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体化解决方案

山特灵聚系列解决方案

山特灵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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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靠性，品牌无忧
所有山特产品都经过严谨的整合设计和严苛的出厂检验，每一步都保证
用户使用的高可靠性。

快速部署，质量保障
一次性交付，缩短交付时间，产品品牌化能大大减少非标带来的产品质
量问题，降低后期的验收风险。

精湛工艺，提升形象
品牌化工艺设计，外观整体统一，满足现代化机房的美学要求。

山特灵聚系列解决方案，是山特收集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推出的中小型机房系列经
典解决方案。 针对不同应用环境和用户需求，可以提供一系列多样化的一体化
解决方案，无缝整合数据中心物理基础设施，从容应对供电、制冷、扩容、管理
等几个方面带来的挑战。
 
伴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各大金融、电信、政府机构更注重贴近用户的营业网
点和分支机构的建设。作为整体应用的基础节点，分支机构 IT 系统的关键性日
益突出，机房建设的重要性也明显提升，如何建设稳定、高效的分支机构 IT 机房，
已经成为后数据大集中时代各个行业面临的迫切问题。
 
山特灵聚单机柜一体化解决方案是专门针对网点机房分支机构 IT 基础设施需求
推出的机柜级产品 , 提供一体化标准的工厂预制化产品，保证高质量的同时，也
保障了整个分支机构的系统型安全。升级版单机柜一体化方案更有创新推出无外
机安装配置，灵活应对现代化办公写字楼、高端酒店外墙无空调外机安装空间的
挑战，为客户大大节省外机安装空间和安装时间。

单柜级机房

典型应用

•  分支机构网络配线间；

•  银行、证券、保险 , 电信等营

业网点机房；

•  微型 / 中小型企业机房；

•  企业和政府办公室、派出所等

分支机构机房；

•  能源、化工行业中控室机房；

•  公路、轨道交通沿线网点机房；

•  小型变电站、小型发电厂机房。

适用行业

政府、教育、医疗、制造、金融、能源、

通信等。

六大功能模块，一体化解决方案
作为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行业领导产品，打造产品即为机房的设计理念，

深度整合了电源、配电、制冷、机架、监控、布线、照明等机房基础架

构设施模块。为用户机房建设提供完整便利的建设方案，根据用户的业

务需求，包括了机柜级方案、单列级方案和通道级方案。

山特灵聚系列

03. PDU
 •  0U PDU
 •  输入 16A
 •  输出 20*C13+
     4*C19

 •  机架式安装，占用 5U 空间
 •  直流变频压缩机，制冷量可调，最大制
     冷量 3.5kW
 •  全年不间断制冷运行
 •  R410A 环保制冷剂
 •  可选配无外机安装方案，节省安装空间
     和安装时间

 •  19 英寸标准机柜 (42U x 600mm x 
     1200mm)
 •  前后全封闭设计，防尘降噪
 •  创新的应急智能弹门设计
 •  静载承重：1500kg

06. 制冷

 •  标配设计，灵活应对
     用户需求
 •  LED 光源，节能环保
 •  智能开关控制

04. 照明

05. 机柜

提供两种容量的 UPS 配置
•  3kVA UPS 适用于基本型配置
•  6kVA UPS 可为空调提供供电保护

02. 电源 UPS

 •  机架式安装，1U 空间
 •  集 UPS、空调、温湿度、烟感、水浸  、门磁
    监控功能为一体
 •  在线 LCD 显示 , 集中显示设备及环境量
 •  远程监控 , 可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发送
    故障提示

01. 监控

03. 配电

配电盘
 •  机架式安装 , 占用 3U 空间
 •  整合输入输出配电及防雷模块

六大优势价值

集中监控，运营保障
7 寸大屏幕中文集中显示，IT 风格监控界面；集中监控软件，满足总部
远程监控需求。

防尘低噪，绿色环保
全封闭环境， 确保柜内洁净度。压缩机外置设计，满足办公区域低噪要
求， 高效供配电系统和 EC 空调压缩机，系统 PUE 最优可达 1.2。

一体化交付，专业集成
配电，制冷空调及监控等均在工厂标准化集成预装在机柜内，用户现场
只需接空调外机，完成 UPS 安装并上电即可开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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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范围

中小型数据中心、分支机构机房、

集中管理的分布式机房、成长型

模块化数据中心等

适用领域

适用行业
政府、教育、医疗、制造、金融、

能源、通信等

灵聚解决方案，是山特收集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推出的中小型机房经典解决方案，为您提供高性价

比的整体机房的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机房模块单元，满足不同规模的业务需求。

 •  整合市电输入及 UPS 输出配电
 •  每个机柜标配两个 PDU
 •  多种规格可选

 •  模块化监控模块，即插即用
 •  在线大屏幕 LCD 及远程监控

 •  柜上走线架，无需高架地板
 •  线缆分类管理，强弱电分开

04. 配电

06. 监控05. 布线

模块化方案，灵活应对业务需求

快速部署，优化业务流程

高效节能，达成绿色业务目标

降低 TCO，提升业务价值

集中监控，保障业务运营

精湛工艺，提升业务形象

不能快速适应用户需求的变化

交付周期延误 , 现场施工质量难控制

数据中心运营的高压力

整体拥有成本（TCO）居高不下

多个监控平台，互不兼容

机房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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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数据中心建造的现状 灵聚解决方案

 •  灵活兼容，像服务器一样，可安装在 IT 机柜；

 •  采用机架空气密封式系统从热源直接吸走热量，冷热气流互

     不干扰，紧靠热源制冷，减少送风路径，有效节能；

 •  可根据服务器排风温度实时动态调整 EC 压缩机和 EC 风机，

     极大程度优化系统 PUE。

创新型机架式模块化制冷模块，紧靠热源制冷单排级机房

高效 EC

 •  标配山特机架式 UPS，可实现冗余和
增容并机

 •  另可选配山特高端模块化 UPS，N+X
并联冗余，灵活扩展

01. 电源 (UPS)

02. 机柜

 •  伊顿旗下高端 Wright Line 服务器机柜
 •  深度整合冷热气流通道，方便安装
 •  高散热效率， 网孔门高达 75% 的开

孔率

03. 制冷

 •  机房专用精密空调嵌入式就近换热
 •  机架式模块化精密空调，紧靠热源制冷，

EC 风机和 EC 压缩机的双重配置降低能
源损耗（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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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配置，远程集中监控

根据用户不同业务需求，灵聚支持不同机柜数量选择、不同类型 UPS 和空调选型、冷 / 热通道类型选型及丰富的选配附件。

可通过远程集中监控软件实现总部对分支机构数据中心的集中监控管理。

通道级机房

应对中型机房建设需求，灵聚系列的双排全封闭方案，冷热通道全封闭

隔离，更进一步的提高机房用电效率，同时给机房监控管理人员创造一

个温度适宜的工作环境。

此方案相比传统的冷通道单封闭方案，实现了机房冷端和热端的全封闭

设计，即有热通道封闭空调制冷效率高的优势，又有冷通道封闭冷量损

失少的特点，极大程度的提高机房用电效率，降低 PUE 值。同时相对

传统冷通道封闭热端开放的方案，可以降低机房环境温度，为监控管理

人员创造一个温度适宜的工作环境。

用户可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当前

期数据业务较少时，部署1套或

2套单排级灵聚，后期数据业务

不断增大的需求下，可无损将原

排级机房升级成为通道级灵聚。

部署应用

用户也可以根据预算和业务需

求，一次性部署通道级灵聚方

案。

部署应用

双排封闭冷通道安装示意

单排级灵聚1

自带封闭热池

单排级灵聚2

自带封闭热池

封闭冷池含

通道门、通道天窗

空
调
柜

空
调
柜

空
调
柜

空
调
柜

封闭冷池

集中监控总览

热通道机架空调 4 机柜

单机柜一体化机房

双排冷热
通道全封
闭 20 柜

热通道机架空调 10 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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