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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ABOUT US

       豪越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智能运维、智慧++（智慧后勤/智慧街道/智慧社区/智慧园区）、IT基础设施集成

建设为核心业务，专业提供IT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为政府、教育科研、医疗卫生、军工、运

营商、公检法、电力、金融证券、财税、能源、交通等行业提供全面的IT解决方案。

       公司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核心科技园区，并在上海、深圳、合肥、西安、香港等地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公

司拥有资深的研发团队和强大的研发实力，获有12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并与中科院等多个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

了长期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企业文化
COMPANY CULTURE

成为IT整体解决方案
引领者

护航大数据时代
引领全智能未来

为客户创造价值
助员工成就梦想

让运维更简单
数据更安全

诚信  品质
创新  共赢

聚英豪 同飞越 诚合作 铸伟业

理念

目标

使命

宗旨

愿景



荣誉资质
HONOR & CERTIFICATION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会员单位

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证书
● ● ● ● ● ●

质量管理系统ISO9001体系标准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 ● ● ● ● ● ● ● ● ● ● ●



业务体系
COMPANY BUSINESS

智慧后勤管理平台
智慧街道/社区平台

HYDO
智能运维大数据管理平台
智慧运营服务平台与运维服务

IT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集成业务

战略新兴业务
Strategic 
Emerging 
Business

基础支撑业务
Basic Business

核心优势业务
Core Business

“建-管-服”模式



战略新兴业务1 - 智慧后勤管理系统
STRATEGIC EMERGING BUSINESS-SMART LOGISTICS MANAGEMENT SYSTEM

智慧后勤管理系统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将分散的、孤立的各个部门的

系统和数据集成起来，突破业务隔阂，建设为统一管理平台，实现一站式服务。从传统的手工模式向可视化、数字化、网络

化、科学化的方向转变，提高后勤工作效率与服务水平，减轻劳动强度，节约办公经费，规范后勤工作流程，真正实现了后

勤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

安 全

生 活

工 作

智慧后勤管理系统客户价值获得

提高后勤工作效率

提升后勤服务水平

助力智能办公效能

规范后勤工作流程

构建统一数据仓库

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部署前：管理复杂，服务低效，人力消耗巨大，数据

信息分散，缺乏科学管理。

智慧后勤案例：教育部
CASES OF SMART LOGISTICS MANAGEMENT SYSTEM

教育部，部署智慧后勤平台前后的对比：

部署后：实现数字化管理，加大监督力度，提高运营

效率，提升服务质量，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依据。



战略新兴业务2 - 智慧社区/街道/园区管理平台
STRATEGIC EMERGING BUSINESS-SMART LOGISTICS/COMMUNITY/STREET MANAGEMENT PLATFORM

智慧社区/街道/园区管理系统，可实现多元素管理，综合社区/街道/园区的管理、巡逻、团体预防和管理、应

急响应、统计分析等管理功能，协助社区/街道/园区办做好劳动就业、街道安全、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以及与文

化体育、公共安全、公共法律服务、调解和仲裁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事项密切相关的教育、街道服务和住房安全。

安 全

生 活

工 作

智慧社区/街道/园区管理系统，用户可获取的价值：

提高社区/街道/园区工作效率

提升社区/街道/园区服务水平

提升管理、管控能力

用一个APP畅享城市
所有服务

构建统一数据仓库

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经开区，部署智慧街道平台前后的对比：

智慧街道案例：北京经开区
CASES OF SMART STREET/COMMUNITY MANAGEMENT SYSTEM

客户名称：北京经开区博兴街道 豪景国际   赢海家园…

部署前：管理复杂，服务低效，人力消耗巨大，数据

信息分散，缺乏科学管理。

部署后：实现数字化管理，加大监督力度，提高运营

效率，提升服务质量，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依据。



安全生产管理平台解决方案

信息化运维解决方案与技术服务

视频会议系统解决方案

IT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方案

信息安全体系建设解决方案

企业级信息化建设解决方案

系统集成服务

IT专家现场支持服务

IT驻场服务

基础支撑业务 –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BASIC BUSINESS-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SERVICE

数据中心/机房整体解决方案

私有云/混合云整体解决方案

数据中台建设整体解决方案

智慧园区建设整体解决方案

园区节能监测服务平台解决方案

智慧园区一卡通管理解决方案

园区运营管理解决方案

园区应急安全管理解决方案

智慧营院综合管理平台解决方案

园区智能化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智能楼宇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信息化数据资源池建设方案

智慧出行解决方案

智慧社区建设整体解决方案

智慧街道建设整体解决方案

智慧停车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智慧校园解决方案



系统集成案例：国务院参事室
CASES

国务院参事室，数据中心改建前后对比：

由于数据机房网络复杂，设备型号种类多，安全要求高，管理难度

大，普通技术手段难以解决上述技术难题， 造成机房长期在低水平

下运行，可靠性难以保障，支撑不了业务的发展。

打造新一代混合云数据中心，构建一体化IT融合服务模式，建立了

内外网物理隔离的安全机制，有效解决了传统机房的弊端。同时，

基于HYDO智能运维大数据平台，实现了数据中心的统一管控，无

人值守和智能运维，极大地提升了数据中心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核心优势业务及其他自研产品
CORE BUSINESS AND OTHER SELF-DEVELOPED PRODUCTS

智能运维大数据管理平台

ITSM服务管理平台

动力环境监控管理系统

虚拟化监控管理系统

无线网络监控管理系统

数据存储监控管理系统

视频大数据分析管理系统

网络安全监测平台

IT资产管理系统

统一认证与权限管理系统

上网行为感知系统

聚合支付平台系统

智能门禁系统

智慧城市停车收费系统

国/地税缴费平台

三维可视化系统

大数据管理系统

智慧运营管理平台



智能运维典型案例：中科院某所
CASES

数据机房管理实现了自动化运维，管理效率显

著提高，故障排查和处理速度大幅提升，运维

人员在2018年减少到4人，2020年减少到2人。

数据机房管理低效，故障响应速度缓慢，需要

20多个运维人员进行管理与服务。

中科院某所，部署智能运维平台前后的对比：



智能运维平台，为用户提供的价值
CUSTOMER VALUE ACQUISITION

修复速度
比人工排查速度提高100倍以上

大幅度节约人工成本
比人工运维节约80%以上

秒级排查速度
比人工修复可用性提高70%以上

成本节约

80%
效能提高

70%
速度提高

100倍

HYDO



综合运维典型案例：北京交通大学
CASES

IT基础设施设备杂，厂商多，硬件兼容差，维修次数多，无法准确故障定位；

信息系统越来越多，各个信息系统的运行状况越来越难以掌控；

未达到等保2.0要求，业务数据安全和用户数据隐私保护未得到保护；

网络或信息系统出现故障时，无法有效及时定位故障点，以迅速解决故障；

网络内的安全隐患，缺少有效的预警和监控手段；

北京交通大学，部署运维系统之前，面临的问题 ：



针对IT机房硬件运维：提供安全、网络设备、服务器、存储、系统，数据库等软硬件解决方案；

针对IT机房软件运维：通过豪越科技自主研发产品HYDO智能运维平台进行跨厂家、跨平台的统一管理，保障

北京交通大学重要业务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通过HYDO智能运维平台建立了一套可行的运行维护系统，提

高了网络资源的运维效率，实现对整个网络的透明化管理，确保整个北京交通大学网络的服务质量，减少混合

网络管理环境下的管理和控制网络运营成本；

北京交通大学使用了豪越IT机房运维整体硬软件解决方案后，通过等保2.0，助其提高业务系统管理水平，提升

数字化校园价值。

CASES

北京交通大学，部署豪越IT机房整体运维方案后：

综合运维典型案例：北京交通大学



合作伙伴
PARTNERS

豪越自研产品在全国已有120多家代理商合作伙伴



典型案例
CASES

豪越为国务院参事室提供了一

体化智能运维平台以及IT集成

服务，同时开发部署出一套数

据可视化展示平台，为领导决

策提供了快速、有效的支撑依

据。

国务院参事室

通过HYDO信息化智能管理平

台的部署与运维服务，海淀区

政府数据机房有效提升了数据

中心的信息化管理水平，保障

IT设备运行正常。

海淀区政府

豪越依托教育行业信息化建设经验，

为北京大学提供了定制化的HYDO

智能运维管理平台，实现了校园内

机房设备及部分视频设备24小时不

间断的监控与管理，为校园安全及

智能化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获得

用户高度评价。

北京大学

豪越根据亦庄控股集团实际业

务情况，进行了定制化开发，

全面覆盖客户现有设备和系统

的多项参数指标，完全满足用

户实际运维需求。

亦庄控股集团



典型案例
CASES

豪越“智慧营院大数据综合管理

平台”采用一体化精细管理，统

一监管各系统数据，对数据中心

的各大信息系统及IT基础设施进

行实时监控，构建营院全过程综

合管控体系，可提前预警，有效

提升营院安全等级。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HYDO智能运维大数据管理平台，

高效管理了中科院某所数据中心

的1600余台IT基础设施及服务器、

1000余台网络设备，18700多个

应用服务以及动力与环境设备等。

中国科学院

公安部通过部署HYDO智能运维，

实现了对数据机房内设备和环境的

统一监测。HYDO可实时监测服务

器、网络设备、存储等设备的性能

状态；实时监测机房内的温湿度、

用电功耗、消防等环境状态。当出

现火灾等紧急情况时，平台自动关

闭服务器保证数据安全并联动门禁

开启，释放消防气体。

公安部
豪越为首都机场信息调度中心成

功部署整套视频会议系统，解决

了原有系统清晰度低、性能不稳

定等问题，保障了首都机场视频

和语音的清晰流畅度。

首都机场



典型案例
CASES

云南电网

云南电网通过部署HYDO智能运维

管理平台，对数据机房内的服务器、

存储、数据库及各类应用进行了不

间断监测；平台可对设备的运行趋

势进行提前预警分析，在出现风险

之前，提前告知用户进行预警，保

障云南电网数据中心的安全稳定运

行。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基于HYDO智能运维

管理平台，实现了对现有的网络

传输设备、视频终端设备、存储

设备的全面监测。HYDO智能运

维可实时监测各设备的端口流量

详情、上下行流量、丢包数、错

包数等，保障中央电视台的网络

传输环境的稳定运行。

教育部

教育部通过部署豪越智慧后勤管

理系统，实现整个教育部园区后

勤系统的统一协调与管理。通过

后勤系统的智能访客系统和电子

工牌功能，实现了来访人员的便

捷管理，脱离过去纸质化登记人

员的手工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教

育部园区的信息化程度。

国家卫健委

基于豪越智慧后勤管理系统，国

家卫健委实现整个园区智慧后勤

的管理，并对智慧安防、智慧消

防做出统一有效的管理；包括办

公用品采购、食堂就餐、会议室

预约、蔬菜采购等一系列便利功

能，极大地方便了员工的日常工

作生活。



典型案例—部分客户名录
CASES-PART OF THE CUSTOMER LIST

中央电视台
国务院参事室
朝阳审计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卫健委
国家教育部
应急管理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生态环境部
自然资源部
中国地震局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
北京分中心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中国民用航空局华北地区空中交通管
理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航行
情报服务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东坝服务中心
文东出入境
上海出入境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船级社
国家卫星海洋中心
海淀区政府
榆林市人民政府
……

政府机构

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理化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

中科院地理所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

中国艺术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光电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关新园

东南大学苏州医疗器械研究院

……

科研院所
北京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中央办公厅电子科技学院
江苏大学
深圳大学
重庆大学
中南大学
东南大学
扬州大学
宁波大学
广西大学
汕头大学
西南大学
暨南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中教未来教育学院
公安海警学院
南方科技大学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财贸职业学院
江南大学
厦门大学
北方民族大学
北京十二中
……

高校及教育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中国疾病控制预防控制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医院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中环电子信息集团

公交集团

天津京津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祥龙公交公司公交场站

妇女报社

中国安全生产报社

中冶集团

河北空间家

……

集团公司

云南电网

银监会

河北冀银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文投大数据集团……

金融/IT/电力

中央军备装备发展部

总参XX局

北部战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研究院

某测绘局……

军队军工

中国气象局

北京市昌平气象局

中国海关
北京海关
东乌海关
公安部
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
北京经侦总队
……

气象/海关/公安



生态赋能  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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