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网 络 安 全 产 业 联 盟
China Cybersecurity Industry Alliance

关于公布“2022年网络安全优秀创新成果大赛”优秀

奖及入围奖名单的通知

CCIA 秘[2022]049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2022 中国网络安全优秀创新成果大赛”工作进度

安排，本次大赛初赛、复赛工作已圆满结束。现将“2022 中

国网络安全优秀创新成果大赛”优秀奖、入围奖获奖名单予

以公布。

附件：

1．“2022 年网络安全优秀创新成果大赛”优秀奖名单

2．“2022 年网络安全优秀创新成果大赛”入围奖名单

中国网络安全产业联盟秘书处

2022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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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网络安全优秀创新成果大赛”优秀奖名单

类型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解

决

方

案

[零壹桥]信创系统兼容平台——“真替真用”
单轨化解决方案

厦门威特科技有限公司

“数安卫士”安全即服务数据安全治理解决

方案
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

5G+物联网安全解决方案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TDR 智能安全运营解决方案 北京华清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安恒数字资产与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务云数据专区应用实践 北京信息安全测评中心

电力调度安全监测管控解决方案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综合管理解

决方案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 5G 可信边缘云的集中化 MEP 安全智能

运营防护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基于 5G 政务专网的安全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

基于 PKI 的 V2X 车联网安全解决方案 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 PKI 体系，构建央企统一电子认证平台北京数字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云原生的 DevSecOps 安全开发实践 中移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融行业软件供应链安全解决方案 杭州孝道科技有限公司

面向金融行业的隐私计算评测解决方案

银行卡检测中心（国家金融科技测评

中心）、浙江君同智能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情报驱动的智能网联车攻击面管理解决方

案
北京华云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远望网络安全管控体系解决方案 浙江远望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云网融合场景下端到端网络安全防护解决

方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信息安全管理

与运行中心

云原生安全管理与防护方案 北京长亭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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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政务外网终端“一机两网”安全管控一体化

解决方案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中台管建协同安全防护方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安全

管理与运行中心

智能家居安全服务解决方案 中移（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睿天下鱼叉式钓鱼整体解决方案 北京中睿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创

新

产

品

DevSecOps 全流程安全开发赋能平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ID.LINK DAC 数据访问控制平台系统 V3.0 北京众图识人科技有限公司

XDR 网络安全大数据分析与响应平台 智网安云（武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恒信息 AiLand 数据安全岛平台/DAS-SMPC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狗云甲-容器安全检测系统 V4 厦门服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百 G加密流量编排器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昊天工业网络全流量安全分析系统 山东云天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虎影零信任数据访问安全系统 杭州虎符网络有限公司

基于数据安全治理的华安星数据安全监管

系统
福建中信网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奇安信可信浏览器 V1.0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藤万相·主机自适应安全平台 V3.0
北京升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青藤云

安全）

全息数据溯源平台

Holonet Data Traceability System
合肥全息网御科技有限公司

深信服扩展检测响应平台 XDR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视频终端密码盒 渔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守望者 5G 安全服务工具箱应用及推广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安全

管理与运行中心

探真领航云原生安全平台 北京探真科技有限公司

天融信 AI 防火墙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天融信车载防火墙（型号 Top-VFW1000）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远望网络资产与边界感知系统 浙江远望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云原生应用安全 中移（苏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注：按项目名称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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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网络安全优秀创新成果大赛”入围奖名单

类型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备注

解

决

方

案

构建电子政务移动安全主动防御体系 北京梆梆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分站

基于工控系统场景的网络安全攻防能力

基础建设解决方案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站

源码级软件供应链安全解决方案
深圳开源互联网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深圳分站

电子政务数据防爬虫解决方案 瑞数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武汉分站

天融信零信任远程办公安全解决方案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武汉分站

应用层加密数据检测解决方案 北京长亭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分站

能源行业数据安全防泄漏解决方案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泰安分站

制造业工控安全解决方案 北京威努特技术有限公司 泰安分站

工业网络安全靶场平台解决方案 南京赛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福州分站

绿盟科技下一代 WEB 安全防护解决方

案
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站

5G+智慧工厂端到端安全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

司
杭州分站

“区块链+ABAC访问控制”解决方案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杭州分站

城市水务工控系统网络安全解决方案 浙江国利网安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分站

面向 5G MEC专网的 5G+智慧能源（电

厂）安全方案与应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

司台州分公司
杭州分站

默安软件供应链安全治理方案 杭州默安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分站

山石网科零信任访问解决方案
北京山石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杭州分站

物安盾零信任边缘计算安全防护解决方

案
上海物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分站

5G网络安全测试解决方案 北京东方通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严选

专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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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备注

东北大学 5G校园双域专网项目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

司

安全严选

专题赛

基于 SRv6的端到端算网安全自动化编

排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

司

安全严选

专题赛

基于算力网络的隐私计算数据安全解决

方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

司

安全严选

专题赛

辽宁移动疫情防控健康码系统安全解决

方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辽宁有限公

司

安全严选

专题赛

天津荣程钢铁 5G数据安全综合风险监

控解决方案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

司

安全严选

专题赛

移动云Web全栈防护 中移（苏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安全严选

专题赛

创

新

产

品

AssetWise智能资产管理系统 上海雾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分站

观成瞰影-加密业务态势监控分析系统 北京观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分站

炼石免改造数据安全平台 北京炼石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分站

网络风险自动化评估与管理平台 北京源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分站

360漏洞云情报平台
三六零数字安全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武汉分站

天 融 信 虚 拟 分 布 式 防 火 墙

TopVSP-vDFW
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

公司
武汉分站

云科Web应用安全检测系统 北京云科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分站

绿盟科技多云安全管理平台 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分站

Bot Guard产品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站

安全狗云隙-自适应微隔离系统 V4 厦门服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分站

安恒网络风险扫描与管理系统（安恒云

鉴）/DAS-AHCloud-Assets-P1000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杭州分站

“白细胞”可信主动免疫防御系统 V1.0 北京可信华泰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杭州分站

RedOps红鲸安全协同响应平台 南京众智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分站

零零信安外部攻击面管理 SaaS 平台

0.zone 北京零零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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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备注

5G分光安全卫士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

司

安全严选

专题赛

5G全流量安全检测平台 SAC3000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全严选

专题赛

安全云桌面 Secure Virtual Desktop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

公司

安全严选

专题赛

尚付-云原生保护平台（CNAPP） 杭州默安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严选

专题赛

数密院（DataΦ）
浙江华坤道威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

安全严选

专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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