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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简介 

1.1 概况 

 MDC3000 系列监控主机是新一代智能化、网络型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系统，采用嵌入

式计算机控制技术，对机房监控系统的软件和硬件进行一体化设计，软件全部固化，免除了

用户复杂的软件安装配置操作，完全杜绝了计算机病毒的侵害。MDC3000 系列监控主机适

用于各类机房的动力环境监控，可实现机房管理的无人值守。MDC3000 系列监控主机应用

的场合如：电信基站环境监控、电力通信站环境监控、校园/企业网络机房监控、银行和证

券数据机房环境监控、军械和弹药仓库的环境监控等。  

 大部分机房只需配置一台 MDC3000 系列监控主机，就能满足动力环境监控的要求，对

于大型机房或多机房监控，可以配置多台 MDC3000 系列监控主机。MDC3000 系列监控主

机固化了机房环境动力监控软件，配置有各种输入输出接口和 GPRS 短信报警模块，使用工

业级高速存储介质存储数据，系统具有极高的性价比和安全可靠性。客户不需要安装任何软

件，使用标准的浏览器即可对机房环境和机房设备实施远程监控。  

 MDC3000 系列监控主机的功能是采集并记录监控现场的各种环境参数，例如红外、门

禁、烟感、温度、湿度、电压、电流、电磁干扰等。当环境参数发生异常变化时，MDC3000

能及时发现并发出报警信号，通知机房维护人员处理，从而避免发生重大的机房事故。  

 

MDC3000 系列设备主机外形如下： 

 

图１. MDC3000 系列设备主机外形图 

 

 

 

 

 

 

 

 



1.2 主要特点 

1，系统运行安全可靠  

   采用嵌入式系统，软硬件一体化设计。监控软件全部固化。系统不受网络病毒侵害，具

有自我诊断和恢复功能。 

 

2，安装维护方便  

   19 寸机架式安装，不需要后台服务器，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监控主机外接传感器便可

投入应用。 

  

3，接口丰富，扩展方便  

   30 路传感器、控制器接口可适用于绝大部分的机房环境监控需求，2 路 RS232 接口及 1

路 RS485 接口可接各种机房设备智能设备。 

 

4，系统功能齐全  

    内置短信报警功能、报警联动功能，可以实时提醒机房管理人员。内置数据库可检索的

历史数据和报警记录，曲线图能直观显示数据的变化趋势。 

 

1.3 系统拓扑图 

典型的系统连接拓扑图：  

 

 

注：图片仅供参考！ 



第二章 技术性能 

2.1 接口概述 

1， 14 路模拟量输入（0-5V DC）。 

2， 14 路光隔开关量输入（支持干接点信号）。 

3， 2 路光隔离继电器控制输出(常开触点，干接点信号)。  

5， 4 路 DC+12V/2A 直流电源输出（可供传感器电源）。  

4， 1 个 10/100M 全双工自适应以太网口。 

5， 1 个 RS485 半双工通讯接口。 

6， 2 个 RS232 三线制的通讯接口。 

6， 自带 GPRS 短信功能,支持移动/联通 GSM 制式。  

2.2 技术参数 

MDC3000 设备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220VAC  50Hz 

消耗功率 空载静态功率小于 2W，最大消耗功率 15W 

模拟量输入 
信号范围 0-5V 

采集精度 ±0.1% 

开关量输入 信号范围 干接点信号 

继电器输出 信号范围 常开触点 

(触点容量：48VDC：2A， 245VAC：1A，) 

通 

信 

接 

口 

网口 
硬件接口 10M/100M 网口 

通讯方式 TCP/IP 

串口 

硬件接口 RJ45 插头（高速光耦隔离） 

通讯方式 RS232、RS485 

通讯速率 1200~115200 bps 可调 

出 

厂 

设 

置 

采 

集 

器 

设备 IP 192.168.0.126 

设备网关 192.168.0.1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网络端口 9100，9200，9300， 

通信协议 SNMP、MUDBUS-RTU 

安装方式 19 英寸标准机架式 

外形尺寸 长×宽×高：482×221×44（mm） 

工作环境温度 -10～+50℃ 

2.3 外观展示 

1， 前面板展示  



 

 

图２.前面板示意图  

 

2， 后面板展示  

 

 

图３.后面板示意图 

 

 

 

 

 

 

 

 

 

第三章 连接和安装 

3.1 拔码开关的设置 

  

四位拔码开关从左至右分别标识为 S2-1、S2-2、S2-3、S2-4   

其作用如下：  

1，S2-1 用于选择报警时是否发出报警声音   



    ON：允许报警声  

OFF：禁止报警声  

 

2，S2-2 系统保留  

     

3，S2-3 恢复默认 IP 地址 

    ON：  恢复默认 IP 地址。 

OFF： 正常启动状态   

 

4，S2-4 系统保留  

 

 

 

 

 

 

 

 

 

 

 

 

 

 

 

 

3.2 设备与传感器的接线 

3.2.1 模拟量输入信号的接线  

MDC3000 系列采集器的模拟量输入通道仅支持 0~5V 输出的传感器，所以在接入传感器的

时候需要注意确认一下传感器的输出类型。 

下图以一路模拟量输入为例：  

 



 

3.2.2 开关量输入信号的接线 

 
说明：数字输入仅支持干节点信号，干节点信号无信号的 “+” “-”之分。 

 

3.2.3 开关量输出(继电器输出)的接线 

 

3.3 串口连线制作方法 

 MDC3000 采集设备端与智能设备的通讯接口采用 RJ45 口，将水晶头卡口朝下（即平

的一面向上），从左往右，分别定义为 1 2 3 4 5 6 7 8 ，如下图所示：   

  

RJ45 串口管脚信号定义如下表所示：  

管脚号 RS232 RS485 

1 TXD RS485 + 

2 RXD RS485 - 

3   



4   

5   

6 GND  

7   

8   

 

 

3.4 注意事项 

1， 为保证设备正常工作，打开 MDC3000 电源后的 1 分钟内不要关闭电源。 

 

2， 请选择手机信号强度较强的地方安放主机，以免造成短信发送不稳定。 

 

3， 请先关机，然后再插拔手机卡。  

 

4， 在主机通电运行状态下不允许插拔任何连接电缆。  

 

5， 如果传感器的安装连接涉及到 220V 以上的强电，请有经验的电工配合施工。  

 

6， 如果传感器和 MDC3000 设备之间的距离较远(50 米以上)，要使用带屏蔽的信号线。 

 

7， RS232 通讯时，通讯线缆不得超过 10 米。 

 

第四章 使用 MDC3000 

4.0 简述 

 MDC3000 系列监控主机内固化了监控软件，用户使用 IE 浏览器，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MDC3000 的 IP 地址，即可进入监控软件登录页面。默认用户名：admin，默认密码 123，

正式使用之后请及时更改用户密码。  

 监控软件显示界面如下图所示：  

 



 

 软件显示界面分三部分：  

 导航栏：用于数据查询，如查询通道状态、历史数据、报警事件、报警日志、系统日志。  

 设备显示栏：位于页面左侧，用于显示 MDC3000 监控的设备状态，点击设备栏显示 

  该设备的实时数据。  

 数据显示区：所有实时数据、历史数据、配置信息均在该区域显示。  

  

在 MDC3000 的模拟量输入口、开关量输入口和继电器的开关量输出口连接的各种传感

器，我们称该类型的传感器为标准设备。 

接在 MDC3000 串行接口（RS232 或 RS485）的设备我们称之为智能设备，如各种型号

UPS、机房专用空调机组、MODBUS 协议的温湿度变送器、电流电压变送器等。各种智能

设备需在系统配置中设置好以后才能在设备显示栏显示。  

 用户通过访问监控软件的各个页面，可以查看各通道的实时数据，也可查看机房智能设

备的工作状态和工作参数。  

 

 

 

 

 

 

 

 

4.1 通道状态 

所有的输入通道的实时数据和状态参数，都可以在通道状态页面查看。通道状态页面数

据约 5 秒钟更新一次。  

1、图形模式  

 



 

2、列表模式  

 

4.2 历史数据 

 历史数据：可以按设备，时间段,检索该设备的历史数据，显示可分为表格显示，也可

分为曲线图显示；  

 

 

 曲线图能直观地显示出数据变化的趋势  

 



 

 [通道]用于选择要显示的数据，屏蔽不要显示的数据能加快数据检索的速度。 

 智能设备的数据不保存，所以不能查询智能设备的历史数据。 

4.3 报警事件 

 报警事件里分为当前报警和报警查询：  

 

 当前报警显示现在产生的报警通道和数据； 报警查询可以 按设备，时间段，选择通道 

来搜索设备或通道的报警记录。  

 



4.4 报警日志 

 报警日志显示系统所有与报警有关的信息。  

 

4.5 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显示系统所有操作记录，包括系统登录时间、报警确认和恢复时间、系统设置

的记录等。  

 

4.6 继电器输出通道 

 “继电器输出通道”是用来进行输出控制的。点击实时控制页面上开关图标，相应数字

输出通道状态在 0(OFF) 和 1(ON)之间变化。  

 已设为联动的数字输出通道不能手动操作。   

 



4.7 智能设备工作状态监视 

 所有连接在 MDC3000 串行接口的设备，都可以在设备显示栏显示，点击设备显示栏，

数据显示区就显示该设备的实时数据和状态。下面是智能设备实时数据显示的例子。   

  

 山特 UPS：  

  

 RS485 接口温湿度变送器：  

  

 爱默生精密空调  

 

 



4.8 报警确认和恢复 

 当系统发生报警后，可以由机房管理人员进行报警确认。当报警被确认后，该报警事件

在页面上显示红色，但系统不会发送报警短信。 

 

下面是二个与报警确认有关的二个参数：   

 报警延迟：每一个通道均可设定报警延时时间，单位为“秒”。当系统产生报警时，要

经过设定的报警延时时间后，才会发送短信报警。在报警延迟时间内，机房管理人员可以进

行报警确认。该参数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报警自动恢复时间：当报警被确认后，系统就不再报警，但如果警情一直没有被排除，

则系统会恢复报警状态。报警自动恢复时间用于设定从报警确认到系统再次进入报警状态的

时间。该参数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第五章 配置 MDC3000 

5.1 简述 

 MDC3000 系列监控主机安装后，首先要对传感器的量程、报警的范围、报警的方式等

参数进行配置。点击屏幕右上角的[系统设置]，进入设置页面，即可完成系统配置操作。  

 5.2 通道参数设置 

 MDC3000 有独立的 14 路模拟量输入通道，14 路光电隔离开关量输入通道和 2 路光隔

继电器控制(常开触点)输出通道。所有通道都可以自定义通道名称、传感器量程，报警值的

范围等参数。  

 每个模拟量通道可以直接与线性信号变送器（或称调理器）连接，对变送器要求是：输

出为直流 0-5V。 

每个模拟通道被允许设定为一个独立范围。用户可以独立校验每个通道的零点和满度值

及物理单位。 

 各通道可自定义通道名称、传感器量程、测量范围和报警范围，例如：  

  1) 模拟量输入：A 相电压，B 相电流，机房温度，充电电流，电池电压等  

  2) 数字量输入：红外探测，烟雾探测，UPS 旁路状态，门禁探测等  

  3) 带继电器控制的数字量输出：空调远程开关机，发电机紧急开关机，辅助照明

开关，设备电源远程开关机等  

  

  

  



  

 二路数字输出通道可以和模拟输入通道、数字输入通道联动，这是在“开关输出联动通

道”页面进行设置。  

 “开关信号输出”页面的[联动]选择数字输出通道是联动控制还是手动控制，打勾表示

联动，否则表示手动.  

 “开关信号输出”页面选择[联动]后，在“开关输出联动通道”页面进行联动设置：  

 则表示相应通道发生报警时，联动对应的输出继电器；  

 则表示相应通道之间没有联动关系；  

 

5.3 串行接口参数设置 

 在串行接口设置页面设置 RS232/RS485 口的传输速率、数据长度、停止位、校验位。  

 

 

5.4 设置网络接口参数 

 出产时，我们会给设备一个默认的 IP 地址，具体分配如下：  

 默认 IP 地址： 192. 168. 0. 126  

 默认子网掩码： 255. 255. 255. 0  

  

 进入“网络接口参数”页面，可以设置本机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等相关信

息。 

如果客户忘记 IP 地址，可以先把机器断电，然后把拨码开关的 S2-3 设置成 ON，然后

重启启动机器，这个时候 IP 可以被设成默认 IP，最后可以按实际需要进入“网络接口参数”

页面修改成实际需要的 IP 地址，在点击“提交”按钮之前，我们需要把拨码开关的 S2-3 设

置成 OFF，最后我们“提交”修改结果，设备会自行重启，当前配置便可有效了。 

 



5.5 短信报警 

 MDC3000 系列设备可内置短信报警模块，在检测到模拟量输入通道或数字量输入通道

有报警信号时，或者是MDC3000设备与服务器断开连接时，立即向指定手机发送报警短信。  

 在短信设置页面，输入报警的手机号码，多个手机号码之间用英文状态下的分号分隔。  

 注意：在短信设置页面设置的手机号码仅仅在 MDC3000 系列设备独立使用时起作用。  

 

 

 如果 MDC3000 系列设备独立使用（即不使用数据库服务器和服务器监控软件），需选

择内置短信报警“使能”（即使能前的方框打勾）。这时，如果本机有报警信号，立即向设定

的手机号码发送报警短信。  

 如果 MDC3000 系列设备和数据库服务器及服务器监控软件配合使用，将不需要选择内

置短信报警“使能”。如果有报警信号，MDC3000 设备立即向服务器上传报警信息，由服务

器软件控制短信报警主机向指定的手机号码发送报警短信。 

5.6 系统参数设置 

MDC3000 设备系统参数设置。  

 

5.7 出厂默认参数 

点击“恢复默认值”，将恢复 MDC3000 设备的出厂参数。 



 

5.8 热重启 

“热重启”按钮位于页面的左下角，点击“热重启”，将对 MDC3000 设备进行重启操作。 

一般在提交更改设置之后需要进行重启操作，以便更改的配置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