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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工业互联网﹃未来之战﹄

世界工业与能源互联网暨国际工业装备博览会分论坛将在天宁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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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未来
——天宁工业互联网行业发展纪实
3 年前，工业互联网是什么？
2 年前，工业互联网做什么？
1 年前，工业互联网怎么做？
今年，工业互联网做到什么程度？
短短 4 年间，随着我们的追问，天宁的工业互
联网行业虽然
“年轻”
却发展迅猛。
模式看得见。2018 年，天宁区与航天云网江
苏公司共同搭建的“一横多纵”平台体系和“五星
上云”发展模式，被总结为“常州模式”，得到了国
家工信部的认可。
价值看得见。卡奥斯工业互联网携手亚东集
团，正打造纺织行业工业互联网示范基地；国佳云

为为伊顿电力公司打造企业管理中心系统，能实现
人、事、物的协同管理；艾力铁克工业物联网平台将
为新祺晟量身定制智能仓储系统，实现库房的信息
化、
可视化、
自动化。
生态看得见。来自工信部门的数据显示，
从概念普
及到行业深耕，
这4年来天宁已经汇聚工业互联网118家
生态企业，
其中基础设施供应商49家，
平台服务商16家，
解决方案服务商45家，
咨询服务商8家。
正是因为天宁人敢想、敢做、敢创新，不断努力
去实现梦想，
才能让我们看得见工业互联网的未来。
无所不跨是未来。
航天云网江苏公司推出常州工业物联大数据平

台，
整合了常州工业领域各企业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
设备管理、
运营管理等全生命周期的制造资源和服务，
支撑企业云制造、
协同制造的统一支撑服务。
海尔卡奥斯平台进驻天宁，
打造模块化、
云化形
成交互定制、
开放创新、
精准营销、
模块采购、
智能制
造、慧物流和智慧服务 7 大模块系列产品矩阵，持续
为企业赋能。
无所不联也是未来。
华利达通过与 5G 互联，推进服装工厂智能化
管理，提升了生产效率。此外，作为全省首家上线
的纺织服装行业二级节点，华利达有望全年单个
节点标识注册量达 5000 万，解析量达 1000 万。

“围绕二级节点建设，
企业将以全球化视野布局
纺织服装领域，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
赋
能纺织服装行业转型升级，让每一件服装都有自己
的故事。”
华利达集团董事长张文昌说。
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天宁企业参与到
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中，这意味着工业互联网不只是
自身的个性化、定制化、智慧化实践，更是一个可以
赋能行业
“数字共生”
的平台。
针对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发展，
今年工信部推出新
的三年
“行动计划”
，
对工业互联网的要求全面升维。
天宁主动作为，今年将重点培育 5 家超亿元的
创新型领军企业，建设 3 个应用典型场景，全力推进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并提出发展目标：重点规上工业企业生产效率提高
10%以上，新模式应用普及率达到 20%，使制造业数
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基础更加坚实，
提质、
增效、
降本、
绿色、
安全发展成效不断提升。
未来，
近在眼前，
仿佛触手可及。但在探索与创
新中前行，
工业互联网行业的每一步，
都不容易。

3 大亮点凸显
“数智引领”
成效
6 月 18 日下午，2021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论
坛将在天宁举行，工信部相关领导、国内外各分
领域专家、学者、生态企业合作伙伴 200 余位嘉
宾将齐聚天宁，围绕
“数智引领 聚势未来”
碰撞
思想火花。
本次论坛是 2021 世界工业与能源互联网
暨国际工业装备博览会的分会场之一，由常州
市人民政府、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能
源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分
院、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新华报业传媒集

团、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国网江苏
省电力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主办。
本论坛将有三大亮点。
亮点一，
院士齐聚，
共话互联赛道。本届论
坛力邀单忠德等中国工程院院士进行主旨演
讲，
纵论工业互联网、制造强国、工业软件、未来
网络、能源互联网发展。
亮点二，
龙头企业，
论剑场景应用。从产品
经济到平台经济，
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海尔
集团公司相关人员将以“产业集聚、赋能智造”

航天云网：
推动
“常州模式”
走深向实
近日，工业互联网领域传来喜讯，
航天云网公司取
得工业互联网领域单笔最大规模融资 26.32 亿元，提
振了行业信心。作为常州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一面旗
帜，航天云网江苏公司多年来探索“一横多纵、五星上
云”
的
“常州模式”
，
打造了一批省、市、区示范智能车间
（工厂），
截至今年底，样板企业数量将达 60 家。
2017 年，航天云网江苏公司落户天宁区，拉开了
天宁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大幕。
“推进企业两化融合，帮助企业定制上云方案，助
推企业五星上云，是公司多年来努力的方向。
”航天云
网江苏公司副总经理于磊表示，
通过这几年的积累，
航
天云网江苏公司已逐步建成了智能化诊断评估、智能
化改造实施以及智能工厂和智能车间评定等服务模
式，帮助捷顺新材项目、华立液压项目获得江苏省工业
互联网发展示范企业五星级认定。今年 1-4 月，航天
云网江苏公司已营收 6000 余万元，预计今年营收 3 亿
元，利润 1500 万元。
“工业互联网已成为推动制造业万物互联、提速转
型的强劲引擎。下一步我们将以服务政府数字化治
理、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主线，打造数字化解决方
案。”于磊表示，航天云网江苏公司将以“拓展区域落
地、打造示范工程、加强平台运营、深化产教融合”
为思
路，把
“常州模式”
走深向实。

为导向，围绕天宁区“长三角三新经济高地”发
展目标，展示各自在工业和能源互联网及高端
装备制造业领域最新技术成果，现场还将就装
备数智化平台、智能设计协同平台、企企通专项
行动、长三角一体化做成果发布。
亮点三，项目签约，赋能数字转型。紧抓
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这一
“新机”
，
在天宁取
得先发优势的基础上，
加快催生
“裂变反应”
，
分
论坛现场将有 9 个重量级产业项目和 16 个赋
能智造项目进行现场集中签约。

国佳云为：
助力天宁
高质量发展
办起事来
“更好、更快、更轻松”
，
是企业的诉求，
也是政府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的追求,为了能够打通
“信息孤岛”
，
天宁工信部门联
合国佳云为(常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宁企宝”平台，通过该
平台，企业能迅速抓取、检索相关惠企政策。平台将于 6 月 18 日
正式发布上线。
据国佳云为副总经理王敏超介绍，
“宁企宝”
以
“政策服务”
“惠
企服务”
“诉求服务”等模块为抓手，同时打造“一屏政策通览”
“一
体高效运行”
“一数全面汇聚”3 个“一”的模式，提升工信部门支持
实体经济的服务温度。
国佳云为的工作重心始终放在为工业企业赋能上，助力天宁
高质量发展。
去年 7 月，国佳云为中标了工信部“2020 年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工程中的长三角区域基础制造一体化平台”
这一重点项目。
针对伊顿电力公司提出的维修工程师工作状态无法监控、工
单派发信息不通畅、历史项目维护混乱、内部培训组织难度大等问
题，国佳云为打造伊顿企业管理中心系统，工单管理、维保扫码助
力企业服务及时触达终端客户。
国佳云为为通用自来水公司加装智能电表及通讯模块实现 8
个自来水厂重点用能厂区电表安装及电力数据采集，实现了江苏
省
“百千万”
工程能耗数据对接的要求。
针对如常州汽车零部件集群等生产规模偏小的中小微企业，
国佳云为除了推荐合适的营销渠道帮助其扩大销路，还联合相关
资源共同完成检测和认证，
构建起品牌、车型、参数等数据库，
与保
险公司进行打通，
帮助企业实现低成本快速上云。

海汇数智：
打造行业
“灯塔工厂”
在大海上，
灯塔是船舶航行的
“指路明灯”
；
在企业里，
“灯塔工
厂”是能够提供指导性范例的引路者；在常州天宁，海汇数智着力
打造数智化服务平台，
成为行业
“灯塔工厂”
。
今年 4 月，海尔卡奥斯旗下全资子公司海汇数智科技有限公
司落户天宁，立足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新型电力设备、轨道
交通等十大先进制造业集群，
打造装备数智化服务平台。
记者从亚东集团获悉，
公司正进行数字化转型，
首要的就是提
升设备运行能效，
提高装备自动化生产水平。经过了多方咨询，
公
司寻找到了海汇数智，其装备数智化服务平台所提供的服务与集
团的转型高度契合。
眼下，
海汇数智围绕集团创、连、检、保四方面，
打通了设计、研
发、生产等多个环节，
实现全流程、全要素互联互通，
推动数字化转
型。
在创新设计方面，通过引入生态资源，对接全球设计师，让用
户、设计师共同参与产品设计、研发；在设备互联方面，平台打造
“亚东数字孪生工厂”
，
接入生产、能源、监测等设备，
实现现场数据
实时监控、设备能耗实时分析、经营指标及时掌握；在检验检测方
面，平台打造的数字化实验室，将染料、胚布、在制品、成品抽样的
检验委托、送检及检验结果连接起来，
现场实时掌握工艺参数检测
结果，
提升良品率；
在维修保养方面，
平台集成故障诊断、预测性维
护、维修服务等模块，
大幅降低运维成本，
提升设备综合效率。
“与亚东的合作只是一个起点”
，
海汇数智总经理曹灏表示，
未
来 3 年，数智化服务平台将服务超万家装备企业，辐射长三角，成
为国家级装备数智化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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