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年度江苏省工业软件优秀产品和应用解决方案推广名单

序号 申报类别 子类别 单位名称 产品和解决方案名称 推荐星级
1 研发设计 产品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同元系统设计与验证平台MWorks ☆☆☆
2 研发设计 产品 苏州浩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浩辰CAD ☆☆☆
3 研发设计 产品 苏州数设科技有限公司 强度自动化校核软件Strenlab ☆☆☆
4 研发设计 产品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设BIM建设管理平台 ☆☆☆
5 研发设计 产品 科大讯飞（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知识图谱技术的建筑图纸自动化审查与设计辅助平台 ☆☆
6 研发设计 产品 江苏锐天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名） 复杂系统智能化柔性仿真测试平台 ☆☆
7 研发设计 产品 苏州方正璞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方正璞华PDM系统 ☆
8 研发设计 产品 无锡雪浪数制科技有限公司 雪浪算盘-工业混合建模与联合计算系统 ☆
9 研发设计 产品 昆山中创软件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制造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 ☆

10 研发设计 产品 苏州舜云工程软件有限公司 三维多物理场工业仿真云计算平台 ☆
11 研发设计 产品 苏州千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数控加工编程软件Ultra CAM ☆
12 生产制造 产品 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智慧电厂平台 ☆☆☆
13 生产制造 产品 南京华苏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深度学习的计算机视觉平台 ☆☆☆
14 生产制造 产品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熊猫iMANUF工业信息化系统平台 ☆☆☆
15 生产制造 产品 苏州市创功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镭雕软件 ☆☆
16 生产制造 产品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远制造执行系统软件V1.0 ☆☆
17 生产制造 产品 江苏杰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杰瑞制造执行系统 ☆☆
18 生产制造 产品 江苏海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MSO多轴运动控制系统 ☆☆
19 生产制造 产品 镇江苏仪德科技有限公司 苏仪德PL检测软件 ☆☆
20 生产制造 产品 上电智联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我的智造”数字化精益智造赋能平台软件 ☆☆
21 生产制造 产品 江苏金恒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机器视觉的中厚板表面缺陷检测系统 ☆☆
22 生产制造 产品 江苏海隆华思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更名）船舶智能生产执行系统 ☆☆
23 生产制造 产品 南京粒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复新水源反渗透（RO）膜5G+智慧工厂 ☆☆
24 生产制造 产品 扬州环锐科技有限公司 环锐智能充填控制系统软件 ☆☆
25 生产制造 产品 南京威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威布三维分布式智能制造服务平台 ☆☆
26 生产制造 产品 苏州德创测控科技有限公司 机器视觉系统应用 ☆
27 生产制造 产品 江苏荣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荣辉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
28 生产制造 产品 南通明兴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西服个性化定制智能混流生产管理系统 ☆
29 生产制造 产品 江苏海宝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MES制造执行协同系统软件 ☆
30 生产制造 产品 南京粒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阀门行业智能试压密封性在线监测系统&智能焊接工艺在线监测系统 ☆
31 生产制造 解决方案 苏州鼎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高精度机器视觉智能检测全方位解决方案 ☆☆☆
32 生产制造 解决方案 苏州泽达兴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医药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 ☆☆
33 生产制造 解决方案 江苏西格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精密加工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 ☆
34 生产制造 解决方案 常州奥比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夏洛特智能生产制造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
35 生产制造 解决方案 苏州杰锐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半导体元器件机器视觉质检系统解决方案 ☆
36 生产制造 解决方案 江苏亚威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亚威智云金属成形加工协同制造解决方案 ☆
37 生产制造 解决方案 江苏赛格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赛格MES电缆行业解决方案 ☆
38 生产制造 解决方案 苏州艾吉威机器人有限公司 艾吉威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
39 生产制造 解决方案 江苏中有信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制药生产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解决方案 ☆
40 运营维护 产品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NS8008发电厂电气设备状态评估与检修辅助决策系统 ☆☆☆



序号 申报类别 子类别 单位名称 产品和解决方案名称 推荐星级
41 运营维护 产品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瀚川智能水滴智造运营系统MOSV1.0 ☆☆☆
42 运营维护 产品 南京南瑞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级电力调度系统 ☆☆☆
43 运营维护 产品 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朗坤苏畅工业互联网的设备健康管理与诊断平台 ☆☆☆
44 运营维护 产品 南京葛南实业有限公司 葛南云平台 ☆☆
45 运营维护 产品 江苏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安防集成平台 ☆☆
46 运营维护 产品 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维尔利智慧餐厨垃圾收运处置一体化信息管理系统 ☆☆
47 运营维护 产品 江苏濠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输变电全景立体智能防护系统 ☆☆
48 运营维护 产品 江苏亿友慧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纺织行业工业互联网监测服务平台 ☆☆
49 运营维护 产品 江苏远望神州软件有限公司 船舶综合保障管理系统 ☆
50 运营维护 产品 常州英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英集智慧供热系统仿真分析与决策优化软件 ☆
51 运营维护 产品 苏州协同创新智能制造装备有限公司 基于标准解析的远程运维场景应用项目 ☆
52 运营维护 产品 江苏达实久信数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手术室管理平台系统 ☆
53 运营维护 产品 江苏中矿安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灾害综合防治系统 ☆
54 运营维护 产品 瀚云科技有限公司 瀚云制造运营管理平台 ☆
55 运营维护 产品 无锡井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绿色能源管理系统 ☆
56 运营维护 产品 南京先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大数据安全融合平台 ☆
57 运营维护 产品 江苏润仪仪表有限公司 应用在井下原油采集罐中的智能防爆高频雷达液位远程透传测控系统 ☆
58 运营维护 产品 江苏麦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五位一体化工安全信息化系统 ☆
59 运营维护 解决方案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大型/超大型水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国产化解决方案 ☆☆☆
60 运营维护 解决方案 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基础设施和装备结构安全智能监测及健康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
61 运营维护 解决方案 江苏汇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挂图作战和高精度污染溯源解决方案 ☆☆
62 运营维护 解决方案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伟创电气建筑机械物联网解决方案 ☆☆
63 运营维护 解决方案 中电智能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基于中电可信物联平台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
64 运营维护 解决方案 江苏未来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智慧海上风电整体解决方案 ☆
65 经营管理 产品 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 品牌服装柔性智能“制造+物流”互联网平台 ☆☆☆
66 经营管理 产品 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 碳中和目标数字化认证与管理平台 ☆☆☆
67 经营管理 产品 江苏省精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多源数据感知冷链平台 ☆☆☆
68 经营管理 产品 南京中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互联网+时代下的工业智慧物流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
69 经营管理 产品 苏州方正璞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采云链供应商协同系统平台软件 ☆☆
70 经营管理 产品 苏州微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微缔智能车间运维物联网平台软件 ☆☆
71 经营管理 产品 江苏杰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杰瑞企业管理应用开发平台 ☆
72 经营管理 产品 江苏交控智慧城市技术有限公司 物联网支撑下的实时公交调度与预测系统 ☆
73 经营管理 产品 西信科技有限公司 西信科技WIT 工业互联网开发平台 ☆
74 经营管理 产品 百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百卓轻云ERP软件 ☆
75 经营管理 解决方案 江苏腾瑞智联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安全生产创新应用解决方案 ☆☆
76 经营管理 解决方案 江苏兰之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汽配行业智慧工厂整体解决方案 ☆
77 经营管理 解决方案 江苏现代造船技术有限公司 现代造船修船解决方案软件 ☆
78 经营管理 解决方案 神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神彩环保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危废处置经营数字化解决方案 ☆
79 经营管理 解决方案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线缆云平台应用解决方案 ☆
80 经营管理 解决方案 常州奥比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夏洛特智能工厂WMS仓储管理解决方案 ☆
81 信息安全 产品 南京云信达科技有限公司 CDM云数据管理平台软件 ☆☆☆
82 信息安全 产品 南京赛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赛宁网安工控系统网络安全靶场 ☆☆☆



序号 申报类别 子类别 单位名称 产品和解决方案名称 推荐星级
83 信息安全 解决方案 信联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基于国产密码算法的工业物联网安全接入系统 ☆☆
84 信息安全 解决方案 江苏易安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易安联EnSDP新一代零信任访问安全综合解决方案 ☆☆
85 信息安全 解决方案 南通东华软件有限公司 多云云备份解决方案 ☆
86 信息安全 解决方案 江苏亨通工控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业企业网络安全综合防护解决方案 ☆
87 信息安全 解决方案 江苏东洲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边缘计算的工业数据采集及工控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