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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篇篇    酒酒店店智智能能化化系系统统概概述述  

第第11章章    概概    述述  

高星级酒店的智能化设计着眼于高起点、高档次、高可靠性、留有充分的扩展空

间，通过智能化酒店的建设，为住户和入住酒店的客人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和更快的服

务响应速度，使住户和客人的居住环境更加安全、舒适、便捷、高效、节能、灵活、环

保，从而大大提高酒店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并且可以通过智能化系统的节能手段，

降低运行费用，提高酒店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重庆丰都三峡酒店位于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市丰都县，是一座三星级标准的现代化

酒店，为了适应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的需求。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将规划建设成为全面

革新传统酒店，建立在全新概念上的网络型信息集成化智能酒店和酒店管理。重庆丰都

三峡大酒店作为一座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功能齐全的智能化建筑，为适应现代化信息时代

的要求，将计算机和信息处理等新技术与建筑艺术有机结合，全面实现办公自动化

(0AS)、通讯自动化(CNS)和建筑物自动化(BMS)。。 

第第22章章    设设  计计  原原  则则  

经济性：系统建设应始终贯彻面向应用，注重实效的方针，坚持实用、经济的原

则。 

先进性：系统设计既要保证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实用经济性，又要注意采用先进的

概念、技术和方法，不但能反映弱电系统的先进水平，而且具有发展潜力，能保证在未

来若干年内保持先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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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和标准性：为了满足系统所选用的技术和设备的协同运行能力，系统投资 

的长期效应以及系统功能不断扩展的需要，必须追求系统的开放性和标准性。 

可靠性和稳定性：在考虑技术先进性和开放性的同时，还应从系统结构、技术措 

施、设备性能、系统管理、厂商技术支持及维修能力等方面着手，确保系统运行的可靠

性和稳定性，达到 大的平均无故障时间。 

安全性和保密性：在系统设计中，既考滤信息资源的充分共享，更要注意信息的 

保护和隔离。因此，系统应分别针对不同的应用和不同的网络通信环境，采取不同的措

施，包括系统安全机制、数据存取的权限控制等。 

易维护性：为了适应系统变化的要求，必须充分考虑以 简便的方法、 低的投

资，实现系统的扩展和维护。 

系统集成性：以集成的原则来贯穿设计始终，在现有的成熟技术、商品基础上尽 

可能采用宜于集成的商品，避免信息孤岛、信息隔离现象。 

第第33章章    设设计计依依据据  

本智能化工程参照以下技术标准及规范： 

◇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A/T75-94 

◇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GA/T367-2001 

◇ 《报警系统电源装置、测试方法和性能规范》    GB/T15408-1994 

◇ 《民用闭路电视监控、防盗报警系统》              GB50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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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T16-92 

◇ 《民用建筑闭路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JB50198-94 

◇ 《安全防范工程验通用图形符号》                 GA/T74-2000 

◇ 《安全防范工程验收规则》                        GA308-2001 

◇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GA/T75 1994 

◇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J308-88 

◇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50314 

◇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 46 

◇ 《声系统设备互连接器的应用》                  GB/T14197-93 

◇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T16-92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智能化系统方案 第 4章  设计范围

 

  

中安保实业有限公司 www.cspbj.com - 16 - 
 

第第44章章    设设计计范范围围  

1. 有线电视系统 

2. 背景音乐系统 

3.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4. 停车场管理系统 

5. 通讯系统 

6. 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 

7. 综合布线系统 

8. 机算机网络系统 

9. 酒店管理系统 

10. 机房系统 

以下将针对各子系统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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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篇篇    有有线线电电视视系系统统  

 

第第11章章    概概述述  

根据大楼部分作为酒店的要求，结合重庆地区开路及微型节目信号资源具体情况，

本着兼顾性能、成本、安装、使用维护多方面因素，对设备器材进行了优化刷选组合，

按照 CATV系统设计规范、要求和步骤，设计制定了本系统指标和施工接线方案。 

本系统是一个 862MHZ带宽、邻频前端调制、双向传输的电缆电视系统。系统主设

备采用用美国 PBI 系列超级前端产品，网络器材采用国产优质品牌。系统包括开路电

视、卫星电视信号接口和自办等电视节目。使用用户数约为 140户。 

第第22章章    有有线线电电视视系系统统设设计计方方案案说说明明  

有线电视系统设计指标 

本系统技术规范以 GY106-92《中国有线电视广播系统及所规范》和 GB6510

《30MHZ-1GHZ声音和电缆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为准。 

用户终端电平为 73±5db，主观评价图像质量达四级以上，相邻频道电平〈3db、

任意频道电平差〈6db。 

 

用户终端电平：                       73±5dbBuV； 

相邻频道间电平差：                   ≤3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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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频道间电平差：                   ≤6db； 

图像电平与伴音电平差                 14～23db； 

幅频特性（任意频道内）               ≤±2db； 

载噪比（B=5.75MHZ）                   ≥43db； 

载波互调比（频道内单频）              ≥54db； 

三次差拍比（频道内多频）              ≥54db； 

交调比（N：  频道数）                 46+101g（N-1）； 

载波交流声比                       ≥46db；  

邻频抑制                           ≥60db； 

隔离度（VHF）                      ≥30db； 

微分增益（DG）                     ≤10%； 

微分相位（DP）                     ≤12°； 

色亮时延差（DP）                   ≤100ns； 

上述技术指标，主要取决于前端主设备、干线放大器等设备的性能和技术参数。 

节目资源 

本系统的节目来源有下列各项： 

2.1.1  自办节目 

VCD节目、LD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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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有线电视 

接入当地有线电视台电视信号 

频道划分 

本系统 862MHZ频带内共有标准和增补电视频道 94个。分别为：DS1～DS4、DS6～

DS9、DS11～DS12、DS13～DS20、Z8～Z15。增补频道的选择采用增补边缘频道，

一般彩电接收机高频头余量可直接正常收视。 

估计该地区无线对讲和BB机台的载波频率普遍落在135~160MHZ频带内，对Z4～

Z7频道会产生较大的干扰影响，因此频道的划分避开此频段选择。在实际安装过程中，

频道划分因同样原因也有可能做少许调整。 

设计方案说明 

2.1.3  信号源部分 

2.1.3.1 自办录像节目 

分别选用日本产录放像机，DVD，播放自办录像节目。 

2.1.4  前端部分 

前端设备选用美国 PBI 邻频处理设备和混合器，对各种信号进行处理，主要设备

为： 

PBI-4000M-UV 

专业级全频道 870MHz 捷变式邻频电视调制主机有断电记忆功能，二位 LED 频道

显示，高质量 SAW 滤波，PLL 双重锁相，PAL D 或 PAL B/G 或 NTSC 制式输出，

输出电平 115dB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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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I-3016 

CATV 870MHz十六路无源频道混合器宽工作频率范围、高稳定、低驻波、低插损、

高隔离度，十六路 CATV射频信号输入，一路射频信号输出，含一路 20dB测试信号直

接输出口；具有良好的扩容性，可连续串接混合多达六十四个电视频道，能很好地满足

各种类型邻频有线电视系统的配套要求。 

以上同 DVD机及录放像机设备分设在一个 2米高的 19”标准机柜，安装整齐、美

观，并且具有标准化、可扩展的优点。 

2.1.5  传输系统 

2.1.5.1 传输放大器 

传输放大器选用国产迈威的 MW-34-MR 型全频段双向放大器，本放大器内带电平调

节，带内斜率均衡，根本避免了分段放大器的不平衡输出， 大输出电平为 120db。 

2.1.5.2 传输电缆 

传输主干电缆选用国产优质电缆 SYVK-75-9型，分支电缆选用 SYVK-75-7型，

用户电缆选用 SYVK-75-5型。 

 

2.1.5.3 分支分配器、功分器 

干线分支分配器、功分器等采用迈威品牌，保证系统主干信号的高质量传输；用户

分支分配器、终端盒等无源器件选用深圳迈威系列产品。 

2.1.6  线路敷设说明 

有线电视系统设备所有前置设备设置在一个标准机柜内，输出信号经过分配后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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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主干信号，经过分别放大、分配后采用 SYVK-75-9型电缆送至各楼层弱电间有线

电视汇聚点，用户电缆按招标要求全部采用 SYVK-75-7型电缆敷设至弱电间，考虑到

信号的能够得到 佳的合理分配，我们采用 2-3层作为一个分配汇聚点。 

第第33章章    有有线线电电视视设设备备清清单单  

序号 名    称 型  号 数量 单位 

1 录放像机 JVC 1 台 

2 DVD TCL 1 台 

4 邻频电视调制主机 PBI-4000M-UV 1 台 

5 十六路无源频道混合器 PBI-3016 1 台 

7 19”标准机柜 42U 1 台 

8 频段双向放大器 迈威 MW-34-MR 1 台 

9 电缆 SYVK-75-9 200 米 

10 电缆 SYVK-75-7 1000 米 

11 电缆 SYVK-75-5 2600 米 

12 分支分配器 迈威 40 个 

14 双孔电视插座 鸿雁 130 只 

15 线路保护 PVC 管 DN20 22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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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篇篇    背背景景音音乐乐系系统统（（PPHHIILLIIPPSS））  

第第11章章    概概述述  

飞利浦公共广播是专为公共场所提供背景音乐、广播及消防报警的专业设备，且设

备齐全，产品多元化，产品由设计到品质控制都达世界一流水平。我们选择飞利浦公共

广播背景音乐/紧急广播智能系统主要对三峡大酒店大堂、商场、走廊、客房等场所进

行通常或紧急广播，且主机对今后的扩容预留接口。 

第第22章章    背背景景音音乐乐系系统统设设计计依依据据  

本系统的设计依照下列标准进行: 

1．《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16-92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J16-37 

3．《火灾自动报警设计规范》 GBJ116-88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50166-92 

5．Inter-M产品手册 

第第33章章    背背景景音音乐乐系系统统特特点点  

本项目的背景音响系统主要采用了飞利浦专为公共广播系统而设计的大厦管理及

功率放大系统。该系统的各个构成单元以各种安装件均采用功能分体式结构，该系统由

于采用单元及全单元，所以可根据需要灵活地进行组合，扩展较为方便。而且，该系统

平时具有播放背景音乐、分区广播等多种功能。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智能化系统方案 第 3章  背景音乐系统特点

 

  

中安保实业有限公司 www.cspbj.com - 23 - 
 

本项目的紧急广播系统主要采用了飞利浦智能型紧急广播设备，该系统设备的开发

和设计，首先是以人性的观点出发，注重于“紧急状况时正确情报的传达”及更安全的

避难指引。因此飞利浦智能型紧急广播设备有如下系统特点： 

 符合紧急用广播设备的技术标准 

由于火灾事故具有突发性，这就要求紧急广播系统能够准确迅速地进行疏导广播，

且紧急广播设备应是严格按照技术标准设备的，所采用的零部件要符合技术标准。 

 运用声音警报 

无论是自动（与火灾报警系统联动）还是手动的情况下，系统能发出声音警报。 

 强制切换 

每一分区及客房的紧急报警信号是由每一区的 24V 电源作为背景及音乐及报警信

号的强制切换，所以不论分区及客房的音量控制器是否开着，都可以直接切换到 大音

量来进行报警广播。 

 人工手动呼叫及报警 

系统允许机房（控制中心）操作员手动发出任意某分区或全区报警的警报声或人工

呼叫声；分区呼叫时不会干扰没有呼叫的区域，在消防、紧急广播的状态时，只对发生

火警区域及相邻的上、下区域（即 N+1、N、N—1 三个区域）进行紧急广播，而不影

响其他区域的正常广播。 

 具备紧急后备电源 

系统采用 DC24V 蓄电池作为后备电源，可实现紧急状态下电源的自动切换，保证

系统的不间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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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44章章    背背景景音音乐乐设设计计方方案案说说明明  

系统设计包括通常广播和紧急广播二个系统功能，从设计规范的思想出发，通常广

播和紧急广播二个系统的设计，在功能上互相独立，在设备上有机结合。根据规范要求，

紧急广播的控制具有 高优先权，并采用消防联动和自动火灾报警广播方案。 

通常广播 

通常广播含有服务性广播和业务性广播二个功能：服务性广播，主要用于公共区域

的广播和背景音乐、介绍、指南、以及可能需要的内容的播放。 

业务性广播为各楼层通知、找人等寻呼用途。 

4.1.1  节目源 

用于服务性广播。 

 双卡磁带放音机：用于播放经过编辑特点节目，如各种大楼功能介绍、导游指南和

专题节目； 

 调频调幅收音机：用于收听特定节目和重要广播； 

4.1.2  广播寻呼 

用于业务性广播，提供寻呼麦克风，内藏高音质咪头以改善话音或由主机进行制定

编组，音质以及语言清晰度。麦克风呼区按照建筑楼层及其各独立楼层区或进行划分。

区域选择可单选、多选或全选。操作时，选择所要寻呼的区域，系统将自动中断被选区

域的音乐节目，发出提示乐声，切入麦克风，播送区域寻呼麦克风的麦克风。 

4.1.3  控制系统 

设带优先控制的主机用于各种广播的优先次序的设定。优先次序为：1、EM：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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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2、TIMER：时间器；3、RM1：遥控 1；4、RM2：遥控 2；5、Main：背景音

乐。服务性广播节目源选择和信号适配。 

对每路节目源设有独立的音量调节装置，以取得不同节目源输出电平均衡，达到节

目切换时音量平滑。 

服务性广播的节目音量可控，方便选择适宜的环境音量。 

设监听背景音响区域选择器，可根据需要监听系统内每一路音源的播放情况，以确

认系统的工作状态。 

4.1.4  功率输出 

服务性广播和业务广播，各所需播放的楼层除话筒语音外不需很大的音量，天花喇

叭功率不大于 3W、音柱不大于 40W，保证了语音的足够清晰和响度，又节省了功放，

实现了性能、费用的统一。 

传输出电压国际标准一般为 70V、100V、120V三档规格，根据规范宜采用低传输

方式并考虑减少线路损耗的原则，我们采用 100V。 

4.1.5  区域分配 

根据规范，区域分配应首先满足火灾事故广播的区域划分要求。根据设计要求，系

统划可分成 12个广播区域,预留扩容接口，系统还可以继续扩容。 

紧急广播 

广播系统需要具有紧急广播功能，它是火灾或其他灾难的报警、疏散、指挥的必要

设备措施。大厦部门系统控制设备与消防设备共置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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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控制系统 

紧急广播操作优先于其他任何（包括广播员的区域寻呼麦克风），可对所需广播楼

层按规定的区域广播，也可以进行全呼操作，对整个楼宇同时进行紧急广播。 

备用附属的手持麦克风和操作键盘，可手动启动紧急广播、由人工进行疏散指挥。 

紧急广播在启动时，对于非紧急区域不影响正常广播，避免引起恐慌和混乱。 

为保证紧急广播的启动，不受设备在某些层面的音量调节器的影响，即当这些音量

调节器处于关闭状态，如对该区域进行紧急广播，仍将以全音量进行广播。 

4.1.7  紧急广播方式 

输出功率满足整个楼宇的 大要求，满足全域的全音量需要。根据消防规范，每个

顶装扬声器在紧急广播时的输出设计功率不少于 3W，音柱扬声器 40W，传输电压采用

100V。 

4.1.8  区域分配 

根据我国现行的规范中对火灾事故广播用户分路要求，用户分路满足如下要求： 

 2层及 2层以上楼层发生火灾，接通火灾层及其相邻上、下层。 

 首层发生火灾，接通本层、2层及地下各层。 

 地下层发生火灾，接通地下各层及首层，若首层与 2层有的共享空间，同时包括 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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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55章章    背背景景音音乐乐系系统统设设备备性性能能  

主要设备性能 

5.1.1  飞利浦 SM-30微电脑音响管理 

SM-30微电脑音响管理系统全部采用模块式结构，方便分配和控制音频信号系统

多可以分 36 个区域，内置系统微处理器，10 个附加应用模块的插槽，机壳正面板上

有 LCD显示器，各种功能键，电源开关，SM-30主机没有放大器，必须与 1台或多台

功放一起使用。 

主机可编程序，通过编程利用呼叫站可对每个区单独呼叫，当产生呼叫时带有提示

音（主机带有 50种不同的钟声和报警声），主机可有多

种音源输入，编程完毕，只需控制电源、音源开关，操

作方便。 

主机可以处理背景音乐、呼叫、消防联动。可适应 110V-240VAC电压，50-60Hz，

19”机架式。 

5.1.2   LBB1935功放 

精巧的机身输出 120W和 240W，驱动 70V/100V和低阻抗扬声器负载。 

5.1.3  区呼叫站 

LBB9568/30是 SM30系统的控制部分，可根据不同的要求，实现分区广播、分层

广播呼叫等功能。 

5.1.4  SM30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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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与 SM30 主机连接的插卡式功能模块 

1）话筒输入模块 LBB1282/00 

是 SM30系统中连接话筒的专用接口设备， 

通过此接口模块，一块可接入 2台话筒，中心 

多可接入三块此模块。本系统中只配置了一块 

LBB1282/00，接入一个座台式话筒，作为平时讲 

话、播音用。 

2）呼叫站输入模块：LBB1283/00 

为 2个呼叫站提供输入端口，各输入有独立 

的音量控制。主机 多可接三块此模块，本系统 

配置了一块，为一台 18 区呼叫站提供接口。 

3）报警输入模块：LBB1284/00 

可以将 8路报警信号接入，通过主机的设置可优先触发设定的语音及其他设备。在

本系统中配置了三块此模块，作为楼层的消防报警

接入，当收到报警信号后，即自动优先播出报警广

播。 

4）录音口信模块：LBB1285/00 

是用数字方式记录录音口信，可记录四段资料

每段都可单独提取。本系统中配置了了一块，作为消防紧急自动广播配套设备，当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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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信号后，通过设置，可自动将预先录制好的播音强制优先拨放。本系统配置了一块此

模块。 

5）音乐输入模块：LBB1286/10 

有 3个独立的音源接入通道，可将三种不同 

音源向主机提供。每路输入都可独立调节音量。 

本系统配置了一块此模块，将 CD、调谐广播、 

双卡式录音机三中音源接入本系统中。 

6）分区继电器模块：LBB1287/00 

此模块为将放大后的音乐、喊话信号分送到 

6个独立的扬声器区域，SM30系统 多可使用 6块 

此模块，在本系统中配置了四块。 

第第66章章    背背景景音音乐乐系系统统控控制制中中心心建建议议说说明明  

电源供应 

根据公共广播系统各组件的具体参数，在电源供应方面机房必须和系统提供

220V/50Hz，总功率不小于 5000瓦的单相电源 ，设有地线：接地电阻应小于 4欧姆，

甚至小于 1 欧姆，线径大于 4.0mm2 ；并且在线路上避免有其他强烈的干扰源，如大

功率的可控硅干扰等； 

室温控制 

电子设备工作时多要消耗一定量电能，且多转化为热能，所以必须控制室内温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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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正常工作时不大于 65℃，并且在室内的排气通风设备； 

位置说明 

我们建议背景音乐控制中心应该同消防中心设在一个房间内，提高系统的可操作

性。消防中心我们也建议设在首层。 

 

 

 

第第77章章    背背景景音音乐乐系系统统设设备备清清单单  

序号 型号 名    称 数量 

1 LBB1280/40 SM-30 中央控制器, 19"架装式   1 

2 LBB1282/00 SM-30 话筒输入模块       1 

3 LBB1283/00 SM-30 广播控制台输入模块   1 

4 LBB1284/00 SM-30 中央控制输入模块   2 

5 LBB1285/00 SM-30 留言输入模块       1 

6 LBB1286/10 SM-30 音乐输入模块       1 

7 LBB1287/00 SM-30 继电器模块      2 

8 LBB9568/30 SM-30 呼叫站 1 

9 LBB1935/00 班丽功率放大器 360/240 瓦 2 

10 LHM0606/10 天花扬声器, 6 瓦, 夹钳安装 130 

11 LBB1961/00 CD/MP3 播放机/ 调谐接收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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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42U 机柜 1 

13 RVV2*1.5 音频线 6000 

14 TCL DVD 播放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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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篇篇    闭闭路路电电视视系系统统（（BBEENNTTEECCHH））  

第第11章章    概概述述  

公共安全防范系统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一种高科技产品。它把人为管理、安全防范、

信息处理有机地结合一起，使现代化管理手段有了极大的提高。现代建筑群中所安装的

CCTV系统应充分体现其现代化、科学化、综合化，同时其选用的设备应尽量考虑先进

性、可靠性、实用性，外形美观、布局合理，真正体现保安自动化、管理现代化、操作

简单化。 

近几年来，随着 CCD 摄像机的成熟和商品化，电视监控系统在 近得到了飞速发

展。它使管理人员在控制室中就能观察到监控区域内的所有重要地点的情况，为保安系

统提供良好的视觉效果。同时也为监控区域内各种设备的正常运行和人员活动提供了有

力保障。 

 在酒店安保系统中，保安监控技术的应用是非常突出的，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结合大楼的实际情况及甲方要求，我们本着配套齐全、功能完备、经济合理的原则

做出了本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下面我们将分别就设计思想，系统配置等做出详细的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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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2章章    闭闭路路电电视视系系统统设设计计原原则则  

 

 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是当代酒店保安系统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

在酒店大堂、收银台、总服务台、电梯间、重要通道、走廊、商场、财务室等处设置摄

像机，对建筑内部的主要区域和重要部位进行监视控制，可以直观地掌握现场情况和记

录事件事实，及时发现并避免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为大楼的安全与管理提供事实依

据。 

结合本系统的实际情况和酒店管理的要求，我们主要设计闭路监控系统，该系统包

括前端图像采集、中间传输控制、后端图像处理等几部分。前端设备有球型摄像机、云

台及传输控制信号的解码器。中央控制设备有矩阵主机、画面处理器和计算机的控制设

备。后端图像处理包括监视器、数码录像机及计算机显示部分。本公司只给予前端及后

端的设备配置。 

考虑到大楼的实际情况与投资规模，我们在设计方案时努力优选系统设备，提高整

个系统配置的性能价格比，同时在保证系统先进性的前提下，实现系统的稳定可靠性，

增加系统的可操作性， 大限度地提高监控的范围和质量，减少盲区，因此，我们在进

行系统设计时，依据国家的有关规范标准，综合研究了建设方的基本要求，从甲方安全

防范的实际需要出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我们在方案设计与施工中，力求使本系统与建筑的装潢风格保持和谐统一，做到隐

蔽、美观又不影响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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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理的监察点布防，尤其是在酒店大堂、总服务台、电梯间、重要通道、走廊、商

场等部位实施重点监察。 

2）选择性能价格比较高的设备，根据项目的特点配置系统的设备，既要符合先进性的

原则和安防系统规范的要求，又要尽量考虑为甲方节省工程费用。 

3）对于系统中设备的选取力求做到优选、精选， 大限度的提高系统的性能价格比及

稳定可靠性，增加系统的可操作性， 大限度地提高监控的范围和质量，减少盲区，

整个系统力求做到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经济实用，操作维修简便，并保证系统在若

干年后仍保持其先进性和稳定性。 

设计思想： 

由于本系统属于一个酒店监控保安系统，所以我们的初步设计思想就是利用本系统

能使管理保安人员在控制室中观察到总服务台、大厅、电梯厅等重要通道周围的人员的

工作活动情况，并提高夜间的安全防范自动化可靠程度，能及时发现并记录一些突发事

件，为以后各种事件的处理提供完备的现场录像资料。按此设计思想本系统大致可分为：

前端摄像机、控制、显示和记录。 

 前端摄像机主要功能是摄取监视范围内的图像； 

 传输的主要功能是传送各种信号（视频、报警、控制等）； 

 控制的主要功能是负责所有设备的控制与图像的信号管理； 

 显示的主要功能是将摄取的图像及异常信号显示出来； 

 记录的主要功能是将取得的内容记录下来，以便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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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依据 

《民用闭路监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198-94） 

《安全防范系统通用图形符号》（GA/T 74-94） 

《电视监控工程程序与要求》GA/T 75-94； 

《防盗报警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GB12663-90； 

《入侵探测器通用技术条件》GB104081-8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行业标准》GA27-92；    

第第33章章    闭闭路路电电视视系系统统总总体体功功能能概概述述  

根据三峡大酒店管理的具体要求,并参照行业系统技术要求，本安防系统设计方案

是在综合考虑了用户的实际情况和工程现场情况勘察报告后做出的。本设计方案的设计

目的是要把用户单位的报警指挥中心建设成具有相当高的先进技术、数字化、可扩展的、

切实有效的一道防范屏障。本方案在设计时综合考察了当今流行的数种数字监控体系结

构，结合用户单位具体实际情况，本着适度超前、一流设计性价比优先的设计理念。可

以满足所需要的各项功能要求。 

基本功能 

本系统由 25台摄像机、固定支架、2台 BENTECH数字监控主机（16路视频输入）

及相关软件、2 台彩色监视器和一台等离子大屏幕、云台、解码器、BENTECH 视频切

换矩阵主机等组成。 

本方案考虑到实际情况,采用数字技术为大幅度降低系统造价提供了可能性并且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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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性好。本系统可以通过本楼内的局域网进行图像、信号的远程传输和控制，可实现对

大楼中人员进出情况的实时准确的纪录为将来有可能涉及到的调查取证工作提供方便。

实时的图像监视对于不法分子起到震慑效果。另外，有关领导或部门通过 PSTN（电话

线）或本单位内的局域网进行远程联网（运行客户端软件）可进行图像切换、云台控制、

报警撤布防等操作，达到对值班人员或岗位进行监督和随时了解情况；本系统等程序化

运行，可实现无人值守，自动布防、自动运行、自动摄录、自动报警、传送。 

3.1.1  图像监视 

对于接入本系统的所有摄像机视频图像，可完成自动时序及手动监视两种工作方

式。在正常情况下，系统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自动运行，完成摄像机自动切换、自动录

象等所有动作。使用者可以随时插入控制监视系统，进行切换、局部观察和录像，实现

无人监视和人工监视有机结合。 

3.1.2  监视器显示墙 

本系统终端采用监视器屏幕墙显示摄像机图象，配置数台 21”专业监视器组成屏幕墙。

通过切换可将任一摄像机视频信号显示于任一监视器上。  

3.1.3  主控设备：矩阵 BENTECH BT7032V4L 

BENTECH BT7032V4L系统是本同功能强大的闭路电视矩阵切换系统,可以满足小

到一栋大厦，大到一座中型城市对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要求。具有体积紧凑和模块化设

计等特点。BENTECH矩阵系统的 小配置为 32路输入和 4路输出;可将 BENTECH系

统扩展到 256输入和 32输出。还可使每个输入具备有云台、镜头、预设控制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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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数码录像监管系统 

DVR 系统是数码影像监管系统（Digital Video Recorder）的简称，它利用

新的图像数字处理技术将模拟信号转为国际标准压缩数字信号，在计算机显示器上实

时显示多路图像并分别存储于计算机内。它淘汰了模拟监视系统里庞大的控制设备、录

像机和录像带为主的模拟记录方式以及需要大量人工操作的模式。数字监控系统以计算

机为中心、图像数字处理为基础、实现图像监视系统的小型化、高清晰化、自动化和网

络化。给图像监控工程提供更优越的性能、更灵活的系统架构、更清晰的系统管理，是

监视系统从模拟到数字的一个飞跃。 

  数字监控系统是能将活动图像用硬件实时压缩，提供良好的人机界面，自带专业

监视数据库管理，从而大大提高了监视系统的图像清晰度和自动化水平，给用户全新的

监管效果。 

3.1.5  防盗报警功能 

通过用 BENTECH BT7032V4L 矩阵主机的报警控制功能,及时向保卫人员提供警

笛告警、警发位置、灯光联动. 

系统特点 

3.1.6  系统先进，性能可靠 

系统采用了本同先进的监控设备和监控技术，控制系统结构简明，技术先进，集成

度高，性能稳定，功能全面，操作简单，附加设备少，而提供的控制功能优于其它系统，

系统可靠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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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安全性 

系统的所有设备、线路均具备防止内、外人员从硬件和软件进行人为破坏和窃取数

据的功能。 

本设计方案中包含并能够满足的系统功能，归纳如下： 

安防系统的所有设备、线路均具备防止内、外人员从硬件和软件进行人为破坏和窃

取数据的功能。 

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便于扩展、升级，且具有与局域网连接、通讯的能力。 

监控系统可独立工作，并能通过主机进行系统集成，组成一高效的保安监控系统。 

系统投入运行后，应达到以下主要功能： 

清楚地监视公共区域的人员活动，监视或纪录进入重要区域的人员的行踪和行为。 

对所监视区域内发生的非正常事件产生报警，同时能跟踪监视并纪录报警事件的过

程。 

系统具有自检功能，以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 

第第44章章    闭闭路路电电视视系系统统方方案案设设计计说说明明  

系统组成 

本监控系统由前端摄像机、数字监控主机、视频切换矩阵、专业监视器等设备组成。 

4.1.1  前端设备设置说明 

电梯前室:  

全部选用台湾 BENTECH CC2013D 彩色半球摄像机，监视各层进出人员出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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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记录，图像记录保存七天以上。 

型号 CC2013D 

成像器件 1/3" Sony CCD  

信号制式 PAL  

解析度 480TV Lines  

低照度 0.1Lux/F1.2  

镜头 Fixed in 4.6.8.mm lens  

自动增益控制 ON/OFF  

信噪比 48dB  

背光补偿 ON  

电子快门 1/50-1/10000/SEC  

同步 内同步  

视频输出 1.0V[p-p]75Ω BNC  

尺寸 (φ)155×(H)90mm  

电源 DC 12V 270mA 

大厅: 

大堂和酒店出入口按现场监控的要求各采用 1个 BENTECH BT1806DN彩色一体化

快球摄像机，监视大堂的全景及人员出入情况并记录，并预留部分监控点，保障未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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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需要，以保证大厅的无盲区监视，图像记录保存七天以上。 

型号：BT1806DN 

· 采用功能完善的高性能数字 DSP设计，性能稳定  

  · 内置高分辨率、高清晰度彩色一体化摄像机 

  · 摄像机功能通过屏幕菜单设置,简单方便 

  · 手控低速范围宽, 捕捉目标精确 

  · OSD 图像显示功能 

  · 球转动“自动翻转”功能 

  · 带 64个预置位的自动巡检功能 

  · 两点间水平巡检功能 

  · 水平回转 180°功能 

  · 工作状态显示功能 

  · 保密区掩蔽功能 

  · 彩色摄像机,敏感度：0.7lux 

  · 可变巡视速度（5/S，60/S，120/S） 

  · 手控速度可平稳从 0.3/S提升到 120/S,图像无抖动 

  · 360°水平转动 

  · 内置电源线性浪涌及雷击保护装置 

  · 便于安装-电器连接快而简单 

电梯轿厢： 

全部采用 BENTECH CC2016电梯专用彩色半球摄像机，图像记录设计为可保存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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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上。 

型号 CC2016彩色大飞碟摄像机 

1/3＂SONY CCD 

水平清晰度：420TV Line 

镜头：3.6mm` 

电子快门：1/50（1/60）-1/100，000（秒） 

白平衡：自动白平衡（ATW） 

信噪比：大于 48dB 

低照度：0.5Lux 

视频输出：1.0Vp-p75Ω 

所需电源：DC12V 

功率消耗：150mA 

插口：VIDEO OUT (BNC) 

尺寸：120mm×60mm 

环境条件：温度-10℃到+50℃ 

4.1.2  监控中心配置 

根据前端摄像机的数量和功能划分，在监控中心配置一台 BENTECH CM9740管理

所有的视频信号并可进行快速画面切换 ，2 台 BENTECH BT8016A 16路数字监控主

机管理所有视频信号并作为报警控制主机,供警笛告警、警发位置、灯光联动、并自动

与公安报警中心通讯中央监控系统。，并配置大容量磁盘阵列以保证图像记录的时间，

2台 BENTECH CM2101DCP 21寸监视器和一台 PANASONIC42寸液晶大屏幕监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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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电视墙。  

产品：工控式硬盘录像机 

型号： BT8016A 

 

视频输入 1-24CH BNC(1V(p-p),75Ω)  

录像帧率 每路 25帧/秒，动态码流，帧数可调  

显示输出 SVGA显示器、SVIDEO/AV 输出到监视器(选配)  

录像容量 每小时占硬盘容量 60—130M/路  

视频制式 PAL/NTSC  

录像方式 连续录像、动态录像、传感录像、定时录像  

显示方式 1、4、9、16、24多画面  

回放方式 智能检索、快进/快退/快放/慢放、多路同步回放功能  

显示分辨率 704×576,384×288(PAL) 704×480,352×240(NTSC)  

硬盘容量 机内可接 8个硬盘(可扩充至 12个)  

压缩方式 MPEG-2/MPEG-4/H.264  

备份方式 IDE/SISC活动硬盘、DAT、DVD-RAM和网络媒介存储(选配)  

移动侦测 24路任意区域动态检测 报警、控制  

音频输入 1-24路输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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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同步录像、回放 报警输入 1-24路输入  

报警方式 视频移动报警、 

传感器输入报警  

控制输出 RS-485方式、可控制云台、镜头、灯光、雨刷等. 

产品：矩阵机 

型号：BT7032V4L 

 

 

 

设备特性： 

微机模块化、高密度矩阵设计 

单机 大 64 台摄像机和 16 台监视器 

菜单综合设置  中英文菜单显示可选择 

系统时间、日期、运行状态、摄像机标题屏示 

键盘口令输入  优先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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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程序、同步、群组切换多种切换方式 

视频切换、音频切换、报警控制三位一体 

控制恒速或变速云台/控制电动镜头 

内置 16 路报警输入/2 路报警联动输出 

报警后联动视频切换、音频切换、自动录像 

报警输出可编程   报警状态输出 

RS-485 通讯 RS-422 通讯 RS-232 通讯 

强大网络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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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55章章    闭闭路路电电视视系系统统设设备备清清单单  

序号 名    称 型  号 数量 单位 

1 彩色半球摄像机 CC2013D 20 只 

2 电梯专用摄像机 CC2016 3 只 

3 彩色高速球 BT-1806DN 2 只 

4 硬盘录像机 BT8016A 2 台 

5 电脑显示器 PHILIPS 109B 2 台 

6 监视器 CM2101DCP 2 台 

7 大屏幕监视器 三星 42"液晶 1 台 

8 电视墙 4 单元 1 台 

9 控制台   1 台 

10 矩阵机 BT7032V4L 1 台 

11 矩阵控制键盘 BT7Z6820 1 个 

12 视频线 SYV-75-5 2600 米 

13 信号线 RVVP2X1.0 800 米 

14 电源线 RVV2X1.0 2200 米 

15 线路保护 PVC 管 DN16 22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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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篇篇    停停车车管管理理系系统统((捷捷顺顺))  

第第11章章    概概述述  

总体设计标准和依据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管理暂行规定》建设部 1997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建设部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DBJ08－4－95）上海市建委 1996 

《建筑和建筑群综合布线工程设计规范》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协会 1997 

《建筑和建筑群综合布线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协会 1997 

《大楼通信综合布线系统》（UD／T926）邮电部 199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国家计委 1988 

停车场管理系统—Q/SJS 001-1998—QB/440300L6960-1998 

门禁管理系统—Q/SJS 002-1998—QB/440300L6961-1998 

自动道闸—Q/SJS 003-2000—QB/440300L9100-2000 

自动折叠门—Q/SJS 004-2000—QB/440300L9101-2000 

三辊闸—Q/SJS 005-2000—QB/440300L9102-2000 

考勤管理系统—Q/SJS 007-2000—QB/440300L9104-2000 

收费管理系统—Q/SJS 008-2000—QB/440300L910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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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卡读写器—Q/SJS 012-2001—QB/440300L572-2001 

门禁控制器—Q/SJS 013-2001—QB/440300L573-2001 

考勤机—Q/SJS 014-2001—QB/440300L574-2001 

收费机—Q/SJS 015-2001—QB/440300L575-2001 

所有计算机硬件系统均符合下述标准： 

电磁学规范：FCC Class B或 CISPR22 ClassB 

安全规范：UL Listed(美国)或 EN60950（国际） 

总体设计原则及目标 

标准化：设计及其实施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标准进行。选用的系统设备、产品和软件

尽可能符合工业标准或主流； 

先进性：工程的整体方案将保证具有明显的先进特征。考虑到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

展，本设计在技术上将适度超前，所采用的设备，产品和软件不仅成熟而且能代表当今

世界的技术水平。 

合理性和经济性：在保证先进性，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和

各种资源为目标进行工程设计，充分考虑系统的实用、适用和效益，争取获得 大的投

资回报率； 

结构化和可扩充性：系统的总体结构将是结构化和模块化的，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可扩

充性，既可使不同厂商的设备产品综合在一个系统中，又可使系统能在日后得以方便地

扩充，并扩展其他系统厂商的设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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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简单：全面综合优化、优选，强调以人为本，系统易学易用，实现现代管理。 

第第22章章    系系统统功功能能特特点点  

系统优势 

捷顺人从 1995 年至今，致力于停车场管理系统近 10 年，丰富的经验积累以及对

停车场管理系统的深刻理解是行业内其他任何厂商所不能比拟的； 

完全自主的技术开发与产品生产，使产品的升级换代、售后服务以及系统扩展变得

轻而易举，不断吸纳的先进技术，使产品始终紧跟着技术潮流而在行业内时时领先一步；

严格的质量管理与控制，以及高度为用户着想的设计原则，使得捷顺的停车场管理

系统性能稳定，功能完善、使用简单方便； 

公司雄厚的经济与技术实力以及遍布全国的销售服务网络，保证了我们前进的每一

步都是稳健的、巨大的； 

完善的客户服务组织机构和准确的专业、职能划分以及客户至上的服务精神都已成

为捷顺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并将随着业务的拓展进程而更加深入人心。 

系统先进可靠 

高可靠性设计：产品设计遵循 24小时不间断运行原则；进行了周到的电磁干扰防护与

静电防护；采用了模块化设计，且各个模块之间的连接简单、一致；数据通讯采用国际

标准，差错控制严谨；控制机的内部电源进行 DC/DC隔离，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抗干

扰能力和系统的稳定性； 

环境适应性强：产品选用工业级器件，适应恶劣、复杂的工作环境；结构件结实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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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锈、防爆处理完善；通风、散热、抗震、防潮措施严密有效； 

严格的质量控制：作为行业内唯一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研发、采购、制

造、检测、安装调试都遵循严格的质量管理与控制要求； 

完善的检验测试：拥有成套的先进测试仪器和设备，具有规范的检测方法和手段，所有

零部件都经过了国家规定的如通电状态下 48 小时高低温老化测试（高温 65℃,低温-40

℃）、潮湿环境测试和振动环境测试等。 

系统硬件、软件、技术处理方法、设定的运行管理模式等能满足系统一定时限的运

行管理要求，选用当前 先进的科研成果，使系统有较强的生命力及对未来的适应性；

系统采用开放性的体系结构，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可移植性、易扩充性、互操作性和灵

活性，作到软件模块化，通信与接口标准化，使得纵向便于升级，横向易于扩展； 

系统按照 C/S 结构运作，系统规模可以自由伸缩；工作站端提供人机交互接口，

完成日常事务／管理的具体操作；服务器端存储并管理所有数据，接收工作站端的指令，

进行实际的运算处理；服务器端数据库采用 SQL Server  2000大型数据库服务软件；

整个系统共用一个数据库，保证了数据的完整和数据传输的可靠；即使系统服务器出现

故障，各站点仍能按单机操作方式工作，而不会使整个系统瘫痪； 

系统硬件设备模块化设计采用分布系统，便于以后子系统增加和功能的增加，计算

机设备的各种资源保留充分的余量；软件的设计采用子系统和功能的模块化，子系统和

功能的增加只是模块的增加；系统的设计保证以后因技术调整和通道口的增加而不进行

大规模的调整。 

硬件设备模块化设计，降低维护成本并保障维护的及时可靠；软件的设计采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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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设计，便于各个子系统和子功能的维护，程序结构清晰明了； 

系统安全，操作简便 

系统采用严格的分级管理技术，操作口令和智能卡验证网络权限设计，双重认证，

有效地避免了非法越级操作，各级的管理通过客户的要求来定义； 

对于所有的数据文件都有保护措施，对于数据的建立、修改、删除以及查询都应有

授权，以防止对数据的非法操作；对于原始数据的修改及删除均有日志文件进行记录以

便日后查核。 

系统设计时充分考虑目前的管理模式，在不要过多地改变现有管理的前提下，选择

操作简单方便的设备，选择友好的中文操作界面，保证操作人员易学易用； 

将显示屏幕划分不同的区域，如：状态显区域、操作区域、操作提示区域等；状态

显示区域的某些内容可以用图形的方式直观地进行显示；对于常用的操作，其显示的内

容突出、加大； 

当系统出现故障时有声音提示，故障或错误处显示在屏幕上的状态显示区。同时提

供的故障诊断及排除手册中提供故障诊断及排除的手段。当系统或某一设备出现故障

时，提供应急处理措施，以及系统恢复后对发生故障期间特殊处理的记录。 

通过简单的鼠标点击，可以轻松的进行系统设置，方便用户对各种功能的设置等； 

万能查询功能可以通过一个条件或多个条件相组合，对系统使用情况及相关资料等

进行查询，并能够按照客户的要求生成报表或方便其他系统调用的电子报表； 

提供各种统计资料以不同的报表形式输出，提供任意形式的查询并以报表形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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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主要功能 

系统规模任意扩展：系统中同一类型相同或不同功能的工作站的数量不受限制；系统内

每一个区的出入口控制机可以多达 128 个； 

远程延期模式：结合多年开发和应用停车场管理系统的经验，切实从用户和管理者的角

度出发，设定了两种卡片延期发行管理模式： 

常规模式：月卡的发行以及以后的延期操作，须让用户持卡至发行管理中心写卡； 

远程模式：月卡除第一次发行须在管理中心发行外，以后卡的延期操作用户只需远程通

知即可，如电话通知、发送邮件等，特别适合通过银行直接扣款的月卡车； 

脱机、脱网运行：系统在网络或电脑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正常工作；脱机状态

下车辆进出场的记录可以保存 1 万条，黑名单 1 万条；当电脑与网络修复后，存在控

制机中的脱机记录会自动上传到电脑中保存，有效的保障系统 24小时不间断运行； 

高峰模式设置：通过简单的硬件和软件设置，可以非常方便地将系统从正常管理模式设

置成上/下班高峰管理模式，此时将通道处于常开状态，以便高峰情况下车辆的进出； 

多种读写器选择：超强的兼容性使得市面上常见的各种读写器都能为我所用，如：

Mifare-1 型 IC 卡、EM 卡、INDALA（MOTOROLA）卡、TI 卡、AWID 卡、条码卡、磁卡等； 

功能配置模块化：读卡机除具备读写系统及 PLC 控制系统外，还有其他功能可供用户选

配，如：LED 显示屏、语音提示、对讲分机、出卡机（入口）、吞卡机（出口）等； 

满足各种管理流程：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和管理流程的需要，自行设定系统相关参数，

如读卡机号（可设置 128 个机号）、读卡机类型（入口机或出口机）、停车场的嵌套管理

模式（大车场套小车场且收费标准不一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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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卡、出卡方式多种选择：具有多种读卡方式选择（有车、无车读卡），临时出卡机具

有多种出卡方式选择（有车、出卡、电脑出卡等），用户可根据需要自行设定； 

信息显示：高亮度 LED 显示屏，即使在户外阳光下，显示的信息依然清晰可见；信息显

示采用中英文双语显示，适用于 WTO 环境下外籍车主不断增加的情形；信息内容简明扼

要，即可以给车主明确的提示，又不耽误车辆入场的时间； 

满位提示及满位不读卡：停车场内车位已经停满时，通过 LED 显示屏提示前来的车辆，

同时禁止按钮出卡，但依然保留电脑出卡功能以满足一些特殊车辆的入场要求； 

语音提示：声音提示方便周到；模拟人声清晰动听；可插拔式数字化语音模块方便系统

集成与升级；具有超大存储容量，满足多种声音提示信息的输出； 

临时发卡、一车一卡、取卡开闸：入口读卡机内安装自动出卡机，供临时车辆取卡停车

（出卡即读），如果出卡后 20 秒钟内卡未被取走，出卡机会自动将卡收回出卡机内；同

一临时车辆进场取卡，不论其按多少次“取卡”按钮都只出一张卡，并且必须司机将卡

拿至手中后，道闸才会开启，避免了司机入场不取卡而出场无卡的麻烦； 

一卡一车、逻辑互锁：可设置车辆不重复读卡功能，当车辆读卡后，不能再次重复读卡，

必须在该车辆离开道闸并关闭通道时，后续车辆才能读卡，有效避免了固定车主重复读

卡及取走临时卡的现象；车辆必须先有入场操作才能完成出场操作，一张卡不能多车进

场，也不能多车出场，遵循一车一卡的逻辑互锁； 

身份识别、权限管理：判别前来刷卡的车辆是否有入、出场权限，并能根据卡类（临时

卡、月卡、储值卡、特殊卡等）用户可自行设置为自动开闸或确认开闸；对于有多个出

入口的停车场，可以设置某一车辆可以进出全部的出、入口，也可以限制该车辆只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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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中的几个出、入口； 

读卡快速、信息记录：读卡响应速度快，读卡时间≤0.1 秒，读卡时自动记录卡类、卡

号、入场时间(IC 卡系统还会将进出场时间、车牌号等写入卡内)、车牌号、车主身份、

车辆款式、道闸位置、车辆位置等信息，并在电脑显示屏显示相关信息； 

设备监控与管理：控制道闸的开、关，控制发卡机出卡；实时检测道闸的工作状态，实

时检测出卡机的工作状态与存储卡片的数量，实时检测车辆检测器的工作状态以及感应

线圈上是否有车辆存在，并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显示； 

图像对比、车辆防盗：通过人工图像对比系统，可以有效防止车辆被盗现象的发生。当

车辆读卡或取卡进入停车场时，该系统会对车辆进行拍摄，并将图片作为车辆入场检验

的资料保存到电脑内车主的资料库中，当车辆读卡驶离停车场时，系统也会对车辆进行

拍摄，并将图片作为车辆出场检验的资料保存到电脑内车主的资料库中，同时自动调出

该车的入口图像对比显示，以进行准确的对比确认车辆是否正常使用，从而增强了防盗

功能，并使得事后稽查更加精确、容易； 

资金安全：系统对道闸非法打开事件进行记录（如遥控开闸、手动开闸等），同时控制

机会对非法开闸发出声音进行报警，使得任何一次、任何情况下的车辆进出都有据可查、

可以监管，有效避免了因值班人员的疏忽或有意作弊而造成的资金流失； 

道闸功能完善、安全防砸：自动道闸具有防抬杆、全卸荷、光电控制、带准确平衡系统

等功能；有感应自控和手动按钮控制等多种控制方式；先进的数字式车辆检测系统和压

力电波双重防砸系统（接触灵敏度≤250 克），有效避免车辆、行人等被砸伤； 

收费标准自行加载：对绝大多数的收费标准都可以通过电脑设定好后，直接加载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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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在系统脱机时依然能够 100%确保收费准确。对于复杂的收费标准由高级工程师编

写单片机程序，并在各种情况下进行模拟测试，切实维护客户的利益； 

卡片多种分类：设置有十几种卡类，如授权卡、操作卡、月卡（四类）、临时卡（四类）、

储值卡（四类）、免费卡等，可对不同的管理人员设定不同的管理方式及权限，对各种

车辆、车型采用不同的卡类及收费标准； 

自动计费、收费：根据入场时间与出场时间自动计算停车时间，根据停车时间与收费标

准自动计算应收费用；收费标准可以根据需要由停车场管理软件非常方便地定义并下传

到控制机中，收费时间可以精确到秒，收费金额 小到“角”；还专门定制了“深圳收

费”选项，适用与深圳市“同一辆车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多次出入停车场只收取第一此出

入的费用”的收费标准；除临时车辆要人工以现金形式收取停车费用外，其他车辆可以

在发卡或读卡时自动收取/扣除停车费用； 

系统设置：通过简单的鼠标点击，可以轻松的进行系统设置，如有/无图象对比系统、

数据保留时间、选择授权发卡的设备、收费方式、是/否满位提示等； 

万能查询功能：可以通过一个条件或多个条件相组合，对车场使用情况、卡片使用情况、

车辆进出情况等相关资料进行查询，并能够按照客户的要求生成报表，或方便其他系统

调用的电子报表； 

统计管理：提供各种统计资料以不同的报表形式输出，提供任意形式的查询并以报表形

式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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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33章章    系系统统总总体体设设计计  

系统网络结构 

对于三峡大酒店系统只有一进一出集中管理模式（只在出口设置临时卡收费管理电

脑）的小型停车场系统，可以采用单台电脑管理模式，即停车场卡片的发行管理与出口

临时卡收费管理共用一台电脑完成；为卡片发行管理方便，也可以配置两台电脑，即在

管理处配置一台电脑与出口临时卡收费管理电脑联网；如果系统有三台以上电脑，建议

配置一台服务器，采用 C/S（客户机/服务器）型的网络结构，以确保系统运行的速度

及稳定性。 

系统采用光纤或超五类线作为传输介质，系统服务器与交换机（或集线器）、各工

作站与交换机（或集线器）或电脑与电脑之间连接的网线长度如果超过 100 米时，如

数据传输量不大，且距离未超过 200 米时，可增加一台中继器或集线器放大信号；如

数据传输量大，且距离较远时，则建议采用光纤连接。 

各管理工作站与其下位智能终端之间通过两芯屏蔽双绞线联接,完成数据传输及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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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    SQL 服务器  交 IC 卡发行

一 进 一 一 进 一 一 进 一 一 进 一 一 进 一

 

 

 

 

 

系统网络拓扑结构示

标准一进一出系统拓扑结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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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备组成 

本系统一般由系统服务器、管理工作站、系统管理软件、智能终端、发行器、RS485

通讯卡、智能感应卡和执行机构（道闸等）等组成。 

各组成设备主要作用： 

系统服务器：运行系统数据库管理软件，管理系统所有数据； 

管理工作站：运行系统应用管理软件，实现对系统智能终端设备及相关工作的管理； 

系统管理软件：人机交互接口，实现对系统智能终端设备及相关工作的管理； 

智能终端：识别用户卡片，判别卡的合法有效性，并作出相应的控制，如开启道闸、操

作提示等，同时将有效读卡数据存储； 

发行器：系统管理员登录注册及卡片发行、检测、清空、挂失、退卡等功能； 

RS485 通讯卡：完成计算机与其下位智能终端设备的通讯传输及转换； 

智能感应卡：承载信息的载体，用户使用系统的凭证； 

执行机构：接受智能终端发出的控制指令做出相应的控制,如：道闸对通道的开启和关

闭等； 

车辆入出管理 

3.1.1  车辆入场管理流程 

 月卡（或其他固定卡）、储值卡持有者 

司机将车驶至读卡机前，将卡在读卡机感应区域一晃，读卡机立即可感应到卡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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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嘀”的一声；如读卡有效，道闸自动升起（也可设为操作员确认开闸），同时岗

亭管理电脑自动核对、记录，并显示车牌，读卡机中文电子显示屏显示：“欢迎入场”

或卡上剩余金额，并发出提示音；如读卡有误中文电子显示屏亦会显示原因，如：“金

额不足”、“此卡过期”等，道闸不会开启；司机开车入场，进场后道闸自动关闭。 

 临时泊车者 

司机将车驶至读卡机前，值班人员通过键盘输入车牌号，进行车牌预置（也可不预

置车牌）； 

司机按动位于读卡机盘面的出卡按钮取卡（也可操作员手工发卡或电脑出卡）； 

卡片出卡即读或在读卡机感应区读卡，感应过程完毕，读卡机发出“嘀”的一声，

同时中文显示屏显示礼貌语言，并同步发出语音； 

司机将卡取至手中后，道闸自动开启，司机开车入场，进场后道闸自动关闭。 

说明：如停车场内车辆已满，LED 显示屏会提示“车位已满”，司机不能自动取卡

且不能读卡，但可通过操作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电脑发卡及读卡进场。 

3.1.2  车辆出场管理流程 

 月卡（或其他固定卡）、储值卡持有者 

司机将车驶至车场出场读卡机旁,将卡在读卡机感应区域一晃，读卡机立即可感应

到卡片并发出“嘀”的一声； 

如读卡有效，电脑自动记录、扣费，并在显示屏显示车牌，供值班人员与实车牌对

照，以确保“一卡一车”制及车辆安全,同时读卡机上设的滚动式 LED中文显示屏显示

字幕“一路顺风”或此次收费金额及卡上剩余金额，并进行语音提示；如读卡无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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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机会显示原因，并进行语音提示； 

道闸自动升起（也可设定为按电脑键盘‘回车键’开闸），司机开车离场，出场后

道闸自动关闭。 

 临时泊车者 

司机将车驶至车场出场收费处，将卡交给值班员； 

值班员将卡在临时卡计费器的感应区晃动,收费电脑根据收费程序自动计费; 

计费结果自动显示在电脑显示屏及读卡机盘面的 LED显示屏上，同时作语音提示； 

司机付款，值班人员确认无误后，按电脑确认键，电脑自动记录收款金额； 

道闸开启，车辆出场，出场后道闸自动关闭。 

说明：如未配置临时卡计费器，司机可直接在出口读卡机上读卡，读卡机 LED 显

示屏会显示此次收费金额并进行语音提示，同时管理电脑也会显示收费金额及此卡的相

关资料。 

3.1.3  中心管理及卡片发行 

 分级授权管理 

系统 高管理者通过密码或刷卡登入系统后，可给每一位管理者及操作员设定不同

的权限，以安排他们的具体权限及职责范围。 

 卡片管理 

管理者通过密码或刷卡登入系统后，可对每一张卡进行管理，如卡片的发行、延期

使用、挂失、恢复、清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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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入及收费记录、图像查询 

    在管理中心即可对每一辆车的进出情况及图像对比记录进行查询。软件具有万能查

询功能，输入需查找的资料的任何一个字段名，即可查找到所需浏览的资料。 

 报表打印及数据整理、归档等 

在管理中心可对所有发行报表、收费日报表、收费月报表、收费年报表等进行打印；

当系统数据过于庞大时，可对不需经常进行查询的资料进行归档，并可对归档库进行清

理。 

第第44章章    系系统统主主要要设设备备简简介介  

自动道闸 

自动道闸是捷顺人经过多年的精心研制、改进与完善，并吸收国外同类产品的精华

而开发出来的机电一体化产品，技术上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并发展成几十个品种，

同时获得了三项国家专利。道闸整体由箱体、电动机、离合器、机械传动部分、闸杆、

压力电波防砸装置（可选功能、停车场系统必备）、电子控制系统、数字式车辆检测器

（可选功能、停车场系统必备）等部分组成。 

4.1.1  JSZD0028快速道闸主要功能特点 

结构坚实牢固，做防雨水和喷溅水保护，可以用特制的钥匙方便地打开，特别设计

卸荷装置，以防止外力损坏，色彩鲜明的外形设计，具有较强的警示作用； 

特别定制道闸专用电动机，具备开、关、停控制功能，另外还具备电机转速输出功

能，便于控制系统对电机的运转情况加以检测和监控； 

具有防撞快速脱杆保护机构，可有效防止冲关时对闸机所造成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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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有双重自锁功能，可防止人为抬杆； 

采用先进的变频调速技术，确保系统运行轻快平稳； 

以霍尔开关替代行程开关作为定位控制，全电路采用无触点控制，智能逻辑控制；  

具有故障检测与报警、显示功能，方便对产品的维护和维修； 

可选配先进的压力电波检测与车辆检测双重防砸功能； 

系统控制灵活方便，既可使用三联按钮、遥控装置进行手动控制，也可通过地感检

测装置进行自动控制，且二者切换非常方便； 

系统对外配置标准 485接口，可通过电脑对其进行远程控制与管理； 

技术参数 

减速电机：功率 250W； 

电源电压：AC220V±10%； 

杆长度：铝合金椭圆杆：≤3.5m  PVC圆杆≤3m； 

闸杆起落时间：1～2.0秒； 

使用环境温度：-30℃～+60℃； 

相对湿度：小于 95%； 

闸杆中心高度：930mm； 

输入接口： +12V电平信号或脉宽＞100ms的脉冲信号； 

驱动电流＞10mA； 

1）JSZ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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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接口： RS485电器标准； 

通信距离：≤1200米； 

外形尺寸：1090mm×360mm×280mm； 

出入口控制主机 

出入口控制主机是系统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关键外部设备，是智能卡与系统沟通的

桥梁。必选配置：机箱、智能卡读写器、PLC控制系统，可选配置：中文电子显示屏、

语音提示系统、对讲分机、入口控制机选配自动出卡机、出口控制机选配自动吞卡机。 

4.1.2  控制机必选配置 

控制机箱：密封设计;防雨、防尘，精工制作； 

智能卡读卡器：卡片与系统沟通的桥梁，对卡片进行感应； 

PLC 控制系统：读卡机的中心控制枢纽，承载系统参数，接受并传输各种数据，对相

应设备进行控制； 

4.1.3  控制机可选配置 

超高亮 LED显示屏：中英文 LED显示，显示时间日期、欢迎用语、收费金额、卡上余

额、卡的有效期或其他系统相关提示信息等； 

语音提示：安装在出入口控制机的正面，与中文电子显示屏功能配套，以语音的形式进

行提示； 

对讲分机：在特殊情况出现时，方便车主与车场护管人员联系； 

临时出卡机：用于临时停车者取卡进场。车主驾车至入口控制机前，数字车辆检测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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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检测到有车辆，车主按键取卡入场（凭车取卡、一车一卡）； 

自动吞卡机：用于临时车辆中央定点收费的停车场出口。临时车辆车主在中央收费处缴

费后，在规定时间内驾车至出口控制机前，将卡插入吞卡机，如卡有效，吞卡机将卡吞

入并开启道闸；如卡无效或超时，吞卡机将不吞卡，并且不会开启道闸； 

基本技术参数 

IC卡读卡距离：100mm； 

ID卡读卡距离：与配置的读卡器有关，读卡距离在 0.25米~6米间不等； 

通讯接口：RS-485通讯接口； 

脱机数据存储量：读卡记录 10000条,黑名单 10000条； 

电源：交流 220V±10%   50HZ； 

临时卡放置量：标准型为 180张，加长型为 280张； 

工作环境温度：-25℃～+50℃； 

相对湿度：小于 95％。 

几款常用 IC卡入、出口读卡控制机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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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卡计费器 

主要是对停车场管理系统所使用的临时卡进行读卡收费工作，同时在单独一个小型

停车场系统中能兼作 IC卡发行器使用。 

主要结构特点： 

1、放置于工作站台面； 

2、内部电路包括微控制

器、IC 卡读写部分、通

讯部分等。 

主要技术参数： 

1、读卡距离 2公分。 

2、RS485通讯接口； 

3、电源: 12V/450mA。 

4、工作环境温度：-25℃-+50℃ 

相对湿度：小于 95％ 

 

IC卡发行器 

IC发行器的功能主要是对整个系统所使用的 IC卡进行检测、发行等授权工作。 

主要结构特点： 

1、放置于工作站台面； 

2、内部电路包括微控制

器、IC 卡读写部分、通讯

部分等。 

主要技术参数： 

1、读卡距离 2公分。 

2、RS485/RS232 自转换通讯接口； 

3、电源: 12V/450mA。 

4、工作环境温度：-25℃-+50℃ 

相对湿度：小于 95％ 

 

JSR627 

JSR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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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55章章    培培训训计计划划  

本系统调试开通后,乙方免费为甲方管理、操作、维护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地点可以

在乙方公司内,也可在甲方工地进行现场指导。 

培训内容 

系统的工作原理； 

系统硬件、软件组成及功能特点； 

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应用软件的使用； 

各种外设的使用； 

一些常规维护及故障处理。 

培训安排 

培训目的：掌握智能卡管理系统的原理、结构组成、组网方式、综合业务管理方式，能

够熟练地使用、维护设备和排除故障。 

培训对象：每个管理工作站 2个操作人员，每个子系统 2个管理人员、1个维护人员，

1个系统管理维护员。甲方对人员也可以另行安排。 

分级培训：用户培训分 A、B 二级，A 级为中、高级工程维护、管理人员培训，B 级为

一般操作人员现场培训。 

培训时长：16学时，培训期 2天 

培训地点和时间安排及大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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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天数 内    容 

1. 停车场系统原理及操作 

1 天 

2. 外围设备的操作与维护 

3. 计算机软件系统的标准与维护 

甲方指定地点 

1 天 

4. 系统的联网、操作与维护 

培训实施方法 

培训以现场指导培训为主，甲方安排培训人员，根据乙方的培训时间安排分别进行

系统技术培训、系统维护培训、系统操作培训。经过培训运行，操作人员达到熟练操作

使用系统水平；系统管理人员达到能准确设置系统运行参数和管理权限水平；系统维护

人员达到熟练更换备品备件和进行日常维护水平。 

第第66章章    售售后后服服务务  

保修时间及范围 

系统自开通验收合格之日起，免费保修一年，终身维护； 

保修期及保修范围以外的维修服务仅收取维修成本费； 

因不正常操作以及人为或自然灾害而引起的损坏，不属于保修范围； 

自行拆卸改换机内任何部分（如：线路、零件）后造成损坏，不属于保修范围； 

非我方指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安装而引起的故障，不属于保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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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及维护服务  

保修期外，公司长期提供维修服务、更新服务； 

故障维修时，需方指定联系人通知供方或需方单位书面通知供方； 

接通知后 4小时内派员到使用现场处理； 

在公司总部有 24 小时的热线电话服务和专门的售后服务工程师，受理用户来话或

书面解答产品使用方面的疑问，必要时派人员到现场服务，帮助用户解决技术问题，用

户在使用设备的过程中能及时得到技术上的支援和服务，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公司在全国各地均设有经销服务中心，负责各地系统的开通、维护和技术咨询等服

务。 

更新改进服务 

本产品设计更新提高或软件版本升级，供方即时通知和协助需方进行已运行系统的

改进提高，并无偿提供软件新版本，使用户的系统处于 先进的水平和 完善的状态。 

用户对系统改制、扩容、拆点等不同要求，公司将及时、准确地予以满足。例如：

用户对开通系统在容量不变的情况下，要求变更设备安装点、用户种类和配置，以及重

新编制系统数据、用户数据等等。这些要求，都将得到公司的及时满足。对于新增设备，

按新设备的开通来处理。 

建立用户档案，完善产品质量 

公司除开展用户技术咨询服务外，还负责受理和收集用户投诉咨询信息，保证用户

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能得到及时处理，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跟踪和验证。同时建立用户档案，

记录产品使用情况，为今后公司产品的质量改进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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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联系客户，除电话联系外还向客户寄去《用户使用情况表》，并及时收回反馈表进

行处理； 

“精诚服务，凝聚顾客身上”是我们永远的信念。我们将不断努力，精益求精，为

顾客提供 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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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77章章    停停车车场场管管理理系系统统设设备备清清单单  

一、入口设备      

序号 名     称 型  号 品牌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直杆捷威道闸 JSZD002 捷顺 1 台   

2 数字式车辆检测器 JS564 捷顺 2 台 有车读卡、防砸车 

入口控制机 JSKT6011 捷顺   

含：IC 卡读写系统 JS685 捷顺   

        控制系统(PLC) JS675A.01 捷顺   

3 

        机箱 JS6011 捷顺 

1 台 

  

4 对讲分机 JS570A 捷顺 1 台   

5 中文电子显示屏 JS6724 捷顺 1 块   

6 自动出卡机(出卡即读) JS587 捷顺 1 台   

7 防撞胶条   捷顺 1 套 防砸车 

8 语音系统 JS6754 捷顺 1 套   

二、出口设备 

序号 名     称 型  号 品牌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直杆捷威道闸 JSZD002 捷顺 1 台   

2 数字式车辆检测器 JS564 捷顺 1 台 防砸车 

出口控制机 JSKT5011 捷顺   

含：IC 卡读写系统 JS685 捷顺   

        控制系统(PLC) JS675A.01 捷顺   

3 

        机箱 JS5011 捷顺 

1 台 

  

4 对讲分机 JS570A 捷顺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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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文电子显示屏 JS6724 捷顺 1 块   

6 防撞胶条   捷顺 1 套 防砸车 

7 语音提示 JS6754 捷顺 1 套   

三、收费中心 

序号 名     称 型  号 品牌 数量 单位 备注 

2 临时卡计费器 JSR627 捷顺 1 台 临时车的计费 

3 停车场管理工作站 开天 M2000 联想 1 台 客户自备 

4 停车场管理软件 JSOCT2002-Z 捷顺 1 套   

5 RS485 通讯卡 JS670 捷顺 1 块   

四、图象对比系统 

序号 名     称 型  号 品牌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彩色摄像机 CC1011H 本同 2 台 客户自备 

2 自动光圈镜头 9MM 精工 2 个 客户自备 

3 室外支架、护罩     2 个 客户自备 

4 聚光灯 QVF-135 飞利浦 2 个 客户自备 

5 视频捕捉卡 Minia 威视 2 个   

6 摄像机固定立柱 JS4912 捷顺 2 根 客户自备 

7 图像处理软件 JSOCT2002-ZT 捷顺 1 套 免费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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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六六篇篇    通通信信系系统统((松松下下全全数数字字交交换换系系统统))  

松下 KX-TD510CN 是根据以下原则设计的： 

 语音、数据和图像以相应的服务质量进行交换 

 模块化结构且能满足未来发展需求 

 满足三峡大酒店内部拓扑结构的需求 

 新结构具有 ISDN 兼 容 能 力 

硬件结构  

该交换机为数字时分程控交换机，每一端口对应于一固定时隙，实现

无堵塞交换。 

可接驳松下的数字专用话机、模拟专用话机、普通的单线话机，传真

机、电脑、信用卡机、收费话机、门口机、计费接口、外部广播系统接口

等处处为您着想。 

特有的 T1、E1、E&M 卡更可使您的 PBX 进行网络集成。 

产品由松下电器 新设计、生产，结构布局合理，耗电量小，电源板

的改进及增设散热风扇。 

具有交流、直流两种供电接口，先进的双向浮充后备电源并备有足够

后备电池，保证市电停电时后备电源的自动投入，保证总机运行的不间断，

后备电池容量不少于掉电运行 5-8 小时。更能充分保证满足您通讯畅通。 

模块及叠加式设计提供灵活、经济的扩容功能，令用户扩展系统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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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整套设备。 

功能特点 

系统稳定性好,可靠性极高 

XDP──追加设备端口的功能（国际专利）    通过混合分机板、松

下的数字话机，还可利用XDP功能追加一部普通话机或传真机、个人电脑等

单线设备，且不同分机号码。 

编程方便、介面友好  电脑编程、菜单操作，简单易懂。 

遥控维护方便、技术支持到家；系统数据的变更、功能的改变等遥控

功能能使您省时、省力，享受 好的技术支持。 

方便的计费功能、灵活的密码计费    系统固有的SMDR接口，使您不

用增加任何费用即可接驳打印机或电脑进行话费管理，并可使用100个密码

来进行长话管理。 

具有丰富的组网功能    能提供环路中继，摸拟四线 E&M 中继、数字

中继，且中继局向控制中提供脉冲和双音频两种信号方式，能提供至少 48

个局向即中继组。 

编号方案灵活，提供不等位编号 

应用能力 

分机权限有 32 种，以实现以各类、各层次分机的控制，以控制话费和

便于客房管理，同时具备值班电话修改分机级别的功能。 

分机与外线通话时间限制功能分机呼出限制时间。外线呼入限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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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与外线通话限制时间。 

分机具有转移、代答、免打扰、定时叫醒等功能。 

宾馆服务功能   实现电话帐号管 理，客房状态管理，可靠的定时呼

叫服务等功能。例如：登记、退房、房间状况检查等。所有这些均有利于

提高宾馆饭店的对外形象。 

系统本身就具有 RS-232 计费接口，只要在某一台运行 Windows 

95/98/NT 的计算机上安装了深圳启博开发的电话计费管理软件后，就可以

对电话费用进行查询、统计和管理，有效监控电话费用。能对话单进按号

码、时间进行统计、查询、打印；具有统计报表功能，能提供账单和清单

两种输出，方便查询一个、一组或全部分机一段时间内的费用。 

PBX 网络    您可以用 KX-T96184/E&M 卡或 KX-T96188/E1 卡，通过卫

星或 DDN 等把两套或几套（相同地点、不同地点）的 KX-TD510CN 系统联网，

组成一个更大型的交换网络。可以进行语音、数据传输。PBX 网络能使您

公司的总部和分支机构之间联系更加方便，并可大大降低通信费用 

话务量均 分配    接线员可以被规划成“话务量均 分配”组，来

话可以被均 分配给每个接线员。 

支持外接语音信箱    它可以连接 KX-TVP100/200B 语音信箱系统，

使您不在办公室或电话繁忙时不会丧失生意机会。 

远程维护能力    经销商就可以通过计算机（带 MODEM）直接由远程

服务中心遥控设定与维护系统，用户能够获得 快速的服务响应，在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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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满足用户的要求；另外也可以减少经销商售后服务路途消耗时间和

费用的困扰，提高办公效率。 

密码拨号功能    KX-TD510CN 可以设置一千个密码。例如：某个员工

拨打市内电话时不需要输入密码，但需要拨打长途电话时需要输入授权密

码。而且，密码具有“漫游”功能，即可以在系统内的任何一部电话机上

操作。 

自动电脑话务员功能    KX-TD510CN 系统可以安装多块 KX-T96191 自

动电脑话务员卡。安装后，系统具备电脑话务员自动应答、自动转接电话

功能。电脑话务员功能可以更礼貌并且更规范地应答来话、转接来话。自

动应答的问侯语可根据需要自行录制和修改。 

广播功能   任何一种松下数字/松下专用电话机都支持群呼和广播功

能。可直接以话筒作为麦克风，对全体或某组松下数字/专用电话机进行广

播。例如：当某人不在桌位时，进行群呼：“某某，请接听第 X 号外线”；

或者领导有事通知大家时，不必把所有人召集到办公室，直接就能进行广

播。 当内线使用模拟电话机时，KX-TD510CN 可以通过外接音箱来实现群

呼/广播。 

三方会谈    KX-TD510CN 系统具备任意外线、内线组合的三方会谈功

能，提供更方便的商务电话会谈服务。 

支持“外线转至外线功能”，以及对此功能的限时切断 

“外线转至外线功能”包括以下三个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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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您外出，若有来话找您，您的同事可以把来话通过另一条外

线转到您的移动电话或指定号码上。 

（2）在您外出之前，可以事先在您的分机上设置，把来话通过空闲外

线转移到您的移动电话或指定号码上。 

（3）当安装了 KX-T96191 DISA 以后，被授权的员工（需要授权密码）

离开办公室后但必须立即处理长途业务时，他可以拨打办公室电话（例

如市内电话），听到提示音后输入授权密码，然后“借用”办公室的空

闲外线可以拨打长途电话（例如国际长途）。这可以让您在家中或移动

中处理公司业务，您个人只需支付市内电话费，由公司支付长途费用

（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开通此功能）。 

第第11章章    主主要要各各板板介介绍绍  

 

      设备名称 

型号 

说   明 

KX-TD510CN 主机箱（含 CPU、TSW、电源， 多 176 端口、12 个自由插槽）

KX-TD530CN 扩展机箱（含电源， 多 224 端口、14 个自由插槽） 

KX-T96161 门电话卡(4 路) 

KX-T96180 8 路外线卡（lCOT，支持延时计费） 

KX-T96183 8 路外线卡（RCOT，支持反极性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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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T96184 4 路标准 E&M 卡 TYPE5 

KX-T96188 2M 口 E1 卡,中国一号信令 A-LOW 

KX-T96187 1.5M 口 T1 卡 M-LOW 

KX-T96191 DISA 自动电脑话务员卡（4路） 

KX-T96196 远程遥控卡 

KX-T50170 8 路混合分机卡（连接数字/专用/模拟电话机） 

KX-T50180 8 路外线板 

KX-T50175 16 路带留言指示灯信号的普通分机板 

KX-A46DX 双向浮充式电池适配器（接后备电池时，每机箱需要一个） 

 

 

第第22章章      基基本本功功能能及及增增值值功功能能    

系统基本功能 

单触拨号 系统速拨 自动重拨 存贮号码自动重拨

声音呼叫 忙线强插 忙线传信 禁止忙线传信 

自动回叫 特殊分机号码 禁止声音呼叫 呼叫组代接 

指定代接 禁止代接 外线广播振铃 免打扰功能 

呼叫等待 话务平均分配 系统保留 专用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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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驻留 分机驻留 交替通话 响铃转移 

呼叫前转 复线通话 门口电话 三方会议 

分机广播 外部广播 夜服状态 密码计费 

定时叫醒 背景音乐选择 数据线安全 缺席留言 

留言等待 电子分机锁 分机灵活编号 32 分机级别 

48 个中继组 热线服务 总台分机管理 数字中继接入 

系统集成 分机级别漫游 停电转移 系统租赁 

 

特殊功能 

定时叫醒服务 系统租赁服务 遥控开关功能 

免打扰功能 话务员遥控分机管理 远程分机功能 

忙线分机强插 遇忙回叫功能 直接拨入系统功能

密码计费功能 定时断线功能 复线通话功能 

分机级别漫游 普通话机热线功能 三方会议功能 

计费打印功能 停电转移至分机 来话显示功能 

平均话务分配 语音集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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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33章章    终终端端介介绍绍    

接驳终端 

终端说明 

简要说明 

专用话机KX-T7000系列 松下模拟专用话机， 

专用话机KX-T7200系列 松下数字专用话机 

普通单线话机 任何一种单线话机均可使用 

传真机 任何一种G3传真机 

无绳电话 任何一种无绳电话 

门口机 需另配电子门锁 

外部广播 可接驳功放，高音喇叭 

打印计费 可接驳串口打印机、电脑 

后备电池 用KX-A46DX连接 

外部音乐 可连接各种音乐源 

调制解调器电脑连接 适用于任何分机端口，拨出时需加拨“9” 

语音信箱集成 可与KX-TVP100集成 

 

各种 数 字 话 机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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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X-T7565CN 8LCD 显示数字电话机（单行液晶显示） 

KX-T7730CN 12LCD 显示专用电话机（模拟） 

KX-T7750CN 12LCD 标准型专用电话机（模拟） 

KX-T7240CN DSS 控制台（32 个 DSS 键、16 个 PF 键） 

KX-T7436CN LCD 显示数字电话机（六行液晶显示、数字旋转调节）

KX-T7433CN LCD 显示数字电话机（三行液晶显示、数字旋转调节）

KX-T7441CN DSS 控制台（48 个 DSS 键） 

KX-T7560 8LCD 显示数字电话机 

TX-T7450CN 12LCD 显示数字电话机 

第第44章章    方方案案及及配配置置    

执行计划概述 

根据三峡大酒店的三星级的要求、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全自动综合

业务数字交换系统 KX-TD510CN 作为该酒店的话务系统。 

在使用时，有许多新的性能和业务有利于用户的日常通信，提高他们的工作效 率，

负责操作和维护系统的工程师可通过配置来管理网络，控制费用。 在这个系统 中，系

统管理者可对每一位使用者提供他/她在工作时所需要的性能和业务，这样就 可方便的

节省操作费用。操作管理者同时还可检测异常情况，修改参数来纠正错误。 

该通信网络是非常灵活的，将根据贵公司现在和将来的组织和管理发展的需 求，

简便地进行软、硬件更新。TD510CN 的灵活性和模块叠加性以及可靠的合作伙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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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取得项目的成功的保证，这也将确保贵公司的投资。 

松下电器作为世界重要的电器制造商之一，它的产品及业务遍及 100 多个国家。

在中国，松下公司通过已经建立的一些合资企业来进行设计，开发，销售，维护全国各

地的产品。对于贵公司来讲，松下将进行系统的安装和人员的培训。同时可根据需要进

行当地或远程的系统维护。作为 TD510CN来说用户不需要在现场进行操作和维护，在

远程也同样可做到与在现场一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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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具 体 配 置 

    松下 KX-TD510CN 主机箱和扩展机箱的容量 

    机箱有三种组合方式： 

组合 1：1个主机箱独立工作 （即 1台 KX-TD510CN 机箱） 外线和分机

的总端口： 多 192 个（12 个自由插槽）

外线端口： 多 96 个（受分机端口数量影

响） 

分机端口： 多 192 个 

    （如果是模拟分机端口： 多 160 个）

    （如果是数字分机端口： 多 128 个）

 

组合 2： 

1 个主机箱和 1个扩展机箱 

 

（即 1个 KX-TD510CN 机箱 + 1 个

KX-TD530CN 机箱） 外线和分机的总端口：

多 384 个（26 个自由插槽） 

外线端口： 多 192 个（受分机端口数量

影响） 

分机端口： 多 384 个 

    （如果是模拟分机端口： 多 3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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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数字分机端口： 多 256 个）

 

组合 3： 

1 个主机箱和 2个扩展机箱 

 

（即 1个 KX-TD510CN 机箱 + 2 个

KX-TD530CN 机箱） 外线和分机的总端口：

多 512 个（40 个自由插槽） 

外线端口： 多 192 个（受分机端口数量

影响） 

分机端口： 多 448 个 

    （如果是模拟分机端口： 多 448 个）

    （如果是数字分机端口： 多 384 个）

 

 

 

第第55章章    系系统统安安装装环环境境  

      TD510CN 是采用 先进技术制造的，提供极高使用性能的通用通信设备，它 需

要与之相匹配的一定的操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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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求 

5.1.1  温度和湿度 

TD510CN 是设置于办公环境。某些温度和湿度的变化是要避免的。TD510CN 在正常环 境

下运行的温度为 15 °C～28°C，在这种环境下无需通风设备。 

TD510CN 在极端环境下运行的温度允许为 0 °C～40 °C，在这种环境下需要通风设备。 

在使用空调的情况下，建议的温度的范围为 18 °C～24°C 

为了防止形成凝聚，每小时温度的变化范围不超过 5 °C 

安放 TD510CN 房间内在正常环境下的湿度为 45％～80％ 

安放 TD510CN 房间内在极端环境下的湿度为 20％～80％ 

每小时湿度的变化范围不超过 10％ 

电源 

24 伏直流电(允许变化量为正负 10％) 

外部电源要求：AC220V 和蓄电池 

功耗 大：1400W 

TD510CN 系统金属机架必须接地。  

从安全方面考虑，门必须使用工具才能打开。  

供电部分包括供电接线柱、保险丝盒及电源指示灯。  

电缆通过机架的走线槽向后或向低部走线。  

可以通过顶部开口或两个风扇进行热风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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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干扰的防护 

对于所有的电子系统来讲都采用综合电路(例如：计算机 )，TD510CN 必须要具有防止

静电、电流下降和电涌的措施。TD510CN 好安装在抗静电的地板上并且远离高 压。

如果安装机器的房间内有高频机器(焊接设备、无线电发射机等等)，对于频率在 10MHz

到 200MHz 范围内，电场强度每米不能超过 1V。 

电话接地 

电话接地的质量(小于 3Ω )是以 TD510CN 一定的电话操作作为基本的参 数。  

2.机架尺寸及重量  

机 架 型 宽 高 深
主机柜 507 465 334
扩展柜 1 487 298 334
扩展柜 2 487 298 334

中央控制室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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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示意图中的尺寸包括 3 个 M3 机架 ，实际情况可能与此不同。在实际装机前，

会有本公司的工程师与用户商榷，根据用户机房的实际情况制定机房布置方案。该图仅

提供参考。  

培训计划 

5.1.2  培训要求 

本学习班要求熟悉计算机操作，具有一定外语基础的学员参加培训，我们培训的对

象是 TD510CN的机务员，通过培训达到以下要求： 

熟练进行话务员操作 

能在终端上进行用户性能的设置和取消 

掌握所学的系统管理命令 

掌握系统数据的恢复和备份 

简单掌握故障定位 

5.1.3  培训科目 

系统结构 

话务台操作 

数字话机简介  

用户性能 

系统管理命令  

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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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讲授内容 

系统结构 

了解系统性能 

掌握系统的框架结构、控制结构 

熟悉主要电路板的功能及相应指示灯的含义 

了解用户、中继电缆色谱 

掌握识读配线架图 

会连接远端维护 

掌握识读操作手册的部分内容 

话务台操作  

了解话务台组成 

掌握功能键用法及相应义 

熟练掌握应接内线呼叫 

熟练掌握呼叫内线 

熟练掌握应接外线呼叫 

熟练掌握呼叫外线 

熟练掌握转接外线呼叫 

熟练掌握给内线建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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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话机 

了解功能键用法及相应指示灯含义 

熟悉时间显示调节 

会调节振铃音量 

用户性能(要求：熟练运用用户性能) 

呼叫保持 

呼叫转移 

交替通话 

三方会议 

电话代接 

叫醒服务 

个人密码 

键盘锁定 

呼叫驻留 

转移呼叫 

灵活转移呼叫 

强插功能 

忙时自动回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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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铃转移功能 

系统管理 

掌握系统的开启顺序 

掌握终端参数设置 

熟练掌握查询系统号码资源使用情况 

熟练掌握启动用户性能的前后 管理 

熟练掌握查询系统中空闲设备号 

终端设备的管理 

熟练掌握用户性能的开发和取消 

中继组管理 

掌握中继组中继线的分配、删除 

时间管理 

掌握工作时间段、休息时间段的设置 

掌握节假日的设置 

了解经理秘书系统 

了解多功能话机 

熟悉运用呼叫类别对分机之间的呼叫进行限制 

熟练运用禁止类别对外线号码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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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位拨号的管理 

了解缩位拨号的设置与使用 

掌握系统数据的备份与恢复 

计费 

计费格式的设置 

外接计费系统的连接与使用 

5.1.5  授课方式 

讲授、实践和上机实习 

质量保证 

5.1.6  产品质量 

产品出库前，对其数量及品种检验合格，方能以备发货。 

5.1.7  服务质量 

    本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和每一位员工都重视产品质量，确保用户满意，并及时

提供所需服务。 

工程部受理一切用户申告，并与相关部门协作，积极采取纠正与预防措施，

尽快为用户解决问题。对每一用户申告以及处理均作记录，有质量部验证是否满

足用户要求。 

80％以上用户申告，24 小时内予以解决。 

由本公司负责维修的返修板，平均修复时限在 3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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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售后服务 

1.1.1  满意和信赖的交换 

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售前的信息咨询的问答、方案的研究，方案的确立、

售中的方案的再确立，售后的安装调试，培训，维护，维修等等。公司开设专门的技术

服务中心，提供 24小时远端热线服务，承 诺 书 

     我方自交换机割接之日起，提供为期一年的保修期 。在保修期内提供免费维护 。 

服务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4 小时热线服务 

    每周 7天，每天 24 小时技术热线支援。我方技术热线将免费向贵方提供技术咨询，

故障指导，疑难解答，远端维护等服务。 

 

维护工程师现场服务 

      现场服务，当有关方式(例如书面指导，电话指导，远端维护)均无法解决问题时，

我方工程技术人员将及时进行应急处理，以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 

 

系统定期维护检查 

      我公司维护人员将定期(30－60 天)与用户进行联系，包括现场检查走访或电话

访问了解实际使用情况，虚心听取意见与建议,提高服务质量。 

有限保修期内免收人工费和差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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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贵方交换机硬件出现故障时，我方可以为贵方提供维修 或更换材料. 

我方提供全国一体化服务,并提供 800 免费服务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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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八八篇篇    多多媒媒体体信信息息发发布布系系统统（（金金港港特特））  

第第11章章    LLEEDD 信信息息显显示示系系统统  

系统概述 

为满足三峡大酒店内部的动态管理信息网络应用的要求，在酒店大厅设置多处多媒

体信息发布系统，主要用于完成将所有的动态管理信息及时予以发布和发公众通告等信

息显示，即通过酒店中心计算机局域网将大屏幕电子显示终端与酒店信息管理系统可靠

的连接起来，为酒店的信息发布提供良好运行环境和支持。 

系统组成 

金港特 LED 信息显示系统由显示屏、控制计算机、DVI 显示卡、同步控制卡、数

据传输线、供电电源、外接设备及系统软件等组成。 

 显示屏以红、绿色发光二极管作为发光显示元件，与驱动电路、数据处理电路一起

组成显示单元模块，从而构成矩阵式的显示屏。相当于放大了的显示器。 

 控制计算机是显示屏的专用控制机，内插接 DVI显示卡、同步控 制卡，来实现对

显示屏的同步控制，用户可选择各种品牌机及兼容机。 

 DVI显示卡采用数字视频接口的 DVI显示卡作为 LED显示屏专用显示卡，具有比

传统的模拟显卡更加优越的性能。 

 同步控制卡既是同步数据采集发送卡，具有数据采集、 色调变换、非线性变换、

亮度调整等功能。 

 数据传输线使用抗干扰能力强的超 5 类双绞线（1 根 8 芯），保证数据在传输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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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外接设备根据用户要求，可外接其它设备，录像机、影碟机、摄像机、电视接收机

等，支持 NTSC、PAL、S_Video等多种制式。如计算机配置声卡，外接功放音

箱，可实现音频信号的输出。 

 供电电源经稳压后，按额定的负载情况，均 地分接到显示屏的各 个区域，为 LED

显示屏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 

 系统软件提供 LED播放专用软件或 powerpoint视频播放软件，并承接其它特殊

要求的软件。 

系统功能 

该系统具备如下功能：  

 可实现 1024x768显示模式：以计算机为处理控制中心，电子屏幕与 电脑显示器

(VGA)窗口某一区域逐点对应，显示内容实时同步，屏幕映射位置可调，并可方

便随意地选择显示画面的大小。  

 真 256级灰度：显示点阵采用超高亮度 LED发光管(红、绿双基色)，实现真正的

256级灰度，颜色变化组合 65536种，色彩丰富逼真，红  绿颜色单色浓度可

调。  

 扫描场频大于 200赫兹：使用帧扫描频率 200HZ以上，有很好的视觉效果，人肉

眼几乎看不出扫描线。  

 软件实现伽玛调整:实现了无灰度级损失的校正设计。伽玛校正后仍然保持每基色

256 级灰度，使图像的色彩柔和、逼真,较好地重现图像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并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智能化系统方案 第 1章  LED 信息显示系统

 

  

中安保实业有限公司 www.cspbj.com - 94 - 
 

且其校正参数可由用户自由选择，轻松地实现各种灰度级调节和亮度控制功能。

使 LED屏在各种环境光线下能呈现出 佳显示效果。  

 先进完善的节目制作及播放软件：配备先进、完善的控制、制作和播放软件，易学

易 用专用程序，所见即所得编辑界面，并具备远程 控制能力，便于非电脑专

业人员快速掌握，熟练操作。配备的图文 信息及三维动画播放软件，可播放高

质量的图文信息及三维动画，播放软件的显示方式有覆盖、合拢、开帘、色彩交

替、放大、缩小等十多种形式。节目编辑制作软件,可通过键盘、鼠标、扫描仪

等不同的输入手段编辑、增加、删除和修改文字、图形、图像等信息。  

 可以接收显示视频信号：如录像机、影碟机、电视机等视频信号。  

 系统设计高集成度：系统设计先进、合理，显示效果稳定，安装维护方便。  

 具备计算机开关机自动黑屏功能：通过软件处理，避免了计算机开关机时，显示界

面的杂乱无章。使显示屏处于黑屏状态，提高了显示屏的使用寿命。 

技术指标 

序号 项 目 Φ3.7mm 

1 发光管形状 园形 3.7mm 

2 发光管中心距 4.7mm 

3 发光管构成 1 红色+1 绿色 

4 单元板解析度 64 点×32 点 

5 单元板尺寸 305mm×15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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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Φ3.7mm 

6 分辨率 44000 点/㎡ 

7 可视距离 2-20M 

8 每平方米功耗 300W/㎡ 

9 驱动方式 1/16 动态扫描 

10 屏幕寿命 ＞10 万小时 

11 帧扫描频率 ＞200 帧 

12 通讯距离 100M 内 

13 供电要求 AC 220V，或 380V 三项四线 

14 系统环境要求 -20℃~+45℃ 35%~95%RH 

15 整屏失控点 低于万分之一 

16 视角 水平±80 度 

17 发光亮度 大于 600cd/㎡ 

18 每平方米重量 25Kg/㎡ 

LED条形电子显示屏 

1.1.1  功能： 

 金港特 LED 显示屏采用红外线遥控输入各种文字信息，也可采用计算机 RS-232

接口输入各种文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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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信息具有掉电保护功能，断电后所有显示内容保持不变。内部设置断电保护 

1.1.2  规格 

 一行 10字，尺寸：803×116×50 

LED信息显示系统组成示意图： 

 

 

 

第第22章章    信信息息发发布布系系统统设设备备清清单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及说明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显示屏 

Φ3.7 双基色条屏 1行 12 汉字，含显

示控制板,开关电源 条 3 ￥2,3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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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卡 显示屏专用控制卡 块 3 赠送

3 

专用通讯线及

转换 专用串口数据传输线 米 若干 赠送

4 制作发布软件 LED 专用软件 套 1 赠送

5 

屏体框架及装

饰 铝合金结构 套 1 赠送

6 控制电脑 P4/256M/80G/17” 套 1 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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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九九篇篇    综综合合布布线线系系统统（（AAVVAAYYAA））  

第第11章章    综综合合布布线线系系统统需需求求分分析析  

现代化通讯发展的需要 

传统的建筑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各行各业的要求，特别是国际化产业中的用户对系统

性的信息服务的需求。通信技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媒介，而智能大厦技术的核心正是通

讯技术。  

计算机和通信工业朝着世界性的标准化和通信设施的网络化方向发展，出现了大范

围的网络互联和世界性的信息网络系统，如 LAN，WAN，Internet等兴起。 

计算机和通信工业朝着系统集成的方向发展，人们对通信的要求不再是单一的话音

或数据的传递，而综合信息，多媒体的传输对网络系统的带宽提出更高的要求，综合业

务数字网和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的发展表明，要把尽可能多的通信，计算机功能集成到

一个单一的系统，要把所有的业务，包括话音、数据和图像都转换成数字形式进行统一

处理。 

高速非屏蔽双绞线及光纤技术引入广域和局部通讯网，包括局部用户回路和办公室

大厦等。使个人通信及办公通信实现高速化大容量化。 

通讯技术的发展是非常迅速，要以强而有力的通讯系统作为大厦信息化和智能化的

核心。可行的办法是既满足目前的需求又要考虑到将来的需求，考虑到不同的社会文化

背景。提出适度的目标，并利用智能布线提高系统的灵活性，综合性，开放性来满足新

时代的每一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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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运作费用及经济效益的需要 

1.1.1  大楼初期安装费用的降低 

在传统大楼设计的早期阶段，就应该有房地产发展商，用户和通信设计人员共同参

加，并要提前一段时间去设计方案，去选择设备供应商，还要给设备供应商一段时间才

能完成设备的选购；同时，要想在短时间内解决因各种技术方案和用户需求客观上必然

会有不确定性，易变性所带来的复杂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智能大厦的结构化布线系统是一个性能优良的系统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可以

提供任何类型的大厦信息处理业务，使整个建筑项目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通用性；同时，

这又是以良好的性能价格比和非常迅速的方式来实现的。根据朗讯科技的设计经验，对

所有系统共用一个配线网络来完成的大厦，其 突出和 主要的优点是初始安装费用大

体可减少约１５～３０％ 

1.1.2  大楼的投资保护（保值） 

建造一个大厦，特别是现代化的大厦，往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包括建筑结构和内

部所有设施的费用。因此大厦内的任何投资都值得花 大的努力去保护它的可用性。智

能大厦结构化布线系统和所有类型的“建筑系统”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在现在和将来保

护对大厦的投资。 

用智能大厦结构化布线系统以后，在十五年到二十年生命周期内，所有的大厦业务

都可以用同一布线网络连接起来，即使是生命周期较短的业务，由于用开放式系统结构，

当新的技术和设备变得实用时，可以给相对老的设备和系统提供必要的升级途径，而且

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 

总之，装有智能大厦结构化布线系统的大厦比使用传统建筑概念的对手有更好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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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使该大厦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一直保持这种竞争优势。 

大楼管理及运行费用的降低 

智能大厦结构化布线系统可以为建筑者和大楼管理人员提供一套工具，使工作人员

因位置变动，业务变更（增加，移动或改变）而带来的大规模修建费用保持在 低。末

端用户的业务请求，如电话机，微机等设备的重新布局，或要增加额外的办公室功能等，

都易于在建筑期间和大厦的生命周期完成，不必重新设计网络或使用附加配线，并保证

以 低的成本对用户的需求做出 快的反应。同时还可以从对用户请求能做出几乎立即

的反应中取得好处。而在传统的大厦里，这种类型的变化通常需要几个星期。 

管理中心大楼作为新世纪的办公大楼，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其信息化系统

建设必须处在领先地位，才能保证大楼的高效运作，要想建立一个高效的信息网络，必

须有一套完整的高品质网络布线系统，采用传统的布线方式将难以满足以上要求。针对

用户需求和本布线工程性质，采用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开发和研制的建筑物与建

筑群结构化综合布线系统 SYSTIMAXSCS， 这是一套针对宽带综合数字业务网

(B-ISDN)需求而特别设计的配线系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部颁布线标准“大

楼通信综合布线系统规范”，并早在1986年就通过了北美电子通讯标准协会(TIA/EIA 

568-A)的认证，一经推入市场便立即获得了全球广泛的响应。AVAYA公司 SYSTIMAX 

SCS是一个端对端的全套布线解决方案，所有产品都是由 AVAYA科技公司独家研发、

生产，而没有任何一种产品是与其他厂家 OEM 生产的，这样就能充分保证的产品性能

的完整性和优良的匹配性，这一点在六类布线系统尤其重要。 

我公司按照大楼综合布线系统的需求，本着一切从用户出发的原则，根据我方多年

来的丰富经验及对本工程的深入理解，作出了技术配置方案，本份方案是多模光缆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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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铜缆干线，水平全六类的配置解决方案，满足千兆到桌面的通信需求。 

第第22章章    综综合合布布线线系系统统设设计计依依据据及及目目标标  

设计依据 

美国国家规范与国家安全规范 

BS800 , EN55014  无线电干扰极限 

BS1433－用于的铜缆 

BS2757，IEC8－绝缘材料的分类 

BS7430-接地 

BS7671  房屋装置的接线法规 

CCITT 

美国 UL实验室批准的列表 

EIA/TIA568B及 569标准 

ISO/IEC DIS 11801建筑及建筑群结构化综合布线系统国际标准 

中国 CECS72：97《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中国通信行业标准 YD/T926.1(2)-1997《大楼通信综合布线系统》 

中国民用建筑设计规范（JGJ/T16-92） 

AVAYA科技 SYSTIMAX SCS GigaSPEED工程设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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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标 

三峡大酒店共 12 个楼层，根据建设一个高速传输语音、数据和图像的布线系统需

求进行分析，结合大楼结构以及各种技术规范、标准，充分考虑目前的需要和今后发展。

进行全面综合的设计。 

本设计满足: 

先进性—适应未来 10年左右网络技术的应用发展 

开放性—充分满足用户对网络通信系统的要求 

灵活性—适应正常变动的需要 

合理性—合理的确定系统的配置，即考虑今后应用的需要，也考虑成本，使之 为

经济合理。 

第第33章章    综综合合布布线线系系统统设设备备选选型型  

AVAYA SYSTIMAX 产品系列介绍 

3.1.1  GigaSPEED六类布线系统的功能与特点 

众所周知，1991年以来，个人电脑（PC）的运算能力，正以平均每十六个月翻一

番的速度增长，为了保证 终的网络应用可以持久地提供高性能服务，建设一个坚实的

基础平台是首要的第一步。而每一种网络，从低速传统以太网、到高速 ATM、千兆网，

都离不开 基础的信息传输平台－－综合布线系统。 

作为全球 大的布线供应商－－AVAYA (前身为 Lucent Technologies 企业

网络集团 )，推出的全 系 列 GigaSPEED六类布线解决方案，将会使您在构建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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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时候，提供更多的选择性、 更高的可靠性和更大的设计自由度。 

AVAYA 推出的 GigaSPEED 解决方案包括 1071 系列和 1081 系列两种。其中 71

系列采用紧凑的圆形设计方式；81 系列内部采用十字形骨架增强设计方式，通过贝尔

实验室专利设计的扭绞方案和专业化生产赋予电缆极高的平衡性能， 大限度降低电缆

所受噪声干扰。因此，使用户的网络可以更加平稳地运行更高带宽的应用。自从 97年

推出以来，71系列作为 GigaSPEED解决方案的代表，已经成为六类系统的标准蓝本，

当用户需求更高的系统性能时，1081超六类解决方案将是业内领先的铜缆解决方案。 

从 AT&T开始，经过 Lucent Technologies，到现在的 AVAYA，依靠贝尔实验

室的强大研发能力，SYSTIMAX SCS 结构化网联方案始终是业内领先的布线系统，近

十年来，数以百万计的用户网络依托我们的布线平台在平稳的运行。 

1980  我们提出了革命性的“非屏蔽双绞线系统”（UTP），推动了 EIA/TIA 和

ISO/IEC等标准化组织制定了布线的国际标准 

1991  我们开发了 High – 5系列电缆，成为 Catgory 5标准的基础 

1996  我们开发了 PowerSUM 1061 系列电缆，继续推动 Catgory 5E标准的

制定 

1997  随千兆以太网的出现，我们在业内首家引入 GigaSPEED 1071 系列铜缆

以支持千兆级别的应用，为日后 Catgory 6标准的建立奠定基础 

2000  我们又一次推出了新一代 GigaSPEED 1081 系列铜缆系统，成为超越六

类标准的新型布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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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六类系统－－1081系列 （附图） 

性能远高于 TIA/EIA、ISO/IEC拟议中的六类/E级布线标准（草案七），线对串

扰及 PowerSUM串扰超过标准 10dB 

创新的扁平型电缆设计 

实际 ACR（串扰衰减比率）达到 444MHz 

厂家提供二十年质量及应用保证 

2）全系列接插件 （附图） 

布线系统的良好传输性能需要通过完整的信道模式来验证，因此，关注端到端信道

特性将会使您成为一个专业的用户，从而保证您的系统达到 佳的传输特性。在我们关

注电缆性能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还需要一组完整的接插件来配

合。除了 1071和 1081电缆，我们还提供同样优秀的模块、配线架和跳线，以组成您

梦寐以求的 佳系统。 

MGS300信息模块 

PM2160及 1100GS2模块化配线架 

D8CM快捷跳线 

110 VisiPATCH配线架 

3）GigaSPEED系统支持的主要应用 

550MHz 77频道宽带 CATV 

1.2 Gbps ATM （标准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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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Base-T千兆以太网 

622 Mbps  64－CAP ATM 

270 Mbps 数字视频 

AES/EBU 数字音频 

155 Mbps ATM 

100Base-T快速以太网 

16 Mbps 令牌环网 

10 Base-T以太网 

RS485/RS422/RS232/Modem 

ISDN 

T1 

Switched – 56 

模拟电话/Fax 

模拟基带视频/音频 

1071系列/1081系列性能参数图表（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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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OptiSPEED/LazrSPEED光纤系统解决方案 

AVAYA公司是发明和研制光纤，光缆和激光器元件的光通信先驱之一，于七十年代

末首家将光纤用于商业通信的公司。今天，AVAYA 公司开发及研制了一系列得到广泛

应用的光缆产品，包括著名的 OptiSPEED 及 LazrSPEED 光缆系列。同时，AVAYA

公司也是世界 大的光纤光缆全系列产品的供应商。 

与其它厂家所不同的是，AVAYA公司具有设计，制造及测试端对端光纤通道能力的

厂家之一。SYSTIMAX结构化网联解决方案可提供高达万兆比/公里传输速率的 先进

的网络连接方案；AVAYA 公司还研制了直径 1.66mm 的光纤跳线系列，以及只有 ST

头一半尺寸且衰减只有 0.1dB的 LC光纤接头,从而可以 大限度地利用安装空间，该

技术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AVAYA 公司同时生产全系列用于端接及保护安装盒的光缆

配件系列，包括连接头、端接工具、LGX 及 LIU 接头安装盒、无源光纤元件、测试仪

器等；同时还包括光缆 Fiber Grafix 网络设计等软件产品系列。AVAYA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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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YIMAX 使用玻璃光纤，包含一个锗芯和硅包层，每一根光纤用双层结构的外皮，

D-LUX100加以保护，它衬垫光纤以防止微小弯曲的损失，防止磨损并保持机械强度。

SYSTIMAX 光纤分为多模和单模，因为不同光波传播的速度不同，光波发散在系统的

远距离传输中将导致损耗和增加距离限制，为了避免这一问题，SYSTIMAX 光纤电缆

还有一种非一致性折射率的纤芯，称为渐变折射率型，纤芯的折射率在中心 大，逐渐

地向边缘减少，从而增加了频带宽度，因为离中心越远的光走的距离越远，但比中心处

的光速度快，因此能够同时达到一点。 

1. SYSTIMAX光缆系列 

室内光缆系列： 

ACCUMAX 光缆系列：为增强型建筑内光缆，有 1-72 芯选择及阻燃，非阻燃，低

烟零卤型外皮可选。 

AccuRibbon带状干线光缆：由含 12根光纤的纤带组

成 12至 216芯光缆。 

高品质承重建筑光缆（HDBCS）系列：为 12芯光缆。 

复合光缆：1090\1290光纤铜缆复合系列 

LightPack：至多八束光纤，每束含 多 12芯由带颜色号码的纱线扎成一组。 

AccuRibbon：为小直径多束光缆，一个带状排列含 12根平行光纤。 

总之，SYSTIMAX室内光缆的选择有两种：AccuRibbon

带状干线光缆（FLX 型）及 ACCUMAX 系列，用于垂直干线

和水平子系统。而室风光缆的选择取决于安装的场合及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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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的考虑。用于楼与楼之间的管道铺设、直埋和架空使用的室外光缆填满了相应的复

合的物，以防环境造成的影响，如潮湿等。而高密度的乙烯外套加上增强的钢丝或玻璃

纤维提供额外的强度。另外，室外光缆中，LIGHTPACK系列用于少于 96芯光纤场合；

而 AccuRibbon应用于更高数目光纤的场合。SYSTIMAX光缆还有阻燃型，低烟零卤

阻燃型及一般型设计，以满足用户对于电气防火的需要，并符合美国国家电气规程

（NEC）这一国际上 广为应用的电气安全标准。 

室外光缆系列： 

高质量保护层设计，满足管道铺设、直埋、架空等不同的安装方式的技术要求。 

LXE非铠装光纤快速引导保护层 

LXE金属防护层 

LXE 绝缘防护层，防雷型，防酸型， 使用玻璃纤维增

强组织的网层绝缘护套 

2. SYSTIMAX光纤连接器 

1997 年推出的高密度 LC 连接器解决方案，使光纤要求的面板和设备空间降低了

50%，同时使信道损耗降低了 50%（仅为 0.1dB） 

连接线和软跳线：分别有单芯，双芯，四芯阻燃，非阻燃型及 SC，ST，FC， LC

连接头等可选。                                 

3. SYSTIMAX OptiSPEED光纤配线架 

4. 增强型 OptiSPEED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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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YA 公司 新的千兆位以太网光纤布线解决方案——SYSTIMAX SCS 

OptiSPEED PLUS。OPtiSPEED PLUS 扩展了千兆位光纤以太网的传输距离多达一

位，支持信道长度右达 600米（国际标准 IEEE规定仅为 220米），同时信道可支持 6

个光纤连接头，是目前业界 先进的千兆位以太网光纤布线解决方案。 

OptiSPEED PLUS 采用的基于业界标准的 62.5 微米多模光纤应用，支持

1000BASE-SX及 1000BASE-LX的传输距离均达到 600米。其中 1000BASE-SX由

标准规定的 300米扩展到 600米，1000BASE-LX则没有了标准要求的跳线模式调整

的限制。 

AVAYA公司 OptiSPEED PLUS支持的光纤千兆位以太网的传输距离 

OptiSPEED PLUS 提供端对端性能保证。信道越长，所需的连接器越多，线缆及

连接器的性能对信道性能都非常关键，其中的任何一个器件性能不良都会影响到整个信

道，甚至把整个信道的性能降为不可接受的水平。所以衡量一个信道的性能，不仅要看

信道支持的长度，还要看该信道支持的连接器数目。OptiSPEED PLUS中的光缆和连

接器性能都非常优越，并且匹配得非常好。OptiSPEED PULS传输距离达 600米，连

接器可达 5 个，提供端到端的性能保证，对于只用到少数连接器的用户也留有很大带

宽性能余量。而由不同厂商各自生产的光缆和连接头组成的信道极有可能得不到可靠的

性能保证。 

AVAYA公司解决方案的保用计划 

我们深信，AVAYA 公司（Lucent Technologies）综合布线系统提供给客户的

长期保用计划是世界上 完美， 可靠的系统保证之一！因为 AVAYA公司是全球 大

的通信系统公司，同时也是世界上 大的综合布线供应商，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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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年销售额及固定资产均超过 200亿美元。可见也是 高信誉级的世界级公司。 

UL 是一家产品性能测试机构，也专门负责各类电缆及光纤的性能测试。其指标则

分二个等级，一个是 UL 鉴定标准(certified)，是指各厂家经过挑选的产品送 UL

进行产品检测；另一个则为 UL追踪检测计划（vertified），是指在前者的基础上，

由 UL 在市场上不断的进行随意的产品抽测，以便跟进监督产品质量。只有参加 UL 追

踪检测计划的厂家才有资格在其产品上印上（UL Certified\Verrified）的字样。

AVAYA公司是 ULLAN产品系列追踪检测计划的参与者之一！ 

凡经 AVAYA公司认可的系统集成商（SI），增值代理商（VAR），并按“AVAYA公

司综合布线系统设计规范”进行设计，且持有 AVAYA 公司综合布线系统设计与工程

（D&E）及施工与维护（I&M）证书的公司实施的 AVAYA 公司 STSTIMAX综合布线系

统工程，经 AVAYA公司测试及验收之后，均可获得 AVAYA公司颁发的 GigaSPEED系

统二十年产品质量及系统应用保证书。 

AVAYA公司二十年产品质量及系统应用保证包括： 

 二十年产品质量保证 

 二十年系统应用保证 

 EMC电磁兼容性保证 

 PowerSum系统支持 622Mbps ATM应用 

 GigaSPEED系统支持 1000Base-Tey 1.2GbpssATM应用（20年） 

AVAYA公司的系统及应用保证是从施工验收之日起，保证系统二十年内达到或超过

国际布线标准的要求，包括 ANSI，TIA，EIA，ISO，IEEE，ATM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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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CISPR,CAS及 ITUT等多个国际标准组织制定标准。若不幸您的系统出现不良现

象，AVAYA 公司将免费为用户修理或更换不良产品，甚至还将支付相关的劳务及人工

费用。 

第第44章章    综综合合布布线线系系统统设设计计方方案案说说明明  

综合布线系统本身具有很高的兼容性，根据用户要求，本方案主要综合话音传输系

统及数据传输系统。整个布线系统由工作区子系统，水平干线子系统，管理子系统，主

干子系统等四个子系统构成。方案设计充分考虑了高度的可靠性、先进性、灵活性、可

扩充性、易管理性及性能价格比高等优点。 

水平子系统(Horizontal) 

水平子系统为将主干线延伸至各个工作区信息

插座的布线部分，由主干与信息插座间的电缆组成。

采用 1081004ASL六类 4对UTP缆敷设到每个信息

点，具有很高设备冗余，从而使系统具有很高的可扩

充性，需要时中间可以配备光纤。 

本方案根据 TIA/EIA568-A 的水平线独立应用原则，水平子系 统采用 AVAYA

全六 类 1081004ASL 铜缆，故铜缆总信息点数 1082 点；铜缆信息点为全六类

GigaSPEED配置，此种配置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既考虑到经济性又兼顾到将来的

网络发展需求。每个信息点能够灵活应用，可随时转换接

插电话、微机或数据终端，并可随着用户的进一步应用需

求，通过相应适配器或转换设备，满足门禁系统、视频监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智能化系统方案 第 4章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方案说明

 

  

中安保实业有限公司 www.cspbj.com - 112 - 
 

控(CCTV)，VHF 宽带视频信号的有线电视(CATV)，以及多媒体会议电视等系统的传

输应用。 

4.1.1  水平铜缆选型 

数据和语音的水平铜缆采用 GigaSPEED 型 1081004ASL 型四对双绞线。所选铜

缆 1081004ASL具有优异的平衡性和串音衰减特性使其应用在更广泛的环境，可支持

从低速到高速信号的传输，包括模拟话音、数字话音、监控信号、VHF\UHF 频道的

550MHZ的有线电视应用、10Mbps、100Mbps、155MMbps、 622Mbps、1000 Mbps。

GigaSPEED 同时与 AVAYA 科技的超五类 Power Sum 组件完全兼 容。良好的工 艺

设计令其在安装时非常快捷简易。同 时具有极高的 抗 电 磁干 扰性(EMC)和很高的

备用冗余，使系统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及 灵活 性。配线间内接线端子与信息插座之间均

为点到点端接，任何改变布线系统的操作(如增减用户、用户地址改变等)都不影响整

个系统的运行，增减用户只需在 IDF 做必要的跳线即可，使系统具有极强的灵活性，

可扩展性，实为系统线路故障检修提供极大方便及安全可靠。 

水平铜缆计算方法如下：(该方法根据 AVAYA科技 SYSTIMAX GigaSPEED  工程

设计手册) 

水平线平均距离=( 远点距离+ 近点距离)/2*1.1+端接余量(米) 

每个子配线间所需铜缆的箱数=ＲＯＵＮＤ（子管理间所管理的铜缆信息点数＊水

平线平均距离／305米）+1 

注：端接余量均取 1.5米，一条线两端共取 3米 

在本方案中从初步估量，各层信息点距楼层分配线间的平均距离约为 60米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智能化系统方案 第 4章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方案说明

 

  

中安保实业有限公司 www.cspbj.com - 113 - 
 

按 260个信息点计算，全部所需六类线缆箱数为： 

箱数＝ＲＯＵＮＤ（260＊60／３０５）＋１＝53箱 

管理中心大楼共需 1071004CSL六类线缆 53箱 

4.1.2  线缆路由设计 

建筑物的天花板间安装金属线槽，进入工作

区时，从线槽引出 PVC管，以埋入方式沿墙壁而

下（或上）到各个信息点。 

采用走吊顶的轻型装配式槽形电缆桥架的方案。这种方式适用于大型建筑物，为水

平线系统提供机械保护和支持。 

装配式槽形电缆桥架是一种闭合式的金属托架，安装在吊顶内，从弱电井引向各个

设有信息点的房间。再由预埋在墙内的不同规格的铁管，将线路引到墙上的暗装铁盒内。 

线槽的材料为冷轧合金板，表面可进行相应处理，如镀锌、喷塑、烤漆等。线槽可

以根据情况选用不同的规格。为保证线缆的转弯半径，线槽须配以相应规格的分支辅件，

以提供线路路由的弯转自如。 

同时为确保线路的安全，应使槽体有良好的接地端。金属线槽、金属软管、电缆桥

架及各分配线箱均需整体连接，然后接地。如果不能确定信息出口的准确位置，拉线时

可先将线缆盘在吊顶内的出线口，待具体位置确定后，再引到各信息出口。 

4.1.3  施工说明 

在一个开放环境安装水平线时，至少应离开荧光灯 5英尺(120mm) 

线槽

G20 或

G25 管

暗装铁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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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X
主机房

配线架

配线架

粗钢筋

大对数电缆
或光纤

竖

井

HOST

同时保证水平线缆的长度不超过 90 米。水平子系统传输线缆由同一金属线槽引向

用户区，详细做法见施工蓝图。 

在施工工程中，遵照 EIA/TIA-569标准规定保持与电力线一定 的间距，如下表： 

EIA/TIA-569推荐通讯线与电力线间距 

电力线小于 480V 的情况下 小间隔距离 

 <2kvA 2-5kvA >5kvA 

开放的或非金属的通讯线槽

与非屏蔽的电力线间距 

127mm 305mm 610mm 

接地的金属通讯线槽与非屏

蔽的电力线间距 

64mm 152mm 305mm 

接地的金属通讯线槽与封密

在接地金属导管的电力线 

 76mm 152mm 

主干子系统(Backbone) 

垂直主干线系统由连接主设备间与各管理子

系统之间的室内干线电缆构成。 

4.1.4  主干线缆选型 

 语音垂直主干 

所有语音干线采用１０１０１００ＡＧＹ三类大对数双绞线，由主机房配线架向各

个楼层子配线间作星形敷设。 10100线缆支持各类语音的应用，包括数字话机、模拟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智能化系统方案 第 4章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方案说明

 

  

中安保实业有限公司 www.cspbj.com - 115 - 
 

话机、ISDN话机、传真机等，并通过跳线管理可灵活配置楼内低速数据网络、语音网

络及电信局远程通道等，也可以支持高速网络应用，方便语音与数据互换。 

按本次要求，具体规划如下： 

每层按 1条 100对铜缆分配，本方案垂直主干铜缆数量计算方法如下： 

Ｌ＝主机房到主机房所在楼层弱电井的距离（米） 

Ｆ＝楼层高度 

Ｍ＝分配线间到分配线间所在楼层弱电井的距离 

Ｓ＝分配线间所在楼层与主配线间所在楼层的层数差 

垂直主干电缆长度＝（Ｌ＋Ｆ＊Ｓ＋Ｍ）＊1.1＋余量 

注：余量视分配线间和主机房面积大小而定，所留余量需能覆盖到房间的 远点，

以便今后机柜位置调整等需要，根据设计院提供的平面图的尺寸估算，余量取１０米可

保证满足需求。 

参照平面图尺寸，管理中心大楼垂直主干铜缆所需数量计算如下： 

按照上列的公式计算，铜缆条数为 16 条， 短距离主机房约为 40 米， 长距离

主机房约为 120米，则主干铜缆总长度约为（70+180）/2*8=1000米 

管理中心大楼语音垂直主干大对数铜缆总需求量约为：1000米 

注：若电信接入定在电脑主机房配线间，则电信的大对数接入电缆可直接端接在主

机房的配线架上，若电信接入不在电脑主机房配线间，则还需从电信接入处到电脑主机

房配线间敷设大对数电信电缆才能实现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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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缆
水平线缆

干缆
水平线缆

 数据光缆垂直(室内光缆)主干 

由主机房配线间向各个子配线间星形敷设 1条６芯多模光纤。可提供高品质数据传

输通道。采用 AVAYA公司的 OptiSPEED 支持的千兆位以太网的ＬＧＢＣＸ系列多模

室内光缆，具有比国际标准更为优良的性能表现，且整个信道支持的光纤连接头达到 6

个。 

  采用光纤作为传输介质具有：支持距离长，频带宽、通信容量大、不受电磁干扰

和静电干扰的影响、在同一根光缆中，邻近各根光纤之间几乎没有串扰、保密性好、线

径细、体积小、重量轻、衰耗小、误码率低等优点，大大提高网络可靠性，同时使系统

具备极高的升级能力，可支持目前及将来 先进的网络技术如 FDDI、ATM,100BaseT

及 1000Base-T等。虽然目前一些具有光口的网络设备价格略高，但 新的高品质网

络设备无一例外的具备光纤端口，而不论用户选用哪种介质；并且光纤这种介质的主要

原料是地球上储量极为便宜的石英，它又具有其它介质无法比拟的优点，因此必要将发

展成为今后 主要的传输介质，而与其相应的各种设备必将在近几年内得到高速发展，

价格也将随之大幅降低。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大厦，如果其数据传输不采用光纤作为干线，

将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数据垂直主干光缆数量的计算方法与大

对数主干铜缆的计算方法相同，因光缆不易做

接头，因此每条光缆比铜缆多预留 6 米的长

度， 

管理中心大楼所需６芯室内光缆所需总长度约为：（80+170）/2*1+60=106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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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子系统(Administration) 

管理子系统设置在配线设备的房间内。管理子系统由配线间的配线硬件、网络设备

等组成。管理子系统提供了与其它子系统连接的手段，调整管理子系统配线架的交接使

得有可能安排或重新安排线路路由，所以说只需调整子系统的交接，就可以管理整个用

户终端，达到实现内外网物理分离的要求，从而实现了综合布线的灵活性。 

管理水平子配线架采用 24 口六类模块式配线架 PM2151B-24GS 来管理所有水平

铜缆信息点，语音垂直主干采用 100 对快接式铜缆配线架 110DW2-100 管理。 光纤

采用 24 芯光纤配 线架 600B2 进行管理，每个 600B2 配备 24ST 或ＳＣ面板时可以

端接 24 芯光纤。在各个子配线间采用标准 19 英寸机柜式安装所有的配线架及相应的

网络设备。 

4.1.5  管理设备选型 

 配线架选型 

水平铜缆配线架：PM2151B-24GS 

水平六类铜缆的管理均采用24口模块式六类配线

架 PM2151B-24GS 来管理。该 配线 硬件 精巧的模

块化设计，确保其性能，可靠性、兼容性以及快捷，简易的安装等特点 GigaSPEED独

特的旋转配线模块(DMS)设计，确保了快捷简易的安装及正面和背面的接入安装可选。 

为简化管理而设计的内设跳线和电缆走线架，及色码标签和图标。 

语音垂直主干配线架： 110DW2-100 

而采用 100对 110型六类配线架 110DW2-100连接语音垂直主 干(三类 50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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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铜缆),按每个语音点配 2对垂直主干线缆，110DW2-100并配有相应的线路管理

单元 110B3。 110DW双绞线配线架管理 垂直干 线铜缆系统，具有高密度、结构紧凑，

性能价格比好等优点。配上六类 110GS 跳线达到 GigaSPEED 的性能要求。方便以后

的语音与数据在管理间的互换，110DW配置干线及水平语音信息点应用的灵活性 大。

110DW-100对铜缆配线架可以安装在 19英寸的 42U机柜上 ，并配有 110B3作为跳

线的管理。采用跳线来把语音垂直主干配线架(白区)同语音水平配线架(蓝区)连接起

来，根据需要可将水平干线分别跳接到不同的垂直干线系统上，使系统具有很高的灵活

性及经济性。 

各楼层：27Ｕ机柜 1套，共计 16套 

 标签 

按ＥＩＡ／ＴＩＡ－６０６标准，配线架上有明显颜色区分水平数据信息点(白

色)、水平语音信息点(橙色)，主干语音点(白色)，标签为打印机或打字机打印。 

4.1.6  扩充性说明 

本方案设计中所选的配线架按照以上算法均有合理数量的端口以方便将来的扩充。 

4.1.7  容错性说明 

综合布线系统由于采用一种星形的结构，具有很强的容错性，其中一条线路的故障

不会影响到其它线路。 

工作区子系统(Work Location) 

工作区子系统由连接终端设备到信息出口的导线组成。包括连接所需的各种软导线

及连接器，从终端设备的接口卡到各信息出口。带有 RJ45插头的模块化连接软导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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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行终端设备和信息出口间的连接。本方案数据采用六类跳线。 

4.1.8  工作区设备选型 

 工作区跳线 

数据跳线采用 AVAYA 公司原厂六类成品跳

线 D8CM，性能稳定。按各个工作区的区域大小，采用 7英尺长或 5英尺长的跳线。墙

座采用７英尺长跳线，地插座均采用５英尺六类跳线。 

数据跳线按数据点 1:1比例配用 GigaSPEED六类跳线 D8CM(可选)，连接到信息

插座。D8CM是一种高性能的六类跳线，适用于可靠的数据传输且多变动的环境要求。

经精心设计及过硬的生产流程令 GigaSPEED 六类快接跳线系列均有完美无缺的阻抗

匹配性能，从而具有 小的反射信号及显著的传输性能。而语音采用现场端接语音跳线

方式。 

语音跳线则采用普通电话跳线，一般是话机自带，本方案不考虑。 

 工作区信息模块 

数据、语音的信息插座均采用 MGS200BH-262 六类信息插座 (CAT6)，

MGS200BH-262 按国际标准生产，模块化设计令其特别适合安装在通信标准机柜或信

息插座接线盒内，MGS200BH-262 与固定的 GigaSPEED 水平线缆配合时，有极好的

特性，能够满足高速数据及语音信号的传输，传输参数可测试到 250MHz。可任选 90

度(垂直)或 45 度(斜角)安装方式，而无需特别面板。多种颜色选择和标签有助于快

捷、准确及方便地安装。MGS300新设计的 后侧面盖板可防止 脏污，确保连接安全可

靠,更宽的分线走道以便端接安装时更灵活，更方便。MGS200BH-262 具有向后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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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等特点, 接口形式全部为 RJ45,符合 TIA /EIA 568-A 标准，并与现行电话系统

RJ11 型 接口兼容,可随时转换接插 电话、微机或数据终端。本方案中采用国标防尘

双孔面板安装 MGS200BH-262。                         

为方便识别和管理，按ＥＩＡ／ＴＩＡ－６０６标准采用不同颜色的信息模块来区

分语音和数据点。数据点采用白色的六类信息模块 MGS300BH-262, 语音点采用橙色

的六类信息模块。 

根据招标技术要求，白色六类模块为 130个，橙色六类模块为 130个。 

 工作区面板 

采用８６型白色双口面板，并具有防尘装置。部分区域（如行领导办公室等可采用

双口铜质防水地插面板 

4.1.9  安装说明 

铜缆六类信息插座大部分为墙面暗装(特

殊应用环境可考虑吊顶内、地面或明装方式)

底边距地 30 厘米。为使用方便，要求每组信

息插座附近配备 220V 电源插座，以便为数据

设备供电，根据标准建议安装位置距信息座不

小于 10厘米。RJ45埋入式信息插座与其旁边电源插座应保持 20cm的距离。 

设备间子系统(Equipment) 

设备间布线子系统是安装进出线设备，进行综合布线及其应用系统管理和维护的场

所。设备间可放置综合布线的进出线配线硬件及语音、数据、图像、楼宇控制等应用系

 

信息插座

G20 铁管 

20 cm 

电源插座 

地面
3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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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设备。 

4.1.10  配线间 

由于配线间内要安装网络设备，因此配线间需进行必要的装修或设置于同等条件的

办公室内, 并配备照明设备以便于设备维护，同时为保证网络的可靠运行，管理间内

应配备三组独立供电的 220V电源插座，每配线间功率不小于 500W。 

将服务电梯安排在设备间附近，以便装运笨重的设备； 

室温应保持在 18℃至 27℃之间，相对湿度保持在 30%—55%； 

保持室内无尘或少尘，通风良好，亮度至少达 30英尺*烛光； 

安装合适的消防系统（如采用湿型消防系统，不要把喷头直接对准设备）； 

使用防火门，至少能耐火 1小时的防火墙和阻燃漆；  

尽量远离存放危险物品的场所和电磁干扰源（如发射机和电动机）； 

设备间的地板负重能力应为 500kg/平方米。 

在配线间内应至少留有二个为本系统专用的，符合一般办公室照明要求的 220V电

压，电流 10A 单相三极电源插座。如果需要在配线间内放置网络设备，则还应根据接

线间内放置设备的供电需求，配有另外的带 2 个 AC 双排插座的 20A 专用线路。此线

路不应与其他大型设备并联，并且 好先连接到 UPS，以确保对设备的供电及电源的

质量。 

4.1.11  机房 

设备室的环境条件要求：室温 18-270 C；相对湿度 30%-55%，室内无尘，通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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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远离危险物品场所；远离电磁干扰源及良好的抗干扰措施（如发电机、电动机、变

配室等）；设置保安措施、接地系统及备用电源。 

提供给设备时所需的安装空间：房间静空不小于 3M；从地面以上有效利用空间不

小于 2.6M；线路交接联接设备所需安装的墙面应作耐火阻燃处理；楼板荷重大于

5000N/M2;门向外开启，大小至少应为 2.1 *0.9M，以便大件设备进入。 

楼层配线间，考虑标准机柜方式落地安装，位置只要能够放下机柜的位置就够了。

要求有良好接地点，配线架附近无高压线路或大的电器设备，布线机柜与网络设备机柜

就近摆放，或就在一个柜子里，以有利于网络连网。 

4.1.12  接地 

综合布线系统接地与其设备间，配线间放置的有源设备接地系统一并考虑。

符合有源设备要求的接地系统也一定满足综合布线系统接地要求。 

 

 

 

 

 

第第55章章    综综合合布布线线设设备备清清单单  

序号 公共码 型号 中文描述 数量 单位

一、AVAYA 布线设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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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7971582 MGS200BH-262 千兆比模块（电工白色） 140 个

2 
107321739 M1BH-262 三类模块（电工白色） 140 个

3 
国产新型 86 型双孔面板 电工白色(英式)带弹簧门 140 个

4 
108062043 788H1 5 对打线工具 1 个

5 
402024699 8762D-88 单卡工具刀头 2 个

6 
406477794 8762D-TOOL 单卡工具刀柄 1 个

7 
106917776 P6200A-Z-125 多模 SC 光纤接头 12 个

8 
107126773 600A2 19in 机柜式光纤接续箱 12 个

9 
107260598 1U-19 19in 过线槽 5 个

10 
106291024 LGBC-006D-LRX 6 芯室内多模光缆 200 米

11 
103910170 1861A 双芯室内多模光跳线 12 根

12 
105317549 D-181755 光纤组件 1 套

13 
400494811 AT-8502 B-凝胶 3 套

14 
105501415 D182038 光纤耗材 1 套

15 
107742306 D8CM-7B 高速数据跳线(7FT) 250 条

16 
108075136 PM2151B-24GS 千兆比配线架 24 口 6 个

17 
107535585 1100RD2-200-19 背板配 100 对无腿配线架 8 个

18 
104405113 188B2 过线槽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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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7987166 1071004ASL 千兆比双绞线 4 对 53 箱

20 
106824469 1010100AGY 3 类大对数,即 100 对 1 轴

21 
  42U 主机房机柜 1 个

22 
  22U 楼层配线间机柜 5 个

23   
DN20 钢管 

1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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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篇篇    计计算算机机网网络络系系统统  

第第11章章    概概述述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作为长江边上一座现代化的星级酒店，建成后要接待许多旅游观

光、公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对酒店智能化程度的依赖的重要可想而知，当今信息快

速更新，酒店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对入住的宾客、酒店内部的日常办公、管理人员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第第22章章    系系统统实实现现目目标标  

本网络方案以结构化综合布线系统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系统为桥梁，实现整个大

酒店资源的共享，从而为酒店管理和使用者提供一个 优的环境地，以适应当今信息社

会发展和入住的宾客的需要。充分考虑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网络的各种功能需求，基于

成熟、实用、先进的计算机、通信和自动化技术，以保证本方案总体结构上 优、技术

上先进可行、经济上合理。 

第第33章章    系系统统设设计计  

我们把以酒店为基本单元，在一定的新技术理论指导下，符合一定的规范要求，能

在更大的范围内为实现大酒店的信息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协同工作的网络群体称为办

公和商业智能网。     

具体内容应包括两大方面：硬件平台建设和应用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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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硬件平台建设： 

包括网络技术选型、网络设备、服务器及工作站选择、其它相关硬件设施选择。 

3.2应用平台建设： 

包括自动办公系统、多媒体网络、多媒体讲台、多媒体电子图书阅览室、视频点播、

internet使用等。 

3.3网络实现的功能 

本网落应具有为用户提供网络环境；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协同工作等基本功

能。 

为用户信息的及时、准确、可靠地收集、处理、存储和传输等提供工具和网环境。 

为使用网络通信、视频点播和视频广播技术，提供符合要求的新型模式； 

3.4实现信息交流功能 

实现信息交流或通信是用户网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它不仅是酒店内部交流或通信平

台，也是外部相关用户之间交流或通信的平台。 

第第44章章    网网络络系系统统设设计计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网络系统按照功能划分，可分为内部局域网和互联网络两部

分，内部局域网主要指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办公大楼自身内部办公，网络互连部分提供

接入 Internet及，二者相辅相成，构成完整的多业务、多功能计算机网络通信体系。 

由于系统规模业务种类多，应采用统一规划，分期实施的办法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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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网络系统建设要求 

建立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网络中心机房，组建网管中心高速、安全的千兆以太网。 

2．建立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办公室、写字间、娱乐收银、客房等酒店内部局域网。 

3．连接网管中心到到 INTERNET 上。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网络系统具有以下性能指标： 

能在网络上的任何节点都可以方便地查询、浏览和调用网上资源。 

能保证大容量、低延时的多媒体数据的传输，能存放大量的数据资源。 

高速、安全的因特网访问。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网络系统应具备技术上的先进性 

系统设计考虑长远的技术发展。 

网络设备通用性高，兼容性强，能支持网段和节点的扩充。 

支持新出现的网络协议和多媒体网络应用软件。 

支持不同的存储格式的数据资源 

4.2网络总体建设思路 

目前网络应用以面向ＩＰ为主，因此，现在全国各地正在兴建和将要建设的城域网，

其实主要是ＩＰ宽带城域网。由于不同的运营商网络基础和业务需求不一样，建网的要

求也不一样。由 3COM 公司提供的以路由为核心的方案具有一定的技术代表性。 

本方案采用 3COM 公司 3COM 4007 作为中心交换机，提供第三层交换功能，通过光

纤联到电信骨干网上，通过电信上 INTERNET。各楼层通过配置的 1000BASE-T 模块，使

用双绞线接二级交换机 3Com Baseline 10/100 Switch 的 1000BASE 端口，主服务器 DELL 

6600 和辅服务器 DELL 2500 亦通过千兆网卡接 1000BASE 端口上服务器选择 DELL 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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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DELL 6600，均通过千兆网卡接中心交换机 4007 上。 

4.2.1中心交换机 

为适应以后发展的要求，中心交换机背板容量要达到 24G 以上，交换吞吐量要高，

支持第三层交换，具有模块化插槽，支持不少于 250 个基于端口的虚网（VLAN），具备

冗余电源而且性价比 好，以后的扩展更容易、更经济。 

综合上述因素考虑，在设计中，中心交换机我们选用 3COM  4007。3COM  4007 系

统-经济有效的模块化 6 插槽机箱，为企业或分支机构的每一个用户提供汇合配线间的

好处 

3COM  4007 系列为企业和分支机构办事处配线室提供了先进的高性能解决方案。主

要优点包括：  

性能--提供了先进的交换解决方案，它能随着您端口的添加而增大带宽。领先的 ASIC

技术更是使 3COM 4007 系列解决方案如虎添翼，ASIC 技术提供了线速第 2层和第 3

层 10/100 或千兆位交换。其中，第 2层交换由 24 Gbps、18 Mpps 引擎驱动，第 3

层交换则由可伸缩的 8 Gbps、6 Mpps 引擎驱动。  

密度--能够在一个机箱上满足 多 240 个快速以太网端口的网络单元连接要求。

3COM  4007 系列的热插拔模块即插即用交换解决方案降低了复杂性并能轻松地支

持当前网络中不断变化的桌面环境。特别是，还提供了无线 PC 连接来支持未来的

端口接口需要。  

投资保护--灵活的模块化体系结构对配线室

中的动态桌面连接提供了经济高效的管理。

3COM  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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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M  4007 背板进一步提供了网络保护能力，因为它支持 60 Gbps 无阻塞容量，所

以这种机箱更能适应未来需要。 

功能透明板卡 3COM  4007 的结构优势扩大了 3COM  4007 系列板卡的部署寿命。只

要简单地添加其它引擎模块，如新的第 3层服务模块，3COM  4007 系统就能方便地

将所有系统端口升级到更高层的交换功能。不需要更换现有板卡就能在系统端口上

实现高层功能增强，这在常规交换产品中是很常见的。这样，新的 3COM  4007 端

口可以随时用于 WAN、IP 电话、第 4层到第 7层 Web 交换。  

模块化监控器引擎保护--3COM  4007 机箱背板和监控器连接器可以支持未来的监

控器引擎升级。未来改进的可能性包括将可伸缩交换机结构容量增加到 64 Gbps、

使用线速第 3层和第 4层交换和基于未来技术

的千兆位上行链路。  

3COM IOS 网络服务--3COM  4007 系列交换机

提供了成熟的企业第 2层和第 3层特性，能够

有效地增强公司网络的能力。这些特性满足大中型企业的高级联网要求，因为它们

的推出直接得益于多年的 3COM 客户反馈意见。  

基于硬件的组播--协议独立组播（PIM）密集和稀疏模式、Internet 组群组播协议

（IGMP）、以及 3COM 组群组播协议（CGMP）支持基于标准的、3COM 改进的高效多媒

体联网。  

经济高效--结合先进的工程和制造工艺优势，3COM  4007 系列以高性能/价格比的

价格提供了更加强大和更加可靠的企业交换解决方案，重新定义了新的价格/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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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共享内存体系结构，没有线路头阻塞--集中式低等待延迟（1.4 微秒）、共享内存交

换结构提供了领先的能力，消除了所有可能的线路头部阻塞。  

桌面能够使用千兆位能力--3COM  4007系列已经提供了丰富的1000 Mbps千兆位和

千兆位服务器交换解决方案。3COM  4007 系统的千兆位解决方案的使用范围可以方

便地扩展到桌面。  

可管理性--利用每一种 3COM  4007 系列交换解决方案提供的先进的管理能力以及

每一个端口中内置的基于业界标准的管理功能，3COM  4007 系列的控制能力和安全

性都得到了加强。您可以灵活地选择是使用基于 Web 的图形用户接口（GUI）还是

命令行接口（CLI）来完成管理任务，从而增强了您的网络操作能力。  

降低网络操作费用--因为 3COM  平台、体系结构和软件之间有更高的一致性，所以

费用得到了很大降低。另外，端到端的 3COM 管理和服务也降低了网络的总拥有成

本。  

保护关键任务应用的性能--集中式企业策略创建加上 3COM 支持和针对第 2 层 CoS

和第 3层 ToS 的网络服务质量，这些可共同保证您能够从边缘到核心得到一致的应

用性能。  

高可用性--3COM 系列提供了自恢复网络智能，它的速度足以从端口、设备、链路

上发现故障而在桌面上没有明显延迟。  

面向未来的网络--3COM 的继续开发和投资使 3COM 系列 LAN 解决方案成为一个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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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意义的配线室和分支机构平台，它经历了多年的不断改进。3COM 系列能轻松

地应对网络发展，通过简单地添加更多的端口，您可以有效地提高您网络的带宽。

另外，功能上透明的体系结构优势将扩大每个交换板卡的有效时间，允许您随着您

的需求而添加更高级的功能，而不需要进行彻底升级。  

光纤延伸到桌面--3COM 系列 24 端口和 48 端口 100 BASE-FX 板卡提供了光缆的保

密性和复原能力，考虑到距离限制、入侵或射频干扰等诸多因素，这使他们非常适

合网络使用。处理机密信息或提供电子交易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客户是这种板卡的

佳客户。 

根据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网络管理中心要求，该交换机选择配置如下： 

 第三层交换模块 32 个 10/100M RJ45 口 

SUPERVISOR FLASH IMAGE W/SSH RELEASE 6.3. 

12-1000BASE-T(RJ45)+2-1000X(GBIC SLOT) 

1000BASE-LX/LH LONG HAUL GBIC(SINGLEMODE OR MULTIMODE) 

其中两个千兆 GBIC 模块分别接电信的光缆；12 个 1000BASE-T 端口可通过双绞线接

二级交换机 3Com Baseline 10/100 Switch 和主辅服务器。 

4.2.2二层交换机 

固定安装的线速快速以太网桌面交换机 3Com Baseline 10/100 Switch系列，

可以为局域网（LAN）提供极佳的性能和功能。这些独立的、10/100自适应交换机能

够提供增强的服务质量（QoS）和组播管理特性，所有的这些都由易用、基于 We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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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m集群管理套件（CMS）和集成 3Com IOS软件来进行管理。带有 10/100/1000 

BaseT上行链路的 3Com Baseline Switch铜线千兆位，可为中等规模的公司和企

业分支机构办公室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以使他们能够利用现有的 5 类铜线从快速以

太网升级到更高性能的千兆位以太网主干。 

以线速性能将终端工作站连接到 LAN  

-   由于 3Com Baseline 10/100 Switch 具备 8.8Gbps 的交换 

背板和 大 4.4 Gbps 的数据吞吐率，所以在它 

把终端工作站和用户连接到酒店的 LAN 上时可以 

在各个端口提供线速连接性能。  

---- 3Com Baseline 10/100 Switch 交换机支持性能增强特性，如 Fast EtherChannel

（快速以太通道）和 GigabitEtherChannel（千兆位以太通道）技术，可在 3Com Baseline 

10/100 Switch 交换机、路由器和服务器之间提供 大 4 Gbps 的高性能带宽。  

3Com Baseline 10/100 Switch 为桌面连接准备了两个固定 10/100/1000 

BaseT（铜线千兆位以太网）上行链路端口，同时还有 24个 10/100端口。 

---- 3Com 集群管理套件  

----3Com 集群管理套件（CMS）是一套嵌入到 3Com Baseline 10/100 Switch 交换机中

的基于 Web 的软件。通过 3Com 交换机集群技术，用户可使用任何标准 Web 浏览器访问

CMS，并利用一个单个的 IP 地址管理 多 16 个互联的 3Com 交换机，不论它们地理上的

位置关系如何。CMS 为所有的 3COM IOS 功能和固件管理提供了一个集成的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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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管理员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图形用户界面（GUI）工具来方便地监视和管理他们的

局域网。  

---- CMS 支持各种标准选项和配置，可以提供各种级别的可伸缩性能来应合客户需要。

3Com Baseline 10/100 Switch 交换机的集群连接选项包括以太网、快速以太网、快速

以太网通道、千兆位以太网通道连接。因为技术上没有受到专用堆栈模块或堆栈电缆的

限制，所以，CMS 将传统的集群域扩展出了单个配线间，并使用户对网络互连进行混合

和匹配，以适应具体的管理、性能和成本需求。  

---- 3Com Baseline 10/100 Switch 交换机可以在 3Com 交换机集群内配置为命令或成

员交换机。命令交换机充当单个 IP 地址管理点并产生管理员发出的所有管理指令。命

令交换机可以集合 多 15 个任何介质连接的成员交换机。另外，CMS 还允许网络管理

员分配备用或冗余的命令交换机，在主命令交换机发生故障时，担负起控制管理任务。  

增强的安全性、管理和集成的 3Com IOS 特性  

---- 3Com 系列交换机有几个不寻常的特点来提高网络性能、可管理性和安全性。网络

管理员可以为每个交换机配置 多 64 个虚拟 LAN（VLAN）来获得更高水平的数据安全

性和增强的 LAN 性能。这就保证了数据包只传送到特定 VLAN 内的工作站，这样相当于

在网络上的各组端口之间建立了一个虚拟防火墙，从而减少了广播传输。VLAN 主干可

以利用标准的 802.1Q VLAN 主干结构从任何端口创建。每个 VLAN 生成树（PVST+）允许

用户建立冗余的上行链路，通过多重链路分配流量负载。而这些都是通过标准的生成树

协议（STP）无法实现的。另外，3Com 的 Uplink Fast（快速上行链路）技术也保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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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立即传输到辅助上行链路，远优于传统的 30 到 60 秒汇集时间。这也是对 STP 的另

一项增强功能。  

---- 使用 3Com 交换机，网络管理员可以实现高水平的端口和控制台安全性能。介质

访问控制（MAC）基于地址的端口级安全性可以防止未授权的工作站访问交换机。另外，

还可以创建静态和动态地址的访问权限，为管理员提供对网络访问的强大控制能力。交

换机控制台的多层访问安全性可防止未授权的用户访问或更改交换机配置；终端访问控

制器访问控制系统（TACACS+）验证可集中协调大量网络设备的访问控制。  

4.3网络系统实施方案 

4.3.1网络结构 

--- 网络可简化为两个层面：骨干网、接入网。 

----在骨干节点上主要采用 3COM 4007 交换机，与各配线间高速率优质传输光纤相连，

以保证骨干网络畅通，满足各种窄、宽带业务发展需要。按统一的技术体制要求建成并

接入相应的骨干节点，形成全区网的一部分。 

----网络采用 TCP/IP 协议及体系结构。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同时能符合国际标准的 OSI

七层结构模型的协议等。 

4.3.2编址方案 

---- IP 地址为 32 位，包括两个部分：网络地址和端机地址，如下图所示：  

IP 地址包括五种不同的级别，由左端高位的比特来表示不同的级别，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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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B、C 级别是国际互联网上公共分配的地址，每一种级别网 络地址与主

机地址占用的位数见下图所示：  

 

 

一个 IP 地址可以很容易地从其第一个十进制数字上识别出来，是属于 那一个级

别，各级别分别有一定的数值范围，如下表所示：  

 

在每一个 IP 地址级别中又可以分出多个 IP 子网地址，子网地址给属 于同一个 IP

地址的网络带来了灵活性和有效性。例如，一个用户被分配以 网络地址 171.16.0.0，

那么，采用 IP 子网地址又可以分出：172.16.2.0， 172.16.3.0，172.16.3.0 等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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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子网地址由用户自己管理。 

 

由广域网络运营商统一管理，向信息网分配 IP 地址。 

---- 整个网络采用自定义的 IP 地址，对于需对 Internet 开放的站点可采用 NAT 支持

双重地址，域名可按地域和行业两种方式进行分配。 

IP 地址的分配可以根据以下 几个层次考虑：  

第一层：以网络汇接区域来划分  

根据网络汇接分布的地理区域来划分大块连续的 IP 地址空间；有利于 路由协议的

计算和地址汇聚。  

在首期网络工程内的地址划分需要考虑网络的接入层的扩 展；需要为网络的扩展

预留地址空间。   

第二层： 在区域接入网内，以网络功能来划分  

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和网络功能来划分，如：用户网络接入地址；数 据服务器地

址空间和网络管理操作。可以从号码上识别出应用和功能；  

根据重庆市宽带 IP 网络的具体地址空间，可以给出每个区域和接入层的地址空 

间。在地址分配中需要的从地址的应用类型上给出以下规则：  

路由器 loopback 地址，每台路由器需要一个 32 位掩码的 IP 地 址。  

点到点的广域网链路，需要 30 位 小的子网 。  

局域网地址按照主机接入数量和设备数量来分配子网空间。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智能化系统方案 第 4章  网络系统设计

 

  

中安保实业有限公司 www.cspbj.com - 137 - 
 

4.3.4路由协议 

域内路由协议支持：IS-IS 或 OSPF 

域间路由协议支持：BGP4 

建议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宽带 IP 网络采用 MPLS 技术构造网络骨干的路由策 略；

提供流量管理和 MPLS VPN 路由服务。网络路由结构分为 3个部 分：  

▲骨干路由策略   

▲用户路由接入策略  

▲国际出口 ISP 互联路由策略  

具体设计时可以将信息网按地域，以四个核心节点为中心划分为四个子区域，在四

个核心接点上分别设置一个 RP，负责本子区域内的组播服务，四个 RP 之间通过 MSDP

协议建立对等关系，当需要与第三方 ISP 建立邻接关系时也采用 MSDP 协议，如果为了

更进一步易于 PIMSparse 域间的互连，可以结合采用 MBGP 协议。当网络组播服务需求

进一步增加时，可以在每个区域中再建立多个 RP，将各个区域进一步细分，增加 MSDP

的对等关系。 

4.4 服务器系统 

服务器是网络系统的大脑，负责信息汇集、处理、指令下达和信息存储，不仅如

此，服务器还需对网络进行管理。因此，服务器的事物处理能力要强，反映在时间上就

是处理事物的时间短；服务器与外界的交流通道要广阔，反映在设备上就是不仅要求网

卡(NIC)的信息传输速率要高，而且占用 CPU 资源要少；服务器还要对文件进行管理，

反映在设备上就是磁盘容量既要大信息读写速率又要快，还必须十分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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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章开始对网络信息流来源的分析，采用多台服务器来分担不同的网络服务

是必须的。服务器系统采用 2台服务器组成：主域服务器和综合服务器。 

----DELL 6000/6000r 卓越的性能和可扩展性可满足您的企业需要。作为屡获殊荣的 hp 

netserver lh 4 的下一代产品，DELL 6000 基于其上一代产品的业界领先的特性构建，

它具有迅捷的 I/O 系统性能，完善的高可用性特性，并可以灵活地适应发展 迅速的部

门和企业数据中心的需要--它的价值空前卓越。  

空前的可扩展性保护您的投资-- 多可安装 4个 Intel®Pentium®III Xeon 处理器，8GB 

PC-133 ECC SDRAM 内存，12 个 Ultra3 SCSI 热插拔驱动器--内置热插拔磁盘存储

容量可达 440.4GB，真正可扩展  

迅捷的 I/O 系统性能--8 个 64 位 PCI 插糟（2个运行速度为 66MHz）和 3条对等 PCI 总

线为您提供大部分 I/O 密集型应用所需要的性能  

全套的高可用性特性--包括集成的基于硬件， 大 128MB 高速缓存、100MHz 时钟速度

和 72 小时可选电池备份的 HP Net-RALD 控制器；4个热插拔 PCI 插糟；以及热插拔

磁盘驱动器、电源和风扇  

智能化的可管理性--包括集成的 DELL 远程助理，服务器自动重启动（ASR）,可选的 DELL 

Toptools 远程控制卡，前面板"信号灯"系统状态控制面板，以及智能中断分配

（Smart IRQ）  

简便的安装和维护--采用 8U 机柜优化外形，易于拆卸的系统板，以及全套可热交换的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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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Windows 2000 Server 

服务器操作系统采用Windows 2000 SERVER中文版，桌面计算机采用Windows 95/98。

Windows 2000 SERVER 网络操作系统是 Microsoft 公司开发的网络专用操作系统。除了

具有完善的网络管理功能之外，其系统安全的可靠性得到专业人士的广泛认可，足以和

UNIX操作系统媲美。同时,Windows 2000 SERVER的界面采用图形化方式，几乎与Windows 

95 完全相同,此特点十分有利于用户对网络进行日常维护管理。可靠的性能,友好的界

面，使 Windows 2000 SERVER 在短时间内成为局域网的主流操作系统。 

与 Windows 95 用户界面的结合为桌面计算机和服务器提供外观一致的用户界面，

易于安装，管理和使用。 

支持对称的多处理器结构。可将应用系统或系统任务分成若干线程同时在多个处理

器运行，大大提高系统运行效率。 

抢占式多任务管理，可使操作系统处理器有优先控制权，提高系统响应速度和运行

保障能力。 

完善的安全系统，能可靠地识别和管理用户，保护系统资源。 

支持多媒体功能，提供丰富的多媒体软件与多媒体控制接口。 

具有多个子系统，可以分别运行 DOS 程序、16 位 WINDOWS 程序和基于字符的 OS/2

程序。充分保证用户的原有资源。 

内置的管理向导及管理工具简化网络服务器管理，使管理员可快速地完成日常的管

理工作。 

兼容当前所有的网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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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Micrrosoft SQL Server 7.0 是可伸缩的数据库，能为客户提供可伸缩的商

业解决方案。 

    SQL Server 是 Microsoft Windows 平台下 好的数据库，是广大公司用户和独立

软件厂商(ISV，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s)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的选择。SQL 

Server 实现了一个灵活、强大的平台，它向上可扩展到 TB 级的数据库，向下可适应小

型商业服务器和膝上型电脑数据库；它能够与现有应用程序无缝连接，并为独特的商业

需要定制和建立新应用程序提供了 节省费用的环境。 

SQL Server 2000 与 Windows NT、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和 Microsoft 

Site Server 技术无缝集成，为进行电子商务提供理想的数据库平台。SQL Server 2000

提供绝佳的性能价格比、易部署性、出色的可管理性、创新的文本搜索、英语查询和轻

松的 Web 发布，同时还有维护动态商务站点所必需的可靠性、可伸缩性和安全性。 

SQL Server 2000 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平台，使设计、建立、维护和使用数据仓库解

决方案变得迅速而轻松，这样的数据仓库解决方案让决策过程在及时而准确的信息基础

上更有效率。 

4.5 INTERNET接入 

Internet 是—个巨大丰富的信息资源库，连接 Internet 已是大势所趋。目前，我

国 Internet 的法定国际出口为 4个，分别是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 CHINANET，中国教

育科研网 CERNET，中国金桥信息网 CHINAGBN，中国科技信息网 CSTNET。重庆丰都三峡

大酒店一般要求连接 CH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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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接入方式多种多样，如传统的分组交换(X.25)、DDN、Cable Modem、ISDN、

ADSL、光纤接入等。总之，从带宽和接入质量而言，一般选择 DDN、ADSL 和光纤接入方

式。 

4.6网络安全与管理 

网络平台建立起来后，酒店的整个应用都建立在网络基础之上，因此，网络的安全

十分重要。 

网络系统上的安全性涉及到多个方面，包括网络、网管、服务器、数据库、群件、

应用系统等。物理上的安全性：包括环境、供电，温度、强度等，包括防止非管理人员

的直接接触。 

4.6.1 软件系统 

服务器上安装的 Windows2000 Server中文标准版，技术成熟、性能稳定。Proxy 

Server可用于广域网络上的防火墙。Proxy Server是连接内部网和 Internet之

间的桥梁，对于来自 Internet的访问者，它是一道防火墙，提供了基于 IP地址、用

户口令、服务端口等各种机制的访问限制。 

4.6.2 防黄毒系统 

对于防止浏览黄色网站及不良网站，现今一般采用软件措施为多，再此我们推荐一

种防黄毒系统。 

4.6.3防病毒系统 

计算机病毒的防御采用 Server Protect 或熊猫卫士反病毒综合解决方案。Server 

Protect 在一个集中控制的软件包里为您提供从桌面到服务器到 Internet 网关的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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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防病毒安全解决方案，使酒店范围的防病毒管理成为现实。它具有如下特点：  

（1）Server Protect 为所有的桌面计算机提供跨平台的 为广泛的病毒保护，它

同时还综合了强大的辅助技术，能自动保护系统使其免于系统崩溃和数据意外丢

失。  

（2）Server Protect 提供 为广泛的基于服务器的病毒防护(包括文件，群件和应

用程序服务器)，可以从单独的直观控制台上远程管理这些服务器平台。 

（3）Server Protect 在 Internet 网关上对任何一个可能的病毒进入点提供

保护，包括 SMTP，HTTP 和 FTP，您可以通过直观的管理控制台在任一服务器或工作

站执行远程管理。 

4.6.4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方面建议在网络中心设置网管工作站，负责对网络系统进行集中管理，它

是市一致管理网络系统正常运行的保障枢纽，通过加强基础网络和应用的管理，以实现

全网的统一的集中管理，提高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安全性，很大程度上对优化网络结构、

预防和及时排除故障非常重要。网管中心设在机房，由机房对整个网络实行统一管理。 

我们在经济允许的范围内将 大限度的保证系统的安全，包括防病毒，防黑客，防

误操作等带来的系统破坏。 

4.6.5 防火墙 

在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宽带 IP 网络建议采用 3COM PIX520 防火墙作为网络的核心

防火墙，该防火墙是 3COM 公司独立开发的一套网络安全体系，具有独立的网络策略机

智，大大了网络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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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网络性能分析 

本方案的总体设计目标以高可靠性、高安全性、高性能、极好的可扩展性和有效的

可管理性为原则，技术上具有成熟性、先进性和可扩充性。 

4.7.1 可靠性 

在综合布线方面，由于主干所使用的光缆都是 6 芯的，通常只使用 2 芯，至少有 2

芯的冗余。在一些关键部分，采用接地、屏蔽等方法，消除外部各种电磁干扰。 

使用数据自动备份设备，保证数据有效可靠。 

4.7.2 先进性 

本方案的技术先进性体现在，高速低时延无阻塞的第三层与高速低时延无阻塞的第

二层交换相互配合，极大地提高网络对数据流的传输量，极大减小数据流在网络上的不

确定时延，有针对地对一些特殊类型的数据流进行专门管理，优先安排，保证服务质量，

支持多层交换性能、多媒体应用(视频／语音应用)和多点广播服务。 

总之，本方案提供了一个速度快、低延迟、无阻塞，尤其支持多媒体应用的高性能

网络。 

4.7.2.1 分布式交换与分布式路由技术 

网络设备的功能分成两类： slowpath 包括路由计算，管理信息处理等非实时功能； 

fastpath 包括数据转发等实时功能。 

3COM 公司的交换机采用 fastpath 和 slowpath 分开的结构体系，VLAN 之间的交换不

通过集中的路由模块而是直接有交换模块通过高速的 ASIC 芯片处理，ASIC 芯片将传统

路由器由软件处理数据转发交换的功能变成由硬件来快速处理数据转发交换，提高了数

据的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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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安全性 

采用代理服务器技术。在与外部网络的接口部分使用代理服务器，进行内部结构隐

藏和过滤等防护，在各层上提供安全保障； 

接入部分采用全交换，按 MAC 划分 VLAN，VLAN 之间的路由可以设置成完整的安全控

制机制。VLAN 的划分有助于管理，它使成员的划分不受物理位置的限制，当员工的部

门调动或办公地点移动时，不必调整网络硬件连接，只需做 VLAN 的设置调整。 

本网络通信系统的 Internet 接口将深圳市酒店网络接入 Internet，如何保证内部

网的安全极为关键。在本方案中，我们采用 新的、 先进的网络安全技术，提供一整

套在虚拟网(VLAN)上的安全解决方案。 

    在外部网络接入处对系统网络资源的保护措施： 

在接入路由器上设置过滤

表 

在网络层上，限制一些标准类型的 IP 包的

通过。其特点是简单，但功能较弱。 

使用具有防火墙功能的代

理服务器 （Proxy） 

在应用的层次上，允许外部买体与内部实

体通过代理作为中介进行通信。具有防火

墙功能，安全性较高。                 

AAA 验证 

对外来拨号连接访问采用TACACS+/RADIUS

的验证，授权等安全措施 

本网络通信系统的安全措施，将综合采用用户授权确认机制、代理等先进技术来

建立整个网络的安全保障体系。这一系列的网络安全技术，保证了系统自身安全、可靠。

尤其采用先进技术分隔成内、外部网络，对跨越网络边界的信息提供监测、控制甚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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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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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55章章    网网络络系系统统设设备备清清单单  

 

编号 设备名称 品牌 型号 产地 单位 数量 

1 数据服务器 dell6600 美国 台 1 

LS-B--4007R-AC220     Quidway 

S6506R-LS8B220- 以太网交换机交流总装

机箱  

美国 台 1 

LS-PS-AC220  交流电源模块 美国 台 2 

SWP-4007  Quidway S6506 主机软件 美国 块 1 

SRU-S4007 交换路由板-SALIENCE 美国 块 1 

LS-4007-FT48  48 端口百兆以太网电接

口交换板（RG45） 

美国 块  

LS-4007-GB8U  8 端口千兆以太网光接口

交换板（GBIC，SC） 

美国 块  

2 主交换机 

GBIC-SX 光 收 发 一 体 模 块  多 模

-SC-0.55km 

美国 块  

3 接入交换机 3Com Baseline 10/100 Switch 美国 个  

1 系统软件 

Win2000 sever（10 用户）、SQL 2000（10

用户）、EXCHANGE 2000 SERVER（25 用户）、

ISA2000 SERVER 各一套（教育版，含光盘

介质） 

美国 套 1 

2 杀毒软件 瑞 星 防 病 毒 软 件 For win NT/2000 美国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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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98 网络版 50 用户以上 

3 应用软件     

鹏博士城域网管理平台软件 ：包含教学

资源库及管理系统。 

中国 套 1 

4 网管软件 

QUIDVIEW 网络管理系统软件(简体中文

版) 

中国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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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一一篇篇    酒酒店店管管理理系系统统  

第第11章章    酒酒店店管管理理软软件件系系统统（（讯讯佳佳达达））  

系统简介： 

鉴于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的三星级要求

我们选择讯佳达星级酒店信息系统为酒店

的前后台管理系统，同时该系统还延伸到

酒店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办公自动化管

理、决策层的支持等。酒店管理系统利用

结构化设计的思想和系统设计的观念，将系统各部分设计成既可分割又能有机组

合的模块化的系统，可满足不同酒店的各种需要。系统提供基于 Internet 的酒

店预订和查询功能，并采用了先进的 IC 卡门禁系统、可为三峡大酒店树立良好

的形象，提高酒店经济效益，提高酒店现代化管理水平。 

系统特点： 

代表 21 世纪的技术发展方向 

 采用 Windows NT 技术和先进的 Client/Server（客户/服务器）模式，支

持 MS SQL Server、Sybase、Oracle 等多种大型数

据库，提供 Internet 服务，融入先进的 IC 卡门禁

系统、一卡通消费系统、触摸屏等。 

同进口系统相比，系统性能达到同类产品的水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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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只有进口系统的几分之一。性价比高，且适合中国国情。 

较目前使用的旧系统比，可靠性发生质的变化。无能电脑突然停电或死机，本系统

不会受到丝毫影响，不需要人为干预就可自动恢复运行。而旧的系统在电脑突然停

电或死机后，数据会混乱，数据库会遭到破坏，需要电脑专业人员来修理，这是令

酒店很无奈的事。 

处理速度大幅提升。如在夜间处理时本系统一般只需花二十秒的时间，而其他系统

都要花费几十分钟，有的甚至长达两个小时，万一处理过程中出现错误需重新处理

时将可能影响到客人的正常接待。 

可维护性、稳定性好。本系统可实现无人值守。由于系统良好的稳定性，很少出故

障，用户能够放心自如地使用，无须电脑人员值守。这样售后服务质量有保障，用

户满意度高。 

可操作性好。由于采用图形化的交互界面，酒店的操作人员只要有初中文化，即使

以前没有接触过电脑，经过两小时的培训即可掌握系统。 

 

系统运行环境 

1.1.1  系统硬件支持环境 

1）、服务器（Server） 

CPU：Pentium 系列，Alpha 等。 

         内存：256MB 以上。 

         硬盘：40GB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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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Network） 

    Ethernet、ATM、FDDI 可选。  

3）、客户端微机（Workstation） 

PC 工作站 Pentium 4 以上，内存大于 64MB，硬盘大于 40GB。 

   

1.1.2  系统平台 

1）、网络操作系统：WindowsNT4.0/2000  

          （1)、多硬件平台支持。 

          （2）、对称多处理全 32 位操作。 

          （3）、内存保护。 

          （4）、集中化系统管理。 

          （5）、开放性网络结构。       

       2）、网络数据库管理系统 SQL Server 7.0/2000/Oracle 

          （1）、SMP 方式自动平衡工作负载。 

          （2）、完全的 OLTP 功能。 

          （3）、自动的后滚与前滚恢复可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4）、友好的图形化操作和管理监控平台。 

          （5）、灵活的数据备份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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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异种机数据库复制。    

       3）、客户端运行环境 

           Windows95/98，Windows NT Workstation，Window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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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示意图 

 

系统功能简介： 

酒店前台管理系统： 

互联网预订系统 

互联网用户可通过互联网按房类、房间数预订或取消预订酒店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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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预订系统 

散客/团体预订输入(常客历史

资料/酒店黑名单/已预订/

住店顾客自动检索) 

客房预订及超订控制 

散客/团体预订修改、删除 

散客/团体房间预留(房间号码输入/取消) 

旅行社/公司资料管理 

 

登记入住系统 

非预订散客/团体登记(常客历

史/酒店黑名单/预订顾客

资料自动检索) 

已预订散客/团体登记 

散客账/团体总账建立 

提前到达之散客/团体登记 

后加顾客登记 

公安局户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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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留言、语音信箱 

住店顾客资料修改 

房租/离店日期修改 

散客/团体房间转换 

 

前台收银系统 

顾客消费过账(手工输入或由程控 POS

接口自动输入电话/营业点消费) 

顾客账项修改和删除(当日发生的客账明细可以灵活调整) 

顾客款项过账 

顾客消费转账 

住店顾客结账(提供团体快速结帐) 

顾客账单打印(快速灵活的分帐方式、账单打印) 

顾客离店 

预订散客/团体订金过账 

当日已离店顾客资料恢复 

顾客离店时账项调整 

发票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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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卡消费系统（一卡通） 

卡制作 

卡挂失 

增加、扣除卡款 

清退卡款 

卡款查询 

 

应收帐系统 

酒店应收账户输入/修改/删除 

应收账项输入(手工输入或从前台收款处/电话接口/营业点自动录入) 

应收账项冲帐 

应收账项月结调整 

应收账客户结账 

应收账审核 

 

管家部系统 

客房状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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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房管理 

酒店客房状态总览 

清洁客房查询 

待清洁客房查询 

自用/免费房查询 

客房明细查询 

 

外币兑换系统 

本位币币种及汇率输入/修改/删除 

外币币种及汇率输入/修改/删除 

外币兑换过账/修改/删除 

 

10、夜间审核系统 

异常客人和帐目检查汇总(须确认方可进行下一程序) 

房租自动过账 

系统资料更新 

系统资料备份 

报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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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点收费管理系统 

酒店餐饮（包括中西餐、吧台、厅房等） 

康乐中心 

商场 POS 

商务中心 

具有转帐、折扣、服务费、多币种结帐、营业统计等功能 

 

总经理查询系统 

预订资料查询 

在住客人资料统计及查询 

房态查询 

房态统计 

房间出租预测 

营业收入查询 

营业点收入查询 

应收帐查询 

营业报表系统显示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智能化系统方案 第 1章  酒店管理软件系统（讯佳达）

 

  

中安保实业有限公司 www.cspbj.com - 158 - 
 

员工资料查询 

财务报表查询 

 

大堂触摸屏查询系统 

客人入住指南 

客房位置、客房布置查询 

市内旅游查询 

酒店广告宣传 

 

报表系统 

    三百多种查询、统计、分析预测报表 

 

系统数据、代码设定系统 

系统初始化数据设定 

各种代码设定（如币种、房类代码、国籍代码等） 

 

系统维护、权限管理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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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设置 

岗位权限管理 

操作员管理 

密码设置 

数据备份 

 

酒店后台管理系统 

财务系统 

财务总帐 

财务报表 

工资管理 

固定资产 

财务分析 

应收应付 

决策支持 

程控电话自动计费系统 

代码设定 

费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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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管理 

自动转帐设定 

前台自动控制客房 IDD 

当天电话账项手工输入 

实时电话流水账监控 

电话帐单打印 

 

市场营销管理系统 

旅行社/公司资料管理 

合同管理 

公关员管理 

业绩统计 

 

原材料与库存管理系统 

采购单管理 

采购合同管理 

供应商管理 

入库单、出库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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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管理 

报表管理 

 

人事管理系统 

人员基本信息管理（录入、修改、删除、打印及相片嵌入等） 

员工社会关系及配偶资料 

员工个人简历 

员工在本单位各部门及职务调动档案 

员工受训档案 

员工奖惩情况 

员工业绩及人事评语 

报表设定及打印 

人事代码设定 

 

考勤管理系统 

员工类别设置 

考勤规则设置 

员工出勤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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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出勤查询及统计（缺席、迟到、早退、加班等各类情况） 

员工考勤报表浏览及打印（详细报表、汇总报表等） 

 

系统培训 

系统培训从时间上分为售前、售中、售后培

训三部分，从内容上分为操作员培训、系统维

护员培训。操作员培训主要针对酒店计算机操

作人员为掌握相关岗位的电脑操作而进行的培

训，以达到上岗能熟练操作电脑（如启动、运

行、关闭、Windows 的操作等）、掌握相关系统的各部分功能，完满完成自己的

业务，并得到相关的报表。系统维护员培训针对酒店电脑管理人员（或维护人员）

为维护电脑网络系统正常运作、对权限的正确配置、密码设置、系统备份、系统

恢复等进行培训，还对系统平台所须具备的基本知识进行培训。系统维护员对系

统的熟练掌握是系统保持良好运行的重要因素。操作员培训一般在售前进行，系

统维护员培训则贯彻到售前、售中、售后全过程，以便系统维护员全面而熟练地

掌握整个系统的正确维护，确保系统将来正常运行。另外本公司每年定期举办各

种培训活动，为用户电脑操作水平和技术水平提高、同行互相交流提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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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2章章    IICC 卡卡门门锁锁系系统统  

工作原理及流程 

 

 

系统工作原理 

通过门锁管理软件及发卡机，在管理软件中将要门锁信息写入卡中，再持卡将信息

设置到门锁中即可，无须连线。经过第一次的一系列级别程序初始设置后，发好的各种

开门卡即可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开启门锁。 

工作流程说明 

● 客人在总台前办理完登记手续后，在总服务台领取一张智能卡钥匙。 

● 客人便可直接开启相应的客房门锁，在有效住宿时间内自由出入。 

● 在住宿时间内如对客房门锁开锁有疑问，可到总服务台门锁管理软件中通过数据卡

读取开锁记录，并可连接打印机打印出开锁信息，几月几日几点几分谁用什么方式

来开过此门，开锁方式是谁发出的记录，包括备用机械钥匙的开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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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住客的开门卡不慎遗失到总台报失后，总台可将原开门卡注销，更新一张与原开

门卡内容一样，但密码不一样的开门卡给住客，而原开门卡即失效不能开门。 

● 当住客到了退房时间，必须到总服务总办理退房手续，否则超过住宿有效期，智能

钥匙卡开启不了门锁。如需延长住房时间，办完延续手续后，到总服务台将智能卡

钥匙修改有效住宿时间即可自由出入。 

ADEL酒店门锁产品专题 

 

 

 

 

L门锁发卡管理系统介绍 

 ADEL 门锁管理软件使用现代国际标准的大型数据库 SQL Server，避免了小型数据库

常有的缺陷：数据处理信息量有限，处理速度慢，容易出错乱码、死机等现象。 

1、客房智能门锁管理软件及功能：对所有智能卡钥匙进行全面管理，以及对所有

客房门锁的信息﹑数据进行处理和查询，并且具备五级管理功能，界面直观（菜单中文

界面），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①友好的全中文操作界面，中文菜单显示，每个操作步骤都有详细的提示，直观，

方便，非专用人员经简单培训即可上机操作。 

设计风格：德国系列风格，时尚，具有强烈的现代气

息 

材料结构：引进德国 先进的模具，采用 先进的铸

钢一体化结构，瑞士进口的硬质合金钢材料，更坚固

耐用，永不松动、变形，抗破坏性强； 

颜色：国际流行亚铬色，颜色亮丽持久，尽显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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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严密的分级（权限）管理制度，使各级操作员责、权分明。 

③完善的统计报表功能，可统计及查询已发各种智能钥匙及注销智能钥匙的数量、

分别为哪位操作员何时发出及注销，客房的使用情况，开锁记录的查询等。 

④积木式的程序设计，使系统功能的增删和改进极为便捷，大大提高了系统的适应

性。 

⑤系统的自维护功能，使故障的查找与排除更为便捷。 

⑥提供五种接口函数。 

2、十四种智能卡钥匙： 

门锁智能卡钥匙为十四种智能钥匙，分五个级别管理，权限分明，并在紧急情况下

可使用备用机械钥匙，使酒店在任何时间都万无一失。 

管理级别：总裁卡、管理卡 

总控级别：总控卡、应急卡 

区域级别：领班卡、楼层卡、会议卡、清洁卡 

控制级别：中止卡、时间卡、退房卡、数据卡 

客人级别：客人卡、备用卡 

共分为五个级别管理，十四种智能钥匙，做到权限分明，系统设计紧凑，操作简便、

安全可靠。当电脑出现故障不能发卡时，也能用备用卡．．．代替客人卡开启门锁，无需动用

其他代替开启门锁而对客人带来不便。并在紧急情况下可使用备用机械钥匙，使酒店在

任何时间都万无一失。 

3、五种接口函数（与酒店管理软件挂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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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尔酒店门锁接口主要是面向酒店管理软件开发商开放的二次开发接口或数据

交换接口协议，能实现与酒店管理系统接口，有助于酒店“一卡通”工程的实现，如消

费系统、停车场系统等。按照酒店管理软件使用方法与传输介质的不同分为五种标准：

DLL 动态库接口、RS232 接口、文件接口、WINSOCKET 接口和 Fideli0 接口。其中，FideliO

接口是采用 TCP/IP 协议，是符合 MICROS-FideliO 接口规范并取得认证的接口函数，证

书号 ADE-5003-059。 

第第33章章    AADDEELL 酒酒店店门门锁锁特特点点介介绍绍  

锁面处理工艺：采用 先进的纳米技术处理 

为了延长锁面的使用寿命，使门锁整体使用寿命更长，从而有效地降低酒店的后期

维护成要，爱迪尔投资三百万元人民币从美国进口表面处理设备，对锁体表面进行高科

技纳米技术处理，大大提高了基体的腐蚀防护能力，不仅能够耐大气侵蚀，防紫外线，

还具有耐腐蚀和消毒杀菌的特点，使锁体表面寿命提高到原来的 10 倍。 

纳米科技的发展拓宽了表面处理技术的内涵，纳米表面处理已经成为表面处理领域

新的发展方向，纳米固体颗粒对附着层的强化与功能改进性，在表面处理领域已显示出

其广阔的应用前景。闻名世界的瑞士手表，就采用纳米技术做表面处理，使得手表非常

的耐用。 

让我们通过两个实验来观察一下经过纳米技术处理过的和没有经过纳米技术处理

过的金属表面的抗腐蚀性和表面硬度的差别有多大？盐水测试法实验：室温下，将通过

纳米技术处理过的锁和没通过纳米技术处理过的锁同时浸泡在浓度为 3%的盐水里，观

察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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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表面处理方法 测试温度 测试时间 颜色变化 有无明显锈迹 

1 

电镀后加保 

护层的锁面 

室温 23℃ 48 小时 

变暗、 

有锈迹 

局部有锈斑 

2 

铜拉砂后加 

保护层的锁面 

室温 23℃ 48 小时 

变暗、 

有黑斑出现 

黑斑为 

CuO 水合物 

3 

直接纳米技术 

处理后的锁面 

室温 23℃ 480 小时 无变化 无锈斑 

 

通过瑞士 CSEM 纳米力学性能分析系统测试，经过纳米技术处理过的锁表面硬度和抗变

形能力都比普通电镀强两倍多。  

锁芯：美国标准小锁芯 

第二代美国标准小锁芯(B 锁芯)：  

采用三维立体设计原理，铸钢免切割技术处理，内部采用加强型

结构，20 几个零件使锁芯内部简洁，反锁大方舌内部增加两根钨钢

柱加固，使防破坏性程度更高，锁舌杠杆防摩擦助动设计，完全不同于其它锁芯内部片

状零件组成。该锁根据人体臼骨的传动原理设计结构，使可靠性与灵巧方便性达到统一，

受力小使用寿命更长。门框宽度为 100mm 即可。 

锁芯是整个锁的核心部位，锁芯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锁的安全性， 

不良的锁芯存在以下几点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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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患一 -----故障发生率高，主要由锁的内部设计结构是否科学来决定。 

解决方案：运用三维空间立体运动原理，锁舌杠杆防摩擦助动设计，整体结构简单（部

件仅为一般平面结构锁芯的 50%）从而有效降低故障率，使可靠性，灵巧性和安全性

达到完美统一。 

 隐患二 -----开锁失灵，常由门锁的电机部份引起，与电机性能的稳定、电机的安

装方式、电机的使用寿命等有关。 

解决方案：全封闭独立式电动机离合定位设计。电机是从日本专门订做用于门锁上的专

用电机，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整个电机全封闭独立安装于锁体后，避免了电机受

到外界的影响。          

 隐患三------防恶性破坏差：大方舌是抵抗恶性外力的主要受力部件，其强度直接

影响到门锁防破坏的能力。 

解决方案：在大方舌中增加两根加强钨钢柱，实验表明其抗破坏强度增加至原来的两倍。          

 隐患四------防腐蚀性差：主要由表面处理工艺决定，对于海边酒店其潮湿、盐份

高等恶劣环境是导致隐患发生的主要原因。通常市面上的锁主要采用表面镀锌工艺，

这种工艺对于海边酒店是非常不适合的。 

解决方案：采用日本电泳漆电离技术涂层，不会受到潮湿或盐份较重环境(如海边)等而

生锈。可使用盐水法来测试，将两个做过电泳漆处理和镀锌处理的铁片分别浸泡在浓

度为 3%的盐水里，12 小时后拿出来观察，将会看到电泳漆以电离技术处理的锁芯没

有任何反映，而镀锌的锁芯出现了锈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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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患五------防斜插盗窃能力差：主要是锁芯是不具有可靠的防斜插设计。 

解决方案：导轨式防插斜舌设计，解决因门老化后有空隙而导致不防插的问题。 

时钟自动修复功能 

门锁内时钟丢失或停止不走，将给客人带来不便，给酒店造成损失。 

时钟一旦出错可能出现：①客人开不了门锁；②酒店不能很好的控制客人卡的开

锁时间；③开锁记录中时钟信息完全没有。 

时钟丢失的主要原因是：①受到外环境的干扰如手机，吸尘器等；②元器件的损

坏，特别是晶振的损坏； 

而通常用于手表中的时钟芯片太贵，一般厂商不可能采用如此昂贵的时钟芯片，爱

迪尔门锁采用军用级时钟专用芯片，加上独特的“时钟访问”系统设计来解决时钟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问题。如示意图所示： 

          访问信号                              输出 

                                     

      输入 

 

 

当 A 时钟出现停走时，访问信号得出 A和 B的值不等，自动转向 B时钟，将正确的时

钟信号输出，并校正 A时钟，让 A时钟处于等待状态；当 B时钟出现停走时，又反过

来通过 A时钟来校正 B时钟的值。这样一个不断访问对比，相互校正的过程确保了时

A时钟 

B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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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的准确性。 

大容量的开锁记录 

大容量黑匣子存储记忆功能，共可存储记录 864 条开锁记录，比同类锁普通的 250

条记录黑匣子高出几倍，更便于酒店管理：可完整地将卡型、卡号、卡状态、姓名、身

份证号、发行时间、退房时间、发卡人一一记录在黑匣子里，让酒店有问题发生时可以

很清楚的查询，一目了然。 

而且将机械钥匙的开锁记录也包括在内（很多锁没有此项功能），如果机械钥匙没有

开锁记录，对管理机械钥匙的人员一旦没有管理到位，就会产生很多隐患。完整的开锁

记录才能科学地完善管理方式。 

 “请勿打扰”提示功能 

客人入住客房后，将反锁大方舌打开后，门锁 LED 灯将有显示代表请勿打扰。 

拔卡提示功能 

插卡后，必须先将卡拔出，才能开启，避免住客遗忘卡在锁槽内；门锁在开启一次

后即时锁上，防止小偷随住客进入客房。 

防插报警功能 

当有人蓄意将门锁组合斜舌粘住，使门锁不防插，以达到行窃目的时，门锁会发出

连续报警声，以提醒客人和服务人员关好门。 

应急开启功能 

应急卡：酒店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可采用应急卡通过插卡方式直接将门锁打开，

一直保持常开逃生状态，并伴有报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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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钥匙：酒店在任何紧急情况下，可采用机械钥匙开门，机械钥匙开门开锁记

录均在黑匣子内，更有利于机械钥匙的安全管理。 

爱迪尔酒店门锁基本技术指标 

 电    源：ADEL 门锁 6v 电源；采用绿色环保碱性电池。 

 静态功耗：小于 12 微安。 

 动态功耗：离合器的工作电流在 150 毫安至 250 毫安之间。 

 应急开启：不受任何控制，即使方舌反锁，也能打开。 

 电池寿命：正常开门使用时间一年左右。 

 开门时间：按动把手后开门一次有效，或不开门 5秒钟自动锁上，15 秒内未关

门，锁内将发出警报提醒客人关门。 

 卡可靠性：连继正常插卡(IC 卡/TM 卡)1000 次不会有一次失误。 

 非法插卡保证条件：插任何非法卡(尤其是全部导电金属卡)后，锁内电路不会 

 损坏，仍能正常工作。 

 错误插卡：如果发生连续三次错误插卡，智能卡有自我保护状态——卡自

锁，只要给总台读一次，自锁卡将立即恢复正常工作。 

 欠压指示：当 CPU 工作电压低于 4.8V 时，插卡黄灯亮，此时还能开门几十次左

右。 

 抗静电干扰能力：大于 15000V 

 工作湿度：20%-80% 

 重量：3.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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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温度：0~70 摄氏度 

 贮存温度：-25~85 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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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44章章    爱爱迪迪尔尔酒酒店店门门锁锁系系统统配配套套产产品品  

1、发卡机 

对所有智能卡进行发卡﹑注销﹑加密﹑设定﹑更改等工作。 

（1）采用逻辑智能控制，确保按规定程序发卡。 

（2）A、内置式： 

① 超小行设计，固定在计算机 3.5 英寸软驱口，确保运行平稳、安全。 

② 小功率，直接共享计算机内 5V 电源。 

    B、外置自弹式： 

① 保护智能卡，避免卡未写完就拔出或刷卡速度不均未写完，造成卡非法而

不能再使用。 

② 减少失误，避免未写完卡就拔出，造成发出的卡不能去开启门锁或使用，

间接影响了酒店在客人心目中的地位。 

③ 保护发卡机读写头及芯片，避免人员操作力度不均 造成的损坏。 

④ 操作时，只需将卡放入，执行完发卡命令后，卡自动弹出，提示成功。 

⑤ 外接于桌面，直接 220V，安装简单，操作方便。 

（3）非法卡自动识别提示功能。 

（4）带 DES 加密算法，对所有卡的发行起到双重保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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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IC 发卡机 IC 发卡机 IC 发卡机 TM 发卡机 RF 发卡机 

型 

号 

7SF-1 8SF-AP 8SF-2L 14512TM 发卡机 6RF 

说 

明 

IC 卡内置式

发卡机 

IC 卡外置自弹式

发卡机 

IC 卡外置推推式

发卡机 

TM 卡外置式 

发卡机 

RF卡外置式发

卡机 

2、 取电开关（即电脑延时节电开关） 

①ADEL-16DC 节电开关 

爱迪尔节电开关内置变压器，采用变压器供电方式，与传统的阻容式

供电有很大区别，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光电控制，带延时功能，通常

客人抽出智能卡离、开房间后，在 5-8 秒内自动断电，有效地起到了节约电源的作用。 

②ADEL-30IC 节电开关（ADELIC 卡专用节电开关） 

 

 

爱迪尔 30IC 卡专用节电开关内置 MCPU（微电脑处理器）和读卡器装置，使用 ADEL 

酒店门锁的 IC 卡插卡取电有效，其他卡片、纸片等均不能取电，真正做到读 IC 卡正

确 

后节电开关工作，有效地节约用电。有别于其他所谓的黑白卡、磁铁卡等节电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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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承诺 

4.1.1  系统的技术支持 

爱迪尔电子公司将对网络锁系统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公司在全国范围设有客户

服务中心、销售技术支持中心，能在 快的时间内为您作出解答，解除您的后顾之忧。 

4.1.2  售后服务 

目前，爱迪尔产品维护及技术支持服务中心，已覆盖全国所有省会、直辖市城市等

大中小城市，其目的是为了让全国所有的用户都能放心地使用爱迪尔公司的产品，同时

为用户提供专业化、高水准、以客为尊的星级售后服务。这支经过多严格培训，有多年

技术经验的高素质维护队伍，为全国多达 3000家用户提供专业保养服务，树立爱迪尔

品牌的良好形象，赢得了用户的高度赞誉和良好口碑。 

4.1.3  关于爱迪尔集团公司简介 

爱迪尔集团创办于 1993年，下辖 6家独资子公司，是一家国内 早从事安防智能

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集技、工、贸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总部设在深圳，

内设有管理中心、研发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生产基地位于深圳，内设电子门锁制造

中心、五金加工厂、模具加工中心、营销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占地共计 10000多平

方米，集团拥有员工 1000 余人，其中拥有高学历的人才超过 90%。爱迪尔集团经过

1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酒店门锁为代表的十五大产品系列： 

1、酒店门锁系列             2、办公室门锁系列  

3、中国专用家庭门锁系列     4、保险箱专用锁系列 

5、美国专用家庭锁系列       6、东欧专用家庭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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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门禁系列                 8、网络锁系统  

9、指纹手持机系列          10、指纹模块系列  

11、指纹卡应用系列         12、巡更系列 

13、网吧计费系统           14、节电开关系列  

15、各类读写器系列 

十年来爱迪尔发展的步伐迅速而稳定，在国内已拥有超过 3000多家星级酒店用户，

并与凯莱、雅高等国际化知名酒店管理集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持续保持国内电子

锁出口量 大的骄人业绩。爱迪尔集团以科技为依托，不断加大科研投入，长期与多家

国内外知名科技企业集团——美国 ATMEL、DALLAS、贝尔、新加坡 TD集团、德国西

门子、中美灵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等公司开展产品开发应用与技术交流合作，

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已独立拥有 70多项国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8项，国际发明专利

2项，集团拥有 1300多付模具,并且全部产品拥有 100%的独立知识产权。爱迪尔集团

一直坚持质量为企业生存的根本，从原材料到每一个部件都有一套近乎苛刻的检验标

准，产品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凝结着无数爱迪尔人的智慧和心血，体现出爱迪尔人对用

户的真挚关怀。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用户，公司率先在全国所有省会城市建立了由厂家专

业人员组成的技术支持服务中心，服务范围覆盖全国，为每一位用户提供快捷优秀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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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55章章    酒酒店店管管理理系系统统设设备备清清单单  

序号 名    称 型  号 数量 单位 

一、服务台         

1 酒店管理软件 讯佳达（三星级） 1 套 

2 服务台电脑   2 台 

3 手持扫描枪 Metrologic MS-5145 2 套 

4 条码打印机 TSC-TTP-342 2 台 

5 POS 机 IBM 4614-A04 4 台 

二、客房门锁（AIDEL）       

6 门锁 737GMFB3000-CC 130 套 

7 RF 卡发卡机(外置式) ADEL-6RF 1 台 

8 提取开锁记录设备 737-RD 1 套 

9 Mifare-1 加密卡、不含印刷 Mifare-1 300 张 

10 延时节能开关 ADEL-30DC 130 个 

11 系统软件 LOCK9200M/win98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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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二二篇篇    机机房房系系统统（（建建议议））  

第第11章章    机机房房设设计计说说明明  

概述 

由于重庆三峡大酒店的其他设备尚未确定、故以下机房设计方案仅供参考、可根据

终情况确定施工方案。 

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里，电子计算机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它

由七十年代前主要用于国防尖端工程和重大科学研究的数据计算，（如卫星轨道、导弹

弹道的计算等）已发展到今天用于数据处理、经济管理、企业管理、过程控制、通信、

交通、金融、情报、基建、和人工智能等各个领域，并且电子计算机还在不断地提高其

性能，向高运算速度，超大规模集成化，超小体积方向发展。但是电子计算机只有可靠

地运行才能发挥其效益，而电子计算机的可靠运行要依靠电子计算机机房的严格的技术

条件来保证。 

计算机房建设工程不仅仅是一个装饰工程，更重要的是一个集电工学、电子学、建

筑装饰学、美学、暖通净化专业、计算机专业、弱电控制专业、消防专业等多学科、多

领域的综合工程，并涉及到计算机网络工程，PDS工程等专业技术的工程。这里包括，

空气调节技术、电源供配电技术、自动监测与控制技术、防雷技术、抗干扰技术、净化

技术、保安与消防技术、建设与装饰技术,以确保计算机系统长期正常运行工作。以下

本设计草案将分别予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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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依据 

● 国标 GB2887-89《计算站场地技术条件》 

● 国标 GB50174-93《电子计算机房设计规范》 

● 国标 GB9361-88《计算站场地安全要求》 

● 国标 GB6650-86《计算机机房活动地板技术要求》 

● 国标 GB50222-95《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SJ/T3003-93《电子计算机机房施工及验收规范》 

●JGJ71-90《洁净室施工及验收规范》 

● 《通讯机房静电防护通则》 

总体设计指导思想 

   根据用户提出的技术要求，对改建机房的建筑物进行实地勘查，依据国家有关

标准和规范，结合所建计算机系统运行特点进行总体设计。总体设计方案以业务完善技

术规范，安全可靠为主，确保系统安全可靠的运行。在选材投资方面根据功能及设备要

求区别对待，并满足用户的特殊要求，做到投资有重点，保证计算机场地工作人员的身

心健康，延长计算机系统的使用寿命。  

   我们的工作就是围绕这个根本任务，通过采用优质产品先工艺把上述设计思想

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计算机设备和工作人员创造一个安全、可靠、美观、舒适的工作场

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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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修的效果应将高档、舒适性融于明快、简洁的格调之中。 

系统一经装修竣工，由于用途的特殊性不宜进行阶段性翻新，因此，主体装修材料宜选

用吸音效果好、不易变形、变色、易清洁、防火性好，且高度耐用的材料。 

室内控制设备、电器设备、布线系统的选材我们注重其可靠性，全部采用符合国家标准

的优质产品或优质进口产品，其特性和安装工艺符合或超过国家标准，以确保系统投入

运行后故障率为 低。 

 

电气工程 

1.1.1  供电电源 

本计算机机房供电采用 380/220V 电压、50Hz频率和三相五线制（即 TN-S系统）

的配线方式。因机房设备分计算机设备和计算机辅助设备，这两种设备对供电电源有不

同的要求，所以采用两种不同的电源供电：即一种为普通电源，一种为不间断电源。普

通电源给计算机辅助设备供电，如：空调、照明、维修插座、辅助插座等等。不间断电

源给计算机设备供电，如：服务器、主机、终端、打印机、行打机等设备。 

两种电源引入不同的配电箱：即安装在主机房内的普通电源配电箱和 UPS 电源配

电箱，再由配电箱分别送给计算机设备和计算机辅助设备。 

1.1.2  控制和保护设备 

为了确保设备能安全可靠的运转，电源准确灵敏通电和断电，电源控制及保护设备

选用可靠灵敏的梅兰日兰空气开关（部分带漏电保护）。视设备情况不同具有过载保护，

短路保护，漏电保护的性能，确保电源控制和设备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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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线路的布线方式 

根据广东省公安消防局规定，机房装修所采用的导线应符合消防安全，即通过消防

局认证。所以室内导线全部采用新型阻燃导线组，天花吊顶灯盘的电源线主干线采用 3

×2.52 导线组、分支线采用 3×1.52 导线组，导线组穿金属电线管和金属电线软管

安装在天花吊顶上，沿较近距离到灯盘位（视情况可采用白色难燃 PVC 塑料管但接头

处应采用金属软管）。照明开关和维修插座进线采用 3x2.52 或 3x42导线组穿金属线

管暗敷在墙内到该位处，计算机专用插座箱采用 3x42导线组穿金属保护槽安装在活动

地板下为防止漏电危及人身安全和防电磁干扰，所有金属电线管、电线保护槽必须全部

可靠连成一体并可靠接地。 

1.1.4  计算机专用地  

计算机系统的直流地又称逻辑地：为了使计算机正常工作，是零电位参考点，它不

一定是大地电位。如果把该接地系统经低阻通路接至大地上，则称为接大地，如该接地

系统不与大地相接，而是与大地绝缘，则称为直流地悬浮。通常是经过适当的处理后再

接地。即采用串联接地-多点接地；并联接地-单点接地；网络接地等几种情况。 

为了达到接地电阻 R≤1Ω，人为地埋入地中的金属件如钢管、角钢、扁钢、圆钢

等称为人工接地体；兼作接地体用的直接与大地接触的各金属构件、金属井管、钢筋混

凝土建构筑物的基础，金属管道和设备等称为自然接地体。与接地体连接并引至机房内

的金属电线称为接地线，接地体和接地线的总和称为接地装置。 

1.1.5  照明系统  

    计算机机房的照明供电属于辅助供电系统的范畴，但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独

立性。机房照明的好坏不仅会影响计算机操作人员和软、硬件维修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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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而且还会影响计算机的可靠运行。因此就合理地选择照明方式，灯具类型、布

局以及一些相关器材等在装修电气工程中不可忽视。 

（1）光通量φ：发光强度为 I的光源在立体角 dΩ内的光通量，即 dφ=ldΩ,或者说，

光通量是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面积的光量，其单位为流明（LM）。 

（2）照度 E：光通量投射到物体表面时，即可把物体表面照亮，照度就是光通量的表

面密度，即射到物体表面的光通量φ与该物体表面的面积 S 的比值，即 E=φ/S（

 其中照度的单位为勒克斯 Lx）。 

由于机房里各类房间的分工不同，对照明中的照度要求也不相同，主机房的平均照

度可按 200、300、500LX取值（下划双线所标的值为本工程所的取值，下同）；基本

工作间，第一类辅助工作间的平均照度按 100、150、200LX 取值；第二、三类辅助

房间应按现行国家建委标准：TY34-79（（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执行。同时在照

明的均 度、照明的稳定性、光源的显色性、眩光和阴影等要求提到日程中来，这些因

素也是对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3）照度的类型 

一般照明又叫普通照明或总体照明，是指整个场所或场 所的某部份基本上照度均

的照明。 

混合照明是指在一般照明不满足局部需求时，增加局部照明组成所谓混合照明。 

事故照明又称应急照明，是指在正常照明因故障或停电熄灭后，供处理计算机的遗

留工作或供人员、设备转移用的照明，通常采用 UPS电源供电。 

（4）照明的布局与选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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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的布局应符合机房美观、位置重要性和设备位置需要来布局，从机房美观来考

率，灯具的布局应均 布置，即纵横方向保持一定距离，并根据机房的面积情况确定灯

具的方向；从位置的重要性考虑；灯具应根据该位置的性质和作用来确定布置达到更好

的效果；同时设备的位置需要也要考虑，避免阴影便于维护等因素。 

机房灯具材料的选择宜选择无启辉器或电子镇流器的灯具；带灯片、防玄光的灯具；

能兼做空调器回风口的灯具；整体装饰性好的灯具；同时具有发光效率高的灯具。 

1.1.6  导线的选择 

（1）导线的型式：所用导线全部采用国产新型难燃铜芯塑料绝缘导线（ZR-BVV系列，

广州公安消防局指定产品），部分从大楼配电房到计算机房的供电线路采用铠装铜芯电

缆。 

（2）导线的截面选择：是根据负荷的大小，允许的电压损失，导线长时间的允许温升

及导线的机诫程度等因素而定。 

附加说明: 

（1）根据甲方机房要求，信息中心机房、网络终端机房及各楼层设备用电由 1台 30KVA 

UPS输出供给。另一路市电供给专用空调、照明、维修插座； 

（2）市电柜、UPS输出柜采用梅兰日兰空气或空气带漏电开关，保障了设备用电可靠

运行，并降低费用； 

（3）全部导线采用铜芯双塑，并且用镀锌金属线槽、线管保护，符合消防要求； 

（4）计算机插座箱是用 2个奇胜插座组成一套，安装在活动地板下的地面上，计算机

电源插入此箱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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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机专用地单独一条 25mm2 双色线为主干线到机房，再用放射式接法引至计

算机插座箱的接地端； 

（6）照明灯具采用机房专用洁净型，可减少眩光；应急照明用 UPS电供给； 

（7）防过电压、防雷设备及专用地网由甲方统一供给。 

装饰工程 

1.1.7  主导思想和要求 

机房装饰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现代科学技术和装饰艺术的综合，机房内放置有

复杂的电子设备和机电设备，对装饰的要求，主要是满足计算机对机房提出的技术要求，

在机房装饰艺术上以既大方舒适，又满足其技术要求为原则。对装饰材料的选择要达到

吸音、防火、防潮、防变形、抗干扰、防静电等要求。装饰后，要使整个机房色调柔和、

通透宽敞、不压抑、舒适。以其达到现代化的装饰水平和视觉效果。 

1.1.8  场地位置 

机房建设工程内容包括以下机房： 

机房名称 位置 控制系统 总面积（m2） 备注 

信息中心机房   126 UPS供电中心 

1.1.9  信息中心机房功能房间划分 

信息中心机房划分为三间：工作间，网络设备间和消防间。工作间为 58 平米，网

络设备间为 64平米，消防间为 4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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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天花吊顶 

考虑计算机房的技术要求以及机房高度要求，整个中心机房天花吊顶全选用欧陆全

铝喷塑微孔天花板，规格 600×600mm,厚度δ=0.6mm,乳白色哑光，明架安装，一改

常规 600X600的呆板格式；此天花的特点是：色调柔和，不产生眩光、防火、防潮、

易清洁、吸音。是目前在计算机房装修工程中采用的天花材料。该材料与国产同类材料

相比，具有价格适中，品质优秀的长处，它同时具有平整度高、色泽一致的特性，照明

灯具均 分布于天花吊顶上。 

注：用户自备 

1.1.11  房间高度 

在机房高度要求上，尽量要求达到宽敞，不压抑，一般正常要求为装修后净空高度

（指活动地板面至天花顶棚高度）为 2.3米~2.6米左右较为理想，这样既能满足人的

视觉效果，不致于使人感到压抑，又能减少空调的制冷量，以节约能源。 

1.1.12  墙壁 

室内墙身采用 ICI涂料，该材料经久耐用、可以达到防尘、防火的效果。  

注：客户自备 

1.1.13  室内隔断 

信息中心机房内网络设备间与工作间有实体墙隔断，网络设备间中用实体砖分隔出

4平米作为消防间。其他房间无隔断 

1.1.14  地板 

机房中均采用活动地板。其特点是：预留空间，便于系统布线，承重能力高，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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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各设备的摆放，拆卸方便，便于各系统的维护，活动地板下为空调系统的静压送风

风库（或称静压箱），面板为防静电处理，一般电阻值 1×107—1×1010Ω之间。  

考虑地板承重力和长远打算。地板用内架空敷设沈飞生产的“沈飞”牌全钢防静电

活动地板，规格：600x600mm，敷设高度：300mm。 

注：地板用户自备 

1.1.15  室内大门 

机房工作间门、网络间门和消防间门全采用放火钢质门。 

新风工程（用户可选） 

1.1.16  设计依据 

新风是保证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及室内洁净度的重要措施。 

 根据《国家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标准》，机房系统的新风量应取下列三项中的

大值： 

室内空调总送风量的 5%～10%； 

按工作人员每人每小时 40～60m3立方米； 

维持室内正压所需风量； 

从实际考虑，由于维持机房正压的新风量需要计算机房的密闭情况，一般机房的密

闭程度较差，难以计算，所以在实际方案设计中取经验值。一般按照每小时换气 2-3

次计算。同时，考虑到机房内的污染物可以通过新风净化，建议新风量按照每小时换气

3次取值。所需新风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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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面积×高度×换气次数=280×3×3=2520立方米/小时 

1.1.17  设备选型 

对于程控交换机室、大厦监控中心、消防控制室、网络终端机房、信息机房，必须

考虑新风系统工程。根据机房各个房间的新风量需求分析，我们推荐使用 X-25系列新

风机，该新风机采用高效电子空气净化单元,专门为集中式空气处理系统设计,采用高压

静电集尘技术,它可安装在中央空调、机房专用空调等集中式空气处理系统的风道中;

通过其自身的空气循环,利用高压静电吸附的原理去除空气中的微粒污染物,如灰尘、煤

烟、花粉、香烟味和厨房油烟等;同时还可有效吸附空气中的气态污染物及滤除空气中

的致病微小生物.,全面的改善室内空气品质 

有关新风机技术参数如下： 

电  源 三相   380V    50Hz 

输入功率(kw) 150 

噪  声 dB(A) 54 

新风量（m
3
/h） 2500 

新风净化效率 大于 95% 

重  量(kg) 123 

尺  寸(mm) 600*450*1900 

 

1.1.18  安装方式 

安装在设备 s间，可以将新风送入空调系统的回风，利用空调的送风系统将新风送

入室内，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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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工程 

1.1.19  计算机机房环境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计算机房场地技术条件》   （GB288-789）对

计算机机房环境规定如下： 

 温湿度要求： 

开机时： 

A级 

 

夏季 冬季 

B级 C级 

温度 23℃±2℃ 20℃±2℃ 15℃-30℃ 15℃-30℃ 

相对湿度 45%-65% 40%-70%  

温度变化率 <3℃时不结露 

<10℃时不结

露 

<15℃时不结

露 

停机时： 

 A级 B级 C级 

温度 5℃-35℃ 50℃-35℃ -10℃-40℃ 

相对湿度 40%～70% 20%～80% 8%～80% 

温度变化率 <5℃时不结露 <10℃时不结露 <15℃时不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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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专用空调机特点 

计算机机房专用空调通常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 大风量，小焓差：这样运行过程中通常不需要除湿。循环风量大将使机组在空气露

点以上运行，故机组可以通过提高制冷的蒸发温度，提高运行热力效率，从而提高运行

经济性。 

★ 送回风方式多样：可以满足用户的多种需要。 

★ 两级过滤：机组内设有初、中级过滤器，使机组送出的冷风达到一定的净化能力，

以满足计算机机房洁净度的要求。 

★ 空气调节的精度较高：能够满足计算机对环境的要求。 

★ 可靠性较高：机组针对计算机房对空调系统高可靠性的要求，在结构与控制系统设

计和制造，以及空调系统组成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以保证机组全年制冷运行。 

自动化程度较高：机组均采用微处理机控制，机房的温度、湿度、气流等运行参数

均能自动控制显示，同时还可以显示各主要部件的运行时间和报警记录，并能自动地按

照预先设置的程序控制机组的启动和停机。另外机组运行监控功能在机组控制器上加入

通讯接口，通过网络和其它监控系统联机，实施集中控制。机组控制器可以根据机组运

行情况，对主机和后备机组、机组内多台压缩机的工作进行自动切断。    

1.1.21   室内主机选择  

根据甲方要求，仅在 9层机房安装精密空调；为充分满足计算机机房环境符合计算

机运行条件，根据冷负荷计算，我们按标准设计考虑了以下方案。 

制冷量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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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机房制冷量国标为：200-300大卡每平方米。 

从网络设备间-工作间共 126 平方，需要制冷量： 

250×126=31500大卡  =32 KW 

根据客户要求，机房内用三台普通空调，可选用格力 3P空调 3台，其中 1台放置

在工作间，两台放置在网络设备间。 

空调机连接铜管、供排水管、供电电缆等的规格、安装连接要求 

必须符合 CANATAL的有关技术规范 

机房防雷系统 

雷电灾害是自然灾害中较为严重的一种。由于雷电是一个随机过程，它的能量相当

强大，而且它是一个瞬间过程，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巨大的能量放出来对周围的设备产生

很大的破坏作用。在雷电灾害中直击雷的威力相当大,但感应雷电流的破坏程度相当广

泛。根据资料统计显示，在雷击微电子设备事故当中，80%以上是由于感应雷所引起的。 

感应雷是由于在雷电闪击过程（能量高达 100KA、200KA）中在它周围很大面积的

线路上感应出一个强大的雷电过电压，这个过电压随着线路向两个方向进行传输进入设

备就会击坏设备。往往几公理或十几公理外的雷闪产生的过电压沿线路进入设备，就会

击坏设备。感应雷的预防分电源部分和信号部分。 

电子系统防雷过电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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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算机房内集中了大量微电子设备，而这些设备内部结构高度集成化（VLSI 芯

片），从而造成设备耐过电压、耐过电流的水平下降，对雷电（包括感应雷及操作过电

压）浪涌的承受能力下降。感应雷侵入用电设备及计算机网络系统的途径主要有四个方

面：交流电源 380V、220V 电源线引入；信号传输通道引入；地电位反击以及空间雷

闪电磁脉冲(LEMP)等。为了确保机房设备及电脑网络系统稳定可靠运行，以及保证机

房工作人员有安全的工作环境，根据我国及国际有关规范规定，对用户机房提出本防雷

方案。 

1.1.22   设 计 依 据 

1.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94 

2.电子计算机房设计规范 GB50174-93 

3.通信局(站)接地设计暂行技术规定 YDJ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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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机场站安全要求 GB9361-88 

5.计算站场地技术要求 GB2887 

6.电信专用房屋设计规范 YD5003-94 

7.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T16-92 

8.CCITT蓝皮书 K.11建议《过电压和过电流防护的原则》 

9.CCITT《通信线路和通信设备的防雷手册》 

10.Inter Standard Iec 1312-1national  

          Protection Against LEMP 

11.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EC 1643-1 

          Surge Protection Devices  

1.1.23  接地系统 

1.利用建筑物基础地作防雷地及电源地 

    现代建筑基础地使用大面积钢筋绑扎，柱子主钢筋及四周墙体钢筋直通到达屋

顶女儿墙防雷带。其接地电阻值一般都能满足 GB50057—94的要求，即≦4Ω。 

2．信号（直流）接地方案参见附录一。 

1.1.24  供电系统 

防雷 重要的就是等电位连接，把各种设备利用防雷器、线材、钢筋和铜排进行设

备的电气处理。使各种设备在雷电流入侵时行成等电位体，这样设备与设备、设备与大

地、设备与大楼整体结构之间就不会产生电位差。利用这些材料和设备把雷电流引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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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从而保护设备。 

由于雷电流的能量很大，在电源线路上通过配置不同等级能量的防雷器，逐级把强

大的雷电流分流到大地，以达到设备能承受电压，从而保护设备。 

电源防雷应保护配电系统、UPS、用电设备等。电源防雷一般采用三级分流法。第

一级采用 100KA（或 70KA）的防雷器，将较大部分的雷电源分流到地下。它安装在大

楼进线的总配电柜的后面。用法国 CITEL的防雷器就选用 DS74－400（技术资料见附

录）。第二级防雷采用 40KA 的防雷器，它能进一步的衰减雷电流。它的安装位置在计

算机机房的分配电柜后面。用法国 CITEL的防雷器就选用 DS44－280（技术资料见附

录）。第三级防雷采用防雷插座，它能更进一步的衰减雷电流。它的安装位置在计算机

机房的设备用电处。用法国 CITEL的防雷器就选用 DS-103（技术资料见附录）。如果

配电柜与 UPS距离较近，建议电源防雷系统选择 C级保护和防雷插座方式。 

电源防雷示意图 

 

引入大楼内的交流电力线宜采用地下电力电缆，其电缆金属护套的两端均应作良好

的接地。根据有关规范本方案建议：“动力供电须采用不少于三级的分级限压措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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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供电系统防雷配置图。 

出入机房的电缆金属护套在入室处应作保护接地，电缆内芯线在入室处应加装三相

或单相防雷器，电缆内的空线对亦应作保护接地。 

大楼内所有交直流用电及配电设备均应采取接地保护。交流保护接地线应从接地汇

集线上专引，严禁采用中性线作为交流保护接地线。 

1.1.25  信号系统的防雷及其设备配置 

随着机房设备的高度集成化，用于系统的微电子设备不断增多，计算机及控制单元

与接口的连接，使得控制终端与设备之间具有大量的数据线、控制线路，由于它们传输

的电平低、速率高，因此特别设计有效的保护系统是必要的。 

信号防雷主要针对机房通信线路、计算机专用 DDN 接口等。网络接口就选用德国

OBO的 RJ45－E100/4，电话线路就选用德国 OBO的 RJ45－TELE/4，DDN专线就选

用德国 OBO的 RJ45－V24T/4。卫星馈线就作法国 CITEL的 P8AX。 

由于现代机房通信线路大多数都用光缆,可以比较有效的防止室外感应雷的入侵。 

终端设备防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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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使用防雷器注意事项 

防雷保护器必须通过接地端以尽可能短的路径接地。 

主机房内所有设备采有单点接地法，即所有地线全部接到直流接地汇集排上，

再由汇集排与直流地网相连。 

设备安装时，应与大楼的外墙及柱子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信号防雷器连接必须与数据进线方向一致。 

不同类型的数据传输线应选用不同类型的保护器。 

第第22章章    UUPPSS 电电源源系系统统设设计计方方案案  

UPS配置方案 

具体配置如下： 

配置：主机 30KVA（三进三出）：壹台 

1小时电池后备时间（每台配置铅酸蓄电池 12V/100AH电池 98块及电池箱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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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产品简介 

研究表明，每台 PC 机平均每月受到雷击、浪涌电压、噪音或断电等电源问题的侵

害多达 120 次，如果不能及时地解决这些问题，系统中的宝贵数据（或程序）将有丢

失的危险。对于通信装备的指挥系统，电网的不正常所造成的影响将更加严重。由于计

算机、航空管理、程控交换机、数据通讯处理系统和医用诊断系统等精密仪器对交流供

电系统都提出了不间断和可靠性的要求。现今，各种类型的 UPS 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

到各行各业中，帮助我们能在安全、稳定和连续的状态下进行工作。 

更复杂的问题产生在日益增长的大型网络系统中 ： 

电磁干扰会破坏精密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数据丢失 

不停地启动/关闭负载,频率漂移，电压不平衡，非线性负载的增加 

波形畸变引起的设备误操作 

山特系统 UPS 可以解决以上所有问题，采用当今 先进的 DS P控制技术及 IGBT

半导体和高频脉宽调制型(PWM) 逆变器，向负载输出干净，纯正的正弦波，而且如果

市 电故障，山特系列 UPS 更可提供足够的时间通知用户，并自动安全地关闭操作系

统。山特系列 UPS 连接在输入电源与负载之间，为负载提供高质量的交流电源。山特

系列 UPS有如下优点： 

适用场所： 

中大型及微型电脑房 

通信网络设备 

大型 WAN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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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储存库 

保安系统 

2.1.2  山特系列 UPS 技术优势 

2.1.2.1 针对中国电网环境的专业设计 

输入电压/频率的允许范围直接决定了 UPS适应电网的能力，艾默生 UPS向用户提

供的电网环境可用性高达 100%。 

艾默生 UPS设计的输入电压范围为 120~276VAC，其中 160VAC以上可带满载工

作，120VAC时可带半载工作。 

这种大裕量设计的输入抗扰范围，专门针对中国电网环境，能全面隔绝由于电网的

长期波动或瞬变对用户负载造成的冲击，同时能确保国内电网质量较差地区的用户设备

在电网电压很低（相电压低于 160V）的情况下仍能长时间依靠市电工作。这样电池的

放电次数将明显减少，后备容量得到保护，寿命也相应得到延长。 

宽频率输入范围可确保各种燃油发电机的平稳接入，始终为用户提供纯净、理想的

电能。山特 UPS 更有超高压浪涌冲击能力。尤其适用于大型机电设备频繁投切的电网

环境和管理权限网络设备的保护。 

2.1.2.2 顶级的防雷设计——全面保护，与从不同 

C级防雷箱（选件）：20KVA 8/20us；通流量可达 20KA，冲击电流波 8/20us。

箱体正面有正常与故障灯显示，内部设有热脱扣装置以及短路保护装置，保障强雷击后

器件损坏情况下防雷箱与电网的有效脱离。有单相及三相产品可供选择。 

D级防雷板（标准配置）：所有产品均内置防雷板 3KA 8/20us；6KV 10/700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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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多雷或防护能力不足地区用户网络设备及 UPS本身的安全可靠性。 

2.1.2.3 智能化的电池管理——延长电池寿命 

 电池放电终止保护电压自动调节 

由于 UPS 标准机与延时机电池放电倍率有所不同，根据国内外生产厂家提供的技

术标准，两者电池放电终止电压保护点的设置也应区别对待，否则将严重缩短蓄电池寿

命。 

 定期电池自检及自动电池维护功能 

可通过监控界面设置电池定期自检或自动维护，可有效避免电池长期浮充造成的电

池老化、容量下降等故障。 

 均浮充自动转换 

集多年通信电源电池管理的丰富经验，山特 UPS 采用了先进的均浮充转换技术，

根据对电池充电电流的检测及电池容量情况的判断，自动进行均浮充转换，大大节省充

电时间，活化电池，从而延长电池使用寿命超过 50%。 

 自动温度补偿 

艾默生 UPS 还可根据环境温度的变化自动调节浮充电压， 大限度的保证电池始

终处于理想充电状态。 

 自动均流的可并联充电器 

针对国内长延时机型不同后备时间的电池配置，为保证电池能量的快速恢复，需要

UPS 提供灵活可扩充的充电能力。山特 UPS 特别设计了可并联的自动均流的充电器，

采用了成熟的通信电源并联技术，能够满足用户对电池能量快速补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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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PFC功率因数校正功能，输入功率因数接近 1，对电网无污染； 

均流不平衡度<3%，充电能力倍增； 

输出纹波电流<20mA，避免电池发热，保障电池适应寿命。 

2.1.3  强大的网络监控功能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未来世界中人们对网络的信赖程度都会大大增加。而网络

是一个数字化的电子环境，高质量的供电乃是网络正常运转的基础，所以要保护网络首

先是要保证整个网络环境，因而智能化 UPS便成为网络必不可少的一员。 

同时，随着 UPS 在保护网络运转、保证网络高可靠、高可用和网络服务的永不间

断中的重要作用，对 UPS 的可靠监控，并实现智能化、自动化、高效率低成本的维护

管理，就成了必须考虑和面对的问题。如何能集中管理和远程监控所有工作的网络中的

智能 UPS成为电源厂家能否提供高端服务的标识。 

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是动力环境监控系统的领导者，以深厚的技术实力开发了

UPSite 智能 UPS 网络监控管理软件，为用户提供专业、完善、方便实用、安全可靠

的电源监控工具，并提供优质全面的技术支援和服务。 

提供 2种类型的网络监控软件 

UPSite——面向单用户的监控软件； 

UPSiteCenter——面向大规模广域网集中管理的监控软件（可达 65500台）。 

Netpowerstar——开放的 UPS动力环境监控平台，具备 UPSiteCenter全部功

能的同时，可监控所有品牌智能 UPS，是用户进行全面动力监控管理的 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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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思想 

2.1.4  工作原理 

   山特系列 UPS是在线式双变换不间断电源 UPS，采用 AC-DC-AC变换器（见图

3-1）。整流器将市电由交流变换成直流，供给逆变器，同时供给充电器给电池充电，

一旦市电故障，电池将放电。逆变器产生纯正、稳定的正弦波交流电压，供给负载。

UPS在线式双变换不间断电源 UPS将保护负载不受以下影响： 

电压波动 

频率波动 

电压过高/电压过低 

电压尖峰 

谐波干扰 

当市电瞬时断电或故障，电池将不间断定向逆变器供电。当市电恢复时，UPS自动

转为市电供电。在转换过程中， UPS确保负载的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 

当负载发生过载或短路时，在线式 UPS将自动关闭逆变器，转换至旁路工作。 

第一 级变换（由 AC-DC）采用三相全控 SCR 桥式整流器，把三相输入电源变换

成稳定的 DC电压。 

直流母线电压同时为电池充电和逆变器提供电源。电池充电采用温度 补偿充电系

统，延长电池寿命。山特 UPS 采用 先进的 DSP 控制技术，，把直流母线电压变换成

交流。在正常运行时，整流器和逆变器都工作，同时给负载和电池浮充供电。当市电断

电时，整流器停止工作，由电池经逆变器向负载供电；若电池电下降到放电终止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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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市电还未恢复供电，UPS 将关机。电池放电终止电压已预先设定。市电断电，电池

维持 UPS工作，直至电池电压降到电池放电终止电压 UPS关机的时间，被称作“后备

时间”。后备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电池的容量和所带负载的大小。通常情况下，在重要场

合，市电断电后，由发电机为 UPS提供输入电源。一旦发电机为 UPS供电后，整流器

启动为电池充电及逆变器供电。现在通常采用的发电机在市电停电后，能自动启动，并

很快带载，这使得电池放电时间很短，相应缩短了电池充电时间。 

2.1.5  旁 路 

注有“静态开关”（STATIC SWITCH）的方框的电子控制开关，使负载逆变器的

输出或旁路电源上。在正常情况下，负载通过接触器 K1（受静态开关电路控制）由逆

变器供电：但过载或逆变器故障，负载自动切换到旁路电源。 

第第33章章    计计算算机机房房装装修修建建议议说说明明  

 计算机房内部装饰应选用气密性好，不起尘，易清洁，并在温湿度变化作用下度

形小的材料，并符合国家 A级防火要求。 

1、计算机房墙体选用防火，隔音保温外表美观的复合岩棉彩色钢板或铝扣板贴面，

周围要做到防潮、屏蔽。 

2、地台板下水泥地面，可采用砂浆抹灰。地面材料应平整耐磨地表面应刷防静电

地台漆。如活动地台下的空间做为静压箱时，四壁及地台应选用不起尘，不易脱落，易

于清洁的饰面材料，水泥地表面应贴，防火好的保温材料以减少冷量损耗。 

3、宜选用不起尘，防火性能好的吸音材料，如吊顶以上作为铺设管线和静压箱时

则顶部四壁均抹灰，并刷不易脱落的涂料，顶棚上高度应留有 500-800的高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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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静电地台板下不铺设电缆时，其高度一般可做到 150-200mm左右。如地台板下作空

调静压箱时一般高度应为 300-350mm，地台板上安装有铝合金可调节送风口

（400×200）风口初速度为 0.7-1.2m/s空调回风选用(2440×610)喷塑铝合金回

风百叶。 

 4、内隔断墙选用三角铁衬里（或槽钢）包吉祥塑铝板）（或进口 8K 不锈钢）中

间用大尺寸 12mm钢化玻璃做整体隔断，门选用 12mm钢化玻璃进口地弹簧，铝合金衬

门夹外包塑铝板（或不锈钢）自由门全部采用 A 级材料安全可靠防火性能好，美观大

方视物不变形，耐压强度高。计算机房内的管道都应进行防锈处理，所有的线缆都应选

用铁皮线槽钢管或金属软管保护。 

第第44章章    机机房房设设备备清清单单（（待待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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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三三篇篇    施施工工组组织织方方案案  

第第11章章    工工程程综综述述  

1.1.1  概述 

本项目是重庆市丰都三峡大酒店智能化系统，项目内容是通过各智能化子系统达到

使该酒店成为一个合格的具有三星级酒店管理水平的旅游宾馆。因此我公司将把该项目

的工作作为公司的重点工程项目来抓。 

1.1.2  工程地点和工期 

工程地点：重庆市丰都县 

工程要求工期：以监理工程师书面通知为准，配合工程进度进行施工 

1.1.3  工程项目 

酒店智能化系统 

1.1.4  施工组织设计编制的依据 

我国现行的各种规程、规范、标准图集及等同的国际标准 

我国颂布的与建筑电气有关的各种法律、法规 

我公司丰富的工程施工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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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22章章    工工程程施施工工组组织织  

 我公司将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三峡大酒店智能化系统的项目设计与工程建设小组，

全面负责该系统工程的实施。现根据整个工程的实际情况和具体任务分工成立以下职能

分明的工作小组： 

工程领导小组 

由我公司和三峡大酒店有关领导和技术负责人以及相关的商务负责人组成，全面负

责工程的组织、工程计划安排、以及人员的安排和协调。 

工程项目负责人 

工程项目负责人是整个工程处项目的组织管理者，对工程全面负责，对工程领导小

组就工程组织、工程进度、工程质量、人员安排和协调等事宜负全责。 

工程技术小组 

负责整个系统的方案设计（包括总体方案设计和分期工程方案设计），设备选择、

采购和验收以及安装施工工程、系统调试过程的技术指导，方案的调整与更改必须由工

程技术小组进行设计和认可。 

工程实施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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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工程技术小组的技术要求，执行工程领导小组对工程整体要求，承担整个

系统建设的现场施工任务，系统安装、调试、测试、实运行，以及工程维护、培训等任

务。工程施工小组根据工程施工中的具体情况，向工程技术小组提出更改或调整意见。 

商务协调小组 

负责工程实施过程中与商务活动有关的各项事宜，以及设备采购与更换等工作。 

我公司将组织多位有关安装、测试的授权、认证的高级工程师、 

系统工程师参加到各个工程小组中，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施工，确保优质高

效的完成整个工程项目。整个工程的主要参加人员，在整个工程进展期间对本工程负责

各自的工作。 

 

 

 

2.1.1  工程质量管理 

为确保整个系统高质量的完成，必须遵守有关的国际标准（ISO90000）和国内质

量标准（包括如安全防范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从系统设计，到原材料采购、运输、

储存、现场施工，安装调试，实运行和交付使用，全过程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 

2.1.2  文档管理 

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我公司将依据公司的有关规程规定，建立完善的文件档案，

其中包括各种设计输入文件，用户招标文件，需求报告文件，系统总体方案，工程施工

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工程记录，协议，合同副本，阶段和隐蔽工程验收报告，系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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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实验报告，测试报告，设备清单，竣工图纸，设备资料，技术手册等等，待整个系

统通过验收通过后，将全部资料移交给用户管理。 

工程文档资料全部采用电子管理，采用 WINDOWS为平台，使用 office办公管理

套件，和 WINDOWS内置的标准软件，文件格式执行公司相关文件规范的要求。 

2.1.3  项目组织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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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33章章    工工程程进进度度计计划划  

本系统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将有赖于贵方的大力配合，特别是线缆铺设、立墙打孔

等土建工程中，由于会有很大的噪音和飞尘，因此会让现场工作人员暂时离开。所以只

有在贵方的大力协调下本系统工程的建设才能按期顺利完工。为保证本系统将来建成后

的顺利移交及日常运行维护，我们建议贵方安排 1 名技术人员参与本系统工程的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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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系统的施工 

施工准备 

图纸准备：施工图必须经需方和有关部门认可审定，并能保证正常施工的情况下开

工、在开工前认真熟悉图纸，与本项工程有关的技术资料规程、规范及地方法

规文件，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和解决。 

人员准备：根据实际情况，有预见性地安排人员。 

材料准备：作好材料计划和设备定货、加工计划，确定供货时间。 

现场准备：具备施工用电和必要的施工用房、材料和设备的存放场所，由需方提供

整个工地的保安措施。 

 系统的施工工序安排 

系统的施工阶段： 

系统施工的前期阶段：支架安装、配管、穿线等设备安装的前期施工，施工人

员在现场工程师的督导下严格按照图纸施工。 

设备安装阶段：系统安装工程师进入现场指导安装，施工由项目施工小组负责。 

设备调试阶段：系统安调工程师进入现场，各系统由系统安调工程师分别负责，项目负

责人组织人员配合调试。 

人员培训：将在设备安装和调试阶段进行、整个工期，工程项目负责人对工地现场的整

个弱电工程队伍的组织协调、施工安全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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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施工 

1.1 室内配管的技术要求 

1) 线管配管有明配和暗配两种，配管要求如下： 

明配管要求横平竖直、整齐美观、暗配管要求管路短、畅通、弯头少。 

线管的选择，按设计图选择管材种类和规格，如无规定时，可按线管内所穿导

线总面积（边外皮），不超过子内孔面积的 70%的限度进行选配。 

2) 为便宜管子穿线和维修，在管路长度超过下列数值时，中间应加装接线盒或拉

线盒，其位置应便于穿线。 

管子长度超过 40米、无弯曲时； 

长度每超过 25米、有一弯时； 

长度每超 过 15米、有两面两弯时； 

长度每超过 10米、有三个弯时； 

电线管的固定：线管在转弯处或直线距离每超过 1.5米应加固定夹子。 

3) 电线线管的弯曲半径应符合所穿入电缆弯曲半径的规定、凡有沙眼、裂纹和较

大变形的管子禁止使用于配线工程、线管的连接应加套管连接或扣连接。 

4) 竖直敷设的管子，按穿入导线面积的大小， 在每隔 10-20米处，增加一个固

定穿线盒，用绝缘线夹将导线固定在盒内，导线越粗，固定点之间的距离越短。 

5) 在不进入盒（箱）内的垂直管口，穿入导线后，应将管口作密封处理。 

6) 接线盒或接线盒的固定应不小于三个螺丝钉、连线盒与管子的连接应加杯梳。



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智能化系统方案 第 3章  工程进度计划

 

  

中安保实业有限公司 www.cspbj.com - 211 - 
 

接线盒或接线盒应加盖、线管的分支处应加分线盒。 

1.2 金属软管暗敷 

外观检查 

外观应符合壁厚均、无折扁、裂缝、砂眼、塌陷及严重腐蚀等缺陷； 

外表不得有裂纹、结疤；内表面应光滑； 

外表面镀层完整，表面无剥落、气泡。 

金属软管的加工和预处理 

金属软管的切断 

质量要求： 

① 管子切断后，断口处应与管线垂直；管口应挫平、刮光，使管口整齐光滑。 

 ②出现马蹄口时，应重新切断。 

管子的弯曲 

质量要求： 

① 暗配管弯曲半径不小于管外径的 6-10倍，弯曲度不小于 90度。 

② 弯曲处不应有折皱、凹穴和裂缝，弯扁程度不大于管外径的 10%。 

3）配管的处理 

管与管的连接 

一般采用金属软管专用套管连接，并采用锁紧螺母或护圈帽加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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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拉线盒设置 

在管路较长或有弯曲时，必须加装拉线盒。 

管路补偿措施 

管路通过变形缝处，心须加装补偿装置。 

① 补偿装置应平整、管口光滑、活动自如。 

② 穿过建筑物和设备基础处应加保护管。 

 线缆敷设 

1. 管内穿线 

清扫管路 

穿线工作一般是在土建地坪和粉刷工程结束后进行。为不伤及导线，穿线前，应先

清扫管路。方法是用压力约 0.25Mpa的压缩空气，吹入已敷好的管中，以便除去残留

的灰土和水分，也可在钢线上绑以擦布成拖把布状，来回拉数次，将管内杂物和水分擦

净。 

管路清扫后，随即向管内吹入滑石粉，以便穿线。 

将管子端部安上塑料管帽或护线套，再进行穿线。管帽与护线套作用相同，可以防

止穿线过程或运行时，各种原因引起的振动造成电线被管口擦伤。过路箱管口的护圈应

在穿引线钢丝时或做引线接头时套入，护圈规格要与管径相配，套在管口要敲紧。 

技术要求 

穿在管内绝缘导线的额定电压不应低于 5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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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穿线宜在建筑物的抹灰、装修及地面工程结束后进行，在穿入导线之前，应将

管子中的积水及杂物清除干净。 

不同系统、不同电压、不同电流类别的线路不应穿于同一根管内或线槽的同一孔槽

内。 

横向敷设的报警系统传输线路如采用穿管布线时，不同防火分区的线路不宜穿入同

一根管内。 

导线在管内不得有接头和扭结，其接头应在接线盒内连接。 

管内导线的总截面积（包括外护层）不应超过管子截面积的 40%。 

弱电系统的传输线路宜选择不同颜色的绝缘导线，同一工程中相同线别的绝缘导线

颜色应一致，接线端子应有标号。 

布线使用的非金属管材，线槽及其附件应采用不燃或非延燃性材料制成。 

导线穿入金属软管后，在导线出口处，应装护线套保护导线；在不进入盒（箱）内

的垂直管口，穿导线后，应将管口作密封处理。 

2． 桥架电缆敷设 

施工工艺 

在桥架上方安装电缆放线滑轮，水平段每 4—6m安装一个，垂直段每 4—5m安装一

个，在拐弯处安装一个（根据拐弯的方向，可将拐角处的放线滑轮安装成垂直

的或倾斜 45°）。 

当滑轮安装好后，先将一根麻绳通过滑轮，敷设在桥架上，一头由人牵引，一头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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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电缆（电缆绑扎头采用自制网套牵引头）拉上桥架。 

电缆敷设的起点，应根据电缆桥架敷设路线，电缆盘运输条件、支盘场地等决定。

一般选在弱电竖井附近、拐角处、三通和四通连接处。 

粗电缆每次敷设一根，较细电缆每次敷设 2—4根。 

技术要求 

敷设电缆时，拉力要均 ，桥架上应有人调整滑轮，以防电缆滑出滑轮，扭结在

一起。 

当电缆较长时，可以选中间为起点，向两头敷设，这时电缆长度一定要测量准。 

电缆桥架水平安装两排时或垂直安装几排时，放电缆应先里边、后外边。 

垂直安装时，应先下边、后上面。 

电缆敷设在桥架上，应立即开始整理，使电缆松弛地、沿直线方向摆放在桥架上，

在建筑物伸缩缝处应摆放成“S”形。 

电缆摆放时，转弯处应紧松一致，每 3-5m用塑料绑扎线绑扎一次。 

桥架上的电缆应平行整洁。 

系统的调试 

3.1.1  调试总则 

当弱电系统安装完毕后，进入调试阶段，必须按弱电分系统对各自的监控设备逐个

时行调试和系统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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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度步骤 

校线 

硬件调试 

软件调试 

系统运行联调 

2.调试程序 

执行人： 

工程部技术支持，现场技术支持 

输入： 

分项工程验收表 

安装工程总结报告 

调试任务书 

设计文件 

设备说明书 

设备安装图 

设备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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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调试计划书(工期，人员设备需求，各系统功能要求及调试步骤，对配合方的要

求) 

辅料、工具计划表 

调试 

调试记录 

输出： 

 调试报告 

 内部验收报告(要有工程部、技术支持、项目经理参加) 

 设备说明书 

 设备接线图 

 系统使用说明书 

 培训材料 

接收人： 

 工程部、工程项目负责人 

3.校线的内容 

对系统的设备(控制柜、箱)到现场设备进行点对点的检查、这些工作包括： 

1）检查弱电平面管线是否按图纸设计施工，强、弱不同电压等级管线是否走不同

的管和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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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弱电平面管线控制柜、箱端是否全部上控制器端子； 

3）检查弱电平面管线与配电柜(箱)端子连接是否正确。 

4）检查电源敷设到位：弱电系统各子系统中控室及控制柜、箱电源保证在调试前

敷设到位，并保证在调试阶段各子系统可随时得到供电、注意在调试前千万不

要给各子系统的控制柜、箱通电，以免损坏弱电系统现场设备。 

5）移走插在控制柜、箱底板上连接现场设备线的端子排； 

6）给控制柜、箱供电，检查端子排上是否有错误的高压接入，确保没有损坏控制

器及现场设备的隐患存在； 

7）关闭控制柜、箱电源，将连接现场设备线的端子排插到控制柜、箱底板的端子

上。 

工程验收 

3.1.2   验收步骤和内容 

1）组成内部检测验收组的组成：由公司指派技术监管人员结合本项目的现场管理

人员、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组成。 

2）建设文档审查、验收：对所有工程的施工、技术文档进行查阅，并提出增补意

见；审查合格后，建立完整的工程建设文档，并签发文档合格审查报告。 

3）现场系统检测和验收按设计方案和施工图纸要求进行全面逐项查验。如若不合

格，则提出工程整改要求和通知，直至复查合格。检测验收合格后，签发内部工程项目

检测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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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验收报告文档：将所有工程建设文档和内部系统检测验收报告文档整理归册，

并一式四份。 

3.1.3   第三方预验收 

1）验收组的组成：以该项目的工程监理单位牵头，邀请设计方、工程相关建设施

工单位、相关之电气设备供货商等单位组成。我方人员配合参予。 

2）验收内容：按工程项目监理规范、设计标准、有关之电气设备安装工艺和标准，

我方提供的技术设计方案书等为验收内容和依据。 

3）验收方式：按不同时段，随机查验的形式进行。 

4）验收报告：由验收组成员共同讨论，形成意见，以规范的、书面的形式形成（具

体工作可委托我方文员配合）。验收报告形成后整理归册，并一式四份，该验收报告将

作为能否进行正式验收的唯一条件。 

3.1.4   正式验收 

1）验收组成员：由甲方单位牵头，邀请工程监理单位，政府行业主管单位，行业

专家等组成。我方人员配合参予。 

2）验收标准：按国家关于智能化系统工程的有关标准和甲方的工程招标文件、工

程承包合同和我方的技术设计方案书、施工图(以原设计方图纸为基础)等。 

3）验收内容：工程建设文件：共一套。我方提供，包括施工图(以原设计方图纸

为基础)、设计说明书、设计变更备忘录等。如验审合格，则整理成册，并一式四份归

甲方单位存档。 

4）工程竣工文件：共三套。我方提供，包括系统设计图(以原设计方图纸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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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平面位置配置图（表）、设备安装图、系统管线图、线缆连接表、布线配线图（表）、

系统安装、使用说明书、特殊系统之开通使用许可证明、系统调试维护手册、系统操作

手册、系统技术性能测试报告、系统所有设备说明书原件（印刷品）全套）。如验审合

格，则整理成册，归甲方单位存档。 

5）工程质保文件：共一套。其中包括系统所有产品设备保质证书、系统整体质量

保证书和系统整体的工程、技术服务承诺书（均由我方出具）。如验审合格，则整理成

册，归甲方单位存档。 

6）现场检测验收：由甲方指定采用标准检测仪器和规范操作流程对系统进行全面

正常的指定抽验以检验系统运行的技术指标和性能情况。由甲方指定采用恶意操作（系

统允许范围内）方式对系统进行随机检测，以验证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7）正式验收报告：由验收组成员对验收结果进行分析、讨论，形成意见。并据此

作出正式验收报告。正式验收报告一式二份，一份归甲方单位永久保存，一份归我方永

久保存。 

第第44章章    售售后后服服务务计计划划  

技术培训安排 

为了使系统的维护、技术培训和安装调试有根本性的保证，我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用

户服务体系，培训部人员通过严格的技术考核，选拔出一批高素质优秀的培训工程师，

通过长期的培训实践，逐步形成一整套规范的培训计划，从系统的操作到系统的安装调

试，每部分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保证受训者在短期内的培训后，达到预期的培训效果，

同时我们将进一步改善培训条件、提高培训水平、健全培训体系、召开维护研讨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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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人员不断地学到新设备，维护知识、交流维护经验、提高维护水平，保证对系统设

备的正确维护。 

培训对像： 

A级：培训对像：系统维护人员。能够对系统进行维护和升级，并能排除简单故障

和更换零配件。 

B级：培训对像：普通操作人员。能够熟练操作本系统相关的软件，并能根据操作

情况向系统维护人员报告运行状况。 

现场培训：根据施工进度进行现场安排。 

培训地点：重庆丰都三峡大酒店 

培训时间：四周 

培训人数：6人以上 

保修服务内容 

技术支持及服务的项目 

技术支持及服务的项目 

设备的安装及系统集成服务 

对所有设备提供相应的保修期内免费维修服务 

对应用软件提供三年的免费升级和维护服务 

签定维修合同进行整体保修服务(费用由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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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永久的免费电话咨询技术支持服务 

针对重庆丰都大酒店智能化系统项目，我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具体承

诺如下： 

硬件设备的服务与承诺 

所有硬件设备自系统 终验收通过之日起，根据相应设备的保修期限提供三年的免

费整体保修。保修期内，由于设备本身质量问题，乙方免费更换或维修；对非设备质量

引起的故障和损坏及保修期后的维修，乙方将收取人工费、交通费和材料费。三年的免

费整体保修之后，我公司将继续终身提供维修服务，如需增加功能或需要补充设备，我

们将积极配合，并予以价格优惠。如果贵方需要继续我公司提供整体保修任务，具体费

用可以由双方协商签定维修协议进行。 

对所有设备和软件维护现场维修、维护的响应时间为： 

 即时响应； 

 1小时内到现场（如电话响应无法解决）； 

 2小时内修复； 

 如果 2小时内无法修复系统问题或设备故障，免费提供相同规格型号的替代品使用。 

应用软件服务与承诺 

从应用软件需求分析，到系统设计、软件测试、软件培训、系统试运行、系统维护、

按需定做，我公司为用户自始至终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技术文件、资料的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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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技术文件、资料的移交，在系统全面实施时进行。需移交的技术文件和有关

资料应包括硬件、软件、系统等一切有关的设计资料、特殊说明、安装使用状况、试运

行记录、安装使用手册等资料及刻录光盘等。 

日常技术支持及问题的解答方式 

 现场技术支持 

 电话、传真问题解答 

 其它服务承诺 

我公司凭借自身的技术和地理位置的优势，在保修期内，针对用户出现的技术问题

将尽可能地提供现场服务，使用户尽快熟悉并掌握整个系统的使用。在质保期内如遇买

方有重大活动，我公司派人到现场提供系统的运行保障，保证活动的正常进行；一般情

况下，每两个月对设备运行情况巡查一次。 

用户要求的特殊服务 

若用户有其它方面较特殊的服务要求，我公司将尽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响

应。双方可在合同签订时，商讨具体办法及实施细节。 

服务原则 

我们的售后服务一直遵循的原则为：主动、及时、有效、满意。 

主动：我们的专门服务人员将实行定期主动与客户联系（一般时间为一个月），

了解客户的 新使用情况并实施统计，并根据客户的需求提出良好的建议。 

及时：对于客户遇到的一些意外出现的问题，我们在得到维护消息后，一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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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钟以内响应， 短的时间内到达现场解决问题，保证在 短的时间内恢复使

用。 

有效：有效的解决问题是我们的标准，更是我们技术力量的体现，这也是我们

坚实的后盾。 

满意：不断为客户提供高效的增值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客户满意是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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