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思安诺动环监控系统  

技术白皮书 
 

 

 

 

 

 

 

 

 

 

 

 

 

 

 

 

 

 

深圳飞思安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化繁为简，IT 运维轻松自在 

                                                                               400-666-8009 2 

 

目  录 

1 产品简介 ..................................................................................................................................................... 3 

2 架构及方案 ................................................................................................................................................. 3 

2.1 架构 ................................................................................................................................................. 3 

2.2 方案 ................................................................................................................................................. 4 

3 系统功能 ..................................................................................................................................................... 5 

3.1 动力监控 ......................................................................................................................................... 5 

3.2 环境监控 ......................................................................................................................................... 5 

3.3 消防/安防监控 ................................................................................................................................ 6 

3.4 自定义首页和大屏可视化展示 ...................................................................................................... 6 

3.5 报表功能 ......................................................................................................................................... 7 

3.6 自动巡检 ......................................................................................................................................... 7 

3.7 基于角色的分级权限管理 .............................................................................................................. 8 

3.8 操作日志管理功能.......................................................................................................................... 8 

3.9 分布式管理集中监控...................................................................................................................... 9 

3.10 部分监控截图：.......................................................................................................................... 9 

3.11 移动触屏版和云监控管理平台 .................................................................................................... 10 

3.12 预警和通知方式.........................................................................................................................11 

4 产品 ........................................................................................................................................................... 12 

4.1 监控主机 ....................................................................................................................................... 12 

4.2 部分配件 ....................................................................................................................................... 13 

5 产品特点 ................................................................................................................................................... 13 

5.1 更高效和安全 ............................................................................................................................... 14 

5.2 易于定制扩展 ............................................................................................................................... 15 

5.3 产品对比 ....................................................................................................................................... 15 

6 扩展系统（详细描述见另外文档） ........................................................................................................ 15 

6.1 IT 基础设施监控 ........................................................................................................................... 15 

6.2 3D 可视化管理 .............................................................................................................................. 16 

6.3 ITSM 服务流程管理 ..................................................................................................................... 17 

7 部分用户列表 ........................................................................................................................................... 17 

8 公司介绍 ................................................................................................................................................... 20 

 



                                                                   化繁为简，IT 运维轻松自在 

                                                                               400-666-8009 3 

1 产品简介 

飞思安诺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是创新和领先的机房综合监控管理系统，国内首创 IT 运维和动力环

境监控一体机。经过 10 多年的自主研发和积累，监控主机产品已获得 CCC 认证、多项著作权、专利等，

目前公司产品已大量应用于政府、金融、电力、交通、电信、教育、制造等行业，并可为不同行业用户提

成熟产品、整体解决方案以及定制开发服务。 

产品主要功能，可以实现对机房动力（UPS、蓄电池、智能配电柜、市电三相电电压、电流、空气开关、

控制照明开关、智能 PDU）、环境参数（温度、湿度、烟雾、漏水、门磁、红外、消防、风速）和精密空调、

家用空调、智能新风机、智能油机、门禁、视频等智能设备的监控预警。 可无逢扩展对服务器、网络设备、

存储设备、业务系统的监控，可提供 3D 机房可视化展示、ITSM 运维流程管理等功能。 

2 架构及方案 

2.1 架构 

飞思安诺动环监控设备基于高效安全 Linux 内核，并可适配国产硬件和操作系统，包括基于龙芯、飞腾、

鲲鹏、中标麒麟、银河麒麟、UOS、深度 LINUX 等国产硬件和操作系统。全 web 配置管理，运行更稳定可

靠，监控预警更快速准确。优化的核心程序，对网络带宽占用极低，同时对目标网络设备和服务器性能影

响极低。系统主要由数据采集、数据储存和分析处理、B/S 可视化人机界面、报警等模块组成，并提供多种

扩展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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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数据储存和分析模块 

数据储存和分析处理模块对采集模块提交的的数据进行分析，确定监控目标的状态（正常、一般告警

和严重告警、错误等），向 B/S 可视化人机界面模块提交状态信息。同时，将数据储存到数据库中，提供接

口供人机界面模块进行历史数据查询。 

2.1.2 B/S 可视化人机界面模块 

B/S 可视化人机界面模块通过 web 对用户提供配置、管理和告警接口。用户通过 web 进行系统配置、

监控目标配置，查看监控拓扑图和监控目标的状态，查询历史数据生成详尽的性能曲线图、故障和告警历

史记录，生成报表。 

2.1.3 预警模块 

预警模块通过人机界面的弹出窗口和声音进行预警，同时支持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微信、

声光报警器、电话语音、弹窗、声音等多种手段进行预警。 

2.2 方案 

 

动环监控预警解决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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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功能 

3.1 动力监控 

a) 三相电监控。通过在配电柜中安装的电量仪，能对市电进线实现监测，采集进线三相电的相电压、

线电压、相电流、频率、功率因数等参数。同时可在配电柜表面实时看到电量仪采集到的参数。 

b) 配电开关监控。通过使用电压转换为开关量的模块，采集配电开关的通断电状态。 

c) 智能 PDU 监控。监控 PDU 电压/电流、机柜能耗统计。 

d) UPS 监控。通过使用智能设备监控主机，采集 UPS 的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旁路相电压，旁路相电流，功率因素，电池电压，电池电流，系统频率，系统负载，电池后备时

间等 UPS 通信协议所能提供的各项数据。 

e) 蓄电池监控。能实时监控蓄电池电压、电池内阻、电池表面温度和电池组充放电电流等参数。 

f) 通过智能空开、继电器等，能对灯光，风机等强电设备进行自动或手动远程控制开关。 

g) 能定制对机房内的能提供通信协议的设备的监控模块。比如发电机、中央空调等。 

h) 联动控制，通过设置触发条件，可自动开关空调、照明等，可与服务器管理联动控制。 

3.2 环境监控 

i) 温湿度监控。能采集区域内 1 个或者多个点的温湿度，可选 485 或以太网接口温湿度。 

j) 漏水监控。定位水和不定位水浸监控，能采集机房空调等设备周围是否有液漏情况发生。 

k) 精密空调监控。通过使用智能设备监控主机，采集精密空调的回风温度、回风湿度、回风温度上

限、回风湿度上限、回风温度下限、回风湿度下限、温度设定值、湿度设定值、空调运行情况、

压缩机运行状况、风机运行状况、加热器运行状况、加湿器运行状况、除湿器运行状况、滤网状

况等精密空调通信协议所能提供的相关参数。 

l) 普通空调监控控制。通过普通空调摇控器，采集空调附近温度、空调供电线路电流状况（关机和

断电报警），并实现断电后来电自启动、定时开关空调，根据温度上限和下限开关机（满足环保节

能要求），并可进行远程空调摇控。 

m) 新风机监控。通过使用智能设备监控主机，采集机房的新风机压缩机状态、风机状态、加热器状

态、抽湿器状态、加湿器状态等新风机通信协议所能提供的各项数据。 

n) 空气质量监控。对空气质量 PM2.5/PM10 监控。 

o) 加湿机监控。通过使用智能设备监控主机，采集机房的加湿机运行状态、运行参数等加湿机通信

协议所能提供的各项数据。 

p) 防雷监控。能与机房防雷器联动，采集防雷器的干节点信号输出，以获得实时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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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消防/安防监控 

q) 门禁监控管理。通过使用智能设备监控主机，采集门禁系统进出门管理资料及门的开关状态，以

及记录人员刷卡或指纹进出机房的情况，显示进出门时间（考勤时间）、卡号、姓名、所属部门等

门禁系统通信协议所能提供的各项数据。 

r) 视频监控。通过对接 Rtsp码流地址的视频摄像机设备，可以进行单窗口或者多窗口实时视频监控。 

s) 红外监测。通过在机房出入口处部署被动红外探测器，采集人员出入机房的以及在机房内的移动

探测。 

t) 消防监控。通过烟感采集机房内是否有产生烟雾情况发生。能与机房消防系统联动，采集消防报

警主机的干节点信号输出，以获得实时的消防状况。 

3.4 自定义首页和大屏可视化展示 

飞思安诺动环监控系统是 B/S 结构，只需要浏览器而不需要安装专用的客户端程序，不需要安装任何

插件，就要可以直接访问管理。 

系统提供自由和灵活的可定义首页 Portal 以及在大屏直接输出显示监控系统。可以根据需要在首页添加

多屏循环显示，每屏可自选 1\2\4\9 个窗口，可自定义每窗口内容。可以通过拖动的方式自由排列各种窗

口。 

 

基础版大屏展示（支持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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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版大屏展示（二次开发） 

3.5 报表功能 

系统内置强大的报表功能，能够进行灵活的自定义报表。自动生成日报、周报、月报、年报的历史报

表，并可定时自动发送报表邮件。 

系统可生成任意时间范围的可用性分析表，并针对每个监测器，生成详尽的可用性报告，包括故障趋

势图、可用性列表和饼状图、历史曲线图、故障日志和告警记录日志。 

可输出 HTML、EXCEL、WORD 格式和下载报表，并可按用户要求定制报表内容。 

3.6 自动巡检 

可对监控的 IT 设备和动环设备，按设定的时间点进行自动巡检，生成巡检报告，可生成 HTML、

WORD、EXCEL 等格式，可自动发送巡检报表到指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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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基于角色的分级权限管理 

系统具有运营级别的基于角色分级权限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 

1. 可无限添加用户账号，可深入控制各帐号使用每个功能模块的读和写的能力。 

2. 各帐号可按排班表，设置独立的工作时间表，方便只在指定时间或工作时间接收告警。 

3. 各帐号可设置独立的告警方式，不同级别的告警，可用不同的告警方式。 

3.8 操作日志管理功能 

当监控系统有相应管理人员进行操作或配置时，系统会有权限验证，通过验证后，会将操作人员、操

作内容、时间、类型、操作对象等信息进行记录。可选择时间范围列出日志信息，并可导出 EXCEL 日志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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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分布式管理集中监控 

对于多级网络，可在中心和各级机房单独部署独立的监控系统，各自管理。同时可将下级系统产生的

故障信息上报到上级系统，实现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监测，轻松超越 10000 个以上参数的监控，并最低支

持 10 秒以下的数据采集间隔。实现集中监控和预警。 

 

 

3.10  部分监控截图： 

 

UPS、精密空调详细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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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 

3.11  移动触屏版和云监控管理平台 

飞思安诺动环监控系统移动触屏版，真正的移动运维，支持手机查看报警以及系统信息，实时运维，

尽在掌握。 

       

 

云监控平台，可以随时在云平台上直观查看监控情况（要求监控系统能上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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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预警和通知方式 

系统可设置两级报警阀值，有故障时可进行邮件、短信、弹出窗口、声光报警、微信报警、电话

语音等多种方式预警，可自定义告警信息内容。管理员可进行值班表管理、人员分组和进行告警升级

设置。 

   

邮件、短信和微信方式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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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 

4.1 监控主机 

飞思安诺 E-PRO 系列，一体机产品是公司创新型产品，中小机房 IT 运维动环综合监控预警首选方案。

功能包括机房动力环境监控及全网 IT 设备监控和预警。   

根据不同需求有多款硬件型号供选择。 

型号 E-PRO 系列（动环网管一体机） 

外观 正面 背面 

  

接口 

 

5 个 10/100/1000Mbps RJ-45 网口，2 个 USB2.0，1 个 RJ-45 串口，1 个 VGA。 

12 路 RJ45 网口类型开关量输入接口，每路支持 12V/0.5A 供电。带状态指示灯。 

10 路 RJ45 网口类型 RS485/422/232-以太网转换接口，每路支持 12V/0.5A 供电。 

4 路 RJ45 类型继电器输出接口，每路支持 12V/0.5A 供电，带状态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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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部分配件 

 

5 产品特点 

⚫ 动环运维硬件一体机，B/S结构，即插即用 

⚫ 动环接口 RJ45 网口式设计，布线美观快捷，实施周期短 

⚫ 支持多机房部署、分布式部署统一监控预警 

⚫ 内置多级告警阀值，支持短信、短信、微信、声光、电话语音、弹窗、声音等多

种告警方式 

⚫ 历史运行数据曲线记录、故障记录可保存 3年+，可随时查看 

⚫ 支持自动巡检并发送巡检报告 

⚫ 支持云端和移动端随时查看监控状况 

⚫ 内置强大的报表功能，自动生成日报、周报、月报、年报，自动发送报表邮件 

⚫ 内置一键远程协助功能，内置防火墙功能 

⚫ 支持 3D展示、大屏可视化展示、平板电脑展示，支持首页自定义展示 

⚫ 支持服务器软硬件、网络设备、存储设备、虚拟化、业务系统等深入监控 

⚫ 支持智能设备、个性化需求灵活快速定制 

⚫ 满足等保 2.0关于机房动环和 IT设备集中监测、日志管理、IT 运维流程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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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平台支持在国产操作系统和国产硬件上部署 

⚫ 强大的扩展功能，可以提供南向、北向接口协议 

⚫ 可无逢扩展支持资产管理、ITSM流程管理功能。 

5.1 更高效和安全 

系统基于 Linux 定制的专业系统。linux 操作系统多用于要求非常严格的计算和应用环境，其多任务特

性非常优秀，而决定网管软件性能的最重要的指标是能快速和准确的对监控目标进行轮询，支持大量的并

发采集数据任务。 

同时，系统依赖 Linux 上高效安全的防火墙能力，得到可靠的安全保护，不用担心会受到外来攻击和感

染病毒而引发系统崩溃所带来的风险。 

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的好处： 

 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 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成本 不需购买，自由使用。 需要购买，部分产品还需要价格高昂的

服务器版本。 

如用使用没有 windows 授权的许可证，

给企业带来风险。 

数据库成本 产品集成 Mysql 数据库，不需购

买。 

使用 Sql Server 数据库居多，需要购买。 

如用没有授权的许可证，给企业带来风

险。 

感染病毒风险 不会感染病毒。 风险大。需额外安装防病毒软件或者使

用硬件防毒墙。 

防病毒软件价格低，但会引起服务器本

身性能下降。 

硬件防毒墙价格高昂。 

效率 多任务处理能力优秀，效率高、

响应快。这也是 linux 被大量使用

作为 web 服务器和其他网络应用

服务器的原因。 

在同等任务量的情况下，对服务器硬件

的性能要求为两倍或者更高。 

稳定 linux 被大量使用作为 web服务器

和其他网络应用服务器的另一个

原因之一是系统足够稳定，内核

非常可靠，可长期连续运行。 

系统长时间运行后，内存和 CPU 等系统

资源完全消耗、系统不响应、需重启服

务器的问题经常发生。 

安全 大量的专业防火墙安全产品基于

Linux 内核及操作系统。 

没有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来开发专

业防火墙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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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易于定制扩展 

模块化的系统框架，让系统定制支持能力更强，无需代码级别的定制开发，只需要通过模板文件的编

写，即可完成对新设备的监控。大大节省了开发进度与时间。 

同时，系统对外提供标准 API 接口，可与第三方短信系统、流程系统、其他网管系统进行对接，对个

性化的需求快速响应。 

模块化的系统框架，让系统定制支持能力更强，系统对外提供标准 API 接口，可与第三方系统进行对

接，对个性化的需求快速响应。 

5.3 产品对比 

 

6 扩展系统（详细描述见另外文档） 

6.1 IT 基础设施监控 

可对全网 IP 设备进行监控，包括 DDN 专线和 VPN 隧道等通信线路、服务器的硬件状态、各种操作系

统、数据库、中间件、虚拟化、应用业务系统、网络设备、无线设备、存储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性能，IP 和

应用流量分析，SYSLOG 日志分析，配置自动备份，IP 地址本管理，自动拓扑、机柜拓扑等。 



                                                                   化繁为简，IT 运维轻松自在 

                                                                               400-666-8009 16 

 

6.2 3D 可视化管理 

⚫ 3D 机房全景可视化监控，以先进的 3D 引擎技术，将机房内各被监控设备融合在虚拟仿真环境中，

实现机房监控高度可视化管理，集成机房 IT 设备监控、动力环境监控、资产管理、运维管理、容

量管理、配线管理等功能。 

⚫ 3D 电子室内导航模块，可运行于触摸一体机、网页终端以及微信终端等其它设备上，适用于商场、

大厦、医院、政务中心等大型公共场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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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ITSM 服务流程管理 

⚫ ITSM 服务流程和工单运维管理，按照 ITIL 流程设计，产品的功能模块包括服务台、事件管理、

问题管理、变更管理、发布管理、CMDB 资产管理、知识库、服务管理（SLA）、排班巡检管理、报

表管理、系统管理等主要模块。可自定义事件处理流程，通过提交问题工单或监控系统产生的报

警信息，自动生成事件工单，处理完成后生成知识库，形成运维服务管理闭环。 

 

7 部分用户列表   

政府事业单位案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黑龙江工信委 河北省铁路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黑龙江商务厅 北京市铁路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湖北省气象局 天津市铁路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辽宁广播电视台 广东省机场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沈阳电视台 河北省公安网监支队 

国家林业总局 潮州市住房公积金 宁波市公安局 

国家体育总局 山西太原林业局 宜昌市公安局 

黑龙江工信委员会 哈尔滨市档案馆 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局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 郴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司法局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攀枝花市环保局 武汉市司法局 

上海市团委 广州市环保局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山西省政府 南京市水利局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 荆州市国税局 武汉市江夏区交警大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 黄石市税务局 深圳龙岗区统计局 

新疆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云浮市税务局 广东佛山市政法委 

陕西渭南市国土局 乌海市烟草公司 三门峡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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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西藏大学 咸宁职业教育集团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 

山东大学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长春市朝鲜族中学 

深圳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教委 深圳市南园小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市丰台区教委 深圳市平湖中心小学 

四川理工大学 郴州市教育局 温州市实验小学 

成都理工大学 怀化市教育局 瑞安市陶山镇中学 

西南科技大学 京师实验中学 南宁市横县横州镇横县中学 

内蒙古医科大学 北京七一小学 中国出版社 

新疆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甘肃省新华书店股份公司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中共中山市委党校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医疗卫生     

黑龙江卫生厅 湖南正大邵阳骨伤科医院 湖北省竹山县人民医院 

北京市 12320 公共卫生热线 成都天河中西医科技保育有限公司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北京市药监局呼叫中心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石家庄市第八人民医院 

湖北恩施卫生局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发展研究院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南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黄冈市卫计委 南京市金陵医院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 

怀化市卫计委 德州市中医院 上海第二精神病医院 

南宁市卫计委 十堰市郧西县妇幼医院 粤北人民医院 

中江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咸宁市妇幼保健院 梧州市工人医院 

解放军 306医院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南京金陵医院 

 

能源电力     

国家电网湖北电力公司 广安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宁夏石嘴山供电局 

河北电力公司调度中心 IDC 贵州电网贵阳市供电局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 贵州电网遵义供电局 中国南方电网武宣供电公司 

国网石家庄供电分公司 大唐信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华能集中供热有限公司 

新疆电力公司调度中心 陕西德源府谷电厂 新疆额河北屯电力 

 

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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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移动 上海朴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湖北移动关南 IDC机房 

新疆移动 环球数码数据中心机房 中国移动湖北有限公司业 

中国铁通山东分公司 可可数据中心机房 湖北电信平安城市项目） 

通辽移动 杭州攀普科技数据运营中心 天津松江科技(城域网运营商) 

潍坊电信 杭州万国软宝 深圳南山电信 

 

金融行业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云南省分行 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 上海直达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 西南大宗商务交易中心 雅安市商业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分行 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 

兴业银行湖北分行  广州万隆证券 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 北京展恒理财 马鞍山华拓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哈尔滨银行 北京国都证券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乐陵农商银行 江门融和农商银行 合肥华拓金融服务外包公司 

北京宜信公司 北京石油交易所 梅州农信 

 

轨道交通     

交通运输部应急处置中心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交通联网售票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天津市交管局 青岛民航空管实业发展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南京市交管局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温州市交通运输局 上海城乡建设和交通研究院 

长江宜昌航道局 邯郸市交通运输局 深圳运发集团 

中交集团 河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青岛地铁 

上海地铁 苏嘉杭高速公路 天津地铁 

 

企业集团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航天信息江苏有限公司 深圳市左右家私有限公司 

中国船级社 航天信息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洲电器有限公司 

中交集团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六桂盛世珠宝 

中影集团 民航空管技术装备发展有限公司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 北京市长城伟业投资开发总公司 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武钢集团 北京锐创国际中心 广东徐闻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长城润滑油 学而思国际教育集团 连云港农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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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电器 天津电装电机有限公司 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理光高科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胜利油田钻井院 

膳魔师（中国） 湖南通程集团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智联招聘 江西先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 

康美医药 江西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 宜昌第 710研究所 

深圳市报业集团 陕鼓集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 

阿尔斯通创为实 陕西中铁信息 东部某海舰队 

南山开发集团 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化有限公司 电装天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昆仑工程公司辽宁分公司 徐州港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8 公司介绍 

深圳飞思安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于 2008 年成立，是国内第一个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基于硬件的综

合运维产品厂商，并为国内综合运维的倡导者与领导者。产品主要包括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IT 运维网

络管理系统、3D 可视化展示平台、ITSM 运维服务管理系统、CMDB 资产管理系统以及云平台产品。 

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双软企业和深圳软件协会成员单位，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硬件产品CCC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多项专利和30多项软件著作权证书;2020

年 IT 运维产品系统通过“信息系统安全专项测评”。目前公司产品已大量应用于政府、金融、电力、交通、

电信、广电、教育、制造等行业，以及大中型企业、互联网企业，并可为不同行业用户提成熟产品、整体

解决方案以及定制开发服务。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推动产品向前发展，力争做 IT 信息化综合运维和物联网应用的创新者及领导

者，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智能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有核心竞争力、持续增长、对社会有贡献、受社会尊重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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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资质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