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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产化安全可控生态体系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是目前的一项国家战略，也是当今形势下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发展信创是为了解决本质安全的问题。信创产业发展已经成为经济数字化转型、提升

产业链发展的关键，从技术体系引进、强化产业基础、加强保障能力等方面着手，促进信

创产业在本地落地生根，带动传统IT信息产业转型， 构建区域级产业聚集集群。

随着中国的发展，很多技术因为一些原因越来越受制于人，尤其是上游核心技术。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明确了“数字中国”建设战略，抢占数字经济产业链制高点。国家提

出“2+8”安全可控体系，2020-2022年是国家安全可控体系推广最重要的3年，中国IT产业从

基础硬件-基础软件-行业应用软件有望迎来国产替代潮。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信创发展的目

标：自主可控！

心通达积极响应技术创新工作，从政务、企业协同办公领域出发，融合“办文、办会、

办事”的信息资源，规划建设基于信创体系下的新一代智慧协同办公平台。





第一部分

国内信创领域发展状况



国内信创领域发展状况

信创(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链包括芯片、系统软件、中间件和应用软件

其中，芯片领域我国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系统软件主要包括操作系统和数据库，
操作系统方面，PC 端主要被微软的 Windows 垄断，移动端主要被谷歌的安卓系统和苹果的 iOS 系统
垄断；数据库则主要被甲骨文的 Oracle 和 MySQL、微软的 SQL Server 以及 IBM 的 DB2 垄断。IBM

和Oracle 长期占据着全球中间件市场份额的前两位。应用软件国产化相对较高，在下游应用细分领域
具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如办公软件、行业专业应用软件等。

外部环境渐趋复杂，信创行业乘势而起

由于过去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我国的IT 产业生态基本是建立在美国科技企业的软硬件之上，
虽然后续部分国产软硬件开始进入自主研发的过程，但在性能、生态建设等方面与海外同类型产品相比
，仍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近年发生的“微软黑屏门”、、“棱镜门”、“中兴华为”等安全事件，敲响了我国
IT 产业的警钟，建立由我国主导的 IT 产业生态尤为迫切。对此，我国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行业乘势而起
，旨在通过对IT 硬件、IT 软件各个环节的重构，建立我国自主可控的IT 产业标准和生态



国内信创领域发展状况

发展信创产业的意义

主要是从云计算、软件、硬件、安全等方面推进和提倡行业的创新发展，提升信息技术软硬件的信息安
全管理的技术防护能力。信创发展是一项国家战略，也是当今形势下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功能。信创产业
发展已经成为经济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链发展的关键。

心通达积极响应信创产业指导方针，从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出发，以全员协同的综合办公应用辅助政府、
企事业单位建立自主可控的内部数字化管理门户，满足用户高效“办文、办会、办事”的全方位需求，规
划建设基于信创体系的新一代智慧办公平台。

信创产业链发展情况

信创产业链条逐渐完善，重要领域有望率先铺开。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上层政策的引领，以及企业、机
构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之下，我国信创行业逐步实现从“可用”到“好用”的转变，基本建立起从上游芯片到
下游应用的替代产业链条，关键环节如国产CPU （鲲鹏、海光、飞腾、龙芯、兆芯、申威等）、国产
操作系统（麒麟、统信等）、国产应用软件（金山、用友等）等已实现较好的突破。



国内信创产业主要参与厂商

产业链 细分领域 国内厂商

硬件

芯片 华为海思、寒武纪、清华紫光、天津飞腾、中兴微电子、中电华大、北
京君正、北大众志、兆芯、天津海光、申威、中科院龙芯等

存储 浪潮、中科曙光、新华三、长江存储等

服务器 浪潮、华为、联想、中国长城、中科曙光等

整机 联想、同方、中国软件、中国长城等

基础软件

操作系统 中标麒麟、UOS、中科红旗等

数据库 人大金仓、武汉达梦、神州通用、南大通用、TiDB等

中间件 东方通、金蝶、中创等

安全软件

网络安全 深信服、启明星辰、奇安信等

数据安全 格尔软件、卫士通等

终端安全 360、北信源等

应用软件
行业应用 用友、远光、卫宁健康、宇信等

办公软件 金山、中标华普、永中、泛微、通达、心通达等



第二部分

心通达信创平台价值



自主可控：心通达携手国产信息安全厂商，共同打造符合信创发展要求的办公应用；通过自

研底层核心平台，实现底层代码的自主可控，针对政务、部队等领域可以提交全部代码备案。

安全合规：通过为系统应用置入满足合规性要求的安全功能，例如三员管理、分级管控、等

级保护等，使其满足国家安全合规性要求，避免各类风险。

国产适配：可完美适配国产主流的基础软硬件，覆盖芯片、整机、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

件、浏览器、流版软件、身份认证、电子签章、安全网关，VPN设备等，并取得互认证。

性能可靠：心通达可依据用户规模和项目实际情况提供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部署方式，

支持不同规模用户并发访问，确保系统性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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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通达信创平台价值

技术领先：心通达信创方案，采用最新的技术架构，具有高起点、生命周期长的特点，可用

于各类传统办公平台、非国产化系统的替代和升级改造
04

即装即用：心通达平台经过十多年来大量客户项目实践，已实现完全产品化、组件化，可以

快速安装、随需应变、组件即插即用、快速集成第三方系统，同时自身可实现快速迭代升级。
04



心通达信创平台核心特性

心通达将300多项政

务、企业应用都完

成了信创环境的改

进完善。移动端、

PC客户端、即时通

讯都支持信创基础

平台，支持安全内

网环境应用

01全面信创改造

针对不同CPU的不

同 指 令 集 编 译

OpenJDK程序，完

美搭配，确保运行

的更稳定，更高效。

更可以支持全部主

流国产中间件。

02支持OpenJDK

心通达完全实现系

统分层设计，可实

现前后端分离，部

分运算采用客户机

前端计算，减轻服

务器压力，后台也

可以实现数据库分

离、静态文件分离

03分层设计

心通达口号是：1套

平台=100套OA，

通过多组织应用可

以实现集团化部署，

建立SaaS模式多组

织私有云，极大降

低服务器采购数量

和软件采购费用

04多组织应用

心通达平台，可以

通过国产操作系统，

搭建高性能服务集

群，满足数万人大

协同办公应用场景

需求，满足智慧城

市应用的大数据、

高性能要求

05集群部署



心通达信创平台生态伙伴

心通达
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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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通达信创平台与主流信创厂商的兼容认证



心通达信创平台与主流信创厂商的兼容认证



心通达信创平台与主流信创厂商的兼容认证



心通达信创平台与主流信创厂商的兼容认证



心通达信创平台与主流信创厂商的兼容认证

兼容认证证书，持续增加中



第三部分

心通达信创平台应用场景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综合办公门户

内置各类办公门户、业务应用门户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综合办公门户

内置各类办公门户、业务应用门户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公文管理

公文全流程管理，自主研发流程引擎，可视化流程、表单设计器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公文管理

公文全流程管理，自主研发流程引擎，可视化流程、表单设计器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公文管理

公文文档在线编辑，支持国产Linux下火狐浏览器调用WPS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公文管理

公文表单，支持网页电子签章、手写签名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公文管理

公文支持转换为AIP、OFD等国产版式文件标准，支持安全电子签章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内置文档预览服务

支持Office、PDF等文档无插件预览，采用H5页面，适配主流浏览器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即时通讯

自主知识产权即时通讯引擎，服务端、客户端都可以支持国产操作系统，支持内网部署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智慧政务应用

心通达智慧网格平台、智慧社区平台、智慧园区平台

人：人口，

党员，网格员，
特殊人群等

物：城市部件，

垃圾桶，油烟在
线监测，微型站
点，摄像头等

组织：党

组织，社区，
企业等

地：房屋，

道路，施工
工地等

事：视频抓拍事

件，突发事件，网
格员上报事件等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GIS地图应用

心通达GIS地图应用，可对接国产天地图、百度地图等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智慧教育应用

心通达智慧教育应用，已被数十家教育局和大学采用



心通达信创应用场景—工业云应用

心通达工业云应用，已服务于航天科技集团，军工企业相关业务



第四部分

心通达信创平台部署模式



心通达信创平台部署模式

心通达平台部署架构图



心通达信创平台部署模式

服务器硬件配置建议

用户数 操作系统 CPU参考 CPU个数 内存 硬盘 数量 备注

200以下 统信UOS
Huawei 
Kunpeng 920 
2.6GHz

1颗4核 8GB及以上 300G(SSD) 1

1.必须使用64位
操作系统

2.1000用户数以
上建议数据库服
务器和应用服务
器分离部署

3.3000用户数以
上建议采用集群
部署模式

200-500 统信UOS
Huawei 
Kunpeng 920 
2.6GHz

1颗8核 16GB及以上 300G(SSD) 1

500-1000 统信UOS
Huawei 
Kunpeng 920 
2.6GHz

1颗16核 32GB及以上 300G(SSD) 1

1000-2000 统信UOS
Huawei 
Kunpeng 920 
2.6GHz

1颗16核 32GB及以上 500G(SSD) 2

2000-3000 统信UOS
Huawei 
Kunpeng 920 
2.6GHz

1颗32核 64GB及以上 1TB(SSD) 2

3000以上 统信UOS
Huawei 
Kunpeng 920 
2.6GHz

1颗16核 32GB及以上 1TB(SSD) 10



心通达信创平台部署模式

服务器操作系统分区建议

服务器 服务器路径 分区大小 分区格式

应用服务器
交换区

物理内存大小
或其2倍

swap

/ 剩余空间 ext4

数据库服务器
交换区

物理内存大小
或其2倍

swap

/ 剩余空间 ex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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