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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工业互联网 APP优秀解决方案名单

序号 推荐单位 企业名称 解决方案名称

1

北 京

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掘进工作面智能管控 APP集成系统

解决方案

2 安世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压力容器仿真 APP
3 北京智通云联科技有限公司 乳品饮料行业数字工厂及其生产赋能 APP
4 北京京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移动 APP

5 北京研华兴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ISE-Insight APM数字化金属焊接工艺追

溯 APP应用解决方案

6

天 津

天津泰凡科技有限公司 泰凡工业微知库 APP
7 中汽研软件测评（天津）有限公司 汽车工程数据 APP

8 微企（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汽车制造的设备智能化监控指标体系管理

APP应用解决方案

9 天津海润海上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船舶生产作业管理 APP

10 中汽数据（天津）有限公司
基于 C-ASAM标准体系的汽车研发试验领

域工业 APP解决方案

11 德航（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油烟监测设备在线监测 APP

12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智慧车站综合运管 APP应用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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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企业名称 解决方案名称

13 天津玛斯特车身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数格”系统—车身多材料连接技术数字化解

决方案

14
河 北

唐山报春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钢铁大数据的工业互联网 APP应用

解决方案

15 裕茂优科技秦皇岛有限公司 智慧用电管理 APP应用解决方案

16

辽 宁

沈阳中科博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故障诊断预警 APP
17 抚顺抚运安仪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空气艇人工智能检测 APP

18 鞍钢集团自动化有限公司
融合 5G技术的设备智能管控 APP集成应用

解决方案

19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菱镁综合能耗管理系统 APP
20

上 海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装配线仿真软件解决方案

21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电站锅炉智能运行优化 APP
22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工业智能云检测 APP
23 上海博泰悦臻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新宝骏车联 APP

24 上海致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飞梭 APP—纺织企业主专属的降本增效

云管家

25 蕴硕物联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船舶装备焊接质量管控全景解决方案

26 上海电气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星云智汇平台的新能源智慧管理 APP

解决方案

27 戴西（上海）软件有限公司 仿真流程自动化 APP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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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企业名称 解决方案名称

28

江 苏

苏州登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MBSE的复杂装备系统的工业仿真数字

孪生体 APP应用解决方案

29 苏州中源广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暖通工程设计 CFD仿真 APP
30 江苏西格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NC智能工厂精密加工数字化解决方案

31 无锡雪浪数制科技有限公司 面向流程工业节能降耗的实时优化 APP
32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轧钢设备故障预警与健康管理 APP
33 航天云网数据研究院（江苏）有限公司 面向汽车行业研发设计协同平台解决方案

34 昆山泽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行业零部件开发 APP

35

浙 江

浙江远算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数值仿真技术的大坝健康管理数字孪生

APP应用解决方案

36 杭州新迪数字工程系统有限公司 3D云盘 APP
37 东阳优云科技有限公司 线带纺织生产调度管理 APP
38 杭州麦科斯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运动部件产品设计仿真工业互联网 APP
39 杭州优海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面向离散智造加速的优优工业 APP

40

安 徽

科大智能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大数据的高炉智能热风炉司炉工业

APP应用解决方案

41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车身连接质量智能监控及故障

诊断 APP

42 安徽环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过程质量监控工业互联网 APP应用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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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企业名称 解决方案名称

43

福 建

福建华鼎智造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装备远程运维工业 APP

44 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
SincetechPDA经编生产管理 APP集成应用

解决方案

45 德化亿星软件有限公司 陶瓷工业互联网 APP应用解决方案

46 福建雷盾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大型网络东西向威胁一站式管控 APP集成

应用解决方案

47 福建东南西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纺织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48 中电望辰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鞋业创新 APP集成应用

解决方案

49 江 西 江西融合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赣企服”工业大数据协同制造服务APP应用

解决方案

50

山 东

山东山大华天软件有限公司 SView3D协同解决方案

51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生产全过程可靠性质量管

控 APP应用解决方案

52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网站所智能运维 APP

53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全生命周期智慧服务 APP应用

解决方案

54 山东聚发数字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低代码电力能源工业互联网 APP应用

解决方案

55 济南瑞泉电子有限公司 智能水表移动端数字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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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企业名称 解决方案名称

56 山东新松工业软件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离散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57 东阿蓝天七色建材有限公司 七色智造 APP

58 金现代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低代码开发 APP

解决方案

59 山东万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面向离散制造机械装备行业的制造运营管理

（MOM）APP应用解决方案

60

河 南

许昌纪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局部放电在线监测移动端

61 新乡市中誉鼎力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砂石骨料行业智能管理创新 APP应用

解决方案

62 河南和方科技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智能工厂 APP应用解决方案

63 河南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数能智控平台 APP应用解决方案

64 纪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配电运维平台配套移动端软件

65

湖 北

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
特种钢冶炼锻造质量大数据管理 APP

解决方案

66 武汉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三维可制造性分析系统（3DDFM）APP集成

应用解决方案

67 湖北亿立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亿立能水文遥测运维管理解决方案

68 大唐互联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EMS(能源管理）APP应用

解决方案

69 湖北航天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所 工业互联网供应链全要素质量管控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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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企业名称 解决方案名称

70 东土科技（宜昌）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 APP应用

解决方案

71 武汉开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 APP三维零件加工工艺规划

（3DMPS）应用解决方案

72 武汉奥恒胜科技有限公司 寰维云工业互联网 APP应用解决方案

73 武汉恒力华振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装备智能监控与健康状态管理系统

解决方案

74

湖 南

湖南精益传动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风电齿轮传动系统实时寿命预测的智能

运维工业 APP
75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加工中心工业互联智能控制 APP
76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智能装备的隧道智能建造解决方案

77 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面向智能零售服务终端的工业互联网 APP

解决方案

78

广 东

广州接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 AIoTbrain智造平台的工业互联网 APP

应用解决方案

79 广州博依特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流程工业生产数据化运营解决方案

80 中船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产业链协同管理 APP
81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注塑智能生产管理解决方案 Yi-MES
82 广 西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商用车制程质量 APP管理平台

83 海 南 海南预筑建筑工业化科技有限公司 商砼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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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企业名称 解决方案名称

84
重 庆

重庆市科源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智慧电厂安全生产 APP应用解决方案

85 重庆智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尔MOM制造运营 APP应用解决方案

86

贵 州

贵州百讯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制造企业设备服务管理 APP应用解决方案

87 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磷化工生产智能调度 APP应用解决方案

88 贵阳爱立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无钥签名区块链的流程溯源 APP

解决方案

89 西 藏 西藏昂彼特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能源工业互联网 APP集成应用

解决方案

90 陕 西 陕西谢华科技有限公司 全民健康“医+医”智能化管理 APP

91
宁 夏

银川汇成科技有限公司
服装数字化定制工业互联网 APP应用

解决方案

92 宁夏水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供水管网漏损控制系统 APP

93 新 疆 红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海陆天地一体化工业互联网的海上作业

装备在线监控与能效管理 APP

94 大 连 大连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 UWB技术的无线定位及智能感知系统

APP应用解决方案

95

青 岛

青岛数智船海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开源生态自主仿真软件研发管理 APP

96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轮胎全生命周期智能管理服务 APP应用

解决方案

97 青岛鹏海软件有限公司 冰冷行业生产过程稳定管控 APP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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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企业名称 解决方案名称

98 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特来电智能充电解决方案

99
宁 波

浙江高格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VE制造业移动智能工厂信息化提升

解决方案

100 宁波钧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实时数采数据的动态资源调度方案

101
厦 门

硕橙（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机器听诊大师应用解决方案

102 厦门信达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水泥生产智能化控制系统

103

深 圳

深圳华龙讯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协同制造工业互联网 APP应用

解决方案

104 南方电网深圳数字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智慧能源工业互联网应用

105 格创东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设备健康管理（EHM）APP

解决方案

106 塔比星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供应链协同 APP应用解决方案

107 深圳点链科技有限公司 电镀产业链协同平台 APP
108 深圳市佳运通电子有限公司 油田加热炉完整性管理集控 APP
109 中核集团 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支持智能化移动终端 APP

110 航天科技

集团

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
基于数据驱动的航天制造过程质量控制 APP

解决方案

111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工业智能云检测 APP
112 航天科工

集团

北京航天智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产业数字大脑应用解决方案

113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环境高精度定位 APP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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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企业名称 解决方案名称

解决方案

114
中石化

集团
中国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架构的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风险监测预警 APP应用解决方案

115

国家电网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基于企业级业务中台的网上 APP

解决方案

116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电动汽车 V2G应用 APP解决方案

117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边缘计算框架 APP
118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配网抢修数字化服务 APP

119
南方电网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基于时空位置的低压台区智能化管理 APP

解决方案

120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 电力建设“四位一体”协同管控应用解决方案

121

中国电信

中电鸿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G+AR智慧协同及运维服务工业 APP

应用解决方案

122 中电福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云边端协同 5G+AI工业生产视觉检测 APP

应用解决方案

123 山东恒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 ETO模式的成套装备制造集成

APP应用

124
中国中化

中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设备管理 APP应用解决方案

125 中化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危化企业现场作业安全管理方案

126 中国通用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机床服务管家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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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华润集团 润联软件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雪花啤酒生产数据采集 APP
128 中煤科工

集团

中煤科工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源热泵能源智能监控分析 APP
129 北京天地玛珂电液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智能工作面数据中心 APP

130
中信集团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化精益协同制造管理 APP应用

解决方案

131 深圳市信润富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金属铸件全流程质量闭环管控 APP

132
中国机械

联合会
沈阳中科数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数字化车间数控装备智能管控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