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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创领域，如何实现政务办公信息化改造和数字化升级一直是大家重点关注的方向。

近年来，随着云计算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政务办公信息化建设的转型升级铺平了道路。云计

算的核心，是利用以虚拟化为代表的技术，对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进行细粒度的优化、

配置、管理和弹性扩展，有效提高信息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并降低系统的 TCO（Total Cost of 

Ownership，总拥有成本）。这推动了政务办公信息化从传统 “ 烟囱式 ” 的建设形式，逐步向

私有云，甚至公有云环境进行迁移。

信创如何上云，飞腾联合众多生态伙伴已给出成熟的解决方案。在 2019 年，飞腾发布了《从

端到云 - 基于飞腾平台的全栈解决方案白皮书》，系统叙述了信创领域飞腾平台的云计算全栈解

决方案。在云服务的基础设施层，以飞腾主控 CPU 为代表的服务器、网络、存储、安全设备性

能逐渐提供，产品种类日渐丰富，为政务办公提供高算力和高可靠的硬件基础设施。在 IaaS 层，

飞腾几乎与所有国内的云厂商和开源云平台进行了适配，高效支持以 KVM 硬件辅助虚拟化技术

和以容器技术为基础的云管平台，实施案例不断丰富，部署规模不断增长。在 PaaS 层，云原生

的概念凸显，业务软件开始进行容器化改造，支持业务快速部署和迭代升级；此外，国产数据

库软件已从简单应用切入核心关键业务，从个别试点转向大面积推广，从单独产品实现到多样

解决方案的过渡；国产中间件通过提供强大的资源管理、网络通信和消息传递能力，在各个行

业都有广泛的应用。在 SaaS 层，包括政务软件在内的行业业务软件都在加快在飞腾平台上的迁

移和优化，甚至容器化改造。我们也看到，在终端方面，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选择采用基

于飞腾的云终端，采用应用虚拟化、桌面虚拟化等方式接入飞腾云服务，以实现高效终端部署

和运维。

《信创领域联合解决方案—云计算、数据库、中间件及业务软件分册》收入 35 个优秀联

合解决方案，包括云计算、云桌面、数据库、中间件、业务软件应用等方面。基本涵盖了政务

办公的主要解决方案。我们希望与生态伙伴合作，站在全系统集成的角度，为集成商和最终用

户梳理已被验证的、有说服力的实际案例，加速各行业信息化建设逐步向国产化和更先进的部

署模式转变，破解信创产业快速落地应用的 “ 最后一公里 ” 难题。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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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与飞腾
专有云 TCE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银行业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银行自身信息化

建设能力面临很大挑战，一方面在资金和人员有限且风险必须可控的前提下，又快又好地建设银行业务全系统

和基础设施成为各大银行发展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云计算安全、大数据隐私保护是产业快速发展

和应用的重要前提，云计算、大数据成为全新的金融模式。业内专家认为，未来互联网金融将在四个方面有所

突破。一是追求成本的显著降低；二是互联网金融带来极致的客户体验；三是云计算和大数据；四是移动互联

网方向的发展。前两者保证商业的可持续性，后两个从技术浪潮的角度看，保证技术的可行性，但追根究底，

都离不开云计算与大数据发展的影响。

腾讯专有云 TCE（Tencent Cloud Enterprise）的诞生，就是为了帮助中国第一家互联网银行 - 微众银行

2014 年年底顺利开业，并保驾护航，助力微众银行建立起一套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分布式系统。这是中国首例

完全基于分布式架构的银行。

腾讯专有云 TCE 对外服务的客户群体覆盖银行、保险、金融科技、数字政府、智慧城市、零售、金融、电信、

能源、交通、烟草等行业，拥有数亿用户。

腾讯专有云 TCE 已全面适配飞腾 FT-1500A 和 FT-2000+/64，包括且不限于：TCenter 管控平台（含计费，

监控（日志服务）等），安全产品，计算、网络和存储等 IaaS 产品，以及数据库、中间件、容器等 PaaS 产品。

腾讯专有云 TCE 已具备在飞腾平台上的商业化能力。同时，腾讯专有云 TCE 适配了银河麒麟 OS、UOS 等国

产操作系统。

方案详情
腾讯专有云 TCE（Tencent Cloud Enterprise）是为满足党政、企事业、科研等行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

而自研的云计算平台。TCE 具备丰富的云管理能力、拥有基础服务组件和工具、开放的 API 接口，支持异构安全、

异地多活分布式架构、具备灵活定制和快速交付能力，为客户提供更专业、一站式的云计算产品解决方案。

腾讯专有云 TCE 具备资源池化、全栈云服务，交付部署自动化和方便管理等能力，为客户提供私有云、

托管云、混合云、行业云等应用场景解决方案。可适配各行各业客户需求，帮助客户实现业务全面云化的同时，

又满足安全合规、高可靠和高可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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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专有云 TCE 采用开源技术构建整个基础的分布式架构，能够支持异地多活及快速扩充，提供不间断

稳定运行的基础设施，对于需要应对大规模、高并发量业务场景的企业来说尤为关键。提供 50+ 款产品及服务。

系统提供：

前端服务：用户接入与权限管理，通过 TGW/LB 将用户请求分发到不同区域的控制台。

服务转发：YunAPI 根据租户选择，将操作请求转发到对应 Zone 的服务 OSS 控制组件。

服务控制：运行在容器中生产服务的控制 OSS 组件，负责子服务操作调度，监控运维等。

平台支撑服务：TCE 管控需要的支持服务，都统一运行在基础支撑集群中，在多中心主备或多活。 

核心产品服务：接收 OSS 请求，在母机上执行最终资源分配和管理任务。

系统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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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点：

• 高度集中管控系统

• 产品服务 OSS 全集成

•  服务容器化

• 高可靠架构

• 平台模块化

• 产品服务模块化

• API 支撑开放

• 管控数据库多中心容灾

方案实施效果
腾讯专有云 TCE 是基于腾讯云成熟产品体系打造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级云平台，其历经了金融级

业务的严苛锤炼，并面向企业上云的各个场景进行精细打磨，能够为企业用户提供数字化转型所需的云化技

术、大数据、AI 等全面能力。TCE 矩阵涵盖：企业版、大数据版、AI 版和敏捷版四种类型。TCE 拥有近千项

专利、百项软件著作权、等保三级及金融四级认证、可信云 11 项认证、大数据基础功能及性能两项测评、通

过 ISO27001/9001/22301/27018/20000、CSA STAR、PCI DSS、HIPAA 等多项安全合规资质。

1. 极致的成本控制

腾讯专有云 TCE 研发了基于 MySQL 协议的金融级业务标准的数据库 TDSQL，具有数据多备份、高一致、

高可用等特性，同时还支持多种模式的扩容机制和自动化故障监控与恢复，免去用户的后顾之忧，光是数据库

这一项支出，相比传统数据库就节约了 50% 以上的成本。TDSQL 一直成熟应用于腾讯内部的交易和支付体系中，

成功支持日十亿的交易量，支撑了数亿用户多年来 0 故障运营。而 TDSQL 自动支持强同步多地容灾，多份备

份等能力，也让银行在享受金融级安全保障的同时，有效减少了维护成本。

据不完全统计，小型银行每个账户 IT 成本 100 元，大型银行每个账户的 IT 成本 20-30 元。微众银行，

利用 TCE 海量服务分布式的架构，最终将成本下降 80%，只需要小型银行的 5% 的负担用户成本，就可以服

务好银行的用户，让银行 IT 的竞争力得到极致的提升，双方未来的合作目标是，将微众银行每个账户的 IT 成

本降至 1 元。

2. 创新的人脸识别核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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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金融业务流程中，所有服务均需要线下核实用户的生物特征，这成为了传统金融业务效率的最大

卡点，同时也是制约金融企业互联网化的关键节点。生物特征远程识别已然成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所在。

TCE 使用腾讯优图独创的结合唇语的活体检测技术以及世界领先的人脸识别技术，将银行用户身份远程

的识别准确率提高到 95% 以上，且错误率低于千分之一。在年初李克强总理访问微众银行时，也重点体验了

其人脸识别快速贷款的流程。

3. 大数据及社交创造金融产品新前景

利用腾讯海量的用户社交数据及数亿级庞大 QQ、微信用户群资源，TCE 将海量数据融合处理为微众银

行的用户提供精准、及时的服务，为将来微众银行的一系列包含“吃喝玩乐”的新型产品和业务提供支持。同时，

TCE 将这一优势应用到银行信用体系及个性化产品的定制服务中，充分发挥互联网“连接一切”的优势。开发

社交活跃用户的巨大消费潜力，为微众银行带来更高收益和转化率，同时也为用户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体验。

4. 面对国内复杂网络情况多手准备，保证网络接入质量

银行作为交易中心，势必要和各类金融同业、官方机构以及第三方支付公司进行数据交互，通过使用腾

讯云 TCE 的专线服务，可以直接就近接入到腾讯云分布全国 5 大城市的就近节点中，实现一次接入，多地通信，

不仅节约了成本，也提高了专线接入的速度。通过 VPN 和专线互通构建专属 VPN 混合云架构，将私有网络与

公有云资源连通，灵活管理多样、稳定的网络连接。BGP 链路能够实现多线路互联，腾讯云的 BGP 网络覆盖

国内 17 家主流 ISP，支持 1 亿连接，600 万并发请求，实现真正高速的单 IP 访问各大运营商的用户；

由于微众银行是纯线上业务，客户网络环境的不同，造成数据传输速度和稳定性的挑战。腾讯云的 CDN

利用 500+ 骨干网节点，以及就近接入的服务，将源站内容发布到最接近用户的边缘节点，使用户可就近取得

所需内容，提高用户访问的响应速度和成功率。解决了因分布、带宽、服务器能力带来的访问延迟高问题，业

务只需简单接入即可完成访问加速，无需关注复杂多变的网络状况。

5. 跨域流量调度，业务剧增也无需担忧网络延迟

腾讯云的“跨域流量调度”功能，当面对巨大的流量压力时，为防止主网发生崩溃危机，保证流量从容支配，

可以在秒级内调度腾讯全网流量分担负载压力，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通过跨地域流量调度技术，公网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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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时延从 100ms 缩短至 20ms，保障用户业务的稳定运营，同时能够规避运营商骨干网故障，实现对用户业务

的影响极小化。

6. 多重安全保障，拒绝数据泄露及黑客攻击

腾讯云 TCE 为微众银行提供专线、VPN 接入。同时打造专属安全通道，多重防护保障数据安全，秒级抵

御网络攻击。特别值得指出，其 DDOS 高防，具有 20Gbps 清洗能力。微众银行的用户通过 TCE 得以享有高

速稳定安全的接入服务，获得极高的安全性保障。

伙伴相关产品
TCE：Tencent Cloud Enterprise。包含但不限于如下组建：管控平台（Tcenter），计费，监控（日志服务），

云镜，WAF，块存储（CBS），TGW/STGW，对象存储 COS，文件存储 CFS，VPC，Kafka，TSF，TKE 容器，

API 网关，分布式数据库 TDSQL，文档数据库 MongoDB，HTAP 数据库 Tbase，Redis，云服务器（CVM），

裸金属 BMS，GPU，堡垒机，大数据套件 TBDS。

成功案例
某银行：计划 2020 年年中交付基于飞腾 FT-2000+/64、UOS 适配的 TCE，预计总节点数超过 1000 个。

伙伴信息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腾讯云—腾讯倾力打造的云计算品牌，以卓越科技能力助力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

的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服务，以及定制化行业解决方案。

腾讯云提供面向广大企业和个人的安全、稳定的公有云平台，同时也提供面向企业和客户的专有云平台

和混合云解决方案；提供云服务器、云数据库、CDN、域名注册、对象存储、云存储、云数据库、大数据与

AI、专有云平台 TCE 等云计算服务，以及提供游戏、视频、移动应用、金融、行业专有云等解决方案。

公司名称：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官网：https://cloud.tencent.com/ 

公司电话：0755 – 8601 3388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49 号 3 层西部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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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与飞腾
数字政府行业信创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数字政府”是政府行业适应信息时代和服务需求的自我改革和创新。向下联结城市无处不在的智能终端，

中间利用横向融合云、人工智能、大数据、视频、融合通信，时空地理信息、物联网等新 ICT 技术的数字平台，

向上提供服务能力支撑智慧应用。智慧应用覆盖交通、教育、卫检、人社、监管等方向，不同应用对底层信息

基础架构的稳定性、高效性、安全性、经济性、扩展性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单一架构的通用计算已经不能满足

数字政府对不同方向的细分应用。如何利用好已有信息化基础设施，将单一架构的计算环境拓展到多元化的计

算环境，满足不同应用对信息基础架构的不同需求，成为数字政府未来的发展方向。

为了解决“数字政府”当下的需求，我们提出了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云平台的解决方案。将建成资源调配

更弹性灵活，数据利用更集中智能，服务集成更统一高效，应用部署上线更快速便捷的信创云平台，在充分利

用已有信息化基础的情况下，实现了业务系统与底层硬件的解耦，在多元计算环境下提供统一的数据、服务、

应用等 IT 资源的管理服务。

方案详情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云平台方案核心是建设多元云计算资源池，使用飞腾平台的服务器和原有服务器共同

纳入计算资源池，并增加与飞腾平台相适配的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应用等软件。目前信创云平台可以

实现业务系统与底层硬件的解耦，可对虚拟机进行快照，备份，热迁移等操作，可实现在业务系统编译，移植

过程中充分保障系统的可用性和可操作性。

信创云计算资源池仍采用原网络结构，划分为管理网，业务网，存储网。服务器采用浪潮英信服务器

NF2180M3，采用飞腾 2000+/64 处理器，操作系统为银河操作系统。云平台采用主流云技术 OpenStack，同

样采用虚拟机模式承载业务。业务移植过程可概括为三步：第一步，筛选出适合在飞腾云平台的应用。第二步，

搭建新建飞腾云平台，对现有业务系统进行基于飞腾 CPU 的编译；第三步，编译完成后，进行对应的网络，

存储的整体移植。本方案主要建设多元计算资源池，为下一步建设多元存储，网络，安全等资源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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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第二个关键点是信创云管平台的建设。浪潮云管平台 ICM 由云资源管理、云服务管理、业务管理、

计费管理、运维运营、系统管理等功能模块组成，各功能组件采用松耦合、模块化设计，可自由组合，按需部署，

降低 IT 采购成本。云资源管理可以提供云基础设施管理。对云控制中心、组织项目映射、虚拟机、网络与路由、

卷、镜像、虚拟机类型的管理。云服务管理可以对云主机、云物理机、VPC、卷、路由器、防火墙、负载均衡器、

对象存储、文件存储、虚拟化（含虚拟化化数据库、中间件等服务）等云服务进行管理。

整体系统支持纳管多种异构处理器架构的云平台，支持部署在异构处理器架构的服务器，实现多元计算

环境的统一纳管；系统同样具备统一管理两个以上数据中心资源的能力，可同时为用户分配多个不同的云平台

资源池。

方案实施效果
使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云平台，有三点优势。第一，可以提高政务信息化系统安全水平，政务数据大多

是实际国家、公民、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数据，对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有着更高的要求。第二，可以降

低信息化建设成本，传统电子政务系统需要各个政府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多个独立运行的政务系统，导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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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资源利用率较低、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建设信创云平台可以通过虚拟资源池中获取计算资源，提高资源利用

率，降低运维成本。第三，可以提升政府服务智能化水平，之前政务各部门积累了大量数据，但是存在信息孤

岛效应，通过搭建信创云平台，可以有效推动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业务协同和信息资源共享。

伙伴相关产品
浪潮英信服务器 NF2180M3

浪潮英信服务器 NF2180M3 是基于 FT-2000+/64 处理器的 2U 机架式服务器，面向国家重点行业系统提

供支撑。搭载麒麟操作系统、统一操作系统，实现处理器、BIOS、操作系统、基础软件的全面自处研发，具有

优秀的软硬件生态环境。NF2180M3 使用全自研主板，

集成万兆网口，降低网络延迟，保障传输高效；支持

24+2 块高速存储硬盘，充分满足国家重点行业核心信息

系统需求，提供性能卓越，配置丰富，安全稳定的计算

环境。

浪潮英政计算机 CE3000F

浪潮英政计算机 CE3000F 是基于 FT-2000/4 处理器，面向党政电子办公领域的高效节能的计算机，实现

处理器、BIOS、操作系统、基础软件的全面
自主研发，具有优秀的软硬件生态环境；使

用新一代的 FT-2000 系列芯片，保证高性能

的同时，降低功耗，非常适合于桌面办公应用。

浪潮英政计算机 CE3000F 是性能卓越，功耗

更低，更加稳定的新一代桌面计算机。

虚拟化云平台

基于开源 OpenStack，实现对底层计算、存储、网络、安全等资源的统一调度管理以及资源的智能管理、

服务的自动化交付和业务的动态变更，通过对大规模硬件资源的有效监控、灵活的调度策略，实现资源的动态

流转与伸缩。可兼容多种架构 CPU。

云管理平台

针对企业级云数据中心运维运营管理，混合纳管多种架构虚拟化及容器云平台，融合计算、存储、网络

三大物理资源，实现业务的动态变更，资源的智能管理和服务的自动化交付。

伙伴信息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是中国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商，拥有浪潮信息、浪潮软件、浪潮国际三家上市公司，业务涵

盖云数据中心、云服务大数据、智慧城市、智慧企业四大产业群组，为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 IT 产品



浪潮与飞腾数字政府行业信创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9

和服务，全方位满足政府与企业信息化需求。2018 年，浪潮明确提出以数据为核心，基于全球领先的云数据

中心平台和云服务平台，打造平台生态型企业，携手合作伙伴构建数据社会化大生态，加快向云服务、大数据、

智慧城市“新三大运营商”转型，致力于成为“云＋数＋ AI”新型互联网企业。

浪潮服务器销量全球前三、中国第一，浪潮集团管理软件连续 16 年市场占有率第一，浪潮政务云服务连

续 5 年市场占有率第一。浪潮是全国八家国家安全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重点企业之一，自主研发的中国第一款

关键应用主机浪潮 K1 使中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第三个掌握高端服务器核心技术的国家，荣获 2014 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公司名称：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inspur.com

联系方式：400-860-6708 或 800-860-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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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曙光与飞腾
OA办公云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曙光公司是国内高性能计算领域的领及特殊领域企业，亚洲第一大高性能计算机厂商。长期以来，曙光

公司始终专注于服务器、存储等领域的研发、生产与应用，依托超级计算机的扎实功底，立足自主研发，通过

不断技术创新，构建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系列服务器，在政府、互联网、金融、电信、石油、科研、

电力等多个行业有着大量成功应用。

基于飞腾服务器的曙光国产 OA 办公云解决方案，针对国家核心部门的建设需求进行了全方位优化和针

对性设计。提供从核心芯片到基础软硬件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该项目在客户现有网络和应用系统基础之上，通

过自主研发的基于飞腾芯片的 F320-G30 服务器、F300-G30 终端、Cloudview 云计算操作系统等产品构建。

针对核心部门 OA 信息化的建设策略，本着切合实际、保护投资、着眼未来的原则，为客户打造安全且可靠的

OA 办公云信息化平台。

方案详情
曙光国产 OA 办公云系统，是以“飞腾芯片”为基础，结合曙光国产平台打造的一体化云 OA 支撑系统，

是集通信、办公、管理为一体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系统能够集成包括办公自动化、电子邮件、信息管理、网

络传真、短信中心等诸多功能模块为核心单位打造安全且可靠的 OA 信息化系统平台。该平台为了满足多个不

同的业务系统，重点围绕“芯”、“云”、“管”三个方面进行了安全性提升。同时具备可靠性、可扩展性，

易开发、移植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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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底层资源由国产飞腾 CPU 及相应的曙光服务器构成不同的虚拟化资源池，通过曙光的统一管理平台进

行资源整合调度，向用户提供最终的 IaaS 及 PaaS 服务，包括：多种规格的虚拟主机服务、FT 云主机、多种

性能的数据存储服务、可扩展至 PB 级容量存储，双活存储等、网络服务（外网接入服务、互联网接入服务、

专线接入服务）、负载均衡服务、备份服务、支持软件服务（UOS 操作系统、麒麟操作系统、国产中间件数

据库等）、安全防护服务（访问控制、流量控制、主机防病毒、网络防病毒、入侵防御、入侵检测、web 应用

防护、网页防篡改等）、自服务云管平台（通过 web 方式为终端用户提供统一的自助服务操作界面，具备云

主机资源的用户资源控制台功能，支持用户通过门户进行资源申请、状态监控以及配置管理，支持虚拟数据中

心的创建和管理，具备服务计量和计费能力），并负责上述服务的 7×24 小时运维管理。

本方案可应用于核心单位升级 OA 办公云系统，可对现有平台的业务资源充分整合，实行集中建设、协

同运行、分布式管理，实现统一资源的充分利用，为用户提供安全且可靠的办公系统解决方案。

方案实施效果
曙光 OA 办公云解决方案，有如下几个特色：

• 通过采用国产“飞腾芯”+ 曙光“服务器”+ 曙光“安全云”，使全面采用自主创新技术构建安全的

OA 系统的设想成为可能。

• 数据中心、办公区综合一体解决方案，解决客户对云、灾备、安全等架构部署难题

• 一站式服务，曙光“管”全面解决用户对网站、资源调度、数据库等资源管理问题，降低用户的运维成本。

• 强大的生态及开放性，与第三方资源对接无障碍。

伙伴相关产品
本方案涉及到相关产品如下：

• 云计算操作系统

• 曙光 Cloudview 云计算操作系统

• 基础平台

• 曙光飞腾服务器、飞腾终端、飞腾磁盘阵列，以及配套的固件、操作系统、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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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信息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科曙光”) 是在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推动下组建的高新技术企业。

2014 年 , 中科曙光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股票代码 :603019)。

中科曙光提供从高性能计算机、通用服务器、存储、安全到数据中心等 ICT 基础设施产品 , 并大力发展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先进计算业务 , 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信息系统服务解决方案。

凭借多年在高端计算领域的技术积累 , 曙光公司正在逐步从“硬件与解决方案提供商”向“数据综合服务商”

迈进 , 并提出“数据中国”品牌战略 , 通过布局城市云计算中心和大数据业务 , 以实现覆盖中国的百城百行云

数据网络 , 让全社会共享数据价值。

中科曙光产品及服务覆盖 OS 层、基础设施层、解决方案层、软件应用层、服务层 5 个层级。其中 OS 层

包括云操作系统的研发生产；基础设施层面涵盖高性能计算机、服务器、存储、安全、数据中心等计算产品；

解决方案层面覆盖针对不同行业的高性能计算、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方案；软件应用层涵盖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软件；服务层涉及城市云、先进计算云服务。

自成立以来，曙光公司以全面、专业、增值的服务为广大中国用户提供良好的应用体验，曙光的服务器、

存储、安全、数据中心等计算产品、解决方案及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先进计算服务已被广泛应用于政

府、能源、互联网、教育、气象、医疗及公共事业等社会各个领域。

公司名称：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s://www.sugon.com

公司电话：010-56308000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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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系统与飞腾
疫情管控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中国新冠疫情后期复工复产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政府部门急需一套高效的信息化平台，帮其快速了解复

工复产风险，以便为复工复产提供决策参考。

方案详情
从需求沟通、搭建平台、数据分析到平台上线，本方案可实现 2 天时间内，基于国产飞腾 CPU 和麒麟操

作系统为主体构成的 PK2.0 体系，结合中国系统城市数据中台，开发及上线疫情管控平台，及时分析出企业复

工复产风险。

该疫情管控平台同时支持 10 万数量级企业、1000 万数量级员工的活动轨迹分析 1，实时、可视化分析复

工复产存在风险的重点区域，从而为复工复产安排提供决策参考。

疫情防控平台基于中国系统城市数据中台研发，主要包括敏捷数据中台运行套件、疫情防控系统、疫情

大数据分析研判系统以及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应用端四部分组成。

• 敏捷数据中台运行套件是系统运行基础环境，疫情防控平台实现快速开发、快速响应部署的核心是

敏捷数据中台提供的快速开发能力，运行套件是系统运行中的软件环境。

• 疫情防控系统包括疫情分布分析、复工企业分析以及疫情智能报告，实现了疫情数据的汇聚、统计

和决策分析，并能按照配置自动化输出日报、快报。

• 疫情大数据分析研判系统可以基于交通出行、手机信令、公安卡口等数据，实现确诊者行为分析、

确诊者关系网络分析以及疫情画像，实现疫情的深度研判。

• 应用层主要包括政府应用端、企业应用端、个人应用端三部分组成，实现疫情防控政府、企业、个

人三方协作，闭环管理。

* 注释 1：疫情管控平台基于微服务架构，可根据数据量和访问量快速弹性扩容，满足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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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架构如下所示：

本方案优势如下：

• 政府、企业、个人全程闭环监督管理：解决方案覆盖复工全流程，实现了企业、个人复工申请、政

府复工审查、现场检查全流程在线，为疫情复工提供闭环监督管理和决策支持工具，提升复工审批、

监督效率；

• 自由的扩展：提供数据采集引擎、数据转换引擎、数据检查引擎、指标计算引擎、指标检查引擎、

用户桌面框架等，使数据生成的每个关键环节均可以自定义扩展，提升系统的可扩展性，满足用户

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

• 敏捷的系统上线能力：采用设计即开发理念，通过对内置组件的拖拉式操作来设计页面布局、配置

页面功能、调整分辨率，轻松完成业务应用的搭建，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建设需求，缩短开发周期。

系统运行环境需求如下：

服务器环境 2： CPU 采用 FT-2000+/64 服务器；虚拟机 8 核，内存 32GB 内存，存储空间 500GB。操作系统：

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 v4。

方案实施效果
以苏州市平江新城为例，截至 2020 年 2 月 18 日，该平台已帮助其排查出可复工的企业 500 余家，涉及

7000 余名员工。

* 注释 2：该项为单台服务器配置参数。疫情管控平台基于微服务架构，可根据数据量和访问量快速弹性扩容，满足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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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企业分析功能

风险分析功能

疫情数据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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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相关产品
中国系统城市数据中台

中国系统城市数据中台可以提供数据的汇聚和处理，敏捷灵活地进行数据利用，实现数据采集、数据存

储与计算、数据资产化、资产服务化、服务可视化的全流程管理和使用。中国系统城市数据中台高度适用“平

战结合”模式，平时可以敏捷赋能交通出行分析、产业经济分析、社会治理分析等数字化应用，战时可以快速

应对类似疫情事件的紧急需求。

成功案例
苏州疫情管控平台

伙伴信息

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始建千 1957 年， 是我国最早从事计算机研究的大型骨干专业研究所之一， 

是以计算机软硬件研制及产品开发应用为主，集研究、 设计、 试验、 生产和服务于一体的计算机与控制技术

核心研究所， 拥有国家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软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科技工业软件测试与评价实验室、中国航

天软件评测中心、 国家科技评测中心（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分中心、 航天科工集团网络安全与某技术研发中心。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立足千信息产业技术，主要板块涵盖计算机与 存储、惯性测量与导航、信

息安全、物联网、软件工程与评测等多个领域，为党、 政、特殊领域及国民经济关键行业信息化建设提供完成

的解决方案。 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领域， 完成了多项“核、 高、基”重大专项课题；作为技术总体， 牵头完 

成系列计笋机设备研制和标准制定工作；拥有国内规模最大、覆盖全系列国产关

优势行业：现代数字城市运营、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

在现代数字城市业务领域，面向政府单位，以城市管理与运营为基础，以大数据治理和运营为聚焦点，

以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提供现代数字城市业务顶层设计、系统建设、运营等服务，推出智慧政务、

应急指挥、综合治理、社区治理、智慧交通、智慧园区、智慧供热等综合技术解决方案与服务，推动数字政府

建设。面向企业客户，依托中国电子深厚的制造业背景和技术优势，聚焦智能化改造与信息化服务，涵盖工业

集成、工业软件、工业服务、工业特殊领域等多场景，为工业企业提供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整体解决方案，

驱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模式创新，助力区域产业经济发展。

中国系统已先后服务于石家庄 / 银川“互联网 + 政务”、任丘“智能交通”、北京政务新区 ( 通州 )“智

慧城市总体设计”、山东招远“智慧金都”、北京 / 武汉“智慧交通 TOCC”、邯郸“科技园”等多个现代数

字城市项目，数字技术与行业应用的深入融合，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树立应用典范，激发城市活力。

在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领域，中国系统围绕高科技产业提供工程设计、建设、设备运行维护、材料制造

等服务，是国内最早从事洁净工程、智能建筑工程的企业，国内液晶面板工厂洁净室工程最主要建设者，服务

过 70% 以上中国 100 强医药企业，获得洁净工程第一块“鲁班奖”，2019 年高科技产业工程服务业务收入达

200 亿元，细分领域规模排名国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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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 数字底座：现代数字城市底座、敏捷数据中台、网信政务云平台

• 信创：PKC 分布式应用支撑平台、综合办公应用解决方案

• 政府：城市运营中心 IOC、智慧安全园区（化工园区）、综合应急管理、社会治理一体化平台

• 交通：综合交通应用平台（TOCC）

• 企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公司名称：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cestc.cn

公司电话：010-68687516

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小屯路 8 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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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高软件与飞腾
国产数据库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政府部门的信息化建设对安全、可控、稳定等要求最为迫切。其中数据作为基石更突出其至关重要的地位，

而数据库作为直接控制数据的系统，其在国产、自主创新下建设中对性能、安全、可控、稳定等方面的表现将

显得尤为重要。

本方案利用国产软、硬件构建政府部门核心系统基础运行平台，在满足功能和性能的同时，完成自主创

新的国产平台升级。

方案详情
某部委项目中，其核心办公系统协主要功能包括公文处理、会议管理、行政管理、综合事务等等，承担

所有日常办公、审批等流程，是核心业务系统。该系统之前采用两台小型机及一台存储，搭建 Oracle 11G RAC

集群，运行用户数 1000+，并发用户数 300+，其中读写比为 8：2。在本项目中，采用全国产软、硬件平台，

搭建的环境及软硬件配置如下：

软硬件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配置

服务器
联想 ThinkServer RS512F-B

CPU：FT-1500A（1.5GHz/16C）芯片
内存：64GB

操作系统 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 svs1.5

数据库管理系统 瀚高数据库安全版 V4

数据库集群软件 瀚高数据库集群管理软件 V4

由于该办公系统涉及的数据库应用场景中，并发用户绝大多数是查询操作，因此数据库需要部署多节点

集群实现业务系统读写分离，提高整体性能。整体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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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飞腾 CPU 的硬件架构，部署瀚高数据库安全版 1 主 4 备集群，利用瀚高数据库集群管理软件，一方

面通过读写自动分发机制，实现负载均衡；另一方面通过节点间自动切换，实现高可用。

本方案实施效果：

瀚高软件自主研发的瀚高数据库安全版与飞腾高性能 CPU 通过共同适配测试，从标准符合性、功能、性

能、稳定性各方面均达到高可用性要求。

瀚高数据库集群架构提供了高可用和读写分离的能力，能够支撑运行用户数超过 1000+，并发用户数超

过 300+，相较之前性能有明显提升。

伙伴相关产品
• 瀚高数据库安全版 V4

• 瀚高数据库集群管理软件 V4

成功案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联络办公室

• 国家医疗保障局

• 某省委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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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信息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简称：瀚高软件），是中国基础软件先行者，设有济南运营中心、

青岛研发中心、成都研发中心、北京营销中心等，已完成全国市场支撑体系建设。业务方向涉及云计算、大数据、

信息安全等领域，业务领域涵盖国产基础软件研发、数据工具软件研发、系统集成及增值服务等多种 IT 业务。

2018 年以来，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国际化运作，已跻身国内数据库厂商第一梯队。瀚高软件，始终以“振

兴民族基础软件”为使命，矢志于用开源软件的商业版本改变中国基础软件的产业格局，全面打造成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瀚高软件始终以自主研发为中心不断完善产品体系，产品涵盖在线交易、数据分析、数据传输、容灾备

份等场景。瀚高数据库管理系统始终专注于企业级市场，是安全、稳定、高效的企业级 OLTP 数据库，在承担

海量数据、高并发的复杂业务应用方面表现出色，能够满足企业级应用对数据管理的需求。目前已形成以瀚高

数据库企业版、安全版、集群版为主的三大产品线，辅之以各类数据管理工具，打造了完整的产品矩阵，可切

实解决各行业各领域的核心需求，目前产品已在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地理信息等多个业务领域的核心系统得

到广泛应用，赢得用户及专家的好评。

公司名称：瀚高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highgo.com/

公司电话：0531-88235856

公司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2117 号铭盛大厦 20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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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近年来随着政务信息化的发展和政府日常办公所用终端陆续将到达报废年限，面临着分批次升级替换的

问题，在信创生态的日益成熟背景下，更多的用户选择飞腾平台的信创终端，用作未来政府人员日常办公的终

端设备。但是单纯的信创终端缺乏成熟的运维管理工具，难以做到系统 / 应用的批量部署、系统 / 终端的集中

管理、远程运维、用户行为安全管控、资源灵活扩展等，联想长风依托飞腾平台服务器和终端硬件，推出了

LVC 智能云桌面解决方案。

LVC 智能云桌面是联想长风自主开发的云桌面解决方案，它采用本地虚拟化技术和专有的网络协议，将

操作系统和各种应用软件集中部署在信创集群服务器中，客户端软件运行在信创终端设备上，无需安装任何其

他管理工具，就可以高效、安全、便捷地访问各种应用软件，实现了网络数据集中存储、操作系统统一分发、

远程控制、集中管理、本地运行等功能的综合性网络操作系统软件。拥有自主创新和按需定制的突出优势。

方案详情
联想长风 LVC 智能云桌面方案由云桌面服务、云存储服务、桌面传输协议、云终端四部分组成。LVC 智

能云桌面是一个松散耦合的系统。云桌面服务组件，云存储服务组件，云桌面客户端组件等都拥有各自的独特

价值。能够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进行自由组合，也支持独立部署。

云桌面服务端是联想长风 LVC 智能云桌面系统的核心组件。它依托飞腾架构的服务器，基于本地虚拟机

架构，弥补了传统 PC 维护成本高、缺乏管控手段、故障恢复慢等方面的不足。同时，能够充分发挥终端硬件

的运算能力，支持高清视频播放、3D 应用等计算密集型应用。

云桌面传输协议基于 iSCSI 技术，用于在桌面服务器 / 存储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交换数据。相较于业界

现有的类似技术，联想长风 LVC 智能云桌面传输协议具备突出优势：优化的 P2P 技术、数据传输速度快、高

数据完整性、高数据安全和高容错性。

云终端是联想长风专为 LVC 智能云桌面解决方案设计的硬件客户端。采用飞腾平台处理器，拥有丰富的

外设接口，能够满足多个行业各个不同岗位之需要。

云存储服务，允许将个人数据集中存储在数据中心的云服务器（或存储阵列）中，终端用户按需分配，

灵活扩容，提高存储资源使用率，节省成本。

其技术架构如下图所示：

联想长风与飞腾
LVC智能云桌面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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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组合：

方案实施效果
业务连续可靠：客户端在断电，断网，服务器宕机等异常情况下，用户数据不会丢失和破坏。管控系统

中存储的数据采用多级备份机制，可以将全数据以及增量数据按照计划任务进行备份，保证任何情况下用户数

据不会丢失。

信创软硬件兼容：支持飞腾及其他信创终端硬件平台，支持麒麟和 UOS 等桌面操作系统，能够满足多种

场景 / 多种行业的业务需求。

终端不留密：实现了独创的黄金镜像远程链接技术，终端只有虚拟化软件及标准的桌面黄金镜像，镜像

本身基于客户提供的加密算法进行加密。用户使用桌面的过程中磁盘写入都会直接写到挂载的远程差分盘上，

本地镜像始终只读，从而确保本地不会有数据产生。

硬件穿透：基于本地虚拟机架构，配合硬件设备穿透等技术，能够实现和普通 PC 完全相同的用户体验。

轻松应对 4K 高清视频播放、大型 3D 应用等场景，同时兼容各种外设。

桌面可定义：联想长风 LVC 智能云桌面以软件定义桌面，即 CPU、内存、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硬盘等

桌面要素均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自由定制，做到按需交付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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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价值
提升桌面使用的安全性：用户数据与硬件、操作系统隔离，摆脱硬件和操作系统束缚；用户数据全部存

放在数据中心，核心信息得到统一管理；用户数据集中管理，更方便系统安全策略、数据安全策略和备份策略

的实施。 

提升网络隔离的安全等级：部署物理隔离的两套独立的桌面云系统，通过物理交换网关进行物理网口的

切换，保证了两张工作网络系统级的隔离。同时终端上通过构筑在裸金属架构之上的虚拟化层，保证了用户两

套桌面系统的物理隔离。 

增强桌面使用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依托桌面虚拟化以及高效的镜像分发与迁移技术，集中管理托管的虚

拟桌面，依托动态数据中心平台。管理系统实现对终端、虚拟桌面的管理自动化，使桌面与应用部署更灵活、

快速、有弹性，桌面部署时间从天 / 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

带动信息化建设：通过将桌面集中管理在数据中心，可极大的提升资源利用率，可以加快新桌面的建立，

在管理端允许新主机的加入即可为新的终端自动安装虚拟桌面。虚拟桌面需要的补丁，可以快速安装，而不用

去访问各个工作区域。维护桌面的费用大大降低。

应用场景

伙伴相关产品
• 联想长风 LVC 智能云桌面

• 飞腾平台云服务器 联想 ThinkSystem SR358F V2/ SR359F V2

• 飞腾平台云终端 联想开天 S720Z

成功案例
某政府客户政务内网桌面办公升级时，要求采购信创软硬件 PC，且能对终端实现统一、集中的管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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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可能的保护其办公网络和系统资源的安全性，获得良好的管理。同时，要保持终端用户自由、灵活的使用

习惯，保证良好的用户体验。在达到良好的管理和安全前提下，实现深入的成本控制。

针对上述客户需求，本次方案设计采用联想长风 LVC 智能云桌面解决方案，采用联想长风自研的飞腾服

务器和飞腾台式终端，满足政府客户日常桌面办公的需求。

该方案中通过 3 台飞腾服务器组成 1 个云桌面管理集群，统一为客户政务内网 600 个飞腾办公终端提供

云桌面服务和数据存储服务，可以集中管理所有操作系统镜像和用户终端，结合定制多种安全策略，实现安全

管控。另外，可通过灵活的快照和桌面恢复策略，支持终端离线模式，即使云桌面管理集群中的三台服务器全

部宕机也不影响云桌面正常使用，架构不完全依赖于管理集群，以确保客户的业务连续性。因采用本地虚拟化

技术，具有良好的外设兼容性，支持计算密集型应用，可以充分发挥飞腾办公终端的物理性能。

伙伴信息
联想长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联想长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国防信息化设备和信创计算机产品的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

的全内资公司。公司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设有研发中心，销售网络遍布全国，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本地化优

质服务。

公司现主要服务于党、政、特种等领域。公司拥有强大的科研、测试、供应链、生产以及服务平台，构

建了从研发、制造、销售，以及服务的全价值链体系，致力于打造性能强大、质量可靠、服务卓越的信创计算

机产品和方案。

联想长风售前咨询热线：400-810-6460

联想长风售后服务热线：400-100-3009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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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捷思达与飞腾
云计算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当前政务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重复建设、效率低的基础设施、居高不下的维护管理成本、较大的信

息系统迁移上云难度、难以保障的信息安全和未形成明显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政务云生态。

其中，政务云产品多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从产品技术水平到服务范围尚未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特别

是在涉及政务云平台核心技术的专用芯片、操作系统等基础安全领域，产业链整合能力稍逊。

EasyStack 基于飞腾平台的政务云解决方案向政府行业客户提供了稳定的核心基础支撑、实现了区域内

多级数据中心资源调配与统一管理，从而提升了基础设施利用率，减少运维人员和运维费用，杜绝了重复建设

和投资浪费现象，并加快了业务系统上线、提升智慧服务能力。

方案详情
针对政府行业客户的痛点和需求，易捷行云将飞腾生态云计算产品的先进架构、软件生态和运维经验同

步引入到中国基础软硬件的 PK 体系中，向政府行业客户提供 IT 系统业务灵活、随需扩展、成本可控、简化运

维、安全的解决方案。

通过私有云建设，具备基础设施服务化能力，对内外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基础设施云服务及平台类服务，

极大降低政府行业客户对于信息化基础设施专业技术的要求，有利于政府行业客户技术型信息化人员向业务型

信息化人员转变，提高政府部门信息化与业务的结合程度。

云化集中的建设模式，加快了分散采购到集中采购的转变，统一、规范的集中采购有利于降低政府行业

客户采购成本；私有云全面的资源管理、高效的资源管控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可有效降低资源使用成本；

采用服务化的基础设施提供方式，在提升了运维质量的同时降低了各级政府部门信息化专业技术人力资源投放

要求，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通过高效、优质的基础设施服务，更好的支撑应用系统的运行，提高应用系统的

服务质量和水平，有利于促进信息化发展。

其技术架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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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本方案将实现“三个目标”，即：

1. 一体化的国产硬件设备

立足“节约成本、易于维护、服务政府”，建立低成本、高效益、高可靠性和绿色 IT 基础架构、本方案

满足全一体化国产硬件设备，包括国产服务器、国产网络、国产存储。

2. 体系化的国产基础软件

基于安全考虑，国产基础软件需要体系化部署和使用，依托于云计算技术作为资源整合平台，往下可以

将硬件设备统一适配和调度，往上可以将硬件能力转化成虚拟的计算能力、存储能力、网络能力，在计算、存

储、网络能力之上，构建数据库，大数据，安全等平台软件。建设成一体化的国产技术软件平台。

3. 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全方位立体防护 

从基础设施安全、数据安全、主机安全、虚拟化安全、网络安全、应用安全等各方面提供合规的全方位防护。

伙伴相关产品
可进化的新一代云平台 EasyStack ECS，以其基于 Kubernetes 的新一代技术架构，一体化的设计理念，

帮助用户从最基础单元的 3 节点云就绪超融合开始到超大规模云平台，通过业务无感知、数据不迁移、服务不

中断的平滑无感可进化方式，构建以数据为中心、面向多云的私有云平台，并可通过领先的云兼容生态，构建

支持各种应用的云方案，服务党政，金融等关键领域的数字化转型。

成功案例
某政府行业电子政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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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信息

北京易捷思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asyStack 易捷行云（北京易捷思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是中国开源云计算的领导者，

致力于通过 Linux、OpenStack、Ceph、Kubernetes、Docker 等一系列开源技术，为企业客户提供创新、稳

定、高效的新一代私有云产品。我们 5 年完成 5 轮融资，2018 年 8 月获得 C++ 轮融资，曾经创下中国开源领

域最大单笔融资纪录。2018 年，计世资讯《2017-2018 年中国私有云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位列“私

有云市场品牌竞争力分析”领导者象限。2018 年，OpenStack 基金会《2018 年 OpenStack 用户调查报告》，

位列全球“OpenStack 软件供应商”第二名。目前已为 500+ 大中型企业用户提供私有云平台，遍及政府、金融、

电信、制造、能源、教育、交通、医疗等各大行业。2019 年 11 月获得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数亿元人民币投资。

公司名称：北京易捷思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easystack.cn

公司电话：(010)-59403150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 号楼云计算中心 10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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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云与飞腾
电子办公私有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目前不到 50% 的省份进行了电子公文信创改造，主要基于公文改造整体协同办公环境，并且进行业务信

息和电子文件交换系统的建设。在改造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

现有应用系统的全面转型升级，需将现有的应用系统迁移到信创环境中，需对终端、服务器等进行全面

信创适配调优，并需对现有的公文系统、督查督办管理系统、文件库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整体技术复杂度较高，

实现难度较大。

• 域的划分和安全控制的加深，导致应用使用愈发不便，当前无集成化便捷办公工具。公文安全的有

效管控，高密低流、溯源、权限等；

• 公文流、版、签的统一和互信问题有待解决；

• 硬件的性能跟不上，需要软件优化 ;

• 大量终端替换，替换中出现品牌不一、型号多样的外设，对运维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会出现外设无

法正常识别、识别慢等问题，并对运维也带来一定的挑战。 

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领先云计算厂商，积极布局信创产业，具有雄厚的技术基础与领

域基础。首先，金山云已经构建了完备的云计算基础架构和运营体系，并通过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区块链、边缘计算、AIoT、AR/VR 等优势技术的有机结合，提供适用于政务、金融、医疗、工业、传媒、视频、

游戏、教育、互联网、地产 - 园区、内容安全、内容理解等行业的解决方案。其次，金山云和飞腾经过深度定

制和多维度适配，能够实现全功能的完美兼容。通过在飞腾服务器和银河麒麟操作系统上部署金山云平台，实

现底层操作系统与上层云平台的全面自主创新，并通过和信创办公软件领及特殊领域企业金山 WPS 联合，打

造硬件、操作系统、云平台、办公软件四位一体的信创电子办公私有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 云技术与 WPS 及桌面云深度集成统一，兼容主流外设驱动； OA 软件灵活对接，并提供丰富的 API

接口满足定制化需求。

• 信创办公私有云平台采用云模式能够提高利用率、稳定性、安全性，实现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

具有更弹性的横向扩展能力。

• 信创云模式架构清晰简化，相比信创传统服务器 + 集中式存储的架构，整个架构更清晰简单，能极

大简化复杂 IT 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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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创云模式性能强大，随着节点的增加，性能和容量能够线性增长。针对用户数量的大小提供中大

型和小型项目部署，方案最小可单台部署，灵活扩展。

• 信创云模式成本较低，降低了前期采购、部署 + 后期运维的时间与成本。

方案详情
金山云联手信创领域的核心芯片厂商飞腾，基于 FT-1500A/16 核及 FT-2000+/64 核芯片产品，共同打造

的电子办公私有云解决方案，是一个端到端自主创新的实践，旨在为政务客户提供安全、便捷、合规、高性能

的一体化办公解决方案。

总体架构图如下：

• 环境适配：能够适配飞腾系信创主流基础软硬件，覆盖芯片、整机、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浏览器、

流版软件、身份认证、电子签章等各个核心模块，并具备各种组合信创环境调优能力；

• 一体化交付：生态连接，无缝协作，统一实现信创云办公及流、版、签等功能；

• 业务集成：所有的业务通过统一的客户端入口实现办理，并且增加便利的知识、搜索、通信和移动

化等功能；

• 信息集成：以公文的处理和交换为核心的信息集成，包括流、版、签的打包和信息的交换和端到端安全、

追溯和权限管理，辅助消息、通知等其它信息；

• 技术集成：云技术与 WPS 及桌面云深度集成统一，兼容主流外设驱动；整体规划设计采用统一的信

息集成屏蔽了安全划域后的复杂后台通信集成，基于信创云技术扩充丰富了客户端功能，使用户使

用更方便，并集合优化系统性能，提供了更好的扩展性和集中管控能力，OA 软件灵活对接，并提供

丰富的 API 接口满足定制化需求；

• 标准规范：提供符合涉密信息分级保护或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安全方案。符合《电子文件存储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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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OFD）》及《党政机关电子公文》标准。

• 性能保障：采用云平台底座，弹性调度，性能保障。针对用户数量的大小提供中大型和小型项目部署，

方案最小可单台部署，灵活扩展。

方案实施效果
1. 信创的成本居高不下，通过云计算屏蔽底层硬件差异，避免被单一架构绑定，虚拟资源池化提高资

源利用率，降低使用成本，通过自服务降低运营成本。

2. 国产飞腾芯片性能越来越好，飞腾生态逐渐成型，金山私有云、容器云等产品与飞腾芯片及银河麒

麟操作系统全面适配。

3. 金山私有云平台的分层解耦能力，可以为政务客户提供分布式存储、私有云、超融合、容器云平台 

、云桌面、多云应用管理、数据中台、数据库产品整套端到端产品；同时也可以分层解耦，适应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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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办局的信息化建设进程和思路。 对于传统架构， 如物理机、异构虚拟化、传统集中式存储设备的

对接，硬件 SDN 方案的兼容，都完全支持，帮助政务客户循序渐进逐步上云。

4. 从公文延展到办公场景，但核心不变都是文档，金山云基于文档提供的一体化云办公方案， 融合了

WPS 产品的核心优势功能，提供广泛全面的的接口支持，适配目前业界主流的 OA 厂商。同时基于

WPS 的云文档功能，提供了更加可靠、便捷的公文存储、加密、管控、协同功能。

5. 办公场景中丰富的外设种类，数量众多的终端给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金山云提供数据不落地的

安全云桌面方案，解决终端集中管控的难题的同时，也解决外设适配难题，降低资源功耗及使用成本。

资源按需所取，管理灵活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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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金山云电子办公私有云平台解决方案实现计算、网络、存储等资源一体化交付的同时，集成自主创新的

中间件、数据库等支撑组件，并提供经过适配验证的办公场景中常见的如 OA、公文处理、流式软件、版式软件、

即时通讯工具等组件。软硬一体化的交付，在确保底层基础设施的全面自主创新的同时，真正的做到开机即用，

最大程度的降低了系统集成的难度。

伙伴相关产品
金山云私有云应用软件

金山云容器云应用软件

金山云云桌面应用软件

伙伴信息

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金山云，创立于 2012 年，中国最大的独立云服务商。业务范围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 8 年来，

金山云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供安全、可靠、稳定、高品质的云计算服务。

当前，金山云已经构建了完备的云计算基础架构和运营体系，并通过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

边缘计算、AIoT、AR/VR 等优势技术的有机结合，提供适用于政务、金融、医疗、工业、传媒、视频、游戏、

教育、互联网、地产 - 园区、内容安全、内容理解等行业的解决方案。

当前，金山云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天津等国内地区，以及俄罗斯、新加坡、美国等

国际区域设有绿色节能数据中心及运营机构。未来，金山云将持续开展国际化战略，通过构建一张覆盖全球的

云计算网络，连通更多设备和人群，让云计算的价值惠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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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s://www.ksyun.com/

公司电话：400-028-9900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小营西路 33 号金山软件大厦



中兴与飞腾云电脑联合解决方案

34

中兴与飞腾
云电脑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我国信息化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面对疫情，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业务的影响，迫

切需要一种防止人员聚集的办公方案。云电脑远程办公在本次疫情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员工在家里远程办公

效率得到保障和提升。同时云电脑，能够做到跨地域协同，屏幕共享，提升远程协同办公效率。把云电脑作为

工具逐步会成为未来办公的重要方式。

中兴通讯 uSmartView 云桌面是一款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云计算综合产品，它具备完善的云计算产品体

系（云终端、云桌面、虚拟化软件、云存储等），可广泛应用于运营商、政府、医疗、教育、金融、能源等行业，

具备强可靠、优体验、高可交付性和低 TCO 等特点。 

中兴通讯 uSmartView 云桌面产品已在飞腾 FT-2000+/64 服务器上完成适配。中兴通讯 uSmartView 云

桌面产品可提供多种部署和交付方式，包括：VDI 的专属模式、共享模式的桌面交付；VDI 的图形桌面；SBC

应用交付、应用桌面。

方案详情
云电脑的解决方案

服务器采用中兴 5910、磁阵采用同有 ACS5000，均基于飞腾 CPU 平台， 端到端的解决方案架构图如下：

• 主要特点：简化 IT 管理，易装易维：易于扩展 快速标准化部署集中管理远程批量安装、升级、维护

轻松可控，实时掌握运行状态高扩展性，可管过千台终端自动巡检，全托管维护。

• 系统安全：云平台杀毒、实时行为审计、容灾备份机制保障系统稳定运行；提供了人脸识别、数字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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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读写管控等功能确保系统安全可信；混合云架构，外网可访问公司内部系统 。

• 高效运维：一键恢复初始状态、一键重启设备、零开机风暴；uSmartView Insight 云桌面体验感知

系统支持智能化、可视化运维，全方位提升用户体验；超融合架构、组网简单、全冗余高可用，保

障稳定运行 所有服务器双网双平面设计，双电源、双 CPU、同时连接到两个交换机上；硬盘损坏时，

通过校验盘恢复数据每个磁阵都配有热备盘。

成功案例
该方案已经实际部署

伙伴信息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是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成立于 1985 年，是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上市的大型

通讯设备公司。公司通过为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信运营商和企业网客户提供创新技术与产品解决方案，

让全世界用户享有语音、数据、多媒体、无线宽带等全方位沟通。

中兴通讯拥有通信业界完整的、端到端的产品线和融合解决方案，通过全系列的无线、有线、业务、终

端产品和专业通信服务，灵活满足全球不同运营商和企业网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以及快速创新的追求。目前，中

兴通讯已全面服务于全球主流运营商及企业网客户。

中兴通讯坚持以持续技术创新为客户不断创造价值。公司在美国、瑞典、中国等地设立全球研发机构。

中兴通讯 PCT 国际专利申请三度居全球首位，位居”全球创新企业 70 强”与”全球 ICT 企业 50 强”。目前

中兴通讯拥有超过 7.4 万件全球专利申请、已授权专利超过 3.7 万件，连续 9 年稳居 PCT 国际专利申请全球前

五。公司依托分布于全球的分支机构，凭借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突出的灵活定制能力、日趋完善的交付能力

赢得全球客户的信任与合作。

未来，中兴通讯将继续致力于引领全球通信产业的发展，应对更趋日新月异的挑战。

公司名称：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zte.com.cn

公司电话：0755-26770000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路 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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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tack 与飞腾
数字政府行业私有云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政府部门政务信息的公开化，政务应用的多样化，用户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利用计算机、网络、云

计算等现代化 IT 技术，实现政府部门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创新，超越时间、空间和部门分隔的限制，

建成一个精简、高效、廉洁、透明的政务信息化平台，以便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的管理与服务。此外，随

着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入，数据大集中以及信息处理频率的提高，对计算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

传统政府数据中心建设和运行的成本（包括电力成本、空间成本、维护成本等）在不断上升，需要利用云计算

模式来提高政府数据中心的运行效率，降低政府数据中心的建设成本。

以“云计算”为基础技术架构，依托现有各类信息化基础设施资源，将机房、网络、存储、服务器等信

息化基础资源作为信息化公共基础资源集中建设，构建一个标准统一、功能完善、资源共享的市区一体基础支

撑平台，实现基础设施资源的集约化、高效化运营和管理。

方案详情
ZStack 云平台提供构建完整的基础设施服务（IaaS）云计算平台方案，以及公共云的调度能力，能够为

企业客户提供完整的云计算资源异地 / 异构的管理平台。

基于 ZStack 4S 标准，即简单 Simple、健壮 Strong、弹性 Scalable、智能 Smart，充分整合利用现有基

础环境、软硬件资源，按照“集约化、一体化、平台化”的原则搭建面向全市的云化平台，全面兼容国产服务器，

支持资源高可用、动态调整、性能监控和生命周期管理，支持共享存储、物理设备管理等高级功能。为某市各

级政府部门提供统一技术平台、统一安全防护、统一运维监管的标准化服务，实现国产自主创新服务器 / 普通

X86 服务器 +ZStack 云平台 + 国产操作系统 + 国产应用软件模式云平台建设目标，确保核心业务不中断。云平

台支撑框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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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tack 主要提供 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平台，可支撑客户的 PaaS、SaaS 等具体的业务场景，建造一

个满足政务云政策法规、标准法规，且易于运营维护、符合安全管理的云平台，满足政务云实际的业务需求。

在基础架构层，ZStack 提供硬件资源基础管理，基于国产自主创新服务器或者普通 X86 硬件设施来构建

池化的虚拟资源，包括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和监控 / 运维系统等。在云管平台层，ZStack

为管理员 / 用户提供云平台服务，包括云存储、云网络、云主机云桌面、云备份、云安全、网页交互、API 接口、

监控系统、弹性网络、VPN 隧道、账户管理、计费模块、负载均衡和端口转发、弹性伸缩组、OSPF、镜像网

络等服务。

政务私有云数据中心必须能够满足良好的兼容性、可弹性扩展、开放的接口、各功能组件角色划分清晰，

满足高可用性的要求。同时，借助 ZStack 的 CMP 多云管理平台，支持 ZStack、ZStack Mini、阿里云、天翼云、

VMware vCenter 资源环境以及其他第三方云平台的接入，实现对多个云平台统一管理。

方案实施效果
某数字政府云平台监控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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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构平台：ZStack 产品同时支持 ARM 架构、X86 架构作为云平台的资源，可以满足对异构平台的统

一管理。

• 多地域：ZStack 支持多地域、租户管理，省 / 市级中心承载政府中心及核心业务群，相应也会有较

高投入的 IT 基础硬件和运维人员投入，下级分支机构承载区域内的信息化业务，相应对于 IT 基础硬

件以及和运维人员的投入都比较有限。

• 混合云：ZStack 支持混合云功能，敏态业务可以部署在公有云上，稳态、核心业务、关键数据业务

可部署在本地云平台。

• 统一管理：ZStack 支持接入多种不同资源环境，通过一个界面统一管理不同资源平台。

• 智能运维：ZStack 可以对所有环境进行智能的状态监控、趋势分析以及容量规划等功能，综合提高

管理运维效率。

• 精细化运营：用户可以根据业务属性合理选择部署平台，并根据计量计费、成本统计分析实现需求

与投入的最佳总体拥有成本。

• 自助服务：ZStack 屏蔽底层不同资源平台的技术实现细节，通过服务目录自助式的向最终用户提供

所需 IT 资源。

伙伴相关产品
• ZStack 企业版

• ZStack 分布式存储

• ZStack Mini 超融合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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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Stack CMP 多云管理平台

成功案例
根据项目建设要求，基于自主创新硬件和软件构建云平台，提供完整的云计算资源，通过虚拟化技术，

云平台为用户提供云主机的基础运行环境。用户获得云主机后，可安装合适的业务应用系统，通过云平台管理

界面可对云主机执行众多的生命周期管理操作，包括停止、启动、快照、克隆和加载 / 卸载数据云盘等操作。

云计算使用的重点在于搭建一个全面统一的平台后，平台上各租户能够充分调用云平台的各项能力，享

用云平台提供的各项服务，全面提高 IT 业务系统的性能与可靠性，为数据统一利用提供有效支撑。

在该项目中，云平台选型上采用全国产自主创新硬件和软件、原生云平台架构、技术成熟先进、组织规模大、

服务体系完善。应用支撑服务共享，统一建设由基础支撑、公共应用支撑、开发支撑、公共应用系统等组成共

享服务体系，供各业务系统复用，避免重复建设，缩短业务系统建设周期。云桌面为各类终端提供统一的云桌

面服务，国产终端、非国产终端及移动智能终端均可通过云桌面客户端访问应用的运行环境。

伙伴信息

上海云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云轴（ZStack）是一家坚持自主创新、专注产品化的云计算公司，以“降低企业上云门槛、让每一

家企业都拥有自己的云”为使命，提供自研的 ZStack 私有云、ZStack 混合云、ZStack Mini 超融合一体机、

ZStack CMP 多云管理平台、ZStack 企业级分布式存储等产品和方案。2017 年完成由阿里云领投的 A 轮融资，

2018 年完成由深创投领投、阿里云等多家机构跟投的 B 轮融资。

作为自主创新的开源云引擎，ZStack 拥有充足的知识产权储备，申报多项软著和专利，积极加入多个云

计算行业联盟——OSCAR、COSCL 以及混合云联盟，并作出创新贡献，助力多项云计算行业标准和白皮书发布，

入选云计算行业方案目录，还通过了工信部云服务能力认证和可信云认证、云测评认证、ISO9001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上海市双软认证、中标软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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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创新的产品化理念，ZStack 率先业内提出云计算的 4S 标准——简单 Simple、健壮 Strong、弹性

Scalable、智能 Smart，发起并维护着国内最大的 IaaS 开源社区——zstack.io，提供产品下载、在线文档、学

堂培训、知识库等丰富资源，服务上万个社区用户。并与 200 多家合作伙伴建立了合作，服务政府、电信、能

源、交通、教育、医疗、金融、广电、工业等 10 多个行业的上千家用户。

公司名称：上海云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zstack.io/

客户服务邮箱：contact@zstack.io         公司电话：400-962-2212 

公司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紫竹科学园东川路 555 号 4 号楼 5 楼

http://www.zstack.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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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刻得与飞腾
专有云计算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云计算已经成为新型的信息基础设施，其安全性已经关系着社会经济运行、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正常

运行；同时，政府和企业正稳步推进政务、信用、交通、电信等民生服务领域的数据向社会公开，鼓励除政府

以外更多的企业、机构和个人也能够参与到数据的挖掘和分析中来，将数据价值最大化，促进全社会的数据开

放和利用进程。云计算和大数据已经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无论是作为基础设施的云计算，还是作为基础性支

撑技术的大数据，一旦遭遇断供、后门或者漏洞攻击，很有可能出现系统宕机、信息泄露、干预甚至操纵数据

分析结果的恶性安全事故，影响范围将涵盖虚拟网络世界到真实的工业生产世界，其破坏性是无法预料和难以

承受的。因此，必须从“自主创新安全”的角度审视云计算安全问题，必须站在国家总体安全观的角度，建立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要求的自主创新云产品。

UCloud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个中立、安全的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服务平台 , 坚持

中立自主原则，继承自身公有云数亿用户的服务经验和技术积累，自主研发了私有云、大数据流通平台、工业

云等一系列云计算产品，提供综合性行业解决方案。

UCloud 联合飞腾公司推出基于飞腾国产自主硬件体系的专有云计算解决方案，实现业务的集中管理、资

源动态调配、业务快速部署及统一运营运维，满足企业关键应用向信创系统迁移时，对资源高性能、高可靠、

安全性、高可用及易用性上的要求，保证信息基础设施的自主、创新、安全，同时提高基础架构的自动化管理

水平及业务快速交付能力，继而推动企业的数字化、信创转型与业务创新。

方案详情
基于飞腾国产自主硬件体系的国产自主专有云计算解决方案主要包含两类不同的服务产品：

1. 国产自主创新专有云产品

UCloudStack 基于多年公有云基础架构，通过纯软件定义实现高稳定、高可用及高兼容性的云平台，支

持飞腾架构，兼容 x86 架构，不强行绑定硬件及品牌，支持已有设备及传统商业存储的异构及统一管理，有效

降低用户管理维护成本；同时产品通过与国产飞腾芯片及银河麒麟操作系统的兼容性测试，为用户提供一套安

全性高、可靠性高、自主创新的云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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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oudStack 平台整体产品架构由基础硬件设施、虚拟核心引擎、智能调度系统、核心产品资源、统一

云管平台及运维管理平台组成，为用户、管理员及运营人员提供云平台管理和服务。

• 基础设施：

 » 用于承载 UCloudStack 平台的服务器、交换机及存储设备等。

 » 平台支持飞腾 CPU 硬件服务器，不限制服务器和硬件品牌；

 » 支持 SSD 、SATA 、SAS 等磁盘存储，同时支持计算存储超融合节点及对接磁盘阵列设备，无厂

商锁定；

 » 支持思科、H3C、迈普、华为等通用交换机、路由器网络设备接入，所有网络功能均通过 SDN 

软件定义，仅需物理交换机支持 Vlan、Trunk、IPV6、端口聚合、堆叠等特性；

 » 支持混合云接入并适配客户现有硬件资源，充分利用资源的同时，无缝对接现有资源服务。

• 虚拟核心引擎：

 » 承载平台核心虚拟化计算、存储、网络的实现和逻辑。

 » 虚拟化计算：通过 KVM 、Libvirt 及 Qemu 实现计算虚拟化 ；

 » 分布式网络 SDN ：通过 OVS + GRE 实现 SDN 虚拟网络，提供网络隔离，支持 VPC 、弹性 IP 、

NAT 网关 、负载均衡、安全组、混合云接入及网络拓朴等网络功能；

 » 分布式存储 SDS ：基于 Ceph 实现分布式高性能存储，为平台提供块存储及对象存储服务，具有

三副本特性，保证性能和数据安全性。

• 智能调度系统

 » 支持反亲和性调度部署策略，保证业务的高可用性和高可靠性；

 » 支持在线迁移技术，实时感知物理机状态和负载信息；

 » 物理主机故障或超过负载时，自动迁移虚拟机至低负载物理主机；

 » 创建虚拟机时，根据业务调度策略，自动启动虚拟机至低负载健康的物理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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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计算额度分配和资源抢占，保障公平的前提下，有效共享物理资源；

 » 支持平台虚拟资源的网络流表控制及下发，保证分布式网络架构的性能及可用性。

• 部分核心产品资源

 » 集群：用于区分不同资源在一个数据中心下的分布情况，如 x86 计算集群、arm 计算集群、 SSD 

存储集群 及 SATA 存储集群，一个可用区可以部署多个集群；

 » 计量计费：支持按需、按月、按年三种计费方式，支持过期续费及回收策略，同时提供完整的计

费订单及消费明细；

 » 镜像：虚拟机运行时所需的操作系统，arm 架构下支持 Kylinos、Uos、CentOS 、Ubuntu 等常

用基础操作系统镜像，x86 架构下提供 CentOS 、Windows 、Ubuntu 等常用基础操作系统镜像；

支持将虚拟机导出为镜像，通过自制镜像重建虚拟机；

• 统一云管平台

 » UCloudStack 平台提供 Web 控制台 和 API 接口两种方式接入和管理云平台；

 » 通过 WEB 控制台用户可快捷使用并管理云平台资源，如虚拟机、弹性 IP 、负载均衡 、计费等；

 » 开发者可通过 APIs 自定义构建云平台资源，支持无缝迁移上云。

 » 运维管理平台：为云平台管理员提供的运维运营管理平台，包括租户管理、资源管理、帐务管理、

监控告警、日志审计、系统管理及部署升级等功能模块。

2. 国产自主创新数据开放平台——安全屋

安全屋作为一个自主创新、高安全、高可靠的数据流通平台，可实现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确保

数据在使用过程中不会被窃取。安全屋可服务于数据源方、算法方、数据需求方。其中数据源方可以将数据加

密后上传至安全屋中，也可选择私有化部署安全屋，直接将数据存储在私有云中。算法方基于数据源方的数据，

可以在安全屋安全隔离的计算环境中执行计算，生成计算结果。数据需求方可将计算结果提交审核，对于已经

通过数据源方审核的结果，数据需求方可以按照约定的方式进行使用。

安全屋针对不同角色人员提供以下三大平台：数据管理平台、数据开放门户、数据运营平台。数据管理

平台主要针对数据提供方的运营人员进行数据管理操作；数据开放门户针对数据使用方进行数据申请、建模、

结果数据使用等操作；数据运营平台针对外部第三方审计人员对数据开放使用全流程进行安全审计操作。产品

技术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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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提供方将数据信息配置并将数据发布同步至数据应用门户供数据使用方查看。数据使用方针对所需

数据进行授权，授权通过后进行建模，生成结果数据。数据提供方针对结果数据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数据

使用方可进行使用。同时，安全审计人员可在运营审计平台中针对全流程进行安全审计。

方案实施效果
1. 国产自主创新专有云产品实施效果

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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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全平台高可用架构

• 纯自主研发，基于公有云平台优化，研发创新

• 复用公有云内核和核心组件，安全性高，可靠性高

• 7 年持续稳健运行，数万 + 客户验证，保障稳定性和可靠性

便捷高效

• 3 节点构建生产环境，简单网络架构，快速实施部署

• 服务器节点快速横向扩展，实现性能和容量线性扩展

• 自动化运营运维平台，软件平滑升级，轻松高效运维

• 公有云一致用户体验，虚拟资源可视化，所见即所得

智能可靠

• 资源智能调度，宕机自动迁移

• 在线弹性扩容，保障业务运行

• 资源均衡部署，保证业务高可用

• 数据多副本存储，保证数据安全

异构兼容

• 不强行绑定硬件品牌，兼容 x86 和 ARM 架构，或基于其中任一架构单独部署

• 兼容国产芯片及操作系统，安全可信

• 硬件设备异构搭建，混合管理，降低业务上云成本

• 已有设备混合接入，大幅降低 TCO 总拥有成本

UCloudStack 可私有化轻量级部署，支持纯软件及软硬一体交付，其交付方式和客户实施案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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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产自主创新数据开放平台安全屋实施效果

确保数据安全不泄露是整个数据开放平台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在保证数据本身安   全的基础上，才能

迅速推进数据开放流通的各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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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施后，可实现“数据不动、算法动”的数据可靠流通，保证“物理分散、逻辑集中”符合网络安全法、

等级保护和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伙伴相关产品
产品 1：新一代轻量级企业专有云平台 UCloudStack

产品 2：安全屋

伙伴信息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UCloud）成立于 2012 年，是上海本土成立并发展的民营企业。得益于国家

及本市产业政策的扶持和优秀的营商环境，优刻得成立以来发展迅速，已经成长为国内领先的云计算公司，并

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成功登陆科创板，成为首家公有云上市公司。优刻得坚持中立，不涉足客户业务领域，

致力于打造一个安全、可信赖的云计算服务平台。我司自主研发了 IaaS、PaaS、大数据流通平台及 AI 服务平

台等系列产品，提供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专有云在内的综合性行业解决方案。

依托公司在莫斯科、圣保罗、拉各斯、伦敦等全球部署的 32 大高效节能绿色数据中心，以及国内北、上、

广、深、杭等 11 地线下服务站，UCloud 已为全球上万家企业级客户提供云服务支持，间接服务终端用户数量

达到数亿人。UCloud 深耕用户需求，秉持产品快速定制、贴身应需服务的理念，推出适合行业特性的产品与

服务，业务已覆盖包含互联网、金融、新零售、制造、教育、政府等在内的诸多行业。UCloud 在 2017 年确

定了 CBA 发展战略。其中，“C”是 Cloud，“B”是 Big Data，“A”就是 AI 人工智能。公司聚焦人工智能

技术实践，研发构建了高性能高可用的人工智能计算平台，支持人工智能企业快速便捷地部署应用和产品。通

过一站式全流程人工智能平台，降低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为人工智能企业赋能。

公司名称：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s://www.ucloud.cn/                   

公司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 619 号 10#B 号楼

公司电话：400018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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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软件、同有与飞腾
云管理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网信云平台能够实现服务器整合和资源共享，通过统一的管理平台实现资源的监控和调度，减少用户部

署的服务器数量，最大化提高资源利用率；通过构建虚拟的资源池，达到资源共享，快速适应用户业务变化的

需要。

麒麟软件、同有科技与飞腾联合推出麒麟云平台解决方案，基于 OpenStack 架构，支持国产 CPU，支持

KVM、Docker、LXC 等主流虚拟化方式。云管理平台以国内最高级别安全操作系统为基础，通过网络将 IT 基

础设施资源按需提供给用户，提供 IaaS 服务，并可通过部署平台服务软件和业务服务软件支持 PaaS 服务和

SaaS 服务。云管理平台采用模块化、可插拔的设计理念，向用户提供按需使用、易于管理、动态高效、灵活扩展、

稳定可靠的新一代云平台系统。

方案详情
本方案设计使用两套基于 FT-1500A 的 ACS 5000A 存储系统作为核心存储系统。其中 ACS5000A 中的高

速硬盘用于数据库集群的基于 FC-SAN 块数据存储，低速硬盘用于麒麟云平台基于 IP 网络的 NAS 共享存储；

另外 ACS5000A 所有存储空间用于麒麟云平台基于 FC-SAN 块数据存储。NetStor® ACS 5000A 是同有科技自主

研发的，具有高性能、高可用、稳定高效、功能强大的最新一代 SAN 系统。核心部件均国产，自主研发的存

储 IO 堆栈和管理软件，凭借全国产的硬件线性扩展能力，提供超强的性能和丰富的功能，构造敏锐的融合存

储架构，真正实现了存储系统的全自主创新。NetStor® ACS 5000A 系列是一个 Active-Active 双控制器 SAN（存

储区域网络）存储系统，支持 IP-SAN 和 FC-SAN。此外，它还简化了 IT 基础架构中的 SAN 部署，将企业级存

储必要功能（如精简资源调配，SSD 读 / 写缓存，自动分层，快照，本地卷克隆，远程复制等）融合在一个机

柜中，且该存储系统拥有优异的性能、可用性、高级功能和高级扩容能力，以满足云平台应用需求，适应业务

系统快速发展的需要。

方案整体功能架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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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 真正自主创新、网信的存储系统，助力国产自主创新项目

• 好的读写性能和稳定性，支撑内部办公系统，使用户得到良好的用户体验

• 采用自主创新云平台系统，实现不同部门对资源的按需使用

• 完美的融入国产应用环境，提升了整个国产系统的可用性

伙伴相关产品
同有科技：ACS 5000A 

麒麟软件：银行麒麟 V4 系列操作系统

成功案例
湖南 SW 等地市信创环境广泛应用。

伙伴信息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                                                                                                                        

 麒麟软件以安全可信操作系统技术为核心，旗下拥有“中标麒麟”、“银河 麒麟”两大产品品牌，既

面向通用领域打造安全创新操作系统和相应解决方案，又面向专用领域打造高安全高可靠操作系统和解决方案，

现已形成了服务器操作系统、桌面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麒麟云等产品，能够同时支持飞腾、龙芯、申

威、兆芯、海光、鲲鹏等国产 CPU。企业坚持开放合作打造产业生态，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国产化解决方案。

公司名称：麒麟软件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kylinos.cn

公司电话：010-8887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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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东路金源时代商务中心 A 座 18D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同有科技”），源于北京理工大学飞骥高科研究所，1988 年成

立于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区，2012 年成功登陆 A 股市场（股票代码：SZ300302），成为中国唯一上市存储企业。

同有科技是专注专业的大数据存储基础架构提供商，坚持以软件定义为基础、以贴近应用为核心、以满足客户

需求为方向，为全球用户提供高效安全融合的存储服务。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在全国设有 8 个大区平台，30

余家分支机构，为用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本地化服务。

公司名称：北京同有飞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oyou.com.cn

公司电话：010-62491999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 9 号院 2 号楼同有科技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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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云宏与飞腾
服务器虚拟化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政务领域的大部分业务属于传统三层架构业务，通常采用传统的“烟囱式”物理架构。随着业务与信息

化的发展，传统架构在资源利用率低、运维复杂、业务上线和扩容周期长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政务行业由

于业务的特殊性，对于信息化建设的自主创新、可靠、安全等特性的需求日益强烈。因此，政务领域急需一个

自主创新、内生安全的服务器虚拟化解决方案来支撑政务业务，提供一个稳定、可靠、运维方便、资源可灵活

调配的虚拟化平台，将传统三层业务从“烟囱式”架构无缝迁移到虚拟化架构。

云宏与飞腾服务器虚拟化联合解决方案可为政府行业客户基于飞腾的 ARM 架构芯片服务器提供虚拟化管

理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虚拟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功能，并能提供诸如 DRS、DPM、热迁移等虚拟化高级功能。

方案详情
云宏服务器虚拟化软件套件由基于国产 ARM 架构芯片的虚拟化引擎，虚拟化管理中心组成。采用服务器

虚拟化技术、存储虚拟化技术、网络虚拟化等技术，完成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的虚拟化，实现对虚

拟资源、业务资源、用户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通过统一的资源调度接口，对这些虚拟资源进行集中调度和管

理，从而降低业务的运行成本与管理成本，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客户构筑安全、绿色、节能的异构

平台虚拟化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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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名称 组件功能

虚拟化软件
自主研发的服务器虚拟化引擎，通过虚拟化技术整合数据中心计算、存储、网络

等物理资源。

虚拟化管理平台
虚拟化平台的统一管理中心，通过便捷、易用的统一视图交互，轻松实现虚拟化

平台物理、虚拟资源的集中管理，实现虚拟化资源的灵活调度、按需扩展。

虚拟化管理平台是虚拟化平台的统一管理中心，通过便捷、易用的统一视图交互，轻松实现虚拟化平台

物理、虚拟资源的集中管理，实现虚拟化资源的灵活调度、按需扩展。分别在飞腾芯片服务器、安培芯片服务

器、Marvell 芯片服务器上部署 CNwareKV 虚拟化管理软件，将不同厂商的 ARM 架构服务器组成不同的资源池，

最终实现不同厂商服务器的虚拟化统一管理平台。

基于此平台，可以提供虚拟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并提供资源动态负载均衡（DRS）、虚拟机高可用、

集群高可用、IPv6、监控告警、快照备份等企业级虚拟化功能，支撑传统网信业务的开发测试。

方案实施效果
• 高兼容

兼容不同的服务器，将不同厂商的服务器组成资源池搭建统一的虚拟化管理平台，对计算资源进行

集约化管理；

兼容不同的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支持不同需求的业务开发测试场景；

• 多功能

提供企业级虚拟化管理功能，全方位实现 ARM 架构服务的虚拟化资源管理；

• 高易用

产品部署运维方便，产品操作裸机符合政府行业使用习惯。

伙伴相关产品
CNwareKV3.2.5

成功案例
GCC 云上贵州信创测试云平台项目（一期）

案例背景

绿色计算产业联盟（GCC）是一个以 ARM 芯片技术等开放技术为基础，顺应软件开源与硬件开放的信息

技术发展趋势，汇聚全球产业链优势资源，为最终用户提供更容易使用和管理的绿色节能产品的组织。本项目

是 GCC 与云上贵州合作的基于多个厂商 ARM 架构芯片服务器构建一个网信业务测试云平台。项目分为两期，

其中一期项目是基于飞腾芯片服务器、安培芯片服务器、Marvell 芯片服务器等 ARM 架构芯片服务器建设虚拟

化统一管理平台，支撑传统业务在网信环境的迁移测试工作。

案例解决方案

分别在飞腾芯片服务器、安培芯片服务器、Marvell 芯片服务器上部署 CNwareKV 虚拟化管理软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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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厂商的 Arm 架构服务器组成不同的资源池，最终形成四个资源池集群，最终实现不同厂商服务器的虚拟

化统一管理平台。

基于此平台，可以提供虚拟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并提供资源动态负载均衡（DRS）、虚拟机高可用、

集群高可用、IPv6、监控告警、快照备份等企业级虚拟化功能，支撑传统网信业务的开发测试。

目标销售行业及场景

政务行业，x86 架构信息化向 ARM 架构信息化迁移场景。

伙伴信息	

航天云宏技术有限公司                                                                                                      

航天云宏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4 月，2015 年成功挂牌新三板。云宏坚持走国产自主的产品化道路，

成功研发国内第一个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云操作系统，打破了国外行业巨头对云计算关键技术的垄断，成为云

计算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民族品牌的领头羊。云宏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兼容、高可用、高安全的云计算产品及解

决方案，推出了云宏 CNware 虚拟化平台、云宏 WinGarden 容器云平台、云宏 WinCloud 云操作系统、云宏

超融合一体机、云宏知库云等产品，实现了标准化产品的海量销售。经过长达 10 年的技术打磨和大规模应用

的市场检验，云宏已成为国内拥有最多成功案例和业界良好口碑的云计算关键技术提供商之一，业务覆盖政府、

金融、电信、特殊领域、电力、教育、医疗等行业，大客户案例超过 1000 个。

公司名称：航天云宏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winhong.com

公司电话：400-6300-003

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元岗横路 33 号天河慧通产业广场 B2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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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云宏与飞腾
云管理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安全意识的增强，政务、金融行业越来越看重信息化建设的自主创新、可靠、安全等特性，正在进

行或计划将办公应用如 OA、邮箱等传统业务以及电子商务、网上银行、企业门户等新兴业务和线上理财、社交、

多媒体等互联网 + 创新业务迁移至国产芯片的服务器上。根据业务应用的需求，不同规模的项目需要一个能够

对异构芯片服务器进行统一管理的云管平台，以统一云服务目录的方式实现以上三种模式业务的支撑，实现 IT

资源的集约化管理，并实现资源科学合理的利用，提升业务整体可用性，降低信息化投入整体成本，加快业务

发布，简化运维复杂度。

云宏与飞腾云管平台联合解决方案可为政府行业客户基于飞腾的 ARM 架构芯片服务器、银河麒麟云平台

提供多云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统一服务目录、组织架构管理、流程审批管理、多租户管理、服务编排等功能。

方案详情
WinCloud 是云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研发、高安全高可靠性的云操作系统（云管理平台），同时支

持传统应用架构和云原生应用架构的双重业务架构模式，并且支持多种云平台及虚拟化，具备强大的精细化管

理、自动化运维能力，集合领先的安全防护技术以及对第三方平台的开放接口，帮助客戶构建完整、健壮的融

合架构云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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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 双模形态业务支持

云管平台提供不同资源形态的云服务，支撑云上贵州敏态和稳态两种形态的业务开发测试；

• 多租户管理

支持 5 级组织架构设置，提供完善的权限、角色划分功能，对项目中多厂商进行组织划分，实现丰

富的租户自服务效果；

• 运营运维支撑

深度的监控告警、自动巡检、智能运维功能帮助运维功能更好地展开；流程审批、计量计费功能实

现精细化的运营。

伙伴相关产品
云宏 WinCloud8.0

成功案例
GCC 云上贵州信创测试云平台项目（二期）

 案例背景

本项目是在 GCC 云上贵州信创测试云平台项目（一期）的建设基础上，进行二期项目的建设。本期项目

主要是基于已建成的虚拟化管理平台、OpenStack 虚拟化云平台、容器云平台，进行云管平台的建设。将异构

计算资源统一纳管到云管平台，并抽象成云服务，以统一服务目录的方式为业务开发测试提供云计算服务。

案例解决方案

利用云宏 WinCloud 产品搭建统一云管平台，将一期项目中的云宏 CNwareKV 虚拟化平台、联想容器平

台等异构资源进行统一管理。WinCloud 统一云服务管理平台提供丰富的统一云服务目录，包括运营功能、租

户自服务功能、运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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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信息

 航天云宏技术有限公司                                                                                                     

航天云宏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4 月，2015 年成功挂牌新三板。云宏坚持走国产自主的产品化道路，

成功研发国内第一个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云操作系统，打破了国外行业巨头对云计算关键技术的垄断，成为云

计算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民族品牌的领头羊。云宏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兼容、高可用、高安全的云计算产品及解

决方案，推出了云宏 CNware 虚拟化平台、云宏 WinGarden 容器云平台、云宏 WinCloud 云操作系统、云宏

超融合一体机、云宏知库云等产品，实现了标准化产品的海量销售。经过长达 10 年的技术打磨和大规模应用

的市场检验，云宏已成为国内拥有最多成功案例和业界良好口碑的云计算关键技术提供商之一，业务覆盖公安、

政府、金融、电信、电力、教育、医疗等行业，大客户案例超过 1000 个。

公司名称：航天云宏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winhong.com

公司电话：400-6300-003

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元岗横路 33 号天河慧通产业广场 B2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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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麒麟与飞腾
自主云办公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当前党政及特殊领域办公领域，基于飞腾生态的项目正在快速推进并取得了规模部署，建设新型信息化

办公系统成为推进安全信息办公系统的有效手段。目前党政及特殊领域的办公系统正在积极推动基于飞腾芯片

主机和国内主流操作系统办公模式建设。但在推进的过程中，也遇到如下挑战：

1. 办公 PC 桌面环境复杂，人员与设备分散，管理运维难度大；

2. 办公数据存留在本地，缺乏统一管理，安全性低；

3. 国际上 IT 架构正向“云 + 端”演进，传统 PC 模式缺乏协同。

就构建党政及特殊领域领域新型办公信息系统来说，核心需求包括：

1. 运维需求。国内操作系统操作复杂，国内应用软件也需逐步适应，用户很难短期内完全掌握，问题

的频发既影响了办公效率，还导致管理运维的工作量巨大。如何高效管理基于飞腾的终端桌面，提

高桌面运维效率，成为了新型信息化办公系统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

2. 数据保密需求。传统 PC 用户拥有本地存储，用户可以随意安装各类软件，容易受到网络或其他潜在

的病毒攻击，系统安全性较差。此外，硬盘被盗也将导致的数据丢失，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3. 移动办公需求。传统 PC 办公，个人数据只能保存在本地 PC，而办公人员经常走访于办公室、会议室等，

实现内部网络移动办公，也成为了办公人员的切实需求。

技术先进需求。传统 PC 办公的弊端正在阻碍办公人员的工作效率，如何构建先进的办公技术，紧跟未

来的技术方向，成为了政府单位也需要考虑的问题。

基于飞腾处理器的麒麟党政及特殊领域云办公解决方案采用麒麟云桌面系统以及飞腾 2000+ 服务器构建

后端云服务，前端采用飞腾处理器的主机或瘦客户机，向用户按需交付办公桌面，进而在飞腾云终端上安全办公。

该系统按照新型信息化办公系统建设要求，采用基于飞腾芯片的硬件，基于麒麟操作系统的云桌面技术，

打造动态高效、安全且可靠的云桌面办公系统，摆脱了对国外系统和软件的依赖，满足新型办公信息化系统的

建设需求。

该方案强调基于飞腾芯片的硬件、麒麟操作系统，有力推进了新型办公信息系统应用，全面考虑了办公

网的各个环节，从操作系统、应用系统、硬件设备等方面出发，同时考虑技术的先进性，政务办公网能满足未

来 5~10 年发展的需要。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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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详情

面向党政及特殊领域云办公解决方案采用最先进的云计算技术路线（KVM），按需随时随地向用户交付

完整的桌面镜像。用户可以利用基于飞腾芯片云终端连接到后台飞腾云桌面一体机，即可访问自己的桌面，操

作体验上与使用本地完整的 PC 主机完全保持一致，可为不同办公场景的用户配置不同资源（CPU、内存、存储）

的桌面，实现按需分配。整个系统设计上基于麒麟云桌面系统，后台服务器、客户机、云桌面镜像全面采用飞

腾平台的软硬件。

基于“飞腾2000+”云桌面
一体机集群 电子政务业务系统

飞腾2000云终端飞腾2000PC终端飞腾1500A云终端飞腾1500APC终端

系统架构示意如上图所示。系统由两部分组成：

1. 后台云服务区

基于飞腾芯片的麒麟云桌面超融合一体机，实现软硬件一体化，提供云桌面管理服务器桌面镜像创建、

发布和删除等相关管理功能。

2. 终端接入区

前端使用基于飞腾芯片的云终端，通过云桌面推送国内各家操作系统来办公。云终端功能只是负责呈现

桌面图像，实际数据计算和数据存储都运行在后台云桌面一体机，可以灵活设置外设策略，增强数据安全性，

此外镜像后台统一维护，大大提高了运维效率。

通过对麒麟云桌面推送的对应操作系统进行相关改造，满足了对用户桌面统一进行运维管理，数据安全

保密，移动办公，技术先进等需求。该方案将关键软硬件技术上与先进的云计算技术相结合，打造了一套面向

党政及特殊领域领域办公的新型信息化办公系统整体解决方案。该方案具有以下特点：

1. 飞腾芯片

麒麟云桌面系统服务器支持基于飞腾芯片的服务器，支持推送国内操作系统等，满足各种应用场景提供

不同解决方案的需求。

2. 智能管理

通过云终端推送国内各家操作系统，解决“数据安全保密”、“移动办公”、“升级维护难度大”等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传统 PC 项目维护难、管理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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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安全

系统核心安全，麒麟云桌面解决方案支持数据云端集中存储，数据加密传输，终端不留存储数据。数据

故障后快速恢复，最大限度保证数据安全。并可结合麒麟数据安全存储系统或密码设备实现云端数据加密存储

和数据加密传输。

4. 系统可靠

麒麟云桌面系统采用集群负载技术可保障服务高效稳定、连续运行；同时采用多副本冗余部署方案，保

障系统连续性。

5. 强兼容性

麒麟云桌面具备很强的兼容能力，能够全面兼容主流国内硬件、国内操作系统。湖南麒麟与浪潮、曙光、

联想等主流国内硬件厂商的硬件完成兼容性互认证。系统能够与现有网络结构兼容，无需改动现有网络，不影

响网络中运行的各种应用。系统能够兼容办公相关应用软件，兼容打印机、扫描仪、高拍仪等各类外设。同时，

兼容国内各个品牌的中间件、数据库、办公软件等。

方案实施效果
麒麟云办公解决方案采用国内的软硬件构建后端云桌面服务，前端利用基于飞腾的云终端，满足向用户

按需交付各家国内操作系统，进而在国内软硬件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上办公的需求。

通过对麒麟云桌面推送的国内操作系统进行相关改造，实现了对用户桌面统一进行运维管理，加强了用

户数据存储安全，方便了用户移动办公。该方案将自主创新软硬件关键技术与先进的云计算技术相结合，打造

了一套面向党政及特殊领域办公的新型信息化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1. 云桌面系统支撑办公模式转变

 采用基于飞腾芯片的服务器集群构建后台云桌面资源池，推送国内操作系统桌面给飞腾云终端，继而

访问相应的应用。

2. 云桌面接入终端支持基于飞腾芯片的设备

云桌面前端设备利用基于飞腾芯片的云终端，通过云桌面客户端实现应用不同国内操作系统。

该方案以国内厂家的软硬件为基础，采用麒麟云桌面系统构建后台服务，实现了基于飞腾芯片的云终端

处理各类办公应用。此外，通过云桌面系统还实现了对终端数据的统一管理，简化了系统运维，确保了政务数

据的安全。

方案强调信息安全、国内厂家的软硬件设备，有力推进了新型云办公系统的落地，全面考虑了办公网的

各个环节，同时考虑了技术的先进性，满足了未来 5-10 年信息化发展的需要，同时兼顾了国内软硬件的发展

和扩容升级需求，有机融合了国内各个软件和硬件的生态应用，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信息化创新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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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相关产品
部署配置表（以 80 个云办公用户为例）

序号 产品名称 功能 / 规格 数量

1 云桌面服务器
2U 机架式服务器，CPU：FT-2000+/64，主频：≧ 2.2GHz, 内

存：64G，硬盘：4*2T SATA
6 台

2
麒麟云桌面

系统

包括：身份认证模块、桌面和镜像管理模块、终端安全管理模

块、集群管理模块、用户分发及策略配置、云分支管理、系统

管理与监控等功能

1 套

3 客户端 基于飞腾芯片的云终端 80 套

4 操作系统
适配支持中标麒麟操作系统、银河麒麟操作系统、麒麟信安操

作系统等国内操作系统
80 套

成功案例
麒麟云桌面解决方案是目前国内软硬件适配化程度最高的云桌面解决方案，系统安全性高，已率先通过

信息安全评测中心评测。系统具备高安全、高可靠、高可用、国内软硬件兼容性强和易用性强等特点，在党政

及特殊领域办公领域进行了应用试点，得到用户单位的高度认可。

伙伴信息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麒麟是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高可信操作系统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的依托实体。公司自 2007 年成

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国产操作系统及相关产品产业化发展。

湖南麒麟拥有操作系统、信息安全和云计算三条产品线，已在、能源、政务、金融、教育等重要领域得

到了广泛应用。公司与主流硬件厂商、基础软件厂商和应用软件厂商建立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打造自主创

新信息系统生态环境。

湖南麒麟总部坐落于湖南长沙，在北京、西安、南京、广州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可以为用户提供本地

化服务和支持。

湖南麒麟秉承做好产品、做好服务，为用户创造价值的企业精神，本着开放诚信、合作共赢的企业理念，

为打造国产信息化建设安全平台，推进国产安全应用不懈努力。

公司名称：湖南麒麟信安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kylinsec.com.cn

公司电话：0731-88777708

公司地址：长沙市高新开发区麒云路 20 号 麒麟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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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长风与飞腾
LVD超融合桌面云联合解决方案

党、政、特殊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联想 LVD（Lenovo Virtual Desktop）超融合桌面云解决方案，是可以将新、旧设备运行统一的桌面虚拟

化系统，用信网信操作系统和办公应用软件、业务软件，让用户的使用体验一致。同时，桌面运维和管理人员

的工作将大大简化，使用者的误操作，导致桌面系统和软件出现问题，都可以通过服务器端远程发放新桌面的

方式，快速解决问题。由于桌面操作系统、应用和数据的分离，实现了桌面操作系统、应用、数据的高可用，

任何一个方面的故障，都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体验。同时随着用户桌面数量的增长，借助后端超融合的私有云

平台，弹性扩展、快速上线，满足前端桌面数量的弹性扩展。

方案详情
联想 LVD 超融合桌面云是联想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桌面云解决方案，其融合企业级服务器虚拟化和桌面虚

拟化的功能和优势，通过统一的管理平台对位于数据中心内物理节点上的虚拟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用户可使

用性能与能耗低且性价比高的云终端作为终端设备，通过网络连接到数据中心的桌面，为日常办公学习提供零

维护、易操作、更环保于一身的全新办公桌面体验。其总体框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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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整套方案基于极具创新的超融合架构设计，将计算、存储、网络高度集成，并且还构建出云管理平台的

一站式解决方案，是一款真正的将软件、硬件和管理超级融合的云基础设施一体机， 为用户提供一个高度简化

的一站式基础设施云平台。同时实现了支持多种芯片平台的兼容性认证，本项目就完美的实现与飞腾、银河麒

麟、金山软件等国内生态的完美适配，为客户提供了软件到硬件，基础设施到应用层的全套解决方案。

客户价值：

• 高性价比 : 无需购置独立存储，通过超融合技术将分布式存储系统融于服务器中，提供高性能、低成

本的存储方案，效果与独立存储一样，但可以节省存储成本，降低 IT 架构复杂度。 

• 极致体验 : 采用 SSD+HDD 混合设计方式，同时利用高效缓存技术可以成倍提升 IO 性能，保障桌面

云的流畅运行。 

• 良好扩展 : 联想超融合采用 scale out 架构，横向无限扩展，并且在扩容时无需停机，只需在线加入集群，

即可自动实现资源平衡，扩容实现轻松便捷。 

• 高稳定性 : 联想超融合采用全冗余设计，主机和磁盘硬盘均有冗余部署机制，任一单点故障均能够实

现虚机自动迁移，确保桌面业务稳定运行。 

应用场景

• 政府办公：政务外网、政务内网、专用网办公桌面

• 特殊行业：互联网、办公网、专用网桌面

• 科研院所 ：办公网、专用网桌面

• 关基行业：互联网、办公网桌面

伙伴相关产品
• 联想长风 LVD 超融合桌面云

• 飞腾平台服务器 联想 ThinkSystem SR358F V2/ SR359F V2

• 飞腾平台瘦客户端 联想开天 S720Z-D001

成功案例
某政务项目绝大部分非密信息系统迁入外网政务云。结合国家对信息化设备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的要求，

第一期项目，将各个厅局闲置下来的服务器集中部署利用起来，将办公环境全部更换为桌面虚拟化平台，包含

网信 PC+ 操作系统 + 桌面虚拟化软件 + 办公应用软件，首批交付 2000 个桌面。第二期，将采用网信服务器作

为私有云，预计最终瘦客户端数量达 1.15 万台。

伙伴信息

联想长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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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长风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特殊领域信息化设备和网信计算机产品的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为

一体的全内资公司。公司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设有研发中心，销售网络遍布全国，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本地

化优质服务。

公司现主要服务于党、政及特殊领域等。公司拥有强大的科研、测试、供应链、生产以及服务平台，构

建了从研发、制造、销售，以及服务的全价值链体系，致力于打造性能强大、质量可靠、服务卓越的特殊领域

信息化设备、网信计算机产品和方案。

联想长风售前咨询热线：400-810-6460

联想长风售后服务热线：400-100-3009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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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与飞腾
桌面云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传统 IT 架构自带的不足造成了终端运维管理复杂、数据安全无法保障、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安全防护手

段受到限制、成本较高等问题，给用户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的日渐成熟，使得桌面云

成为解决传统 IT 架构不足、构建内外网安全防护的重要选择。经过多次市场调研，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推出了

同方全国产桌面云系统解决方案。

同方全国产桌面云系统解决方案，可解决在国产计算平台使用中出现在各类桌面环境下的问题。本方案

采取集中管理、集中存储、本地运算策略，提高了国产计算平台桌面环境的运维效率，提升了用户体验。

方案详情
 同方全国产桌面云系统解决方案是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基于飞腾 FT-2000+ 网络安全硬件平台解决

方案。该方案采用云计算、本地虚拟化技术和专有的网络协议，将操作系统和各类应用软件一键部署在集群服

务器中，支持系统批量部署及更新，无需安装第三方管理工具，即可快速、便捷、安全地访问应用软件，打造

了一个高可用、高可靠、高管控的信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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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同方全国产桌面云系统架构分为三部分：负责终端接入、桌面分配的服务器平台；用户终

端上运行的客户端软件；服务器平台、客户端软件实现等系统关键组件集中管理功能的系统管理。

系统安装部署流程图：

同方全国产桌面云系统的部署由终端集群系统服务器、客户端计算机和服务器硬盘 VHD 构成。终端集群

系统服务器负责母盘、桌面、主机、快照等的管理。

部署环境说明：

• 硬件环境：飞腾芯片处理器等

• 操作系统：UOS、麒麟、中科方德等；

• 软件：云桌面软件。

方案实施效果
同方全国产桌面云系统解决方案的实施，可在不改变用户端设备、网络结构及用户习惯的基础上，兼容

原有网络，以便让用户更好地适应国产计算平台的使用。本方案的优势如下：

• 可对用户数据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提升了桌面使用的安全性；

• 依托虚拟化技术及高效镜像分发和迁移技术，增强了用户桌面使用的灵活性；

• 云桌面系统多终端合一，极大改善了工作环境，提高了用户工作效率；

• 扩展性好，可随着业务和技术的发展进行升级；

• 有专业的、经验丰富的实施和售后团队提供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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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相关产品
• 同方全国产桌面云系统

• 超翔 TF830-V050（台式机）

• 超强 F20-M1（服务器）

成功案例
应客户要求该项目保密。

伙伴信息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6 月 25 日，是由清华大学出资成立的高科技上市企业。2019 年 12 月

31 日，同方股份控股股东由清华控股变更为中核资本，实际控制人由教育部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依托清华大学的科研实力与人才平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坚持走产学研结合之路，定位于多元化综合性

科技实业孵化器，致力于中国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沿着“技术 + 实业、金融 + 资本”的发展战略，

同方形成了“以科技产业为主导，以创新孵化体系和金融投资体系为两翼支持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的“一

主两翼”战略格局，通过融合产业运营、科技孵化和金融资源，实现共享、共创、共赢的科创融生态圈。 

     目前，同方旗下拥有互联网服务与终端、云计算与大数据、公共安全、节能环保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

主干产业集群，以及与产业配套的具全球化生产和研发能力的科技园区。同方已在全球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

设立了分支机构和研发生产基地，源于“中国智造”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遍及五大洲一百余个国家和地区。 

     截至 2018 年，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超过 600 亿元，年营业收入近 300 亿元，每年保有的中国及海外专利、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达到四千余项，累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学技术奖百余项，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科

技重大专项超过 300 项，历年入选“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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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能力五十强企业”、“中国企业信用 100 强”，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信

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行业大型骨干企业”。

公司名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htf.com.cn

公司电话：86-10-82399988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 号清华同方科技广场

http://www.tht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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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创天与飞腾
云桌面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 特殊领域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为了顺应云计算时代，虚拟化、5G、边缘计算技术在桌面的应用潮流，和网信天推出的全自主创新桌面

云解决方案可为党政及特殊领域用户提供“集中计算、集中存储、集中管理”的企业级办公桌面。便捷管理、

高效运维、安全防护的办公平台，不仅提升了企业办公效率，也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方案详情
和信下一代云桌面全自主创新方案是基于国产飞腾服务器的集中计算、集中存储、集中管理模型，允许

多个用户桌面以虚拟机的形式独立运行，同时共享服务器端的 CPU、内存、网络连接和存储等物理硬件资源，

使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和固定的网络带宽、磁盘容量等。企业根据用户的需求将虚拟资源划分为不同

参数规格的虚拟机，向用户提供虚拟桌面服务。用户与用户之间不会因为对方使用的应用程序故障和操作系统

崩溃而受到影响。

和信下一代网信云桌面方案提供端到端全国产的软硬件一体化虚拟桌面解决方案，将桌面 PC 的计算资

源与存储资源（含 CPU、硬盘、内存等）集中部署在云计算数据中心机房，通过虚拟化技术将物理资源转化为

虚拟资源。和信下一代云桌面全自主创新系统架构由云资源层、云管理层、云终端层等三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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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下一代云桌面全自主创新方案以虚拟化技术为核心，将计算、存储、网络等虚拟资源融合到国产服

务器（飞腾芯片）中，同时还融合了云桌面元素，在统一平台的管理下，为用户提供安全的桌面体验。

方案实施效果
1. 动态扩展 

基于分布式扩展架构设计，构建的用户虚拟机资源不足时，可动态扩展用户虚拟机需求，从而实现资源

的按需弹性扩容，保证业务的连续性、稳定性。

2. 资源调度

通过资源调度，实现计算、存储、网络的按需分配，达到资源的弹性伸缩、节能减排的目标，同时可使

计算资源的利用率最大化，使交付更快速，维护更便捷。

3. 高效管理

管理员只需要维护数据中心的操作系统镜像，各自补丁、软件的安装升级维护只需要进行一次镜像更新，

其他终端桌面会自动更新，无需逐台安装维护。

4. 数据安全

用户终端数据可集中存储于云端服务器，终端不留密，保障用户数据安全，增强办公网数据的安全性。

5. 降低运维

管理员只需要维护数据中心的操作系统镜像，进行批量维护管理。当某个用户的办公桌面操作系统故障后，

可由管理员对其操作系统根映像进行恢复，可在 2 分种内即可将个人操作系统恢复到正常状态。

伙伴相关产品
服务器端为搭载 FT-1500A/16 核处理器的高性能服务器，终端为搭载 FT-1500A/4 处理器的 PC 机，管理

平台软件为和信下一代云桌面系统。

伙伴信息

北京和信创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信创天是国内领先的“混合云桌面平台”服务提供商，国家 “双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家核高基项

目虚拟化分课题承接单位。公司总部位于北京，武汉设立技术研发中心和智能创新研究院，核心研发团队为中

国第一代信息安全领域先锋。核心产品通过特殊领域虚拟终端类产品认证，同时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20000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历经十年沉淀，服务用户两千多家，其中包含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中央部委级单位、特殊领域、

三大电信运营商等极具代表性的用户。同时，和信创天为各项大型活动提供技术支撑，包括金砖国家领导人厦

门会晤，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等。和信创天产品及解决方案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装机量超过 60

万台。

公司名称：北京和信创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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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官网：www.vesystem.com

公司电话：010-60845985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35 号院新东源北楼 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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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固信安与飞腾
云桌面联合解决方案

              政企办公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国产基础软硬件保证了系统的自主创新，有效解决了预置木马、预设后门等问题，成为国家大力发展的

战略方向。基于自主创新系统的国产、自主创新升级工程关系到国家安全，影响深远，势在必行。

但是，在国产、自主创新升级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1. 部分业务系统需要重新适配开发，阻碍了国产、自主创新升级工程的进度

国产升级工程中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业务生态环境的匹配，整个生态环境中存在着办公、研发、设计等大

量的业务系统，这些系统由于历史的原因都是基于 Wintel 体系构建的，无法直接在国产、自主创新系统中运行，

部署业务系统需要重新开发，极大的阻碍了升级工程的进度。

2. 基础硬件的性能低，影响用户体验

国产基础硬件正在刚刚起步阶段，其性能要比国外同类产品弱一些。但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很快，很多

业务系统规模大，对基础硬件要求高。大型的业务系统所需硬件环境与国产基础硬件之间存在发展不匹配的问

题，用户应用体验受到影响。

3. 延续传统分布式 PC 计算架构，安全隐患问题得不到根本改善

云计算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计算模式，计算环境的集中管控对信息安全的支撑力度也得到普遍认可。在安

全防护层面，国产、自主创新升级工程所沿用传统分布式 PC 计算环境需要众多“封堵查杀”式的安全组件，

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安全防护能力，同时对本就吃力的计算资源无疑又是一个挑战。

为解决上述问题并且满足这些领域对国产研发创新的需求，天固信息安全系统（深圳）有限责任公司推

出了全新国产、自主创新桌面基础架构解决方案，其借助虚拟化技术，将个人桌面集中部署在数据中心，实现

桌面统一管控，按需分配、使用，终端不保存关键数据，从而实现了桌面快速、安全交付。

方案详情
天固彩石桌面云解决方案，基于天强服务器、天固彩石云桌面、天乾云终端等公司自研产品，借助虚拟

化技术，将个人桌面集中部署在数据中心，实现桌面统一管控，按需快速、安全交付。不仅可以满足从服务

器、桌面云软件到云终端的完整的国产自主创新云办公需要，对于部分办公需求暂时只能使用 Windows 系统

的情况，可以在终端使用国产设备的情况下，通过后端的 X86 服务器集群提供 Windows 虚拟桌面。该方案既

能实现用户办公桌面与用户办公数据的安全隔离，又能最大限度保留的桌面办公习惯，使得用户可以从传统

Windows PC 桌面办公环境逐步平滑过渡到国产平台桌面办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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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固彩石桌面云解决方案提供如下功能特性：

1. 主机、虚拟机性能监控

2. 服务器集群管理，支持不同 CPU 架构服务器混合部署

3. 虚拟化管理，包括用户、虚拟机生命周期、模板、网络、云硬盘、备份等

4. 云终端管理，包括连接设置、终端扫描、绑定管理、USB 外设细粒度管理等

5、系统管理，包括日志管理，平台服务状态、软件分发下载、设置及授权管理等

6、安全管理，包括终端接入安全、终端用户绑定等

方案实施效果
天固彩石桌面云解决方案，改变了传统的 PC 部署模式，将桌面操作系统由客户端迁移到数据中心进行

统一管理，从而简化部署和配置工作，提供一种端到端的云桌面交付解决方案。

1. 应用场景

• 工程设计

在特殊领域有着大量的工程研发人员，这些科技人员需要大量的计算机辅助软件确保工程的顺利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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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自主创新升级工程目前还无法全面支持这些应用，保障业务顺利运行是此类环境的国产、自主创新升级

工程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采用天固彩石云桌面解决方案，可以较好的解决国产、自主创新与工程设计类软件

的融合问题。

 » 使用国产计算机作为主要办公系统

工程研发单位配置国产、自主创新的安全计算机作为其主要办公系统，大量的日常办公工作在此

类计算机上处理。安全计算机配备标准的保密安全防护软件，防止信息泄露，保障系统安全。

 » 利用桌面虚拟化技术为计算机辅助软件构建运行环境

对于国产、自主创新计算机无法支持的工程类软件，可以利用桌面虚拟化技术，在服务器端增加

部分国产 x86 虚拟化服务器去提供软件的运行环境，并通过影像远程加密传输交付到国产计算机终

端，实现用户研发业务系统的正常应用。国产计算机终端与虚拟桌面的数据通过云盘进行交互与共享，

并确保数据与桌面系统解耦合，加强数据的安全保障能力。

 » 利用显卡透传技术支持 3D 业务应用。

一些大型图形图像工程软件需要硬件加速支持，桌面虚拟化可以通过显卡透传技术将专业显卡直

接交付操作系统应用，支持大型 3D 软件的使用。

• 党政办公

国产、自主创新升级工程在办公单位有着大量的应用。办公场景的业务系统对资源要求高，国产、自主

创新升级工程的计算能力与这些大型办公应用系统匹配度不够，主要体现在系统加载慢或者无法加载，业务流

程运行卡顿，业务界面交付不完全等问题，通过天固彩石云桌面解决方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提高用户端业务

交付体验。

 » 终端采用全国产的瘦客户端，满足安全的需求

办公环境的机密性要求很高，终端采用自主安全的全国产瘦客户端确保终端安全。

 » 服务器端采用高性能国产服务器及国产操作系统，满足性能要求

对于大型办公系统计算在云端集中处理，由服务器提供强大的计算资源，桌面影像安全交付到国

产瘦客户端，提高业务处理能力

 » 数据集中管控，满足数据安全的要求

所有数据均在服务器端保存，终端仅仅接受变化的影像，并实现加密传输，确保“终端不留密，

个人不存密”，保障高机密环境下的数据安全。

2. 客户价值

• 既满足国产、自主创新诉求，又保障业务系统的不间断使用

在桌面云解决方案中，可以较好的解决国产终端环境与不兼容的业务系统的融合使用问题，既满足

自主创新的需要，又能够确保当前的业务工作不间断。

• 有效提升数据安全防护能力

传统的分布式 PC 环境信息存储分散，安全防护措施要逐一配置，安全风险可控性差。在桌面云解决

方案中，数据信息集中管理，并统一按照数据中心的安全级别防护，可靠保护了数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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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不留密，安全防护成本大大降低

传统的分布式 PC 环境，终端承载着运算以及数据存储的要求，终端的安全防护及运维成本很高。而

在桌面云解决方案中，用户终端没有任何数据存储，仅仅是连接、显示远程桌面影像的一个媒介，所以，

安全防护以及运维成本大大降低。

• 系统与数据分离，远程维护成为可能

特殊环境由于安全要求，是不允许远程维护的，给运维人员带来了不便。而在桌面云解决方案中，

操作系统与数据可以完全分离，从技术层面来看，管理员只能维护操作系统，而不能对数据进行操作，

在安全得以保障的前提下，远程运维可以极大的提升运维效率。

伙伴相关产品
• 天固彩石云桌面软件

 » 支持国产、自主创新服务器、云终端

 » 优化传输协议，满足高清视频播放、图形工作负载使用需求

• 天固彩石云盘软件

 » 支持文件上传、下载、共享

 » 支持共享权限设置、密码、过期时间设置

 » 支持文本文件在线编辑

 » 支持已删除文件恢复

 » 支持用户管理

 » 支持移动端和桌面同步

• 天强服务器

 » 支持飞腾 FT-1500A 和 FT-2000+/64 高性能微处理器

 » 支持四通道 DDR3 1600 和八通道 DDR4 2400 内存

 » 持板载 RAID

 » 支持国产自主创新 BIOS/BMC

• 天乾云终端

 » 采用飞腾 FT-1500A、FT-2000 新 4 核通用微处理器

 » 采用国产安全可控 BIOS

 » 内置 KVM 功能，可同时外接一台终端设备切换使用

 » 采用独立显卡，支持 VGA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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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信息

天固信息安全系统（青岛）有限责任公司                                                       

天固信息安全系统（青岛）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固信安”，成立于 2016 年。天固信安在青岛市和深

圳市分别设有产品研发中心和生产中心，另在北京市设有产品营销中心和支持服务中心，业务覆盖全国三十多

个省级行政区。2018 年，全资子公司天固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在深圳市成立，主要负责天固信安软件

产品的研发、运维、销售，以及系统集成服务相关的工作。

 天固信安专注于信息安全与自主创新相关的系统级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工作，旗下现拥有“天

强”和“天乾”系列整机产品线、“天坤”系列计算板卡产品线，以及“天固彩石”系列软件产品线，产品涵

盖数据中心、特殊系统、桌面办公等多种应用场景中必备的信息化建设组件。针对行业需求与产业需要，基于

丰富的软硬件产品组合，天固信安立足信息本质安全，为用户打造符合国家信息安全标准的高性能、高可靠、

全国产、自主创新的整体解决方案，为国家党政特殊领导系统及其关键应用添砖加瓦、保驾护航。 天固信安承

担了多个国家核高基项目、特殊领域项目的技术研发及工程实施工作。公司核心技术团队拥有丰富的产品及工

程经验，竭力为用户提供专业化、定制化、且覆盖应用全生命周期的产品服务。

公司名称：天固信息安全系统（青岛）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skysolidiss.com.cn/ 

公司电话：0755-23705783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留仙洞工业区顺和达 A2 栋东 6 楼 605

http://www.skysolidis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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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高与飞腾
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业务驱动：随着云服务应用不断丰富，这一服务模式获得了客户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大中型企业将逐步

采用混合云或私有云来代替传统的数据中心，这将产生对云平台与服务器的巨大采购需求。

政策指引：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打造

国际先进、高安全的核心技术体系，带动集成电路、基础软件、核心元器件等薄弱环节实现根本性突破，形成

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优势。

基于飞腾服务器构建的品高云平台展现出了良好的性能与云服务能力，可为政企用户提供计算、存储、

网络、管理与安全、业务高可用等云计算转型的必要能力，并助力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升级。

 品高云平台通过对数据中心内的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等基础硬件设施进行虚拟化整合与智能化调度，

并实现了对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的自动化配置，以云服务的形式为业务应用提供 IT 基础资源。

可帮助用户简化 IT 管理，提高 IT 资源交付效率，节省 IT 系统建设与运营成本。同时，品高多年来在众多大型

政企客户中的云计算规划与实施经验，也是帮助用户实现云计算发展战略最终落地的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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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飞腾 FT-1500A 服务器搭建的品高云平台，通过底层的分布式存储、计算虚拟化、SDN 网络可为上

层应用提供安全、稳定的资源。

方案实施效果
基于 FT-1500A 服务器构建的品高云平台，实现了虚拟机创建、批量创建虚拟机、存储卷、虚拟机打包、

虚拟机网络与安全组、实例上下线、虚拟机冷迁移、云负载均衡、弹性伸缩、云监控、监控警报、云平台统计

报表、VPC、计划任务、全局调度策略、禁止多会话、日志审计等功能，可为政企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

管理与安全、业务高可用等云计算转型的必要能力。

伙伴相关产品
品高云操作系统     BingoCloud OS v8.0

相关案例
某研究所项目：

• 环境如下：

 » 硬件平台：FT-1500A

 » 操作系统：银河麒麟 4.0.2 最新版

 » 数据库：南大通用 Gbase 8T 

• 项目需求：

 » 需满足对 Gbase 数据库定时备份与恢复需求；

 » 满足对自主创新平台的 CDP 保护，以满足用户实时性要求高的业务场景；

 » 针对飞腾平台能够进行应急接管；

• 项目进展：

 » 完成将“黑方灾备系统”服务部署在纯自主创新平台上（基于飞腾硬件 +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 黑

方灾备系统），构建纯自主创新的灾备体系，系统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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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成适配纯国产平台的备份与恢复（基于飞腾硬件 +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 南大通用数据库），并

成功对银河麒麟操作系统、文件以及南大通用 Gbase 8T 数据库等环境的备份与恢复，测试顺利。

伙伴信息

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品高软件公司成立于 2003 年，目前全国拥有员工 1000 余人 , 总部位于广州 , 在北京、成都、福州、长

沙设有区域分公司，并在深圳、汕头、贵阳设有地区办事处。

公司拥有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二级资质，并通过了软件能力成熟度最高级别的 CMMI5 认证，企业信息安

全管理 IS027001 认证，连续多年获评 AAA 级企业信用等级认证企业，连续 10 年成为广东省诚信示范认证企

业，连续 11 年成为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认证企业。公司的核心业务包括 : 基础架构云平台、数据湖管理平台、

云应用支撑平台、聆客企业协作平台等重要基础软件产品的研发，同时面向大型行业客户提供 IT 顾问咨询以

及应用系统建设等服务。

公司名称：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bingosoft.net/

公司电话：020-87011227

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软件产业基地软件路 17 号 G1 栋（51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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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本次方案所依托的办公平台及相关业务应用，均基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体系，应用采用的设备、操作系统、

应用服务、数据库均采用国有自主产品，开发语言采用 JAVA 作为主要技术路线，考虑到相关项目前期建设投

入的延续和日后应用对接的需求，推荐采用基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体系架构和 JAVA 作为技术架构实施建设工

作。

本着集约化建设的思想，要求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对原有应用中使用到的软件产品、设备环境、总体架

构进行复用和延续，减少信息化建设中的重复投入。同时，项目中所建设的模块均需延续区现有的业务和信息

化规范和标准，确保业务规范和技术线路的一致性。

方案详情
产品方案应用领域：联想协同提供的自主创新环境下的文件安全管理协作解决方案，适用于各类型党政

机关、关键基础设施行业单位。

内网部分适配的软硬件的环境：飞腾 + 银河麒麟。

方案为“一站式”软硬件整体解决方案。主软件产品采用 SOA 面向对象体系的设计，产品为 B/S+C/S 架构。

联想协同与飞腾
政企云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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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 跨多终端数据交互：提供网信环境与原有 Windows 环境下的数据的跨平台迁移、备份，日常交互；

• 自主创新环境下文件合规性管理：提供自主创新环境下文件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提供细粒度

权限管理、行为审计、存储链路过程中的加密保护，防病毒等满足相关国家监管单位对于党政机关

文件保护的需求；

• 文件信息资产的汇聚：提供自主创新环境下文件数据的汇聚管理，实现将党政机关的文件信息资源化，

有序化管理，形成网信环境下的党政机关文件资产；

• 文件协作效率的提升：提供自主创新环境下基于文件共享协作工具较少，方案在实现数据管理汇聚

的基础上，带来的基于文件的协作共享解决方案，大大提升在自主创新环境下的文件协作效率；

• 政务网摆渡解决方案：建立党政机关政务外网、互联网文件安全摆渡的通道。在党政机关政务外网

存在频繁数据文件流动交互的需求，但是由于政务内、外安全隔离的要求，政务内、外网数据交互

异常繁琐，传统的内、外网协作方式效率低下，通过 U 盘等方式的传递，缺乏有效的安全审计，同

时也容易将病毒文件传递至政务的安全内网中；

• 自主创新环境文件总线：方案整体设计采用开放性设计，开放各类 API、SDK 和各类政务应用对接后，

将各类应用中的数据统一存储管理，建立统一的文件数据标准，方便后期多政务应用之间文件联动；

• 无纸化会议解决方案：提供软硬一体的无纸化会议分发解决方案。

伙伴相关产品
联想云盘系统

伙伴信息

北京联想协同科技有限公司                                                                               

联想协同是联想集团旗下政企云方向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商，是联想“设备 + 云”整体战略的重要一环，

承载着联想业务从硬件向软件和云服务转型的重任。联想协同成立于 2017 年 4 月，是联想集团旗下专注数字

内容管理及协同平台的事业部门。2006 年从联想集团研究院内部开始起步，是中国文件云领域的先行者，至

今已稳定运营 12 年。为政企用户构建业界领先的基于云存储的企业文件协同与管理平台，提供企业级数据存储、

管理和业务高效协同的解决方案，助力政府、企业等各行业实现文件无限存储、高效共享及安全协作，便捷移

动办公，大幅提高工作效率。目前已服务 50+ 行业，500+ 政府事业单位，200+ 龙头企业，100 万 + 企业用户。

在艾瑞咨询《2018 年中国云盘行业发展白皮书》报告指出联想云盘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成熟的服务产品体

系和品牌优势在市场份额上依然占据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在 40% 左右。

公司名称：北京联想协同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s://box.lenov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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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6 号

联系邮箱：zhangyh@lenovo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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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固信安与飞腾
云平台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目前，信息系统国产、自主创新升级在党政特殊领域和关键行业领域正在加速推进，大量飞腾服务器开

始在数据中心使用。在原有 X86 数据中心已实现云化的情况下，基于飞腾服务器构建的数据中心希望也能实现

云化，同时满足等级保护的要求。

由于国产、自主创新升级过程是逐步推进的过程，在使用飞腾服务器构建云平台后，业务系统也要相应

的针对国产平台进行迁移、适配、开发，该过程是一个较长期的滚动迭代的过程，部分业务系统可能直接基于

国产服务器平台进行全新的分布式设计，部分业务系统可能先从 X86 平台迁移到飞腾服务器中，其业务系统没

有经过分布式、高可用设计，因此国产、自主创新数据中心云 平台需要既能支持原生云应用，又要能够支撑传

统应用，同时需要为传统应用提供可靠性保护。天固信安提供的天固彩石云平台方案即为满足以上用户需求而

设计。

方案详情
天固彩石云平台方案通过整合天固彩石云平台软件、天固彩石高可用集群软件、天固彩石负载均衡软件

和天固信安飞腾系列服务器，实现基于国产服务器的数据中心整体云化交付需求。天固彩石云平台方案全面支

持虚拟化技术及容器技术，可以按需满足云原生应用和传统应用的统一运行支撑，通过云平台虚拟机高可用结

合天固彩石高可用集群，提供传统业务的多层可靠性保护，降低业务中断时间，通过天固彩石负载均衡软件为

WEB 应用提供多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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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架构如下：

天固彩石云平台提供如下功能特性：

1. 同时支持虚拟机及容器部署方案，满足业务系统国产、自主创新迁移过程中的多样化需求；

2. 资源集中池化。实现 CPU、内存等计算资源池化；实现本地存储、NFS、FC、iSCSI、POSIX 兼容文件系统、

分布式存储等多种存储方式混合资源池化；实现网络资源池化；

3. 提供 WEB GUI 管理界面和用户自助服务 WEB 界面；

4. 支持集群级弹性策略，实现集群级负载均衡、节能管理；

5. 支持平台级高可用；

6. 支持虚拟机快照、虚拟机开关机等全生命周期管理，支持虚拟机离线迁移、在线迁移、存储在线迁移；

7. 支持基于容器的透明的服务注册和服务发现，智能负载均衡，故障发现和自我修复，服务滚动升级

和在线扩容；

8. 容器平台支持持久存储，允许用户同时运行有状态的应用和无状态的云原生应用。

9. 支持虚拟机、容器资源动态调整；

10. 支持全面的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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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应用场景

单数据中心国产、自主创新建设 / 改造 : 提高物理服务器利用率，降低整体硬件投入，适合于新建国产、

自主创新数据中心以及原有数据中心国产、自主创新改造过程中机房电力、空间有限，服务器利用率不高的客户。 

跨数据中心管理：将本地多个数据中心构建成一个大的逻辑数据中心，提高整体资源利用率，并实现一

定的跨数据中心备份 / 恢复能力。

VM VM VM VM

管理平台

虚拟化服务器 虚拟化服务器

客户价值

• 在实现国产、自主创新的同时，提高了单机资源利用率，实现了硬件资源整合，减少了总体硬件投

入成本；

• 整体业务可靠性提升，在相同的国产、自主创新软硬件投入成本下，能够实现业务的全面高可用保护，

实现分钟级的硬件故障切换；

• 基于云化，可在国产硬件平台上实现足够的业务持续性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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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对业务需求的响应速度更敏捷，通过合理规划资源池，可实现在分钟级提供业务所需 IT 资源 ;

• 同时支持容器云和虚拟机云平台，加速用户业务迁移 .

伙伴相关产品
• 天固彩石云平台软件

• 支持国产、自主创新服务器、存储

• 支持虚拟机、容器技术

• 支持应用系统业务持续性保护

• 支持多数据中心管理

• 天固彩石高可用集群软件

• 支持主流应用、中间件、数据库

• 支持国产服务器和操作系统

• 可部署于物理机或虚拟机中

• 天固彩石负载均衡软件

• 支持在物理机或虚拟机中部署

• 支持国产服务器和操作系统

• 支持负载均衡自身可靠性保护

• 天强服务器

• 支持飞腾 FT-1500A 和 FT-2000Plus 高性能微处理器

• 支持四通道 DDR3 1600 和八通道 DDR4 2400 内存

• 支持板载 RAID

• 支持国产自主创新 BIOS/BMC

伙伴信息

天固信息安全系统（青岛）有限责任公司                                                            

天固信息安全系统（青岛）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固信安”，成立于 2016 年。天固信安在青岛市和深

圳市分别设有产品研发中心和生产中心，另在北京市设有产品营销中心和支持服务中心，业务覆盖全国三十多

个省级行政区。2018 年，全资子公司天固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在深圳市成立，主要负责天固信安软件

产品的研发、运维、销售，以及系统集成服务相关的工作。

 天固信安专注于信息安全与自主创新相关的系统级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工作，旗下现拥有“天

强”和“天乾”系列整机产品线、“天坤”系列计算板卡产品线，以及“天固彩石”系列软件产品线，产品涵

盖数据中心、桌面办公等多种应用场景中必备的信息化建设组件。针对行业需求与产业需要，基于丰富的软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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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产品组合，天固信安立足信息本质安全，为用户打造符合国家信息安全标准的高性能、高可靠、全国产、自

主创新的整体解决方案，为国家党政特殊领域系统及其关键应用添砖加瓦、保驾护航。 天固信安承担了多个国

家核高基项目、特殊领域项目的技术研发及工程实施工作。公司核心技术团队拥有丰富的产品及工程经验，竭

力为用户提供专业化、定制化、且覆盖应用全生命周期的产品服务。

公司名称：天固信息安全系统（青岛）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skysolidiss.com.cn/ 

公司电话：0755-23705783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留仙洞工业区顺和达 A2 栋东 6 楼 605

http://www.skysolidis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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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与飞腾
协同办公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的战略目标。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的重要时期，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面临着信息系统升级建设、网络和

信息安全建设的重大任务，而自主创新、安全可信的网信环境则是保障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的重要前提。

现阶段电子政务已经深入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党政行业，协同办公系统正在由业务

办公的支撑工具逐步成为提高工作效能、推动重点工作督查落实、支撑重大问题决策研判和高效履职不可或缺

的重要手段。如何基于政务网络基础设施并兼容网信环境，借鉴已有成功建设经验，规划设计下一步信息化系

统建设，已成为当前信息化建设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随着网信领域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建设项目呈现了大并发、多层级、多种环境组合的趋势，

但限于当前基础环境建设条件的不足，在大并发、多层级、多组合的项目建设过程中，转型工作需逐步践行，

为保证工作人员能够在网信环境与传统非网信环境混合情况下协同办公，并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形成了以集约

建设、技术融合和互联互通为主要建设方向的建设方案。

方案详情
致远政务协同办公平台能够基于网信基础软硬件环境运行，在满足“办文、办会、办事”等政务核心业

务需求的同时，提供“融合组网”、“集约部署”、“移动办公”、“互联互通”、“信任集成”等多种关键

场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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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支撑层

 应用支撑平台

基础层
基础软硬件

技术平台

 办公套件集成

业

务

技

术

规

范

管理平台

流式编辑 版式转换 版式阅读 电子签章

应用层
 门户空间

内网门户 门户空间

 公文处理应用

查询统计

公文配置

发文管理 收文管理

公文督办

 扩展业务应用
会议管理

值班管理

领导日程

督查督办

信息报送

 跨系统标准集成
统一认证 单点登录组织同步 数据集成（扩展） 流程集成（扩展）消息集成

 业务协同集成
电子交换 纸质交换 档案系统 ……

 扩展日常应用
事务管理

文化建设

工作管理

文档管理

内会管理

……

 互联交换平台
资源中心

交换中心

…...…… ……

致远政务协同办公平台以符合党政机关电子公文标准的公文处理系统为核心，扩展门户空间、会议管理、

督查督办、值班管理、信息报送等业务应用，同时兼顾移动办公、事务管理、文档管理、工作管理等日常办公

应用，满足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和涉密信息分级保护安全要求。

致远开放互联交换平台可支持多业务系统接入，核心功能包括资源管理中心、用户机构中心和数据交换

中心，可实现多层级、跨组织及跨网域的业务协作，完成公文、协同、文档、新闻、公告等完整办公数据对接

工作。

业务场景

•  基于网信环境的省级、市级政务协同办公平台

• 网信与非网信环境混合（运行环境、办公套件兼容）以及不同技术路线混合

• 网信与非网信系统数据互通（跨组织、跨层级、跨网域）

部署环境

• CPU：FT-1500A 和 FT-2000+/64

• 操作系统：银河麒麟

• 数据库：达梦、金仓、南大通用、瀚高、神通、优炫 

• 中间件：东方通、金蝶、中创

• 办公软件：金山、永中

• 版式软件：数科、福昕、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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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 集约部署

实现基于网信环境的省级、市级平台。

• 技术融合

 » 实现飞腾与其他技术路线的融合；

 » 实现网信环境与非网信环境的融合；

 » 实现不同环境办公套件的兼容。

• 标准符合

 » 符合党政机关电子公文标准；

 » 符合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标准。

• 丰富应用

 » 原有成熟技术平台完整迁移，可进行公文及门户、会议、督查、值班、信息等多种办公应用扩展。

 » 实际基于网信环境的移动办公；

 » 实现统一支撑平台，进行用户、资源等统一管理；

 » 实现跨组织、跨层级、跨网域的数据交换。

伙伴相关产品
• 电子政务协同管理平台 G6

• 网信协同办公管理平台 G6-N

• 开放协同互联平台 OCIP

成功案例
致远协同办公解决方案已在全国范围应用，适用于不同级别、不同网域、不同规模、不同组合，并且覆

盖全部办公业务需求，其中典型案例为：

• 省级政务协同办公平台：某省级用户单位 30 个、约 5000 人，在各单位累计抽取 200 人进行网信项

目建设，实现系统上线后，全省的组织机构及流程打通，并且与非网信系统进行数据无缝对接。在

该项目中，基于飞腾技术平台建设省级协同办公平台，主要实现网信与非网信服务端系统同时运行、

同一单位内网信与非网信客户端同时运行以及网信与非网信流版软件同时运行。实现跨单位、跨系

统的流程与数据互通。

• 市级政务协同办公平台：某市级用户进行建设，采用飞腾服务器、其他芯片客户端组合，完成市内多

单位办公系统使用，实现基于网信环境的公文处理、公文交换并扩展值班管理、会议管理等系统建设，

尤其在本项目中完成基于网信环境的移动办公系统的迁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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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信息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致远互联）成立于 2002 年 3 月，总部设立在北京，始终专注于

企业级管理软件领域，是一家集产品的设计、研发、销售及服务为一体高新技术企业，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协同

管理软件产品、解决方案、平台及云服务，是中国领先的协同管理软件提供商。2019 年 10 月 31 日，致远互

联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A 股上市（股票代码：688369）。

致远政务是致远互联独立事业部，定位于电子政务市场，是国内领先的智慧政务解决方案与产品服务商。

致远政务专注协同办公领域，面向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及其直属机构、事业单位提供贴合应用的产品、解决方案

及服务，用自主安全技术创新助推政府现代化治理与公共服务。

致远政务坚持自主创新，结合我国政府信息化发展趋势，形成了以电子政务协同管理平台 G6、网信协同

办公管理平台 G6-N、开放协同互联平台 OCIP 为主体的三大产品线，并且针对政府业务特点，研发了政府治

理一体化平台、互联网 + 政务服务、信创拟态安全防御、智慧党建、智慧人大、应急管理、公文运行效能等创

新方案，完全满足“互联网 +”时代下新型电子政务市场各种应用挑战。

致远政务立足行业发展，赢得了众多政府用户认可，成为电子政务行业首选合作伙伴。目前，致远政务

已经服务于全国省部级、地市级、区县级等各级超过 5000 家政府单位，客户范围全面覆盖党委、政府、工商、

财政、教育、农业、水利、公检法等领域。

公司名称：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seeyon.com/

公司电话：400-700-3322

公司地址：北京海淀区北坞村路甲 25 号静芯园 N 座、O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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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群信息与飞腾
电子文档安全管理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医疗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面对政府核心电子文件数据的安全防护及规范化管理需求，该系统以电子文件为核心，综合采用集中加

密存储、严格身份认证、细粒度权限控制、自主授权访问、全程行为审计等多重安全机制，创建了一个相对封

闭、高安全的工作环境，形成了电子文件全生命周期的完整防护方案，实现了电子文件的集中处理和安全防护，

确保电子文件的安全性、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系统采用了集中存储管理、分布运算处理的技术路线，所有电子文件集中加密存储在服务器端，确保电

子文件的高安全性。

冠群信息与飞腾信息电子文档安全管理系统联合解决方案可为政府行业客户基于飞腾的 ARM 架构芯片服

务器、银河麒麟操作系统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提供组织管理、角色管理、文库管理、用户管理、日志管理、审

计管理、文件流转、文件权限管理、存储管理、销毁管理、移交管理和结存管理等功能。

方案详情
冠群信息电子文档安全管理系统以国家信息安全分级保护标准、国家电子文件管理相关标准和规范为基

础，综合利用多重安全防护手段，围绕电子文件构建全方位立体安全防护措施，实现了电子文档安全管理体系，

符合《涉及国家秘密的电子文档安全保密产品技术要求》，通过了国家保密局的测评。

建设标准电子文件管理系统，该系统为多种应用系统的电子文件管理提供统一的存储和访问服务，保证

电子文件的真实、安全、可靠、可用性。该项目中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与用户的统一用户登录系统集成，与基建

管理系统集成，统一管理基建项目的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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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文件管理系统架构图如下所示：

方案实施效果

• 高强度身份认证

支持硬件登录，双因子认证，防止非法用户访问。

• 全程审计

文件全生命周期的操作行为及过程信息记录，可审计、可追溯。

• 细粒度权限控制

基于角色的细颗粒度权限控制，精确控制文件访问范围。

• 一体化加解密

文件内容存储及数据传输一体加解密，不影响用户正常操作。

• 密级匹配

基于文件密级与用户密级匹配原则，严格控制定密文件流向。

• 三权分立

系统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安全审计员三权分立，没有超级管理员。

伙伴相关产品
• 电子文档安全管理系统 V3.0

• 成功案例

• 中联部电子文档管理系统

• 商务部电子文件管理系统

• 工信部电子文档共享系统

• 国土资源部电子文件管理示范工程

• 海关总署电子文件管理示范工程

•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电子文件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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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和医院电子文档管理系统

• 中核集团某公司电子文档管理系统

伙伴信息

北京冠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冠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国内领先的专业 IT 综合应用服务提 供商，业务范围

涵盖咨询规划、软件研发、项目实施、培训服务、毫米波芯片。 冠群信息始终 坚持以技术创新、求真务实、

客户共赢为核心的发展思路，为用户提供一流的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

长期以来，冠群信息在电子文件管理、版式文件、安全电子邮件、政务办公、定位服务、 税务产品等领

域取得了百余项创新成果，研发了一系列业内领先的自主软件产品，并在实践中 形成了众多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客户遍及政府、特种行业以及大中型企事业单位。 冠群信息拥有一支专业化的精英团队，在咨询规划、软件研发、

项目实施和培训服务等领 域拥有众多行业级专家，具有卓越的企业级 IT 综合应用服务能力。

公司名称：北京冠群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cssca.com

公司电话：62146979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55 号中软大厦 A 座 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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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通与飞腾
消息中间件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东方通消息中间件 TongLINK/Q 是致力于解决多方应用系统之间信息互通、信息孤岛、应用数据丢失、

网络环境差导致的数据传输不稳定、应用资源隔离、应用系统可扩展性等一系列问题的专业数据可靠通信产品。

东方通消息中间件 TongLINK/Q 产品与飞腾芯片共同为多个行业提供了 IT 服务支撑。针对飞腾芯片及其运行

环境，东方通消息中间件 TongLINK/Q 提供了专门用于飞腾环境的产品版本，并对各项系统参数进行了优化。

方案详情
在某物联网解决方案中，25 个物联网子系统通过消息中间件 TongLINK/Q 相互交互，且为便于管理，数

据传输采用星型结构，实现各个子系统之间数据安全创新的交换传输。

此外，消息中间件 TongLINK/Q 提供 B/S 的管理控制台，提供全网内 TongLINK/Q 的配置、监控及管理。

部署图如下：

TongLINK/Q 体系结构包含三大部分：服务器节点、监控管理中心和开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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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监控管理中心

 

 

 

节点

开
发
接
口

核心进程核心进程

核心进程配置文件 代
理
进
程

代
理
进
程队

列

队
列

队
列

队列控制单元

 

 

 

节点

开
发
接
口

核心进程核心进程

核心进程配置文件 代
理
进
程

代
理
进
程队

列

队
列

队
列

队列控制单元

TongLINK/Q 体系结构

• 服务器节点

服务器节点是 TongLINK/Q 的最上层的一个基本概念，是 TongLINK/Q 在网络中的一台物理机器上的一

套运行环境和基本单位。

服务器节点主要由一个或一组队列控制单元、配置模块、日志模块、运行时工具、JNDI 代理进程、远程

监控代理进程、系统运行监控进程组成。为应用系统提供消息存储、传输、管理、控制服务。

队列控制单元负责对一组队列进行管理和监控，消息发送、接收、通道维护等工作都由队列控制单元负责。

一个服务器节点可以根据系统的规模建立一个或多个队列控制单元，以提高系统的管理灵活度和消息的处理能

力。队列控制单元由配置文件、数据交换区、一组核心进程（队列控制单元管理进程、队列监控进程、发送进

程、接收进程）和一组代理进程（客户代理进程、JMS 客户端代理进程、发布订阅代理进程）等组成。

队列控制单元中的发送进程、接收进程共同提供服务器节点间消息传递服务；其他核心进程和代理进程

共同提供消息队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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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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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管理中心

监控管理中心是一套独立于 TongLINK/Q 运行环境的辅助工具系统，是一套基于 Web 浏览器的、B/

S 架构的 TongLINK/Q 系统及相关应用的集中监控管理平台。通过监控管理中心，可以实现对网络中所有

TongLINK/Q 服务器节点的集中配置、监控、管理和维护等工作，能够大大提高系统的维护管理效率，降低系

统维护成本。

通过监控管理中心，用户可以实时查看 TongLINK/Q 服务器节点的运行状态、队列中消息的传输情况，

可以动态的修改 TongLINK/Q 系统配置及相关运行参数，并使其立即生效而无需重新启动系统，监控管理中心

还提供对所监控的对象进行启动、停止、删除、清空等管理功能。

• 开发接口

TongLINK/Q 提供对多种开发工具和开发环境的支持，提供 C、C#、C++、Java 方式的接口，并全面支

持 JMS1.1 标准，极大的方便了应用程序的开发。

应用系统可以通过调用这些接口实现消息的传递、系统管理等功能，应用系统只需要关心业务处理逻辑，

而不必关心复杂的底层网络传输。通过使用 TongLINK/Q 的开发接口，可以有效降低开发难度，缩短项目建设

周期。

TongLINK/Q 的 API 接口分为本地接口和远程接口两种类型，本地接口是用于和 TongLINK/Q 服务器节点

运行在同一台机器上的应用系统，而远程接口是用于远端没有安装 TongLINK/Q 的应用系统。因此应用系统可

运行于安装有 TongLINK/Q 的机器上，也可运行于没有安装 TongLINK/Q 的机器上，使用非常灵活。

方案实施效果
为业务系统提供了一个可靠、高效的数据传输平台

TongLINk/Q 先进的队列机制为数据的可靠、高效传输提供了保障。即不需要担心消息传递过程中可能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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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各种障碍（机器故障、网络故障等）和异常，即使某个点出现故障时，或某个传输的通路出现故障时，不

影响其他点的传输或整个系统的使用·；

为业务数据的交互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TongLINK/Q 通过连接建立时的网络认证，消息传输时的数据加密，有效保证了连接的合法性和私有数

据的保密性。TongLINK/Q 既提供缺省的对称密钥加密算法，也支持用户通过安全出口使用自定义的或第三方

的安全算法来对数据进行加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TongLINK/Q 通过各种安全措施与手段，为业务数据的交

互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

缩短了项目建设周期，节省了项目维护成本

采用 TongLINK/Q 作为数据传输的平台，使得开发人员更加关注业务系统的建设，而不需要担心数据传

输的问题，因此从开发上大大缩短了项目建设周期。同时 TongLINK/Q 是在业界广泛应用的成熟产品，在项目

后期的维护上也节省了用户的维护成本·；

伙伴相关产品
东方通消息中间件软件

成功案例
反假币系统案例介绍

案例背景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假币作为真币的伴生物，其伪、变造需要的生产周期越来越短，假币的种

类也会越来越复杂，伪、变造假币的手段将会越来越隐蔽，反假货币的难度越来越大。

这些情况都给我国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打假、防假、识假工作提出了新

的挑战。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全面汇总假币样本、实现假币分类索引、加强假币样本技术分析、综合研判假

币信息，及时跟踪假币案情，实现反假货币工作科学化、信息化是目前反假货币工作的迫切需要

案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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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 在 本 系 统 中， 人 民 银 行 与 商 业 银 行 之 间 通 过 消 息 中 间 件 TongLINK/Q 来 实 现 数 据 传 输。 基 于

TongLINK/Q，实现了假币信息报送过程中数据传输的安全、可靠、高效；屏蔽了异构软硬件系统之间的差异，

提供了统一化的数据服务，有力地支撑了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交互。

伙伴信息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通是领先的基础软件和信息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先进的软件产品和技术，东方通为客户提供

自主创新的中间件、信息安全、创新应用产品与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实现业务创新、安全管控和数据的共享与

价值挖掘。东方通已经成为拥有中间件、信息安全、大数据、无线网络优化、移动应用等多业务协同的综合性

软件基础设施和创新应用提供商。

公司名称：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ongtech.com

公司电话：010-82652228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 号数码大厦 A 座 2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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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通与飞腾
应用服务器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应用服务器广泛服务于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平安城市、金融、电信、能源、交通、教育、医疗、海关、

烟草、物流等行业。伴随网络和信息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各种组织机构和企业都需要大量新的应用程序和服务

来应对不断扩展的业务需求和市场变化，而中间件平台为企业提供了应用开发、部署、运行、维护所需的基础

设施，既能减少企业的开发维护成本，又能保障企业应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时还能提高企业运营维护的整

体效率。

TongWeb 是一款标准、安全、高可用并具丰富功能的企业级应用服务器，全面实现了 Java EE 5/6/7 规

范、最新的 Web 服务标准和主流的互操作标准。TongWeb 提供高级消息传输、Web 服务、高可用性、集群

和多平台支持，为用户安全部署大量关键应用提供了一个健壮的运行环境。应用服务器中间件 TongWeb 作为

基于 JavaEE 体系架构的应用服务器中间件平台，为企业提供了应用开发、部署、运行、维护所需的基础平台，

既能减少企业的开发维护成本，同时还能提高企业运营维护的整体效率。

东方通 TongWeb 和飞腾芯片进行了充分的测试，针对 TongWeb 在飞腾上的适配运行进行了深入的联合

调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形成了以飞腾芯片为基础的安全、可靠、稳定的国产运行环境联合解决方案。例如 

：在某省级集中部署的应用项目中，基于 FT-1500A 的平台，构建了 10 套 TongWeb 构成的应用系统集群，支

撑了省、市、县三级共 99 家机构的用户超过 10000 个用户的业务办理应用，系统运行高效、稳定，有效达成

了用户的建设目标。

东方通与飞腾的应用服务器联合解决方案进一步增强了安全访问控制、安全加固、应用安全防护等系统

特性，在满足应用性能需求的同时，有力的保障了企业应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安全访问控制：提供多种安全访问控制策略，支持三员分立、提供安全审计和审计日志功能。

安全加固：提供密级标记抗篡改、插件代码混淆器、密码加密保存等多种安全加固功能。提供过滤访问

IP、预防 Slow HTTP DoS 攻击、禁用不并提供安全 HTTP 方法、防止网页嵌套等安全设置。

应用安全防护：适应容器的安全防护模块，包括对漏洞、SQL、HTTP 流量的安全分析和实时防护。

方案详情
TongWeb 支撑了电子公文系统运行，其中有大量用户请求应用系统并要求给与及时响应的需求。对于此

应用场景，通过构建 TongWeb 节点集群，并利用 B/S 管理控制台实现对应用集群的集中管理，既满足了大量

用户多并发请求，同时又方便实施工作，减少了运维人员管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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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整体构如下所示：

网络

负载均衡器

...

TongWeb

TongWeb

同时，TongWeb 还内置了负载均衡功能，可以实现将客户端的请求分发至不同的应用节点。负载均衡功

能支持多种负载均衡轮转策略，动态增加 TongWeb 节点等功能，提升了 TongWeb 的弹性扩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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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针对大量用户的高并发访问，TongWeb 还进行了连接池回收等多方面的性能优化，从而提高

TongWeb 支撑的稳定性。

方案实施效果
• 切合用户需求

TongWeb 全面支持 JAVA EE 规范，而且对规范规定的相关功能进行了实现优化，产品更加紧凑和高效，

而 JAVA EE 规范约定的功能完全可以满足目前绝大多数用户大型应用的需求，因此，TongWeb 完全切合用户

的需求。

• 符合国际标准

TongWeb 通过了 Java EE 系列认证，包括 Java EE1.3、1.4、5.0、6.0、7.0 标准规范，这些标准规范均

获得 Oracle 公司 Java EE 平台授权许可。TongWeb 厂商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JavaEE 标准规范组

织 JCP 专家组成员，先后参与了 Java EE1.6、Java EE1.7 及后续版本的制定工作，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代

表中国发挥了作用。

• 制定国内标准

TongWeb 厂商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了国家标准 GB/T 26232-2010《基于 J2EE 的应用服务

器技术规范》的制订和修订工作。

• 安全性强

TongWeb 属于完全自主研发的商业化产品，产品遵循国家相关安全规范，并能够集成第三方安全产品，

提高更加强大的安全保证。可在各种国产自主创新操作系统、CPU 下运行，并支持各种国产自主创新数据库。

• 集群能力强

TongWeb 提供良好的性能支撑，支持大并发用户量的应用，具有更强的集群能力，其不但提供 Web 集群，

也提供 EJB 的集群，而同类产品仅提供 Web 应用的集群。因此，TongWeb 的集群能力更加强大。

• 应用领域广泛

TongWeb 产品广泛应用在政府、金融、交通、电信行业，并有大量的国产、自主创新应用项目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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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经验丰富。

• 同类产品比较

TongWeb 与同类产品相比，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可用性、非常高的性价比、更好的稳定性、安全性，并

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专业细致的支持服务。

伙伴相关产品
东方通应用服务器软件

成功案例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主要包括票据信息登记、存储及转发电子商业汇票信息等八项业务；其功能主要为身

份认证管理、数据信息交换等；在市场参与成员上 , 除了商业银行 , 还有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结构包括人民银行的系统，商业银行、财务公司的系统等多个部分：人民银行建立的

是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主干，以实现各个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之间的业务互联；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作为系统

的直接参与者，其内部系统采用前置系统一点接入方式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连接。

在本系统中，商业银行和财务公司的前置系统是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末端节点，负责商业银行 / 财务公

司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的发起和接收，以及相应的运行管理，是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与商行

或财务公司内部系统的连接。在前置系统上，采用 J2EE 应用服务器作为前置系统的运行平台，完成接入单位

内部系统和人民银行系统之间的数据收发、记录、转换和处理等过程。TongWeb 是成熟的 J2EE 应用服务器软

件，在各个行业的关键系统中均有优异的功能和性能表现，经过人民银行测试，符合本项目对软件的功能、性

能和可靠性等全面的要求，作为推荐配置，从而可以在接入单位的系统中使用。

部分相关案例：

• 交通运输部机关某管理系统项目

• 北京市党政机关某移动系统项目（二期）

• 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中间件采购项目 

•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国产计算平台测评支撑环境系统采购项目

• 中国人民银行 XX 试点项目总集成采购项目

• 武夷山市档案局某管理系统软件及支撑平台服务类采购项目

伙伴信息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通是领先的基础软件和信息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先进的软件产品和技术，东方通为客户提供

自主创新的中间件、信息安全、创新应用产品与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实现业务创新、安全管控和数据的共享与

价值挖掘。东方通已经成为拥有中间件、信息安全、大数据、无线网络优化、移动应用等多业务协同的综合性

软件基础设施和创新应用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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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ongtech.com

公司电话：010-82652228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 号数码大厦 A 座 2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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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与飞腾
智慧办公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十二五”以来，党政及特殊领域机关全面推进办公系统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和标准化建设，运用一些

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先进技术，在提高办公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面向未来发展和新的形

势要求，还存在自成体系，渠道各异难以持续发展、功能有限、商用为主致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针对党政及

特殊领域办公需求，基于飞腾平台研制了一套智慧办公平台，推出面向党政及特殊领域各级机关单位用户办公

业务需求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够实现办文、办事、办会等核心办公业务的规范有效管理，提高其办公效率。该

解决方案中的办公平台具备良好的通用办公特性，使得其经过少量一些适应性的改造、优化，可在众多同类用

户中拓展应用，综合提高办公自动化业务处理水平，促进网信产业化生态发展。

方案详情
党政及特殊领域电子政务行业的智慧办公平台联合解决方案是为满足高效协同、精细管理、科学决策、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的办公需求，以智慧办公理念为主线，以云计算、深度学习、移动互联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支撑，统筹优化各管理要素，强化办公全过程的智能辅助应用，构建全自主环境的“网 - 云 - 端”三位一体的

智慧办公平台。能够有效支撑党政及特殊领域各级各类机关和基层单位的“办文、办会、办事”，促进特殊领

域办公管理模式便捷化、规范化、智能化。同时具有良好的通用适用性，可在各类国家部委、党政机关用户中

拓展应用领域，提高机关单位用户办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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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体系架构如图所示：

1. 端（应用层）

各单位用户通过国产桌面计算机、非国产桌面计算机、手持终端、平板电脑以及大屏幕等访问方式进行

各类软件的使用。

2. 云（服务层）

采用“云”方式对设备进行计算、数据和存储资源的统一管理和分配，为应用软件、平台软件和设施服

务软件的运行提供高效的服务管理。

3. 网（资源层）

包括网络、计算、存储、安全保密等国产 IT 基础设施，以及机房、办公环境等配套设施。

方案实施效果
党政及特殊领域电子政务行业的智慧办公平台是国内第一代基于国产关键软硬件开发的网云端通用办公

平台，标志着我国的研发创新办公平台步入安全、智慧、云时代。该办公平台采用容器轻量级虚拟化技术，基

于国产平台，为各类用户提供专业智能的综合办公平台解决方案。实施效果包括：

• 主动工作模式

统一消息驱动一体化办公，实现从“人找事”到“事找人”的被动到主动工作模式转变。

• 个性化智能推荐

建立用户办公业务行为模型，实现多源多维办公业务信息的个性化智能推荐。

桌面计算机（国产/x86） 平板电脑 大屏手持终端

秘书 管理员（三员） 领导

公文管理 电子保密室 数字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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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协同

业务信息协同关联，实现跨业务、跨用户的办公业务处理协同化、智能化、高效化。

伙伴相关产品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智慧办公平台

实现党政及特殊领域机关用户“办文、办事、办会”等日常办公功能支撑，主要包括公文管理、协同工具、

信息服务、首长办公、日常事务处理、个人事务、会议管理、办公套件、基础服务、生态服务等应用模块。

成功案例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智慧办公平台及解决方案已经成功应用于多个部委的地方政府党政机关，

以及多家特殊领域机关单位。

伙伴信息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始建于 1957 年，是我国最早从事计算机研究的大型骨干专业研究所之一，

是以计算机软硬件研制及产品开发应用为主，集研究、设计、试验、生产和服务于一体的国防领域计算机与控

制技术核心研究所，拥有国家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软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立足于信息产业技术，主要板块涵盖计算机与存储、惯性测量与导航、信

息安全、物联网、软件工程与评测等多个领域，为党、政、特殊领域及国民经济关键行业信息化建设提供完成

的解决方案。在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领域，完成了多项“核、高、基”重大专项课题；作为技术总体，牵头完成

系列计算机设备研制和标准制定工作；拥有国内规模最大、覆盖全系列国产关键软硬件的计算机技术适配验证

基地。

公司名称：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

公司电话：010-88528699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 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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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与飞腾
应用支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企业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信息安全是国家战略。随着我国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软件业在信息产业中的贡献不断增加，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服务化的发展，软件变得无所不在，国产软件己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个 IT 产业链来看，

我国应用软件市场国产率己经相当高，总体在 80% 左右，但是部分应用软件仍有进步空间，部分终端业务应

用无法迁移到国产桌面操作系统。

在国产信息建设大背景下，信息化改造和建设面临着一些的挑战。如应用软件未迁移、系统性能差、可

用软件少、国产终端维护复杂等。基于目前面对的问题，本着充分利旧、平滑的原则，同方通过提出应用支撑

平台解决方案。

同方与飞腾推出全国产应用支持平台联合解决方案。该方案能够保证业务连续性，同时实现业务应用集

中管理，数据的可靠性、机密性得到安全保障，大幅降低 PC 终端的维护成本。全国产应用支撑平台可解决业

务系统及应用软件在国产操作系统界面虚拟化显示的交互使用，以及业务系统及应用软件集中安全管控的问题，

是针对业务系统及应用软件的过渡，最终随着国产基础软硬件的配套成熟，实现国产的完全升级。

方案详情
全国产应用支撑平台通过虚拟化应 用技术，实现传统应用向飞腾等国产平台迁移，在不改变用户体验的

前提下实现两个平台的无缝对接。通过全国产应用支撑平台规划建设，实现系统的自主创新、稳定、高效、节能。

• 总体设计方案

全国产应用支撑平台采用利旧传统服务器、飞腾等国产计算平台作为硬件基础设备，通过构建虚拟化应

用服务让终端用户获得熟悉的个性化环境，并可在飞腾等全国产 PC 机上访问此环境，实现办公灵活性、业务

连续性，解决传统业务不兼容国产计算机的问题，同时实现业务系统和应用软件的集中管控、运维简化，有效

提高管理效率、增强平台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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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支持的国产终端可以选用基于飞腾 CPU 的同方产品，从而达到满足国产要求，达到平滑过度、后期

减少项目投资的目的。

• 方案建设

全国产应用支撑平台基于超融合架构设计，集成了构建应用虚拟化环境所需的基础硬件设施（如服务器、

交换机、云终端等）、分布式存储系统、云操作系统、同方云终端管理系统、同方桌面云管理系统、同方云应

用增强组件、VDI 软件，云应用解决方案等，是端到端的一体化的应用虚拟化解决方案产品。方案建设一般包

含三部分：

 » 底层虚拟化建设：采用同方云系统虚拟化技术。

 » 业务层建设：采用同方国产应用支撑平台应用系统，实现未适配应用软件发布；采用云管理系统，

实现桌面终端统一纳管。

 » 桌面终端接入层：按照不同客户需要，在满足信息安全要求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基于隔离卡设备

实现内网、外网隔离的国产桌面终端。

• 存储方案

全国产应用支撑平台采用同方 EBS（Enterprise Block Storage）分布式存储解决方案，它基于主流的开

源分布式存储系统 Ceph，在性能方面进行了深度优化，对可靠性、易用性、可管理性进行了巨大改进，实现

了 7*24 的自动化运维。

• 部署环境

 » 硬件环境：飞腾 CPU

 » 操作系统：UOS 等国产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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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全国产应用支撑平台通过多项优化技术确保用户获得与 PC 一致的桌面体验，其优势有：

• 提供多重身份认证系统和端到端云防护设计；

• 将用户数据存储云端，实现终端“0”数据，确保数据安全和系统安全；

• 提高设备可用性，保障业务连续性；

• 提高 IT 管理的生产力，桌面终端即插即用，部署速度快，维护集中进行；

• 降低总拥有成本（TCO）。

伙伴相关产品
• 全国产应用支撑平台

• 超强 F520-M1（服务器）

• 超翔 TF830-V050（台式机）

成功案例	
应客户要求该项目保密。

伙伴信息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6 月 25 日，是由清华大学出资成立的高科技上市企业。2019 年 12 月

31 日，同方股份控股股东由清华控股变更为中核资本，实际控制人由教育部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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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清华大学的科研实力与人才平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坚持走产学研结合之路，定位于多元化综合性

科技实业孵化器，致力于中国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沿着“技术 + 实业、金融 + 资本”的发展战略，同

方形成了“以科技产业为主导，以创新孵化体系和金融投资体系为两翼支持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主两翼”

战略格局，通过融合产业运营、科技孵化和金融资源，实现共享、共创、共赢的科创融生态圈。

目前，同方旗下拥有互联网服务与终端、云计算与大数据、公共安全、节能环保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的主干产业集群，以及与产业配套的具全球化生产和研发能力的科技园区。同方已在全球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

设立了分支机构和研发生产基地，源于“中国智造”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遍及五大洲一百余个国家和地区。

截至 2018 年，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超过 600 亿元，年营业收入近 300 亿元，每年保有的中国及海

外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达到四千余项，累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学技术奖百余项，承担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和科技重大专项超过 300 项，历年入选“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

强企业”、“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能力五十强企业”、“中国企业信用 100 强”，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行业大型骨干企业”。

公司名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thtf.com.cn/

公司电话：86-10-82399988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 号清华同方科技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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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与飞腾
即时通讯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企业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国产技术不断推进，终端业务应用无法迁移到国产操作系统已成为目前困扰国产产品用户的重大难

题，尤其是即时通信等基本应用系统的不兼容问题，大大降低了用户的办公效率。同方基于目前国产形式和市

场变化需求，推出即时通信平台。

同方与飞腾即时通讯平台联合解决方案解决了用户在全国产计算机使用过程中对即时通信、文件传输、

部门群组交流及相关文件保存的需求，同时也了解决全国产计算机无法使用通信产品的痛点，弥补了市场空白。

方案详情
全国产即时通讯平台，是集“办公、沟通、服务”于一体，定位于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综合信息化软件平台。

同方融合了“文本、文件、图片、邮件、语音、视频”等多媒体数据业务，构建了以“统一沟通”为基础，以“统

一消息”为关键，以“沟通协作”为应用，以“资源集中化、办公一体化、应用桌面化、管理精确化”为根本

目标的一站式通讯工作平台。

统一解析中心

统一门户 统一管理 开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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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产即时通讯平台采用插件式的开放式服务型架构，每一个功能模块都是一个独立的服务插件，为软

件的服务扩展、二次开发、系统集成、应用部署等提供了一个便捷、简单的环境，降低了系统的复杂性。

服务器端部署

• 操作系统：UOS

• 数据库：达梦、人大金仓等

• CPU ：飞腾

客户端部署

• 操作系统：UOS

• CPU：飞腾

方案实施效果
该平台具有的优势如下：

统一通信，实现低成本、高效率沟通：适配国产应用环境，具有文件传输、即时消息、广播消息、群里互动、

网络硬盘等功能；

协同办公，加深团队写作能力，提高办公效率：可进行人员信息同步、短息提醒、消息分类提醒等。

伙伴相关产品
• 同方全国产即时通讯平台

• 超强 F520 系列服务器

• 超翔 TF830 系列客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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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应客户要求该项目保密 

伙伴信息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6 月 25 日，是由清华大学出资成立的高科技上市企业。2019 年 12 月

31 日，同方股份控股股东由清华控股变更为中核资本，实际控制人由教育部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依托清华大学的科研实力与人才平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坚持走产学研结合之路，定位于多元化综合性

科技实业孵化器，致力于中国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沿着“技术 + 实业、金融 + 资本”的发展战略，同

方形成了“以科技产业为主导，以创新孵化体系和金融投资体系为两翼支持促进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主两翼”

战略格局，通过融合产业运营、科技孵化和金融资源，实现共享、共创、共赢的科创融生态圈。

目前，同方旗下拥有互联网服务与终端、云计算与大数据、公共安全、节能环保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的主干产业集群，以及与产业配套的具全球化生产和研发能力的科技园区。同方已在全球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

设立了分支机构和研发生产基地，源于“中国智造”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遍及五大洲一百余个国家和地区。

截至 2018 年，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超过 600 亿元，年营业收入近 300 亿元，每年保有的中国及海

外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达到四千余项，累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学技术奖百余项，承担国家科技攻关

项目和科技重大专项超过 300 项，历年入选“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

强企业”、“中国电子信息行业创新能力五十强企业”、“中国企业信用 100 强”，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行业大型骨干企业”。

公司名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htf.com.cn

公司电话：86-10-82399988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 号清华同方科技广场

http://www.tht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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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冠群与飞腾
安全邮箱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电子邮件作为现代办公、文件交流、数据留存、业务沟通的重要工具和基础应用，已成为互联服务入口，

并逐渐从一个沟通工具发展成为办公协同工具。根据 Radicati 最新的年度报告，从全球来看，2017 年估计有

37 亿电子邮件用户，预计到 2021 年将增长 3%，届时电子邮件用户将超过 41 亿人。由于传统邮件系统，侧重

于用户的体验性、功能性，在系统的安全性方面往往投入严重不足，较少系统性的设计和安全性的策略。导致

邮箱系统交付用户后，存在易泄密、易被监听和易遭破解等严重信息安全隐患。

时至今日电子邮件的应用得到了迅猛发展，在被广泛使用的同时，解决邮件系统的安全性问题已经迫在

眉睫。传统邮件系统、伪安全邮件系统已无法满足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目前国信冠群公司提

出的解决方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邮件系统需要在基础体系上进行整体的安全设计，通过一系列的安全

策略和配置实现邮件系统的安全。另一方面是优化重构之前的邮件系统的架构，使其适应当前和未来邮件的发

展趋势和目标用户的系统承载能力。最后一方面是通过解决邮件的访问入口安全，通过全端的一体化设计解决

邮件问题的最后一公里。

基于 IBC 体系架构的国信冠群新一代自主云邮系统，是基于云架构设计，在继承了云架构的优点的同时，

消除了 PKI 的所有缺点和不足，实现了架构、模式、技术的三大创新：

• 技术创新

安全云邮系统采用统一的安全体系、最新的密码算法、邮箱内核加固、统一监测服务、加密推送等多项

创新技术，实现了数据流的全流程加密、阅后即焚、跨终端应用、零客户端解密等三十多项新功能，支持多语

种、支持中文。

• 架构创新

基于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基础设施，将密码算法、邮箱系统、即时通讯、企业网盘、安全终端、应用防护

等技术按不同层级进行组合，在架构上形成了互补、互通、融合的技术支撑。

• 模式创新

安全邮件基于 SaaS 模式提供服务，实现了按需申请、及时开通、自主管理、动态迁移，还可整机托管、

委托建设、快速布局，并依托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海量扩容构建了智能防垃圾邮件服务和邮件检测服务。

方案详情
安全邮箱系统不仅应用在数字政府领域，更包含广泛行业，如：智慧城市、安平、金融、电信、能源、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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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海关、烟草、物流等行业。针对不同行业的的需求，可以做个性化设置和定制化服务。

系统架构

新一代的云邮系统架构借鉴和参考了国际主流的邮件系统发展趋势和技术趋势，结合当前的安全技术手

段与安全思想（进不来、看不懂、打不开），真正实现了不同邮件系统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新一代自主安全云

邮系统集邮件、云信、云盘功能于一身，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易用、方便且功能强大的云产品服务。

云邮系统架构图如下所示：

• 安全的体系：系统级的一体化安全机制，基于 IBC 标识密码体系，采用双密双路的数据封装、融合

了系统自身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监护一体。

• 云计算架构：混合冗余分布式模块化设计，混合式在保障模块安全性的同时，利用冗余设计，保证

了软件本身的部分程序一旦故障，不会引发软件产品的全面故障。通过把邮件系统的模块部署在不

同服务器中，以实现负载均衡，并提高系统运算性能。模块化的设计在不影响系统稳定运行的同时，

可使系统快速升级，在线应用扩展等。

• 访问的安全性：全端的一体化设计，满足各类终端设备下的可信访问，实现邮件的端到端的传输安全，

真正做到全端（服务端到客户端）支持和全端（服务端到客户端）加密的安全邮件厂商；

• 信息传播可控：实现了邮件的可控性，可配置性，对敏感的特殊性邮件，通过策略的配置可有效管

控信件的流转；

• 综合办公融合：实现了多种功能的集成与融合，全面支持云邮办公的的同时，还支持安全云盘、安

全云信（企业即时消息）等功能；邮件应用适配于移动互联网，支持各种智能移动终端设备；

• 支持多协议通讯：多通道信息送达更可靠：实现了安全云邮、安全云盘、安全云信的多通道传输；

并支持 IMAP/POP3/SMTP（ESMTP）、HTTP、XMPP 等多个协议以及这些协议的 SSL 加密 ;

• 支持 IPv6 和 IPv4：随着 IPv4 资源的逐渐枯竭，IP v6 的呼声越来越高，国信冠群建设了一个同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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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IPv6 和 IP v4 的电子邮件系统，系统具备良好的 IPv6 支持，对 IPv6 网络应用进行了适度优化，能

够保障企业级客户长远的投资有效性；

• 支持可选配的算法：如 3DES、AES、RC2 等，也支持 SM9 等标准加密算法；采用“一邮一密’的方

式，采用随机密钥进行加密，使得邮件更加安全；

• 数据痕迹管控：完整的日志全面管理功能，无论终端还是服务端，全面记录日志与痕迹，为未来提

供更有效力的法律凭证。

方案实施效果
1. 突破互联网电子邮件安全技术关键点。针对传统的邮件协议，包括 SMTP/SMTPS、IMAP/IMAPS、

POP3/POP3S、MIME 及 S/MIME 等协议展开研究，实现协议的扩展与完善，进而实现研发创新的邮

件协议，为其他平台及设备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实现邮件安全管控平台的建设，包括安全电子邮件客户端、安全电子邮件系统、安全电子文件网盘

系统、安全即时消息系统以及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实现电子邮件的端到端安全与行为可控，进而实

现电子文件化的管理、控制与流转。

3. 将一些标准化的平台功能进行标准化、规范化，进而形成标准的网关安全硬件产品，包括安全接入

网关、安全防护网关、安全加固网关、安全审计网关、邮件归档网关等，带动安全电子文件产业的

高速稳定发展。

伙伴相关产品
• 国信冠群 Cwindow 云视窗安全增强电子邮件系统 V2.0

• Cwindow 云视窗安全电子邮件系统 [ 简称：云邮件 ] V5.0

• Cwindow 云视窗安全电子邮件客户端软件 [ 简称：DocMail] V5.0

• Cwindow 云视窗邮盾安全网关系统 V5.0

• Cwindow 云视窗电子邮件安全态势感知系统 1.0

成功案例
助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实现海外安全邮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以下简称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是直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的正司级事业单位，也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级战略研究机构和国际合作交流窗口。中心的主要职责

包括组织开展有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国际政策、统计考核、信息培训和碳市场等方面

的研究工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制定、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合作提供决策支撑；

1. 邮件应用的难度：

• 邮件收发频度高，周收发邮件数量达到 3000+，访问人次在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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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邮件、钓鱼邮件猖獗，不能有效防范。

• 海外投递不稳定，不安全

• 原邮件系统数据的迁移

• 垃圾邮件、钓鱼邮件猖獗，不能有效防范

2. 集中式托管服务：

通过在公有云上部署（位于国家信息中心）一整套安全邮件及监护系统，为客户提供邮箱运营服务。客

户采用了安全邮箱系统之后，实现了以下目标：

• 实现了与原邮箱系统的无缝衔接，顺利完成了邮件数据迁移。

• 原来的明文存储邮件变成了加密存储。

• 实现了邮件数据的加密传输。

• 实现了稳定的海外邮件收发。

• 有效隔离了垃圾邮件、钓鱼邮件、病毒邮件。

• 为用户提供了全方位的咨询支持服务。

• 多次现场培训及驻场服务。

伙伴信息

北京国信冠群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国信冠群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冠群”）是 2013 年由国家信息中心牵头发起成立的国家重

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认证企业，是国家信息中心下属子公司。国信冠群以产、学、研合作促进为纽带，充分

整合各方优势资源，从战略规划、顶层设计、实施建设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验证、打造国内电

子邮箱安全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平台，旨在为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提供安全邮件服务。

公司名称：北京国信冠群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sic-ca.com/

公司电话：010-62146979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55 号中软大厦 A 座 2 层

http://www.sic-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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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林软件与飞腾
无纸化办公影像内容管理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产业、5G 技术的不断发展，政府企业对于信息化建设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信息化

系统中除了存储结构化数据，还需要存储大量的非结构数据文档资料等，传统架构在每个应用单独存储影像文

件 , 造成影像文件无法被其它应用系统共享，不便于扩展。哲林软件与飞腾推出的影像内容管理联合解决方案，

可以解决政务部门日常办公文档的信息化管理难题，可以轻松实现政务及档案管理、财务共享等应用。哲林影

像内容管理系统应用于政府、金融、交通、医院、烟草、教育等行业，实现影像的采集、处理、存储、检索、

调阅以及影像生命周期的管理，如影像的迁移、销毁等。

采用哲林影像系统能解决多个业务系统中影像管理的问题：

• 系统集中、数据集中、整合资源。

• 影像的安全性、一致性得到保障。

• 技术统一，便于升级扩展，保障业务快速响应。

方案详情
哲林影像内容管理系统是帮助企业实现影像内容全面应用的综合平台它可以独立部署，提供开放的应用

接口，可以在企业的管理流程共享、重用和检索各种类型的数字内容具有综合存储管理海量非结构化数据的能

力，具有从内容采集、创建、传递、分析等各阶段数据处理和数据应用能力。

方案架构
哲林影像内容管理平台由影像采集子系统和内容系统系统组成。其中影像采集子系统分为影像采集前端

和影像采集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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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管理子系统分为内容服务接口、内容管理后台、影像元数据管理、存储接口层。存储层基于 ceph

分布式存储系统。

系统业务架构由数据存储、内容管理、影像处理、工作流引擎、内容接口服务等组成。影像结构化数据

可存储在国产达梦、mysql 等数据库，影像文件可以分机构存储，通过机构缓存服务提高影像存储的效率。业

务系统通过影像客户端控件扫描、处理、上传影像文件，图像处理功能可以实现灵活的编辑，例如旋转、前后

移动、去黑边、倾斜纠正、压缩、OCR 识别等功能。影像内容管理接口平台提供以面向服务为基础采用多种方

式与影像应用系统和业务相关系统进行整合，通过标准的协议（如 HTTP/RM、SOAP、Web Service 以及 COM 等）

或者定制的接口（利用 MQ）实现应用系统与平台的集成。接入平台可以由客户端调用，如影像组件，也可以

由业务系统服务端调用。

影像内容管理平台部署由客户端、数据索引服务器、文档对像服务器三大逻辑部分组成，数据索引服务

器管理内容的索引与查询（即结构化数据的管理），文档管理服务器用于管理非结构化数据，并可以采取分级

存储管理的方法，系统由一个数据索引服务器以及一个或者多个文档服务器组成，数据索引服务器和文档管理

服务器可运行在同一台机器或者节点，也可以运行在不同机器或者节点。客户端、数据索引服务器和文档管理

服务器构成信息传递的三角形架构。

部署环境说明：

• 硬件环境：飞腾芯片处理器等

• 操作系统：Linux、麒麟等

• 数据库：达梦、mysql 等

• 索引服务器：采用 Elasticsearch 框架搭建索引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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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哲林影像内容管理系统方案的实施，能解决实际各业务系统的文档的统一存储、统一管理、统一存档需求，

具有如下实际业务及技术实施优势：

1. 独立于业务系统，内容存储与业务无关，影像平台与业务无关。

2. 能够无缝嵌入到第三方系统，能够将影像管理与业务流程完美整合。

3. 基于 B/S 架构，稳定、安全、高效、操作友好。

4. 能够适应未来技术发展与业务发展的，扩展性好。

5. 本地化、经验丰富、技术专业的实施团队。

伙伴产品
• 哲林影像管理系统

• 哲林资产管理系统

• 哲林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 经费预算执行与控制评估系统

方案实施效果
• 某机关经费预算执行与控制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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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统采用主流的 B/S 架构（浏览器访问模式），在机关麒麟办公平台上， 构建了某预算执行与控制系统。

此系统主要包括预算管理、结算报销、资产管理、 生活待遇标准查询、 财经法规查询、 统计分析、系统管理

等功能模块。

伙伴信息

厦门哲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哲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4 月注册于厦门，是一家集软硬件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营销

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型高科技技术企业。公司专注为企业提供文档数字化及内容管理完整解决方案，公司一直致

力于企业级影像产品的研发和实施，凭借多年的影像产品经验，在影像管理平台已经实现了对企业影像文件的

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影像扫描、影像智能采集、影像处理、影像 OCR 自动识别、影像文件传输、工作流应

用和档案管理 , 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和著作权。使用自主研发的智能 OCR 自动识别等核心技术，可以更有效

地为广大用户提供各类影像处理和管理等方面的整体解决方案，促进发展。 哲林软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佳的

产品应用体验。公司拥有专业的开发团队、技术研发团队，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先进的管理模式以及以客户

为本的服务理念，在文档影像采集，处理和管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功为诸多行业提供了文档影像方面

的解决方案与服务。

公司名称：厦门哲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s://www.zlgpy.com

公司电话：0592-5762728

公司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创业园创业大厦 510A 室



拓尔思与飞腾电子政务党政机关办公联合解决方案

122

拓尔思与飞腾
电子政务党政机关办公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目前，我国电子政务处在“跨越式”发展阶段，政府各部门的内部信息系统建设已经非常普及，随着信

息化的发展和深入，政府内部及部门间协作的内网建设，将越来越受到重视。电子政务在长期发展中存在各式

各样的问题。

应用系统分散：各级政府已经建设了多个应用系统，但是这些系统常常按部门职责垂直建设，系统数目

众多、分散，且互相独立，无法从整体的高度来统一规划管理和统一集中访问，同时，分散的架构无法满足未

来信息建设的要求。

信息资源分散：政府内部拥有大量的信息，并且信息价值高，但是政府内部资源信息往往又散落在各个

应用系统中，信息源多样、信息形式复杂，这些信息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信息无法共享，很难让大家高效方便

使用。

用户操作繁琐、不安全：不同厂商建设的应用系统，多数都有自成一体的用户管理、授权及认证体系，

用户需要使用不同的账号去访问多个应用系统，不仅给用户的使用带来诸多不便，更严重的是降低了系统的可

管理性和安全性。

通过在飞腾芯片进行电子政务党政机关办公应用的建设，解决了电子政务存的各类问题，大大提高了信

息化处理能力，进而提升政府政务服务能力。

方案详情
拓尔思在深入了解政府需求的基础上，提出政府电子政务内网门户解决方案。它是政府的业务仪表盘，

提供集成化的电子工作空间，让各个部门的用户通过一个单一的信息入口，个性化的、基于角色的集成访问政

府的各种后台应用系统、信息，并通过丰富的协作功能实现与其他部门高效协作。

电子政务内网解决方案具有完整的多层架构体系，框架灵活，可以在表现层、应用层和数据层提供整合

方案，因此使整合更为简单，易操作，降低成本和风险，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二次开发服务，方便与

其他系统进行集成，为今后的电子政务应用提供了开放性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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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包含内网信息发布系统、内部协作交流系统、门户应用集成以及全文搜索系统。

• 信息发布系统：提供信息采编发、审批流程及栏目文档权限控制的信息管理和发布服务。

• 协作交流系统：是门户系统的各种协作功能的集合，包括待办事项、通知公告、在线即时通信、团

队日程安排等等。它是基于门户平台实现的功能模块，是门户系统的内嵌功能。

• 应用系统集成：是门户系统的核心集成模块，与政府其他各项专项应用系统的链接访问、服务资源

管理以及访问控制。

• 全文搜索引擎：主要是负责建立统一的带权限的全文索引，并为门户系统以及各个应用系统提供各

种检索相关的服务和接口。

• 表现层：个性化的框架，体现了门户系统的表现定制和个性化服务功能。与传统的门户产品相比，

电子政务内网解决方案的表现定制更加容易、灵活且个性化功能更为丰富。

• 模板发布功能：TRS 的门户表现可以通过模板置标的方式自定义。因而只要美工设计好模板，再将

需要在门户上展现的栏目以置标的方式加入到页面中，就可以轻松定制出任何主题和风格的门户页

面。

• 标签页定制：管理员可以在门户系统中，为特定的部门、领导或岗位角色定制特定主题的主题标签页。

定制过程只要拖拽即可完成，通过授权来推送给目标用户。同时，对于每一个员工，都可以定制自

己的标签页，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个人内网门户。



拓尔思与飞腾电子政务党政机关办公联合解决方案

124

• 风格定制：门户提供了多套风格模板，每个用户都可以根据喜好定制个人门户的风格。同时还可以

进行布局调整、栏目位置调整等，整个过程通过鼠标拖拽即可完成。

• 个性化服务：门户系统提供了丰富的个性化服务功能。包括个性化栏目订阅、检索订阅、个性化风

格定制、检索习惯配置等。甚至对于门户中的某个具体栏目，用户都可以进行个性化的参数设置，

以满足自己的阅读、操作习惯等。

电子政务内网门户系统已经完成 PK 生态体系的适配工作，完全支持飞腾平台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及

数据库，并与相关厂商取得了互认证证书。电子政务内网门户系统能够在飞腾生态下稳定运行。

方案实施效果
电子政务内网解决方案，适用于公务员门户建设，面向公务员和各行政机关所（下）属事业单位、行业协会、

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化服务。基于政府部门跨部门网上业务协作，满足公务员特性需求的信息化服务

在单点登录的基础上实现各委办局专网应用系统的接入，依托门户来管理和共享留存于各单位的信息资源，真

正实现信息化基础工作和共享交换服务，最终成为公务员网上办公、交流、学习和获取资讯的门户。

伙伴相关产品
• TRS 内容协作平台软件 V7.0

• TRS 身份服务器 V5.0

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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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中联部

伙伴信息

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拓尔思是一家技术驱动型企业，历经二十余年的深耕和积累，在全文检索、自然语言处理、

内容管理等领域始终处于行业前沿，公司 2011 年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 300229，

是第一家在 A 股上市的大数据技术企业。拓尔思以大数据 + 人工智能为发展战略，旨在帮助

客户实现从数据洞察到智慧决策的飞跃。

拓尔思的核心业务包括软件产品研发，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数据分析挖掘云服务三大板块，涉及大数据

管理、信息安全、互联网营销和人工智能等应用方向。

公司名称：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rs.com.cn

公司电话：010-64848899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风



技德与飞腾无纸化会议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126

技德与飞腾
无纸化会议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在日常的政务办公中，会议的召开是我国各级政府机关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四套班子工作的重要部分，

代表会、换届会、常委会、培训会、总结会等等，可谓文山会海。目前，各级组织召开的诸多会议上，通常都

是将会议材料和文件发给每个参会者，与会者人手一份，这就需要复印大量的会议材料，耗费大量的纸张；同时，

与会者为了传达会议精神，又把上级部门的会议材料和文件复印后下发基层各级单位，如此反复，往往举行一

次会议，向下级部门传达会议内容和精神，也需要印制大量的会议材料和文件，耗费大量的物力和人力资源。

无纸化会议系统提供考勤管理、会议议程、会议投票、分组讨论、资料查阅等多种功能，为政府单位以

及企业提供一个极为实用的会议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各部门单位可进行实时的会商和有效的信息沟通；改变

了传统会议模式的效率低、操作复杂、形式单一、资源浪费、保密隐患等问题。实现新型会议的全程无纸化概

念。本方案将重点描述无纸化会议系统的应用模式，为无纸化会议探索先进而便捷的应用模式，探索新途径。

当前市场上的无纸化会议厂商所用会议终端大多采用升降屏模式，对现有的会议桌需要改造，无疑会增

加相关单位的使用成本。通用的无纸化会议解决方案更多的是面向一般企业的，因此对党政及特殊领域企等并

不完全适用，例如保密场景等。技德无纸化会议解决方案专门针对党政及特殊领域企行业，充分了解行业需求，

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完美解决当前相关单位开会问题。

有的单位会有临时会议，以及会议场所不固定的情况，这时参会人员可以直接手持会议平板进行会议，

通过无线通信进行会议资料的下发。对于会议有安全要求的可以提前将会议资料推送到平板上，然后将平板断

网进行离线开会，会议再将平板连接服务器进行会议资料的整理保存。

针对安全要求高的会议场景，技德系统与飞腾推出内网版会议平板加会议底座的联合解决方案，该方案

会议平板只支持内网场景使用，支持 POE 供电技术，通过 POGO PIN 接口连接会议底座，会议底座连接单位内网，

既可以对平板传输数据，还可以为平板充电。会议平板采用电磁屏，支持原笔迹手写技术，方便参会人员在开

会同时直接在平板上做批注。会议底座支持显示参会人员信息（姓名、职务等），可以直接放置在会议桌上面，

不需要对会议桌改造。

方案详情
目前，技德系统与天津飞腾、天津麒麟形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国产自主创新生态圈。技德无纸化会议

系统是一款专为政府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型集团企业量身定制的无纸化会议系统，提供强大的会议应用

功能，包括：会议信息上传、文件分发、阅读查看、文件批注、会议签到、投票表决、电子白板、文件交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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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视频交互传送、会议交流、信息通知、会议服务、信息记录等；具有功能丰富、界面简洁直观、操作便捷、

稳定可靠等特点；能够帮助会议组织者极大地降低工作压力，轻松进行会议现场管控，提高与会者的开会效率，

同时节省大量资料印刷费用和投影设备，完全符合国家低碳、环保理念。

设计原则

• 实用性和先进性

采用先进成熟的技术，满足举行各类型会议和活动的使用要求，并兼顾其它相关的管理要求，使系统在

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技术的先进性，并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采用先进的系统架构体系、软硬件和通讯技术

设备，做到配置和技术应用的先进。

• 可靠性

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音频系统设备必须具有高可靠性。在采用硬件备份、冗余等可靠性技术的基础上，

采用相关的中央控制系统技术提供较强的管理机制、控制手段等技术措施，以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 互连性

具备与多种影音、控制、会议系统及计算机系统互连互通的特性，同时具备跨系统平板交互性，确保该

系统作用可以充分发挥。

• 系统的扩展性

系统软件和硬件方面均具备较好的扩充性，软件方面能够支持多种操作系统的使用。硬件方面支持以后

便捷的进行功能扩展或设备级联，支持标准线缆或通讯设备的使用。

• 管理便捷性

系统支持多会议管理，预设，真正做到了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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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

根据用户的使用需求，会议室设计一套无纸化会议系统，根据会议室的布局，在会议室每个座位设计 1

台无纸化会议终端，会议终端底座和 PAD 可分离，通过 8PIN 磁吸接口完成数据通信；同时设计一台无纸化控

制主机，作为系统的管理和控制中心，无纸化会议终端通过网络与无纸化控制主机连接，组成一套完整的智能

交互式无纸化会议系统。

本次会议室具体设计如下：

• 无纸化控制主机 1 台（无纸化会议系统管控中心）

• 无纸化会议终端 XX 台（每个座位席配备 1 台，用于无纸化会议显示、会议操作；底座和 PAD 可分离，

通过 8PIN 磁吸接口完成数据通信）；

• 会议单元 XX 台每个座位席配备一台，其中一个为主席单元，其他为代表单元）

方案实施效果
• 应用管理

 » 管理软件推送阅读器至终端

 » 在通用阅读器中外挂解密模块

 » 无需修改通用阅读器即可解密加密文档

• 会议文档集中管理

 » 会前由专人上传至专用服务器

 » 服务器访问权限控制

• 会议文档加密

 » 文件上传过程即加密

 » 加密文件不能直接访问

• 目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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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需求建立目录

 » 根据需求将文件上传至不同目录

• 推送组管理

 » 根据需求建立不同的推送组

 » 根据需求将设备或用户添加至不同推送组

• 文件推送

 » 单文件 / 多文件 / 文件夹推送 ; 用户 / 设备 / 推送组 ; 指定推送策略，即文档推送后的打开方式和

配置推送条件

• 设备管控

 » 设置设备登录密码

 » 清除设备登录密码

伙伴相关产品
技德无纸化会议系统

成功案例
生产建设兵团

该场景主要应用于高安全环境，会议终端需要离线使用场景。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开会场景需要保密，因

此会议室内没有任何网络，这就需要把会议终端提前通过有线方式连接服务器进行会议资料推送，会议期间会

议终端处于断网状态，会后再统一回收连接服务器进行会议资料的上传，保存及销毁。

• 建设无纸化会议系统搭配 22 台无纸化终端

• 无纸化终端带数字麦克风和桌牌显示

• 画面同步投屏（投影系统）高清显示

• 搭配 AI 语音转写系统方便整理会议纪要

伙伴信息

北京技德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技德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国产操作系统技术产品创新研究和商业化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以探索中国操作系统的未来为使命。技德的核心产品是“技德”操作系统以及“昆仑云”实时操作系统，

产品适用于移动 + 桌面办公、IOT、无人汽车、智能机器人等多个行业和新兴领域。

技德系统作为领先的融合体验操作系统的头部厂商，是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网络信息体系相关

工作委员会会员单位，中关村可信计算产业联盟理事单位，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联盟成员单位。在国家网络

信息安全战略布局下，积极参与到中国自主创新操作系统的建设工作中，肩负加速国产操作系统商业化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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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使命，致力于将国产操作系统打造成为鼎立于世界的信息产业新生态。

公司名称：北京技德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jide.com/

公司电话：010-57024154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133 号嘉华大厦 2 层

http://www.ji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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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讯通与飞腾
政务云应用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经过多年建设，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电子政务内网、外网、专网基础坚实；经过“金

字工程”等重大工程建设，垂直管理部门的纵向电子政务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深入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

成为各级政务部门平稳运转和高效履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易讯通在飞腾平台的政务云平台涵盖了云计算的完整解决方案，包括国产操作系统及上层应用构建云计

算数据中心，遵循内网、外网和专网物理隔离的设计原则，通过电子政务云将各个职能部门或委办局的业务应

用纳入到统一平台进行管理，实现资源上的动态分配和弹性计算，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实现资源的统一运

维管理。

易迅通与飞腾解决方案旨在为政府精准决策、公务员高效办公提供基础支撑，为企业和公众提供丰富、

便利的服务。易讯通政务云解决方案构筑开放共享、敏捷高效、安全可信的政务云基础架构，并通过和飞腾生

态圈中的行业集成商和 ISV 密切合作，具备全面的政务云服务能力，能够为政府部门提供共享的基础资源、开

放的数据支撑平台、便捷的云办公环境、安全高效的运维服务保障。

方案详情
易讯通政务云解决方案为政务的集约化建设模式提供有效的实现手段，通过云服务的模式支撑政务网业

务需求。其整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内网云数据中心提供三个资源区：业务应用资源区、桌面办公资源区和大数据应用平台资源区。

• 业务应用资源区：以虚拟化技术整合飞腾服务器形成计算资源池，主要承载各种政务应用，如电子

签章、公文流转等。

• 桌面办公资源区：后端依托飞腾服务器提供云计算能力，前端使用飞腾终端（如瘦客、台式机、笔

记本等）通过易讯通专有桌面连接协议 VAP 访问后端云桌面，实现云上办公，关键数据不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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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应用平台资源区：主要利用大数据应用相关技术，对云上应用所产生的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

和展示，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 外网云数据中心主要提供两个资源区：业务应用资源区和大数据应用资源区。

• 业务应用资源区：基于容器技术构建虚拟化平台，实现业务应用的快速部署和迭代，主要承载各种

跨部门政务通信应用、公众平台申报查询应用等。

• 大数据平台资源区：主要提供业务协同、公共服务类数据脱敏存储、分析和展现。

方案实施效果
• 统一资源服务：统一管理和调配 IT 硬件基础设施及各类业务系统的软件资源，形成计算、服务资源池，

减少运行消耗，实现计算资源统一管理和自动调配，满足复杂 IT 架构的管理需求。

• 提高维护效率：利用统一的虚拟化和云管理系统，实现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操作系统和应用程

序的统一部署、版本升级和补丁管理，提升整体运维效率。

• 高效安全防护：为系统环境提供资源隔离、加密传输、安全擦除、存储加密、终端访问等安全防护功能，

提供从虚拟化层到业务应用的立体化安全防护。

• 降低资源需求：资源集中部署，提供 1:2、1:4 甚至更高的资源整合，提高服务器利用率，减少机房空间、

电费、机架等费用，降低整体 TCO。

• 国产自主创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便于二次开发；安全部分源代码自主率达 100%，代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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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保密部门检测，符合规范要求。

伙伴相关产品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1 易讯通云平台系统 V5.0 Ecloud

2 易讯通 EASTED 云计算虚拟化平台软件 V5.0 ECenter 企业增强版

3 易讯通 EASTED vServer 虚拟数据中心系统 V3.2 企业增强版

4 易讯通 EASTED vStorage 云存储管理系统 V3.2.0 EVS 企业版

5 易讯通 EASTED 云计算虚拟化平台软件 V5.0 View 企业增强版

6 易讯通 EASTED 云计算虚拟化平台软件 V5.0 AppCenter 企业增强版

7 易讯通 EASTED 云计算虚拟化平台软件 V5.0 ThinApp 企业增强版

伙伴信息

北京易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易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云计算大数据服务专家，新三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831142）。易讯通—直在做能够简化 IT，降低成本和敏捷交付的云计算交互式服务。 通过对国内外云计算技

术的深入研究和自主创新，研发出超融合、云平台、虚拟化、容器云和大数据多个系列的软件产品，为企业提

供安全、可靠、 可持续发展的云服务，是国内领先的信息安全咨询专家和云计算大数据全面解决方案及服务提

供商。易讯通自 2017 年便开始国产软硬件的兼容适配工作，与飞腾芯片及生态圈建立紧密合作，兼容适配超

过 50+ 从底层硬件到操作系统再到上层应用软件厂家的相关产品，并取得了兼容适配互认证。

公司名称：北京易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easted.com.cn

公司电话：010-51289959

公司地址：北京海淀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开拓路 1 号 1 层 1001

http://www.easte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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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房科技与飞腾
党政管理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信息系统应用创新进程逐渐推进，为了应对应用创新工作，实现党政系统应用创新，我司应用

PK( 即飞腾 PhytiumCPU 和麒麟 Kylin 操作系统 ) 体系，对原有软件产品转型适配，打造行业解决方案。下面

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信息系统为例。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信息管理系统主要用于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信息录入和汇总统计

工作。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信息管理系统 V4.0 升级版将信息录入模板和汇总综合模板进行合并，包括

用户管理、信息录入、信息查询、汇总综合、数据管理、系统维护六大功能模块，用于对本级管理干部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的信息录入和汇总综合工作。同时，还根据用户的使用权限，提供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汇总

统计系统，用于对所属单位管理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数据汇总统计工作。2014 开始，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信息系统全国推广。处级干部管理单位如各级组织部、事业单位、中央单位等 2 万余家都在使用该系统。

系统具有多重安全防范、方便实用、流程清晰等特点，与人工统计和信息纸质管理相比，更加便于信息

的快速查询、管理和汇总统计，提高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效率，提升了干部监督工作的信息化、

科学化水平。

方案详情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程序采用 java 语言开发，适配麒麟操作系统，实现了与原有系统的无缝衔接，

数据迁移准确完整。数据架构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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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系统如下图所示：

案实施效果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信息管理系统全国推广，各个组织部、事业单位及中央单位等近 2 万家单位

使用，客户服务中心接到很多电话，咨询及建议产品能适应国产操作系统。目前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信

息管理系统已经转型适配完成，可以在国产操作系统上正常安装、使用及卸载。在天津市多家单位进行转型适

配，数据迁移操作简便，数据完整。下一步针对全国使用单位进行程序替换，系统适配及数据迁移操作。

伙伴相关产品
•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记实监督系统

•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信息管理系统

• “12380”举报信息管理系统

• “一报告两评议”工作信息管理系统

• 干部档案管理系统

成功案例
“12380”举报信息管理系统也是全国推广软件，中组部、省、市、区县举报中心都在使用，针对应用创

新需求，我司也在开发适配版本，进行系统转型适配，并保证数据完整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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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信息

天津市天房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房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房科技，股票代码：430228）成立于 2002 年 7 月，国有

控股企业，注册资本 1.9 亿元。2013 年 7 月，公司成功在“新三板”上市，成为天津市首家国有控股新三板

上市企业。天房科技是国家高新技术认定企业，天津市科技小巨人企业，信息系统集成甲级资质，计算机信息

系统集成二级资质，拥有 ITSS、CMMI、ISO9001 等多项认证。

公司软件团队长期致力于企业级信息化服务，一方面自主研发核心产品，进行市场推广；另一方面利用

多年来在行业内积累的丰富经验，整合国内硬件设备提供商、系统软件服务商，为政府、党政机关及大中型企

业提供先进的行业整体解决方案，在党政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已经取得软件著作权

36 项，软件产品登记 22 项。目前在全国党政领域实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记实监督系统、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信息管理系统、“12380”举报信息管理系统全国推广，“一报告两评议”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办公 OA

公文系统天津多个委办局推广。

公司名称：天津市天房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ftech.cn

公司电话：022-23666688

公司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南马路 1241 号天房科技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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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飞腾

飞腾公司是国内领先的自主 CPU 芯片提供商，致力于“飞腾”系列国产高性能、低功耗

通用计算微处理器的设计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产业生态开放联合”

的发展理念，联合众多国产软硬件生态厂商，提供基于国际主流技术标准、中国自主先进的全

国产信息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支撑国家信息安全和重要工业安全。 

 

          基于飞腾 CPU 的整机产品覆盖多种类型的终端（台式机、一体机、便携机、瘦客户机等）、

服务器和工业控制嵌入式装备等，在国内政务办公、云计算、大数据以及金融、能源和轨道交

通等行业信息系统领域已实现批量应用。

扫描关注公众号

     联合解决方案发布或咨询请联系：

王彦宁

飞腾行业解决方案团队

wangyanning@phytiu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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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86）010 62001812

传真：（+86）010 62001862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7 号量子

芯座 8 层

电话 :  （+86）022 59080100

传真：（+86）022 59080199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海缘中路 1 号信

安创业广场 5 号楼

电话：（+86）020 39337889

传真：（+86）020 37579491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护林路中国软件

CBD 广州飞腾

声明 
本文档所述内容为飞腾公司与合作伙伴联合整理，版权归属飞腾公司与对应厂商共有。本文档提及的所有商标或注册商标，
由各自所有人拥有。本文档所述内容作为用户实施信息化建设时的参考，具体方案设计请与飞腾或对应厂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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