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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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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南京翼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规模 100人以上 是否公益性企业 否

企业信用

情况
良好 上年度研发经费投入（万） 2118.8

专职研发

人员(人) 75 其中
博士 0 硕士 12

高级职称 2 中级职称 18

可获得优先支持情况

（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省级及以上企业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人文社科基地等，需提供证明材料）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同方-翼辉-东大信创联合

实验室

江苏省信息技术应用创

新实验室

江苏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
2022年 1月

软件融合应用与测试验证

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9年 6月

申请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分条目列出，限 1000字以内。其中，联合承担的

纵向和横向项目或合作成果限填近三年具有代表性的 3项，需填写项目名称、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项目内容、取得的成果等内容，并提供证明材料）

1、联合共建江苏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实验室

项目名称：同方-翼辉-东大信创联合实验室

批准单位：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获批时间：2022年 1月

项目内容：

南京翼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和东南大学联合共建校企信创实

验室，依托南京翼辉的国产操作系统核心技术，基于同方的信创计算机进行实验室建设，

展开机器人控制领域相关信创方面的教学、实验和重大核心技术攻关工作。信创实验室

项目周期为 2021.1-2022.12，信创实验室运营周期为 2023.1-2025.12。

取得的成果：

项目已经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初步完成了信创实验室的基础设施和软硬件

平台搭建。将进一步实现国产操作系统、信创计算机、国产云平台、信创显控系统、信

创直录播系统等组成的全链条的信创实验室教学、研发和展示中心。2）完成了一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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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创课程体系，开展了校企重大项目联合攻关工作，将人才培养和信创产业相结合，

培养信创人才，反哺信创生态和信创企业。3）已经完成专利 3件，论文 8篇。

2、建立了健全信创实验室双导师机制

针对信创人才的培养，翼辉信息与东南大学对培养机制进行了完善和优化，形成一

套信创实验室双导师机制。该机制主要针对研究生的培养，采用双导师教学机制，学生

的主要指导教师为东南大学老师，从信创企业中聘用符合条件的技术专家采用授课+实习

指导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培养。第一年采用授课方式，有针对性的完成信创软硬件相关课

程，培养学生对信创的认知，以及信创基础软硬件的学习；第二年以后以企业导师的实

习指导为主，主要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快速适应企业的工作状态；第三年对学生

进行综合测评，包括笔试、答辩、编程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颁发信创企业相关资格证

书。

3、联合参与“2020 年协同攻关和体验推广中心项目”：

项目名称：融合应用软件四（电信、民航、能源）

批准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获批时间：2020年 7月

项目内容：

围绕自主电信、民航、能源领域关键软件发展,基于统一的技术架构和协同环境, 由

软件企业、各领域应用企业协同攻关和体验推广中心紧密协作,共同推动融合应用软件研

发和应用,以协同攻关、标准测试等推进应用；通过开源社区建设、论坛会议、政策扶持、

项目带动和示范引领，培养一家国际一流软件企业，带动周边和相关领域内一批软件企

业的发展；依托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加强政企联动，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开展重

大合作示范项目建设，支持企业联合，发挥上下游产业链协同竞争优势，集群化“走出

去”。

取得的成果：

本项目基于国产化操作系统、视频国产化硬件，形成一套完整的国产化解决方案，

采用“产品+服务”的商业模式开展国产化产品的研制工作，逐步完成电力、工控、轨交

和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国产化替代，为国产化产品的推广应用和原有平台项目的迁移

应用提供解决方案，并推进我国基础软硬件自主可控进程，打破国外垄断，缓解了目前

我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一方面响应国家号召，在信创领域可以快速的打开市

http://www.baidu.com/link?url=ZMaSeP1-MBqRK4JbWoTGW83i_yCX38w7dkqGpkKDrYjfLBKsu_M8zcthmu7BI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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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包括电力、航空航天、能源和军工等领域。

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1.人员保障条件（包括能指导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专家等情况）

翼辉信息作为中国拥有原创大型实时操作系统的科创企业，专注于为行业用户提供

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技术服务及产品解决方案。翼辉信息拥有

三大基础软件核心产品 SylixOS（大型实时操作系统）、EdgerOS（边缘计算操作系统）

和 MS-RTOS（小资源高安全领域物联网操作系统），其中 SylixOS 经工信部评估认证，

内核自主化率达 100%，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航空航天、电力能源、轨道交通、

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子等诸多高可靠、高安全领域广泛应用。

公司共有研发人员 75 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 20 人，可以为进站研究生提供

科研创新实践的人员保障条件。

其中研究生工作站企业负责人李孝成：南京翼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担

任国家工信部科技重大专项 01 核高基专项子课题项目负责人，金陵科技学院产业教授，

拥有 15 年嵌入式系统开发经验，并在国内某知名电信公司主导“基于 3G 核心网的实时

操作系统平台”、“电信核心交换平台 VxWorks 系统通信模块开发”等大型项目管理和

核心架构开发，编写基础操作系统实验教材 1套，申请发明专利 7项。

其余能投入到研究生工作站的企业导师 6名，其中主要人员的介绍如下：

王翾 南京翼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毕业于南京晓庄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嵌入式领域技术开发，拥有丰富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理论知识和行

业经验，并且在南京翼辉成立伊始便任职研发部重要职位，担任公司研发骨干，负责公

司底层驱动技术研发和管理，主导了公司国产工业控制系统研发项目的架构设计和项目

管理，申请发明专利 4项。

郝卓航 南京翼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科研项目主管，新南威尔士大学电气工程硕士，

东南大学自动化学士，曾在国内某军工研究所担任“前端通信-协议转换设备”、“单兵

穿戴可视化光电探测设备”项目的开发负责人，主导完成核心代码开发；作为售前技术

主管，主导某援建项目、某指控项目、某智慧校园项目的技术方案工作。申请发明专利

4项。

陈洪邦 操作系统高级工程师，16 年研发经验，在翼辉信息主导 OpenRT 路由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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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和无线协议栈等研发工作，当前主要负责 SylixOS 培训、SylixOS 生态建设和教育产

品。曾在联创科技、华为、引跑任职，从事电信运营系统、网络操作系统平台和数通设

备、云计算等设计和开发工作。对操作系统、网络产品和嵌入式系统设计开发等方面拥

有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研究。

王京石 高级职称，目前在南京翼辉信息电力技术部担任嵌入式软件工程师一职，主

要负责过“智芯智能开关项目”、“翼辉容器管理平台项目”、“智芯 FTU 单芯双系统

项目”等项目。同时负责本部门的新员工培养工作。

汪家进 高级职称，在翼辉担任项目经理，负责 DSP 方向。承担过国产 6678 产品开

发项目，以及中船、8院、3院等多个适配项目。在项目过程中，攻克软硬件难题，为产

品使用的便利性、可靠性、以及性能提供了保障。

2.工作保障条件（如科研设施、实践场地等情况）

（1）公司为课题研发提供的科研及实践场地

翼辉信息是中国拥有原创大型实时操作系统及物联网解决方案的科创企业，专注于

为行业用户提供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技术服务及产品解决方案。

翼辉信息拥有三大基础软件核心产品 SylixOS（大型实时操作系统）、EdgerOS（边缘计

算操作系统）和 MS-RTOS（小资源高安全领域物联网操作系统），其中 SylixOS 经工信

部评估认证，内核自主化率达 100%，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航空航天、电力能

源、轨道交通、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子等诸多高可靠、高安全领域广泛应用。目前南京

翼辉信息拥有 600 ㎡的研发中心，拥有齐全的研发、检测、中试等设备。

（2）高校为课题研发提供的实验室及仪器设备

东南大学自动化学院设有“复杂工程系统测量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及智能机

器人实验室，已建成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嵌入式系统设计/分析、无人平台及先进机器人

实验室和相关教学研究环境，可用于包括实时嵌入式操作系统设计、无人平台及机器人

通用控制系统研发等全方位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共性和集成技术教学与研发工作。各

单位通力合作，保证项目的有序进行。

3.生活保障条件（包括为进站研究生提供生活、交通、通讯等补助及食宿条件等情况）

（1）遵守《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管理办法》规定，加强研究生学习、研发和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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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教育管理；

（2）为进站研究生提供办公室、电脑、上网等设备。办公室有空调，饮水机，打印

机，为做科研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且按照相关标准和规定，为进工作站的人员交纳必要

的社会保障费用，如医保、意外人身伤害保险等；

（3）本公司对进站研究生所安排的研究方法与工作内容与其毕业课题密切结合；

（4）为进站研究生提供以下生活保障：为进站工作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不低于

每人每月 3000 元、2000元的在站生活补助。

4.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限 800字以内）

一、入站研究生主要课题：

课题一：面向机器人领域的国产实时操作系统研发及性能优化

在国产原创 SylixOS 操作系统基础上，对实时以太网驱动框架、RMS 实时调度技术、

统一平台架构技术、轻量级主动式网络防火墙技术进行攻关，实现机器人跨平台实时安

全操作系统，解决机器人行业在推广过程中所面临的网卡差异问题、任务周期抖动问题、

平台不统一问题、网络安全防护问题，为中国的机器人运动控制领域的软件定义生产提

供基础系统保障。本课题成果也可以应用在电力控制领域，智能产线领域，数控机床领

域，工控领域，军事应用等领域。

课题二：基于国产操作系统多核性能优化研究

嵌入式领域多核处理器运用的越来越广泛，面向国产操作系统对多核的支持，研究

多核之间的 spinlock 算法优化、cache 管理优化、多核任务调度策略等，实现在国产操

作系统上提高多核实时性、更好的促进多核处理器在高实时领域的应用。

技术状态：当前操作系统已完成对多核的支持，需要面向行业对实时性的要求，从

影响实时性的因素，提供解决方案。

课题三：基于国产操作系统嵌入式 GPU 驱动研究

嵌入式行业目前对复杂图形需求再提升，需要通过 GPU 的参与来提高图形加速与

3D渲染。针对这种复杂显示需求，研究开源Mesa图形驱动库和 ARMMali GPU驱动机

制与原理，实现在国产操作系统上支持 ARMMali GPU 3D渲染，提升系统整体图形性能。

技术状态：当前操作系统 GPU部分已近支持了相关国产的 GPU，2D显示等已经初

步完成，需要通过对 ARMMali GPU 资料的研究，在国产操作系统上实现 3D图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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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课题四：基于国产操作系统的系统资源隔离技术研究

随着嵌入式系统应用复杂度的提高，应用之间对于系统资源的竞争，使得应用彼此

之间存在着过多的相互影响，甚至出现故障蔓延。为了减少应用间的影响，在国产操作

系统上研究容器隔离技术，实现对设备隔离、IO 环境隔离、文件系统隔离、网络域隔离

等隔离机制，优化在隔离机制下的实时性能。以提升国产操作系统的安全性，增强应用

使用的稳定性。

技术状态：当前操作系统已经支持进程，具有内存隔离机制，需要在此基础上，研

究容器相关机制，实现在国产实时操作系统上的容器隔离技术突破。

二、导师进站工作职责

其中对导师进站工作职责的主要规定如下：

（1）在站研究生实行在校导师和企业导师相结合的双导师制；

（2）校内导师应积极与校外导师密切合作，根据企业解决工程技术问题及培养人才

的需求，负责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制定、学术指导、论文审定。经常保持与校外导师

的联

系与沟通，定期到企业检查、指导进站研究生的研究工作；

（3）校外导师根据企业所需解决的工程技术问题，负责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实

践环节、工作安排、现场学术指导、学位论文的初审。

（4）校内导师和校外企业导师应及时研讨解决（或提请有关单位解决）在站研究生

科研中出现的问题。

三、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方案

对进站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主要规定如下：

（1）拟进入工作站的研究生，应按培养计划完成规定学分，原则上必须在第一学年

内修完培养计划制定的全部课程，在第一学期末 7-9 月份进入工作站。

（2）在站研究生可在校内或所在企业参加培养计划中要求的学术活动，并完成相应

的学术活动学分。

（3）在站研究生必须遵守所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企业组织的有关活动。

（4）在站研究生接收企业的考核，作为参加各种奖励评选，包括在站生活补助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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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据。

（5）进站研究生必须遵守校企协议的有关规定，定期向导师汇报，按时完成学校的

相关考核。

（6）进站研究生可在校内或工作站完成开题、中期考核等工作。在站研究生的学位

论文答辩必须返回学校进行。上述各项工作的时间、要求和流程与在校生相同。 此外，

在经费管理方面本校根据国家相关财务制度，制定了《东南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实行单独建账，专款专用。

申请设站单位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高校所属院系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高校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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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江苏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实验室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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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工信部重点实验室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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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20 年协同攻关和体验推广中心项目”证明文件


	批准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