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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5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临 2018- 022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目前总股本 9,227,270,473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康威视 股票代码 00241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方红 李义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 555 号 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 555 号 

电话 0571-89710492 0571-89710492 

电子信箱 hikvision@hikvision.com hikvision@hikvisio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及行业地位 

海康威视是以视频为核心的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面向全球提供综合安防、智慧业务与大数据服务。

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的安防厂商，是视频监控数字化、网络高清化、智能化的见证者、践行者和重要推动

者。根据IHS报告，海康威视连续6年蝉联视频监控行业全球第一，拥有全球视频监控市场份额的21.4%
1
。 

自海康威视成立以来，从以音视频压缩板卡为主要业务，逐步发展成为涵盖整个视频监控行业安全和

可视化管理需求的全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2017年，海康威视以云边融合引领智能应用发展趋势，

开创性提出了AI Cloud的边缘节点、边缘域、云中心的三级架构，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在物联网领域的发

                                                                 
1 根据 IHS Markit 2017 年 6 月发布的全球视频监控市场报告，以 2016 年数据为统计基础。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展和应用。 

2、主要产品和解决方案 

2.1 海康威视AI Cloud架构 

在互联网行业中，云计算是一种常用的建设模式，但基于互联网的单纯云计算模式并不适合物联网。

随着物联网规模的不断扩大，产生的海量异构数据如果全部汇聚到云中心进行集中处理，不仅不能满足业

务快速响应的需求，还将在网络带宽、存储资源、计算能力等方面面临巨大的压力。以一个接入10万支摄

像机的视频网络为例，每个月产生的视频数据可达到约30PB
2
，如果这些原始数据都要汇聚到云中心进行处

理，不仅会极大提升建设成本，还会影响业务响应的敏捷性，使其缺乏可行性。因此，如何应对物联网发

展中的瓶颈，成为整个行业面临的挑战。 

海康威视认为，将边缘计算和云计算融合是更好解决物联网现实问题的合理架构。以视频监控为例，

既需要就近存储原始视频流并进行智能分析，也需要实现结构化数据的按需汇聚和大数据分析，还需要对

各类物联网和IT设备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运维——就像人体这样的复杂系统，连接感知末梢与大脑有序运作

的是非常复杂的经络体系，而不是简单的信息通道。因此需要一个既能实现边缘计算，又能按需集中处理

海量异构数据的智能架构，以实现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终端设备的有机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

海康威视提出云边融合AI Cloud架构。 

海康威视AI Cloud架构由边缘节点、边缘域和云中心三个层级构成。边缘节点侧重多维感知数据采集

和前端智能处理；边缘域侧重感知数据汇聚、存储、处理和智能应用；云中心侧重业务数据融合及大数据

多维分析应用。数据从边缘节点到边缘域，实现“聚边到域”；从边缘域到云中心，实现“数据入云”。

边缘域和云中心可多级多类，根据不同应用，边缘域汇聚的数据和传到云中心的数据在格式和内容上也会

不同。边缘域所发挥的作用就像足球“中场”，负责决定在什么时候，将什么样的数据，处理到什么程度，

发送到云中心，实现“按需汇聚”。 

综上所述，海康威视AI Cloud的云边融合，不是简单的云+边，更不是简单地分成若干个所谓的“小

云”再汇聚到更大规模的云，而是切实解决从边到云所带来的应用、数据处理、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新架

构。AI Cloud遵循“边缘感知、按需汇聚、多层认知、分级应用”的核心理念，设计构建了一个立体化的

智能服务体系。简言之，AI Cloud不是Cloud Computing，而是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平台服务和应用软

件的总和。 

2.2 智能化时代下的产品创新 

2017年，公司围绕AI Cloud架构，完成了边缘节点、边缘域、云中心的核心产品布局，将AI注入到产

品，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持续引领市场。 

AI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启了智能产品的新篇章。海康威视“深眸”系列智能摄像机、“神捕”系列智

能交通产品、“深思”系列智能服务器、“明眸”系列智能通道为代表的智能产品在政府市场、企业市场、

                                                                 
2 按照每一路摄像机平均 1Mb/s 码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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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市场得到广泛应用。 

前端产品 

2017年，海康威视将深度智能全面融入前端产品，结合不断丰富的智能芯片保持产品快速迭代。例如，

海康“深眸”系列智能摄像机，是边缘感知的典型代表，通过给边缘赋予智能，在边缘节点实现目标检测、

特征提取等智能感知理解功能，真正做到让感知理解更有效、更精准。 

基于宽场景、远距离、高清目标抓拍的突破，其可以获取更清晰、更有效、更丰富、更有价值的视频

数据信息；针对严重逆光、侧装等复杂环境，摄像机拥有专为人脸场景进行优化的算法，可以实现较高人

脸捕获率；海康“深眸”黑光摄像机，采用自主创新的双光融合技术，实现在照度极低的环境下获取高清

全彩视觉感知效果；海康“深眸”AR系列摄像机，为立体化防控奠定坚实基础，实现管控业务可视化。 

后端产品 

2017年，海康威视在后端产品实现了全面智能化，产品体系中既有对IT环境适应性更好、性价比更高、

专用于视频认知计算的存算一体化设备、GPU视频图形智能计算设备，也有更通用化、开放性更好、并能

实现算法自由切换和计算存储资源池化调用的数据中心设备。 

例如，海康“超脑”系列产品，采用嵌入式设计，集成高性能GPU芯片，内嵌深度学习算法，集视频

存储、智能分析应用于一体，在兼顾传统NVR录像存储的同时可实现人脸分析、周界防范、视频结构化等

分析应用。针对不同行业市场，海康紧贴客户业务需求，推出了针对金融ATM安全防护、学生校园安全防

护、教务分析、加油站车辆分析、安全帽佩戴监管等碎片化场景的行业智能产品，从而形成有竞争力的各

行业解决方案。海康“超脑”系列产品凭借其过硬的质量、创新的智能应用，在市场上获得了一致的认可，

并荣获2017年度中国安防十大新锐产品。 

在企业级智能服务器方面，海康威视先后推出了海康“猎鹰”视频云结构化服务器、海康“刀锋”图

片云结构化服务器、海康“脸谱”人脸智能分析服务器、行为态势分析服务器等，集成业内领先的深度学

习算法，深耕公安、交通等行业，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成为行业内第一代真正进入实战业务应用的智能服

务器。 

基于开放架构和池化资源应用，海康威视推出“深思”图像融合智能分析系统级产品。开放构架、开

放数据，是“深思”的核心思想之一，“深思”做到了算法引擎对外开放，各类算法厂家的不同算法都可

以在“深思”上进行开发、训练和商业化运行。同时“深思”融合视频解析产生的数据，通过标准的接口

和协议对外开放，任何有一定开发能力的平台厂商都可以利用数据做上层业务应用，助力行业形成良性的

AI生态环境。 

显示产品 

2017年，海康威视结合AI Cloud战略打造云中心、边缘域、边缘节点的多层次产品，继续扩展中心显

示业务领域，通过无缝拼接、透明、曲面、全息等多元化显示方式，实现资讯交互获取、信息智能投放、

大数据综合呈现。例如，海康威视中心解码拼控系统产品，基于视音频处理、数据多媒体融合、超高清显

示、人工智能、集分等技术，赋能解码器、拼接控制器、视频综合平台等经典产品，丰富监控中心、指挥

中心应用，继续保持业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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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报警产品 

2017年，海康威视在门禁报警产品领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推出多种创新应用产品。例如，海康威视

“明眸”近景人脸识别产品，涵盖门禁，考勤，访客，消费，梯控，人员通道，可视对讲等诸多边缘设备，

响应速度快，交互界面友好，支持大容量人脸比对及照片防假，极大的拓展了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场景。

“明眸”系列产品不仅将传统门禁一卡通系统升级带入到人工智能时代，更与智能监控产品相结合，有效

提升了防护安全性和易用性，为智慧社区及园区打造一脸通方案奠定了基础。此外，在宾馆人证比对，工

地实名考勤，高铁及客运站人证票核验，学校宿舍管理等场景中，人脸识别技术都以其快速，准确，便捷

的特点，得到用户的认可。 

智能交通产品 

2017年，海康威视智能交通深度学习产品进一步丰富，围绕AI Cloud，结合边缘节点、边缘域概念，

推出一系列智能交通产品。智能交通产品线持续攻坚技术瓶颈，将人、车紧密关联，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

嵌入物联网新应用，布局生态道路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例如，海康威视“神捕”系列智能交通产品，其“行人闯红灯”、“不礼让行人”“远光灯检测”等

智能功能在城市文明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 

在道路感知方面，公司引领了新一代智能交通产品的升级，首度将道路抓拍机的传感器由CCD切换到

CMOS，并设计出了900万像素的智能卡口和交通非现场执法产品。全新的Sensor带来了高帧率、夜间低照

度等质的飞跃，将车辆信息与人员信息紧密关联，进行交通非现场执法等多类型业务的探索。 

在道路认知方面，推出了“智能魔方”系列、“ALL IN ONE”、自适应智能信号机等终端类产品，道

路智能终端作为边缘域的典型产品实现了域内数据的统一管理和业务的就近敏捷响应。“ALL IN ONE”综

合管控一体机更是简化了路口的施工布线成本，凭借优异的结构组成和散热设计实现了路口的简约化设

计。 

传输产品 

海康威视传输产品支撑各类物联网终端设备接入、组网，实现全天候全地域可靠传输。包含视频光端

机、网络光端机等光传输产品，以及网络交换机、工业交换机、无线网桥、无线AP和AC等网络传输产品。

2017年公司推出远距离POE交换机产品系列、电梯用无线网桥产品，使感知端设备更快速、更方便的接入

网络。 

2.3 AI Cloud助力行业智慧应用 

根据AI Cloud架构，海康威视面向公安、交通、司法、文教卫、能源、金融、智能楼宇等行业，倾力

打造AI资源的可调度、数据的按需汇聚、场景化的应用和一体化的运维服务等四大能力，赋能各行业智能

化转型。例如，在公共安全领域，AI Cloud助力打击犯罪，维护安定生活；在公共服务领域，AI Cloud服

务智慧出行、打造绿色和谐生态环境；在商业领域，AI Cloud帮助业主优化产品和服务，提升经营效率；

在金融领域，AI Cloud赋能精准营销，提升客户体验；在教育领域，AI Cloud将实现智慧教育，创新教学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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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公共安全——以雪亮工程解决方案为例 

海康威视雪亮工程解决方案以“多维立体、分布智能、全局共享”为核心理念，以公共安全视频监控

建设联网应用为重点，以省、市、县（区）、乡（街道）、村（社区）五级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以网格

化管理为基础，运用视频监控、人像比对、车牌识别、智能预警、无线射频、北斗导航等技术，构建立体

化治安防控体系，提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雪亮工程通过分级建设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共享平台，汇聚政府部门、行业单位、社会面的海量视

频图像资源，促进视频资源的共享，提供实时监控、录像调阅等方面的可视化支持服务。同时，基于AI能

力，将视频图像资源转换为数据资源，最大化实现有价值信息的提取，并以海量有价值数据为基础，通过

大数据技术深入分析挖掘，为各政府部门、行业的深度业务应用提供数据服务支撑，以此破解重点人群服

务管理、重点行业安全监管、重点领域矛盾化解等难题，更好地服务于城乡社会治理、智能交通、服务民

生、生态建设与保护等领域。 

2.3.2 公共服务——以智慧交通综合管控解决方案为例 

在智慧交通领域，海康威视以大交通数据平台为制高点，汇聚城市公交、出租车、网约车、两客一危、

公路客运、铁路客运、高速车流、城市停车场等数据，围绕“AI Cloud+城市交通智理”建设理念，实现

智能前移、按需汇聚，分层自治、云上交通，为交通运输管理和城市交通治理等业务应用提供一体化的解

决方案和服务，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缓解交通通行矛盾、优化交通对外服务和提高交通运行效能，推动行

业业务创新和应用转型升级。 

海康威视充分利用领先的人工智能、增强现实、3D定位等技术，为用户提供一套全息感知、精准分析、

实景作战、高效调度的指挥平台，通过AR鹰眼全景摄像机获取监控点全景视频，并以虚拟标签的形式与视

场内低点摄像机联动，能够以画中画的方式展示低点摄像机视频数据、卡口抓拍数据、道路流量数据、交

通异常事件数据等信息，实现既关注全局又兼顾细节的立体管控与多业务联动，做到可查询、可搜索、可

定位、可描述、可报警、可联动，大大提高指挥实战效能，真正实现指挥模式变革。 

2.3.3 助推商业——以海康云眸系统解决方案为例 

海康云眸系统解决方案是在AI Cloud架构下，基于海康威视萤石公有云构建的可视化管理应用平台，

在大连锁时代下专为商业用户打造的视频大联网和结构化云平台解决方案。它可实现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全

国范围远程视频巡查，并根据管理需求，对视频巡查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统一管理；同时，通过前端智能设

备，实现客流、人体属性等多方面的结构化数据采集，结合场景化需求提供终端客流分析、客群分析、定

向广告推送、人脸考勤等企业更为关注的管理及运营数据。此外，云眸对整体产品设计在便捷化操作、高

效化管理方向进行了优化，在增强中心端云数据服务能力的同时，大幅度提升了手机APP端的易用性和友

好性，真正为商业用户的整体运营能力提升提供高效技术工具。 

例如，在连锁零售行业，海康云眸助力营销精准化。通过门店客流统计设备，采集门店及店内各个区

域的客流数据，结合POS系统成交数据，可以得出关注商品的热度、关注区域的销售转换率，有助于对实

体门店进行门店分群分析。根据累计的平台数据，真正实现线下实体门店的可视化数据辅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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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饮行业，通过共建运营管理云平台，提高了管理效率和力度，打造“明厨亮灶”。通过海康云眸

平台实现对后厨的卫生监管，以及门店人员管理、门店常规巡查等服务，升级监管模式，极大地提高总部

对下属门店的管理效率和力度。同时，企业提供开放接口，与微信公众号对接，让门店管理更加透明、健

康。 

2.3.4 赋能金融——以金融智慧网点解决方案为例 

海康威视以 “AI赋能边缘，云边融合，提升业务敏捷” 为设计理念，依托国际领先的深度学习算法

模型和全系列的智能产品，与金融行业各个场景有机融合，建立全新的客户识别、互动营销模式。 

基于人脸识别技术，实现对客户的分类识别，然后合理化推送营销策略，通过识别客户在网点内的动

线轨迹，把握客户行为信息，提供差异化的营销服务，达到提升客户体验，合理布局网点建设方案的目标。

基于客户识别模式的信息发布显示技术，感知客户信息，动态展示金融广告，让客户对金融产品的理解变

得更加趣味化；智慧网点给客户带来了差异化体验，同时，基于标准化和规范化服务要求，海康威视将智

能产品应用于柜面、电子银行、自助设备等业务渠道，为金融客户提供更安全的身份核实手段，实现对内

部、外部欺诈等操作风险的有效防控，并提升业务整体处理效率。 

2.3.5 助力校园——以智慧教育解决方案为例 

海康威视智慧教育为学校、教育局、教育集团等用户提供了面向场景业务的全系列智能应用。针对目

前校园安全防范子系统众多的现状，以及对“人、车、地、物、事”的管理诉求，整合视频监控、报警管

理、人员管控、车辆管控、门禁管理、宿舍管理、校车管理、应急指挥等多个子系统，推出教育综合安防

集成系统，深度融合保卫核心工作，实现业务统一规划、权限统一管理、资源统一调度的保卫信息系统“三

统一”。 

校门人员管控系统通过对人员信息实时识别，实现黑名单人员危险预警、陌生人高频出现预警、访客

人证合一及受限活动范围管理等；宿舍管理系统在学生寝室进出口部署了人脸抓拍机，可同时识别所有进

入人员人脸，在保障通行效率的前提下帮助宿管人员实时甄别核验人员身份；4K教学录播系统依托领先的

人员标定及行为分析算法，通过对师生行为的识别完成自动导播切换，实现日常教学课程的高清化录制，

课堂行为表现的识别和分析、到课率统计以及日常巡课等教学教务管理。 

海康威视智慧教育系统依托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通过对人脸、车辆的识别与分析，以及对教学和校

园管理的创新，进一步实现数据间的融合与二次碰撞，致力于实现校园全面的物联感知和高效协同的校园

管理，为师生提供安全便捷的校园生活服务。 

 

综上，海康威视“AI Cloud”战略以用户需求为核心，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技

术融入到感、传、知、用的物联网应用中，以云边融合理念引领智能物联网发展。海康威视持续洞察市场，

面向各个行业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产品及服务，建立与各行业智慧应用共生共长的新业务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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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与行业用户共同繁荣，构建AI Cloud 新生态 

AI Cloud涉及产业的诸多方面，需要算法、算力、产品、数据、训练系统、软件平台、应用软件等各

方共同参与。海康威视秉持“开放、合作、共赢”原则，通过基础设施的开放、数据资源的开放、平台服

务开放、应用接口开放打造能力开放的完整体系，协同合作伙伴构建AI Cloud新生态。同时在各行业推广

落地基于AI Cloud架构的行业解决方案，培育和发展在细分行业、细分领域的专业合作伙伴，打造行业生

态合作体系；此外，海康威视还将持续关注行业产业链外延发展，如咨询、运维、安全防护等服务生态的

建设。  

3、海康威视创新业务 

海康威视以视频技术为核心，部署了五大创新业务。 

3.1 萤石引领创新业务成长，为商业智能构筑基石 

海康萤石互联网业务服务于智慧家庭与智慧商业领域，经过5年的发展，2017年实现营收超过￥10亿

元、年度实现盈利的创新业务。 

在智慧家庭方面，萤石通过领先的科技、产品和服务，持续改善用户体验，为家庭用户提供贴心的安

全智能服务。2017年亮相的新产品包括主动防御型摄像机C3W、智能猫眼+指纹锁入户安全套装、人形检测

智能摄像机C5Si等，连同萤石云平台，结合物联网云平台与大数据技术，将家庭设备智能控制、家庭环境

感知、家居安全感知以及信息交流、消费服务等家居需求与场景有效地结合起来，创造安全、舒适、便捷

的个性化家居生活，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智能生活服务解决方案。 

在智慧商业方面，萤石拥有多款商用安防设备，结合全球化视频云服务平台——萤石云，以内容为中

心，通过视频分析为商业经营与管理提供视频服务，并延伸多元化应用。萤石云有能力接入海量的物联网

设备，支持大规模并发，实现设备与用户、设备与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高效实现设备的互联网化。萤石

云提供丰富、完善的API接口，包含对Windows、Android、iOS以及Linux等多平台的支持以实现跨行业合

作。其运营节点全球覆盖，为国内外用户提供无国界的实时数据传输与应用服务，逐渐成为承载商业智能

的公有云平台。 

3.2 其他创新业务加速成长，为公司长期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依托公司在多维感知、系统控制领域的技术积累，海康机器人主攻智能制造，开拓移动机器人、机器

视觉以及行业级无人机等业务方向。在移动机器人领域，海康持续输出可靠的AGV产品及解决方案，帮助

京东、顺丰等合作伙伴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业务效率。公司在2017年新发布了自动叉车和依靠激光导航的抓

取机器人，为客户进一步丰富了产品选择。在机器视觉领域，海康基于图像识别赋予机器感知能力，用相

机代替人眼来做测量和判断，助力工业自动化，可以实现更强分辨力，更大感光范围、更高的观测精度，

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随着无人机在消费市场影响力的提升，行业级无人机的应用也随之被关注，公司打

造了 “雄鹰”系列四旋翼、六旋翼飞行器，“指挥官”系列地面站，“防御者”系列无人机干扰器等产

品，将安防行业解决方案由二维平面延伸到立体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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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半导体器件感知、计算能力的增强和网络技术的迭代发展，汽车智能化成为必然趋势。公司将视

频技术优势延伸至汽车电子领域，运用先进的图像采集技术与视频分析技术，为行业级和消费级用户的驾

乘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公司开发了兼备工业级图像处理器和智能处理器双芯片的智能车载后视镜“云镜”、

360°全景环视系统、车载智能化监控系统等智能化汽车电子产品与解决方案，并推出集成车前检测、车

道偏离预警、车内司机行为分析、右侧盲区检测等功能的ADAS高级辅助驾驶系统，以推动实现智能、舒适、

安全的未来出行。 

每年视频监控行业产生的数据规模达ZB级，作为视频监控行业的领军者，结合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的发

展前景，海康威视布局了固态硬盘和智慧存储解决方案业务。公司于2017年发布了多款以SSD为载体的工

业级、行业级、数据中心级、消费级产品，以及针对个人及家庭用户数据存储需求的随身NAS、个人私有

云等存储应用方案。 

海康微影是以MEMS技术为核心的远红外传感器提供商。基于对安防应用的深入理解，海康威视布局非

制冷红外传感器，推出可应用于安防监控、辅助驾驶、灾难预防、工业测温、医疗检疫、消费电子等众多

领域的热成像传感器。 

公司创新业务围绕视频技术展开，以用户需求为落脚点，不断开拓新技术和新应用，寻找更多市场机

会，为公司长期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4、市场需求与技术驱动 

安全是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关注的共同话题，持续提高安全防范能力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国政府、

企业和家庭对安防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加，同时业务需求的复杂性进一步推动产品多样性和整体解决方案的

发展。既有市场的升级换代和新需求的不断产生推动了视频监控产业的持续增长。 

在满足和引领客户需求的技术研发方面，长期的规划和持续的投入，带来公司在技术领域的持续发展

和创新，技术创新是驱动公司发展的强大动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视频领域的落地，视频作为信息量最

丰富的感知维度，正在成为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AI、视频技术和业务需求的组合，正在推

动视频技术从过去以实现安全保障为主的应用，扩展至越来越多行业，成为提升业务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

的重要应用。 

公司基于产品、软件、解决方案和行业应用等方面的积累，构建了一个立体化的物联网智能化体系架

构——AI Cloud，提出了“边缘感知、按需汇聚、多层认知、分级应用”的核心理念，解答了针对物联网

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平台服务和应用软件的基本建设思路，超越了在具体方案层面的研究，形成了体系

化的理论架构和指导思想，为产业发展指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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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1,905,476,572.07 31,924,020,872.44 31,934,544,088.82 31.22% 25,271,390,273.42 25,285,784,52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10,855,084.82 7,422,261,983.16 7,423,683,960.91 26.77% 5,869,049,646.23 5,869,119,85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177,116,964.06 7,270,742,762.47 7,270,742,762.47 26.22% 5,604,890,259.09 5,604,890,259.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73,160,250.68 6,213,692,160.56 6,216,364,642.05 18.61% 3,216,722,169.17 3,216,816,901.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30 0.818 0.818 25.92% 0.651 0.6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24 0.817 0.817 25.34% 0.649 0.6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6% 34.56% 34.58% 0.38% 35.28% 35.28%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1,570,963,466.61 41,339,007,814.83 41,348,428,750.40 24.72% 30,316,442,436.17 30,325,728,48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358,072,874.22 24,288,634,890.08 24,285,707,211.82 25.00% 19,253,803,738.78 19,249,454,0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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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043,724,101.73 9,403,815,634.79 11,282,202,421.66 14,175,734,41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0,780,632.01 1,810,765,424.69 2,861,268,129.82 3,258,040,89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0,574,125.37 1,749,292,093.49 2,819,127,478.83 3,168,123,266.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5,286,557.20 1,092,485,754.78 2,038,650,373.18 7,277,310,679.9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7,03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7,43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59% 3,653,674,956  质押 50,000,000 

龚虹嘉 境外自然人 15.01% 1,385,056,700 1,118,812,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77% 901,210,447    

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74% 529,720,876  438,232,500  质押 130,435,000 

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8% 192,346,874  144,260,155  质押 177,760,00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二研究所 国有法人 1.96% 180,775,04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9% 155,982,629    

胡扬忠 境内自然人 1.33% 122,786,477 30,656,495 质押 60,080,000 

UBS AG 境外法人 1.18% 108,923,45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1% 65,818,800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二研究所同受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公司境外自然人股东龚虹嘉先生与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

有限合伙人陈春梅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境内自然人股东胡扬忠先生同时持有新疆

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和新疆普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股份。 

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7年，全球经济在波动中缓慢复苏，发达经济体的保护主义倾向加剧，不确定性风险持续上升。视

频监控行业受到国内经济环境整体平稳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利好，也承受贸易保护、跨行业竞争加

剧等变化带来的压力。海康威视通过自身的经营和努力，继续保持稳健增长。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公司采取了针对性的区域策略，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

继续推进有效益的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19.0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22%；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1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77%。公司2017年整体毛利率为44.00%，与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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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相比提高2.41%。 

（1）继续以技术创新引领行业发展 

2017年，公司研发投入31.94亿元，占公司销售额的比例为7.62%。公司研发和技术服务人员超过13000

人，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研发投入。 

公司以智能化产品体系和解决方案建设为战略方向，围绕AI Cloud架构，完成了边缘节点、边缘域、

云中心的核心产品布局，开发了大量的行业智慧应用方案，将AI注入到产品和解决方案，形成视频智能化

的竞争优势，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方案创新方面持续保持领先。 

公司通过技术平台、产品平台、解决方案平台三位一体的研发体系，保持技术的持续投入和持续创新，

保证产品和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同时公司不断加强在研发管理、质量管理、网络安全管理等体系性工作方

面的投入，帮助提高研发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水平。 

（2）优化营销策略，继续拓展市场  

针对国内市场，公司持续推进“行业细分、区域下沉、业务到端”的营销策略，区域销售分支与垂直

行业事业部密切配合协作，营销网络覆盖进一步优化。公司不断完善产品与技术服务体系，在向用户输出

优质产品与解决方案的同时，持续提高技术服务能力。在渠道市场中，公司不断吸收优秀的渠道合作伙伴，

加强销售监管，规范渠道市场；公司不断完善互联网营销平台，推进渠道产品标准化、市场透明化，推动

行业有序竞争和健康发展。 

针对海外市场，2017年公司在肯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匈牙利、新西兰、捷克、马来西亚、德国新设

7家子公司，在印尼和越南新设办事处，海外分支机构增加至37家，海外服务点累计达106个，授权维修中

心77个，海外销售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公司继续从渠道分销市场向项目市场拓展，加大对海外项目市场

的投入力度，提升产品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更好地服务当地客户。2017年公司在新加坡等地实现大项目

突破，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项目市场取得一定进展。 

（3）继续推进创新业务发展，打造创新动力 

萤石业务继续快速发展。2017年底，接入萤石云的设备达到2800万，萤石云APP用户超过2000万。2017

年萤石推出智能猫眼、智能门锁等新产品，丰富中小微企业、家庭及个人用户的产品选择。公司基于不断

壮大的萤石云业务开放平台，开展海康云眸等新型业态，为广大商业用户提供基于SaaS的视频分析与大数

据信息管理综合服务，与公司传统安防业务形成合力，相互补充，促进智能化在行业中的快速发展。萤石

2017年的营业收入突破10亿元并实现盈利，成为公司首个盈利的创新业务。 

海康机器人业务快速突破。2017年，海康机器人发布了自动叉车和通过激光导航的抓取机器人，以及

更先进的工业相机产品和平台软件等，为客户进一步丰富了产品选择。海康机器人成功帮助京东、顺丰等

多家知名物流行业客户完成了复杂自动化项目的落地应用，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功案例。在无人机领

域，拥有“雄鹰”系列四旋翼、六旋翼飞行器，“指挥官”系列地面站，“防御者”系列无人机干扰器等

全线产品，行业级无人机市场正在逐步打开。 

汽车电子业务全面铺开。视频、毫米波雷达等后装独立式产品形态不断丰富，智能车载后视镜“云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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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全景环视系统、车载智能化监控系统等智能化汽车电子产品与解决方案持续推出；在系统层面，综

合前车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危险驾驶行为分析和右侧盲区侦测的ADAS产品推向市场，应用到前装客

户和行业客户市场。 

海康存储发布了多款行业级、消费级存储产品和家用存储中心产品，快速实现市场突破。海康微影扎

实积累成像技术，通过较好的产品性价比优势，推动热成像产品从行业级应用走向大众市场。 

（4）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布局研发和制造分中心 

2017年，公司披露了超过100亿元的投资规划，准备建设西安、武汉、成都、石家庄四个研发中心，

扩建杭州研发中心，以及建设重庆、武汉两个制造基地，以满足海康威视不断发展的业务需求，形成与业

务规模相匹配的办公场所与生产能力，帮助公司继续拓展市场。 

（5）继续推进管理变革，优化内部管理 

2017年，由公司变革管理委员会牵头，继续加强全公司流程建设和流程优化；继续推进BLM（业务领

先模型）、IPD（集成产品开发）等体系建设；通过推进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决策重心下移等政策，继

续建设扁平组织；通过持续推进内部管理改善和优化，提升内部管理效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前端产品 21,090,230,299.49 10,735,323,756.19  50.90% 32.80% 39.51% 2.45% 

后端产品 6,151,038,063.70 2,986,851,259.35  48.56% 18.35% 19.86% 0.61% 

中心控制产品 5,073,899,931.95 2,753,329,485.52  54.26% 27.21% 43.44% 6.14% 

工程施工 2,540,799,165.58 260,182,139.76  10.24% 75.06% 111.84% 1.78% 

其他 5,394,298,987.25 1,100,738,078.62  20.41% 13.38% 39.00% 3.76% 

小计 40,250,266,447.97 17,836,424,719.44  44.31% 28.69% 36.98% 2.68% 

智能家居业务 1,090,629,830.13 382,607,531.88  35.08% 114.87% 114.91% 0.01% 

其他创新业务 564,580,293.97 219,133,729.99  38.81% 275.41% 165.61% -16.04% 

小计 1,655,210,124.10 601,741,261.87  36.35% 151.57% 130.97%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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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2017 年 4 月 28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 号），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进行了规范，并规定企业对该准则施行日存在的持有

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

[2017]15 号），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规定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

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企业

应当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表“其他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对 2017 年 1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

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2017 年 12月 25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三项会计准则及政策，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

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和调整，对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

净利润均不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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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八家全资子公司、八家控股子公司，收购一家公司，清算注销一家子公司，导致

合并范围变更。具体情况详见《2017年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宗年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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