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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
系统，
主要包括巡检轨道、与巡检轨道适配的轨
道车以及数据采集设备，
所述的巡检轨道设置在
机房走道上方的吊顶上，
所述的轨道车配合设置
在轨道上行走，
所述的数据采集设备固定设置在
轨道车上，
所述的系统还包括用于采集处于机房
内的轨道车位置信息的定位装置，
本实用新型结
构设计合理，
采用轨道车携带数据采集设备用于
监测机房内的环境以及影音数据，
相比传统的定
点监控设备，
有效减少了机房的监控报警主机的
数量，
同时监控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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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主要包括巡检轨道、与巡检轨道适配的轨道车以及数
据采集设备，
所述的巡检轨道设置在机房走道上方的吊顶上，
所述的轨道车配合设置在轨
道上行走，
所述的数据采集设备固定设置在轨道车上，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系统还包括用于
采集处于机房内的轨道车位置信息的定位装置；
所述的定位装置包括信号发射端和信号接收端，
若干信号发射端依次间隔排布设置在
机房走道上方，
所述的信号发射端包括信号编译器、
LED驱动电路以及LED阵列，
所述的信号
编译器、LED驱动电路以及LED阵列依次电性连接，
所述的LED阵列安装固定在机房吊顶上，
所述的信号接收端包括光感器以及信号解码器，
所述的光感器与接收端系基带处理板电性
连接，
所述的信号编译器以及信号解码器均通过通信串口模块经以太网与工控主机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信号编译器
包括FPGA第一芯片以及DAC转换器，
FPGA第一芯片与DAC转换器通信连接，
所述的信号解码
器包括FPGA第二芯片以及ADC转换器，
所述的FPGA第二芯片以及ADC转换器通信连接，
所述
的光感器包括透镜、
光电二极管以及信号放大器，
所述的透镜设置在光电二极管的前端，
光
电二极管与信号放大器电性连接。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信号放大器
采用跨阻放大器。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通信串口模
块为无线通信模块。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无线通信模
块为ZigBee通信模块。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数据采集设
备包括摄像机、
声音采集器以及环境数据采集器。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巡检轨道上
适配设置有多组轨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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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信息技术的高速开展和遍及，
计算机体系及通讯设备数量迅猛添加，
已经变成各
类企事业单位事务办理的中心渠道；
装备了网络设备、计算机服务器及其它通讯设备的机
房变成数据交换与存储的重要场所，
需求格外的办法加以防护。为确保数据中心计算机体
系和通讯设备的安全、安稳、牢靠运转，
需要切实可行的机房监控体系，
使得机房办理人员
能够实时知道到机房全部的状况，
进行有用操控和办理。
[0003] 机房设备具有数量大、
种类多、
价值高、
使用周期长、
使用地点分散、
缺少实时性管
理、
管理难度大等特点，
由于大型机房监控范围较大，
监控类型较多，
因此传统的定点监控
报警主机投入较大，
例如在构建医疗信息系统数据库以及服务器中，
其用于处理不同院区
的医疗数据，
因此基地的机房设备众多，
体量较大，
保证其设备件的正常运行是为各地院其
提供大数据服务的基础，
且传统的定点监控报警主机实时处理数据包较大，
对监控主机的
负荷较大，
进一步提高了投入成本，
同时目前的机房发生运行不良状况一般采用监控设备
采集的图片或者视频信息确定故障位置，
但是由于机房设备规格以及排布大致相同，
因此
无法准确及时确定不良状况位置，
给及时处理修复不良状况或者安全隐患带来不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
而提供一种结构设计合
理的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主
要包括巡检轨道、与巡检轨道适配的轨道车以及数据采集设备，
所述的巡检轨道设置在机
房走道上方的吊顶上，
所述的轨道车配合设置在轨道上行走，
所述的数据采集设备固定设
置在轨道车上，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系统还包括用于采集处于机房内的轨道车位置信息的
定位装置；
[0006] 所述的定位装置包括信号发射端和信号接收端，
若干信号发射端依次间隔排布设
置在机房走道上方，
所述的信号发射端包括信号编译器、
LED驱动电路以及LED阵列，
所述的
信号编译器、
LED驱动电路以及LED阵列依次电性连接，
所述的LED阵列安装固定在机房吊顶
上，
所述的信号接收端包括光感器以及信号解码器，
所述的光感器与接收端系基带处理板
电性连接，
所述的信号编译器以及信号解码器均通过通信串口模块经以太网与工控主机连
接。
[0007] 进一步优选的：
所述的信号编译器包括FPGA第一芯片以及DAC转换器，FPGA第一
芯片与DAC转换器通信连接，
所述的信号解码器包括FPGA第二芯片以及ADC转换器，
所述的
FPGA第二芯片以及ADC转换器通信连接，
所述的光感器包括透镜、
光电二极管以及信号放大
器，
所述的透镜设置在光电二极管的前端，
光电二极管与信号放大器电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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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选的：
所述的信号放大器采用跨阻放大器。
进一步优选的：
所述的通信串口模块为无线通信模块。
进一步优选的：
所述的无线通信模块为ZigBee通信模块。
进一步优选的：
所述的数据采集设备包括摄像机、声音采集器以及环境数据采集

器。
[0012]

进一步优选的：
所述的巡检轨道上适配设置有多组轨道车。
[0013]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
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
[0014]
(1)结构设计合理，
采用轨道车携带数据采集设备用于监测机房内的环境以及影
音数据，
相比传统的定点监控设备，
有效减少了机房的监控报警主机的数量，
同时监控范围
广。
[0015]
(2)本装置相比传统采用图像获取位置信息，
采用光通信定位技术，
对轨道车位置
进行定位，
有效对对应采集到不良情况的轨道车位置进行有效定位，
本系统响应速度更快，
位置更加准确，
加强了对机房突发状况的处理效率，
保证了机房稳定安全的运行。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一种机房智能监控报警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定位装置的结构框图。
[0018] 实施例编号：
机房1 ,吊顶11 ,巡检轨道2 ,轨道车3 ,摄像机41 ,声音采集器 42 ,环境
数据采集器43 ,定位装置5 ,LED阵列6。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以下实施例是对
本实用新型的解释而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20] 参见图1-图2，
本实施例一种机房1智能监控报警系统，
主要包括巡检轨道2、与巡
检轨道2适配的轨道车3以及数据采集设备，
所述的巡检轨道2设置在机房1走道上方的吊顶
11上，
所述的轨道车3配合设置在轨道上行走，
所述的数据采集设备固定设置在轨道车3上，
所述的系统还包括用于采集处于机房1内的轨道车3位置信息的定位装置5，
所述的定位装
置5包括信号发射端和信号接收端，
若干信号发射端依次间隔排布设置在机房1走道上方，
所述的信号发射端包括发射基带处理板、
LED驱动电路以及LED阵列6，
所述的发射基带处理
板、LED驱动电路以及LED阵列6依次电性连接，
所述的LED阵列 6安装固定在机房1吊顶11
上，
所述的信号接收端包括光感器以及接收端基带处理板，
所述的光感器与接收端系基带
处理板电性连接，
所述的发射基带处理板以及接收端基带处理板均通过通信串口模块经以
太网与工控主机连接。
[0021] 具体的所述的发射基带处理板包括FPGA第一芯片以及DAC转换器，
FPGA 第一芯片
与DAC转换器通信连接，
所述的接收端基带处理板包括FPGA第二芯片以及ADC转换器，
所述
的FPGA第二芯片以及ADC转换器通信连接，
所述的光感器包括透镜、
光电二极管以及信号放
大器，
所述的透镜设置在光电二极管的前端，
光电二极管与信号放大器电性连接。
[0022] 本实施例作为优选的所述的信号放大器采用跨阻放大器，
其主要是针对本实用新
型涉及的这类光源小信号，
其内置有滤波结构和误差补偿结构，
以便放大后的输出信号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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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含有较多的噪声，
提高了有用输出，
保证了数据的精准度。
[0023] 本实施例作为优选的所述的通信串口模块为无线通信模块，
具体的无线通信模块
可采用较为常见的ZigBee通信模块，
其优点是所述的ZigBee模块可在统一通信协议下自组
无线传输网络，
特别利于移动装置进行跳点无线传输，
保证了传输的稳定性以及实时性。
[0024] 本实施例作为优选的所述的数据采集设备包括摄像机41、
声音采集器42 以及环
境数据采集器43，
同时环境数据采集器43设置有用于检测机房1温湿度的温湿度传感器以
及烟雾传感器。
[0025] 本实施例作为优选的所述的巡检轨道2上适配设置有多组轨道车3，
有效提高监控
的效率，
以及提高发现不良状况监测的及时性。
[0026] 本实施例中在机房1内设置轨道型巡检机，
有效减少了机房1内的设备布控，
同时
通过轨道车3携带数据采集设备对机房1进行数据采集，
做到了采集数据广、
范围广的特征，
同时针对轨道车3在移动过程中发生机房1运行不良状况的位置定位问题，
由于机房1采用
设备规格相对统一，
因此通过采集的图像或影像信息及时掌握机房1运行不良状况发生位
置较为困难，
因此本系统设置了定位装置5，
其基于的原理以及实施方式为：
基于LED相比传
统的白炽灯具有良好的敏锐性能，
因此具有亮度可通过驱动电路亮度调节，
因此形成不同
频率的闪烁效果，
由于其亮度调节可为纳秒级别，
因此人肉眼无法察觉，
而采用光感器可有
效的对应灯体的闪烁频率信号进行采集，
因此基于上述原理，
在机房1的走道上方间隔设置
有LED阵列6，
并根据其闪烁频率标定其对应的ID 值存储与工控主机的服务器中并标定LED
阵列6在服务器内机房1室内图纸的位置信息，
由工控主机通过以太网将对应的控制命令写
入FPGA第一芯片并进行编译，
并经过DAC转换器进行D/A信号转换，
并通过LED驱动电路使得
LED 阵列6根据标定指令发出光信号源，
当设置有信号接收端轨道车3经过对应的 LED阵列
6后，
由光感器获取光信号光信号源(本实施例具体采用光电二极管将光信号并转换为模拟
光信号源并经由信号放大器获取光信号源) ，
并经由ADC 转换器进行A/D转换，
并经过FPGA
第二芯片进行解码，
并传输至工控主机，
由工控主机根据获取的光信号源的信息匹配服务
器对应标定的LED阵列6，
并匹配对应的地图位置，
因此当数据采集设备采集到机房1运行不
良状况时，
采集数据通过有线或者无线方式传输至工控主机，
工控主机能马上知晓对应轨
道的在机房1的实时位置，
即可及时安排人员进行相应的处理，
本装置相比传统采用图像获
取位置信息，
响应速度更快，
位置更加准确，
加强了对机房1突发状况的处理效率，
保证了机
房1稳定安全的运行。
[0027] 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说明。
本实用新型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
似的方式替代，
只要不偏离本实用新型说明书的内容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
围，
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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