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瑞赛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

服务器机房解决方案

APC为维多利亚州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提供稳健的ICT中枢
圣瑞赛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座落在澳大利亚维多利

信息技术是企业的核心。 施耐德电气旗下的APC可让您轻
松、放心地对服务器机房进行监控和管理。

亚州的西北部，主校区位于米尔杜拉，此外还有三
个分校区。该学院拥有300多名教职工以及8,000名
学生。据学院的IT主管Ross Goonan介绍，其原来的
数据网络已达到使用寿命，供电和制冷等物理基础
设施并不可靠，无法充分满足监控和管理计算环境
的需要。新建的数据中心是一期工程，其核心部分
是一个可扩展的40kW APC InfraStruXure® 解决方案，
所用的UPS电源和配电系统均采用N+1冗余设计。此
次实施还包括两台APC InRow® 制冷设备、APC机架
和一个完全集成的APC监控和管理系统。项目的第
二期是在17个网络节点中各安装一个可扩展的APC

制冷问题，”Goonan指出，“有了这些新系统，我

InfraStruXure A型解决方案。现在，圣瑞赛技术与继

们现在可以向教职工和学生提供更为灵活的服务，

续教育学院已建立起一流的网络和物理基础设施，

同时将精力集中于未来规划上。”

可为教职工和学生提供可靠的支持。更重要的是，
所有这些新设备均可通过网络进行管理，这使得

- Ross Goonan

Ross可以及时解决各种环境、网络或安全问题，防

圣瑞赛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IT主管

止其对服务交付造成影响。“建立这种一流的基础
设施，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担心网络容量或供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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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环境

保持可用性

管理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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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信息

主动监控和管理
动态变化中的服务器机房

姓名： Bill McAllister
职位： 高级系统工程师
公司名称： Brothe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最大的挑战： 杜绝在长时间无人值守的环境中发生的
代价昂贵的停机事件

为

了提高服务器机房的运行效率整合、以太网供电（POE）、虚拟化 - 目前的这些
IT发展趋势正在使传统的服务器机房日益复杂，远程管理也不断普及，同时所
承担的任务愈发关键。

另一方面，您的日常工作和整体目标仍保持不变。问题在于，您将如何减少停机、提高可
用性及利用上述新技术，同时又不用对IT预算进行大规模调整呢？
当您使用了来自施耐德电气旗下的APC的量身定制的服务器机房解决方案后，答案很快即

APC助力Brother：以最少的IT人
员，杜绝了停机事件的发生

见分晓。我们的模块化解决方案易于安装，可帮助您实施兼顾当前及未来需求的合适的IT
环境，同时也让您的整体预算得到有效控制。
这就意味着，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在保证可用性的同时,可以随时评估您的供电需求。

贵公司经营哪些业务？

这就意味着，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来监控各种物理威胁。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服务器

Brothe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是一家领先的家用和办公产品提供商。

机房中日益复杂的高密度环境。毕竟，在使用最新技术升级服务器后，为什么还要使用原

我们的产品包括多功能打印机、传真机、电子标签设备以及其他办公电

来的过时的旧基础设施来保护它们呢？

子产品。
不用担心。我们提供了各种规格的电源（UPS）、制冷和附件来加强您的断电保护能力，
停机可能会给贵公司带来多大损失？

无论您是小型公司，还是大企业的分支机构，均可获得与自身需要相符的产品。为解决上
述难题，您的网络需要主动应对关键任务的服务器机房中常见的各种挑战：

我们的仓库设在美国孟菲斯，所有研发数据和生产数据库都存储在那
里。 一旦发生停机，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很难用准确的数字来衡量的，但
可以肯定的是，其代价一定非常巨大。

■

物理层监控

可详细了解服务器机房的任何部分是否存
在热量、灰尘、潮湿或其他隐患，并保留
机架间往来人员的视频记录。

您为孟菲斯的设施选择了哪种APC解决方案？
APC建议采用全新的InfraStruXure® 系统。该解决方案对我们非常具有吸
引力，因为它不仅提供了我们所需的供电方面的冗余，还让我们不必中

■

断整个系统，就可以直接更换硬件组件。

可用性保障

及早发现电源问题并借助与物理基础设
施紧密结合的一流软件预测可能发生的
问题。

您觉得InfraStruXure解决方案最大的优势有哪些？
采用InfraStruXure之前，我们的系统几乎是在盲目运行。值得庆幸的
是，通过APC的InfraStruXure Central软件平台，我们不仅可以监控电源
和环境，还可以判断每条供电线路的具体负载。由于我们并非每天有人
24小时值守，因此我也十分欣赏它的网络管理通知功能。

该解决方案符合您公司的未来发展计划吗？

■

环境管理

通过行级制冷的节能制冷解决方案可实现
机架级别热量变化情况的监控，获取有关
温度波动的即时通知。

整个设施正朝着更加稳健的方向发展。InfraStruXure的“边成长边投
资”的可扩展性十分符合我们未来的发展计划。APC在产品质量方面一
向享有好的口碑，这也让我们倍感安全和自信。

■

电源保护

Smart-UPS® 设备的装机量已经达到1千多
万台，许多企业都采用APC设备对服务器
进行电源保护，您也一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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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服务器机房解决方案：
一种全局的管理方法

服

务器机房中的难题就像其中的组件一样彼此关联。制冷问题可能是
不断引起电源故障的所有因素中的一个，但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
的根源都可能来自于低劣的机架或机柜设备。

APC产品解决方案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可见性，您可以了解服务器机房中的内部

厂商中立的NetShelter机柜可提供超级通风柜
门以及可扩展的制冷选件，以应对不断增加的
功率密度。

运行情况，对设备进行 “精确到秒”的实时监控， 无论您是身在远程位置还
是机房现场，均可对环境进行有效管理。 完整的解决方案无疑能够让您享有最

缆线管理 解决方案将电源线或
数据线组织在机架内部。

大的效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设计的每个组件均可方便地进行添加，这使得

机柜气流遏制系统
这是一种模块化气流密封系统，可最大限度地提高制冷
的可预测性、制冷能力和效率。

您可以在预算范围之内解决您的管理难题。

NetBotz
摄像头盒
提供附加的访问
监控和移动检测
功能。

完美的，面面俱到的监控
NetBotz® 传感器盒可让您及时意识到空调故障、火情、管道泄漏、烟雾、结
露等隐患的存在，尽早地进行处理，防止其进一步演化为灾难。如果问题一
旦真的发生，NetBotz彩色摄像头所录制的视频剪辑将可以为您展示问题发
生的全部过程。
■

网络管理卡通过在网络中为UPS设备和InfraStruXure® 空调设备赋予专用IP地

此设备分为壁挂
式和机架式两种
型号，可报告温
度、湿度和气流
等信息，其视频
摄像头可显示
到访人员及其
行为。

址，可以让您方便地检查风扇转速和电池电量等关键信息，您可以选择通过

图例
电源控制
环境监控

Web浏览器、CLI或SNMP以安全的方式对上述设备进行远程管理。
■

英飞中央管理器（InfraStruXure Central）是为满足您的日益提升的管理需要
而量身定制的技术，可以汇总全公司范围内所有基础设施设备的实时数据流
并进行集中归档。更多详情，请参见第6页的“特色技术”。

将保持正常运转设定为标准
■

通过集成的传感器
监控温度、湿度、
气流和声音。

NetBotz 基站

PDU

■

NetBotz
传感器盒

制冷管理

开关型
机架式 PDU
此设备安装在机柜
后部，可以从任何
地方通过网络管理
每一个插口，以重
新启动挂起的服务
器或重置锁定的
开关。

管理

借助附加的PowerChute® 管理软件和内置的管理功能，APC Smart-UPS® 和
Symmetra® 设备可在出现严重事件时立即发出通知，并允许您可以远程进行
处理。此外，这些设备还具有全套高效的在线交互式双变换结构，且全部采
用可扩展的模块化冗余设计。

■

APC开关型机架式配电单元（PDU）适合多种服务器机房方案，可供IT操作
人员实时监控机架设备的功耗。通过对每个插口进行控制，可以重新启动锁

键盘、LCD监视
器和鼠标集成在一
起，从而可以将
KVM切换器安装在
后部，最大限度地
降低了维护成本。

InRow RD

InRow RD

定的设备，并通过设定延时来避免市电停电后再来电时发生过载。

封闭热量；保证制冷量与热量的精确匹配
■

InRow® RD距敏感的IT设备只有几英寸，这个绝佳位置使它可以根据热量的变
化对制冷量进行调整，从而有效防止排出的热气短路循环。InRow® RD采用高
效的设计，可实现迅速安装，其变速风扇和容量调节功能将可以显著降低运
营成本。

■

APC机柜气流遏制系统（RACS）可解决因部署高密度负载而造成的散热问

InRow RD
Symmetra
这是一种模块化冗余基础设
施，可在电量需求上升或需
要更高水平的可用性时增加
电量供应并延长运行时间。

一种行级制冷的制冷解决方案，安
装灵活，同时适用于风冷和水冷两
种方式。

Smart-UPS借助预先捆绑的
管理软件，此设备可提供远
程监控和控制功能，并通过
提供可靠的网络级电源来保
护关键数据。

题，进而缔造可靠的IT环境。在APC NetShelter® SX机柜和InRow制冷设备的
配合下，此模块化系统强制气流通过制冷设备，在调节好气流的温度后再将
其重新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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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C服务器机房产品可通过现有的IP网络，向您发送有关电源、
制冷和环境情况的实时数据。 您只需查看监视器，即可了解远程
环境的情况。

施耐德电气关键供电与制冷服务：
体验从此开始。

集中监控您的IT资产

英

飞中央管理器（InfraStruXure® Central）通过对电源、制冷和环境的
关键数据的集中存储，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方式来监控其全公
司范围内的物理基础设施。

通过英飞中央管理器（InfraStruXure Central），
您可以：
■

各种关键情况。

该集中存储可应用于一系列不同硬件平台之上，并可供网络上不同位置的多位
用户访问，您在访问相关的网络数据时将可以获得无与伦比的体验。 控制台应

■

支持第三方设备 - 可监控网络上符合SNMP协议
的所有设备，而不必考虑供应商的因素。

用程序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简化物理基础设施的管理方式，使用起来也颇为
简单。

实时设备监控和即时事件通知 - 迅速了解并判断

■

报警信息集中存储 - 通过集中的数据库访问多台
设备的历史报警信息， 可依照类型、日期、设备

借助实时监控、用户定义的报表、私有网络、高级安全性以及即时故障通知等
功能，您可以在出现严重问题时即时了解并解决它们。 在您的业务需求发生变

和/或设备组对其排序。
■

化后，只需添加设备许可证和附加监视应用程序即可扩展平台的功能，更不用

高级报告 - 用户可从所被监控设备中生成报表；

以上这些只是我们所提供的服务的一小部分，通过这些服务您可以
节省大量时间和资金，同时IT部门作为支持企业发展的可靠中枢的
地位也得以巩固。
从最初的规划阶段，直至最终的硬件更换，服务器机房生命周期的
每个阶段，我们的服务可为其提供支持。这其中每一个阶段都同等
重要，如果我们参与了前期的规划过程，这可为之后的部署打下坚
实的基础，从而确保之后的每一个阶段更加成功。

随时创建并保存自定义报表；按计划自动定期生

说容量管理器（Capacity Manager）和变更管理器（Change Manager）管理模

成报表。

块的功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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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想以下需要您解决的问题，从确认机房布局到选择相关技
术。控制整体预算，尽可能以最小的工程量轻松的配置，
安装设备。

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在物理基础设施出现严重情况

同样，只有对服务器机房进行了有效维护，才能确保设备的运行如
您所愿，并让我们的产品达到您所期望的效率。

时的响应时间 - 可通过手机（SMS）、Web应用
程序（HTTP Post）以及电子邮件接收警报。
■

基于我们的工具和服务，我们可为您提供：

附加的监视应用程序 - 提高公司关键资产的可见
性，并可为所有事件创建便于搜索的集中存储。

■

现场勘查和评估服务 - 包括专为装机点所定制
的设施优化计划报告，从而为您提供为实现
设施最佳性能的所有必要信息。

■

免费的在线设计和规划工具 - 帮助您设计满足
您自身需要的的服务器机房。

■

项目管理服务 - 通过引导项目协作、促进沟通
和管理项目预算，确保项目在预算范围内如

位置 1

期完成。
■

网络合并辅助计划 - 帮助您从当前设备过渡
到全新的APC解决方案，服务涵盖从服务器迁
移、缆线管理到软件集成的方方面面。

■

位置 2

预防性维护服务 - 包括为防患于未然，避免问
题发生，对于系统设计所进行的检查，从而确
保系统最佳性能得到发挥。

■

现场服务 - 让APC工程师迅速到现场隔离并纠
正问题，尽可能缩短问题的持续时间，从而
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事件。

位置 3
■

远程监控服务 - 每天24小时全程监控，旨在
使系统始终以最佳性能运行。

英飞中央管理器
（InfraStruXure Central ）

> 不论设备大小或分布位置，全面跟踪IT企业中的所有基础设施设备。
InfraStruXure Central将收集并组织有关电源、制冷和环境的所有数据，为
您提供一个统一的视图。

针对典型应用环境
的解决方案推荐
机柜

NetShelter®
4柱开放式机架

标准密度

高密度

超高密度

NetShelter® 4柱开放机架
• 为服务器、网络和电信产品提供
高级配电和缆线管理功能。

NetShelter SX 42U机柜（宽600毫米，
深1,070毫米）
• 在宽度方向上非常紧凑，有助于充
分利用服务器机房的空间；高度仅
42U，您可以方便地将其推过门口。

NetShelter SX机柜（高42U - 48U，宽600毫米
和750毫米）
• 为服务器和网络产品提供高级制冷、配电和
缆线管理功能。

PDU

计量型机架式PDU
• 通过精确控制实现机柜级的电源
管理。
• 监控功耗。

开关型机架式PDU
• 通过精确控制实现机架级的电源管
理。
• 监控功耗并远程控制插口。

开关型机架式PDU
• 通过精确控制实现机架级的电源管理。
• 监控功耗并远程控制插口。

UPS

Smart-UPS®（750 - 5000VA）
• 包括PowerChute® 管理软件。
• 经过优化的塔式和机架式外形。
• 附加模块管理功能。

Smart-UPS RT（1.5 - 20kVA）
• 可扩展的运行时间。
• 可在机架/塔式外形之间转换。
• 为功率在3kVA以上的所有型号提供
集成的UPS远程管理功能。

Symmetra® LX（4 - 16kVA）
• 此模块化冗余基础设施可在电量需求上升或
需要在更高层次上保证正常运转时增加电量
供应并延长运行时间。
• 内置的UPS管理功能。

网络管理卡
• 通过Web浏览器、CLI或SNMP以
安全的方式远程管理配电、制冷
和UPS。

InfraStruXure® Central
• 收集并组织有关电源、制冷和环境
的所有数据，为用户提供单个统一
的视图及多种报告功能。
• 实时设备监控和即时事件通知，帮
助用户快速了解各种严重情况。

InfraStruXure Central（带容量管理器和变更管
理器）
• 收集并组织有关电源、制冷和环境的所有数
据，为用户提供单个统一的视图及多种报告
功能。
• 通过智能建模和分析，为用户指出新设备在
数据中心内的最佳位置，以及改造计划的影
响。

管理

管理

机架

UPS网络管理与
环境监控卡

（英飞中央管理器）
（带容量管理器和变
更管理器）

NetShelter® SX
机架机柜

PDU

制冷
计量型机架式PDU

开关型机架式PDU

UPS
InRow®

监控

NetBotz® 200
• 在房间级别监控温度、湿度、烟
雾等环境隐患。
• 提供基本的彩色视频监视功能。

NetBotz 355（带门禁套件）
• 在房间和机柜级别监控温度、湿度、
烟雾、灰尘等环境隐患。
• 提供基本的彩色视频监视功能。
• 添加更多传感器和摄像机的扩展功
能。

NetBotz 455（带机柜访问控制）
• 在房间和机柜级别监控温度、湿度、烟雾、
灰尘等环境隐患。
• 提供高级视频监视功能。
• 添加更多传感器和摄像机的扩展功能。

制冷

InRow®
• 使制冷量与热量负载实现精确的
匹配，防止热气再循环到敏感的
IT设备中。

InRow
• 使制冷量与热量负载实现精确的匹
配，防止热气再循环到敏感的IT设备
中。

InRow RD（带气流遏制系统）
• 使制冷量与热量负载实现精确的匹配，防止
热气再循环到敏感的IT设备中。
• 封闭热气并对其温度进行调节，最大限度地
提高制冷的可预测性、能力和效率。

服务器
访问

16端口多平台模拟KVM切换器
• 只需一个键盘、监视器和鼠标，
即可管理多台服务器。

机架式LCD监视器键盘鼠标
• 将键盘、LCD监视器（15英寸或17
英寸）和鼠标集成在一起，从而可以
将KVM切换口安装在设备背部，最大
限度地降低了支持和维护成本。

机架LCD监视器键盘鼠标、控制台端口服务器
• 将键盘、LCD监视器和鼠标集成在一起，从
而可以将KVM切换口安装在设备背部，最大
限度地降低了维护成本。
• 提供访问控制、活动监控、事件日志记录和
自动化配置等功能，允许对服务器及其他设
备进行远程管理。

服务器访问
Smart-UPS®

Smart-UPS® RT

Symmetra® LX

环境监控

KVM切换器

机架LCD监视器键
盘鼠标、控制台
端口服务器

NetBotz® 摄像头和房间监控器

TEL:400-693-6993

InRow® RD*

InRow® RD：面向不可预测的环境
提供可预测的制冷解决方案

尺

欲

寸、灵活性和功能性 - InRow RD的每一个方面都经过精心设计，是
典型服务器机房装备的有益补充，它可以随增长进行扩展，使您
可以放心地进行高密度部署。这种节能型设备采用划时代的Close

了解有关我们产品的更多信息？
想了解我们的解决方案在现实环
境中的实际工作情况？希望观察

运行中的NetBotz® 设备？

Coupled Cooling （紧靠热源的制冷）设计，这也正是它可以轻松扩展的原
™

因。InRow RD并不是位于一排机架的末端或孤立的制冷区域，而是可以直接捕
获IT设备排出的热气，从而提高了制冷效果的可预测性。设备具有诸多节能功

APC的在线工具、研究论文以及在线课程

能，例如变速风扇、容量调节以及基于行的布局，这一切都有助于降低运营

为您提供了所有必要的背景知识，可供您

成本。

作出明智的决策和投资的依据。

此外，通过InRow RD还可以获得：
■

内置的冷凝泵，可确保设备持续运行。

■

可热插拔的变速风扇。

■

实时监控当前可用制冷能力的功能。

■

预防性故障通知。

■

制冷量达10kW，并采用无水设计。

■

内置的管理功能。

■

提供水冷解决方案和风冷解决方案两种选择。

InRow RD气流模型示意图

IT设备排出的热气
通过变速风扇吸
入InRow RD。

> InRow RD的功能十分强大，
足以为未安装制冷设备的空
间进行专门且可预测的空气
调节或做为现有的无法满足
需求的普通空调的补充。

向机柜行或机房
提供冷气。

蒸发器盘管吸收热
空气中的热量。

TEL:400-693-6993

专门与
InfraStruXure® 配
合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