道

营销的模式，更喜欢呆在舒适区里，但那些抢先布局部件营销业务的团

队，现在发展最稳健。

宇视从单一产品线向多产品线进军时，很多人犹豫并观望，但那些

勇敢跳入未知领域，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新业务规律并尽快匹配技能的团

队和个体，成就感最强。

认知世界的过程中，知和行一直如DNA的双螺旋般反复纠缠。“知
行合一、超越自我”，本质上就是打破自己的舒适区，去除自己的路径依

赖，重塑新的自我，重建新的组织。这条路非常漫长，我们才刚刚上路，

套用一句陈年老梗：路途还远，前面青山无数。

从80分杀到100分的艰难，精进到顶尖水

平的痛苦磨砺，在各行业都无法逃避，怎么办？

很多人习惯于做加法，并不断横向扩张，又进

入一个全新领域？错！这种浅尝辄止，只是为

了减轻当下的焦虑而已。可以看到，很多曾经

非常优秀的同行倒在了做加法的路上，他们倒

下时，依然是扩张姿态，实在令人痛惜。

学会做减法！把最困难的事情克服掉，咬

牙做下来，会有巨大的收益。

在信息投喂的时代，如何辨证地理解决策

的正确和错误？确实值得深思。在信息茧房、知

识大爆炸、认知快速迭代的今天，盲人摸象时刻

都在发生。每个人都只能看到问题的一个侧面、

一个角，甚至只是一个小点。众所周知，研发

和市场常有分歧，总部和一线常有分歧，决策

者和执行者常有分歧，但这些分歧都比较正常。

只有汇总集体的认知，才能拼出事物的全貌，

进而找到主要矛盾，做出正确的决策。

“十年磨一剑，再战仍少年。”十年艰苦历程，

宝剑已然在手，当然还需持续磨砺。再上征程，

能永葆一颗少年心极其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解读最佳：“少年就是少年，他们看春风不喜，

看夏蝉不烦，看秋风不悲，看冬雪不叹，看满

身富贵懒察觉，看不公不允敢面对。只因为他

们是少年”，希望大家能永远拥有一颗少年心，

永不自满、不断进取。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永远

做少年。

谢谢十年有你，谢谢所有的少年郎，谢谢

所有的共同渡过和共同成长。

学会做减法、抓主要矛盾

张鹏国，2021年9月12日于杭州

图 │求知若渴，培训时的振臂高呼
扫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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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机场 - 西南地区国际机场数智升级
打造机场“智慧大脑”，改变传统机场运营模式

机场运行一图呈现，高效决策、安全出行

直观呈现航班、航站楼、停车场等多维数据，智能统计分析，辅助进行相应决策；

通过客流监测、异常行为分析预警、精准寻人等功能，让旅客往来“可视、可控、可管”。

AI 机坪降本增效，提高航班准点率

无限新视界

通过机坪数字化、飞机动线追踪、保障节点识别等业务应用，支持机场运行：预计

航班放行正常率提升3%，航班过站时间减少5分钟，运营费用节省8%。

宇视在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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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 - 国家信息中心共享交换平台
多算法管理系统，赋能国家总平台

多维算法应用能力 智能识别算法能力
支持按需调取全国重点区域视频流，实现人车

管理、轨迹查询等功能，助力平台分析研判。

部署多算法引擎，支持接入不同品牌的算法

并发分析，将智能分析集群化管理赋能平台。

宇视在您身边

 数字出行 - 首都的交通治理密码
以人为本，让城市出行更畅通

 车流密度精准记录，道路情况一手掌握

非现场执法也高效，改善城市违停顽疾

在北京多区创新建设轻电警系统，违停自动检测 +LED屏实时提示，人
性化执法，有效减少道路资源违法占用现象；对接北京市交管局平台，

实现一点布防、全市响应。

宇视部署超 8000 路“丹霞 +三合一补光”应用、违停抓拍、AR高点
等前端设备，7×24 小时精确记录高密度车流，同时减少对驾驶员视觉

及周边民居的白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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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 深圳地铁全方位智变
让市民出行更安全、高效、顺畅

客流情况全掌握，预警、处理更及时

AR 视角看全景，可视管理更有序

构建 AR实景、3D地图等立体化呈现模式，以最接近真实的场景、最
直观的态势呈现、全方位的信息综合，辅助车站工作人员管理决策，

筑牢安全防线。

融合 4K视频和激光采集技术，20余种算法实现客流检测、人员跌倒、
客流受阻等多类行为智能分析，显著提升进站乘车效率的同时，做到

突发事件的“事前预警、事中处理、事后反馈”。

宇视在您身边

城市停车 - 贵阳市智慧停车建设
智能化管理，无人值守也秩序井然

停车过程全记录，无人收费更高效

 少误判，更精准，一览后台心中有数

后台业务系统部署数据清洗组件，数据有效性达 95%-99%，降低运营
成本；收费数据管理平台让管理精细化、数字化，停车经营更加有序。

近千路前端设备部署――4K智能摄像机 AI识别车牌、采集视图，智能
违停球检测路边停车乱象……停车全过程智能记录，收费管理有理有据。

 独特的长帽檐设计使相机环境适应性更强，

即使风雨交加，抓拍效果依然稳定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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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新视界

 防患未“燃”-青海省海南州综合治理
立足青藏高原东门户，智护珍贵森林草原资源

宇视在您身边

智能识别高温热源，
火灾隐患早发现

采用全套双光谱热成像高精度球台，实现主要塔台 5km范
围内全天候监测，融合视频分析、红外监测等技术，快速识

别和定位高温热源，消除森林火灾隐患。

5个县市 32 个林区全域覆盖，林火可视化指挥调度系

统实现各级平台统一管理，形成指挥中心与巡防人员、

扑火人员的实时联动，及时处置火情事件。

业务平台实时联动，
火情事件速处理

无限新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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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视在您身边

平安高校 - 厦门大学
校园安全第一位，智守中国最美大学

兼顾速通与安全，校园进出更有序

杜绝车辆超速违停，校园交通全方位管控

部署近 2000 路高清视频点，校园主干道安装测速、违停摄像机对入校

车辆进行全方位管控，通过行为分析、车辆识别、违停检测等技术，完

善校园安全防范体系并提高整体防控能力。

在校门、宿舍、图书馆等区域部署人行速通门系统，匹配全校近 20 类

人员不同进出权限，实现白名单识别准入、考勤信息实时呈现等功能。

保障民生 - 南方电网智能巡检系统
守护国家“西电东送”工程

可视化联合巡检，省时省力

 7×24 小时可靠保障，管理无忧

以可靠的终端采集设备，日夜保障电站设备的稳定运行。

宇视在从西换流站部署 30 余套云台、200 套球机及 60 余套枪机等多场

景设备，服务日常高效巡检，赋能世界输电容量最大、输电距离最长的

同塔双回直流输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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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服务 -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
宇视医疗AIoT智慧物联的高端实践

安全无死角，院区更安心

海量数据灵活对接，异常报警实时联动

超 10PB视频数据集中存储、300 余块 LCD大屏，无缝对接手术示教
系统、门禁系统、报警系统，异常事件可实时联动报警。

在医院周界、出入口、门诊大楼等重点区域部署 8000 余路高清 IPC，
全方位满足安全保障需求；视频结构化智能分析，实现对惯犯、医闹等

特殊人员的实时管理，人员管控更高效。

宇视在您身边

智慧园区 - 海宁（中国）泛半导体产业园
可视化智能管理，助力中国「智」造

车辆出入不添“堵”，员工速通不“卡顿”

指挥界面一“屏”了然，快速指挥调度管理

园区指挥中心部署宇视洞庭系列 LED大屏，利用多维数据可视界面提
升决策者对于园区情况的掌握度和管理效率。

采用先进车辆捕捉算法，车牌识别率超 99%，大幅提升车辆通行速度，
有效降低园区上下班高峰期的拥堵；园区入口部署宇视人行速通门，无

接触人证核验 0.2 秒即可快速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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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视在您身边 无限新视界

雪山之国 - 尼泊尔平安城市
古城首个平安城市项目，以科技守护 3000 年繁华

覆盖面广，实时掌握城市动态

功能齐全，大幅提升管理效率

支持录像回放、事件回放、智能搜索，兼具入侵检测、人员计数等功能，

管理更全面、更快捷；技术优化减少带宽，使传输体验更流畅。

上千台 IPC覆盖尼泊尔3个省（包括首都加德满都），涉及政府、主城区、
工业区、旅游区等多维场景，实时掌握城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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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零售 - 波兰规模商超连锁 Żabka
卓越而全面的零售解决方案，守护波兰最大连锁超市 

智守百万顾客，优化购物体验

功能全面多样，提效商超管理

旗下商店配备多台智能网络摄像机，兼具宽动态、人员计数、智能检测

和自动缩放等功能，帮助管理者省心管理、高效决策。

覆盖波兰 Żabka的350家店铺，提升数百万顾客消费体验，快速购物、

享受便捷服务。

宇视在您身边

疫情防控 - 印度智慧国际机场
大规模人员流动考验，坚守安全管理本质

智能测温加持，遏制感染风险

大规模安全部署，24 小时边界防护

高倍率 PTZ和多台高清 IPC实现机场全覆盖，从人防到机防，提高综合
管理效率；多盘位存储设备，冗余存储，多重保障数据安全，让运营更安心。

智能识别门禁终端搭配测温模块，配以手持式热像仪，强化高客流量机场

科学防疫措施，降低公共场所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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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出行 - 哥伦比亚首都 波哥大轻轨项目
智慧化赋能城市核心交通线日常运营

一体化管理，复杂情况高效处理

交通要道，安全畅行

方案覆盖轻轨沿线 17 个车站，连接波哥大市及多个城镇，保障城市

核心交通线路的安全畅行。

提供近 500 个 IPC，及 NVR、一体机等全套解决方案，智慧化管理
人流量、盗窃等复杂情况，让乘客享受安全出行。

宇视在您身边

4

智慧园区 - 韩国三星智慧工厂
全域可视，助力园区数字化转型

面积大、区域多，一览全局轻松管理

 园区周界智能防范，风险止于围墙之外

远距离 PoE供电破解布线难题，方案支持越界检测等，防范区域入侵，
为园区周界安全提供多重保障。

全套高清 IPC服务整个园区多重场景，日夜守护工厂产线、封装区及
办公区等核心区域，让管理更加便捷、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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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宇视

营销业绩
2021 年，宇视营收60.7亿元，同比增长15.1%
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坚持稳中有进的发展基调，深入挖掘市场潜力

各项业务稳健增长，公司经营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市场地位
中国市场第三 稳居           集团第一
全球视频安防市场 TOP4

中国市场份额方面
网络摄像机（Network Security Cameras）第三
后端设备（Encoder, Recorders, and VMS）第三
基于 Linux系统的箱体式存储设备（NVR/DVR，及混合

式箱体存储设备）第三
 服务器和存储超融合设备（Servers, Storage and HCI）第四
 视频分析软件市场（Standalone Video Analytics Software）第三

专利申请总数 3000+，平均每天新增 1件发明专利申请
发明专利授权率 90%
研发投入占公司营收 10%左右 
研发技术人员占比约 50%
高价值发明专利量行业第一 来源：2021 年浙江省企业创造力百强企业榜单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2021  

TOP12  

TOP 8 
TOP7  TOP6   

TOP4

中国市场
第三

全球市场
TOP4

专利申请
3000+

研发人员占比
50%

发明授权率
90%

数读宇视

数据来源：Omdia

DATA OF UNIVIEW

国家荣誉
在相约北京冬奥测试赛和冬奥会比赛保障期间，贵公司相关人员展现出来极

强的责任心，7×24 小时在岗，进行保障和巡检。有着过硬的技术水平，通

过巡检将可能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掉，进而使各个平台运行稳定。系统应急

方面，贵公司积极响应、通力配合，及时增补设备解决平台突发的瓶颈问题。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市某局感谢信 -2022.03

贵单位讲政治、顾大局，不计得失，担当奉献，选派精锐力量，调动优势资源，

全力保障支持张家口赛区工作，为冬奥盛会的成功举办加油助力、增光添彩。 
――冬奥会城市运行和环境建设管理指挥部 -2022.03

若以中国安防江湖近四十年的“血雨腥风”来看，起跑晚了三十年的宇视科

技，用十年的借势快跑，从单飞到自强，从成长到超越，开创了属于自己的

革新之路，实属不易。

―― CPS中安网 -2021.12

传媒评论

宇视科技跑赢与英特尔公司的商标“争夺战”是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完善和

实施效果明显的体现，为其他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切实可借鉴的标杆

示范。

 ―― 杭州滨江市场监管 -2020.09

政府评论

宇视国际化进程很好的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三气精神”，即志存高

远、敢于开拓新市场的志气，自强不息、勇于自主创新的骨气，笃行精进、

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底气。而宇视这种工业党的“三气精神”正是开拓新丝绸

之路所需要的底色！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021.12

学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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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视大事记

独立运营

3 亿
2011

自研机芯

 全面超越日系

5.6 亿
2012

提出『精工之路』

比肩德国制造

8.3 亿
2013

稳居中国市场

第三位

11.4 亿
2014

推出全数据智慧

监控架构，开启

智能分析新时代

15.7 亿
2015

宇视历程

10 年
已交付的
国家和地区

200+
营业收入

20倍

全球 Top12

全球Top8
全球Top7

宇视历程

2016 AI会战：
芯片、算法、

架构、产品

全面突破

20.6 亿
新千方 新宇视
股票代码

(002373)

31 亿
2017

《大国重器》：

10万人海25分钟

找回走失老人

40.7 亿
2018

发布五大场景

AIoT联合解决
方案

49.4 亿
2019

宇视战疫：8 大

系列非接触式测

温仪 +11 大防疫
解决方案

52.7 亿
2020

·市政府质量奖
·创新组织变革，
渠道下沉 330 余个

地市和区县

60.7 亿
2021

全球Top6

全球Top4 全球Top4

Omdia（原 IHS Markit）. 2021 全球智能视频

监控信息服务报告（VSAIS 2021），2022-06

全球排名

每年营收

全球Top4 全球To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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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布局

高速公路
330+

智慧城市
470+

大型企业
500+

智慧交通项目
480+ 城市

43个 180+
地铁线路

平安工程
930+

机场
80+

平安高校
700+

三甲医院
240+

地标性商业
综合体建筑

300+

仅在华北地区，宇视服务

70%河北高速公路项目
实现北京大七环视频管理

系统覆盖

85%双一流高校，
90%教育部直属高校

覆盖87%的千万级客流机场

宇视 AIoT 场景化解决方案
服务于全国各行各业

宇视市场

安全无小事，监控用宇视
携手合作伙伴守护广袤国土的每一个角落

深耕渠道
广泛布局城市代表，在全国 330 余个地市和区县

开辟市场下沉的新赛道

工程商合作伙伴
10,000+

区域维修及配件中心

23+

品牌下沉

市场覆盖区县、乡镇、村、家庭

看家护院，看守商铺、鱼塘、田地

产品经济实惠、简约耐用、易安装易维修

一级经销商
400+

「北美」
     美国

「北美」
   墨西哥

「南美」
哥伦比亚

「南美」
   阿根廷

「欧洲」
     荷兰

「欧洲」
   西班牙

「欧洲」
     法国

「欧洲」
   匈牙利

「欧洲」
   意大利

「欧亚」
   土耳其

「非洲」
     埃及

   「亚洲」
 沙特阿拉伯

「亚洲」
   阿联酋

「欧洲」
   俄罗斯

「亚太地区」
         印度

「亚太地区」
     香港

「 澳 洲 」            
澳大利亚

「亚太地区」
         泰国

「亚太地区」
         越南

「亚太地区」
         印尼

「亚太地区」
         日本

「亚太地区」
         韩国

「南美」
     南非

已落地国际分公司

未落地国际分公司

向国际成熟的消费群体提供品质产品方案

2014 2016 2021

开启全球市场 国际业务销售额实现300%
的增长，覆盖105个国家和
地区，再造了一个2011年
的宇视

设立14家国际分公司，覆盖
200+个国家和地区
实施非接触式营销，支援全
球战疫。累计部署高端项目
3200余个，连续五年复合
年增长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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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 - 桐乡『全球智能制造基地』
高效交付 · 柔性智造·可靠质量 · 安心物流

全球视野 品质放心
多国质量认证

务实创新 - 品质认证

·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全流程优先级动态一致

·便捷高效的订单交付系统与体系

·具备业界先进的质量追溯和防呆系统

·独创 CCA（凡事有清单、凡事有检查、凡事有防呆）

   管控体系

柔性智造

安心物流

·自建全球智能制造基地，年产能超 1000 万台

·独有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实现柔性制造

·被日本客户誉为“高度精益化工厂”

·智能化仓储管理

·国内、国际区域物流中心

·业界优质物流配送服务

高效交付

可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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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视产品族谱图

数
智
化
平
台
服
务

物
联
化
基
础
设
施

务实创新 - 产品全家福

宇视聚焦 AloT，探索“ABCI”技术的前沿及落地。全景化业务呈现、
数智化平台服务、物联化基础设施三个层次，通过开放服务接口，实现

架构级融合并支持合作伙伴进行业务增值开发。

哥哥

全
景
化
业
务
呈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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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布局 两院六所
在智慧物联领域，宇视科技“两院六所”的研发布局逐步
完善，形成宇视研究院、北京研究院及杭州、深圳、济南、
西安、天津、武汉研究所的全国研发力量聚集。

西安研究所

武汉研究所

每年研发投入占营收10%左右 研发技术人员占比约50%

10% 50%

务实创新

为客户创造价值是一切创新的出发

点，用创新从源头直接、简单、根

本地解决问题，让商业遵循成本、

效率、价值。

成就客户

务实创新 - 研发力量

不造新名词、不炒概念，正确认知

并把握从新技术到新产品到新解决

方案的产业链规律。

尊重规则
达成共识后强大的执行力，是宇视

组织的辨识度。通过创新牵引组织

各部门变革，通过创新引领行业。

制度落地

北京研究院

天津研究所

济南研究所

杭州研究所 宇视研究院 

深圳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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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专利组合
专利质量、人均行业标杆，授权率超 90%

务实创新 - 宇视专利

专利申请总数 3000+
0 1750 3500

发明专利占比超 80%
0% 50% 100%

平均每天新增 1件发明专利申请
0 1 2

ZL201310426244.1
ZL2012100306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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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
视图数据中心一体机

『秦岭』
超融合视图云存储

『长白』
终端智能分析单元

『山海』
高精度球形转台

『函谷』
AI 摄像机家族

AIoT - 人工智能规模应用方案

务实创新 -AIoT“山关湖”序列产品 

『天目』
智能交通领域 AI 相机

『丹霞』
智能交通抓拍单元

『武夷』
雷视融合一体机

『泰山』
通用云存储

『燕山』
视频安全系统

『天山』
深度智能 NVR

『人工智能的数学题过去，工程题开始』

宇视 AIoT人工智能“山关湖”序列产品，覆盖前后端形成 AIoT整体解决方案，在实践中攻克
工程化、场景化两道难题，将中国的人工智能普惠化规模部署带到世界前列，并深入社会各个场景。

『剑门』
激光客流机

『雁门』
智慧安检

『蓬莱』
分布式拼控及 KVM 坐席管理系统

『莫干』
DataU 可视化方案

『天池』
LCD 拼接屏

『西湖』
小间距 LED 显示屏

『洞庭』
小间距 LED 显示屏

『潼关』
智能门禁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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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战疫方案
抗击新冠肺炎

（COVID-19）

23
省市

1/4
产能

10000+
项目

桐乡智能制造基地
专产防疫防控设备

健康码对接 中国 300+
城市部署

智能门禁测温
一体机系列

智能测温速通门

全自动热成像
测温筛查系统

合作共赢 - 全球战疫     

移动智能
测温终端

智能门磁 智能门禁测温一体机
系列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宇视组织产品会战，代号“宇视战

疫”，向社会提供技术先进、价格稳定的防疫防控高技术装备；同时

也支持海外抗疫，迅速支援日韩、欧洲等国际市场，赢得了国际赞誉。

宇视持续推出智能测温、电子哨兵、精准流调、居家隔离等系列方案。

7×24
全球服务

多功能智能防疫设备，体温、

健康码、核酸结果、疫苗接种

等信息一扫即得，发现异常

及时预警，实现防疫数字化、

信息化管理。

以VDS视频数据服务一体机

为核心，具备视频调度、智能

分析和大数据计算能力，提

供一键式交互界面，可在1小

时内辅助实现精准流调。

管理软件配合热影测温设

备，实现出入口数字化、安

全化、可视化管理，助力精

准、科学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智能门磁配合警戒球机，自

动获悉隔离门开闭状态，数

据上传宇视云平台，同步传

输到客户端告警，为防疫管

理工作减负。

电子哨兵方案 精准流调方案

智能测温方案 居家隔离方案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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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 - 全球战疫

La Provence

27 28

uniview

uniview
Dato Paimuzi bin 

yahya

CNN

宇视战疫
使馆感谢

示赞赏

宇视智能识别测温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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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视服务

感知 -全业务全流程作业环节数据化
处理 -各服务业务 IT系统
智能 -可视服务 DI系统

流程IT化、数据智能化
全球 9000+宇视认证技术工程师
7×24 小时全球服务热线

遍布全球的备件和维修中心

触达全球的服务网络

7 大领域智慧物联技术认证，教育部

AIoT-1+X评价认证
6大版块专业服务产品，最大化增值

合作生态

知识赋能、服务增值
宇视90+人具有国际PMP证书，
全面推行工程师宇视 PMP认证
1700+重大项目的成功交付经验，
五星级售后服务认证和信息技术

服务管理体系证书

全面践行PM方法论

服务理念『专业安心，合作共赢』

合作共赢 - 专业安心的服务

宇视服务团队 7×24小时在线，全程支持守护北京冬奥会，保障各平台稳定运行。
助力冬奥

宇视以成熟的项目管理体系与流程，成功交付 1700+ 重大项目和活动，赋能合作共赢。
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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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S (IP Multimedia Operation System）』是AloT大型操作系统，
支撑宇视所有行业方案后端产品的基础平台，融合业软、存储、智能、安全

和unisee开发接口的核心平台，并利用Al与大数据处理技术的优势服务
各大场景。

软件核心代码
超1200万行

多媒体数据容量
2EB级别

300万路
摄像机的管理

10万路
并发业务量支撑

1000亿张
图片储存

大数据处理能力达
1万亿

全国接入视频总数
超4800万路

1300余项
授权专利

2006

2008

2010

2013

IMOS 3.0 版本

开放平台 SDK

IMOS 1.0 版本，首创城域

lP监控管理平台，块直存，

全交换架构，迅速服务众多

平安城市项目

IMOS4.0版本 

GB28181，智能应用
IMOS2.0版本 

PB级存储管理

IMOS系统发展历程

合作共赢 - 融合开放 -IMOS 操作系统

2014   

IMOS 5.0 版本，百亿级

大数据，解决行业海量信

息存储和智能信息挖掘

2018   

2019
IMOS 8.0 版本，新增 4 大类

10 小类共 282 项特性，实现各

方面性能提升与微创新的同时，

提供更多业务功能

2021   

2021年，IMOS 10.0版本，更开放、

更解耦，赋予广大SaaS合作伙伴

更多的可能性 ；更集约、更轻量，

单台超融合设备提供原有设备集

群的海量视图数据解析能力

unisee (uniview solution enabling engineering) 宇视解决方案赋能
工程，是宇视基于IMOS系统，提供开发培训认证、专业技术支持、产品
资源池等一整套服务的生态链工程。

              宇视合作伙伴赋能工程是宇视对外合作计划的名称，截至2021年底已有1800

余家合作伙伴。unisee合作伙伴计划，基于宇视IMOS平台，推动各领域优秀厂商深入

合作，形成丰富、融合的解决方案，满足客户广泛、专业的需求。

所有支持IMOS的厂商一旦被认证为unisee合作伙伴，都可以在其软件界面或硬件产品

外观上使用                 商标。

2016
IMOS6.0版本，首创视图混合

云储存，千亿级别大数据

IMOS 7.0版 本， 全 面

支 持SMV架 构， 支 持

万 亿 级 大 数 据 架 构，

支持视图库、安全图标

与unisee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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