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块化数据中心
FusionModule800小型智能微模块数据中心

FusionModule800解剖图

FusionModule800是新一代小型智能微模块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一体
化集成配电、UPS、监控、制冷及机柜等系统。其中，基础设施一体
柜集成配电、UPS、机架式温控系统、监控模块等，大幅节省机房空
间。IT机柜在基础设施一体柜两侧灵活扩展，单个模块最多支持12个
柜位，常温、低温最大支持25kW负载，高温最大支持21kW IT负载，
单柜最大功率密度可达7kW。标配单排密闭冷热通道。

产品简介

 • 金融（支行及大型营业网点）、政府、教育、医疗、公安、交通、
能源、中小企业、商业零售、运营商营业网点等

 • 室内场景

应用场景

简单

 • 冷电控一体化设计，高效部署节省占地

 • 所有部件工厂预制，现场只需简单并柜，4小时完成硬
件搭建，2天可实现业务上线

 • 本地PAD支持人脸识别，免密登录方便快捷

 • 智能配电:本地PAD显示PUE，开关热插拔可支持在线维
护（仅典配6，典配7支持）

高效

 • 机架式温控，至少节省一个柜位

 • 密闭冷热通道，有效节能降噪

 • 直流变频，EC风机，湿膜加湿，有效提升温控系统效率

 • 手机APP实时监控，多网点统一集中监控，提升运维效
率

可靠

 • 10%负载时仍可靠除湿，避免机房凝露风险

 • 无线组网，可实时检查单体电池电压、内阻、温度，过
热智能关断，防止起火

 • 应急散热：温控掉电，温度超限时自动弹开门散热

 • 消防联动：检测到烟雾告警时自动弹开后门让消防气体
进入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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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价值

600 to 7400mm

                                      密闭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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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整体方案

电源制式 380/400/415Vac, 50/60Hz, 3Ph+N+PE

通道类型 单排，密闭冷热通道

系统防护等级 IP20

工作温度
T1*：-20℃~+45℃；
T3*：-10℃~+55℃；
LT*：-40℃~+45℃；

单模块机柜数量 1-12

IT机柜数量 0~10

支持IT负载最大功耗 常温、低温25kW；高温21kW

单柜最大功率密度
常温/低温：7kW
高温：6kW

安装方式 水泥地面、架空地板

IT机柜重量 静载：1500kg，动载：1000kg

方案尺寸
（高×宽×深mm）

2000×(600-7400)×1350

制冷系统

供电方式 220/230/240Vac，50Hz，1Ph+N+PE

温控系统制冷量 12.5kWa

温控外机运行温度
T1*：-20℃~+45℃；
T3*：-10℃~+55℃；
LT*：-40℃~+45℃

温控系统典型配置 N,N+1

制冷方式 直膨风冷

温控系统安装方式 机架式安装

风量（单台） 2600m³/h

送风方式 前送风，后回风（机架式温控）

供配电系统

防雷等级 CLASSII/C级，In 20kA， Imax 40kA，8/20us

电源输入 单、双路可选

UPS容量 10kVA 20kVA

UPS配置 N、N+1

UPS额定输入电压 380/400/415Vac, 50/60Hz, 3Ph+N+PE

UPS输入电压范围 138~485Vac，40-70Hz，3Ph+N+PE

UPS输出功率因数 0.9

UPS额定输出电压
220/230/240Vac
50/60Hz，1Ph+N+PE

380/400/415Vac
50/60Hz，3Ph+N+PE

UPS整机效率
（在线双变换）

94.5% 95%

电池部署方式 电池包、电池柜（入列/不入列）、电池架

备电时间
单路电源输入15min/30min
双路电源输入15min~240min

维修旁路 标配

电池智能监控（iBattery） 选配（电池柜时选配）

rPDU
普通型：支持IEC或国标插座，现场安装
智能型：支持IEC插座，现场安装

ATS 可选，现场安装

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
支持远程WEB界面访问，多网点统一集中监
控

本地界面 标配10寸Pad大屏显示

水浸绳 选配

烟感 标配

智能门锁 标配

温湿度 标配

人脸识别 标配

移动运维
手机近端APP、短信告警

选配NetEco手机远端APP

备注：
1. 典配1、3、4、5、7温控系统非冗余，只适用于企业C类机房；
2. 12.5kw该制冷容量测试工况基于室内回风温度37.8℃，室外35℃，相对湿
度20%。
3.  ATS插框为可选配置，可现场安装；
4.  T1:-20℃~ +45℃，LT：-40℃~ +45℃;T3:-10℃~ +55℃
5.  除典配1为单冷温控，其余典配均含一台加热加湿温控；
6.  典配6、7为智能配电
7.  综合柜编码不含温控室外机，室外机按常温、高温、低温三种与综合柜
自由组合配置

电池 UPS 制冷 温湿度 水浸 视频

APP 

LTE

ECC800 采集器

……

多模块集中监控

微模块 1

微模块2 微模块 N

TCP/IP

手机移动运维

单模块监控

门磁

WiFi

推荐负载功率
≤8.5kW（T1/LT)                             

≤7kW(T3)        
8.5KW~17kW（T1/LT)

7KW~14kW(T3)

推荐典配 典配1* 典配2 典配3* 典配4*

通道类型 全密闭冷热通道

UPS配置（kVA） 10+0 10+10 20+0 20+20

温控系统配置 1+0 1+1 2+0 2+0

电源输入回路 默认典配单路输入（ATS可选）

是否智能配电 否 否 否 否

IT配电输出路数 4 12 12 12

推荐负载功率
17~25kW（T1/LT)    ≤8.5kW(T1/LT）   8.5~17kW(T1/LT)

14kW~21kW(T3)      ≤7kW(T3)             7~14kW(T3)

推荐典配 典配5* 典配6 典配7*

通道类型 全密闭冷热通道

UPS配置（kVA） 20*2+0 10+10 20+20

温控系统配置 3+0 1+1 2+0

电源输入回路 默认典配单路输入（ATS可选）

是否智能配电 否 是 是

IT配电输出路数 20 12 12

7种典配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