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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景科技：创新引领智慧环保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基于人

工智能识别技术， 通过对污染源 （黑

烟车、 水质等） 的图像进行采集， 就

能智能识别污染等级； 利用机动车尾

气光谱分析技术， 分析出污染物的浓

度含量， 从而准确开展移动污染源的

管控……这是广州市云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简称 “云景科技”）

在智慧环

保领域的创新应用。

成立于 2010 年 9 月的云景科技，

在 45 平米的小房间开启了创业梦想，

通过承接应急指挥、 环境监测、 机动

车环检等众多信息化项目， 在领域内

崭露头角。 2014 年， 云景科技全面推

动向产品化转型， 系列产品相继诞生，

实现从“数字环保” 到“智慧环保”

技术与理念的飞跃。 2015 年， 云景科

技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016 年， 云景科技迁入天河智慧城，

工业源管控、 生态大数据产品快速推

陈出新， 全面进军移动源管控领域，

夯实强大的竞争优势。 2019 年销售额

突破亿元， 公司发展走上快车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引领下， 云景科技志存高远，

以创建“美丽中国” 为梦想， 站在科

技的云端， 采用新兴的物联网、 云计

算、 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 空间地理

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致力于构

建生态环境监测、监管、治理一体化、全

链条的智慧环境解决方案， 让祖国的

“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实现云

景人最美好的前景。

技术是硬实力，唯有加强技术升级

才能持续发展。 据了解，云景科技每年

将销售额的15%投入研发， 集聚了以硕

博士等高级人才为主体的研发团队，高

度聚焦智慧环保业务，紧扣时代潮流持

续创新，研发技术含量高、贴近用户需

求的软硬件产品。 该企业研发的基于人

工智能的图像智能识别技术、生态环境

大数据处理技术、机动车尾气光谱分析

技术和生态环境物联技术等， 在行业

内具有创新引领作用。

同时， 云景科技还与国内多家高

校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战略

联盟关系， 聘请华南理工大学、 中山

大学、 暨南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等科

研院所、 机构的一批著名专家组成顾

问团， 不断推出新产品、 新工艺和新

技术。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云景科技跻

身广东省近几年销售收入排名前三的

移动源管控专家、 智慧环保服务商，

企业整体实力和技术水平在全国智慧

环保行业中位居前列。 据了解， 未来

三年， 云景科技致力于在知识产权、

市场占有率上实现重大突破， 成为国

内移动源污染排放监测与防治领域内

的领头羊， 智慧环保领域内的知名供

应商， 为构建“美丽中国” 奉献云景

人的一份力量。

云趣科技获“金音奖”

2020 年度中国最佳智能语音解决方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

11 月

19-20 日，作为中国联络中心“奥斯卡”

奖以及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力的客户

联络中心产业年度峰会，2020 (

第十三

届

)金音奖中国最佳客户联络中心颁奖

典礼暨国际峰会在中国上海隆重召

开。会上公布了金音奖《2020 中国最佳

客户联络中心与 CRM》评选活动的最

终获奖名单， 云趣科技凭构建新基建

时代 AI 生产力的“穗小助”系列产品，

获得 2020 年度中国最佳智能语音解

决方案奖。

从呼叫中心服务驱动方式的转变

谈起，云趣 AI 产品总监唐庆宁深入浅

出地介绍了 AI 能力的全场景深度整

合，讲解 AI 作为数字雇员在全运营流

程中的角色与赋能。 据了解， 云趣 AI

旗舰产品———穗小助， 初步上线便运

用智能化工具赋能广州 12345，在助力

广州营商环境优化中起关键作用。 穗

小助在政务行业发起灯塔效应， 将来

会持续优化并运用到更多领域， 如金

融、制造业、房地产等更多需要 AI 智

能化的行业， 通过数字雇员代替人工

解决 90%以上的复杂客服场景。

云趣科技汇聚各类智慧创新人

才，拥有着业界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

团队技术沉淀超过 20 年，专注通讯技

术产品研发，掌握云通讯平台、智能 AI

应用、大数据、自主化业务开发平台等

核心技术， 自主研发产品有全媒体智

能客服平台、坐席助手、语音机器人、

云客服、云总机、机器声纹等。

在全新战略布局中， 云趣科技融

合清华大学电子系智能语音技术，成

功突破诸多人工智能先进技术壁垒，

掌握融合通讯、智能机器人、大数据、

云计算等核心技术， 专注于呼叫中心

及行业应用研发。 同时携手暨南大学

成立“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积极开

展语义方向的行业发展研究与场景应

用的产品开发， 实现行业关键核心技

术突破。 据悉，云趣科技将继续加强自

身研发技术的投入与创新， 深耕融合

通讯、5G+创新应用、语音机器人等领

域，助力用户释放 AI 生产力。

极飞智慧农场入选

中国十大数字农业技术应用案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11 月

27 日，“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

易会”（

以下简称 “农交会

”）在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开幕。 此次展会

是中国农交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

届， 聚焦展示了农业各行业新业态

新产品。 期间还举办了数字乡村发

展论坛，极飞科技的“智慧农场精准

农机技术” 入选农业农村部评定的

10 项智慧农业新技术应用模式案

例。

此次农交会， 极飞科技展示了

无人化农场的完整解决方案， 展示

设备包括极飞农业无人车、 极飞农

业无人机、极飞农业物联网、极飞遥

感无人机以及极飞农机自驾仪。 现

场展出的农业生产数字基础设施、

智能精准农机和数字农业生产操作

系统， 体现了极飞智慧农业系统的

完整性、 架构的先进性以及关键技

术突破与相关技术有效集成， 完成

了智慧农场从“盆景”到“风景”的转

变。

值得一提的是， 极飞农业无人

车和遥感无人机还登上了农业农村

部搭建的农业丰收主展台， 成为了

本次展会的一大风景。 极飞科技的

无人化农场解决方案也吸引了无数

观展人的注目。 现场人头攒动，6 大

产品线受到众多参展嘉宾的关注与

青睐。

本次农交会期间， 同时举办了

数字乡村发展论坛， 论坛发布了智

慧农业新技术应用模式和数字乡村

建设典型案例，极飞科技的“智慧农

场精准农机技术”与华为农业 5G 等

高新技术一同入选农业农村部评定

的 10 项智慧农业新技术应用模式

案例。 据了解，极飞“智慧农场精准

农机技术”通过信息化、自动化、智

能化技术， 与大中农场的其它农业

生产要素和农艺技术深度融合，实

现无人农场和农业生产的高效管

理，降低了成本，提升了效益。

极飞科技农业无人机。 企业供图

2020(

第十三届

)

金音奖中国最佳客户联络中心颁奖典礼。 企业供图

云景科技前台。

云景科技办公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