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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数据中心业务蓬勃发展，国内建设的数据中心大部分为租赁型数据中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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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时无法完全明确客户对于单机柜功率密度的需求，分析了目前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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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规划设计存在的问题及难点，提出了功率密度可扩展性数据中心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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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决方案。以实现数据中心建设完成后能够灵活满足不同客户对于不同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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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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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day’s data center business is booming，most of the domestic data center is the rental-based data center，which can’t fully
clear the customer demand for single-cabinet power density i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n the current data center design，gives the design consideration and solution of power density scalability data center，
to realize the goal that data center can meet different power density requirements after it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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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足机柜托管业务客户的机房使用需求，一般数据中心
在没有完全明确客户需求的情况即开始建设，因此在

目前国内数据中心业务需求发展速度非常快，对

机房建设完成后，单机柜功率密度很难满足所有客户

于单机柜功率密度的需求趋势也是越来越高，由于不

的需求，验收即改造的现象时常发生。因此对于租赁

同客户自身业务的网络架构不相同导致对于单机柜

型数据中心，在规划设计时即考虑功率密度的可扩展

功率密度的需求也不相同，目前国内只有 BAT 等大型
互联网公司、金融行业建设的少量数据中心为定制型
数据中心，在数据中心建设前期即能明确单机柜的功
率密度，大量建设的数据中心均为租赁型数据中心，
由于数据中心建设的周期比较长，为了能够快速地满
——————————
收稿日期：2017-12-29

性是非常重要的。

1 传统的设计思路存在的问题及难点
1.1 目前数据中心的规划设计情况
a）由建设方根据潜在客户或前期的运营经验明
确数据中心的建设规模、单机柜的功耗、数据中心的建
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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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设计院根据建设单位明确的单机柜功耗值、建

设标准的要求结合相关规范、标准要求进行电气系统、
制冷系统的设计方案编制。

c）建设完成的数据中心基本为定制型数据中心，

支持的单机柜功耗只能在很小的区间内进行变化，对
于单机柜功率密度大幅变化的情况需要进行大量的改
造。

1.2 目前数据中心规划设计思路存在的问题
按照目前的规划设计思路，建设完成的数据中心
基本为定制型数据中心，支持的单机柜功耗基本是唯
一的。对于一些不同功率密度的客户，需要迎合客户
的具体需求对机房进行改造，改造的代价往往是巨大
的，增加数据中心的改造成本，甚至即使通过改造也无
法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从而导致客户的流失。
1.3 数据中心规划设计的难点
在机房规划设计时，因不明确未来客户的具体需
求，导致机柜功率密度建设需求不明确。单机柜支持
功率密度全部按照低中密度规划设计，则不满足高密
度客户需求，单机柜支持功率全部按照高密度规划设
计，在出租给低中密度客户时会造成初期设备投资加
大，设备负载率低，设备运行效率低的情况。目前常规
的做法是，在规划设计时分别布局一定比例的高密度
机柜及中低密度机柜，但是比例的设定一般没有明确
的依据，无法与未来的客户需求完全匹配。

2 实现单机柜密度可扩展的重要性及难点
2.1 单机柜功率密度具备可扩展性的重要性
a）可以满足在建设过程或建设完毕后，客户所需
的更高功率密度的需求。
b）数据中心的生命周期为 10~15 年，IT 负载的高
密度性是一种趋势，目前的客户合同最多 5 年，在完成
合同后，对更高密度的追求是一种必然趋势。
2.2 实现单机柜功率密度具备可扩展性的难点
鉴于数据中心建设的模块化建设要求，IT 机房内
的服务器设备供电与制冷需求应与相对应的电源设
备、制冷设备一一整体对应，单机柜功率密度的提升必
然导致对应的电源、制冷等设备的容量提升。例如，前
期规划设计时单机柜功率密度按照 4.5 kW 设计，在机
房建设完成后，客户的实际需求为 7 kW，单机柜功率
增加约 50%，相对应的电源、制冷系统的容量也需要提
升 50%，如果在前期规划设计时不做充分的考虑，电
源、制冷系统的容量很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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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现单机柜功率密度具备可扩展性的思路
3.1 思路 1
初期建设时，机房末端设备一次性建设完成，电
源、制冷设备随着功率密度的提升，柔性匹配。
以单机柜功耗由 4.5 kW 升级至 7 kW 为例，模块
化机房的机柜数量保持不变，初期电源、制冷设备按照
单机柜 4.5 kW 规划设计，后期结合所需的单机柜功耗
的升级情况，对初期建设的电源、空调设备的容量进行
升级。
3.1.1 机房末端设备
中密度机柜与高密度机柜在规划设计时存在一定
的区别，以单机柜 4.5 kW 与 7 kW 为例，主要区别如表
1 所示。
表1
项

机柜系统的区别（中密度与高密度）

目

机柜高度/mm
机柜间距（冷通道，热通
道）/mm
PDU（A）

单机柜功耗（4.5 kW） 单机柜功耗（7 kW）
2 200

2 500

1 200

1 800；
1 500

32

40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机房末端机柜数量不变的情

况下，若要同时满足 4.5 kW 至 7 kW 的升级，在初期机

房规划建设时，需要按照单机柜 7 kW 的机柜高度、机
柜间距、PDU 配置建设，如果后期按照 4.5 kW 的中密
度机房使用，存在一定的浪费情况，但整体投资增加不

大，为了实现单机柜功率密度的可扩展性，是可以接受
的。

3.1.2 不间断电源系统
单机柜功耗由 4.5 kW 升级至 7 kW，总功耗增加
50%。相对应的不间断电源系统容量需要升级。例
如初期建设时采用 2×400 kVA 双母线方案建设，需要
升级功率密度时，改为 3×400 kVA 双母线方案建设，
UPS 系统供电容量增加 50%，初期建设时只需预留
UPS 扩容位置，UPS 隔离旁路配置按照 3×400 kVA 系
统预留。
3.1.3 低压配电系统
单机柜功耗由 4.5 kW 升级至 7 kW，总功耗增加
50%。相对应的变压器容量需要升级。变压器初期建
设时按照 1 600 kVA 考虑，进线开关按照 2 500 kVA 变
压器进行预留，后期功率密度升级时可将变压器调整
至 2 500 kVA。供电容量增加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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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柴油发电机组
柴油发电机组选择高压机组并机的方式，油机安
装位置按照 7 kW 预留，后期根据实际负荷需求选择灵
活增加并机。
3.1.5 制冷系统
制冷空调末端的台数需要随着单机柜功率密度增
加而增加，初期建设时按照单机柜 4.5 kW 建设，预留
单机柜功耗增加至 7 kW 时的空调安装空间及主管路
空调接口，后期功率密度需要提高时，直接在前期预留
空调位置处新增房间级空调。
制冷机组主机及配套设施：前期规划设计时按照
2+1 模式设计，制冷机房空间按照 3+1 模式预留，预留
接口，当单机柜功耗增加至 7 kW 时，增加 1 套制冷机
组 主 机 及 配 套 设 施 ，改 为 3 + 1 后 ，冷 机 制 冷 量 增 加
50%，可以满足功率密度升级的需求。
3.2 思路 2
机房末端在客户需求明确后按需建设，电源、制冷
设备一次性建设完成。
机房末端建设速度相对较快，一般可以满足业务
的需求时间周期。
机房末端可以在客户需求明确后按需建设。高低
压、制冷系统一次性建设完成，初期建设的电源、空调
设备容量不变，为了保持电源、制冷系统在经济负载率
下运行，需要相对应的机柜数量变化。
各系统设计方案思路如下：
a）不间断电源系统直接按照近期客户需求一次
性建设。
b）高低压配电系统直接按照近期客户需求一次
性建设。
c）制冷系统可前期规划设计时按照 2+1 设计，制
冷机房空间预留按照 3+1 考虑，也可直接按照 3+1 一
次性建设。
d）机柜、机柜配电系统、末端空调系统前期先不
建设，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按需建设。
机房整体配套的电源、空调系统一次性建设完成，
不变化，为了满足电源、空调系统在经济的负载率下运
行，需要考虑机柜数量的变化，并且不能破坏模块化供
表2
系统名称
不间断电源
系统

规格

套数

2×400 kVA

2

2×400 kVA

2

电结构。本文以一次性建 2×400 kVA 双母线 UPS 系统
为例，其带载能力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可以看出，采用 2×400 kVA 的双母线 UPS

系统，若单机柜功耗为 4.5 kW，单模块机房机架配置

最佳为 140 架。若单机柜功耗为 7 kW，机柜数量需调

整为 92 个，从而保证电源设备在经济负载率下运行。
建议单机柜功耗为 7 kW 时采用行间空调方案，行间空
调需要占用机柜位置，机房内机柜数量相应减少。采
用行间空调机柜间距可仍维持在 1 200 mm，不需要调
整为 1 800 mm，相比传统的房间级方案也并不减少机
柜数量。

4 2 种解决方案的思路比较
4.1 机房末端设备一次性建设完成
机房末端设备一次性建设完成具有以下优点。
a）机房末端设备一次性建设完成，最快速度响应
客户需求，在投资增加不大的情况下能够满足不同功
率密度的扩展需求。
b）对于各种功率密度的需求，即使在 5 年后前期
客户合同到期，新客户对功率密度要求较高的情况下，
已建成的机房末端均不需要进行改造。
机房末端设备一次性建设完成主要存在以下缺
点。
a）机柜高度、机柜间距、PDU 配置需要按照单机
柜 7 kW 的建设，后期若按照中密度 4.5 kW 左右租用，
造成一定资源浪费。
b）变压器初期容量按照中密度考虑，对于最终为
高密度的机房，变压器容量需要升级，需要替换变压
器，需要走供电程序，手续繁琐，
周期长。
4.2 机房末端在客户需求明确后按需建设
机房末端在客户需求明确后按需建设具有以下优
点。
a）机房末端设备按需建设，避免过度设计造成的
浪费。
b）高低压配电系统、不间断电源系统一次性建设
完成，避免后期容量升级带来的问题。
机房末端在客户需求明确后按需建设主要存在以

不间断电源系统带载能力

最大供电能力（负 IT 负载最大供
载率 90%）/kVA
电能力/kW
720
720

648
648

单机柜功
率/kW

带载机柜数

4.5

140

7.0

92

备注
房间级空调方案
采用行间空调方案，
减少机柜数量约 40 个

邮电设计技术/2018/03

91

综 合 胡卫清
General 浅谈功率密度可扩展性数据中心的设计思路

下缺点。

a）机房末端设备需要客户需求明确后才能建设，

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但末端设备建设速度较快，一般
能够满足大型客户的时间要求。

b）在前期客户的合同完成后，一旦新客户的功率

密度需求发生变化，需要对已建成的机柜等设备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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