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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先的军警智能装备公司与警用智能平台建设者

以科学赋能，定义全新智能执法利器

以技术集成，助力国家军警装备建设

上海钜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定位为整合型综合性高科技公司，目前主营业务

涉及公安、军用、工业等领域。公司实行市场定位、产品定位、设计研发、组织生产、渠

道销售一体化，致力于将现有高端前沿技术结合应用，自主设计研发，利用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提高军警执法、训练和作战效率。

CHINA'S LEADING MILITARY AND

 POLICE INTELLIGENT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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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 关于

AI

钜星 X20 智能头盔是一款基于安卓系统的高端一体化

智能产品，包含语音和触控板双重操控模式，并能实现

5G，4G，WIFI 等全网通覆盖连接的多功能 头戴式智能

穿戴设备。

头盔拥有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热成像，远程协作，执

法记录，定位导航等功能，同时我们也支持为客户订制

安装自定义 APP软件及使用第三方软件，扩展性良好。

人脸识别

可实现 20 米内秒级识别犯罪人员

车牌识别

可实现 50 米内秒级识别犯罪车辆

智能测温

3 米内精准人体测温，误差 ± 0.3 ℃之内

远程协作

全方位勘察，多人协同作战，云端智能指挥

系统定位

快速路线指导，精准定位。

执法记录

实时进行拍照录像，并自动储存内容至本地或 传输

至后台。

5G+AR+AI

带有 AI 智能算法、AR 显示技术结合 5G 网络，实

现安全、准确、高效地的信息传递。将大数据生成

的虚拟物体和现实的结合，实现对现实的增强

语音交互

双麦克风，主动降噪，全语音控制，解放双手

FEATURES | 主要功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RADITIONAL 
HELMETS

高效协助，
实现多元警种
与解决方案全覆盖。

产品重量 裸机 1300g

电池容量 10000mAH快速充电

TF卡 可扩展最大支持，256G

显示 40°视场角，1920*1080分辨率

红外夜视 10米内夜间进行观察、搜索、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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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环节智能参与协助，提
高交警现场处理效率，减
少高峰拥堵风险。

如遇设卡查车等工作，只
须 一 名 警 员 拦 截 查 询 证
件，同时查询车辆违章信
息识别车辆即可，大大节
约人力资源。

150°超广角高清摄像头、录制与直播，

精准留证，还原现场。

警员之间音视频连线，实时保持云端协同作战，提高执

法效率。

拦截设卡，逐一查询

智能头盔与警务平台连接后，若有违法记录，AR 虚拟

屏幕面将当场自动显示违法记录，并可自动同步到警

务平台。极速鉴定是否属于违章违法车辆，对

其进行是否需要暂扣车辆的处理。

实时反应重大交通事故现场画面；实时

通知交管部门对逃逸车辆设卡拦截。

拍照 /录像取证

在路边监控摄像多数无法拍到车内的情况下，使用头盔

相机第一视角对司机及车内情况进行清晰记录。

场景功能应用：

场景功能应用：

摄像头

摄像头

车牌识别

车牌识别

远程协作

远程协作

交通事故

移动设卡 /酒驾
突发情况

Drunk driving &
Emergency

Examples Of  Smart Helmet 
Application Scenarios

SCENARIOS | 场景 SCENARIOS |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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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集成，轻装上阵，提
高安全系数与工作效率，
释放更多能动性。

SCENARIOS | 场景 SCENARIOS | 场景

路边停靠车辆
Roadside Parking

外出巡视路边停靠车辆

当场识别车辆违章与否。若违章，智能

头盔将即时语音提示。

车牌识别

快速实时识别车辆，方便
巡视，解放双手，省时省力。

场景功能应用：

场景功能应用：

警员骑行查车

警员音视频连线，高清摄像头全方位了

解周边信息，方便后台远程指挥骑警。

随时采集车辆行车路径，方便警员固

定违章证据。

违章取证

远程协作

巡警骑车外出查车

Out For Vehicle Check

红绿灯十字路口

Intersection

在车流量大和违章多发的
红绿灯十字路口路段，智
能头盔可协助警员高效完
成日常工作。

红灯下

可查询停下车辆的违章未处理次数，判

断是否需要扣车处理。

十字路口中央

可判别行驶中的车辆违章与否，方便及

时引导车辆停车检查。

拦截设卡

实时通讯，获取相关信息，提前设卡拦

截，提高执法效率。

检查可疑车辆

及时拍照 / 录像取证，记录车内情况。

场景功能应用：

车牌识别

车牌识别

摄像头

远程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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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警察、巡逻警察、
特种警察业务执行

Patrol Police, 
Police Tactical Unit
Business Execution

交通枢纽、人流密集区域

无须拦截，警员第一视角即可获取对方

身份信息。

执法记录监控覆盖

150°超广角高清摄像头，及时取证。

全方位勘察，多人协同作战，云端智能

指挥，大大提高执法效率。

人脸识别

场景功能应用：

在 进 行 维 安、 查 人、 防
恐 等 工 作 时， 钜 星 智 能
头 盔 可 助 力 警 员 更 高 效
完成任务。

摄像头

远程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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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STAGE MANAGEMENT | 后台管理SCENARIOS | 场景

智能头盔后台管理

Backstage Management 

整合大数据运用思维，实现全数据化管理

可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实现网络化、统一

和分布式的管理，支持远程操作，将安全事件发生概率

降到最低，提高应变处理能力和追踪分析能力，可支持

多种接品协议：如国标 GA/T 1400、GB/T 28181。

FULL DATA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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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MANAGEMENT SYSTEM | 云端管理系统

用户管理

轻松管理人员及账号 ，任意一个人员的相关信

息都能快速查找。

云端管理系统
功能介绍

Cloud Management 
System

设备管理

轻松管理设备， 任意一台设备的相关信息都能

快速查找。

后台推送

后台管理系统可向头盔推送图片、文字、和位置，

并可对设备进行 OTA 在线升级。

视频管理

使用远程协作的头盔与观看端进行视频交互时

的数据备份及视频管理。

桌面管理

可单个或批量的自定义 头盔端桌面的 APP数量。

资料备份

头盔端可一键备份资料到管理系统，后台支持

在线预览及下载。

智能头盔外观设计
与材料应用

Exterior Design & 
Material Application

工业设计
Industrial Design

体验式设计理念，简洁科技的造型语言

符合人体工学设计，舒适的佩戴体验，安全性强。

材料应用
Material Application

碳钎维外壳：具有耐高温、抗磨擦、耐腐蚀、高强度等

特性

保证佩戴者头部安全的同时，提升灵活度与舒适度。



智能头盔概览图说明

Overview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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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top-down shading lens

1080P
 Array optical waveguide

SIM
SIM Card

Speaker

电池
Battery 

Tactical Guide

Touch Remote camera

Lift And Fall Of Sunshade

Power key

Working Indicator

TYPE-C
Type-C

Headphone

Proximity camera

OVERVIEW DIAGRAM | 概览图说明

Police Badge

Thermal imaging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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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REPORT AND PATENT |  媒体报道与专利展示

媒体报道与专利展示

MEDIA REPORT AND
PATENT

进博会获中央电视台
明星产品进驻央视直播间，重点介绍。

中央电视台采访

江苏电视台采访

上海财经外语频道采访



公司目前产业涉及安防、海关、工业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