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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江苏省人工智能融合创新产品名单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一）人工智能通用软件与平台（11项）

1 曙光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 中科曙光南京研究院有限公司

2 博云AI应用支撑平台 江苏博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星环边缘计算平台SophonEdge 南京星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 AIOT数智服务管理平台 南京甄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 永中智能办公软件 永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6 smardaten企业级无代码开发平台软件 南京数睿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7 AIVE智能视觉分析引擎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8 MARS人工智能服务平台 南京南数数据运筹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9 基于混合现实的数字孪生云平台
南京翱翔信息物理融合创新研究院有限
公司

10 基于算法仓的AI视频分析平台 苏州荟诗科技有限公司

11 知识图谱管理平台 江苏引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二）智能工业软件（11项）

12 系统设计与验证平台MWorks 苏州同元软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 机器人信息物理系统RobotCPS 苏州东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4 IPP过程质量控制系统 苏州惟信易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5 ReinOptima强化学习电机控制器 南栖仙策（南京）科技有限公司

16 数字孪生运营平台 苏州方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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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名称

17 基于AI技术的化工安全风险管控系统 江苏蓝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数字孪生运营平台X-Twins软件 南京强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19 基于人工智能的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平台 苏州华元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 智能热流体仿真软件AICFD 南京天洑软件有限公司

21 人工智能燃料电池系统 苏州氢澜科技有限公司

22 智能加工离线编程软件 苏州数设科技有限公司

（三）人工智能行业应用软件（26项）

23 面向车路协同的雷视融合感知系统 江苏航天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 警情认知级态势感知系统 科大讯飞（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25 智慧资产大脑 中电鸿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6 新一代人工智能微波测雨分析系统 江苏微之润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7 基于数字孪生的通信网络运维系统 南京华苏科技有限公司

28 亚信科技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平台 亚信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29 悠悠学-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蓝舰信息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30 水上天眼软件平台 南京畅淼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1 智慧媒资云平台 央视国际网络无锡有限公司

32 基于污水管网污染溯源分析系统软件 江苏鸿利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3 口语100智慧学习空间和智能听说教练 苏州清睿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工程车AI监控系统 南京泰晟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35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的扶梯安全乘运自诊断

系统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36 基于图数据处理智能构建产业链图谱 江苏亿友慧云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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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慧眼看路-视频AI智能平台 南京感动科技有限公司

38 基于AI的大数据运维管理平台 江苏臻云技术有限公司

39 飞搏智能交通“平安守护”工程安全管控系统

软件
南京飞搏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40 基于AI深度学习与知识图谱的农业病虫害智

能诊断平台（庄稼卫士APP） 南京绿色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41 基于AI视觉的数字网点运营系统 南京奥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2 全媒体智能客服系统 华云天下（南京）科技有限公司

43 智慧建筑预制构件管理应用平台 祐云信息技术南通有限公司

44 轻骑兵智能移动布控系统 无锡安科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45 “译语”AI 手语翻译平台 果不其然无障碍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46 爱学仕智慧课堂 江苏乐易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7 开源情报监测系统 博智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8 网联无人机自动化巡检系统 星逻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四）智能终端及基础硬件（13项）

49 高速率低阈值5G通信芯片与光模块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50 MEMS压力传感器 南京沃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 面向边缘端态势感知的人工智能图像处理计
算终端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

52 车载活体检测雷达 南京楚航科技有限公司

53 执法记录仪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4 社区矫正自助矫正终端 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

55 EdgeForceG1000算网融合智能网关 南京佶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6 非接触式跌倒检测设备 江苏中科西北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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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NKP-DY及TEL系列电源和信号智能防雷保

护器
苏州工业园区科佳自动化有限公司

58 基于5G窄带技术的智能AI安全帽 烽火祥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9 面向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人工智能超微计算机 南京中科超微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60 NKP-DY-TU系列智能电源分配器 苏州工业园区科佳自动化有限公司

61 无感智能睡眠与健康监护系统 博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五）智能装备（11项）

62 CG and Frame全自动生产线体 苏州华智诚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63 AOI缺陷检测设备 中科苏州智能计算技术研究院

64 全自动压氦法氦检检测设备 苏州华智诚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65 输电线路移动式无人机智能巡检成套装备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66 基于深度学习的PCB钻孔质量自动光学检测

仪
苏州维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7 基于面板 CELL Bonding 缺陷的 AOI 粒子检

测设备
苏州镁伽科技有限公司

68 危化品智能存储柜 江苏三棱智慧物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9 外观检查机AVI-CJ180 苏州百世威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70 全自动外观光学智能检测设备 苏州方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71 智能化机器视觉检测设备 苏州晓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2 基于无人驾驶和3D控制的路基工程智能施工

装备
江苏东交智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智能机器人（10项）

73 远程超声机器人MGIUS-R3 昆山华大智造云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4 1AHF1516-1重型建筑垃圾分选机器人 苏州嘉诺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 基于六轮仿生底盘的ANDI-安防巡检机器人 苏州大陆智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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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非结构环境作业仿生四足机器人 追觅创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77 讯飞玄机（iFlyGo）弈棋机器人 科大讯飞（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78 无标识导航智能搬运机器人 苏州艾吉威机器人有限公司

79 阿童目儿童健康晨检机器人 江苏阿童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80 基于机器视觉的盘料巡检机器人 徐州中矿奥特麦科技有限公司

81 散料抓放智能机器人系统 南京金科院大学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82 智能焊接工作站 仝人智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七）智能运载工具（4项）

83 智能穿梭车 江苏智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4 自动驾驶汽车Robocar 魔门塔（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85 折叠式无人机 南京壹诺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86 水面移动环境监测综合无人船 云洲（盐城）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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