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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度过了上市8年来最不平凡的 　　借助在武汉举行的第十九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我们进

一年。2018年，我们经历了十年一遇的经济低谷，公司业 一步巩固了公司在智慧医院建设服务领域的第一品牌地位。

绩和股价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面对严峻的挑战，我们坚 在保持医院数字化手术室、医院智能化、医院能源管理、医

持聚焦智慧医疗建设运营服务的发展战略，将“技术+金 院信息化多个专项市场和技术领先的基础上，形成了绝对领

融”的发展模式调整到“技术+服务”的发展模式。 先的智慧医院整体解决方案的市场竞争优势。同时我们还提

前实现了淮南大数据平台建设的最终验收，建立了基于居民

　　基于设立在公司的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我们继续 健康档案最完整深入的市级医疗大数据互联互通平台，为下

加强物联网、大数据领域的技术研发。完成了数字孪生医 一步市级医疗大数据运营服务奠定了基础。

院物联网集成平台的研发，完成了边缘计算控制产品研

发，以及系列AI智能终端产品的研发；在保持数字化手术 　　我们多年磨练出来的并购管理能力得以印证，在三年

室和手术麻醉系统产品优势的基础上，率先研发了手术室 业绩承诺完成后，继续保持了江苏久信医疗公司手术室业

智慧管理平台；从而具备了基于自主产品的智慧医院完整 务的平稳发展及其临床信息化业务的连续高速增长，创造

解决方案。在内生创新发展的同时，我们全资收购了几位 了并购发展的成功佳绩。

医学院教授创业的成都聚雅医信科技公司，拥有了完整的

区域医疗信息化平台研发团队和先进的平台产品，拥有了 　　在传统的智慧建筑市场，借助达实大厦和雄安市民服

城市医疗大数据平台建设的核心解决方案。 务中心两个高端绿色智慧建筑案例，我们找到了服务终端

致股东及合作伙伴的
一封家书

用户的智慧建筑创新发展方向；在智慧交通市场还获得了 来的。未来10年是中华民族再创辉煌的核心十年，我们有

几年来最高的签约和中标业绩！ 幸生逢此时，当以“发展自我、报效祖国”为大任。我们

将继续坚持“让医疗更智慧、生命更健康”的企业发展愿

　　在资本市场上，我们争取到了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信任 景，坚持聚焦智慧医疗建设运营服务的发展战略，继续加

和支持，赶在最后一个工作日公证了我们与深圳市投控资 大内生和外延并购的技术创新，继续加强品牌和市场推广

本的合同书，引入国资战略股东，不仅彻底化解了公司的 的力度，同时也加强员工中长期的激励计划。

资本市场金融风险，而且还为我们增强了在粤港澳大湾区

市场的竞争力！ 　　新的一年，面对资本市场持续下行，面对投资者的不

解和抱怨，我们要做到与投资者心与心真诚相连，传递出

　　2018年在全体员工的顽强拼搏下，在股东和合作伙 对达实未来发展的信心！只要我们持续努力，我相信就一

伴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完成了25.3亿元的营业收入，与上 定能够赢得投资者，与我们形成命运共同体，一起收获投

一年度基本持平；完成2.2亿元的净利润，主要由于金融 资收益，拥有幸福生活！

坏账计提的原因较上一年度下降30%；全年完成签约及中

标订单41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30.6%，为新的一年打 　　两个月前我们已搬入自己的200米高绿色智慧大厦，

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新的高度、新的时期，让我们用智慧和奋斗成就客户的卓

越和梦想，共同拥有幸福的生活！

　　2019年是我们充满信心的一年，这一信心不仅来自

于去年的41亿订单，更是来自于我们找到了公司发展的 　　我已正式推出个人公众号，希望借此能够和大家实现

“心”动力！ 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更好的倾听大家的声音，共同建立心

与心的链接。欢迎关注！

　　我把创业初期的5年称之为1.0的发展时期，主要是靠

四肢为生存而奋斗，以“达实”二字解释，就是老实诚实

的到处求发展；接着的18年是我们的2.0发展时期，主要

是靠用脑来思考发展战略，以“达实”二字解释，“达则

兼善天下，实则恒心如一”，就是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

创造价值与大家分享！

　　去年底的困难中，孕育了我们3.0发展的新时期，即

不仅在战术上靠“四肢”的勤奋，战略上靠用“脑”的智

慧，还要在商业哲学上靠用“心”的发展。以“达实”二

字解释，“达则兼善天下”，不仅是为了创造价值与客户

分享，更是为了成就他人事业成功和生活幸福！“实则恒

心如一”，不仅是要艰苦奋斗，更是要将客户装在心里，

永远依道而行！达实3.0“心”发展时期的开始，让我们

能够建立商业哲学信仰，直接抵达并用心服务最终使用

者，从而赢得客户，进而点燃我们员工的激情，释放出心

中无尽力量！

　　2019年注定还是经济形势不确定、充满挑战的一

年，很多企业忧心忡忡，但杰出的企业都是逆市中发展起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磅

  达实刘磅 个人公众号



2018年，国内经济经受了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冲击，公司经营

承受了较大的压力。公司持续强化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加强主业聚

焦 ， 订 单 （ 签 约 及 中 标 待 签 约 ） 金 额 为 41亿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30.6%，为2019年的收入和利润增长奠定了基础。

主要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构成— 分行业—

智慧医疗

智慧交通 占比

智慧建筑及节能 占比

8.57

12.81亿

37.08
占比

9.37亿

0.92亿

2.16亿其他

50.70

收入

◎营业收入构成— 分地区—

地区收入

华南地区占比

26.55

华东地区占比

30.74

西南地区占比

19.84

华北地区占比

9.95

其他地区占比

12.92

2.51亿

7.76亿

6.71亿

3.25亿 5.01亿

◎营业收入 ◎签约及中标金额

25.27亿

2018年

31.4亿

2017年

41亿

2018年

增长率

30.6

2018年

409,739.17

252,741.53

21,676.98

-19,097.50

0.1137

6.74%

2018年末

676,500.09

320,681.25

2017年

313,754.69

257,248.77

31,182.58

21,012.73

0.1635

10.58%

2017年末

545,725.53

309,733.32

30.59%

-1.75%

-30.48%

-190.89%

-30.46%

-3.84%

23.96%

3.53%

营业收入（ 元）万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元）万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万

本年比上年
增减(%)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净利润下降，不是由主营业务下降或成本上升导致，而是资本上计提坏账准备、资金上为防范金融风险、

增加贷款利息、研发上增加投入等因素所致。

应收款的增加和现金流的减少主要是受客观经济环境影响，收款进度较往年滞后，同时智慧医院整体解决

方案业务市场回款周期较长所致。

※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签约及中标（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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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及产品创新

达实智能自主研发的IndasIBMS智能建筑管

理系统，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将不同功能的建筑智能化子系统及相

关设备进行综合管控，打通信息共享渠道，实

现建筑人工环境舒适性调节、机电设备节能优

化控制、物业运维管理决策辅助等应用，可用

于智慧医疗、智慧建筑和智慧交通领域。

2018年，公司将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平台

IndasIBMS V4.2与全新研制的边缘控制器深

度融合，通过达实IoT解决方案实现建筑末端

设备的本地化实时管控，利用室内定位、语音

控制等创新技术实现设备智能控制，基于平台

控制策略实现系统节能与管理节能，以满足建

筑管理对实时控制、数据融合、业务智能、体

验升级等方面的关键需求。

AI+物联网产品创新

达实智能建筑管理系统
IndasIBMS V4.2

IBMS平台产品

达实dasIoT边缘控制器

达实一直致力于“云+边缘+端”协同计算技术在城市

物联网中的研究及产业化应用，并拥有《一种采用

“云+边缘+端”系统计算体系的人体行为监控与管理

系统》等专利技术。

边缘计算控制器是达实智能面向智慧建筑、智慧交

通、智慧医院等领域打造的物联网系列产品之一。利

用边缘控制器作为本地节点快速响应本地事件，实现

协议统一，南北向数据协同，计算算法，数据安全，

数据卸载，数据清洗，事件应急处理等功能，使云中

心的业务能力下放到网络边缘，离用户更近，满足不

同阶段的数据承载需求，极大程度的缩短网络时延，

提高数据处理效率，从而解决云中心难以满足的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重度应用爆发的关键需求。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探索，在边缘计算及协议转换功能

基础上，2018年，达实再次推出了搭载动态车位管

理和能耗分析AI人工智能算法的“基于边缘控制器的

物联网解决方案”。采用边缘控制技术的达实大厦、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杭州淘宝城三期已投入使用。

边缘控制器

为全方位满足用户需求，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基于AI+物联网产品创新、

AI+大数据产品创新，积极增加自主研发技术及产品在解决方案中的占比，以提

升解决方案的差异性及盈利能力。

自主创新，驱动成长

2018年，公司立足智能物联与智慧医疗，持续加大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投入，取

得5项发明专利证书、17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21项软件著作权，新申请40项

专利（其中发明21项、实用新型18项、外观1项），研发实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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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及产品创新

2018年，达实在原有数字化手术室及手麻系统的产品优势基础上，正式推出手术室智慧管理平台，通过整合各

类手术室医疗资源和加强手术室业务流程管理，全面提升围手术期的医疗安全、医疗质量和整体效益，完善了

公司智慧手术部整体解决方案产品线。

手术室智慧管理平台分为数字化手术室、手术信息管理、麻醉信息管理、科室运营管理、决策支持管理五大功

能模块，可与医院各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并采集各类医疗设备数据，实现多角度、多维度的患者诊疗信息的集

中展示与数据分析，辅助医护人员进行诊疗决策。

同时，达实将在物联网技术方面的深厚积累引入手术室资源管理流程方面，对手术室医疗设备、高值耗材、毒

麻药品等物资使用情况进行全程管控，并可随时追溯使用情况，实现手术室的资源管理可视化；以服务临床业

务为核心，通过智能排班、三级核查、手术室实时监控等功能，提升临床业务的安全性，提高了手术室的周转

率与工作效率，实现手术室的业务管理信息化。管理驾驶舱从管理角度出发，以院长、主任、护士长三种不同

的角度，根据其管理需求对手术室各项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以图表形式展示手术运维成本、手术室工作效

率、手术质量分析等综合数据，实现手术室的决策支持智能化。

手术室智慧管理平台

公司拥有物联网门禁、物联网门锁、AI人脸识别、智慧停车、AI高清视频车位引导等

系列终端产品，国内首家推出基于窄带物联网LoRa技术的物联网门禁、门锁。

2018年，国内首家推出研制推出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级联门禁”，大大减少现场施

工布线施工及网络设备资源的占用问题；国内首个创新推出基于AI人脸+物联网技术

的综合办公智能终端产品，实现人脸、办公、智能管控一体的新模式；国内首家联合

腾讯“微校通”打通传统一卡通电子钱包模式，实现手机“虚拟卡+实体卡”认证支

付；达实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智慧停车平台及全系列无人值守终端、一体化车

牌识别终端全新上市，正式宣告进军智慧停车市场。

终端产品

达实物联网终端系列产品

AI+物联网产品创新

物联网门禁系列
DAC GY7930

AI人脸识别终端
DAC FRT360

LoRa物联网门锁系列
DAC MJ8461

雅致型车牌识别控制终端
DAC-DZLPRC/6G

智能人脸通道闸
DAC  ZJ3433.J1

达实手术室智慧管理平台

《2018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年度报告》 08



AI+大数据产品创新

达实医院信息集成平台不仅连接医院的HIS、LIS、PACS、

EMR、OA、人力资源等常规信息化系统，更与达实自主研

发的智能建筑管理系统IBMS进行了深度结合，实现人、

财、物、流的全场景连接，通过系统间颠覆性的融合，实现

业务模式的创新，从而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服务效率和患

者满意度。

该平台采用应用于互联网级大数据平台的微服务架构，运用

消息引擎等数据传输技术和标准化的消息封装手段，实现院

内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满足医疗信息集成和共享交换要

求。在此基础上使医院信息系统平台形成一个标准化、集成

化、智能化的信息平台，并对外连接医保、公共卫生、区域

健康、社区医疗等多个信息系统，实现医院信息的规范化、

一体化管理。目前，达实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和遵义医

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了产品落地和有效使用。

医院信息集成平台

达实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是一个依托国家政策及标准，服

务于政府、医疗卫生机构与居民的“互联网+医疗健康”

生态体系，由大数据体系与业务协同体系组成。大数据体

系为用户提供数据汇聚、清洗、挖掘到数据深度价值提取

等应用服务。业务协同体系提供基于智能化的可感知医疗

业务协同支撑与未来基于AI深度智慧医疗业务服务支撑。

该平台在资源、数据、业务与流程上做了统一，为区域卫

生信息工作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也为未来持续化发展与

健康医疗大数据生态打造奠定了基础。

该平台与达实现有的自主核心技术产品无缝衔接，互为支

撑，为达实AI Store生态系统提供了更为广谱的数据源分

布与智能采集能力。实现从智能健康家庭管理到智能健康

楼宇、智能健康社区到智能健康城市的全覆盖，满足对居

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生命链智慧管理的长远支撑。

全民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

核心技术及产品创新

达实全民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

达实医院临床辅助支持系统

达实CDSS医院临床辅助支持系统的定位是通过“广且智”

和“专且精”相结合的模式进行决策支持。面向全院医生通

用的场景，提供知识库查询、疑似诊断、症状提醒、医嘱推

荐、检查检验解读、智能审核等辅助支持。面向专科、重疾

等特殊场景，为专科医生推荐针对疾病治疗的不同阶段、患

者自身病情最适合的方案。

医院临床辅助支持系统

该系统基于大数据技术，整合海量医学文献及病历数据，采用

人工智能技术模拟医生的思维和诊断推理，辅助医生制定优化

诊断和治疗方案，通过自研规则引擎与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的数

据及服务对接，可从中训练出用于计算推理的医学知识图谱。

在HIMSS大中华区举办的首届“基于人工智能（AI）临床决

策支持诊疗依从性竞赛”中，达实智能服务项目泰达国际心血

管病医院斩获三项大奖，得到客户和专家的一致认可。

2018年，公司发布了基于城市健康医疗大数据及AI技

术的全新平台方案，收购成都聚雅医信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有10年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公卫平台建设经

验，承建多个市、县级平台，完善了公司在区域医疗大

数据方面的自主研发和定制开发能力。

达实医院信息集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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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达实智能自主研发的“AI+物联网产品”及“AI+大数据产

品”，公司构建了智慧医疗整体解决方案，创新采用“技术+服

务”的模式，为医院提供建设和运营全生命周期服务，为城市提

供健康医疗大数据建设和运营服务。

解决方案创新

智慧医疗解决方案—智慧医院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构建了信息化与智能化高度融合的智慧医院IOT物联网解决方案，

围绕数字化手术室与医院基础设施，致力于打造数字孪生的智慧医院，

实现医院的物与物、物与人以及人与人进行连接，并通过云平台进行计

算和应用，让医院真正实现可感知、可执行、会思考、能成长。

报告期内，公司共为90家大型医院提供了智慧医院系统及专项服务。 

签约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综合医院PPP项目（一期）、眉山市中医

医院一期机电总包项目、遵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二期机电总包项

目，同时落地东北地区首个大型专科三级甲等医院-吉林省第二人民

医院智能化项目。达实久信在数字化手术室领域的市场份额稳居行业

首位，物联网+手术室战略深化，围绕IOT与信息化推出多个新产

品，智慧手术部的信息化订单创历史新高。

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综合医院 眉山市中医医院

遵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吉林省第二人民医院

1、基于实时数据库的智能管控技术，运用智能高效的医院机电智能管控

系统BIM+IBMS+FM,全生命周期监控与管理医院设备。

2、通过提供数据挖掘，闭环管理、临床决策支持等信息化建设服务内

容，让医院建设与国际接轨。

3、项目运营内容与达实智能《淮南智慧城市民生领域建设（智慧医疗）

PPP项目》相结合，有助于形成淮南市健康管理服务的封闭循环，共同

推进淮南市大健康的发展。

总建筑面积16.2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6.2万平方米，新建住院病床1000床位。

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综合医院

「服务亮点」

智慧医院全生命周期整体解决方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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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区域最先进的新型智慧医院，国家绿建二星

级建筑。贵州省直属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建筑面

积19.47万平方米，总床位数1500张。

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服务亮点」

1、医院信息化采用全集成一体化建设模式，有效

缩短建设周期，提升建设成效。

2、以国际HIMSS7级和《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

平》5级双标准作为建设指导依据，保障建设效果

及质量。

3、提供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临床决策支持服

务，为医生提供辅助诊疗的智能助手。

医院信息化及大数据专项服务项目

解决方案创新

智慧医疗解决方案—智慧医院核心专项解决方案

手术中心共设手术室66间，二层神经外科、内科重症监护区共

设ICU单间20间，Ⅲ级重症ICU设共97床，按ICU、CCU、隔

离ICU的不同功能区域进行设置，所有区域配套相应辅房及相
2关走廊，达实总施工面积2.3万 m 。  

北京天坛医院

手术室及临床信息化专项服务项目

项目为三级甲等医院，总用地面积3455平方米，建筑面

积7万平方米，设计床位650床。

服务内容：住院大楼地下室3层，地上17层，建筑高度

82.8米。服务范围包括院区普通区域、净化洁净区域。

致力建设成为“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

一流”的现代化妇幼保健医院医疗服务中心。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福强分院

医院智能化专项服务项目

项目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东部，系一类公共建筑、新建工程。占
2 2

地面积218亩（约合14万m ），总建筑面积约25万m 。达实采用自

主研发技术和产品为该医院提供建设及运营维护服务。

青岛即墨城区东部医疗卫生中心

医院能源站建设专项服务项目

「服务亮点」

1、医院创新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引入

社会资本参与项目的投资建设。

2、达实打造高效能源站，采用“包能耗”

的方式进行空调、生活热水系统的运营。

3、运营期内达实负责能源站和末端系统的

整体运营维护，实现了全空调和生活热水系

统“托管式”的运营管理服务。

「服务亮点」

1、DSA手术室、术中CT数字化手术室独立区域设计，设置防

辐射宽视野观察窗，术中时医生视野开阔，便于现场临摹教

学。

2、手术室采用发光洁净送风天花并设有阻漏层，气流布满率≥

90%，保证手术间气流均匀度；达到阻漏效果。

3、净化区域冷热源采用独立四管制冷热源，冬季屋面配置乙二

醇为冷媒的制冷机组，能精确控制手术室内所需求的温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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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疗解决方案—区域医疗大数据服务

解决方案创新

“4631-2”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

国家级医疗健康管理平台

省级医疗健康信息平台

电子病历数据库 全员人口档案数据库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库

公共卫生

医疗服务

医疗保障

药品管理

计划生育

综合管理

信
息

标
准

与
信

息
安

全
体

系

人口健康信息采集终端智能终端 医疗检测设备 二维码读取设备 可穿戴设备

政务外网 互联网 GPS卫生网 移动网

区县级区域医疗健康信息平台

医疗健康
统一网络

法
律

规
范

与
监

管
体

系

基层医疗卫生管理

信息系统

医疗健康公共服务

信息系统

中西医协同的

公共卫生信息系统

l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平台 l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地市级区域医疗健康信息平台l

达实智能面向城市及大型医疗集团提供智慧医疗及大数据应用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具体包括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区域协同系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互联网医

院等系统的建设、运维、运营工作，解决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的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和医疗

资源的有效配置等问题，并通过医疗大数据深度运营，打造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生态体系。

「服务内容」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远程医疗协作平台、医联体-分级诊疗系

统、互联网医院、电子健康卡系统、区域合理用药系统、辅助

诊疗系统等建设及运营服务。

淮南市健康医疗大数据PPP项目

「服务亮点」

1、社会价值：社会资本带来的充足资金，先进成熟的建设模

式与经验，有助于快速打造全国一流的智慧医疗环境。以信息

化为桥梁，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能有效提升医疗效

率，降低医疗支出。同时健康医疗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强力

提高政府主管部门监管效率和医疗机构管理效率。

2、经济价值：满足政府招商引资要求。项目公司通过项目

建设、数据运营以及众创空间的构建和建立产学研孵化

器，将给地方带来更多投资资金、新增就业、税收和产值

增值。项目公司的运营，将为政府打造全民、全生命周期

的海量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池，以此为基础筑巢引凤，强

力带动地方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

3、产业价值：建立城市医疗综合支付系统，提高群众支付体

验；建设城市医联体、互联网医院；搭建处方流转及配送平

台，破除以药养医，助力医药分离；创新药品物资耗材综合监

管系统，规范和保障医疗服务质量；开放式架构，多方共赢实

现健康医疗大数据运营。

「项目特色」

1、全国规模最大、建设内容最完整的智慧医疗PPP项目。覆

盖全市1569家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及全市380万人口的医疗数

据信息。

2、入选国家第三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示范项目。是本次国

家公布的743个示范项目中唯一一个智慧医疗PPP示范项目。

3、安徽省2015年度信息化示范项目评比第一名；2017年，

入选国家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报告；2018年，入选清华大学

PPP研究中心决策参考典型案例；获得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

护三级认证。

报告期内，淮南智慧医疗大数据项目高分通过政府绩效考

评，并且顺利通过三期验收，优质服务获得各方肯定。公司

收购成都聚雅，通过资源整合和创新研发打造多功能的区域

平台产品，积极进行多种盈利模式的探索，为后续业务拓展

打下模板。

医学临检中心

远程心电中心

远程影像中心

12家

公立综合医院 8个

民营综合医院

全面健康信息平台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数

220万

家庭医生签约系统

签约服务130万人口

注册人数超200000人次

预约挂号超100000人次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覆盖

已
落
实
淮
南
全
市

APP

微信端

淮南市区域医疗
大数据平台

（数据统计至2018年12月31日）

总覆盖240万人口

淮南智慧医疗

健康淮南

6个区

2个县

76家

卫生院 789个

村卫生室

MDT
多学科会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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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达实智能自主研发的“AI+物联网产品”及“AI+大数据产品”，

公司构建了覆盖绿色建筑认证、设计、施工、运营全生命周期整体解

决方案。2018年，公司秉承做精原则，与行业头部企业合作，连续中

标北京银行、深圳农商行等金融类客户总部大厦智能化项目，梳理金

融行业智能化解决方案，树立了金融智慧建筑样板。

解决方案创新

智慧建筑解决方案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9.96万平米，承担着雄安新区的规划展示、政务服务、

会议举办、企业办公等多项功能。打造现实空间与虚拟数字空间交互映射，融合共生的

数字孪生园区，形成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的“雏形”。

园区建设数字化 系统架构云端化 智慧应用平台化

设施运维可视化 能源管理精细化 安全防范一体化

创新运用达实公司自主研发的 “基于实时

数据库的智能建筑管控平台”（IBMS），

对建筑进行了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

打造了园区的“最强大脑”。

创新引入云端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大

数据在云端的集中处理及整合。

云架构和“最强大脑”，为各种新技术新

应用的快速融入搭建了一个开放共享的平

台 。 市 民 服 务 中 心 创 新 建 立 了

“1+2+N”服务体系，引入了共享办公、

无感停车、无人零售等第三方智慧应用。

创 新 融 合 BIM+IBMS+FM， 在

“最强大脑”IBMS的协调和调度

下，三大系统形成了完美的可视

化运维管理。

基于物联网感知技术，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可以做到对园区冷、热、电等综合能源的

全景监测，同时建立了能耗公示制度，实

现能源管理精细化。

通过智能化系统，创新实现了安全防范、

灾害预防以及信息安全的一体化保障。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

智慧交通解决方案

基于达实智能自主研发的“AI+物联网产品”及“AI+大数据产品”，

公司构建了涵盖综合监控、自动售检票、综合安防、乘客资讯等系统的

轨道交通智能化及节能综合解决方案。2018年，签约深圳、成都、石

家庄多个项目，获得近年来签约和中标最高业绩。

成都轨道交通9号线

综合监控系统项目

9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22.18km，是成都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中的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轨道交通线路，也是世界上首条采用

8A编组车辆运行的全自动无人驾驶市域环线。

「项目亮点」

1、技术创新：围绕行车调度管理、运营安全、乘客服务和绿色环

保等开展设计，采用模块化、标准化和面向乘客服务的设计理念，

提供自定义场景和预案处理功能。

2、优质服务：采用综合监控系统异地调试，贯彻落实“运营前置

理念”，实现一次性全功能（UTO级别）开通运营，为乘客提供

更优质的服务。

3、安全保障：综合监控系统采用主备OCC全冗余配置，满足

RMAS及安全完整性等级2级（SIL2级）的特性，为反恐、防灾和

事故处理提供更全面的安全保障。

4、系统高效：全自动驾驶运营场景联动功能在保障正常运营场景

联动功能的同时，从容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保证地铁的高效运营。

线路全长44.1km，设站34座，换乘站9 。达实智能提供站通

风空调节能控制系统、空调水泵各设备及相关附件的设计、采

购、安装督导等服务内容。

1、自主产品：采用达实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达实中央空调节能

控制系统（EMC007）和达实能源监测管理系统（EMC00

2），有效提高能源管理水平，更节能、专业和安全。

2、技术先进：利用达实自主节能核心技术，对5号线中央空调

大系统和水系统进行风水协调耦合控制，实现中央空调系统在

运行中的高效节能和安全舒适。

3、高效设备：采用安全、高效的变频空调冷冻水泵和冷却水

泵，保障节能效果。

4、绿色节能：通过对整个中央空调系统的全过程节能控制与

管理，最终可以使得中央空调系统综合节能率达到20%以上。

座

「项目亮点」

苏州市轨道交通5号线

节能控制系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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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实智能紧抓国家政策带来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布局落地雄安新区，

辐射京津冀市场提供服务。

2018年，雄安达实在业务领域，建设完成了雄安第一标“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项目”，达实主要为其

提供智能化及节能服务，打造出了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相结合的数字孪生城市，为千年大计走好第

一步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基于我们对市民中心园区的建设经验，雄安达实还成为雄安新区首家取

得软件著作软证书的企业，以及首家获得城市物联网智能管控工程研究中心筹建资格，在大数据和

物联网领域走在了实践的前沿。

重点区域布局

首家取得软件著作权的企业

（智慧园区机电智能管控平台）

首家面向公众

开放的智慧展厅首家落户雄安新区

的民营企业

首家为雄安市民中心

提供智能化及节能

创新服务的企业

雄安达实
七大

创新成果

首家列入省级

工程研究中心筹建的企业

（大数据与物联网领域方向）

首家入选省级

信息消费体验中心的企业

首家获得河北省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优质工程奖

01

03

02

04

05

06

07

雄安新区首家取得

软件著作软证书的企业

河北首家城市物联网

智能管控工程研究中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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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布局

达实智能以深圳总部达实大厦为基地，发挥其展示推广、研发创新的示范

作用，打造“未来建筑”行业标杆，积极为粤港澳大湾区服务。

达实大厦高200米，45层，汇聚达实智能多项核心自主技术

与产品，多场景应用提供极致用户体验，被誉为中国首座

“双标准、三认证”绿色智慧大厦。目前，这座颠覆传统模

式的绿色智慧超高层大厦已正式投入使用。

「无感通行」

1、AI人脸识别、一秒极速识别，误识率低于0.0001%。

2、智能呼梯系统，用手机APP一键预约，电梯提前等候乘梯人。

「无感控制」

智能控制：手机一键即可操控灯光开关、窗帘开关、空调开关、

门禁开关，节能环保降低办公能耗。

「智慧办公」

语音、视频远程沟通，告别繁琐的传统会议模式。

会议预约，通过达实大厦APP系统和会议室管理系统，享受会议

全程尊享体验。

云打印，共享资源、按需打印、码取件、安全快捷。

「绿色节能」

高效节能：

使用节能控制系统，使冷站年综合平均能效达到6.0以上。

精细用能：

数据公示及单独计费，推动用户管理节能。

达实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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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与达实“心”发展

达实“心”发展

达则兼善天下

——不仅是为了创造价值与客户分享，更是为了成就他人事业成功和生活幸福！

实则恒心如一

——不仅是要艰苦奋斗，更是要将客户装在心里，永远依道而行！

在达实3.0“心”发展时期，我们在项目建设的初次接触、正式拜访、合同签约、项目开工、设备进

场、项目竣工六大接触点中，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提升用户信心和满意度，搭建与用户之间

心与心的链接。

实施达实“心”发展的六大接触点：

创业初期的5年称之为1.0的发

展时期，主要是靠四肢为生存而

奋斗，以“达实”二字解释，就

是老实诚实的到处求发展。

达实发展三个阶段：

接下来的18年是我们的2.0发展时

期，主要是靠用脑来思考发展战

略，以“达实”二字解释，“达则

兼善天下，实则恒心如一”，就是

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创造价值与

大家分享！

3.0时期：2018年，在挑战中孕

育了我们3.0发展的新时期，不仅

在战术上靠“四肢”的勤奋，战

略上靠用“脑”的智慧，还要在

商业哲学上靠用“心”的发展。

1.0 发展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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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与达实“心”发展

截止2018年，累计为用户节省电量……

通过建筑智能化及节能服务

保护环境

万吨标准煤
36.43
节约

CO2
万吨二氧化碳
82.55
减少排放

4511.02
万颗树

种植

亿度电
8.28
节约

回报社会

2018年，达实智能依托集团优势，基于自主核心技术和产品，服务90所大型医院。怀揣建设健康

中国的情怀，公司运用“技术+服务”的模式，致力提升医院整体管理水平，优化服务流程，实现

系统互联互通；为医生创造更好的执业环境；真正解决病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

持续赞助

达实智能持续赞助被誉为“亚洲医建第一盛会”的全国医院建设大会，积极向社会及用户传

递智慧理念。2018年5月19-21日，达实智能作为第十九届全国医院建设大会的首席战略合

作单位亮相，通过举办“达实杯”中国医院建设奖颁奖盛典，打造智慧医院展示区、定制专

场论坛、参与主题发言、发布新技术、媒体采访等一系列活动，与业界探讨智慧医疗产业创

新实践和发展趋势。

2018年“达实杯”中国医院建设奖颁奖典礼盛大举办 达实智能“智慧医院建设创新与实践”专场论坛

达实智能智慧医院引媒体争相采访报道

达实智能展位人气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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