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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模块数据中心
PT系列专业化配置及定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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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益革新的分布式 IT 业务，其成功运营，将离不开极简、灵活、扩容便捷、智能管理的微型数据中心架构。 

MUST 微模块数据中心产品是一套即插即用、全封闭的整合型解决方案。包含机架、电源和电池、制冷、智能监控和安防系统，

并深度整合为完整产品，直接安装 IT 服务器设备。

让它帮您简化 IT 系统部署、服务和运维！

微模块数据中心 —— 应用场景

主要特点

一天之内，您可完成安装，

部署 IT 设备并启动业务。产

品化的深入测试和整合，简

化一切不必要的额外现场工

程。

一次设计，随处部署。通过

标准化的方案架构和远程监

控平台，您可掌控关键业务

资产，减少风险，降低运维

成本，提升服务水平。

小颗粒度采购并组合扩展。

我们设计了这些独立运行，

无缝扩容的产品，帮助您规

划和投资您的 IT 资产，随着

业务的成长而分步投入，节

省投资。

极简部署 极简管理 极简扩容

边缘计算和网点
分支型数据机房

私有云 & 混合云
数据中心

超融合基础设施
数据中心

物联网、中小企业

银行、金融行业

政府、教育行业

军事、能源、矿产

医疗、卫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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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M 系列
MUST 微型数据中心产品平台兼容多种产品配置类型，可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积木

式设计架构，支持深度定制，满足实际项目的特定需求。

MUST 室内单柜方案

移动便捷。整合了机柜、

UPS、电池、配电管理、

通风散热和完整监控系

统。

快速安装，移动便捷。

对环境无依赖。整合专

用 空 调 系 统、 机 柜、

UPS、电池、配电管理

和完整监控系统。

预置式一体化产品。整

合了专用空调系统、机

柜、UPS、 电 池、 配 电

管理和完整监控系统。

预置式一体化产品。整

合了专用空调系统、机

柜、UPS、 电 池、 配 电

管理和完整监控系统。

PTM-0306B

PTM-0616A  &  PTM-0616B

PTM-0616C  &  PTM-1016A

PTM-0306A
适合小型办公应用，网

络设备等应用。

适合中小企业，分支网

点、边缘计算，网络设

备等应用。

适合关键型业务的中小

企业，分支网点、边缘

计算，网络设备等应用。

适合关键型业务的中小

企业，分支网点、边缘

计算，网络设备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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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配置

标配机架式安装 UPS 和机架式安
装电池包

标配列间制冷空调系统或机架式
安装制冷空调系统。

支持 N、N+1、2N 多种冗余架构和
定制设计。

配电单元标配 UPS 手动旁路，内
置配电分配、管理和保护功能。支
持防雷和电量监测。

全封闭的气流结构系统，确保高
效率，低噪声运行。

实时监控电力、环境、漏水、烟雾
状态。支持在线查看、管理各个子
系统如 UPS、空调等。

监控系统

通过监控接口远程管理系统，包括查看、控制、报警

微型数据中心的各种状态信息。

本地 10 英寸触控屏 +WEB 访问，各种信息一目了然。

支持短信、声光、邮件等多种告警方式，安全可靠。

安防系统

集成的门锁和摄像系统，确

保公共和低安全区域的可靠

运行。

电源系统

不 间 断 电 源 系 统（UPS） 提

供良好的电力运行条件，保

障 IT 设备不受恶劣电力条件

和电力中断的影响。

电 池 系 统， 可 选 5 分 钟 到 4

小时的后备电力，合理匹配

电力连续性需求。

制冷系统

采用专用的制冷系统用于处

理 IT 设备的发热量。

紧 靠 IT 设 备 的 制 冷 温 控 系

统运行效率高，对比传统房

间型制冷方案，最多可节省

50% 以上电力。

标配紧急通风系统，在应急

条件下开启，进一步保障 IT

设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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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PTM-0306A PTM-0306B PTM-0616A PTM-0616B PTM-0616C PTM-1016A 定制型

整机

可用空间 -U 18 19 26 29 35 35 定制

冗余 N N N N N N N/N+1/2N

宽度 -mm 600 600 600 600 900 900 600/800

深度 -mm 1000 1100 1100 1400 1400 1400 1000/1100/
1200/1400

高度 -mm 1200 1590 2000 2000 2000 2000 2600 最大

重量 -kg 152 190 330 374 521 525 定制

输入电源 230V/1P/50-60Hz 230V/1P/50-60Hz 230V/1P/50-60Hz 230V/1P/50-60Hz 230V/1P/50-60Hz 230V/1P/50-60Hz 定制

电源系统

UPS -KVA 3 3 6 6 6 10 3~20

安装类型 机架式 机架式 机架式 机架式 机架式 机架式 机架式

标配电池 12V/9AH 6pcs 12V/9AH 6pcs 12V/9AH 16pcs 12V/9AH 16pcs 12V/9AH 16pcs 12V/9AH 16pcs 12V200Ah 最大

PDU 普通 8 口 普通 8 口 普通 16 口 普通 16 口 普通 16 口 普通 16 口 普通 / 智能

制冷系统

制冷类型 通风型 一体式空调型 一体式空调型 分体式空调型 分体式空调型 分体式空调型 一体 / 分体

安装类型 顶装 顶装 顶装 机架式 行级 行级 顶装 / 机架 / 行级

制冷量 -KW 2.0 2.5 3.5 3.9 5.6 7.6 风冷 20 最大

紧急通风 √ √ √ √ √ √ √

监控系统

功能

触摸屏 触摸屏 触摸屏 触摸屏 触摸屏 触摸屏 触摸屏

温湿度 温湿度 温湿度 温湿度 温湿度 温湿度 温湿度

UPS 管理 UPS 管理 UPS 管理 UPS 管理 UPS 管理 UPS 管理 UPS 管理

- 空调管理 空调管理 空调管理 空调管理 空调管理 空调管理

烟感 烟感 烟感 烟感 烟感 烟感 烟感

- 漏水 漏水 漏水 漏水 漏水 漏水

开门状态 开门状态 开门状态 开门状态 开门状态 开门状态 开门状态

技术参数

选配件
机柜组件（用于扩容） 机架式安装消防系统（FM200） 空调低温组件（-35℃）

视频监控摄像头 短信告警模块 空调长连管延长组件

智能 PDU 电力输出分配模块

智能门锁 长延时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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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型方案
MUST 微型数据中心单排方案充分考虑了标准化设计，节能与扩容兼容性，采用标准化的电源、制冷与机柜单元，帮助 IT 专家无

缝规划、拓展和管理这些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关键设备。

MUST 室内单排方案

监控系统
通过监控接口远程管理系统，包括查看、控制、
报警微型数据中心的各种状态信息。
本地 10 英寸触控屏 +WEB 访问，各种信息一
目了然
短信、声光、邮件等多种告警方式，安全可靠
支持门禁、视频管理

模块化空调系统
机架式空调：3.9~12KW
行级空调：5-41kW
多种制冷量及机组形式供选择，可灵活组合方案
变频压缩机 +EC 风机，高效制冷，绿色节能
CFD 热仿真模拟，确保整机无热点

模块化机柜系统
采用独立的冷 / 热通道 + 机柜框体耦合设计，
前门为玻璃门，后门为钣金门，美观可靠
机柜静态承重 1800kg
多种机柜尺寸可供选择
多种机柜附件可供选择
标配电磁锁及应急开门装置，安全可靠

模块化电源系统
UPS 功率段：6kA-60kVA
UPS、配电模块均采用机架式设计
配电模块根据项目定制，支持 N+1 和 2N 高可
用性方案设计
内置 C 级防雷器
标配电能检测，与监控系统配合进行能耗及
PUE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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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型方案
MUST 微型数据中心双排方案采用全封闭设计，每个机柜独立前后封闭且柜间相互连通共享制冷，标准化设计便于快速扩容。排

间通过顶部线槽连通，组成灵活、易于管理的双排解决方案。

MUST 室内双排方案

模块化空调系统
机架式空调：3.9~12KW
行级空调：12-41kW
多种制冷量及机组形式供选择，灵活组合方案
变频压缩机 +EC 风机，高效制冷，绿色节能
CFD 热仿真模拟，确保整机无热点。

监控系统
通过监控接口远程管理系统，包括查看、控制、
报警微型数据中心的各种状态信息。
本地 10 英寸触控屏 +WEB 访问，各种信息一
目了然。
短信、声光、邮件等多种告警方式，安全可靠
支持门禁、视频管理。

模块化机柜系统
采用独立的冷 / 热通道 + 机柜框体耦合设计，
前门为玻璃门，后门为钣金门，美观可靠
机柜静态承重 1800kg
多种机柜尺寸可供选择
多种机柜附件可供选择
标配电磁锁及应急开门装置，安全可靠

模块化电源系统
UPS 功率段：30kA-90kVA
UPS、配电模块均采用机架式设计
配电模块根据项目定制，支持 N+1 和 2N 高可
用性方案设计
内置 C 级防雷器
标配电能检测，与监控系统配合进行能耗及
PUE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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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选配件
机柜组件（用于扩容） 机架式安装消防系统（FM200） 空调低温组件（-35℃）

视频监控摄像头 短信告警模块 空调长连管延长组件

智能 PDU 电力输出分配模块

智能门锁 长延时电池组

型号 规格 说明

整机

可用空间 -U N*42 单排 N ≤ 10，双排≤ 20

冗余方式 N/N+1/2N 对应国标 50174 中 A/B/C 类数据中心建设等级

输入电源 220V/380V/50-60Hz 可定制

机柜

宽度 -mm 600/800 /

深度 -mm 1400 可定制　

高度 -mm 2000 可定制

冷热通道 冷热通道全封闭 可定制

应急通风 机柜前后弹开门 监控系统控制

电源系统

UPS -KVA 6~90 /

UPS 类型 机架式 / 模块化 /

电池 2V/12V 系列铅酸蓄电池 /

电池柜 机柜式 / 箱架式 /

配电 机架式配电单元 根据项目定制

PDU 普通 / 智能 /

制冷系统

制冷类型 风冷 / 冷冻水

安装类型 机架式 / 列间

制冷量 -kW 3.9~41

管理系统

功能

触摸屏 10 英寸触摸屏

环境量 温湿度、烟感、水浸

制冷管理 空调

供配电管理 UPS、配电单元

冷通道管理 天窗、通道门联动

安防 门禁、应急通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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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型方案
MUST 微型数据中心微模块方案采用兼容冷通道封闭或热通道封闭设计，两排机柜柜间封闭相互连通共享制冷，标准化设计便于

快速扩容。排间通过顶部线槽连通，组成灵活、易于管理的双排解决方案。

MUST 室内微模块方案

模块化空调系统
行级空调：12-60kW
制冷形式：风冷、冷冻水
多种制冷量及制冷形式供选择，灵活组合方案
变频压缩机 +EC 风机，高效制冷，绿色节能
CFD 热仿真模拟，确保整机无热点

监控系统
通过监控接口远程管理系统，包括查看、控制、
报警微型数据中心的各种状态信息。
本地 10 英寸触控屏 +WEB 访问，各种信息一
目了然
短信、声光、邮件等多种告警方式，安全可靠
支持门禁、视频管理

机柜及通道系统
采用九折型材框架，静态承重 1800kg
前后均为网孔门，通孔率达 75%
多种机柜尺寸及附件可供选择
通道深度 1200mm，天窗顶可自动或手动开启
通道门可选手动或自动平移门
通道内部标配 LED 照明

模块化电源系统
UPS 功率段：30kA-200kVA
UPS、配电柜均采用机柜式设计
配电柜根据项目定制，支持 N+1 和 2N 高可用
性方案设计
内置 B/C 级防雷器
标配主路电能及 IT 支路检测，与监控系统配
合进行能耗及 PUE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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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选配件
机柜组件 空调低温组件（-35℃）

视频监控摄像头 空调长连管延长组件

智能 PDU 智能配电

智能门锁 模块级布线部件

监控系统 3D 视图、温度场、
资产管理等

型号 规格 说明

整机

可用空间 -U N*42 N ≤ 48

冗余方式 N/N+1/2N 对应国标 50174 中 A/B/C 类数据中心建设等级

输入电源 380V/3P/50-60Hz 可定制

机柜

宽度 -mm 600/800 /

深度 -mm 1400 /

高度 -mm 2000 可定制 2200/2500

冷热通道

通道类型 封闭冷通道 可定制封闭热通道

通道宽度 mm 1200 可定制

通道门 自动平移门 / 手动旋转门 可定制

电源系统

UPS -KVA 30~200

UPS 类型 模块化 功率模块 15/25KVA

电池 2V/12V 系列铅酸蓄电池 /

电池柜 机柜式 / 箱架式 /

配电 机架式 / 机柜式 根据项目定制

PDU 普通 / 智能 /

制冷系统

制冷类型 风冷 / 冷冻水

安装类型 列间

制冷量 -kW 5.5~67

管理系统

功能

触摸屏 10/15/21 英寸触摸屏可选

环境量 温湿度、烟感、水浸

制冷管理 行级空调

供配电管理 UPS、配电柜

冷通道管理 天窗、通道门联动

安防 通道门禁、通道内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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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型方案
MUST 户外微型数据中心产品平台兼容多种产品配置类型，可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支持深度定制，满足实际项目的特定需求。

MUST 室外型方案

预置式一体化产品。整合了专用机架式空调系统、

机柜、UPS、电池、配电管理和完整监控系统。

适合关键型业务的中小企业，分支网点、户外基站

和边缘计算等应用。

预置式一体化产品。整合了专用列间空调系统、机柜、

UPS、电池、配电管理和完整监控系统。

适合关键型业务的中小企业，分支网点、户外基站

和边缘计算等应用。

PTW-0616A

PTW-0616B / PTW-1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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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系统
采用专用制冷系统用于处理
IT 设备的发热量。
紧靠 IT 设备的制冷温控系
统运行效率高，对比传统房
间型制冷方案，最多可节省
50% 以上电力。

监控系统
通过监控接口远程管理系统，
包括查看、控制、报警微型数
据中心的各种状态信息。

机柜系统
用于安装服务器、交换机、
网络设备等。

电源系统
不间断电源系统（UPS）提供良好的电力
运行条件，保障 IT 设备不受恶劣电力条
件和电力中断的影响。
电池系统，可选 5 分钟到 4 小时的后备
电力，合理匹配电力连续性需求。

产品配置

IP55 防水结构设计，适用于户外
使用

全封闭的气流结构系统，确保高
效率，低噪声运行 .

支持 N、N+1、2N 多种冗余架构和
定制设计。

配电单元标配 UPS 手动旁路，内
置配电分配、管理和保护功能。支
持防雷和电量监测 .

标配列间制冷空调系统或机架式
安装制冷空调系统 .

实时监控电力、环境、漏水、烟雾
状态。支持在线查看、管理各个子
系统如 UPS、空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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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PTW-0616A PTW-0616B PTW-1018A 定制型

整机

可用空间 -U 50 51 45 根据配置情况

冗余 N+1 N+1 N+1 N/N+1/2N

宽度 -mm 2000 2000 2000 2000/2600

深度 -mm 1600 1600 1600 1400/1600/1800

高度 -mm 2300 2300 2300 2600 最大

重量 -kg 600 900 920 定制

输入电源 230V/1P/50-60Hz 230V/1P/50-60Hz 230V/1P/50-60Hz 定制

电源系统

UPS -kVA 6*2 6*2 10*2 3~30

UPS 类型 机架式 机架式 机架式 机架式

标配电池 12V/38AH 16Pcs 12V/38AH 20Pcs 12V/65AH 18Pcs 200Ah 最大

PDU 普通 16 口 普通 16 口 普通 16 口 普通 / 智能

制冷系统

制冷类型 分体式空调型 分体式空调型 分体式空调型 一体 / 分体

安装类型 机架式 行级 行级 顶装 / 机架 / 行级

制冷量 -kW 3.9*2 5.6*2 7.6*2 40.9 最大

监控系统

功能

选配 选配 选配 选配

温湿度 温湿度 温湿度 温湿度

UPS 管理 UPS 管理 UPS 管理 UPS 管理

空调管理 空调管理 空调管理 空调管理

烟感 烟感 烟感 烟感

漏水 漏水 漏水 漏水

开门状态 开门状态 开门状态 开门状态

技术参数

选配件
智能门锁 机架式安装消防系统（FM200） 长延时电池组

视频监控摄像头 短信告警模块 空调长连管延长组件

智能 P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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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型方案
MUST 集装箱微型数据中心产品平台兼容多种产品配置类型，可以满足不同应用场景。支持深度定制，满足实际项目的特定需求。

MUST 集装箱型

监控系统
通过监控接口远程管理系统，
包括查看、控制、报警微型
数据中心的各种状态信息。

机柜系统
用于安装服务器、交换机、
网络设备等。

电源系统
不间断电源系统（UPS）提供良好的电力
运行条件，保障 IT 设备不受恶劣电力条
件和电力中断的影响。
电池系统，可选 5 分钟到 4 小时的后备
电力，合理匹配电力连续性需求。

制冷系统
采用专用的制冷系统用于处理 IT 设备的
发热量。
紧靠 IT 设备的制冷温控系统运行效率高，
节约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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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PTW-6036A PTW-10072A 定制型

整机

IT 柜数量 4-6 8-14 最大 14

冗余 N+1 N+1 N/N+1/2N

宽度 -mm 2438 2438 2438

长度 -mm 6058 12192 6058/12192

高度 -mm 2896 2896 2896

重量 -kg 2220 3970 定制

输入电源 380V/3P/50-60Hz 380V/3P/50-60Hz 定制

电源系统

UPS -kVA 60 100 40~150

UPS 类型 机架式模块化 机架式模块化 机架式模块化

标配电池 12V/100AH 36Pcs 12V/100AH 72Pcs 200Ah 最大

PDU 普通 16 口 普通 16 口 普通 / 智能

制冷系统

制冷类型 分体式空调型 分体式空调型 风冷型 / 冷冻水型

安装类型 行级 行级 行级 / 房间级 / 集装箱式

制冷量 -kW 21.2*3 40.9*3 定制

监控系统

功能

触摸屏 触摸屏 触摸屏

温湿度 温湿度 温湿度

UPS 管理 UPS 管理 UPS 管理

空调管理 空调管理 空调管理

烟感 烟感 烟感

漏水 漏水 漏水

开门状态 开门状态 开门状态

技术参数

选配件
智能 PDU 长延时电池组 空调低温组件（-40℃）

智能门锁 短信告警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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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官网 获取更多信息

深圳市美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工厂 : 中国·深圳市宝安区航空路 7 号索佳科技园综合楼 8 楼
佛山工厂 : 中国·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一路 115 号华南电源

创新科技园 8 座
业务电话 : 0757-82982699 / 0755-29022661
售后服务热线 : 800-999-3670 微信扫一扫 立即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