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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信软件是以“打造中国操作系统创新生态”为使命

的中国基础软件公司，由国内领先的操作系统厂家于

2019 年联合成立。公司专注于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的

研发与服务，致力于为不同行业的用户提供安全稳定、

智能易用的操作系统产品与解决方案。统信软件总部设

立在北京，同时在武汉、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设立了

运营中心、研发中心和通用软硬件适配认证中心。

作为国内领先的操作系统研发团队，统信软件拥有操作

系统研发、行业定制、国际化、迁移和适配、交互设计、

咨询服务等多方面专业人才，能够满足不同用户和应用

场景对操作系统产品的广泛需求。基于国产芯片架构的

操作系统产品已经和龙芯、飞腾、申威、鲲鹏、兆芯、

海光等芯片厂商开展了广泛和深入的合作，与国内各主

流整机厂商，以及数百家国内外软件厂商展开了全方位

的兼容性适配工作。

统信软件正努力发展和建设以中国软硬件产品为核心

的创新生态，同时不断加强产品与技术研发创新。统信

软件将立足中国、面向国际，争取在十年内成为全球主

要的基础软件供应商。



统信服务器操作系统软件，是统信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统信软件”）

发布的基于 Linux 内核的服务器操作系统产品，它广泛兼容国内外各种

数据库和中间件，支持企业级的应用软件和开发环境，并提供丰富、高

效的管理工具。统信操作系统服务器版软件能为裸机、虚拟环境、容器、

私有云和公共云中的各类业务应用提供支持，并能享受统信软件一流的

支持服务。

统信操作系统服务器版软件
安全稳定 · 使用高效 · 广泛支撑

服务器应用：典型场景，成熟方案
中间件、数据库：兼容适配，稳定高效
系统组件：定制裁剪，性能调优
内核：个性定制，安全加固
硬件：龙芯、申威、鲲鹏、飞腾、海光、兆芯

特点与优势

·构建更好的基础架构：  提供灵活的虚拟化、云基础架构、容器应用等解决方案，提高业务敏捷性

·构建更好的应用：           协助用户加速开发、及时交付、整合运营，助力实现业务流程自动化策略

·优化交付与运营：           利用容器加速应用交付，加快服务交付并实现自动化，提升用户工作效率

·建设更广泛的生态：       支持用户独立于基础硬件和云架构，自由的设计和构建基础架构和应用



统信桌面操作系统软件将全球领先的技术和创新带入政府信息化建设和企业级信息技术基础架构，是当今国内

增长最快的操作系统之一。许多政府和企业用户由于其易用性和可扩展性而选择统信操作系统，信息部门和运

维部门则更重视统信操作系统提供给桌面终端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灵活性。因为完全开放源代码和自下而上的

自主研发，统信操作系统可以快速、轻松的增强和定制，而无需依赖国外厂家的产品维护周期。面向安全可靠

环境和开放环境，帮助希望拥有安全、稳定和易用的桌面操作系统的用户，及想通过开源解决方案提升生产力

的用户，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操作系统替换方案。

统信操作系统桌面版软件
智能协同 · 美观易用

特点与优势

生态应用

QQ

Google Chrome

雷鸟邮件

Skype 搜狗输入法

光盘刻录器

WPS

网易云音乐

Seafile 360 安全浏览器

·自主研发 :     国内自主研发的 DDE 桌面环境   

坚果云 

·多平台支持：     龙芯、申威、鲲鹏、飞腾、海光、兆芯等硬件及虚拟化平台，并适用于私有云与公有云平台 

自主应用

文件管理器 软件商店设备管理器 文档查看器相册影院 音乐截图录屏 终端 语音备忘录

·美观友好 :     简单易用、时尚便捷的交互界面

红莲花安全浏览器

京东中望 CAD

科大讯飞输入法企业微信 钉钉 百度输入法 金蝶天燕云 百度网盘

阿里云 360 安全云盘 和信云桌面 泛微 OA

金山词霸 360 压缩 360 安全卫士 Tower 协作



统信操作系统适配清单
此信息为 2020 年 06 月 01 日前收集，更多软硬件正在适配中…

统信操作系统支持四种架构、六种品牌 CPU，用户体验与交互设计保持一致

统信操作系统支持打印机、扫描仪、手写板、高拍仪、读卡器等外设，及主流整机品牌

整机支持

芯片支持

外设支持



类别 应用分类 产品名称 公司名称

系统管理

顶点下一代防火墙 成都世纪顶点科技有限公司
天融信终端威胁防御系统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宏杉存储系列 杭州宏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讯飞输入法 -Linux 版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陈桥输入法 智能陈桥软件开发工作室
景云网络防病毒系统 北京辰信领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华宇输入法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鸿禹智慧运维平台 ( 服务器 )-V2.0 重庆远臻科技有限公司
中邮科安全运维管理平台 中邮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水印与溯源系统 -V2.0 北京时代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嘟嘟分享软件 -V2.0 北京时代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秘密电子文件安全防护系统 -V2.0 北京时代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StorM DR 灾备管理系统 -V3.3 北京同创永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torM  Storage 智能存储运维分析系统 -V4.3 北京同创永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信服终端检测响应平台 EDR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管理大师  深圳市网旭科技有限公司
瑞星 ESM- 下一代网络版 北京瑞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瑞星杀毒软件 linux 全功能版 北京瑞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百度输入法 -V1.0 百度（中国）有限公司
远桥运维监控平台 -V2.0 北京远桥科技有限公司
360 终端安全防护系统 -V10.0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360 安全卫士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360 压缩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搜狗输入法 北京搜狗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中文输入法 北京搜狗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WAF 产品 北京浩瀚深度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内网终端安全管理系统 -V5.2 广州世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nTuTu PC Benchmark -V1.0 北京安兔兔科技有限公司

办公软件

干部人事档案管理系统 -V2.0 黑龙江紫软科技有限公司
TH-ERMS 电子档案系统 -V10.0 黑龙江紫软科技有限公司
泰山 office-V3.0 泰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协同办公软件 西安立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邮件系统 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鸿云”安全可靠综合办公管理系统软件（信创
版 )-V1.0 北京北邮中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亿邮安全增强电子邮件系统 北京亿中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永中 office2019 永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永中 office2016 永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亿图项目管理软件 深圳市亿图软件有限公司
亿图思维导图 MindMaster 深圳市亿图软件有限公司
亿图图示设计软件 深圳市亿图软件有限公司
京华政府办公管理软件 -V1.0 京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京华慧眼综合知识服务软件 -V1.0 京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PS Office 2019 for Linux 专业版 -V11 珠海金山办公软件有限公司
iBot-V8.0 上海容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计算机 深圳叠云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应用
软件

统信操作系统应用目前适配清单，更多应用正在登陆…



类别 应用分类 产品名称 公司名称

网络应用

速龙安全浏览器 天津赢达信科技有限公司
贝锐蒲公英智能 VPN 组网 UOS 版软件 -V1.0 上海贝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日葵远程控制 UOS 版软件 -V1.0 上海贝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afile 云盘 北京海文互知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QQ 浏览器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智慧帮 -v1.0 北京领通科技有限公司
凌云 9000 文件协同办公平台 -V2020 北京联想协同科技有限公司
海泰红莲花浏览器 北京海泰方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信服 SSL VPN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度云网盘 百度（中国）有限公司
奇安信浏览器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0 安全浏览器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360 企业云盘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阅读翻译

数科 OFD 阅读器 北京数科网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点聚 OFD 版式文档处理系统 -V3.0 北京点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绿页阅读器 -V1.0 百望股份有限公司
全能看版式阅读编辑器 omniReader-V2.8.9 北京艾卡威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福昕 OFD 版式办公套件软件 -V8.0 福昕鲲鹏（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数字通 ODF 中科数字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方正版式阅读器 -V1.0 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中威版式软件 -V1.0 江苏中威科技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书生阅读器 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OFD 阅读器软件 欣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社交沟通

听见智能会议系统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信源豆豆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融云 IM 即时通讯企业版软件 ( 桌面端 )-v1.6.10 北京云中融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米聊 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视频会议系统 山东山大联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微信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政务微信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钉钉 钉钉（中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视频软件
随锐会见高清视频通信系统 -V2.0 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科达视频播放器 Vpalyer-1.0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0 播放器 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娱乐
深圳市乐鼎讯智力游戏 深圳市乐鼎讯科技有限公司
xDroid ( 服务端 )-v4.0 北京麟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学习软件 金山词霸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图形图像
可视化设计软件 成都四方伟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紫图 SmartScan 影像平台系统 -Linux 版 V2.6.7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中望 CAD-Linux 预装版 ( 客户端 )-V2.0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
软件

业务系统

电子档案存储系统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云瑞全网监测预警平台 -V5.0 江西云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蝶天燕云政府数字新财软件 深圳市金蝶天燕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安防监控管理平台 西安立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无纸化会议系统 -V10.1.0 杭州席媒科技有限公司
安恒主机安全及管理系统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数字档案共享利用平台 福州量子中金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HAMS 档案知识管理系统 -V3.51 北京华文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档案管理系统 -V6.0 北京华电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类别 应用分类 产品名称 公司名称

应用
软件

业务系统

智能办公系统 HD-OA-6.5 北京华电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文字识别系统 ezOCR-V6.0 北京华电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党员管理系统 -V1.0 北京华电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ps 档案系统 南京科海智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控制中心 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极影影像协同云平台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云 HIS-1.0 版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评审专家库系统 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天翎 MyApps 柔性定制平台软件 -V4.4 广州市天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持续自适应安全平台（服务端） 北京芯盾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身份认证管理平台（简称：UIM）-V2.8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政务协同（自主安全版）系统 -V3.0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慧政务一体化协同（信创版）系统 -v3.0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自主安全计算平台的公文智能排版与校对
系统 -V2.0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GOA 智能协同办公平台 中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水晶一体化云应用平台 -v6.5 北京新瑞理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运营集成管理平台 ( 服务端 ) 中通服和信科技有限公司
时代亿信外网安全增强电子邮件系统软件 -V3.0 北京时代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增强电子邮件系统 -V3.0 北京时代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臻善智慧政务云平台 ( 桌面版 )-V4.1 浙江臻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综合办公系统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视睿轻录播【EasiRecord】-V1.0 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视睿视频展台软件【EasiCamera】-V2.0 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视睿班级优化大师【EasiCare】-V3.0 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视睿希沃校园设备运维管理系统软件 -V1.0 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视睿多媒体课件制作展示软件【EasiNote】-V5.1 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希沃易课堂 -V2.0 广州视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永中文档在线预览软件 -V3.0 永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福富智能办公系统 中电福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能力共享开放平台 长威信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应急管理平台 长威信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城市综合运行管理平台 长威信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vecom 协同办公系统 -v1.0 长威信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联络中心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信息采集平台 厦门市南方科宇科技有限公司
FineReport-V10.0.1 帆软软件有限公司
FineBI-V5.1 帆软软件有限公司
一体化办公平台 -V2.0 厦门威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同略数字档案管理系统 -V2.0 同略科技有限公司
方正公文制作软件 -V1.0 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海晟欧拉应用基础软件平台 厦门中软海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迪浪云协同办公平台 -V1.0 广东迪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smosBin 资源云站软件 -v1.0 福建数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伊 OS 透明建造 深圳市建信筑和科技有限公司
Office Anywhere 通达网络智能办公系统 北京通达信科科技有限公司
虔领智慧党建管理平台 虔领股份有限公司
网强 IT 综合管理软件 上海网强软件有限公司
采识会议签到系统 北京采识科技有限公司
华苏智慧警务系统软件 -V1.0 南京华苏科技有限公司
战疫一张图 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开普云集约化资源库云服务平台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普云集约化治理平台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别 应用分类 产品名称 公司名称

应用
软件

业务系统

开普云安全内容管理软件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会智展产品 北京名洋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泛微协同办公系统（e-cology）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蓝信 蓝信移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网动视频会议平台 北京网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同办公系统 大连倚天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拓维智慧协同系统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视频综合管理平台 -V1.0 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的内容管理与服务平台 航天四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安宁邮件 ( 安全 ) 系统软件 -V9.0 北京安宁创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宁 VMX 安全增强电子邮件系统 北京安宁创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宁 NGS 安全增强邮件系统 北京安宁创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致远 G6-N 政务协同管理软件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快页下一代日志审计分析系统 -V2019.1.0 江苏快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虹科技综合办公管理系统 -V2.1 北京软虹科技有限公司 
明途工作目标管理平台 成都明途科技有限公司
数维信息化测绘平台软件 -V16.0 浙江数维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安全政务协同办公系统 -3.0 北京万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综合安防管理平台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青协同办公管理平台 北京市太极华青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航天龙梦国产化安全会议系统软件 -V2.0 航天龙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华天动力协同 OA 办公系统 V8.0 管理软件 大连华天软件有限公司
3DNS 智慧党务管理平台软件 赣州网联科技有限公司
软航 OFFICE 文档控件软件 -V6.0 重庆软航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应用

京东 京东集团
智能语音平台 ( 服务端 )-1.0 深圳智子系科技有限公司
桌面智能助手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听见智能谈话助手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AI 办公助手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云视频系统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泰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北京海泰方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平台 KingMap -V7.0 厦门精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灵云全智能能力平台 -V10A.0 北京捷通华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iReader 武汉百利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超图跨平台桌面 GIS 软件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苍穹地理信息平台 苍穹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SXEarth 晟兴三维数字地球 北京晟兴科技有限公司
印品字库 上海义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云联 AppCloud 软件 北京金万维科技有限公司
GeoGlobeDesktop 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度启动盘制作工具 武汉深之度科技有限公司

网络安全

ieGuard 网页防篡改安全系统 -V6.0 云尖（北京）软件有限公司
杰思猎鹰主机安全响应系统 -V5.0 北京杰思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政务密信 -V2.4 版本 杭州安司源科技有限公司
终端安全登录系统 -V3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天融信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 -V3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联软网络接入控制系统 -V5.0 深圳市联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软主机监控与审计系统 -V5.0 深圳市联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niNID 网络智能防御系统 -V5.0 深圳市联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ATAPP 容灾备份系统 深圳市数存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密码钥匙 -WinKey-A 天津赢达信科技有限公司
美创灾难备份管理系统 ( 服务端 )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
美创数据库防火墙 ( 服务端 )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
美创数据库防水坝 ( 服务端 )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



类别 应用分类 产品名称 公司名称

应用
软件

基础
软件

网络安全

美创数据库防勒索 ( 服务端 )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
美创数据库透明加解密 ( 服务端 ) 杭州美创科技有限公司
奇安信网神终端安全管理系统 -V8.0 网神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易存备份容灾软件 -V6.0 中科易存软件江苏有限公司
腾讯御点 -V2.1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绿盟日志审计系统 北京神州绿盟科技有限公司
UnaDPMC 黑方容灾备份与恢复系统软件 南京壹进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信源防病毒系统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信源主机监控与审计系统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海泰智能密码钥匙软件 北京海泰方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端安全登录系统软件 -V3.0 北京时代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AP 统一身份管理平台软件 -V4.0 北京时代亿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tpServer 身份认证系统 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协卡助手 ( 智能密码钥匙 ) 管理工具 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信 果 国 产 操 作 系 统 计 算 机 终 端 保 密 检 查 装
备 -V1.0 北京信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级分布式统一数据平台 edp-V4.0 星辰天合（北京）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精容数安企业级备份软件（服务端）-V1.5 四川精容数安科技有限公司
备特佳备份与恢复系统 北京和力记易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系统 -V1.0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十方存储管理系统 -V1.0 福建省电子信息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网御防火墙系统 -V3.0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鼎甲数据备份与恢复系统 -V8 广州鼎甲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资产内容安全管理系统 -V5.3(TA) 北京亿赛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Virbox 用户工具 -V2.2.0 北京深思数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空防纂改系统 福建深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身份认证系统 -V1.0.7 浙江省数字安全证书管理有限公司
证书助手 浙江省数字安全证书管理有限公司
敏捷科技数据安全卫士系统软件 -V1.0 江苏敏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聚铭网络脆弱性扫描系统软件 南京聚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聚铭网络流量智能分析审计系统软件 南京聚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聚铭综合日志分析系统软件 南京聚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聚铭安全态势感知与管控系统软件 南京聚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ftc 安全文件传输客户端 -V1.5.0 北京国保金泰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十方存储管理系统 -V1.0 福建十方融汇科技有限公司
金密国产终端保密检查工具 -V1.0 深圳市金城保密技术有限公司
金城 I/O 管控系统软件 -V1.0 深圳市金城保密技术有限公司
违规外联集中监控平台互联网监测系统 -V2.0 深圳市金城保密技术有限公司
数据库保密检查工具 深圳市金城保密技术有限公司
敏感信息监管预警系统 -V2.0 深圳市金城保密技术有限公司
党政机关门户网站保密检查平台互联网采集系
统 -V3.0 深圳市金城保密技术有限公司

编程开发 北塔安维 IT 运维管理软件 上海北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biForm 武汉百利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间件

金格 iWebOffice 中间件软件 -V12.2 江西金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创应用服务器软件 V9.1&-V10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金蝶应用服务器 -V9.0 深圳市金蝶天燕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金蝶 Apusic 消息中间件 -V9.0 深圳市金蝶天燕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普元应用服务器软件 -V6.5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普元应用服务器平台软件 -V7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普元应用开发平台软件 -V7.6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华宇 TAS 应用中间件软件 -V2.8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xigemaAS-v9.1 北京华胜信泰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BES 消息中间件软件 BES MQ -V1.2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BES 应用服务器软件 -V9.5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通应用服务器软件 TongWeb-V7.0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通应用服务器软件 TongWeb-V6.1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别 应用分类 产品名称 公司名称

基础
软件

数据库

优炫数据库管理系统 ( 服务端 )-V2.1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威讯柏睿数据库 威讯柏睿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SequoiaDB 巨杉数据库 深圳巨杉数据库软件有限公司
阿里云 PolarDB-V2.0( 服务端 )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阿里云 AnalyticDB-V3.0( 服务端 )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数据存储计算软件 -V3.0 成都四方伟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图数据库软件 -V3.0 成都四方伟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南大通用安全数据库管理系统 - Ｖ 8.8 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 能 业 务 运 维 专 业 运 维 数 据 库 管 理 系 统
（DODB）-V1.0 云智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TRS 海 贝 大 数 据 管 理 系 统 [TRS Hybase]( 服 务
端 )-v8.0 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TRS 全文数据库系统 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rteryBase 数据库管理系统 -V3.6 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xigemaDB-v12.10 北京华胜信泰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百度数据仓库 Palo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百度 Elasticsearch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曙光飞龙数据库系统 -V6( 服务端 ) 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
曙光 XData 大数据智能引擎软件 -V6( 服务端 ) 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
金仓数据库管理系统 KingbaseES-V8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nnoDB 分布式数据库管理系统 -V2.0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 K-DB 数据库系统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GoldenDB-V5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恒辉关系集群数据库系统 -V9.4.5 北京恒辉信达技术有限公司
分布式数据库 TiDB 企业版软件 平凯星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达梦数据库管理系统 -V8 武汉达梦数据库有限公司
云图数据库 广州云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虚谷数据库 成都虚谷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热璞分布式事务数据库软件 ( 桌面端 )-V2.5 上海热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热璞分布式事务数据库软件 ( 服务端 )-V2.5 上海热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开源数据库 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FaaS 缓存加速 -V2.0.4 南京新动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星瑞格数据库管理系统 (SinoDB) 福建星瑞格软件有限公司
虚谷数据库 -V10 成都市欧冠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安全版数据库系统 - V4.5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HighGoDatabaseSystem-V5 安全版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HighGoDatabaseSystem-V4 安全版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快立方数据库管理系统 北京快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神舟通用数据库 天津神舟通用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DragonBase 分布式数据库 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Transwarp KunDB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Transwarp ArgoDB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大数据平台

金蝶天燕云数据智脑软件 深圳市金蝶天燕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天融信智能内网威胁分析系统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讯飞大数据平台 iFlyData( 服务版 )-V2.0 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讯飞大数据平台 (iFlyData)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蓝海讯通基础组件监控系统 [OneAPM SI] 北京蓝海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 A++ Cloud 大数据管理平台 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百度数据科学平台 Jarvis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百度数据工厂 Pingo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百度 Dayu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数据大屏幕软件 -V2.0(DH Data Screen V2.0) 北京数猎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数据中台软件 -V2.9 北京数猎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平台 -V2.4 北京数猎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政务数据治理平台 佛山鼎丰恒泰科技有限公司
浪潮云海大数据平台 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GeoSmarter 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类别 应用分类 产品名称 公司名称

基础
软件

外设
支持

平台框架

服务器审计系统 ( 服务端 )-V3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打印刻录安全监控与审计系统 ( 桌面端 )-V3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主机监控与审计系统 ( 桌面端 )-V3 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运维超融合一体机软件 -v6.0 南京碧慧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启迪国信统一端点管理平台 (UEM)-V5 启迪国信（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播级直播编转码系统 ArcvideoLive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离线转码系统 ArcvideoCore-v2.6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T 综合监控运维管理系统 -V6.0 北京仁和诚信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基础
软件

中创统一监管平台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CNwareKV 服务器虚拟化平台 云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 A++Cloud 数字财政一体化 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 A++ Cloud 人大预算联网监督 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Yonghong Z-Suite 北京永洪商智科技有限公司
TRS 信息发布应用服务器系统 北京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当虹轮播系统 -V2.2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当虹源站系统 -V1.3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当虹智能审核系统 -V2.0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当虹收录系统 -V2.11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当虹快速内容生产系统 -V1.5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当虹城市大屏播控管理平台 -V1.3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播级马赛克导航系统 -V2.2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播级 IP 多画监控系统 -V2.3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NS 虚拟桌面 江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孚身份鉴别系统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中孚主机监控与审计系统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打印机

打印机 -DP28DN 宁波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打印机 -DP28D 宁波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打印机 -DP25N 宁波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打印机 -DP25DN 宁波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打印机 -DP25 宁波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多功能打印机 -DM28D 宁波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多功能打印机 -DM28ADN 宁波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多功能打印机 -DM28AD 宁波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多功能打印机 -DM25N 宁波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多功能打印机 -DM25DN 宁波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多功能打印机 -DM25 宁波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SP C840DN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SP C360SFNw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SP C360DNw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SP 6430DN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P 501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9003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7503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6503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6055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5055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4055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3555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3055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捷途慧声国产化智能语音识别系统 -V1.0 杭州捷途慧声科技有限公司
CallThink 呼叫中心系统 -V6.0 北京强讯科技有限公司



类别 应用分类 产品名称 公司名称

基础
软件 打印机

打印机 -Ricoh MP2555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 C8003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 C6503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 C407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 C2011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P 305+SP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M C2001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IMC6000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IMC4500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IMC3500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IMC3000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IMC2500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IMC2000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IM 430F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Ricoh IM 2702 理光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打印机 -PW774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P1106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M750n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M701a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M454nw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M452nw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M405 n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M403 n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M254DW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M203DN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M126 a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M104A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M1005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打印机 -Laser-NS-1005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黑白数码复印机 -DP-251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4572CNS*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7516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7506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6570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6560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6516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6506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5560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5516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5506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5055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5015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5005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4555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4515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4505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3555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3515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3505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3055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3015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3005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2555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2550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2515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2510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2505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2500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2050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类别 应用分类 产品名称 公司名称

外设
支持

打印机

数码复合机 -FC-2010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FC-2000AC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8570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851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850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7570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751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750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6570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651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650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5570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551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550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5072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500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4573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4572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4518AG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451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573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572CNS*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572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535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518AG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51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073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072CNS*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072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018AG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01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008AG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300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2572CNS*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2572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数码复合机 -DP-2508A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黑白激光打印机 -PB2538U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黑白激光一体机 -MB7538U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黑白激光打印机 -E-GP3001-N-V1.0 宜春宜联打印设备有限公司
黑白激光打印机 -E-GM3001-N-V1.0 宜春宜联打印设备有限公司
黑白激光打印机 -E-GM3001-AN-V1.0 宜春宜联打印设备有限公司
红黑双色安全打印机 -ZC-P6900DN 中矗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芯安全打印机 -ZC-P5700DN 中矗集团有限公司
理想闪彩印王系列高速印刷设备 -GD9630 理想（中国）科学工业有限公司
打印机 -OEP4010DN（主） 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专用黑白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MP4020DN（主） 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专用黑白双面激光打印机 -OEP400DN（主） 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专用彩色激光打印机（无指纹模块）
OEP3310CDN 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专用彩色激光打印机（无指纹模块）-MP3100CDN
（主） 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专用彩色激光打印机 -OEP3300CDN（主） 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专用多功能一体机 -MP3000DN（主） 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专用双色激光打印机 -OEP102D 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阵列式数码复合机 -WF-C20590a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类别 应用分类 产品名称 公司名称

外设
支持

打印机

针式打印机 -PLQ-30K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针式打印机 -LQ-690K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打印机 -WF-C8690a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大幅面彩色喷墨打印机 -SC-T3180N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多功能传真一体机 -WF-C5790a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墨仓式单功能打印机 -WF-M105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打印机 -iC MF643 Cdw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A4 打印机 -LBP211dn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A4 打印机 -iP110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A3 黑白多功能复合机 -iR 2645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A3 打印机 -iRC3125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数码彩色复合机 -GMX-75B1A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数码彩色复合机 -GMX-40B1A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数码彩色复合机 -GMX-30CX1A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数码彩色复合机 -GMX-24B1A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数码彩色复合机 -GMX-23B1A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打印机 -SFL-1803N 北京嘉华龙马科技有限公司
打印机 -SFL-1802DN 北京嘉华龙马科技有限公司
打印机 -SFL-1801DN 北京嘉华龙马科技有限公司
打印机 -SFL-1800DN 北京嘉华龙马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存折打印机 -SPR20H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存折打印机 -SPR20C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存折打印机 -SPR20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存折打印机 -PR9X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存折打印机 -PR9E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存折打印机 -PR9C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存折打印机 -PR9 plus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存折打印机 -MPR20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存折打印机 -MPR10 plus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PR-750K+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PR-750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PR-730P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PR-730K+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PR-730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PR-720K+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PR-720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PR-630K+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PR-620K+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PR-620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PR-530P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PR-530K+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推票据打印机 - PR-630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打印机 -P5515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P5000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P3305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M9005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CP2515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CP2510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CP2250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CM9505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CM8505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CM2270A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P2505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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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 -M7105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CP2505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CP2500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CM7115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CM7000FDN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打印机 -SPX321DN 北京高德品创科技有限公司
打印机 -LJ2320DN（B/P） 北京高德品创科技有限公司
打印机 -LJ2310N（B/P） 北京高德品创科技有限公司
长风打印机 -G331DN 北京高德品创科技有限公司
打印机 深圳市博思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黑白激光打印机 -GA3032DN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增强型打印机 -SP1800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4 黑白激光打印机 -GA3220n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4 黑白多功能一体机 -GA7220n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4 红黑激光打印机 -GA2820DN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4 彩色激光打印机 -GA3530cdn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4 彩色多功能一体机 -GA7530cdn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3 黑白激光打印机 -GA5500DN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3 彩色多功能一体机 -GA9540cdn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

电子签章系统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格电子签章系统 -V8.2 江西金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测电子签章系统 华测电子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点聚电子签章系统 -V4.0 北京点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认证系统 北京安证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 - 海泰方圆电子签章系统 北京海泰方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系统 ( 服务端 ) 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安源电子签章系统 ( 客户端 ) 中安网脉（北京）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 -mTokenGM3000 北京世纪龙脉科技有限公司
方正电子签章系统 -V5.2 方正国际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书生电子签章系统 -V2.0 北京书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扫描仪

扫描仪 -SJ2500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自动馈纸扫描仪 -ZC8160 中矗集团有限公司
双平台扫描仪 -ZC8860 中矗集团有限公司
专用高速双面扫描仪（无指纹认证功能）
OES200M 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专用高速双面扫描仪 -OES200（主） 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扫描仪 -DS-870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扫描仪 -DS-530 爱普生（中国）有限公司
扫描仪 - 荣 5010 大连成者科技有限公司
扫描仪 - 睿 1800 大连成者科技有限公司
扫描仪 -DS-230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扫描枪 -FS1640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仪 -Q2400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仪 -F35D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A4 彩色扫描仪 -G4060F+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4 彩色扫描仪 -G4040F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仪 -XT7000 HS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扫描仪 -XT6140 HS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扫描仪 -XT3500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扫描仪 -S9200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扫描仪 -S8200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扫描仪 -ArtixScan DI 6260S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扫描仪 -ArtixScan DI 6250S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扫描仪 -ArtixScan DI 6240S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扫描仪 -ArtixScan DI 5260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扫描仪 -ArtixScan DI 5250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扫描仪 -ArtixScan DI 5240 上海中晶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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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拍仪

高拍仪 -VSC61F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61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40F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40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37F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37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36F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36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35F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35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33F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33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31F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SC31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C63F 北京维山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集成高拍仪 -MK-500(C) 福建升腾资讯有限公司
高拍仪 -GS550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GS520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GS510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GS2000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GS2000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GS1400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GS1400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GS1100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K600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K600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K500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K500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K1200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K1200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K1100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K1100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60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47p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47BX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45BX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45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44BX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44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29RZ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29p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29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27RZ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26WL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24p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24p-H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24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21ZF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21p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F321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424p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421p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421P-H+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47BX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46p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46p-H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45p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45p-H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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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拍仪

高拍仪 -C5344p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44p-H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41p-H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40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34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31p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31p-H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24p-H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21pR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C5321p-H 北京紫光图文系统有限公司
高拍仪 -T882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拍仪 -S920A3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拍仪 -S620A3D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拍仪 -S620A3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拍仪 -S520B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拍仪 -S500L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拍仪 -S200D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拍仪 -S1500A3AF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拍仪 -S1020A3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拍仪 -GW500A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拍仪 -BS2000P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拍仪 -BS1000P 深圳市新良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拍仪 -1300A3Plus 大连成者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LX-F600 厦门哲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LX-F1000A3S 厦门哲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LX-F1000A3RS 厦门哲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LX-F1000A3 厦门哲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LX-1000TS 厦门哲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LX-1000T 厦门哲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LX-1000RTS 厦门哲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X 系列 -（X2，X3） 福建捷宇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V 系列 -（V10，V16，V1808） 福建捷宇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N 系列 -（N300，N1330） 福建捷宇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L 系列 -（L10，L14） 福建捷宇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高 拍 仪 K 系 列 -K5.K5A3.K10.K10A3.K16.K16A3.
K1005T（F-TY）.K3105T（F-TY）.ZD-5MT100U 福建捷宇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D 系列 -（D10） 福建捷宇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C 系列 -（JY103AFC） 福建捷宇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高拍仪 A 系列 -（A10） 福建捷宇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指纹仪

指纹仪 -AM160_YYH360_LT 杭州晟元数据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指纹仪 -AM110_YYH361L 杭州晟元数据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滚动指纹采集仪 -S680 长春鸿达光电子与生物统计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指掌纹采集仪 -S810 长春鸿达光电子与生物统计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四指采集仪 -S700 长春鸿达光电子与生物统计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单指采集仪 -S580 长春鸿达光电子与生物统计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单指采集仪 -S500 长春鸿达光电子与生物统计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指纹仪 -P5ASN-RBS1 安全指纹模组 北京品识科技有限公司
指纹仪 -P5ASF-NBS1 安全指纹模组 北京品识科技有限公司
指纹仪 -Netherwind T2 指纹密码钥匙 北京品识科技有限公司
指纹智能密码钥匙 -SJK1954-G 天津国芯科技有限公司

扫码枪 扫码枪 杭州晟元数据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手写板

汉王手写液晶屏系列产品 -ESP560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汉王手写液晶屏系列产品 -ESP500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汉王手写液晶屏系列产品 -ESP370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汉王手写液晶屏系列产品 -ESP2210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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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厂商

手写板
汉王手写液晶屏系列产品 -ESP1510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汉王手写液晶屏系列产品 -ESP1331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手写板 -CZ116 大连成者科技有限公司

显卡 显卡 -GenBu01 西安芯瞳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Raid 卡 SmartRAID 3152-8i SINGLE Microsemi

其他外设

同有科技自主可控存储 ACS-5000 系列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信库和算法库 -V2.0.1.0 圣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指静脉模块 -VM661J 圣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iMouse-v1.0.0 安徽咪鼠科技有限公司

读卡器

电动读卡器 -M100 深圳市天腾实业有限公司
手插式读卡器 -R500 深圳市天腾实业有限公司
循环收发卡机 -K750 深圳市天腾实业有限公司
发卡读写机 -K100 深圳市天腾实业有限公司
便携式发卡读写机 -K210-M3 深圳市天腾实业有限公司
U 盾发放机 -D1680S/L 深圳市天腾实业有限公司
台式身份证阅读机具 -CS600 长春鸿达光电子与生物统计识别技术有限公司

云平台

优炫 UXCloud 云平台 -V2.0 北京优炫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ZettaStore DBS-V2.6 南京鹏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金蝶 Apusic 监控平台软件 -V2.0 深圳市金蝶天燕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Zstack 上海云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采用鲲鹏 920 处理器的阿里云专有云企业版 -V3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云平台 hostOS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云平台 GuestOS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ubeSphere 容器平台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oongStoreEX 高性能存储系统 ( 服务端 )-v8.0 龙存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云 HIS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 A++Cloud 政府财务云 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 A++ Cloud 政府财务报告云 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云桌面 uSmartView-V6.0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DaoCloud Enterprise 云原生应用云平台 上海道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 PKC 体系的易捷行云 ECS V5 北京易捷思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桌面云 FusionAccess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桌面云）
浪潮云海容器云平台 InCloud K8S- V1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云海云管理平台 InCloud Manager -V5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曙光 Cloudview5.0 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
国产通用型云操作系统安超 OS 安超云软件有限公司
浪潮云海虚拟化云平台 -V1 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浪潮云海容器云平台 InCloud K8S-V1 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浪潮云海云管理平台 InCloud Manager-V5 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同方云 UOS 云管理平台 -SL 版 同方有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容器云平台 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分布式存储软件 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微创终端资源智能管控平台 山东微创软件有限公司
highgis 云平台 湖北金拓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噢易云计算教育桌面云软件 武汉噢易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噢易云教室系统 武汉噢易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噢易云 PC 系统 武汉噢易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和信下一代云桌面系统 -V4.0 北京和信创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eoStack 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GeoOnline 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科云安全云桌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华为公有云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金山私有云平台 -V3.0 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合作伙伴及镜像获取：

https://www.chinau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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