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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

控制系统，包括机房，隔板，连接框，观察玻璃板，

控制柜，PLC，开关，第一门框，第一密封门，第二

门框，第二密封门，除湿器，通风风机，活性炭网，

电动风量调节窗，冷风机，防护遮挡板架结构，辅

助放置支撑架结构，温湿度传感器，监控头，辅助

调节固定线架结构和保护板架结构，所述的隔板

一体化设置在机房内壁的中右侧；所述的连接框

镶嵌在隔板内部的中间部位；所述的观察玻璃板

镶嵌在连接框的内壁上；所述的控制柜螺栓安装

在机房内壁的右下部。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通

过防护遮挡板架结构的设置，使用过程中，能够

随之对通风风机和冷风机进行遮挡防护，且增加

了防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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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该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

控制系统，包括机房（1），隔板（2），连接框（3），观察玻璃板（4），控制柜（5），PLC（6），开关

（7），第一门框（8），第一密封门（9），第二门框（10），第二密封门（11），除湿器（12），通风风机

（13），活性炭网（14），电动风量调节窗（15），冷风机（16），防护遮挡板架结构（17），辅助放置

支撑架结构（18），温湿度传感器（19），监控头（20），辅助调节固定线架结构（21）和保护板架

结构（22），所述的隔板（2）一体化设置在机房（1）内壁的中右侧；所述的连接框（3）镶嵌在隔

板（2）内部的中间部位；所述的观察玻璃板（4）镶嵌在连接框（3）的内壁上；所述的控制柜

（5）螺栓安装在机房（1）内壁的右下部；所述的PLC（6）螺栓安装在控制柜（5）的内部中间部

位；所述的开关（7）镶嵌在控制柜（5）的左边面；所述的第一门框（8）镶嵌在机房（1）前表面

的右侧；所述的第一密封门（9）合页安装在第一门框（8）的前部；所述的第二门框（10）镶嵌

在机房（1）前表面的中右侧；所述的第二密封门（11）合页安装在第二门框（10）的前表面；所

述的除湿器（12）螺栓安装在机房（1）内壁下部的中右侧，并设置在隔板（2）的左侧；所述的

通风风机（13）镶嵌在机房（1）内部的左上方；所述的活性炭网（14）镶嵌在通风风机（13）的

右端；所述的电动风量调节窗（15）螺栓安装在通风风机（13）的左端；所述的冷风机（16）镶

嵌在机房（1）内部左侧的中间部位；所述的防护遮挡板架结构（17）安装在机房（1）的左边

面；所述的辅助放置支撑架结构（18）安装在机房（1）内壁的左侧；所述的温湿度传感器（19）

和监控头（20）分别安装在辅助放置支撑架结构（18）上；所述的辅助调节固定线架结构（21）

安装在机房（1）内壁的上部；所述的保护板架结构（22）安装在机房（1）的内壁上；所述的防

护遮挡板架结构（17）包括第一侧板（171），第二侧板（172），防护底板（173），辅助边（174），

第一遮挡板（175）和第二遮挡板（176），所述的第一侧板（171）和第二侧板（172）分别螺栓安

装在机房（1）左表面的前后两侧；所述的防护底板（173）螺栓安装在第一侧板（171）和第二

侧板（172）之间的下部；所述的辅助边（174）一体化设置在防护底板（173）的左端；所述的第

一遮挡板（175）和第二遮挡板（176）分别螺栓安装在第一侧板（171）和第二侧板（172）之间

的中间部位和上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助放

置支撑架结构（18）包括放置盘（181），防滑垫（182），加固片（183），支撑柱（184），拆装头

（185）和连接板（186），所述的防滑垫（182）胶接在放置盘（181）的下表面；所述的加固片

（183）分别焊接在放置盘（181）和支撑柱（184）之间的四周；所述的拆装头（185）焊接在连接

板（186）的下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助调

节固定线架结构（21）包括拆装板架（211），竖立边（212），调节长孔（213），升降长板（214），

固定底板（215）和套接加固板（216），所述的拆装板架（211）螺栓安装在机房（1）内壁的上

部；所述的竖立边（212）焊接在拆装板架（211）的下端；所述的调节长孔（213）开设在竖立边

（212）内部的下部；所述的固定底板（215）焊接在升降长板（214）的下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保护板

架结构（22）包括安装板（221），第一安装螺栓（222），支撑头（223），第二安装螺栓（224），防

水板（225）和防潮板（226），所述的安装板（221）通过第一安装螺栓（222）固定在机房（1）内

壁的四周；所述的第一安装螺栓（222）螺纹连接在安装板（221）内部四角处；所述的支撑头

（223）焊接在安装板（221）前表面的中间部位；所述的第二安装螺栓（224）螺纹连接在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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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225）和防潮板（226）的内部；所述的防水板（225）和防潮板（226）相互胶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遮

挡板（175）和第二遮挡板（176）分别采用PVC塑料板，并分别设置在通风风机（13）和冷风机

（16）的上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侧

板（171）和第二侧板（172）分别设置在第一遮挡板（175）和第二遮挡板（176）的前后两部，且

随之设置在通风风机（13）和冷风机（16）的前后两侧。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板

（186）前表面的左右两侧分别螺栓安装有温湿度传感器（19）和监控头（20）。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柱

（184）下部的放置盘（181）采用不锈钢盘，且放置在机房（1）内壁的左侧。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升降长

板（214）下部的固定底板（215）设置有多个，且分别设置在机房（1）内壁的上部。

10.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水

板（225）和防潮板（226）分别采用低密度聚乙烯板和三聚氰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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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计算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机房：旧时手工、丝棉织业的工作场所和生产单位的通称；现在指电脑学习室；在

IT业，机房普遍指的是电信、网通、移动、双线、电力以及政府或者企业等，存放服务器的，为

用户以及员工提供IT服务的地方，机房普遍指的是电信、网通、移动、双线、电力以及政府或

者企业等，存放服务器的地方，小的几十平米，一般放置二三十个机柜，大的上万平米放置

上千个机柜，甚至更多，机房里面通常放置各种服务器和小型机，例如IBM小型机，HP小型

机，SUN小型机，等等，机房的温度和湿度以及防静电措施都有严格的要求，非专业项目人员

一般不能进入，机房里的服务器运行着很多业务，例如移动的彩信、短消息，通话业务等，机

房很重要，没有了机房，工作、生活都会受到极大影响，所以每个机房都要有专业人员管理，

保证业务正常运行，现有技术为中国专利公开号为201821808624.6的一种智能化计算机机

房控制系统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包括计算机机房外壳，所述计算机机房外壳的一侧安装

有机房房门，所述计算机机房外壳的一端安装有外机控制装置，所述外机控制装置的一侧

安装有外机舱门，所述外机舱门有两个，所述外机舱门的外表面安装有扣手，所述扣手有两

个，所述外机舱门与外机控制装置通过合页铰链连接，所述合页铰链有四个，所述外机控制

装置的两端均设置有第一散热通风口，所述计算机机房外壳的内部安装有温度感应器，所

述温度感应器有四个，具有可以准确的感知到温度的变化，将信号传输到外机的内部，处理

后进行降温处理，从而实现计算机机房的智能化控制的优点。

[0003] 但是，现有的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还存在着防护效果较差、防护方式单一

和不便于牵引并固定住所使用线路的问题。

[0004] 因此，发明一种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显得非常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以

解决现有的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防护效果较差、防护方式单一和不便于牵引并固定

住所使用线路的问题。一种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包括机房，隔板，连接框，观

察玻璃板，控制柜，PLC，开关，第一门框，第一密封门，第二门框，第二密封门，除湿器，通风

风机，活性炭网，电动风量调节窗，冷风机，防护遮挡板架结构，辅助放置支撑架结构，温湿

度传感器，监控头，辅助调节固定线架结构和保护板架结构，所述的隔板一体化设置在机房

内壁的中右侧；所述的连接框镶嵌在隔板内部的中间部位；所述的观察玻璃板镶嵌在连接

框的内壁上；所述的控制柜螺栓安装在机房内壁的右下部；所述的PLC螺栓安装在控制柜的

内部中间部位；所述的开关镶嵌在控制柜的左边面；所述的第一门框镶嵌在机房前表面的

右侧；所述的第一密封门合页安装在第一门框的前部；所述的第二门框镶嵌在机房前表面

的中右侧；所述的第二密封门合页安装在第二门框的前表面；所述的除湿器螺栓安装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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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内壁下部的中右侧，并设置在隔板的左侧；所述的通风风机镶嵌在机房内部的左上方；所

述的活性炭网镶嵌在通风风机的右端；所述的电动风量调节窗螺栓安装在通风风机的左

端；所述的冷风机镶嵌在机房内部左侧的中间部位；所述的防护遮挡板架结构安装在机房

的左边面；所述的辅助放置支撑架结构安装在机房内壁的左侧；所述的温湿度传感器和监

控头分别安装在辅助放置支撑架结构上；所述的辅助调节固定线架结构安装在机房内壁的

上部；所述的保护板架结构安装在机房的内壁上；所述的防护遮挡板架结构包括第一侧板，

第二侧板，防护底板，辅助边，第一遮挡板和第二遮挡板，所述的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分别

螺栓安装在机房左表面的前后两侧；所述的防护底板螺栓安装在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之间

的下部；所述的辅助边一体化设置在防护底板的左端；所述的第一遮挡板和第二遮挡板分

别螺栓安装在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之间的中间部位和上部。

[0006] 优选的，所述的辅助放置支撑架结构包括放置盘，防滑垫，加固片，支撑柱，拆装头

和连接板，所述的防滑垫胶接在放置盘的下表面；所述的加固片分别焊接在放置盘和支撑

柱之间的四周；所述的拆装头焊接在连接板的下端。

[0007] 优选的，所述的辅助调节固定线架结构包括拆装板架，竖立边，调节长孔，升降长

板，固定底板和套接加固板，所述的拆装板架螺栓安装在机房内壁的上部；所述的竖立边焊

接在拆装板架的下端；所述的调节长孔开设在竖立边内部的下部；所述的固定底板焊接在

升降长板的下端。

[0008] 优选的，所述的保护板架结构包括安装板，第一安装螺栓，支撑头，第二安装螺栓，

防水板和防潮板，所述的安装板通过第一安装螺栓固定在机房内壁的四周；所述的第一安

装螺栓螺纹连接在安装板内部四角处；所述的支撑头焊接在安装板前表面的中间部位；所

述的第二安装螺栓螺纹连接在、防水板和防潮板的内部；所述的防水板和防潮板相互胶接。

[0009] 优选的，所述的第一遮挡板和第二遮挡板分别采用PVC塑料板，并分别设置在通风

风机和冷风机的上部。

[0010] 优选的，所述的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分别设置在第一遮挡板和第二遮挡板的前后

两部，且随之设置在通风风机和冷风机的前后两侧。

[0011] 优选的，所述的防护底板设置在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的下部，且左侧的辅助边采

用直角三角形PVC塑料边。

[0012] 优选的，所述的连接板前表面的左右两侧分别螺栓安装有温湿度传感器和监控

头。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支撑柱下部的放置盘采用不锈钢盘，且放置在机房内壁的左侧。

[0014] 优选的，所述的支撑柱上端与拆装头螺纹连接，所述的支撑柱下部的加固片设置

有多个。

[0015] 优选的，所述的升降长板下部的固定底板设置有多个，且分别设置在机房内壁的

上部。

[0016] 优选的，所述的调节长孔内部设置有螺栓和螺母，并分别与升降长板连接。

[0017] 优选的，所述的套接加固板设置为L型，且螺栓固定在升降长板的内侧。

[0018] 优选的，所述的防水板和防潮板分别采用低密度聚乙烯板和三聚氰胺板。

[0019] 优选的，所述的支撑头前部的第二安装螺栓设置有四个，并分别与防水板和防潮

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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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优选的，所述的安装板前部的第一安装螺栓设置有四个，所述的安装板前部的支

撑头长度设置为一厘米至三厘米。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2] 1.本发明中，所述的第一遮挡板和第二遮挡板分别采用PVC塑料板，并分别设置在

通风风机和冷风机的上部，使用过程中，能够随之对通风风机和冷风机进行遮挡防护，且增

加了防护的效果。

[0023] 2.本发明中，所述的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分别设置在第一遮挡板和第二遮挡板的

前后两部，且随之设置在通风风机和冷风机的前后两侧，进而增加了该防护遮挡板架结构

的防护效果。

[0024] 3.本发明中，所述的防护底板设置在第一侧板和第二侧板的下部，且左侧的辅助

边采用直角三角形PVC塑料边，在使用过程中，避免了机房周围容易出现积水，并对冷风机

造成影响。

[0025] 4.本发明中，所述的连接板前表面的左右两侧分别螺栓安装有温湿度传感器和监

控头，合理的配合该温湿度传感器和监控头进行安装并调节位置进行使用。

[0026] 5.本发明中，所述的支撑柱下部的放置盘采用不锈钢盘，且放置在机房内壁的左

侧，便于移动支撑柱，并通过放置盘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处，且便于使温湿度传感器和监控头

处在合适的位置处进行监控和检测的工作，进而增加了功能性。

[0027] 6.本发明中，所述的支撑柱上端与拆装头螺纹连接，所述的支撑柱下部的加固片

设置有多个，便于使支撑柱上端的拆装头和连接板进行拆装，同时也增加了支撑柱下部的

紧固性。

[0028] 7.本发明中，所述的升降长板下部的固定底板设置有多个，且分别设置在机房内

壁的上部，使用过程中，能够随之将服务器、除湿器、通风风机、电动风量调节窗、冷风机、温

湿度传感器和监控头的线路牵引到固定底板上进行固定，且增加了功能性，同时也便于使

线路进行更换维修。

[0029] 8.本发明中，所述的调节长孔内部设置有螺栓和螺母，并分别与升降长板连接，使

用前，方便的使升降长板上下移动，并调节所在的位置，进而固定住并进行使用。

[0030] 9.本发明中，所述的套接加固板设置为L型，且螺栓固定在升降长板的内侧，在牵

引好线路后，能够随之使套接加固板压住线路并固定住，进而合理的进行固定并进行使用。

[0031] 10.本发明中，所述的防水板和防潮板分别采用低密度聚乙烯板和三聚氰胺板，在

将防水板和防潮板固定在机房的墙壁上后，能够随之进行防潮和防水的功能，进而增加了

保护的效果。

[0032] 11.本发明中，所述的支撑头前部的第二安装螺栓设置有四个，并分别与防水板和

防潮板连接，能够随之使防水板和防潮板进行安装或拆卸，进而在损坏后，能够随之进行更

换并进行维护。

[0033] 1 2 . 本 发 明 中 ，所 述 的 安 装 板 前 部 的 第 一 安 装 螺 栓 设 置 有 四

个，所述的安装板前部的支撑头长度设置为一厘米至三厘米，便于使安装板进行安装，同时

通过支撑头的长度，能够随之进行防水和防潮，进而增加了防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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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是本发明的防护遮挡板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3是本发明的辅助放置支撑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4是本发明的辅助调节固定线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5是本发明的保护板架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6是本发明的电器接线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中：

[0041] 1、机房；2、隔板；3、连接框；4、观察玻璃板；5、控制柜；6、PLC；7、开关；8、第一门框；

9、第一密封门；10、第二门框；11、第二密封门；12、除湿器；13、通风风机；14、活性炭网；15、

电动风量调节窗；16、冷风机；17、防护遮挡板架结构；171、第一侧板；172、第二侧板；173、防

护底板；174、辅助边；175、第一遮挡板；176、第二遮挡板；18、辅助放置支撑架结构；181、放

置盘；182、防滑垫；183、加固片；184、支撑柱；185、拆装头；186、连接板；19、温湿度传感器；

20、监控头；21、辅助调节固定线架结构；211、拆装板架；212、竖立边；213、调节长孔；214、升

降长板；215、固定底板；216、套接加固板；22、保护板架结构；221、安装板；222、第一安装螺

栓；223、支撑头；224、第二安装螺栓；225、防水板；226、防潮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43] 实施例：

[0044] 如附图1至附图2所示，一种智能化计算机机房多功能控制系统，包括机房1，隔板

2，连接框3，观察玻璃板4，控制柜5，PLC6，开关7，第一门框8，第一密封门9，第二门框10，第

二密封门11，除湿器12，通风风机13，活性炭网14，电动风量调节窗15，冷风机16，防护遮挡

板架结构17，辅助放置支撑架结构18，温湿度传感器19，监控头20，辅助调节固定线架结构

21和保护板架结构22，所述的隔板2一体化设置在机房1内壁的中右侧；所述的连接框3镶嵌

在隔板2内部的中间部位；所述的观察玻璃板4镶嵌在连接框3的内壁上；所述的控制柜5螺

栓安装在机房1内壁的右下部；所述的PLC6螺栓安装在控制柜5的内部中间部位；所述的开

关7镶嵌在控制柜5的左边面；所述的第一门框8镶嵌在机房1前表面的右侧；所述的第一密

封门9合页安装在第一门框8的前部；所述的第二门框10镶嵌在机房1前表面的中右侧；所述

的第二密封门11合页安装在第二门框10的前表面；所述的除湿器12螺栓安装在机房1内壁

下部的中右侧，并设置在隔板2的左侧；所述的通风风机13镶嵌在机房1内部的左上方；所述

的活性炭网14镶嵌在通风风机13的右端；所述的电动风量调节窗15螺栓安装在通风风机13

的左端；所述的冷风机16镶嵌在机房1内部左侧的中间部位；所述的防护遮挡板架结构17安

装在机房1的左边面；所述的辅助放置支撑架结构18安装在机房1内壁的左侧；所述的温湿

度传感器19和监控头20分别安装在辅助放置支撑架结构18上；所述的辅助调节固定线架结

构21安装在机房1内壁的上部；所述的保护板架结构22安装在机房1的内壁上；所述的防护

遮挡板架结构17包括第一侧板171，第二侧板172，防护底板173，辅助边174，第一遮挡板175

和第二遮挡板176，所述的第一侧板171和第二侧板172分别螺栓安装在机房1左表面的前后

两侧；所述的防护底板173螺栓安装在第一侧板171和第二侧板172之间的下部；所述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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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174一体化设置在防护底板173的左端；所述的第一遮挡板175和第二遮挡板176分别螺栓

安装在第一侧板171和第二侧板172之间的中间部位和上部。

[0045] 如附图3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辅助放置支撑架结构18包括放置盘

181，防滑垫182，加固片183，支撑柱184，拆装头185和连接板186，所述的防滑垫182胶接在

放置盘181的下表面；所述的加固片183分别焊接在放置盘181和支撑柱184之间的四周；所

述的拆装头185焊接在连接板186的下端。

[0046] 如附图4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辅助调节固定线架结构21包括拆装

板架211，竖立边212，调节长孔213，升降长板214，固定底板215和套接加固板216，所述的拆

装板架211螺栓安装在机房1内壁的上部；所述的竖立边212焊接在拆装板架211的下端；所

述的调节长孔213开设在竖立边212内部的下部；所述的固定底板215焊接在升降长板214的

下端。

[0047] 如附图5所示，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保护板架结构22包括安装板221，第

一安装螺栓222，支撑头223，第二安装螺栓224，防水板225和防潮板226，所述的安装板221

通过第一安装螺栓222固定在机房1内壁的四周；所述的第一安装螺栓222螺纹连接在安装

板221内部四角处；所述的支撑头223焊接在安装板221前表面的中间部位；所述的第二安装

螺栓224螺纹连接在、防水板225和防潮板226的内部；所述的防水板225和防潮板226相互胶

接。

[004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第一遮挡板175和第二遮挡板176分别采用PVC塑料

板，并分别设置在通风风机13和冷风机16的上部，使用过程中，能够随之对通风风机13和冷

风机16进行遮挡防护，且增加了防护的效果。

[004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第一侧板171和第二侧板172分别设置在第一遮挡

板175和第二遮挡板176的前后两部，且随之设置在通风风机13和冷风机16的前后两侧，进

而增加了该防护遮挡板架结构17的防护效果。

[005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护底板173设置在第一侧板171和第二侧板172的

下部，且左侧的辅助边174采用直角三角形PVC塑料边，在使用过程中，避免了机房1周围容

易出现积水，并对冷风机16造成影响。

[005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连接板186前表面的左右两侧分别螺栓安装有温湿

度传感器19和监控头20，合理的配合该温湿度传感器19和监控头20进行安装并调节位置进

行使用。

[005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支撑柱184下部的放置盘181采用不锈钢盘，且放置

在机房1内壁的左侧，便于移动支撑柱184，并通过放置盘181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处，且便于

使温湿度传感器19和监控头20处在合适的位置处进行监控和检测的工作，进而增加了功能

性。

[005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支撑柱184上端与拆装头185螺纹连接，所述的支撑

柱184下部的加固片183设置有多个，便于使支撑柱184上端的拆装头185和连接板186进行

拆装，同时也增加了支撑柱184下部的紧固性。

[005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升降长板214下部的固定底板215设置有多个，且分

别设置在机房1内壁的上部，使用过程中，能够随之将服务器、除湿器12、通风风机13、电动

风量调节窗15、冷风机16、温湿度传感器19和监控头20的线路牵引到固定底板215上进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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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且增加了功能性，同时也便于使线路进行更换维修。

[005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调节长孔213内部设置有螺栓和螺母，并分别与升

降长板214连接，使用前，方便的使升降长板214上下移动，并调节所在的位置，进而固定住

并进行使用。

[005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套接加固板216设置为L型，且螺栓固定在升降长板

214的内侧，在牵引好线路后，能够随之使套接加固板216压住线路并固定住，进而合理的进

行固定并进行使用。

[005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防水板225和防潮板226分别采用低密度聚乙烯板

和三聚氰胺板，在将防水板225和防潮板226固定在机房1的墙壁上后，能够随之进行防潮和

防水的功能，进而增加了保护的效果。

[0058]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支撑头223前部的第二安装螺栓224设置有四个，并

分别与防水板225和防潮板226连接，能够随之使防水板225和防潮板226进行安装或拆卸，

进而在损坏后，能够随之进行更换并进行维护。

[0059]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安装板221前部的第一安装螺栓222设置有四个，所

述的安装板221前部的支撑头223长度设置为一厘米至三厘米，便于使安装板221进行安装，

同时通过支撑头223的长度，能够随之进行防水和防潮，进而增加了防护的方式。

[0060]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PLC6采用型号为FX2N-48型PLC。

[0061]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除湿器12采用型号为KJ-8138C型除湿器。

[0062]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通风风机13采用型号为BSG型风机。

[0063]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电动风量调节窗15采用型号为JXT-II型风量调节

窗。

[0064]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冷风机16采用型号为LF-18型冷风机。

[0065]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温湿度传感器19采用型号为NZ4200型温湿度传感

器。

[0066]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监控头20采用型号为Y10-4G型监控头，所述的监控

头20电性连接台式电脑。

[0067] 上述实施例中，具体的，所述的开关7电性连接PLC6的输入端，所述的温湿度传感

器19电性连接PLC6的输入端，所述的除湿器12电性连接PLC6的输出端，所述的通风风机13

电性连接PLC6的输出端，所述的电动风量调节窗15电性连接PLC6的输出端，所述的冷风机

16电性连接PLC6的输出端。

[0068] 工作原理

[0069]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在使用时，先移动支撑柱184并通过放置盘181放置在机房1内

合适的位置处，之后在连接板186上安装温湿度传感器19和监控头20，安装好之后，需要牵

引线路并组装时，先上下移动升降长板214到达合适的位置处，然后随之拧紧升降长板214

上的螺栓螺母固定住，固定好之后将服务器、除湿器12、通风风机13、电动风量调节窗15、冷

风机16、温湿度传感器19和监控头20的线路放置在升降长板214的固定底板215上，之后下

压套接加固板216并压住线路，且螺栓固定住，固定好之后，即可使线路分别与指定的设备

连接，安装好之后，在使用时，能够通过第二遮挡板176和第一遮挡板175对冷风机16和通风

风机13进行防护，同时通过防水板225和防潮板226能够对机房1内进行防护，在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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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温湿度传感器19检测到机房1内的温度过高时，通过PLC6即可启动冷风机16进行降温

的工作，在通过温湿度传感器19检机房测1内湿度过高时，通过PLC6控制除湿器12即可进行

除湿，在机房1需要进行通风时，通过PLC6打开电动风量调节窗15，然后随之启动通风风机

13即可进行通风的工作。

[0070] 利用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

设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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