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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依据 ＧＢ／Ｔ １．１－２００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金融服务业标准联盟提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金融信息服务协会、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共济科技
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生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廖维坤、李绅、易南昌、索登洲、韩梅、徐超、连树雄、兰剑、张
涛、雷波。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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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金融数据中心承载金融行业业务的重要信息，基础设施监控系统是金融数据中心的重要运行维护工
具。构建智能化与网络化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监控系统，对保证金融数据中心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确保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满足数据中心所支撑的各种业务应用系统正常运营十分必要。
编制符合金融行业特点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监控系统建设规范，有助于推动金融行业数据中心基础
设施监控系统建设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高金融机构信息安全保障水平，保障金融业务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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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监控系统建设规范
１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金融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监控系统的系统组成、功能、设计以及施工、验收
要求。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行政区域内金融机构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监控系统建设活动。深圳
市行政区域内金融机构租用数据中心时，可参照此规范对所租用数据中心的监控系统提出要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 ２８８７－２０１１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ＧＢ／Ｔ １５３９５—１９９４ 电子设备机柜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 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４５
ＧＢ ５００５２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４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７４－２００８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３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６２－２００８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施工及验收规范
ＪＧＪ／Ｔ １６－２００８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３．１
数据中心
具备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能实现数据的集中处理、存储、传输、交换、管理的场所，可以由具有
多个机房模块的楼宇群组成，也可以是一个建筑物中物理空间相对独立的一部分，通常包括主机房、支
持区、辅助区、管理区等。
３．２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支持 IT 设备和系统正常运行的设备、环境和系统的集合，主要包括发配电系统（发电机、高低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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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变压器、UPS、STS、ATS、PDU、防雷接地等），环境系统（恒温恒湿空调系统、新风系统、给
排水等）
，安防系统（视频监控系统、防盗系统、门禁系统、消防系统、防雷接地等），相关建筑设备（大
楼冷水机组、消防系统等）。
３．３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监控系统
由信息采集、处理、存储、展示等部分组成。监控系统实时采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运行状态、
参数，将监测到的信息直观展示在界面上，供值守人员及时准确了解机房运行情况；监测到的异常情
况经过过滤、定位，按照重要程度分级后以图文、电话、短信、邮件、声光等方式告警，以便运维人
员及时处理；统计分析监控信息，及时发现设备隐患；联动控制相关设施，提高自动化程度等。
３．４
监控中心
又称监控管理中心、监控指挥中心或ＥＣＣ等，是运维管理人员对数据中心履行监控、值守、联络、
调度等职责的日常工作场所。
３．５
响应时间
从监控系统发出一个请求开始计时，到监控系统接收到从被监控对象返回的响应结果结束所经历的
时间。
３．６
平均无故障时间（ＭＴＢＦ）
指相邻两次故障之间的平均工作时间，也称为平均故障间隔，是体现产品在规定时间内保持功能的
一种能力。
３．７
串口服务器
也称串行服务器或者端口转向器，它是在串行端口(COM 端口)跟以太网局域网(LAN)之间传输数据
的一种设备。实现 RS-232/485/422 串口与 TCP/IP 网络接口的数据双向透明传输，使设备的组网更便捷，
传输距离不受控制。
３．８
测点
反映监控对象的属性、运行参数、状态的信息点。
４ 缩略语
ＡＩ：模拟量输入（Ａｎａｌｏｇｙ Ｉｎｐｕ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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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Ｓ：自动转换开关（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ＤＣ：数据中心（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ＤＩ：开关量输入或数字量输入（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ｐｕｔ）
ＤＯ：开关量输出或数字量输出（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Ｅ：简称 ＩＥ（Ｗｉｎｄｏｗ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Ｉ／Ｏ：输入／输出接口（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ＩＰ：网络间互连协议（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ＬＡＮ：局域网（Ｌｏｃａｌ Ａｒｅ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ｂｕｓ：用于工业现场的总线协议
ＭＴＴＲ：平均修复时间（Ｍｅａｎ Ｔｉｍｅ ｔｏ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ＰＣ：用于过程控制的 ＯＬＥ，是一个工业标准（ＯＬ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ＤＵ：电源分配单元（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ＱＰＳ：每秒查询率（Ｑｕｅｒｙ Ｐｅｒ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Ｓ－２３２：串行连接标准（ＡＮＳＩ／ＥＩＡ－２３２ ）
ＲＳ－４２２：串行连接标准（ＥＩＡ ＲＳ－４２２－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Ｓ－４８５：串行连接标准（ＥＩＡ ＲＳ－４８５－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ＮＭＰ：简单网络管理协议（Ｓｉｍｐｌ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ＳＴＳ：静态切换开关（Ｓｔ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Ｓｗｉｔｃｈ）
ＴＣＰ／ＩＰ：网络通讯协议
ＵＰＳ：不间断电源（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
ＵＳＢ：通用串行总线（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ｅｒｉａｌ Ｂｕｓ）

５ 分类与分级

５．１

数据中心分类

数据中心根据规模可分为大型数据中心、中型数据中心和小型数据中心。一般地，主机房面积达
２０００ 平米以上为大型数据中心；２００ 平米以上不足 ２０００ 平米的为中型数据中心；２００ 平米以下的为小
型数据中心。有些组织因管理需要，将分布于不同地域的多个数据中心通过联网统一管理，通常此类数
据中心称为联网型数据中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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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数据中心可用性等级

ＧＢ ５０１７４－２００８ 把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按重要性等级分为三级，参照 ＴＩＡ９４２ 对机房的可用性分级，数
据中心基础设施等级定义见下表 １：
表 １ ＧＢ ５０１７４－２００８ 对机房可用性等级定义
等级

重要性定义

冗余度／性能

可用性定义

１、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

Ａ 级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内的场地设施应按容错系

将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Ａ

２、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

容错型

将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

统配置，在电子信息系统运行期间，场地设施不应因
操作失误、设备故障、外电源中断、维护和检修而导
致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

混乱。
１、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
Ｂ

将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２、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

Ｂ 级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内的场地设施应按冗余要
冗余型

求配置，在系统运行期间，场地设施在冗余能力范围
内，不应因设备故障而导致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

将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
不属于 Ａ 级或 Ｂ 级的电子
Ｃ

信息系统机房应为 Ｃ 级。

Ｃ 级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内的场地设施应按基本需
基本型

求配置，在场地设施正常运行情况下，应保证电子信
息系统运行不中断。

５．３

数据中心监控系统功能等级

根据数据中心的规模与可用性等级定义数据中心监控系统功能级别如表 5.3。如大型的 A 级数据中
心，对应监控系统功能为 1 级，大型的 B 级数据中心对应监控系统功能为 2 级等。

规模

表 5.3 监控系统功能级别定义表
可用性等级
A
B

C

大型

1级

2级

3级

联网
中小型

2级

3级

4级

3级

4级

5级

６ 监控系统建设基本原则
６．１ 金融数据中心应安装基础设施监控系统，监控系统的系统架构、系统功能和系统性能应与数据中
心等级或类型要求相匹配。
６．２ 监控系统应具备较好的开放性， 应采用成熟的国际或国家标准的协议和接口，监控系统应提供与
第三方平台或第三方系统相互友好集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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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监控系统应具备较好的扩展性，支持在线扩容和升级。能提供可伸缩的分级、分布式部署方式，
能根据数据中心扩容的需要进行灵活、快速部署。
６．４ 监控系统应具备较好的安全性，系统应具有防入侵能力，自身发生故障时应不影响数据中心基础
设施的正常运行。
６．５

监控系统应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宜采用硬件备份、冗余等可靠性技术提高整个系统的安全可靠

性，监控系统的局部故障不影响整个监控系统的正常工作。
６．６

对于分期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监控系统设计建设应遵循统一规划设计、分步实施的原则。

７ 监控系统组成要求
７．１ 监控系统硬件组件应实现实时信息采集、信息处理、网络传输和展示功能。监控设备选型参见附
录 Ａ。
７．２

监控系统软件组件可包括监控子系统，监控中心子系统和基础服务子系统。
——监控子系统可包括以下基本功能：数据采集、传输、分析处理（数据压缩、信息过滤）、存
储功能、调节和控制等；
——监控中心子系统可包括以下功能：电话、短信、声光报警功能，２Ｄ／３Ｄ、多屏展示控制、报
表报告功能；
——基础服务子系统可包括以下功能：分级用户和权限管理、ＮＴＰ 时间同步、高可用双机热备、
系统日志、系统维护功能。

７．３ 监控系统应自动检测监控对象、传感器本身硬件故障、设备间通信故障、系统运行软件故障并告
警。
７．４

监控系统应支持 Ｃ／Ｓ 或 Ｂ／Ｓ 方式，方便管理人员远程监测各前端机房现场情况，得到授权的可控

制机房设备。
８ 监控系统接口要求
８．１

传感器宜采用具备智能通信接口产品，非智能传感器应连接至 Ｉ／Ｏ 模块；

８．２

由 Ｉ／Ｏ 模块或智能通讯接口连接至监控信息采集设备，应采用总线方式；

８．３ 监控系统应支持开放式的标准通信接口协议供第三方系统集成。宜支持但不限于 ＯＰＣ、ＳＮＭＰ、
ＯＤＢＣ、ＳＯＣＫＥＴ、Ｓｙｓｌｏｇ、ＪＭＳ （ＸＭＬ）通信协议。
９ 监控系统设计要求
９．１

监控对象分析

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是监控系统的主要监控对象，宜包括供配电系统、环境系统、安防系统，以
及与数据中心运行相关的建筑设备系统。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监控对象分析参见附录 Ｃ。
９．２

系统架构设计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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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１

对应不同可用性等级的数据中心的监控系统的架构设计应具有相应可用性

ａ） Ａ 级数据中心监控系统宜具有容错能力；
ｂ） Ｂ 级数据中心监控系统宜具有冗余能力；
ｃ） Ｃ 级数据中心监控系统可以不采用冗余设计。
９．２．２

对应不同管理层级的数据中心应具有相匹配的监控系统架构

ａ） 单层架构：独立的中小型数据中心可采用简单架构的监控系统，系统主要由数据采集、处理和
ＷＥＢ 远程访问等功能单元组成，运行在一台物理机器上；
ｂ） 两层架构：中大型数据中心、广域网联网监控的中小型数据中心的监控系统宜采用采集层与处
理层分离的架构设计，形成分布与集中相结合的两层监控架构；
ｃ） 多层架构：大型数据中心或大规模联网监控的数据中心监控系统宜采用多层架构，应增加集中
管理层，集中管理层应可根据需要实现多层级联，实现数据的多级处理，满足广域联网、管理
结构复杂的数据中心集中监控需要。
９．３

监控系统功能设计要求

９．３．１

基本功能

对于不同级别或不同规模的数据中心，监控系统应以下基本功能：
ａ） 数据采集功能：可实现对各种被监控对象的数据采集，系统应能适配各种通信协议（Ｍｏｄｂｕｓ、
ＳＮＭＰ、ＯＰＣ 等）以及各种通信接口（ＲＳ２３２／４２２／４８５、ＲＪ４５ 等），也应支持不同厂家的私有协议
定制开发；
ｂ） 数据传输功能：数据传输方式应能支持轮询、主动上报两种方式，支持标准的南向、北向接口；
ａ） 数据处理功能：可具有对采集的监控数据进行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能力；
ｂ） 数据存储功能：可支持多种数据存储压缩策略；
ｃ）
ｄ）
ｅ）
ｆ）
ｇ）
ｈ）
９．３．２

系统组态功能：可支持多种组态方式，如设备、页面等组态；
系统告警功能：可支持多种告警发送方式，如短信、电话等；
系统日志功能：可支持系统的各种操作、修改的日志记录；
权限管理功能：可支持多级权限设计，满足数据中心管理要求；
系统应具有自诊断能力，对软、硬件故障及通信中断等，应能及时告警；
监控系统宜具自恢复及来电自启动功能。
其它功能

对于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数据中心，监控系统应具备的其它功能：
ａ） Ａ 级数据中心监控系统功能除满足系统基本功能外，宜配备双机热备、设备控制、能耗分析、
数据报表、电子化现场巡检功能；可具有趋势分析、三维仿真、温度场、大屏拼接与分屏显
示等功能；
ｂ） Ｂ 级数据中心监控系统功能除满足系统基本功能外，宜具备数据报表、电子化现场巡检功能，
可具备双机热备、设备控制、能耗分析等功能；
ｃ） Ｃ 级数据中心满足基本功能要求外，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其他优化功能；
ｄ） 大型数据中心由于规模大，涉及的监控对象多，管理复杂，除具备系统基本功能以外，宜按 Ａ
级数据中心匹配功能；
ｅ） 多点联网型数据中心由于地域限制，结合联网型数据中心的管理需求以及大数据量等特点，除
了具有系统基本功能外，多点联网型数据中心宜具有页面巡检、电子化现场巡检、双机热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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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控制等功能，以满足数据中心管理员对多点联网型数据中心的管理需要和监控系统自身
运行安全的要求；
ｆ） 中小型数据中心（非联网型）的监控系统功能满足一般的设备监控需要即可；机房管理人员可
根据工作需要，选择使用监控系统其它功能。
不同规模、不同等级数据中心匹配的监控系统其它功能参见附件 Ｂ。
９．４

性能设计要求

９．４．１

基本性能要求

ａ） 系统应符合电磁兼容性和电气隔离性能设计要求，在数据中心环境下，应具有抗电磁干扰能力；
ｂ） 监控系统应保证监控数据的实时性、精确性，告警准确性；
ｃ） 监控系统应 ７Ｘ２４ 小时不间断工作，平均无故障时间（ＭＴＢＦ）应大于 ２００００ 小时。
ｄ） 监控系统平均修复时间（ＭＴＴＲ）应小于 ２ 小时。
ｅ） 响应时间：
数据采集及设备控制响应时间应小于 ５ 秒；
实时监控画面刷新时间应小于 ５ 秒；
监控系统对所有监控测点轮询一次总时间宜小于 １５ 秒；
ｆ） 监控系统运行时 ＣＰＵ 使用率不超过 ７０％。
ｇ） 系统容量：监控系统信息采集设备管理测点容量应不小于 １０００ 测点。信息处理监控服务器管
理测点容量应不小于 ３００，０００ 个，监控视频数据存储应不少于 ３ 个月，其他历史数据存储应不
小于 ３ 年。
９．４．２

不同数据中心的监控系统性能要求

９．４．２．１ Ａ 级数据中心系统性能要求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双机热备切换时间应小于 ６０ 秒；
应支持 １００ 个或以上 ＩＥ 用户端同时在线访问；
单个串口数据刷新周期应小于 ５ 秒；
数据采集精度应大于 ９８％；
告警准确率应大于 ９９．８％；
设备控制准确率应大于 ９９．８％。

９．４．２．２ Ｂ 级数据中心系统性能要求
ａ）
ｂ）
ｃ）
ｄ）
ｅ）

双机热备切换时间宜小于 ６０ 秒；
单个串口数据刷新周期应小于 ５ 秒；
数据采集精度宜大于 ９８％；
告警准确率应大于 ９９％；
设备控制准确率应大于 ９９％。

９．４．２．３ Ｃ 级数据中心系统性能要求
ａ） 单个串口数据刷新周期应小于 ５ 秒；
ｂ） 数据采集精度应大于 ９５％；
ｃ） 告警准确率应大于 ９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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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３

不同规模数据中心系统性能要求

９．４．３．１ 大型数据中心系统性能要求
ａ） 宜支持不少于 ３００，０００ 测点的接入；
ｂ） 宜支持 １００ 个或以上 ＩＥ 用户端同时在线访问；
ｃ） 每分钟并发数据存储应不小于 ２０００ 条；
ｄ） 页面数据刷新延时时间应小于 ５ 秒；
ｅ） 告警发出响应时间应小于 ３０ 秒；
ｆ） 设备控制响应延时应小于或等于 １５ 秒。
９．４．３．２ 多点联网数据中心系统性能要求
ａ）
ｂ）
ｃ）
ｄ）
ｅ）

宜支持不小于 ３００，０００ 测点的接入；
单个站点状态刷新应小于 １５ 秒；
单个串口数据刷新周期应小于 ５ 秒；
页面数据刷新延时时间应小于 ５ 秒；
告警发出响应时间应小于 ３０ 秒。

９．４．３．３ 中小型数据中心性能要求
ａ） 应支持不小于 １０，０００ 测点容量的接入；
ｂ） 页面数据刷新延时时间应小于 ２ 秒；
ｃ） 告警发出响应时间应小于 ３０ 秒。
１０
１０．１

监控系统施工要求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监控系统的施工方应具有计算机网络、通信、机房安装等相应设计、施工资质。
１０．１．２ 监控系统施工应按照工程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进行。
１０．１．３ 监控系统施工前，应经过深化设计，形成监控设备信息表、系统结构图、设备分布及管线施工
图、深化设计清单、功能列表、通信接口协议、系统调试方案等重要技术文档，并制定详细
施工计划。
１０．１．４ 设备、材料及配件进入施工现场应有清单、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书等文件，规格、型号、
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合格者不能使用。
１０．１．５ 监控系统布线与工程应符合国家标准 ＧＢ ５０４６２－２００８ 规范的规定。
１０．１．６ 对机房进行在线改造时，应不影响机房正常运行。
１０．１．７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做好设计变更、安装调试等相关记录。
１０．１．８ 监控系统的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各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并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检
查不合格，应进行整改；
ｂ）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进行验收，并形成验收文件；
ｃ） 安装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对监控系统的安装质量进行检查，并按有关专业调试规定进行调试；
ｄ） 应记录施工过程质量检查结果并确认。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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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１ 摄像头、红外探头等探测范围内不应有障碍物。
１０．２．２ 探测器底座的外接导线，应留有不小于 １５ｃｍ 的余量，入端处应有明显标志。
１０．２．３ 带智能接口的设备（包括 ＵＰＳ、精密空调、精密配电柜、ＳＴＳ、发电机等）
，在安装接线前应详
细阅读调试手册、相关接线图纸、技术说明书。
１０．２．４ 应避免通信线与电源线近距离平行走线（距离不小于 ３０ｃｍ），无法避免时应采取屏蔽措施。
１０．２．５ 焊接 ＤＢ９ 等多脚连接器时，各脚应分别套热缩管进行隔离。
１０．２．６
ａ）
ｂ）
ｃ）

漏水检测设备安装做到以下几点：
漏水绳的铺设应在装修完成地面卫生清洁后进行；
应尽量贴地进行铺设并采用专用配件固定；
应围绕泄漏设备进行铺设并不得接触金属物品；

ｄ）
１０．２．７
１０．２．８
１０．２．９

在围绕精密空调铺设时，宜离出风口保持 １．５ 米以上的距离。
电池监测设备的电压测量线路上应安装保险丝。
配电开关监测设备宜与配电柜就近安装。
门控器及读卡器的电源宜与电锁的电源分开，即门控制器及读卡器宜采用线性电源，电锁可采
用开关电源。
１０．２．１０ 读卡器宜安装在门外右侧，距地高度 １．４ 米，距门框 ３－５ｃｍ。
１０．２．１１

电控锁根据型号分别安装于不同的位置，电控锁扣、电夹锁宜装于门柜侧面，磁力锁、电插
锁宜装于门框顶部，剪力锁宜装于门框底部。
１０．２．１２ 摄像机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电源线接头、ＢＮＣ 头应焊接。
ｂ） 从摄像机引出的电缆宜留有 １ 米的余量，不得影响摄像机的转动。
ｃ） 摄像机的电缆和电源线应固定，不得用插头承受电缆的自重。
ｄ） 宜先对摄像机进行初步安装，经通电测试符合要求后再固定。
ｅ） 摄像机的设置位置、摄像方向及照明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摄像机宜安装在监视目标附近不易受外界损伤的地方，安装位置应不影响现场设备运行和人员
正常活动。安装高度，室内宜距地面 ２．５－５ｍ，室外应距地面 ３．５－１０ｍ，并不得低于 ３．５ｍ；
电梯厢内的摄像机应安装在电梯厢顶部、电梯操作器的对角处， 并应能监视电梯厢内全景；
摄像机镜头应避免强光直射，保证摄像管靶面不受损伤。镜头视场内，不得有遮挡物体；
摄像机镜头应从光源方向对准监视目标，应避免逆光安装。
１０．３

阈值、告警级别设置

应根据运维管理需要合理设置设备测点的告警级别。监控系统的告警级别宜设置五个等级，其中一
级为最高级别，五级为最低级别。分别对应，紧急告警、严重告警、重要告警、次要告警与预警。告警
阈值设置见附录 Ｄ。
１０．４

系统调试

１０．４．１ 设备单体调试步骤
ａ） 应了解设备的通讯参数、通讯接口的物理特性和指令，对设备相关监控通讯参数如地址，波特
率，通讯方式等进行设定；
ｂ） 应根据设备的通讯参数，在监控系统软件中设置好该设备所对应的软件参数；
ｃ） 在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开启监控软件检查通讯是否正常；
ｄ） 通讯正常后，应逐一校对软件所显示各项参数与被监控设备是否一致，以及控制功能是否实现。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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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２ 系统联调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１１

导出系统站点名称、设备名称、告警阈值、级别、告警方式确认表，并进行确认；
应依据合同约定的功能要求逐一进行配置、调试，如报表、数据展示、权限管理、系统联动等；
应复核页面控件关联及按钮导航准确性，测点单位、设备名称正确性；
应查询系统历史事件数据及曲线，确认有无频繁告警数据及跳变等情况；
应进行各子系统采集、告警实时性的调试；
应进行页面操作响应实时性的调试。

１１．１

监控系统验收要求
功能测试

１１．１．１ 实时采集数据测试
ａ） 检测应覆盖所有设备型号，每种型号的设备至少有一台的测点要 １００％检查，其余设备测点检
测应不低于该设备总测点数的 １０％，重要设备应增加测点检测比例；
ｂ） 抽测中如发现任何错误，应增加抽测比例至 ２０％；
ｃ） 控制类测点应在现场进行 １００％端到端测试。
１１．１．２ 模拟量数据的检测
模拟量数据的检测应通过将监控系统软件上的数据与设备显示的数据逐一进行比对，确认是否准确
一致。同时可采用常规的仪器仪表来辅助进行对比测试。
１１．１．３ 告警功能的检测
告警功能的检测要求见下表 ４
表４ 告警功能检测方法
检测类型

检测方法
选择各监控对象的 1-3 个越限告警项，在监控系统内改变阈值，让监控对象的运行

越限告警检测

数值超过阈值，检验告警产生功能；
恢复阈值，让监控对象的运行数值低于阈值，检验告警清除功能

状态告警

应选择各监控对象的 1-3 个状态告警项，手动将监控对象的状态进入或脱离告警状
态，检验监控系统告警的产生与恢复功能。
可参照现场所用的烟感传感器生产厂家提供的测试方法进行烟感告警检测；
可参照现场所用的玻璃破碎厂家提供的测试方法进行检测；可将热风吹到温度探测

常用环境告警的检测

头附近，进行温感告警检测；
可吹气进行湿度告警检测；
进行开门、开窗户操作，使门窗传感器发生告警。

１１．１．４ 控制响应时间的检验，
可通过如下方式：监控管理软件发出控制指令，观察设备是否及时响应，并用秒表记录响应时间。
１１．１．５ 软件系统管理功能测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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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系统管理功能的测试包括组态功能、参数设置、权限管理、数据管理、报表、数据展示、系统
联动等可按照合同要求的功能及软件说明书上的操作方法进行验证测试。
１１．２

性能测试

１１．２．１ 系统响应时间
ａ） 模拟量、状态量数据的实时性是从现场模拟量或状态量的变化到监控系统界面显示的时间差来
衡量的。可人为制造告警或改变设备工作状态，用秒表计时，并记录从改变到监控系统界面
显示所需时间，应小于 5 秒。
ｂ） 控制功能的实时性是由监控管理系统发出指令到设备完成相应动作的时间差来衡量的。可从监
控管理系统发出控制某设备指令起，以秒表计设备响应控制指令的时间，应小于 5 秒。
１１．２．２ 检验负载率
ａ） ＣＰＵ 负荷率宜小于 ７０％（１ 分钟平均值）
；
ｂ） 内存占用率应小于 ７０％，不应呈上升趋势；
ｃ） 根据方案要求模拟最大并发访问数，确认系统在峰值访问时能正常工作。
１１．２．３ 检验双机热备冗余的主备机切换时间是否满足设计需求。
１１．３

工程文档
工程施工产生的文档应包括：目录、施工组织方案、设备进场签收单、合格证、项目变更单（只

在项目有变更项时才提供）、自检测试记录表、培训记录表、竣工图、培训手册、验收申请表、验收方
案、验收记录表、竣工报告。
数据中心业主应对工程文档的完整性、内容的正确性进行审查，审查通过的，进行签收并归档。
１１．４

系统培训
培训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ａ） 监控系统结构培训；
ｂ） 各硬件设备安装位置说明、使用讲解、性能说明；
ｃ） 系统软件的使用培训；
ｄ） 系统日常维护方法培训；
ｅ） 系统常见故障处理方法培训。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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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附录）
监控系统设备选型
Ａ．１
Ａ．１．１

设备选型原则
基本原则

监控系统硬件设备的总体结构应充分考虑安装、维护和扩充或调整的灵活性。
系统硬件设备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其安装固定方式应具有防震和抗震能力，应保证设备经常规
的运输、储存和安装后，不产生破损、变形。
系统硬件设备应不影响被监控设备的正常工作，应不改变具有内部自动控制功能设备的原有功
能，并以自身控制功能为优先。
系统硬件设备应能在安装现场给出的基础电源条件下不间断地工作。
系统硬件设备应满足下列工作环境要求：
ａ） 工作温度：－１０℃～＋５０℃；
ｂ） 相对湿度：０％～９５％ｒｈ（非冷凝）；
ｃ） 海拔高度：≤３０００Ｍ。
Ａ．１．２ 可靠性原则
硬件设备应具有高可靠性，设备寿命不少于 ５ 年，同类设备年故障率应小于 ３％。
系统硬件应具有良好的电磁兼容性，监控设备本身不应产生影响被监控设备正常工作的电磁干
扰。
硬件应有很好的电气隔离性能，不得因监控系统而降低被监控设备的交直流隔离度、直流供电与
系统的隔离度。
监控设备的机箱外壳应接地良好，并具有抵抗和消除噪声干扰的能力。
Ａ．１．３

可扩充性原则

系统硬件设备应实现硬件模块化，以适应数据中心规模的发展。
构成系统的计算机，要求能通过增加少量部件（如存储器、硬磁盘等）来扩充系统的容量，而不是
整机更换。
构成系统的计算机有较强的外部通信能力，通信口的数量可根据需要扩充。
Ａ．２
Ａ．２．１

前端采集器件的选择
动力系统监控采集设备选型

Ａ．２．１．１ 供电进线监控采集设备
数据中心供配电质量、能耗情况等取决于对各种供配电设备的监控和分析。对于非智能型配电设
备，主要通过加装“智能型监控设备”对其供电进线进行监测。
对供电进线参数采集的设备主要包含各种电量检测设备（如电量仪、电压／电流传感器等），这类
设备的选型建议如下：
ａ） 应选用带智能通讯接口（主流通讯接口，如 ＲＳ－４８５、ＲＳ－２３２、ＩＰ 口等）的采集设备，并具备
通讯校验功能；避免选用“模拟量输出”的非智能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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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应关注设备的采集精度：状态量数据应关注其准确；
ｃ） 参数量数据的误差范围应确保在可允许范围内，可允许范围取决于数据中心对各供电参数的
要求。
Ａ．２．１．２ 开关通断监测设备
配电开关一般分为带辅助触点和不带辅助触点两种，根据开关类型选择不同监测设备。
对带辅助触点的开关，应选用数字量输入采集监测设备。
对不带辅助触点的开关，应选用带有高压隔离的数字量输入采集设备，或选用高压输入数字量输
出设备。
开关通断监测设备应带有主流通讯接口。
单个设备应能同时监测多路开关的通断状态。
Ａ．２．１．３ 支路电流采集设备选型
支路电流采集设备应选用带有主流通讯接口的设备；避免选用“模拟量输出”的非智能型电流传
感器。
支路电流采集设备应带高压隔离，支持接入互感器，测量大电流信号。
单个设备应能同时监测多路支路电流，宜支持导轨安装。
Ａ．２．１．４ 蓄电池参数采集设备
蓄电池参数采集设备应选用带有主流通讯接口或带有自控系统的蓄电池检测仪；避免选用“模拟
量输出”的非智能型直流电压、电流传感器。
可根据监测功能，如是否监测内阻、是否监测电池表面温度等，选择不同类型的蓄电池检测仪。
应关注蓄电池检测仪采集的各项参数精度，建议电压误差不大于±０．５％，电流误差不大于±２
％，内阻测量重复精度误差不大于±２％，温度测量误差不大于±１℃。
Ａ．２．２ 环境系统监控设备选型
Ａ．２．２．１ 温湿度监测设备
温湿度监测应选用温度、湿度一体化传感器，建议选用的温湿度传感器带液晶显示。
温湿度传感器应选用带有智能通讯接口的设备，避免选用“模拟量输出”的非智能型温度、湿度
传感器。
应关注温湿度传感器的精度：温度检测误差不大于±０．５℃（２５℃），湿度检测误差不大于±３％ＲＨ。
Ａ．２．２．２ 空气质量检测设备
空气质量检测设备主要包括：对氢气、硫化氢、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等进行检测的各种空
气质量变送器。
变送器应选用带有主流通讯接口的设备，避免选用“模拟量输出”的非智能型传感器或变送器。
应关注变送器的测量精度，建议误差不大于±５％Ｆ．Ｓ．。
Ａ．２．２．３ 漏水检测设备
根据数据中心的水源情况选择不同类型的漏水控制器和不同长度的漏水。常见的漏水检测设备分
为绳式和点式，应采用绳式检测设备，避免采用点式检测设备。
对于水源区域广泛的应选择定位式漏水控制器和相应长度的漏水绳，反之选用区域式漏水控制
器。
定位式漏水控制器应选用带有主流通讯接口的设备，漏水检测定位应在 １ 米的范围内。
区域式漏水控制器应可设置检测灵敏度，可根据现场情况调整，避免误报和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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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２．２．４ 空调遥控设备
空调遥控设备主要为模拟空调自身遥控设备的红外遥控器，主要应用于数据中心普通空调的监
控。
红外遥控器应选用带有主流通讯接口的设备。
红外遥控器应支持学习存储多种指令，遥控距离建议应不小于 ８ 米。
Ａ．２．２．５ 数字量输出设备
数字量输出设备主要应用于对各类非智能设备的控制，如控制新风机、排风机、照明等设备的开
关。
数字量输出设备应选用带有主流通讯接口的设备。
单个数字量输出设备应能控制多个或多路设备的开关。
数字量输出设备宜支持导轨安装。
Ａ．２．２．６ 模拟量输入设备
模拟量输入设备主要应用于对模拟量输出设备的数据采集，如采集电流型或电压型温度传感器的
数据。
模拟量输入设备应选用带有主流通讯接口的设备。
模拟量输入设备的采集信号应为 ０－５Ｖ 或 ４－２０ＭＡ 的标准模拟量信号，信号采集误差建议不大于
２％。
模拟量输入设备应支持多路模拟量信号采集、输入通道隔离。
模拟量输入设备宜支持导轨安装。
Ａ．２．３ 安防系统监控设备选型
Ａ．２．３．１ 摄像机设备
摄像机类型可分为半球摄像机、枪式摄像机、球形摄像机，应根据现场实际环境选配摄像机类
型；亦可分为模拟摄像机和网络摄像机，可根据数据中心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数据中心内部且具有天花的地方，宜选配半球摄像机；数据中心外或不具备天花的地方，宜选配
枪式摄像机；需要 ３６０ 度全方位监控的重要部位，宜选配球形摄像机。
摄像机技术参数应关注其水平解析度、镜头、是否带红外功能和照度等参数，水平解析度宜不小
于 ５４０ 线，镜头建议根据监控范围选配，照度和是否带红外功能应根据具体监控位置最低亮度决定；
球形摄像机还应关注变焦范围、水平速度、垂直速度等参数。
Ａ．２．３．２ 视频服务器／硬盘录像机
应根据摄像机的类型和数量，选择不同类型的视频服务器或硬盘录像机。
视频服务器／硬盘录像机应采用国际通用视频压缩标准，应具有多种主流输出接口。
视频服务器／硬盘录像机应支持视频图像实时查看，历史视频回放，多画面分割显示，手／自动抓
图等功能。
应能对多路图像信号实时传输、切换显示，应能定时录像、报警自动录像，报警自动录像应包含
预录像功能，应对云台、镜头预置和遥控。
所配存储设备的容量应满足视频存储时间需要，时间应不低于 ９０ 天。
显示、记录、回放的图像质量及信息保存时间应满足数据中心管理要求，图像质量应达到 ＣＩＦ 分
辨率或以上，每路图像记录速度应达到 ２５ 帧／ｓ， 视频帧率应达到 ２５ 帧／ｓ 或以上。
Ａ．２．３．３ 门禁控制器设备
门禁控制器作为门禁系统的主要设备，可根据所需控制门的数量进行选型，如单门、四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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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门禁控制器应带有主流通讯接口，如 ＲＳ－４８５ 或 ＩＰ 口等；应支持在通讯中断情况下可独立运行。
应关注门禁控制器的存储能力，如卡、刷卡事件的存储数量等；应关注其开门方式、门禁管理、
在线式巡更、实时考勤、消防联动等功能。
Ａ．２．３．４ 出入门设备
出入门设备主要是指出入门使用的各种读卡器、指纹仪等设备。
读卡器应关注其感应距离和通讯距离。
指纹仪应关注指纹读取的速度。
Ａ．２．３．５ 探测器
探测器可分为红外、微波等多种波型组合探测器，探测器一般采用干接点输出。
探测器选择应关注其探测范围和探测灵敏度，建议采用全方位 ３６０°探测，探测范围直径不小于
６ｍ 的探测器。
Ａ．２．３．６ 防盗报警主机
对于大型数据中心，防盗报警应采用探测器＋防盗报警主机的方式进行检测。
防盗报警主机应带有主流通讯接口。
应能对入侵、故障及时报警，应能按时间、区域、部位任意编程设防和撤防，应具有防破坏报警
功能。
Ａ．３

传输层器件的选择

传输层设备主要负责各监控对象及监控设备的数据收集、转换与上传。主要包含有通讯转换设
备、单一串口类设备、单一网口类设备、带有串口、网络、ＤＩ＼ＤＯ＼ＡＩ 等多种类的混合型设备，如通讯
转换模块、串口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数据采集器等。
Ａ．３．１ 通讯转换模块
应关注通讯转换模块的输入输出类型，如 ＲＳ－２３２ 输入转换成 ＲＳ－４８５ 输出，或转换成 ＲＳ－４２２ 输出
等。
Ａ．３．２ 串口服务器
串口服务器适用于大型数据中心多个机房数据传输，亦适用于多个小型机房联网。
串口服务器具有一定数量的智能设备接口（ＲＳ－２３２、ＲＳ－４２２、ＲＳ－４８５ 等方式），与智能设备通讯，
完成智能设备的监控。
串口服务器应具有 ＩＰ 口通信接口的组网能力，完成与中心处理层的通讯功能。
串口服务器种类众多，因根据实际前端机房的监控对象，选择接口类型及数量合适的串口设备。
Ａ．３．３ 数据采集器
数据采集器适用于分布在异地的多个小型机房联网。
数据采集器应具有一定数量的 ＡＩ、ＤＩ 和 ＤＯ接口，完成非智能设备的模拟量、数字量采集和控制；
同时具有一定数量的智能设备接口（ＲＳ－２３２、ＲＳ－４２２、ＲＳ－４８５、ＬＡＮ、ＵＳＢ 等方式），与智能设备通讯，
完成智能设备的监控。
数据采集器应具有 Ｅ１、串口、ＩＰ 口等通信接口，完成与中心处理层的通讯功能；具有一定的本地
数据存储功能，当传输链路中断时，可以将历史数据和告警数据存储到本地。
数据采集器种类众多，因根据实际前端机房的监控对象，选择接口类型及数量合适的数据采集器。
Ａ．４ 处理层设备选型
处理层设备作为监控系统的核心设备，应从设备的稳定性、可靠性、处理能力等多方面考虑。目
前处理层设备主要包含嵌入式服务器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及各种性能较强的专业服务器。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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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４．１ 嵌入式服务器
嵌入式服务器主要应用于小型数据中心独立监控处理或作为大型数据中心前端处理主机。
设备应带有多种主流通讯接口，同时数量可进行配置和组合，如可以选择带有 ８ 个串口或 １６ 个串
口的嵌入式服务器，来满足不同机房不同监控设备数量的需要。
嵌入式服务器应自带嵌入式系统，具有独立运行、独立存储和独立处理数据的能力。
嵌入式服务器应内置硬件狗，出现故障时可自动重启。
嵌入式服务器应采用 １９ 寸标准上架机箱设计。
Ａ．４．２ 工业控制计算机
工业控制计算机可应用于小型数据中心独立监控，亦可作为大型数据中心的前端或中心处理主
机。
工业控制计算机应带有多设备插槽，满足各种通讯接口或其他接口的扩展需要。
应根据数据中心监控数据的处理量，选择配置不同性能的工业控制计算机，如对 ＣＰＵ、内存、硬
盘等要求可灵活配置。
Ａ．４．３ 专业服务器
对于大型数据中心，建议选用知名品牌的专业服务器，作为整个监控系统的核心处理设备。
根据服务器主机性能要求，选择相当或优于该性能的服务器，服务器选择时应考虑少量通讯接口或部
分插槽，如带有 ＲＳ－２３２ 接口，满足系统报警设备接入的需要等。

16

ＳＺＤＢ／Ｚ １０１－２０１４
AA
附

录

Ｂ

（资料性附录）
监控系统功能选用参考
Ｂ．１

数据中心监控系统功能级别选用参考
表 Ｂ．１ 数据中心监控系统级别与系统功能对应表
监控系统级别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系统告警

●

●

●

●

●

系统日志

●

●

●

●

●

账户及权限管理

●

●

●

●

●

数据报表

●

●

●

●

★

设备控制

●

●

★

★

★

能耗分析

●

●

★

★

◎

趋势分析

●

●

★

★

◎

页面巡检

●

●

★

★

◎

双机热备

●

●

★

★

◎

电子化现场巡检

●

★

★

◎

◎

系统功能

●—必选

★—推荐

◎—可选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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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对象指标要求
Ｃ．１

供配电系统

供配电系统是整个数据中心的动力源泉，为确保整个数据中心的正常运行，应对配电系统内重要节
点的配电设备进行监控。监控对象分高压、低压两部分。
Ｃ．１．１ 高压变配电系统
ａ） 宜对数据中心的独立高压变配电系统进行监测；
ｂ） 监控对象应包含变压器、各种高压配电柜；
ｃ） 应监测变压器和各种高压配电柜的运行状态和参数。
Ｃ．１．２ 低压进线总柜
ａ） 低压进线总柜作为数据中心最重要的配电输入柜，应对其进行监测；
ｂ） 应监测其三相电的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频率、功率、电度参数，以及重要断路器的分、
合状态；
ｃ） 宜监测其三相不平衡度、零地电压、谐波含量。
Ｃ．１．３ ＡＴＳ自动切换开关
ａ） ＡＴＳ 作为供电进线的切换设备，宜对其进行监测；
ｂ） 宜监测 ＡＴＳ 设备的常用、备用电源线电压、频率参数，以及常用、备用电源的开、关状态。
Ｃ．１．４ ＵＰＳ输入柜
ａ） 应监测其三相电的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频率、功率、电度参数；
ｂ） 宜监测其断路器的分、合状态。
Ｃ．１．５ 其他配电柜
ａ） 可包含空调、照明以及其他用途的配电柜；
ｂ） 宜监测其三相电的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频率、功率、电度参数，以及断路器的开、合状
态。
Ｃ．１．６ 防雷
宜监测配电设备的各级防雷装置的状态。
Ｃ．１．７ ＵＰＳ不间断电源
ａ） 应监测 ＵＰＳ 三相输入电压，三相输入电流、输入功率、输入频率、三相输出电压、三相输出电
流、输出功率、输出频率、电度、旁路电压、旁路电流参数，ＵＰＳ 输入、旁路、逆变器、整流
器状态及电池充放电状态；
ｂ） 宜监测电池后备时间参数；
ｃ） 不宜对 ＵＰＳ 的开、关机进行控制。
Ｃ．１．８ 蓄电池组
应监测蓄电池组总电压、单体电压、充放电电流参数，宜监测单体内阻、单体表面温度。
Ｃ．１．９ ＵＰＳ输出配电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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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监测其三相电的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三相不平衡度、频率、功率、电度参数，以及断路器
的分、合状态。
Ｃ．１．１０ 列头柜
ａ） 应监测其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频率、功率、电度参数；
ｂ） 宜监测各支路电流参数，各支路分、合状态以及断路器的分、合状态。
Ｃ．１．１１ ＰＤＵ电力分配单元
监测 ＰＤＵ 主输入的电压、电流、功率，可监测电度、各支路电流，可控制其开关分、合。
Ｃ．１．１２ ＳＴＳ静态切换开关
宜监测输入、输出线电压，输入、输出相电流，频率，功率因数参数，以及双路电源的开、关状态。
Ｃ．１．１３ 柴油发电机
ａ） 应监测发电机三相输出电压，三相输出电流，输出频率，输出功率参数，以及其工作状态（运
行、停机）
、工作方式（自动、手动）、市电故障状态；
ｂ） 宜监测其油罐的液位、润滑油油压、润滑油油温参数、电池电压、发电机的转速、水温（水冷）、
皮带断裂（风冷）
、启动失败、过载状态；
ｃ） 宜控制其开关机。
Ｃ．１．１４ 能耗
ａ） 宜监测数据中心的 ＰＵＥ 值；
ｂ） 宜对数据中心各子系统所用能耗进行统计、分析，如 ＩＴ 子系统，空调子系统，照明子系统等。
Ｃ．２ 环境系统
Ｃ．２．１

空调

Ｃ．２．１．１ 精密空调
ａ） 应监测其开、关状态，压缩机、加热、加湿除湿状态，送风温度／湿度、回风温度／湿度参数；
ｂ） 应具备来电自启动功能，并控制其开、关机。
Ｃ．２．１．２ 普通空调
ａ） 应监测其开、关机状态，控制其开、关机，温度设置；
ｂ） 应具备其来电自启动。
Ｃ．２．２ 新风机
ａ）
ｂ）
ｃ）
Ｃ．２．３

应监测其启／停、过滤网压差状态；
宜控制其启、停；
宜实现新风机与室内外压差的联动。
加湿器

宜监测其开、关机、工作状态，以及湿度参数，以及控制加湿器的开、关机。
Ｃ．２．４ 温湿度
应监测温度、湿度值。
Ｃ．２．５ 漏水
ａ） 应监测有水源区域的漏水状态；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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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漏水发生时，宜监测对漏水的具体位置，并联动强制排水设备排水，如联动进出水管的电磁阀
开、关。
Ｃ．２．６ 静压／压差
ａ） 宜监测主机房与主机房外的压差、主机房地板下的静压；
ｂ） 宜实现室内外压差与新风机的联动。
Ｃ．２．７ 空气质量系统
ａ） 监测对象可包含对氢气、硫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粉尘等；
ｂ） 宜监测主机房内空气所含硫化物、粉尘含量；
ｃ） 宜监测蓄电池间空气所含氢气浓度；
ｄ） 宜监测辅助区、行政管理区空气所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
Ｃ．２．８ 微环境系统
宜监测机柜温度、机柜级电源、机柜烟雾、机柜门状态。
Ｃ．３ 安防系统
Ｃ．３．１

视频监控系统

ａ） 视频系统是确保整个数据中心安全的电子眼，应通过视频方式实现对数据中心内的实时监控；
ｂ） 视频应具备独立的视频监控管理平台，宜通过集成方式接入监控系统；
ｃ） 通过监控系统宜实现对视频的实时查看，历史视频调阅等。
Ｃ．３．２

出入口控制系统

ａ）
ｂ）
ｃ）
Ｃ．３．３

为确保整个数据中心的设备安全，应对其进行出入口控制；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为独立管理系统，同时宜通过集成方式接入监控系统；
通过监控系统宜实现对开、关门状态、门的刷卡记录进行监测，并可远程控制开门。
入侵报警系统

ａ） 宜对数据中心的重要出入口位置敷设入侵报警设备；
ｂ） 宜监控其入侵报警状态。
Ｃ．３．４ 消防系统
ａ） 宜通过集成方式监测数据中心独立的消防系统，
或通过采集消防的告警信号来对消防系统进行
监测，不宜对数据中心独立敷设传感器进行消防监测；
ｂ） 宜监测消防系统的各种参数和报警时间，不宜对消防系统进行控制；
ｃ） 对消防系统的监测应从物理上进行隔离，监测严禁影响消防系统的正常运行；
ｄ） 应实现消防系统与视频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之间的硬件联动。
Ｃ．４

建筑设备系统

ａ） 应通过集成方式监测数据中心独立的建筑设备系统；
ｂ） 应监测楼宇自控系统内各种设备参数和运行状态，不应进行设备控制；
Ｃ．５

照明系统

ａ） 宜通过集成方式监测数据中心独立的照明控制系统；
ｂ） 宜监测照明控制系统的灯光状态，进行开、关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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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附录）
主要检测报警指标设置参考
Ｄ．１ 电源
一般电源监控参数告警阈值参见表Ｄ．１
表 Ｄ．１ 电源告警阈值设置表
测点类型

告警阈值上限

市电电压

＋７％

市电电流

开关额定电流 ７５％

市电频率

５０．５Ｈｚ

告警阈值下限
－７％

参考 ＧＢ １２３２５－２００８
依据开关的有效工作范围确定

４９．５Ｈｚ

参照 ＧＢ－Ｔ １５９４５－２００８
参照国标 ＧＢ ５０１７４—２００８ 相应机房等级要

ＵＰＳ 输出电压

求进行设置

１２Ｖ 电池电压
ＵＰＳ 输出电流（单
台）
ＵＰＳ 输出电流（２
台并机）
ＵＰＳ 频率（５０Ｈｚ 电
力系统）

设置说明

１０．８Ｖ

参照一般电池的放电临界电压进行设定

ＵＰＳ 额定电流的 ７５％

依据 ＵＰＳ 有效工作等情况确定

ＵＰＳ 额定电流的 ４５％

依据并机情况进行设定

５０．５Ｈｚ

４９．５Ｈｚ

参照国标 ＧＢ ５０１７４—２００８ 进行设置

注：其余参数，请参照设备规格书注明的正常工作范围参数、相关行业规范确定。

Ｄ．１．１

电量仪

ＧＢ １２３２５－２００８《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规定：市电输入电压偏移范围（％）：±７，即输入
相电压范围为：２０４．６Ｖ￣２３５．４Ｖ， 输入线电压范围为：３５３．４Ｖ￣４０６．６Ｖ
ＧＢ－Ｔ １５９４５－２００８《电能质量－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规定：市电输入频率偏移范围：±０．５，即
频率范围为：４９．５ＨＺ￣５０．５ＨＺ。
表 Ｄ．１．１ 各采集点电量仪指标参考
报警下限

恢复下限

恢复上限

报警上限

Ａ 相相电压 Ｕａ（Ｖ）

２０５

２１５

２２５

２３５

３

Ｂ 相相电压 Ｕｂ（Ｖ）

２０５

２１５

２２５

２３５

３

Ｃ 相相电压 Ｕｃ（Ｖ）

２０５

２１５

２２５

２３５

３

ＡＢ 线电压 Ｕａｂ（Ｖ）

３５３

３６３

３９６

４０６

３

采集点名称

报警别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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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 线电压 Ｕｂｃ（Ｖ）

３５３

３６３

３９６

４０６

３

ＣＡ 线电压 Ｕｃａ（Ｖ）

３５３

３６３

３９６

４０６

３

４９．５

４９．７

５０．３

５０．５

３

频率（ＨＺ）

Ｄ．１．２

开关状态
表Ｄ．１．２ 各测点开关状态设置要求
测点名称

正常值

状态 ０ 描述

状态 １ 描述

报警级别

市电总开关

１

断开

闭合

１

１＃ＵＰＳ 输入开关

１

断开

闭合

１

２＃ＵＰＳ 输入开关

１

断开

闭合

１

Ｄ．２ ＵＰＳ
参照国家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７４－２００８ Ｃ 级机房标准规定：稳态电压偏移范围（％）：±５，即相电压范围为：２０９Ｖ￣２３１Ｖ。
稳态频率偏移范围：±０．５ＨＺ，即频率范围为：４９．５ＨＺ￣５０．５ＨＺ。
Ｄ．２．１

模拟量
表Ｄ．２．１ 各测点模拟量设置参考

Ｄ．２．２

测点名称

报警下限

预警下限

预警上限

报警上限

报警级别

电池电压

０

０

０

０

３

输入线电压

３５３

３６３

３９６

４０６

４

输出相电压

２１０

２３０

３

坏电池组数

０

１

２

０

０

状态量
表Ｄ．２．２ 各测点状态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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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名称

正常状态

状态 ０ 描述

状态 １ 描述

报警级别

电池电压低

０

正常

报警

２

自动旁路

０

正常

报警

１

手动旁路

０

正常

报警

４

直流电不稳定

０

正常

不稳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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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３

电池未安装

０

安装

未安装

３

输出电压异常

０

正常

故障

２

过载引起不能转向电池供电

０

正常

报警

３

电池充电故障

０

正常

报警

３

旁路继电器故障

０

正常

故障

３

内部温度超出正常范围

０

正常

报警

４

环境异常

０

正常

报警

３

空调
表Ｄ．３ 空调设置要求

Ｄ．４

测点名称

正常值

状态 ０ 描述

状态 １ 描述

报警级别

空调状态

１

关闭

运行

３

温湿度

参照国家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１９ Ｃ 级机房标准规定：
机房内温度为：１８℃￣２８℃，机房内湿度为：３５％￣７５％。如果机房温湿度超出此范围，将会对机房
设备正常运行造成影响。
表 Ｄ．４ 温湿度设置要求

Ｄ．５

测点名称

报警下限

恢复下限

恢复上限

报警上限

报警级别

温度

１８

２０

２６

２８

３

湿度

３５

４５

６５

７５

５

漏水检测

参照国家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１７４－２００８ Ｃ 级机房标准规定：机房内必须装设漏水感
应器，以免影响机房设备的正常运行甚至造成机房运行瘫痪。
表 Ｄ．５ 漏水检测要求

Ｄ．６

测点名称

正常值

状态 ０ 描述

状态 １ 描述

报警级别

ＵＰＳ 机房漏水

０

正常

报警

３

机房漏水

０

正常

报警

３

消防系统

参照国家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１７４－２００８标准的规定，机房必须设计有自动灭火系
统，灭火系统要与空调机、排风机等联动，故监控系统需采集灭火系统的报警状态。监控系统采集灭火
系统的报警状态应通过灭火系统提供的干接点接口或通过带隔离保护的采集模块采集。
２３

ＳＺＤＢ／Ｚ １０１－２０１４
表 Ｄ．６ 消防系统设置要求

Ｄ．７

测点名称

正常值

状态 ０ 描述

状态 １ 描述

报警级别

消防区域 １ 状态

０

正常

报警

３

消防区域 ２ 状态

０

正常

报警

３

……

０

正常

报警

３

门禁

参照国家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ＧＢ ５０１７４－２００８标准的规定，Ａ、Ｂ 级机房的主机入口应采
用带读卡器等识别设备的出入口控制系统，Ｃ 级机房可采用带读卡器等识别设备的出入口控制系统或机
械锁。若采用出入口报警控制系统，需监测以下数据点：
表 Ｄ．７ 门禁检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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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名称

正常值

状态０描述

状态１描述

报警级别

１＃门状态

０

关门

开门

－

２＃门状态

０

关门

开门

－

……

０

正常

报警

－

１＃门报警状态

０

正常

报警

５

２＃门报警状态

０

正常

报警

５

……

０

正常

报警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