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传感器的优势

 � 准确监测数据中心中各种环
境因素：温度、湿度、气流、气
压、漏水、物体移动和振动

 � 易于部署与可扩展的传感器

 � 有把握地提高数据中心的温
度，从而降低冷却成本

 � 监测进出机架的气流和气
压，以防热点和旁路再循环

 � 接收环境告警，防止热点、旁
路气流和再循环的发生，从
而提升正常运行时间

 � 根据实际确切的环境分析和
了解，做出更明智的机架管
理决策

 � 无需中断运行，安装简便，即
插即用

 � 缩短LED工作状态的现场报
警响应时间

 � 通过总线或单线技术支持自
定义配置

智能传感器

力登智能传感器是一套完整全面的环境传感器，可以提供精确的数据，帮
助您洞察数据中心的一切环境变化。其先进的优势包括简易部署、清晰明
确的热点识别、更好的气流管理等。各种型号的智能传感器适用于监测温
度、湿度、气流、气压、水浸/漏水、触点闭合、物体移动以及振动等。

传感器收集的所有环境数据都可以发送到任何一个DCIM监控软件，可以
帮助管理人员在数据中心的机架、过道以及设施层面纵览整个数据中心环
境。对数据中心环境中存在的任何潜在危险，也会发出实时告警，以便管
理员及时解决。

配备力登智能传感器，在现有的基础设施中添加环境监控，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简便、更划算。其独特的即插即用功能，可方便连接到任何力登电
源设备，包括 PX智能机架PDU系列，智能机架控制器，PX在线计量，机
架转换开关和分支电路监测器等，刷新了数据中心简易部署的新标杆。

使用力登即插即用传感器 
轻松驾驭您的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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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集成到力登 PX iPDU, DCIM软件 

开箱即用，与PX智能PDU、 
Power IQ®DCIM监测软件 
无缝连接的解决方案。

轻松符合国际环保标准
环境传感器是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可以对影响IT设备的所有关键环境
因素做出准确的报告，并做出符合ASHRAE环境标准的决策。

通过力登产品中的Xerus技术平台，将数据推送到任何DCIM或BMS软件
中，智能传感器即可轻松收集关键环境数据，从而提供更高效的部署和管
理。



适用于您的数据中心的传感器

1 此外还有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可供选择。

2 美国供暖、制冷和空调工程师协会(ASHRAE)建议对进入IT设备底部、 
中部以及每个IT机架顶部的冷空气进行测量。

气压差

DPX-T1DP1可以监测高架地板上下层之间的 
空气压力差，或冷热通道之间的空气压力
差，以防热泄露。

触点闭合

 DX2-CC2的双通道触点闭合传感器主要和第三方传感器配合使用，与数据中
心烟雾探测器集成，通过力登Xerus技术平台监测危险情况，整合数据。

水浸/漏水

DPX-WSF-KIT， DPX-WSC-35-KIT和DPX-WSC-70-
KIT传感器可以监测地板或某一区域周围的浸水，液
体冷却机柜的漏水，也可用于监测冷凝。

气流

DPX-AF1可以侦测
特定空间内的空气
流动（与气流循环相
关的区域），如高架
地板下的空间，或仅
是开孔地板上方的
区域。

机柜进风口的温湿度

DX2-T3H1将三个传感器的探测头串联在一起， 
便于按照ASHREA2指南，将它们部署到机柜冷 
空气进风口的底部、中部和顶部。

震动

DX-VBR可探测震
动，如地震，损坏
的风扇，支持三个
坐标(x,y,z)。

温度

DX2-T1可以部署在机柜的正面或背面，用于监测
冷空气的进入和/或热空气的排除，确保有效的
空气流动。1



创新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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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IQ® DCIM 软件监测
环境传感器监测收集的数据可以通过智能传感
器立即发送到Power IQ® DCIM监控软件，让
您有把握地提高数据中心环境温度，调整CRAH
和CRAC内的风扇速度，提高能源节约度，最大
限度地利用冷却系统。

此外，用户可以将传感器的数据与湿度表的环
境图进行比较，从而确保冷却点的准确性，运
行条件正当无误，并符合公司、供应商或设施
的各项要求。

Power IQ 可以让帮助您：

 � 一眼便知热点位置

 � 确定何时升高/降低温度阀值

 � 确定所需湿度

 � 轻松管理ASHRAE标准热度指标

 � 简化通道节能管理

 � 定制并添加自己的热度指标图

更多资讯请点击 www.raritan.com/ap/cn/poweriq

RJ45,可更换的 
传感器探头

如果传感器的探测精度
降低，无需替换整个传
感器，只需更换传感器探
头即可，从而保持一贯的
精准性。

LED 指示器
一旦温度超过预设的阀值， 
LED灯可及时向技术人员发 
出可视告警。

高度精准和可靠的计量
所有智能传感器离不开最新、最高端的计量元件。智能温湿度传感器提供 
最高精度+/-0.5°C的计量，相对湿度+/-2.5%。

单总线/串行技术
智能传感器通过标准的传感器线缆或任何Cat 5/6型线缆连接
提供了最高的部署灵活性，您可通过一个总线级联多达32个传
感器。智能传感器通过一个控制设备，用不同类型的传感器，轻
松测量数据中心的整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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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编号 产品说明

智能传感器： 
温度 DX2-T1 单一温度传感器，现场可更换传感器模块，RJ-45连接器。 -20°C 至 20°C 

20°C 至 70°C 
+/- 2°C 
+/- 0.5°C

智能传感器： 
温度和湿度 DX2-T1H1 单组温湿度传感器，现场可更换传感器模块，RJ-45连接器。

-20°C 至 20°C 
20°C 至 70°C  
0% RH 至 100% 
RH

+/- 2°C** 
+/- 0.5°C** 
+/- 5% /RH***

智能传感器： 
温度和湿度 DX2-T2H2

2x DX2-T1H1.单组温湿度双组合传感器，可现场更换传感器模块，RJ-45连
接器。

-20°C 至 20°C 
20°C 至 70°C  
0% RH 至 100% 
RH

+/- 2°C** 
+/- 0.5°C**  
+/- 5% /RH***

智能传感器： 
温度和湿度 DX2-T3H1

1x DX2-T1h1+2x DX2-T1.双组温湿度传感器，可现场更换传感器模块，RJ-
45连机器。

-20°C 至 20°C 
20°C 至 70°C  
0% RH 至 100% 
RH

+/- 2°C** 
+/- 0.5°C**  
+/- 5% /RH***

智能传感器： 
气流管理 DX2-AF1* 单一气流传感器，RJ-45连接器。 N/R N/R

智能传感器： 
气压差 DX2-T1DP1* 单组合气压差和温度传感器，RJ-45传感器。 N/R N/R

智能传感器： 
触点闭合 DX2-CC2 2个触点闭合传感器用于连接和管理第三方传感器（烟雾、声感等）。 N/R N/R

水浸/漏水 
传感器 DX2-WSF-KIT* 地板浸水/漏水传感器，附加触点闭合传感器，RJ-45连接器 N/R N/R

水浸/漏水 
传感器

DX2-WSC-35-
KIT* 使用11.5ft(3.5米）绳，水浸/漏水传感器，RJ-45连接器。 N/R N/R

水浸/漏水 
传感器

DX2-WSC-70-
KIT* 使用23ft(7米）绳，水浸/漏水传感器，RJ-45连接器。 N/R N/R

振动 
传感器 DX-VBR 振动传感器沿三坐标（x,y,z)监测加速度，RJ-45连接器。 0 至 13.86g +/- 0.1g

*DX2型号T1DP1和AF1将于2020年上市，具体供货信息请讯洽力登当地经销商。
**当湿度达到20%-60% RH时；
***当温度达到25度时。   

智能传感器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