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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成立，至今发展成为全球超过八万人的跨国企业，是世界第一的开关电源与无刷直流风扇产品的领导厂商，并且在多项产品领域位居世

界级领导地位。

名列美国商业周刊 (BusinessWeek) “2008 全球科技百强”名单，并连续数年获选为福布斯杂志 (Forbes) “亚洲顶尖五十强企业”。

作为全球电力电子产业的领导者，长期致力于实践环境保护，兴建并大力推广绿建筑，多年前已开始实施绿色无铅制程、回收再利用措施与废弃

物管理计划，为华人企业唯一荣获欧洲商业杂志 (CNBC) 评选为 “全球百大低碳企业” 。

创新

有效创新  成功实现

顾客满意

预知需求  超越期待

品质

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

团队合作

全球整合  达成共赢

敏捷

洞察趋势  速掌新机

母公司台达集团

企业文化
勇于变革   永续经营

中达电通成立于1992年，总部设在上海浦东，在大陆拥有41个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是世界第一大开关电源供应商台达集团的子公司。

依托母公司的雄厚实力，中达电通现已成长为国内主流的动力系统集成商，致力于供电、管理、节能三大领域的研发与集成，拥有技术领

先、品质卓越的全系列专业动力产品及整体解决方案，高效节能类有:高压直流电源、模块化UPS、高效通信电源、LED照明等；绿色环保类有:太

阳能供电系统、有源谐波治理等；安全管理类有:动力环境集中监控系统、智能楼宇节能管理系统、DLP/LED大屏幕显示系统等。

值得信赖的中达电通
中国本土企业，依托于母公司台达集团——世界第一大电源制造商

拥有业界最完整的动力产品生产线、亚洲最大的UPS制造基地

世界500强的研发实力，国际化的知名品牌

动力产品全球化的广泛应用

动力一体化方案源于业界最新的技术应用与丰富的通信动力系统整合经验

国内41个分支机构，500名服务工程师的强力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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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低压配电方案

云计算和虚拟化是新一代数据中心的发展趋势。传统的数据中心已经越来越难以满

足云计算和虚拟化技术带来的对机房基础设施动态响应及按需分配的要求，无法缓解因

业务的快速发展而给企业带来的巨大能耗与成本压力。如今数据中心的 IT 设备 2-3 年

就会更新换代，而数据中心的电源系统、空调系统和网络机柜等机房基础设施的生命周

期是 10-20 年，因此一个可靠、灵活、高效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对建设新一代数据中心

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达电通藉此推出了包括中低压配电、UPS 供电、高压直流供电、谐波治理、动力

环境集中监控和高效制冷的关键基础设施整体解决方案，该方案具有集成化、模块化、

智能化、高效化、可靠化等特点，可有效满足新一代数据中心 (IDC) 对机房基础设施的

动态需求。

一、方案概述
数据中心（IDC）机房多数采用 10kV 市电引入，通过 10KV 配电柜作为电能的分

配和转换，接入 10KV/0.4KV 的变压器送到 400V 低压配电系统中，再通过二级、三

级配电完成整个系统的供电。目前中达电通各有以下几款主要产品适用于一、二、三

级配电，如：10KV中压配电系统(MVNEX、KYN28等)、400V低压配电系统(BLOKSET、

MNS2.0、CNS/MNS、GCS、GCK、GGD、XL-21、SPDC 等 ) 和 400V 低压无功补

偿及滤波系统 (SVG+、APF)。 

数据中心的负载为一级负荷，而一级负荷应有两路独立电源供电，即采用两路

10KV 市电引入，或临近用电处配置应急发电机组。数据中心不间断供电方案可采用

“UPS 供电方案”或“高压直流供电方案”，如下图所示。

油机

10KV交流配电系统
机房配电系统

10KV断路器

0.4KV断路器

SVG+（无功补偿）

变压器

一级配电

ATS
（CB）

ATS
（PC）

UPS
进线

UPS
出线

列头柜

UPS UPS

HVP高
压直流

HVP高
压直流

二级
配电

三级
配电

SVG+



5 6

二、产品介绍 :

KYN28-12 特点 :

KYN28-12 铠装中置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 可取代

各种老型的金属封闭开关设备，用于 3.6 ～ 12kV 三相

交流 50Hz 电网，作为接受和分配电能，并对电路实行

控制、监测和保护之用。

1. 产品的外壳完全是由覆铝锌钢板多重折弯成形后

用螺栓组装而成，具有很高的机械强度，有效地保证

了产品的整齐和美观。

2. 主开关可配 ABB 公司的 VD4 型真空断路器，

同时也可配置多种国产系列真空断路器（如 VS1、

VH1、VK、ZN21）, 以取代国外同类产品。

3. 开关柜的结构保证工作人员的人生安全，且便

于运行、维护、检查、监视、检修和试验。

4. 开关柜具备五防功能。

MNS2.0 特点 :

MNS2.0 低压开关柜是我公司与瑞士 ABB 公司合

作，经 ABB 公司授权、认可的产品。该产品适用于交流

50(60)Hz，额定工作电压 660V 及以下的电力系统。用

于发电、输电、配电、电能转换和电能消耗设备的控制。

MNS 2.0 系统采用的柜架结构具有高度灵活性，结

构一旦组装完毕就不再需要维修。柜体内可安装不同的标

准元件，以满足各种使用要求。

MNS 2.0 系统与传统产品相比，具有更多的优越性 :

●  结构紧凑，节省柜体的体积

●  配电回路布置经济

●  全部选用标准元件，方便工程设计人员设计

●  全系列标准化

●  在一个柜体中可自由安装不同型式的功能组件，如 : 固

    定式组件和抽出式组件

●  设备更新改进方便

●  设备运行连续性和可靠性高

●  操作人员人身安全有保障

MVNEX 特点 :

 MVnex 12kV 铠装中置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是与施

耐德公司合作，经施耐德公司授权、认可的产品，此产

品用于 3.6 ～ 12kV 三相交流 50Hz 电网，作为接受和

分配电能，并对电路实行控制、监测和保护之用。

1. 柜体尺寸多样，可以因地制宜，保证了宽敞的电

缆室接线和维护空间，增大了泄压通道以确保极端故障

情况下的压力释放。

2. 开关柜的结构保证工作人员的人生安全，便于运

行、维护、检查、监视、检修和试验。

3.Mvnex 开关柜的核心元件，采用法国原装进口的

梅兰日兰真空断路器 Evolis。

BLOKSET 特点 :

Blokset 低压开关柜是与施耐德公司合作，经施耐

德公司授权、认可的产品。该产品适用于额定工作电压

为交流 690V，频率 50HZ，额定电流至 6300A 户内使

用的低压固定式 / 抽出式开关柜。该装置在低压配电系

统中作为电能分配、转换和电动机控制之用。

1. 开关柜柜体基本结构是 U 型型材装配组成，装配

精度高。所有框架零件均为免维修型。可在一个柜体中

组成不同型式，固定式、固定分隔式、抽出式。

2. 柜体外壳（包括门板、顶板、内隔板、侧后封板）

采用冷轧钢板， 底板、梳型母排夹支架采用铝板弯制而

成，防止涡流的产生。

3. 利用隔板将装置分成母线室、电缆隔室、单元隔

室等，防触电，能限制事故扩大，防止外物进入。

10kV 中压配电系统系列产品 ● 一级配电

400V 低压配电系统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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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MNS) 特点：

 CNS(MNS) 低压开关柜是根据瑞士 ABB 公司技术

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生产的组合式低压开关柜系统产品，

该产品已适用于交流 50(60)Hz，额定工作电压 660V

及以下的电力系统。用于发电、输电、配电、电能转换

和电能消耗设备的控制。

CNS(MNS) 的柜架结构具有高度灵活性。结构一旦

组装完毕就不再需要维修。柜体内可安装不同的标准元

件，以满足各种使用要求。

CNS(MNS) 系统与传统的产品相比，具有更多的优越性：

●  结构紧凑，节省柜体的体积

●  配电回路布置经济

●  全部选用标准元件，方便工程设计人员设计

●  全系列标准化

●  在一个柜体中可自由组合成不同形式，如固定式和抽

出式

●  设备更新、改进方便

●  柜体最大程度地做到无维修

●  设备运行连续性和可靠性高

●  操作人员人身安全有保障

● 三级配电——SPDC 服务器电源分配屏
（智能列头柜）

SPDC 服务器电源分配屏简称智能列头柜，配置交流集中监控

系统装置，能直观的反映出本柜的全部参数和运行状况，并能将本

柜的参数和运行状况送远端计算机监视系统，可实现遥测、遥信和

遥控三遥功能。适用于电信数据通信机房、远程控制中心 、智能

化大楼 、医疗机构机房 、计算机房 ( 银行、期货 )  等数据中心的

服务器电源分配屏。

产品特点：

1. 全面的供电管理功能，提高设备的用电安全。

2. 全面的监控功能， 2 回路进线的三相电力参数、开关状态信号、

浪涌状态、84 路支路开关状态、84 路支路电流、84 路支路开

关控制等采集。 

3. 集中监控显示，良好人机界面，便于用户信息查询。

4. 具备 MODBUS(RS485) 通讯功能，所有信息可上传，便于用户

监控管理。

5. 灵活的柜体选择，可适应用户不同选择。

● 二级配电——交流配电柜

为满足目前市场的需要，更好的解决 UPS 供配电

问题，并根据中达 UPS 的容量大小而专门设计的标准

UPS 输入输出交流配电柜。按 125A ～ 630A 的电流等

级大小设计 10 种标准的 XL-21 型 UPS 输入输出交流配

电柜。大于 630A 以上电流等级的柜体采用 BLOKSET、

MNS2.0、CNS（MNS）等柜型。

产品特点：

适用范围为：30 KVA~200 KVA 的 UPS。

结构紧凑，节省柜体体积

配电回路布置经济，方便工程设计人员设计

设备更新、改进方便

低压一级配电无功补偿及滤波方案——
PQC 系列综合电能质量补偿系统（SVG+）

产品特点 :

PQC 系列综合电能质量补偿系统（SVG+），是替代传统电容

补偿的新型高可靠、高性能补偿方案。与传统电容补偿方案比较，

SVG+ 彻底消除了电容补偿潜在的谐振风险，补强数据中心配电系

统可靠性的最短板。此外，SVG+ 采 IBGT 器件和多 DSP 控制方

式，具有精确补偿无功、快速响应补偿以及感性容性双向补偿能力；

并可以滤除谐波和治理三相不平衡电流，与传统电容补偿相比，

SVG+ 在可靠性和补偿性能方面都更加适应非线性负载，适合谐波

环境下的滤波和动态无功补偿，是与数据中心（IDC）机房负载相

匹配的新一代补偿方案。

客户价值 :

传统电容补偿设备在谐波环境下补偿，不但补偿效果受到限制，

且容易受高次谐波影响发生谐振，威胁其他设备的安全可靠运行。

SVG+ 用于数据中心低压配电系统，替代传统电容补偿设备，可彻

底消除因谐波导致的谐振问题，大幅度提高配电系统安全性和可靠

性；此外，还可提升补偿精度和响应速度，占地空间更小，适合

IDC 机房等重要供电现场对配电设备的要求。

市电输入 

ATS 

输出 

输出 

输入 

UPS2 UPS1 

UPS输出屏 

ATS输入屏 



9 10

低压二级配电谐波治理方案——PQC 系列有源电力滤波器系统 (APF)

方案总述

随着 IT 技术不断发展，数据中心（IDC）机房的 IT 设备容量不断增大，其中使用了大量的现代化用电设备和装置如计算机、

通讯系统、网络控制设备、UPS 电源、开关电源、各种数字办公设备、灯光调控系统、水泵及风机使用的变频设备等，这些设

备都是非线性负载，产生大量谐波，对电力系统和设备的安全运行造成了极大的威胁。PQC-S 系列有源电力滤波器与二、三级

配电设备并联工作，可以有效滤除非线性负载产生的谐波，并且不会对其他设备造成影响。

产品特点

●  一机多能：一台滤波器可同时治理谐波、无功和三相不平衡

●  谐波治理效果好：系统谐波有效滤除率高达 97%

●  输入电压及频率范围宽，电压上限 456V，下限 308V 

●  功率损耗低（小于设备额定功率的 3%）, 实际效率 >97%

●  稳定性好：对电网系统呈无穷大阻抗，不影响电网系统阻抗；且输出波形精确无瑕疵，不会影响其他设备

●  应用简单灵活：模块化结构，可方便的嵌入到其他机柜内配合 PDU 使用

●  维护及扩容方便：支持模块化简单拔插更换和扩容，防呆设计无需专业人员现场维护

●  容量覆盖广：从 40A ～ 500A 单柜容量，最多可 10 台 APF 并柜安装

●  全工况应用能力：可抗 50 摄氏度高温环境，并可在盐雾腐蚀性场合应用，抗震 9 级，且可与柴油机发电系统兼容并列运行

客户价值
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柴油发电机兼容及保护功能

——对极端电气环境的适应力（电压畸变、电压闪变、雷击）

——对极端和复杂物理环境的适应力（温度、震动、腐蚀）

简单灵活的应用

——灵活的模块化结构（体积小巧，支持模块级嵌入安装，全正

面操作支持简单拔插更换和扩展模块）

超强滤波能力

——采用三电平拓扑结构及 60kHz 的开关频率（滤波宽度和深度

保证，损耗小，100% 通过 EMC）

高可靠性保证

——采用多 IGBT 并联冗余技术、及智能风冷控制，确保功率部分

的高可靠性

——全球采购确保关键部件均采用国际大厂优质器件

——模块化生产工艺简单，可确保规模化生产同时产品一致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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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供电方案

一、方案概述
台达 InfraSuite UPS 供电系统提供从数据中心电力输入端至负载分路输入端的全

线解决方案。

客户价值

省钱   降低客户总体采购与建设成本

省心   简化 / 统一客户的选型、采购、工程与服务的接口

省时   缩短设备采购与机房建设的周期

省事   提供完整的一体化动力产品的集成与配套

省力   有助于客户专注于核心业务

方案优势

安全   安全、稳定、应用经验丰富的动力支撑系统，全天候的恒温、恒湿、洁净的机房环境。

可靠   高可用性、高可靠性的不间断电源动力保障，可靠、有效的机房电源全面防护

便捷   良好的管理与方便操作的功能，可维护性与可扩展性，方便系统的保养与扩容

节能   降低设备损耗，提高能源的有效利用率

高可用性

• 提供 20 至 4000 kVA（8 台 x 500 kVA 并联连接）

• 并联安装作为备份，无须额外连接硬件，即可提高系统可靠性

• 谐波滤波器及 12 脉波整流器（选配）

• 备份的辅助电源及控制电路可确保高可靠性

• 内建维护及静态旁路开关

高灵活性

• LCD 可显示多国语言

• RS232、RS485 及 6 个可程序干接点输出

• 可兼容发电机装置及不平衡负载

• 外接电池柜（选购）可提供更长的备份时间

低成本

• 可视企业成长情况进行并联扩容，节省初始投资成本

• 宽输入电压范围，可延长电池寿命

• 经济模式既可节能，又可节省运营成本

• 共享电池，可节省成本和空间

高可用性

• 产品系列从 20 至 480 kVA (4 台 x 120 kVA 并联 )

• N+X 模块及系统冗余架构，符合高可靠度的需求

• 电源模块可热插拔设计，保证维护期间电力不中断

• 高智能电池控制与管理，让电池运行更稳定

• 冗余的辅助电源和控制电路设计，确保高度可靠性

高灵活性

• 轻松并联扩容方式，可依据企业未来的成长需求增加电力容量

• LCD 液晶显示面板，支持多国语言显示

• 具备 AC 启动与电池启动功能

• 可选购外部电池箱延长备用时间

高效节能

• 先进的 IGBT 整流技术与设计，效率高达 94%，大幅节省费用

• 高输入功率因素素 (pf > 0.99)，减少运作成本

• 低电流谐波 (iTHD < 3%)，减少谐波污染

• 降低安装成本与发电机匹配容量

高可靠工业级 UPS 20-500kVA

高智能容错 UPS 20-480kVA

台达 Ultron NT 系列

台达 Modulon HIFT（海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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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变换，IGBT 整流

• N+X 冗余或热备份

• 宽输入电压范围以减少蓄电池的放电次数

• 先进的电池管理以发挥电池的性能，延长电池寿命

• 现场可编程顺序启动 2-99 秒甚至无需并机

• 冗余风扇设计

高效率

• 系统效率高达 96%，节省运行成本

• 高输入功率因数（>0.99）, 及低输入电流失真（<3%）

高弹性

• 易于并机扩展，以适应未来业务成长需求

• 多语言模拟 LCD 显示及 LED 状态

• 可交流及电池启动

• 内置维护及静态旁路开关

• 热交换风扇，易于更换

• 可选带内置变压器

可用性

• 可因数据中心的变动作重新规划，减少重复投资成本

• 提供 2 组支持热插拔微型断路器的电力母排，每个母排可扩展

  安装 42 个单极微型断路器，依据实际需要弹性配置

• 增加设备时可以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快速安装，方便 PDU 升级

• 可选购变压器，降低领地电压

便利性

• 大屏 LCD 显示，可支持多国语言

• 可检测每个输出回路的电力数值

• 标配 RS232 通讯接口，可远程监控

• 标配 2 组 SNMP 插槽，可实现网络管理

• 标配 6 组干接点输出

安全性

• 标配近端与远程紧急关机功能

• 可选购浪涌保护器

• 具有三相不平衡与缺相告警功能

高效率数据中心 UPS

灵活多任务 轻松整合与维护配电系统

台达 Ultron DPS 系列 UPS

台达 InfraSuite 电源分配柜

高阶款 PDU

可用性

• 免工具安装于台达的标准机柜内

  同时内有标准配件 , 可安装于任何品牌的机柜

• 0U 空间配置 , 完全不占用机柜宝贵空间

• 提供单相与三相电源需求款型

安全性

• LED 显示各分支配电单元电流值 , 并有过载告警灯号

• 各分支配电单元均有保护开关

• 符合国际线材安全标准与安全电源接头

管理性

• 可加装网卡 , 做远程管理功能

• 软件可升级 , 维持在最佳功能

• 可整合于 InfraSuite 管理接口

基本款 PDU

可用性

• 免工具安装与台达的标准机柜内 , 同时内有标准配件 , 可安装

   于任何厂牌的机柜

• 水平或垂直空间配置 , 完全不占用机柜宝贵空间

• 提供单相与三相电源需求款型

安全性

• 各分支配电单元均有保护开关

• 符合国际线材安全标准与安全电源接头

机架式电源分配器 (PDU)

台达 InfraSuite 机架式电源分配器

依据实际需求弹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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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直流供电方案

一、方案概述
中达 HVP 系列高压直流电源系统，是专为数据中心（IDC）机房 IT 设备

供电研发的新型高频开关电源系统，提供从机房交流输入端至 IT 机柜配电分

路的全套解决方案。系统采用高频软开关技术，模块化设计，输出标称电压

为 DC240V/DC336V，具有“四遥”功能，配有标准 RS232 和 RS485 通讯

接口，易于和集中监控系统对接。

最大容量
380V/630A
液晶显示
1/2 路输入
4 路输出

单屏最大容量 :
240V/600A
（336V/450A）
液晶显示（主屏）
模块规格：6kW/ 个

最大容量 :
240V/1200A
(336V/900A)
母线绝缘侦测
2 路电池分路
6 路负载分路

最大容量：
240V/400A
（336V/400A）
1/2 路输入 40 路
（以内）输出分路
直流专用器件

最大容量
240V/63A
(336V/63A)
1/2 路输入
10 路输出分路
直流专用空开

二、产品特点
• 容许电网输入电压变化范围超宽（260Vac~530Vac)

• 整流模块采用 N+1 设计，具有过流、过压、过温等多重保护和告警功能 ，支持热拔插，支持前维护

• 整流模块具有三相有源功率因数校正功能，输入功率因数 PF>0.99, 电流输入谐波失真低（THD<5%） 

• 监控模块的功能单元采用模块化设计，提供多种现场可配置功能，易于操作

• 系统具有效能管理功能 

• 系统具有绝缘监测和绝缘定位功能，绝缘监测支持手动 / 自动两种模式 

• 系统提供直流功率与电度统计功能，方便用户能耗管理

• 系统告警干接点内容可自定义，提供 RS232/RS485 等多种智能通讯口

• 蓄电池充电采用三段式管理方式，对蓄电池管理更合理，有效延长蓄电池使用寿命

三、典型应用
IDC 机房、呼叫中心、政府数据中心、银行数据中心、企业数据中心、网站数据中心、证券机构数据中心等

四、客户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据业务的迅速扩大，相应负载设备的功耗正在不断增加。高压直流供电系统作为一种新型

供电方式，随着该系统的大量应用其优势也更加显著：1. 高效率：节约能源。2. 高可靠性：保障客户业务。3. 直流输出：

摆脱交流电源输出功率因数、谐波、零地电压的困扰。4. 维护方便：模块化设计，维护简单，降低客户对电源厂家依赖度。
Rectification

DC output 
distribution

Battery group
AC input

A B

SPD

AC distribution

Input 
Path A

DC array cabinet

Server rack

-+

Input 
Path B

产品类别 系统型号 监控模块 整流模块 最大输出容量

240V 直流电源 HVP2401200B CUC-21H ESR-240/20A 1200A

336V 直流电源 HVP336900D CUC-21H ESR-336/15A 900A

系统产品：

整流模块：

ESR-240/20A ESR-336/15A

输出电压 204Vdc~288Vdc 输出电压 294Vdc~406Vdc

功率 ≥ 94%（额定输入） 功率 ≥ 94%（额定输入）

谐波 THD ≤ 5%（额定输入） 谐波 THD ≤ 5%（额定输入）

功率因数 ＞ 0.99 功率因数 ＞ 0.99

交流配电屏 交流配电屏 直流配电屏 直流列头柜 直流 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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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制冷方案

一、方案概述
数据中心（IDC）机房通常采用下送风的气流组织方式。在有高架地板的环

境中，机房空调设备采用下送上回式送风，使冷气直接进入活动地板下，这样使

地板下形成静压箱，然后通过地板送风口，把冷气均匀地送入设备机柜内。而机

柜以“面对面、背靠背”方式排列，使冷、热通道分离，能很好的提高制冷的效率。

（见图 1）

数据中心高密度机柜和局部热点处理                
现代数据中心，随着刀片式服务器的广泛使用，服务器的热密度越来越大，当机柜的热密度达到一定的规模，需要采用特殊

的冷却方式来解决。

• 对于机房中出现的少数高热密度机柜，可以采用机架式空调来解决制冷问题；

• 对于大量的高热密度机柜，可以采用封闭列间冷通道的“冷池”方案；（见图 2）

• 对由于送风距离或送风阻挡等原因，导致某个区域的机柜产生局部热点，可以采用辅助送风模块的方式来解决   局部热点问题。

热风及流向
冷风及流向

地坪

下送风机房
专用空调

架空地板

冷送风

柜内
气流
方向冷风通道

冷风通道
热风通道

地板通风栅
背面

背
面 栅格配送风

栅格配送风

冷

热回风

热回风

热回风

正面

正面

热风通道

图 1   下送风、上回风

 图 2  下送风、封闭冷通道（冷池）

功能与特色

• 采用大风量小焓差设计原理，显热比大

• 应用了多种节能措施，能效比高

• 有标准运行模式与节能运行模式，为用户提供了全新节能方案

• 门板为表面静电喷涂环氧树脂冷轧钢板制成，防腐性能良好

• 板式空气过滤器采用 G4(MERV 8) 聚酯合成纤维滤芯

• 采用强制除湿方式，除湿量大、除湿速度快，精度高，更加节能

• 采用先进的电脑控制系统进行逻辑控制，对产品提供更全面

   的保护，提供更多的节能措施，并提供远程控制功能

• 采用电子膨胀阀，制冷系统运行更加平稳，节能性更好

• 采用比例控制的电极式加湿器及与其相关的运行控制和安全、保

   护装置

• 配置过滤器堵塞报警用压差开关

• 远程显示控制器，具有线电流、电压显示功能

精密掌控温湿度 维持机房最佳状态

台达 InfraSuite 机房精密空调

二、产品介绍

在铺有高架地板的数据中心，空调的冷气常透过地板底下的通道送

达至每个机柜。 然而，冷气传达到远程的机柜时，风量已经减弱，

再加上高架地板下通常也布满电缆线以及管路 , 更对冷气的传送增

加了阻碍，导致局部热点的出现。

台达的辅助空调模块 (ADU)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困扰所设计。其高

达 1000CFM 的送风量，能帮助冷气传送到需要加强散热的机柜，

把热点排除。并且 ADU 可以轻松锁付于专用的高架地板上，并侦

测空调来源以及机柜内的温度，以调节风扇的转速达到节能的目的。

• 送风量高达 1000CFM

• 智能型风扇转速控制，节省电费支出

• 安装容易，适用于标准高架地板

• 温度异常与短路自动保护

• 风扇状态与异常 LED 指示灯

• 4 组告警讯息干接点输出

• 提供来源与目的温度侦测线

高效速冷 控温节能最轻松

功能与特色

台达 InfraSuite 辅助空调模块

Raised Floor

Cooling Air

Front

Rack Cabinet

Rear

热风及流向
冷风及流向

地坪

下送风机房
专用空调

架空地板

冷送风

柜内
气流
方向

冷池

冷池

热回风

地板通风栅
背面

背
面 栅格配送风

栅格配送风

采用透光隔热材料，
与两列机柜前门共同
构成封闭空间

热回风

热回风

热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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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达开发了独特的“智能型模块化”功能，大幅提升空间

利用率。

高达 70% 的开孔率，减少局部热点发生。

更符合高密度机房的需求。

便利性

• 免工具拆装前后门，可前后对调

• 顶部整理槽 , 便于整理电力，网络与光纤缆线

• 顶部同时附有免工具拆除盖板，进出线位置容易管理

• 底部可拆式进线槽，便于高架地板装设

• 底部附轮脚 , 可轻松移动

• 半高侧门设计，单人即可拆装，并有安全锁

• 前后皆有 U 数标示，方便安装

• 简易并柜设计，保持机房整齐稳定

• 前后门开启角度达 130 度，便于安装维修

• 内置水平仪，迅速调整机柜水平度

• 备有各式配件，增强管理与整齐性

高弹性

• 两片式后门，减少热通道所需空间，便于维护

• 轨道式安装立柱附有定位标志，可调整深度以

   符合不同安装需求

• 内建 4 个万用挂架，可搭配 0U PDU 或是

   垂直缆线整理槽

• 完全适用于所有符合 EIA-310 标准的机架式设备

安全性

• 静态承载高达 1420kg，动态承载达 1000kg

• IP20 环境防护等级

• 前后门均接地至机柜本体

• 底部可调式固定柱，让机柜更稳固安全

• 前后门与侧门均附锁

EnviroProbe 提供单一机柜或区域内温度与湿度的侦测功能，

并提供额外 4 组的干湿接点输入，可以将数据中心内的其他环

境监测装置 ( 门禁、侦烟、火警、漏水等 ) 的讯号，通过网络传

送给管理者。

可用性

▪ 可侦测环境的温度与湿度

▪ 背光 LCD 显示

▪ 提供 4 组干接点，可连接其它环境监测装置

便利性

▪ 通过网络浏览器 , 可以在任何地方快速检视

▪ 搭配 InsightPower Manager 管理软件，可于远程监控并记录

▪ 支持 RS232 或 RS485 通讯模式

高弹性

▪ 可接收不同厂牌环境侦测装置的数字格式讯号

▪ 在 RS485 模式下，可串接多达 10 台 EnviroProbe

智能型模块化设计 优化空间使用率

台达 InfraSuite 智能型模块化机柜 EnviroProbe 环境监测器

顶部可拆式盖板

立柱附定位标志

顶部缆线整理槽

4 组万用挂架

附锁半高侧门板

内置水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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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环境集中监控管理方案

一、方案概述
中达数据中心（IDC）动力环境集中监控系统，能够监控从整个大楼的

高低压配电、UPS、开关电源、蓄电池、柴油发电机、精密空调、配电柜分路，

到大楼内每个机房的环境量（温度、湿度、水浸、烟雾、门禁等），到机房

内每个机柜的电压、电流、温湿度，到机房内最小基本单元的电力和温度状况，

以及整个数据中心的PUE能耗指标，为管理者提供一个集中监控的绝佳平台，

轻松掌握与管理现代化的数据中心。

三、系统特点
• 综合解决方案

• 全 IP 化网络技术

• 系统的平滑扩容能力 

• 灵活的网络适应性

• 高集成度

• 高可靠性 

• 高安全性

• 丰富的告警功能

二、系统架构
IDC机房是采用二级架构，

组网方式采用全 IP 组网方式，

后续可扩展为三级架构

四、产品介绍
硬件

    针对不同客户需求，我们研发了不同的产品，为客户提供最佳性能配置的硬件设备

设   备 功能及特点

用于智能设备监控和 AI、DI、DO 采集及控制
可对三种不同设备的通信协议进行解析
I/O 采集量 AI+DI+DO=8+8+8
可配置扩展 I/O 卡，扩展数量 AI+DI=8+16
可接入专用高精度数字温度传感器
可配置不同传输模块支持 E1 或以太网传输
支持数据透传
具备低功耗及抗干扰电路设计
标准工业外观设计，适合多种安装方式
电源及各 I/O 端口均有高标准防雷设计

 用于蓄电池组监控
 可检测单体电池电压、总电压、总电流、温度
 单模块可检测 48 颗（或 8 颗）单体电池电压
 单体电池电压 2V、12V
 多模块可并接使用，检测大规模蓄电池组
 可记录并输出电压、电流充放电曲线
 电源及各 I/O 端口均有高标准防雷设计

用于低压电力、电量数据采集
可检测三相四线电压、电流、频率
可检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可检测有功电度、无功电度
具备 RS232/422 通信接口，标准 MODBUS 协议
支持时钟管理功能
电源及各端口均有高标准防雷设计

MSU-0324 系列         多功能一体化采集器

BMU-48(08)RD 多功能采集器

PMU 系列    多功能一体化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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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中达电通动力环境监控系统 PECS (Power-Supply & Environment Centralize Supervision System) 是新一代全智能监控

系统管理平台，该系统致力于网络能源设备的监控、管理以及能耗分析与评估，将动力、智能门禁以及影像监控整合在同一平台，

适用于通信局站的各种动力设备、空调设备以及环境的监控与管理，保障通信系统可靠运行，为实现通信局站的能耗管理、代维

管理、少人和无人值守提供有效的手段和工具。

软件功能：

界面展示

组态界面

组态界面组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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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界面

业绩介绍

中达电通的数据中心 (IDC) 机房关键基础设施整体解决方案及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通信、广电、政府、金融、教育、

交通等行业，以下部分是采用了中达系列产品和方案的数据中心 (IDC) 客户名单：

上海电信蒲川 IDC 机房

上海电信世纪大道信息大楼 IDC 机房

上海移动 IDC 机房

上海铁通 IDC 机房

上海农商银行总部大楼数据中心机房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备份中心机房

江苏省国税局数据中心机房

江苏移动 IDC 机房

南京电信新港 IDC 机房

南京电信苜蓿园 IDC 机房

南京农业银行数据中心机房

盐城电信 IDC 机房

徐州电信 IDC 机房

连云港电信 IDC 机房

苏州电信 IDC 机房

苏州工业园 IDC 机房

吴江电信新大楼 IDC 机房

江阴市灾备中心机房

杭州电信 IDC 机房

杭州移动 IDC 机房

台州电信 IDC 机房

福州电信综合信息大楼 IDC 机房

福州移动 IDC 机房

漳州移动 IDC 机房

北京中国银行数据中心机房

北京银行信息中心机房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中心机房

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数据中心机房

江南银行数据中心机房

东海证券数据中心机房

西部证券数据中心机房

华泰证券数据中心机房

天津市公安局信息中心机房

广州电信番禺 IDC 机房

深圳电信沙河 IDC 机房

深圳电信福永 IDC 机房

深圳电信梅林 IDC 机房

东莞电信大朗 IDC 机房

桂林电信城中 IDC 机房

桂林电信东城 IDC 机房

四川电信西部信息中心 IDC 机房

四川电信二枢纽 IDC 机房

四川联通 IDC 机房

四川省公安厅信息中心机房

重庆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机房

重庆移动 IDC 机房

吉林联通 IDC 机房

陕西省社保局数据中心机房

陕西省建设银行数据中心机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保局数据中心机房

中信银行兰州分行数据中心机房

银川黄河银行数据中心机房

湖北移动武汉关南 IDC 机房

鄂州电信 IDC 机房

安徽省福彩中心大楼数据机房

中科院合肥分院数据中心机房

合肥电信 IDC 机房

济南联通担山屯 IDC 机房

郑州联通登封 IDC 机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