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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智慧电能领导者

股票代码：002335

公司介绍

科华恒盛前身创立于 1988 年，2010 年深圳 A 股上市（股票代码 002335），28 年专注电力电子设备研发、制造，是行业首批“国家

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承担者、“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全国首批“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评定企业，拥有云基础服务、能源基础、新能源三大产品方案体系，产品应用于金融、工业、交通、通信、政府、国防、教育、医疗、

电力、新能源、数据中心等行业，服务于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20 万用户，致力于打造生态型能源互联网企业。

公司现拥有员工 3000 多人，在厦门、漳州、深圳、佛山、北京等地设立了多家子公司、3 个电源研究中心、5 个现代化电源生产基地、

1 个业界最先进的电源 及 EMC 检测中心。科华恒盛始终坚持“技术自主、品牌自有”的发展理念，自主培养的三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领衔

600 多人研发团队，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火炬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863 计划等项目 30 余项，参与了 40 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制定，

获得国家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250 多项。

作为金融信息安全及设备保护解决方案领导者，科华恒盛拥有业界最完整的自主研发、自有品牌的高端电源产品方案体系。在金融机房、

分支行网点信息化智能化等金融领域，科华恒盛可提供 KR 系列高频 UPS、FR-UK 系列工频 UPS、MR 系列模块化 UPS、配套定制电源

等全系列的高端电源产品，包括电池、配电柜、稳压柜、谐波装置、防雷装置、监控软件等在内的丰富的选配件。此外，科华恒盛还提供“慧”

系列数据中心、云动力节能型绿色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等全业务流程服务。

近年来，科华恒盛的产品方案，在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邮储银行、保险、证券等分支行网点的传统优势市场，

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在被国外厂商长期占据的金融机房也取得良好成绩，全力护航金融信息和金融设备的安全。

科华恒盛在全国建立 9 大技术服务中心、50 余个直属服务网点，300 余位技术工程师组成专业服务团队。新型的 3A 服务，从传统的应

急维修转变为以预防为主的维护和主动服务模式，科华恒盛的“厂商级”主动式服务荣获了“用户满意方案 / 品牌奖”" 中国高效能数据中心

优秀品牌奖 "“最佳服务承诺兑现奖”“UPS 服务满意金奖”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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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

市场排名

2

本土品牌

市场排名

1

赛迪顾问发布的《2015—2016年中国UPS市场研究

年度报告》显示：科华恒盛在2015年度中国大功率

UPS（大于等于20KVA）市场中，位列国内外品牌第

2名，列本土品牌第1名。

赛迪顾问发布的《2015—2016年中国UPS市场研究

年度报告》显示：科华恒盛主营业务在2015年度中国

UPS市场中，列本土品牌第1名。

公司介绍



方 案 篇

总行级解决方案
大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并机双总线供电方案

分行级解决方案
中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单机双总线供电方案
并机供电方案

支行级解决方案
多台柜式微型机房解决方案

网点/社区银行解决方案
小功率单机供电方案

“慧系列”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慧容”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慧能”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慧云”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综合监控及智能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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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据中心规模不断扩大，设备密度会越来越大，核心负载越来越重要，对环境、供电和制冷要求越来越高，同时绿色节能也

是摆在当前建设和日后运维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科华恒盛云动力大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既能满足设备运行环境，又能给设备提供高可靠、高智能、高稳定的端到端智能配

电、先进的制冷节能系统、高效的综合运维管理。同时引入包括风光互补+太阳能+风能等在内的新能源解决方案为辅助设备供

电，共同构建一个高效、稳定、节能的数据中心绿色解决方案。

方案特点：

● 合理的规划、科学的设计，节能的解决方案

● “端到端”的智能配电解决方案

● 冷、热通道、封闭冷通道、精确送风的节能制冷技术

● 实时监测、分析、统计的综合运维管理系统

● 完善的机柜系统

● 新能源解决方案

适用范围：

● 单层4000平以下大型数据中心、总行

总行级解决方案

大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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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系统

不间断电源

消防系统

防雷系统

机柜

标准结构，功能齐全、稳定性强，为核心设备提

供高质量的安装环境，充足的选配件满足广泛

的使用要求。

“端到端”配电保障系统，从市电输入至PDU末

端分配，统一、合理规划设计，为计算机系统提

供高智能、安全、稳定、可靠的电源供应。

消除电源污染，改善电源质量，防止瞬间断电。

保护系统以及重要数据，为计算机系统提供高

质量电源。

业界领先的三维动画立体呈现，人性化设计，提

供一个稳定可靠、投资合理、高效方便、舒适安

全的机房环境监控系统。

一级、二级、三级防雷，信号防雷、等电位连接

器、防雷器监测，报警模块。机房接地按功能共

分为安全地，工作地，保护地，信号回路地。

消防系统按机房面积大小区分，可分为无管网消

防系统与有管网消防系统，大机房必须采用有管

网消防系统。

三维监控系统

总行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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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容”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方案简介

“慧容”模块化数据中心等于机房应用的产品 + 组装 + 服务。即：将传统复杂的机房系统进行模块化的设计和生产，通过企业用户的需求指标，

集成于标准 19" 服务器机柜中，形成智能化、微型数据中心，该模块化数据中心采用标准化生产，集中控制的方式，安装时缩短了端到端的连接

距离，减少了故障点的数量，满足企业对数据管理、整改、扩容、升级更新的特殊需求和高可用性的要求。

应用场景

温湿度传感器

监控单元

综合配电模块

市电模块

机架式UPS

机架式电池

烟感

柜体安全锁

系统尺寸 600*800*2000 / 600*1000*2000
适应电流 ≤ 125A
UPS 容量 1-15KVA
用户空间 4U-17U

额定绝缘电压 660V(AC)
额定工作电压 220V(AC)

频率 50HZ
防护等级 IP20

机架式电池箱机架式UPS 监控单元 配电模块机柜

政府 证券银行 企业 教育智慧社区











19

●机柜 ●冷通道

监控系统

制冷系统

根据制冷方式的不同，行间精密制冷空调分为两种：风冷型行间空调和冷冻水型行间空调产品。封闭冷通

道技术、精确送风技术，大大提高精密空调制冷效率，进一步达到高效节能和降低能耗，给设备提供一个

高可靠、高适应的运行环境。

具有结构坚固、

承重 能力强、外

型高贵典雅、功

能齐全的优点。

响应“机房节能减排，推进绿色新机房，可满足中热密度的发热机柜的

冷却要求；冷通道机柜将输送到机柜内部的冷气以最节约有效的方式，

全部输送给散热设备。

监控系统从模块化数据中心日常运营管理的角度出发，为模块化数据中

心正常运营的连续性提供性能上的保证。系统软件从功能上充分考虑运

营管理者的实际工作需求，并满足“安全第一，稳定至上”的运营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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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控及智能管理解决方案

1、显示功能：

● 基于LAMP平台的集成监控系统，采用纯B/S

架构，以WEB浏览方式显示后台通信数据

2、实时监控：

● 可实时集中监控多网点设备和环境（最多支持5000个网点）

● 可实时集中监控多网点设备和环境，支持多种查看模式

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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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控及智能管理解决方案

3、配置管理：

● 模块化设计，可实现批量导入、导出、修改设备信息的功能，在线进行设备的删减、修改、增加

● 地图模式：直观显示网点分布情况与运行状态

4、安全管理：

● 多层级、权限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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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控及智能管理解决方案

5、告警管理：

● 告警级别可定义、修改，报警手段灵活

● 告警方式：短信、E-mail、声光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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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控及智能管理解决方案

6、报表管理：

● 数据分析以通俗、易用、友好的图形界面直观显示UPS运行数据及状态，记录UPS运行历史数据、告警历史事件，并形成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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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控及智能管理解决方案

1、监控管理平台--真云架构设计：

● 将分散于网点各个角落的基础设施通过“前端云节点主机”进行分布式计算及存储，用户可通过“云”服务器提供的“桌面云

服务”来对网点各个角落的动环基础设施进行监控与管理

2、前端云节点主机：

前端智能云节点主机可完全独立于云服务器进行独立分析、独立管理，与多个云服务器进行通讯

系统优越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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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控及智能管理解决方案

传统监控管理系统 ‘云’架构监控管理系统

项目化、工程化，建设门槛高，周期长，不利于复制，

扩展性差

产品化、模块化，建设门槛低，周期短，可复制性强，

利于扩展

集中式计算，系统资源要求更高，误报率高 云计算，节能高效，带宽占用低，误报率低

集中式存储，风险高 云存储，数据更安全更可靠

3、云服务器与前端智能云节点主机之间的通信机制：

与传统监控管理系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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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篇

高端电源产品系列
工频FR-UK（1-600K）
高频KR（1-600K）
模块化MR（50-480K）

综合监控及智能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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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控及智能管理平台

综合监控及智能管理平台对全辖区内所有型号、品牌的UPS、普通空调、门磁、漏水、烟雾、温湿度等进行集中监控和管理



案 例 篇

重要客户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中国邮政
农村信用合作社
股份制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证券
保险机构

高端大功率UPS应用
“慧容”模块化数据中心应用
“慧能”模块化数据中心应用
“慧云”模块化数据中心应用

综合监控及智能管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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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科华恒盛自90年代开始在人民银行系统中广泛应用，迄今为止，科华恒盛已经提供了

1270多套（0.5-160kVA）高端UPS电源及电池等相关核心部件，相继为人民银行在北

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广东、云南、上海等30余个省市的金融电子化、信息化建设

提供了高可靠的电源保障，并深得用户的信赖和支持。

中国银行
科华恒盛电源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全国30余个省市中行，迄今为止，科华恒盛为中国

银行系统提供21500多套（0.5-80kVA）不同功率的高端UPS以及电池、机柜等相关核

心部件。

中国建设银行
在金融领域，银行系统表现出的运维复杂化，多样化为银行电力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

稳定的电力系统，可靠的电力保障，是银行数据系统，运维系统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迄

今为止，科华恒盛共为建设银行系统提供27900多套（0.5-100kVA）高端UPS及电池、

机柜等核心部件，为建行的业务扩展提供高可靠电源保障。

中国工商银行
迄今为止，科华恒盛为工商银行系统提供4800多套（0.5-160kVA）高端UPS及相关核

心部件组成的电源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广东、江苏、河北、福建、海南等20多个省市，

为工商银行的业务扩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农业银行
科华恒盛早在1989年就与农行系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迄今为止，科华恒盛的

高端电源解决方案为农行在全国20多个省份、近百个省市，提供了24670多套（0.5-

200kVA）高端UPS及电池等相关核心部件，为保障农行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业务扩展提

供有力支持。

重要客户





34

高端大功率UPS应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采用科华恒盛4套KELONG®KR33系列300kVA高端大功率UPS及蓄电池等核心部件，

为整改工行上海分行的机房提供了高可靠的绿色电源保障。

中信银行总行使用2套KELONG®FR-UK/B系列200kVA高端大功率UPS及蓄电池等核心部件，为中信银行关键设备提供了

的稳定、可靠的电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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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容"模块化数据中心应用

2011年以来，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采用科华恒盛60多套"慧容"模块化数据中心，产品覆盖率达到80%，"慧容"模

块化数据中心得到了用户的充分认可，一则解决了机房面积小的问题，二则整合客户网络监控集成一体机柜，便于维护，整体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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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模块化数据中心应用

日前，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携慧能数据中心中标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设备间改造项目，为客户提供绿色高效、可靠智能的数据中心

解决方案。基于用户设备间改造项目要求，设备间面积 15-40 平米，现改造采用封闭微模块方案，安装配电模块、精密空调、服务器机柜等设备。

为此，科华恒盛专为用户提供 " 慧能 "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即节能高效又可以减少设备的占地空间和降低运营成本。随着该慧能数据中心的应用，

将有效满足客户业务可持续运行与节能管理保障需求。

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急需在二级分行建设高效新型数据中心，根据客户的设备规模、机房规划、交期上线、节能减排等实际需求，科华恒盛

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供了“慧能”模块化数据中心方案，其由“二拖七”：即两个 8.5kW 列间空调带 7 个网络机柜，集成冷热通道，各个功能

模块组成的全封闭智能一体化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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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云"模块化数据中心应用

广发银行重庆分行采用科华恒盛“慧云”模块化数据中心含模块化UPS、精密配电柜、精密空调、配电系统等配套设备。为其构

建了一个高效节能、智能简捷和极具扩展性的绿色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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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监控及智能管理应用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使用科华的UPS集中监控系统，实现对全省1800多台UPS的集中监控管理。软件实现分级管理功

能，能够准确显示出UPS工作状态、电池状态、剩余放电时间、UPS电压、负载大小、频率等，以及网点机房温湿度、烟感报警、

漏水等。实现实时监控、告警管理、配置管理、报表管理、通信管理、安全管理等。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457号
邮编：361006
电话：86-592-5160516
传真：86-592-5162166
www.kehua.com.cn 金融行业智慧电能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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