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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产品基本信息 / Basic information 

申报单位名称 

Company 

Name 

广州云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申报品牌 

Brand Name 

文字全球智能定位 SaaS 平台名称：徽标防走丢 

name with LOGO 

产品/方案名称 

Product/Solution 

Name 

全球智能定位 SaaS 平台 
产品型号 

Product 

Model 

方案类可不填写 

N/A for Solution 

Application 

市场价格 

Market Price 

方案类可不填写 

N/A for Solution 

销售范围 

Sales Scope 
全球 

上市时间 

Time of start 

selling 

 

总销售量/或

销售金额 

Sales 

Volume 

 

核心创新点、或卖

点简述 

Core point of 

innovation 

支持群：支持手机 app 用户，多种智能移动通讯设备都可添加入群 

远近防丢   创新短链接模式，让设备提升 3 倍以上续航时间   网络电话、语音、

视频通话  故事机 

守护模式：听到救命、抢劫，自动发出一键求救   短信定位，在安卓 app 休眠

时触发定位 

敏感区域：靠近网吧预警云定位，通过 QQ、微信、短信    定位定位集成蓝牙

功能 

迹动态分享，支持多平台 VIP 短信及电话预警  相距提醒   后台、APP、硬件解

绑 

 

申报产品详细介绍 

Details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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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参数/技术指

标 

Key Parameter/ 

Technical Index 

芯片解决方案 MTK2503, 主频 260MHZ 

GPS MTK2503 内置，BD2, 1561.098MHZ/L1, 1575.42MHZ C/A code 

AGPS GPRS Class12, location time 26 seconds 

LBS 基站定位 

GSM,GPRS 2G 四频（850/900/1800/1900） 

SIM card Mirco SIM card，侧插卡，移动或联通卡 

电子围栏 以设备为中心在地图划定一个区域，出区域马上防走丢 APP和短信

息告警。 

时间显示  手表自动更新时间，无需手动 

双向通话 使用者之间可相互通话，可以设定 10 个亲情号码以及 3 个紧急求

救电话实时通话 

Wifi定位 支持 

防摘除 支持 

SOS 支持 

重力传感 器 支持 

远距离监听 支持 

电池 锂电池 400mAH, 待机 100小时 

尺寸 45.5*39.3*17mm 

附件 USB 线，说明书 

独特功能 精准定位，轨迹播放，位置共享，远程监听，微聊，情景模式，家

人或朋友间可用防走丢 APP独立使用，实时签到，实时路况，街景

导航等等 

其他功能 闹钟，健康计步，查找设备，防丢失，电子围栏，双向通话等 

 

产品功能及特点描

述 

Product 

function / 

Feature 

Description   

IoT 智能定位 SaaS 平台是广州云芯科技公司是集国内外

知名通信技术专家和定位技术专家历时一年打造的新一代智

能定位 SaaS 平台，专门为 IoT 设备厂家提供后台定位、AI 技

术 SaaS 服务，解决众多 IoT 设备厂家研发痛点（技术投入

大、风险高，研发周期长），为众多 IoT 设备厂家赋能，打造

IoT 下的新一代的技术和生态模式，推动 IoT 发展和普及。防

走丢系列软、硬件产品（儿童手表、定位器和车辆防盗器）

是基于 IoT 智能定位 SaaS 平台的研发智能硬件产品，基于移

动互联网技术、高精定位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等高科技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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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家庭成员安全保护的的智能硬件产品，该手表不仅可

以拨打电话，发送短信外，更可以和防走丢 APP 结合，通过

实时位置查询、危险区域出入通知、足迹回放以及一键求助

等功能，实现老人防走失、小孩防拐卖和少女防侵害，避免

各种针对老人、小孩和少女的恶性案件发生。 

        

 

产品外观照片/宣

传彩页 

Photo / 

Brochure 

（ 以附件形式附于申

报书后。图片为 jpg 格式，产品图像须完整、清晰。） 

Provided by attachment, photo provided by jpg. files 

企业介绍 

Company 

Profile 

500 字广州云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技术创新型，研发型

公司，实现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的 CEO 负责制，集中了原

Oracle，金山软件公司等多名软、硬件技术专家，公司遵循“以

技术为核心、以服务为基础”的核心理念，专注移动互联网和

IoT 技术产品的开发，先后自行开发了行业领先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 IoT 智能定位 SaaS 平台，防走丢系列软、硬件产

品、云芯云数据安全备份系统和 X-DNS 智能 DNS 产品等产

品，其中多项技术已通过了软件著作权登记并正在申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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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以内 

Within 500words 

创始人或核心团队

介绍/附照片 

Introduction of 

core team or 

founder 

图片罗   辉（CEO） : 原金山华南区总经理，曾在 Trendmicro、Novel 等公司

任职，多家公司 Top 销售，旧金山群主。 

罗云生（CTO）：原 Oracle 全球通信行业技术总监、Sun 公司全球   大客户技术

顾问，广东省软件协会专家成员 

林灶城（软件开发总监）：原金山公司程序员，威腾科技产品经理 

瞿江花（市场总监）： 原 Trendmicro、任子行股份、TCL、金山云等公司任 市场

经理、市场总监。 

以附件形式发送 500 字以内 

Within 500 words, photo provided by attachment 

申报企业确认 

Confirm and stamp 

本单位严格按照《2018 全球物联网创新成果点映评选办法》及其有关规定，如实提供

相关材料。 

不存在任何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并确认以上申报产品无知识产权纷争。 

如有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Our company well understand and fully accept all rules regarding 2018 Global 

IOT Contest. All the material we provided is veritable and reliable, without 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ispute.  

 

 

 

 

申报人签字：罗辉 

 

申报单位（章）：申报日期： 

 

Signature and 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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