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名称 产品/解决方案名称 功能介绍 应用案例

1 远程环境监测平台

可以实现对远程环境的综合检测，包含温湿度、二氧化碳、苯

、甲醛、二氧化硫等多种污染物的在线检测，通过电脑端、手

机端、微信、小程序等多种方式实时监测，可用于疫情期间室

内外环境的综合检测。

室内装修污染物检测

2 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可以对实验室订单生成、样品管理、任务分配、实验结果获取

以及录入、报告自动生成、审核、签发等整体流程进行管理。
青岛海检集团有限公司

3 教学资源云平台

可以将学校的教学课件、管理资料、活动资料等文档、音视频

资源，通过统一的云上管理，提升学校的“信息资产”管理效

率和水平，用户可以通过电脑端、手机端、微信、小程序等对

资源进行上传、下载、预览、评价、在线修改等。

青岛多家学校

4 异地车牌自动报警系统

可以在疫情期间，对各闸口通过的车辆进行综合管理，实现疫

区车辆自动报警、车辆信息登记、人员信息登记，闸口间通行

轨迹回放等功能。

可以在各闸口使用

5 管道泄漏检测系统
通过无人机搭载红外摄像头与传感器，根据既定的管线轨迹自

动巡检，在疫情期间，可完全代替人工检测。
胜利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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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炎煌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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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航管理系统

用于引航员异地引航办公，并在每次引航时，对船上人员进行

无接触体温检测，对有异常的进行报警，并将数据上传至服务

器。

葫芦岛引航站

7 园区出入防控登记系统
用于封闭管理园区出入登记，以手机扫码为手段记录出入人员

详细信息，做到问题回溯及园区人流量、时间段等相关分析。
青岛多家园区

8

青岛青软实

训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

司

U+新工科智慧云平台

1、青软实训U+新工科智慧云平台联合华为云，为高校师生提

供线上教学服务，支撑直播授课、实验实践、考试评价、毕业

就业等人才培养全流程，并提供技术运营支持，随时真正做到

停课不停教、不停学；2、平台构建了针对服务外包企业的员

工内训系统，员工可在线获得知识培训，查缺补漏，保持优秀

的科技敏感度，为当前的线上支撑及日后的线下复工做好完全

准备，为外包企业的人才队伍优化提供有力支撑。

已在全国50余所院校中投入使用

9 PC远程维护服务 使用远程软件解决PC各种常见问题
即墨XX机械有限公司，使用远程维

护服务解决日常办公问题。

10 搭建远程办公系统服务 通过搭建VPN、使用付费远程软件等手段实现远程办公
XX国际货运有限公司，通过VPN在

家中访问公司资源实现远程办公

11 企业IT咨询服务 了解客户IT需求给出解决方案并协助实施
XX商贸有限公司咨询公司内文件共

享方案，并成功导入NAS系统使用

青岛炎煌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青岛富佳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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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进销存系统，ERP类解决方

案

管理客户接单、采购、库存、出入库、物流、收付款、自定义

报表等的全流程,实现居家办公。

某日本贸易公司通过本系统面向中

国国进行国际贸易、通过PDA等硬

件设备及时了解数据并做出对策

13
阿里钉钉-智慧校园解决方

案

解决疫情期间学生无法返校学习的问题。基于钉钉智能办公平

台搭建的智慧校园系统，具有直播授课、在线编辑、白板教学

、师生在线互动等功能，同时支持自主上传、点播回看等多教

学形式，可以帮助学校等教培行业完成远程授课，减少人群聚

集与接触，减少传播风险。

全国：山东、浙江、广州、北京等

多省市中小学及教培机构；青岛：

西海岸新区、高新区、平度市、胶

州市等中小学

14
阿里钉钉-远程视频会议解

决方案

疫情期间，政企等单位组织可以通过视频会议（302方）、在

线直播等方式进行信息传达与沟通交流，支持多平台随时随地

的在线沟通，提升沟通效率，减少人员聚集，降低传播风险。

青岛大学、莱西市防疫平台

15
阿里钉钉-智慧园区解决方

案

通过智能软硬件实现智能门禁、智慧出入、信息采集、数据汇

总等功能，帮助园区及政府部门更加精准的掌控园区企业复工

人员信息与健康情况，为疫情防控提供支持。

浙江阿里巴巴智慧园区

16
阿里钉钉-智慧社区解决方

案

通过智能软硬件结合实现社区出入人员的身份识别与信息收

集，智能门禁可以有效的进行出入权限的管理，帮助社区加强

网格化管理。

可用于小区、社区、农村等

17
阿里钉钉-远程办公解决方

案

通过以企业（组织）为核心的OA平台可以实现不同行业、不

同部门下的远程办公需要，在线编辑、移动审批、外勤打卡签

到、文件共享等功能为企业在疫情期间提供支持，提升效率，

降本增效。

青岛富佳智

能科技有限

公司

睿智信（青

岛）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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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青岛萨纳斯

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企业大数据远程在线培训

平台解决方案

一款面向企业自主研发的针对大数据员工在线培训进修、项目

实战应用的一体化平台。平台基于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合理

调配企业现有软硬件资源，实现员工远程在线培训，对环境搭

建、数据资源、实战项目开发等问题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平

台功能包含云计算服务子系统、实验环境管理子系统、行业实

战子系统、基础数据管理子系统。

萨纳斯大数据实验室平台已成功应

用于高校大数据教学和实验实战，

在同一所高校的不同校区之间实现

集中管控，和远程教学，项目已落

地执行。企业大数据远程在线培训

平台目前已与部分企业已签署战略

合作意向。

19

青岛壹通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壹通信息移动营销云服务

平台

该软件适用于移动端推广用户使用,着陆页具有同类推荐、全局

推荐、历史浏览、事件跟踪、留言板绑定邮箱、微信端通知推

送等功能;适应各移动终端设备;引流即时推送；自由表单、

BtoC支付营销；移动数据营销分析系统功能等。

卫计局微政务系统、街道办微政务

系统等各企事业单位均有相关案例

20

中智青岛经

济技术合作

有限公司

中智赛码网
赛码网在线面试、在线考务系统，适用于企业（尤其IT企业）

招聘，人才测评，海外人才招聘等多类需求。

1、阿里巴巴Java开发工程师；2、

字节跳动，校招英文能力测试；3、

携程旅行研发类。现有500万用户

注册使用。

21
供货信息交流平台(手机

APP商城)

B2B商城，为供应商与采购商提供有针对性的供货信息交流平

台，足不出户，完成物品采购、进货等系列工作。包括安卓，

IOS，PC三端，可对应多种语言。

XX跨境供货信息交流平台

22 质量自动检测系统
可以针对例如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资、以及各种各样的物品进行

质量检测。

为XX质检企业提供各种部件等质量

检测，有效提供检出率，减少人工

青岛灵八哥

软件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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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产管理系统/食品溯源管

理系统

针对各种生产或者质检类订单提供精确的系统化管理，达到流

程化可追溯，减少纸质作业及人工面对面交流。
XX食品企业

24 社群营销方案 辅助社区的购物群提供便捷购物 恒洁雅线上销售平台

25 线上学习平台 在线上提供学习，答题，考试等 船员通线上学习平台

26

青岛联合利

亨软件技术

有限公司

远程自动测温系统

1.入场人员信息快速登记。基于二维码技术及RFID技术的人员

信息快速采集。2.人脸识别。使用人员面部识别系统，识别相

应的人员信息，智能记录查询统计人员流动信息。3.温度采集

。通过光谱识别，分析热成像数据，得到准确的人员温度信息

。4.信息集中管理。采用网络数据汇总，快速汇总多个入口数

据。5.大数据管理。对于积累的数据进行深层次数据挖掘，实

现高效率的大数据分析统计。6.大屏展示。通过大屏幕实现疾

控大数据集中数据展示。

目前应用于清华视讯的设备，属于

和厂家联合研发

27 在线直播平台

直播关注，关注的直播进行消息提醒。可实现视频教学的在线

直播授课、直播过程中线上用户的交互。对直播的教学视频，

用户可进行直播回看。

呼和浩特市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青岛鹿角科

技有限公司

青岛一凌网

集成 有限公

司

青岛灵八哥

软件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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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线问诊解决方案

患者可通过APP，选择问诊的门诊，预约科室进行问诊，实现

线上的一对一交流。问诊消息及时提醒，医生可以对问诊问题

进行线上答复。

中康爱邻里智慧医养服务平台

29 网格化社会治理平台

可实现区域内的网格化分配管理，辖区基本情况管理、流动人

口管理、重点人员的数据分析。网格员信息管理、人员行为趋

势分析、网格化区域内事件管理、网格化区域监控管理、大数

据分析管理等。

综合执法平台

30

青岛弘智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智慧安防系统

集成了海康的硬件设备，弘智自主研发的软件实现企业大厅的

安全防控，门禁系统，监控系统，温度检测，热成像，人脑识

别等等业务，拓展到生产车间又区载防控，设备点检，人车人

离等业务场景等等，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海尔中德生态园海尔滚筒洗衣机智

慧安防系统

31

青岛叁壹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速e软件工厂
新一代软件快速开发工具，用于快速实现疫情相关的系统、平

台的快速搭建和实现。

各软件开发公司、各政府部门和企

业单位等软件使用方

32

青岛百灵信

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APP/官网/小程序--一起来

往

一起来往“复工打卡”；复工登记；复工统计；个人健康登

记；健康统计；各种数据导出；数据图表展示；数据上报（上

级部门）；各行各业最新资讯直通车；企业内部公告；活动；

资讯推送

一开控股（青岛）有限公司、青岛

海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青岛

西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青岛市云

南商会等

青岛一凌网

集成 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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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阿里云疫情大数据展示平

台

1.疫情态势可视化模板为疫情地理化发展趋势提供更直观的工

具，帮助一线工作人员和决策者获得更全面更准确的信息和决

策参考；2.多种图标组件，支撑多种类型的数据展示；3.多种

数据源接入，充分发挥阿里云大数据计算的能力；4.多分辨率

适配与灵活的发布方式，满足不同场合使用。

可用于疫情管理有关单位

34
重大危险源管控系统-疫情

管控管理系统

疫情辨识系统：包含体温检测系统，AI智能分析系统；疫情台

账管理系统：建立确诊人员、疑似人员、增减人员、接触人员

、死亡人员、治愈人员台账；态势感知分析系统、疫情分级管

理系统、疫情控制管理系统、疫情检测系统、突发事件管理系

统、应急管理系统等。

学校安全管理平台、景区安全管理

平台

35

青岛日日顺

乐信云科技

有限公司

日日顺乐信客服中心居家

办公解决方案

自主研发囊括全功能VPN远程座席方案、SIP远程座席方案、

手机远程座席方案，全功能云桌面远程座席方案以及LECC智慧

云服务平台等多个功能模块的客服中心居家办公综合解决方

案，可为制造业、互联网、物流、金融、政府等各行业客户提

供客服中心居家办公解决方案。

海尔、日日顺以及银行、金融、互

联网等

青岛鑫雷音

电子 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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