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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

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科远智慧企业文化

焕新发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一部《华为基本法》奠定了华为快速成长为国际知名 IT 公司的基础，海尔

从砸冰箱开始将质量第一的理念深植骨髓， 松下用“松下之魂”精神力量凝聚人心成为世界三大电

器公司之一。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长期发展的“软实力”，是企业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

28 年发展历程证明， 科远智慧能在一次次艰难险阻中夹击求生不断壮大发展， 靠的不仅是科学的

管理机制和创新的产品技术， 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的强大凝聚和无言感召。多年来， “科学求实、

精诚致远”的企业精神融入到创新创造、 生产经营、 发展战略各项工作中， 为科远跨越式发展提供

了源源动力。 2021 年 10 月， 向着新时代奋斗出发， 科远智慧全面焕新企业文化。重温如磐初

心——科学求实、精诚致远，凝聚行动共识——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团结协作、共创共

享， 勇担历史使命——立志成为智慧产业建设引领者。这是面向新发展时代的立志战鼓， 更是变革

来临前的冲锋号角！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全面重塑。2021 年 7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发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之振奋

号召。今日中国， 在“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 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大

国，迸发出澎湃的发展动能。时局交织，激荡中蕴藏着巨大机遇，要想紧抓机遇、引领变局、开创

新局、变中取胜，唯有自主创新，唯有企业自强！

前进的号角已然吹响， 新发展征程扬帆起航！科技创新的基因永不改变， 实业发展的决心志存高

远，科远智慧将以全新的精神面貌，以更昂扬的姿态，迎接新发展挑战，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以全新的精神面貌

迎接新发展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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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歙眉总裁参加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重点代表建议督办会

在今年江苏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四次会议上， 作为江苏省人大代表， 科远智慧总裁胡歙眉提出的《关于

加强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研究， 加快培育行业高峰型小巨人企业》建议， 被列为省人大常委会 2021

年度重点代表建议。

10月12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在南京召开督办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捍东、

省政府副省长胡广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发展改革委、教育厅、科技厅、工业和信

息化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资委等负责领导参加。省人大财经委代

理主任委员周铁根主持督办会，省人大常委会人代联委委员祝宝来等参加会议。提

出建议的省人大代表胡歙眉、陈斌、陈杰分别作了发言。

刘捍东副主任充分肯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推进建设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所取得的

成效和相关代表建议的办理工作。他指出，建设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关键是推进

产业链现代化，要大力培育本土龙头企业特别是生产终端产品的企业，尽快形成有

竞争力的完整产业链。

胡广杰副省长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全省紧紧抓住“十四五”关键窗口期，加快

建设制造强省，全面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着力构建自主可

控、安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科远为代表的科创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希望能继续发挥在产业中的带头引领作用，为江苏省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

系及“双碳”战略做出贡献。

今年初，省政府明确计划，要用三年时间重点培育 50 条重点产业链，做强其中 30 

条优势产业链，促进其中 10 条产业链实现卓越提升。在此背景下，胡歙眉建议，

省级层面应加强在构建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产业

体系中的顶层设计和战略研究，为原始创新和基础

研究指明方向，形成规划决策角色定位，发布一批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关键核心技术与基础研

究的投入。争取在关键基础领域培育一批国内国际知名品牌企业，做到既有"高原

"也有"高峰"。

江苏省科技厅作为本次建议领衔主办单位，对胡歙眉代表的建议进行认真细致地

答复办理，并表示，下一步科技厅将会同有关部门充分吸收借鉴本次意见建议，

聚焦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培育一批行业高峰型“小巨人”企业。也希望胡总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监督政

府工作，围绕大局积极建言献策，更深度地参与到各项事业中来，助力江苏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直以来，科远智慧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内生动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储备核心

技术能力，科远将继续为我省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战略支撑，助力科技强省建设。

/  总裁办  孙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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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在南京召开督办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捍东、

省政府副省长胡广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发展改革委、教育厅、科技厅、工业和信

息化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资委等负责领导参加。省人大财经委代

理主任委员周铁根主持督办会，省人大常委会人代联委委员祝宝来等参加会议。提

出建议的省人大代表胡歙眉、陈斌、陈杰分别作了发言。

刘捍东副主任充分肯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推进建设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所取得的

成效和相关代表建议的办理工作。他指出，建设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关键是推进

产业链现代化，要大力培育本土龙头企业特别是生产终端产品的企业，尽快形成有

竞争力的完整产业链。

胡广杰副省长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全省紧紧抓住“十四五”关键窗口期，加快

建设制造强省，全面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着力构建自主可

控、安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科远为代表的科创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希望能继续发挥在产业中的带头引领作用，为江苏省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

系及“双碳”战略做出贡献。

今年初，省政府明确计划，要用三年时间重点培育 50 条重点产业链，做强其中 30 

条优势产业链，促进其中 10 条产业链实现卓越提升。在此背景下，胡歙眉建议，

省级层面应加强在构建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产业

体系中的顶层设计和战略研究，为原始创新和基础

研究指明方向，形成规划决策角色定位，发布一批

官    方    推    荐

科远 NT6000 分散控制系统软件 V5.0
入选 2021 年江苏省重点领域首版次软件产品！

近日，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1年

江苏省重点领域首版次软件产品征集拟推广首版

次软件产品名单”，科远智慧自主研发的“科远

NT6000分散控制系统软件V5.0”成功入选。

此次首版次软件产品征集活动，旨在鼓励和引导

软件产业强化重点领域突破、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升软件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市场开拓能力。本次

入选的软件产品将收录于江苏省工信厅《2021

年江苏省重点领域首版次软件产品应用推广指导

目录》，为用户单位提供首购首用参考。

科远NT6000分散控制系统软件V5.0基于国产

Linux自主开发，支持龙芯/飞腾等处理器，软件国

产化率100%。同时配套了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防

护技术，能有效解决信息网络的安全防护问题，满

足网络信息安全等保2.0要求。

通过科远NT6000分散控制系统V5.0的部署应用，

能够进一步摆脱DCS控制系统对国外厂商与技术的

依赖，实现流程工业领域重大核心装备的完全自主

可控，系统已在电力、化工等领域完成示范应用。同时，科远NT6000分散控制系

统V5.0还通过了第三方权威机构100%自主可控的测试认证，并通过了中国自动化

学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次入选，是省工信厅对科远智慧在智能工业控制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的

高度肯定。未来，科远智慧也将进一步发挥在自动化、信息化行业的引领示范作

用，不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速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全力保障国计

民生“生命线”的自主可控、本质安全，为实现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与经济强国战

略持续赋能！

科远 NT6000 分散控制系统软件 V5.0 ： 软件国产化率 100%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关键核心技术与基础研

究的投入。争取在关键基础领域培育一批国内国际知名品牌企业，做到既有"高原

"也有"高峰"。

江苏省科技厅作为本次建议领衔主办单位，对胡歙眉代表的建议进行认真细致地

答复办理，并表示，下一步科技厅将会同有关部门充分吸收借鉴本次意见建议，

聚焦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培育一批行业高峰型“小巨人”企业。也希望胡总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和监督政

府工作，围绕大局积极建言献策，更深度地参与到各项事业中来，助力江苏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直以来，科远智慧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内生动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储备核心

技术能力，科远将继续为我省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战略支撑，助力科技强省建设。

/  总裁办  梅润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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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工信部公布2021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

名单。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与在流程行业的出色应用，科远智慧的

“科远EmpoworX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成功入选该名单。

《2021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名单》围绕深化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聚焦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特

色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信息安全能力提升、中德智能制造合

作等方向，旨在遴选一批试点示范项目，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新业态和新模式，增强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支撑，为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最终全国共有194个项目入选该名单，其中科远智

慧入选的“面向重点行业的特色型工业互联网平台”细分方向，全国

仅有45个项目入选。

国家级名单
科远入选 202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试点示范名单！

近年来，科远EmpoworX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先后被评为国家

五星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中国工业互联网50强、入选工信部工

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平台、江苏省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台技

术能力与应用价值备受行业与市场认可。

此次入选，为科远智慧坚持自主创新、深度融入信息技术与制

造 业 融 合 发 展 大 局 注 入 了 新 的 动 力 。 未 来 ， 基 于 科 远

EmpoworX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科远智慧将进一步深度融合

5G、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以平台+应用+服务的模式横向扩

展、垂直深入，赋能更多合作伙伴，为智能化的未来工厂、制

造产业链构建一片新生态。

科远 EmpoworX 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

科远智慧基于二十余年工业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产品和经验推出

科远EmpoworX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并结合流程工业生产过程及设

备运行数据实时采集、大数据工况辨识、智能分析诊断等技术，可实

现对工业生产运行状况实时分析及设备运行健康度预测分析，为流程

工业客户提供生产过程的运行优化、设备预警、故障诊断等服务，给

企业生产及运营决策提供支持。

目前，科远EmpoworX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针对流程工业可提供200+

设备模型、100+算法、100+工业应用APP和10+SaaS化应用解决方

案，以及面向能源、化工、冶金、建材等重点行业完整解决方案，并

得到了广泛应用，积累了众多示范典型案例。

/  总裁办  梅润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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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远智慧故障安全保护系统——TFS600获得由国际第三方独立检测、检验

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TÜV集团颁发的IEC61508功能安全SIL3等级证书。

由科远智慧基于数十年控制系统设计、 开发及大量工程项目实施基础自主研发

的 TFS 600 系统， 是专门为安全相关系统、 或条件苛刻的任务而自主研发的高

安全性、 高可靠性、 高适应性的安全控制系统。 TFS 600 安全装置采用了硬

件模块冗余容错、 高可用安全模块、 高安全工业网络等技术， 软件平台采用

多领域工程对象模型、 实时控制安全运行， 可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 炼油、

石化、化工、发电等行业中的紧急跳闸系统 （ETS），紧急停车系统 （ESD），

燃烧管理系统 （BMS）， 火气检测系统 （FG&S） 等关键过程控制领域。

高安全性 ： 通过 SIL 3 认证， 具有独立的三重化控制器， 按照 3-2-0 降级，

I/O 模件分别采用 2oo3D 体系结构。

高可靠性 ： 现场信号采集和控制信号的输出均采用数字化传输， 大大提高了系

统的抗干扰能力。

高适应性 ： 运行环境温度为 -20℃~+60℃， 温度变化最大 10℃/h， 适用各种

温度环境恶劣场所。

易维护性 ： LED 指示灯清晰显示各模件运行状态， 方便巡检员及时了解产品的

工作运行状态。

高经济性 ： 可读工作状态界面， 直观高效 ； 支持停止状态置值操作， 降低维

护检修成本。

TFS 600 系统适用于 IEC 61508 定义的低要求和高要求模式的安全相关应用，

符合 IEC 61508 定义的 SC 3 系统能力等级和 SIL 3 硬件安全完整性等级， 通过

SIL3 等级安全评测认证。

TFS 600 系统此次获得功能安全 SIL 3 证书， 标志着科远智慧故障安全保护系统

已达到国际安全性要求标准。 未来， 科远智慧也将持续聚焦自身产品安全技术

水平提升， 以技术赋能、 安全加码工业生产。

TFS 600故障安全保护系统安全生产是流程工业领域永恒不变的话题， 其中

安全仪表系统 （以下简称 “SIS 系统”） 是用

于降低风险的保护层中的重要环节， 在工业过程

日渐复杂化的背景下， SIS 系统的市场需求正不断

增加， 这也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评价标准， 不再局

限于安全完整性等级， 还要求综合考虑安全性、

可靠性、 可用性、 可维护性及可操作性， 而 SIL

认证 （安全完整性等级） 作为国际上公认的一种

功能安全认证， 是设计 SIS 系统的重要依据， 是

衡量安全仪表系统运行水平的重要指标， 现已被

机械制造、 流程工业、 运输、 医药化工等领域

所广泛认可。

IEC 61508 功能全 SIL 3 证书

/  技术研究院  杭哲

技术领先、安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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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领先！
科远智慧再度通过 CMMI5 级国际权威认证！

近日，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再度通过CMMI V2.0 ML5现场评估并取得证

书。这也是科远智慧继2018年首次通过

CMMI5级认证后再次获得该项认证，标志着

科远智慧在软件开发过程的改善能力、质量

管理水平和软件开发整体成熟度上始终保持

着国际先进水平。

CMMI（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即能力成熟度模型集

成）是由美国国防部与卡内基-梅隆

大学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美国国防

工业协会共同开发和研制的一项国际

上用于评价软件企业能力成熟度和项

目管理水平的权威标准，是企业在开

发流程化和质量管理上的国际通行标

准。CMMI将能力成熟度分为五个等

级，其中5级为最高级，覆盖了22个

过程域的目标和过程实践要求。

本次评估由 SEI 主任评估师 Mac Patrick 领

队， 因疫情关系采用了线上评估方式，

Mac带领的评估小组通过一周的评估验证，

一致认为科远智慧的软件过程能力继续满足

CMMI V2.0 ML5 要求。

科远智慧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发展， 通过不

断强化研发管理过程， 打造了一只高素质

高学历的研发团队， 并建立了完整的研发

管理体系。 本次能继续保持 CMMI-V2.0-5

级评估的通过， 既是对科远智慧软件能力

和管理水平的再次肯定， 也给科远智慧的

自主创新注入了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未来，科远智慧将持续推进研发规范化管理，将CMMI成熟实践融入到企业管理和运营

中，进一步提升企业在研发管理、产品质量和过程管理方面的能力，以更加成熟的解

决方案和更高质量的软件服务，面向国内外客户实现卓越交付。

80%

10%

80%+高学历人才
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培养与建设，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超过80%。

10%+研发投入
每年超过营业额10%的研发投入，累计总投入10亿+。

8
8大科研机构
涵盖自动化、信息化、大数据分析、工业互联网等各领域的8大科研机构。

300+
300+授权专利
累计获得授权专利300多件，软件著作权400多项，80%以上为发明专利。

/  研发管理部  仝苗苗

扫码观看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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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作为工业数字化转型重要载体，对于实现工业经济全要

素链、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面连接起到关键作用。

2021年榜单评审围绕“产业链协作与锻造”的主题，由关键技术创

新与产业链协同能力（30%）、应用服务能力（35%）及市场影响

力(30%)三个一级指标组成，细分的九个二级指标分别是关键技术创

新开发能力、关键技术落地能力、关键领域供给能力、行业解决方

案定制开发水平与应用情况、区域落地情况，服务企业情况、产业

生态构建及开发者汇聚情况、市场影响力及活跃度，各类政府及社

会项目参与情况等。

从率先布局到价值落地，国家五星级-科远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

台始终坚守工业“基因”和发展初心，以自主创新技术，打造从工

业痛点需求出发再赋能工业的良性闭环。以强大的赋能平台+专业解

决方案助工业企业价值落地，科远EmpoworX连续数年蝉联榜单。

行稳致远，进而有为！作为中国数字化建设的中坚力量，科远智慧

将持续创新，共建绿色智造未来。

赋能先锋
科远智慧蝉联“中国工业互联网50佳”

/  科远通讯  通讯员

2020-2021年度中国工业互联网50佳榜单出炉，科远智
慧作为平台/工业软件/解决方案类企业，蝉联榜单！

近日，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1年度省工业互联网服

务资源池分类分级评估情况的通知》，科远智慧作为工业互联网

平台服务商、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服务商，分别获得三星级和四

星级认定。

此次江苏省工业互联网服务资源池分类分级评估旨在贯彻落实

《江苏省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江苏省“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

划》，强化资源池分类分级建设，将有助于从供给侧持续培育技

术实力雄厚、服务能力优秀的工业互联网建设、服务机构，加速

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科远智慧始终专注于提升自主研发和创新突破能力，将“智能制

喜报！
科远智慧入围江苏省工业互联网服务资源池名录

造、绿色制造、人工智能、工业大数据”作为企业发展主轴，推

出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聚焦“泛在连接、云化服务、知

识累积、应用创新”四大能力，致力于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赋能。基于EmpoworX平台，科远智慧将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广

泛应用于电力、化工、冶金、建材等诸多领域，并成功打造了流

程行业多个样板示范。近年来，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

了中国信通院最高级功能性能五星级评测；2018、2020年相继入

选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平台集成创新应用试点示范。

下一步，科远智慧将持续加强EmpoworX平台的升级迭代，进一

步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先进信息技术。用创新平台

驱动制造产业智能化升级变革。

/  总裁办  梅润芝



深度探讨 

工业互联网如何助推电企“双碳”使命达成？
/ 工业互联网世界   记者胡媛

在双碳目标与经济发展需求多重因素交织下，电力企业数字化运营的重要性被进一步放大。

数字化服务生机无限，电力行业探索数字化转型发展，积极利用新兴技术优化电企运行效

率，不断提升运营水平将是应对变革的有效利器。

日前，《通信产业报》基于平台、安全、

硬件等类别遴选出六大工业互联网助力电

力 行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优 秀 方 案 ， “ 科 远

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实力入

选。

科远智慧电厂研究中心副总经理、产品总

监潘海禄接受《通信产业报》专访，分享

科远在探索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思

考、实践与展望。

以下内容转载自《工业互联网世界》

▼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如今的电力信息

化建设发展已经进入科学发展的阶段，从

设备层到控制层做到了自动化和智能化。

同时在上层信息化过程中，逐渐从操作层

到管理层延伸。电厂的生产、管理和经营

融合协调发展，并向智能化和数字化进一

步推进，逐渐形成了智能控制系统和智慧

管控系统的框架格局。

在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也

遇到了一些问题。近日，科远智慧电厂研

究中心副总经理、产品总监潘海禄在接受

《通信产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智能传感部分尚有缺乏、海量数据闲置无

法发挥价值、大量系统形成信息孤岛无法

有效融合，以及设备和信息化安全等问

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三大关键

这些年，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不断发展，电力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伴随着分布式能源、储能、电网技术的不断改进，电力行业的数字

化转型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潘海禄认为，首先在于安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何保障电厂生产、数据安全成

为重中之重，自主可控已经开始成为基本要求。科远的自主可控产品已经在大唐南电等企业

进行了验证，得到了业内认可，标志着新一代的控制系统100%自主可控顺利达成。

其次，数据产生价值。在多年的信息化建设中，产生了大量的生产和经营数据，但是这些数

据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发挥太多的价值。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将这

些数据重新归类总结，在工艺流程仿真、数字化生产、生产过程预警、智能过程控制等领域

发挥其真正的价值，为企业安全生产、优化工艺流程、降本增效提供依据。科远作为智慧电

厂的引领者，拥有三维数字电厂、数字孪生、流程仿真、智能预警等产品和研发团队，帮助

企业高效运行。

最后，统一的管理平台。电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可能存在各

种厂家、各种平台的产品，导致形成信息孤岛，无法协同工作，甚至难以维护无法升级。随

着技术的发展，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顶层架构方面需要拥抱工业互联网标准平台，采用微

服务架构建立统一的业务平台。通过APP的方式，将各种业务应用建立在一个平台上，同时

平台也需要采用统一的数据接口，适应不同的厂家产品的接入和协同。在解决信息孤岛的同

时，业务服务也可以做到相对独立的升级维护甚至替换，真正解决企业在业务系统后期维护

中的难题。科远的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采用微服务架构，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标准的

平台体系，提供统一的数据接入服务，为上层APP提供统一的API规范，整合覆盖电力能源

生产、管理、运营的已有业务应用，建设新型智慧应用。

      践行“双碳”，数字化电厂强赋能

对于电力行业来说，碳中和或将带来行业颠覆性变革和机遇。我国90%碳排放来自煤炭，而

电力行业其碳排放量占全部碳排放的1/3以上，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离不开发电力

行业的碳减排。

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工业体系的大佬，监控和管理生产全过程，如：工艺流程

仿真和优化、智能预警、智能过程控制等业务方向进行深耕，帮助电力企业碳

减排。同时，利用能源管理等SaaS应用，通过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手段，帮

助企业了解能耗数据过程，提供优化解决方案。

此外，工业互联网平台可帮助光伏、风电企业精细化管理，作为实现双碳最佳

清洁能源的发电手段，加大投入进行重点研究。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适

用于光伏、风电、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的APP和解决方案，帮助“双碳”使

命的达成。

       痛点入手，电力数字化转型重提速

当前，电力行业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赋能下，以云（公有云、私有云、混合

云）为核心，在网络安全为底座的新IT架构下，可以助力企业打造更灵活弹

性、安全可靠的数字化平台。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而电力行业对

智能化的要求更高，虽然现阶段电力行业的数字化发展正在不断进行，但依然

需要抓住这个机遇尽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潘海禄建议，电力行业需要在安全为前提的条件下，关注数据潜在价值，统一

平台建设，赋能业务开发。让安全和智能化贯彻从设备、平台到业务系统。

第一，协同国家产业升级战略，研发新一代智能控制器，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打造真正的智能型自主可控控制系统。第二，在数字化层面，利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微服务等技术，实现如：三维数字电厂、数字孪生、流程仿真、智能

预警等应用APP，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高运行效

率，完成数字化转型。

         科远智慧电厂

       构建全生命周期智慧运营

科远智慧在电力行业智能控制层拥有NT6000分散控

制系统，并做到了完全自主可控；在智能控制侧，科

远智慧拥有数字化电调系统、PLC可编程控制器、智

能监盘等完整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完成设备

层的智能化控制；在数字管控层，科远智慧拥有国家

五星级认证的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在信息化

管理层，科远智慧十余年潜心研发的SyncPlant管控

一体化平台，在SIS、MIS等电厂生产经营层面做到了

高效管理，帮助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

作为智慧电厂的引领者，科远智慧拥有三维数字电

厂、数字孪生、流程仿真、智能预警等产品和研发团

队，帮助企业高效运行。科远智慧还拥有大唐南京发

电厂、华电武昌热电厂、国能平罗电厂等一系列火电

机组的标杆项目和优秀实践。同时，在国电投金元光

伏发电、大唐云南观音岩水电等清洁能源的智慧化建

设也有很好的实践，帮助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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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再度通过CMMI V2.0 ML5现场评估并取得证

书。这也是科远智慧继2018年首次通过

CMMI5级认证后再次获得该项认证，标志着

科远智慧在软件开发过程的改善能力、质量

管理水平和软件开发整体成熟度上始终保持

着国际先进水平。

CMMI（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即能力成熟度模型集

成）是由美国国防部与卡内基-梅隆

大学软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美国国防

工业协会共同开发和研制的一项国际

上用于评价软件企业能力成熟度和项

目管理水平的权威标准，是企业在开

发流程化和质量管理上的国际通行标

准。CMMI将能力成熟度分为五个等

级，其中5级为最高级，覆盖了22个

过程域的目标和过程实践要求。

本次评估由 SEI 主任评估师 Mac Patrick 领

队， 因疫情关系采用了线上评估方式，

Mac带领的评估小组通过一周的评估验证，

一致认为科远智慧的软件过程能力继续满足

CMMI V2.0 ML5 要求。

科远智慧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发展， 通过不

断强化研发管理过程， 打造了一只高素质

高学历的研发团队， 并建立了完整的研发

管理体系。 本次能继续保持 CMMI-V2.0-5

级评估的通过， 既是对科远智慧软件能力

和管理水平的再次肯定， 也给科远智慧的

自主创新注入了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未来，科远智慧将持续推进研发规范化管理，将CMMI成熟实践融入到企业管理和运营

中，进一步提升企业在研发管理、产品质量和过程管理方面的能力，以更加成熟的解

决方案和更高质量的软件服务，面向国内外客户实现卓越交付。



/ 销售管理部  韩威

日前，《通信产业报》基于平台、安全、

硬件等类别遴选出六大工业互联网助力电

力 行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优 秀 方 案 ， “ 科 远

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实力入

选。

科远智慧电厂研究中心副总经理、产品总

监潘海禄接受《通信产业报》专访，分享

科远在探索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思

考、实践与展望。

以下内容转载自《工业互联网世界》

▼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如今的电力信息

化建设发展已经进入科学发展的阶段，从

设备层到控制层做到了自动化和智能化。

同时在上层信息化过程中，逐渐从操作层

到管理层延伸。电厂的生产、管理和经营

融合协调发展，并向智能化和数字化进一

步推进，逐渐形成了智能控制系统和智慧

管控系统的框架格局。

在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也

遇到了一些问题。近日，科远智慧电厂研

究中心副总经理、产品总监潘海禄在接受

《通信产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智能传感部分尚有缺乏、海量数据闲置无

法发挥价值、大量系统形成信息孤岛无法

有效融合，以及设备和信息化安全等问

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三大关键

这些年，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不断发展，电力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伴随着分布式能源、储能、电网技术的不断改进，电力行业的数字

化转型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潘海禄认为，首先在于安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何保障电厂生产、数据安全成

为重中之重，自主可控已经开始成为基本要求。科远的自主可控产品已经在大唐南电等企业

进行了验证，得到了业内认可，标志着新一代的控制系统100%自主可控顺利达成。

其次，数据产生价值。在多年的信息化建设中，产生了大量的生产和经营数据，但是这些数

据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发挥太多的价值。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将这

些数据重新归类总结，在工艺流程仿真、数字化生产、生产过程预警、智能过程控制等领域

发挥其真正的价值，为企业安全生产、优化工艺流程、降本增效提供依据。科远作为智慧电

厂的引领者，拥有三维数字电厂、数字孪生、流程仿真、智能预警等产品和研发团队，帮助

企业高效运行。

最后，统一的管理平台。电力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可能存在各

种厂家、各种平台的产品，导致形成信息孤岛，无法协同工作，甚至难以维护无法升级。随

着技术的发展，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顶层架构方面需要拥抱工业互联网标准平台，采用微

服务架构建立统一的业务平台。通过APP的方式，将各种业务应用建立在一个平台上，同时

平台也需要采用统一的数据接口，适应不同的厂家产品的接入和协同。在解决信息孤岛的同

时，业务服务也可以做到相对独立的升级维护甚至替换，真正解决企业在业务系统后期维护

中的难题。科远的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采用微服务架构，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标准的

平台体系，提供统一的数据接入服务，为上层APP提供统一的API规范，整合覆盖电力能源

生产、管理、运营的已有业务应用，建设新型智慧应用。

      践行“双碳”，数字化电厂强赋能

对于电力行业来说，碳中和或将带来行业颠覆性变革和机遇。我国90%碳排放来自煤炭，而

电力行业其碳排放量占全部碳排放的1/3以上，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离不开发电力

行业的碳减排。

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工业体系的大佬，监控和管理生产全过程，如：工艺流程

仿真和优化、智能预警、智能过程控制等业务方向进行深耕，帮助电力企业碳

减排。同时，利用能源管理等SaaS应用，通过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手段，帮

助企业了解能耗数据过程，提供优化解决方案。

此外，工业互联网平台可帮助光伏、风电企业精细化管理，作为实现双碳最佳

清洁能源的发电手段，加大投入进行重点研究。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适

用于光伏、风电、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的APP和解决方案，帮助“双碳”使

命的达成。

       痛点入手，电力数字化转型重提速

当前，电力行业在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赋能下，以云（公有云、私有云、混合

云）为核心，在网络安全为底座的新IT架构下，可以助力企业打造更灵活弹

性、安全可靠的数字化平台。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而电力行业对

智能化的要求更高，虽然现阶段电力行业的数字化发展正在不断进行，但依然

需要抓住这个机遇尽快实现数字化转型。

潘海禄建议，电力行业需要在安全为前提的条件下，关注数据潜在价值，统一

平台建设，赋能业务开发。让安全和智能化贯彻从设备、平台到业务系统。

第一，协同国家产业升级战略，研发新一代智能控制器，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打造真正的智能型自主可控控制系统。第二，在数字化层面，利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微服务等技术，实现如：三维数字电厂、数字孪生、流程仿真、智能

预警等应用APP，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高运行效

率，完成数字化转型。

         科远智慧电厂

       构建全生命周期智慧运营

科远智慧在电力行业智能控制层拥有NT6000分散控

制系统，并做到了完全自主可控；在智能控制侧，科

远智慧拥有数字化电调系统、PLC可编程控制器、智

能监盘等完整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完成设备

层的智能化控制；在数字管控层，科远智慧拥有国家

五星级认证的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在信息化

管理层，科远智慧十余年潜心研发的SyncPlant管控

一体化平台，在SIS、MIS等电厂生产经营层面做到了

高效管理，帮助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

作为智慧电厂的引领者，科远智慧拥有三维数字电

厂、数字孪生、流程仿真、智能预警等产品和研发团

队，帮助企业高效运行。科远智慧还拥有大唐南京发

电厂、华电武昌热电厂、国能平罗电厂等一系列火电

机组的标杆项目和优秀实践。同时，在国电投金元光

伏发电、大唐云南观音岩水电等清洁能源的智慧化建

设也有很好的实践，帮助企业数字化转型。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国庆小长假后第一天，科远智慧在南京

总部召开了2021年度1-3季度销售方向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

前三季度经营情况，提出第四季度发展要求。并对二、三季度

取得优异成绩的销售及产品团队进行表彰。

尽管在国家“双限双控”政策背景下，科远智慧销售业绩仍然

逆势增长，取得优异成绩。在新行业开拓、集团客户开发、样

板工程树立、内部运营管理、人才团队建设等方面均有所突

破。但面对当前经济环境的诸多不确定性，董事长刘国耀呼吁

全体科远人需具备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将提高经营质量作为

共识。科远智慧的经营发展处于优质赛道，加持完备的业务解

决方案、坚实的物质资源基础，未来可期。全公司应贯彻集团

各项发文精神，落到实处，为全年业绩的高增长保驾护航。

应势而上，智营未来
科远智慧 2021 年 1-3 季度销售方向工作会议圆满召开

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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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60”双碳目标下，各行业将面临深刻变革，既

要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步伐，切实提升企业管理效

率与效益，也要加强工控领域安全建设，推进控制系

统全面国产化工作，保障“生命线”的本质安全。工

控领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因此民族工控企

业一直致力于解决当前工控设备进口部件“卡脖子”

和工控系统自主可控问题，进行完全自主可控分散控

制系统的应用实践，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科远智慧）就是其中的代表。正如南

京科远智慧总裁助理、控制系统应用资深专家方正所

言：“科远智慧正奋力抓住数字产业、国产化替代机

遇，打造控制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和工业互联网‘三大

平台’，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持续为工控

行业导入最先进的创新技术和产品，执自主可控之剑

为更多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科远智慧
构建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

自主可控 大器终成
2020 年， 科远智慧正式发布 NT6000 智能控制系统 （ICS）， 宣告这一

100% 自主可控的控制系统大器终成。 科远智慧自主可控 NT6000 V5 DCS

通过工信部第五电子研究所的完全自主可控认证， 认证结果自主可控率达到

100%。 并通过中国自动化学会发电专委会组织， 以刘吉臻院士等行业知名

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认证， 鉴定委员会认为， NT6000 V5 DCS 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技术性能指标可以满足所有容量火电机组的应用要求， 电源适应性

和模拟量卡件的抗干扰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方正介绍，NT6000控制系统中的控制器、隔离网闸和IO模件等硬件国产化

率均达到100%，即采用的物料（主要是指电子元器件），可以达到的国产电

子元器件数量占比100%、种类占比100%。NT6000系统中的所有嵌入式操作

系统均为开源、自主可控系统，源代码经过审计，操作系统涉及有Linux、科

远智慧自主RTOS等，不涉及第三方知识产权问题。NT6000系统中的工程师

站、操作站操作系统可以采用基于自主可控安全加固的Linux操作系统（麒

麟、中兴新支点、深度等）；NT6000所有的上位机软件及组件，包括数据

库、组态软件、画面软件均为自主研发，拥有全部源代码，完全自主可控。

新系统操作站硬件、网络组件、网络安全组件、控制器、I/O模件、各类接口

模件及电子组件全部采用国产器件品牌，并尽可能选择生产工厂在大陆的器

件品牌。DCS系统软件、控制器和I/O模件嵌入式软件完全自主设计开发，开

发工具均采用免费开源的开发工具。操作站OS选用国产Linux系统，新系统所

有系统软件均自主开发，不包含第三方不可控模块，均部署运行于国产Linux

系统上。

NT6000智能控制系统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创新与突破：

（1）实现控制器（DPU）芯片及主板、I/O模件、网络交换机国产化，实现

上位机（电脑）CPU及主板、上位机操作系统国产化，DCS包含DEH控制系统

软件国产化。

（2）完成了全功能的“100%自主可控”DCS在超超临界机组，实现国内超

超临界机组DCS、DEH、ETS、MEH、METS系统一次性全国产化完整替代。

（3）通过了上汽厂自控公司对100%自主可控的DEH系统的整体性能测试，

完全满足各项标准与要求。

（4）配套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防护技术，解决了DCS系统信息网络的安全防

护问题，满足网络信息安全等保2.0的三级要求。

（5）项目汇集了科远智慧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先进控制技术方面的应

用经验，拓展了智能预警、设备诊断、燃烧优化、一键控制等智能化应用，大

幅降低了运行操盘的工作量，打造智能监盘，大幅提升了机组自动化水平和机

组运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6）开发了在静态环境下对控制策略进行动态验证的半物理仿真系统，用于

对控制系统策略分析优化，缩短了现场调试时间。

目前，科远智慧自主可控系统已在大唐南电 #2 660MW超超临界机组、大唐托

克托辅网、南京协鑫燃机辅网、沛县生物质全厂控制系统等项目中成功投运，

最长已稳定运行一年以上。据方正透露，该系统已在大唐徐塘 #5 320MW机组

项目上应用，并将在大唐托克托 #2 600MW机组等项目上应用。

聚焦“十四五”发展目标，势必掀起新一轮国产化自主可控建设浪潮。面向未

来，方正表示：“科远智慧下一步将成熟的自主创新技术，全面投入到自主可

控产业链建设中，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支撑。科远智慧将立足于NT6000

自主可控DCS平台，在NT6000软硬件基础上持续开发，跟踪业界先进技术和

先进理念，进行控制系统边缘化、云化技术研究；立足于控制系统技术平台与

5G网络深度融合的研究，进行分布式统一IO子系统技术开发，根据技术成熟情

况，推出新一代控制系统产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促进‘新工业化’升级，将

赋能智慧工厂，科远智慧将持续进行ICS智能控制系统的产品开发、不断优化

和提炼ICS系统价值，提升用户体验。”

工业互联 安全先行

谈及过去一年科远智慧所取得的成绩，方正直言：“科远智慧上下一心、创新

奋进、担当于行，交出了一份逆势增长的高质量答卷。”确如其言，近期科远

智慧在智慧工业多向发展，齐头并进：除了100%自主可控NT6000智能控制系

统的发布，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也通过了国家五星级平台测评。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基建”重要领域之一，正迎来多方加速布局。对于工业互

联网的发展，方正认为安全是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先决条件：“工业互联网落地

的关键在于构建本质安全、自主可控的工业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创新成果和智慧

应用场景，而自主可控是保障工业互联网安全的关键切入点。”工控行业智慧

化转型浪潮之际，科远智慧基于自主研发的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以标

准化和网络安全为支撑，深入融合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先进技术，组建智

能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智能工厂，致力实现企业生产全过程工艺和设备运

行技术的高度集成，助力企业进一步安全、高效、节能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加

速推动化工行业整体高质量发展。

科远智慧凭借自主可控的“工业大脑”DCS、PLC等自动化核心产品及工业互

联网平台EmpoworX，针对不同的行业应用场景，持续打造智慧电厂、智慧化

工、智慧冶金、智慧园区、智慧城市等诸多智慧化解

决方案。

此外，科远智慧以“1+6+N”的模式建设智能工厂来

帮 助 企 业 实 现 数 字 化 转 型 。 即 以 1 个 平 台

（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6大关键模块（高

级报警管理AAS、先进过程控制APC、仿真培训

OTS、热网优化、数字化交付、智慧决策）、N种特

色功能（生产管控、供应链管理、智慧安全、经营管

理、基于大数据的设备远程运维预警、基于数字孪生

的实时优化、全场景可视化、集团管控）根据企业实

际需要灵活配置组合，给企业带来价值，全面提高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工业互联网和5G技术发展背景下，“5G+工业互联

网”已成为工业互联网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二

者融合产生的倍增效应和巨大应用潜力正加速释放。

DCS实现跨物理区域、跨网络类别进行稳定的数据链

接和交互，进一步强化全厂一体化监控能力，构成统

一的智能化工厂节点，各节点将进一步联网、互动。

在工控系统生产业务基础上，将传统的网络安全理念

与工业安全业务相融合，实现具体场景下的安全融

合。科远智慧以自主可控的边缘采集、智能控制产品

为基础，以自主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支撑，

结合5G优势特性，在智慧园区综合监管、5G+AR智能

巡检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智慧化创新应用。

2020年，科远智慧基于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

的智慧解决方案取得了众多成功应用：在智慧化工，

如煤焦化工、精细化工、医药化工等领域取得诸多新

突破；智慧冶金稳步向前，进入冶金无人行车、料场

无人化顶端行列；智慧城市勇开新局，智慧环卫持续

发力，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江苏园博园树立“智慧园

区”风向标；智慧能源领域发展动力强劲，打造多个

生物质、光伏发电示范工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样

板项目。

随着新基建的加码，其重要部分“智慧城市”、“工

业互联网”将掀起新一轮发展热潮。这让方正对于科

远智慧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科远智慧将紧跟国家

战略引导，勇做‘新基建’排头兵，不断推出满足新场

景、新技术的自主可控产品及智慧化解决方案，为构

建自主新经济、共筑产业新生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提供强劲动力。”

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控制系统应用资深专家 方正

/  自动化博览  记者文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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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

在“3060”双碳目标下，各行业将面临深刻变革，既

要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的步伐，切实提升企业管理效

率与效益，也要加强工控领域安全建设，推进控制系

统全面国产化工作，保障“生命线”的本质安全。工

控领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因此民族工控企

业一直致力于解决当前工控设备进口部件“卡脖子”

和工控系统自主可控问题，进行完全自主可控分散控

制系统的应用实践，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科远智慧）就是其中的代表。正如南

京科远智慧总裁助理、控制系统应用资深专家方正所

言：“科远智慧正奋力抓住数字产业、国产化替代机

遇，打造控制系统、信息管理系统和工业互联网‘三大

平台’，着力构建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持续为工控

行业导入最先进的创新技术和产品，执自主可控之剑

为更多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自主可控 大器终成
2020 年， 科远智慧正式发布 NT6000 智能控制系统 （ICS）， 宣告这一

100% 自主可控的控制系统大器终成。 科远智慧自主可控 NT6000 V5 DCS

通过工信部第五电子研究所的完全自主可控认证， 认证结果自主可控率达到

100%。 并通过中国自动化学会发电专委会组织， 以刘吉臻院士等行业知名

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认证， 鉴定委员会认为， NT6000 V5 DCS 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技术性能指标可以满足所有容量火电机组的应用要求， 电源适应性

和模拟量卡件的抗干扰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方正介绍，NT6000控制系统中的控制器、隔离网闸和IO模件等硬件国产化

率均达到100%，即采用的物料（主要是指电子元器件），可以达到的国产电

子元器件数量占比100%、种类占比100%。NT6000系统中的所有嵌入式操作

系统均为开源、自主可控系统，源代码经过审计，操作系统涉及有Linux、科

远智慧自主RTOS等，不涉及第三方知识产权问题。NT6000系统中的工程师

站、操作站操作系统可以采用基于自主可控安全加固的Linux操作系统（麒

麟、中兴新支点、深度等）；NT6000所有的上位机软件及组件，包括数据

库、组态软件、画面软件均为自主研发，拥有全部源代码，完全自主可控。

新系统操作站硬件、网络组件、网络安全组件、控制器、I/O模件、各类接口

模件及电子组件全部采用国产器件品牌，并尽可能选择生产工厂在大陆的器

件品牌。DCS系统软件、控制器和I/O模件嵌入式软件完全自主设计开发，开

发工具均采用免费开源的开发工具。操作站OS选用国产Linux系统，新系统所

有系统软件均自主开发，不包含第三方不可控模块，均部署运行于国产Linux

系统上。

NT6000智能控制系统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创新与突破：

（1）实现控制器（DPU）芯片及主板、I/O模件、网络交换机国产化，实现

上位机（电脑）CPU及主板、上位机操作系统国产化，DCS包含DEH控制系统

软件国产化。

（2）完成了全功能的“100%自主可控”DCS在超超临界机组，实现国内超

超临界机组DCS、DEH、ETS、MEH、METS系统一次性全国产化完整替代。

（3）通过了上汽厂自控公司对100%自主可控的DEH系统的整体性能测试，

完全满足各项标准与要求。

（4）配套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防护技术，解决了DCS系统信息网络的安全防

护问题，满足网络信息安全等保2.0的三级要求。

（5）项目汇集了科远智慧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先进控制技术方面的应

用经验，拓展了智能预警、设备诊断、燃烧优化、一键控制等智能化应用，大

幅降低了运行操盘的工作量，打造智能监盘，大幅提升了机组自动化水平和机

组运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6）开发了在静态环境下对控制策略进行动态验证的半物理仿真系统，用于

对控制系统策略分析优化，缩短了现场调试时间。

目前，科远智慧自主可控系统已在大唐南电 #2 660MW超超临界机组、大唐托

克托辅网、南京协鑫燃机辅网、沛县生物质全厂控制系统等项目中成功投运，

最长已稳定运行一年以上。据方正透露，该系统已在大唐徐塘 #5 320MW机组

项目上应用，并将在大唐托克托 #2 600MW机组等项目上应用。

聚焦“十四五”发展目标，势必掀起新一轮国产化自主可控建设浪潮。面向未

来，方正表示：“科远智慧下一步将成熟的自主创新技术，全面投入到自主可

控产业链建设中，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支撑。科远智慧将立足于NT6000

自主可控DCS平台，在NT6000软硬件基础上持续开发，跟踪业界先进技术和

先进理念，进行控制系统边缘化、云化技术研究；立足于控制系统技术平台与

5G网络深度融合的研究，进行分布式统一IO子系统技术开发，根据技术成熟情

况，推出新一代控制系统产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促进‘新工业化’升级，将

赋能智慧工厂，科远智慧将持续进行ICS智能控制系统的产品开发、不断优化

和提炼ICS系统价值，提升用户体验。”

工业互联 安全先行

谈及过去一年科远智慧所取得的成绩，方正直言：“科远智慧上下一心、创新

奋进、担当于行，交出了一份逆势增长的高质量答卷。”确如其言，近期科远

智慧在智慧工业多向发展，齐头并进：除了100%自主可控NT6000智能控制系

统的发布，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也通过了国家五星级平台测评。

工业互联网作为“新基建”重要领域之一，正迎来多方加速布局。对于工业互

联网的发展，方正认为安全是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先决条件：“工业互联网落地

的关键在于构建本质安全、自主可控的工业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创新成果和智慧

应用场景，而自主可控是保障工业互联网安全的关键切入点。”工控行业智慧

化转型浪潮之际，科远智慧基于自主研发的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以标

准化和网络安全为支撑，深入融合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先进技术，组建智

能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智能工厂，致力实现企业生产全过程工艺和设备运

行技术的高度集成，助力企业进一步安全、高效、节能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加

速推动化工行业整体高质量发展。

科远智慧凭借自主可控的“工业大脑”DCS、PLC等自动化核心产品及工业互

联网平台EmpoworX，针对不同的行业应用场景，持续打造智慧电厂、智慧化

工、智慧冶金、智慧园区、智慧城市等诸多智慧化解

决方案。

此外，科远智慧以“1+6+N”的模式建设智能工厂来

帮 助 企 业 实 现 数 字 化 转 型 。 即 以 1 个 平 台

（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6大关键模块（高

级报警管理AAS、先进过程控制APC、仿真培训

OTS、热网优化、数字化交付、智慧决策）、N种特

色功能（生产管控、供应链管理、智慧安全、经营管

理、基于大数据的设备远程运维预警、基于数字孪生

的实时优化、全场景可视化、集团管控）根据企业实

际需要灵活配置组合，给企业带来价值，全面提高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工业互联网和5G技术发展背景下，“5G+工业互联

网”已成为工业互联网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二

者融合产生的倍增效应和巨大应用潜力正加速释放。

DCS实现跨物理区域、跨网络类别进行稳定的数据链

接和交互，进一步强化全厂一体化监控能力，构成统

一的智能化工厂节点，各节点将进一步联网、互动。

在工控系统生产业务基础上，将传统的网络安全理念

与工业安全业务相融合，实现具体场景下的安全融

合。科远智慧以自主可控的边缘采集、智能控制产品

为基础，以自主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支撑，

结合5G优势特性，在智慧园区综合监管、5G+AR智能

巡检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智慧化创新应用。

2020年，科远智慧基于EmpoworX工业互联网平台

的智慧解决方案取得了众多成功应用：在智慧化工，

如煤焦化工、精细化工、医药化工等领域取得诸多新

突破；智慧冶金稳步向前，进入冶金无人行车、料场

无人化顶端行列；智慧城市勇开新局，智慧环卫持续

发力，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江苏园博园树立“智慧园

区”风向标；智慧能源领域发展动力强劲，打造多个

生物质、光伏发电示范工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样

板项目。

随着新基建的加码，其重要部分“智慧城市”、“工

业互联网”将掀起新一轮发展热潮。这让方正对于科

远智慧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科远智慧将紧跟国家

战略引导，勇做‘新基建’排头兵，不断推出满足新场

景、新技术的自主可控产品及智慧化解决方案，为构

建自主新经济、共筑产业新生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提供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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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远通讯  通讯员

科远的郑重承诺！
互联网时代，企业数字化升级进程中力求打破信息孤岛实现IT/OT的交融，最关键的就是缺乏高水平的专业服务商。

在技术门槛较高的工业领域，产品和服务是密切结合的，销售完成仅仅是开始，交付服务才能真正为用户创造价值。我们要如

何服务才能为客户创造更高的价值？

专业优质的交付服务，是科远不断做大做强的重要支撑。新发展时代，服务要前向、要快速、要高质量。对此，科远智慧全面

部署，围绕以客户为中心，在服务网络建设、文化引导、解决用户痛点问题，完善交付管理制度等方面重点加强，致力以“全

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为用户创造更大价值。

 千里咫尺
提升本地化服务网络建设
本地化服务网络建设是方案服务型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经过多年潜心拓展，科

远已建设完成全国各地省会城市的26个营销/交付服务中心，及700人的资深售

前售后服务工程师队伍。

为了进一步提升本地化服务质量，今年以来，科远智慧总裁胡歙眉逐个巡视各办

事处，定位运营问题，及时给予资源协调；建立HRBP队伍，加强各办事处人才

培养和梯队建设；修订了办事处日常管理、形象建设、团队激励等多个标准化管

理制度，助力提升本地化网络运营水平和效率，从而更好的服务客户。

同时，科远智慧建立了专业技术人才输送体系，为各办事处配置技术+市场+营销

的铁三角组合队伍，确保科远能够高质高效地为每一个客户提供从技术咨询、专

家诊断到现场调试、远程运维、售后维修、备品备件的全生命周期专业化服务。

 以诚相待
以客户为中心的文化建设
以客户为中心，是科远核心价值观的第一要素。2021年，科远智慧企业文化焕新

发布，并在各办事处宣贯解读，围绕以客户为中心的一个个感人事迹又一次激发

科远人的奋斗激情。

新冠疫情突发之时，当人们都居家隔离惶惶然之时，科远已毅然赶赴项目现场帮

助用户解决问题。海外疫情肆虐，科远人轮番逆行而上，面对工人暴乱、多位工

友感染新冠，仍不改以客户需求为第一；河南发生特大水情，科远河南事业部第

一时间集结本地交付团队，帮助受灾用户复工复产；省内限电严重，科远增派双

倍人力，每天20小时的高负荷工作，只为帮助用户完成提前发电的目标。

这样的舍身忘我、以客户为中心，是科远赢得客户认可与信赖最重要的原因，也

是科远自上而下始终坚守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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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智取胜
解决客户痛点着眼实效提升
服务最重要的是要带来实效。数字化智能化大潮之下，用户转型升级的需求越加

迫切，如何升级才能带来实际效益提升？

新技术本身并不能给实体工业带来效益，基于30000多家各行业用户服务经验，

科远智慧能够更准确地理解用户痛点需求，将新技术与用户业务实际相结合，着

力帮助用户实现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经济的发展目标。

打破信息孤岛是企业转型升级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面对八钢涉及超20种

PLC\DCS系统版本，总I/O点数超5万点的集控难题，科远为其定制“远程集中监

控、现场无人值守、优化控制”整体解决方案，通过打通生产运营全流程，将数

字化、智能化融入其中，从而帮助八钢做到高效运维、优化控制、节能降耗。

针对东方希望集团特大体量集团信息化难题，科远智慧成立专门交付团队，驻厂

开发，深入挖掘用户潜在需求，量身定制覆盖生产-运营全流程的智能生产管控

系统解决方案，为其带来显著的效益提升。

理解客户需求，解决业务痛点，第一时间响应，使得科远的专业化服务能力持续

提升，形成了智慧电厂、智慧化工、智慧冶金、智慧建材等一系列整体解决方

案，为更多领域的用户带来价值提升。

 量质齐升
完善流程化管理体系
做一个项目、树一个样板、交一批朋友、拓一方市场、育一批人才，是科远项目

管理的终极目标。围绕这一目标，科远解耦重构项目管理理念，以交付管理部作

为公司级的PMO，统筹公司的项目管理政策、规则、流程和工具。结合业界先进

的项目质量度量方法（如OPM3、7Keys、GPMM等），建立八个维度的“项目

过程管理量化评价体系”，使项目运转的各个环节如设计、生产、质检、物流、

现场服务等全程受控，高度标准化，全面保障工程项目的最终质量。同时，在项

目结项时，逐一进行满意度回访和复盘分析，不断的总结经

验，更新作业指导书。

在这样的积淀下，科远智慧将项目实施经验不断积累、复

用，使交付服务团队水平不断提升，并为营销、市场等领域

源源输送人才，形成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

 客户满意
是科远最大的动力！
科学求实，精诚致远！

28年精诚服务，科远项目遍布全国及印尼、越南、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让每一次服务都赢得用户肯定，为用户带来价值提升，怀抱着这样的初心，保持着奔跑不息的姿态，科远智慧700名工程师正在全国各个城市时刻

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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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精神

科学求实  精诚致远

企业愿景

智慧产业建设引领者
值得奋斗者向往的一流科技型事业平台

企业使命

让工业充满智慧  让智慧创造价值
让城市更智慧   让生活更美好

核心价值观

以客户为中心  以奋斗者为本
团结协作  共创共享

科学求实  精诚致远

科学—科远动力，科远是一家立足于科技发展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与解决方案创新

的方式满足客户多元化与个性化需求。同时也是一家科学管理的企业，通过建立与持续完善现代企

业制度与管理体系，实现科远健康组织的打造与可持续发展。

求实—科远风格，科远是一家致力于实业发展的公司，通过持续构建核心能力实现稳健发展。以

实事求是的方式经营企业，不盲目扩张，不搞机会主义。

精诚—科远品格，科远始终坚信与践行：只有专心、精益求精与诚心诚意地为客户创造价值，超

越客户期望；形成以“胜则举杯同庆，败则拼死相救”的共创、共担、共享的文化，才能实现科远

的“致远”抱负。

致远—科远格局，科远在创立之初就志存高远，希望以君子的商业方式，实现产业报国、科技兴

国的远大理想；希望成为一家永续发展的企业，造福社会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成就与造福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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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产业建设引领者

我们正处在智能与智慧时代浪潮中，未来，更多的产业、行业、城市、企业等都将在不同的应用场

景中应用智慧化技术，这是时代趋势。科远顺应时代潮流，响应时代号召，以先进的智慧解决方案

与卓越服务，推动全方位产业的智慧化建设。

科远立志成为引领者，不仅是解决方案与服务的引领，还包括在推动智慧产业建设的产业、行业与

城市数量、进程上处于领先地位；引领者，体现了科远的时代担当，也表明了科远是一家持续创新

与快速发展的科技企业。

值得奋斗者向往的一流科技型事业平台

科远的伟大使命与愿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无数奋斗者来实现，科远尽最大可能为这些奋斗者打造一

流的事业平台，让奋斗者在科远更加容易地创造出卓越价值与取得非凡成就。

在实现个人与组织同步发展的同时，科远通过股权分配、超额激励、竞争力薪酬、晋升、荣誉、容

错机制、认可与赞赏等多种物质与非物质相结合的方式造福奋斗者，让科远成为奋斗者幸福生活的

基础。

科远将以一流科技型事业平台的优势，吸引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的精英加入，共创伟大事业与

美好生活。

智慧工业
让工业充满智慧  让智慧创造价值

智慧城市
让城市更智慧  让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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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户为中心  以奋斗者为本 

团结协作  共创共享

以客户为中心，客户是科远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以客户为中心是科远在与客户相关决策与活动

中的取舍标准，是科远践行使命与实现愿景的第一步。

以奋斗者为本，奋斗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各群体奋斗者是科远成功的基石。只有持续奋斗、敬

业进取才能促进与保障科远人与科远共同卓越发展。

团结协作，科远大组织由无数个小团队与科远人组成，只有产生1+1＞2的协作效应，形成“胜

则举杯同庆，败则拼死相救”，科远才能真正地实现客户价值的持续创造。

共创共享，科远价值由所有科远人共同创造，由所有科远人共享。科远通过打造“根据价值创

造进行价值分配，人力资本优于资本”的共创、共享与共担文化，提升组织战斗力，构建一流

的事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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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清水亭东路1266号    211102
电话：025-68598968       传真：025-69836118      www.sciy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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