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卷第3期
2020年3月

软件工程

Vol.23 No.3
Mar. 2020

SOFTWARE ENGINEERING

DOI:10.19644/j.cnki.issn2096-1472.2020.03.007

文章编号：2096-1472(2020)-03-28-04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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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目前C/S架构的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动力环境监控系统模块之间耦合度高，开发调试工作量大。

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一种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设计方案。通过3dsMax进行设备建模，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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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构建贴图；在Unity3D上导入模型和贴图搭建虚拟机房场景；使用Qt开发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程序，并通过
TCP/IP协议实现虚拟场景与客户端控制界面的交互；最终完成整个系统的开发。经测试表明：设计方案能够降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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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分的耦合度，减少开发调试的工作量。为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动力环境监控系统的开发提供了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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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 to the high degree of coupling between the modules of th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based pow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of the current C/S architecture,the development and debugging workload is large.Aiming
at this situation,a design scheme of the engine room dynam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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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s proposed.This paper makes model for devices with 3dsMax and builds textures with Photoshop;imports
models and textures on Unity3D to build virtual room scenarios;uses Qt to develop client and server programs,and achieve
interaction between virtual client and client control interfaces via TCP/IP protocol.Thus the final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system was achieved.Tests show that the design scheme can reduce the coupling degree of each part in the system and
reduce the workload of development and debugging.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dynamic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Keywords:C/S architecture;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power and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Qt

1 引 言(Introduction)

给机房管理人员带来极大的不便。

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是一种对机房动力、环境、消防

虚拟现实通过各种感官作用于用户，使用户产生身临其

等设备的数据进行实时集中监控管理的系统。机房工作人员

境的感觉。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逐渐成熟，二维机房动力环

可以通过系统实时查看机房设备的运行情况，同时也能通过

境监控系统纷纷向虚拟现实机房动力环境管理系统转变。虚

短信、语音、邮件等方式告知机房管理人员设备报警情况以

拟机房场景可以将多源信息融合在一起，直观地向用户展示

达到远程监控的目的。目前，二维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仍

各种机房设备的实际运行情况，同时交互式的三维动态视景

然占有主要市场。其设备数据大多是以图表的方式展现给用

和设备的实体行为系统仿真也能使用户更加高效地对机房设

户。虽然能直观地展现参数趋势，但是发生设备报警或者需

备进行管理 [1-4] 。文献[4]中指出C/S架构的基于虚拟现实技

要对设备参数进行调整时则很难马上确定设备的具体位置，

术的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升级成本较高，过程复杂，需要

基金项目：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9C0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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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配置整个系统，并且调试工作量较大。因此，本文针对

数据层主要包含了机房设备的配置信息、虚拟机房模型

此问题提出了一个设计方案。用于降低虚拟场景界面与客户

信息、用户管理信息、历史数据信息等。数据层采用了流行

端、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之间的耦合度，减少程序的调试量并

的MySQL数据库作为数据管理系统。使用MySQL数据库能大

加快系统的开发速度。

大降低开发的难度，提高系统的兼容性，保证系统运行的稳

2 系统总体方案设计(System design)

定性[5,6]。数据层通过MySQL数据库驱动与业务逻辑层进行交

2.1 系统需求分析

互。并根据业务层的不同业务请求，返回指定的数据参数。

机房负责大量的数据储存与处理，并且365(天)×24(小

客户端显示界面和数据采集模块由Qt开发平台(跨平台

时)不间断运行，所以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动力与环境设备的监

C++图形用户界面应用程序开发框架)开发，由于Qt拥有直

控就显得至关重要。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需要实现的功能

观、强大的API[7]，所以对于MySQL数据库的操作便捷，开发

有：

方便。虚拟机房场景界面不直接向数据库获取数据，而是通
过TCP/IP协议与客户端显示界面交互，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虚

(2)环境设备监控(如：空调系统、新风系统、温湿度、漏

拟机房场景需要获取及处理的设备数据，简化虚拟机房场景

水、新风机等)；

m

(1)动力设备监控(如：UPS、配电柜等)；

界面程序，提高虚拟场景界面的显示效果和操作体验。

(4)安防监控(如：门禁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

2.3 开发流程设计

co

(3)消防监控(如：消防控制器、烟感探测器等)；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机房动力环境管理系统可分为两部
分分别是客户端(虚拟机房场景界面和客户端控制界面)和服务

虚拟现实机房场景需要根据实际机房结构以及设备的具

器端(数据采集模块)。具体开发流程如图2所示。

体位置制作。其主要功能有设备的实时数据的显示、当前设
备报警的显示，以及一些人机交互的功能(如：视角切换、设
备类数据显示切换、自动巡检等)。

z.

(5)人员管理。

采集机房设备素材及测量设备尺寸

3dsMax根据实际尺寸建模，并根据UV图制作贴图

cz

在Unity3D中搭建场景模型

2.2 系统架构设计

制作C#人机交互脚本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机房动力环境管理系统采用C/S架

导出虚拟场景程序

构(即客户端/服务器端架构)，系统具体可分为：用户层、业

用
户
层

rj
g

务逻辑层、数据层，如图1所示。

虚拟机房场景界面
数据显示

测试场景与客户端控制界
面通讯与操作

根据设备通讯协议用Qt开
发服务器端程序（数据采
集模块）

TCP/IP

测试客户端与服务器端运行情况

客户端显示界面
机房设备数据显示

机房设备报警显示

历史数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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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端数据采集模块

打包发布系统

图2 开发流程图

应用服务器

Fig.2 Development flow chart

数据库驱动

数
据
层

数据库结构设计

人机交互

TCP/IP

业
务
逻
辑
层

用Qt开发客户端控制界面

数据库

机房设备配置信息

机房设备报警信息

虚拟机房模型信息

用户管理信息

图1 系统整体软件架构

Fig.1 Software architecture of system

用户层表现为可交互的虚拟机房场景，通过TCP/IP协议
向业务逻辑层传递用户的业务请求，如设备参数修改、历史
信息查询等；当接收到业务层返回的数据时，系统将这些数
据实时地显示在虚拟机房的实际位置上。
业务逻辑层表现为整个系统的数据处理中枢并且连接着
用户层与数据层。业务逻辑层包含了：服务器、系统功能模

(1)客户端开发流程
①采集各种机房设备的实物图和实际尺寸。
②利用3dsMax建模软件对数据中心机房墙体、机柜、门
体、精密空调、温湿度、电量仪等设备进行建模。根据建好
的设备模型的UV图，用Photoshop制作模型贴图。
③将制作好的模型导入Unity3D游戏引擎中，贴上制作好
的贴图。根据实际的数据中心机房构造搭建虚拟机房场景。
④编写与模型对应的C#脚本以实现界面人机交互、数据
显示以及报警信息显示等功能。
⑤根据与虚拟场景之间的通讯，用Qt开发客户端控制界

块、数据采集与处理模块。该层的主要功能是根据用户层返

面程序，并测试客户端运行情况。

回的业务请求调取数据层中的数据并处理成用户层需要显示

(2)服务器端程序开发流程

的数据形式返回给用户层以实现不同的场景功能(查询历史数

①根据整体系统的功能设计数据库结构。

据、显示机房设备参数状态等)，以及处理数据采集模块采集
上来的数据，根据数据层的需要处理后存入到数据层中。

②根据设备的通讯协议使用Qt开发服务器端程序(数据采
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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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测试客户端与服务器端整体系统的运行情况，并

完善人机交互与数据显示功能，最终完成基于虚拟现实技术
的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的开发，打包发布系统。

3 动力环境监控系统实现(Power environment
monitoring system implementation)
3.1 机房场景虚拟实现
(1)机房设备三维建模
图4 UPS机柜模型UV展开图

机房设备模型的建立使用的是3dsMax建模软件。
3dsMax是一种以三维动画技术作为基础的图像渲染和制作软

Fig.4 UPS cabinet model UV expansion diagram

件。当前，虚拟场景建模中3dsMax的使用最为广泛，例如在

然后在Photoshop中根据导出的UV位图绘制设备模型的

游戏制作、动漫制作、建筑设计等广泛领域内都得到了广泛

贴图。在Photoshop中导入UV位图后将实物图片拆分填入，
注意接缝处的纹理衔接。贴图绘制如图5所示。

[8]

图5 UPS机柜模型贴图

(b)精密空调模型示意图

图3 部分设备模型图

Fig.3 Part of the device model diagram

Fig.5 UPS cabinet model map

cz

(a)机柜主体模型示意图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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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的应用 。

(3)虚拟机房场景搭建

由于3dsMax中的单位长度与Unity3D中的单位长度不

擎。Unity3D具有强大的跨平台开发能力与绚丽的3D渲染效
果。目前Unity3D已经可以横跨25个主流游戏平台，并且应用

rj
g

同，所以在用3dsMax搭建机房设备与环境模型时需要注意尺

数据中心机房虚拟场景的搭建使用的是Unity3D游戏引

寸转换的比例。这里3dsMax在建模时需要选择厘米(cm)为单
位，这样模型在Unity3D中尺寸长度1就为1厘米。考虑到数据

中心机房虚拟场景在加载时需要加载的设备和环境的数量，
若模型的细节制作的比较细致，那么每个模型的大小会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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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界面加载的时间相应的也会变得很长，同时对系统

领域相当广泛，在建筑、医疗、工业、娱乐、虚拟现实、动
画、电影和艺术等行业都可以看到Unity的身影[11]。
搭建虚拟机房场景时，首先Unity3D场景中先根据机房

的平面图绘制机房地板和墙体，地板和墙体也同样使用贴图
的形式；然后需要将3dsMax导出的FBX文件格式的模型，以

的CPU和显卡的负担也会比较大，在做界面操作的时候很容

及模型对应的贴图导入Unity3D项目中；然后将贴图制作成材

易出现卡顿的现象，用户体验就大打折扣。因此，在界面中

质球加载到模型；然后将设置好的模型创建预设，这样就简

有动画动作的设备(如：机柜、冷通道移门等)，按照实际尺寸

化了模型的使用；最后根据机房设计图纸将模型放置到相应

用长方体等多面体来表示，尽量减少模型的细节，如图3(a)所

位置就完成了虚拟机房的场景搭建。如图6所示。

示；部分不需要在界面有动画动作的设备(如：UPS、精密空
调、服务器、工控机等)按照实际尺寸采用长方体代替表示，
同时也尽量减少模型的细节，如图3(b)所示。
(2)机房设备真实化立体呈现
机房设备建模完成以后，模型外表并不美观，同时有些
形状类似的模型甚至无法仅从外表做区分。所以机房设备模
型贴图的制作就显得很重要。

图6 虚拟机房场景搭建示意图

Fig.6 Virtual machine room scene construction

首先将建立的模型通过UV展开，展开模型时需要注意不

3.2 服务器端设计

破坏模型结构的同时要利于贴图的绘制，还要最大限度利用

服务器端程序主要实现对机房动力设备、环境设备、消

UV坐标格，尤其注意要在模型隐蔽的地方进行UV接缝的拆

防设备、安防设备的数据进行实时采集，根据设备通讯协议

[9]

分 。如图4所示。拆分完之后需要用棋盘格来检测UV缩放比
[10]

例是否正确，即判断棋盘格的形状是否有太大的扭曲 。

解析采集的数据，并保存到数据库中指定的数据表中，等待
被客户端程序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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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端程序的开发方式为主程序加动态链接库的形

视角查看机房的各种设备，通过点击设备来查看设备的运行

式。动态链接库的功能是解析各种设备返回的实时数据，并

情况；客户端控制界面通讯测试是通过点击客户端控制界面

分析处理成所需的数据形式，再存储到数据库中。动态链接

上的功能按钮控制虚拟机房场景显示各种设备的位置、运行

库只需根据不同设备协议进行修改就能处理不同设备的数据

状态及实时数据；设备数据获取则是通过比对采集到的数据

采集。这样的开发方式加快了程序的开发速度。

是否与实际设备的数据相同，并测试数据获取的成功率。

3.3 客户端设计

经过测试，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机房动力环境监控系统

客户端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虚拟机房场景和客户端控制
界面。客户端控制界面主要实现的功能为用户管理、报警设

符合系统的设计要求。

5 结论(Conclusion)

置、历史数据以及与虚拟场景界面的交互功能。虚拟场景交

借助Unity3D游戏引擎、3dsMax、Photoshop构建了虚

互的功能主要有场景视角切换、设备数据显示切换、报警显

拟数据中心机房场景。通过TCP/IP协议实现虚拟现实场景

示等。客户端界面如图7所示。

与客户端控制界面的数据交互，减少了虚拟机房场景需要处

m

理的数据量。通过模块化的方式开发服务器端程序，加快了
程序开发的速度。因此降低了虚拟场景界面与客户端、客户

co

端与服务器端之间的耦合度，减少了系统开发和调试的工作
量。这种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机房动力环境管理系统的设计
方案为虚拟现实动力环境管理系统的开发提供了一种参考。
[1] 张凤军,戴国忠,彭晓兰.虚拟现实的人机交互综述[J].中国科

Fig.7 Client interface
客户端控制界面通过TCP/IP协议与虚拟机房场景做数据
通讯。根据用户的选择将需要显示的设备实时数据传输给虚

学:信息科学,2016,46:1711-1736.

[2] 顾君忠.VR、AR和MR-挑战与机遇[J].计算机应用与软
件,2018,35(3):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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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机房场景，虚拟机房场景就能根据指令以特定视角展示设
备数据。如图8所示客户端控制界面向虚拟机房场景发送了查

看温湿度设备数据指令，虚拟场景界面则将接收到的温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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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以特定的视角实时显示出来。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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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UPS实时数据显示

Fig.9

UPS real-time data display

4 运行调试分析(Running debug analysis)
运行调试测试了虚拟机房交互功能、客户端控制界面与
虚拟机房的通讯，以及设备数据获取情况。
虚拟机房交互功能测试是通过鼠标左键右键调整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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