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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深圳软件行业推荐优秀软件产品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软件名称

1 傲讯全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OceanFax

2 傲讯全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OceanX Capture

3 傲讯全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OceanX ECM

4 格创东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东智低代码开发平台（东智 APaaS

平台）

5 格创东智（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天枢视觉检测系统

6 广东穿越医疗信息有限公司
RFID 射频识别技术全流程血液安

全溯源管理系统

7 广东穿越医疗信息有限公司 乐募大数据精准招募系统

8
国科星图（深圳）数字技术产业

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灌区数字孪生管理系统

9
华强方特（深圳）智能技术有限

公司
多屏水幕表演系统

10 九科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bit-Worker RPA 自动化机器人

11 九科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九科企业敏捷应用平台

12 鸬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智能多云安全应用网关及交付平

台

13
南方电网深圳数字电网研究院

有限公司
智慧能源工业互联网平台

14
南方电网深圳数字电网研究院

有限公司
燃点大数据服务平台

15
前海飞算云智软件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
飞算 SoFlu 全自动软件工程平台

16 深圳法大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大大电子合同平台

17 深圳复临科技有限公司 ONES

18 深圳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航信天工智慧校园综合管理平台

19 深圳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电子会计档案管理系统

20 深圳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航信天工可信生物特征管理平台

21 深圳航天信息有限公司 云税信息数字化企业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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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深圳华锐金融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华锐分布式系统基础平台（AMI）

23
深圳华锐金融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华锐核心交易平台（ATP）

24
深圳华锐金融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华锐实时风控平台（ARC）

25
深圳华锐金融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华锐高速行情平台（AMD）

26
深圳华制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

司

融合腾讯生态的华制智能数字化

设备云平台

27
深圳价值在线信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基于人工智能的易董舆情监控系

统

28 深圳九明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九明珠基于中台化微服务架构的

医院云信息平台远程医疗系统

29 深圳九明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九健医信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30
深圳开源互联网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开源网安车联网威胁分析与风险

评估平台

31
深圳普菲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普菲特工业互联网平台

32
深圳普菲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数字工厂大脑

33
深圳前海橙色魔方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智慧社区金融服务平台

34 深圳十沣科技有限公司 QFLUX 计算流体动力学仿真软件

35 深圳市艾赛克科技有限公司 PC2025 智慧构件工厂系统

36 深圳市安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园区智慧防控系统

37 深圳市丛文安全电子有限公司
基于 IOT 物联感知技术的警云安

防运营服务平台

38
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

有限公司

行政事业单位经济活动智能监管

系统

39
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智能监管系统

40
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

有限公司
RCS 风险与内控管理系统

41
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

有限公司
DIB 迪博风控数智云平台

42
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

有限公司

DIB 迪博企业大数据智能审计系

统 V1.0

43 深圳市东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水资源管理与调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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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深圳市东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DSmartView 东深智控组态软件

45 深圳市洞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洞见数智联邦平台（InsightOne）

46 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宏电工业智能物联网关终端软件

47 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雷达水位计软件

48 深圳市华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机场易安检系统

49 深圳市汇拓新邦科技有限公司
汇拓新邦 CECP2000 电能量计费云

平台

50 深圳市建信筑和科技有限公司
建信筑和基于区块链的产业可信

协同平台

51 深圳市捷为科技有限公司 捷为 iMIS-PM 集成项目管理系统

52
深圳市今天国际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智能盘点系统

53
深圳市今天国际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今天国际数字孪生管控平台

54
深圳市今天国际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今天国际应急指挥调度系统

55
深圳市今天国际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化成分容仓储管理系统

56
深圳市康必达控制技术有限公

司
康必达云诊断智慧运维管理软件

57 深圳市蓝云软件有限公司
蓝云 EasyTrack PPM 10 项目组合

管理软件

58 深圳市丽海弘金科技有限公司 丽海弘金算法交易系统

59 深圳市灵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连锁餐饮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

60
深圳市脉山龙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脉山龙 AIOps 智能运维服务平台

61
深圳市脉山龙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脉山龙信息安全运营系统

62
深圳市明源云空间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明源云智园

63
深圳市明源云链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明源云链智慧工程管理软件

64
深圳市魔数智擎人工智能有限

公司

全生命周期的模型研发及管理解

决方案

65
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斯维尔 BIM 项目协同管理平台

（BIM5D）

66
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面向云计算的自主知识产权 BIM

三维图形系统



4

67
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基于 BIM 的政府投资项目工程管

理平台

68 深圳市溯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养殖险 AI 承保理赔系统

69 深圳市溯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RFID 识读及 OCR 识别设备操作系

统

70 深圳市溯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RFID 电子耳标承保与理赔管理软

件

71 深圳市泰州科技有限公司
泰洲金关二期以企业为单元账册

管理系统

72 深圳市微创云启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化货代管理系统（SAAS 版）

73 深圳市雁联计算系统有限公司 黄金积存投资交易系统

74 深圳市一诺软件有限公司 小象招投开评管理软件

75 深圳市伊登软件有限公司 伊登 AD 域管理系统

76 深圳市益普科技有限公司 小码过盒云车间

77
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文件印章档案一体化数字平台

78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基于扩展技术高性能多功能变频

器(GD350 系列）

79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赢时胜金融资产管理软件

80 深圳市优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UmLink

81
深圳市宇创达计算机技术有限

公司
达芬奇

82 深圳市泽科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中医辅助诊疗系统

83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亮分布式银行核心业务系统

84 深圳市中科网威科技有限公司 区块链录播系统

85
深圳市中科新业信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安全智慧用电系统

86 深圳市中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区域智慧急救服务大平台

87
深圳市紫金支点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紫金安防物联网管理平台

88
深圳市紫金支点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紫金新一代智能画像系统

89 深圳数拓科技有限公司 场景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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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深圳思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思谋科技“Smore ViMo”工业互联

网平台

91
深圳四格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四格企云物业管理系统软件

92
深圳四格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四格企云资产管理系统

93
深圳四格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四格企云租赁管理系统

94 深圳索信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灵玑数据库

95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天源迪科云化融合计费平台软件

96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天源迪科“雷霆”智慧铁骑运营管

理平台软件

97 深圳同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3-LMS 智能制造管理系统

98 深圳图为技术有限公司
三维数字化工厂信息管理操作系

统 T-Plant OS

99 深圳芯国腾科技有限公司
芯国腾云电脑系统应用虚拟化推

送软件

100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申报与核验系统

101 中电金信软件（深圳）有限公司 金融 AI 运维监控系统

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

2022 年 1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