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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企业上云上平台应用产品目录（2022 版）
序

号

一级

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应用场景 主要功能模块

奖补

上限
备注

1

研发

设计

通用设计工具

面向电气、机械等领域二维、三维及功能建模、绘图等设计

需求，改善传统纸质设计图文档带来的协同度低、研发数据

不一致等问题，运用云端计算资源提高企业设计效率、减轻

设计人员的劳动强度、支持设计方案优化和质量问题追溯、

提升企业设计标准化水平。

配备电气、机械标准件库，支持企业自

制库；云上二维、三维等建模绘图，项

目组多人远程协同设计；云上 CAD图

文档管理及安全权限设置。

8万元

1.实现主要功能

模 块 低 于 30%
（含）的视为不满

足奖补基本条件。

2.研发设计类实

现主要功能模块

在 30%-70%之

间，作为合格项

目，具体按实现功

能模块核算奖补

金额。

3.实现主要功能

模 块 超 过 70%
（含）的，视为良

好以上等级，不核

减企业申请金额。

2 行业仿真工具

（CAE）

面向汽车、能源、电子电器、模具、机械装备等领域企业的

研发设计需求，利用行业仿真软件，对复杂工程产品或设计

进行结构力学、流体动力学、传热与散热、噪声等多学科仿

真计算，模拟、预测、分析和优化产品工作状态和性能指标，

帮助企业及时发现设计缺陷，有效提升产品功能与性能，增

强产品可靠性与市场竞争力。应用企业直接调度云端高性能

计算环境与软件资源进行仿真分析，无需自建硬、软件环境。

可视化交互环境；网格划分与前处理设

置；多学科（如 CSD、CFD、CAA等）

仿真核心求解器，并行计算；数据后处

理、统计分析与图形化输出；优化设计

与模型修改。

18万

元

3 通用研发管理

（PDM）

面向企业产品生命周期管理需求，以产品研发过程数据的创

建、管理、分发和应用为核心，加强设计文档、图纸、数据

的高效利用，改善传统手工管理带来的数据离散、协同度低、

泄露风险高等问题，使工作流程规范化，实现研发部门、企

业各相关部门，甚至企业间对产品数据的协同应用。

产品数据文件（图文档、BOM等）的

上传下载、项目组多人远程协同；流程

和任务管理审核、权限控制、产品开发

进度跟踪查询；知识资产集中管理和复

用。

5万元

4 行业设计工具

面向服装、家居、箱包等行业领域, 针对二维、三维及部件、

配件管理、工艺结构、建模、空间设计等设计需求，改善从

产品部件设计到结构设计、再到终端面向消费设计环节设计

图纸、物料清单整体协同效率。定制生产工艺约束、标准规

范制定，工艺要求、模拟试装等仿真，生成可转换的生产文

件实现终端和工厂协同效率的大幅提升。

按使用流程功能划分，包含以下功能模

块（需满足 5项以上功能）：数据测

量、数据传输、数据导入、方案设计、

生产报价、一键下单、审单和拆单、渲

染与展示等。

1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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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应用场景 主要功能模块

奖补

上限
备注

5

生产

管控

设备物联
实现设备物联和实时数据采集，为生产计划、设备运维、绩

效管理、工艺改进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深入分析。

设备 OEE分析、停机管理及分析、实

时产量、运维管理等。

10万

元

每台设备 1500
元

6 生产协同 Ⅰ

面向订单驱动型的的中小代工厂、组装厂、配套厂等，实现

生产过程的管理、协同和优化，有效提升企业交付能力，提

升生产效率和良品率。包括：基于现场各工序、工位的作业

数据采集、传递和统计分析，实现便捷、高效的沟通与协作，

实现订单进度跟进及交期管理；基于工单、物料、周期、工

序、品质等要素的数据监控和追溯，实现在制品、产量、良

率、不良、生产周期等生产 KPI指标的自动统计分析，辅助

进行针对性改善，提升管理效率和水平；基于产能、物料、

实时工况、在制品时长、急单插单等因素，实现辅助排产优

化，有效指导现场生产。

基本功能：工厂建模、计划管理、生产

作业管理（包括生产工单、工序、订单

工序、在制品管理、生产进度管理等）、

品质管理、异常处理、绩效管理、车间

看板、统计分析等；

延展功能：具有进销存、供应管理、仓

储或线边仓管理、E-SOP、条码管理、

设备管理等功能。

20万

元

1.实现主要功能
模 块 低 于 30%
（含）的视为不满
足奖补基本条件。

2 生产管控目录
下生产协同Ⅰ/Ⅱ/III
实现主要功能模
块 在 30%-70%
之间的作为合格
项目，（生产管控
其余二级目录实
现主要功能模块
在 30%-80%之
间的作为合格项
目），具体按实现
功能模块核算奖
补金额。

3.生产协同Ⅰ/Ⅱ/III
实现主要功能模
块超过 70%（含）
的（生产管控其余
二级目录实现主
要功能模块超过
80%（含）的），
视为良好以上等
级，不核减企业申
请金额。

4.延展功能不作
为验收必要条件。

7 生产协同 Ⅱ

在生产协同Ⅰ的基础上，面向运用自动化设备较多的场景，

实现：基于设备物联，合理分配设备产能，提高计划可执行

性；精准计算设备及全厂 OEE，快速定位问题环节，提高

设备、模具/夹具/治具、及人员绩效；加强设备的运维管理，

减少非计划停机。

在生产协同Ⅰ的基础上，增加设备 OEE
分析、停机管理及分析、实时产量、设

备运维管理等功能。

2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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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应用场景 主要功能模块

奖补

上限
备注

8

生产

管控

生产协同 III

面向零数字化基础(无 ERP、无管理标准化）的短工序、品

类单一、重资产配件加工、来料加工工厂，基于交互式智能

终端反馈关键节点数据（最小实施单元为单台装备）的方式，

构建企业数据超市，提升企业响应速度，帮助企业管理者实

时掌握关键运营数据，如订单状态、产量实时数据、关键工

艺指标、品控节点等，辅助管理者快速进行生产调度、针对

性指导现场生产。

基本功能：交互式智能终端，管理基础

数字化（BOM管理，工艺流程建档，

模具台帐等），订单分发与追踪，关键

品质追溯与预警，关键工艺指标反馈与

预警，外协订单追踪，设备运维预警等。

延展功能：计件工资在线统计、人脸识

别等，数据挖掘功能如自动生成标准工

时、成本波动分析、OEE计算与分析

等。

15万

元

9 设备管理 面向生产设备较多、价值较高的工厂，实现设备数字化管理。

设备台账、设备状态、保养与点巡检管

理、维修管理、备品备件管理、故障报

警等。

5万元

10 设备智能

基于关键设备的实时数据采集，通过工业知识经验沉淀、

大数据建模分析等 IT与 OT的融合应用，实现设备智能，

辅助管理改善。如设备计划性、预测性运维；设备参数

智能优化等。

实时监测、关键设备数字化管理、报

表分析与展示、历史数据分析、异常

工况检测、故障诊断、健康评估、预

防性维护、寿命预测分析。

20万

元

实现至少一个针

对具体业务问题

的工业大数据模

型。

11 质量管理

面向良品率及质量要求，基于产品全生命周的品质管理体

系，帮助企业确定质量方针、目标和职责，通过质量体系中

的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来使其实现的

所有管理职能的全部活动，提升企业产品质量保证能力与质

量水平。

原材料质量管理、过程质量管理、成品

质量管理、质量体系与标准、品质分析、

质量控制与 PDCA持续改进等。

1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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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应用场景 主要功能模块

奖补

上限
备注

12

生产

管控

流程工业

生产过程追溯

面向流程工业，对影响产品质量的现场生产活动进行重点管

控，实现生产过程的透明化管理。包括：原辅料仓发料条码

标识、配方称重、投料配制、品质管控等用户场景实现人机

料法环的实时管控。通过分布于生产现场的智能终端，指导

工人按照规范和指令进行生产，同时全面实现配方的电子

化、生产数据的电子记录，保证操作的准确性和精度，杜绝

生产过程中的差错，提高产品质量，帮助企业持续规范生产。

工厂建模、配方管理、电子秤校验、工

艺管理、工单管理、物料管理、称重管

理、投料管理、物料标识、品质管控、

生产进度、数据分析。

20万

元

13 能源管理（通

用配电设备）

针对传统能源管理系统多采用定制单机版、投入大、运维难

度高、拓展性弱，多局限于在线监测、在线抄表，系统在线

采集数据质量差，对企业节能实际意义不大等，以提高企业

用能效率、降低用能成本、提高用能安全性为目标，面向各

类能效优化潜力高的企业，实施通用配电设备的综合用能管

理，支撑企业用能的专业化和数字化管理，识别与追溯配电

设备的电气故障。

基本功能：具有能耗管理、告警管理、

分析报告管理、系统管理等实用功能模

块，同时可拓展支撑企业开展能效分

析，实现节能空间量化分析；精准定位

用能问题点，实现用电异常或故障信息

同时展示至手机和电脑端;实现数据汇

总分析功能，自动化生成用能分析诊断

报告,包括但不限于节能空间分析报

告、用能成本分析报告、用能体检分析

报告等，并针对性给出优化建议;至少

出具两个以上降低企业用能成本的解

决方案，方案应对节能降费效果进行定

量分析，并具备可操作性。

延展功能：可实现电能质量全方位监测

以及故障录波分析与回放；可实现电力

市场化交易环境下的应用需求，包括但

不限于负荷预测、需求侧响应、负荷分

类管控等。

15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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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应用场景 主要功能模块

奖补

上限
备注

14

生产

管控

能源管理（通

用生产设备）

面向制造企业空压站、空调、锅炉、电机等通用生产设备车

间，针对企业能源管理粗放、存在用能监测黑箱问题、能耗

高、设备寿命低、问题点查找困难等，基于对整个车间的通

用生产设备及传感器的实时数据采集，利用边缘计算和云服

务器实现对车间设备运行参数的智能优化控制，提高企业的

能源利用水平和用能安全水平，降低能耗。

基本功能：具备设备能效统计和分析、
节能空间量化分析、用能问题点精准定
位分析等关键功能；具有能耗管理、告
警管理、分析报告管理、系统管理等实
用功能模块；实现实时监测、车间数
字化看板、报表分析与展示、历史数
据分析、异常工况检测、故障诊断、
单耗评估等。

延展功能：实现反向智能控制功能。

20万

元

15
能源管理（高

耗能工艺设

备）

面向非金属制品、金属冶炼、化工、造纸等高耗能流程型行

业企业，针对企业高耗能工艺设备能源管理粗放、存在用能

监测黑箱问题、工艺设备寿命低、问题点查找困难等，通过

对重点高耗能工艺设备的用能监控为核心的企业综合能源

管理，提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水平和用能安全水平，减少用能

污染的排放。

基本功能：具有能耗管理、重点耗能工
艺设备管理、告警管理、人员管理、能
效分析等实用功能模块，实现能效多维
度分析；实现高耗能工艺设备的用能和
与能耗相关工艺参数的在线监测；兼容
电、气、水、热、新能源等能源数据以
及环保、排放数据接入，实现高耗能工
艺设备重点能源种类的数据采集和在
线监测，与 DCS、ERP等其它系统对
接集成；实现数据汇总分析功能，自动
生成重点高耗能工艺设备的分析报告
（能耗分析、运行状态分析、能源平衡
图、能源成本量化绩效等），能自动生
成能源管理相关报表和绩效分析报告，
针对性给出建议和解决方案。

延展功能：部分可实现高耗能工艺设备
用能模型搭建及分析，可实现企业综合
能源控制使用目标管理（包括碳排放、
污染物排放、节能目标、单耗等）；可
实现多种能源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
统一核算，结合能源使用总成本，给出
最优化能源使用方案。

2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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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应用场景 主要功能模块

奖补

上限
备注

16

生产

管控

视觉检测

面向生产质量要求较高但人工检测准确率过低、效率过低等

问题，或其生产工作环境不适宜人工作业的场景，运用机器

视觉系统替代人工进行检测。鼓励运用 AI 技术，实现云端

协同的智能视觉检测功能。

一般包括实时图像或声音数据采集设

备（摄像头、录音设备等功能模块）；

实时网络传输模块（4G、5G、NB-IOT、
LoRa、有线网络等方式）；云计算基

础设施（云服务器、云存储等）；机器

学习引擎（机器学习、视觉模型、语音

模型等）；应用软件（设备健康管理、

智能质检、3D 分拣、参数性能优化等

产业或服务），通过模型算法分析并应

用，实现质检、健康管理等功能。

20万

元

17 AI合规监测

面向工业场景，通过实时定位人体、人脸和手部关键点，识

别工作人员操作是否符合工序或判断人员各部位穿戴是否

符合规，解决产品质量要求高的企业客户所面临的因操作人

员不规范操作导致产品质量及人员安全管理难等问题。

基于人体/物体识别等 AI 能力，构建多

行业的人员合规监测功能，例如穿戴合

规、操作合规、行为合规等;

支持告警信息查询，看对告警信息进行

查看和监控管理；

支持数据面板展示，综合查看用户行为

等相关信息数据。

15万

元

18 AGV 智能调度

适用于企业的厂内调度、物料搬运、仓库运输等作业环节，

能够有效地缩短了物流流程、降低物料损耗，在配合、支撑、

改造、提升传统生产线的效能上表现出优越的性能，助力企

业实现精细化、柔性化、信息化制造。

支持产线或仓库智能物流等搬运，降低

员工劳动强度，提升厂内周转效率；

支持多车灵活调度，实现最优路径规划

及任务分配；

支持多种对接方式，包含上层系统或

PDA 等对接，如需与生产系统、仓储

物流系统实现对接，数据互通。

1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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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应用场景 主要功能模块

奖补

上限
备注

19

经营

管理

供应链协同

面向生产制造企业，在传统采购管理的基础上，延伸到完整
的供应链协同，提升供应商管理效率、降低供应商管理成本、
提高供应链协作效率。包括：让企业与供应商间订单信息、
物流信息、财务对账信息同步在线协同、实时跟进，异常提
前预警，自动计算供应商绩效，帮助采购企业精准优化供应
商能力，让采购企业实时掌握每笔物料的供应协同状况，供
应商物料配套更及时、准确。

供应商管理、潜在供应商管理、采购订

单自动发放与在线跟进、采购变更协

同、供货计划协同、物流交货协同、质

量信息协同、供应商对账与发票管理、

询价招标、竞价平台、供应链实时数据

分析，以及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大数据

等创新增值服务。

3万元 1.实现主要功能

模 块 低 于 30%
（含）的视为不满

足奖补基本条件。

2.经营管理类实

现主要功能模块

在 30%-80%之

间，作为合格项

目，具体按实现功

能模块核算奖补

金额。

3.实现主要功能

模 块 超 过 80%
（含）的，视为良

好以上等级，不核

减企业申请金额。

4.延展功能不作

为验收必要条件。

20 仓储管理

面向中小工业企业的材料及成品仓库管理，通过全条码化管
理、精细化库位、绩效管理、策略管理等物流技术应用，解
决仓储管理中的作业方式原始，过度依赖人，效率低下，容
易出错以及先进先出难实现、人员难管等典型问题。

基础资料、入库业务、库内业务、出库

业务、库位管理、条码管理、绩效管理、

批次管理、报表管理、系统管理、策略

管理、RF操作端。

5万元

21 资源计划 I
面向中小工业企业的资源计划管理，实现进销存、财务等企
业经营管理，有效提升企业运营管理能力，主要目标是解决
工业企业基础性资源计划管理需求，并能够为第三方信息系
统提供开放数据接口。

总账管理、财务报表、固定资产、出纳

管理、应收款管理、应付款管理、采购

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存货管理、

存货核算。

3万元

22 资源计划 Ⅱ

面向库存式或订单式生产的制造企业，实现进销存、生产制
造、财务等全面的企业经营管理，有效提升企业运营管理能
力。包括：从销售接单，到生产计划、物料采购、仓库进出
料管理、质量管理、财务与成本核算，让企业在管理和组织
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实施、敏捷的面对供需变动，在掌
握准确、及时、完整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采取准
确管理的措施。

销售管理、产品结构管理、MRP、采

购管理、库存管理、质量管理、应收应

付管理、总账管理、成本管理，以及相

关统计分析报表。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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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目录
二级目录 主要应用场景 主要功能模块

奖补

上限
备注

23

经营

管理

数据管理，BI

面向具备较好信息化和数据基础的企业，打通企业内信息孤
岛，解决运营数据量大、格式杂乱、缺乏管理利用手段、手
工报表效率低、数据既无法抽象也无法还原、缺乏穿透式查
询分析能力等问题，让高层管理者随时随地以直观易懂的方
式查看数据，及时把握企业运营状况并做出合适决策，有效
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提高决策准确度与及时性。

数据集成、数据补录、数据处理聚合、

数据建模、图表设计、看板设计、异常

预警、趋势预测、智能分析辅助决策等，

实现制造业全价值链数据可视化和穿

透式分析，可追踪、可上卷下钻。

5万元

24 客户关系管理

面向企业营销、销售、售后服务环节，帮助企业解决业

务全流程管理中业绩预测与分析困难、客户资源利用率

低、商机转化效率低、订单管理效率低、资源投入大、

合同及应收款管理缺失、客户跟踪及服务质量差等问题。

基本功能：包括营销管理（如内容营

销、客户画像、销售线索、市场活动、

ROI 分析等）、商机管理（潜客管理、

商机跟进、商机转化）、销售管理（销

售目标、销售过程管理、销售预测、

客户管理、报价管理、合同管理、订

单管理、发货管理、回款管理、销售

统计等）、服务管理（如客户反馈、

解决方案、工单调度、满意度调查

等）。

延展功能：办公管理、行政管理、进

销存管理等功能。

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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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5G 基

础

5G+MEC+智能

化应用

5G+MEC+智能化应用适用于对数据低时延、安全私密性较

高要求的企业。在网络边缘建设云计算平台，通过打造 5G+

工业互联网应用(5G+视频监控平台、5G+数据采集、5G+AR

巡检、5G+节能智控等)，实现 5G 云网与应用数据的融合，

更加靠近用户，实时感知业务，实现深度运营，驱动数据产

生价值。

搭建安全、可靠、低时延的 5G 共享专

网或建设下沉专享式 5G 专网；

完成不少于 1-2 个基于 5G 专网的工业

应用/工业场景，采用 5G 工业网关实

现数据传输，可实现公网与应用专网分

流，保障工业制造关键应用业务的安

全、无干扰的承载，实现应用的业务数

据本地卸载、边缘算力应用集成等功

能。

20万

元

1.实现主要功能
模 块 低 于 30%
（含）的视为不满
足奖补基本条件。

2.5G基础实现主
要 功 能 模 块 在
30%-80%之间，
作为合格项目，具
体按实现功能模
块核算奖补金额。

3.实现主要功能
模 块 超 过 80%
（含）的，视为良
好以上等级，不核
减企业申请金额。

说明：1.备注中规定了单台设备补贴金额的，在申请时，实际接入设备数应大于或等于（奖补金额除以单台设备补贴
金额）；

2.同一企业同一项目不重复享受省、市财政等资金奖补，若同时符合省、市同类政策扶持条件的，如先获得市
级奖补资金，同一企业同一项目又获得省级奖补资格后，需及时退回足额市级财政性资金。同一“二级目录”产品不
得重复申领；已申领过“生产协同”（含Ⅰ、Ⅱ、III）中任意一项，不得再申领“生产协同”产品；已申领过“能源
管理”（含通用配电设备、通用生产设备、高耗能工艺设备）中任意一项，不得再申领“能源管理”产品；已申领过
“资源计划”（含Ⅰ、Ⅱ）中任意一项，不得再申领“资源计划”产品；已申领过“设备物联、设备管理、设备智能”
中任意一项，不得再申领“设备物联、设备管理、设备智能”产品。

3.单个企业年度奖补总额上限为 2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