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020-2021 年度物联网关键技术与平台创新类、
集成创新与融合应用类示范项目公示名单
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关键技术与平台创新类
（面向智能传感、先进通信、边缘计算、操作系统、网络安全、物联网检测认证
等关键技术与平台创新项目，以及物联网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
联网等技术融合创新项目）
1
2
3

自主可控的边缘智能工业控制系统研制

浙江中控研究院有限公司

能源互联网智慧物联体系关键技术攻关和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核心装备研制
超低功耗物联网 IP 平台的研发及创新应
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用

4

车联网安全监测与防护（SOC&SDK）系统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5

基于 C-V2X 的路侧边缘计算设备多传感器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融合技术研究

6

电力物联网专用芯片和终端研制

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7

物联网安全检测服务平台

江西智慧云测安全检测中心股份
有限公司

基于新型混合传感阵列的气体报警智能手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环及安全预警网络平台
贵州山地特色农业物联网智能控制和数据
9
贵州航天智慧农业有限公司
建模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面向复杂工业场景的物联网智能安全管控 青岛海尔工业智能研究院有限公
10
平台
司
基于船舶动力系统远程运维平台的物联网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
11
无线振动感知技术推广示范
研究所
基于边缘计算的油气田物联网智能终端设
12
山东胜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备研发
8

13

OneNET 物联网能力平台及关键技术攻坚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14

基于 5G 的乘用车车用无线通信技术终端
研发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面向智能制造的边缘侧工业软件平台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

16

低功耗光学式集成封装多成分气体检测传
感器

成都千嘉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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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7
18
19
20
21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基于数字身份和数据隐私保护的物联网安
福州物联网开放实验室有限公司
全技术
配电监测智能云安全预警系统

河南泰隆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水务系统关键技术
湖南常德牌水表制造有限公司
研究与应用
物联网设备固件安全检测平台

北京梆梆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 UWB 和 BLE 5.1 的室内高精度位置物
清研讯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网系统平台

22

面向融合终端的高性能主控芯片研发

杭州万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

应用于智能化煤矿开采系统设备 PHM 的环
境取能无线智能感知终端

天津航联迪克科技有限公司

24 复杂封闭空间内无线物联网关键技术研发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
研究所

25

物联网能效管理系列芯片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26

物联网芯片测试技术服务平台

广东利扬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27
28
29
30
31
32

车联网用数字智能传感器技术研发及示范 曲阜天博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
应用
司
基于云端联动的物联网安全主动防御技术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与应用
基于 5G 与边缘计算网关的工业互联网系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统
基于边缘计算的能源智能管理终端研发及
无锡英臻科技有限公司
产业化
面向物联网应用的 NB-IoT/GNSS 双模收发
成都旋极星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机 IP 技术服务
基于国产化芯片的智能边缘计算设备的设
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
计与应用创新

33

基于物联网应用的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管理平台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34

基于 CIM 系统的物联网技术应用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

“柳州北极星”新型城市定位服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公
司

36

车联网关键技术创新和应用平台

武汉理工大学三亚科教创新园

建立在智能感知和人工智能基础上的新一
代物联网燃气表及云平台
基于“PKS”自主安全底座的智慧运营物联
38
网平台
37

2

辽宁思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序号
39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国产自主可控的物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及 武汉绿色网络信息服务有限责任
追踪溯源关键技术研究
公司

40

全域感知的智慧灯杆关键技术研究

厦门计讯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41

车联网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2
43

锡产业工业物联网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
用
公司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创新服务平台

基于国密算法的车联网内生安全终端主动
防御系统
基于 5G 物联网应用与制造运营管理系统
45
（MOM）融合的整体解决方案
44

龙合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奇安信集团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捷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6 基于人工智能的物联网平台关键技术研发 青岛海纳云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47

基于 PK（飞腾+麒麟）体系的国产化边缘
计算控制器

中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8

自主安全可控的长征云工业互联网平台

航天新长征大道科技有限公司

49

基于北斗的民航卫星导航地基增强系统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
司

基于物联感知的新一代智慧交通软硬件及
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算法技术的开发应用
中科院成都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51
智慧医联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
司
城市地面基础设施智能监测与运行保障关
52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内河航道智能卡口管理系统关键技术及推
53
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应用研究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四措并举”智慧管网
54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键技术及应用
集成创新与融合应用类
（面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慧医疗、智能制造、智慧
农业、智慧文旅、智能家居、环境监测等领域物联网集成应用项目）
疫苗安全接种与全周期可追溯智慧管理解
55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决方案
面向百万桩规模化接入的智慧车联网平台
56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移动源尾气遥感检测系
57
天津同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
50

58 基于物联网互联互通的智能家居应用平台 漳州立达信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9

基于人工智能及工业物联网的输电线路智
能运维解决方案

3

智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60

车路协同物联云控平台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铁隧道全断面一体化智能检测技术与装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
备研发
任公司
电力物联网中低压智能配电网技术创新与
62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
61

63

智慧地灾监测预警解决方案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的考务综合管理系统研发和示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范应用
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
65
5G V2X 车联网集成创新与融合应用
市分公司
64

66

智慧物联体系助力智慧能源小镇建设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67

基于线性传感自组网的铁路线路区间防灾
应用示范

沈阳风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68

智慧物联行业使能平台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69

垃圾分类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平台

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

70

可视化综合防汛研判指挥平台

北京时代凌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及其运行体系在智慧能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
源公共服务管理中的应用
司

72

基于 IoT 的智能家居开放平台项目

苏宁智能终端公司

73

智能污水处理产业互联网项目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六
研究所

74

基于物联大数据智能分析的新一代交通管
理决策支持和服务平台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75

工业车辆安全监控管理系统

郑州嘉晨电器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水务综合管理平台
济南瑞泉电子有限公司
及智能仪表项目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居民健康信息智能管理
77
江苏曼荼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示范项目
76

78

国土综合执法智能监测系统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9

智慧用能综合监测物联网云平台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 基于物联网应用的智慧养殖综合服务平台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 5G 的车路协同胎联网“智慧云”平台
青岛双星轮胎工业有限公司
集成创新与融合应用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工程机械设备管理
82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
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无感办税 哈尔滨工业大学软件工程有限公
83
应用支撑系统
司
81

4

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大数据、物联网天地人物协同作战消防应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急救援指挥系统
核工业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85
基于 IOT 的智慧应急方舱
公司
84

86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恶臭监测系统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叉车全程管理车联网平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台
基于无线远传水表和多参数水表的供水管
88
宁波水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网网络化监测及云平台系统
87

89 基于云计算的物联网数据采集和应用平台
90

金卡智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产业互联数据智能服务平台 安徽中科美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1

面向自主农机的天空地一体智慧农业物联
网平台

哈尔滨工业大学

92

测温筛查物联网综合管理平台

武汉高德智感科技有限公司

电力系统源网荷储协同互动调度控制示范
国家电网公司华北分部
应用
基于智慧物联体系的“绿色国网”综合能
94
国网综合能源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源服务平台项目
93

95 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工厂平台研究与产业化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96

湖州城市数字大脑物联中台

湖州市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

97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用电管理系统服务
平台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98

基于 AIoT 的建筑物联网可视化平台

青岛亿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智慧城市的全场景视觉感知技术与应
中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用
基于物联网的北斗+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云 武汉依迅北斗时空技术股份有限
100
平台
公司
宁夏电通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
101 电梯安全监管物联网系统应用示范项目
司
新能源汽车机电耦合及控制系统智能制造
102
苏州绿控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AiM 智能服务机器人互动营销和大数据平
103
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
台
99

104

基于 AI 客流的城市公交智能调度系统

华录智达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 BIM 模型的 3D 可视化集成及智能信息
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平台
基于 5G 的气象物联网平台建设及应用示
106
重庆信息通信研究院
范
105

107 基于共性开放平台的医疗物联网融合应用
5

医惠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108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冗余容错式安全和关键控制行业级工业互 北京康吉森自动化设备技术有限
联网平台
责任公司

109

X 光安检图像智能识别解决方案

科大讯飞（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110

智慧气田物联网远程智能开关井系统

西安安森智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物联网石油地质智慧实验室示范基地建设 中国石油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
与推广应用
限公司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锡铁山分
112
锡铁山智慧矿山建设项目
公司
新疆金牛能源物联网科技股份有
113
物联网设备远程智能运维系统
限公司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平行世界--智慧南长
114
无锡物联网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街古运河
111

115

智慧水务综合服务平台

新疆河润水业有限责任公司

116

苏州市高新区 NB-IoT 路灯智能化升级改
造项目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117

设备运管服务平台

中通服创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18

面向 3C 产品装配的柔性物联自动化成套
设备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9

蓄冷正压疫苗方舱物联网系统应用

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

120

车联网安全运营管理中心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

121

基于物联网的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智能监控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系统研究及应用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