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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河南省东科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注册资金 2000 万元。公司主要从事

核心数据（运行空间及环境，大数据中心，云中心，智慧中心）中心的规划、设计、

建设、改造、运维；安全区域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维护；信息系统集成、网络工程、

安防工程、软件开发、电子智能；商业密码应用设计、建设、改造；IT 技术咨询和办

公设备及耗材销售和服务等相关业务。 

 

河南省东科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专业化的数据中心建设及网络工程公司，东科科技

始终坚持外引内建、自主创新和强强合作、国际合作的原则，全面提升在大数据中心、

网络工程方面的建设、研发、设计能力。在郑州与大学院校、各研究中心合作建立产

品研发平台，在北京与中科院一些部门联合建立对口项目研究中心，同时与清华大学

在技术、管理等方面进行结合，及时跟进世界最新技术发展。在政府、教育、电信、

金融、企业等数据中心建设中，东科公司的产品始终以人性、安全、稳定、先进、科

学、创新为原则，经历多年的努力拼搏，通过与国内外多个著名的 IT 企业深入合作，

为河南省直单位，各市直单位、中国移动、黄委会、以及各金融、医疗等企事业单位

提供了优质的系统集成和网络工程服务及相关产品。 

 

2018年起，东科科技与华为、同方、浪潮、中科曙光、长城、人大金仓、中标软

件、金蝶、东方通、山东中创、北京 CA、信安世纪、海康、大华、格力、汇丽、海湾

等著名 IT 公司合作，同时自主创新形成东科公司自己的自主安全可控国产化信息系

统整体解决方案。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遵循国家标准制定出自己的实施规范及产品

标准。 

 

为人类创造人性、安全、稳定、创新、科学、环保的数据运行空间与环境是我们

的使命。积极才有机会、行动才有成果、付出才有收获、创新才有发展、科学才有高

效、自信才会勇敢、激情让我们活着的更精彩、学习才会更卓越、创造客户价值是我

们的价值观。 

 

依托为人类提供安全/绿色/高效/快乐的生活于办公环境，用数据集成创导人类 

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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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科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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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科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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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科资质 东科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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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 

与清华大学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合作 

与中科院联合建立项目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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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国产信息化 

政务信息系统现状分析 

 

电子政务必然会涉及到许多政府内部的办公机密，势必有许多重

要信息要通过电子政务系统来进行处理。因此，为了实现电子政务系

统的安全运行，有必要在对其设计之时进行极大程度上的安全考虑。 

当前，国内政府和企业对国外电子信息产品过分依赖，而任何信

息电子产品都可植入后门，成为窃取情报的工具，不知不觉中成为政

府、国企的信息安全隐患。这说明国内信息安全的自主创新已经成为

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只有自主可控的国产产品才是安全可

信，オ能真正全面完整有效抵御境内外敌对黑客势力的渗透、入侵。 

随着国家提出建设网络强国以及一系列国际安全危机事件爆发，

国家间的安全军备竞争不断升级：信息安全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网络

攻防实力备受重视：各国对信息安全投入不断加强，欧美国家还启动

了贸易保护安全壁垒。与此同时，近年中国网络安全事件频发，给社

会经济带来各种不安定因素，国家政府和大中企业对信息安全日益重

视，信息 IT 国产化以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中国已建立起信息安全

标准化体系、信息安全产品的认证认可体系、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体系，

亦出台了一系列信息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国产自主化信息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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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信息化项目建设改造 

信息系统国产化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信息化领域基础软硬件大多依托国外产品或国外核心

技术，自主和安全可控存在先天不足，网络安全风险和隐患较大。为

了确保信息系统运行安全、稳定、快捷的前提下，使用国产基础软硬

件替代现行国外基础软硬件产品，并在此基础上积极研究和推动国产

基础软硬件升级换代，整体提升国产基础软硬件技术成熟度，提升基

础软硬件厂商的技术集成和服务支撑能力。 

自“棱镜门事件”与“RSA后门算法”事件曝光后，全球对于信

息数据安全的重视度不断升温。受该事件影响，国家对于网络信息安

全在电信、金融、政府等核心领域的应用给予高度重视，并引发了国

内去“IOE”人潮，带来了国产化的急迫需求： 

1. 保障国家党政机关的内网信息安全； 

2. 保护国家行政办公机密及社会百姓人身信息安全； 

3. 有效的促进自主国产高端信息产业的发展； 

4. 为政务关键业务和社会各界提供安全可靠的信息服务； 

5. 保障信息安全，实现核心软硬件国产化“自主可控”已经

是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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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信息化项目建设改造 

国产信息化建设概述 

国产信息化项目建设是一个复杂、庞大、先进、没有成熟实际应

用的信息化项目，包括硬件替换、应用迁移等内容，涉及到多业务多

应用系统的集成，国产化软硬件产品的选型和项目集成，跨平台的多

业务应用迁移，因此必须遵循整体性原则，设计出可靠稳定、安全经

济的建设方案。 

设计充分落实国家 IT 系统自主可控与信息安全的相关文件精

神，选用完全自主研发生产的主流厂商软硬件产品，确保系统的可靠

性和安全性。由于政务系统的特殊性，关键业务不允许长时间中断，

因此在设计方案时要充分考虑国产化平台与原有平台之间的兼容性，

为了后续迁移过程中能够平滑的过渡，不会因为新老平台因为兼容性

等问题导致业务不能在新平台上运行而致使政务长时间中断，同时也

好做好充分的回档备份工作，避免业务应用在迁移过程中崩溃或数据

丢失而造成不可逆的损失。 

国产信息化建设目标 

根据项目需求，从应用层、物理硬件层、网络层等方面统筹考虑，

制定出切实可行，稳定可靠的整体规划，并根据需求的轻重缓急、主

次程度，制定出分段方案。通过搭建国产化软硬件统一基础环境，建

设网络、服务器、安全等基础设施，完成国产化信息平台的建设和应

用，基本满足党政机关的业务需求，完全满足国产自主安全可靠的总

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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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信息化项目建设改造 

国产信息化总体架构 

 

 

 

 

 

 

 

 

 

 

 

 

根据总体逻辑框架来看，应用系统、基础软件层和基础设施层由

现有非国产化商用环境向国产化环境迁移时，涉及到多种软硬件平台

国际标准和接口模式等多个方面，存在指令集兼容性、插件兼容性、

数据库迁移等诸多问题，而且软硬件各版本之间也需要考虑兼容性，

因此我们在众多国产厂商和产品中进行深层次的对比测试，从而选出

适合应用场景，满足替代需求和兼容性适应性都非常成熟的软硬件产

品。  

 

总体建设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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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信息化项目建设改造 

国产信息化总体方案 

按照结构层次制定相应的替换方案，从最底层的基础设施硬件开

始选型，从众多国产厂家产品中选出优势明显，性价比高，性能满足

建设需求的硬件产品，并且在选型时应当考虑为以后留一定的发展空

间，增加系统的可扩展性。基础软件层数据库和中间件的选在应当充

分结合现有业务考虑基础软件与业务系统的兼容性和可靠性，保障业

务迁移的过程中能够平滑过渡，不会影响到业务的正常运行，从而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涉及到重要应用时，应当做好数据备份，并采用双

机热备的模式，保证系统的冗余性，在出现故障期间能够无扰切换到

备用系统。 

代替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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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信息化目录产品介绍 

国产高端芯片 

在处理器领域，国产自主通用处理器形成了多种指令集架构的系

列化处理器产品，产品主频普遍达到 1．0～2．5GHz。国产处理器主

要有飞腾、龙芯、兆芯、鲲鹏四大系列。龙芯处理器采用类 MIPS 指

令集，目前已发展到龙芯 3 系列处理器，最新产品为龙芯

3A4000/3B4000，4核 64位，主频 1.8～2.0GHz；飞腾处理器包括 FT

－1000、FT-1000A、FT－1500A 等系列处理器，最新产品为 FT－2000

／64，兼容 ARMv8指令集，64 核，主频 1.5～2.0GHz，飞腾新一代高

可扩展多路服务器芯片腾云 s2500采用 16nm工艺，主频 2.0-2.2GHz，

拥有 64 个 FTC663内核，片内集成 64MB 三级 Cache，支持 8 个 DDR4-

3200存储通道。如：  

 

 

龙芯 3A4000／3B4000 是龙芯 3 号系列

处理器的最新升级产品，使用与上一代产品

相同的 28nm 工艺，采用龙芯最新研制的新

一代处理器核 GS464V，SPECcpu2006定点和

浮点单核分值均超过 20分，是上一代产品 

的两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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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操作系统 

在操作系统领域，形成了面向服务器、桌面等领域的国产操作

系统。国产通用操作系统主要有银河麒麟、中科方德，统信等，均

支持国产主流处理器，提供简单易用的图形化桌面环境、丰富的应

用软件和完善的开发环境。其中，银河麒麟操作系统基于开源 

Linux，对其内核和核外环境进行了安全、高可用等增强改进，全面

对国际主流 x86处理器，以及国产处理器，比如龙芯、飞腾、兆芯

系列等进行支持，支持 Java、C、C＋+等多种编程和脚本语言，支

持 Qt、 Eclipse 等多种集成开发环境。如： 

银河麒麟操作系统采用强

化的 Linux 内核，分成桌面

版、通用版、高级版和安全版

等，满足不同客户的要求，已

经广泛的使用在能源、金融、

交通、政府、央企等行业领

域。银河麒麟增强安全操作系统采用银河麒麟 KACF 强制访问控制框

架和 RBA角色权限管理机制，支持以模块化方式实现安全策略，提

供多种访问控制策略的统一平台，系统实现 x86 与龙芯、兆芯、申

威、飞腾等国产平台同源开发、跨平台应用，并保持不同平台一致

的用户体验。 

  

国产信息化目录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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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数据库 

在数据库领域，形成了以达梦、人大金仓、神通、南大通用等

为代表的国产数据库产品。产品部分性能已经与国外主流产品持

平，支持 SQL 通用数据库查询语言，提供标准的 ODBC、JDBC 等数据

访问接口，支持目前的主流硬件平台，并稳定运行于 Windows、 

Linux、银河麒麟和统信等主流操作系统平台。如： 

 

人大金仓数据库管

理系统符合 SQL92以及

SQL2003标准，支持主

流的开发接口，包括：

ODBC3．5、JDBC3．0

（支持 Hibernate扩

展，支持 JDBC4．0中的 XML特性，支持 XA接口）、嵌入式 SQL 编程

接口、OLEDB 接口、 NET Data Provider 接口，PHP接口、Perl接

口、同时兼容 Oracle Pro＊C、OCl、OO4O 的数据访问接口。提供

全方位的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的支持，提供包括 Unix、 Linux、 

Windows以及 solaris、AIX、HP＿UNIX等数十个操作系统产品版

本，支持 X86、X86＿64、 Itanium、UltraSparc、 PowerPc 系列以

及国产龙芯、飞腾、申威等 CPU 硬件体系结构 

  

国产信息化目录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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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中间件 

国产中间件主要有东方通、中创和金蝶等，完整支持 J2EE 规

范，支持多层结构应用的部署、运行。现已开展了与国产操作系

统、数据库的兼容性测试，产品达到实用化水平，并被大量应用于

金融、通信、政府等行业领域。如： 

TongWeb 应用服务器

是由东方通公司开发的一

个强大的符合 JAVA EE 工

业标准的 Internet 应用支

撑平台 TongWeb是用于支

持功能强大的和可扩展的多层 Web应用的应用服务器（ Application 

Server）对于企业用户来说，它能够帮助用户方便、快捷地开发、部

署和管理关键的分布式的 Internet 应用，支持国产操作系统以及国

产主流的数据库，如达梦、人大金仓、神通、南大通用等，并且参

与国产集成多次适配，在与国产数据库适配方面有很好的技术经验

支持。符合国标标准规范，支持 JavaEE5．0， JavaEE6.0，产品支

持多种开发工具，包括 eclipse、JDeveloper、 NETBean 等架构的快

速应用系统的统一开发工具。支持图形化的 XML 开发功能，包括基

于 XQuery 的数据格式变化，基于 XML 的数据访问，数据查询等功

能。支持基于浏览器的调试，并支持远程应用的调试。 

  

国产信息化目录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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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办公打印 

国产办公打印国产办公软件套装主要有 WPS 和永中，可以实现办

公软件最常用的文字、表格、演示等多种功能。具有内存占用低、运

行速度快、体积小巧、强大插件平台支持、免费提供海量在线存储空

间及文档模板满足日常办公需求。 

WPS Office是由金山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一款办公软件套装，支持阅

读和输出 PDF 文件、全面兼

容微软 Office 格式（doc／

docx／ xls／ xlsx／ ppt／

pptx等）独特优势。覆盖 Windows、 Linux、Android、iOS 等多个

平台。 WPS Office支持桌面和移动办公。 

奔图激光打印机是中国第一台自

主核心技术激光打印机，由珠海赛纳

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成功，并

规模化生产。支持国产操作系统，独立

自主研发，有着强大的安全稳定性，搭

配国产中标麒操作系统和国产龙芯

3B1500CPU 能实现每分钟连续 34 页的打印速度，性能卓越，专注于

政府安全打印。 

  

国产信息化目录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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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合作伙伴 

——操作系统—— 

——服务器—— 

——存储—— 

——数据库—— 

——中间件—— 

——办公打印—— 

——台式机—— 

——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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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商业密码应用 

 

商业密码测评 

商业密码应用规划 

商业密码改造、建设 

商业密码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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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信息系统密码应用现状分析 

电子政务是国家实施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管理、公共服务

和应急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

发展，电子政务应用涵盖政府内部办公和面对公众的信息服务两大

方面。就政府内部办公而言，电子政务系统涉及到部门与部门之

间、上下级之间、地区与地区间的公文流转，这些公文的信息往往

涉及到机密等级的问题，应予以严格保密。 

为提高电子政务系统信息安全水平，基于各种密码技术已经广

泛应用于我国各级政府电子政务信息系统中，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电子政务信息系统采用的密码技术大多为

RSA、DES 等国际通用的密码技术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中这种现象

的存在对于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信息系统安全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

潜在风险。 

2018年 2 月，国家密码管理局正式发布《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

本要求》（GM/T0054－2018）标准文件，新标准从信息系统的物理和

环境安全、网络和通信安全、设备和计算安全、应用和数据安全等

四个层面提出了针对信息系统等级保护不同级别的密码技术应用要

求，制定并明确了等级保护不同级别的密钥管理和安全管理的要

求。 

  

商业密码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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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信息系统密码应用改造方案 

通过对电子政务信息系统中的各技术环节密码应用改造，实现

政务信息系统基于可信密码应用算法的身份认证、传输加密、储存

加密、签名验签、安全浏览、密钥集中管理等功能，并从物理和环

境安全网络和通信安全、设备和计算安全、应用和数据安全等四个

层面满足电子政务信息系统不同安全等级保护级别的密码应用要求

进一步规范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密码应用的规划、建设、运行等过程

提升政府领域信息安全专用化服务水平。改造方案遵循以下原则： 

1.在密码应用改造实施前需要做好项目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

强化密码应用改造执行与管理，严格按照制定的升级改造方案和计

划时间节点，精心组织逐级推进，确保密码算法升级改造工作按照

既定标准和时间完成； 

2.按照分步、分阶段策略稳妥推进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密码应用

基础软硬件环境改造，遵循《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和升级

改造规范要求确保合规有序完成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密码算法安全接

入和防护； 

3.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密码应用改造工作应在保证现有业务系统

安全可靠运行的前提下推进，强化密码应用改造工作安全意识提升

电子政务信息系统整体安全保障措施，加强安全管控能力。 

  

商业密码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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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密码应用体系总体架构 

综合考虑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的应用安全需求和密码应用相关标

准规范，在电子政务信息系统中应采用密码技术建立密码保护框架

为电子政务信息系统提供等级保护要求安全防护服务。电子政务信

息系统密码应用保护体系的整体构成包括密码基础设施、密码设

备、密码服务以及密码支撑的安全服务等四个组成部分。密码保护

技术体系构建的目标是基于密码技术为电子政务信息系统提供安全

保护服务，从而为信息系统的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安全、应

用安全和数据安全及备份恢复提供基础保障。 

  

商业密码系统应用 

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密码应用体系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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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和环境安全密码应用改造 

  

商业密码系统应用 

政务信息系统所在物理环境的门禁系统应更换符合国家标准并

取得密码产品型号证书的门禁系统，改造后信息系统机房出入口和重

要区域安装内置国家密码管理局的安全要求的SM1分组密码算法的非

接触逻辑加密卡芯片和 SM1／SM7 安全模块等电子门禁产品，并以计

算机和通信技术为手段实现对进出人员真实身份和权限鉴别，以及基

于真实身份的访问操作权限控制。新的门禁系统基于非接触式感应

SM1 卡识别技术，主要由管理系统、控制器、感应式读卡器、电子锁

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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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通信安全密码应用改造 

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网络和通信安全密码应用改造重点是 VPN 综

合安全网关。VPN 技术可用于网关和网关之间的连接、网关和客户

端之间的连接、客户端和客户端之间的连接。针对电子政务信息系

统中 VPN综合安全网关密码应用改造策略考虑采用基于国密算法

VPN 综合安全网关设备替代原有密码算法 VPN 安全网关，实现客户

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的安全互联和移动办公用户的安全接入达到信息

安全自主可控的保护效果。 

  

商业密码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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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和数据安全密码改造 

政务信息系统应用和数据安全密码应用改造以搭建满足国产密

码算法数字证书电子认证服务平台为基础，为政务信息系统提供身

份认证、数字签名、电子签章等安全功能，应用功能改造的原则为

只要在业务应用系统中涉及 CA的应用功能（如 CA登录、数字签

名、数据加密、电子盖章等）均需升级并支持国产密算法的数子证

书应用改造方案中数字证书电子认证服务平台由安全认证中间件组

件子系统和签名服务器子系统两大模块共同构成。 

基于密码应用算法要求改造的政务信息系统架构如下图： 

  

商业密码系统应用 

电子政务信息系统密码应用业务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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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系统与安全网关应用案例 

 

对于应用系统来说，在公共网

络上传输的敏感业务数据（包括

身份鉴别信息以及业务数据等）

都需要实现传输环节的机密性和

完整性保护，以防止内容泄露、

数据被篡改和破坏。NSAE 应用安

全网关是信安世纪自主研发的为

应用系统提供安全代理服务的硬件设备。产品通过 SSL／TLS 方式

为 B／S 或 C/S 类型的应用提供代理服务，配合产品自带的负载均

衡、防火墙、HTTP压缩等功能，为应用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代理和应

用加速服务。 

在数据共享交互的环境下，通过 SSL安全协议实现的安全加密

认证通信客户端产品。它集成了身份认证、建立安全 SSL 链接、数

字签名、验证签名、日志审计等功能于一身，能够将普通的 HTTP 连

接转换为安全的 HTTPS 连接，同时能够提供基于 HTTP 方式的数字

签名服务，保证关键数据的内容安全，实现关键数据的防纂改、抗

抵赖和数据提供方身份的真实性验证。 

  

商业密码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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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系统与 CA 的应用案例 

 

数字证书应用支撑平台

系统为行业应用系统提供以

数字证书为基础的身份验

证，安全通信，数字签名，

安全审计等安全服务功能。

平台与各个应用系统结合实

现身份验证，安全通信，数

字签名，单点登录，VPN 应

用，安全审计等安全功能。数字证书应用支撑平台通过证书签发服

务平台的 LDAP 服务器获取证书撤销列表 CRL 和所需的用户证书，或

者通过 OCSP协议连接 OCSP 服务器实现实时的证书状态验证。数字

证书应用支撑平台还可以通过访问时间戳 TSA服务器，获取所需的

时间戳。 

通过 CA 数字证书实现网络应用强身份认证、数据保密传输，

全面支持 PKI／CA（公钥基础设施）系统，通过数字证书加密、认

证等技术手段，为访问应用的用户提供强身份认证、传输数据加

密、权限控制、行为审计等服务，保证用户接入、数据传输、数据

访问的可控、可用、可管理。 

  

商业密码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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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产品介绍 

密码卡：高性能基础密码

设备，能够适用于各类密码安

全应用系统进行高速的、多任

务并行处理的密码运算，可以

满足应用系统数据的签名／验

证、加密／解密的要求，同时提供安全、完善的密钥管理机制。安

可密码卡作为密码硬件平台的重要安全部件，已经与国内众多主流

PKI 厂商进行合作，并广泛应用到签名验证服务器、身份认证网

关、VPN网关等密码设备中。 

USBKEY：用自主设计、经国

密局批准的 SM1、SM2、SM3、

SSF33 等的 128位对称密码算法

和 1024 位／2048位 RSA 密码算

法，利用口令校验、文件访问权

限控制等安全机制，提供封装紧

密的密码功能调用，实现用户身份鉴别、信息和数据加密保护、信

息完整性保护等功能，具有较强的信息和密钥保护能力，用于信息

系统的客户端，可以有效地增强系统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具有密码

功能完善、密码运算速度快、文件存储容量大、安全性好、体积

小、重量轻、价格低、便于携带和使用以及性价比较高等特点。 

 

商业密码系统应用 



- 28 - 

 

  

商业密码系统应用 

 

服务器密码机：可以提供多种国产密码算法   

（SM1、SM2、SM3、SM4），并能够保证密钥和密

码算法安全性，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和实用价值。 

符合 GM/T 0018-2012《密码设备应用接口规范》，可以安全、灵活、方

便的集成到各类安全应用系统中针对安全性高、高速、高性能的应用环

境而研制开发，功能完善、算法性能高、并发工作量大。作为高端商用

基础密码产品，既可以为信息安全传输系统提供高性能的数据加解密

服务，又可以作为主机数据安全存储系统、身份认证系统以及对称、非

对称密钥管理系统的主要密码设备和核心构件，具有广泛的系统应用

潜力。可广泛地应用于银行、保险、证券、交通、邮政、电子商务、移

动通信等行业的安全业务应用系统。 

 

 

签名验签服务器：为关键业务使用者  

提供基于 PKI    体系架构和数字证 

书支持的电子签名解决方案，在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活动中，保证关键

业务的机密性、信息完整性、不可否认性，能够适用于各类密码安全应

用系统进行高速的、多任务并行处理的密码运算，同时提供安全、完善

的密钥管理机制，通用性好，能够平滑接入各种系统平台，满足大多数

应用系统的要求，在应用系统安全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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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全测试 

 

全方位测试服务，覆盖完整应

用生命周期，多维度检测保障应

用质量，确保应用及时上线，高

效运行。基于行业领先的自动化

检测技术，从应用代码、配置、组

件、数据、加密通信等多维度进行全面扫描，实现多角度全方位深层

次检测，与 OWASP、CVE、CWE、CNNVD、CNVD 等权威的漏洞规则库进

行结合，高效的自动化扫描，5分钟内出具安全扫描报告，测试过程

完整记录，支持扫描策略自定义、第三方工具集成等定制化开发，支

持企业本地与云端灵活部署。          

在不影响业务系统正常运行前提下，由测试团队串联安全弱点形

成攻击路径，利用其达到模拟入侵的效果，深度挖掘安全隐患，严格

遵循国内外安全标准，对应用安全情况进行综合评估的同时，提供结

合应用业务情景的漏洞说明、过程详情以及修复方案，针对报告中的

安全隐患，协助客户进行修复，同时对修复结果进行复测，充分验证

漏洞修复的有效性. 

业务系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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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及测试项目 

检测及测试项目 

 

1.  深度兼容测试 

2.  Bug探索 

3.  密码测评 

4.  安全测试 

5.  军保测试 

6.  系统功能性测试 

7.  系统稳定性测试 

8.  业务应用功能测试 

9.  业务应用稳定性测试 2 

10. 耐压力测试 

11. 产品稳定性测试 

12. 产品功能性测试 

13. 产品、系统、国家标准检测 

14. 通信测试 

15. 特种环境下信息系统测试 

16. 攻击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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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 32 - 

 

 

  

成功案例 

鹤壁市政府数据中心 黄委会数据中心 

淇县县委数据中心 舞钢市委数据中心 

襄城县委数据中心 长葛市委数据中心 

信阳市委数据中心 汝阳县委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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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周口市委数据中心 平顶山市委数据中心 

召陵区委数据中心 

安阳市委数据中心 商丘市委数据中心 

义马市委数据中心 

郾城区委数据中心 濮阳县委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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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扶沟县委数据中心 南阳市委数据中心 

洛阳市洛龙区数据中心 漯河市源汇区数据中心 

中原区委数据中心建设 

罗山县委数据中心建设 

镇平县委数据中心建设 

建安区委数据中心建设 

新野县委数据中心建设 

管城区委数据中心建设 

商水委数据中心建设 

陕州区委数据中心建设 

郑州市移动公司建设 

宛城区委数据中心建设 

新蔡县委数据中心建设 

鄢陵县委数据中心建设 

商城县委数据中心建设 

焦作县区委机房改造及建设 

武陟县委数据中心建设 

惠济区委数据中心建设 

…… 

永城公安局数据中心建设 

济源市委数据中心建设 

省移动数据中心建设 

省电信数据中心建设 

渑池县委数据中心建设 

固始县委数据中心建设 

郸城县委数据中心建设 

鹤壁淇滨区委数据中心建设 

鹤壁鹤山区委数据中心建设 

洛阳市涧西区委数据中心建设 

河南中烟工业数据中心建设 

河南省司法厅数据中心建设 

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数据中心建设 

河南省人民医院数据中心建设 

省烟草公司郑州分公司数据中心建设 

河南中烟黄金叶制造中心数据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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