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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25 日，e-works CEO 黄培、e-works 南京公司总经理陶亚宁、

网博会运营总监涂彬组成的认证团队前往位于江苏无锡天安智慧城的森蓝智能

公司总部，对其服务能力进行了现场认证。 

森蓝智能 CEO 刘建、常务副总经理朱云龙、顾问张建民出席了本次认证过程，

介绍了公司概况及相关服务能力，提供了相关证书和资料，并对核心技术与典型

案例进行了现场演示讲解，回答了 e-works 认证团队的提问。e-works 认证团队

调研了典型用户之一森源电气有限公司。 

基于上述认证过程，以及 e-works 认证团队对森蓝智能提供的书面材料进行

系统性研究，e-works数字化企业网出具以下认证报告： 

一、厂商概况 

1、厂商基本情况 

江苏森蓝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无锡

市新吴区天安智慧城，是一家专注于电力装备行业的智能工厂非标自动化集成商

和工业软件提供商。 

森蓝智能聚焦中国电力装备智能制造转型和智能工厂建设，涉及的领域主要

以电力装备行业中的电力成套、变压器等为主，可以帮助相关企业全面开展智能

工厂、智能物流总体规划与落地，提供交钥匙工程。其解决方案涵盖了自动化产

线（专线）设计改造、MES 系统实施、WMS 系统以及智能立体仓库建设等。针对

电力装备行业企业的产品、工艺、设备、设计、物流、制造、质量、管理、运维

有深刻理解和实践经验。 

森蓝智能拥有机械、电气、上位机、软件等专业团队，与浙大、北邮、江大

等高校密切合作，组建了核心专家顾问团队，能够为电力装备企业智能工厂建设

提供数字化、自动化一体化服务。 

2、主要资质 

森蓝智能已获得的主要资质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小巨人企业、江

苏省智能制造领军服务机构、通过 CMMI 软件能力成熟度三级认证、ISO9001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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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体系认证、ISO20000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ISO27001 信息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等多项认证，具备良好的发展潜力。 

3、知识产权情况 

截止 2020 年底，森蓝智能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 5 项，实用新

型专利授权 65项，软件著作权数量达到 27件。 

时间 软件著作权名称 

2020-11-18 

森蓝智能仓储手持终端软件 V1.0 

森蓝智能仓储分拣终端软件 V1.0 

森蓝客户关系管理软件 V1.0 

森蓝铜排智能套裁算法软件 V1.0 

… 

2020-09-23 

森蓝铜排线生产调度上位机系统软件 V1.0 

森蓝抽屉转配线上位机系统软件 V1.0 

… 

2020-05-21 
森蓝安灯系统软件电子标签软件 V1.0 

… 

2019-07-30 
智能仓储统一管理平台系统软件 V1.0 

… 

2018-01-09 
森蓝 10KV 开关柜柔性化生产调度系统软件 V1.0 

… 

二、解决方案与行业定位 

1、战略与市场布局 

森蓝智能专注于为电力装备行业提供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和工业软件

解决方案的交钥匙工程服务。 

2、企业宗旨与愿景 

森蓝智能致力于推动电力装备行业企业提升智能制造与数字化转型水平。企

业愿景是成为电力装备行业智能制造综合集成商与创新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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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资质及解决方案拓展 

森蓝智能成立至今已有 11 年行业经验积累，对电力装备行业的产品工艺、

生产制造、物流等各个业务领域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均有较深的理解。参与了多家

行业上市公司针对智能工厂的整体规划和落地实施工作。森蓝智能具备建立整个

工程技术团队的能力，包括整体的规划、机械、电气、测控、软件、安装等，可

以一站式帮助企业开展智能工厂建设。森蓝智能还与中科院、北邮等建立了相关

项目的研究合作。 

4、生态合作伙伴 

森蓝智能与国内外知名电力装备、电器机械及器材、IT 软硬件、工业机器

人、基础架构和安全及等领域的主流厂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例如罗克韦尔、

西门子、发那科、LAG葛世国际、乔格、中电海康、迦智科技等。 

5、典型客户 

森蓝智能已为河南森源电气、广州白云电气、海南金盘科技、许继集团、南

瑞集团、上海思源电气、天水长控、特变电工、大全集团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提

供了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同时还参与过浙江、福建、江苏、辽宁等地的

诸多国家电网建设项目。 

三、解决方案覆盖范围与服务能力 

1、服务领域及主要能力 

森蓝智能的核心服务领域是电力装备智能工厂建设，掌握该行业的数字化、

自动化、智能化的内涵，对行业标准、生产制造的工艺、工序理解透彻。 

森蓝智能对行业领域的项目一般采取 EPC工程总承包的模式，在系统集成方

面，可以解决国内外各种设备的监控和数据对接、各个软硬件系统之间的集成和

系统调试，能够实现电力装备行业新技术的完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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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蓝智能可以提供电力装备行业智能工厂规划、自动化产线（专线）设计改

造、 MES系统实施、WMS系统实施、智能立体仓库建设等服务。同时，森蓝智能

还可以提供电力设备和装备上下游行业管理与运维、电网物资库的建设。 

 

森蓝智能解决方案聚焦智能工厂、智能物流领域，涵盖了产品、设备、管理

的可视化，MES、WMS、ERP、APS 系统集成，自动化系统集成、物流仿真、立体仓

库的智能管理、柔性调度等，可以实现企业 IT系统与 OT系统的融合。 

 

2、解决方案特色及优势 

e-works 认为，森蓝智能针对电力装备行业高度离散化与定制化的生产模式，

打造出了行业内领先的面向电力装备智能工厂整体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充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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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精益生产的理念，通过 ERP、MES、WMS等信息系统的深度集成，融合了面向行

业制造工艺的自动化生产线与智能设备，以及立体仓库、AGV 等智能物流解决方

案，将 IT系统与 OT系统进行了深度融合，实现了集生产监控、运维管理、生产

调度于一体的智能化生产装配与仓储物流，具备较好的灵活性与柔性化特点，能

够充分满足用户的定制化生产需求。 

 

 中低压成套开关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森蓝智能解决方案可以帮助电力设备成套企业通过应用数字化、仿真、IOT

等技术实现对车间装备和制造过程的精细、实时、透明管控；帮助企业实现无纸

化生产、生产数据采集、零部件自动化仓储及配送、统一管理与快速齐套。 

森蓝智能具备依托产品整个周期的真实相关数据在虚拟环境中对生产全过

程进行仿真、优化及重构的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构建可真实运转的虚拟工厂，实

现迭代优化。 

 

 变压器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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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符合 VDI4499德国工程师协会标准及 GB37393数

字化车间通用技术标准，满足变压器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各个环节。结合了变压器

生产专业知识和设计规划经验，并将产品、工艺、专机、管理、自动化、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融合进来，可以根据不同企业实际需求来量身打造、

柔性定制各类干式变压器与油浸变压器的数字化生产线、铁芯数字化生产车间。 

 森蓝智能制造 MES 系统平台 

森蓝智能制造 MES 系统平台涵盖了以 APS 为核心的柔性计划管理、以 JIT、

JIS为核心的智能化物料管理，和以 SPC 过程管控为核心的质量管理等。可与企

业已有的 ERP、PLM、WMS和自动化集成系统等实现无缝集成，同时可以借助无线

通信和智能终端实现瘦客户端管理，能够帮助企业开展线上办公。 

 

 森蓝智能物流相关解决方案 

森蓝 WMS系统采用集成化物流理念设计，通过机器视觉、人工智能、工业物

联网等技术，采用控制、总线、通讯、识别和算法等手段协调立体仓库、AGV、

物流分拣系统等各类软硬件设备动作，实现自动出入库作业和智能物流管控。 

森蓝智能可以设计、搭建自动化、智能化的立体仓库，实现仓库作业的机械

化、自动化以及资产盘点、管理的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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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电容器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电力电容器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可实现电力电容器的清洗、打标、试验、暂存、

抛丸、喷涂和输送等环节的自动化，同时配合 MES系统的集成，实现电容器物流、

生产、追溯、管理的智能化和透明化。 

生产线采用了森蓝自主开发的新型积放链系统与特别设计的驱动和积放车

组，体积轻巧，结构紧凑，同时还独家开发可以配合积放链系统的电容器在线全

自动试验机，充分满足了非标积放链生产线的定制化需求。 

 智能铜排生产线 

智能铜排生产线可实现连接电气设备用铜母排的仓储、上料、加工、打标、

检测、筛选和输送等环节的自动化。 

 

3、产品创新及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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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蓝智能公司针对行业客户的需求痛点，结合电力装备生产的工艺特点，开

展了大量的方案创新和技术创新。森蓝智能创新研制了多种提高生产效率和工艺

水平的智能生产装备,以及提升物流周转效率的智能物流装备，如 AGV、立体仓

库等，同时还开发了大量的工业软件，如 MES、WMS 等，为企业智能工厂建设提

供了创新型的软硬件产品。 

四、实施与服务 

1、咨询服务能力 

森蓝智能具备电力装备智能工厂、智能物流咨询和实施服务能力，能够帮助

制造企业提升工厂管控的协同化、数字化、透明化以及智能化。 

2、实施服务能力 

森蓝智能拥有完整的提供售前售后咨询、规划、交付、培训、二次开发、运

维等服务能力。配备行业专家、资深顾问、实施团队，具备 8年以上项目实施经

验。 

3、项目执行与管控 

森蓝智能在项目执行中会秉承为客户负责的理念，贯彻快速、果断、准确、

周到、彻底的宗旨。从项目立项到设备调试，直至最后的验收，每一环严格按要

求执行，并且沟通机制透明。 

例如在售后方面:客户通过有效途径反馈的项目问题，森蓝智能可以在 2 小

时内进行反馈，24小时内确保技术人员到场处理，严格把控响应时效；任何服务

信息都会存入设备系统软件的维护模块中，包括故障原因分析、实施方案、预防

措施、作业时间及恢复运行日期等；同时定期进行全面的检查、提交相关的维护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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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方法论 

森蓝智能拥有针对目前客户需求多变的精益实施方法，来加快项目落地。随

着项目经验的增加，方法论目前也在不断的优化与迭代。 

森蓝智能在项目实施中设有培训服务，培训内容与时间会严格按照项目进度

进行科学定制。针对现场的操作、管理人员开展操作和维修的相关培训，确保现

场人员能独立、熟练的进行使用和维修保养，达到使系统正常运转的目的。 

森蓝智能在设备或系统验收合格后会派驻技术人员驻场多个工作日（具体按

项目总体日期确定）确保生产，如出现工作异常的情况，技术人员有义务增加驻

场服务时间直至问题解决。在保修期内森蓝智能将全方位提供相应的配合工作，

全程跟踪服务过程，给予无条件的免费技术（含升级）支持与指导。 

五、客户证言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358）创建于 1992 年，主要生

产智能型 500kV 及以下发、输、配电装置以及变压器及其元器件；电能质量治理

装置；交、直流智能充电桩（站）；以风光互补路灯、LED灯具为主的市政、工矿、

景观照明系统；以智能逆变器、箱式变电站为主的光伏、风力发电设备。公司先

后承担国家重大电力装备自主化、新型电力电子器件产业化、战略型新兴产业、

能源装备技改、智能装备制造等专项重点项目。 

公司参与了近三十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公司构建了 ERP信息化平

台、PDM 系统、ERP 系统和 MES 系统，并将世界最先进的柔性制造、智能物流仓

储、机器人技术集成创新，形成了由 20 多条智能生产线组成的行业最先进的数

字化工厂。目前，公司正逐步从单一的电气设备供应商向电气设备总包商转变，

产品相继装备了国家电网、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郑州

地铁等国家重点工程，并远销美洲、中亚、东南亚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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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森蓝参与了森源电气的开关柜数字化工厂及变压器数字化工厂的建

设，主要有开关柜 MES及 WMS项目、铜排数字化加工线、配电变压器数字化产线

等，其中大多都属于行业开创性的项目，是森源电气的数字化工厂的战略供应商

之一。森蓝智能比较具有创新精神、合作精神，拥有一支包含机械、电气、自动

化、软件的多元化团队，依据无锡的地理优势，具有较强的智能制造集成能力，

是一家聚焦于电气成套及变压器领域的智能制造服务商。” 

——原森源电气 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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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认证结论 

经过对江苏森蓝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的产品、技术与服务能力的调研，e-works

认为，该公司具备电力装备行业智能工厂、智能物流、及制造执行和仓储管理软

件的综合集成和整体总包服务能力，通过自主开发的自动化产线、MES系统、WMS

系统、智能立体仓库等产品与解决方案，能够解决企业在智能工厂和智能物流建

设中复杂的软硬件系统集成问题，具有行业领先优势。森蓝智能具备深厚的电力

装备行业专业知识和项目实施经验，能够引领电力装备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

造发展方向。 

特此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