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 v2.0 

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预防停机的设计可实现

最大化的连续运行时

间，可靠性 99.999%以

上；是保障关键业务连

续运行的最适用方案 

一个持续运转的电力监控系统和

配网系统不希望出现异常中断，

所有用户都希望这种关键IT应用

24小时连续运行。因此他们对能

够预防停机的容错服务器需求也

在不断增加。而且，交通领域市

场更需要简易运维的高可靠性解

决方案，因为传统的集群方案不

仅非常复杂，而且无法覆盖更多

的应用环境。 

 

基于专有的容错技术，拥有自主

品牌H&i SERVER 实现主机硬件

完全冗余，内存动态数据、I/O

请求和磁盘网络读写精确同步的

单一运行环境。简单的说，基于

硬件底层构建的冗余容错方案。

完全独立于操作系统和应用，用

户可以像使用单机一样维护容错

服务器。任何部件故障发生，业

务系统零秒切换。我们确保您的

关键应用连续不间断，任何数据

不丢失。 

H&i SERVER 关键优势： 

容错设计/零秒中断 

简易维护/故障预知 

虚拟化/系统整合 

工业设计/稳定可靠 

 

H&i Server 2102/2202/2302 

最新一代基于intel E5-26XX V4

系列的容错服务器 



 

H&i SERVER 的工作原理 

 

将两个标准的Intel X86架构的主机模块整合到单

个环境中，以一套容错服务器的形式运行。基于

专有的容错技术，H&i Server实现主机硬件完全

冗余，内存动态数据、I/O请求和磁盘网络读写精

确同步的单一运行环境。简单的说，基于硬件底

层构建的容错同步方案。完全独立于操作系统和

应用，用户可以像使用单机一样维护容错服务

器。任何部件故障发生，业务系统零秒切换。我

们确保您的关键业务应用连续运行不间断、数据

不丢失。 

 

主要功能特征 

 

动态迁移技术 

H&i Server容错服务器主机精确同步运行，客户

系统及应用程序在主节点上被访问，任何故障征

兆被检测到时，H&i Server系统会主动隔离并报

警，客户机系统及应用程序继续在备份节点上运

行及被访问。期间业务系统连续不间断运行，实

现了零时间切换。 

 

  

故障预知技术 

H&i Server容错服务器通电启动，就会立刻进入

容错双工运行状态，并持续监控服务器硬件和系

统软件的工作状态，探测故障征兆并报警。有超

过上百种的错误特征都可以被主动修复或自动隔

离。主动服务系统可以自动的通过电子邮件

（SMTP）向管理员发送运行状态报告，以及向

WEB管理系统（SNMP）发送通知。远程集中管理

软件可以实现同一窗口多套服务器系统的运行显

示。 

  

 

虚拟化技术 

H&i Server系统具备虚拟化功能，可以同时部署

多个操作系统和应用，实现服务器资源的高效整

合，支持硬件资源的在线扩容。简易维护的单一

WEB界面实现对整个系统的轻松管理，支持P2V，

V2V等方式的系统备份、恢复及迁移技术。 

专业服务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得公

司）总部位于上海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南

京、杭州、北京、广州、武汉、西安、成都、福

州、济南、沈阳、长春、新疆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和

区域机构及产业化基地，技术服务团队覆盖全国区

域客户。为客户提供软硬件产品7X24H不间断服

务，提供系统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服务保障。 

 

当获知需要更换故障部件时，服务网络中任意海得

工程师均可在线订购热拔插部件。国内大部分城市

区域客户，在3~5个工作日内可以收到新备件。 

 

坏件更换无需专业认证工程师或者特殊工具的协

助，客户现场运维人员即可轻松完成在线更换操

作。紧急情况下，我们提供当天到达客户现场的服

务响应。 

异地容灾方案 

H&i Server容错服务器（4U系列）支持分离式

（异地）部署，两个主机节点可以拆分在不同的机

房最多可以相隔5公里以上。避免人为因素或者自

然灾害所导致的系统宕机，首次实现灾备方案中应

用级的故障零切换。这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灾备方

案的数据镜像和系统级切换，H&i SERVER容错服

务器增强版方案支持关键业务系统远程异步镜像功

能，可以实现上千公里以外的系统应用级灾备。 

 

 

负载均衡技术 

多虚拟机系统同时运行的情况下，启用H&i Server

负载均衡（Load Balancing）功能，冗余主机节

点的处理器单元全部进入计算状态，冗余网络也实

现完全双工。整体运算性能可以翻倍，例如262H

可以达到四路六核的运算能力。 

更多信息请查阅产品技术白皮书。 

容错系统与虚拟架构完美整合 



 

为关键业务而定制的容错方案 
 

H&i Server 冗余容错服务器的设计是为了防止停机、数

据丢失及业务中断。这种集成的易于操作的高可靠性服务

器系统是替换传统集群和独立服务器的最优方案。 

 

对比传统的服务器集群方案，H&i Server 系统排除了对

高昂成本的SAN存储设备的依赖，内置数据镜像保护的大

容量存储系统即可实现业务系统的安全部署。集成虚拟化

功能实现了配置的无限扩展性，多操作系统并行运行及服

务器资源的高效整合,节省IT设施投入成本。 

 

H&i Server 2102 是性价比极高的容错服务器产品，这

种入门级的配置适合有限规模的IT环境部署，可以同时运

行三个以上的虚拟客户机系统（VM）。适合中小规模的

工厂车间级、分支站点等业务连续性需求的应用场合。这

种优化处理器配置，可以节省大量的软件授权许可购买费

用，如Oracle 数据库等。 

当然，每个节点可以扩展至双路处理器，系统整体运算能

力可以提升至70%以上。  

 

H&i Server 2202/2302是一款配置灵活的容错服务器产

品，这种部门级的配置适合较大规模的IT环境部署，可以

同时运行多个虚拟客户机系统（VM）。适合一定规模的

企业管理调度系统，如历史数据库、生产监控，厂级信息

化系统。如需更高配置产品，可以查阅官网Rack-4U 系

列资料. 

 

按照用户需求，可预装Windows Server或Linux Server

等服务器级操作系统，这种标准化的系统及客户应用无需

增加额外冗余套件，即可被H&i Server底层容错功能模块

保护。单软件副本不仅节约了投资成本，更简化了操作过

程。 

交通运输： 

高速公路  轨道交通  机场 航道 水利枢纽 港口 

隧道 物流运输 

 

能源 化工： 

火电 核电 水电 风电 电网 输油气管道 石油化工 

煤化工  

 

市政 

供热 供排水 城市管网 消防 公共服务 

  

环保 

污水处理 水净化 垃圾焚烧 烟气在线监测 脱硫/脱

硝 环境监测  

 

水利桥梁 

水利工程 供水管网  

 

冶金矿产 

煤矿 选煤厂 有色矿产 冶炼 

 

传统商业IT应用，如政府，教育，金融，医疗等等 

      H&i Server 210H 介绍 

 

容错服务器 

应用场合 

 
H&i Server 冗余容错服务器适合于实时关键应用场合和

企业虚拟化应用场合。 

了解更多信息，访问http://system.hite.com.cn/channel/286.html 



行业背景： 

电力为世界的进步提供了无穷动

力,然而发展至今，电网却面临着各

种挑战：由于电网效率低下，在生产

和传输过程中损耗严重；随着经济快

速成长，高峰电力负荷不断攀升；新

能源研究日新月异，传统电网设备却

难以与时俱进，成为发展障碍。因

此，变革已势在必！预计到2020年中

国能源消耗总量将达到现在的两倍，

为保证经济高速而持续的发展，我们

需要创新的电力系统。 

容错服务器 

MIS-- 管 理 信 息 系 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SIS—厂 级 监 控 信 息 系 统

（Supervisory Information System 

in plant level） 

ECMS-- 厂 用 电 监 控 管 理 系 统

（Electrical Control and Manage-

ment System in power plants） 

NCS—升压站网络监控系统(Network 

Community System) 

DCS—分 散 控 制 系 统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PSCS—厂级控制系统(Plant Super-

visory Control System) 

CEMS—烟 气 连 续 监 测 系 统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 



配电网基本概念 

配电网是在电网中起分配电能作

用的网络。配电是电力系统中直

接与用户相连并向用户分配电能

的环节，是电力系统中的重要环

节，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 

配电网是电力系统中二次降压变

电所低压侧直接或者降压后向用

户供电的网络，由馈线、配电变

压器、断路器、补偿电容器、各

种开关等配电设备构成。 

在我国11OkV 电压等级以下电网

称为配电网，其中，大于等于

35kV 属于高压配电网；小于

35kV，大于等于1kV 属于中压配

电网；380／220V 属于低压配电

电网建设目标： 

 

坚强可靠：是指拥有坚强的网架、强大的电力输送能力和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从而实现

资源的优化调配、减小大范围停电事故的发生概率。在故障发生时，能够快速检测、定位

和隔离故障，并指导作业人员快速确定停电原因恢复供电，缩短停电时间。坚强可靠是中

国坚强智能电网发展的物理基础； 

经济高效：是指提高电网运行和输送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促进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是

对中国坚强智能电网发展的基本要求； 

清洁环保：在于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利用，提高清洁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降

低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对中国坚强智能电网的基本诉求； 

透明开放：意指为电力市场化建设提供透明、开放的实施平台，提供高品质的附加增值服

务，是中国坚强智能电网的基本理念； 

友好互动：即灵活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友好兼容各类电源和用户的接入与退出，激励电源

和用户主动参与电网调节，是中国坚强智能电网的主要运行特性。 

配网自动化拓扑图 



 

H&i Server 容错服务器系统规格 

H&i Server 系统规格  

总部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高科技园新骏环路777号 

直线：021-60572316/2310/2335/2348 

总机：021-60572333 

热线：4009967557 

邮编：20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