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P 报业发行系统解决方案 

 

信息技术在提高报刊出版单位的市场感应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推进产品创

新、流程再造、服务转型，实现传媒“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已成为报

刊出版单位新一轮创新的制导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刊出版信息化建设经历

了三个阶段：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报刊出版采用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印刷环节告

别了铅与火，这一过程被称为“印刷革命”。二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报刊出版引

入综合新闻业务网络(NISN)，新闻采编环节告别了纸与笔，这一过程被称为“采编

革命”。三是自 21 世纪初起，报刊社的出版、发行、广告等经营管理业务的信息化

建设提上日程。这将是报刊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大变革，它将推进报刊的广告、发

行等活动走上整合经营管理的新时代，实现报刊出版信息化管理的“第三次浪潮”—

—“经营革命”。从实施情况来看，目前广告环节已经初步实现了信息化管理，但发

行环节的信息化建设十分滞后，各地报刊发行信息系统软件开发刚刚开始。 

报业发行系统是利用计算机、Internet、VPN 网络、大型数据库和远程通信

技术将各个发行站的报刊征订数据、零售摊点数据等发送到报社发行中心，系统自

动处理与分配各类数据，与各发行站、零售摊点、印刷厂和上级主管部门等进行信

息交换，并产生各项目的统计汇总表的综合性计算机网络系统。系统可根据决策者

建立的主题，组织分析决策模型，抽取相关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和辅助决策，指导发

行工作。 报业发行的系统流程及拓扑图如下: 

 



 

 

 

 

系统特点 

 快速、高效的数据处理  

大型报业集团自办的报刊或代办发行的报刊种类众多，发行管理工作非常复

杂。对于发行中心来说，很难快速的统计分析当天各个发行站上报的大量数

据，从而不能及时准确的掌握当天的发行情况；对于各个发行站来说，总需

要有专人汇总、核对当天的数据和款项，工作量大而且容易出错。针对发行

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发行管理系统提供了方便的数据报送与自动核对功

能。首先，由数据调度服务器收集各个发行站传来的数据；接着对这些数据

进行分析和汇总，剔除无用内容；最后经过整合，有效数据被安全的存入数



据库中。经过这样的处理过程，发行中心不但能够实现对当天数据快速准确

的统计汇总，而且由于系统自动剔除了无效或冗余的数据，因此减少了数据

处理的时间，节省了宝贵的存储空间资源。 

 全面掌握读者信息  

读者群是报社最宝贵的资源，掌握读者的收入、行业、爱好等信息，对报纸

的内容、版面，广告的类型、价位等，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发行管理系统不

但可以记录订户的地址信息，还能对读者的年龄、性别、行业、收入等情况

进行记录和分析。这样，报社就可以根据读者的情况，对报纸的内容进行调

整，以适应更多读者的口味，从而巩固并增加报纸发行量，同时也可以有针

对性的刊登读者感兴趣的广告或配送适销对路的商品。 

 方便、经济的数据传输机制  

 报社的发行网络遍布整个城市，每个发行站与报社发行中心之间都有较

远的距离，因此，如何解决好发行站与发行中心的数据传输问题，就成为衡

量发行系统好坏的重要的标准。发行管理系统，采用“本地存储、分次传

输”的方式，给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最优的方案。在该发行系统中，每个

发行站的计算机上都安装有一个供站内使用的小型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与发

行中心的大型数据库之间通过电话线或ISDN线路进行连接。每天，发行站的

工作人员可以定时将站内数据传输到中心数据库中，而所有的操作仅仅是轻

点一下鼠标。由于，在一天之中，发行站与发行中心之间只进行几次数据传

输，每次持续的时间又都在几分钟之内，因此，发行管理系统的这种数据传

输机制能够为报社节约大量的通讯费用。 

 快速、准确的印数确定  

快速、准确的确定报纸印数，能够为报社节约大量的印刷费用，但在实际情

况下，由于零售商的要报数很难进行准确汇总，恶劣天气对报纸发行的影响

也无法准确估计，因此，通常确定的印数都更多的是依赖经验，而无法做到

真正的快速、准确。发行管理系统从确定印数的源头出发，将每个零售商的

要报数量，包括恶劣天气时减去的数量都预先输入系统（如有变化还可以随

时调整），每天的印数可以随时从系统中查询，即使是遇到突发的天气变



化，也可以根据预先输入的减数，快速、准确的确定实际的印数，从而保证

了在报纸印刷过程中仍能对印数进行精确调整，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惠普推荐报业发行系统解决方案 

结合报业发行系统的需求状况及系统设计特点，惠普(HP)推出了一套完整的

解决方案，该方案可以帮助您搭建统一报业发行系统平台，惠普(HP)在帮您搭建完

IT 平台后还提供 7x24x4 的服务，满足系统的持续性需求。 

 

 

 



方案描述 

在本方案中，我们采用两台HP ProLiant DL580G5 服务器作为数据库服务器，

安装相关的操作系统、集群软件和数据库软件；两台服务器之间通过两块以太网网

卡实现两条心跳线相连，同时各台服务器分别通过HBA卡分别连接两台光纤交换

机，再连接到存储MSA2000FC的两个控制器上。 

在每台服务器上安装两块光纤HBA卡，可使任意一台主机到它所拥有的LUN之间

总是有两条路径。通过主机上的路径管理软件和阵列两个存储处理器之间的镜象高

速缓存，这些路径之间可以实现自动的错误切换和负载均衡，形成了一个无单点故

障的系统环境。 

 

 

惠普技术服务 

惠普公司建设了中国最大的 IT 原厂商服务网络，基于业界公认的 IT 服务管理

（ITSM）准则，为每一个用户提供全面完善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包括产品支持服

务、专业技术服务和业务连续性服务， 培训服务。 

 

惠普产品支持服务为满足用户业务需要，提供全天候的硬件现场服务，软件支持

服务，以及业界领先的硬件系统修复服务（call to repair）。 

特别针对用户的关键业务系统，惠普的关键业务系统服务（Mission Critical & 

proactive service）更进一步地帮助用户对人员、技术、流程三个方面进行全面

管理，制定并执行完善的 IT 运维方案，有效保障关键业务系统的高可用性运行。 

 

惠普技术服务涵盖系统规划建设，高可用运行，变更升级等 IT 系统生命周期的各

个阶段。 

        系统规划及实施建设服务： 

        系统高可用性、性能及安全服务： 

        系统变更升级服务： 



 

惠普业务连续性服务协助用户制定完善的管理流程，以保证客户在突发性事件面

前迅速反应，保证关键业务功能可以持续运行。 

 

惠普培训服务致力于向中国用户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培训服务。惠普培训服务

结合 HP 全球的培训经验及资源共享，紧紧把握全球信息技术发展脉搏，不断开发

新的培训课程。客户通过惠普培训服务不仅学到惠普公司在信息行业领先的技术，

而且能获得惠普先进的管理实践经验惠普培训服务目前拥有惠普商学院、惠普 IT

管理学院、惠普 IT 技术学院三大机构。 

惠普的全面服务将帮助用户充分发挥 IT 基础架构的潜能，有力支持企业业务的稳

固运行和快速发展。 

 

 

 

HP最近在报业热线系统成功案例列表 

福建日报社发行系统   HP Priliant服务器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系统  HP Priliant服务器 



HP ProLiant DL580 G5 企业级机架式服务器 

 

概述 

对于希望获得高度可扩展性和可用性的客户

来说，ProLiant DL580 G5 服务器是其最佳

选择。这款 4 插槽服务器具有全面的功能和

机架专用式 4U 外形，可提供无可匹敌的灵

活性及可维护性。基于最新工业标准的处理

器、内存、I/O 及网络技术，ProLiant 

DL580 G5 可提供最高级别的性能标准，以

满足当今计算密集型应用的需要。无与伦比

的高可用性特性（包括热插拨冗余组件），

大大提升了最长运行时间。集成的 Lights-Out 2 (iLO2) 技术，无需访问服务器便

可从标准的 web 浏览器上实现远程管理，从而使远程管理变得简单易行。它具备

高度可扩展的架构，能添加 PCI-Express、PCI-X 或电池支持的高速缓存写入选

件，可为应用部署提供极大的灵活性。 

特性 

 新的英特尔至强 7300 四核处理器具有更出色的可扩展性；配有 8 个标准 PCI 

Express 插槽，能够添加 3 个额外的 PCI Express 或 PCI-X 插槽，可提供高带

宽和高度的扩展灵活性；32 个 DIMM 插槽可用于 128GB 的 PC2-5300 全缓冲 

DIMM (DDR2-667)；寻求附加存储的用户可以安装多达 16 个 SFF SAS/SATA 

热插拔驱动器（具有高达 2.336TB 的内置存储）；可增强性能的标准特性包

括集成的双千兆网卡和智能阵列 P400i 控制器（带有 512MB 电池支持的高速

缓存写入）。 

 免工具维护和服务可访问外置和内置热插拔组件，且不会影响内部扩展容量；

高达 128GB 的内存、2 个 Multibay 介质托架、11 个 PCI 插槽、16 个内置硬



盘驱动器；提供高度的灵活性，能够在多种应用环境中进行部署和重新部署；

从服务器正面即可轻松访问可弹出的薄型 DVD 光驱和可拆卸的半高磁带机。

USB 端口（2 个正面、2 个背面、2 个内置）提供了更多介质选项，包括从 

USB Key 启动的功能；揿扣式导轨套件和无电缆设计特别适合 4U 外形，可在

分接或方孔机架内轻松部署；正面滑出的 System Insight 显示屏可以即时地显

示所有服务器的主要子系统中的故障状态，从而快速相应服务事件并大大降低

系统停机时间和 IT 服务/维护成本。 

 内置的集成 Lights-Out 2 (iLO 2) 标准将安全、管理功能和诊断功能与基本虚

拟存在和控制相结合，可管理数据中心或全球的 ProLiant 服务器；每台 

ProLiant 服务器都配有 ProLiant Essentials Foundation Pack 软件，用于快速

安装和配置系统，可以主动管理变更并确保服务器的连续工作；SmartStart 可

以帮助您配置硬件、装载经过优化的驱动程序并安装软件，从而获得更出色的

可靠性、性能和更长的系统正常运行时间；SmartStart Scripting Toolkit 包括

可以创建并复制配置和脚本文件的复制实用程序，能够简化大容量服务器的部

署；通过 ProLiant Essentials Rapid Deployment Value Pack 等工具可进行自

动部署并为您提供独特的服务器软件配置，扩展设备功能。 

规格 

处理器、操作系统和内存 

处理器类型 英特尔® 至强® E7310 四核处理器 1.60GHz  
• 1.60GHz, 2 x 2MB 二级高速缓存  
 英特尔® 至强® E7320 四核处理器 2.13GHz  
• 2.13GHz, 2 x 2MB 二级高速缓存  
英特尔® 至强® E7330 四核处理器 2.40GHz  
• 2.40GHz, 2 x 3MB 二级高速缓存  
英特尔® 至强® E7340 四核处理器 2.40GHz  
• 2.40GHz, 2 x 4MB 二级高速缓存  
英特尔® 至强® X7350 四核处理器 2.93GHz  
• 2.93GHz, 2 x 4MB 二级高速缓存  



处理器升级 最大支持 4 个处理器 

内存插槽 16 个 DIMM 插槽 

最大内存 128GB 

内存类型 PC2-5300 全缓冲 DIMM (DDR2-667) 

内置驱动器 

内置硬盘驱动器 标配配置不包括硬盘驱动器 

硬盘控制器 HP 嵌入式智能阵列 P400i/256MB 高速缓存 
或 HP 嵌入式智能阵列 P400i/512MB 电池支持的高速缓存写入 

内置驱动器机架 标配支持 8 个 SFF SAS/SATA，最多可支持 16 个 SFF SAS/SATA 

光驱 标配薄型 DVD 光驱 

系统特性 

机箱类型 4U 机架 

芯片组 工业标准英特尔 7300 芯片组 

机架安装 无需工具，即可轻松地在机架内对所有系统组件进行维护。 

网络接口 带有 TCP/IP 卸载引擎的 2 个嵌入式 NC373i 多功能千兆网络适配器，通过

一个可选的 ProLiant Essentials 许可套件支持加速的 iSCSI 

外置 I/O 端口 1 个串行端口、1 个定位设备（鼠标）、1 个正面视频接口、1 个背面视频

接口、1 个键盘、共 6 个 USB 2.0 端口：正面 2 个；背面 2 个；内部 2 
个；1 个 iLO 2 远程管理端口；2 个 RJ-45 网络接口 

扩展槽 利用选件卡可获得更多的 PCI-Express 插槽（多达 11 个可用）；标配 8 个
插槽：(4) 个全长 PCI-E x8、(1) 个全长 PCI-E x4 和 (3) 个半长 PCI-E x4 
插槽；选件卡添加 (3) 个 PCI-X 或 (3) 个 PCI-E x8 



电源类型 800/1200 瓦交流电源 

电源要求 100 伏 至 120 伏交流电/200 伏至 240 伏交流电； 50 到 60 赫兹 

兼容的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Red Hat Enterprise Linux；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Novell NetWare；Sun Solaris Intel Platform 
Edition；VMware 虚拟化软件 

外形尺寸 

（宽 x 长 x 高） 

48.3 x 67.3 x 17.6 厘米 

重量 30.8 千克 

符合业界标准 符合 ACPI 2.0.标准；符合 PCIE 1.0a 标准；支持 PXE；支持 WOL；支持物

理地址扩展 (PAE)；Microsoft® 徽标认证；支持 USB 2.0 

安全性管理 开机密码；键盘密码；外部 USB 端口（启用/禁用）；网络服务器模式；串

行接口控制；管理员密码；可拆卸的 CD-ROM 或 DVD 光驱 

可维修性 正面和背面可访问性能够提供无可匹敌的可维护性，并在维修热插拔通用

硬盘驱动器、热插拔冗余电源、处理器和处理器电源模块的同时可确保服

务器牢固地安放在机架内；创新性诊断指示灯；Systems Insight 显示屏－

准确描述服务器的所有主要子系统（处理器、内存、CPU、冗余冷却、

Interlock、Thermtrip）的情况，并直观地显示出故障状态；前面板上的 
LED 显示屏显示电源、内部状态、外部状态及部件 ID 指示灯；免工具内部

设计：免工具访问服务器内部；背面可访问热插拔冗余电源；PCI 卡导杆可

在移动过程中将全长 PCI 卡固定；无需电缆即可将六个可单独拆卸的风扇

连接至系统板；处理器保留托架可将处理器锁入其各自的插槽中；无需工

具即可拆卸系统板；快速部署导轨：免工具的“snap in”导轨和灵巧的电缆整

理架。 

 



HP StorageWorks 2000 模块化智能阵列 

 

 

HP StorageWorks 2000 模块化智能阵列系列，是具备最新功能和技术且价格经济

的 SAN 设备。两种主机接口－光纤通道 MSA2000fc 和 iSCSI MSA2000i，用户可以

根据自身需要，来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此外，还有企业级 SAS 硬盘驱动器和归

档级 SATA 硬盘驱动器可供选择。所有型号均支持可选的基于控制器的快照/克隆

功能。MSA2000 系列的目标客户是那些需要整合其存储的企业，包括预算和 IT 资

源有限的小型企业，以及具有小型部门或远程分支机构的大型企业，而入门级光纤

通道或 iSCSI SAN 正是其进行存储整合的最佳选择。  

MSA2000 系列的主要特性和优势 

• 高可用性实现业务连续性：借助主动-主动控制器、双端口驱动器、冗余硬件组

件，降低 IT 故障的风险。 

• 提高生产率，防止数据丢失：RAID 0、1、3、5、6、10、50。具备自动化故障

切换的冗余硬件，减少停机时间。 

• 易于维护：支持用户可更换的热插拔组件，如驱动器、控制器、风扇和电源等。 

• 易于管理和配置，提供投资保护：轻松和更安全的部署，缩短投入运行的时间。

减少操作人员操作错误所带来的风险、减少停机时间和数据损失，同时提高客户满

意度。 

• 空间高效的设计：阵列仅占用 2U 的机架空间，包括 12 个驱动器托架。阵列内

建了标配的高速缓存保护功能，因此无需专用的 UPS，后者会占用额外的空间。



每个额外的驱动器机箱也仅仅需要 2U 的机架空间。• 扩展空间：MSA2000 阵列系

列最多可以扩展 3 个驱动器机箱和支持 48 个驱动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