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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指导各地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建设，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有关专家，以我国现行相关标准为依据，在总结吸收

国内已有能耗监测系统建设成果和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国家机关办公建

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数据中心建设要求，研究制定了本导则。

本导则包括总则、术语、数据中转站建设、数据中心建设、数据中转

站和数据中心验收、数据中转站和数据中心维护等部分。

本导则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技术内容

的解释。

本导则主编单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王良平 电话：010-8428693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 联系人：杨柳忠 电话：010-58935970

本导则参编单位：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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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范围

本导则规定了能耗监测系统数据中心的建设内容、性能要求、建设标

准、信息安全、软硬件性能要求和人员队伍建设等内容，适用于国家机关

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中各个数据中转站和数据中心的建

设。

1.2 本导则遵循的标准或者规范

下列标准或者规范中的条款通过本导则的引用而成为本导则的条款。

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

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导则。但鼓励根据本导则达成协议各方研究是否可使

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导则。涉及保密的内容参考国家相关的保密规定。

 GB9361－88 计算站场地安全要求

 BMZZ1-2000 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技术要求

 GB50173－93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

 GB2887－89 计算站场地技术条件有关标准。

2 术语

2.1 能耗监测系统

能耗监测系统是指通过对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安装分类

和分项能耗计量装置，采用远程传输等手段及时采集能耗数据，实现重点

建筑能耗的在线监测和动态分析功能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的统称。

2.2 数据中转站

为了减轻数据中心的服务器负载，优化网络传输效率，设立数据中转

站。数据中转站采集并缓存其管理区域内监测建筑的能耗数据，并全部转

发给上一级数据中心。数据中转站不负责数据的加工和处理，也不永久性



2

存储数据。

2.3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采集并存储其管理区域内监测建筑的能耗数据，并对本区域

内的能耗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展示和发布。数据中心一般设在部级、省

（自治区、直辖市）级和监测建筑较多的城市，除部级外的数据中心应将

各种分类汇总数据逐级上传到部级数据中心。

部级数据中心设立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要任务是接收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数据中心上传的分类分项能耗汇总数据，同时也接受国家机关

事务管理局、教育部数据中心等上传的能耗汇总数据。部级数据中心还负

责针对上传数据进行汇总分析，生成国家级的汇总数据和相关分析数据，

以报告、报表形式，提供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等国家相关主管部

门。

3 数据中转站建设

3.1 建设内容

3.1.1 数据中转站将部署通信服务器或者 GPRS 服务器和数据采集服务

器，同时具备数据库用于存储缓存数据。

3.1.2 数据中转站的主要任务是采集和缓存所监测建筑的基础数据，按设定

的时间间隔上传监测建筑的基础数据。

3.1.3 数据中转站部署能耗监测系统软件，完成数据采集包接收、数据采集

网关命令下达、数据上传、数据同步等功能。

3.2 性能要求

3.2.1 数据采集频率可根据具体需要灵活设置，数据采集频率在 15 分钟/

次到 1小时/次之间。

3.2.2 数据采集量的计算

设 1个城市纳入审计范围的建筑有 X栋，每幢建筑有 Y个数据采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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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10分钟采集 1次（1小时采集 6次），每个点采集 1次的数据量约为 200

个字节（Byte），那么 1 个数据中转站 1 天的最大能耗数据量约为

（X*Y*6*24*200）字节。

3.2.3 数据缓存量的计算

数据中转站应能缓存不少于 30 天的能耗数据。数据缓存量应不低于

（X*Y*6*24*200*30*1.5*10）字节（考虑数据库本身的容量，所以将数据

缓存量增加了 1.5倍的系数，并考虑了同时存在约 10个数据备份的缓存量）。

3.2.4 数据转发间隔

数据中转站将尽可能实时或按可设置的时间间隔将能耗数据转发至数

据中心。该时间间隔可根据实际需求灵活设置。在数据中心正常工作情况

下，数据中转站数据转发的时间间隔小于 6小时/次。

3.3 建设标准

3.3.1 服务器应为市场和国内外面向服务、互联互通架构体系的主流产品。

服务器应在满足功能和性能要求的前提下，价格适中、易用、易维护、

维护费用低。服务器构建应以松耦合为主。如果已有服务器系统满足

要求，则建议使用原系统。

3.3.2 操作系统应为国内外主流操作系统。具备高可靠性、易学易用性、易

管理性、易维护性、和易互联互通性。能够和硬件服务器完美结合，

充分发挥服务器的处理能力。应该充分支持国际或者国内主流关系型

数据库系统。如果已有操作系统满足要求，则建议使用原系统。

3.3.3 数据中转站数据库应为国际或者国内主流关系型数据库，支持

ANSI/ISO SQL-92标准。应具备数据分析和报表功能，如 OLAP、KPI，

以及备份和调试。如果已有的数据库系统满足要求，则建议使用原系

统。

3.4 信息安全

数据中转站必须遵循国家已经颁布的标准规范或条例，建立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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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框架，通过系统的技术防护措施和非技术防护措施（网络各成员必须

承担的安全义务和责任）来实现信息安全。

3.4.1 基础设施安全

3.4.1.1 数据中转站应具备性能较为完善的网络信息安全设施，包括：网络

防火墙、入侵检测、病毒防范、用户识别等信息安全软硬件系统，

并设专人进行日常管理监控与更新；

3.4.1.2 所有服务器均应放置在具有防火墙保护的独立网段（中立区），以确

保服务器安全；

3.4.1.3 关键设备应有冗余后备系统；

3.4.1.4 信息基础设备应安置在专用的机房,具有良好的电磁兼容工作环境，

电源要有良好的接地，并具有防尘、防磁、防静电保护，抑制和防

止电磁泄漏。

3.4.2 软件安全

3.4.2.1 系统和应用软件要有访问控制功能：用户登录访问控制、权限控制、

目录级安全控制、文件属性安全控制。

3.4.2.2 系统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和应用软件应定期进行完

全备份，系统软件的配置修改和应用软件的改动都要及时备份，并

做好相应的记录文档。

3.4.2.3 及时了解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厂家公布的软件漏洞，并立即进行更

新修正。

3.4.2.4 应用软件的开发要有完整的技术文档，源代码要有详尽的注释。

3.4.3 数据安全

3.4.3.1 所有汇集的楼宇建筑资料和能耗数据资料（包括原始资料和生成资

料）要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分类存档。

3.4.3.2 所有入库的数据资料都要按照预定备份策略进行备份。

3.4.3.3 对外共享或者对外提供的数据资料要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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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用户级别及权限” 的规定来授权用户对资料的访问，防止越

权访问。

3.4.3.4 应具备访问数据的用户识别系统。

3.4.3.5 非技术防护措施

数据中转站应建立相关的信息安全管理责任制度。

3.4.4 软硬件的性能要求

3.4.4.1 要求服务器硬件至少 2个 CPU，至少 2G内存。

3.4.4.2 服务器主要包括：命令接收/发送服务器、数据接收/发送服务器、数

据库服务器、防火墙、防病毒、文件存储/数据备份服务器。

3.4.5 人员队伍建设

3.4.5.1 系统管理员，主要职能包括：系统配置和数据同步，系统用户管理

和授权，表记采集参数配置等；

3.4.5.2 数据录入人员，主要职能包括：监管范围内建筑物基本信息的录入

和维护，辅助能耗数据录入，其他相关的系统信息录入；

3.4.5.3 网络和设备管理人员，主要职能包括：楼宇采集网络的监测和维护，

楼宇到数据中转站远程传输网络的监测和维护，相关设备的监测和

维护；

3.4.5.4 数据库管理员，主要职能包括：数据备份和恢复，数据检索和数据

存档等。

4 数据中心建设

4.1 建设内容

4.1.1 数据中心将部署数据库、各种数据处理、管理服务及相应服务器，同

时还部署通信服务器或者 GPRS 服务器。

4.1.2 数据中心部署能耗监测系统软件，完成数据采集包接收、数据采集网

关命令下达、原始数据包解析服务、能耗数据计算、能耗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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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数据发送、数据展示分析、系统管理、数据同步等功能。

4.1.3 部级数据中心的主要功能包括上传数据接收、上传数据汇总、能耗数

据报表发布网页、能耗数据查询分析、系统管理程序。

4.2 性能要求

4.2.1 数据采集频率可根据具体需要灵活设置，数据采集频率在 15分钟/次

到 1小时/次之间。

4.2.2 数据存储量的计算

设 1个数据中心涵盖的建筑为 X栋，每幢建筑有 Y个数据采集点，每

10分钟采集 1次（1小时采集 6次），每个点采集 1次的数据量约为 200个

字节（Byte），那么1个数据中心1天的最大能耗数据量约为（X*Y*6*24*200）

字节。1 个数据中心 1 年的数据量约为（X*Y*6*24*200*365）字节。1 个

数据中心的能耗数据需在线存储 20 年，则总数据存储量约为

（X*Y*6*24*200*365*20）字节。

4.3 建设标准

4.3.1 服务器应为市场和国内外面向服务、互联互通架构体系的主流产品。

服务器应在满足功能和性能要求的前提下，价格适中、易用、易维护、

维护费用低。服务器构建应以松耦合为主。如果已有服务器系统满足

要求，则建议使用原系统。

4.3.2 操作系统应为国内外主流操作系统。具备高可靠性、易学易用性、易

管理性、易维护性、和易互联互通性。能够和硬件服务器完美结合，

充分发挥服务器的处理能力。应该充分支持国际或者国内主流关系型

数据库系统。如果已有操作系统满足要求，则建议使用原系统。

4.3.3 数据中心数据库应为国际或者国内主流关系型数据库，支持

ANSI/ISO SQL-92标准。应具备数据分析和报表功能，如 OLAP、KPI，

以及备份和调试。如果已有的数据库系统满足要求，则建议使用原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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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信息安全

数据中心的信息安全，参照数据中转站的标准。

4.5 软硬件的性能要求

4.5.1 要求服务器硬件至少 2个 CPU，至少 2G内存。

4.5.2 服务器主要包括：命令接收/发送服务器、数据接收/发送服务器、数

据库服务器、数据处理服务器、信息展示服务器、防火墙、防病毒、

文件存储/数据备份服务器。

4.6 人员队伍建设

4.6.1 系统管理员，主要职能包括：系统配置和数据同步，系统用户管理和

授权，表记采集参数配置，数据共享和交换管理等；

4.6.2 数据录入人员，主要职能包括：监管范围内建筑物基本信息的录入和

维护，辅助能耗数据录入，其他相关的系统信息录入；

4.6.3 网络和设备管理人员，主要职能包括：楼宇采集网络的监测和维护，

楼宇到数据中转站远程传输网络的监测和维护，相关设备的监测和维

护；

4.6.4 数据库管理员，主要职能包括：数据备份和恢复，数据检索和数据存

档等；

4.6.5 能耗监测和分析人员，主要职能包括：能耗数据监测、预警与预报，

能耗数据报告和报表管理，能耗信息发布，能耗业务数据建模，能耗

数据查询、统计和分析等；

5 数据中转站和数据中心验收

5.1 硬件和环境验收

网络传输应满足数据传输导则规定的网络性能要求；

硬件环境应满足本导则规定的信息安全要求，同时相应的服务器硬件、

交换机和数据存储设备应满足本导则规定的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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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商业软件验收

主要包括操作系统软件、数据库软件、防火墙软件、防病毒软件等。

导则规定的商业软件应该具备，同时，针对数据库软件，必须达到导则规

定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5.3 能耗监测系统软件的部署和验收

保证能耗监测系统软件的正确部署和安装，针对软件的初始化环境进

行检测。

5.4 相应的管理制度验收

数据中转站和数据中心必须具备相应的责任管理制度，比如信息安全

管理责任制度、能耗监测系统维护和监管制度、网络和设备管理制度。

6 数据中转站和数据中心维护

6.1 数据中转站和数据中心的日常维护包括日常设备维护、日常数据维护、

系统安全维护、新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新的运用开发等等。

6.2 数据中转站和数据中心的运行管理包括通讯运行管理、服务器运行管

理、软件运行管理、防病毒软件运行管理、故障实时处理与上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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