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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整合二维机房图纸、设备网管信息、动力环境监控信息等各方面资料，需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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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而且最后还难以获得有效的管理。通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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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汇聚机房的管理实现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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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convergence equipment room involves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large number of equipment information. The traditional equipment room management mode is that different participants recode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of room and equipments，managing personal need obtain and integrate two-dimensional equipment room drawings，equipment network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nd pow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formation，thus a lot
of manpower，material resource，financial resource and time is consumed. But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By researching the application of BIM，the efficient，visual and convenient management of the telecom convergence equipment room is realized，the goal of informational management is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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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技术，创建传输汇聚机房综合管理系统，并结合各类
网管及监控系统来实现机房信息的综合统一管理。

传统的传输汇聚机房是分专业进行设计、使用，
也是分专业进行维护、管理，这种传统的管理模式存
在的问题是，不同专业往往是由不同的人来操作，导
致各方信息不全，且机房的图纸也是二维图纸，无法
直观、清晰、完整、及时地了解机房内的信息。
鉴于传统的机房管理方法存在的不足，为适应日
益复杂的传输网络以及提高机房信息管理效率，在传
输汇聚机房信息管理中引入 BIM 技术并结合云计算

1 传输汇聚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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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汇聚机房分为骨干汇聚机房和普通汇聚机
房，在传送网中属于汇聚层网络。
1.1 骨干汇聚机房
骨干汇聚机房主要用于单个或多个汇聚环业务
收敛并实现与核心节点互联，如郊区县中心机房等。
骨干汇聚机房的汇聚对象通常为本区域的普通
汇聚节点及本综合业务区的基站、集客、WLAN 及家
庭宽带等各类业务，向上与核心机房进行传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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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要求等级高。
骨干汇聚机房安装的设备通常有 WDM /OTN、
PTN、SDH/MSTP、OLT、BRAS、SW、MSE 等；配套设备
有电源、ODF、空调、油机等。涉及专业：传输、数据、
电源、建筑、暖通、消防等。
1.2 普通汇聚机房
普通汇聚机房是指用于收敛单个汇聚区域业务
而设置的机房。
普通汇聚机房的汇聚对象为本汇聚区域内基站、
集客、WLAN 及家庭宽带等业务。其上层与骨干汇聚
机房或核心机房进行传输连接，安全要求等级较高。
普通汇聚机房安装的设备通常有 WDM /OTN、
PTN、SDH/MSTP、OLT、SW 等 ；配 套 设 备 有 电 源 、
ODF、空调、油机等。涉及专业：传输、数据、电源、建
筑、暖通、消防等。

2 基于 BIM 的传输汇聚机房可视化管理系统
2.1 传输汇聚机房可视化管理所需信息
一般来讲，传输汇聚机房管理涉及的信息主要
是：机房的建筑结构基本信息、配套设备基本信息、传
输设备基本信息、数据设备基本信息。各信息所应包
含的具体数据详见表 1、表 2、表 3。
2.2 传输汇聚机房可视化管理系统的基本架构
传统的传输汇聚机房管理是由不同的单位、不同
的专业、不同的人分别对机房的不同信息进行使用、
记录、维护、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参与方众多，信息分
散，管理者需要分别咨询、整合二维机房图纸、设备的
网管信息、动力环境监控系统信息、维护记录等各方
面信息，整个管理过程繁琐且效率较低，尤其是在目
前设备数量、类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较
容易出现错漏。
建筑信息模型是以建筑工程项目的各项相关信息
数据为基础而建立的，它通过数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
物所具有的真实信息。 它具有可视化、协调性、模拟
性、优化性和可出图性五大特点。云计算系统可以实
现机房管理信息的大数据的存储、处理。利用 BIM 技
术以及云计算系统可以构建传输汇聚机房可视化管
理系统，系统的基本架构如图 1 所示。
传输汇聚机房综合管理系统输入部分包含建筑
结构信息、配套设备信息、传输设备信息以及数据设
备信息共 4 个部分；管理系统包含环境监控、安全防
护、配电监控、动力监控、传输/数据设备网管、图像监

控系统共 6 个系统，通过综合管理系统服务器、客户
端、浏览器等实现信息输出。
传输汇聚机房综合管理系统的具体实现过程：利
用 BIM 软件建立机房信息的 3D 模型；利用云计算系
统、大数据技术将机房的基本信息整合输入到基于
BIM 模型的综合管理系统中。利用机房内设备的 3D
模型展示出设备的规格、外观等信息。用不同的颜
色、不同的图案直观地展示机房内不同设备的运行状
态、设备处置情况。
2.3 传输汇聚机房可视化管理系统的总体性能要求
a）先进性。系统保持一定的先进性，采用的设备
和技术要能适应未来的发展。
b）实用性。系统性价比高、稳定性强，易于操作
维护。
c）可扩展性。系统具有可持续发展、快速扩容的
能力。
表1

机房建筑结构基本信息

专业

内容

总平

场地建筑物、道路、综合管线等

建筑

面积、层高、结构件、孔洞等

结构

基础、柱、梁、板、墙等

表2
专业

生产
配套

动力
配套

配套设备基本信息
内容

电气

配电箱、灯具、开关、插座、线路、防雷接地等

消防

火灾自动报警、气体灭火系统等

给排水

管道、阀门、管网、设备等

暖通

锅炉房、管道、通风道、空调、其他制冷设备等

电源

变电站系统、高低压供配电系统、开关电源系统、
油机、防雷接地等

动环

监控、温湿度、传感设备、报警灯

工艺 走线架、尾纤 走线架、尾纤槽、上下线柜、爬梯、光缆馈线洞、光
配套 槽
缆人/手孔

表3

传输/数据设备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运行维护信息

合同信息

ID/设备编号

维修历史

供应商

设备名称

运行状态

维护方

设备规格

扩容信息

使用方

设备类型

网管信息

设计方

安装位置
设备性能
出厂年月
设备型号
投入使用项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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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设备信息

建筑结构信息

配套设备信息

传输设备信息

输入
基于 BIM 模型的综合管理系统
环境监控

烟感、温湿度、
浸水、空调

安全防护

门禁系统、红外对射

动力监控

电源监控（开关电
源、UPS、蓄电池组）

配电监控

交流变配电系统

设备网管

传输、数据设
备网管信息

图像监控

现场图像远程控制，
告警联动录像

输出显示
综合管理系统服务器

客户端查询

图1

3 综合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
管理团队的建设对汇聚机房综合管理系统的正
常运行至关重要，要求项目各参与方包含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方、设备供货方、设备维护
方等熟悉并熟练操管理系统，各参与方应按照各自负
责的部分对系统信息进行查询、修改、更新及维护。
另外，还应给各参与方设置相应的操作权限，最高管
理者拥有整个系统的最高权限，可以为各方指定并分
配权限。
基于 BIM 技术以及云计算系统的传输汇聚机房
综合管理系统平台提供了共享的信息平台，可以整合
各参与方输入的所有机房信息，管理者通过设定各参
与方的权限，使各参与方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开展工
作，并将其操作同步到云空间系统从而可以满足各参
与方及时、有效沟通的需求。为保证系统的安全稳
定，还可以对管理系统中的所有或部分信息建立容灾
备份，即云备份。
为了保证管理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可以通过实
时地更新系统的输入信息使得系统信息数据处于准
确、完备的状态；通过系统的输出信息，例如机房设备
2018/01/DTPT

短信报警

传输汇聚机房综合管理系统的基本架构

d）实时性。管理系统的 4 大输入信息部分能实
时传输、实时更新。
e）独立性。管理系统包含的 6 大系统应保持相对
独立性，减少不同系统间的干扰。
f）可靠性。系统稳定、可靠性高、安全性强，确保
信息数据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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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查询

的运行维护状态来指导管理者进行管理决策。另外，
还需要对整个管理系统进行监控，保证系统稳定运行
的环境，及时处理系统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4 结语
传输汇聚机房可视化管理系统具有统一的信息
平台，可视化的表达方式。统一综合的信息展示平台
使得机房管理者能够方便、快捷、直观、全面地获取机
房的管理信息，帮助管理者快速找出需重点管理的对
象以辅助其决策，为管理者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这种
可视化的管理系统用于目前机房规模巨大、机房环境
复杂、机房设备数量众多的情况下，不仅实现了机房
管理信息的高效显示和无障碍交流，而且会极大地提
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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