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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需求 政策支持

解决方案 市场规模



在国省道、县乡道路、村庄交叉口，存在大量的，驾驶员视线不好的非灯

控路口，行人、非机动车横过马路时，引起的交通事故占比非常大，据我国道

路交通事故年鉴数据统计显示， ，交通事故占全年交通

事故总数的33.83%，死亡人数占全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32.49%。

原因：交通参与者，人、车、非机动车在进入路口前没有预判造成。

（交通参与者注意力不集中，需要提前提醒）。

需求：缺乏有效的科技创新手段预防事故

1、路段上做护栏生命防护工程，留下很多路口，国省道为通行效率，不上信号灯

2、只上信号灯无监控抓拍事故更多，全上，投资大，只事后处罚，不解决预防事故

危险







功能

感知事故诱因：支路上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过路、弯道会车、

超速疲劳车辆

双向预警：利用语音、led文字、爆闪、主动发光标志、车内广播、

导航软件、车联网车内接收端，双向预警，提醒驾驶人员的同时提

醒过路行人和非机动车

原理

视频和雷达融合一体机检测

 数据前端做出预警反应同时，传输至平台

 物联网，物物相连，设备状态在线监测、远程控制

建立数据分析及预警模型

 根据车速、车流、气象等数据进行有效分析、建立预警机制

特点

实用性：安装简便、无线控制，4G传输、太阳能供电，性价比高

可靠性：研发-销售-升级-研发，从2016—今，四年，产品在持续迭代

创新性：主动提醒预警—预防事故、

智能研判性—事故危险系数、分级主动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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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产品业务增长阶梯图
市场布局及切分图

江苏

浙江

江西

河北

山东

未开发的省份：产品还没有普及市场概念，未有招标数据
已有业务的省份：公司业务仅占已招标项目的14%，还处于群
雄逐鹿阶段，没有高垄断产品和公司出现

来自市场招标信息及公司已销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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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描述 竞争优势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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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路：（根据实际设置）
1、行人检测单元
2、语音提醒模块
3、行人预警屏
4、行人过街轨迹警示单元

主路：
1、车辆检测单元：
2、车辆预警屏
3、载波车内预警模块
4、LED主动发光标志

支路
主路



效果展示

双向提前预警功能

对行驶中车辆进行“注意前方，行人过路”主

动预警。

对正在通过路口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进行语音

危险播报提醒：“左前方有车辆驶来，注意过

路安全!”，并联动行人预警提示单元，进行显

示“左侧来车，注意避让”等预警信息。



夜间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

。

系统启动时：车辆减速率，夜间—80%以上;白天—60%-

70%；傍晚—20%。

由静态提醒变为动态提醒，效果最好



特点：视频和雷达融合，挖掘数据至后台

天线波束：±18°(水平)*±6°(垂直)

n 发射功率（EIRP）：≤20mW

n 跟踪目标数：256 个

n 检测区域：纵向 200 米，横向 8 车道

n 速度检测区间：0-250km/h

检测精度指标

n 车流量精确度：≥95%

n 距离检测精误差：＜±0.25m

n 速度检测准误差：＜±1km/h

n 排队长度检测精度：：≥95%







雷达和视频融合一体机自主研发

物联网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及传输

研发投入早、起点高

持续迭代

后端数据数据分析平台及预警研

判机制

点位随销售增长遍布开展业务来源的地市，可

分析数据来源有效，价值大，未来业务增长点

已建立牢固的渠道合作伙伴

上游配套通过股份互换互持，绑定利益

成熟度高、模具化、批量化、成本

低，关键技术自控、利润高设备状态“云”远程管理功能

围绕产品和技术申请了大量

知识产权、专利保护





Direction discrimi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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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行人:100%

检测车辆、非机动车 :100%

方向性可定义

检测距离可设置 :1-35 meters

检测区域可设置

供电 :AC220V,DC12V

工作温度 :-20℃～+70℃

双向提前预警车辆行人

IP65   防护

主要技术指标：



大众日报、齐鲁晚报、山东商报等多家报刊、网易、腾讯、新浪、搜狐、大众网等新闻网站广泛报道

济宁行人过路自动警示系统得到了山东省公安厅、济宁交警支队等领导的肯定，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一高新技术
在道路安全隐患整治中的应用具有创新性、领先性、治本性和可复制性，具有极高的推广价值



部分案例展示：

市区主要干路，建设了斑马
线智能预警系统，系统启用
后效果显著。

针对浙江云和县事故多发路
口，建设了行人过路自动警
示系统，自从系统运行以来，
建设点位几乎未发生过交通
事故。

丽水云和县

山东济宁北环东延11公里路
段，对交通事故隐患点，建
设了行人过路自动警示系统
及汇车提前预警系统，交通
事故数量由启用前平均每月
10起降低到几乎零起。

济宁高新区

针对浙江江山县事故多发路
段，建设了汇车提前预警系
统，系统运行以来效果显著，
大幅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衢州江山 枣庄滕州



部分案例展示：

针对无锡市区斑马线路口建
设了斑马线智能警示系统，
客户定制化服务，礼让行人，
增加了相关路段的出行安全
系数。

针对衢州市安全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路口，建设来车预警
系统，使用了太阳能供电及
无线传输，系统施工方便。

针对事故多发点位建设了行
人过街自动警示系统。

针对新开通道路建设了多处
汇车提前预警系统，效果显
著。

无锡市 衢州市 烟台莱阳 河北宁晋



盈利逻辑 商业画布

团队介绍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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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重点

2区域
拓展

辐射
全国

3
盈利模式

扩大销售团队，利用展会、媒

体增加在全国影响力，有针对性的

开辟全国市场 重点地区：结合客户道路隐患

点排查整治工作，扩大产品覆

盖面

以点带面：利用重点地区，带动省内客户

资源、交警总队政策扶持，譬如山东省，积极

拓展全省各地区交警支队客户

直接进行客户
拜访宣传产品

渠道集成商
做实施代理

媒体宣传
渠道带动





赵玉玺 张萌 杜磊

张萌，博士，山东
交通学院交通与物
流工程学院，教授，
硕导。济南市高层
次人才E类，济南市
城乡交通运局安全
生产专家。

硕导、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力学与声学计量科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机动车测速计量专家。
现任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TC7/SC4/p3机动车测速仪国
际建议修订工作组中国代表、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仪表与测量学会（IMS）交通执法技术委员会（TC-41, Traffic 
Enforcement Technologies）投票委员、中国计量测试学会
力学计量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振动冲击转速计量技术委员会
通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运动学计量和雷达信号处理。主持
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子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
项目等5项。

张萌萌：
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硕士生导师，教授。山东交通学院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分党委副书

记，院长，山东正衢交通工程研究院理事长，山东省交通与物流工程协会副会长，山东公路学
会综合交通专委会主任。交通部青年科技英才、济南市领军人才
主持和参与纵向项目25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2项，全国统计科学课题1项，交通运输部课题2
项，山东省科技厅项目6项。产品技术规划、预警研判机制模型分析

刘雷

江苏泽达智能交通
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负责产品外观设计
加工
渠道建设

山东大学控制学院 硕士
山东产研博正管理学院 TMBA
山东交通学院智能交通研究所副
所长
济南卓伦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行人过街自动警示系统、路口提
前预警系统等专利发明人、多项
交通行业计量检定规程起草人



“卓伦”—出自《三国志·蜀书·秦宓传》：“夫欲救危抚乱，脩己以安人，则宜 ，与时殊趣，震惊邻

国，骇动四方，上当天心，下合人意。”

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探索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车路协同等最新前沿技术，依据实际需求进行

研发，专注于预防和降低交通事故的产品及数据分析系统的开发。通过检测、分析、研判交通数据，实时对交通参

与者提前预警。

精益求精 卓荦超伦

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初心，通过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成为最有价值的智

能交通安全预警公司。

在“市场-研发-应用-销售-改进-市场-研发”循环投入、产出核心技术产品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

和加强团队综合实力。高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ISO9001；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6项、软件著作权17项。

道路交通安全预警系列产品、解决方案及服务。发明的行人过街自动预警系统、非灯控路口人车交汇预警系统、汇

（会）车提前预警系统、多目标雷达现场测速标准装置等产品在国内处于行业引领地位。均通过国家计量部门、公安部检测机构检测认证，

成功应用于天津中新生态城、济宁高新区、山东济青高速公路北线等，业绩遍布山东、河北、江苏、浙江、四川等十多个国内城市及地区，

巴西首次实现了公司业务走向海外的重大突破。 其他产品：交通设施、安全防护产品



发展历程

2012-2014
完成人员过路行为自动逻辑判别预警系统软件、综合

违章抓拍系统、高清智能车辆抓拍系统、智能交通综

合管理系统、视频图像智能分析软件研发

获得“可变限速道路交通安全监测控制系统”、“新

型可变情报板及可变限速标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2015-2016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得山东省安全技

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资质

建立产学研实验室，聚焦交通安全建立优势

完成智能侦测人脸识别软件、道路交通信号机控制软件研发，获得

行人过街自动警示系统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推出行人过路产

品在浙江丽水试点成功

2017
获得双软认证证书、银行信用AAA信誉评级

完成研发行人过街自动警示系统、车辆交会预警系

统软件 、会车提前预警系统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行人过路预警及会车提前预警产品在济宁批量投入

使用获得好评

2018

2019—至今

减少项目投入、加大研发支出

行人过街自动警示系统、车辆交会预警系统软件 、

会车提前预警系统成为主营产品

不断拓展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

非灯控路口人车交汇预警系统获

得公安部认证

聚焦交通安全预警领域、加大研

发投入、后端数据综合预警平台

上线 快速成长可预期



山东交通学院学生实践基地

参加阳光助学公益组织

跟自闭症儿童公益组织“星神学校”
结对子，提供援助

积极参与扶贫帮困活动



公司未来展望

—成为岁月静好平安出行的路口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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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内 容

估 值 未评估（注册资本3210万）

投资总额 300万

入股方式 增资扩股，出让10%股权

融资计划 本轮融资为公司第一轮融资

资金用途
 扩大营销渠道
 增加研发人员
 增加后台数据平台研发投入



需求前景广阔：
1、适合范围广：适用于城市道路、国省道、县乡等低等级公路上的平交路口，在与村庄交叉、
驾驶员视线不好的非灯控路口、冲坡、弯道会车路口。
2、公安部行业要求：公安部多项建设规范要求，预计未来10年国内智能交通投入将在1820
亿元之巨。
3、政策扶持：交通部“四好”农村路，农村公路信息化建设、千灯万带、公安部、公安厅的
文件

市场竞争的优势：
1、相比较同类竞品：产品研发投入早、技术领先、不断迭代、量产规模化、成本低、利润高，
占据了竞争的制高点。
2、独立自主知识产权：围绕系列产品及平台做专利保护，已具有系列软件著作权、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技术优势突出：
1、产学研一体化模式：理论到研发、试验、生产、投入市场销售转化快。
2、核心产品及技术自控：对定版的核心部件工业设计开模具，具备批量生产能力、成本控制。
3、后端数据分析平台：研发已研发出雏形，未来可发展空间大、适应自动驾驶阶段的车路协
同场景应用

车路协同智
能研判预警
系统及平台

专业团队行业经验丰富：
1、技术储备： 团队成员在智能交通行业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和资源
2、最早开展过路预警及保护系统研究：公司定位事故预警预防细分领域、行业起跑-领先者。
最早研究非灯控路口人车交汇预警、行人过路保护、路口会车提前预警、弯道会车、长坡预警



谢谢聆听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济南卓伦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