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机房综合监控管理系统

1.1.1系统概述：

安山（AndeSite）机房综合监控管理系统可实现机房内动力配电设备、空调

新风设备、机房安全防范等子系统于统一以 3D显示为主的显示界面，对 UPS、蓄电

池、空调、温湿度、消防、配电柜、新排风、漏水、视频监控、门禁等设备及系统

统一纳入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实现全面集中监控。

系统采用以纯 B/S技术架构，实现机房设备的“分散监控，集中管理”，将包括

主数据机房、电力电池室、其他分布机房在内的现场设备进行监测，通过本地配置

的一体化智能处理单元，以 TCP/IP协议将数据传输至位于用户监控管理中心，由监

控中心管理服务器实现对各区域的环境动力及安防情况进行集中管理，并可通过

Internet或手机等移动客户端在任何地方 24小时查看或控制各区域的环境动力设备。

支持以屏幕提示、声光告警、邮件、短信以及手机 App主动推送形式，及时报

告机房内设备运行异常，以确保数据机房安全运行。

1.1.2系统结构：

安山（AndeSite）系统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底端采集层、中心管理层。底

端采集层主要完成各类被监控设备的实时数据采集，并通过线缆将数据送至中心

管理层，中心管理层则负责数据的存储、处理、分析和展示。

系统结构如下图所示：

底端采集层采用现场所需的各类传感器，实现对机房内环境的数据采集；



中心管理层通过配置高性能的嵌入式服务器，融合一定数量的串口、IO、DO

端口，实现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展示。

1.1.3方案设计：

本项目数据机房为保障 IT 设施正常稳定的运行状态，需考虑动力设备、环

境监测、门禁管理、视频安防、微环境、楼宇消防及防雷等方面的综合监控和管

理。

监控需求分析：

1）监控对象及内容：

综合机房区域的实际配置和管理需求，本次建设考虑将以下设备及系统统一

纳入机房综合监控管理系统：

动力设备部分：

UPS 系统（含输入输出配电柜）：UPS 设备 X 台，通过 RS485 串口直接接入

系统；实现 UPS 整流器、逆变器、电池、旁路、负载等各部分的运行状态与参

数，输入输出柜进出线各支路的开关状态及三相电压、三相电流、三相电能、功

率因数、有功功率、电能等参数的监测。

环境监测部分：

精密空调：数据机房 X 台，通过 RS485 串口接入系统；实现精密空调压缩机、

风机、水泵、加热器、加湿器、去湿器、滤网、回风温度和湿度等的运行状态与

参数的监测，并对精密空调实现远程开关机的控制。

漏水监测：配置 X*10米的带状水浸，沿空调及进出水管的地板下方布放，

隔离空调与机柜放置区域，确保机柜放置区域地板下方的安全。

环境温湿度监测：考虑到空调的监测仅为回风口的温度，因此需要在机房环

境中配置温湿度传感器，本次配置温湿度传感器 X 个，在机房墙面或顶部安装，

墙面安装高度 1.4～1.5 米，顶部安装为横梁吸顶安装。

火灾监测：本次配置烟感传感器共 X 个，安装在设备中间顶部或房间顶部，

均为吸顶安装；

安防管理部分：

视频管理：本次配置网络高清红外摄像机 XX 台，分布在各楼层。实现对机



房内外的进出通道、重点区域的实时监控，实现人员、设备进出的图像记录和历

史查询。本地配置 NVR（网络硬盘录像机）X 台，同时配置一定数量的硬盘用于

现场视频的存储，确保存储周期至少三个月。

2）方案配置说明

根据以上需求和功能要求，现场配置 1 台嵌入式服务器 FS-M808作为核心数

据采集设备，将各智能设备、环境监测统一接入系统，可放置在用户数据机房的

某一特定机柜。

3）核心产品介绍

一体化监控服务器 FSM-0808 是我司安山（AndeSite）系列硬件的核心产品

之一，针对现代化智能系统、数据中心等重要场所开发的一款新一代多用途监控

主机。被监控设备全部集中接入监控主机，接口采用 RJ11/RJ45/DB9等标准化接

口，方便维护，无需外接接口，设备符合目前行业最为标准的 19 寸机架式结构

要求。主机与模块整合统一归置，扫除机房的接地隐患，提高机房的安全系数。

节约机房内有限的电源插座,所有传感器设备的供电部分求由监控主机进行供电，

无需外接电源。配合安山（AndeSite）动环软件可以实现 UPS 监控，配电监控、

空调监控、视频监控、门禁监控、温湿度监控、电气火灾检测、防盗监控等。可

选配本地声光报警、短信报警、邮件、手机 App 等通知方式。支持数据采集处

理、联动控制、报表浏览等功能，内嵌 WEB服务器支持。

用户通过 IE 等浏览器查看监控场地环境、设备参数、告警、报表等信息，

代替人工巡检，实现无人值守，提高维护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嵌入式服务器外观



主要功能：

硬件配置

CPU 酷睿 I5 3317U

内存 1xSO-DIMM，DDR3 1333MHz Memory，

4G(可选配 8G)

硬盘 机械硬盘 500G (可选配固态硬盘 120G或

240G)

以太网口 1个 10/100/1000M以太网口

串口 2个 RS232，6个 RS485串口（可配 IO卡）

IO通道 6DI、2DO （扩展可增加 12路开关量采集+4

路开关量控制插卡 1个）

USB 4个 USB口

GSM短信猫 1个

工作条件

电源输入 AC 220V

功耗 <80W

环境温度 -10℃～50℃

环境湿度 10%～90%RH，无凝露

EMC指标

静电防护 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

EFT防护 ±2KV

外形结构 长×宽×高 440MM × 280MM × 44MM

安装方式 1U标准机架安装 前面板或后面板机架安装

插卡选配 12路开关量采集 4路控制卡 1张

3.5.4管理平台功能细述：

安山（AndeSite）机房综合监控管理系统使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开发平台、

框架平台和界面组件技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专业监控系统；系统实现数据监

控、图像监控、电子地图和 3D界面、组态界面的五合一，能给用户带来全新的

机房管理感受。

人性化界面：

监控管理软件应采用人性化界面设计，易于维护管理人员的操作；

监控管理软件应包含功能模块：系统主页、设备监控、告警管理、门禁管理，

视频管理、报表管理、系统配置和帮助等。

（1） 系统主页



监控系统主页应采用人性化的布局界面，主页面需提供：机房 3D 可视化、

关键信息可视化、分类查询、数据下钻、机房自动及手动快速切换等直观功能。

1）机房 3D 可视化：以 3D 组态形式呈现机房实际设备部署，直观展示各个

设备摆放位置，并在设备异常时有告警提示，并可以通过告警提示直接

下钻查看设备的告警信息、资产信息、运行状况以及维护记录等；

2）关键信息可视化：以图表、曲线等方式直观展示机房设备及系统的运行

状态，并提供灵活管理工具可根据用户进行相应控件的定制和布局，本

次需提供以下关键信息：

1、用电状况：机房本日/昨日的日用电曲线和上周日平均用电曲线；

2、供电状况：市电供电及 UPS 蓄电池放电状况，提供 UPS 的三相负载情

况，在市电停电时，能自动切换到 UPS 蓄电池放电曲线，便于用户直观

了解蓄电池容量和支撑时间；

3、制冷状况：直观展示空调组的运行、停机、故障等状态；

4、环境总览：提供温湿度、烟感和漏水等环境传感器的运行状况；

5、实时视频：提供现场摄像头的实时视频轮巡播放；

3）分类查询：支持以设备类如配电、制冷、环境、安防等的形式进行选择

展示，便于用户在 3D 中确定设备的实际位置，对现场设备进行状态查询，

4）机房切换功能：提供电子地图，直观展示机房关键运行信息，并可点击

进入机房页面，查看机房内设备的运行状态；

5）设备弹窗：在机房组态和分类查询时，点击设备能够以弹出窗口的方式



查看设备运行参数、告警信息、资产信息、维护记录以及远程控制等，

对视频摄像机能够远程查看实时视频和调用历史视频进行查阅。

（2） 设备监控

以树形结构呈现，实现机房动力设备和环境信息的浏览和控制，直观提供关

键运行参数和状态的呈现，并可点击查看设备运行的所有参数和状态。

（3） 告警管理

告警管理提供告警的设备分类统计功能，可以逐层定位具体的告警设备和告

警内容，通过设备详情模块可以进一步分析告警成因。

告警分级：四级告警

– 一级告警：引起电源系统、空调系统退出服务，以及安全消防原因导致

所服务的核心业务故障或停机的告警定义为一级告警；

– 二级告警：可能对电源系统、空调系统造成整体退出运行或运行性能下

降的告警定义为二级告警；



– 三级告警：电源系统、空调系统中发生的设备部件故障，或因安全环境

因素可能引起的设备部件故障，但不影响设备整体运行性能的告警定义

为三级告警；

– 四级告警：电源系统、空调系统中设备发送的维护提示性告警信息定义

为四级告警。

其中，一级告警以红色标识，二级告警以橙色标识，三级告警以黄色标识，

四级告警以蓝色标识。

告警呈现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告警分类统计：按照设备和环境分类实时呈现告警统计数据。

2)、设备告警列表：以列表的方式显示告警内容。

支持根据告警等级、告警内容、告警时间、告警原因进行排序。

通过告警列表可进一步查看活动告警详细情况，以及设备详细情况。

3）、告警时长分析：以柱状图的形式呈现各类设备和环境的告警持续时长的

统计数据。支持从设备环境分类和告警时长两个角度，查看活动告警详情和设备

监控数据的详细情况。

4）、告警等级统计：以饼图的形式查看告警等级的分布情况，并支持数据下

钻查看更详细统计分析。

（4） 报表管理



系统提供了常用的报表及用户自定义报表，并提供快捷方式为客户提供常用

报表的图片存储、Excel 导出等功能，便于用户进行自行编辑。

常用报表有：历史告警查询报表、历史告警统计报表、设备资产统计报表、

历史信号趋势分析报表以及人员进出刷卡统计表等。

历史告警查询报表：为用户提供一段时间内的历史告警，可按机房、设备、

告警等级等进行筛选查询，如下图：

历史告警统计报表：为用户提供以月、年为单位的统计报表，具备按日统计、

按告警等级统计、按设备类型统计等图表，并为图表提供快速保存功能，便于用

户进行相应的记录和汇报。如下图所示：



历史信号趋势报表：为用户提供多条信号的统计对比，信号可为不同设备、

不同类型的信号对比，便于用户对设备之间相关性提供更好的参考和比较。

（5） 视频管理

系统以树形方式展开选择所需监控的视频，实时监视各机房视频信息，可以

同时查看任意显示的监控目标视频信息，系统采用多画面分割显示或回放同一机

房多路实时视频或多个机房单路实时视频，支持一机同屏 1、4、9、16 画面等规

格画面显示方式。

系统可以通过机房平面布置图或一次接线图上直接查看相关视频。

多台监控工作站用户可以同时查看任意机房的视频图像。

能将摄像机的号码及位置、摄像日期和时间等信息进行叠加，以便在监视图

像上显示相应的必要信息，并可用汉字显示，所有字符的格式、内容等信息，均

可由用户方便地自由修改。

远程控制

系统可以对视频监控设备 进行控制，控制范围包括云台、镜头等。

录像和回放

系统可以远程设置系统的录像规则，实现手动录像、计划录像、告警触发录

像、移动侦测录像等录像方式。

多个客户端可同时显示、存储、检索、回放所选各机房的多个摄像机视频。

（6） 手机 App



通过授权的 3G/4G 移动终端用户（iOS 和 Android系统）对纳入监控系统的

数据进行总览、巡检和实时监控，手机 App需满足以下功能：

1、系统总览：支持机房设备分类直观呈现；

2、系统统计：告警统计、用电统计、环境统计；

3、告警查看：支持告警设备的数据查看和电话、短信等求助功能；

4、实时监控：查看机房、设备的设备详细运行参数；

5、快捷查看告警及消息等客户常用信息；

6、支持分级告警的主动推送功能。

7、支持视频的远程浏览。

8、支持定时报平安信息推送。

9、对某不重要告警信号可直接取消推送，但后台仍旧有具体记录。

手机界面如下：




	1.1机房综合监控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