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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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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运营商为了抢占市场先机、增强综合竞争力、大幅缩短建设周期、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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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投资，越来越多的考虑购买或租赁老厂房进行改造成为 IDC 数据中心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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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模式，并形成了许多非常成功的案例。但是老厂房改造成数据中心，仍然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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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许多困难。重点分析老厂房改造数据中心在工程技术上、政策报批手续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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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难点，并分别对这些难点进行介绍和分析，望能为未来科学合理的利用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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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造成为数据中心提供参考。

Abstract：
In order to seize market opportunities，enhanc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significantly shorten the construction period，save
construction investment，data center operators consider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buying or leasing the old industry building as
IDC data center，and a number of very successful cases are formed.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on reconstructing old industry
building into a data center. It intends to analyze the difficulties on reconstructing old industry building into data center，includ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policy approval procedures，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old industr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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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互联网数据中心 IDC 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通
常从需求收集到土建开工到最终交付需要 3～4 年的
时间，采用现有老厂房改造数据中心的建设模式可以
有效节省新建机楼土建工程的建设周期和建设成本，
从而大幅缩短交付周期，提升 IDC 运营商的市场竞争
力。
然而老厂房在建筑结构、供电能力、消防等多方
面与数据中心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老厂房改扩建
——————————
收稿日期：2017-11-07

工程的报批备案手续繁琐、产权结构复杂等问题使得
老厂房改造成数据中心面临着诸多技术、手续上的难
点，本文拟对此展开介绍和讨论。

1 老厂房改造数据中心的技术难点
老厂房在建筑结构、供电能力、消防等多方面与
数据中心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改造成数据中心需因地
制宜，综合考虑各种限制条件，尤其是建筑结构方面
的限制，要尽量减少土建改造的成本，技术难度非常
大。
首先需根据建筑所在位置、与相邻建筑的关系以
及周边环境情况来进行功能分区布局，功能区域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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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确定后，需与各功能专业充分沟通，提出详细的工
艺对土建的改造需求，主要包括承重加固、抗震加固、
管井设置、防火分区重新设定、防火等级提升、屋面防
水、供电扩容、供水扩容等。当某项工艺要求的土建
改造成本过高，实现难度太大时，则需对这部分工艺
布局进行调整，开展“工艺专业规划方案→土建配套
专业反馈→工艺专业方案优化修改→工艺专业对土
建专业输出规划方案并提出具体的土建配套建设要
求”的循环，
反复论证，形成改造方案。
本文结合上海地区老厂房改造数据中心建设项
目的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分析此类项目的难
点。
1.1 承重及结构加固
一般工业建筑/厂房根据活荷载限值（楼面承重能
力限值）大小可将厂房分为轻型厂房、中型房及重型
厂房。一般轻型厂房楼面活荷载限值为 3.5 kN/m2，重
型厂房楼面活荷载限值为 7.5 kN/m2 以上，中间即为中
型厂房。一般厂房设计楼板能承受标准活荷载是 4.2
kN/m2。
数据中心机楼结构设计荷载对各房间的荷载取
值按国家标准《GB 50174-2008 电子信息机房设计规
范》
“附录 A 各级电子信息系统机房技术要求”
“建筑与
结构”中的有关规定及非电信系统数据机房改建经
验，屋面及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机房部分为楼板
面活荷载）如表 1 所示。机房板底走线架、电缆吊顶荷
载 1.2 kN/m2 计入恒载。
表1

屋面及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

序号

荷载类别

1

监控大厅

2
3

IDC 主机房

微模块机房

4

运营商接入机房

6

变配电室

8

蓄电池室

5

监控机房

7
9

钢瓶间

11

卫生间（带蹲坑）

13

电梯、空调机房

10

卫生间

12

门厅、楼梯、走廊

14

不上人屋面

16

上人屋面（空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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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室

上人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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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值/（kN/m2）
6.0
8.0
8.0
8.0
8.0
8.0
9.0

16.0
8.0
2.5
8.0
3.5
7.0
0.5
2.0
4.0

从表 1 可以看出，一般厂房设计楼板标准活荷载
4.2 kN/m2 远小于 IDC 主机房要求的 8.0 kN/m2 荷载要
求，若要改造成数据中心机楼，首先必须进行加固设
计。
厂 房 改 建 加 固 设 计 满 足 国 家 标 准《GB 502232008 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中关于抗震设计规范的
控制参数要求是该厂房成功改建为数据中心的前提，
经过结构专业的复核和初步计算，增加荷载后房屋的
控制参数若能满足抗震要求，才可以开展后续的改造
规划工作。
以上海地区为例，上海地区的典型生产厂房建筑
物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抗震等级为 3 级，抗震设防类
别为丙类，一层地面堆载为 5.0 kN/m2，二层以上楼面
承载为 6.0 kN/m2，其抗震要求及楼地面承载要求均不
能满足电子信息机房的使用要求，需对整幢建筑进行
全面结构加固。
将建筑物由生产厂房改为电子信息机房，活荷载
增加幅度较大，结构加固基本涉及整幢建筑物。正式
加固设计前必须进行抗震鉴定，鉴定参照国家标准
《GB 50023-2009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第 1.0.6 条规定。
厂房建筑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
面。
a）底层部分柱抗弯强度不足。
b）大部分框架梁、次梁正截面抗弯承载力不足。
c）底层、楼层、屋面层楼板正截面承载力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结构加固通常采用如下方法。
a）梁黏贴碳纤维/粘钢进行正截面加固（用于主
机房主、次梁）。
b）梁增大截面进行正截面加固（用于电力室主、
次梁）。
c）柱外包钢进行大偏心受压加固。
d）楼板黏贴碳纤维/粘钢进行正截面加固（用于
主机房）。
在结构加固计算方面，梁黏贴碳纤维布/粘钢加固
依据《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0367—2006）
第 9、10 章的计算方法予以计算。其中 9.2.10 与 10.2.8
条规定“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加固后，其正截面受弯
承载力的提高幅度，不应超过 40%，并应验算其受剪
承载力，避免因受弯承载力提高后而导致构件受剪破
坏限于受弯破坏”
。
由于碳布加固提高承载能力有限，在活荷载增加
幅度较大的数据机房的改造加固中，最安全有效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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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方法为增大截面、型钢加固的传统方法。
业主对加固往往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例加固不
得损坏外立面、不得破坏地下室防水等，需要在工程
实施中结合现场情况具体处理。
1.2 外市电容量扩容
老厂房原有的外市电容量，对不同的厂房性质和
生产规模可能有大有小，而电力引入方式往往是单路
馈电。
根据国家标准《GB 50174-2008 电子信息机房设
计规范》
“附录 A 各级电子信息系统机房技术要求”
“电
气技术”中关于电力引入的有关规定，数据中心 A 级机
房引入工程要求采用一类市电，从不同的公用变电站
双路馈电（600 V 或更高），即采用两路外市电引入，两
路外市电引自 2 个稳定可靠的独立电源，两路市电不
应该出现同时检修停电；B 级机房采用二类市电；C 级
机房具备条件时采用二类市电，不具备条件时采用三
类市电。
以上海地区机房为例，建设规模约 3 000 个机柜、
单机柜平均功耗约 3 kW 的数据中心，所需要的外市电
表2
序号

1

大类

建筑结构方面

3

细分

改造注意事项说明
原有丙类或丁戊类厂房变更为民用建筑防火间距需适当加大

安全疏散

厂房的疏散出口数量原先是按照厂房来设置的，
民用建筑需根据建筑格局重新划分，
并依据新规设置
相应数量的防火疏散逃生门等设施

防火构造

主要是建筑的结构和装饰隔墙的耐火时间问题，
相关的数据需按消防的整体性能规划做相应变更

防火分区

允许的最大的保护区的面积厂房的指标根据建筑性质和耐火等级最大可以做到 8 000 m2，
民用建筑最
2
大的是 2 500 m（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后才可以加倍计算做到
5 000 m2）

建筑电气方面 供配电防火

原有的厂房电源大多为满足生产用电，
最多也仅有保障消防设施的用电，
民用设施里至少要满足两路
市电需求，
相应的电气设备因建筑内各功能设施的增加需增设消防用电负荷
主要是根据新规范增设了电气火灾监控这一设施，
早期厂房内多无此类设备

火灾报警与联动控制

厂房内的联动较单一，
多为消火栓启泵和相应的电源强切和排烟风机启动，对应民用的生产办公用房
涉及的还包含门禁控制和消防疏散、应急照明和出入口控制

消防用水量

厂房的消防用水主要为室内外消火栓灭火用水，
单使用性质改民用后相应的自动喷淋（如大空间的消
防水炮、柴油发电机的水喷雾等）用水灭火的设施均需要考虑，
相应的消防水源和用水量变化后需增
设消防水池或高位消防水箱，
相应的消防泵房也需改造或新设

消防给水和灭火 消防水泵房
设施
其他灭火系统新增
灭火器的配置

4

典型老厂房改造涉及消防专业的变更

防火间距

消防电源
2

变压器供电容量约为 20 000 kVA。
若老厂房原有的外市电容量和引入方式无法满
足数据中心需求，则需向所在地块供电局重新申请外
市电引入。以 GB 50174 A 级机房为例，改造数据中心
大楼开局建设外市电引入工程要求为一类市电，需由
所在地块供电局从附近 2 个已有或新建开关站各引入
一路市电电源，供电方式采用双电源供电。
1.3 消防改造及验收
老厂房改造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处理的环节
就是房屋属性改变，主要是房屋所在地块的用地性质
变更和原有规划的变更，其中就涉及消防设施的选型
和防火分区及功能性需求的变更以及防火建筑材料
耐火性能的变化要求。
消防设施的设置是和房屋用地使用性质息息相
关的，原有老厂房在设置时均按厂房使用性质考虑，
早期建设时多只设置了消火栓灭火系统，而变更为办
公用房时房屋的使用性质发生了改变，相应的消防设
施的设置均需做相应的改变，就目前典型的老厂房改
造项目分析，主要涉及以下变更，详见表 2。

消防排烟及通风 排烟通风

使用性质变化后，
水泵房的设备布置和功率扬程都需要变化
厂房改造为数据机房区域需增设气体灭火装置，
相应的联动控制设备也需新增
厂房一般做为大开间考虑的，
内部没有消防隔断，新增隔断后改民用设施，
房间内外灭火器数量需新
增，
同时根据使用性质不同，
机房区域内的灭火器也只能是气体灭火器如二氧化碳或七氟丙烷手提灭
火器那种
性质改变后排烟风量需增加，
如内部设置气体灭火，
需增设相应的灭火后通风设施

2 老厂房改造数据中心的手续难点
老厂房改建较为通用的报备流程是持土地证、房
产证、老厂房照片、改建方案及相关资料向规划部门

申报改建，经规划部门现场勘查，用地性质符合城市
总体规划的方可进入办理程序。经规划部门批准后，
再向建设主管部门报建，取得施工许可证，然后才可
开始施工改建。竣工验收后向房产部门申报办理产
邮电设计技术/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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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证。
就上海地区而言老厂房改建项目报备程序非常
复杂，需要办理初步设计审查、规划部门《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发改委
《碳排放配额申请》、发改委立项批文、环保部门《环评
审查报告》、规划部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气象局
《防雷设施设计审核书》、防震部门《建设场地地震安
全性评估报告》、消防部门《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
见书》、建设部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城市管理部
门《建设施工卫生许可》等，方可开工，开工后还需要
办理《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备案》、竣工验收及备
案等诸多手续。
2011 年上海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建
筑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对于工
业老厂房的改造“必须按照建设程序规定，严格履行
项目立项、项目报建、环境影响评价、规划许可、征地
拆迁、设计文件审查、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等审批和
备案程序”，
导致项目报备时间长、程序繁复。
老厂房改建数据中心还涉及到内部生产/生活设
施改建、生产/生活污水、室内消防改造等相关问题，涉
及到规划、房管、环卫、电力、公安消防等政府相关部
门的审批。如果工业用地在历史上沉积了污染物，还
需要经修复之后才可用于其他用途。
此外老厂房报备手续办理时，往往还涉及到产权
权属不清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的国有企业改制、企
业关停并转等原因，导致老厂房的产权权属关系错综
复杂。大部分老厂房都是划拨土地，难以办理出《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这是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前提条件。

3 结束语
老厂房改造成为数据中心，不仅可以最大程度的
利用原有的建筑资源，更是通过改造和一定程度上的
新建赋予了老厂房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运营模式。
老厂房改造成为数据中心，从工程项目实施角度
既节省了土建资源和建设周期，又满足了新的功能需
求。虽然在技术方面、手续方面存在诸多棘手的难
点，但仍然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本文介绍和分析了
这些难点。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产业布局的调整，
未来可供改造和再利用的老厂房仍有很多。与此同
时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业务需求爆发式增
长，如何科学合理的利用老厂房改造成为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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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是一项当前环境下亟待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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