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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定位



ODM

●与芯片原厂建立紧密联系：
（1）第一时间得到芯片原厂最细、最全资料和技术支持。
（2）最早了解芯片原厂产品计划，在芯片小规模应用时就切入。
（3）最早了解芯片原厂订单计划，提前备好芯片。
（4）缺货时优先分到芯片。
●技术团队：
（1）拥有底层软件工程师、应用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售前售后工程师，可以解决       
从售前到研发、售后一条龙技术支持。
（2）开发人员大多数是本科以上。
●外包：
（1）低端开发、UI设计、开模外发给专业的公司。
（2）专人跟进、与外包公司紧密合作，保证交期与品质。
●供应链：
（1）强大的供应链提供后盾。
（2）大多数是5年以上合作关系。
（3）每一个新料导入都经过严格测试、小批量试产。
（4）厂家全部OQC测试+我司来料检测，确保品质
●代加工：
（1）严格审厂，所有代加工厂需过ISO90001质量认证
（2）专人跟进生产，保证交期与品质。
（3）要求代工厂严格按我司提供的流程、要求生产。



产品定位与营销

●产品定位：
网络音视频IPC类、WIFI/4G/5G图传、AI产品、开发板、核心板、
方案定制、行车记录、编码器。
●企业策划：
（1）专注网络音视频、无线传输产品。
（2）专注技术研发，为客户提供整套产品和解决方案。
（3）为客户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产品，让生活更智能。
●市场营销：
（1）应用场合：
普通安防监控：重点是低照度、宽动态、高像素、高帧率、大范围。
无线摄像机：WIFI、4G、5G。
户外摄像机：低功耗、快速启动、远程唤醒。
智能摄像机：
编码器：输入---CVBS/AHD/VGA/HDMI；输出---CVBS/VGA/HDMI
（2）客户类型：安防厂家、音视频产品商、WIFI/4G/5G无线传输产品商、安防工程
商、监控项目采购、公检法特定应用。
（3）重点领域：智慧停车、智慧工地、智慧交通、智慧园区、远程教育、户外监控



产品宣传推广

●宣传推广：
（1）公司网站窗口：http://www.icamvision.com/



产品-宣传推广

●宣传推广：
（2）淘宝店铺https://shop107432957.taobao.com/index.htm?spm=2013.1.w5002-
17450963860.2.79ef468caDmRkt



产品宣传推广

●宣传推广：
（3）推广平台：一牛网
Sigmastar方案：http://bbs.16rd.com/mall_list-2-81-0-0-0-1.html



产品宣传推广

●宣传推广：
（3）推广平台：一牛网
海思方案：http://bbs.16rd.com/mall_list-2-21-0-0-0-1.html



产品定位



海思方案
芯片平台



Sigmastar方案
芯片平台



核心板介绍

●海思3516EV300/SigmastarSSC333/335/337DE/336Q/336Q全功能邮票孔核心板：
（1）单核A7处理器，集成1个FPU处理单元和Neon加速，主频900MHz。
（2）脚位兼容6款主控平台，方便替换，应对缺货，换平台不需重新画板。
（3）所有接口全部引出，方便多种应用。
（4）200万--4K像素，1路、双路、带AI齐全。
（5）支持低功耗、快速启动。
（6）支持双向语音对讲。
（7）支持ONVIF2.4、GB28181协议。
（8）支持手机监看。
（9）支持4G全网通：联通/移动/电信，5模或者7模。
（10）支持WIFI：热点和STA模式。
（11）支持GPS、北斗定位。
（12）尺寸： 26mm(长)x24mm(宽)x5mm(高) ，方便做小型化产品。
（13）支持二次开发



核心板介绍

●海思3516DV300全功能核心板：
（1）双核A7处理器，集成1个FPU处理单元和
     Neon加速，主频900MHz。
（2）集成第四代ISP，支持WDR、多级降噪、
     六轴防抖及多种图像增强和矫正算法。
（3）支持Linux和华为LiteOS系统。
（4）集成DSP ，1T算力，支持多种智能算法应用。
（5）支持2路Sensor输入。
（6）最大支持1600万编码，最高支持400万/30帧、
     1080P/60帧H.264/H.265编码。
（7）支持双向语音对讲。
（8）支持ONVIF2.4、GB28181协议。
（9）支持HDMI、LCD屏输出
（10）支持手机监看。
（11）支持低功耗快速启动。
（10）支持4G全网通：5模或者7模。
（12）支持WIFI：热点和STA模式。
（13）尺寸：56mm(长)x52mm(宽)x7mm(高)。
（14）支持二次开发。



核心板介绍

●海思3519AV100全功能核心板：
（1）双核A53处理器，集成1个FPU处理单元和
Neon加速，主频900MHz。
（2）集成第四代ISP，支持WDR、多级降噪、
    六轴防抖及多种图像增强和矫正算法。
（3）支持Linux和华为LiteOS系统。
（4）集成DSP ，2T算力，支持多种智能算法应用。
（5）支持5路Sensor输入。
（6）最大支持6400万编码，最高支持1600万/30帧、
     4K万/60帧H.264/H.265编码。
（7）支持双向语音对讲。
（8）支持ONVIF2.4标准协议，可对接海康、大华、
     美电贝尔、雄迈等NVR。
（9）支持GB28181协议。
（10）支持手机监看。
（11）支持低功耗快速启动。
（10）支持4G全网通：5模或者7模。
（12）支持WIFI：热点和STA模式。
（13）尺寸： 60mm(长)x54mm(宽)x10mm(高)。
（14）支持二次开发。



开发板/全功能枪机介绍

●海思Hi3516EV300/SigmastarSSC333/335/337DE/336Q/336Q开发板/全功能枪机：
（1）单核A7处理器，集成1个FPU处理单元和Neon加速，主频900MHz。
（2）脚位兼容6款主控平台，方便替换，应对缺货，换平台不需重新画板。
（3）标准枪机结构、所有接口全部引出，方便多种应用。
（4）200万--4K像素，1路、双路、带AI齐全。
（5）支持低功耗、快速启动。
（6）支持双向语音对讲。
（7）支持ONVIF2.4、GB28181协议。
（8）支持手机监看。
（9）支持4G全网通：联通/移动/电信，5模或者7模。
（10）支持WIFI：热点和STA模式。
（11）支持GPS、北斗定位。
（12）支持POE供电，功率13W，符合IEEE802.3af/at标准。
（13）支持二次开发。



开发板/全功能枪机介绍

●海思3516DV300全功能开发板：
（1）双核A7处理器，集成1个FPU处理单元和
Neon加速，主频900MHz。
（2）集成第四代ISP，支持WDR、多级降噪、
六轴防抖及多种图像增强和矫正算法。
（3）支持Linux和华为LiteOS系统。
（4）集成DSP ，1T算力，支持多种智能算法应用。
（5）支持2路Sensor输入。
（6）最大支持1600万编码，最高支持400万/30帧、
1080P/60帧H.264/H.265编码。
（7）支持双向语音对讲。
（8）支持ONVIF2.4、GB28181协议。
（9）支持HDMI、LCD屏输出
（10）支持手机监看。
（11）支持低功耗快速启动。
（10）支持4G全网通：5模或者7模。
（12）支持WIFI：热点和STA模式。
（13）支持二次开发。



开发板/全功能枪机介绍

●海思3519AV100开发板/全功能枪机：
（1）双核A53处理器，集成1个FPU处理单元和
Neon加速，主频900MHz。
（2）集成第四代ISP，支持WDR、多级降噪、
六轴防抖及多种图像增强和矫正算法。
（3）支持Linux和华为LiteOS系统。
（4）集成DSP ，2T算力，支持多种智能算法应用。
（5）支持5路Sensor输入。
（6）最大支持6400万编码，最高支持1600万/30
    帧、4K万/60帧H.264/H.265编码。
（7）支持双向语音对讲。
（8）支持ONVIF2.4、GB28181协议。
（10）支持手机监看。
（11）支持低功耗快速启动。
（10）支持4G全网通：5模或者7模。
（12）支持WIFI：热点和STA模式。
（13）支持二次开发。



开发板提供资料

●关于此主控平台的所有官方资料和本司开发文档

●原厂SDK或者API及或者远程技术支持

●技术手册及使用说明。

●接口定义。

●IO定义。

●核心板原理图pdf。

●核心板丝印图。

●底板原理图源文件、pdf文件(给客户自己做底板、修改底板用)。

●底板PCB源文件(给客户自己做底板、修改底板用)。

●底板生产文件(给客户生产底板用)。

●PC客户端安装包使用说明。

●手机APP安装包及使用说明。

●编译工具。

●示例程序。

●客户自行开发的功能的指导(远程/酌情付费)。

●对应的升级包及串口烧录bin档。



低照度宽动态网络摄像机

●应用场合：
适用于昏暗或者逆光，需要超高清画质、实时监控场合。
●产品特色：
（1）最低照度：彩色0.05Lux@F1.2；黑白0.01Lux@F1.2。
（2）最高分辨率：支持1080P/60帧。
（3）支持标准ONVIF2.4、GB28181协议。
（4）支持双向语音对讲。
（5）支持TF卡存储、支持云存储
（6）网络协议：TCP/IP、UDP、RTP、RTSP、HTTP、DNS、
     DHCP、FTP、NTP、PPPOE、RTMP
（7）外形：模组、枪机、红外枪机、半球可选。



超低照度网络摄像机

●应用场合：
适用于非常昏暗、无光线，需要超高清画质、实时监控场合。
●产品特色：
（1）最低照度：彩色0.01Lux@F1.2；黑白0.001Lux@F1.2。
（2）分辨率：400万/25帧、300万/30帧、1080P/60帧。
（3）支持标准ONVIF2.4、GB28181协议。
（4）支持双向语音对讲。
（5）支持TF卡存储、支持云存储。
（6）网络协议：TCP/IP、UDP、RTP、RTSP、HTTP、DNS、
     DHCP、FTP、NTP、PPPOE、RTMP。
（7）外形：模组、枪机、红外枪机、半球可选。



4K超高清网络摄像机

●应用场合：
适用于大范围、大角度、大视野、4K高清分辨率监看等要求实时监控的场合。
●产品特色：
（1）支持800万编码，最高支持3840x2160/30帧。
（2）支持标准ONVIF2.4、GB28181协议。
（3）支持双向语音对讲。
（4）支持TF卡存储、支持云存储。
（5）网络协议：TCP/IP、UDP、RTP、RTSP、HTTP、DNS、
     DHCP、FTP、NTP、PPPOE、RTMP。
（6）支持千兆网络。
（7）外形：模组、枪机、红外枪机、半球可选。



WIFI摄像机

●应用场合：
适用于需要超高清画质、白天夜间实时监控、不方便布有线网络的场合。
●产品特色：
（1）支持WIFI：热点和STA模式。
（2）WIFI协议：802.11b/g/n、支持WEP、WPA、WPA2加密协议。
（3）最高分辨率：400万/25帧、300万/30帧、1080P/60帧。
（4）支持标准ONVIF2.4、GB28181协议。
（5）支持TF卡存储、支持云存储。
（6）支持快速启动、抓拍、手机远程唤醒：500ms以内。
（7）支持低功耗：待机400uA以内。
（8）外形：模组、枪机、红外枪机、半球可选。



4G摄像机

●应用场合：
适用于需要超高清画质、白天夜间实时监控、不方便布有线网络的户外场合。
●产品特色：
（1）支持4G全网通：移动/联通/电信、5模或者7模。
（2）最高分辨率：400万/25帧、300万/30帧、1080P/60帧。
（3）支持标准ONVIF2.4、GB28181协议。
（4）支持TF卡存储、支持云存储。
（5）支持快速启动、抓拍、手机远程唤醒：500ms以内。
（6）支持低功耗：待机400uA以内。
（7）支持手机远程唤醒。
（8）外形：模组、红外枪机、红外球机可选。



编码器

●应用场合：
适用于远程桌面控制、远程指导、远程仪器操作与监控、直播(新闻发布会/旅游/
婚礼/教学/校园晚会/商务/户外)、航拍、网络电视、远程教学、酒店UDP组播、
IPTV直播、流媒体推送、视频会议等VGA设备需要编码、存储、远程监看的场所。
●产品特色：
（1）兼容VGA、HDMI源,兼容各种分辨率，音视频同步。
（2）最高分辨率：1080P/60帧。
（3）网络协议：TCP/IP、UDP、RTP、RTSP、HTTP、DNS、DHCP、FTP、NTP、RTMP。
（3）支持标准ONVIF2.4、GB28181协议。
（4）支持TF卡存储。
（5）支持VGA、HDMI环出。
（6）支持音频输入、音频输出。
（7）外形：模组、插板式、整机可选。



人脸识别摄像机模组

●应用场合：
适用于逆光、光线强烈的高清监看、实时监控、人脸识别和抓拍、活体检测的场合
●产品特色：
（1）兼容普通IPC功能，支持远程监看。
（2）宽动态sensor，最高分辨率：1080P/30帧。
（3）支持标准ONVIF2.4、GB28181协议。
（4）网络协议：TCP/IP、UDP、RTP、RTSP、HTTP、DNS、DHCP、FTP、NTP、RTMP。
（4）支持TF卡存储、支持云存储。
（5）支持CVBS本地模拟输出。
（6）支持双目活体检测。
（7）针对人脸优化图像，增强人脸识别效果，适应各种环境，增加识别率。
（8）标准USB2.0，支持多种分辨率输出。
（9）识别距离：2米，识别角度：120°



双路高清网络摄像机

●应用场合：
适用于超高清、大范围角度监控、红外与可见光双路监控、热
像仪与可见光双路监控等要求实时监控、双路输出显示的场合。
●产品特色：
（1）最高分辨率：双路400万/30帧、双路1080P/60帧。
（2）支持WIFI：热点和STA模式。
（3）支持标准ONVIF2.4、GB28181协议。
（4）网络协议：TCP/IP、UDP、RTP、RTSP、HTTP、
     DNS、DHCP、FTP、NTP、RTMP。
（5）支持千兆网络、支持TF卡存储、云存储。
（6）无缝拼接，最大角度180°。
（7）输出方式：两路独立、拼接不融合、拼接融合、画中画。



360°全景摄像机模组

●应用场合：
适用于超高清监控、大范围角度监控、360°全方位监看的场合合。
●产品特色：
（1）最大支持4路200万像素，拼接后7680*1080/30帧。
（2）支持WIFI：热点和STA模式。
（3）WIFI协议：802.11b/g/n、WEP、WPA、WPA2加密。
（4）网络协议：TCP/IP、UDP、RTP、RTSP、HTTP、
     DNS、DHCP、FTP、NTP、PPPOE、RTMP。
（5）支持标准ONVIF2.4、GB28181协议。
（6）讲支持TF卡存储、支持云存储。
（7）水平角度：360°(每个110°去掉重合部分)，垂直角度：55°
（8）无缝、融合、无死角、静止及运动物体均不出现裂痕。
（9）最佳距离2-10米。



智能头盔

●应用场合：
工地、楼盘施工、街道绿化、基建、仓库管理、电力等需要佩戴安全帽作业，
需要智能定位、录像、抓拍、远程监看及施工作业综合管理的场所。
●产品特色：
（1）最高分辨率：400万/25帧、300万/30帧、1080P/60帧。
（2）支持4G全网通：移动/联通/电信、5模或者7模。
（3）支持WIFI：热点和STA模式。
（4）WIFI协议：802.11b/g/n、WEP、WPA、WPA2加密。
（5）支持标准ONVIF2.4、GB28181协议。
（6）支持TF卡存储、支持云云存储、对接阿里云、华为好望云。
（7）支持GPS、北斗定位。
（8）支持一键呼叫、一键上传。
（9）支持跌落及碰撞检测、报警。



AI智能摄像机

●应用场合：
适用于需要高清监控、智能分析、危险报警及消息推送
的场合。比如：人员闯入识别报警、形态识别、行为分
析、年龄识别、电动车识别、口罩识别、钓鱼识别、
吊机识别、车票识别、安全帽识别、PCB缺陷检测、钢
材铝材表面检测、水果检测、吸烟检测、不良驾驶行为
检测、跌倒检测、交通标志检测火灾检测等。
●产品特色：
（1）最高分辨率：4K/30帧、1080P/60帧。
（2）支持4G全网通：移动/联通/电信、5模或者7模
（3）支持WIFI：热点和STA模式。
（4）WIFI协议：802.11b/g/n、WEP、WPA、WPA2加密。
（5）网络协议：TCP/IP、UDP、RTP、RTSP、HTTP、
     DNS、DHCP、FTP、NTP、PPPOE、RTMP。
（6）支持标准ONVIF2.4、GB28181协议。
（7）支持图像抓拍、TF卡存储、云存储。
（8）支持手机远程唤醒、快速启动、 500ms以内抓拍。
（9）支持低功耗：400uA以内。
（10）支持危险报警、识别结果推送至手机。



识别人及钓鱼



识别人及统计人流



识别头盔



识别口罩



合作模式

●直接购买现成PCBA模组：

按单价报价、按单生产。

●直接购买现成的整机：

按单价报价、按单生产。

●开发板模式(客户有开发人员，具备一定开发能力)：

前期给客户提供一套开发板、相关资料及技术支持，后续提供核心板或根据客户要

求定制PCBA及软件功能。

●直接委托开发模式(客户没有开发能力)：

前期客户提供明确、详细的功能需求，我司评估后报开发费用，待客户付款后启动

项目开发。后续量产提供PCBA或整机，出货到一定数量返还开发费。

 



深圳创源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Shen Zhen Chuang Yuan Communication.Technology Co.Ltd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