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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也在 IDC 和自身网络中引入了云计算技术，使得业界对数据中心的定义已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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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C，并将 IDC、VDC 等统称为云架构的数据中心。对如何设计一个完善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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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数据中心（IDC——Internet Data Center）主要指运
营商向客户出租的各类资源、机房和服务的总称。然
而 新 一 代 的 基 于 云 计 算 的 云 数 据 中 心（CDC——
Cloud Data Center）已不仅仅限于向客户提供物理资源
和服务，还可以利用虚拟化和分布式等新技术来提供
以虚拟机、虚拟存储为代表的新业务。这些新业务和
新技术也促使运营商开始建立自有的数据中心。因
此现阶段定义云数据中心这个词，从服务对象的角度
上看，应广泛地包含出租业务和自有业务 2 类。尤其

——————————
收稿日期：2017-07-31

是基于虚拟化构建的数据中心，即统称为虚拟数据中
心 VDC，更是云数据中心中的佼佼者。
另一方面整个移动互联网流量的爆炸式提升，对
数据中心的密度有了极高的要求。过去一个数据中
心容纳 200~300 个机架，整体机房功耗不超过 1 000
kW。现阶段的新一代云数据中心，单机架功耗标配为
4.5 kW，高配可以到 8~12 kW，机房内的机架数目往往
接近 800~1 000 架。因此现在数据中心对机房配套的
定义，也与过去有极大的差别。从基础资源角度上，
如何解决高密高耗的设备需求，同时达到节能绿色的
目标，是新一代云数据中心要解决的问题。
新的云数据中心须包含可预测、可分析、可自定
义的智能化要素。过去的数据中心一般是刻板机械
邮电设计技术/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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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固定的建设模式、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各种维
护也往往基于人工操作。云数据中心中无论是设备
的调配维护，对流量的分析溯源，还是对后端客户的
管理计费，乃至对后期的二次开发，都有一个智能的
云数据中心平台来统一运营、管理、分析和维护。由
此可见虚拟化、分布式、绿色、可定义将成为云数据中
心的最大特点。

TIA942 到 BICSI002 越来越完整，尤其是 BICSI002 的适
用性最为广泛，它除了涵盖数据中心的机房建议还包
括了 IT 信息技术和项目管理的内容。
一般来说，无论是 GB50174 还是 TIA942，最有价
值的部分是把数据中心的可靠性进行了分级，尤其是
根据分级把电源和空调设备的配置进行了硬性规
范。详细要求见表 1。
表1

1 云数据中心的选址
云数据中心的选址一直是一个比较矛盾的话题，
过去出于客户业务引入的考虑，数据中心往往优选经
济发达地区，但是随着高功耗的云数据中心带来的供
电需求紧张和地价的上涨，目前业界整体趋势是选址
更为偏向自然资源丰富的二三线地区，利用低廉的电
价、地价和气候来节省数据中心的建设成本。国外成
功运营的数据中心也是如此，以谷歌和 Facebook 为
例，均在人迹较少的北欧高纬度寒冷地区建设云数据
中心，充分利用自然冷源来降低 PUE（Power Usage Ef⁃
fectiveness）值。近期国内的三大运营商也纷纷效仿，
在内蒙、贵州等地建设了云数据中心基地。
一般考虑数据中心选址的条件主要有以下 5 项。
a）社会经济环境（客户来源）。
b）自然地理条件（自然灾害发生概率）。
c）交通便利性（设备安装、运维方便性）。
d）周边环境要求（规范要求的一些粉尘、气体、有
毒有害工厂隔离）。
e）配套基础设施资源（地价、电价、各类优惠政
策、电力/水引入难度）。
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对此 5 项进行重要性排序，
优选顺序为 baecd。有人会对 a 点排列过前和 d 点排列
过后有疑惑，事实上，目前国内的数据中心的主要驱
动力仍然是客户因素，除个别大互联网客户有较强的
规划和调控力，多数中小企业的数据中心需求仍旧局
限在本地，运营商本身的客户引导往往没有显著效
果。

2 云数据中心的建设标准
数据中心的建设标准较多，业界比较公认的是国
标《GB50174-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和美国通
信行业协会的《TIA942-数据中心通信设施标准》。还
有一个较为冷门的《BICSI002-数据中心设计与实施的
最 佳 实 践》，3 个 标 准 的 覆 盖 完 整 性 从 GB5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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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分级标准及设备配置
电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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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数据中心需要达到绿色数据中心的标
准，还需符合 UPTIME 等各类基础设施的绿色认证
标准，值得一提的是，UPTIME 的认证分为设计、施
工、运营等多级认证，一个真正的所谓 TIER4 的认证
是指三证齐全，而不是只拿到其中单证就宣称自己
达到了 TIER4 的标准。另外，国内外一般以 PUE 值
作为衡量数据中心绿色效率的直观标准，最近又新
增了 WUE（Water Usage Effectiveness）的指标，不过需
要 指 出 的 是 ，作 为 云 数 据 中 心 的 衡 量 标 准 ，PUE、
WUE 值仅仅能够给出电源空调等的有效运行效率，
却并未给出云数据中心中最重要的高密度云化特
点。举例来说，一个机房面积很大的数据中心，仅安
装少量设备和集中式空调制冷设备，可以保证 PUE
值接近 1，但是这样的数据中心能力太低，没有云化
意义。因此在 PUE 之外，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
新的参考指标，ITUE（IT Usage Efficiency），ITUE 是指
在单位面积和功耗下 IT 设备的平均运行能力最大
化，如果一个云数据中心同时达到 PUE 和 ITUE 这 2
个指标的最佳值，则意味着既能提供强大的云能力，
又能保证绿色环保的特征，这个数据中心才能被称
为优秀的云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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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
云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是指为云数据中心提供
运行支撑的基础机房平台，包括机房布局、电力、制
冷、装修等。
3.1 机房布局
目前流行的云数据中心分局一般分为 2 类，传统
机房式和仓储式。
先谈谈传统机房式的云数据中心，它主要依托于
运营商现有的机房楼，一般在机房楼中布署有 2 种方
案，如表 2 所示。
表2

机房楼层

数据中心机房楼布置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四层

办公室

办公室

三层

设备机房

设备机房、电力电池室

二层

电力电池室

设备机房、电力电池室

一层
地下一层

变配电、油机、冷冻机房 变配电、油机、光缆进线、冷冻机房
车库、光缆进线

车库

无论采用何种方案，与传统的核心通信机房建设
相比，差距不是非常大，一般建议设备机房梁下净高
高于 4 m，地板承重 10 kN/m2，电力电池机房层高高于
4.5 m，地板承重高于 16 kN/m2。对于常规功耗设备，
机房内建议采取静电地板+下送风的制冷方式，机柜
以“面对面，背靠背”方式排列。对于高功耗的设备，
可结合冷/热通道封闭的方式，
加强机柜的散热能力。
随着谷歌和微软的推广，国内也有运营商在仿效
建设仓储式数据中心，框架以“轻质钢结构+高压直
流+高功耗模组机柜+新型空调”为建设主体，特点是
建设速度快，造价便宜，能够迅速形成生产力，应该说
思路方向是正确的。但仓储式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如
保温效果差，容积率较低，而且无法利旧现有的机房
楼，对建筑形式也有特殊的要求。
仓储式中的还有一种特例，又称为集装箱式，集
装箱式虽然部署快速灵活，但由于体积限制，无法形
成规模能力，而且仍旧需要外接的带宽、电力等，在抗
震方面也有先天缺陷，预计短期内在国内不会有大的
发展。
3.2 电力
云数据中心的建设，电源系统的建设无疑是重中
之重。数据中心中各项业务的开展和设备的运行，都
离不开稳定可靠、不间断的电力供给。随着全球能源
价格的上涨以及低碳节能的要求，除了市电引入容量

以外，市电引入距离、政府能耗指标、电价政策等电力
因素也是一个云数据中心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
目前云数据中心的电力引入等级一般分为 10、35
和 110 kV3 个等级。
a）如引入 10 kV，电力部门一般对 1 个建筑区块
最多引入 6 路 10 kV 的高压电，按 1 主 1 备测算，其引入
1 个区域容量一般不超过 30 000 kVA。
b）如引入 35 kV，变电站提供容量为 40 000 kVA
左右。
c）如 引 入 110 kV，变 电 站 提 供 容 量 为 100 000
kVA 左右。
根据经验，一般一路 10 kV 电力可供单个 10 000
2
m 左右的机房楼，所以在机房规划阶段需要控制单个
机房楼规模。
高低压配电方面，难点有 2 个，一是高压母联和低
压母联的适用场景，这受限于当地供电局的相关规
定。二是低压侧的互锁设计，一般需要非常明确的逻
辑设计。
发电机方面，随着独立的动力中心的出现，高压
柴油发电机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大型数据中心建
设中，对大动力需求时采用并机方式，低压并机不常
见。新的规范要求柴油发电机自带的燃油量限制在 1
m 3，
其余均从燃油室和地下油库取用。
从目前国外的发展看，未来 UPS 将逐步从单独的
设备变成机柜的一部分嵌入到机柜内部，形成以机柜
为基本单位的分布式 UPS，这样不仅进一步靠近负荷
中心减少损耗，也使得以模块化搭建数据中心的范围
覆盖越来越广。
在末端配电，国外较为常见的小母线方式由于价
格问题在国内依然较少采用，客户依然倾向于使用电
缆方式，但随着电网可靠性的提高和对于电源利用率
的追求，过去的双路 UPS 正在逐步被“一路市电+一路
高压直流”所取代，由于目前的服务器终端基本都已
支持 240 V 的高压直流，替换基本不是问题，但 336 V
的高压直流支持情况太低，
仍然需要定制。
3.3 暖通
多种多样的制冷方式是绿色数据中心的最大特
点，选择的基本原则都是降低数据中心的 PUE 值，常
见的制冷方式包括：风冷精密空调、冷水机组空调、行
间空调、热管空调、蒸发冷却空调（事实上冷水机组、
行间也可以分为风冷和水冷等 2 种，此处主要以常见
称谓代替）等多种，无论最终采用哪一种，均需要考虑
邮电设计技术/2017/09

79

数据通信 燕晓颖，于江涛，陈金芬
Data Commuincation 云数据中心设计研究

对自然冷源的利用。
国外大型互联网运营商，如谷歌、雅虎、Facebook
等在利用自然冷源方式走得比较靠前，如谷歌的比利
时数据中心建设在靠近水源的地方，利用过滤后的工
业运河用水作为冷源，通过冷却塔换热。目前国内的
阿里巴巴也在浙江的千岛湖附近建设了一个利用湖
水自然冷源的数据中心，利用深层湖水作为空调冷
源，年 PUE 值可达 1.3。
雅虎的鸡舍数据中心采用空气自由冷却方式实
现制冷，中国电信在内蒙和贵州的数据中心园区采用
了类似技术，但是采用了间接换热方式或进行了前端
过滤。国内某大型互联网公司曾经在天津的数据中
心部分尝试过空气直接自然冷却，但是国内空气中的
硫含量过高，腐蚀了许多硬盘的电路板，导致硬盘故
障率上升很快，脱硫方案成本又非常高，后来只能关
闭自然冷却，
改用内部循环。
常见的蓄冷方式为水蓄冷和冰蓄冷，蓄冷一方面
保证断电情况下的 IT 系统散热，另一方面可充分利用
峰谷电价。由于物理场地条件限制，目前业界也有通
过扩大管径方式的管道蓄冷方式实施。
其他设计方面，过去常见的双管路设计已逐步被
环形管路所替代，除此之外，为了配合暖通的效率提
升，需要进行机柜的定制，包括下送风机柜、前进风机
柜、冷/热通道封闭、冷水背板等。
新技术同样适用于对于老数据中心的制冷改造，
由于建筑和运营条件所限，一般常用的方法包括加装
冷通道封闭、延长风管、改造地板风口。

4 云数据中心的 IT 架构
云数据中心的物理设施是指云数据中心中直接
提供服务的设备，包括服务器、存储、网络、传输、布线
等设备。
4.1 服务器
云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从逻辑上看可以分为物理
机和虚拟机两大类，其中物理机又可分为小型机、机
架式服务器和刀片机 3 种。
过去人们常常以 RISC 和 CISC 区别小型机和 X86
服务器，但随着 HP 全面采用安腾系列处理器，小型机
和 X86 服务器的区别已经越来越模糊。虽然 EPIC 架
构和传统 CISC 架构仍有很大差别，但是必须承认的
是，随着至强处理器的能力越来越强大，X86 的 RAS 特
性得到了较大地提升。同时考虑到 X86 虚拟化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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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成熟，常见的各类 X86 服务器都已支持 VMware、
XEN、Hyper-V、KVM 等多种虚拟化软件，而小型机虚
拟化依然依赖于厂商的私有技术，云数据中心中的
X86 至强正在逐渐威胁到 RISC 的地位。
另外还有较为特殊的一种服务器是定制化的 X86
服务器，类似电脑 DIY。这方面主要的推动者是一些
自有研发实力很强的互联网 CP，例如国内的淘宝与腾
讯，国外的谷歌和 Facebook 等，源动力在于 Intel、AMD
等厂商会定期发布不同 CPU 服务器主板的公版规格，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在公版基础上进行各类修
改或配件定制，以满足自己对服务器的特殊要求，如
低功耗、高存储等。
对于本身无设备，需求不明确或者不苛刻的客
户，运营商可提前布置云环境，引导客户采用云数据
中心中的虚拟机，适当结合物理机的配置。客户如果
自有开发能力比较强，一般会自带服务器进场，此时
云数据中心只需要提供裸机架即可。如果云数据中
心中既有出租业务，又有运营商的自有/合作业务，往
往会出现小型机、机架式和刀片混合使用的情况。
业界一般认为刀片服务器会大大提高机房的面
积利用率，但是刀片服务器的功耗非常高，满框刀片
需要足够的空间做特殊制冷，反而增大了面积和维护
复杂性。因此出于实际情况考虑，往往运营商和客户
更倾向于做机架式服务器。
4.2 网络与传输
云数据中心中的网络虚拟化速度要比服务器虚
拟化进展慢很多，一方面网络设备的更换速度要比服
务器慢很多，另一方面网络虚拟化的标准化程度，目
前看，采用堆叠的方式实现网络虚拟化已经渐成主
流，过去底层所谓的 TRILL 和 SPB 之争越来越淡出视
线，如果一定要从业务端就区分虚拟机流量，目前比
较一致的观点是采用 VxLAN。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是数据中心的 DCI 远程互
联，过去所谓的大二层互联也随着 VxLAN 而开始淡
化，但由于 DCI 的流量相对固定，方向也较为集中，正
好是 SDN 可以发挥优势的地方，事实上谷歌目前比较
成功的 B4 就是基于此实现的。
近期还有一个发展趋势，大型互联网运营商如腾
讯、淘宝等已开始为云数据中心自建传输网，从租用
运营商带宽转向租用运营商光纤，这样可以大大缩减
云数据中心的重复建设投资。举例来说，运营商 A 中
云数据中心 A1 只能为 A 的用户服务，而运营商 B 内的

燕晓颖，
于江涛，陈金芬 数据通信
云数据中心设计研究 Data Commuincation

用户要想获得同样的访问体验，就必须在 B 中同样建
设一个相同内容的云数据中心 B1，否则就只能寄希望
于 A 和 B 的网间互通是否给力。而如果在云数据中心
之间实现自建传输，那么 B 内的用户流量可以被 B1 通
过 A1 和 B1 之间的自有传输引导至 A1，避开 A 和 B 的
网间互联，而且此时这 2 个云数据中心 A1 和 B1 不需
要做重复内容建设，可以分别只承载一部分内容，仅
仅依靠自有传输来实现内容互相共享。我们称这种
组网方式为“黑匣直通”，多个云数据中心可以视之为
一个黑匣子，用户无需再关心所在的运营商和数据中
心位置，由云数据中心内部的传输互联直通解决用户
的访问问题。
4.3 存储
数据中心的存储过去常见为 FC-SAN 或者 NAS，
以集中式存储为主。满足大容量的存储需求需要 SAN
导向器和多控制器的 SAN/NAS 融合型存储设备。初
期在网络融合大趋势下，融合存储组网出现了分布式
存储和 FCOE 两个分支。后期由于 FCOE 并未从本质
上解决 SCALE OUT 的问题，间接促成了分布式存储成
为未来的主要方向。
近期较热门的“超融合架构”其实就是分布式存
储与分布式计算的一体机架构，以 Nutanix 为例，通过
在虚拟化平台上部署单独的一台虚拟机实现各种存
储控制功能，然后以集群的方式复用所有一体机上的
存储资源。
常见的备份设备如磁带库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现阶段主要以磁盘阵列实现虚拟带库的作用，一些备
份软件厂商的新策略是以一体机实现备份功能，对于
采用了分布式存储的系统，由于本质上具备多副本功
能，理论上可以不需要备份。
数据中心去 IOE 化相对企业内网去 IOE 要快很
多，可能主要和在数据中心部署的应用系统以 Web 类
应用为主有关，目前看去 I 最简单，一般 X86 靠机器集
群都可以满足原有的小型机处理能力需求。去 E 随着
分布式存储能力的提升，IOPS 也可以达到相关要求。
主要难度在于去 O，需要对传统应用的数据库部署形
式进行修改，非结构化的转移到 NOSQL 数据库中，结
构化的转移到 MPP 数据库中。
4.4 综合布线
在常规认识中，数据中心综合布线属于基础设施
部分，但实际上综合布线与 IT 架构是紧耦合架构，一
般只有确定 IT 架构后才能做出详细的综合布线设计，

因此在本文中依然将综合布线划归在 IT 架构部分。
传统综合布线由维护工位的信息点综合布线和
机房内的设备 IT 综合布线两部分组成，前者以完成用
户的语音电话、数据上网接入为目标，内容相对简单
而且独立，在弱电间实现双网分离，语音侧以 PBX 接
入较为常见，数据侧以独立的 Internet 专线。我们此处
主要讨论后者。
按照标准的综合布线架构，一个大型数据中心内
部应分为“运营商接入区—主配线区（MDA）—水平配
线区（HDA）—区域配线区（EDA）”4 级架构，对于此处
的各种 XDA 而言，不包含各种网络设备，以线缆汇聚
的配线模块为主。
有一些观点认为随着设备处理能力越来越强，网
线接口和线槽可以少配或者不配，但目前看，近端 LCT
维护依然是必须的，一般建议保留。虽然在运营商设
备到设备之间以直接跳线为主，但是对于大型企业数
据中心，为部门职责维护和后期调整方便，一般建议
设立多级跳接，尤其在大型商业或金融机构中，建议
设立 3 级以上的跳接层级。同时在数据中心中由于设
备相对距离较近，设备单模模块使用量较少，以多模
模块为主。
多芯插拔式光纤连接器（MPO—Multi-fiber Push
On）是近几年流行的预端接形式，占据了多数企业数
据中心布线的大部分份额，布线厂家称可以无缝升级
到 100 G。但实际上升级主要还是依赖于设备厂家的
模块升级，MPO 最大的优势依然在于高密度和灵活的
可插拔性。

5 云数据中心的管理运营
5.1 安全域划分
对于云数据中心而言，在多数非涉密情况下以满
足国家保护要求 3 级为主要目标，个别涉及政务内网
或者金融系统等特殊要求涉密的，同时也要参照分级
保护的相关规定进行屏蔽。对于不同类型的业务，必
要时可以在逻辑和物理上进行相应隔离。
除了配置大量的专用安全设备（如 DDOS、IPS 等）
外，重要的是需要在数据中心内部梳理一套完整的安
全制度，并在后期进行安全加固服务。
5.2 运维管理平台
数 据 中 心 的 运 维 管 理 平 台 分 为 2 类 ，一 类 是
ITSM，即 IT 设备的监控管理系统，过去该功能主要由
厂家的网络管理软件实现。现在随着 IPMI 和各类中
邮电设计技术/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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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件的逐步推广，单纯的第三方厂商同样可以利用该
接口增加了 KVM Over IP 功能，实现对硬件乃至应用
的监控管理，使得远程操作成为可能。另外一类是
DCIM，是对数据中心整体基础设施系统的管理和监
控，和动环监控的功能稍有类似。
同时，目前业界的 ITSM 和 DCIM 都在增加各类事
务性处理模块，如计费、OA、工单、客户管理、服务台、
租户远程登录等功能，以实现一套系统管理全数据中
心的概念。
5.3 大数据分析
数据中心的大数据分析有多个层面，常见的包括
以下 4 类。
a）在数据中心出口流量做分光或镜像监测的同
时，对出入的流量包进行大数据分析，以便对数据中
心外部用户访问的流量流向做预判。
b）在用户使用的数据中心内部系统数据中做大
数据分析，以便对系统中的用户行为进行针对性的用
户画像。
c）在数据中心内部各关键节点做基于流量的大
数据分析，找出系统架构内部瓶颈和异常流量处理，
指导下一步数据中心架构扩容的方向。
d）对数据中心各级设备的日志报表进行大数据
分析，从网管的角度上优化设备的运行效率，提前做
好排障预案。
目前来看，基于 Hadoop 架构的大数据平台更适合
于 b、d 这 2 类相对长期而又稳定的数据积累分析，作
为 a、c 2 类可以基于流形式进行快速反馈的大数据分
析。
5.4 云管理平台
一般来说对于数据中心底层 IaaS 的管理而言，
OpenStack 是比较好的选择，可以实现对底层物理机和
多厂家虚拟机、网络、安全、存储的统一调度。
由于 DevOps 的普及，从应用角度，越来越多的系
统开始将 SOA 和 ESB 总线架构方式搭建的系统转向
基于全网状互联和 REST 等轻量接口的微服务架构，
对于数据中心中较为常见的 Web 系统更是如此，在此
基础上，基于传统虚拟机架构的 VM 也开始逐步被轻
量级的 Docker 所替代，Docker 的出现虽然对于应用开
发者实现了有效的资源复用，但是却加深了与传统
IaaS 之间的壁垒，使得资源层和应用层出现了较大的
壕沟。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要实现从应用层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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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完全调度，原有的基于 OpenStack 的 IaaS 层云管
理平台已无法实现，应建议搭建基于 DCOS 操作系统
的云管理平台，具体如图 1 所示。
以 OpenStack 实现底
层 资 源 的 统 筹 ，以
Kubernetes 实现上层
应用对底层资源的
调度，对 PaaS 层提供
OpenShift 的 API

OpenShift
Kubernetes

Service

Container

VM

VM

Container

KVM
compute

lronic

OpenStack shared services
networking

storage

standard hardware

图1

数据中心云管理平台视图

6 结束语
云数据中心是一个复杂而立体的全方位系统工
程，与传统的通信网有本质区别，甚至可以独立于大
网外自成体系。本文仅从大的方面对云数据中心的
设计建设给出了一些建议，并提供了一些现网情况参
考，以供各位设计者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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