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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分册我们重点介绍了网信领域如何通过飞腾平台上云以及在此基础上如

何构建数字政府。而面向更广泛的行业，如电信、金融以及数字城市等领域，

国产软硬件能否从性能、功能以及解决方案方面满足苛刻的行业要求，能否在“新

基建”大潮中挑起重担、大展宏图，是人们重点关注和期盼实现的方向，也是

检验国产软硬件能力水平的“试金石”。

在电信领域，5G 等通信网络已被国家列为新基建重点方向。在 5G 接入网侧，运营商出于

经济性、先进性和可控性等方面考虑，正改变以往通信设备软硬件一体化、紧耦合的发展模式，

向着“智能、开放、开源”的“白盒化”方向迈进，因此通用服务器也可成为商业通讯基站的

重要数据处理和控制平台。在 5G 边缘侧，由于 5G 终端“低时延、高带宽”的需求，采用通用

服务器进行边缘计算，可以卸载数据中心压力，提供低延迟的“就近”服务。在 5G 核心网方面，

基于通用服务器构建 5G 核心网基础设施，通过 NFV 技术在通用服务器硬件上实现网元功能，

从而实现电信业务灵活部署和共享可控。面对 5G 接入网、边缘侧、核心网等方面的技术变革，

飞腾始终站在国产 CPU 创新的前沿，努力与合作伙伴共同打造基于飞腾平台的 5G 解决方案，

为国家新基建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绘制未来的蓝图。

金融领域则对芯片性能、安全和生态有着更高的要求。如金融柜面终端或金融机具，不仅

需要芯片提供更多硬件扩展接口及支持更多外设驱动，也迫切地需要芯片具备安全可信调用接

口，实现金融行业对终端可信安全的期许。又如金融核心交易系统，对国产芯片性能和国产数

据库性能会有更加苛刻要求。面对金融行业的挑战，飞腾与生态伙伴合作打通了金融机具和柜

面终端协议栈，再结合飞腾内置的可信计算能力，从而可以提供更安全的金融终端设备解决方案；

另外飞腾高性能服务器芯片也发展到支持 2-8 路互联，使国产芯片从能力上更好满足各金融行

业对数据处理高性能、低延迟的需求；此外，飞腾与国产数据库伙伴也已完成了适配调优以及

试点项目建设工作，从而逐步具备构建金融核心系统的能力。

数字城市领域则有着更丰富内涵与外延，现代数字城市建设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着力点。智慧社区、智慧安防、智慧医疗等“智慧 +”解决方案构成了数字城市的载体，这

其中又融合了很多水平技术方向，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等传统方向，也包括 GIS、AI、区块链等

新兴技术领域，飞腾也在加快与这些新技术领域伙伴的适配并推动实际项目的落地，助力中国

前
言



城市建设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道路上的全面转型升级。

飞腾联合解决方案《电信、金融和数字城市联合解决方案分册》收入 19 个优秀联合解决方案，包括 5G

接入网、5G 核心网、边缘云、金融机具、金融业务软件、数字城市方面的安防、AI、GIS、区块链等优秀解决

方案。飞腾希望在支撑好传统网信领域的基础上，为更广泛的行业提供核心算力和系统级解决方案支撑，从而

为加速中国行业信息化和中国数字经济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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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与飞腾云平台GIS 应用联合解决方案

中兴与飞腾
云平台 GIS 应用联合解决方案

              地理信息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 概述 

近年来网络信息安全事件屡屡发生，严重威胁了国家利益与安全，实现自主创新是保障国家网络与安全

的重要条件，政府持续推出相关法规与政策，驱动相关行业快速发展。当前信息化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核心战略

之一，多方大力推动 IT 软硬件国产自主创新，以自主力量确保信息安全，提升本土信息化竞争力。

国内某用户的 GIS 地图相关业务，涉及诸多国计民生信息，面临着较为急迫的自主需求，需要展开全国

产适配和技术验证工作，并建立起与基础能力建设需求相一致的测试模型，为技术路线和选型提供参考。GIS

业务平台涉及众多厂家的国产自主创新硬件和软件，网信系统体系庞杂，整个产业链涉及网络基础设施、服务

器、存储、交换机、数据库、中间件、操作系统、各类应用系统软件等众多环节，各厂商技术和商务耦合性不

高，尚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整体化解决方案。

中兴通讯按照要求，以全云化构建了整体解决方案：使用中兴通讯自研的 ZXCLOUD iROS 云平台管理软件，

基于飞腾 CPU 平台的服务器等基础硬件设备构建私有云平台，实现软硬件资源的集中管理和弹性分配；上层

的各 GIS 应用，以及数据库和中间件，运行于私有云的基于飞腾 CPU 平台的虚拟机资源池之上。

中兴通讯云平台可统一管理基于飞腾 CPU 平台的服务器、磁阵和交换机等设备，为上层应用软件提供稳

定可靠、高效便捷的私有云运行环境。

方案详情
中兴通讯 ZXCLOUD iROS 云平台采用完全开放的架构，支持基于飞腾 CPU 平台的服务器、磁阵和交换

机设备，支持银河麒麟、中兴新支点 CGSL 等国产操作系统，应用业务可快速完成云上部署，提供服务。云平

台基本架构如下图：

中兴与飞腾云平台 GIS 应用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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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全云化方案，软硬件整体从下到上分为三层：

1. 硬件资源层：基于飞腾 CPU 平台服务器、磁阵及交换机组成的硬件环境，搭建基础硬件资源池。

2. 基础平台层：使用中兴通讯自研操作系统和 ZXCLOUD iROS 云平台管理系统软件，基于上述硬件资源，

构建基础云平台，提供基于飞腾 CPU 平台的虚拟机资源池。

3. 应用服务层：各 GIS 应用、数据库和中间件基于中兴通讯云平台提供的虚拟机部署，提供相关服务。

中兴与飞腾云平台 GIS 应用联合解决方案架构图如下。

方案实施效果

经过实际测试验证，中兴通讯自研的 ZXCLOUD iROS 云平台管理软件可稳定运行在飞腾 CPU 平台之上，

构建私有云平台，实现软硬件资源的集中管理和弹性分配，上层的 GIS 产品，数据库产品，以及中间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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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稳定运行于私有云的基于飞腾 CPU 平台的虚拟机资源池之上。

本方案各相关软件和硬件在现场测试验证环境运行稳定，完成了各项功能和性能测试，为客户将来建设

生产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伙伴相关产品
• ZXCLOUD iROS 云平台管理系统软件

• ZXCLOUD GoldenData DAP 大数据平台管理软件

成功案例
该方案已实施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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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型上市通信设备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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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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未来与飞腾
5G 无线接入网联合解决方案

      电信 数字城市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通信基础设施是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是确保信息数据高效畅通的高速公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随着 5G 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5G 通信设备的自主创新对我国网络安全和产业链条的发展将会起

到重要作用。

飞腾与联想联合推出的 5G 无线接入产品，采用 O-RAN 参考架构，硬件采用飞腾国产芯片的服务器，5G

无线基带处理依托于联想 NFV 云平台。该产品实现了基础算力、云平台、通信软件的国产自主创新，可靠性

和安全性均有保障。适用于为党政及特殊领域等核心园区提供安全可控的 5G 网络及边缘计算的能力。

方案详情
本方案 5G 无线接入网基于 O-RAN 参考架构，采用基于飞腾芯片的服务器，使用 FPGA 芯片加速卡进行

物理层加速，在联想 NFV 云平台上层部署 5G RAN 的 O-CU（Open Centralized Unit）和 O-DU（Open Dis-

tributed Unit）软件，并提供标准的 NG 接口与核心网及边缘云平台对接。其中 O-DU 通过 CPRI/eCPRI 接口与

O-RU 进行连接，形成端到端的国产自主创新 5G 无线接入网方案。

该方案无线接入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O-RAN 的 硬 件 核 心 CPU 采 用 高 性 能 的 飞 腾 FT-2000+/64 芯 片，64 核， 主 频 2.2GHz， 并 通 过

NEON 指令集为 5G 进行加速。

• O-RAN 的软件核心采用联想电信级 NFV 云平台，具备实时性、可靠性能力，为上层 DU 和 CU 软件，

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

• 5G 无线接入网符合 O-RAN 的标准架构，支持软硬件解耦，以及标准的各个组件间解耦。

• 5G 无线接入网设备的在功能和性能方面，能够满足电信运营商和企业客户的需求，尤其在安全性和

防后门方面表现突出。

联想未来与飞腾 5G 无线接入网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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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 O-CU/O-DU 参数如下：

硬件

尺寸 长 660.6mm 高 88.1mm 宽 432.0mm

CPU 飞腾 FT-2000+/64，主频 2.2GHz，64 核

内存 ECC DDR4 16/32/64 GB DIMM，8 通道，每通道 1DIMM

硬盘

(1) Front HDD: 外接 RAID, 支持 RAID 730-8i、930-16i，支持

MegaRAID0/1/10/5/6/50/60

(2) Rear HDD : 板载 SATA Non-RAID 4 Ports 或外接 RAID

(3) Rear HDD: 板载 SATA Non-RAID 2 Ports 或外接 RAID

接口
6 个 USB3.0；2 个 VGA 接口；1 个 COM 接口；

4 个千兆数据 RJ45 接口；1 个千兆管理 RJ45 接口

功耗 481W

认证 安全认证：CCC；节能认证：CECP、CELP

NFV 平台 功能
计算、存储和网络的虚拟化；基于 HTTPS 安全加固；

IPV6/IPV4 双栈支持；节点拉远灵活部署；高实时、高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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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U 特性

RLC
RLC 流程；传输模式 : TM/UM/AM；UM 数据传输；AM 数据传输；AM 轮询；

AM 状态报告；RLC 协议错误检测功能

MAC

MAC 过程；MAC CE 相关过程；支持所有逻辑信道与传输信道；随机接入；下

行 HARQ 过程；下行调度；上行 HARQ 过程；上行调度；SR/BSR 过程；上行

功率控制；寻呼；DRX

PHY

下行物理信道：PDCCH, PDSCH, PBCH；上行物理信道：PUCCH, PUSCH, 

PRACH；帧结构 : 30KHz, 2.5ms 周期 3D1U；主 / 辅同步信号；下行控制信息

（DCI）；下行解调参考信号；信道状态信息参考信号；上行传输信道（UL-SCH）

和控制信息（UCI）；上行解调参考信号；上行探测参考信号

功率控制；物理层测量；2 层上行 MIMO, 4 层下行 MIMO

前传接口 支持前传接口 CPRI 和 eCPRI 接口

中传接口 支持 F1 接口

O-CU 特性

L3 系统消息；UE 管理；安全过程；寻呼；承载控制；UE 测量；移动性管理

RRM 接纳控制；负载控制；无线资源管理

OAM/SON 配置管理；状态管理；故障管理；性能管理；软件管理

PDCP
PDCP 流程；数据传输；PDCP 头压缩功能；状态报告；

数据恢复；PDCP 加解密；PDCP 完整性保护；数据量计算

接口 E1AP，F1AP，XnAP，NGAP

本方案 5G 加速卡参数如下：

硬件

尺寸 标准 PCIE 半高

芯片 FPGA 芯片

时钟 1588v2/SyncE

功耗 120W

接口 1*QSFP28

功能

LowPHY FFT/iFFT，CP

PHY FEC LDPC、Polar

前传接口 CPRI/eCPRI

网络
吞吐量 10Gbps

RU 数 1*4T4R/O-DU；2*2T2R/O-DU

本方案 RU 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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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 特性

物理性能
尺寸：228*228*48mm；重量 <2.5kg；体积 <2.5L；安装方式：支持挂墙，

顶安装方式；散热方式：对流制冷、自然散热

工作频段
n41，2515MHz-2675MHz；n78，3300MHz-3800MHz；n79，4400MHz-

5000MHz

通道数 2T2R

带宽 40MHz/60MHz/80MHz/100MHz

调制方式 支持 QPSK、16QAM、64QAM、256QAM

功率 24dBm/CH

功耗 ＜ 40W

ACLR ≤ -54dBc

EVM
64QAM 调制且最大功率发射时 : ＜ 5%，256QAM 调制且最大功率发射时 :

＜ 3.5%

环境 工作温度： -5℃ ~ +55℃，相对湿度： 5%~95%

防护等级 IP31

供电
直流整机： DC+48V， 允许波动范围 40VDC ～ 57VDC；

支持 POE 或者光电复合缆供电方式

接口

1 个 SFP+ 光电接口（支持光电混合缆），支持 200 米拉远距离，电源口采

用 常 规 接 线 柱 端 子 ， 传 输 速 率 10.3125G；1 个 RJ45 10GE 电接口，

支持 POE 取电，支持 100 米拉 远距 离， 典型值：-48VDC，电压范围： 

-40V~-57V；1 个接线柱端子用于光电混合缆供电；1 个网口用于本地调试；

2*SMA，可选配

电磁兼容 3GPP TS 38.113 (2017-12 R15)

方案实施效果
基于飞腾架构服务器和 FPGA 加速卡的 5G 无线网络部署快捷，且易于升级维护。

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提供主流水平的 5G 网络能力。

伙伴相关产品
联想 5G 无线接入网产品，包括：O-CU/O-DU/RU。 

成功案例
某特种实验场 5G 网络建设项目

1. 案例背景

本项目基于目前最新的 5G 无线通信技术，符合 O-RAN 架构的自主创新云基站，提供高性能的 5G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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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良好的扩展性，实现与应用平台对接。为客户提供低时延、大带宽的网络，应于多种场景，如多媒体指挥调

度，包括：现场人员调度、语音调度、基于 GIS 的可视化调度等；高清视频回传，包括：4K 视频低延时直播、

4K 视频录像存储、4K 视频转码分析等。

2. 案例解决方案

该项目中使用的主要设备包括 5G 基站、5G 核心网、5G 终端以及时钟服务器，使用 1588 交换机设备提

供时钟传递和传输网络连通，通过射频线缆、功分器等设备进行射频拉远，共同构成完备的 5G 网络系统。

3. 本案例实验场 5G 通信系统架构设计如下：

• 5G 基站：5G 基站设备，采用标准的 CU-DU-RU 典型三级结构，其中 CU 和 DU 采用飞腾 ARM 架构

服务器构建，DU 通过 FPGA 加速卡与 RU 通过 CPRI 接口相连，RU 为终端提供无线射频通道，当前

RU 主要为室外 2T2R 通道的小站。

• 5G 核心网：核心侧主要采用飞腾 ARM 架构服务器，使用控转分离的 5GC，通过切片分流的方式，

实现后端网络的隔离。5GC 构建在标准的通用服务器之上。

• 5G 终端：5G 终端主要为 CPE 和 5G 手机。

伙伴信息

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成立于重庆市两江新区。作为联想集团所属的 5G

云网融合总部，公司致力于为电信运营商提供先进安全的云化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及服务；为行业用户提供端、边、

云、网配套的电信级全栈解决方案。目前主要产品聚焦在 5G 核心网 、5G 云基站、NFV 网络云化、边缘计算、

SD-WAN（软件定义城域网）等方面。下一步将重点围绕 5G 网络建设、5G 行业应用等方面，深入挖掘智能制造、

无人驾驶以及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提供多种 5G 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构建 5G 生态产业链。

公司名称：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s://www.lenovo.com.cn/

公司电话：010-58868888

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卉竹路 2 号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二期 7 号楼 11-19 楼

https://www.lenov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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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大陆与飞腾
高性能 AI 服务器联合解决方案

    金融、数字城市、交通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目前逐步成熟，计算机视觉与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文本分析、搜索引擎、智能语音助手等人工智能技术手段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安防、互联网、教育、医疗、零售、

工业制造等诸多行业领域，推动着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逐步向智能化时代演进。在当前的技术革新与演进的

背景下，以传统 CPU 为计算核心的架构已无法满足深度神经网络训练与推理的超大数据规模张量运算的诉求，

需要高性能专用运算硬件对深度神经网络的超大规模运算进行加速处理。

比特大陆与飞腾高性能 AI 服务器联合解决方案，基于飞腾 CPU 的服务器平台，搭载比特大陆最新深度

学习加速卡，形成全国产自主创新 AI 计算平台，计算性能业界领先，特别适用于超大运算规模的深度神经网

络的推理运算，可实现对诸如视频结构化、人脸识别、物品识别、视频内容增强等等典型的 AI 运算进行加速。

方案详情
比特大陆与飞腾高性能 AI 服务器，在基于飞腾 FT-2000+/64 的服务器平台上，搭载比特大陆（BITMAIN）

推出的最新一代深度学习加速卡 SC5+，来实现对多种 CNN/RNN/DNN 等神经网络模型的计算加速。 

比特大陆 SC5+ 加速卡内置 3 颗 BM1684 TPU 处理器，为标准 PCIE 3.0 接口，采用无风扇设计，可提供

高达 105.6T INT8 算力，以及 6.6T FP32 算力，可支 持高精度计算。                                                                                                                               

其中，BM1684 TPU 处理器采用专门优化过的脉动阵列架构，
在进行深度学习推理时，具有业界领先的利用率。SC5+ 加速

卡可以用于各种人脸识别、视频结构化、安防监控、人工智能、

机器视觉、高性能计算环境，用户可以通过 BITMAIN 同步提

供的工具链软件，实现对多种 CNN/RNN/DNN 等神经网络模

型的计算加速。

高性能 AI 服务器内部可搭载各类人工智能算法，其接收前端采集端传送的视频流与图片流，利用人工智

能算法进行智能分析，然后将分析结果进一步传递给下一环节的应用平台进行处理，以实现基于 AI 的场景业

务应用。

比特大陆与飞腾高性能 AI 服务器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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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1. 性能领先

比特大陆与飞腾高性能 AI 服务器具备业界领先的高算力密度、高能效比、低功耗等突出特点。比特大

陆推出的 SC5+ 人工智能加速卡是基于 BM1684 芯片的第三代量产产品，成熟度稳定度更高。该加速卡同时

支持 FP32 和 INT8 等多种精度计算，SC5+ 三芯片卡可提供强劲的近 100 路视频硬解码能力，内存容量可达

36GB/48GB，单卡配置 96MB 高速缓存 SRAM，小尺寸模型计算可大幅提速，多项指标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居首，

在同等运算数精度下的计算性能超越国际同类主流产品。

2. 自主安全创新

飞腾 CPU 处理器和比特大陆算丰 TPU 处理器都是自主研发的芯片，适用于对自主安全有要求的项目。

伙伴相关产品
  比特大陆 SC5+ 人工智能加速卡，其技术规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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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案例
某单位多路 AI 视频多路识别应用。

伙伴信息

比特大陆科技控股公司                                                                                                            

          比特大陆科技控股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算力芯片公司，拥有全球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工艺

设计能力。公司的产品包括算力芯片、算力服务器、板卡与模组，主要应用于区块链和人工

智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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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成 立 于 2013 年， 总 部 位 于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在 香 港、 新 加 坡、 美 国 等 地 设 有 研 发 中 心。 根 据

Frost&Sullivan 的统计，公司是全球前十大、中国第二大无晶圆厂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公司秉持让人类数字世界更美好的愿景，聚焦算力芯片。公司在各种芯片制程标准下均具备领先的设计

能力，并已掌握基于全球最先进的 5 纳米制程工艺的芯片设计能力。在区块链市场，公司累计出货芯片达数十

亿颗，约占全球 75% 市场份额。公司是世界上少数几家有能力开发云端人工智能芯片的公司之一，并已成功

推出四代人工智能芯片。公司的人工智能芯片适用于深度学习领域的专用张量加速计算，可广泛应用于人脸识

别、自动驾驶、城市大脑、智能政务、智能安防、智能推荐、智能医疗等诸多人工智能场景。

公司名称：比特大陆科技控股公司

企业官网：https://sophon.cn

公司电话：+86 010 5327 3998-6617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黑泉路宝盛南路奥北文化创意园 25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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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与飞腾
智慧社区联合解决方案

      数字城市 安防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智慧安全城市理念的快速推动，人口智能化管理需求也应运而生。人口管理是安全主管部委工作最

基本的管理手段，是安全主管部委基层性、源头性的工作措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加强流动人口的

管理工作，是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改善社会治安状况的关键环节，是促进和谐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可靠

保障，也是保持城市文明形象的客观要求。同时，在实有人口管理中，重点人员管控一直是安全主管部委门的

重中之重，是安全主管部委依照有关规定对有危害活动嫌疑的人员实施重点管理的一项由安全主管部委内部掌

握的基础工作。

科达与飞腾智慧社区联合解决方案，按照统一的技防标准，根据社区管理工作的难点，结合社会面小区

的实际情况，搭建一套集人员管理、车辆管控、治安防控、社区服务为一体的智能防控系统，通过对社区的重

点人员逐人建档，掌握出行记录、分析出行规律，建设人员管控业务模型，实现公共安全隐患实时预警防控，

提供安全、便民、智慧的社区服务管理，解决社区管理工作的难题，提升实有人口管理能力和治安综合治理水

平，进一步提升防控能力。

方案详情
方案整体功能架构包括：

1. 小区前端

在小区建设居民信息采集子系统、出入口人员管理子系统、出入口车辆收费管理子系统、出入口人车抓

拍管理子系统、周界电子围栏子系统、公共区域视频监控子系统、单元楼人脸门禁子系统、云访客管理子系统、

WIFI 探针管理子系统、消防管理子系统、智能充电车棚子系统、电子巡更子系统、信息发布子系统、小区监控 

苏州科达与飞腾智慧社区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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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府各职能部门，提供智慧社区安全主管部委云平台和智慧社区街道云平台，满足不同职能部门的不同业

务需求。通过接入中心机房智慧社区云平台数据，实现各部门的管理需求，同时基于中心机房智慧社区云平台，

实现安全主管部委、街道等各政府部门社区数据信息共享，为各部门开展一体化治理提供支撑。

方案实施效果
• 基于飞腾芯片的科达智慧社区联合解决方案的核心建设理念是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技术，打造平安、便民、智慧的社区管理与服务平台。

• 加强对社会矛盾、社会治安以及公共安全风险隐患的预测预知预警预防，努力把未知变可知、难测

变可测、失控变可控，创建平安智慧社区。实现社区内多系统的资源整合，形成完整的社区防控体系。

• 采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技术，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惠民服务，营造舒适的生态环境，

打造可持续智慧社区。

• 为居民提供精准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中；通过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实现社区管理的转型升级。

伙伴相关产品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描述

智慧社区

云平台
KICP-1000

智慧社区云平台，基于飞腾平台的国产服务器，参照安全主管部委“一标

三实”的数据规范，对社区内的实有人口、房屋、车辆、事件等信息统一

管理；接入管理前端感知设备数据，构建社区大数据中心，以社区为维度

对房屋、人口、单位、车辆、警情等相关数据进行高效管理，将海量的事

件与人、车进行关联分析，并且根据社区业务分析模型提升精准预警、主

动预防能力，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飞腾方案

服务器
HyperServer-1000

采用飞腾方案国产服务器，支持通用 GPU 计算板卡；8 个硬盘插槽可任

意插入 3.5 寸 /2.5 寸 SATA 接口硬盘、2.5 寸 SATA 接口硬盘。

云存储 KCloudStor8000

采用飞腾方案云存储，19 英寸 3U 机架式，支持 24 盘位，支持硬盘漫游

和热插拔，配置 BBU 电池保护，设备异常断电情况下保护缓存数据不丢失；

含高性能云存储系统，单台设备既可作为控制节点，也可作为存储节点，

也可作为控制存储一体节点；控制节点支持三台以上集群部署，任何控制

节点损坏业务不受影响。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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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主管部委 / 治安：社会治安防控（社区出入口、重点人员、轨迹刻画、一社一档）、实有人口管理（流

动人口、外来人口、少数民族重点管控）。街道 / 综治：人、房、车、单位的管理、辖区数据汇聚，实现各部

门信息共享，政策信息推送。物业 / 居民：小消防安全隐患及时反应、居民出行便利、小区环境整洁。

截止 2019 年底已成功落地实施：

苏州市吴江区、苏州市高新区、安徽省马鞍山市、重庆两江新区、北京房山区、辽宁省大连市、广西省南宁市、

柳州市、防城港市等。

伙伴信息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领先的视讯与安防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前身科达通信成立于 1995

年；2004，成立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2012 年，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12 月，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公司名称：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kedacom.com

公司电话：0512-68418188

公司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金山路 1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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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图与飞腾智慧城市
时空信息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智慧城市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智慧地球概念一经提出，世界各发达国家给予了广泛关注，并聚焦经济发展最活跃、信息化程度最高、

人口居住最集中、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城市区域。我国高度重视智慧城市建设，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指出“发展智慧城市，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加强城市供水供气供电、公交和防洪防涝设施

等建设。坚决治理污染、拥堵等城市病，让出行更方便、环境更宜居。”

基于飞腾芯片的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以一种更加直观的信息可视化方式表达所有事物的位置特征信息，

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关键性基础信息平台。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通过提供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务，带动社会公众、

企业应用、行业应用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业务创新和应用创新，为智慧资源、智慧环保、智慧安全

主管部委等各种智慧城市专业领域提供基础信息服务，是智慧城市发展的信息载体。

时空信息云平台是一种采集、处理、存储、管理、分析、输出地理空间信息及其属性信息的信息系统，解决“信

息孤岛”等问题，建立城市时空大数据的统一管理、共享、更新机制，是“智慧城市”整体框架中一项重要的、

不可缺少的基础内容。

方案详情
本方案建设内容是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可以用来推动全市地理信息共享平台的升级转型，实现“更

透彻的感知、更广泛的互联互通、更全面的智能化”，进而加快促进跨部门信息资源的共享共用和协同应用，

推动智慧城管、智慧交通、智慧水务、智慧教育、智慧旅游、智慧环保、智慧社区、智慧开发区等领域建设，

促进智慧生活应用全民共享。

本方案首先建设高精度的三维场景，实现城市尺度矢量数据、多时态影像数据等数据高效融合，形成历

史现状一体化、二维三维一体化、地上地下一体化、室内室外一体化和静态动态一体化的时空大数据一张图。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地理信息服务总线（GEO-ESB），一个时空大数据引擎（GEO-ETL），一个云服务门户，

五大应用中心。

本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方案部署在飞腾架构服务器 + 麒麟操作系统环境中。其主要包括以下功能场

景：

超图与飞腾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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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时空信息资源一体化，构建城市时空基础设施服务。

图 1 地上地下一体化和室内室外一体化示意图

图 2 静态动态一体化的物联网节点数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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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理信息服务总线 GEO-ESB，提升数据在线托管与分布式交换能力。

图 3 市县一体化数据在线托管与分布式交换体系示意图

3. 时空大数据引擎 GEO-ETL，提供多源数据采集 - 处理 - 挖掘分析全流程服务。

           

图 4 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上报案卷数据示意图

4. 开放云服务接口，为智慧应用建设提供更易用 API。

图 5 应用开发中心服务资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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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应用开发中心在线 API 示意图

伙伴相关产品
• SuperMap iDesktopX

• SuperMap iServer

• SuperMap iPortal

• SuperMap iManager

伙伴信息

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超图集团是全球第三大、亚洲第一大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厂商，由母公司超图软件（股票代码：

300036）及旗下的超图信息、超图国际、上海南康、南京国图、北京安图、上海数慧等一级 ( 全资 ) 子公司，

地图慧、日本超图等二级 ( 控股 ) 子公司，以及遍布全国的分公司、办事处组成。2018 年末，超图正式员工 

3000 余人，年营业收入逾 15 亿元。

自 1997 年成立以来，超图聚焦地理信息系统相关软件技术研发与应用服务，下设基础软件、应用软件、

数据智能三大 GIS 业务线，并构建生态伙伴体系，通过 1000 余家生态伙伴为数十个行业的政府和企事业单位

信息化全面赋能。目前，SuperMap 在 GIS 基础软件中国区域的市场份额已超越国外品牌，并在 30 多个国家

发展了代理商，将 SuperMap GIS 推广到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超图将秉承“地理智慧创新 IT 价值”的企业宗旨，坚持推动地理智慧与 IT 潮流的融合，持续为全球更多

用户打造专业的 GIS 技术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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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supermap.com

公司电话：010-59896655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10 号院 超图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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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金融与飞腾
自助终端全栈联合解决方案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在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自主创新的大背景下，金融业各

类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均需实现自主创新。金融领域需要信息安全整体解决方案，除迁移现有金融业务以外，还

需要有创新和提升。金融行业主要业务特点为产品形态多、外设模块种类多、品牌多、适配难度大。

针对金融行业业务特点，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推出智能自助系列产品，基于飞腾 CPU 和

银河麒麟 OS，搭配各类金融外设模块，功能全面涵盖自助办理开户、领卡、签约等相关业务。

方案详情
金融机具全栈网信联合解决方案：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基于飞腾 FT-2000/4 处理器和国产操作系统的工控系统、国产 PISA

驱动标准体系、和国密算法的可信计算，构建金融机具的自主安全平台，推动支撑环境、应用软件、外设模块

等的迁移适配，携手飞腾共同打造金融机具的全栈网信联合解决方案。

此方案为客户实现金融机具无感的网信迁移和升级。在不改变客户体验、不改变设备形态、不改变技术

后台架构、不改变运营管理的情况下，完成金融机具从端设备到应用管理系统全面向飞腾平台的平移，并实现

后台系统的云部署和国密可信的升级。

金融机具全栈网信解决方案架构：

长城金融与飞腾自助终端全栈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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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具设备端网信解决方案组成：

方案实施效果
• 实现了金融机具从芯片、操作系统、基础软件、应用的全面技术创新；

• 实现了金融机具渠道应用的云部署，形成了端到云整体架构的一致性；

• 相较于当前主流平台，业务办理效率明显提升；

• 打造了基于国密算法和可信计算的全链路安全升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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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相关产品
智能自助终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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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与部分国有银行联合研发的基于飞腾 CPU 平台的智能柜员机产品和驱动平

台，已接入总行应用，各业务测试正常，设备运行状态良好。                        

与某城商行联合研发的基于飞腾 CPU 平台的全栈网信解决方案已经完成适

配并开始试点。                                                                                                                 

伙伴信息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金融）坐落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 275 亩，

是中国电子旗下中国长城的控股子公司。公司集金融电子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公司主营产品在

工、农、中、建、交和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以及农信、农商行全线入围。长城金融全面承接中国电子在金融领域

信息安全整体解决方案实施，以飞腾 CPU 和银河麒麟系统平台为支撑、以可信计算、国密算法为基础，构建

自主开放的接入适配标准，结合安全产品服务，打造国内创新技术金融领域渠道服务系统集成商。

近年来，公司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 4 项，省部级科技项目 12 项，其中 2 项科技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 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公司拥有授权专利 324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78 项，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与行业

标准 5 项，获得国家专利奖 3 项，是国内唯一拥有针式打印头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作为“湖南省智能制造试

点示范企业”，公司建设了 14 条金融整机设备生产线，年整机生产能力超 100 万台 / 套。公司组建了金融自

助业务安全技术湖南省工程实验室，建有专用研发测试场地 2000 平方米。公司拥有 800 多人的服务支持团队，

在全国设立了 300 多个售后服务网点，建立了包括西藏在内的完善的服务网络。

公司名称：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官网：http://financial.gwi.com.cn

公司电话：0731-84932701

公司地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3 路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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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物信连与飞腾
PKMT 区块链基础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区块链是近几年国内信息化建设尤其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完成的步骤，中国要完成区块链的底层技

术突破和大规模应用，必须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的区块链基础平台。

在这种大环境下，兆物信连与飞腾的 PKMT 软硬件一体国产安全区块链基础平台顺势而生。

方案详情
PKMT 是支撑广泛场景下应用及业务系统的高性能区块链基础设施，提供通信、共识、防篡改攻击、智

能合约、跨链、多中心化存储、隐私保护、抗量子签名、激励机制等基础功能，同时也提供钱包、身份管理、

认证授权、发布订阅、即时通信、RPC 接口等组件服务模块。PKMT 可以为众多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系统提供支

撑服务，也可以作为垂直领域区块链项目落地的开发基础平台，为支付、金融、物流、溯源、数字资产、版权

保护等多种领域或场景下建设可信防篡改的系统提供重要的平台级支撑。

PKMT 定位为软硬件一体国产区块链服务平台，基础硬件基于国产高性能 FT2000+ 微处理器、国产区块

链应用加速部件、国产万兆以太网互连系统设计；平台 OS 基于麒麟可信操作系统，提供基于三权分立机制的

多项安全功能和统一的安全控制中心；平台核心组件包括安全高效共识算法、智能合约安全模型形式化分析、

国家安全密钥保护组件、可监管匿名隐私保护组件；核心产品线为基于区块链的安全数据共享解决方案、基于

区块链的信任服务解决方案、基于区块链的金融管理方案；应用产品线包括政务链、信用链、医疗链、身份链、

证照链、溯源链、资金监管链、产业金融链等。

方案整体产品设计如下所示：

兆物信连与飞腾 PKMT 区块链基础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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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MT 系统组成及架构设计

PKMT 包 含 面 向 区 块 链 底 层 技 术 的 区 块 链 底 层 技 术 平 台 PKMTI（Phytium Kylin Mutual Trust 

Infrastructure）和面向区块链业务应用的区块链业务平台 PKMTB（Phytium Kylin Mutual Trust Business）。

PKMTI 主要定位为区块链操作系统，为各种高频的商业应用开发提供基础技术支撑，是区块链技术落地

应用的核心基础。涵盖共识机制、智能合约、跨链技术、侧链技术、兼容性和扩展性等，通过这些技术组合构

建高性能商用底层区块链平台。围绕着区块链底层技术平台，形成了包括区块链钱包、区块链浏览器、节点竞

选、矿机、开发组件、开发模块、技术社区及项目社群等一系列组件的生态系统。MTI 主要包含数据层、网络层、

共识层、激励层、合约层和应用层技术，其中共识层和激励层可模块化定制，用户可选择不同的共识算法和定

制激励规则。

区块链业务平台 PKMTB 建立在底层区块链技术平台基础之上，针对企业私有链联盟链构建、供应链金

融、资产交易流转、商品信息溯源、版权保护、积分联盟等现实业务场景中的痛点问题，构建行业解决方案。

PKMTB 主要在底层区块链技术平台 PKMTI 的基础上面向现实业务场景提供业务支撑能力。

PKMTI 及 PKMTB 组成及应用接口如下所示：

PKMTI 的数据层同时支持结构化数据库 SQL Lite，非结构化数据库 memcached、Redis、MongoDB 等，

Key-Value 数据库 LevelDB、RocksDB 等。数据处理层支持传统的数据库连接机制和分布式存储机制。网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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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匿名通信机制（如 Tor 或私有通信协议）、节点 Gossip 机制、数据 Gossip 机制，同时支持结构化 P2P

通信协议和非结构化 P2P 通信协议。共识核心层支持多种典型共识算法及数据结构（如 PoW、PoS、DPoS、

PBFT、HashNet 等共识机制，可支持链式或有向无环图等数据结构），支持多种主流及国密的加密与签名算法，

提供多种合法性验证机制，提供交易和数据的跨链通信及多链融合机制，支持非图灵完备声明式智能合约以及

高级图灵完备智能合约，提供多种经济模型与激励机制设计，实现共识节点动态管理（支持共识节点动态加入

退出），设计并实现了动态自适应分片管理机制（根据网络数据传输量或交易数量、节点数量动态自适应建立、

调整、销毁分片），能够抵抗 split 攻击，提供多种抗量子攻击的加密签名算法。在应用层，PKMTI 为 PKMTB

提供轻钱包、区块链浏览器及其他 DApp。

PKMTI 详细功能如下所示：

PKMT 作为实用化高性能区块链基础设施，可为金融服务、医疗健康、IP 版权、教育、物联网、共享经济、

通信、社会管理、慈善公益、文化娱乐等多领域的区块链改造升级或业务流程优化重构提供支撑。

PKMT 主要应用场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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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PKMT 硬件体系中主要包括国产机柜、CPU 等；软件系统中主要包括全节点（分片管理）、局部全节点（共

识节点、智能合约、抗量子攻击、抗 split 攻击、数据缓存优化、数据离线归档）、轻节点（用户节点）、中

继节点（跨链），节点间通过 P2P 网络连接。目前我们实际部署的一个 PKMT 测试网络的部署架构如图 5 所

示，全节点、局部全节点、中继节点均分散在全球，中继节点目前连接了 BTC、ETH 实现跨链功能，轻节点提

供 Web 版和手机 App 供普通用户使用。PKMT 测试网络的部署如下所示：

2018 年 7 月，我们在早期部署的 PKMT 测试网络上，邀请工信部信通院泰尔实验室对 PKMT 的共识算

法进行了测试（测试证书：https://www.inve.one/file/testcertificate.jpg；测试报告：https://www.inve.one/

file/testreport.pdf），10 分片纯性能测试 TPS 超过 240 万，10 分片运行实际交易并加上签名验证 TPS 超过

10 万，且数据污染对测试结果无影响。 

PKMT 可作为公有链、联盟链、私有链进行部署使用。作为公有链，PKMT 支持节点动态加入与退出、

节点分片管理，支持百万级 TPS；作为联盟链或私有链，PKMT 支持国密标准、实名认证、权限控制等，是基

于国密标准的国产高性能安全区块链基础设施。

用户也可以直接使用 PKMT BaaS 平台。PKMT BaaS 是兆物信连搭建的对外开放的区块链服务平台，进

一步降低用户使用 PKMT 的门槛。用户通过 PKMT BaaS 可以快速、便捷的搭建适合各自业务需求的区块链基

础平台。

伙伴相关产品
• 硬件产品 PKMT MAIN BRAIN

产品特性：19 英寸标准机柜，基于飞腾 FT-1500A 处理器，支持 SATA、

SAS 硬盘，国产安全中文固件，国产中文操作系统，分布式全节点群及动态扩

展

https://www.inve.one/file/testcertificate.jpg
https://www.inve.one/file/testreport.pdf
https://www.inve.one/file/test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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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产品 PKMT MAIN BOX

产品特性：盒子（50cm*30cm*30cm），基于 FT1500A/4 处理器，支持

SATA、SAS 硬盘，国产安全中文固件，国产中文操作系统，支持多 PKMT 主节点。

成功案例
• 湖南省工信厅中小企业供应链金融平台

湖南省中小企业供应链金融平台是专为供应链中小企业提供产融信息对接的区块链创新金融服务平台。

平台以供应链为基础，以真实贸易为前提，基于 PKMT 区块链底层技术为应收账款融资、存货质押融资、反向

保理、贷后一体化等服务提供信任支撑，将中小企业融资的高风险转变为产业链条的低风险。平台将有效整合

金融资源，减缓政府和大型企业现金支出压力，降低带息负债，将政府、大型企业优质信用传导至中小企业，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 长沙高新区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

长沙高新区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是针对高新区八千家中小企业的数字资产包，基于 PKMT 区块链底层技

术建设的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平台通过区块链、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支持，提升了对中小企业数字资产的认证、

确权、流通，从而有效提高财政扶持资金的使用效率、企业数字资产的流通，增强了企业品牌公信力与商业信

用，降低了企业互信成本、提升企业运营效率，为构建新型政府管服模式、更好服务辖区经济提供了一个开放、

信任、高效的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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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信息

湖南兆物信连信息有限公司                                                                                          

 湖南兆物信连信息有限公司是业内领先的区块链底层技术及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聚焦区块

链基础平台、区块链应用服务平台、区块链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区块链创新产品四个业务板块。区块链基础平

台主要是面向多行业多场景的国产自主高性能区块链基础平台 MT，MT 平台是目前在工信部测试过、有公开

测试数据的、性能优异的区块链平台，是有 MT 计算节点 MTBox 和 MT 存储节点 HashStor 配合的软硬件一体

的区块链基础平台，可作为公链、联盟链、私有链部署应用，可在 X86 架构、PK 架构和麒麟架构部署实施，

已完成国产适配，目前已服务数十家客户。区块链应用服务平台主要有 MT BaaS 平台、湖南省工信厅中小企

业供应链金融平台、长沙市公共服务平台和一站式电子证据存证保全平台铁证网。区块链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主

要包括供应链金融、电子证据存证、商品溯源及综合管控、动产不动产登记确权解决方案等十余种解决方案。

区块链创新产品包括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网络 StorNet、区块链分布式存储设备 HashStor、区块链数据库

InSQL、区块链链上生活应用 OnChain 等。

公司名称：湖南兆物信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rilliontrust.com

公司电话：0731-85404820

公司地址：长沙市开福区北辰三角洲 B1E1 区 1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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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未来与飞腾
5G 企业核心网联合解决方案

             通信 政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整个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深入，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管理需要，建设

新型企业信息系统成为很多企业应对新的经济态势的必然选择。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通信也从人的连接延展

至物的连接。在此背景下，垂直行业应用被推向前台，成为 5G 应用构成的一大主题。其中，企业专网因其专

用性和个性化服务成为垂直行业应用的重要一环。

飞腾与联想联合推出的 5G 企业核心网基于飞腾 ARM 芯片服务器，依托联想电信级 NFV（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网络功能虚拟化）平台，构造自主创新、业务灵活的企业专用核心网。在用户侧提

供端到端的 5G 网络体验，为企业用户提供 5G 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多连接的网络承载和边缘计算能力，

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本产品方案的 5G 企业核心网与运营商 5G 公网可以实现物理隔离

和数据本地卸载，基础算力、云平台、通信软件均为国产自主创新产品，可以保障企业数据和网络的绝对安全。

方案详情
本方案的 5G 企业核心网基于通用的飞腾 ARM 芯片服务器，采用联想 NFV 平台实现硬件、操作系统、接

口等标准化。软件层面可以实现控制面与用户面分离，控制面支持标准微服务（SBA）架构。5G 核心网网元

可以实现弹性部署，也可与基站、MEC（Mobile Edge Computing，移动边缘计算）等共平台部署。本方案 5G

企业核心网最小化能力集包括：AMF（Access and Mobility Management Function，接入及移动性管理功能）、

SMF（Session Management Function，会话管理功能）、UPF（User Plane Function，用户面功能）、PCF

（Policy Control Function，策略控制功能）、AUSF（Authentication Server Function，鉴权服务器功能）、 

NSSF（Network Slice Selection Function，网络切片选择功能）、UDM（Unified Data Management，统一数

据管理）、UDR（Unified Data Repository，统一数据存储）。

该方案企业核心网具有以下特点：

• 与运营商核心网相互独立，企业数据与 Internet 数据可以完全隔离；也可以通过漫游进行数据互通。

• 支持快速迭代，采用 SBA 服务化架构，网元间独立自治，各网元升级不影响其它网元功能。

• 支持快速转发，UPF 作为核心网的用户面独立功能，既可与核心网控制面部署到中心机房，也可下

联想未来与飞腾 5G 企业核心网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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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到无线侧，与无线侧 CU 及边缘应用部署在一起，就近提供服务，提高转发效率。

N2

PCF UDMAUSF

AMF SMF

NGpcf NGudmNGausf

NGamf NGsmf

UPF DN

N1

N4

UPF

DN

N3

N4

NSSF

Nnssf

N6

N9

5G核心网
-控制面

5G核心网
-数据面

5G移动
边缘计算

5G基站 O-RANUE

NFV

AMF

PCF

SMF

AUSF

NSSF UDM

UPF

5G基站

运营商大网
5G核心网

漫游
企业级5GC

飞腾CPU

本方案 5G 企业核心网参数如下：

硬件

尺寸 长 660.6mm 高 88.1mm 宽 432.0mm

CPU 飞腾 FT-2000+/64、64 核、主频 2.2GHz

内存 ECC DDR4 16/32/64 GB DIMM，8 通道，每通道 1DIMM

硬盘

(1) Front HDD：外接 RAID 卡，支持 RAID 730-8i、930-16i，支持

MegaRAID0/1/10/5/6/50/60

(2) Rear HDD：板载 SATA Non-RAID 4 Ports 或外接 RAID

(3) Rear HDD：板载 SATA Non-RAID 2 Ports 或外接 RAID

接口
6 个 USB3.0 接口；2 个 VGA 接口；1 个 COM 接口；4 个千兆数据 RJ45 接口；

1 个千兆管理 RJ45 接口

功耗 481W

认证 安全认证：CCC；节能认证：CECP、CELP

NFV 平台 功能
计算、存储和网络的虚拟化；基于 HTTPS 安全加固；IPV6/IPV4 双栈支持；

节点拉远灵活部署；高实时、高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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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核心网

软件

AMF/AUSF

注册，注销，服务请求，接入网释放，连接管理，移动管理，可达性管理，

会话管理，安全（UE 授权 &NAS 加密），PDU 会话管理，UE 上下文管理，

NAS 消息传输，支持 SBI&N2 接口，UE 无线能力管理，XN&NG 切换，切片

SMF

创建会话，更新会话，释放会话，策略应用，TEID 分配，IP 分配，PFD 管

理，QoS 管理，后路由，下行数据通知，流量统计功能，支持 LADN，支持

SBI&N4 接口，切片

PCF 控制面策略控制（AM& 服务区），用户面策略控制（转向 &QoS 相关）

UDM/UDR
签约数据管理，访问授权，UE 上下文管理，NF 注册管理，存储、检索、订

阅数据

NSSF NSSAI 管理，网络切片实例选择，支持查询 TA 的 S-NSSAI 可用性

UPF

对接 SMF（多址），N4 处理，PDU 管理，PFD 管理，PDU 转发

（GTPU+SDF&PFD），QoS，数据缓存，流量转向 &HTTP 重定向，

流量统计

方案实施效果
• 将 5G 网络技术与飞腾国产计算平台结合，从底层保证系统具有高性能和高安全性。

• 用户对网络拥有绝对所有权及控制权，可根据业务需要结合边缘计算对网络进行灵活定制。

• 在满足电信运营商及企业客户 5G 网络需求的同时，与公网隔离，保障网络数据安全。

伙伴相关产品
联想 5G 企业核心网产品，包括：联想电信级 NFV 云平台及 AMF、SMF、UPF、PCF、AUSF、NSSF、

UDM、UDR 等 5G 虚拟化网络应用。

成功案例
联想武汉工厂试验网改造

联想武汉工厂基地是联想集团推动智能制造转型的试点基地，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很多新技术都优

先在武汉基地落地。本方案基于 5G 技术低时延、高带宽的技术特点，帮助武汉工厂实现产线的无线化灵活部署，

实现柔性制造。同时，引入高清监控、AR 巡检、信息透明、远程操作等，并与 IoT、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

平台对接，加速工厂数字化、信息化进程。

案例解决方案：

• 联想武汉工厂 5G 试验网络主要由 5GC CP、UPF、MEC、5G CPE、gNB 组成。

• 5GC CP，5G 核心网控制面，包括 AMF、SMF、UPF、PCF、AUSF、NSSF、UDM、UDR 网元，主要

负责处理连接管理、会话管理、移动性管理、承载信令或控制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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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F，5G 核心网用户面功能，承载数据流量，负责无线接入网与 Internet 之间转发流量、报告流量

使用情况、QoS 策略实施等。

• MEC，多接入边缘计算，5G 核心网用户面 UPF 下沉与 MEC 组成边缘节点，使云计算能力下沉到靠

近数据源的边缘，让数据在本地就能实现存储和处理，从而降低网络时延。

• 5G CPE，5G 终端，将 5G 信号进行中继，转换为 wifi/ 有线信息，增大无线网络的覆盖。

• gNB，即 5G 基站。

伙伴信息

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成立于重庆市两江新区。作为联想集团所属的 5G

云网融合总部，公司致力于为电信运营商提供先进安全的云化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及服务；为行业用户提供端、边、

云、网配套的电信级全栈解决方案。目前，主要产品聚焦在 5G 核心网、5G 云基站、NFV 网络云化、边缘计算、

SD-WAN（软件定义城域网）等方面。下一步将重点围绕 5G 网络建设、5G 行业应用等方面，深入挖掘智能制造、

无人驾驶以及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提供多种 5G 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构建 5G 生态产业链。

公司名称：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s://www.lenovo.com.cn/

公司电话：010-58868888

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卉竹路 2 号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二期 7 号楼 11-19 楼

https://www.lenov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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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未来与飞腾
边缘云联合解决方案

             政企 电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联想未来与飞腾边缘云联合解决方案可以部署在电信运营商的边缘机房，把服务和数据直接下沉到网络

的边缘，能缩短应用的网络延迟，提高用户体验。另外，智能制造和物流等行业也可以把边缘云部署在园区或

者厂房附近，提高物联网的数据采集效率。联想未来与飞腾边缘云联合解决方案以联想容器平台和联想云平台

为基础提供平台即服务（PaaS）方案。整个方案基于开源生态构建，提供开放接口，支持客户集成第三方应用

和定制化开发。本方案不仅支持符合开放电信基础设施（OTII）标准的联想边缘服务器，还全面适配飞腾国产

服务器和终端，提供多种灵活可选的软硬件方案，可满足边缘机房的差异化要求。

联想与飞腾边缘云联合解决方案基于飞腾 ARM 架构服务器、银河麒麟操作系统，针对政企和电信运营商

等行业客户提供边缘云解决方案。针对物联网边缘应用，联想已与部分企业完成试点项目搭建，目前也同步在

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尝试内容分发网络（CDN）等基于边缘云的增值服务。

方案详情
联想未来与飞腾边缘云平台是联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研发、安全的系统，具有云边协同、应用编

排等针对边缘云场景的能力，可提供虚拟机和容器的统一管理和调度，可根据实际需求支持弹性伸缩，支持实

时管控，支持第三方平台的开放接口，并采用领先的安全防护技术，能够帮助客戶快速构建和部署边缘应用。

方案整体功能架构如下所示：

联想未来与飞腾边缘云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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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 基础软硬件全国产化，提高本质安全性

硬件服务器及终端均采用飞腾平台产品，操作系统采用麒麟操作系统，实现了基础软硬件的全国产化，

使系统从底层和本质上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可控性，符合当前网信产业的发展趋势。

• 资源池化，弹性伸缩以及实时监控管理

支持硬件资源池化，可以提供针对虚拟机和容器的统一监控管理和配置。结合用户的实际应用，还支持

自动伸缩策略、负载均衡、高可用等特性。

• 硬件加速

针对图形处理单元（GPU）、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等硬件加速方案做了全面的测试和适配支持。

结合用户的实际部署情况，综合 GPU、FPGA 功耗，尺寸以及智能应用加速的最佳实践，能给出最合适的软硬

件方案选型。

• 云边协同

支持开放的云边协同编程接口，可以帮助用户在此基础上定制开发，进一步完成用户边缘应用的发布和

升级、数据同步、资源调度等高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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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相关产品
联想未来与飞腾边缘云平台 v1.0。

成功案例
联想 - 京东 - 华能边缘云试点项目

案例背景

本项目是联想 - 京东 - 华能边缘云的试点项目，试点的场景为企业办公楼和厂房仓库。本试点项目旨在让

企业直接接入无线网络，同时在无线网络的边缘侧部署边缘云和上层边缘应用。联想未来与飞腾边缘云平台的

热点数据缓存、硬件加速、网络智能路径选择等高级功能模块，可以进一步降低网络延时，可以提高视频会议、

增强现实（AR）/ 虚拟现实（VR）等典型应用的用户体验。

案例解决方案

伙伴信息

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成立于重庆市两江新区。作为联想集团所属的 5G

云网融合总部，公司致力于为电信运营商提供先进安全的云化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及服务；为行业用户提供端、边、

云、网配套的电信级全栈解决方案。目前，主要产品聚焦在 5G 核心网、5G 云基站、NFV 网络云化、边缘计算、

SD-WAN（软件定义城域网）等方面。下一步将重点围绕 5G 网络建设、5G 行业应用等方面，深入挖掘智能制造、

无人驾驶以及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提供多种 5G 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构建 5G 生态产业链。

公司名称：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s://www.lenovo.com.cn/

https://www.lenov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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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电话：010-58868888

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卉竹路 2 号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二期 7 号楼 11-1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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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信科技与飞腾
分布式数据库联合解决方案

             电信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在当今大数据技术专家成熟落地的时代，以运营商为代表的大型企业对大数据的应用已十分普遍，数据

库作为其中的关键技术，其各方面性能的优劣直接决定着整个大数据应用系统的成功与否。因此，在政企领域，

特别是电信、金融等领域，能够较好地满足海量数据管理各方面需求的分布式数据库技术逐渐走向中心舞台。

AISWare AntDB 就是顺应这样的发展趋势，由亚信科技打造的一款可扩展、多租户、高可用、高性能、

低成本，国产自主、安全且可靠，对业务透明的分布式金融级大规模并行处理关系型数据库产品，采用 MPP 架构，

融合事务处理和在线分析操作，具备先进的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特性，支撑亿级用户，提供 PB 级别数据处理

能力，高度兼容 Oracle 产品特性。

AISWare AntDB 能够完美适配飞腾国产计算平台，并已在多个实际项目上落地应用。

AISWare AntDB 产品架构组成如下图所示：

亚信科技与飞腾分布式数据库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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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详情
某省电信大数据分析平台，需要对 BSS 的商户、订单、实例等数十 TB 规模的数据进行快速统计分析，

每次分析的数据量级在亿级别，同时需要向其他厂商开放实时数据分析查询能力，原有的大数据架构 Ha-

doop+Hive 的平台在查询的时效性、性能方面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客户考虑使用开源的 Postgres-XL 数据库

集群来支撑实时查询分析的场景，但在落地过程中出现性能和扩展方面的瓶颈。

为解决上述问题，在本项目中采用了亚信科技能够支撑百 TB 级数据规模高并发交易型业务和等量级数

据规模分析性业务的 AISWare AntDB，替代开源的 Postgres-XL 来建设大数据分析实时查询平台。

本项目方案利用 Shared-nothing 架构，在国产飞腾平台上，采用 4C/8D/1GTM 的组网架构完成 AntDB

的部署。部署架构如下图所示：

部署环境说明：

• 硬件环境：飞腾平台服务器

• 操作系统：Linux、麒麟等

方案实施效果
新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基于飞腾计算平台，通过使用 AntDB 分布式 SQL 优化器和并行执行引擎，实现了对

数十张表关联，近百个字段 Group By 操作节点间并行和节点内进程并行的优化策略，性能最高提升上百倍，

满足了客户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秒级响应的业务需求。从上线后稳定运行至今，解决了前期遇到的所有性能和

技术问题，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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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相关产品
AISWare AntDB 关系型数据库产品。

伙伴信息

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亚信科技，股票代码：01675.HK）始于 1993 年，是领先的软件产品、

解决方案和服务提供商，致力于成为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使能者。

亚信科技对 IT 及网络环境以及业务运营需求有着深刻的理解，拥有 500 多种高可靠性、高稳定性、高

可用性的“电信级”软件产品组合，包括 AI² 人工智能平台、AIF PaaS 平台、计费产品、大数据产品、客户

关系管理产品、5G 网络智能化产品、开发运维一体化产品、数据库产品等全套 AISWare 产品体系，并通过了

CMMI 5 级（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五级）国际认证。

亚信科技积极拥抱 5G、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凭借深入的业务理解、过硬的

项目管理能力和丰富的软件产品体系，聚焦金融、政府、能源、交通、邮政等行业，与主流云厂商进行合作，

成为其 MSP（管理服务供应商）合作伙伴，为企业客户提供上云咨询、上云迁移、云上运维、云上增值开发、

云上价值运营等服务，推动企业上云并运用云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至今，亚信科技已为数十个大型企业客户

提供业务转型、上云、用云及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

亚信科技将持续坚持“三新四能”的转型战略和“一巩固、三发展”的业务发展策略，以“全域”的技

术理念打造先发优势，全力支持电信运营商 5G 建设，并持续不断地将在电信行业二十多年的沉淀和积累拓展

到大型企业市场，持续探索产业互联网时代新的商业模式，为大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中国”的实现贡

献力量。

公司名称：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asiainfo.com

公司电话：(010)-82166688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亚信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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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行业中重要会议、重要领导讲话都要求形成发言文字记录和会议纪要，当前基本都是采用专人速记和人

工录音整理的方式保障，耗时费力、出稿效率低下、后期管理困难，会议保障人员对于通过语音识别技术自动

进行文字记录的设备具有强烈需求。在行业用户个人办公场景中，汇报材料的语音输入、外文文档的批量翻译

以及纸质文档的扫描存档都需要智能化手段辅助完成。同时，在“棱镜门”事件的背景下，自主创新被提升到

国家战略高度，党政特殊领域机关等核心要害部门的信息化办公设备要求采用国产设备进行替换。

讯飞数码与飞腾语音识别联合解决方案针对行业用户在日常办公会议中存在的会议记录整理困难、文字

输入效率低下、外文文档翻译费时费力等问题，提供了基于飞腾 + 麒麟自主创新体系架构和自有知识产权核心

技术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使用户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

方案详情
方案基于飞腾新四核（FT-2000/4）硬件和银河麒麟操作系统，集成科大讯飞自主知识产权的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字符识别及机器翻译等 AI 核心能力，提供语音输入、会议记录、文字识别、多语种智能翻译、虚

拟播报等应用，为政府行业用户会议及办公提供国产自主创新的解决方案。

讯飞数码与飞腾语音识别
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讯飞数码与飞腾语音识别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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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实施效果
1. 全国产软硬件平台

基于飞腾国产计算平台 + 麒麟操作系统构建的全国产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具有较高的性能与安全性，符

合网信产业发展需求。

2. 智能语音处理

为用户提供语音输入、语音记录、语音播报等一系列智能语音处理能力和应用，通过讯飞的语音处理能

力帮助用户搭建高效的会议系统。

3. 多语种翻译

以文本、文档、图片等为输入对象，通过机器翻译 + 辅助翻译实现语言翻译的业务系统。主要功能有权

限管理、在线翻译、任务管理、任务分配、任务统计、辅助翻译编辑器、文档原样格式输出、术语匹配、记忆

库匹配、语料管理以及机器翻译模型训练等。

伙伴相关产品
1. 智能语音处理系统

智能语音处理系统是基于自主创新技术体系（飞腾处理器 +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通过集成科大讯飞自

主研发的智能语音识别引擎并构建行业专用语言模型，形成的包含实时会议记录、录音文件转写、实时转写投

屏和会议记录管理 4 大核心功能的智能会议系统产品。

2. 智能翻译系统

智能翻译系统是基于自主创新技术体系（飞腾处理器 +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通过集成科大讯飞自主研

发的多语种机器翻译引擎，结合行业用户实际业务场景，形成的支持快速翻译和精确翻译多场景任务、支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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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协同翻译任务、支持翻译校审流程任务的智能翻译产品。

机器翻译

翻译业务
术语匹配

输入（文本，文档，图片等）

OCR引擎

增量训练

语料管理

图片等

文本，
文档 文本纠错

语种识别

智能断句

文本预处理

专业术语

辅助翻译

辅助翻译编辑器 记忆匹配

源 语 种 ， 文 本 ， 目 标 语 种

模
型
（
增
量
）
训
练

引
擎
模
型
更
新

输出（文本，文档，图片等）

分 配 翻 译 任 务

辅
翻
译
文

机
翻
译
文

文本OCR

伙伴信息

合肥讯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讯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是科大讯飞控股子公司，地处“中国声谷”、国家智能

语音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华东地区（安徽）国家智能语音装备动员中心、安徽省企业

认定技术中心，具备齐全的科研生产资质。公司专业从事行业领域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和应用落地，

设有先进的技术研发中心，拥有众多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在复杂环境下语音降噪、语音识别、自然

语言理解等多项技术上拥有国内甚至国际领先的成果，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包括机载 / 车载 / 单体综

合音频处理解决方案、信息安全系统产品、智能会议系统产品、多语种机器翻译系统产品、大数据及知识图谱

产品等。

公司名称：合肥讯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电话：0551-65309115

公司地址：合肥市望江西路 666 号讯飞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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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未来与飞腾
智能语音识别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教育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传统的会议纪要主要通过人工根据会议录音，在会后进行整理后形成文字材料。这类工作比较繁琐，且

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对于政企及教育领域客户，迫切需要一种可以自动将语音转换为文字材料的智能系

统。

为满足这类需求，联想未来与飞腾推出了智能语音识别联合解决方案。该方案可将语音信息实时地转换

成文字信息，并生成文本文件，录音文件，便于查阅。语音识别结果可以实时地在界面中显示，既可以选择自

动转写，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记录过程中引用语音识别的文字，更准确、客观、完整地生成记录文件，高效

地实现了语音识别与转写、快捷记录、精准对照回溯等功能。基于深度神经网络训练模型和大量训练数据，使

得语音识别的准确率达到 96% 以上。联想未来与飞腾智能语音识别联合解决方案提供便携式一体机，分布式

云环境两种部署方式，可针对不同场景灵活定制。针对政务行业越来越看重信息化建设的安全，自主创新的需

求。联想未来与飞腾智能音识别联合解决方案在飞腾平台完成了端到端的性能优化和全面测试，并且已经在多

个客户场景中部署并实际使用。

联想未来与飞腾智能语音识别联合解决方案基于飞腾的 FT-2000+/64 芯片服务器、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针对政府，教育以及金融等行业客户提供智能语音识别解决方案，提供实时语音转文字、语音文件转文字、文

音映射、语音活动检测等功能。

方案详情
联想未来与飞腾智能语音识别联合系统是联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研发、安全的系统。基于飞腾国

产芯片和国产操作系统平台，可支持便携式一体机和分布式云环境两种部署模式。为用户提供实时语音/音视

频文件转文字服务，以及回溯编辑、即时保存音频文件、文音映射等高级功能，方便文件归档和后期查阅。

联想未来与飞腾智能语音识别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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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便携式一体机部署方式

2. 分布式云环境部署方式

方案实施效果
1. 基于飞腾计算平台，获得高性能和高安全特性

基于飞腾 FT-2000+/64 芯片服务器构建的计算平台，为语音识别提供了强有力的算力支撑，保证识别过

程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飞腾服务器属全国产计算产品，保证了系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符合当前

网信产业的发展要求。

2. 近场语音实时识别准确率达到 96%

基于超大规模，高质量的语料库进行训练的引擎模型，数万小时级别的声学模型建模，TB 级别的语言模

型建模保证识别准确率。海量专业训练数据，包括各种场景适配数据及实网数据，保证模型的高性能。

3. 端到端的定制化服务

系统内置汉语普通话和中英文混合两种场景。还提供定制化的用户专业术语，支持按照用户需求定制专

业术语库，支持自适应语音识别等高级特性。提供端到端的优化能力，即可以针对用户的特定场景，定制优化

方案，从而进一步提升产品的使用体验。

4. 支持多种应用场景

支持在便携式一体机和分布式云环境两种部署方式，支持扩展超低功耗语音监听识别功能，支持 WAV、

MP3、MP4 等多种主流音视频格式的音轨文件。

伙伴相关产品
联想未来与飞腾智能语音识别联合系统 v1.0。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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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背景

本产品作为某单位信息化项目的智能语音识别子系统。主要是把智能语音引擎部署在飞腾服务器上，把

客户端部署在用户的笔记本电脑，台式机或者终端上组成的一个多用户多通道的分布式智能语音识别系统。经

过针对飞腾平台从硬件到软件的全面优化，能支持 50 个并发通道的实时语音识别。

 2. 案例解决方案

伙伴信息

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成立于重庆市两江新区。作为联想集团所属的 5G

云网融合总部，公司致力于为电信运营商提供先进安全的云化电信网络基础设施及服务；为行业用户提供端、边、

云、网配套的电信级全栈解决方案。目前，主要产品聚焦在 5G 核心网、5G 云基站、NFV 网络云化、边缘计算、

SD-WAN（软件定义城域网）等方面。下一步将重点围绕 5G 网络建设、5G 行业应用等方面，深入挖掘智能制造、

无人驾驶以及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提供多种 5G 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构建 5G 生态产业链。

公司名称：联想未来通信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s://www.lenovo.com.cn/

公司电话：010-58868888

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卉竹路 2 号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二期 7 号楼 11-1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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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与飞腾
语音识别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会议纪要、审讯笔录、采访笔记、疫情期间的病情监控等等，各行业经常会涉及繁冗的文字记录工作，

这类工作工作量大，且耗费大量时间及精力，故可将语音自动转换成文字的语音识别软件应运而生。目前国内

已有多家公司研发了较为完善的语音识别软件，但绝大部分无法直接适配在国产计算平台上。同方股份有限公

司立足用户的实际需求，基于飞腾平台推出了同方全国产的语音识别系统，以解决国产计算平台用户日常记录

工作繁重的问题。

方案详情
同方全国产语音识别系统是同方基于飞腾国产基础硬件平台提出的解决方案，采用语音识别技术，通过

大量训练，可快速将语音转写成文字，从而大大降低记录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和记录准确率，以满足用户

在国产计算平台下对于语音识别的需求，为用户提供“好用”的国产计算环境。

同方全国产语音识别系统在接收到信号后，通过语音识别服务器会对语音信号进行预处理，提取语音相

关特征，与已有的语音模型库匹配，通过语言模型库进行语言处理，从而完成识别，将语音还原成相应文字，

传输至相关终端。

同方与飞腾语音识别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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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同方全国产语音识别系统解决方案的实施，降低了国产计算平台下记录工作的复杂度。主要的优势如下：

1. 支持飞腾国产计算平台。

2. 适用于多个办公场景，如会议记录、监狱、法庭、采访、疫情监控等。

3. 采用先进语音识别技术，准确率高，可实时转录。

4. 采用多维度安全保障手段，全面保护数据安全。

伙伴相关产品
1. 同方全国产语音识别系统

2. 超翔 TF830（台式机）

3. 超强 F520（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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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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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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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软件与飞腾
金融行业联合解决方案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虚拟化技术在管理便捷、易于交付以及节约成本方面的优势突现，已经成为目前政府信息化管理技术的

主流技术方案。虚拟化技术在过去的两年中被广大的院校机房、金融能源、政府、企事业单位办公网络、行政

服务机构所采用。

飞腾 CPU 平台支持硬件辅助虚拟化技术，能够发挥出了良好性能优势，上面搭载商密 OA 办公软件，从

而解决金融行业多业务系统下信息孤岛问题。

方案详情
本次系统以飞腾 CPU 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某银行总行商密 OA 数据中心系统、总行办公终端接入、

各级分支办公终端接入、跨域互联 4 个部分：

1. 商密 OA 数据中心系统是以飞腾硬件平台为基础，采用国产服务器、存储、备份、网络、运维、安全

保密等集中部署于总行数据中心，支撑商密办公系统运行，为总行、总行直属机构及各级分支机构商密文件的

收文、发文、签报等提供全国产办公应用服务。

2. 办公终端部署模式分两种。一种是利用现有办公商用终端，通过云桌面访问商密网；另一种是新增商

密办公专用自主终端，直接访问商密网。

3. 总行和国内各级机构之间依托现有 MPLS VPN 虚拟专网，结合 IPSec VPN 实现安全互联；海外机构利

用现有加密通道接入。

某银行商密办公网部署模型如下图所示：

麒麟软件与飞腾金融行业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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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业务价值

• 采用基于国产飞腾平台的商密 OA 办公系统。

• 保证业务连续性与高可用性 ，任何操作导致终端系统、应用崩溃，只需一键重启，1 分钟即可恢复

到正常工作状态。

• 带来极致安全，保证管理单一终端，即可完成成千上万台终端的系统补丁、病毒库更新等 100% 的

有效升级，全面提升安全防护能力；10 分钟实现操作系统安全加固，达到 C 级安全系统水平。

• 能够集中用户数据，防止用户私自使用非授权允许的软件，威慑用户窃取资料的行为，定期记录用

户操作行为，避免数据泄漏。

• 系统部署的网络环境最差可以低至 1Mb，甚至网络故障或者中断，终端仍然可以继续单机工作，避

免 IT 事故。

• 全面无缝兼容市面上各类安全保密厂商的安全保密产品。

• 可快速响应办公需求，提高了信息化管理能力及服务质量。

• 云平台可控可管，集中管理、自动修复，有效提高管理方便性，极大减轻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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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价值

• 构建集中化的安全运维管理体系。

• 实现计算机终端的标准化，可加强软件正版化管理，提升终端安全，完全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和国际

发展趋势的，属于信息化中最为先进的管理系统。

• 高效、简便运维，办公环境随需交付。

• 减少运维压力，提升终端、桌面的运维效率。

• 增强了桌面外设和行为管控、桌面使用过程的监管。

• 释放了管理员的时间和精力，更好的聚焦核心业务系统的管理。

• 推动了运维管理由技术保障型向资源服务型的转变。

成本价值

• 支持利旧，提升资源利用周期，减少周期性投资。

• 降低成本投入，一台部门级服务器和百兆网络即可支持至少 300 台 PC 桌面；集中化管理平台，实现

终端桌面“0”维护，成本下降 73%；大大降低维护人员要求，无需专业的系统管理员与存储管理员。

• 降低了整体 IT 运维、运营和服务成本。

伙伴相关产品
银河麒麟安全云桌面管理软件 V1.0

银河麒麟服务器操作系统 V4

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V4

相关案例
某银行商密办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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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麒麟软件注重核心技术创新，先后申请专利 320 余项，其中授权专利 138 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34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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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和参与起草国家、行业、联盟技术标准 30 余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各类国家级、省部级和

行业奖项 400 余个，并被授予“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等称号。企

业注重质量体系和创新能力打造，通过了 CMMI5 级评估，现有博士后工作站、省部级基础软件工程中心等，

具有雄厚的科研能力和严格的管理规范。

麒麟软件在天津、北京、上海、长沙、广州、太原、郑州、成都、西安、沈阳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服务

网点遍布全国 31 个省会城市。旗下的操作系统系列产品，在党政、金融、电信、能源、交通、教育、医疗等

行业获得广泛应用。根据赛迪顾问统计，麒麟软件旗下操作系统产品，连续 8 年位列中国 Linux 市场占有率第

一名。

名称：麒麟软件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信安创业广场 3 号楼

网址：www.kylinos.cn

电话：022-5895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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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创软件与飞腾
信贷风险管理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金融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金融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我国的银行信息化工作得到快速

发展，规范、方便、高效、安全的金融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初步建成。随着银行业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

大，金融业信息安全保障难度持续加大，给我国银行信息安全带来新的更大的挑战。 

目前，银行的业务开展更加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应用，特别是以综合业务系统整合、数据集中为主要特征

的银行信息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信息技术风险也自然成为中国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的重要方面。金融

业信息安全工作正面临比以往更严峻的形势，围绕信息网络空间的斗争日趋尖锐，境内外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呈

快速递增趋势，恶意代码和网络攻击呈多样化局面，金融业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的难度加大，挑战增多。

中创软件的信贷风险管理系统，是银行信息化建设服务和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研究实践积累，基于自主研

发的金融行业领域框架平台，以风险量化和防控为目标，打造的专业、严谨、智能的信贷风险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基于飞腾服务器平台的信贷风险管理系统，结合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和应用中间件，可提供全国产自

主创新的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安全解决方案。

方案详情
信贷风险管理系统以风险的量化、预警、排查、化解为主线，通过整合客户的财务、经营、交易信息，

及银行自身的经营目标和偏好，形成多种风险评估的模型和模板，提供严谨的信贷合规审批，信用风险评估，

集中度风险防控，风险预警、排查、跟踪和化解支持，实现信贷全过程的流程化管理和风险防控，支持对公客

户、中小企业、个人客户的信贷风险管理。

核心理念：合规管控、风险量化、智能预警、全流程监管、框架化、构件化、灵活应变、持续升级。

中创软件与飞腾信贷风险管理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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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核心功能如下图所示：

国产组件适配
将中创软件信贷风险管理系统产品迁移至基于飞腾平台的完全国产软硬件环境中，实现软硬件环境的兼

容适配，具体涉及以下内容：

1. 信贷管理系统与国产数据库适配

系统采用国产神通数据库。由于国产数据库的市场化程度相对国外同类产品普及度不高，擅长使用国产

数据库的专业技术人员也相对较少，应用开发经验也存在不足，是项目中消耗时间和精力相对较高的工作任务。

2. 信贷管理系统与国产应用服务器适配

中间件虽然有统一的标准规范，但具体到一些实现细节上各种中间件产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在某些中

间件领域，标准还不是那么完善，甚至存在多种标准竞争的局面。金融领域应用框架，需要适应各类不同国内

外中间件的特性，因此在领域框架与中间件衔接时需要建立一个适配框架，该框架向下调用不同的中间件产品

提供的服务，向上作为金融领域框架的统一支撑服务，为金融领域应用的开发、运行、和管理提供统一的标准

接口，支撑领域构件与领域应用。

3 . 系统应用迁移

信贷管理系统应用迁移主要工作内容是从国外应用服务器产品向基于国产飞腾 CPU 平台的应用服务器产

品 InforSuite AS 上迁移。解决了类加载异常、配置文件异常、CSS 样式异常等应用文件加载或解析异常；解

决 URL 编码的问题；解决迁移后的应用优化问题。

系统着重于面向银行信贷管理系统的建设，通过对信贷管理系统的技术与业务框架进行抽象提炼，形成

一套可提供基础支撑的开发与运行框架、可用的基础组件和通用组件。涵盖数据处理层、流程控制层以及前台

展现层，并且能够有机的集成，统一为信贷管理系统业务应用提供完备的支撑服务。

4. 集成测试验证

建基于国产飞腾 CPU 平台的软硬件组合的测试环境。通过了信贷管理系统各种应用进行兼容性测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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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测试、性能测试。

方案实施效果
信贷风险管理系统适配国产软硬件环境如下：

• 操作系统：银河麒麟 4.0

• 飞腾 FT-1500A/16 服务器：长城服务器

• 应用服务器：中创中间件 InfoSuite AS V9

• 数据库：神通数据库企业版 7.0

基于飞腾 CPU 平台、国产神通数据库、应用服务器中创中间件 InfoSuite AS V9 环境运行的信贷风险管

理系统经过第三方厂商测试，其功能性、可靠性、易用性、安全性测试结果均满足业务要求，性能测试结果也

接近于国外厂商环境，得到用户较高评价。

信贷风险管理系统面向国内中小银行信贷业务需求，构建银行安全可信信贷管理系统，攻关解决国产关

键软硬件之间以及与银行业务系统的兼容适配、性能优化等技术难题。通过与飞腾 CPU、服务器及其操作系统、

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等关键软硬件产品的配合使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且各类技术均具有开放性、可移

植性、兼容性和可扩展性，部署方便、易于升级和运维管理，构建实现独立功能的银行业务系统，支持银行信

贷类业务的开展，推动银行安全可信业务系统及国产关键软硬件技术、产业、人才、服务模式的创新发展，提

供性价比高的软件技术和产品支撑，加快自主创新产品和服务产业化。

伙伴信息

山东中创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创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软件”）创立于 1991 年，1998 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公司秉持“与

您共同发展”的企业文化和“持续创新，软件应用价值促进的实践者”之愿景，直面市场，立足应用，持续创

新，致力于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息化建设服务商。公司是国家“核高基”科技重大专项基础软件课题

牵头承担单位、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 863 成果产业化基地、国家级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国软件行

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十大创新软件企业、中国软件行业企业信用评价 AAA 级信用企业，连续入围中国

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和中国自主品牌软件产品前十家企业。

中创软件以服务和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以构件技术为支撑，以软件工程体系为保障，在信贷

风险、金融租赁、高速公路、智慧海事、电子政务、智慧教育、智慧社区等领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解

决方案和软件产品。

公司名称：山东中创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8

中创软件与飞腾信贷风险管理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58

企业官网：http://www.cvicse.com

公司电话：400-618-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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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穹数码与飞腾
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 智慧城市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为加快推进时空大数据平台从面向全社会的普适性服务，向围绕自然资源“两统一”这一重心、兼顾社

会化公共需求的服务模式转变，自然资源部在对 2017 版大纲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形成并印发了《智慧城市时空

大数据平台建设技术大纲（2019 版）》。苍穹数码一直致力于为各地区政府建设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提

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与产品框架。

苍穹数码与飞腾推出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去平台联合解决方案，依托 KQGIS 平台和基于飞腾 FT-

2000+/64 处理器搭建的服务器环境，构建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为一体的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云 GIS 平台，

包括云平台、云端管理系统和云门户，实现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物联网等网格化智慧城市管理体系的全面应用。

通过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云 GIS 平台的建设，从时空角度探索城市治理新方向，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提高

城市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飞腾服务器搭建的苍穹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云 GIS 平台通

过资源虚拟化技术，建立 IaaS 服务平台，实现 GIS 资源集约化管理，提供可扩展、弹性的资源共享和分配方式，

提高平台利用率，有效缩短信息化项目建设周期、降低建设成本。可高效融合城市各类基础、专题及动态感知

信息，对外提供按需随取的时空信息服务、为不同部门、不同应用间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提供支撑。从时空

角度探索城市治理新方向，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方案详情
苍穹时空大数据平台基于原生 Hadoop2.0 架构，采用分布式存储、并行计算、内存计算等核心技术，实

现了海量时空数据的快速浏览和分析应用。平台包含五层架构，其中基础层由天空地感知设备、传输网络和云

IDC 构成，为整个平台提供基础设施环境。

其总体框架如图所示：

苍穹数码与飞腾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6060

苍穹数码与飞腾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 基础设施层，基于飞腾平台构建安全可信、高性能的云计算环境，为上层应用提供丰富的计算、存

储等资源。

• 数据层，汇聚矢量、影像、三维、地名地址、新型测绘产品、动态时空信息构成时空信息库，通过

分布式大数据管理平台实现时空数据管理、分析与挖掘。

• 平台层，实现基础资源、数据资源的弹性调度，为应用提供服务共享、业务定制、业务建模等支持。

• 通过云门户，面向政府网、企业、公众等用户，提供政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时空信

息应用支撑。

方案实施效果
苍穹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云 GIS 平台通过资源虚拟化技术，建立 IaaS 服务平台，实现 GIS 资源集约化管

理，提供可扩展、弹性的资源共享和分配方式，提高平台利用率，有效缩短信息化项目建设周期、降低建设成

本。可高效融合城市各类基础、专题及动态感知信息，对外提供按需随取的时空信息服务、为不同部门、不同

应用间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提供支撑。不同需求的用户可以通过平台来便捷地获取和使用时空大数据，叠加

自己本领域的数据进行挖掘分析，也可以基于平台提供的各类时空大数据服务，开发本领域的应用系统进行辅

助决策。为国土、林业、农业、交通等领域应用建设提供持续、稳健、高效的数据和功能服务。从时空角度探

索城市治理新方向，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伙伴相关产品
• 苍穹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平台 V8.0

管理一套时空大数据，包括市域全覆盖的基础时空数据、公共专题数据、物联网实时感知数据、互联网

在线抓取数据和根据本地特色扩展数据。

• 苍穹智慧城市时空云平台 V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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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飞腾平台，以计算存储、数据、功能、接口和知识服务为核心，形成服务资源池，建立服务引擎、

地名地址引擎、业务流引擎和知识引擎，连同时空大数据的数据引擎，通过云端管理系统进行运维管理，提供

大数据支撑和各类服务。

成功案例
依托 KQGIS 平台和飞腾服务器环境，构建的软硬件一体智慧城市时空大数据云平台，与国内一些政府单位、

科研院所一起合作，共同承建了涉及智慧城市领域的项目。例如，苍穹数码公司和某大学合力打造的国产地理

信息中心，就是致力于研究智慧城市领域中关于大规模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存储、管理和应用。

伙伴信息

苍穹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苍穹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专注于地理信息产业“3S”技术领域，从事政企信息化等相关领域

的技术与产品研发，是集地理信息平台研发、软硬件产品研制、数据获取与加工、运维服务及行业解决方案于

一体的综合性地理信息产品提供商。公司总部位于北京，目前拥有各类专业人才 2600 余人，在全国设有分支

机构 30 余个，在北京、武汉、合肥设技术中心，市场及技术支持网络遍布全国。

目前，公司拥有甲级测绘、甲级土地规划机构、乙级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质量管理体系、信息技术服务

管理体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CMMI5 级认证、北斗导航民用服务等 10 余种资质。自 2017 年起，公司连续

两次获得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业称号。

公司名称：苍穹数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kqgeo.com/

公司电话：010-85271488

公司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29 号 1 幢 8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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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科、同有与飞腾
医疗行业存储联合解决方案

                     医疗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近年国家坚定不移地按照“国家主导、体系筹划、自主创新、跨越发展”的方针，推进自主创新产业发展，

并大力支持 IT 国产的系统建设。作为国产系统中的中流砥柱，PK 体系责无旁贷。而医疗事业作为国家的核心

事业，国产迫在眉睫，从而以此实现国产从点到面，从政企到民众的扩散普及。

湖南长科、同有科技与飞腾的存储联合解决方案为解决当前医疗行业普遍存在的信息系统各子系统分散、

缺乏统一管理、满足不了庞大业务需求等问题，提出了全国产环境的整体解决方案。

方案详情
联合解决方案通过搭建基于 PK 体系的 IT 基础设施，为后续的数据治理和应用迁移适配提供全面支撑，

为医疗系统“五大系统”（健康门户、居民健康卡、区域平台、智慧基层和智慧医院）以及智慧卫监、120 一

体化急救、医院绩效考核的应用需求提供高可靠，高安全，可弹性，可扩展的系统服务。

方案整体功能架构如下所示：

湖南长科、同有与飞腾医疗行业存储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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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优势
• 全面贯彻国产

基于开源，自主研发，实现代码及知识产权全部自主创新；基于 PK 体系，自主建设，实现芯片级的云

平台全面国产，旨在打造国内一流的 PK 体系自主创新医疗体系。

• 体系合规，安全保证

遵循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参照国际的安全标准和最佳实践，依据相应等级信息系统的基本要求

和安全目标，设计出等级化、符合系统特点、融管理和技术为一体的整体安全保障体系，指导医疗信息系统的

网络安全建设工作。

• 高可靠性，可弹性扩展

PK 体系提供安全、可靠、弹性可扩展的云服务基础平台，支持混合云的灵活部署模式。通过搭建基于

PK 体系的 IT 基础设施，为后续的数据治理和应用迁移适配提供全面支撑，为医疗系统“五大系统”（健康门户、

居民健康卡、区域平台、智慧基层和智慧医院）以及智慧卫监、120 一体化急救、医院绩效考核的应用需求提

供高可靠，高安全，可弹性，可扩展的系统服务。

• 平台管理，统筹规划

建设 PK 云管理平台和分布式存储平台、区域大数据平台，对医疗资源池统一纳管；打通上下游业务数

据链路，建立医疗数据中心，分时分阶段对数据中心沉淀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提炼数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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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相关产品
• 同有科技：ACS 5000 系列存储产品 

• 湖南长科：云智助智能一体机 MBS1000

成功案例
• 湖南省某厅内部信息化测评 POC

• 长沙市某委信息中心云平台

伙伴信息

湖南长城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湖南长城科技信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是中国长城（股票代码 000066）旗下全资子公司。立

足湖南，面向全国，探索“安全为先、迭代升级、协同创新”的湖南模式，整合“政、企、校、盟”各方资源

打造国产计算产业生态，布局终端、服务器、存储等软硬件产品研发、自主安全信息系统设备和解决方案、PK

生态服务平台、产业园区运营、科技成果转化及孵化平台等六大核心业务，致力成为现代数字城市解决方案提

供商，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名称：湖南长城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ccyun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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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电话：0731-88699600

公司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 39 号长沙中电软件园 10 栋 10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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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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励飞与飞腾
智慧安全主管部委人像识别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公共安全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由于城市地方扩大、人口增加等原因，安全主管部委人力的增加远远不能满足

实际需求的速度，因而需要利用城市安防监控系统，将科技手段转化为直接战斗力。由此，城市车站、商场、

医院、银行、交通干道、卡口、娱乐场所等区域都逐步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从而保证在事件发生时安全主管

部委相应部门能第一时间把握现场画面情况。但越来越大的安防视频监控系统几乎沦为事后取证录像的工具，

仅依靠工作人员，根本无力管理和监视。这样的安防监控系统，也丧失了原来拥有的预防能力。如何快速、准

确地发现藏匿在人流中的犯罪嫌疑人、外逃人员等特殊人群，保证公民安全出行，已成为安全保卫部门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

云天励飞与飞腾推出智慧安全主管部委人像识别系统联合解决方案，采用飞腾 CPU 平台开发基于深度学

习模型的人像智能应用系统，能够为政府客户提供人脸布控、人数抓拍统计、人脸库管理、检索比对等核心业

务功能，可应用于人流密集或有针对性的重点场所进行人脸实时布控，提供快速、高效、准确的实时告警，同

时可通过大规模人脸库检索，进一步实现人员轨迹搜索、数据挖掘等智能应用。通过本系统的部署，可以对城

市流动人口、常住人口进行比较好的摸查、管控，并在案件侦查和事件研判中发挥巨大作用，可以提高安全主

管部委整体联动水平和快速处置能力，实现破案机制由人工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缓解安全主管部委人员

不足、经费短缺与任务日益繁重的矛盾，实现“汗水安全主管部委”转为“智能安全主管部委”。

方案详情
深目安全主管部委人像识别系统，采用先进的人脸检测、人脸定位、面部关键点检测、特征提取、人脸

识别等技术，结合配套的前端摄像机设备和后端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动态人脸抓拍、识别、实时黑名单比对报

警、百亿级数据秒级搜索。在海量人脸数据基础上，基于人脸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技术，对人脸数据进行深挖，

通过结合安全主管部委实战业务的数据挖掘功能，进一步辅助提高安全主管部委人员的侦查决策能力。该系统

以“云 + 边缘 + 端”（前端采集、边缘识别、云端分析）为核心技术路线，以“数据应用”为核心的设计理念

进行开放兼容、灵活拓展的架构设计，其系统架构如下图所示。其中引擎集群和服务集群的部署采用飞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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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平台。

整个系统建设采用分层结构设计，由前端抓拍摄像机、网络传输设备、中心处理平台组成，其网络架构

支持公安多级综合管理，具体网络架构如图所示：

前端采集子系统采用支持宽动态、低照度的高清枪型摄像机，实现全天候实时监控功能；网络传输子系

统承担将前端设备记录的人脸信息传输到后端管理中心，并可通过该网络可对前端设备进行远程管理、状态监

测及设备参数的设置；中心处理平台是人像智能监控系统的核心，主要由人像结构化引擎、人像搜索引擎、服

务器组成，实现人像检测、跟踪、特征提取以及与已建立的人像库进行基于人像特征的实时比对，并提供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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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挖掘分析服务。

部署环境说明：

• 硬件环境：飞腾处理器与 X86 处理器架构混合集群，其中引擎集群和服务集群采用飞腾服务器。

• 操作系统：麒麟操作系统

该平台采用业内首创的“云 + 端 + 边缘”的核心技术路线，以“数据应用”为核心的设计理念，致力服

务于公共安全领域；通过人脸属性分析、人像检索、人脸布控、数据挖掘等应用，为各类公共安全、平安城市、

数字城市等场景提供服务。

伙伴相关产品
• 人脸检测抓拍摄像机

• PK- 深目人像智能平台 V1.0

• 人像结构化引擎

• 人像搜索引擎

• 数据挖掘引擎

• 布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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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信息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8 月，致力于通过 AI 技术进行物理世界的结构化，打造数字

孪生城市。公司依托一流的国际化专家团队和“全栈式”AI 技术平台，打造了面向公共安全、社会治理、新商业、

AIoT 等领域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以深圳先行示范区 - 粤港澳大湾区的双区驱动为基点，以青岛、成都、长沙、南京、

杭州、上海、北京等 10 个城市为灯塔，业务辐射全国及东南亚地区 100 多个城市。云天励飞三大 AI 技术平台，

Arctern 算法平台、Moss 芯片平台和 Matrix 大数据平台，构建了完整的 AI 技术链路。Arctern 算法平台由国

际视觉大赛冠军团队打造，算法覆盖 10 个大类、86 个小类，联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发布业界首创的 AIOS。

Moss 芯片平台先后承担了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等国家三大部委人工智能芯片重大专项，助力打造中国自

主创新人工智能芯片生态。Matrix 大数据平台自主开发了 AI 数据库系统，较传统系统搜索性能提升了 100 倍，

遥遥领先于业界平均水平。云天励飞先后入选中国专利奖、深圳市科学技术奖、深圳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并于 2019 年与深圳市政府办公厅战略合作，打造深圳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云天励飞坚持技术创新，目前拥有超过 1200 项自主知识产权，拥有中国技术专利超 800 件（包括在申请中），

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 80%。未来，云天励飞将持续推动 AI 算法演进，加快自主创新人工智能芯片和大数据分

析系统研发，构建 1+1+N 的 AI 城市综合服务体系，打造有温度的 AI。

公司名称：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s://www.intellif.com/

公司电话：+86-0755-2360 7360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0 栋 B 座 14-15 楼、3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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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立安信与飞腾
园区安防综合管理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安防 工业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各个行业产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全国各地建设形成的科技、文化、医疗和工业等类型的产业园、

工业园越来越多。而因其开放式管理、人员密集且组成复杂的特性，园区安全将面临巨大的挑战。鼎立安信与

飞腾推出园区安防综合管理平台联合解决方案，是以设备管理为设计基础，以“多系统联动”、“智能分析”

和“预案管理”为核心的综合性、多业务应用的智能安防集成管理平台。综合管理服务基础平台实现基于园区

人、地、物、事和组织机构的多维信息网格化智能管理。在支持视频监控、消防、车辆管理、门禁 / 一卡通、

巡更等相关的系统对接和业务功能之外，提供可扩展的子系统接入及业务系统拓展能力。

方案详情
该平台系统依托网络化发展趋势，通过平台软件与各个子系统的协议对接，对多个互不关联的安防子系

统在一个共用平台下进行统一管理和控制，实现一种多系统多设备多协议的相互通信和集中管理控制，是一种

所见即所得和对信息的实时感知实时获取实时响应的可视化联动管理机制。平安园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根据各

子系统产生的信息变化情况，让各子系统做出相应的协调动作，从而达到信息交换、数据共享和挖掘、联动处

置等。

为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园区安防综合管理平台计划、构建安全创新的信息技术体系，园区安防综合管理平

台支持基于飞腾平台的全国产环境。管理平台采用飞腾 FT-2000+/64 服务器，支持银河麒麟操作系统、达梦数

据库及 360 浏览器等软件环境。

平台基于大数据理念，采用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采用分层、

模块化的架构，各层、各模块及各子系统之间通过良好的接口和通信协议联系，系统具备良好的开放性核可扩

展性，方便对接第三方厂商的设备。平台有标准的 API 接口，可以给更上层提供数据支撑，根据需要可以把相

应的数据提供给上层平台，方便构建智慧园区的建设。对各子系统进行统一的监测、控制和管理，可以兼容视

频、一卡通、报警、车辆等各个子系统不同类型的通信方式和多种通信格式。各个系统按照统一的中间件标准

接口可与中心平台进行信息交换和控制信令交换。实现将分散的、相互独立的子系统用相同的环境、相同的软

件界面进行集中管理，并可以监控各子系统的运行状况信息。

鼎立安信与飞腾园区安防综合管理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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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基于开放软件架构，以视频图像资源和报警信息为核心，实现报警、巡更、消防等各类安防信息的

全面集成、整合、联动，实现各子系统间的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提供日常监管、应急指挥、综合信息研判和

辅助决策等智能化应用。

• 接入层：

接入层实现各子系统的抽象，可有效集成园区现有各个技防系统，包括视频监控、消防、周界报警、电

子巡更、LED、大屏、车辆卡口等子系统。实际实现时，通过对各子系统厂商提供的 SDK 编程接口进行对接开

发，接入各子系统的告警及数据，这样有利于在实现各子系统联动的同时，保持各个子系统的相对独立性，即

使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出现故障，也不会影响各子系统的正常运行。

• 业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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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入层收到的数据进行分门别类的处理，最终形成多个安全管理数据库，包括技防设备信息库，告警

信息库、安全信息据库、地理信息库、视频图像库、交通车辆信息库，同时配合系统管理及业务系统带的接处

警信息库、应急预案库、安全知识库、安全案例库、案件卷宗库等，形成较完备的安全信息库。

业务层提供进行各种数据加工及业务处理所需的各类服务中间件组件及业务引擎，包括队列服务、定时

服务、统计查询服务、搜索服务等。

• 应用层：

应用层基于接入层与业务层的数据和业务引擎，面向平台实战及管理需求，提供丰富的实战功能和服务

模块，包括网格管理、综合报警值班台、车辆管理、接处警管理、安全教育管理、安全资产管理等。

由于综合管理服务系统采用面向服务的架构 (SOA)，这些应用和服务模块可实现安全、可靠、可裁剪、

可伸缩的部署。便于用户系统的逐步演进及完善。

方案实施效果
基于国产软硬件平台进行工控安全核心计算云平台搭建部署，实现高可用、高安全性、动态伸缩等特性，

打造自主先进、安全稳定的园区安防综合管理平台，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平台应

用环境支撑如下图所示：

在园区出现任何技防告警，值班管理人员可在第一时间在综合告警台显示屏上接收到报警消息，在 GIS

显示屏上看到报警位置，并能够通过视频显示屏看到报警视频，对于重要报警，能够触发相应的紧急处置预案，

快速响应。

伙伴相关产品
园区安防综合管理平台 DPSIM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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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信息

北京鼎立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DLTech

北京鼎立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成立于北京，在北京、西安建有产品研发研发中心，在北京、西安、武汉、

成都、上海、石家庄、沈阳等地建有营销和服务中心。公司产品及业务聚焦于物理安全信息管理系统（PSIM）、

物联网应用、大数据开发、AI 智能应用的数据开发等领域。公司致力于建设平安校园、智慧景区、智慧园区、

平安厂区、能源园区、交通枢纽等多个应用场景。

公司名称：北京鼎立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dlax.com.cn

公司电话：010-82874850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 30 号上地大厦 5 层 5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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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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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