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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三分册中，飞腾已从信创领域延伸到金融、电信、数字城市等更广泛的行业。本期重

点介绍飞腾在能源、交通和工业等领域的联合解决方案。相比信创、金融、电信行业，在能源、

交通、工业方面的解决方案则更加复杂和多元，几乎融合了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5G、

AI、物联网、区块链等所有水平技术方向。

能源行业是国之命脉，在新基建浪潮中，面临着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各个电力集团都在

通过数字化建设优化其生产、供应、服务全流程，进行更加精细化的运营管理。传统粗放的发电

模式在转变，如在火电方面，基于飞腾平台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可以实现 I/O 数据采集、加工、

控制计算和指令输出，满足火电行业控制系统要求，实现发电系统精细化管理；基于国产处理器

平台，类似的变革在电网继电保护，电网安全和核电仪控等高安全，高可靠系统中也开始得到广

泛应用。

交通行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剂，交通“新基建”并非以钢筋混凝土主导，而是与中国

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息息相关。高铁方面，在其核心列控、牵引传动、网络传输及数据中心中

都可以看到飞腾的“身影”；在地铁方面，基于飞腾的工控机实现的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也已成

功运行于天津地铁；基于飞腾平台的轨交大数据分析平台也已开始规划和应用。未来，飞腾都将

与交通行业客户和生态伙伴携手，扩展建设的内涵和外延，持续助推交通新基建。

工业是国家腾飞的基石，目前已从传统的“工业制造”转向“智能制造”，智能制造除了

先进的工艺、材料和制造能力之外，还有网络化和数字化改造，它是将工业控制系统涉及的方方

面面连接成的网络，通过网络采集数据并进行分析，相关的结果用于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资源消

耗，更重要的是实现安全管控。基于飞腾处理器已在工业安全审计控制平台和工业安全控制云平

台方面得到了应用。

飞腾联合解决方案《能源、交通、工业联合解决方案分册》收入 13 个案例，包括电力、轨交、

工控、显控方案，以及相关行业中的边缘计算、大数据和网络安全等优秀解决方案。飞腾希望在

支撑好传统信创领域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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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关键行业信息化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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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软与飞腾
地铁自动售检票系统联合解决方案

轨道交通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应国家重大需求而生，顺应国家重大战略而不断发展。目前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建

设进入了快车道，截止到 2019 年 6 月中国国内共有 33 个城市已经开通了地铁。目前，我国城市交通体系正

从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向“交通效能提升”进行重大转型，传统业务模式开始融合互联网技术、大数据

技术与 AI 技术。新技术的引入导致以往运行在封闭环境中的业务系统越来越多的暴露在互联网中，轨道交通

业务系统的安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其网络设施和信息系统一旦遭遇攻击或数据泄密，有可能严重危害国家

安全、国计民生和公共利益，因此迫切的需要基于自主设备进行国产安全改造和升级。

自动售检票系统（AFC 系统）是在轨道交通内中最直接与用户进行交互的系统，系统内存储着大量的

乘客个人及金融信息，需要进行重点防范。本方案提出基于飞腾 CPU、麒麟操作系统和达梦数据库，并结合

AI、大数据等新技术，对 AFC 系统进行升级，在保证本质安全的同时使系统更加高效便捷。该方案已在天津地

铁投入运行。

方案详情
本方案分为两期试点工作，第一期为传统系统安全升级，第二期工程为系统业务改造。

一期试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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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国产试点工作，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内容：

1. 线路中心（LC）及车站中心（SC）的改造内容

• CPU：飞腾 CPU

• 操作系统：银河麒麟

• 数据库：达梦数据库

• 服务器整机：长城服务器整机

2. 终端设备的改造

• CPU: 飞腾 CPU

• 操作系统：银河麒麟

3. AFC 二层架构

可以根据国产应用试点进展情况验证 AFC 系统二层架构的技术可行性及成本优势。通过 AFC 系统二层架

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 解决 SC 与 LC 功能重复设备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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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线路集成商所采用的接口标准不统一问题。

• 解决了因传统设备过于分散，导致的管理分散及维护效率低的问题。

• 可以避免车站因单服务器运行导致的单点故障率高的问题。

• 解决随着技术发展而引进的新业务对原架构的扩充调整问题。

试点工程后拟实现的目标是：车站、线路中心服务器系统及车站终端设备可以在国产环境下使用，可以

通过测试中心的各种功能、性能测试，通过运营评审，满足地铁运营的使用要求，最后，充分考虑技术的前瞻

性，试点二层架构方式在轨道交通 AFC 系统下的应用。

二期试点内容

在完成目前车站生产环境应用后，下阶段计划对目前轨道交通 AFC 专业业务进行云化迁移，整体应用迁

移共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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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构基础设施自服务

对 X86 体系的云平台中关键业务增加 PK 体系，以及加大安全防护力度。

• 面向应用的云平台建设

应用云化，搭建面向应用的云服务平台。

• 应用容器化

将原业务系统重新设计迁移，使之转变为微服务架构，提供容器 + 微服务的行业云服务。

• 在系统升级的过程中将 AI 及大数据技术与原有业务结合

方案实施效果
通过以上试点内容及目标，可以使天津地铁 AFC 系统完成国产改造和云化升级，为天津市其他信息系统

的改造提供参照依据，从技术上充分考虑行业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业务的展现形式，为国内其他轨

道公司国产信息系统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伙伴相关产品
本方案中涉及的相关产品包括：

• 自动检票机

• 自动售票机

• 半自动售票机

• 车站计算机系统

• 线路计算机系统

• 国产智能云平台 PK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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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机器人

• 智能虚拟客服

成功案例
本方案经过充分的验证之后已经在天津地铁 5 号线北辰道站进行试点应用。

闸机具体施工改造是客服中心两侧闸机，两侧闸机各选 2 个通道进行改造。如下图：

伙伴信息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软件”），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CEC）

控股的大型高科技上市企业，是 CEC 网络安全与信息化板块的核心企业，承担着“软件行业国家队”的责任

和使命。

中国软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80 年，是国内软件行业的先行者之一。自成立以来，中国软件全程参与并

见证了自主软件产业的发展和壮大。2002 年 5 月 17 日，中软股份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2004 年

通过整合实现了中国软件的整体上市（股票简称：中国软件；股票代码：600536）。

中国软件拥有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等众多国内一级行业资质，通过了国际质量管理、服务管理、信息安

全管理等体系认证，是首批通过全国“软件企业”认证的企业，连续多年被评定为“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

企业”，并入选国家软件百强企业。

中国软件以努力成为自主安全生态体系建设的国家队，行业核心信息系统建设的主力军，社会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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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服务的排头兵，万物互联时代软件应用的支撑者为战略定位，面向信息技术全产业链的国产开展技术攻关

和应用推广，牵头搭建国产软硬件系统的生态环境，参与了以“金”字系列工程为代表的众多国家级信息化项

目，得到了用户的高度认可，彰显了“软件行业国家队”的责任与担当。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软件打造了完整的从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安全产品到应用系统的产品链条；

在全国税务、党政、交通、知识产权、金融、能源、医卫、安监、信访、应急、工商、公用事业等国民经济重

要领域积累了上万家客户群体；同时，紧随 IT 行业发展趋势，着力推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

据等新技术的应用。

中国软件 AFC 事业部是国内轨道交通业务的领军企业，在传统轨道交通中 AFC 系统全国实施 50 余条线路，

全国城市覆盖面 65%，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领先。在创新方面在行业内率先实现手机 NFC 过闸、二维码过闸

业务、智能云平台、TSM 平台等新型业务，同时一直深耕于轨道交通行业的国产、智能化，在国产及智慧车站

具有成熟、完善、先进的系统产品。

时至今日，中国软件已经成为国内领先的综合 IT 服务提供商，拥有三十余家控参股公司和境内外分支机构，

与众多合作伙伴一起形成了庞大的客户服务网络。

面向未来，中国软件将肩负“服务智慧社会，保障网络安全”的使命，为国家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产业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公司名称：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css.com.cn/

公司电话：400-160-1670

公司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昌盛路 18 号中软软件园

http://www.cs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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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自与飞腾
电力行业DCS联合解决方案

电力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在火电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对电力资源需求越来越高，以往较为粗放式的发电已经行不通了，需要

更精细化的发电，以达到资源的最大利用。而这种控制都需要靠自动化技术来实现，单纯的人工是达不到这种

效果的。作为国家基础建设的重中之重，电力系统可以凭借选用国产控制系统，来提高发电效率和安全性。

开发基于自主创新的基于国产飞腾 CPU 的分散控制系统，可以减少对国外 CPU 的依赖，提高核心控制

设备国产自主创新水平，降低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技术风险，促进国产 CPU 相关技术和产品生态环境的健康

发展。

本项目所应用的基于飞腾 CPU 的分散控制系统是在吸收现有火电厂 maxDNA 系统优点的基础上进行重

新设计，其核心内容是开发高可靠性嵌入式加固操作系统，采用飞腾国产 CPU 实现分布式控制单元。本项目

主要应用内容是新一代基于国产自主创新处理器的分散控制系统，主要包含基于导轨安装和先进测量技术的 I/

O 层、过程自动化控制层和监控系统层，并提出基于控制指令加密与授权、SBP 访问数字签名、恶意代码和网

络入侵防护、网络审计、主机加固和组态自动备份与恢复的 DCS 系统整体信息安全构架方案。

方案详情
本项目设计应用的过程控制站 DPU 模件在 Linux 环境下的网络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下运行，是 DCS 的

计算和通讯引擎，完成 I/O 数据采集、数据加工、控制计算和控制指令输出等主要功能。

DPU 由 2 块印刷电路板构成，采用飞腾 FT-1500A 作为中央处理器 (CPU)，负责事务级处理；FPGA 作为

网络处理器，负责网络数据处理；MCU 作为协处理器，负责底层 I/O 与基础事件记录事务；COMe 作为专用的

扫描 I/O 的多串口网关，负责高速多串口事件服务。从整体上讲，这四颗芯片上均存在各自独立的软件功能，

同时也涉及相互逻辑状态的判断与处理。这四颗芯片的整体联系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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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U
(板载管理)

FPGA0
(4网卡交换)

COMe载板

CPU
(FT-1500A)

COMe核心板

URAT0

PCIe x4 Gen3

PCIe x4 Gen3

FPGA1
(8串口板)

8串口通信板

1. 硬件使用需求

硬件总体框图和各功能单元说明

一个完整的 DPU 可分为左右两个具有独立壳体的模件，分别为 CPU 模件和 UART 模件，模件底部插座

定义完全相同，使用时模件左右位置可互换。

DPU 的硬件的总体布局如下图所示：

CPU         A UART      B

24V
+

DPU
连接

线
+
…
+

8路
串口

通讯

插座

24V
+

DPU
连接

线
+
…
+

8路
串口

通讯

插座

在 DCS 系统中，需要在一块底板上安装两块 DPU，组成一对冗余的 DPU。

CPU 模件 (A 板 )：采用飞腾 CPU 模块 + 载版的设计模式 ( 自带 24V 转 12V 电源 )；UART 模件 (B 板 )：

采用 FPGA+ 串口通讯的设计模式 ( 自带 24V 转 5V 电源，仅给本板供电 )；背板：采用 PCIe x4 连接，使用

CPCI 连接器，8 串口采用 DB25 头的预制线缆与组态的模件连接。

DPU 的总体功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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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tium CPU

SD Card

Backup
RJ45

NET A
RJ45

NET B
RJ45

LINK A
RJ45

LINK B
RJ45

USB

Display

100M

MODE
SWITCH

UART 1

INT
ALT INT

UART 2

UART 3

UART 4

UART 5

UART 6

UART 7

UART 8

LED

24V

。。。。。。

2. CPU 模块（A 板）硬件结构及接口要求

总 体 结 构 考 虑 到 外 壳 的 通 用 性，DPU 的 硬 件 尺 寸 大 小 需 要 与 模 件 大 小 一 致，PCB 尺 寸：

125mm×125mm，厚度：1.6mm，并有标准 SD 卡接口，Micro USB, VGA, 及百兆网口，千兆网口等。

调试接口需要包括 3 个 USB 和 1 个 VGA 接口 , 分别接：键盘、鼠标、调试口和显示器。

模式选择接口采用旋转开关，可选择设置 0-F 共 16 种模式，该开关接入 A 板的 MCU；SD 卡接口模块通

过 USB 接口芯片（USB2244）扩展实现，支持 SD 卡容量：2Gbytes；四个百兆以太网扩展模块通过 PCIE 总

线和 FPGA 芯片（Altera）接口实现网络 MAC 功能，FPGA 芯片和 KSZ8995MA 芯片（实现 PHY 功能）接口，

需要考虑串模、共模以及静电放电性能。

冗余用的千兆以太网接口直接使用飞腾模块自带千兆以太网扩展实现，考虑了串模、共模以及静电放电

性能。

掉电时钟保持 3.3V 并联一个超级电容（参数：1.5PF/5/5V）；板间接口使用飞腾扩展出的以太网接口

（10/100M 以太网口），连接 CPU 板与通讯版，设计时需要考虑性能和信号完整性测试方面的问题。通讯需

要耦合 2000V 做测试。

温度测量需要测量载板的温度和 CPU 温度，载板的温度测量需要将测温芯片 ADP75CIM 连接至 A 板的

MCU 上。CPU 温度需要 DPU 在系统内读取主板内部测温芯片测量的 CPU 温度。

掉电存储使用 A 板的 MCU 来控制掉电存储芯片 AT93C46D(EEPROM,1K)，该芯片用于存储出厂日期及相

关版本号等。

电源输入直接供给 24V 电源，采用板内芯片变成 12V，仅供板内使用。

MCU 功能单独的供电电源 , 并下挂 SPI Flash（M 级），与飞腾处理器的 UART0 进行串口通讯，提供启

动时的上电自检，PCB 板版本（四位，通过电阻上下拉来调整值），CPU 的喂狗，LED 点灯，按键接入，整

板的故障监测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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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磁兼容设计与防护设计

根据 DL/T 1083-2008 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技术条件中，DCS 硬件电磁兼容性（EMC）的技术规范，

达到以下要求：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遵循 GB/T 17626.2 的规定。防静电试验工业 3 级：接触放电静电（±6kV），空气

放静电（±8kV）。

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遵循 GB/T 17626.4 的规定。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工业 3 级：电源

±2kV 峰值，I/O, ±1kV 峰值。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遵循 GB/T 17626.5 的规定。试验等级 3 级 , ±2kV 峰值。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遵循 GB/T 17626.11 的规定。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试验：

100％持续 0.5、1 周期；60％持续 0.5、5 周期；30％持续 5、50 周期。电压变化：试验等级 40％，降低和增

加时间 2s±20％，降低后持续时间 1s±20％。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遵循 GB/T 17626.3 的规定。频率为 80MHz ～ 1000MHz，安装在 DCS 标准机

柜内。2 级，试验场强为 3V/m；3 级，试验场强为 10V/m。

4. 结构设计

硬件 PCB 尺寸：125mm×125mm。

CPU 模块处于 DPU 板 A 面，方便安装散热片，设计时考虑了 SD 卡插拔卡方便性，USB 口和显示接口

也方便接出，以太网接口均放在上方。设计外壳时考虑了 RJ45 头滑轨的设计，防止无法安装外壳的情况发生。

CPU 板正面俯视图 CPU 板背面俯视图

SD
 F

la
sh USB

TO
SD

FPGA
ENET

MCU

R
J45

R
J45

Phytium CPU

M ode

Take 
Over

Super Cap

R
J45

R
J45

R
J45

FPGA JTAG

MICRO
HDMI

USB

S/N Number

MICRO

方案实施效果
目前工控网络信息安全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已出台多部国家和行业法规和规范，作为工业控制

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型分散控制系统，由于其控制对象通常都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加强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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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性，在当前环境下显得尤其重要。 

本项目通过一套分散控制系统整体信息安全构架方案，基于国产飞腾芯片架构，包括基于控制指令加密

与授权、SBP 访问数字签名、恶意代码和网络入侵防护、网络审计、主机加固和组态自动备份与恢复的相关技

术，有效融合这些技术构建有效的工控系统网络信息安全体系，且最大限度降低其对分散控制系统运行功能、

效率、和可靠性的不利影响。

电厂分散控制系统由于实时性、可靠性和运算能力要求都极高，因此除了硬件本身的能力和稳定性外，

对所采用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均具有很高的要求。

飞腾 DCS 机柜应用

飞腾处理器针对工控行业做了实时性的增强，通过特殊的 memory 贮存实时性任务，不用去做 DDR 调度，

可以做到稳定的访问时间。 

飞腾对片上网络做了实时性的优化，可以支持实时任务的快速调度。中断处理程序也是贮存在这个特殊

的 memory 中，这样就可以提高中断的处理速度，包括对访存接口也做了实时性的优化。 

飞腾处理器支持两种运行模式，一种是安全态，一种是非安全态，两种完全隔离的运行模式，在很多资

源上是完全独立的。一个是从处理器的执行态上就分开了，另一个是对内存也做了区分，分为安全段内存和非

安全段内存。普通的任务包括操作系统只能访问非安全的内存，但安全态的任务是可以访问到所有的内存。这

样在对上位机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控制类的应用，就可以放在安全态运行。对数据通讯，人机交互的安全性要

求不高的应用放在非安全态运行，就可以规避人为误操作对高安全性任务的破坏。

过程控制站可将任务进程发布在不同的核心上运行，从而达到安全效果。 

本项目关键技术和创新点：

• 基于自主国产 CPU 的安全过程控制站 , 用于 330MW 火电机组。

• CPU 多核心进程优化分配与调度技术。

• 基于开源 Linux 的为国产飞腾 CPU 定制的嵌入式高实时性加固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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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国产飞腾 CPU 架构体系的多引导图形化重定向 UEFI 启动引导技术。

• 基于控制指令加密与授权、SBP 访问数字签名、恶意代码和网络入侵防护、网络审计、主机加固和

组态自动备份与恢复的 DCS 系统整体信息安全构架技术。

伙伴相关产品
• 火电厂 DCS 系统

• 火电厂发电机组变压器保护系统

成功案例

扬州电厂 330MW 机组 DCS 系统已于 2019 年底实际点火运行。

伙伴信息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电南自，股票代码 600268）是 1999 年 1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国家电力系统首家高科技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电力高科技第一股，现为中国华电集团直属子公

司。 国电南自前身为南京电力自动化设备总厂，始建于 1940 年。新中国成立后，公司在电力自动化领域相继

研究生产出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静态继电保护产品，创造过多项全国第一，被誉为中国电力自动化产业的摇篮

和孵化器，“国电南自”已经成为享誉全国并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著名品牌。作为中国华电集团科工产业的主

力军，公司专注于自动化、信息化的技术研发及产品服务，着力打造智能电网自动化、电厂及工业自动化、轨

道交通自动化、信息与安全技术、电力电子核心业务，致力于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级检测试验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江苏省

电力监控与节能环保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第一个完成并通过 IEC60255-27 产品安全

认证的制造商及第一套 500kV 数字化变电站的系统集成商，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成功备案为节能服务公司。

公司具备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一级资质、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专项乙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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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管理通过 CMMI 3 级评估。 

 

公司名称：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sac-china.com/

公司电话：4001600268

公司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惠达路南自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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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自动化研究所与飞腾
国产化计算模块联合解决方案

特殊领域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特殊领域电子信息系统对自主创新需求的日益提升，需不断开展国产抗恶劣环境计算整机及模块产

品的研制和升级。特殊领域电子信息系统的自主创新，是指依靠自身技术手段和安全机制，实现信息系统从硬

件到软件的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升级、维护的全程可控，其中特殊领域抗恶劣环境计算模块产品的自主创新

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恶劣环境计算模块产品的自主研制，不仅要求处理器子系统的自主创新，还要求外

围接口和功能组成单元的全面自主创新，面向特殊的应用场合，需要采用高集成化设计，并可支撑多种业务形

态。依托飞腾公司在处理器子系统方面的技术优势，与江苏自动化研究所在外围接口和行业应用方面的技术经

验相结合，实现强强联合的解决方案。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与飞腾国产计算模块联合解决方案可为科技工业行业客户提供基于飞腾 ARM 架构处理

器的抗恶劣环境计算设备及模块级产品，可提供从加固计算模块到整机、显控台级的硬件平台，提供从国产固

件到国产操作系统、中间件、平台支撑软件的全系列自主创新解决方案。

方案详情
基于飞腾处理器的国产计算模块，采用 All-In-One 的高集成化设计理念，技术指标满足加固 CPEX 计算

机主模块标准规范，以飞腾 FT-1500A/16 处理器为核心进行设计，表贴双通道 DDR3，内存容量为 8GB；板载

国产显卡，支持 4 路 HDMI 和 1 路 VGA 显示接口；对外提供 2 路万兆和 4 路千兆以太网、2 路 RS232 串口、

8 路 USB 等接口；提供 2 路 X8，1 路 X4 和 4 路 X1 PCIE 总线扩展接口，可灵活扩展外设板卡设备；板载 BMC

管理芯片，可对整板温度电压等信息进行采集，并通过 IPMI 总线进行健康信息上报。整板基于标准 6U CPEX

板幅规格，可以提供加固和工控结构形式，应用方式灵活。模块支持昆仑固件，支持国产银河麒麟服务器及桌

面操作系统和国产 Jari-Works 嵌入式操作系统，可面向嵌入式桌面终端，轻量型计算服务器、多活存储主控、

网络安全管控等多种业务应用。

计算模块硬件方案整体框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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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 全面自主创新，国产率高

从核心器件到接口外设均选用国产元器件，元器件国产种类比 95% 以上、数量比 99% 以上，自主创新

水平较高。

• 对外接口丰富，高集成化设计

6U CPEX 架构，采用高集成化的 All-In-One 设计方式，对外接口资源丰富，并提供多组 PCIe 接口，可灵

活扩展多种外设，为应用提供全面的硬件接口支撑。

• 支持国产固件和操作系统，面向多业务应用

运行国产昆仑固件，可实现在线配置、固件更新、端口管控等功能，支持国产银河麒麟服务器及桌面操

作系统或国产 Jari-Works 嵌入式操作系统，面向多种业务应用。

伙伴相关产品
飞腾抗恶劣环境计算机及显控台软硬件产品。

成功案例
基于飞腾的抗恶劣环境计算模块成功应用于某型显控台中。

案例背景

某型显控台采用基于飞腾处理器计算模块和外部扩展模块搭建的显控硬件平台，运行国产银河麒麟桌面

操作系统或国产 Jari-Works 嵌入式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上层运行图形中间件、操控中间件、数据处理中间件

等中间层软件，中间件层再往上层运行显示模块、身份认证、系统管理等平台软件，为用户方的各种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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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撑。

案例解决方案

伙伴信息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是中国船舶集团公司所属的一个研产商一体、以集团模式运营管理的科研院所，

属于电子与特殊专业系统所、设备所。拥有“杰瑞”、“JARI”等品牌商标（江苏省著名商标），通过了

GJB9001B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具备特殊领域一级保密资格认证，GJB5000A 三级软件研制能力评价，以及

GB/T24001-GB/T28001 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江苏自动化研究所科技创新聚焦特殊领域电子

信息系统、民用电子信息产业、智能设备产业三大业务方向。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在自主创新技术研发方面起步较早，同时紧跟飞腾处理器产品技术发展路线，早在

SPARK 架构时代就已开展技术研究和样机研制，随后在 ARM 架构时代逐渐规模应用，逐步实现 FT-1500A 系列（4

核和 16 核）加固计算机产品和 FT-2000+/64 系列服务器产品的研制及应用。

单位名称：江苏自动化研究所

单位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圣湖路 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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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申泰与飞腾
边缘云计算联合解决方案

特殊行业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特别是特种信息化设备的发展更是需要自

力更生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在积极的政策指引下，特

种行业云计算自主创新进程也在不断加速。

作为业界首款针对移动使用场景自主研发的边缘云计算产品，超越云结合了云计算与边缘计算的相关技

术特点，通过在近用户端提供计算能力，减少网络操作和服务交付延时，利用虚拟化技术，将计算、存储、网

络、安全等模块深度融合至标准服务器单元，实现联合业务系统计算资源的快速部署、快速使用、快速恢复。

方案详情
本方案采用了软硬双重加固模式，硬件采用加固方式的超越飞龙 RM5000，处理器为 FT-2000+/64，边缘

云操作系统也加入了安全加固的实现，比如资源的标签隔离、网络的限速和访问控制等。

• 软硬一体化，一键式部署

产品采用软硬结合的理念设计，通过软硬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即插即用，快速初始化的目的；同时还

针对特定硬件，优化软件，提升整体性能。

• 三端融合，一机多用

多台物理机可以组建集群，同一个物理集群下的主机相互备份，不存在单硬件单点故障；同每个主机上

部署了虚拟化层、管理台和业务终端，并且业务终端支持双屏扩展显示。



超越申泰与飞腾边缘云计算联合解决方案

18

• 内存实时镜像，业务零秒中断

可通过虚拟机的容错机制，实现两个虚机之间的实时高可用，确保两个虚机实时镜像（包括扩内存），

当一虚机宕机时，另一个虚拟机可以快速接管，为用户继续提供服务。

• 智能化运维，自助式管理

用户可以自行申请服务器或桌面资源，后台会根据用户的身份自动为其创建服务器或桌面资源，并自动

绑定资源，管理人员无需手动干预。

• 双云端模式，席位任意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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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 端模式部署，其中终端可以采用瘦客户机 + 显示方式，也可以只采用显示方式（三端融合模式），

两种模式都可以实现席位的任意浮动。

车载云场景

在车载场景下，由于车内空间狭小，所能承载的设备数量有限，而且对于设备的功耗及噪声具有极高的

要求，因此对于传统车载席位的整合和减少设备数量及降低整车功耗是车载业务上云的关键。超越边缘云可以

在不改变应用的情况下将多个席位整合为多功能席位，提供席位浮动和冗余功能，同时使用人员可以通过自助

门户完成资源的申请及使用，实现用户自助式操作，无人值守。

舰载云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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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舰载场景下，设备分舱段部署，各舱段需共建统一的数据中心，各类计算、存储、网络等资源由统一

运维管理平台进行管控，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业务场景涉及通用计算、信号处理、实时控制。超越边缘云采

用超融合架构，利用分布式存储技术将分布在不同舱段的存储资源整合成统一的存储池，同时提供备份冗余

功能，避免了集中式存储的单点故障风险。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景，边缘云提供实时虚拟化支持，并对

VxWorks、DeltaOS 等实时操作系统进行了深度适配，以满足实时业务系统的需求。

方案实施效果
物理架构：

通过在数据中心统一部署边缘云操作系统，只需在席位上放置专用的云终端或在现有的 PC 上安装客户

端程序，即可以保证用户快速安全地访问到工作环境中。

• 访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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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通过各种终端，平板电脑，无缝地访问虚拟桌面和各种应用资源。通过接入层的桌面管理会让

用户的环境更快捷、更安全，减少了对终端设备和带宽的依赖性，增加了访问的灵活性，更好地落实信息安全

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各种接入方式供用户连接。用户可以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网络连接，这些网络既可以是局域

网，也可以是广域网，连接的时候既可以使用普通的连接方式，也可以使用安全连接方式。更加适应企业分支

机构的办公需求。

• 资源层

边缘云操作系统使用服务器虚拟化技术，统一集约化地提供了各种云应用所需要的服务器、网络、存储

等硬件资源。同时对各种虚拟桌面、云应用、资源等，提供了一体化的管理平台。服务器上创建不同的桌面 +

应用，然后发布给不同的用户组共享；用户登录到服务器集群门户，打开某个虚拟桌面，后台服务器上则开辟

动态虚拟机，调入最小虚拟桌面操作系统至内存运行，将桌面镜像推至给用户客户机显示，再接收用户客户机

上的鼠标及键盘等操作，回至服务器，完成运算。这就是托管模式的工作流程。服务器集群架构要实现单一访

问门户（域名），并实现业务连续性。

• 其他设备或应用程序

不更改用户原有的操作习惯，保留了原来设备控制方式和应用访问形式。良好的集成环境，无缝连接技术，

让用户无需担忧数据兼容性问题。

伙伴相关产品
• 超越飞龙 RM5000（FT-2000+/64）

• 超越云（边缘云）V2.0

伙伴信息

山东超越数控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超越数控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国投权属企业），是中国特种安全计算机引领者，坚持自主创

新研发 24 年，掌握关键领域高可靠加固计算和高安全可信计算两大核心技术，截至 2019 年累计申请专利近

2000 项，其中发明专利近 1500 项，自主专利近 500 项，国防专利超 20 项。

公司拥有主品牌超越申泰，面向特种、工控、党政市场，为客户、合作伙伴提供解决方案和边缘端产品。

特种计算机包含国产、Wintel 系统架构及数据安全产品。工控计算机提供满足工控环境的计算平台及 PLC 产品。

党政计算机涵盖通用产品、专用产品。云计算基于超越云产品，提供全场景云计算解决方案。大数据融合平台

面向设备保障、情报分析、工业制造和工业作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

公司是一家全链条自主安全企业，拥有先进的柔性特种计算机产业化基地，智能制造产线数据管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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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质量控制，产能高效、快速交付。目前，全国合作伙伴超过 1000 余家，服务的客户超过 100 万。未来，

公司将深扎科研与服务，引领特种计算发展，服务国家信息安全，努力成为全球领先的特种安全计算解决方案

供应商。

公司名称：山东超越数控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chaoyue.com.cn

公司电话：400-653-1096 （售后） / 400-618-2877（售前）

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科航路 2877 号

http://www.chaoyu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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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博创与飞腾
工控安全核心计算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工业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工控系统广泛应用于工业、智能制造、交通、水利以及市政等国家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涉及到国家安全、

经济命脉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一旦受到攻击，可能引发工厂停产、环境污染、人员伤亡、社会动荡等灾难

性的后果。近年来，工控系统面临的外部威胁日益增加，面临的攻击更加复杂、多样、隐蔽、系统和持续，安

全事件频繁发生。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印发 < 中国制造 2025> 的通知》

（国发〔2015〕28 号）、《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28 号）、《国

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 + 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切实保障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加

强工业控制系统安全保障工作显得尤其重要。

根据工信部《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到 2020 年，要建成全国工控安全“一

网一库三平台”（全国在线监测网络、应急资源库、仿真测试平台、信息共享平台、信息通报平台）。其中，

全国工控安全在线监测网络由国家级平台、区域级系统和企业级节点构成“上下联动、多级协同”的态势感知

网络体系。国家级态势感知平台作为工控安全态势感知数据的重要汇聚节点，将综合应用大数据关联分析、机

器学习等分析技术处理所获取的态势感知数据，形成整体工控安全态势。习总书记指出，“加快推进国产升级

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 

结合高并发、多源数据融合、高速数据分析等业务需求，并考虑工控信息安全，晋商博创安全核心计算

云平台基于国产 FT-1500A 处理器以及国产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共同构建动态可扩展的计算资源池，快速感知

工控安全态势。国产工控安全核心计算云平台是承载企业级应用计算能力、为国家级态势感知平台提供应用支

持和安全保障的核心计算平台，是保障工控安全态势感知应用业务稳定和感知数据安全的重要基础。

方案详情
为加快推进国产升级计划、构建安全的信息技术体系，硬件服务器与操作系统必须为国产且自主创新。

因此，工控安全核心计算云平台为满足高性能、高密集要求，采用国产恒为高密度服务器（基于飞腾 FT-

1500A/16 处理器），配合国产操作系统——银河麒麟操作系统来满足平台业务需求。国产工控安全核心计算

云平台分为平台控制节点与计算节点，平台控制节点提供云平台功能操作入口，负责平台管理、网络管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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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调度编排、权限管理以及高可用策略等；平台计算节点负责提供资源服务，为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应用提供安

全可运行环境。

基于国产飞腾处理器的工控安全核心计算云平台，可保证平台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具有高可靠性，保证整

个信息系统各种数据的一致性、完整性和安全性，同时还可以达到在节约服务器设备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物

理资源利用率，减少机房建设负担。

平台架构如下图所示：

平台可提供全国工控安全“一网一库三平台”中的“一网”（全国在线监测网络）平台系统和企业客户

OA 办公系统（中软安全电子公文系统）运行支持环境。将相关应用系统与平台进行深度适配移植，并提供应

用集群快速构建、统一管理、动态扩缩和自动化运维。

通过稳定性测试，基于飞腾平台的全国在线监测网络平台系统和企业 OA 办公系统已长期稳定运行在国

产工控安全核心计算云平台环境中，真正实现了应用快速部署、高可用、动态伸缩、高效安全等特性。

方案实施效果
基于国产飞腾硬件平台及国产麒麟操作系统建设的工控安全核心计算云平台，具有高可用、高安全性、

动态伸缩等特性，为国家级安全态势感知应用打造安全稳定的计算平台，对国产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实践具有

重大的指导意义，可以为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提供应用管理支撑服务。

伙伴相关产品
晋商博创安全核心计算云平台 ICCP 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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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的工控安全核心计算云平台项目。

伙伴信息

晋商博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晋商博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由晋商联合投资集团投资，座落于北京三环内丽泽金融商务区晋商联合

大厦。公司的核心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由资深专家南相浩担任首席科学家。公司拥有一支由密码学专家、

网络安全专家、系统设计师组成的精悍的技术队伍。全体员工为把公司建设成为全球信息安全创新领域标杆企

业而努力。

公司以 CPK 组合公钥、CPK 鉴别逻辑、CPK 虚拟网络为三大技术支柱，以构建自主创新安全体系为己任。

CPK 组合公钥解决了标识鉴别，CPK 鉴别逻辑解决了实体和事件的真实性，CPK 虚拟网络解决了 I to I 的可证

逻辑链接，公司正以虚拟网络技术，将互联网、移动网、博创风网统一纳入自主创新的网络体系中；以 CPK

虚拟内核技术，将软件纳入自主创新的代码鉴别体系中；以数字户币、数字印章技术，将交易和办公纳入自动

化无人银行和无纸办公体系中；以芯片技术，扩展 CPK 在非智能终端的应用。

公司名称：晋商博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bochtec.com

公司电话：010-63252555

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西路 8 号院 1 号楼晋商联合大厦 21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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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环与飞腾交通行业
智慧轨交云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交通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地铁行业拥有海量的数据积累，建设较早的地铁集团信息系统简陋，各系统目前仅满足生产和业务需求，

还有很多数据价值有待挖掘。随着大数据时代，物联网技术、在线监测系统等将产生大量数据，人工智能算法

和分析挖掘的飞速发展，因此，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实现数据即资产。

系统间存在数据壁垒、共享不足、冗余、分散、安全性差、一致性差等问题，需要建立有效的数据管控体系，

打破信息孤岛、实现企业信息数据共享、提升数据价值。非 / 半结构化数据利用不足，需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应用，

充分体现数据价值。当前的数据应用多以面向报表分析为主，缺乏对数据的资产化管理，数据分析结果较少直

接融入生产环节，因此无法带来更多的价值。

为解决上述问题，掌握大数据资产，进行智能化决策，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管理信息和运营业务发展，需

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大数据平台，深入挖掘数据价值，提升决策支持数据分析能力。根据地铁集团信息化规

划，建设基于国产飞腾平台大数据分析及应用平台，实现地铁集团数据资源的集中和整合，构建地铁集团统一

的数据模型，提高企业数据的处理效率和共享程度，实现对地铁集团企业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的分析挖掘，对

内对外提供数据服务。为公司提供决策支持、业务创新、服务支撑、风险管控以及流程优化等支撑服务。对外

对接各省市大数据管理局，为建设智慧城市提供支持。

方案详情
方案架构：

• 一个门户：城市轨道交通门户

• 三个中心：生产指挥中心、企业管理中心、乘客服务中心

• 拓展五大域：运营生产、运营管理、企业管理、建设管理、资源管理

• 依托三张网络：安全生产网络、内部服务网络、外部服务网络

• 一个平台：城市轨道交通统一云平台 T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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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大数据云平台主要做 5 部分工作：数据采集、数据治理、数据存储、数据共享交换、数据分析应用。

• 数据采集：把各个业务及生产系统数据从其他数据资源平台交换过来的数据，以及一些互联网数据

统一采集，汇聚到大数据平台，形成数据湖。

• 数据治理：通过数据治理对数据湖中原始数据进行清洗、校验、去重、标准化，形成高质量的结果数据，

并导入到数据库中。

• 数据存储：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统一存储，基于数据库中的高质量数据进行融合打通，

构建主题库、专题库、共享库。

• 数据共享交换：包含两个层次，向上可以级联上一级共享交换平台完成数据汇聚，向下可以把清洗

融合后的高质量数据反哺到各个业务部门，实现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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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分析应用：基于大数据云平台，对上层提供数据服务，支撑跨部门、跨层级的分析应用，如客

流和乘客分析系统、公网视频分析系统等。

软硬件配置说明：

• CPU：飞腾 CPU

• 操作系统：银河麒麟

• 数据云平台：星环 TDC 平台

• 服务器：长城整机服务器

方案实施效果
1. 大数据云平台一期绕客流数据主题（结构化数据）、供建专业类数据主题（含弓网视频数据、轨道

检测数据等）等数据资源的采集、存储工作，建立地铁集团数据仓库；充分利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数据分析应用。结合地铁的业务特点及运营需求，编制生产性系统数据的数据采集基本标

准及运营生产管理指标体系，完成标准规范体系、安全保障体系、数据服务体系、运维管理体系等

标准规范编制。

2. 实现了客流的预测分析，完成了对一些异常天气、重大事件、重大活动等事件下客流的预测，对集

团的客流运营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方便运营人员的安排和调整。

3. 实现了新线开通前客流预测，为新线的人员安排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4. 通过模型训练进行弓网视频分析，替代人工进行弓网火花视频识别，减少人工成本和失误率，火花

识别率达 99.3%，结合位置信息进行弓网健康状况评估。

相关产品
在本方案中，星环数据云产品 Transwarp Data Coud（TDC）基于飞腾平台服务器 + 容器化技术，提供

自主创新的、领先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服务，构建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实现政务数据的归集、治理、共享

和应用。

• 原生平台

底层采用飞腾平台服务器 + 星环原生云操作系统 Transwarp Container Operating System（TCOS），为

云上的大数据应用部署以及资源管理提供全方位的实现支持。

• 服务管理框架

第二层是 TDC 的云管理框架，提供包括安全保护、多租户管理、微服务管理、计费系统等服务在内的云

平台基础架构。

• 服务应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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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是服务应用层，包含 TDH 和 Sophon 中的所有组件，以云产品形式提供大数据和 AI 服务。

• 控制平台

TDC 在最上层提供统一的用户管理入口，让租户与用户快速部署大数据产品，以及实现项目管理和权限

设置；同时 TDC 提供数据资产目录、AI 模型工厂和应用服务治理这三种高级数据服务支撑框架，加速数据业

务创新。

公司信息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星环科技专注于企业级容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核心平台的产品研发 , 领航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基础软件新纪元。公司以上海为总部，以北京、广州、新加坡为区域总部，在南京、郑州、成都设有支持中

心，同时在深圳、天津、武汉等地设有办事机构，并在美国和加拿大设有海外分支机构。经过多年自主研发，

星环科技建立了多个产品系列：基于容器的智能大数据云平台 Transwarp Data Cloud ( TDC )、一站式大数

据平台 Transwarp Data Hub ( TDH )、智子人工智能平台 Transwarp Sophon 和超融合大数据一体机 TxData 

Appliance，并拥有多项专利技术。2016 年被 Gartner 评为全球最具有前瞻性的数据仓库及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厂商，2017 年被 IDC 评为中国大数据市场领导者。公司产品已经在十多个行业应用落地，2018 年，星环科技

成为 12 年来全球首个完成 TPC-DS 测试并通过官方审计的数据库厂商。目前星环科技已完成 D2 轮融资。

目前，星环已经包含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平台三大产品家族，已经有 1600 多家落地案例，覆盖金融、

交通、电力、能源、政府、物流、公共安全、电信运营商、零售、媒体、制造业、教育、医疗等数十个行业和

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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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ranswarp.io

公司电话：021-60932577 北京分公司：010-62682815

公司地址：

上海：徐汇区虹漕路 88 号 B 座 11F&12F&15F，A 座 9F

北京：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院华熙 LIVE 中心 B 座 5 层

广州：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 座 3012-3013

成都：高新区吉泰三路 8 号 新希望国际 C 座 902 室

南京：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云密城 J 栋 10 楼

郑州：郑东新区龙子湖崇德街 17 号星联创科中心 1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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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环与飞腾电力行业
	计量数据创新应用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电力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在我国，电力企业是保障经济正常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方面有着重大意义。

2016 年，随着电力改革的持续深入，电力企业的盈利模式由购售差价转为按售电量收取输配电费，并且，售

电市场化竞价交易也逐渐推行开来，截止 2016 年 12 月，全国范围内已注册成功的售电公司达到 3000 多家，

电力行业的垄断地位逐步被溶解。在当前特殊的发展环境下，面对诸多内外部因素带来的营销压力，电力企业

要保持自身发展，经营提质增效，就离不开精准营销。

目前，各省电力公司对于如何充分利用计量系统中产生的海量业务数据，进行用电量预测仍处于探索阶段，

尚无成型的方法和应用系统。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基于海量业务数据，搭建计量海量数据创新应用平台，同时以人工智能、

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等技术开发相应的应用，以支撑计量中心相应的业务，同时，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可

将计量自动化成果应用于其他业务部门，支撑其相关应用建设。

基于国产飞腾平台构建计量数据创新应用平台，尝试计量数据创新模式，将业务流程与数据剥离，独立

运行，提高计量自动化系统运行效率，提高计量数据的应用能力，为计量数据“用采分离”做验证性尝试。

方案详情
以飞腾高性能计算平台为基础，构建开放、灵活、可扩展的计量数据创新应用平台，汇聚计量数据，适

当获取其他业务系统数据和外部数据，利用大数据智能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技术，实现数据共享、快速查询和

智能创新应用分析，探索计量数据创新应用建设新模式，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落地。

平台架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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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功能说明：

• 用户用电特征分析

构建基于偏离模型的客户用电异常分析模型，运用偏离模型和数据分析技术，找到偏离用户，分析其可

能存在的用电风险。同时构建基于动态分析模型的动态区域负荷切分应用分析模型，全面掌握区域内的负荷分

布情况，直观的了解线损变化，辅助线损管理。

•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计量检修工单分析

构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计量工单信息分析挖掘模型，从海量计量运行维护工单中挖掘计量设备存

在的缺陷和问题，并形成计量设备质量分析模型，供计量管理部门直管的机构了解设备情况。

• 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计量终端接线问题分析

构建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计量四大类终端接线问题识别模型及四类终端设备铭牌信息识别模型，通过图

像识别技术验证终端接线错误，同时将铭牌信息与计量档案做比对，挖掘计量设备档案问题。

• 大数据平台构建

构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计量数据创新应用平台，实现计量实时、非实时数据的统一汇总抽取，并建立一

致性校验机制，保障数据流转过程中的数据一致性，并提供数据分析处理能力，满足了业务人员的数据使用需

求。同时基于创新平台，建设数据创新及对外共享能力，促进数据分析应用生态的良好发展。

软硬件配置说明

• CPU：飞腾 CPU

• 操作系统：银河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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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大数据平台：星环 TDH 平台

• 服务器：长城整机服务器

方案实施效果
1. 构建基于偏离模型的客户用电异常分析模型，运用偏离模型和数据分析技术，提高营销稽查业务的

用户分析挖掘能力。构建基于动态分析模型的动态区域负荷切分应用分析模型，辅助线损管理，提

高线损记忆化管理能力。

2. 构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计量工单信息分析挖掘模型，从海量计量运行维护工单中挖掘计量设

备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为计量现场检修工作提供指引，提高现场工作效率。

3. 构建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计量四大类终端接线问题识别模型及四类终端设备铭牌信息识别模型，降

低现场运维的工作量，助力计量档案完善。

4. 构建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计量数据创新应用平台，实现计量实时、非实时数据的统一汇总抽取，并建

立一致性校验机制，保障数据流转过程中的数据一致性，并提供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同时基于创新

平台，建设数据创新及对外共享能力，促进数据分析应用生态的良好发展，实现计量数据用采分离，

发挥计量数据价值，助力电网企业数字化转型。

伙伴相关产品

Transwarp Data Hub 主 要 提 供 5 类 核 心 产 品： 分 析 型 数 据 库（Transwarp Inceptor 和 Transwarp 

ArgoDB）、 实 时 流 计 算 引 擎（Transwarp Slipstream）、 知 识 库（Transwarp Search 和 Transwarp 

StellarDB）、操作型数据库（Transwarp Hyperbase）、数据科学平台（Transwarp Discover）。通过部署、安装、

使用星环大数据平台 TDH，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数据构建核心商业系统，加速商业创新。

伙伴信息



星环与飞腾电力行业计量数据创新应用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34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星环科技专注于企业级容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核心平台的产品研发 , 领航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基础软件新纪元。公司以上海为总部，以北京、广州、新加坡为区域总部，在南京、郑州、成都设有支持中

心，同时在深圳、天津、武汉等地设有办事机构，并在美国和加拿大设有海外分支机构。经过多年自主研发，

星环科技建立了多个产品系列：基于容器的智能大数据云平台 Transwarp Data Cloud ( TDC )、一站式大数

据平台 Transwarp Data Hub ( TDH )、智子人工智能平台 Transwarp Sophon 和超融合大数据一体机 TxData 

Appliance，并拥有多项专利技术。2016 年被 Gartner 评为全球最具有前瞻性的数据仓库及数据管理解决方案

厂商，2017 年被 IDC 评为中国大数据市场领导者。公司产品已经在十多个行业应用落地，2018 年，星环科技

成为 12 年来全球首个完成 TPC-DS 测试并通过官方审计的数据库厂商。目前星环科技已完成 D2 轮融资。

当前，星环科技已经包含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平台三大产品家族，已经有 1600 多家落地案例，覆盖金

融、交通、电力、能源、政府、物流、公共安全、电信运营商、零售、媒体、制造业、教育、医疗等数十个行

业和细分领域。

公司名称：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transwarp.io

公司电话：021-60932577 北京分公司：010-62682815

公司地址：

上海：徐汇区虹漕路 88 号 B 座 11F&12F&15F，A 座 9F

北京：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院华熙 LIVE 中心 B 座 5 层

广州：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 号中泰国际广场 B 座 3012-3013

成都：高新区吉泰三路 8 号 新希望国际 C 座 902 室

南京：雨花台区宁双路 19 号云密城 J 栋 10 楼

郑州：郑东新区龙子湖崇德街 17 号星联创科中心 13 层

https://www.transwar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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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新支点与飞腾
电力行业安全联合解决方案

电力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随着智能电网建设工作的逐步推进，电力网络覆盖的区域越来越大，输电等级越来越高，高电压等级

（220kV 及以上）变电站在电力网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变电站等级的提高，必须配置运行可靠、功能完备的自动化系统作为主要的监控手段，这也是保障

大电网可靠运行的重要步骤。 

近年来，国网和南网提出电力调度系统全国产。CPU 平台和操作系统作为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底层平台，

其安全性、稳定性和可用性必须能够保证整个电力调度系统各项应用的要求，否则由此引起的丝毫问题都可能

危害电力调度的安全，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电网调度系统是电网安全、优质、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其作用日益突出；电网调度系统的底层硬件及

操作系统平台需要进行国产改造，满足安全性、稳定性和高可用性，为此，电力行业基于飞腾 CPU 的一体化

国产软硬件平台应运而生。

方案详情
作为成熟的安全操作系统产品，中兴新支点服务操作系统充分满足了国网和南网的要求，全方位支持了

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成功部署于能量管理系统中的各个服务器和图形工作站。同时，依照电

网电力监控系统网络安全检测标准中对《设备和计算安全（操作系统层）》15 点要求进行版本定制开发，包括：

• 强制访问控制协议的具体实现。

• 联合业务使用场景，定制安全策略。

• 定制化安装，易用性改进。

同时，中兴新支点与国内多家知名服务器硬件厂商，在基于飞腾 CPU 平台基础上进行深度合作，对系统

和硬件的兼容性、稳定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测试，并针对变电站自动化调度系统可用性、安全性方面的特殊需

求设计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为电力行业提供了安全且可靠的底层服务平台，全方位支持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的

稳定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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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实施效果
基于飞腾 CPU 平台的中兴新支点服务器操作系统目前与多个电力设备商深入合作，产品已经全面部署于

南网变电站自动化调度系统系统项目上，从主站、厂站等系统上完成了国产系统转型升级任务。操作系统为客

户提供了直观的安装界面，可方便地对不同设备进行国产系统的安装；一键自动安装和强定制为设备商提供了

便利，能快速完成业务应用的部署。

中兴新支点的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周到和用心的服务，从工程实施到不断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可用性、

可服务性和易操作性，提供运维保障和技术培训，再到协助用户进行系统故障排查和应用程序故障排查，提供

解决方案和通过定制开发项目不断满足用户新的功能需求，有力支撑了电力变电站自动化调度系统的运行，得

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伙伴相关产品
• 中兴新支点安全服务器操作系统 V5.0

• 新支点高可用集群软件 V4.0

成功案例
电网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是直接为电网运行服务数据采集与监控的系统，是保证电网安全和经济可靠运

行的重要环节。调度自动化系统主要是由调度自动化主站系统、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和传输通道等相关设备组合

而成的，包括监控控制和数据收集系统（SCADA）、配电管理系统（DMS）、能量管理系统（EMS）等调度自

动化主站系统。

中兴新支点配合设备提供商，将原来的设备方案从传统的 x86 架构迁移到飞腾 CPU 平台；迁移过程中，

中兴新支点不仅为设备商提供整套开发环境，协助解决业务程序的移植，同时提供了支持飞腾 CPU 平台的双

机软件 - 新支点高可用集群软件 V4.0，确保业务系统可以进行双机热备，防止调度系统的单点故障。

在完成了业务全部迁移，原设备中的监控控制和数据收集系统（SCADA）、配电管理系统（DMS）、能

量管理系统（EMS），均替换成飞腾 CPU 平台服务器，并安装中兴新支点安全服务器操作系统 V5.0。目前，

整套环境已经通过了电科院测试，后续将正式被电网各供电局采购使用。

伙伴信息

广东中兴新支点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中兴新支点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中兴通讯的全资子公司，是广东省 Linux 公共服务技术

支持中心的运营实体，是一家专注于操作系统研发及提供行业解决方案的专业技术型公司的。旗下有服务器操

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桌面操作系统、智能终端操作系统、高可用集群软件等产品，并广泛应用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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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金融、通信、教育等行业。

经过十五年研发积累和不懈的创新发展，广东中兴新支点技术有限公司通过 ISO9001 认证、CMMI 三级

认证和知识产权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同时作为真正掌握操作系统核心

技术的厂商，公司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软博会金奖、AAA 级信用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优秀软件产

品、优秀产品供应商等荣誉。在 2016 年与探月工程航母工程同期获得中国工业领域最高奖项 -- 中国工业大奖，

并与国家信息中心建立“嵌入式操作系统联合创新中心”，承担 13 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广东中兴新支点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新支点操作系统，入围央采、中直机关、国税总局等协议供货采购目录。

目前公司操作系统系列产品累计发货量已达两亿套，在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稳定运行 10 余年。

敢为人先，成事为乐！中兴新支点始终以科技创新为根本，以客户需求为焦点，不断研发安全、稳定、

好用的操作系统，并致力于打造产业生态圈的发展，助力我国信息化安全产业的升级。

公司名称：广东中兴新支点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gd-linux.com

公司电话：全国服务热线：400-033-0108 

          总机：020-87048587/87048510/87048156

公司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科技园高唐软件园基地高普路 1021 号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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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申泰与飞腾
办公网络联合解决方案

政务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信息安全关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是信息安全最大的隐患。只有从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至应用软件全部实现自主研发，才能在各

个环节有效避免网络“后门”的威胁，保护国家的网络信息安全。

超越申泰与飞腾推出面向政务领域办公网络联合解决方案，充分利用国产飞腾 CPU 平台的技术发展成果，

集成国产自主研发的信息产品，从根本上解决进口信息产品所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威胁，构建自主创新的信息技

术体系，实现“业务可知、系统可控、人员可管”的安全目标。

方案详情
本方案针对党政机关日常办公中公文流转、安全防护、运维管理等需求，以超越申泰系列飞腾服务器、

台式机为基础硬件平台，通过整合适配数据库、中间件、国产流式版式软件、安全防护、日常办公系统等软件，

在国产平台上搭建了一套稳定可靠的日常办公网络。在新环境下完成包括电子公文系统、邮件系统、CA 系统、

文件传输系统、运维管理系统、主机监控与审计系统、打印监控与审计系统，终端登录系统及杀毒软件的升级。

在不影响现有应用系统日常办公的前提下，推进国产设备逐步使用。

1. 方案总体设计思想

本方案依据统一的标准、流程和规范，采用多层架构，由硬件设施、基础软件、支撑平台和应用管理四

部分组成，其总体架构设计如下图所示。

• 基础设施

硬件设施是网络应用办公系统运行的基础环境，该方案基础设施主要由基于飞腾硬件平台的服务器、终端、

存储设备、网络设备和国产外设五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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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软件

基础软件是实现办公网络各项功能的基础软件环境，该部分由国产操作系统、国产中间件和国产数据库

三部分构成，主要用来完成办公网络基础软件的替代。

• 支撑平台

支撑平台是在统一的网络基础设施支撑下，对现有网络内的安全、服务、应用等资源进行整合，形成统

一的综合性应用平台。通过平台实现整体网络环境下的统一管理、统一服务和统一展现，综合应用支撑平台实

现对业务应用系统的信息资源共享交换、数据接入、数据分析等基础支撑服务。主要包括统一安全管理、统一

基础资源、统一信息资源、统一应用管理、统一数据交换和统一门户平台。

• 应用管理

根据该办公网络应用搭建方案要求，在应用支撑平台的基础上把各种办公应用模块、数据资源统一管理，

完成整体设计，在基于飞腾硬件环境下完成包括电子公文系统、安全邮件系统、文件交换系统、电子文档安全

管理系统和日常办公等系统的替换、建设和适配工作。

• 方案实施标准

该方案整体实施按照国家网络办公建设要求，完善和优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加强数据和应用系统

的安全建设，对现有的标准体系框架及有关管理标准、运维标准、技术标准进行修订升级、补充完善，建设和

补充数据备份、安全事件管理等新的标准规范，为办公网络建设、管理和安全运维保障提供依据和支撑。

2. 办公网络拓扑图 

在现有办公网络基础上划分出支撑党政办公业务系统的安全域，建设符合等保要求的基于国产飞腾 CPU

安全设备需要的基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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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划分为逻辑隔离的业务网和运行维护网承载不同的功能。两个子网对应通用服务器的两种网口：

业务网口（即 DATA 网口）和运行维护网口（即 BMC 网口）。运行维护网主要是对服务器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业务网功能则为应用的搭建提供重要环境，主要包括安全办公系统、日常办公系统和电子公文系统。

伙伴相关产品
1. 超越申泰 RM5010-F 普通机架式服务器

超越申泰 RM5010-F 普通机架式服务器，是基

于国产飞腾处理器研制，适用办公领域的国产服务器

产品。本产品具有软硬件自主研发、性能强劲等特点，

可作为集中管控服务器、数据存储服务器，满足客户

对高性能计算、数据库、综合业务服务等方面的需求。

超越申泰 RM5010-F 采用国产飞腾处理器、固件、操作系统、内存等关键软硬件，支持国产中间件和国

产数据库。软硬件深度优化，高效的 1+1 冗余电源，智能温控和良好散热设计，保障系统持续可靠运行，系统

操作行为可控、数据安全防泄漏。采用 2U 机箱，支持主流 Raid 卡，HBA 卡和

万兆网卡，可作为集中管控和数据存储服务器使用，高效整合存储和计算资源，

符合集中管控和综合业务服务要求。

2. 超越申泰 DT3010-F 通用台式机

超越申泰 DT3010-F 通用台式计算机是基于国产飞腾 FT-2000/4 处理器研

制，适用于办公领域的国产计算机产品。采用飞腾 FT-2000/4 处理器、固件、

操作系统、硬盘、内存等关键软硬件，支持国产办公软件，具有强劲的运算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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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流畅播放 1080P 全高清视频。适配 WPS、office 等国产办公软件，集成多媒体播放器、浏览器、PDF 阅读

器等应用软件，满足日常办公需求。

3. 数据库

4. 中间件

5. 电子公文系统

6. 安全办公系统 （杀毒、终端登录、打印审计、主机监控、运维管理系统）

7. 日常办公系统（邮件系统、CA 系统、文件传输系统）

成功案例
目前超越申泰产品已经成功应用于若干省级、部级党政办公系统以及其他诸多行业和不同领域，满足客

户日常办公、信息处理等方面需求，二期试点市场占有率稳居前列。

伙伴信息

山东超越数控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超越数控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国投权属企业），是中国特种安全计算机引领者，坚持自主创

新研发 24 年，掌握关键领域高可靠加固计算和高安全可信计算两大核心技术，截至 2019 年累计申请专利近

2000 项，其中发明专利近 1500 项，自主专利近 500 项，国防专利超 20 项。

公司拥有主品牌超越申泰，面向特种、工控、党政市场，为客户、合作伙伴提供解决方案和边缘端产品。

特种计算机包含国产、Wintel 系统架构及数据安全产品。工控计算机提供满足工控环境的计算平台及 PLC 产品。

党政计算机涵盖通用产品、专用产品。云计算基于超越云产品，提供全场景云计算解决方案。大数据融合平台

面向设备保障、情报分析、工业制造和工业作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

公司是一家全链条自主安全企业，拥有先进的柔性特种计算机产业化基地，智能制造产线数据管理，全

过程质量控制，产能高效、快速交付。目前，全国合作伙伴超过 1000 余家，服务的客户超过 100 万。未来，

公司将深扎科研与服务，引领特种计算发展，服务国家信息安全，努力成为全球领先的特种安全计算解决方案

供应商。

公司名称：山东超越数控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chaoyue.com.cn

公司电话：400-653-1096 （售后） / 400-618-2877（售前）

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科航路 2877 号

http://www.chaoyu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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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飞与飞腾
显控计算机联合解决方案

特殊行业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雷达显控系统随着雷达的不断进步，特别是相控阵雷达的出现，使得雷达显控越来越复杂。不但要显示

原始雷达图像，还要显示经过计算机处理的雷达数据，例如目标的高度、航向、速度、轨迹 、架数、机型、批

号等，同时提供人机对话界面，显示对雷达进行操作和控制的标志或数据。另外，显示信息的能力，显示画面

的质量、人工输入及人工干预的能力、操作及指挥手段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对于显控计算机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

雷达显控计算机多采用国外处理器搭配国外显卡、国外 FPGA 实现。随着国产处理器的不断发展，其处

理性能和 I/O 性能不断提升，柏飞公司与飞腾联合形成行业解决方案，根据雷达显控的特性要求，采用飞腾处

理器作为特殊领域雷达显控计算机的核心处理器，同时提供软硬件的解决方案。

方案详情

基于FT处理器的计算机硬件平台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柏飞电子MESA 3D 显示库（OPENCL,OPENGL)

用户显控处理应用

雷达信号处理分机

FT处理器

综显模块(FPGA)

PCIE

GPU

PCIE

以太网控制器，FC控制器

PCIE

显控台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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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飞公司基于国产飞腾处理器研发的计算机模块和综合显示处理模块构建了显控计算机硬件框架。搭配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在操作系统上配套 MESA 框架，可实现基于 OpenGL，OpenCL 的开发环境，实现背景地图、

视频叠加、二维、三维图形、回波显示等复杂显示要求。另外配套国产视频处理芯片和 FPGA，可以实现雷达

原始数据以及远程网络视频的处理，包括叠加、开窗、缩放等。

方案实施效果
• 支持 4K 分辨率

本地显示分辨率支持 3840×2160 ，最大可以支持 4 路显示。

• 多路网络视频的编解码及叠加

支持 4 路网络视频在显示器上的开窗，叠加效果，且运行顺畅，无卡顿。

• 回波显示

通过性能优化，在某雷达回波显示顺畅，此雷达回波显示主要调用 OpenGL，OpenCL 进行计算和处理。

伙伴相关产品
基于 FT-1500A 处理器的某型国产显控台。

成功案例
某型国产显控台。

案例是某型国产显控台的研制项目，主要特色为核心关键器件的国

产改造，包括处理器，GPU，FPGA 等。另外首次支持 4K 分辨率，且支

持多台之间的远程音视频传输，可满足联合行动需求。

案例解决方案效果：

利用柏飞公司显控计算机构建某型显控台，首次实现了

多路 4K 显示分辨率，用户雷达显控软件运行流畅，实现了高

性能的显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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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信息

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飞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5 月，注册资金 1 亿元人民币，

在职员工 350 人左右，其中 80% 以上由技术研发人员构成，20% 为国产计算平台技术研发人员，年收入在 4

亿元以上，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三级公司。

公司拥有雄厚技术实力，设置了五个事业部（信息处理系统、信息处理、嵌入式、计算机和数据处理及存储）

和水声系统产品部。公司拥有一支由国内外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硕士为骨干组成的专业技术队伍，研发人员

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75% 以上，团队结构稳定，软、硬件实力均衡。目前，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在南京、成都、

北京、西安和武汉等城市分别设立了研发中心和办事处。

公司的国产设计能力已经从板卡、整机发展到最根本的核心芯片和基础软件，并构建以自主知识产权的

芯片和软件为主体的板卡、整机和平台系统。柏飞公司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飞速发展，从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到

创造性的超越国际先进水平，从完全依赖于进口元器件到采用国产核心元器件，从采用国产元器件到针对系统

特点创造性的开发核心元器件，从开发对性能、环境、可靠性要求较低的地面设备到要求极为苛刻的空中、水

上和空间设备。

2008 年，根据电子设备对信息安全的要求开始研制全国产的计算机平台，与中科院计算所建立了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致力于研制基于国产 CPU 的计算机板卡、整机和系统。同时，与清华大学、中国电科第十四研

究所合作，为客户提供全部国产技术的计算机系统。

公司电话：+86 2154260110-8078

公司名称：上海柏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1535 号星联科研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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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众信与飞腾
电力网络安全联合解决方案

电力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网络安全行业按照应用类别包含网络设备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网络软件安全，目标是网络系统的硬件、

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受到保护，不因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受到破坏、更改、泄露，保障系统能够连续

可靠正常地运行，网络服务不中断，具有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可审查性等特性。目前，较为广

泛的网络安全应用系统包含防火墙、IDS( 网络入侵检测系统 )、IPS( 入侵防御系统 )。在工业及特种应用领域，

网络安全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当属电力系统网络安全，其次是石油石化和轨道交通领域。

华电众信联合飞腾推出基于飞腾 16 核产品 FT-1500A/16 和 4 核产品 FT-1500A/4 的网络安全硬件平台解

决方案，针对防火墙、数据加密、网络入侵检测、网络隔离装置、安全审计等应用，提供高中低全覆盖网络安

全硬件平台解决方案。

方案详情
• 应用场景描述一

大型制造工厂采用了大量的 IT 和 OT 技术，这些技术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实现全天候实时监

测和管理制造环境。OT 技术和 ICS（工业控制系统）的广泛联系使得制造基础设施暴露于潜在的网络攻击下。

从最近发生在公用事业公司的多起网络攻击事件中可以看出，这些通用 IT 解决方案缺乏特定的指令和专用保

护机制来保护这些连接设备。 因此，ICS 和 OT 技术需要一个集成的，专门构建的解决方案，以确保这些设备

和仪器的安全访问。

由于 IT 安全技术与 OT 端存在根本的区别，基于 IT 的保护缺乏通过 OT 协议检测恶意入侵的能力。因此，

制造站点需要一个特定的、专用的防火墙来保护对关键的、连接的设备或仪器 ( 如 PLCs) 的访问。基于飞腾硬

件平台所搭配的工业防火墙网关应能够检测 OT 协议上的任何异常，同时提供 7*24 的远程监控。

工业防火墙必须通过多个通信接口连接各种与制造相关的设备和仪器，包括 RJ45 网口、光纤端口、

RS232/485 隔离串口等。同时，为适应工业现场安装与应用的要求，工业防火墙必须具备 -40~70 度宽温工作范围，

EMC3 级或以上的电磁兼容性能，LAN BYPASS 网络旁路功能，工业协议的深度包检测功能，以及异常活动和

异常数据的检测功能。其实施架构示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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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场景描述二

随着物联网 (IoT) 应用的发展，全球能源行业成为蓄意恶意软件的主要攻击目标，因为有计划的攻击会给

可靠性、可服务性和公众信任带来极大的破坏。最著名的事件之一是 2015 年乌克兰圣诞节期间停电，随后当

地能源公司遭受到一系列网络攻击，该区域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停电状态。类似事件表明，电力系统网络是关系

到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基础设备，截至目前电力系统网络安全是工业领域落地最早，应用最齐全的网络安全应

用。

电力系统网络安全应用领域，涵盖电力生产的“发、输、变、配、用、调”各个环节，产品应用包括电

网侧的电力专用正反向隔离装置，电力防火墙，单向认证加密装置，安全监测装置，态势感知装置，安全接入

装置等，发电侧包括工业防火墙，入侵异常检测，主机加固，日志审计等。

电力系统网络安全系统采用独立组网的形式进行网络部署，分为加密装置、隔离装置和平台运行装置三

大类，平台运行装置按照硬件功能划分为安全监测装置、网关机、 应用服务器和人机工作站四类。网络安全监

测装置部署于业务系统网络内部及厂站网络边界，主要实现对调度自动化系统及直调厂站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

网关机置于网络安全管理平台内外网边界，主要为安全数据采集汇总、平台间数据交换等功能提供支撑； 应用

服务器置于网络安全管理平台内网，主要为数据存储、平台支撑、安全应用等功能提供支撑。其实施架构示意

如下图所示。

华电众信提供基于 FT-1500A/16 的 HZC-6250 网络安全平台，可以满足千兆加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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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兆加密平台和态势感知平台等对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应用要求。

华电众信提供基于 FT-1500A/4 的 HZC-6151 网络安全平台，可以满足通信网关、隔离装置、防火墙和网

络安全检测 II 型装置等场景的应用需求。

方案实施效果
使用飞腾处理器的国产网络安全平台，为国家电力系统，轨道交通，特种安全行业等基础设施行业提供

网络安全保护，有力地提升了国家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等级，提升了国家的设备水平。

伙伴相关产品
HZC-6250 产品采用飞腾 FT-1500A/16 处理器，全模块化设计理念，提供多达 8 组的网络模块的扩展，

同时支持内部客户卡的扩展功能。

HZC-6151 采用 FT-1500A/4 的处理器，板载 8 路千兆以太网口，同时内部支持 PCIe 扩展，可以扩展网口，

串口或者客户功能卡，满足多种嵌入式 4 核处理需求的应用。整机采用无风扇设计，采用导管导热侧面鳍片式

散热的无风扇设计方式，整机 EMC4 级的电磁兼容设计，有效的满足了电力系统电磁兼容的高等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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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基于飞腾的 FT-1500A 平台的国产网络安全网关方案，定位于既有网络安全市场的中端和低端应用场景，

包括防火墙、数据加密、网络入侵检测、网络隔离装置、安全审计等应用，尤其针对工业应用场景，针对现场

无风扇设计要求，EMC4 级的高等级电磁兼容要求，以及模块化设计应对现场多变的应用，华电众信的硬件平

台可以有效满足这些需求。

目前产品在电力系统变电站通信网关机、网络安全监测 II 装置、电力系统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特种

安全加密装置等场景均有小批量产品试用。

伙伴信息

北京华电众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电众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5 月，是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物联网网关 & 网络

安全平台领域的专业提供商，以“让物联世界更简单”为使命，通过技术创新，结盟产业伙伴，为智慧能源、

智慧应急、智能电网、工业 & 特种安全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提供专业的产品及服务。

公司拥有物联网网关 & 网络安全平台产品全产业链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与服务等专业的技术与管

理团队 , 打造出了主要基于 ARM 架构的物联网网关 & 网络安全平台产品与解决方案。应用成功覆盖了可再生

能源网关、智能电网电力通信网关、纵向加密、正反向隔离装置；智慧能源与应急领域管理网关、安全隔离网

闸；同时也成功应用于工业 & 特种安全的防火墙、两化融合、工业互联网、加密机、隔离网闸、舆情监控、态

势感知、可信计算等领域。

公司顺应万物互联时代的发展，专注于连接创新服务，以高效的网络计算、可靠的安全平台与开放式网

关整合技术，全面打造华电众信使之成为物联网网关 & 网络安全平台领域最具关键影响力企业 , 为加速产业物

联网创新应用与国家安全贡献力量。

公司名称：北京华电众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http://www.hdzxbj.com/ 

公司电话：010-82795600

公司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 回南北路 果栋 LOFT 9 层

http://www.hdzxb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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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赛科技与飞腾
AFC联合解决方案

轨道交通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我国轨道交通近几年迅猛发展，由于国家对城市轨道交通的重视，投入经费相对较多，形成并且已经具

备有非常明显的特点。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特别是我国政府在熟悉了解了城市轨道交通的优缺点后，

在城市轨道交通上的投入日益增加，线路也由当初的独立、单一式正在逐步转化成相对比较完整的网络线路，

随着安全意识的增强，越来越看重信息化建设的安全、可靠、自主等特性，正在进行或计划将业务迁移至国产

平台上。

研赛与飞腾 AFC 联合解决方案可为行业用户提供基于飞腾的处理器的自助售检票设备产品，包括自助售

票机、自助充值售卡机、自助检票闸机控制系统等。

方案详情

自助售检票服务终端是由一台工控电脑作为控制的核心，此工控电脑有多达 14 个串口（包含 RS233、

RS485）、6 个 USB、30 路左右 GPIO 等接口的特点。通过 USB 口和串口（包含 RS233、RS485）连接各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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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通过网口和后端的数据中心通讯。通常前端通过 USB/ 串口接口连接触摸屏 / 密码键盘和读卡器等输入设

备；通过 USB 或者串口连接发卡器 / 纸币处理模块 / 硬币处理模块 / 银行卡读卡器 / 凭条打印机等模块来进行

现金购票流程的处理；通过 USB 或者串口 GPIO 连接闸机以及其他的一些输出外设，达到控制外设的 IO 动作；

带触摸功能的彩色液晶屏主操作屏及液晶广告屏。

自助售检票服务终端是通过外设达到现金或者互联网购票过程的自助化，整个过程离不开网络和后端数

据中心的通讯，从而保证前后端的数据的同步，后端对数据的储存，为后端的大数据处理提供数据的来源。

方案实施效果
通过自助售检票服务终端可以达到以下的效果：

1. 采用飞腾 CPU 平台的自助售检票服务终端，达到防断供和防后门的目的，保证国家交通信息安全。

2. 降低轨道交通营运成本。使用用飞腾 CPU 的自助售检票服务终端，能极大的较少地铁站点的工作人

员的数量，利用互联网方式购票或直接通行，提升了轨道交通的通行效率，降低了人员的成本。

3. 提供增值服务。许多自助设备可以跟第三方系统连接，完成诸如交水电费、电信费、购物等功能，

极大方便了群众的日常需求。

4. 减少人为风险。设备不会产生任何因道德、欲望等因素产生的轨道交通营业风险。

5. 大数据分析。通过自助售检票服务终端和后台的通讯，前端产生的所有的数据都传输到后端的服务器，

后端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调整地铁的运行的间隔和合理的调配资源，以便达到需求、成本、节能

的平衡。

伙伴相关产品
相关 AFC 处理平台产品：

产品 FT-1500A/4 处理平台 FT-2000/4 处理平台

处理器  FT-1500A/4 处理器 (4 个 Core，1.5GHz)
国产 FT-2000/4 处理器 (4 个 Core，

2.7GHz)

内存

2 个 UDIMM DDR3 槽位，工作速率

1333/1600Mbps，支持 ECC，最大支持容

量 16GB

2 个 UDIMM DDR4 槽位，工作速率

2660Mbps，支持 ECC， 最大支持容量

16GB

扩展槽 1 x PCIe3.0 x 1 / 1 x PCIe3.0 x 16 (X8 信号 ) 1 x PCIe3.0 x 8 / 1 x PCIe3.0 x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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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

2 x LAN / 4 x USB3.0 / 10 x USB2.0

1 x PS/2   / 3 x Audio 

2 x SATA3.0 / 2 x RS-232 (COM1,COM2) 

8 x RS-232(COM3~10)

2 x LAN / 4 x USB3.0 / 12 x USB2.0 / 3 x 

Audio

2 x SATA3.0 / 2 x RS-232 (COM1,COM2)

 8 x RS-232(COM3~10)

操作系统 银河麒麟 银河麒麟 /UOS/Centos 等

成功案例
深圳某 AFC 系统：

伙伴信息

深圳市研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研赛科技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 2006 年 8 月，位于深圳市南山区

留仙洞总部基地。立足于“中国设计和中国创造”的理念。公司聚集一批具有多年在微软、美国国家半导体、

英特尔、联想从事芯片研发设计经验，以及 Linux OS 的开发经验；富有产业经验、技术专长和管理能力的骨

干人才，运用国内外领先的技术，以 X86 及 ARM 为主要技术平台，致力于为高成长性的行业型市场提供具有

鲜明应用特征的、高可靠性的嵌入式产品及相关设计服务，帮助客户快速构建多样化、个性化的行业应用系统。 

    目前进入国产自主安全领域，为有国产自主控要求的行业市场（金融，电力，能源，交通等）提供软硬件的

系统平台，并获得战略型客户的大力支持，为金融设备行业提供自主安全的硬件平台和自主安全的操作系统平

台。

公司名称：深圳市研赛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devexel-tech.com

公司电话：0755-26059952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茶光路 1063 号一本电子商务大厦 D 座 D18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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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智达与飞腾
安全审计平台联合解决方案

工业  网安行业 

联合解决方案概述	
工控及网络安全包括涉及到互联网、电信网、广电网、物联网、计算机系统、通信系统、工业控制系统

等在内的所有系统相关的设备安全、数据安全、行为安全及内容安全，在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新兴技术的

催化下，我国网络安全市场迎来快速发展期。

集智达智能基于飞腾平台推出安全审计平台，重建服务器和设备访问安全管理系统，使得系统和安全管

理人员可以对信息系统的用户和各种资源进行集中管理、集中权限分配、集中审计，从技术上保证信息系统安

全策略的实施。

方案详情
安全审计平台架构：

安全审计平台架构包含如下模块：

• 账户管理：账户集中管理并且对用户能够进行一定的权限划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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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日志采集：实现审计日志的过滤、范式化等操作；对日志审计信息、数据审计信息、运维审计

信息进行关联分析和数据挖掘，深入分析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

• 统一管理界面：提供一个统一的操作管理界面，方便安全审计人员进行操作。

• 根据独立审计的原则：集中日志审计系统采用三权分立的用户管理办法，管理员、操作员和审计员

权限分离。同时，不同用户对系统的访问和使用采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策略进行细粒度的控制。

• 权限控制：能够对用户进行细粒度的权限控制，针对欲运维的目标设备进行用户与设备关联。

• 对违规信息提出告警、权限提升、阻断等操作，及实现事中的实时审计管理。

• 对事后的审计录像能够做到回放、复式检索、定位播放等便捷式操作。

安全审计平台部署：

使用飞腾处理器搭载集智达国产网络安全审计平台，可以实现如下效果：

• 用户进行集中管理的同时也进行了相应的权限划分，权限独立分明。

• 能够进行事前的防范，针对该企业有大量第三方代维人员的情况 , 对其采取定制化的角色类型和访问

策略。

• 对设备资源的违规操作实现权限的提升、告警，发现严重违规操作，直接阻断操作。

• 实现事后审计的方便快捷性。通过组合式录像查询定位，直接找到问题点。

通过运维审计系统的约束，整个流程而变得更加明晰，业务数据的安全以及 IT 系统的运维有了一个明显

的提升。而且，由于堡垒机安全防范体系建设，使得该企业的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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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相关产品

产品 集智达 FT-1500A/4 产品 集智达 FT-2000/4 产品

处理器 飞腾 FT-1500A/4 处理器 飞腾 FT2000/4 处理器

内存

2 个 RDIMM DDR3 槽位，工作速率

1600Mbps，支持 ECC， 最大支持容

量 32GB

2 个 RDIMM DDR4 槽位，工作速率

3200Mbps，支持 ECC， 最大支持容量

64GB

扩展槽

2 个 PCIe3.0x 8 扩展槽可插扩展网卡，

1 个 PCIe2.0x4 扩展槽，

1 个 mSATA，

1 个 MINI iPCIe，1 个 CFast

2 个 PCIe3.0x 8 扩展槽可插扩展网卡

1 个内置 PCIe3.0x8 扩展槽可插客户卡，1

个 M.2 接口，

1 个 mSATA，1 个 MINI iPCIe

前面板接口

6 个 RJ45 千兆网口，

4 个 SFP 千兆光口，

2 个 USB3.0，1 个串口，

2 个网络扩展插槽

6 个 RJ45 国产千兆网口， 

4 个 SFP 国产千兆光口，1 个管理口，

2 个 USB3.0，1 个串口，

2 个网络扩展插槽

操作系统 银河麒麟或深度及开源 Linux 银河麒麟或深度及开源 Linux

图片

伙伴信息

北京集智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集智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工业计算机行业内集自主研发、生产制造、系统集成、销售服

务为一体的高科技全球化企业。坐落于国家级 TBD（北京国际信息产业基地），拥有全国最专业的嵌入式工业

数据采集系统研发生产中心。

集智达主营六大板块：工业 4.0 平台、智能零售系统、轨道交通、智能物联网平台、网络安全、自主安

全计算机。集智达产品广泛应用于特殊领域、电网电力、智能机器人、机械制造、工业信息网络安全、城市交

通、智慧城市、石油石化、铁路、金融终端、数字医疗等行业。

目前，集智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销售服务体系，5 个销售分公司、12 个直属办事处

机构。在全国 20 多个主要城市均设有代理商、经销商。同时，集智达确立了“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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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部致力于全球市场的扩展。

公司名称：北京集智达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官网：www.gemotech.cn

公司电话：010-81909399

公司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北京国际信息产业基地发展路 1 号院（集智达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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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等，在国内政务办公、设备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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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