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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200 系列智能短信报警控制器由深圳海洛斯集团开

发。它采用西门子原装工业级短信模块，严格按照工业标准设

计，业内首创直接支持各种 PLC，无需关注 AT 指令集，也无

需修改任何现有 PLC 程序，简单配置即可实现 PLC 的短信控

制，短信报警，短信查询，远程催款等。同时 GRM200 可以

作为报警主机单独使用，根据本机自带的开关量和模拟量输入

产生报警，联动输出。使用 GRM200 短信控制器，彻底解决

了传统的短信猫使用复杂，可靠性低的问题。

将GRM200和 PLC通过 485总线互联，

即可通过短信读写 PLC 寄存器。GRM200

支持的通讯协议包括西门子，三菱，施耐德，

欧姆龙等通用 PLC 协议，标准 MODBUS 协

议。模块自带的模拟量和数字输入输出可以

做为PLC扩展模块使用，极大降低系统成本。 

 易于扩展 

模块自带数字输入输出和模拟量输入，

可连接温湿度仪，流量计，液位计，等各种

传感器及变频器，电机，水泵等执行机构。 

 远程催款 

通过短信随时启停设备，可以实现模块被

拆除，卡或拆除，天线被去掉等异常情况下

PLC 催款停机。保密性好，无法被破解。     

 抗干扰强 

采用西门子短信模块（工作范围-40-85

度），可直接在恶劣电磁环境和大功率设备电

柜中使用。 

 配置灵活 

支持各种复杂表达式报警，定时控制，

逻辑控制，可单独作为 PLC 使用。 

 

 

 

GRM200 智能短信报警控制器概述 

GSM 网络 

值班手机 

485 总线 

值班手机通过短信 

可远程监视设备故障状态 

可远程控制设备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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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集团 HROS Group 

GRM200 智能短信报警控制器功能介绍 

 用户报警配置 

1) 报警配置采用对话框组态形式，功能强大，使用

方便，无需客户具备编程知识。用户在电脑上编

辑报警触发条件，报警短信内容，并可指定短信

接收手机。 

2) 用户可以在电脑上编辑控制/查询短信的格式。 

3) 报警配置完毕后，通过电脑 USB 口即可完成配

置下载。 

 PLC 远程应用 

1) 短信报警器通过 RS485 和被监控设备的控

制器或 PLC 连接，读取被监控设备的状态。 

2) 若被监控设备出现故障，短信报警器自动发

送报警短信到指定的值班人员手机。报警短信内

容可由用户定义，并支持短信前先拨号响铃。 

3) 值班人员可短信修改 PLC 寄存器，实现设

备启停，参数设置，故障复位等。操作成功完成

后，短信报警器会发确认短信通知值班人员。 

 

 联动报警应用 

1) 短信报警器自身带有数字输入和模拟量输

入，可以主动采集开关量和模拟量数据。 

2) 根据配置的报警条件，报警触发后，短信报

警器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指定值班人员手

机。 

3) 报警产生后，可以通过短信报警器的继电器

输出切断设备电源。可短信撤防或布防。 

4) 可以通过短信控制板载继电器输出，达到远

程开关设备的功能。 

5) 可以通过短信控制板载模拟量输出，从而通

过短信远程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6) 可选配电脑监控功能，由电脑监控远程设备

的状态，并可记录历史报警和历史数据，短

信发送记录等关键信息。 

 

报警条件： 
温度>50 
接收手机： 
135xxxxxxx

x 

USB 下载报警配置 

 

变频器 

水泵 

继电器 

电机 

红外 烟雾传感器 

设备控制器

（） 

值班手机 

有毒气体 温湿度传感器 

PC 监控(选配) 

报警短信 

值班手机 

报警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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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房无人值守 

短信报警器插入 SIM 卡，外设一旦检测

到异常情况即会将报警信号传送给短信报警

器，短信报警器即会马上拨打电话或发短信

给管理员进行报警，让用户的手机成为机房

的移动监控中心，从而实现了机房的高效预

警、无人值守、远程报警与控制等功能。 

系统安装简易，集机房温湿度报警与远程

查询、断电报警、烟火报警、水浸报警以及

非法入侵报警等多方位监控于一体。 

 

 空调远程监控 

短信报警器通过 485通讯接口与空调控

制器 PLC 连接，空调机组故障时，短信报警

器主动将空调报警信息发送到值班人员手

机，或中心管理平台软件。 

值班人员还可以通过手机发短信启停机

组，查询系统温度，压机运行状态，设置温

度参数等。不同值班人员手机可以有不同的

操作权限。 

  

 

 

 水泵机组短信控制 

实际工程中，水泵点与控制机房距离较

远，铺设电缆成本极高，通过远程无线控制

使水泵和机房内主机联动可以节约系统施工

成本、降低系统维护费用。 

当主机要进行抽水时，首先会向短信报

警器 A 输入开关信号，报警器 A 即会向另一

端与水泵连接的 B 短信报警器发送短信控制

指令，B 短信报警器收到短信后，控制板载

的继电器输出，从而让水泵运行。 

 

 生产线短信报警监控 

生产线上的设备，如空压机，变频器，

PLC 等都通过总线与生产线监控报警主机连

接，报警主机一旦监测到设备异常即会发出

报警短信。短信报警器接收到报警信号后即

将报警内容发送到指定的巡检人员手机上。

由于 GSM 无线网络信号覆盖全国，因此实

现了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无线远距离通信。 

 

 

 

 

 

 

 

 

烟雾传感器 

排烟风机 
水浸传感器 

温湿度传感器 

报警短信 

值班人员 

控
制 

报
警 

机房 水泵 

取水点 

开关信号 

控制短信 

继电器输出 

巡检人员 

生产线 

监控生产线所有设备情况 

将报警信息直接 
发送到巡检人员手机 

 

A 

B 

主机 

GRM200 智能短信报警控制器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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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200 特点 竞争对手产品 

报警配置 

直接支持 PLC 通讯协议，在 GRM200 中指定寄存器地址和报

警条件，即可完成报警配置，无需 PLC 编程。 

需在 PLC 中编写通讯程序，或使用 AT 指令集，

才能实现简单短信功能 

定时控制 

可实现年，月，日的周期定时，或者小时定时控制。 

例：每周一到周五，8:00-17:00, 打开空调。  

简单定时控制或者没有定时控制功能。 

 

逻辑控制 

可以根据各种复杂逻辑表达式，控制板载继电器输出。 

可以根据各种复杂逻辑表达式，修改 PLC 寄存器。 

例：输入 1 闭且输入 2 开时或温度>50 度，输出继电器 1 闭合 

简单输入输出联动。 

无法满足复杂或个性化的应用。 

例：输入 1 闭合则输出继电器 1 闭合。 

费用管理 

可实现 SIM 卡余额定时发送或主动查询，报告已发短信条数。 无此功能，费用管理麻烦，可能忘记充值。 

特殊功能 

可定时发送短信模块状态，如信号强度，当前是否有报警。 

短信控制时，短信模块会发送执行报告，确保执行完成。 

无此功能。 

来电控制 

可以拨打电话控制输出，或者修改通讯寄存器。 

如用户拨打手机，即可控制板载继电器输入或控制 PLC 启停。 

大部分模块只支持短信控制。 

通讯能力 

支持 MODBUS 协议和西门子，三菱，欧姆各种 PLC。 

可实现 PLC 的短信控制，短信维护，短信报警，短信催款等。 

少数短信模块支持 MODBUS 协议。 

只能简单实现 MODBUS 设备短信报警。 

抗干扰性 

四层 PCB，赛宝工业级认证。西门子原装工业级短信模块。 

4KV 脉冲群抗干扰测试，8KV 空气放电。 

可直接安装在含变频器，大功率设备的强电电柜。 

两层 PCB，无法给出抗干扰指标。 

多为西门子停产拆机模块 TC35I 或国产模块。 

适合普通安防或家用，不适合工业控制。 

显示接口 

数码管显示故障状态和运行状态。可外接触摸屏。 

LED 灯显示短信模块手机信号强度，通讯收发状态。 

无显示。 

现场或开发出现问题时，无法直观诊断。 

下载接口 

通过 USB 口直接下载，不要求电脑有串口。 串口下载，对笔记本和新的台式机无法下载。 

在线调试 

通过 USB 可以在电脑上直接查看板载的输入输出和模拟量状

态，并在线读写通讯寄存器。 

无法调试。工程或开发中测试麻烦，需要花费大

量短信费用和人力。 

扩展能力 

单个短信模块自带 8 输入 4 输出。 

可通讯级联扩展输入输出，只使用一张 SIM 卡。 

输入输出不够时，购买多个短信模块，要多张

S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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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 200 智能短信报警控制器基本参数 

性能参数 

处理器 

通讯接口 

短信接口 

下载接口 

数字输入 

数字输出 

温度测量 

报警提示 

模拟量输入 

断电检测 

工业级高性能嵌入式 ARM 处理器 

RS485(2 路光电隔离)，最高波特率 57600。 

GSM 双频 900/1800MHz，标配 2 米吸盘天线。 

Mini USB，用于配置报警条件。 

最多 8 路 DC 9V-24V（光电隔离）或开关输入 

继电器输出（4 路，触点容量 5A），可作为遥控，跳闸，或告警。 

最多 8 路 测温，精度 0.2 度，测温范围（-30-100）。 

蜂鸣器 

最多 8 路 4-20mA 或 0-10V，精度 0.5% 

1 路，检测 220V 市电电压 

电气规格 

  额定电压 

  电压范围 

  额定功率 

  绝缘电压 

  抗干扰度 

  静电测试 

DC 24V 

DC 9-28V 

<5W 

超过20MΩ 500VDC  

通过快速脉冲群 4kV 测试（对电源和通讯端子） 

通过空气放电 8 kV 测试 

支持 PLC 

西门子 S7-200 PLC 

西门子 S7-300，400 PLC 

三菱 FX 全系列 PLC 

三菱 Q 系列 PLC 

欧姆龙系列 PLC 

台达系列 PLC 

国产各类 PLC 

PPI 协议 

MPI 协议 

通过 485-BD 支持 FX1N,FX2N ,FX3U 等 PLC 

MELSEC 通讯协议 

HOSTLINK 协议 

台达协议 

MODBUS 协议 

外形尺寸 

长*宽*高 

安装方式 

145x90x40 mm 

导轨安装或螺丝固定 

联系方式： 

深圳海洛斯集团 
HROS Group 

公司地址：深圳坂田中興路 125 號 

电话：+86-755-89202131 

传真：+86-755-89202105 

网址：www.hirossz.com 

电邮：hiross@hiross.org 

http://www.hirossz.com/
hiross@hiro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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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在为分布在各地的设备维护而苦恼？ 

 您还在为频繁出差修改 PLC 程序而奔波？ 

 您还在担心单一的网络通讯方式不稳定？ 

 您是否希望设备故障时主动短信通知值班人员？ 

 您还在忧虑无线通讯流量费用过高？ 

 您是否希望用手机网页随时随地监控设备？ 

 您是否希望无需服务器即可完成 PLC 无线监控？ 

通讯方式简介： 

 

 

 

 

 

 

 

应用范围： 

 

 

工业无线通讯解决方案 

 3G 通讯 

GPRS 基于移动运营商现有的通讯网

络，主要用来进行数据传输，利用 GPRS 

和巨控无线方案，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分

布在各地的设备的联网，实现方式包括电

脑无线组态监控，手机网页浏览，电脑网

页浏览。巨控科技独特的非透传通讯技

术，可以减少 50 ％通讯流量。典型应用

中，100 个变量，3S 更新一次，一个月

只需要 100M 的流量（15 元费用）。 

 短信通讯 

   作为主流的通信方式可以轻松应对大

部分应用，但是其不足之处在于，当基站

覆盖的区域语音业务比较繁忙时可能导

致 3G 信号中断。巨控科技首创的无线方

案利用短信和 3G 的方式，即使 3G 网络

中断，依然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监控远程设

备。更重要的是，设备出现故障时，可以

发出报警短信并拨打电话通知，真正可靠

保障设备安全，实现无人值守。 

GPRS 与短信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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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200G PLC 无线通讯模块是深圳海洛斯集团开发的一

款专用于 PLC 远程监控的测控终端。它使用 GPRS 作为通讯手

段，内置网页发布，一个模块即可实现 PLC 的电脑远程控制，

短信报警，手机电脑网页浏览等。同时 GRM200G 自带数字输

入/输出，模拟量，可以作为 PLC 模拟量扩展模块，极大降低

系统成本。GRM200G 系业内首家采用短信，GPRS，语音三重

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传统 GPRS 模块不稳定的问题，

并通过非透明传输的方式，实现多包并发采集，智能数据压缩

等先进算法，极大提高了系统响应速度，降低 50%以上的流量

费用。 

 

将 GRM200G 和 PLC 通过 485 总线互

联，即可通过电脑组态软件远程监控 PLC。

GRM200G 支持的通讯协议包括西门子，三

菱，施耐德，欧姆龙等通用 PLC 协议，标准

MODBUS协议以及国内外各种控制器协议，

也可根据客户使用的设备开发通讯协议。 

 整体解决 

深圳海洛斯集团首创的 PLC无线监控整

体解决方案，包含上位机软件，GPRS 控制

器，及巨控云监控服务，客户无需额外二次

开发。 

 稳定安全 

专门针对组态软件 OPC 驱动优化设计，

永远在线，稳定性高。采用银行级数据加密

技术，确保数据安全。     

 抗干扰强 

采用原装西门子工业级 GPRS 模块，通

过赛宝认证中心抗干扰测试，可直接在恶劣

电磁环境和大功率设备电柜中使用。 

 使用简单 

无需搭建服务器，无需固定 IP 或动态域

名，客户使用通用组态软件和接入网络的电

脑即可轻松完成分散在各地的 PLC 无线监

控。

GRM400 PLC 无线通讯模块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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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集团 HROS Group 

GRM200GPLC 无线通讯模块介绍 

 

 

 用户配置 

用户配置采用对话框组态形式，无需客户具备编

程知识。用户指定 PLC 通讯协议，采集的通讯

变量地址，数据类型通过 USB 下载配置即可。 

 无线传感测控 

1) GRM200G 自身带有通讯口，模拟量输入，可以

连接液位计，温湿度计等各类传感器或仪表。 

2) 电脑可通过组态远程查看传感器的数据。 

3) 值班人员手机也可以通过短信或网页查看数据。

随时随地了解设备状况。 

4) 报警触发后，在电脑上可以查看到报警情况。同

时利用手机短信报警可以无人值班。 

5) 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手机短信控制继电器输出，达

到远程开关设备的功能。 

6） GRM200G 可以根据输入条件，定时或者按条

件控制外部输出，实现简易 PLC 逻辑功能。 

 PLC 远程监控 

1) GRM200G 通过 RS485 和被监控设备的控制

器或 PLC 连接，读取被监控设备的状态。 

2) GRM200G 通过 GPRS 网络将数据无线发布

到巨控云监控服务器。 

3) 远程电脑连接因特网，并安装巨控 OPC 

SERVER。OPC SERVER 会自动从巨控云监

控服务器获取数据。 

4) 组态软件通过 OPC 接口，即可监视和控制

PLC 运行，并可记录历史报警和历史数据等

关键信息。 

5) 支持亚控，力控，昆仑通态，WINCC，

INTOUCH，IFIX 等各种组态，也可使用巨控

免费的无限点组态软件。 

6) 手机短信也可以读写全部的 PLC 寄存器，或

者完成短信报警功能，实现无人值守。 

7) 电脑手机均能通过网页监控设备，简单方便. 

通讯协议： 
S7-200 PPI 
采集变量： 
VW1000 

USB 下载用户配置 

 

 

红外   烟雾传感  液位  温湿度计 

PC 远程监控 

巨
控
云
监
控
服
务 

 

组态+OPC SERVER 

GPRS 

变频器 

水泵 

接触器 

电机 

值班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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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200GPLC 无线通讯模块应用案例 

 

 机房无人值守 

GRM200G 一旦检测到机房的异常情况即会

马上拨打电话或发短信给管理员进行报警。平时，

管理人员也可以使用手机通过短信查询，网页浏

览，或者异地的远程电脑，查看机房的温度，湿度，

电压，电流等情况，从而实现了机房的高效预警、

无人值守、远程报警与多个机房集中管理等功能。 

该系统安装简易，集机房温湿度报警与远程查

询、断电报警、烟火报警、水浸报警以及非法入侵

报警等多方位监控于一体。 

 

 空调机组 PLC 远程监控 

GRM200G 通过 485 通讯接口与中央空调

PLC 控制器连接，当空调机组故障时，GRM200G

主动将故障信息发送到用户值班人员手机。值班人

员可以通过手机发短信启停机组，查询系统温度，

压机运行状态等。 

对于厂家而言，可以通过电脑对出厂的多台

机组，进行集中管理，查看机组运行状态，修改运

行参数，远程停机催款，协助客户处理故障等。  

 无线压力，流量，液位检测 

实际工程中，流量，液位，压力等传感器与控

制机房距离较远，铺设电缆成本极高，通过远程无

线 GPRS 数据采集传感器数据，可以极大的节约系

统施工成本、降低系统维护费用。 

数据中心电脑可以显示和存储各个测量点的

传感器信号，采用 GPRS 和短信的方式很好的保证

了系统的可靠性。还可以利用 GRM200G的输出，

发短信或者电脑控制水泵，风机等运行。 

 

 

 生产线报警监控 

生产线上的设备，如 PLC、空压机，变频器，

伺服等都通过总线与生产线监控报警主机

GRM200G 相连接，一旦生产线有任何异常，

GRM200G 即将报警内容发送到指定的巡检人员

手机和远程电脑上,并可以通过远程电脑或手机网

页完成生产线的监控。由于短信和 GPRS 网络信号

覆盖全国，因此实现了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无线远距

离通信。 

烟雾传感器 

排烟风机 

水浸传感器 

温湿度传感器 

报警短信 

控制短信 

 

数据中心 

监控室 1 

控制已执行 

远程监控电脑 

厂家维护中心 

用户值班人员 

分散各地的机组 

因特网 

移动基站 

监控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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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200G 特点 竞争对手产品 

联网配置 

远程监控电脑只需能上网即可。 

无需固定 IP，也无需搭建任何中心服务器。  

采用动态域名解析或者需要固定 IP。 

实现复杂，且对网络适应性很差。 

数据传输 

业内首创非透传智能采集模式。 

使用多包并发采集充分利用 GPRS 带宽。 

使用智能数据压缩算法和按需采集，节省流量。 

普通 GPRS DTU 均采用透明传输方式。 

需数据包回应后再发下个包，速度慢。 

无优化，流量费用高。 

系统成本 

标配无限点巨控组态软件，整体解决方案。 

无需任何租用服务器的费用。 

无需掌握网络相关知识，配置简单。 

系统搭建成本高。 

开发复杂，需要大量调试工作。 

 

抗干扰性 

四层 PCB，赛宝工业级认证。 

西门子原装工业级短信模块。 

可直接安装在含变频器，大功率设备的强电电柜。 

两层 PCB，无法给出抗干扰指标。 

多为西门子停产拆机模块 或国产模块。 

稳定性一般。 

可靠性 

GPRS 网络和手机短信控制功能，双重保障。 

GPRS 永远在线，自动重连。 

仅具备 GPRS 网络功能。 

费用管理 

SIM 卡余额查询和 GPRS 流量查询，杜绝欠费发生。 

精确掌握每月流量，避免浪费。 

无此功能。 

费用管理麻烦，可能忘记充值。 

外围接口 

具备传感器模拟量输入接口，和数字输入输出。 

实现无线传感器功能，或作为 PLC 扩展模块使用。 

无此功能。 

 

短信功能 

同时可实现手机短信读写 PLC 的任意寄存器。 

通过短信报警，还可以实现无人值守。 

无此功能。 

GPRS 网络中断时，对 PLC 无法监控。 

来电控制 

可以拨打电话控制输出，或者修改通讯寄存器。 

如拨打手机，即可控制 PLC 启停。 

无此功能。 

 

抗干扰性 

四层 PCB，赛宝工业级认证。 

西门子原装工业级短信模块。 

4KV 脉冲群抗干扰测试，8KV 空气放电。 

可直接安装在含变频器，大功率设备的强电电柜。 

两层 PCB，无法给出抗干扰指标。 

多为西门子停产拆机模块 或国产模块。 

强干扰时网络容易中断。 

 

在线调试 

通过 USB 可以在电脑上直接读写 PLC 寄存器， 

查看本机输入输出和模拟量状态。 

无法调试。工程或开发中测试麻烦， 

需要花费大量费用和人力。 

控
制 

报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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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 200G 智能 GPRS 控制器基本参数 

性能参数 

处理器 

通讯接口 

SIM 卡接口 

下载接口 

数字输入 

数字输出 

温度测量 

报警提示 

模拟量输入 

工业级高性能嵌入式 ARM 处理器 

RS485(最多 2 路光电隔离)，最高波特率 57600 

GSM 双频 900/1800MHz，标配 3 米吸盘天线 

Mini USB，用于配置报警条件 

最多 8 路 DC 9V-24V（光电隔离）或开关输入 

继电器输出（4 路，220V/5A），可作为遥控，跳闸，或告警 

最多 8 路 NTC 测温，精度 0.2 度，测温范围（-30-100） 

蜂鸣器 

最多 8 路 4-20mA 或 0-5V，0-10V，精度 0.5% 

外形尺寸 

长*宽*高 

安装方式 

145x90x40 mm 

导轨安装或螺丝固定 

电气规格 

  额定电源 

  电源保护 

  绝缘电压 

  抗干扰度 

  静电测试 

DC24V 500mA (或者 DC12V 1A) 

过压，过流，短路 

超过20MΩ 500VDC  

通过快速脉冲群 4kV 测试（对电源和通讯端子） 

通过空气放电 8 kV 测试 

支持 PLC 

西门子 S7-200 PLC 

西门子 S7-300，400 PLC 

三菱 FX 全系列 PLC 

三菱 Q 系列 PLC 

欧姆龙系列 PLC 

台达系列 PLC 

国产各类 PLC 

PPI 协议 

MPI 协议 

通过 485-BD 支持 FX1N,FX2N ,FX3U 等 PLC 

MELSEC 通讯协议 

HOSTLINK 协议 

台达协议 

MODBUS 协议 

联系方式： 

深圳海洛斯集团 
HROS Group 

公司地址：深圳坂田中興路 125 號 

电话：+86-755-89202131 

传真：+86-755-89202105 

网址：www.hirossz.com 

电邮：hiross@hiross.org 

http://www.hirossz.com/
hiross@hiro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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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洛斯集团是一家从事自动化产品解决方案的高

科技企业。 Giantview 中央空调监控系统是深圳海洛斯集

团针对大型酒店，净化厂房、计算机机房、写字楼等空调

机组多、管理分散、专业性强、人机交互差而开发的空调

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系统可实现空调系统的集中管理和自

动化节能控制，已经成功应用于恒温恒湿，机房空调，水

冷螺杆机组，水源热泵等领域，是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能

源、保障设备的创新解决方案。

   只需要一台电脑或者使用得麦科

技自主开发的空调监控触摸屏，即可完

成基本的集中监控系统。GiantView

支持的控制器包括西门子，三菱，施耐

德，盟立，合信等通用 PLC 以及国内

外各种厂家的空调控制器。此外，也可

根据客户使用的空调控制器开发通讯

协议。

 简洁稳定 

系统简洁强大，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易用

性，真正的“Small but Powerful”。 

 技术领先 

最先进的图形开发技术，全新的控制方式

和数据采集以及通讯故障智能诊断和自动恢

复技术，确保系统高效，准确。 

 更低的成本优势 

无点数限制，电脑硬件要求低，可选

无需 PC 的触摸屏集中监控方案。 

 行业整体解决方案 

多年空调行业沉淀及现场施工经验，

可提供包含 PLC 编程,触摸屏界面开发，

WINCC 监控的空调整体电控解决方案。 

中央空调监控系统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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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空调监控系统功能 

 

 集中监控，安全高效  

1) 实时监控冷水机组、冷却水循环泵、冷冻水循环

泵、冷却塔、自动补水泵、电动蝶阀，新风空调

机组等运行情况。 

2) 在电脑上直接控制机组连锁顺序启/停。对关键

操作，可设置多级安全权限。 

3) 电脑设置参数，简化参数设置步骤，界面友好。 

4) 开放式接口，可将制冷站、供热站、空调、新风

机组、公共区照明部分、给排水、送排风等各系

统集中监控。 

 远程监控 

1) 厂家可通过 Internet 远程调试、诊断故障。监控

系统可自动给出故障原因及处理建议。 

2) 手机短信远程开关机及工况查询。 

 报警通知功能 

1) 多种人性化报警通知管理，准确及时通知相关责

任人。报警方式包括分弹屏报警、语音报警、短

信报警，邮件报警。 

2) 可以存储历史报警信息供查询使用。 

3) 定向报警通知，实现一台空调多个责任人，一个

责任人管理多台空调。短信通知各相关责任人。 

4) 独立值班安排，可按天安排也可按时段安排。 

 

 数据库查询，导出和打印功能 

1) 采用高可靠性企业数据库，定时记录空调系

统的温湿度等关键数据。 

2) 可以以曲线图或表格显示，支持导出到

EXCEL，或者直接打印。 

 节能控制，定时开关机，自定义

工作模式 

1) 定时(节假日)开关机，同时支持环境预处理

的应用，例如上班前启动机组控制温湿度，

提高了工作效率。 

2) 条件开关、多机组合理组合运行。改善了机

组疲劳运行时间，延长机组寿命。 

3) 自定义工作模式，根据需要一键切换工况。 

 关键信息日志化 

1) 当前报警、历史报警日志，详细记录报警空

调位置、报警类别、报警时间、报警恢复时

间，确认时间、确认责任人。 

2) 用户登录日志、空调开关机(手动、自动、

条件)日志、短信发送记录、机组参数修改

前后值日志。 

 密码催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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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案例 

  

 螺杆式冷水机自控系统  

   系统由两台制冷功率为 1654kW 螺杆式

冷水机加四个恒温恒湿柜组成，控制器包含

五台西门子 S7-200 PLC 和五台触摸屏，控

制点达 1000 多点，长期稳定运行。 

 

 水源热泵自控系统 

系统包含水源热泵机组 4 台，用于夏季

制冷及冬季制热运行。空调高区采用 2 台机

组，低区采用 2 台机组（两区总计 8 台压缩

机）；高区、低区均为独立水循环系统。 

使用中央空调监控系统完成了整个系统

监视和运行。系统接入 Internet，供厂家远

程调试，维修。通过短信模块功能，实现远

程开关机和短信报警，真正无人值班。 

 恒温恒湿自控系统 

系统由两台恒温恒湿机构成，加湿系统

采用超声波进行加湿。监控系统定时记录车

间温湿度，每月打印温湿度数据报表和曲线

图，大大节约了系统投入成本。 

 

 智能冷库温湿度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包含 8 个冷冻库房。其中 1 到

2 号冷库需要温度湿度监控，3 到 8 号冷库

仅需要温度监控。每个冷库在两个点采集。

系统精度要求：温度±0.1℃，湿度 3%RH。 

数据采集采用高精度铂电阻温度采集模

块和进口数字式温度传感器，保证数据采集

的精度。监控系统接入局域网，在各个办公

室均可查询到冷库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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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ntView 空调监控系统基本参数 

PC 的要求 

  处理器 

  RAM 

  硬盘 

  操作系统 

Pentium 4 1 G 以上 

256MB 以上 

100MB 以上的硬盘剩余空间 

Win 7/Vista/Win XP 或 Win2000 及以上版本 

功能/性能参数 

监控显示 

画面数 

变量数 

 

取决于系统可用内存 

最大 60000 点 

机组报警 

报警组 

报警优先级 

每秒实时处理报警数 

报警存储条数 

报警形式 

 

最多支持 256 个报警组 

1-999 个优先级 

100 条以上 

10000 条报警记录占用 1M 空间。总条数无限制，取决于硬盘空间 

语音报警，短信报警，邮件报警，屏幕显示报警 

多语言 

界面语言选择 

 

最多支持 30 种国际化语言，和 5 种用户自定义语言。在线切换 

机组用户管理 

  用户数 

  安全组数 

 

最多支持 256 个用户 

最多支持 256 个安全组 

数据记录 

存储条数 

每秒实时处理数据 

 

10000 条数据记录占用 1M 空间。总条数无限制，取决于硬盘空间 

100 条以上 

联网功能 

联网方式 

  支持设备数 

 

RS485 网络，Internet， 局域网，GPRS 无线网络 

无限制 

机组参数管理 

参数文件个数 

参数文件变量数 

 

最多支持 100 个机组参数文件 

每个参数文件可支持 256 个变量 

联系方式： 

深圳海洛斯集团 
HROS Group 

公司地址：深圳坂田中興路 125 號 

电话：+86-755-89202131 

传真：+86-755-89202105 

网址：www.hirossz.com 

电邮：hiross@hiross.org 

http://www.hirossz.com/
hiross@hiro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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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机房监控的重要性 

1  机房停机，损失分析 

机房作为数据中心的载体，其正常运行对企业、政府机构、学校以及军队等都有重要的影响。若数据

中心发生停机事故，以下几方面将是您评估损失要考虑的因素。  

1.1 数据损失 

数据无疑是数据中心的核心，一次停机事故造成重要的数据丢失，可能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即使

可以弥补，也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  

1.2 设备损失 

由于漏水，高温，起火等因素，会导致设备损坏，带来直接损失。如某单位因机房精密空调使用年数

长，排水管道堵塞，冷凝水无法流出，水从接水盘溢出流到地面，因为没有漏水报警系统，水一直积到淹

没静电地板下的线槽，造成整个现场停电，直接损失就达四十万。 

1.3 人员成本 

如果工作必须依靠数据中心，那么在停机的时间段内，人员无法正常工作，但是您仍然需要支付人员

的工资等费用。 此外，为了机房安全，需要安排 24 小时值班人员，如果使用无人值守的监控方案，可以

减少值班人员的费用支出。 

1.4  设施成本 

即使人员无法工作，您仍需支付相关设施费用，例如场地、空调等公用设施所产生的费用。  

1.4 商业损失 

如果您的业务完全依赖于网站、数据中心等，机房停机就意味着您这这段时间内无法为客户提供服务，

潜在的客户也无法了解、购买您的产品。将会产生直接的经济损失。  

1.5 恢复成本 

您需要专业的维修人员来恢复机房正常工作，也需要相关的支出。实时监控机房各种状态，将停机事

故尽可能避免，是最经济的做法。因此，机房监控就变得愈加重要。机房监控也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在发

展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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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环境参数对机房的影响  

目前用户对于机房管理的重点都集中在防黑客、非法入侵、电脑病毒、网络故障、数据备份等方面，

往往忽略了机房的环境变化，可能致使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如机房的温度、湿度过高、电力系统不稳定、

机房安全措施不完善致使非核心工作人员进出机房操作，造成的隐患/故障而引发的机房事故，导致巨额的

经济损失。 

1  温度 

高温环境会降低机房设备的散热效果，最终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即使在设备未工作的情况下，温

度的快速变化，也会对设备硬件产生负面影响。机房温度设计应在 22℃~24℃。机房监控需要实时监测环

境温度，一旦发生温度异常（过高或者过低），就需要相应的处理。  

2  湿度 

湿度过高，会对机房设备造成物理变形、机架结露、电路击穿等损害；湿度过低，会释放大量静电，

损坏设备中的元器件。实验表明，当计算机机房的相对湿度为 30％时，静电电压为 5000V，当相对湿度

为 20％时，静电电压就到了 10000V，而相对湿度降到 5％时，则静电电压可高达 20000V。机房湿度设

计应在 35％~50％的相对湿度。  

3  漏水 

机房内的地板底下有诸多的漏水水源，如空调机组的冲洗水回路、排水管等。由于机房区地板下强电、

弱电、地线、电缆纵横交错，如不慎发生漏水，不及时发现并清除，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因为机房漏水危

害大，又不容易发现，对机房内的漏水状态进行实时的检测是十分必要的。  

4  烟雾 

通信机房的火灾报道屡见不鲜，昂贵的机房设备在火灾中受到破坏，让人深感惋惜。国家规范做出相

关规定，一定规模的机房必须安装消防监测和灭火设施。通过烟雾变送器监测明火和浓烟，及时处理火灾

险情，将损失降到最低，是一种经济实用的方式。  

5  空调设备 

为了确保机房环境处于适合的状态，机房往往安装了昂贵的精密空调。因此，实时监控精密空调的状

态，确保空调工作在正常的状态，停电后自动启动空调，对保护空调设备和保障机房的稳定运行都有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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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机房报警解决方案 

 
 

 

1  机房监控报警功能如下 

 检测机房内的温湿度参数，定时发送机房温湿度短信到值班人员手机。 

 检测空调是否开启，实现空调远程启动，来电自启动。 

 温湿度异常时，发出本地和远程报警短信，并可联动排风机开启。  

 机房漏水检测，本地和远程报警。  

 探测门、窗、抽屉等是否被非法打开或移动，或非法人员进入。 

 市电断电和 UPS 电压检测，本地和远程报警。 

 通过互感器检测三相电的电流、电压，监控机房的动力参数，并定时发送短信。 

 消防监控，实时检测烟感变送器的状态，一旦发生火灾，发出警报短信和电话。  

 可远程或定时开关设备，照明灯，排风机等。  

 可连接电脑，实现电脑监控，并记录温度关键数据和报警记录。 

2  方案特色 

玻璃破碎 

探测器 

红外 

探测器 

门磁开关 漏水检测 烟雾检测 温湿度 

检测 

机房电流 

检测 

机房电压 

检测 

防盗监控 环境监控 动力监控 

联动输出 

PC 监控 （可选） 

值班手机（可网页监控） 

报警短信 

控制短信 

声光报警 

机房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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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主机具备灵活扩展功能，可很好适应大中小型不同规模的机房监控。 

 工程安装简单，免调试，客户使用方便。 

 所有功能均模块化，可根据需要选配。 

 模块内置网页发布，通过手机上网，即可监控机房全部信息。 

 依托于现有的手机信号网络，安装方便，省去繁琐的布线工作。 

 可实现无人值守功能，减少人力成本。 

 支持短信指令，管理员可随时随地查询机房的运行状态以及调整，机房的各种参数。  

 具有联动功能，一旦出现异常，系统可自动产生相应的处理动作。如断电，开排风机等。 

3  机房监控的可靠性保障 

基于机房监控的重要性，得麦科技的机房监控方案必须保证监控的万无一失。传统机房监控往往采用

安防级，甚至民用级别报警主机，得麦科技利用多年在工业控制领域的沉淀和积累，将工业级可靠性的概

念和设计，首次应用于机房监控行业，大大提高了机房监控的可靠性。 

 业内唯一采用工业级设计，通讯端子和输入端子均采用光电隔离技术。通过最严格的 4kV 快速脉冲群

测试（对通讯和电源）和 8kV 静电抗干扰测试，轻松应对各种严酷的工业环境。 

 

 

 首家使用超级电容技术作为后备电源，解决了传统使用锂电池寿命短，需维护的问题！可运行数年无

需更换后备电池。 

 业内首创网页，短信和语音三重通讯保障，重大节日短信繁忙季节，也可保障机房安全。 



 

20 

 

深圳海洛斯集团 HROS Group 

 业内首家采用最新西门子工业级通讯模块，德国品质，轻松拥有！ 

 业内首创智能费用管理和查询功能，杜绝模块欠费。 

 可以将高优先级的报警设置为必须短信确认。若值班人员未确认此报警，则报警信息会按照设定的时

间间隔，不停的发送给值班人员。并可先拨打值班人员手机，再发短信。 

 短信报警器可以定时发送机房信息，保证值班人员时刻掌握机房情况，做到防患于未然。 

 若短信模块所处位置手机信号偏低，短信模块自动发送提醒短信。 

 值班人员可以主动发送短信，随时查询当前的报警状况和机房信息。 

四. 方案设备清单 

本方案涉及到的设备清单如下，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安装相关设备，主机必须配置。 

 

产品名称 数量 功能 

GRM200 机房报警主机 1 采集数据，发送报警短信，处理控制命令，网页发布 

漏水监测模块，含漏水绳 1 检测机房漏水 

UPS 掉电检测模块 1 检测 UPS 电压是否正常 

温湿度变送器，带液晶显示 1 测量机房温度，湿度 

空调远程控制模块 1 可控制空调启动或来电自启，检测空调当前是否运行 

三相电检测模块 1 检测三相电压是否断电 

烟感 1 监测火灾险情 

红外探头 1 监测人体入侵 

门磁 1 用来探测门、窗、抽屉等是否被非法打开或移动。 

智能电表 1 三相电压，电流，电能，检测，报警，查询 

声光报警器 1 声光报警 

得麦机房空调监控软件 1 用于电脑监控（选配）可以显示当前温湿度，机房情况，

记录温湿度曲线，并打印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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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作伙伴和案例 

 

 

 

 中国科学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机房监控工程 

 河南济源贝迪水源热泵远程监控系统 

 湖南维胜科技 PCB 车间温湿度监控 

 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DNA 实验室机房监控 

 安徽鸿福大酒店机房报警监控 

 易景国际小区机房报警监控 

 徐福记巧克力冷库温度报警监控 

 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展馆机房监控 

 山东绿特中央空调机房远程监控系统 

 Asean tech Co.,Ltd(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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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 200 报警主机基本参数 

性能参数 

处理器 

通讯接口 

SIM 卡接口 

下载接口 

开关输入 

数字输出 

温湿度测量 

报警提示 

模拟量输入 

市电检测 

工业级高性能嵌入式 ARM 处理器 

最多两路 RS485，可连接上位机，智能电表，UPS，触摸屏 

GSM 双频 900/1800MHz，标配 3 米吸盘天线 

Mini USB，用于配置报警条件 

最多 8 路，可连接烟感，红外，漏水，门磁 

继电器输出，可联动风机，除湿机，声光报警器 

温度-20 到 80 度 ，湿度 0 到 100％，最多 16 路，带液晶显示 

蜂鸣器或声光报警器 

最多八路，可以连接各种传感器 

带市电电压和 UPS 电压检测接口 

电气规格 

  额定电源 

  电源保护 

  绝缘电压 

  抗干扰度 

  静电测试 

DC24V 500mA (或者 DC12V 1A) 

过压，过流，短路 

超过20MΩ 500VDC  

通过快速脉冲群 4kV 测试（对电源和通讯端子） 

通过空气放电 8 kV 测试 

环境规格  

工作温度  

工作湿度  

存储温度  

存储湿度  

抗震动度  

-10～50℃  

10～90％RH（无凝露）  

-20～70℃  

10～90％RH（无凝露）  

10～25 Hz (X、Y、Z 方向 2G/30 分钟） 

外形尺寸 

长*宽*高 

安装方式 

接线端子 

145x90x40 mm 

导轨安装或螺丝固定 

5.0mm 接线端子 

联系方式： 

深圳海洛斯集团 
HROS Group 

公司地址：深圳坂田中興路 125 號 

电话：+86-755-89202131 

传真：+86-755-89202105 

网址：www.hirossz.com 

电邮：hiross@hiross.org 

http://www.hirossz.com/
hiross@hiross.org


 
 

    

 

 

 

 

 

 

 

 

 

 

 

 

 

 

 

 

 

 

 

 

 

 

辨公點:深圳坂田中興路 125號 

厂 1深圳: 深圳福田保税区经济开发区

厂 2东莞:广东东莞冷博工业园 

电话: +86-755-89202131  

传真: +86-755-89202105 

http://www.hirossz.com 

电子邮箱: hiross@hiross.org 

 

Agency（经销商）: 

Office: No. 125, Zhongxing Rd., Bantian,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Address 1: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Futian Free Trade Zone,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Address 2: CBOS Industrial Park, Dongguan, 

Guangdong 

Phone: +86-755-89202131  

Fax: +86-755-89202105 

http://www.hirossz.com 

Email: hiross@hiross.org 

 

http://www.hirossz.com/
http://www.hiross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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