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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来，科华恒盛一直致力于电力电子技术的研发制造，实现自主技术和能源可持续创新，通过提供

高品质的产品和优秀的解决方案与服务、更好地满足金融、交通、政务、云基础、新能源等领域的客户能够更可

靠、安全、智能的利用绿色能源。我们通过帮助客户发展现有电力电子技术，同时坚持履行在安全、可靠性、数

据安全等方面的长期承诺，推动行业的发展与进步。

助推生态型能源创新

科华恒盛倡导能源可持续创新，提出了构筑生态型能源互联网的理念。科华恒盛依托电力电子28年的技

术积累和市场服务的优势，通过“一体两翼”的战略发展规划，即以高端UPS、定制电源、电力自动化系统为主

的能源基础业务为主体（一体），通过拓展数据中心、数据安全、云资源服务为核心的云基础服务以及风光、储

能、新能源汽车为主的新能源“两翼”业务，形成“一体两翼”的发展优势，创新商业模式和完善业务布局，打造

生态型能源互联网。

以“一体两翼”为指引，加快推动转型发展

在公司战略的指导下，未来五年，科华恒盛确定了生态型能源互联网的“一体两翼”发展规划。2016 年，科

华恒盛将围绕公司战略及“一体两翼”核心业务，深化转型、优化布局，积极协同合作伙伴，持续开拓创新，为各

领域事业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在能源基础领域，科华恒盛成功开发出核岛级UPS设备，打破国际品牌

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为我国核电自主化安全发展贡献力量。科华恒盛能源基础还在诸多重大基础

工程项目广泛应用，例如，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项目中成功应用，积极参与国防军工、轨道交通、金融、政

务、公共、通信等大型项目建设。在云基础领域，科华恒盛自主投建运营北京、上海、广东等云计算数据中心，并

依托原有高端客户资源，构建云服务生态产业链。在新能源领域，科华恒盛相继在宁夏、山东、河南等地开发光

伏电站建设，且在储能、微网、充电桩等新领域持续开拓创新，例如，为美国、日本、乌兹别克斯坦等大型工业提

供储能应用方案，为东南亚、中亚、非洲、欧美和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用户提供绿色电能保障服务。

科华恒盛一系列高水平运作，实现了公司发展空间向新市场、新领域拓展，增强了公司的资源调配、统筹

发展的能力，树立了高端品牌企业形象，为实施生态型能源互联网战略搭建了坚实的基础平台。

PREFACE  刊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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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科华恒盛成功签约“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交通工程主体工程项目交直流电源系统，为
大桥提供了高端UPS、直流屏、蓄电池等核心设备组成的高端电源解决方案，全力保障港珠澳大
桥安全可靠运行。

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是一座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巨大桥梁，在促进香港、澳门和珠江三角洲西岸

地区经济上的进一步发展具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一座世界级的跨境、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桥涵
盖了路、桥、隧、岛等各项工程，总投资超1000亿，是中国乃至世界交通业最具挑战性的超级工程
项目之一。 港珠澳大桥作为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材料业的典型集成代表，集成了前端设计、材
料、工程、装备等一系列产业链，代表了中国制造的集成实力。

最具挑战性的项目
科华恒盛参与的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交通工程机电系统，是目前国内高速公路机电安装项

目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也是国内高速公路第一个采用系统集成模式招
标的项目。作为中国建设史上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项目，港珠澳大桥工
程从规划、设计到开工建设都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这座超级工程的质量安全，不仅仅影响来往
车行，更是影响着世界桥梁工程的发展，因此大桥建设方对于桥梁工程质量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品质的全面考验
该项目中，科华恒盛提供的能源基础解决方案，将部署在大桥的东、西两个人工岛变电站和

口岸人工岛变电所。所供设备面临高温、高湿、高腐蚀等恶劣的海洋气候环境，将是对科华恒盛电
源品质的一次全面考验。

科华恒盛交直流电源系统电源模块具有高可靠性、高效率的特点；具备完善的蓄电池管理功
能，自动管理及保护，可实时自动监测蓄电池的端电压、充、放电电流，其电池温度补偿功能，大大
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同时，通过强大的通讯功能，可方便实现与计算机监控系统通信。

本项目中所采用的科华恒盛交直流电源系统技术，符合IEC（国际电工委员会）、UL、《电力系
统直流电源设备通用技术条件及安全要求》等国际、国内标准。针对该项目高标准要求，其电气接
线采用二段单母线接线方式，两段直流母线之间应设联络开关，蓄电池组和充电装置分别接入不
同母线，大大提高了系统的高可靠性。

作为领先的设备电力保护与节能一体化方案提供商，科华恒盛在电力电子领域已有28年的
技术积累和丰富经验，其领先的技术和可靠的产品方案已成功应用于新疆克拉玛依高速公路、青
藏铁路、拉日铁路、埃塞俄比亚铁路、北京地铁、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昌发射中心、国家大火箭
项目等国内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此次在设计使用寿命达到120年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上得到应用，不仅将为这座连
接港珠澳三地的经济大动脉提供可靠的电力安全保障，同时也充分证明了科华恒盛自主研发的
能源基础产品方案已经获得了行业公认，能够为桥梁工程提供高可靠的绿色电能保证。

科华恒盛高端电源再次入选国家级样板工程——港珠澳大桥
超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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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科华恒盛微网储能系统再获新突破，成功中标普天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普天”）微网储能项目，为普天充电站提供安全、高效、智能的绿色电能保障。据悉，在深圳，普

天公司已建成了全球首个城市级电动汽车商业化智能充电网络基础设施，至今，已建成74 座加
电站，服务超过3850 辆新能源汽车，可全天候为电动汽车提供充换电服务，成为国家新能源基础
设施示范基地。随着城市绿色公交的快速发展，如何对车辆进行快速高效地充电成为电动汽车
大规模普及应用的前提，然而集中快速的充电行为会对电网负荷和功率造成强烈的冲击。为减
少公交大巴大功率充电对电网的冲击影响，普天电站急需一套安全、高效、智能的微网储能系统
提供电能保障。

创新储能方案获青睐
科华恒盛深入理解普天充电站面临的问题和核心诉求，为客户提供一套创新的光伏储能微

网整体解决方案。该方案将在现有充电站的基础上增加光伏发电、储能系统进行电网智能互动，
实现绿色电源供应补充，同时通过削峰填谷的方式，为新能源电动公交大巴提供高效电能。

储能系统，高可靠充电保障
该项目采用集装箱式创新设计，高可靠集成电流器、电池组、离并网控制柜等设备设施，防

护等级高，可实现削峰填谷，能够并离网切换，同时可为用户指定的办公设备及备用充电桩提供
后备电源供电保障。

光伏发电，实现高效绿色供电
为践行低碳绿色理念，发展利用太阳能发电，科华恒盛通过福田枢纽站充电站的办公屋顶，

提供光伏发电解决方案，配置自主高效逆变器，与储能系统一起并网发电，作为储能系统绿色能
源的补充。

微网站级监控系统，让运维更简单
监控系统采用科华恒盛自主研发生产的PMS3000光伏监控系统，整个监控系统按照无人

（少人）值班站设计，可实现整个配电系统的实时监控和网络通信，还可与各种第三方系统（例
如：BAS、SCADA、DCS、工厂能源管理系统等）实现无缝连接，极大提高了供电系统的运行质量和
管理水平，并能有效地降低运维成本。

未来，随着该项目的深度应用，科华恒盛储能系统将为客户创造社会经济价值，通过帮助深
圳公交集团福田枢纽站构建安全、高效、智能且易管理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为推动深
圳绿色公交建设、方便市民绿色出行提供高可靠保障。

同时，通过本项目示范应用，还将积极引导充电产业的发展方向，连带促进智能电网设备、
充电基础设施、光伏、储能、自动控制、信息系统集成等多个产业发展，带动整个产业链的技术水
平提升，为中国电动汽车充电产业的长远发展和大规模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为中国领先的设备电力保护与节能一体化方案提供商，科华恒盛持续关注客户需求，并
以前沿技术驱动持续创新，提供储能、微网、光伏发电、充电桩、高端电源、数据中心等行业级整
体解决方案和优质服务，帮助客户在交通、金融、新能源、数据中心等各个行业领域创造最大价
值，并带动行业实现节能减排，为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科华恒盛微网储能再获新突破  为深圳绿色出行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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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凭借在轨道交通行业内良好的市场口碑、强大的品牌影
响力和过硬的实力，科华恒盛成功中标厦门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
工程电源系统采购项目，为该项目应用提供了一批具有高可靠性、
高可用性的绿色UPS电源设备。

厦门是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拥有第一批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鼓浪屿，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厦门轨道交通1
号线一期线路长30.23公里，从镇海路至厦门北站，全程设24座车
站，计划于2017年建成投入试运行。届时，将大大缓解厦门市民的
出行压力，提升魅力厦门的城市新形象。

作为轨道交通电力保护与节能方案应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科华恒盛以轨道交通行业电力保障和节能减排为己任，致力于实
现客户价值最大化。科华恒盛自主研发并广泛应用的高端电源、数
据中心、新能源等行业级整体解决方案，能高可靠保障客户的设备
系统供电安全运行与节能增效，提升客户的业务创新和发展需求。

目前，科华恒盛已经为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长春、哈尔滨、
郑州、深圳、成都、西安等全国20多个城市、50多条地铁线路提供了
卓越的设备电力保护解决方案和服务，使这些地铁线路的通信系
统、信号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屏蔽门系统、监控系统等获得了可
靠稳定的绿色动力支持，保障城市轨道交通畅行无忧，为推动中国
城市经济稳健发展和提升人民福祉积极贡献力量。

日前，科华恒盛中标海亮教育园智能化系统机房项目，为其提
供绿色高效、可靠智能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海亮教育园是由中国500强企业海亮集团投资建设，是浙江省
重点工程，投资25亿人民币，征地1280亩，建设用地963亩，总建筑
面积约55万m2，项目秉承精品化、特色化、国际化的高端定位，力求
打造一处独具魅力、特色鲜明的“山水名校、百年经典”。在学校的
信息化建设上，为以新一代校园网为核心、打造融合最新信息技术
的强大完整的信息基础设施，满足数字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该
园区急需一套新型智慧数据中心提供保障需求。

根据教育园的实际情况，科华恒盛提供了绿色云动力数据中
心解决方案，为该项目提供配电系统、UPS系统、机柜系统、空调制
冷系统、以全面的产品线、丰富的项目实施经验，为海亮教育园的
信息化校园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后台保障。

科华恒盛高可靠电源中标轨道交通项目

海亮教育园智能化系统机房项目

助力厦门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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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厦门市长裴金佳
等领导一行莅临科华恒盛考察调研，科华恒盛董事长陈成辉向领导们介绍了科华恒盛28年致力
于电力电子技术的研发、生产和服务发展历程，并汇报了公司在自主研发、自主品牌高端制造方
面取得的成果，包括转型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以及能源基础、云基础服务和新能源三大业务
的发展情况。孙春兰部长和随行与陪同的省、市领导认真听取讲解，并饶有兴致地不时询问，对
科华恒盛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在产业转型升级上的成就表示肯定。

 陈成辉董事长陪同孙春兰部长一行走进了科华恒盛展厅。陈成辉董事长介绍了科华恒盛在
轨道交通、数据中心、新能源、金融、政务、医疗、教育、工业、核电等行业应用领域取得的成果，同
时，他还介绍了科华恒盛积极响应军改装备新需求，研发军工新装备，为国防建设安全发展贡献
力量。在云基础服务展厅，陈成辉董事长为领导们介绍了科华恒盛获得国家产业基金支持的微
模块数据中心示范项目，以及致力于打造高安全的量子保密通信实验平台的建设。他说：“科华
恒盛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自建运营云计算数据中心，为诸多高端客户提供云基础服务。”
孙春兰部长频频点头，表示赞赏。

孙春兰视察科华恒盛  鼓励自主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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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孙春兰部长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情况也很关心。在新能源展区，陈成辉董事长介绍了当
前科华恒盛在光伏、储能、微网、充电桩的市场应用及产业发展情况。他说，依托28年电力电子技
术，科华恒盛自主开发的光伏、储能、微网、充电桩产品方案在市场推广应用上有较强的竞争优
势，近年来，新能源业务发展很快，已经推广应用到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助力经济、社会
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陈成辉董事长陪同孙春兰部长一行走进了生产车间，实地考察高端电源、数据中心、新能源
生产过程。陈成辉董事长向领导们详细介绍了科华恒盛绿色工厂的生产环节和产品研发情况。
孙春兰部长对整洁、规范、有序、信息化的车间表示赞赏，陈成辉董事长特别介绍了科华恒盛在
两化融合上取得的成果。他说：“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应用，大大提升了科华恒盛创新能力，不仅提
升了产品、装备、生产、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和质量效益，而且通过两化融合在技术上、商业
模式上、资源利用上、树立企业影响力上建立起创新的体系。”孙春兰部长对科华恒盛坚持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加快转型的经验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产品研发方面，陈成辉董事长介绍了自主研发的核岛级UPS设备。他自豪的说：“我们的
核岛级UPS设备，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打破了国外品牌的技术垄断，使中国制造的核电UPS产
品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实现我国核电安全高效发展以及‘走出去’战略实施奠定更坚实
的技术基础。”孙春兰部长对企业自主创新取得重大技术进步很高兴，她鼓励公司继续立足社会
需求、瞄准产业化方向、抢占市场高地，持续创新发展。

视察中，孙春兰部长充分肯定了科华恒盛“自主研发、自主品牌”的发展道路，殷切希望科华
恒盛继续发扬自主创新精神，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充分利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政策红利，
积极投身“十三五”规划实施，自觉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遵循新发展理念，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不断壮大企业，更好回馈桑梓。陈成辉董事长表示，“此次孙部长视察科华恒盛，科华人深受
鼓舞，我们深刻感受到国家、省市领导对科华恒盛的关心与支持。‘集科技精髓，创华夏伟业’是
科华恒盛不变的企业精神与核心价值，未来，科华恒盛将继续高举自主创新、自主品牌的旗帜，
加快战略转型，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持续开拓进取，为各领域事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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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0日，科华恒盛在厦门隆重举办“高端引领 价值创新 生态互联”——2016科华第
七届渠道大会。来自全国180多家合作伙伴和客户亲临现场，与科华恒盛共话能源互联网时代如
何抓住转型变革机遇，共谋创新价值发展。

会上，科华恒盛回顾了15年的整体发展情况，市场表现和行业地位，并详细介绍2016年科
华渠道战略和渠道创新价值政策，展示了科华恒盛在政府、金融、通信、交通、教育、传媒、智慧城
市、数据中心、新能源、服务等方面领先的智慧电能产品和解决方案。

高端引领市场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放缓，我国也已进入了经济“新常态”格局，而企业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刻。新技术应用、新兴产业开始兴起，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节能环保等产业迅速发展，国
家进入“十三五”新征程。科华恒盛紧跟国家发展战略，以客户面临的挑战为驱动力，凭借卓越的
电力电子技术和创新能力，以领先的能源基础、云基础服务、新能源三大解决方案和服务，助力
政府及公共事业、金融、交通、教育、传媒等各行业客户创造更大价值，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科华恒盛渠道大会成功召开  开启转型新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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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科华恒盛三大业务发展迅猛，产品方案应用在全球遍地开花，在核电、军工、轨道交
通、光伏、充电桩、数据中心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伴随着业务的成长，科华恒盛的合作伙伴也在
稳步扩大，为公司深化转型、战略布局，渠道建设、市场拓展、品牌力提升、业务快速发展等方面
建设提供巨大推动力。

渠道创新价值
科华恒盛关注渠道发展建设，为合作伙伴提供创新价值能力。科华恒盛在对2016年渠道发

展战略报告中表示，科华恒盛将坚持“聚焦”战略，执行积极的渠道政策，打造行业样板应用，全
力塑造分销渠道市场主流品牌形象，为渠道伙伴拓宽合作模式创新机会，提升合作价值链。

在执行策略中，科华恒盛将继续坚持聚焦省级区域市场，依托公司省级管理平台体系，深耕
细作，覆盖重点市场，结合国家国产化政策趋势替代进口品牌，发挥渠道伙伴的本地资源优势；
积极延伸二三级市场，持续以丰富的高端产品方案、售前支持、专业培训和优化IT平台为支撑，支
持和带动渠道合作伙伴从产品型销售向方案型销售的提升，共同分享科华恒盛转型成果。

本次大会，科华恒盛推出和展示了一系列体现创新技术和高品质的竞争实力产品及技术方
案：包括新一代智能化高密度在线式电源、模块化高密度电源、“慧能”模块化数据中心，以及充
电桩、微网储能等新产品及方案。

此外，科华恒盛还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与合作伙伴们进行深入交流和纵谈分析，共同分享
工作中的经验心得和成果。同时，大会为2015年度在销售、拓展、服务、合作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代
理商进行了表彰，评先出二十多家获奖单位，将大会推向高潮。

本届科华恒盛渠道大会，是科华恒盛举办的第七次行业大规模渠道盛会，旨在为渠道合作
伙伴搭建交流平台，共同探讨产业转型、渠道建设和升级的实施路线。科华恒盛将坚持互利共赢
的开发战略，携手合作伙伴，推进智慧电能业务广泛应用，共享创新价值成果，共绘生态型能源
互联和美好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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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生态互联 聚力共赢”2016新产品推介暨全国巡演于5月17日在上海正式启动。在
本次科华恒盛发布推广的高端新品中，包括“精卫”“YTM”“慧能”等产品方案，都是基于客户转型
需求和前沿技术，自主研发创新而来，其设计理念、生产工艺都非常先进，主要技术指标达到或
超过了国内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同时，本次新品推介会陆续在上海、北京、广州、合肥、天津、郑
州、临沂、济南、天津、沈阳、杭州、南京、南宁等地成功举办，反响强烈，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品牌
影响力。

科华恒盛本次发布会的主题“生态互联 聚力共赢”，很好地诠释了当下能源结构性转型发
展，以及科华恒盛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携手用户、合作伙伴三方共创共赢的美好愿景。正如
科华恒盛副总裁林仪女士在发布会上提到的，在国家转型及企业升级改造过程中，科华恒盛将
基于“一体两翼”，即能源基础为“主体”，云基础服务和新能源为“两翼”的三大业务体系，以客户
需求为驱动，持续自主品牌创新，携同合作伙伴，构筑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为各领域用户提供更
为可靠、安全、绿色的高端产品方案和高端优质服务。

作为一家民族企业，科华恒盛持续关注诸如公共、医疗、教育等各类关乎国计民生的用电保

科华恒盛2016年新产品推介暨全国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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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课题，其“精卫”、“YTM”、“慧能”等产品方案正是基于用户转型关键需求自主创新而来。
精卫系列旗下YTR高密度产品高效节能，其整机效率高达95%，属于业界先进水平，且其外

观时尚经典、操作界面友好、品质卓越高端，为企业办公、商超、场馆等用户打造极佳的体验和价
值。

除了聚焦高效率的突破，科华恒盛还着眼于智能转型升级，如YTM系列的全面升级。科华恒
盛售前技术总监杨平在发布会上介绍：无论是大型数据中心，还是小到普通的通信机房，科华恒
盛结合了业界先进模块化UPS的优点，通过多方位冗余技术，构成一张坚固可靠的全数字互联网
络，使机器本身整体更加稳定可靠，为用户关键设备安全加多一层智能化的保险杠。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数据中心的能耗高、成本大、难扩容和难维护等问题逐渐显
现。作为领先云基础服务提供商，科华恒盛的“慧能”全封闭模块化数据中心可帮助用户在不建
设专用机房的同时，将传统IT系统和基础设备集成到全封闭的弹性基础架构中，快速响应部署，
打造可靠、高效、绿色、智能的新型数据中心，实现降低成本、提升社会经济价值。

面对国家转型、各领域结构性改革、城市发展等一系列课题，政企用户在业务创新和可持续
发展中，其关键基础保障尤为重要。科华恒盛将以绿色高端理念为基点，通过自主创新力量，为
各领域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全面推进能源基础、云基础服务、新能源发展，不断革
新需求，携手合作伙伴持续业务开拓创新，共赢商业价值、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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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以“互联变革产业•融合驱
动创新”为主题的“2016中国IT市场
年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隆重举
行。本届年会由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主办。科华恒盛凭借自身优异的
表现，在奖项评选环节独中五元，一
举摘得“2015-2016中国高端UPS国
产品牌市场占有率第一”“2015-2016
中国高端UPS年度成功企业”“2015-
2016中国绿色数据中心市场成功企
业”“2015-2016中国逆变器市场成长
最快企业”“2015-2016中国新能源汽
车充电设施成长最快企业”五项实力
殊荣。

科华恒盛作为中国领先的设备
电力保护与节能一体化方案提供商，
28年始终致力于电力电子技术的研发
和广泛应用，为中国信息产业等诸多
领域的发展提供绿色动力保障，是中
国信息产业道路发展的见证者。

近年来，科华恒盛结合自身优
势，借助自身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内部
资源，提出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
等理念，凭借在自主电力电子技术及
云计算、节能技术等多个领域掌控的
核心技术，形成了完整的高端电源、
数据中心、新能源三大方案体系。为
金融、政府、通信、互联网、IDC、智慧
城市、工业、节能环保等行业客户的信
息化、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此次连续斩获五项重量级奖项，
是对科华恒盛在IT、节能环保等领域
的努力与成果的肯定。未来，科华恒
盛将坚持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为各
个行业用户提供更可靠的绿色产品和
方案服务，助力各领域事业快速稳健
发展。

5月24日，为期3天的第六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在世界创新高地深圳的会展
中心盛大开幕，来自全球的约600位储能专业人士就先进储能技术的创新与推广
应用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沟通，并正式发布了“2016年度中国储能产业最具影
响力”系列奖项评选名单。

科华恒盛以其在新能源储能领域的技术创新力、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等
方面的优秀表现，分别获得“2016年度中国储能产业最具影响力企业”“2016年度
中国储能产业最佳逆变器供应商”和“2016年度中国储能产业最佳智能充换电设
备供应商”三项大奖。

作为中国领先的新能源解决方案及服务提供商，科华恒盛始终致力于新能源
节能技术的研发和广泛应用，为储能、光伏、充电桩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提供绿色动
力保障，是中国新能源产业道路发展的见证者。

此次科华恒盛能够从众多家品质高、竞争力强的参选企业中脱颖而出，是对
科华恒盛在储能领域持续投入和不懈努力的充分肯定。未来，科华恒盛将继续努
力，坚持自主创新，以高可靠、高品质、高能效的绿色产品和解决方案，助力中国新
能源产业实现快速稳健发展。

科华恒盛领跑中国IT市场
摘得五项实力大奖

日前，在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北京电子学会、中国绿色数据中心推进联盟
指导下，由《UPS应用》杂志社主办的“2016第十二届UPS供电系统及其基础设施
技术峰会暨用户满意度调查结果揭晓大会”中，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科华恒盛”）凭借旗下高端UPS产品的高可靠性、高性价比，以及在品牌影响
力、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突出表现优势，再度荣获“用户满意
品牌奖”和“十强企业品牌奖”两项年度行业大奖。

对于科华恒盛获得此两项大奖，专家给出的评价是：“科华恒盛适应客户转型
需求而持续创新推出的按需定制的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在用户心目中树立起满
意的品牌形象，其企业管理、生产经营、市场整合开拓、质量控制、服务水平等综合
能力表现突出，企业品牌知名度高。”客观概括了科华恒盛在UPS市场中的领先地
位和用户中的满意度。

作为中国领先的能源基础解决方案及服务提供商，科华恒盛始终坚持自主技
术创新，以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为目标，通过先进的技术应用、高品质的产
品以及“高保障、应时而动、主动的”3A厂家级本地化服务，为各行业用户转型关键
需求持续推陈出新，提供不间断的高端产品方案和高端技术服务。

截至目前，科华恒盛的各系列高端UPS产品凭借高可靠性的设计、灵活的扩
容与升级、按需定制的解决方案和高性价比，为金融、交通、通信、政府、国防、工
业、教育、医疗、电力、数据中心等各行业领域的建设发展，持续提供高可靠的绿色
电能保障，并屡获行业市场的肯定和客户的好评。

科华恒盛连获两项服务类品牌大奖

科华恒盛荣获中国储能产业最具影响力三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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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CeBIT：科华恒盛演绎
生态型能源互联创新

全球规模最大、最专业化的光伏展事——SNEC第十届(2016)国际太阳能产业
及光伏工程(上海)展览会暨论坛于昨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科华恒盛
携全新一代储能、光伏逆变器、充电桩等多款新产品和解决方案精彩亮相展览会。

展出首日科华恒盛展位即人气爆棚，吸引众多业界人士驻足询问。科华恒盛
派出强大阵容，包括技术专家和顾问驻守现场，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李媛姿亲自上
阵，为客户讲解科华恒盛光伏新能源解决方案。此外，现场展示出的新一代储能、光
伏逆变器、充电桩等新产品，因设计高端可靠、贴近绿色生活，吸引了众多客户前来
观赏、咨询。

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到来，以太阳能、风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将为国家能源
结构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作为中国领先的新能源解决方案及服务提供商，科华
恒盛以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为目标，在新能源领域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
驱动持续创新，可为用户提供光伏、光热、风电、微网、储能电站、充电桩等领域的投
资、设计、开发、施工建设、运营和维护等全流程服务。

2016上海SNEC光伏展盛大开幕  科华恒盛精彩亮相人气爆棚

4月15日，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贸易盛会--119届广交会正式拉开帷幕，科华
恒盛秉承着创新与开放的理念，紧跟全球能源与信息化融合发展趋势，携高端电
源、新能源、数据中心等领先产品方案再度亮相第119届广交会，为全球客户带来
生态型能源互联创新体验。

近年来广交会经过多届培育，参展企业质量逐步提升，今年的亮点之一是邀
请到48个国家与地区近600家企业参展，包括德国、埃及、土耳其、马来西亚、爱
沙尼亚、韩国、日本等境外优质展团，并有紧贴市场热点和企业需求的“一带一
路”、“互联网+”、智能家电等主题论坛，为参观嘉宾打造全球视野的信息盛宴，
这不仅是一次贸易盛会，更是获取最新市场动态、洞悉行业趋势、启发创新思维
的交流平台。

本届展会，科华恒盛全面展示了其在新能源、信息安全及关键设备电力保护
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和技术能力，包括新能源光伏发电系统、离网系统、新能源汽
车充电系统、储能系统，以及数据中心模块化电源和高端客户定制电源方案在内
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光伏逆变器、家用储能、电动汽车充电桩等，因其时尚美观、
贴近生活，且设计高端可靠，吸引众多客户驻足观赏、咨询，广获好评和青睐。

科华恒盛作为国际领先的设备电力保护与节能一体化方案提供商，连续多
年参加广交会，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制造走出国门的崛起过程。通过本届广交会，
“一带一路”、“互联网+”等战略，科华恒盛将进一步开拓国际新市场，让自主先
进理念和创新成果进一步推向世界，帮助全球用户加快转型创新速度，实现真正
的商业价值。

一年一度的全球最大信息产业
展2016 CeBIT正在德国汉诺威火热
进行中。作为国际领先的设备电力保
护与节能一体化方案提供商，科华恒
盛秉承着创新与开放的理念，紧跟全
球能源与信息化融合发展趋势，深度
参与其中，携智慧电能产品和解决方
案再度登陆CeBIT，为全球客户带来
生态型能源互联新体验。

本届展会历时5天，主要聚焦企
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云服务、大数据、
物联网和信息安全等，吸引了全球约
7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参展商
近50万专业人士，其中包括科华恒盛
等百余家中国大陆展商。

在众多知名品牌林立的展馆内，
科华恒盛展位设计有效贴合品牌内
涵，把生态型能源互联网概念与现代
简约风格充分融合，以优雅、大气、时
尚、简约的形象呈现在广大客商面
前，让人赏心悦目。在本次展会上，科
华恒盛全面展示了其在云计算、信息
安全及关键设备电力保护与节能等
领域的创新成果和技术能力，包括高
端UPS电源、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
逆变器、家用储能、充电桩等节能产
品和解决方案。

依托28年在电力电子技术经验
和坚实的业务应用基础，科华恒盛在
信息安全等设备电力保护与节能领
域保持领先，产品方案已经广泛应用
于通信、金融、交通、政府、IT、工业、
医疗、教育、数据中心、新能源等各个
行业，并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
区，为超过20万政企及家庭用户持续
提供高可靠的绿色电能服务，持续助
力世界能源智慧互联。

科华恒盛精彩亮相第119届广交会
助推“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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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exhibition in Thailand

ASEAN SUSTAINABLE ENERGY WEEK 2016 (ASE) 1-4 

June 2016, showcase the lat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technologies and equipment in the renewable energy,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efficiency areas featuring 

more than 1,000 brands from 30 countries. Trade show 

is organized by UBM Asia(Thailand). Huge international 

pavilions representing: Germany, Singapore, Japan, China, 

Taiwan, Korea and more. Xiamen Kehua hengsheng Co., 

Ltd.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s and solutions debuted 

wonderfully in this exhibition. 

The exhibition was the third time in this year for Kehua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Fair after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Solar Energy Exhibition and Singapore Telecom 

exhibition. This time Kehua provided energy infrastructure, 

cloud-based services and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s, those 

three wise energy experience perfectly interprets network 

innovation.

Like many countries, Thailand has abundant solar energy 

resources. However, Thailand was dependent on energy 

imports. 2017, Thailand's energy consumption will reach 

2.1 trillion baht, to this end, the Thai government has 

developed a plan by 2020 to 20% of energy consumption 

from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which makes it a huge new 

energy market.

This exhibition, Kehua Hengsheng sent a strong line-up 

stationed in the field including technical experts and advisers. 

And present to customers new energy photovoltaic power 

plant systems, distributed solutions, household solar energy 

storage systems, off-grid systems and other new energy 

innovative solutions, attracting many customers came 

around.

For continuous participation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eavyweight exhibition, Kehua with its excellent product 

solutions, advanced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as well as simpl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ooth 

services, accessed to many customers and praise.  For 

now, Kehua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more than 80 

countries and regions, more and more clients know Kehua. 

In addition to this, there are plenty of potential customers 

in the fair expressed interests and discussed cooperation 

with Kehua. The advanced ideas and innovations Kehua put 

forward would open a new world for itself thus go further, also 

bring innovative Internet experience in more energy ecotype 

for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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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hua Tech, Always Offer the Best Service

Kehua in CommunicAsia 2016

In March, After we finished attending Hannover Cebit, I was 

invited to Sweden to give a product training and business 

communication for one of our customers  according to our 

plan. 

When I reached Sweden, the weather was a bit cold, but 

it was a sunny day. Customer picked up me in the airport 

and took me to the hotel to have a rest. The second day, 

customer picked up me on 7:30 to their company and we 

began the training and communication. 

We have had 10 years' long and good cooperation with this 

customer. When I reached their company, I found it a very 

good company even it's not very big. Our products were 

felicitously listed on the their exhibition room and our solar 

hybrid system was working around their company. Under the 

blue sky and white clouds, the hybrid street lighting system 

was a very beautiful view. 

First day of the training, I made a general presentation of our 

company and the mainly business we can do for the clients. 

I communicated with them about the maintenance query 

and the application solutions. I found that they had Great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and we spent an interesting day for 

discuss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In the four totally training days, we successfully finished 

training according to the work plan. We finished training 

series products, as KR33, UK33, MR33, KR11, UK11 etc. 

including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technology. The last 

day, we also debugged the Modbus adapter according to 

customer requirement. In these days of training and practical 

exchange, I also helped customers repair the fault machine 

together with the engineers. Customers were very happy for 

the technical support service. Looking back to these days, I 

spent a happy time together with our good friends. 

Although it was just a week,  we enjoyed the training days 

together. Customer also spoke highly of the quality of our 

produc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as a customer said 

I gave them more knowledge than helping them solve 

problems. And I was very grateful that the feedback score 

from the Sweden costumer is very satisfy. Anyway, Kehua 

Tech, will always offer the best service.

CommunicAsia has been established itself as the unparalleled 

one-stop ICT event platform in Asia since 1979 in Singapore. 

Together with EnterpriseIT, the event brings the newest 

technology innovations in the ICT industry. It has also proven 

to be an ideal marketplace bringing buyers and sellers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best returns on investments.  CommunicAsia 

2016 was held across 3 levels of Marina Bay Sands. 

Recognized as Asia’s largest integrated info-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event, more than 30,000 international attendees 

connected and networked throughout the 4 days.

During 31 May to 3 June, 2016, Kehua showed  itself in 

the 27th exhibition --- CommunicAsia 2016 at level 1, No. 

1K5-01, Marina Bay Sands. Kehua products applied in 

communications, like large Data Center, or Satellite system 

use UPS,  became the main focus .Th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ooth attracted many customers, especially from 

Southeast Asia . In addition, our renewable solutions also 

stood out of this exhibition with the unique booth design. 

The ESS for home use  drew attention to many clients from 

Sri Lanka, and the vice president of Kehua, Mr . Roy Su 

introduced our solutions in detail, which made the visitors 

spoke highly of Kehua, and they are willing to come and visit 

Kehua.

Besides in the industry of Communications, Kehua supplies 

the integrated solutions , namely the high-end power solution, 

renewable energy solution and data center solution, are 

applied in almost every industry. Kehua aims to be the world 

top class integrated power protection and power conservation 

solution provider. Each Kehua staff is making every effort to 

establish a booming Kehua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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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加速部署  工业UPS市场蕴育新机

文 / 致远 《电源资讯》

“十三五”是中国工业制造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开启中国
制造的升级之路，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课题。日前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推动《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两大战略
首度联袂亮相，为“十三五”期间中国制造产业转型定调。“中国
制造＋互联网”的发展，将孕育更多高质量增长点。而这些都将
给国内工业UPS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也为电源业界
厂商带来了新的考验，需要在UPS产品研发设计上紧贴制造业
创新、智能、绿色的发展趋势，不断推出创新产品，来满足制造业
在全新工业时代的特殊需求。

一、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受热议
近年来，国际社会多角度热议新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加速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制造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主要趋
势，已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技术上可行，信息通信技
术(ICT)进步使得计算、存储、通信能力大幅提升，生产管理系统
的自动化和数字化集成水平持续提高；二是需求上迫切，用户个
性化需求不断增长要求企业快速开发新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要求提升能源资源效率；三是应用上经济，智能软硬件价格不
断降低，包括传感器、微型电池以及网络接口、无线连接和快速
软件开发工具等。

进入2016年，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再度成为国
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二、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应用加速
智能制造是信息通信技术、电工电子及微系统技术、生产技

术及机械工程自动化、管理及物流技术多技术交叉融合形成的
技术体系。近年来，以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3D打印、机器人、人机协作为代表的新
型制造技术，与新能源、新材料与生物科技呈现多点突破、交叉
融合，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

进入2016年，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应用将加快向系统集成应
用迈进，以物联网为代表的“互联网+”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将加

快催生智能制造系统平台。围绕智能制造系统平台建设，近年来
美国、德国等制造强国都已作了战略部署，美国借助实施“先进
制造业伙伴计划”加强信息物理系统(CPS)软件开发和工业互联
网平台建设，德国推行“工业4.0”战略，搭建以CPS为核心的智能
制造系统架构。在此背景下，我国将结合《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
实施，探索建立智能制造创新中心，引导科研机构、制造企业与
信息通信企业加强深度合作，联合搭建符合中国制造业发展实
际的智能制造系统平台。

三、智能制造实现需要推动全球产业合作
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聚焦智能制造，制定制造

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力图抢占先进制造业发展制高点。美国“三
位一体”推进智能制造发展，政府、行业组织、企业联盟分别针对
关键共性技术、智能制造系统平台和工业互联网加以布局；欧盟

“数字化议程”将智能制造作为重点研发与推进方向；德国发布
实施“工业4.0”战略。然而，智能制造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推
进，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制造装备、智能软硬
件和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在标准规范、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通力合
作。要想搭建涵盖全球范围内的智能制造系统平台，需要大范围
的产业合作，不是单一国家或几家企业就能够打通所有机器、系
统。

2015年，中德之间已签署《推动中德企业开展智能制造及
生产过程网络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会
议，两国推动智能制造合作的经常性工作机制正式建立。进入
2016年，中德之间的智能制造合作将深度推进，两国企业层面的
项目合作和试点示范将进一步扩大。预计，中国与法国、韩国等
国在智能制造方面的务实合作也将陆续开展。

四、中国智能制造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
伴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涨，中国制造业低

成本竞争优势持续削弱，发展智能制造已成为重塑中国制造业
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2015年，我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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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制造确立为主攻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从核心技术突破、新兴产业发展
和生产方式转变三个方面给予了战略定位。

2016年，我国智能制造的顶层设计将进一步完善，《智能制
造发展规划(2016-2020)》将编制发布，《智能制造工程》将发布实
施。我国智能制造系统推进将正式展开，继续开展60个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项目，预计智能制造专项将继续把智能制造新模式应
用和综合标准化试验验证作为重点支持方向。

五、地方对智能制造政策支持加大
2015年，《中国制造2025》、《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等国家文件发布后，全国多地制定出台相应的发展规
划，智能制造成为各地推动工业升级发展的主要关注点之一。部
分省市还发布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如广东发布《广东省智能制
造发展规划(2015-2025年)》、上海发布《关于上海加快发展智能
制造助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等。

进入2016年，伴随着国家《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的制定出台，全国将有更多地方围绕智能制造制定发展规划，并
对推进区域智能制造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切实推进制造业
提质增效。

六、企业分步骤务实推进智能制造发展
近几年，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德国推进实施“工业

4.0”战略以来，其先进发展理念引起我国众多制造企业的密切关
注和追捧，赴国外参观、开展企业领导培训等活动持续开展。然
而，鉴于我国制造业发展基础和实际，如何有效开展智能制造也
引起不少企业的困惑。随着国家相关规划文件的出台以及企业
探索研究的深入，企业对智能制造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和务实。

进入2016年，我国制造企业将分步骤务实推进智能制造发
展。对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将生产自动化与工艺紧密结合对企业
进行自动化改造，降低用工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将成
为发展重点。对生产自动化基础好、管理信息化水平较高的部分
大型企业而言，将探索建立数字化/智能工厂，提高柔性制造和
快速响应用户个性化需求的能力。

七、工业UPS市场注入新动力
从德国工业4.0概念的热议，到“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

出，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广泛应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
一代制造技术逐步成为主流，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创新融合
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端自动化系统、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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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生产设备在制造业的需求无疑将大量增加，无法预料的电
源故障将给昂贵的高端生产设备及至关重要的生产数据安全带
来重大威胁，会严重影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电能作为工业领
域的主要能源，保障着整个生产链条的正常运行，而工业UPS系
统则在工业生产中担当着“守护神”的角色。配置性能出色的工
业级别UPS系统不仅可以使供电连续性得到保障，同时可以保
证供电的纯净度，从而满足工业生产过程中对电力保障的特殊
需求。

“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加速部署，为国内工业UPS市场注
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各大UPS厂商需要在产
品研发设计上不断改革创新，满足制造业安全可靠、节能降耗、
智能化维护的更高要求。

八、智能化，易于管理
智能系统通过对各类信息的分析综合，除完成UPS相应部

分正常运行的控制功能外，还应完成对运行中的UPS进行实时
监测，对电路中的重要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从中得出各部
分电路工作是否正常等功能；在UPS发生故障时，能根据检测结
果，及时进行分析，诊断出故障部位，并给出处理方法；根据现场
需要及时采取必要的自身应急保护控制动作，以防故障影响面
的扩大；完成必要的自身维护，具有交换信息功能，可以随时向
计算机输入或从联网机获取信息。

几乎所有的UPS厂商都宣称可提供智能化的设备。但目前
的智能化主要还是集中在UPS本身的技术层面，或网管方面。
UPS行业的“智能化”显然还不够智能。那么未来将有哪些方面
会出现突破?

(1)能耗精细化管理。通过传感器轻松获取机房内部物理生
态系统(供配电系统、温控系统、IT设备等)与机房外部自然生态
系统(电网信息、气象信息、用户使用信息等)，实现整个数据中心
的自我优化与瓦特级的能耗管理。

(2)信息处理与价值挖掘。将收集到的信息数据，通过数据
分析，它将为用户描绘出一副数据中心的整体用电图谱，客户可
以快速的查询到相关信息，如最耗电的服务器、用电的周期规律
等，并将会进一步挖掘这些信息的价值。

(3)物联网技术应用。网管APP、移动式运维、自动化维护将
逐渐代替传统的运维方式，除了对数据中心的日常管理，物联网
技术的应用，还将带来设备维护方式的变革。如设备寿命预测、
故障预防、故障处理等。

九、集成化，一体化应用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电源保护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和要求

不断提高，UPS要达到这些需求难以独善其身，必须对整个用电
系统所涉及的环节进行控制，UPS从初始的设备保护和系统保
护的纯后备电源技术发展到今天的信息保护、智能管理和整体
机房集成一体化应用，其内涵已扩展到发电、配电、变换、不间断
电源、机房、动力设备、电力电缆、数据布线、环境监控及系统管
理等方面，已不是最初意义上的UPS，UPS设备只是该系统的核
心部件。

从UPS的电源技术来看，在电源输出特性的不断优化基础
上，对电源输入特性的研究，使电磁兼容性、低谐波污染成为重
要指标，谐波处理技术和电磁兼容设计可以改善电源对电网的
负载特性，减少对其他设备的损害，提高电源的源效应，绿色电
源的概念开始为人们所注重。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除
了使UPS的电源性能得到极大提升外，其网络管理可实现远程
监控，数字化电源控制技术使产品具备了定制功能，智能化的设
计使其成为高度智能化的可监、可控和自适应的设备。

以信息化建设角度，UPS从过去侧重电气性能指标、可靠性
和质量方面，发展到统一标准、规范，采用模块化和并联冗余技
术，系统地考虑各供、用电设备和环节以及系统TCO，提高UPS用
电所涉及的整个系统可靠性、可用性、可管理性、可维护性和可
扩展性。集成一体化应用为用户提供了完整和有效的电源应用
解决方案，这种拓展方向适应了智能制造的需要，但是为满足这
一需求的变化，对UPS厂商来说，尤其是国内厂商，仍有许多工
作要做。

十、高频化，高可用性
第一代UPS的功率开关为可控硅，第二代为大功率晶体管

或场效应管，第三代为IGB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大功率晶体管
或场效应管开关速度比可控硅要高一个数量级，而IGBT功率器
件电流容量和速率又比大功率晶体管或场效应管大得多和快
的多，使功率变换电路的工作频率高达50kHz。变换电路频率的
提高，使得用于滤波的电感、电容以及噪音、体积等大为减少，使
UPS效率、动态响应特性和控制精度等大为提高。

十一、绿色化，节能降耗
各种用电设备及电源装置产生的谐波电流严重污染电网，

随着各种政策法规的出台，对无污染的绿色电源装置的呼声越
来越高。UPS除加装高效输入滤波器外，还应在电网输入端采用
功率因数校正技术，这样既可消除本身由于整流滤波电路产生
的谐波电流，又可补偿输入功率因数。整流器使用IGBT技术，可
将输入功率因数提高到接近于一，对电网的污染已降到了近似
阻性负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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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电能替代的指导意见
编者按，国家发改委等8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电能替代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意
见》明确，将在北方居民采暖、生产制造、交通运输、电力供应与消费4个重点域推进电能替代。

一、充分认识推进电能替代的重要意义
电能替代是在终端能源消费环节，使用电能替代散烧煤、

燃油的能源消费方式，如电采暖、地能热泵、工业电锅炉（窑
炉）、农业电排灌、电动汽车、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机场桥载设
备、电蓄能调峰等。当前，我国电煤比重与电气化水平偏低，大
量的散烧煤与燃油消费是造成严重雾霾的主要因素之一。电能
具有清洁、安全、便捷等优势，实施电能替代对于推动能源消费
革命、落实国家能源战略、促进能源清洁化发展意义重大，是提
高电煤比重、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减少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稳
步推进电能替代，有利于构建层次更高、范围更广的新型电力
消费市场，扩大电力消费，提升我国电气化水平，提高人民群众

生活质量。同时，带动相关设备制造行业发展，拓展新的经济增
长点。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贯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精神，促进能源消费革
命，落实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
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提高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提
高可再生能源占电力消费比重、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为目标，
根据不同电能替代方式的技术经济特点，因地制宜，分步实施，
逐步扩大电能替代范围，形成清洁、安全、智能的新型能源消费

POLICY 政策

来源：发展改革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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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二）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创新。结合电力体制改革，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
机制，还原电力商品属性。创新电能替代技术路线，加快电能替
代关键设备研发，促进技术装备能效水平显著提升，应用范围
进一步扩大。

坚持规划引领。统筹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大气污染防治和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合理规划电能替代，引导电能替代健康
发展。科学制定电力发展规划，主要通过可再生能源和现有火
电满足电能替代新增电量需求。

坚持市场运作。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探索多方共赢的市场
化项目运作模式。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电能替代技术、业态
和运营等创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坚持有序推进。结合各地区生态环境达标要求、能源消费
结构和用能需求特性等，因地制宜、稳步有序地推进经济性好、
节能减排效益佳的电能替代示范试点项目，带动推广实施电能
替代。

（三）总体目标
完善电能替代配套政策体系，建立规范有序的运营监管机

制，形成节能环保、便捷高效、技术可行、广泛应用的新型电力
消费市场。2016—2020年，实现能源终端消费环节电能替代散
烧煤、燃油消费总量约1.3亿吨标煤，带动电煤占煤炭消费比重
提高约1.9%，带动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提高约1.5%，促进
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约27%。

三、重点任务
电能替代方式多样，涉及居民采暖、工业与农业生产、交通

运输、电力供应与消费等众多领域，以分布式应用为主。应综合
考虑地区潜力空间、节能环保效益、财政支持能力、电力体制改
革和电力市场交易等因素，根据替代方式的技术经济特点，因
地制宜，分类推进。

（一）居民采暖领域

在存在采暖刚性需求的北方地区和有采暖需求的长江沿
线地区，重点对燃气（热力）管网覆盖范围以外的学校、商场、办
公楼等热负荷不连续的公共建筑，大力推广碳晶、石墨烯发热
器件、发热电缆、电热膜等分散电采暖替代燃煤采暖。

在燃气（热力）管网无法达到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或生
态要求较高区域的居民住宅，推广蓄热式电锅炉、热泵、分散电
采暖。

在农村地区，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重点，逐步推进散煤
清洁化替代工作，大力推广以电代煤。

在新能源富集地区，利用低谷富余电力，实施蓄能供暖。
（二）生产制造领域

在生产工艺需要热水（蒸汽）的各类行业，逐步推进蓄热式
与直热式工业电锅炉应用。重点在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
区的服装纺织、木材加工、水产养殖与加工等行业，试点蓄热式
工业电锅炉替代集中供热管网覆盖范围以外的燃煤锅炉。

在金属加工、铸造、陶瓷、岩棉、微晶玻璃等行业，在有条件
地区推广电窑炉。

在采矿、食品加工等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物料运输环节，推
广电驱动皮带传输。

在浙江、福建、安徽、湖南、海南等地区，推广电制茶、电烤
烟、电烤槟榔等。

在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南等农业大省，结合高标准农田
建设和推广农业节水灌溉等工作，加快推进机井通电。

（三）交通运输领域
支持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电动汽车普及应

用。
在沿海、沿江、沿河港口码头，推广靠港船舶使用岸电和电

驱动货物装卸。
支持空港陆电等新兴项目推广，应用桥载设备，推动机场

运行车辆和装备“油改电”工程。
（四）电力供应与消费领域

在可再生能源装机比重较大的电网，推广应用储能装置，



21

JULY 2016
VOL.47

提高系统调峰调频能力，更多消纳可再生能源。在城市大型商
场、办公楼、酒店、机场航站楼等建筑推广应用热泵、电蓄冷空
调、蓄热电锅炉等，促进电力负荷移峰填谷，提高社会用能效
率。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规划指导

统筹制定规划。各地方政府应将电能替代纳入当地能源和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根据地区用电用热需求，结合热电联产、区
域高效环保锅炉房、工业余热利用等多种能源供应方式，在城
市总体规划、能源发展规划中充分考虑电能替代发展，保障电
能替代配套电网线路走廊和站址用地规划。

加强组织领导。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经济运行主管部门、节
能主管部门应加强本地区电能替代潜力分析，明确电能替代实
施方向和路径，制定电能替代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分工，强化部
门协作，形成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的工作机制。做好分区域、
分年度任务分解，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和重点项目落到实处。

（二）发挥示范项目引领作用
鼓励试点示范。充分考虑地区差异，鼓励进行差别化的试

点探索，实施一批“经济效益好、推广效果佳”的试点示范项目。
鼓励创新引领，借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整合技术资金资源优
势，探索一批业态融合、理念先进、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在电
能替代项目集中地区，创建一批示范区（乡、镇、村）或示范园
区。加强项目建设管理，及时跟踪、评估，确保达到示范效果。

加大宣传力度。借助多种传媒方式，大力普及电能替代常
识，宣传电能替代清洁便利优点和节能减排成效，为电能替代
项目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及时开展示范成果展示，
推广复制成功经验。

（三）制定完善配套支持措施
严格节能环保措施。严格环保和能效达标准入，加大对企

业燃煤锅炉、窑炉、港口船舶燃油等排放物的监督检查力度。鼓
励各地方政府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出台更加严格的分散燃
煤、燃油设施的限制性、禁止性环保标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电能替代的散烧煤、燃油切实压减。

推进电力市场建设。加快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
建设，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价，逐步形成反映时
间和位置的市场价格信号。支持电能替代用户参与电力市场竞
争，与风电等各类发电企业开展电力直接交易，增加用户选择
权，降低用电成本。创新辅助服务机制，电、热生产企业和用户
投资建设蓄热式电锅炉，提供调峰服务的，应获得合理补偿收
益。

优化电能替代价格机制。结合输配电价改革，将因电能替
代引起的合理配电网建设改造投资纳入相应配电网企业有效
资产，将合理运营成本计入输配电准许成本，并科学核定分用
户类别分电压等级电能替代输配电价。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政
策，通过适当扩大峰谷电价价差、合理设定低谷时段等方式，充
分发挥价格信号引导电力消费、促进移峰填谷的作用。鼓励地
方研究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减轻电力用户负担。

有效利用财政补贴。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效
利用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等资金渠道，通过奖励、补贴等方
式，对符合条件的电能替代项目、电能替代技术研发予以支持。

积极探索融资渠道。鼓励电能替代项目单位结合自身情
况，积极申请企业债、低息贷款，采用PPP模式，解决项目融资
问题。

（四）加强配套电网建设改造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配电网建设改造的指导意

见》（发改能源[2015]1899号）要求，配电网企业应加强电能替
代配套电网建设，推进电网升级改造，加强电网安全运行管理，
提高供电保障能力。对于新增电能替代项目，相应配电网企业
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红线外供配电设施的投资建设。同时，建
立提前介入、主动服务、高效运转的“绿色通道”，按照客户需求
做好布点布线、电网接入等服务工作。各地方政府应对电能替
代配套电网建设改造给予支持，简化审批程序，支持相应配电
网企业做好项目征地、拆迁和电力设施保护等工作。

（五）加强科技研发与产业培育
加快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鼓励自主创新和引进吸收相结

合，加大电加热元件、储热材料、绝热节能材料等关键技术和设
备的科研投入，促进设备升级换代，进一步提高产品能效，形成
产业化能力。鼓励构建“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结合

《中国制造2025》推进实施，鼓励行业内优势企业跨领域组建
创新中心，加快与智能电网技术、新一代大数据信息技术的深
度融合，发展高端电力设备与增值服务，提升电能替代设备的
智能化生产和应用水平。

完善技术标准和准入制度。制定和修订电能替代建设和运
行标准。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促进成果转化。制定和完善
电能替代产品准入制度，提高产品质量和可靠性，加强质量监
管，增强企业质量意识和履约能力，健全售后保障。

创新商业模式，优化产业结构。探索建立商业化赢利模式，
鼓励以合同能源管理、设备租赁、以租代建等方式开展电能替
代。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安全、高效、智能化的电能替代产品和服
务。结合市场需求，鼓励企业提供多样化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
促进服务型制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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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体两翼”优势创新生态型能源互联
——科华恒盛构筑生态型能源互联网

文 / 陈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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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倡导能源可持续创新，依托28年电力电子变换技术优势和市场服务应用经

验，为全球政企用户提供高能效、高可靠的能源基础保障、云基础服务和新能源三大

业务服务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实现业务创新提升。

以“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智慧能源等发
展为契机，以构筑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为目标，科华恒盛的转
型创新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科华恒盛依托28年电力电子变换
技术优势和市场服务应用经验，为全球政企用户提供高能效、高
可靠的能源基础保障、云基础服务和新能源三大业务服务解决方
案，帮助用户实现业务创新提升。

“一体两翼”，构筑生态型能源互联网
进入21世纪，全球能源生产消费持续增长，化石能源大量开

发利用，导致资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诸多全球性难题，
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面对严峻挑战，建立在传统化
石能源基础上的能源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由清洁能源全面取
代化石能源是大势所趋，加快建立安全可靠、经济高效、清洁环保
的现代能源供应体系，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战略目标。

面对未来能源发展的挑战，科华恒盛倡导能源可持续创新，
提出了构筑生态型能源互联网。科华恒盛以能源基础业务（简称
能基）为“一体”，云基础服务业务（简称云基）和新能源业务为“两
翼”的“一体两翼”发展规划。通过能源基础主体即高端UPS、定制
电源和电力自动化系统，以及云基业务即数据中心、数据安全、云
资源服务和新能源业务即风光、储能、和新能源汽车，确立企业转
型发展优势，形成科华恒盛内部业务板块之间的有机生态。

科华恒盛依托电力电子28年的技术积累和市场服务的优势，
利用能基业务、云基业务和新能源业务上的同源技术，以能基业
务为“一体”的技术平台和客户资源，促进以云基业务、新能源业
务为“两翼”的技术创新和客户价值增值，形成“一体两翼”的发展
优势，创新商业模式和完善业务布局，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
业。

构建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为科华恒盛深化转型发展、建设国
际一流企业注入新动力、赋予新使命

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发展，服务“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
“互联网+”需要更多民营科技企业参与。作为一家民营上市的国

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科华恒盛站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的高度，以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为各行业领域客户关键需求
提供高可靠的绿色用电保障，并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大力支持各领
域“走出去”战略。

科华恒盛充分发挥公司自主技术与管理优势，近年来三大业
务体系均取得优异成绩。在能源基础领域，为我国核电厂成功开
发出核岛级UPS设备，打破国际品牌垄断地位，填补了国内技术
空白，且在重大基础工程领域，例如在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
项目中成功应用；在云基础领域，自主投资运营北京、上海、广东
等IDC数据中心建设，预计2016年底全国至少将有15000个机柜交
付客户实际使用上市，并依托原有高端客户资源，构建云服务生
态产业链。在新能源领域，科华恒盛相继在宁夏、山东、河南等地
开发光伏电站建设，并在储能、微网、充电桩等新业务持续开拓创
新，例如，为美国、日本、乌兹别克斯坦等大型工业提供储能应用
方案，为东南亚、中亚、非洲、欧美和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用户提
供绿色电能产品方案和技术服务。

科华恒盛一系列高水平运作发展实现了公司发展空间向新
市场、新领域拓展，增强了公司的资源调配、统筹发展的能力，树
立了高端品牌企业形象，为实施生态型能源互联网战略搭建了坚
实的基础平台。在公司战略的指导下，未来五年，科华恒盛确定了
生态型能源互联网的“一体两翼”发展规划。2016 年，科华恒盛将
围绕公司战略及“一体两翼”核心业务，深化转型、优化布局；通过
积极开展组织文化建设，提升各部门在公司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执
行力，打造充满战斗力的研发、营销、生产、职能机构团队，从而高
效地执行公司战略。

一、聚焦“一体两翼”，深化转型
利用能基业务、云基业务和新能源业务上的同源技术，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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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业务为“一体”的技术平台和客户资源，促进以云基业务、新能
源业务为“两翼”的技术创新和客户价值增值，实现公司“一体两
翼”业务的快速、全面铺开;完善事业部运营体制，优化流程，深化
转型，提高效率。

二、加快技术创新，促进平台升级
紧密结合市场需求，依托国家技术中心的平台优势，深入开

展产学研合作，加快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促进技术
平台持续升级和科研成果高效转化;聚焦能源基础、云基础服务和
新能源三大业务产品开展研发工作，做好应用型研发及预研型研
发工作。通过技术创新、整合资源，开发按需定制解决方案，不断
推出新产品和新应用方案，提升产品价值，满足客户的高端需求，
提供增值服务。

三、完善供应体系，提升制造能力
科华恒盛致力于打造质量、成本、效率、柔性、敏捷、集成，具

有综合竞争优势及科华特色的卓越供应链。同时在运营层面，供
应链中心以两化融合为手段，从建设集成采购、提升按需定制能
力、深入推进柔性制造、提高质量管控能力等重点方向进行工作
布局。深入贯彻“科技领先、品质超群、用户信赖”的质量方针，持
续推进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设;推进智能化、自动化设备、工装设备
的导入，提升工厂工程技术能力和工艺改善能力;加强自动化、信
息化建设，实现质量数据集中采集和集成展示，实现统一的质量
追溯系统;加强定制团队建设，开展员工多技能矩阵培训;建立项
目激励制度，定制产品信息库，进一步提升效率，致力于建设透明
化、智能化、精益化(KPS)的中国制造2025样板工厂。

四、打造高端品牌，提升客户价值
坚持高端品牌定位，专注硬科技、高质量的自主创新产品，

丰富品牌价值内涵，积极打造稳定可靠、性能卓越、品质出众的产
品，例如，高可靠、高效率、高密度的新一代精卫产品、核级UPS、学
霸机MR33系列、“慧”系列数据中心、储能微网系统、光伏发电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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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充电运营系统等，为客户提供更高价值和更富有竞争力的产
品与解决方案。通过聚焦高端市场、高端客户，整合营销传播，开
展新品巡演、大型国际展会推介，围绕需求，联合高端客户、高端
合作伙伴不断创新，并着眼于未来发展趋势构筑核心竞争力，以
领先的能基、云基和新能源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帮助客户转型
升级和可持续建设发展。

五、加大人才招聘，集聚专业人才打造优秀团队
围绕科华恒盛战略积极推进各业务部门的团队建设，拓展人

才招聘通路，提升人才招聘效率，业务团队建设将作为人力部门
的主要目标，加强招聘达成率的管控。完善绩效考核，建立一套有
吸引力的、有竞争力的薪酬机制及股权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人才
价值，最大程度提升组织效能，深化组织文化建设，集高端专业人
才，打造优秀团队。

六、深化信息建设，加强信息安全

依托工信部两化融合体系在科华恒盛的实施，结合IT治理框
架，完善各层面信息建设;全新升级OA平台系统，打通ERP、 CRM、
OA、PLM、MES等各应用系统间的流程流转;全面建设CRM系统，
完善客户、销售项目过程管理、预算与财务管理;完善MES系统
现有功能，推广至更多车间应用，提升智能制造水平;逐步导入
ISO27001、 COBIT等信息安全与治理体系，保障公司信息安全的
体系化与规范性;加强数据安全管理。

结束语：
实现生态型能源互联网构想，使科华恒盛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具有了更高的发展目标。科华恒盛将坚持自主技术创新，依托
“一体两翼”发展优势和丰富的应用经验，加快技术服务转型发

展步伐，加强与业界领先伙伴携手合作，为推动生态型能源互联
网发展，努力探索新商业模式，不断开拓新市场新领域，为全球用
户转型发展提供创新可靠的解决方案，实现业务发展模式的创新
提升，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保持持续稳定的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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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办公机房新主张，最佳全封闭一体化设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不再
需要大规模地建设专用的数据中心机房空间，但作为企业内部
互联网接入端的一些基础网络、安全和计算设备，仍必须保留在
本地。这些最终会导致企业中心机房日趋减少，而更多分散在各
楼层、各办公区域、各部门或分支机构中的接入层设备。

然而，用户不建设专用机房而把接入层设备随意架设在开
放式的办公环境中，会带来安全隐患和环境噪音污染等问题，既
不利于设备的集中管理和保护，也会影响人员身体健康。同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设备能耗及占用空间将带来很大的成本费用。

那么，在不建设专用机房的情况下，企业如何保障业务的
持续性？

全封闭一体化机房设计，帮助用户解脱困境
为解决用户面临的这些问题，科华恒盛旗下“慧能”全封闭

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和服务可帮助用户在不建设专用机房
的同时，将传统IT系统和基础设备集成到全封闭的弹性基础架
构中，其响应迅速，能快速实现部署应用。

这套简洁、灵活且适应性极强的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
案，其最大创新之处就在于全封闭智能一体化设计，它可以将上
述企业内部接入层基础设施设备，包括供配电系统、制冷系统、
智能化监控等设备，统一整合、全封闭集成于标准19英寸机柜
中，并提供出色的智能化管理和高安全性，且能够很好地融入各
种开放式办公环境，美观时尚、实施简单、易部署易扩容。不仅不
会造成噪音污染问题，还能很好地利用全封闭微环境，阻隔灰尘
进入机柜，保护IT设备，大大提升可靠性。

全封闭VS半封闭

通过全封闭设计，“慧能”模块化数据中心的另一个大亮点
是高效制冷和节能环保效益。其全封闭设计，有别于半封闭（前
封闭或后封闭）设计。

全封闭设计采用冷热通道密闭、列间空调水平均匀精确送
风，节能30%以上；无需建设机房，运行成本低，响应部署更快。

前封闭/后封闭采用封闭冷/热通道系统设计，其空调需要
防尘设计和周期性维护，耗电大，制冷效果低，房间较热，需要配
置额外制冷空调，增加成本。而且无密闭噪音污染较大，与办公
环境冲突，需另建机房，增加成本。

 经过对比可见，全封闭设计更优于半封闭设计，也更适合
当下开放的企业办公环境。科华恒盛“慧能”模块化数据中心解
决方案通过业界领先的全封闭设计，以模块组方式，整合集成供
配电系统+制冷系统+智能监控系统+机柜等各功能系统打造创
新的智慧数据中心物理基础设施架构，让用户内部的信息系统
更安全、更可靠、更高效,并且不会造成机柜内局部热点产生，使
精密空调制冷效率更加高效。同时，更大程度上降低了用户综合
成本并提升节能环保效益，对用户业务系统持续性扩展带来更
多综合价值。

发力数据中心，科华恒盛全面助推客户业务创新与转型
“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中国经济的创新与转

型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各个行业充满无限可能的发展机遇。面
向未来，科华恒盛将通过与各行业合作伙伴深入合作，全面推进

“慧”系列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与服务，在金融、政府、教育、传媒、
通信、互联网、IDC等行业部署应用，为用户打造安全可靠、高效
绿色的智慧数据中心，并带动行业节能减排、降低成本，提升业
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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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云——30天打造高效新机房，轻松告别成长“烦恼”

在信息化、快节奏的今天，速度对于人们娱乐、生活至关
重要，对于企业来讲，更具重要意义，因为它是市场竞争力的
优势所在。自数据中心诞生以来，快速部署就是一项重要的功
能需求，数据中心提供商和用户一直在追求更快、更高效、更
灵活、功能更齐全的部署方案。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又快又好
地打造一个中等的新型绿色节能数据中心呢？

举例为证，某汽车A公司是一家以汽车销售服务为主的综
合性集团公司，旗下有50余家品牌汽车4S店及多家汽车服务
类子公司。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信息化转型程度越来越高，
各种IT关键设备不断增加，传统旧机房已无法满足现有业务发
展需求。由于没有专业人员指导，A公司面对旧机房搬迁无从
下手，只能增加UPS电源来填补现有电力保障需求。

小李：最近我们业务发展太快，旧机房要搬迁，但问题很
多，时间很紧迫。

小科：OK，我现在就去现场了解具体情况。
到达A公司后，小科发现旧机房搬迁工程复杂，环境布局

无序，设备摆放杂乱，机房利用率极低，且高能耗，依赖人工
巡检，难度大，运维成本高。这样的应用环境对于A公司的IT关
键基础设备极不可靠。即使再增加UPS电源也无法满足公司未
来的业务增长需求。

 小李：Boss要求短时间内建成样板工程，还要满足未来
业务增长扩容需求。

 小科：可以建个新型微模块化机房，凭借我们的技术和经
验，完全可以设计出更加美观，满足公司未来10年业务增长扩
容需求的新型数据中心。

经过深入交流和讨论后，A公司决定采用科华恒盛“慧
云”模块化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该方案涵盖了从前期项目
规划、方案设计，到机房建造、实施部署、技术保障等全流程
一站式服务，可快速帮助用户打造高效可靠的智慧绿色数据中
心。相对传统数据中心，科华恒盛提供的模块化数据中心能帮
助用户创造更多经济社会效益。例如，既可降低选型、采购、

工程管理的整体成本，又能有利于得到整体的设计、实施和服
务，提高稳定性、扩容性和兼容性，缩短建设周期，还能使机
房更美观友好，且高效节能减排。

如何实现新机房30天快速部署应用
通过科华恒盛本地化厂家级的专业化服务，实施以“主动

Active、应时而动Apropos、高保障Assured”为核心理念的3A
服务体系，实现值得信赖的客户应用体验。

针对项目需求，科华恒盛以厂家级本地化服务快速响应，
A公司客户采用了科华恒盛“慧云”模块化数据中心：标准化工
程、工厂预制，大大缩减建设周期；简单快速部署，模块与土
建解耦，一次规划，分期投资；灵活弹性应对，模块内部件与
通道结构件解耦，提高可用性；绿色高效制冷，封闭冷通道技
术，PUE值≤1.5；智能管理架构：实现本地与异地多元管理，
提高运维效率；本地化厂家级3A服务。专业高效的建设服务团
队，按国际高标准设计数据中心。

从毛坯房到机房装修完成——25天，期间设备提前工厂
预制

科华恒盛

专家小科
A公司
员工小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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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装修：地面、吊顶工程、墙面工程、刷防尘漆、防火装
修材料、保温隔热处理等。机房装饰、装修均选择环保、防火、
易维护、抗震、抗静电等专业材料。确保机房的气密性好、机
房洁净度（100万级净化需求）等机房高标准要求。

机房承重加固方案

机房铺设静电地板

专业高效物流运输、快速入场——1天

项目竣工，设备安装、调试、开机——4天

帮助用户加快创新速度，实现真正的商业价值
从新机房建成后运营一段时间来看，切实给A公司带来诸

多经济社会效益，如运维成本下降、业务协同、内部管理、节
能减排、机房美观大方、满足未来扩容需求等方面带来了突破
性的发展。

实现TCO大幅降低

1、迅速响应、快速部署、缩短工期、符合客户规定时间完
成割接。建设周期缩短2/3，通过全流程服务，设备运行更加安
全高效。

2、绿色高效、节能环保，大幅降低PUE值、节约运维成
本。系统效率高达95% +封闭冷通道技术+高效直流变频压缩
机+高能效EC风机，运行更节能环保。

3、智能云管理，以人为本，实现用户异地监控管理。针对
“动力环境监控、运维系统 、资源系统、能效系统”等各功能
模块进行最优化运行，既有效节省运维的人力成本，又提供了
舒适的运维工作环境。

4、厂家级本地化服务，后期持续提供高保障巡检服务。
高保障技术服务，能有效解决用户运维管理难题。

作为一家大数据环境解决方案及服务领先提供商，科华
恒盛基于28年的电力电子技术和市场经验积累，敏锐地识别
到客户对产品使用环境适应性和技术服务的需求。目前，科华
恒盛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投资建设数据中心，与各领域政
企合作提供集约化云计算部署方案，为电子政务、互联网企
业、传统企业及从事IDC相关服务的合作伙伴提供方案设计、
机房建设、机房运维、运营支撑等全方位解决方案，积极帮助
各领域政企用户持续性节能降耗与转型升级。

能耗
降低30%

空间
节省50%

交期
提前66%

扩容能力
增强50%

运维成本
降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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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构筑能源互联新生态

不久前，记者在北京北五环利用打车软件叫车时，来了一
辆新能源车。刚坐上车，司机就焦急地询问：“请问附近有没有
充电桩，剩余的电量送你是足够的，但估计跑不了多远，我知道
的充电桩在东二环。”

记者拿出手机搜索，附近10公里显示都没有充电桩。而根
据2015年9月，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市新能源小客车公用充电设
施投资建设管理办法》指出，到2017年，在社会公共停车场以及
具备建设条件的公共区域，平均服务半径5公里的公用充电设
施网络服务体系才能基本建成。

建设公用充电设施网络服务体系，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
多方正在努力。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恒
盛”）也正在该领域积极布局，充电桩作为科华恒盛新能源领域
的核心产品，目前已经在福建省厦门、漳州、宁德等地以及省外
多个城市广泛应用。

数据中心结硕果
科华恒盛专注电力电子变换技术28年，产品方案广泛应

用到金融、工业、通信、交通、国防等不同行业。林清民介绍，伴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数据中心市场需求旺盛。公司自
2010年，便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市场，成立专门的业务部门负责
该业务板块。经过7年的沉淀，我们在该领域已经实现从UPS电
源供应商到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发展到投
资自建、运营数据中心的跨越式发展。特别是从2014年开始，公
司分别在北、上、广三地投建大型数据中心，从数据中心基础设
施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提升到绿色数据中心运营商。

“除此以外，新能源、智能微网、储能也是公司的新的战略
方向，通过应用新储能技术，为数据中心这种高能耗产业提供
新能源的解决方案，这样能降低对传统电能的依赖，所以符合
我们生态型能源互联网的战略。”林清民解释道。

围绕技术延伸
林清民还揭示了一个重点原因：“为什么会往数据中心、新

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业务方向走？大家好像觉得这几个领域
不相关，其实都是我们电力电子变换核心技术的延伸新兴战略

——专访科华恒盛副总裁林清民

文 / 李勤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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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现在科华的整体策略是：“以电力电子变换技术打造核心

竞争力，延伸到不同业务板块，并且针对不同业务板块提供不
同的商业模式，以技术+资本，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是
公司战略发展方向”也因此，在进入不同板块时，要组建不同的
专业团队。科华恒盛选择的路径是，核心团队成员专门负责某
个业务板块，力邀行业专业人才加盟组建团队，或者通过直接
并购模式寻求快速发展。

例如，2013年10月，科华恒盛控股深圳市康必达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林清民表示，和康必达进行了3年融合，康必达的电
能节能系统优势服务于科华恒盛云基础服务领域，以及在科华
恒盛的新能源项目建设、轨道交通领域也可以协同应用。

“在不同领域延伸后，我们并没有把原来的主业弱化，反而
是强化了原来所在的高端领域的技术，例如科华恒盛技术中心
获得了“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称号。”林清民强调。

亦步亦趋探索新领域

在步步结网，打造能源生态链的同时，不免产生疑问，科华
恒盛为何选择的是这些领域，而非别的领域？

除了整个战略体系的支线是由电源的上下游延伸及可能
业务之间进行互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
科华恒盛将政策吃得很透，布局的都是朝阳产业。

林清民透露，多年前，科华恒盛就看到不间断电源市场有
其市场规模局限性。“盘子就几十亿那么大，科华恒盛在能源基
础领域占据约20%的份额，再加上几大国际品牌势均力敌，累
计占据近80%份额，还有几十家同行企业分享剩余市场，所以
能源基础市场增长有限。”

林清民介绍，科华恒盛早在2010年、2011年就定位布局了
三大板块：能源基础、云基础服务、新能源。近年又在布局电动
汽车充电桩领域，依然依托科华恒盛电力电子变换核心技术延
伸。

“企业发展，首先是战略布局，科华恒盛探索新领域的战
略布局都和‘十三五’规划战略新兴板块契合，未来发展前景广
阔。 ”林清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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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党委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

科华恒盛新能源举行2016年员工座谈会

科华恒盛制造部开展普工技能等级评
定活动

2016年3月伊始，科华恒盛制造部筹备策划了半
年之久的普工重基技能等级评定活动如火如荼地展
开了。技能等级评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员工提升
职业技能，规范公司一线员工技能等级评定管理，并
逐步推行员工培训、考核、聘用和薪资调整相结合的
技能评定制度，形成良性的一线员工职业晋升通道。

本次普工重基技能等级评定的活动，在工程部、
人力部、质管部、车间各个主管、骨干的大力配合与
支持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科华恒盛制造部各个部
门必将继续协同合作，努力提升制造工艺、引进先进
工装技术，实现品质提升、生产效率提升、制造成本
下降的目标。在我们的普工技能等级评定的管理规定
与筹备策划中，人力资源部为升定级考核的组织实施
部门，负责考核员工的资格审查、理论、实操考核的
组织实施、考核过程的监控、考核结果的核准认定。
工程部、质管部与人力资源部共同负责各工种培训课
程开发、培训组织实施、考核组题、试卷批改、实操监
考及成绩评定等。

本次普工重基技能等级评定主要包括螺丝紧
固、焊锡两项基本技能。这是我们公司生产制造活动
中最重要最基础的基本技能，为了进行高品质的规范
生产，首先要求每位员工要从领会基础知识开始，只
有掌握最基本的知识，才能生产出被信赖的产品。因
此我们要求生产一线每个员工要从小事做起，从基础
做起，从身边做起，按标准规范作业制造出信赖程度
更高的高质量产品。我们根据普工各个岗位对技能能
力的不同需求，设计了纵向四个层级和横向四个等级
的技能能力通道，纵向四个层级的技能能力逐级加
强，横向四个等级的技能能力也是逐级递增。员工可
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持续提升个人能力并取得
晋升资格，实现员工职业通路的可持续晋升。

本次普工重基技能等级评定的活动在3月完成并
取得了良好的反响，接下来的4月份我们将继续对生
产一线员工进行各个关键岗位以及多能工的技能考
核评定。公司产品的品质是在制造过程中形成的，拥
有正确的技能与知识才能生产出一流品质。我们将以
此次普工技能等级评定为契机，不断地强化生产工艺
的质量，不断地提高员工的基本技能。

4月1日，在厦门火炬园总
部党员活动室科华恒盛党委
举行2016年度第一次党委委
员会议。

会议总结了2015年度党
建工作，并审议党建活动费用
支出。其次，会议选择新一届
党委委员。为了使得非公党建
工作的有效运作，发挥党组织
的正能量和党员先锋 性，使
得党组织更好地服务公司发
展。通过自荐和民主会议评议

方式，聘任党委委员。新一届
委员对2016年工作的进行商
讨规划，明确党建活动要同国
家、公司日常活动有机结合起
来。首先党委自身要有组织发
动的活动，其次党委要积极参
与公司或社会上的活动。保证
每月或每季度进行组织生活
活动， 确定党员交流日，每月
同入党志愿同志进行交流，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属于科华
公司党员都可邀请参加。

3月24日及4月1日，角美
科华新能源分别召开了新老
员工座谈会与第一季度新入
职员工座谈会，就员工在工
作、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
及对公司发展的建议展开了
热烈的探讨。

角美新能源公司总经理
沈祖 庆、以 及相关部门主管
应邀出席此次的座谈会，各部
门、各班组员工近30名新员工
参加了此次的座谈会。

座谈会上，各岗位的员工
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公

司安全生产、员工待遇、为员
工办实事等员工最关心的问
题与主持人、各部门经理都进
行了深入探讨，各部门经理纷
纷在现场一一解答、回应了员
工所提出的问题与建议。

此次的座谈会取得了圆
满的成功，不仅拉近了公司领
导和员工之间的距离，更重要
的是公司领导给每位基层员
工传递了一种正能量的信息，
坚定了全体员工为企业发展
献计献策、踏实奉献的决心和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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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软件园第十届“科华”杯健康马拉松赛成功举办

2016年4月20日，以“科华动力，领跑未来”为主题的厦门
软件园第十届“科华”杯健康马拉松正式开跑。自首届厦门软件
园马拉松活动举办以来，这项赛事活动发展迅速，参赛人数不
断增加，已经成为厦门软件园重要的体育品牌活动之一，成为
展示厦门软件园形象的一张靓丽名片。

科华恒盛很荣幸参与本届活动盛会，协同主办方为增进企
业的友谊、交流合作和展现员工风采搭起桥梁。科华恒盛在致
力技术创新和为客户提供可靠不间断电能的服务上与弘扬“挑
战自我、超越极限、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马拉松精神是同样
的信念——技术创新和保障服务永不间断。

科华恒盛副总裁吴洪立致开幕词

比赛富有激情与活力， 吸引各种萌物乱入

等待枪响，参赛人员蓄势待发

枪声响起，参赛人员如万马崩腾，气势如虹

科华恒盛充电桩助力本届马拉松比赛

本届马拉松比赛的成功举办，其组织、运转得到了一片赞誉，让我们记住这些在
背后默默奉献的可爱的人——志愿者、医疗工作者、安保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