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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工程企业一级资质

北京市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证书

北京安防行业协会证书

北京市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安装服务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

北京有线电视站、共用天线设
计、安装证书

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证书

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www.bdkcn.cn
北电科林 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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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

生产制造

BDK 在业务涉及的各个专业领域均配置有技

术研发团队，其中技术中心负责总体管理和协调。

公司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根据科技发展和市场

需求，特别是在电子产品、机械产品、系统集成

2 次开发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定型了一

批产品，获得了一批自有知识产权和专利，并不

断使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企业创造效益。 

BDK 的技术人员主要由工程师和工人技师构成，

公司现有高级工程师、工程师 32 人，高级技师

2 人。 他们在各自技术岗位上的努力和创新，为

公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BDK 经过多年的人才、技术和设备的积累，

在电子设备、机械结构所需的零部件加工制造、

采购检测、组装集成等相关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

可以批量生产制造信号处理分配器、数字编解码

器 / 信号调制解调器、电视机顶盒等室内应用电

子产品及光站、干线 / 支线放大器等室外电子设

备。在机械加工方面，可以进行整车车体改造、

成品车辆改装、机械零部件加工、机电设备加装

等制造、改装业务。

公司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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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

服务保障

BDK 在系统工程项目的实施方面已经走过了 30 余

年的道路，从最开始的大型电视转播车项目，到现在的

电视 /特种车辆生产制造、大范围的有线电视系统集成、

平安城市 / 电子警察 / 智能建筑系统集成等领域，BDK

均完成了诸多经典项目。BDK 的核心系统集成技术也从

开始掌握的视频技术，逐渐延伸到音频系统集成技术、

网络通讯系统集成技术、机械系统集成技术等广泛的领

域。

为了对自有产品及自行设计实施的工程项目负责，保证已经交付用户的系统稳定可靠运

行，BDK 一直培养并保持着一支售后服务、支持保障团队，除了可以为用户提供应急抢修等

情况下的临时服务，还为用户提供技术咨询、功能扩展等方面的设计及重大活动期间的人力

和技术支持。

www.bdkcn.cn
北电科林 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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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车业务相关项目业绩
广播 / 电视车辆
中央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北京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塘沽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山东菏泽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山东寿光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吉林电视台高清卫星车

吉林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沈阳广播电视台转播车

黑龙江齐齐哈尔广播电台广播车

旅顺广播电视台高清电视转播车

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 5.1 声道直播车

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 3G 网络车

株洲广播电视台转播车

乌鲁木齐电视台应急直播车

青海省电视台应急直播车

四川省电视台应急直播车

内蒙古包头广播电视台新闻直播车

内蒙古乌兰察布广播电视台广播车

江西赣州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车

广西桂林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东莞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贵州遵义市人民广播电台直播车

河南新乡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河南开封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应急通讯 / 指挥车辆
交通部各省厅应急指挥车

北京首都机场救援应急指挥车

北京市政府应急指挥车群

北京人防应急指挥车

北京军区应急通信车

北京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移动指挥车

北京通州公安局应急指挥车

天津市政府应急指挥车群

天津警备区应急指挥车

上海气象局应急指挥车

上海气象局通信指挥车

广州人防通信指挥车

广东气象局通信指挥车

广东珠海人防应急指挥车

兰州人防应急指挥车

河南军区应急通信车

济南军区应急通信车

广西地震局应急通信车

黑龙江消防应急指挥车

包头人防应急指挥车

其他特种车辆
北京无委会无线电监测车

秦山核电站监测车

中公高科路况检测车

河北安监局监测车

河南无委会无线电检测车

保安公司押运车

国外项目
马来西亚电视转播车 

英国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葡萄牙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越南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几内亚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埃及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津巴布韦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尼泊尔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朝鲜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安哥拉电视台电视转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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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业务相关项目业绩

国家重点工程
人民大会堂保安监控系统

中南海演播室保安监控系统

中华世纪坛演播室及会议电视系统

中国航天员训练研究中心航天模拟中心电视
监控系统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园区及出入口监控系统

国庆 60 周年群众游行指挥部彩车部技防设施
项目合同书

国庆 60 周年朝阳区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扩容项目

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保管箱库电视监控系统

北京市工商银行总行金库保安监控系统

工商银行朝阳支行及各储蓄所电视监控系统

工商银行通县支行及各储蓄所电视监控系统

工商银行崇文、房山、怀柔、密云支行

机场
沈阳桃仙机场电视监控系统

厦门高崎机场电视监控系统

首都机场航站楼电视监控系统

北京南苑机场电视监控系统

学校
解放军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军事科学院会议电
视系统

解放军后勤学院电视监控系统

北京电影学院电视、北京化工大学、北京吉
利大学电视监控系统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舞台灯光音响系统

北京育才、文慧学校电化教学系统

高速公路
山西省 夏家营— 汾阳、运城—风凌渡、夏
侯马—运城高速公路收费监控系统

河北省 夏保坻—山海关、丹拉路高速公路
收费监控系统

河北香河收费站电视监控系统

四川省成乐路、成渝高速公路收费监控系统

湖南省夏耒宜路段、湘耒路段高速公路收费
监控系统

湖南省高速公路联网系统收费监控系统

沈阳高速公路二期

政府机关
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紧急通常广播系统

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朝阳分公司监控系统

北京崇文工商行政管理局监控系统

怀柔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控系统

北京通州法院监控系统

齐齐哈尔电信大楼监控系统

门头沟博物馆安全防范系统

总参干休所电视监控系统

总参军训部电视监控系统

海军西山工程办公室监控系统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

亦庄开发区海关闭路监控系统建设工程

朝阳体育场弱电系统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络监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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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安防
左家庄街道办事处、香河园街道办事处、酒
仙桥街道办事处、大屯街道办事处 1/2/3/4/5
期、呼家楼街道办事处 1/2/3/4 期、八里庄
街道办事处

乡镇安防
来广营乡 1/2 期、金盏乡、东风乡

社区安防
北苑家园、和平里社区、长安星园 、翠屏北
里小区 、劲松示范街社区、格瑞雅居、三源
里小区、莲水怡园、通典铭居小关示范街、
富河园小区

医院
北京安贞医院监控系统

协和医院（监控 门禁 音响）系统

北京市第六医院血管仪监控系统

工矿企业及其他
中国华能上海石洞口、福州电厂电视监控系统

中国石油总院办公楼电视监控系统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监控系统改造工程

中国联通二龙路办公楼视频监控及门禁设备

清华同方核技术集装箱检测电视监控系统

上海时代货运公司船只电视监控系统

北京歌华平谷分公司大楼安全防范系统工程

山东荷泽电厂电视监控系统 

北京朝阳供电公司监控系统

北京玻璃仪器厂监控系统

兰州卷烟厂视频监控工程

北京广大制药厂安防系统工程

西门子（中国）公司智能电视监控工程

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音响系统工程

系统集成业务相关项目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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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业务相关项目业绩

国家体育场 ( 鸟巢 )HFC 工程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 HFC 工程

北京市政府怀柔宽沟招待所 HFC 工程

北京市英东游泳馆 HFC 工程

中国气象局 HFC 网络改造工程

中国铁道部 HFC 网络改造工程

北京人民大会堂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北京中央军委党校

总政治部机关

总参谋部机关

国家安全部机关

北京军区机关

外交部机关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

河南有线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广播电视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团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方联合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河北广电网络集团保定有限公司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有线电视网络改造工程

黑龙江农垦总局有线数字电视接入网改造工程

北京燕山石化总公司电视台

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电视台

天津科电石化公司电视台

天津大港油田有线电视网络中心

山东胜利油田广播电视中心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铁路分局电视台

河北邯郸钢铁总厂电视台

河北唐山钢铁公司电视台

石家庄市炼油厂电视台

湖北省东风（二汽）集团电视台 

江苏仪征化纤联合公司电视台

江苏南京钢铁集团公司电视站

江苏南化集团公司电视台

南京炼油厂有线电视台

安徽安庆石化总厂有线电视台

江西景德镇网络公司网管系统集成工程

重庆钢铁集团电视台数字前端系统集成工程

重庆网络公司网管系统集成工程、

重庆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化学工业公司电视台 

长春第一汽车工业公司电视台

秦山核电站电视中心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萍乡分公司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景德镇分公司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

江西省广播电视网络传输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

福建三钢闽光电视台

福建三明化工厂电视台

福建炼油化工有限公司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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