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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微模块数据系统，包括有顶

板组件，该顶板组件包括一框架及位于框架中部

的顶板以及与顶板连接的电磁控制装置，其中，

框架中部在顶板对应位置的两侧分别具有第一

连接梁和第二连接梁，顶板的两端通过转轴枢接

在所述第一连接梁和所述第二连接梁上，其特征

在于：顶板与第一连接梁和第二连接梁的枢接处

至少安装有一个阻尼组件，以便对抗和阻尼所述

顶板相对第一连接梁和第二连接的转动，与现有

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顶板相对第一连接

梁和第二连接梁翻转进，由于阻尼组件的设置，

使得顶板在翻转的过程中起到有效的阻尼作用，

使得顶板可以相对较缓地，无声地关闭，达到了

静音效果的同时还起到了安静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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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模块数据系统，包括有顶板组件(40)，该顶板组件(40)包括一框架(401)及位

于所述框架(401)中部的顶板(402)以及与所述顶板(402)连接的电磁控制装置(403)，其

中，所述框架(401)中部在顶板(402)对应位置的两侧分别具有第一连接梁(4011)和第二连

接梁(4012)，所述顶板(402)的两端通过转轴(404)枢接在所述第一连接梁(4011)和所述第

二连接梁(4012)上，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板(402)与所述第一连接梁(4011)和第二连接梁

(4012)的枢接处至少安装有一个阻尼组件(50)，以便对抗和阻尼所述顶板(402)相对第一

连接梁(4011)和第二连接梁(4012)的转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模块数据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阻尼组件(50)包括有：

齿轮(501)，设置在第一连接梁(4011)或第二连接梁(4012)上，并与所述转轴(404)同

轴连接；

滚珠(502)，与所述齿轮(501)啮合；

固定座(503)，设置在第一连接梁(4011)或第二连接梁(4012)上，与所述齿轮(501)相

对设置；

弹性件(504)，该弹性件(504)的一端连接在所述固定座(503)上，该弹性件(504)的另

一端连接所述滚珠(502)，使得所述滚珠(502)始终具有与所述齿轮(501)啮合的趋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微模块数据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具有进风口的地板，所

述地板上安装有至少一对相对布置的机柜列，各对机柜列并列排布，每列机柜列由至少二

个前后布置的机柜构成，其中每对机柜列之间面对面的空间形成为冷通道，背对背的空间

形成为热通道，所述每对机柜列之间的顶部还连接有所述顶板组件(40)，而在最前面一行

机柜和最后一行机柜上分别设置有前柜门(405)和后柜门(40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微模块数据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每列机构列自前向后依次

为管控柜(407)、配电柜(408)、电池柜(409)、整流柜(410)以及空调柜(420)，所述管控柜

(407)的底部具有向所述空调柜(420)输送冷却介质的进口(4071)以及经与所述空调柜

(420)热交换后的冷却介质排出的出口(407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微模块数据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管控柜(407)包括有柜体

(1)、设置在该柜体(1)两侧壁的第一立柱(2)和第二立柱(3)以及间隔连接在所述第一立柱

(2)和第二立柱(3)上的至少两个横隔板，所述柜体(1)于所述横隔板背面的中央位置设置

有配线室(8)，各个所述横隔板的截面呈“U”形，包括有板体(70)以及朝所述配线室(8)所在

方向延伸的配线条(701)，所述配线条(701)上设置有配线孔(7011)，并且相邻横隔板的配

线条(701)之间构成与所述配线室(8)配线的第一空间(70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微模块数据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配线室(8)包括有底壁

(81)以及设置在该底壁(81)上的侧壁，所述侧壁包括有相对设置的第一侧壁(82)、第二侧

壁(83)以及连接第一侧壁(82)和第二侧壁(83)的第三侧壁(84)和第四侧壁(85)，且第一侧

壁(82)、第二侧壁(83)、第三侧壁(84)以及第四侧壁(85)包围成用于配线的第二空间(86)，

所述第一侧壁(82)和第二侧壁(83)均向所述第二空间(86)内弯折形成弯折边(820)以局部

覆盖所述第二空间(86)，所述弯折边(820)上设置有穿线孔(820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微模块数据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侧壁(84)和第四侧壁

(85)上开设有能将所述配线室(8)安装在所述柜体(1)上的安装孔(840)，所述弯折边(820)

的两端均与所述第三侧壁(84)和第四侧壁(85)留有供线进入所述第二空间(86)的进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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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841)，所述柜体(1)两侧壁上开设有至少两个通风孔(11)。

8.根据权利要求4～7任意一项所述的微模块数据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池柜(409)

包括有电池柜体(1′)，所述柜体(1′)包括有框架，该框架由多根竖向立柱(11′)以及多根横

撑件(12′)组装而成，所述电池柜体(1′)自上而下间隔设置有经所述横撑件(12′)支承的隔

板(2′)，所述隔板(2′)将所述电池柜体(1′)分隔成用于容纳电池(3′)的子容腔(13′)，所述

电池柜体(1′)还包括有前门(4′)及后门(5′)，所述前门(4′)铰接于所述前门(4′)对应的竖

向立柱(11′)，所述后门(5′)为网孔门，所述前门(4′)于相邻子容腔(13′)之间的位置设置

有风扇(6′)，所述隔板(2′)之上搁置有电池(3′)，并且所述隔板(2′)的底部开设有供风扇

(6′)引入的风引至电池(3)的通孔(21′)。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微模块数据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2′)的底部之下间隔

设置有与所述横撑件(12′)相垂直的支承杆(7′)，所述隔板(2′)周围连接有包围所述支承

杆(7′)的框体(22′)，还包括有设置在所述支承杆(7′)之下、并能接纳所述电池(3′)所滴漏

的漏液的防漏件(8′)。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微模块数据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漏件(8′)包括有板体

(81′)以及由该板体(81′)的四周向上凸设的凸边，所述凸边包括靠近所述前门(4′)的第一

凸边(82′)，所述第一凸边(82′)与所述框体(22′)相抵接，而所述凸边中除去第一凸边

(82′)的其它三个凸边(83′)则与所述支承杆(7′)留有可供风扇(6′)引入的风引至电池

(3′)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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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模块数据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数据系统，尤其涉及一种微模块数据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数据中心就信息与互联网业务的生产中心、处理中心、存储中心。目前，市场上的

数据中心的建设一般分为传统的集中式和集装箱数据中心，传统的集中式建设，一般要从

土地规划开始，针对性的规划设计大型数据中心，其规划、建设周期长达2～3年，初期设备

投资巨大，而且这种建设模式非常不灵活，根据市场需求扩容机柜、升级每个服务器机柜的

用电负荷往往是不现实的。

[0003] 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行业的飞速发展，集装箱数据中心、微模块数据中心进入人

们的视野。其中，所谓微模块数据中心是指每个模块具有独立的功能、统一的输入输出接

口，不同区域的模块可以互相备份，通过相关模块的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中心。随

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微模块数据中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一专利号为

ZL201820212001.6(公告号为CN207969228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一种数据中心微模块系

统》包括两列架空底座、设于所述两列架空底座之间的通风静电地板，设置于所述两列架空

底座上的配电柜及微模块，设于所述通风静电地板上方的天窗组件，所述微模块上方设有

线槽，还包括前后两端的气流遏制门，该数据中心微模块系统采用模块化、标准化和高整合

设计，使得整个系统稳定度高；其中，天窗组件包括两端的固定天窗及设于固定天窗之间的

消防天窗，固定天窗顶部设有走线架，该消防天窗上设有可自由翻转的顶盖，顶盖翻转后不

影响模块内机柜前门开关，与机房消防系统联动的方式解微模块内消防要求问题，微模块

顶部具备消防联动自动翻开顶盖功能，满足消防要求及安全规定要求，在正常状态下，翻板

顶盖由通电的磁铁吸合，翻板面处于与走道平行达到密封效果，当一旦发生火警，在消防系

统启动之彰，翻板顶盖的电磁铁断电并脱扣，翻板顶盖由于重力的作用迅速打开，保证消防

系统启动后灭火气体由翻板顶盖处进入封闭的微模块空间内，但翻板顶盖由于重力的作用

迅速打开，速度过快，发出的声音过响可能会增加工作人员的恐惧心理。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现状而提供一种具有静音效果

的微模块数据系统。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该微模块数据系统，包括有顶板

组件，该顶板组件包括一框架及位于所述框架中部的顶板以及与所述顶板连接的电磁控制

装置，其中，所述框架中部在顶板对应位置的两侧分别具有第一连接梁和第二连接梁，所述

顶板的两端通过转轴枢接在所述第一连接梁和所述第二连接梁上，其特征在于：所述顶板

与所述第一连接梁和第二连接梁的枢接处至少安装有一个阻尼组件，以便对抗和阻尼所述

顶板相对第一连接梁和第二连接梁的转动。

[0006] 进一步地，从安装简单的角度出发，也为了防止顶板过慢的翻转，所述阻尼组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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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有：

[0007] 齿轮，设置在第一连接梁或第二连接梁上，并与所述转轴同轴连接；

[0008] 滚珠，与所述齿轮啮合；

[0009] 固定座，设置在第一连接梁或第二连接梁上，与所述齿轮相对设置；

[0010] 弹性件，该弹性件的一端连接在所述固定座上，该弹性件的另一端连接所述滚珠，

使得所述滚珠始终具有与所述齿轮啮合的趋势。

[0011] 进一步地，还包括具有进风口的地板，所述地板上安装有至少一对相对布置的机

柜列，各对机柜列并列排布，每列机柜列由至少二个前后布置的机柜构成，其中每对机柜列

之间面对面的空间形成为冷通道，背对背的空间形成为热通道，所述每对机柜列之间的顶

部还连接有所述顶板组件，而在最前面一行机柜和最后一行机柜上分别设置有前柜门和后

柜门。

[0012] 为了自前向后依次冷却管控柜、配电柜、电池柜、整流柜以及空调柜，所述每列机

构列自前向后依次为管控柜、配电柜、电池柜、整流柜以及空调柜，所述管控柜的底部具有

向所述空调柜输送冷却介质的进口以及经与所述空调柜热交换后的冷却介质排出的出口。

管控柜、配电柜、电池柜、整流柜以及空调柜与进口和出口相连接的管路可采用现有技术中

的常用的管路连接。

[0013] 所述管控柜包括有柜体、设置在该柜体两侧壁的第一立柱和第二立柱以及间隔连

接在所述第一立柱和第二立柱上的至少两个横隔板，所述柜体于所述横隔板背面的中央位

置设置有配线室，各个所述横隔板的截面呈“U”形，包括有板体以及朝所述配线室所在方向

延伸的配线条，所述配线条上设置有配线孔，并且相邻横隔板的配线条之间构成与所述配

线室配线的第一空间。该用于微模块数据系统的管控柜的柜体自上而下间隔设置的横隔板

上可用于安装如采集器、监控服务器等电子设备实现信号采集，进而实现管控作用，而柜体

上的配线室以及与横隔板上的配线条之间构成供上述电子设备的配线空间，具有方便配

线，使得线路布置合理的特点。

[0014] 为了方便配线室与配线条之间的配线，所述配线室包括有底壁以及设置在该底壁

上的侧壁，所述侧壁包括有相对设置的第一侧壁、第二侧壁以及连接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

的第三侧壁和第四侧壁，且第一侧壁、第二侧壁、第三侧壁以及第四侧壁包围成用于配线的

第二空间，所述第一侧壁和第二侧壁均向所述第二空间内弯折形成弯折边以局部覆盖所述

第二空间，所述弯折边上设置有穿线孔。

[0015] 为了便于配线室的安装，所述第三侧壁和第四侧壁上开设有能将所述配线室安装

在所述柜体上的安装孔，所述弯折边的两端均与所述第三侧壁和第四侧壁留有供线进入所

述第二空间的进线空间，所述柜体两侧壁上开设有至少两个通风孔。该通风孔的设置能保

持柜体内的通风性。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电池柜包括有电池柜体，所述电池柜体包括有框架，该框架由多根

竖向立柱以及多根横撑件组装而成，所述电池柜体自上而下间隔设置有经所述横撑件支承

的隔板，所述隔板将所述电池柜体分隔成用于容纳电池的子容腔，所述电池柜体还包括有

前门及后门，所述前门铰接于所述前门对应的竖向立柱，所述后门为网孔门，所述前门于相

邻子容腔之间的位置设置有风扇，所述隔板之上搁置有电池，并且所述隔板的底部开设有

供风扇引入的风引至电池的通孔。该电池柜的前门设有风扇，后门为网孔门，从而在前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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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门以及相邻子容腔之间的空间内自然形成自前向后的风道，只要将电池安装在底部具有

通孔的隔板之上，风扇吹出的风经通孔带走电池的热量后流至后门的网孔门，从而达到针

对性地加强散热目的。

[0017] 进一步地，所述隔板的底部之下间隔设置有与所述横撑件相垂直的支承杆，所述

隔板周围连接有包围所述支承杆的框体，还包括有设置在所述支承杆之下、并能接纳所述

电池所滴漏的漏液的防漏件。

[0018] 进一步地，所述防漏件包括有板体以及由该板体的四周向上凸设的凸边，所述凸

边包括靠近所述前门的第一凸边，所述第一凸边与所述框体相抵接，而所述凸边中除去第

一凸边的其它三个凸边则与所述支承杆留有可供风扇引入的风引至电池的间隙。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顶板相对第一连接梁和第二连接梁翻转进，

由于阻尼组件的设置，使得顶板在翻转的过程中起到有效的阻尼作用，使得顶板可以相对

较缓地，无声地关闭，达到了静音效果的同时还起到了安静环境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微模块数据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顶板组件的顶板处于关闭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顶板组件的顶板处于打开状态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管控柜正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管控柜背面的局部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管控柜背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配线室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四横隔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电池柜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0为图9另一个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1为图10中的防漏件抽出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12为图11中的防漏件抽出后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防漏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4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隔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5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隔板以及位于隔板之下的支承杆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6] 如图1～15所示，为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本实施例中微模块数据系统包括有顶板

组件40，该顶板组件40包括一框架401及位于框架401中部的顶板402以及与顶板402连接的

电磁控制装置403，其中，框架401中部在顶板402对应位置的两侧分别具有第一连接梁4011

和第二连接梁4012，顶板402的两端通过转轴404枢接在第一连接梁4011和第二连接梁4012

上，顶板402与第一连接梁4011和第二连接梁4012的枢接处至少安装有一个阻尼组件50，以

便对抗和阻尼顶板402相对第一连接梁4011和第二连接梁4012的转动，顶板402相对第一连

接梁4011和第二连接梁4012翻转进，由于阻尼组件50的设置，使得顶板402在翻转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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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有效的阻尼作用，使得顶板402可以相对较缓地，无声地关闭，达到了静音效果的同时

还起到了安静环境的作用。从安装简单的角度出发，也为了防止顶板402过慢的翻转，阻尼

组件50包括有设置在第一连接梁4011或第二连接梁4012上，并与转轴404同轴连接的齿轮

501，与齿轮501啮合的滚珠502，以及设置在第一连接梁4011或第二连接梁4012上，与齿轮

501相对设置的固定座503，还包括有弹性件504，该弹性件504的一端连接在固定座503上，

该弹性件504的另一端连接滚珠502，使得滚珠502始终具有与齿轮501啮合的趋势。

[0037] 本实施中的微模块数据系统还包括具有进风口的地板，地板上安装有至少一对相

对布置的机柜列，各对机柜列并列排布，每列机柜列由至少二个前后布置的机柜构成，其中

每对机柜列之间面对面的空间形成为冷通道，背对背的空间形成为热通道，每对机柜列之

间的顶部还连接有顶板组件40，而在最前面一行机柜和最后一行机柜上分别设置有前柜门

405和后柜门406。另外，为了自前向后依次冷却管控柜407、配电柜408、电池柜409、整流柜

410以及空调柜420，每列机构列自前向后依次为管控柜407、配电柜408、电池柜409、整流柜

410以及空调柜420，管控柜407的底部具有向空调柜420输送冷却介质的进口4071以及经与

空调柜420热交换后的冷却介质排出的出口4072，管控柜407、配电柜408、电池柜409、整流

柜410以及空调柜420与进口4071和出口4072相连接的管路可采用现有技术中的常用的管

路连接。

[0038] 其中，用于微模块数据系统的管控柜407包括有柜体1、设置在该柜体1两侧壁的第

一立柱2和第二立柱3以及间隔连接在第一立柱2和第二立柱3上的至少两个横隔板，柜体1

于横隔板背面的中央位置设置有配线室8，各个横隔板的截面呈“U”形，包括有板体70以及

朝配线室8所在方向延伸的配线条701，配线条701上设置有配线孔7011，并且相邻横隔板的

配线条701之间构成与配线室8配线的第一空间702，其中，配线室8包括有底壁81以及设置

在该底壁81上的侧壁，侧壁包括有相对设置的第一侧壁82、第二侧壁83以及连接第一侧壁

82和第二侧壁83的第三侧壁84和第四侧壁85，且第一侧壁82、第二侧壁83、第三侧壁84以及

第四侧壁85包围成用于配线的第二空间86，第一侧壁82和第二侧壁83均向第二空间86内弯

折形成弯折边820以局部覆盖第二空间86，弯折边820上设置有穿线孔8201。另外，为了便于

配线室8的安装，第三侧壁84和第四侧壁85上开设有能将配线室8安装在柜体1上的安装孔

840，而弯折边820的两端均与第三侧壁84和第四侧壁85留有供线进入第二空间86的进线空

间841。

[0039] 为了保持柜体1内的通风性，柜体1两侧壁上开设有至少两个通风孔11。该用于微

模块数据系统的管控柜的柜体1自上而下间隔设置的横隔板具有四块，即为第一横隔板4、

第二横隔板5、第三横隔板6和第四横隔板7，其中第一横隔板4上于配线室8的两侧分别并排

设置有逆变器41、极早期电源42，第二横隔板5上并排设置有监控服务器51和采集器52，第

三横隔板6上并排设置有门禁监控器61和电池巡检仪主机62，第四横隔板7上并排设置有控

制柜配电单元71和漏水检测仪72，实现信号采集，进而实现管控作用，而柜体1上的配线室8

以及与横隔板上的配线条701之间构成供上述电子设备的配线空间，以便于配线。而本实施

例中用于微模块数据系统的综合集装电池柜409，包括有电池柜体1′，电池柜体1′包括有框

架，该框架由多根竖向立柱11′以及多根横撑件12′组装而成，电池柜体1′自上而下间隔设

置有经横撑件12′支承的隔板2′，隔板2′将电池柜体1′分隔成用于容纳电池3′的子容腔

13′，其中电池柜体1′还包括有前门4′及后门5′，前门4′铰接于前门4′对应的竖向立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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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门5为网孔门，前门4于相邻子容腔13′之间的位置设置有风扇6′，隔板2′之上搁置有电池

3′，并且隔板2′的底部开设有供风扇6′引入的风引至电池3′的通孔21′。由于电池柜的前门

4′设有风扇6′，后门5′为网孔门，从而在前门4′和后门5′以及相邻子容腔13′之间的空间内

自然形成自前向后的风道，只要将电池3′安装在底部具有通孔21′的隔板2′之上，风扇6′吹

出的风经通孔21′带走电池3′的热量后流至后门5′的网孔门，从而达到针对性地加强散热

目的。

[0040] 为了防止加强隔板2′支承电池3′的支承力，隔板2′的底部之下间隔设置有与横撑

件12′相垂直的支承杆7′，隔板2周围连接有包围支承杆7′的框体22′，该框体22′能避免支

承杆7′的暴露于柜体1′，另外，为了防止电池3′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发生漏液，还包括有

设置在支承杆7′之下、并能接纳电池3′所滴漏的漏液的防漏件8′。为了在增加隔板2′之下

防漏件8′的同时又不影响风扇6′引入的风引至电池3′，防漏件8′包括有板体81′以及由该

板体81′的四周向上凸设的凸边，凸边包括靠近前门4′的第一凸边82′，第一凸边82′与框体

22′相抵接，而凸边中除去第一凸边82′的其它三个凸边83′则与支承杆7′留有可供风扇6′

引入的风引至电池3′的间隙，而防漏件8′通过设置在支承杆7′之下的连接件9′而置于支承

杆7′之下。本实施例中连接件9′呈“Z”型，包括有第一水平壁91′和第二水平壁92′以及连接

二者的竖向壁93′，第一水平壁91′与横撑件12′平行，并连接至少两根支承杆7′，而第二水

平壁92′则用于支承防漏件8′的板体81′，风扇6′吹出的风经各支撑杆之间的间隙再通过通

孔21′带走电池3′的热量后流至后门5′的网孔门，从而实现电池3′的散热，安装电池时可以

打开前门4′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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