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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于1995年，是一家集消防工程设计、消防产品研发生产以及消防工程施工、监测和养护为一体的综合

性消防企业。 

公司具备建设部颁发的消防设施工程一级资质、消防设施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消防维保检测一级资质、消防

安全评估二级资质。 

公司简介（Company Introduction） 

注册资本6030万元，企业占地2.6万平方米，雇员人数178人，年营收1.6亿元。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中国消防协会会员单位、中

国发明与专利理事单位、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会员单位，连续

13年荣获AAA特级信用企业，是杭州市著名商标。 

1 



公司工程案例（ Company Projects ） 

中国水利博物馆 

萧山国际机场 杭州火车东站 黄龙体育中心 华为杭州研发中心二期 

浙江省地税局 

杭州海关大楼 

中国水利博物馆 2 

20年来已经完成5000多个消防行业解决方案系统

工程，累积20000多个建筑信息，客户包括： 

政府、能源、航空、石化、电力、制造、枢纽、

通信、金融、医院、高校、企业总部等，形成了

建筑物消防设施的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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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创新能力（Company Innovative Capacity） 

2010年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杭州市级企业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拥有50多项专利，是国内消防领域唯一获得欧美发明专利授权的企业。 

2012年，荣获“公安科学技术一等奖”。 

48项 

5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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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CS Australia 
GM (Engineering) 

 

维奈·斯利拉姆    博士 

PhD.  Vinay SRIRAM 

 

（澳大利亚Australia） 

 

2001-2008南澳大利亚大学(UNISA) 

计算机系统（一级荣誉）和市场学双学士 

计算机科学博士 

 

教育经历 

2003-2004  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 

                    澳大利亚总部系统支持工程师(实习) 

2005-2008  BAE系统公司光电工程师 

2008  澳大利亚国防研 究所(DSI, Australia)项目主管 

2009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访问学者 

2009 -2010  哈佛大学罗兰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 

2010-2016   澳大利亚宇博工程集团(IPACS Australia)工程技术总监 

 （全球集成、监测及资产绩效管理的领导者，年营收超过2000万澳元） 

2016年5月1日起，杭州新纪元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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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研究方向（IPACS Technology） 

-基于大数据的计算机仿真建模。 

经过10多年的研究、基于数十万条由各类型传感器实地采集的环境模拟数据，建

立现场成像仿真模型，具国际领先水平。 

-视频图像识别与预警处理在复杂环境中的应用。 

研究复杂环境对视频的干扰与还原处理等问题，优化普通的图像处理和分析技术无

法根据场景进行数据换算以及逻辑判断的问题。结合应用场景，编入特别码，结合

高频率的硬件芯片，使得系统提高运行效率10%以上，节省15%的管理成本，缩

短30%预警响应周期，具有很好的企业经济效益和和社会效益。 

该技术已获得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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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研究方向（Applicant Research Directions） 

-重大项目（工程与建筑）远程实时监管制度。 

重大项目远程实时监管制度是在实时监控、随时响应、即

时处理的原则下，针对监测传感器的灵敏度、图像识别的

精确比例、软件算法处理时长、系统预警响应时间等严格

设定技术标称和预警值，围绕系统反应速度建立直接责任。 

以下是澳洲政府的官方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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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研究成果（Applicant Research Results） 

期刊论文 

知识产权 

-带队申请职务发明专利：2项 

-协助研究申请发明专利：4项 

-文学社论(Editorials)：1篇 

-学术期刊（Journals）：4篇（其中一篇影响因子4.009） 

-会议论文（Conference Proceedings）：17篇 

-技术/研究报告（Technical/ Research reports）：10篇 

-演讲（Presentations）：6篇 

-其他论文(Thesis)：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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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兼职荣誉（Applicant Activity & Award） 

-2014年获得南澳大利亚iAward(信息和通信技术创新工业类)优胜者 

-2008年入围美国富布赖特(Fulbright)全国奖学金决赛名单(获哈佛大学博士
后奖学金) 

-2008年获得南澳大利亚大学ITEE最佳审阅期刊论文奖 

-2006年获得澳大利亚STEP(澳大利亚国家青年科学家论坛)全国决赛优胜奖 

-2005年获得澳大利亚BAE系统计算机系统工程(CSE)年度荣誉奖 

-2002年获得eLabtronics线性电子学会奖 

 

学术兼职 

研究荣誉 

-IEEE系统杂志副主编(2008年、2009年)； 
-欧洲信号处理协会嵌入式系统杂志首席客座主编(2008年)； 
-IEEE计算机体系结构技术委员会成员(2008年–至今)； 
-Golden Key(全球规模最大的高校荣誉组织)南澳大利亚大学执行委员会成员   
                                                                                       (2001年–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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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项目经验（Applicant Project Experience） 

宇博国际任职期间，领导开发电厂燃煤锅炉的性能与环境监测技术平台，以
保障电厂资产优化管理，目前应用于澳大利亚大约45%的燃煤发电厂。 

宇博国际任职期间，领导开发关于矿产资源和其他能源开采的远程管理和运
营管理平台，这是一项由南澳大利亚州立政府资助的项目，远程运营中心，
用以管理南澳大利亚州境内所有的矿产资源和能源，该技术平台被广泛应用
于澳大利亚各大州、巴西、南非等地。 

宇博国际任职期间，领导开发针对矿藏及矿产加工基地的新一代远程资产管
理中心，可远程监管采矿用车、矿藏冶炼厂、矿产采集与加工等固定资产，
平台以SCADA系统为基础构建矿产基地的实时资产绩效，世界最大的矿藏加
工公司，如卢卡斯、Thiess公司等已经启用这套系统，实现总部统一分配、
对接、管理和监测各类远程资产。 

2010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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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标（Work Goals） 

       2016年5月，本人受邀出任杭州新纪元消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一职，负责消
防安全系统监管技术平台等新产品的研发统筹事务，垂直管理产品研发部、智能化
事业部、维保部等三大部门。 

引入国际领先的重大项目远程实时监管技术、制度及理念，进行流程再造，解决目前系统工程
中资产无标签、难防护的问题，规划基于公司工程的消防安全设施与环境的监管系统。 

引进管理 

创造价值 

在原有消防器材基础上，全面提高解决方案的完整性，提升企业在消防领域的智慧化升级，做
好产品售后支持和管理服务，打造智慧消防的中国品牌； 
以杭州市委市政府“一号工程”的战略指导思想-"发展信息经济、推广智慧应用"-为核心，领
导消防领域向智慧工程转型，服务于“两区两会”建设中的基础设施保障。 

重点研发 

优化监管系统中的视频图像识别技术，解决目前因视频识别精度低引起的误报警、误处理问题，
采用多样化传感技术和数据采集方式，解决目前传感设备导致灭火器材压力损失从而失效的重
大问题，大幅降低工程维护成本，将灾害预防监管水平提高到国际一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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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划方案（Project Planning & Solutions） 

智慧化平台管理 实时数据分析处理 

移动客
户终端
实时监
控管理 

消防设备标签化管理 

项目以公司20000多个客户为数据基础，

建立消防工程和消防设施的标签化监测网

格模型，对原有的项目管理进行流程改造，

构架重大项目远程实时监管技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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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关键技术（Key Technology） 

Critical 

Machines 

 

DCS 

 

Plant Control Network (PCN) 

Reliability 

 Server 

Hazardous Area 

 (ATEX Zone 1, Zone 2) 

Semi Critical Machines Balance of Plant 

Safe Area 

DCS 

OPC 

Server 

Plant Information Network 

(PIN) 

DAS 

 (API-670) 

DAS 

(API-670) 

On-

Line 

Proces

s 

Data 

Monitoring Software 

Suite 

Decision Support 

Internet 
Remote Condition 

Monitoring Centers 

Reliability 

Workstation

s 

Critical 

Machines 

MCT  Transmitters 

(API-670) 

Balance of Plant 

DAS Analysis 

Tools 

Safety Barriers 

RS-485 

mV/g 4-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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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关键技术（Key Technology） 

“秒级”的误差检测技术，
算法软件正在申报个人专利。 

高精度的成像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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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火灾自动报警与联动监控 
（Subsystem: automatic fire alarm and linkage monitoring） 

实时监测联网报警与联动系统运行 

通过传输装置从联网报警主机中实时采集烟感、温感、声光、手报等传感模块的

报警与故障信息，分析处理后发送至移动终端，随时掌握消防设施异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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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统管网压力监测 
水位实时监测

与远程控制 
消防泵实时监控 

子系统：灭火设施（消火栓、喷淋）远程监控系统 
（Subsystems: fire fighting equipment (fire hydrants, sprinkler) remote moni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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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电气火灾监控与断电保护系统 
（Subsystem: electrical fire monitoring system with power protection） 

电气安全监测控制 及时获取每一节点火灾报警 系统分析故障与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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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实时预警，与火警联动 

 

-系统支持客户远程实时查看、监测，

全面了解消防设施状况。 

-监测信息可以具体到监控设施的温 

湿度、消防管网压力、地下水池水 

位、屋顶水箱水位，以及消防泵、

喷淋泵的双电源、手自动状态等。 

（以灭火设施的远程监控为例） 

实现手段（Means of achie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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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规划（Project Implementation Plan） 

-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决策\预警模块的系统联动优化，完成平台整体研发，完
成内部测试； 
-开展为期一年的系统设备的中试，检验产品的工艺和质量以及安全和节能的
各项指标，检验智能消防监控与预警管理系统平台的性能和稳定性；  
-开展外部重点客户样板试点； 
-产品正式上线。   

2016.09-2017.06 

-组建成立新产品研发项目组，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搭建研发中心； 
-优化监测系统内动态图像识别与处理效率，开发重点监测领域的新型算法与
分析方式，升级 “烟雾、火光、人物活动等动态图像处理分析”技术； 
-完成平台的图像收集模型、图像处理模型、图像分析模型、优化决策模型、
仿真评价模块、实时预警模型等的开发； 
-初步完成智能消防监控系统的设计和系统集成。 
 2017.07-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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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基础（Team） 

团队技术总指导李逸文博士。李博士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博士，南澳大学客座教授、
南澳大学国际多维传感实验室主任，是全球无线多媒体多维传感网络专家。曾参与
包括思科（cisco）在内的多个大型项目，发表了IEEE国际学术论文80多篇，专著3部。
2010年研究发表了“传感测量重用技术”国际论文，在当今国际“视频压缩传感”领域处

于领先地位，超越多个北美高校的现有科研成果。李博士的视频压缩传感技术可以
加快图像识别处理和预警响应速度达21%。 
 
系统构架总负责人肖利全博士。悉尼大学计算机与通信专业博士。领导和参与过30
多项澳洲和国际电联（ITU）的科研项目，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IEEE和国际学术会议
上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50多篇，专著3部，申请并获得发明专利29项。 
 

产品开发负责人翟忠吴博士。翟忠吴博士是伦敦帝国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
业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在系统构架、算法实现等领域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在
国内多家搜索公司担任过项目小组负责人。 
 
另外，研究项目小组还包括5名相关学科的硕士研究生和4名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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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贡献（Expected Contribution） 

 解决企业三大技术瓶颈，扩大市场份额，争做行业领头； 

 实现工程转型智慧化，响应市委市政府重点部署的战略指导方向； 

 企业申请发明专利6项以上，依托国内外行业内资源，逐步引进和培养高端技术

人才10人以上，为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企业效益 

社会效益 

 本项目是典型行业的智慧化转型案例，符合杭州市委市政府重点部署的“一号工

程”中三大平台和八大工程的战略指导方向，是智慧城市管理应用平台中安全平

台的重要基础，具有示范作用； 

 引入国际一流的重大工程远程实时管理技术和制度，使得建筑、设施的消防安全

管理水平有了质的飞越，从源头保障了生命和财产安全； 

 这些先进的管理制度、具象的实施规范将极大地影响工程管理的其他领域，为杭

州实施“一号工程”，保障“两区两会”提供参考与标准。 



感谢各位专家 
          给予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