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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2017 年的金秋九月，“创新 发展 跨越——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数据中心

分会第 23届年会”于 12日在六朝古都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计算机用户协

会数据中心分会主办，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北京国信天元质量测评

认证中心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600余位数据中心从业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前 言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数据中心分会 23 届年会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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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嘉宾有中国计算机用户协

会秘书长唐群，数据中心分会理事

长王智玉，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蔡红戈，数据中心分会副理事长黄

烨、郑祖设、张根来、南京普天天

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先明

以及黄群骥、王建民等分会十余位

专家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

大会由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秘

书长唐群女士致开幕词，她充分肯

定了机房分会在数据中心领域内的

工作成绩，同时为大家详细介绍了

国家关于行业协会改革进展的新情

况，她表示，望协会秉承发展合作

共赢的原则，携手业界同仁，发挥

优势，引导行业发展，为提高国内

数据中心建设管理水平做出更大的

贡献！

数据中心分会理事长王智玉在

发言中总结了上年度分会的工作，

提出下一年度工作设想，目标是凝

聚数据中心业内各方力量，在数据

中心应用领域，为协会会员服务、

为行业发展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

他强调在今后分会的工作中，要进

一步发扬这种精神和作风，再接再

厉，为数据中心分会的繁荣发展继

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并指出

在下一个阶段，继续做好原有机房

设备、设施领域业务的基础上进一

步扩大范围，要在总会的领导下，

把团体标准的工作做实，把标准的

宣贯、实施、认证工作做到位。还

要根据社会需求，进一步扎实做好

有针对性的培训，办出特色、办出

品牌、办出水平，办出口碑，为用

户单位打牢数据中心持续运行、安

全运行的人才基础。

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

司数据中心事业部副总经理郝雁强

分享了普天天纪数据中心布线之道，

阐述了普天天纪数据中心模块化、

高密度、高带宽、智能化的综合布

线系统先进技术，从而完善了模块

化数据中心技术体系架构的重要环

节。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数据中心

分会专家代表黄群骥就数据中心标

准体系、新版设计规范主要内容、A

级数据中心的必备条件等内容做了

重要阐述和重点解析，帮助与会人

员加深对新标准的理解。	

珠海派诺公司副总裁徐义在作

《大型数据中心监控和管理解决方

唐群秘书长致开幕词 王智玉理事长致辞 郝雁强做汇报 黄群骥做汇报 徐义做汇报

张彦和做汇报 葛金磊做汇报 颜辉做汇报 李坤做汇报 王宏宇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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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

数据中心分会常务理事长兼秘书长

蔡红戈女士向大会介绍了数据中心

分会第五届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成果

以及第六届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她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专家在协会

工作中的作用，并提出希望新一届

专家委员会秉持上一届专家们热情、

勤劳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为协会工

作作出新的成绩。同时，为新增专

家的代表颁发了聘书。

青岛恒华机房设备工程有限公

司总工李坤在报告中指出运营阶段

是数据中心建设的最终价值，所以

数据中心建设从咨询、	设计、实施、

测试验收各阶段就要融入运营要求。

因此数据中心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全

生命周期的服务团队，强调了全生

命周期服务对数据中心的重要意义。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数据中心技

术总工王宏宇针对数据中心的节能

做了专题演讲，就如何挖掘、研究

更多的节能空间，找到解决新能源

转换和保存技术难题的有效途径。

拓自达漏水检测系统大中华区

业务负责人黄金东做了《精确报警，

助力高效运维》的专题演讲，分析

了漏水检测系统在数据中心行业应

用中出现的误报警问题，介绍了拓

自达排除误报信号的解决方案，分

享了漏水检测技术的精彩案例。

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及	VR	虚拟现

实等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传统的开放式数据中心和传统模块

化数据中心面临大量挑战，大型数

案》的专题演讲中重点介绍了大型

数据中心可视化、专业化、自动化	

和智能化运维理念；阐述了大型数

据中心监控和管理系统的特点，分

享了公司系统解决方案和实际案例。

台达集团高级工程师张彦和在

题为《作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的全

球趋势与案例》专题报告中指出了

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可缩短部署时

间，降低数据中心建设成本，提高

运维质量和能源效率。台达预制模

块化方案从微小型到超大型，不同

规模的数据中心机房均有对应解决

方案。根据机房规模和应用需求量

身打造的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

方案，具有更好的适用性、更高的

可靠性，更高的使用价值。

北京国信天元质量测评认证中

心的葛金磊经理从认证机构、认证

类别、认证依据、认证的法律法规

和认证的重要意义等不同的角度全

面阐述了认证工作的重要性重点介

绍了数据中心等级认证工作的开展

情况。

北京突破电气有限公司工业品

事业部总经理颜辉在《数据中心智

能小母线配电现状与思考》主题演

讲时强调随着数据中心的快速发展，

给供配电系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

遇，严总就智能小母线发展现状，

弹性的小母线配电系统如何应对挑

战和机遇并做了精彩分享。

黄金东做汇报 周威做汇报 叶扬做汇报



中国优秀数据中心 / 4中国优秀数据中心 / 4

SPECIAL REPORT │特别报道

等方面，涉及的供电、暖通、布线、

监控、消防以及 IT 设备等有了更进

一步的认识。	

为了让与会者更加直观地了解

数据中心布线、运维管理的方法，大

会组委会还安排了参观考察环节。

50多名代表驱车前往普天天纪公司，

参观其数据中心展厅，对天纪数据中

心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特点、优势以及

最新研发成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

会者均表示参与此次盛会，不虚此行。	

据中心和中小型数据中心具有明显

的两极分化下面有请浙江一舟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据中心首席专

家周威就一舟模块化数据中心整体

解决方案与大家分享，得到现成嘉

宾的关注。

上海科力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叶扬在《冷墙及全新风 - 低

PUE 应用实践》的专题演讲中探讨

并介绍了冷墙及全新风的有机结合，

使数据中心自然冷却的使用达到最

大化可行性。同时，专用化学过滤

技术的突破，使全新风技术的应用

成为可能。

本次会议参会者通过行业优秀

企业代表的介绍及对各个方案及产

品展览展示的详细了解，对数据中

心规划设计、建设验收、运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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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4 日 -7 月 6 日，

来自金融、交通行业的近 40 名数据

中心工作者，齐聚北京，参加了中

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机房设备应用分

会主办的“数据中心规划设计认证

培训班”。

此次培训共三天课程，具有丰

富大型数据中心规划设计及建设经

验的资深专家授课。《数据中心设

计规范》的颁布给本次培训带来了

新的课程，来自中科院计算所的黄

群骥老师系该标准的参编者，且有

着丰富的规划设计经验，给大家解

析了新标准的要点。

第二天的课程，来自中信银行

的李崇辉老师和中国石油的于庆友

老师分别从供配电和空调的角度给

大家剖析了数据中心的设计思路。

最后一天的课程中，来自中国

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李勃老师

总结前几天的课程，深入细化到具

体案例的解决方案，让在座的每一

位学员了解到了作为一名合格的数

据中心规划设计从业者应具备的各

项能力。

每位专家根据自身专业并结合

此次学员的单位性质，有针对性地

展开讲解了更系统的原理，由浅入

深的代入式授课方式使学员更容易

接受，加之不同案例的深入分析，

使学员更容易吸收。在课余时间学

员除了和老师取经之外，还可以互

相交流借鉴经验。课后学员均表示

此次培训受益匪浅，我协会在今后

的培训中，本着引领中国数据中心

行业的未来宗旨，采纳学员的宝贵

意见，提高服务质量，为行业储备

更多的优质人才。

数据中心规划设计培训班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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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规划设计证书编号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单　位 证书编号

1 刘　戈 男 东软云科技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24

2 王　希 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JXJQ17000000016225

3 粟天雪 男 广西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JXJQ17000000016226

4 练耀新 男 广西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JXJQ17000000016227

5 梁丁钰 男 广西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JXJQ17000000016228

6 孟宪龙 男 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29

7 宋洪龙 男 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30

8 于　灏 男 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31

9 王　杰 女 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32

10 李　杭 男 哈尔滨南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33

11 代晓新 男 北京国电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34

12 裴石磊 男 北京国电信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35

13 崔三军 男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36

14 李桃桂 女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37

15 徐　义 男 珠海派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38

16 王永松 男 北京华埠特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39

17 王明哲 男 北京中金云网科技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40

18 潘生斌 男 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北京） JXJQ17000000016241

19 曹　腾 男 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北京） JXJQ17000000016242

20 冯　皓 男 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上海） JXJQ17000000016243

21 吴志成 男 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上海） JXJQ17000000016244

22 赵　璐 女 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北京） JXJQ17000000016245

23 李朝进 男 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北京） JXJQ17000000016246

24 戴爱民 男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JXJQ17000000016247

25 胡晓文 男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JXJQ17000000016248

26 胡　杰 男 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JXJQ17000000016249

27 任　威 男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50

28 王　明 男 中国光大银行石家庄分行 JXJQ17000000016251

29 李晨辉 男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管理部 JXJQ17000000016252

30 曾　春 男 国航西南信息分部 JXJQ17000000016253

31 胡小楠 男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管理部 JXJQ17000000016254

32 李志超 男 国航信息管理部浙江分部 JXJQ17000000016255

33 刘　松 男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管理部 JXJQ17000000016256

34 王　骞 男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管理部 JXJQ17000000016257

35 王　璟 男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58

36 王　旭 男 国航西南信息分部 JXJQ17000000016259

37 王玉锁 男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管理部 JXJQ17000000016260

38 熊彩皋 男 国航西南信息分部 JXJQ17000000016261

39 佟　斌 男 杭州德汇佳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JXJQ1700000001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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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蓝色帛缔智能工程有限公司企业简介

一、公司历程
1997： 上 海 蓝 色 帛 缔 智 能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原 为

IBMGTS 建筑智能化及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业务部

门，该业务部门自 1997 年起在中国大陆开展相关业务。

2016：2016 年 11 月，德衡数据收购了 IBM	GTS

在中国大陆地区建筑智能化及数据中心工程设计和施工

业务的相关资产。该收购包括 IBM 的全资子公司 -- 上

海蓝色帛缔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相关业务的客户合约、业

务许可和人员转移。同时德衡数据也已将数据中心及智

能化系统集并入蓝色帛缔开始运营。整合后的蓝色帛缔

人 才 汇 集 了 IBM，HP，DELL，Schneider，Eaton 等

知名外企的高管和行业专家，致力于打造一艘数据中心

及智能化专业领域的“蓝色”航母。

二、业务范围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业务

1. 新建数据中心

规划阶段：选址分析、周边环境评估、

项目需求分析、IT 规划、设计任务书、

容量规划、投资规划、分期规划。

设计阶段：电气工艺、暖通给排

水、弱电工艺、装饰工艺、技术规格书、施工图、文档控制、

图纸审核。

建设阶段：施工组织、深化设计、施工许可、甲供

设备、分部分项验收、验收报备、项

目移交。

2. 运营数据中心

测试验证：测试计划、施工检查、功

能测试、联合测试、问题跟踪、测试报告、测试总结。

运维改造：基础设施运维管理、关键设施维护保

养 MOP/SOP/EOP、应急演练、资产管理、变更控制、

DCIM 平台构建、节能 / 扩容改造。

3. 租赁托管数据中心

租赁托管：空间租用、服务器托管、

网络带宽租用、云计算服务、运行

平台软件开发。

Intelligent ELV 智能化业务

1. 智能楼宇服务

楼宇智能化咨询和设计服务、楼宇

能源管理服务、楼宇智能化系统集

成服务（面向酒店、医院、图书馆

展示中心、办公楼、商场等）。

2. 智能厂区服务

工厂智能化咨询和设计服务、工厂

智能化集成服务（智能管理系统、

网络和布线、智慧安防、数据中心、

融合通信、智能会议、生产监控和

产品数字化系统、能源管理系统等）。

3. 智能园区服务

园区智能化咨询和设计服务、园区

智能化集成服务（面向社区、产业

园、开发区等一体化运营管理中心、

一体化综合办公门户、园区各项智

能应用、云计算中心和其他智能化

集成设施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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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荣誉
2008 下一代数据中心国际峰会

◎	绿色数据中心优秀解决方案提供商奖

◎	数据中心最佳实践”奖：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数据

中心

2009 中国 IT 用户满意度调查

◎	全新企业级数据中心解决方案用户满意度第一

2010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机房设备应用分会

◎	2010 中国数据中心优秀方案设计奖

——国际商业机器全球服务（中国）有限公司设计

的年度

——“招商银行上海数据中心项目”

2010 中国 IT 用户满意度调查

◎	全新企业级数据中心解决方案用户满意度第一

2012 中国 IT 用户满意度调查

◎	云数据中心规划与设计服务用户满意度第一

◎	数据中心运营维护服务用户满意度第一

2013 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 CDCC

◎	2013 年度中国优秀数据中心奖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高性能计算机机房

——中国农业银行北方数据中心

2013 《网络世界》报社

◎	2013 年度中国优秀数据中心奖——厦门大学远

洋科考环境集装箱数据中心

2015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机房设备应用分会

◎	2015 年度中国优秀数据中心奖——恒丰银行新

数据中心

四、蓝色帛缔的企业价值
坚持专注

◎	专注数据中心、智能化及 IT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和运维管理

◎	满足金融证券、智能制造、公共事业等不同行业

的客户需求

先进理念

◎	前瞻性规划设计，兼顾高可靠、高效率及投资优

化的平衡

◎	构建自主专利的自动化运行维护监控管理平台

成熟经验

◎	充分了解业内领先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具备资源

整合优势

◎	依托大量项目的实施经验，沉淀成熟的方法论和

实践能力

专业团队

◎	由资深行业专家、资深架构师、设计中心和实施

运维团队组成的专业化团队

◎	国际化专业领域的团队拥有先进的项目管理和风

险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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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MediaComm 美 凯 是 全 球 坐 席

协作管理领导者，成立于 2011 年，

总部位于中国广州，并于北京、上

海、南京、深圳、西安、成都、天

津设有营销中心及售后服务中心。

MediaComm 美凯也是美凯 ( 亚洲 )

有限公司在大中华地区成立的生产及

本地化服务实体，主要为政府管理、

军事与公共安全、能源管理、广电、

交通与运输、金融、通讯、企业等领

域提供坐席协作管理解决方案。

MediaComm 美凯致力于成为关

键任务环境整体解决方案的全球提供

商，一直秉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凭借其领先的技术能力和丰富的行业

经验，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做的坐席协

作管理解决方案。

MediaComm美凯公司介绍

发展历程

◎	2011 年，在广州注册成立。

◎	2012 年，发布了国内首款基

于光纤 KVM 技术的产品，以领先技

术，打破了国外传统技术的垄断。

◎	2013 年，率先提出“坐席协

作管理”理念，并发布了可视化坐席

协作管理平台。

◎	2014 年，启动了全国战略布

局，开始由广东辐射全国。

◎	2015 年，发布了全球最大的

坐席协作管理主机——576，标志着

业内坐席协作管理单体设备接入的最

大容量取得重大突破。

◎	2016 年，的 576 主机连续获

得天津公安、陕西移动等重大项目订单，

标志着 576 主机获得业内的一致认可。

◎	2017 年，加入 SDVoE 联盟，

成为 SDVoE 联盟是初始成员之一，

旨在为专业 AV 环境传输视频信号建

立国际标准。

业务范围

MediaComm 美凯的销售网络遍

布全国，坐席协作管理解决方案广泛

应用于政府管理、军事与公共安全、

交通与运输、能源管理、通讯、金融、

广电、企业等领域，应用场景覆盖控

制中心、会议中心、展览展示、数据

机房等专业场景。MediaComm 美凯

已经累计为超过 10,000 个管理坐席

提供领先行业的技术支持与解决方

案，时刻为这些关键任务环境的海量

数据操作与管理提供全天候的零故障

技术支持。

MediaComm 美 凯 基 于 光 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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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M 技术的解决方案，服务于包括

中国民航、国家核电、国家电网、

中国移动、中央电视台、万达集团、

Microsoft（微软）、广发银行等众

多知名机构或企业，在决定国计民

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行业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

产品与服务

MediaComm 美凯融合不同行

业客户需求，以为客户带来可持续

的增值为我们的使命。MediaComm

美凯当前主要产品包括 10 个系列、

730 多个品种产品及相关解决方案，

是全球少数几家拥有光纤 KVM 高端

核心技术和软硬件系统解决方案的

厂商之一。

MediaComm 美凯建立了覆盖全

国的完善服务网络，并在广州、北京、

上海、南京、深圳、西安、成都、天津、

新疆等主要城市设立完整的备件仓

库和维修中心，全天候提供即时专

业的销售支持、应用服务、培训交流、

设计援助和产品展示。

核心优势

MediaComm 美凯拥有多项业

界顶尖的坐席应用场景软体和模型

分析工具，具有主机端口自适应技

术、广电级的瞬间显示、极致 4K 光

纤 KVM、光纤和双绞线标准接入

与自动匹配、无缝主备瞬间自动跳

转、广电级的光纤级联堆叠机制、

安全的人机分离机制等技术优势。

MediaComm 美凯一直坚持走自主创

新路线，致力于持续改善信息管理

的效率与品质。

MediaComm 美凯为控制室走

向“智能化、信息化”建设提供使

用的系统支撑，形成集信息感知、

信息融合、辅助决策、指挥通信等

一体的控制室。MediaComm 美凯可

对用户操作界面进行实时动态定制

访问，形成完整的逻辑管理，实现

多业务的融合、预案调用、综合业

务的处理，为紧急事件的决策处置，

让个独立业务系统更容易查找、调

度、操控，执行指挥人员更快的决

策和更高的任务效率。

MediaComm 美 凯 始 终 相 信，

只有在技术上的持续创新、促进行

业整体发展、不断满足客户的需求、

与客户一起为社会发展提供助力，

才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之匙。

致力于成为关键任务环境整体解决

方案的全球提供商，MediaComm 美

凯可视化坐席协作管理平台已成为

众多指挥中心、数据总控中心、调

度中心、监控中心等控制室应用的

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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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规划设计中
容易产生的问题及应对方法

1. 项目概况及规划设计条件

项目位于华北地区某市某区，园区规划 200 亩地 ( 图

01)，拟规划建设 6 栋大楼，其中四栋（1#-4#）为数

据中心楼，两栋为服务楼（5#、6#）。拟分期建设，均

按照国际 TIA942 标准等级 3 设计建设，预期年均 PUE

小于 1.4。

第 二 期（ 计 划 占 地 约 约 100 亩）： 电 力 投 入

60MVA，用于建设 2#、3#、4# 数据中心楼。每栋数

据中心楼配置 4KW 标准机柜约 2100 个；6KW 高密机

柜约 1440 个，每栋约 3540 个机柜。二期合计建设约

10620 个机柜；视情况后期适当调整容量比例。

上 述 两 期， 总 电 力 投 入 83.2MVA 机 柜 数 量 约

14160 个。假定：10KV 电源送至机房楼高压分界室；

供水条件：园区市政能力在一期满足 1400 立方米 / 日，

二期 5000 立方米 / 日。

2. 规划设计考虑的一般原则

◎ 园区规划设计：园区组织模式，要最大程度优

化数据中心的运维效率，内外流线严格划分，运维等距

便捷，安全分区层次要明确，要便于管理。同时为要为

企业塑造标志性的园区形象，建筑美学要与使用功能达

到完美契合。

◎ 设 计 标 准 要 求： 目 前 Uptime	Institute 已 经

宣布与美国标准 TIA-942-2014 分离，所以条件中的

TIA942 标准等级 3 在与业主确认后更正为 Uptime 的

TierIII 标准，此标准要求数据中心面积占建筑总面积

50% 以上，要求所有系统设计能达到计划性维护不停机，

摘要：本文对华北地区某数据中心项目规划设计的过程进行较深入的对比研究分析，通过对数据中心建筑案

例设计过程的梳理，以及对设计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对应解快方案的确定，明确常见按 T3 标准建设的企业级数

据中心建筑设计的设计逻辑和技术细节，总结了可实际应用的经验，可为行业内设计师提供参考。

关键词 : 设计条件，一般原则，建设的不确定性，建筑形体，组织模式

文 /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尹一媛

第 一 期（ 计 划 占 地 约 100 亩 ）： 电 力 投 入

20MVA，用于建设 1# 数据中心楼；3.2MVA，用于建

设 6#、5# 楼。1# 数据中心楼配置 4KW 标准机柜约

2100 个；6KW 高密机柜约 1440 个，合计约 3540 个机

柜。6# 服务楼一期起用，5# 楼视需求后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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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尹一媛

◎ 机房楼的功能区设计：

主机房——IT 设备区（白区），取决于建设设备的

数量，致力于解决有效装机数量，直接关系建设方的收益，

是自用或租用效益的直接来源。一般按可安放标准机柜

数量作为衡量参数，原则上机柜越多经济性能越好。

支持区——配电、暖通、消防设备设施的区域，取

决于总装机容量，电气和暖通等专业的设计架构（按建

设地区的水纹、地理、气候、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环境

多种综合大环镜条件和主机房微环境要求设计）。合理

的规划设计应同时满足设备安装、运行、维护三阶段要求。

辅助区——水平、垂直交通及备品备件、清洁卫生

设施区域。属于必不可少的非主要功能区域但并不会为

业主带来直接经济价值，在面积占比上应以经济合理为

设计原则。水平、垂直交通的设计一是要满足设备设施

运输及维护更换要求，二是优化流线，人员流线和设备

物流要求能方便分别管理，力求距离最短，形式最简单。

备品备件、清洁卫生设施区域按够用即可的原则设置。

行政管理区——设计重点有关于办公、ECC、门厅

等，这个区域的大小，设计的标准及规格与建设方的需

求息息相关，差异非常之大。有的与数据中心建筑混合

在一起建设或与数据中心建筑相联，有的独立于数据中

心建筑设在为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的独立建筑体内，设

计时要针对不同项目满足其不同需求。本项目依据业主

的管理方式，在数据中心楼内只设办公、门厅区域。

3. 规划设计中的问题及应对方法

◎ 园区的分期建设的不确定性如何解决？

在规划设计中统筹一二期用地，将用地划分为 6 个

大小均等的区块，主入口设置于用地北侧面向四号路，A、

F 区临近城市道路，可规划办公服务楼的空间。设置广

场打造园区良好的对外形象。B、C、D、E 区为数据机

房区，布置于场地南侧，分区明确，便于安全管理。

一期开发 A、B 区块，A 区可建设 5#、6# 服务楼。

B 区块建设 1# 数据中心楼。

二期开发 C、D、E、F 区块，其中 C-E 区块为数

据中心规划用地，规划建设 2#-4# 数据中心楼，可根据

用量需求，分步实施。F 区块及未来的三期可扩展用地

定义为可变用地，可根据园区后期的生长情况，调整为

配建用地属性或数据中心用地属性。在保证目前已知建

设需求的前提下，灵活充分的为未来发展作出各种可能

性的预留。

◎ 数据中心建筑形体、组织模式如何确定？

根据业主对项目的要求：数据中心楼建筑总高度小

于 24 米，为不高于 3 层的混凝土建筑，原则上不设地

下室，首层应为动力层，主要设置配电设备用房，二层

及以上楼层均为机房层，机房要模块化处理。首层要求

设大厅等办公区辅助用房约 1000 平米，每层办公辅助

用房约 500 平米。

再根据3540个机柜的设备容量进行反推建筑形体。

第一次方案布置按 4KW 标准机柜 2100 个分 7 个

模块，6KW 机柜 1440 个分 5 个模块，一共 12 个机房

标准模机，每个主机房 750 平米放置不小于 295 个标准

机柜。初始方案如下图：2、3 层为机房层，一层为动力

能源等支持区。( 图 02- 图 05)

每层建筑面积约 8100 平米，模块机房按 3 横 2 纵

的方式布置成长方形，办公区设置在南侧，总建筑面积

约 2.44 万平米。建筑总高度约 18.3 米。建筑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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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标准机柜需要占用建筑面积约 6.9 平米。

本数据中心建筑要求有行政管理区，冷冻机房、柴

油发电机等设备对建筑层高的要求在 6-7.5 米左右，而

变配电区要求的层高约在 5 米左右，一层整层高过高，

这对于合理使用空间以及节约造价不利。并且变配电等

电力设备房间位于一层，很难有效完全的避开机房模块、

空调间大型水管路由的下方位置，跑水隐患对于大型的

数据中心的安全性能有一定影响。

最后综合考虑方案改进如下图：

使数据中心平面布局更合理，功能分区更明确，流

线清晰，管路便捷。从功能上划分为机房安全区及普通

管理区。运营人员流线与机房货运流线完全分流。货运

流线通过外环路进入机房安全区，直接到达各个机房的

卸货区域。实现便捷高效的管理路径。

1# 楼数据中心设计规划力求在复杂的问题之中，寻

找出最简洁的解答，追求建筑组织与机房工艺的完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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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最终达到最大程度优化数据中心的运维效率，内外

流线严格划分，运维等距便捷，安全分区层次明确，便

于管理。最终总建筑面积约 2.6 万平米。建筑总高度约

15 米。占地面积仅为 9245 平米，标准机柜安放数量达

到 3980 个，建筑利用效率为每个标准机柜需要占用建

筑面积约 6.7 平米。各项参数和路由的设计指标都比较

理想。

◎ 服务配套建筑如何设计？

It 研发工作强度高，压力大，同时又需要创造性的

工作氛围。为了更好的改善工作环境从而激发工作热情，

在空间处理的手法上要求使建筑更具趣味性和舒适感。

并兼顾园区整体形象和配套有人区域的采光，6# 综合楼

采取庭院式布局，内景观体系为办公及休闲生活提供了

最佳的环境品质。办公区视野开阔，充分引入自然采光

与通风。餐饮区环境优美，宛如置身自然之中。其中首

层布置了餐厅、厨房，餐厅等公共服务空间，二层以上

布置宿舍，通过内庭院的设置，丰富了空间关系，并妥

善处理了私密与公共区的关系。

通过活动中心等功能“盒子”的穿插，创造出活跃

的私密空间与交流空间，既合理的解决了各使用功能之

间的联系，又丰富了建筑形体。建筑外装饰面采用清水

混凝土与暗红色铝合金百叶，朴素典雅又不失现代感。

人员办公及生活区采用白色铝板、百叶、银白色压型钢

板等材料，质感光洁，尺度宜人。与景观种植相呼应，

绿树白墙，自然愉悦。铝合金百叶能够起到良好的通风

作用，又能阻挡多余阳光，减少室内热负荷，在丰富外

立面的同时起到节约能源的作用。

4. 结束语

对于数据中心规划设计中首先应了解设计的条件，

设计的标准，对产生的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精心考虑，数

据中心是多个系统结合的项目，在规划设计时一不能过

分偏重某一、二个子系统，而轻视其它系统；二对于容

易产生的问题在应对时应对与问题相关方面全盘考虑，

统筹兼顾才能不断优化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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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房供配电概况

某银行机房 IT 系统的两路市

电（1 段和 2 段）分别来自于大楼

总变配电间的 1# 电力变压器和 2#

电力变压器的低压母线，分别向机

房层的 UPS 配电间 A 和 UPS 配电

间 B 提供三相五线制进线电源，A

总线的 UPS 输入配电柜的电源进

线来自于 1 段进线，向 UPSA1 和

UPSA2 供 电；B 总 线 的 UPS 输 入

配电柜的电源进线来自于 2 段进线，

向 UPSB1 和 UPSB2 供电；UPSA1

和 UPSA2 并机输出向机房 IT 负载

提 供 A 路 电 源，UPSB1 和 UPSB2

并机输出向机房 IT 负载提供 B 路电

源。大楼还向机房提供柴油发电机

自备份电源，在双路市电因故停电

后，柴发电源通过 1 段进线的 ATS

开关送入到 UPS 配电间 A 的 UPS

输入配电母线 A，UPS 配电间 A 的

UPS 输入配电母线 A 与 UPS 配电

间 B 的 UPS 输入配电母线 B 之间设

有母联开关 M，柴发电源可通过母

联开关 M 送入到 UPS 输入配电母线

B，以确保在双路市电因故停电的情

况下由柴发自备电源维持机房运转。

如图 1 示。

关于提高某银行机房 UPS
——柴发供配电系统安全可靠性的成功案例

文 / 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吕纯强

以 上 UPS 均 160kVA 高 频 机

型，低压柴油发电机常用容量为

900kVA。

二、机房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1. 假负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1）第一次运行测试

①		UPSA1 和 UPSA2 带 载 量

均为 42%，市电运行正常；在停止

市电启用柴油发电机供电后检测发

电机反向无功量为 -3%，发电机供

电工作正常。

② 	 	 U P S A 1 、 U P S A 2 和

UPSB1、UPSB2 带载量均为 42%，

两路市电运行正常；在停止市电启

用柴发带载 4 台 UPS 后，检测发电

机反向无功量为 -17%，发电机供电

工作正常。

（2）第二次运行测试

①		UPSA1 和 UPSA2 带 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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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30%，市电运行正常；在停止

市电启用柴发供电后检测发电机反

向无功量为 -3%，发电机供电工作

正常。

②		UPSA1、UPSA1 和 UPSB1、

UPSB2 带载量均为 30%，两路市电

运行正常；在停止市电启用柴发带

载 4 台	UPS 后，检测发电机反向无

功量为 -26%，发电机大约延时 6 秒

供电后自保停机，工作异常。如表 1

示。

③		问题的提出

通 过 测 试 我 们 发 现， 在 4 台

UPS 带载量均为 30% 时，在停止市

电启用柴发同时带载 4 台	UPS 后，

发电机的反向无功量为 -26%，发电

机自保停机，发电机不能正常工作。

2. IT 负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①		UPSA1 和 UPSA2 带 载 量

均为 9%，市电运行正常；在停止

市电启用柴发供电后检测到：A1 进

线配电柜智能仪表显示的无功功率

为 -62kVar， 发 电 机 反 向 无 功 量

为 -12%，发电机供电工作正常。

②		UPSA1、UPSA2 带载量均

为 9%，UPSB1、UPSB2 带 载 量 均

为 ,8%，两路市电运行正常；在停

止市电启用柴发带载 4 台 UPS 后，

检测到：A1 进线配电柜智能仪表显

示的无功功率为 -133kVar，发电机

反向无功量为 -25%，发电机大约延

时 6 秒供电后自保停机，工作异常。

③		 停止 UPSA1、UPSB1，

UPSA2、UPSB2 带 载 量 为 18% 和

16%，两路市电运行正常；在停止市

电启用柴发带载 2 台 UPS 后，检测

到：A1 进线配电柜智能仪表显示的

无功功率为 -62kVar，发电机反向

无功量为 -12%，发电机供电工作正

常。如表 2 示。

④		问题的提出

通 过 测 试 我 们 发 现， 在 4 台

表 2     柴发与机房 UPS 配电系统兼容性联运测试一览

序号 负载类型

IT/A 总线带载量 IT/B 总线带载量 A1 配电柜 M 母联柜 发电机

UPS1a UPS2a UPS1b UPS2b 无功功率 开关状态 反向
无功含量 工作状态 自保停机

延时时间

1 T 负载 9% 9% -62kVar 分闸 -12% 正常 无

2 T 负载 9% 9% 8% 8% -133kVar 合闸 -25% 自保停机 6 秒

3 T 负载 18% 16% -62kVar 合闸 -12% 正常 无

表 1    柴发与机房 UPS 配电系统兼容性联运测试一览

序号 负载类型

IT/A 总线带载量 IT/B 总线带载量 发电机

备注
UPS1a UPS2a UPS1b UPS2b 反向

无功含量 工作状态 自保停机
延时时间

1 假负载 42% 42% -3% 正常 无 M 母联柜分闸

2 假负载 42% 42% 42% 42% -17% 正常 无 M 母联柜合闸

3 假负载 30% 30% -3% 正常 无 M 母联柜分闸

4 假负载 30% 30% 30% 30% -26% 自保停机 6 秒 M 母联柜合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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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带载量为 8%~9% 时，在停止

市电启用柴发同时带载 4 台	UPS 后，

发电机的反向无功量为 -25%，发电

机自保停机，发电机不能正常工作。

三、问题的分析

1. 首先与 UPS 的特性和发电

机的特性有关

（1）高频 UPS 在满载运行时

显示出较高的滞后功率因数，此时

节能效果好；但在低载运行时显示

出容性负载特性，具有超前的功率

因数，可能对发电机造成不良影响。

（2）柴油发电机组，常用容量

900kVA；额定功率因数 0.8，额定

有功功率 720kW；额定无功功率因

数 0.6，额定无功功率 540kVar；

规 定 发 电 机 反 向 无 功 ≤ 20%（ 即

108kVar）时可正常运行，否则将

自保停机。

2. 发电机与 UPS 运行的兼容性

（1）UPS 单机带载量越大，与

发电机的兼容性就越好。如当 UPS

单机负载为 42% 时，发电机带载 4

台 UPS 时负无功含量为 -17%，正

常运行。

（2）发电机带载 UPS 的数量

越少，其与 UPS 共同运行的兼容性

就越好。如当 UPS 单机负载为 18%

时，发电机带载 2 台 UPS 时负无功

含量为 -12%，正常运行。

（3）发电机的容量越大，其与

UPS 共同运行的兼容性就越好。

四、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增加发电机的容量

如把发电机的容量增加一倍，

如为 1800kVA，则发电机反向无

功 ≤ 20% 的 阈 值 就 为 216kVar。

从以上运行检测值我们知道，对于

900kVA 的发电机，当发电机的反

向无功为 133kVar 而大于 108kVar

时， 发 电 机 自 保 停 机； 而 对 于

1800kVA 的发电机，当发电机的方

向无功为 133kVar 而小于 216kVar

时，发电机就运行正常。但增加发

电机投资大，涉及资源多，不是最

佳方案。

2. 减少 UPS 的运行数量

为了提高 UPS 系统的安全可靠

性，UPS 是冗余并机运行的，如减

少 UPS 的运行数量必然降低了 UPS

系统运行的安全可靠性能，给运维

人员带来的风险压力大，不是最佳

方案。

3. 提高 UPS 运行的负载量

数据机房的 IT 负载的运行量是

有一个逐步增加的过程，不可能一

下子就达到额定负载值，从低负载

到额定负载运行将有一个较长的过

程，如果用假负载代替将浪费很多

的电能和设备费用，不是最佳方案。

4. 采用 SVG 静止无功发生器

是最佳选择

静止无功发生器 SVG 已成为补

偿领域重要而可靠的技术手段，是

无功功率控制领域内的最佳方案，

最适合在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中使

用。其优越性能如下：

（1）SVG 采用的是电源模块进

行无功补偿，补偿后的功率因素一

般在 0.98 以上，是目前国际上最先

进的电力补偿技术。

（2）SVG 在 5-20 毫秒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一次补偿，适用于无功

功率动态变化快、变化率高和需要

双向补偿的场合。

（3）一般无功补偿装置采用的

是 3~10 级的有级补偿，每增减一级

就是几十千法电容量，不能实现精

确的补偿。而 SVG可以从 0.1 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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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进行无极补偿，完全实现平滑、

无级差、连续精确补偿，达到并维

持设定的功率因数范围。

（4）一般无功补偿装置采用的

是电容式，电容本身会放大谐波，

所以根本不能滤除谐波，SVG 不产

生谐波更不会放大谐波，并且可以

滤除 50% 以上的谐波，节省电力和

提高设备使用寿命。

（5）一般无功补偿装置使用寿

命较短，自身损耗大而且要经常进

行维护。SVG 使用寿命长，自身损

耗极小且基本上不要维护，无损坏

危险。

（6）维护成本低。

结 合 本 数 据 中 心 具 体 情 况 在

UPS 输入配电柜 A1 的总进线端采

用SVG静止无功发生器就能智能的、

快速的、双向的进行无功补偿，可

确保发电机与 UPS 共同运行的良好

兼容性，再不受低负载和 UPS 运行

数量的影响，SVG 的接入点如图 2

示。

五、最佳解决方案的成功实施

1. 施工改造

件制造准备，如加工设备支架、配

电铜排、接线电缆、空开转接头、

CT、通风门板等；在不影响机房正

常运行的情况下完成全部施工改造，

如图 3 示。

2. 运行测试过程

（1）系统原始状态

A 总 线 的 UPS 输 入 配 电 柜 的

电源进线来自于市电 1 段进线，向

UPSA1 和 UPSA2 供 电；B 总 线

的 UPS 输入配电柜的电源进线来

自 于 市 电 2 段 进 线， 向 UPSB1 和

UPSB2 供电；UPSA1 和 UPSA2 并

机输出向机房 IT 负载提供 A 路电

源，UPSB1 和 UPSB2 并机输出向

机房 IT 负载提供 B 路电源，大楼

机房柴油发电机自备份电源处在冷

备份工作状态。每台 UPS 带载约为

9%~10%，A1 进线配电柜智能仪表

显示的无功功率为 -62kVar。

（2）启用 SVG 静态快速无功

自动补偿器

合上 SVG 静态快速无功自动

补偿器的补偿空开，启动 SVG 并调

整匹配参数，此时：A1 进线配电柜

智能仪表显示的负载母线段无功功

率 为 -62kVar，SVG 显 示 屏 显 示

负载母线段无功功率为 -62.7kVar

和电网母线段补偿后的无功功率为

6.9kVar，如图 4 示：

从以上仪表指示可以看出负载

母线段没有得到补偿器补偿的无功

功率为 -62kVar，是指电容性无功

为负无功，是对发电机不利的无功

功率；而在电网母线段显示的无功

功率是正无功功率为 6.9kVar（SVG

显示屏）和 1.21kVar（FLUKE435

电能质量仪器），得到了很好的补偿，

两者偏差为测量偏差。

（3）用 A 总线市电同时带 A

总线和 B 总线的 UPS

首先把 B 总线的 2 台 UPS 切换

由 A 总线市电供电，此时 A 总线母

线带载 4 台 160kVA 的 UPS，每台

UPS 带 载 约 为 9% ～ 10%，A1 进

线配电柜智能仪表显示的无功功率

为 -128kVar，如图 6 示：

SVG 显示屏显示负载母线段无

功功率为 -130kVar 左右（由于测

试时采用的互感器变比是 2500/5，

实际需求是 1000/5，所以精度存在

偏差）和电网母线段补偿后的无功

功率为 2.8kVar，如下图 7 示：

采用 66kVar 静态快速无功自

动补偿器 2 台。利用 A1 配电柜下半

部空间安放 SVG 设备，不占用机房

空间，线路短损耗小；请原厂配电

柜厂家协助对 A1 进行工厂内预制配

FLUKE435 电 能 质 量 仪 器

检测显示电网母线段无功功率为

1.21kVar，如下图 5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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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KE435 电能质量仪器显示

电网母线段无功功率为 1.52kVar，

如下图 8 示： （5）在停用 SVG 的条件下用

柴油发电机同时带 A 总线和 B 总线

的 UPS

延续（4）的工作状态，切断

SVG 空开停用 SVG，此时由柴油

发电机运行同时带载 4 台 UPS 运

行。 约 6 秒 后， 发 电 机 负 无 功 达

到 -128kVar 而 超 过 -108kVar 的

门槛值，发电机由于负无功超载而

自保停机，4 台 UPS 全部失电自动

转为蓄电池后备运行。

六、结论

1.	根据以上 4 台 UPS 运行负载

状况，在由一个电源同时供电下，

由于高频 UPS 的内部电容补偿特性

使得合成总无功呈现电容电流超前

的负无功特性，达到 -128kVar。

2.	 由于所用备份柴油发电机

组，常用容量 900kVA；额定功率

因数 0.8，额定有功功率 720kW；

额定无功功率因数 0.6，额定无功功

率 540kVar；规定发电机反向无功

≤ 20%（即 -108kVar）时可正常

运行，否则将自保停机的特性限制，

当 4 台 UPS 在由发电机电源同时供

电下，合成总无功超过 108kVar 时

（实际达到 -128kVar），发电机将

自保停机。

3.	 采用 SVG 静态快速无功自

动补偿器接入发电机总电路后，由

于 SVG 具有静态快速补偿响应，

不 仅 实 时 补 偿 了 -128kVar 的 对

发电机运行不利负无功，而且给发

电机带来了一定小数值的正无功如

15kVar ～ 16kVar，使得发电机在

极端条件运行下其功率因数能达到

0.96，确保了发电机安全稳定可靠

地带载运行。

从 以 上 仪 表 指 示 可 以 看 出 负

载母线段没有得到补偿器补偿的无

功功率为 -128kVar，是指电容性

无功为负无功，是对发电机不利的

无功功率；而在电网母线段显示的

无功功率是正无功功率为 1.52kVa

（FLUKE435 电 能 质 量 仪 器） 和

2.8kVar（SVG 显 示 屏）， 得 到 了

很好的补偿。

（4）在启用 SVG 的条件下用

柴油发电机同时带 A 总线和 B 总线

的 UPS

保持 SVG 在正常工作状态，切

断 A 总线和 B 总线在总变电所的进

线总开关，模拟在两路市电全部停

掉的情况下柴油发电机启动运行同

时带载 4 台 UPS 的运行模式。监测

各项电气指标基本同（3），系统运

行正常。

此时发电机仪表屏指示如图 9

示：

发 电 机 屏 指 示 为 正 无 功 15	

kVar ～ 16kVar，系统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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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据中心作为一个汇集大量服

务器和通信设备的多功能建筑，不

仅需要强大的供电、供冷系统，一

些智能建筑的辅助系统也必不可少。

大型数据中心的机房区和空调区房

间众多，采用智能照明系统进行统

一监控和管理，不仅便于机房运维

人员的管理和维护，同时智能照明

系统还可以与动力环境监控系统、

消防系统、人员进出管理等进行联

动控制，为在智能楼宇建筑中生活

的运维人员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照

明品质。

1. 系统的设计及选型

1.1 工程概况

某数据中心建筑面积约 4 万平

米，可以部署机柜容量 2000 余台，

数据中心等级达到 GB50174-2008

基于 C-BUS 的智能照明系统
在数据中心机房的应用

文 / 中国石油  王建民  王智檀 

规定的 A 级标准。数据中心楼一层、二层共 10 个模块，每个模块两侧各有

一个空调间。本文智能照明涉及对数据中心 10 个机房区和 20 个空调区的普

通照明进行智能控制，并将数据中心照明系统所有信息显示在触摸屏上，触

摸屏也可以对上述区域进行集中控制和监视。设计采用了奇胜 C-BUS 控制

器作为主要控制部分，通过编程软件 Toolkit 完成场景设置、多路分区调光

等功能。C-bus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原理如图 1 所示。

摘要：文章通过对数据中心机房区照明系统的需求进行分析，结合智能照明的特点和

优势，设计并实施了智能照明系统在数据中心机房区的应用。设计采用了 C-BUS 控制器

作为主要控制部分，通过编程软件 Toolkit 完成场景设置、多路分区调光等，对数据中心

10 个机房区和 20 个空调区的普通照明进行智能控制，并将数据中心照明系统所有信息显

示在触摸屏上，触摸屏也可以对数据中心进行集中控制和监视。

关键词：数据中心；机房；智能照明；C-BUS；Toolkit 软件

图 1    C-bus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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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布线方式如图 2 所示：

1.2 系统设计

根据数据中心自身的特点，特

作出如下系统说明：

（1）该系统采用 C-BUS 智能

照明系统；系统主要控制模块机房、

空调设备间照明的开关；

（2）所有智能照明回路采用多

种控制形式，即可以集中控制、区

域就地控制；系统分区就地控制由

独立的控制面板操作完成；系统具

备时钟控制功能，能按照不同的时

间自动运行不同的灯光场景；

（3）该系统主要设备为导轨式

继电器模块、混合技术感应器以及

智能控制面板；

（4）为保障安全，设备均自带

消防接口；继电器模块自带场景记

忆功能，断电后保持原有场景设置；

继电器模块具备磁保持技术，断电

后重新送电时，将启用断电前场景；

（5）通过智能照明系统服务器

对整个照明系统进行监控，包括操

作各照明回路的开、关，显示各回

路灯具的位置；

（6）智能照明系统提供接口，

可与数据中心集中控制系统联网。

下表为光源照度及安装容量等

关键信息表，据此选择配电箱容量，

调光信息也据此选择。

图 3 为 数 据 中 心 其 中 一 个 机

房的照明配电箱回路，其余的机房

配电箱与此类似，但会根据楼层和

位置相应增加 36V 电源供电模块

5500PS、逻辑编程模块 5500PACA

和通讯模块 5500PCU。

图 4 为数据中心 10 个机房区

和 20 个空调区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共 分 为 4 条 支 路， 其 中 模 块 M1\

图 2 

表 1   光源照度及安装容量等关键信息表

场所 光源
种类

面积
（m2）

灯具安装
容量（W）

标准
照度

（lx）

标准功率
密度

（W/m2）

计算
照度

（lx）

计算功率
密度

（W/m2）

空调
设备区

高效
荧光灯

75 10X28W 200 8 195 3.7

机房
模块

高效
荧光灯

429 56X60W+36X20W 500 18 549 9.5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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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M8 为第一条支路（包含 6 个空

调区控制回路），其他类似。所有

模块照明的状态不仅能反映在 ECC

智能照明服务器上，也可通过电力

监控系统值班室的黑白触摸屏进行

操作的和监视。

1.3  硬件选型

硬件选型主要包括系统单元、

输出单元和输入单元三大部分的模

块选型。

（1）系统单元负责提供弱电和

控制信号载波，维持系统正常工作。

（2）输出单元负责将接受到的

指令对灯光进行相应的输出。

（3）输入单元则是将给定信号

表 2  机房区主要硬件选取表

序号 组成 类型 所选模块 说明

1
系统
单元

系统电源 5500PS
为系统中的总线提供电源，每个电源模块最多支持 18 个单元模块的供电。建筑
结构为两层，每层独立控制，故需两块系统电源。

逻辑控制器 5500PACA 逻辑编程控制模块：提供逻辑编程功能，定时功能等。

PC 接口 5500PCU
提供 PC 和 C-bus 网络的接口，提供第三方软件监控 C-bus 网络标准的 RS232
接口集中控制及接口，系统调试接口

2
输出
单元

八路调光器 L5508D1A
实现八个回路灯的开和关以及调光功能，需要用八件面板或者电脑软件和触摸屏
来实现场景控制。

八路继电器 L5508RVF
实现八个回路灯的开和关，需要用八键面板、电脑软件或触摸屏来实现场景控制。
自身也可以独立控制某一回路。

3

	
输入
单元

	
	

八键开关 E5058NL
带红外接收，背景灯，双色指示灯转换自学习功能，场景功能等。可控制继电器
的开、关及调光，场景控制等。

亮度传感器 E5031PE
通过检测周围环境的亮度，在于内部设定值相比较，调整光源的亮度和分布，有
效的利用自然光线，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红外线移动探测器 5753L 红外探测器，探测角度，90 度，360 度，110 度。

黑白触摸屏 E5031PE
开关与调光，时间设定，用户预设系统自诊断工具，多功能图形界面及控制页面
C-bus 网络信息，红外遥控场景、定时程序调用背景灯光的调整，时钟与日期
显示，密码保护

图 5 

转变成 C-bus 系统信号并在总线上传播。

2. 软件及触摸屏设计

2.1 软件设计

如图 5 所示，应急照明并不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范围内，应急照明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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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应急照明箱直接控制，智能照

明在机房区分为巡检区（分为一路

控制 N4）和核心区（分为两路间隔

控制 N3 和 N2），在空调区分为东

侧空调区和西侧空调区（分为两路

控制 N1 和 N5）。

软件场景要求如下：

（1）空调设备间灯光场景设计：

①	夜间值班模式：只打开应急

回路照明，其他回路关闭，满足监

控要求；

②	平时工作模式：只打开应急

回路照明，其他回路关闭，满足监

控要求；

③	设备检修安装模式：打开所

有应急及正常照明回路，机房达到

最亮照度模式，方便全方位的检修

及安装。

（2）主机房区灯光场景设计：

①	夜间值班模式：只打开应急

回路照明，其他回路关闭，满足监

控要求；

②	平时工作模式：打开应急回

路照明，正常照明回路隔一路亮一

路，满足照度要求；

③	设备检修安装模式：打开所

有应急及正常照明回路，机房达到

最亮照度模式，方便全方位的检修

及安装。

（3）智能照明控制方式设计：

①	主机房区：安装智能控制面

板，方便维护人员机房内检修工作。

②	监控室：在监控室安装触摸

屏，触摸屏可监控四层所有灯光控

制区域内的灯光回路状态，实现集

中远程控制功能。方便监控室工作

人员对机房灯光系统统一管理，触

摸屏可实现定时功能，更大程度的

提高机房智能化水平。

③	监控软件：监控室预留照明

系统与中控电脑的通讯接口，可通

过图形化监控软件监控整个机房控

制区域的灯光开启，方便管理，节

约能源。

2.2 触摸屏设计

E5031PE 黑白触摸屏可以进行

多组回路灯光的开关、调光、时间

设定和用户预设。系统具有自诊断

工具，多功能图形界面和控制方便

主画面与多层分画面的设置。

触摸屏的主画面主要包括四组

画面。第一组回路画面：为首页、

工具页和欢迎界面。第二组回路画

面：控制选择所需操作的和监视的

房间。第三组回路画面控制某一机

房或空调区所有灯光的开和关。第

四组回路画面：工具页：校准触摸屏、

时间日期设定和定时等功能。

3. 结束语

本文涉及的数据中心智能照明

系统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鉴于控制系统有区别于常见照

明系统，故在后期维护上应注意强、

弱电回路上的分析与查找。C-BUS

总线系统应注意 36V 供电电源的冗

余问题，一旦发生 36V 电源故障，

将引起大面积控制失灵现象，故应

加以注意。

智能建筑的智能化照明，是未

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其优点显而

易见，控制灵活、布线方便、具有

极大的可调整性；智能照明将会成

为数据中心机房照明控制系统的标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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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据中心业务量不断

攀升，大量的服务器和存储设备在

现网应用，这些服务器和存储设备

的结构与以往的传统设备明显不同，

有散热量高、设置密集、对温度要

求高等特点。数据中心机房整体过

热与局部过热的问题日益突出。此外，

数据中心机房老旧空调还存在机房制

冷效率低的问题，导致空调资源成为

机房容量瓶颈，亟需通过空调更换扩

容项目提升机房使用效率。

本文从数据中心精密空调更换

扩容项目面临的设计风险、实施风

险、消防风险、技术风险、操作风险、

现场管理风险、人员组织风险等角

度，探讨精密空调更换扩容项目的

风险管理模型建设，实现全方位、

多层次控制项目风险，提升数据中

心基础设施安全运行水平。

一、项目风险类型

在数据中心精密空调更换扩容

项目规划、实施、监管、调试等过

程中因各种技术与管理不足产生的

风险，具有技术性高、涉及范围广、

隐蔽性强等特征。风险管理应贯穿

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

设计风险：由于是在原先的空

调机房内改造，所以配电柜、空调

的尺寸、设备布局必须统筹规划，

既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增加空调数量，

又不能影响机房的设备布局和通道

净宽。

实施风险：生产环境下不允许

推倒重来，只能拆一台装一台，由

于原先的系统是 N+1 的冗余，空调

单机更换时，冗余机要及时切换，并

重点监控机房内温湿度变化情况，确

保机房温湿度环境正常，同时空调室

外机施工时间段要避开高温季节。

消防风险：铜管安装时需动火

焊接，动火焊接所需氧气瓶、乙炔

瓶均是易爆物品，所以施工现场必

须隔离好易燃易爆物品，施工监管

人员现场必须配备 4 瓶灭火器，乙炔

瓶和氧气瓶至少要相隔 5 米，应时常

检查连接软管是否老化、有裂纹。

技术风险：由于技术更新、工

序变更等造成的技术风险。例如由

于到货及天气影响，施工工序会有

所调整。

操作风险：拆除室内外机时需

复核确认实际位置，避免误操作，

拆错机器由于登高、搬运、施工等

方面安排不当导致的操作风险。楼

顶高温安装室外机，提醒施工人员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防止高温带来

的人员晕眩，导致操作风险。

施工环境风险：例如在施工现

场由于铺设桥架，切割槽钢产生金

属粉尘，如果不做好现场围挡和及

时吸尘，会使得金属粉尘进入漏水

检测绳，造成漏水检测绳误报及失

灵，另外金属粉尘被吹进机房，可

能会造成 IT 设备主板或者电源模块

短路。

人员组织风险：由于项目施工

周期长，为防止关键技术人员流动

造成项目停摆，需做好人员 AB 岗

备份，并将隐蔽工程的管线图纸化，

做好技术的传帮带和相关培训。

二、风险评估策略

数据中心根据 PMBOK 项目风

险管理理论，结合商业银行信息系

统升级变更的特点，建立了适用于

该项目的风险控制模型（如图 1 所

示）。

模型包括风险准备、风险识别

与分析、风险应对和风险监控等过

程。其中风险准备包括建立建立风

险管理组织，鼓励尽可能多的干系

人参与，利用头脑风暴技术最大可

能的发现识别各种风险，规划风险

管理活动等。风险管理活动分为安

浅谈数据中心精密空调更换
扩容项目风险管理

文 / 中国农业银行数据中心  俞伟  郑匡庆  陈磊  沙鹏  蔡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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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过程风险控制和调试运行风险控

制。每个风险管理活动都包括风险

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风险

监控等过程。风险识别和风险监控

形成风险登记册。风险登记册（如

图 2 所示）又可作为组织过程资产，

指导后续的风险准备和风险识别工

作，从而形成整个风险控制模型的

闭环管理。

1. 安装过程风险控制

根据风险控制模型，安装阶段的

风险评估以项目为评估对象，在执行

过程中按照“人”“机”“料”“法”“环”

等涉及到的风险分类进行风险识别

见图 3。风险分解结构列出了空调更

换扩容项目中可能发生风险的类别

及其子类。这种发法的好处是在实

际的风险控制中，它能够提醒项目

干系人意识到风险可能有多个来源。

2. 调试过程风险控制

调试过程的风险控制的基本方

法是：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研究

项目合同，确定现场监管颗粒度，

以“望”、“闻”、“问”、“切”

四个步骤开展工作，通过不断重复

周期管理流程，使信息公开，管理

透明，最终实现管理程序规范化，

完成闭环管理。调试过程中风险控

制的内容如表 1 所示。例如在空调

调试过程中，发现压缩机运行 5 分

钟就停止运转或接触器断开，则有

可能是制冷剂泄露，低压开关无法

闭合，此时应该检查吸气压力和低

压开关所在线路，校核低压传感器

读数与实际压力是否在 ±0.3bar 范

围内（高低压传感器值可在维护菜

单 / 诊断设置中读取，显示为绝对

压力）。

图 2  风险登记册概览

图 1   风险控制模型

图 3  安装过程风险分解结构 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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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应对手段

风险应对是在对风险进行分析、

评估确认后所需做的事情，即在风

险已经明朗清楚的情况下采取的手

段。

1. 合同交底制度

合同签订以后，合同管理人员

必须对各级项目管理人员和各工作

小组负责人进行合同交底，组织大

家学习合同，对合同的主要内容作

出解释和说明，使大家熟悉合同中

的主要内容、各种规定、管理程序，

了解承包人的合同责任和工程范围。

2. 施工交底落实到位

带领施工人员全面彻底地进行

安全交底和技术交底工作，确认现

场定位和测量工作，并形成深化设

计方案，确保各项需求落实到位，

这样不仅减少了材料和人工浪费，

而且提升了施工效率和质量。

3. 责任分解制度

合同管理人员应负责将合同的

责任分解落实到各级项目管理人员

和各工作小组负责人，使他们对各

自的工作范围、责任等有详细的了

表 1   调试过程风险控制内容

方法 主要任务 “四步法”活动内容

望
查阅合同和国家标准，收集素材 以“5W2H”方法确定项目调试风险点。

闻
广泛征求单位专家意见

利用原厂商检查结果，针对已发现的问题
举一反三。

问 搭建微信交流平台 通过交流发现空调调试运行的薄弱环节

切 验收优化 进行标准化改善，建立制度，降低风险。

解。通过将合同责任分解并落实到

个人，使各工程小组都能尽心尽职，

共同完成合同实施。

4. 每日工作报送制度

建立每日工作报送制度，要求

各工程小组必须将本小组的工作情

况及未来一周的工作计划报送到合

同管理工程师处，使其及时掌握工

程信息，从而能够及时对已经发生

或将要发生的种种问题作出决定。

5. 成立专门变更管理小组

针对精密空调更换扩容项目制

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其中包括业务、

技术和公共关系应急预案。在项目

变更例会、项目沟通微信群等渠道

对变更进行评估和审批。

6. 阶段性验收

考虑到数据中心空调机房数量

众多，为了防止工程最终结束才发

现问题，积重难返，所以施工每完

成一个机房，就需联合各项目干系

人就安装过程和调试过程分别验收，

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绝不拖

沓。

7. 加强安全教育与培训

针对高空作业、动火作业、吊

装作业等，组织项目实施人员做好

安全培训和特殊行业相关作业资质

审查；针对员工操作新空调系统，

组织原厂商维保人员做好答疑和相

关技术培训。

8. 加强后续风险监控

风险监控跟踪已识别的风险，

监测残余风险和识别新的风险，保

证风险管理计划的执行，并加强对

风险的后续跟踪与处理如图 4，并评

价这些计划对减轻风险的有效性。

图 4   加强后续风险监控的技术手段

 四、 结语

银行数据中心精密空调更换和

扩容项目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建

立有效的机制，实现风险的识别、

监测和控制，推动业务创新，提高

基础设施使用水平，促进商业银行

信息系统安全、持续、稳健运行。

银行数据中心根据 PMBOK 项目风

险管理理论，结合自身实践，通过

对风险管理活动和风险应对实践经

验的总结，形成商业银行项目风险

登记册，可以更针对性的进行精细

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同时，风险登

记册的积累也可以作为组织过程资

产为后续项目提供借鉴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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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

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

中明确提出：技术经济比较合理且

条件具备时，可采用冷却塔作为冷

源设备使用。而数据中心作为高散

热量、高能耗的场所，全年具有稳

定 的 热 源， 要 求 全 年 供 冷， 供 冷

能耗在数据中心总能耗的比重占到

40% 以上，制冷系统已成为数据中

心最大的能耗来源之一，被认为是

当前数据中心提高能源效率的最大

潜力所在。为解决这个问题，冷却

塔供冷技术得到了业内越来越多的

关注。

二、冷却塔供冷原理及系统形式

冷却塔供冷原理

冷却塔供冷是指在常规空调水

系统上增加部分管路和设备，当室

外空气湿球温度低到某个值以下时，

关闭制冷主机，以流经冷却塔的循

环冷却水直接或间接向末端空调系

统供冷，以达到节省制冷主机能耗

的目的，因此，也叫冷却塔免费制冷，

其原理图见下图 1 所示。

率上来说，高于间接供冷，但是对

于开式冷却塔来说，直接供冷水污

染问题很难得到解决，冷却水和室

外空气直接接触，水质很差，直接

进入末端冷却盘管后，会引起末端

冷却盘管的堵塞、腐蚀等问题；对

于闭式冷却塔来说，虽然可以避免

水质的问题，但是闭式冷却塔的冷

却效果却不如开式冷却塔。工程上

大都采用间接供冷（开式冷却塔 +

板式换热器）的形式，冷却水和冷

冻水在板式换热器内进行换热，将

冷冻水冷却至要求的水温，冷却水

不进入末端冷却盘管。

根据板式换热器与冷水机组的

关系，间接供冷有并联和串联两种

形式。对并联的方式来说，只能使

用完全自然冷却模式，当室外湿球

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启用冷却塔供

冷，停止制冷机组，由板式换热器

提供全部冷量，而不能使用部分自

然冷却；对串联的方式来说，冷冻

水回水先经过板式换热器，后经过

制冷机组，所以可使用部分自然冷

冷却塔供冷在数据中心的应用分析

文 / 招商银行总行数据中心   吴浩

摘要：本文介绍了一种大型数据中心冷却塔供冷改造方案，并在综合考虑金融行业对

数据中心高可用性及节能性的双层需求情况下，来制定控制参数及控制逻辑。文中对实际

运行情况和经济性进行了分析，表明冷却塔供冷在满足数据中心需求的前提下，节能效果

也非常明显。

关键词：冷却塔供冷自然冷却双盘管

冷却水泵

板式
换热器

冷水机组

冷冻水泵

末端
设备

图 1 冷却塔供冷系统原理图

冷却塔供冷形式

冷却塔供冷根据冷却水是否进

入末端冷却盘管，有直接供冷和间

接供冷两种形式，冷却塔直接供冷

是通过旁通管道将冷冻水管路和冷

却水管路连在一起，当室外湿球温

度满足条件时，冷却水直接进入末

端冷却盘管，直接供冷由于不需要

经过和冷冻水再次换热，从供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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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和完全自然冷却两种模式，过渡

季节用冷却塔出水先预冷冷冻水回

水，冷冻水回水再进入制冷主机冷

却，即部分自然冷却模式，可减少

部分制冷主机能耗，延长自然冷却

使用时间；当室外湿球温度足够低

时，使用完全自然冷却模式。

三、上海数据中心原有制冷架构

招商银行上海数据中心制冷系

统采用 2N 冗余设计，A/B 两路制

冷系统为完全独立、互不影响的两

套系统，A/B 路各配置一台螺杆机

（制冷量1300KW）和一台离心机（制

冷量 2600KW），并且预留二期增

加设备的空间和管道接口；末端精

密空调采用双盘管机组，A/B 两路

冷冻水同时送入末端精密空调的两

个盘管，给 IT 机房制冷，如图 2 所

示（图中只是表明各设备之间的连

接关系，以及连接过程中的主要部

件，不是实际的系统图）。

为满足金融行业对数据中心高

可用的要求，A/B 两路制冷系统为

在线式冗余关系，两路制冷系统同

时运行，任何一路出现故障，另一

路均能独自承担所有的冷负荷。

由于两路制冷系统均没有设计

板式换热器，不能采用板式换热器 +

开式冷却塔的冷却塔供冷技术，无

法利用自然冷却实现冷却塔免费制

冷。

四、改造方案分析

末端精密空调配置双盘管，两

个盘管上下叠加布置，见图 3，其

中 A 路盘管在上方，B 路盘管在下

B 路  A 路

A 路盘管

B 路盘管

精密空调

A 路盘管

B 路盘管

精密空调

制
冷
机
组

制
冷
机
组

制
冷
机
组

制
冷
机
组

图 2    原有制冷系统架构示意图

B 路  A 路

A 路盘管

B 路盘管

精密空调

A 路盘管

B 路盘管

精密空调

制
冷
机
组

制
冷
机
组

制
冷
机
组

制
冷
机
组

制
冷
机
组

图 4   改造后的制冷系统架构示意图

A 路盘管

B 路盘管

回风

自然冷源供冷

制冷主机供冷

送风

图 3   精密空调双盘管布置示意图

方，空调上回风、下送风，气流先

经过 A 路盘管，后经过 B 路盘管，

在上海地区，实现完全自然冷却的

时间并不长，但是部分自然冷却的

时间却很长，当部分自然冷却时，A

路盘管先预冷气流，然后由 B 路盘

管继续冷却气流至需要的送风温度，

理论上说，只要 A 路盘管的冷冻水

温低于空调回风温度都能实现预冷

的作用，这样就可以尽可能的提升

自然冷却供水温度，延长利用自然

冷却的时间，最大限度的利用冷却

塔免费制冷，所以此次改造只在 A

路冷冻水系统增加板式换热器，实

现开式冷却塔 + 板式换热器的冷却

塔免费供冷。

利用预留的管道接口和设备安

装位置，在 A 路增加一台板式换热

器，和制冷主机组成并联系统，见

图 4，值得说明的是：如果只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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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供冷的改造，增加板式换热

器就够了，我们出于其他原因考虑，

此次改造时，把二期需要安装的冷

冻水泵、冷却水泵和冷却塔也一并

施工完成，但这并不是说进行冷却

塔供冷改造需要单独配置冷冻水泵、

冷却水泵和冷却塔。

根 据 规 划， 二 期 时 每 路 制 冷

系统再增加一台离心机，则每路制

冷系统配置为一台螺杆机（制冷量

1300KW）和二台离心机（单台制

冷量 2600KW），二期满载时，每

路制冷系统开启 2 台离心机，螺杆

机只作为备用，则每路系统提供的

制 冷 量 为 5200KW。 为 与 规 划 匹

配，选取的板式换热器换热量也为

5200KW。

五、运行模式及控制逻辑

A/B 两路制冷系统以在线式的

模式运行，根据不同的室外湿球温

度分三种模式运行，模式 1：A 路制

冷主机 +B 路制冷主机运行；模式 2：

A 路部分自然冷却 +B 路制冷主机运

行；模式 3：A 路完全自然冷却 +B

路制冷主机运行。

考虑数据中心对安全性的高要

求，我们只使用了完全自然冷却这

种模式，控制条件设定如下：

冷却塔总管出水温度：设定为

≥ 9.5℃，该值设定的原则是制冷主

机能接受的最低冷却水水温，确保

需要紧急开启制冷主机时，不至于

因冷却水温过低制冷主机无法开启，

控制逻辑为：当冷却塔总管出水温

度低于9.5℃时，按照冷却水泵变频-

冷却塔风扇变频 - 冷却塔风扇停止 -

冷却水旁通开启的顺序进行控制。

冷 冻 水 供 水 温 度： 设 定 值 为

11℃，因为制冷主机模式下，冷冻

水供水温度在 11℃左右，水温低于

11℃时，冷冻水泵开启变频。

自然冷却启动条件：室外湿球

温度低于设定值（在使用初期设为

5℃，运行一段时候后，逐步提升至

7℃）并持续 30min，BA 界面弹出

窗口，操作人员点击“确认”后进

入自然冷却模式。

自然冷却退出条件：a，室外湿

球温度高于设定值 +0.5℃，自动转

入制冷主机运行模式；b，冷冻水温

高于设定值 +1℃，自动转入制冷主

机运行模式。

六、运行分析

该改造工程于 2016 年 12 月下

旬投入使用，运行过程中不同室外

湿球温度下的冷却塔总管出水温度

T2 及冷冻水供水温度 T3 情况见下

表 1，可知：

（1）室外湿球温度≥ 4℃时，

实际运行的冷却塔总管出水温度 T2

低于单台冷却塔额定条件下的出水

温度 T1，因为实际运行中，冷却水

表 1     不同室外湿球温度下的冷却水总管出水温度及冷冻水供水温度

室外湿球温度
（℃）

冷却塔出水温度
T1（℃）[1]

冷却塔总管出水温度
T2（℃）[2]

冷冻水供水温度
T3（℃）[3]

0 6.5 9.5 10.3

1 7.2 9.5 10.3

2 8 9.5 10.3

3 8.6 9.5 10.3

4 9.6 9.6 10.3

5 10.5 10.1 10.8

6 11.5 10.5 11.1

7 12.3 11.0 11.6

[1] 指单台冷却塔在额定流量和额定风机功率条件下的出水温度，该值根据冷却塔性能曲线查询得出；

[2] 指实际运行中的冷却塔总管出水温度值；

[3] 指实际运行中，经过板式换热器换热以后的冷冻水供水总管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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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低于冷却塔的额定流量，所以

可获得更低的冷却塔出水温度；

（2）室外湿球温度＜ 4℃时，

实际运行的冷却塔总管出水温度 T2

高于单台冷却塔额定条件下的出水

温度 T1，因为根据控制逻辑，通过

冷却水泵变频 - 冷却塔风扇变频 -

冷却塔风扇停止 - 冷却水旁通开

启保持冷却水总管出水温度不低于

9.5℃；

（3）冷冻水供水温度 T3 与冷

却塔总管出水温度 T2 之间温差仅

为 0.7℃左右，低于正常的 1.5℃的

范围，因为板式换热器实际换热量

（1300KW 左右）远小于额定换热

量（5200KW），所以换热温差非

常小。

七、经济性分析

下表分析了 3 个年度的电费节

省情况，其中 16 年 12 月 -17 年 2

月时间段，是实际节省的电费，其

他年度节省的电费是预估值。16 年

12 月 -17 年 2 月时间段，由于初次

使用，启动条件设置得比较保守，

12 月下旬开始启用，设定室外湿球

温度 5℃，一直到 1 月下旬提升到

6℃，然后到 2 月下旬才提升到 7℃，

所以运行时间比较短，加之这个时

间段负载太低，自然冷却只发挥了

25% 的供冷能力，节能量有限，所

以节省的电费比较少。但是接下来

的 2 个年度，我们计划将启动条件

设为室外湿球温度 7℃，理论可运行

时间为 2345 小时，排除不连续的时

间及其他因素，实际运行时间按理

论时间的 75% 计算，为 1759 小时；

按照负载情况，17 年 12 月开始，自

然冷却可发挥 50% 的供冷能力，则

接下来的 2 个运行年度，每年度可

节省电费约 52.2 万元，该改造工程

费用为 120 万元（不含提前上的二

期设备，如冷却水泵、冷冻水泵、

冷却塔），可知，即使在只使用完

全自然冷却模式，且自然冷却供冷

能力发挥不到 50% 的条件下，3 年

可收回成本。从表中也可知，当二

期满载时，自然冷却能全部发挥其

供冷能力，即使在完全自然冷却模

式下，1 年也可收回成本，如果将启

动条件再提高，使用部分自然冷却

和完全自然冷却模式，则节省电费

将非常可观。

八、结语

冷却塔供冷技术是一种比较成

熟的自然冷却技术，但在数据中心

领域却是近几年才开始使用，而改

造项目就更少了，本文介绍了一种

大型数据中心冷却塔供冷改造方案，

并对运行情况和经济性进行了分析，

由于金融行业对数据中心高可用性

的要求，实际运行中，在满足可用

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实现节能，

在两者之间取平衡，即便如此，其

节能量也是很可观的。本案例可为

大型数据中心管理人员提供冷却塔

供冷方案及运行上的参考。

表 2 自然冷却经济性分析表

时间段
节能量

（KW）

运行条件 运行时间 节省电费

备注

室外湿球温度（℃） （h） （元）

16 年 12 月 -17 年 2 月 170[1] ＜ 5/6/7 754	 115362	 制冷主机模式下，运行螺杆机

17 年 12 月 -18 年 2 月 330[2] ＜ 7 1759	 522349	 制冷主机模式下，运行 1 台离心机

18 年 12 月 -19 年 2 月 330[2] ＜ 7 1759	 522349	 制冷主机模式下，运行 1 台离心机

二期满载时 660[3] ＜ 7 1876	 1114344	 制冷主机模式下，运行 2 台离心机

[1]	此阶段节省的是 1 台螺杆机的电耗，螺杆机冬季平均功耗为 170KW；

[2]	此阶段节省的是 1 台离心机的电耗，离心机冬季平均功耗为 330KW；

[3]	此阶段节省的是 2 台离心机的电耗，2 台离心机冬季平均功耗为 66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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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金关工程核心节点机房

项目概况1

海关总署金关工程核心节点机

房，用于承载全国海关核心系统的

运行，是保障国家级重要信息系统

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

总建筑面积约 15929 ㎡，本项

目建筑高度 37m，地上 6 层，地下一

层；规划总机柜数：497 台。项目按

照整体设计，分两期实施，按楼层划

分模块；整体按照 GB50174	A 级标

准建设。供电采用以模块为单位的分

布式系统，总配电容量 3000KW。

夏季采用直燃机作为冷源，冬

季采用风冷冷水机组作为冷源；总

计算冷负荷 3256KW。

根据不同使用需求规划出高、

中、 低 密 度 区； 高 密 度 区 单 机 柜

7KW，中密度区单机柜 5KW，低密

度区单机柜 2KW；高密度区采用封

闭热通道，中低密度区采用封闭冷

通道。综合布线系统按照 T3 标准建

设；根据使用单位的运维流程建立

了科学的 DCIM 系统。

在总体建设目标上，坚持整体

设计分期实施、安全可靠、先进实用

及可灵活扩展、可持续发展等原则。

◎ 整体设计

所有系统的设计根据业务发展

需要与设备使用要求进行整体规划，

统筹考虑，保证整体可用性。

◎ 安全可靠

具有完整的安全策略和切实可

靠的安全手段保障数据中心运行系

统基础环境的安全。

◎ 先进实用

系统建设立足于高起点，采用

国际先进、成熟、实用的技术，构

建合理并适当超前的技术体系架构，

用以确保长时间的技术领先。

◎ 可管理性

各系统通过集成，实现资源和

信息共享，增强对机房的运营管理

能力，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能耗，

实现现代化科学的机房管理。系统

软、硬件配置采用模块化、开放式

结构，以适应系统灵活组织、扩展

和系统集成整体提升的需要。

◎ 灵活性及可扩展性

各系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在系统设计上具有灵活性。考虑部

分设备分期、分阶段实施，统一规

划考虑扩充设备，确保日后可以方

便增容。

◎	可持续发展

各系统设计及产品选型都具有

超前性和扩充性，系统实施方案具

有可扩展性。

项目实施2

本项目按照我公司做好用户“大

管家”的理念组织项目实施，组建

2016 年度

优秀项目实施

青岛恒华机房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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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恒华机房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供稿

了项目深化设计团队、工程管理团

队及其他保障团队。

整个团队以项目经理为核心，

细致的与建设单位、设计单位进行

对接，了解项目的建设目标，然后

根据目标对工程建设的全过程管理，

对电气设备、暖通设备的进场、就

位，机电安装、给排水、土建装修、

弱电施工等进行全面管控，最终保

证了项目的进度、质量及安全文明

施工。

以下是本项目在工程实施中的

特点：

2.1  八大节点

整体项目的过程管理，分为 8

个关键环节；

◎	第一是开工准备，在这一阶

段，让项目团队熟悉项目情况，了

解建设单位的建设目标及需求，熟

悉图纸、对现场进行测量复合；

◎	第二是会审交底，由设计单

位对施工图的讲解及答疑并进行图

纸深化；

◎	第三是施组设计，对人员、

设备材料、进度、质量、安全等的

组织措施；

◎	第四是过程管理；对各个节

点进行严格把控；

◎	第五是调试测试；调试测试

过程也是数据中心工程非常重要的

环节；

◎	第六是工程验收；整理工程

资料，组织验收专家进行验收；

◎	第七是项目交接；对项目运

维人员进行培训并交接；

◎	第八是结算审计。

2.2  样板领路

坚持样板领路是我公司在数据

中心施工中保证施工质量的基本要

求，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在施

工前制定了详细的样板领路计划。

2.3  成品保护

成品保护本来就是工程实施的

重要环节，对于本项目二期实施过

程中对成品保护更为重要，既要保

证施工进度，还必须保证在运行设

备的安全；针对本项目特别制定了

成品保护专项方案，最终保证了设

备在线运行的同时保证了工程进度

要求。 2.4  BIM 的成功应用

本项目采用 BIM 软件辅助深化

设计并指导施工，提高了施工效率、

减少了施工浪费、促进了管理控制；

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施工进度

控制、成本控制、质量控制发挥了

重要作用。

2.5  测试验收

数据中心测试的目的是要保证

安全可靠、节能效果等性能；数据

中心的各种性能是靠供电系统、暖

通系统、消防系统及弱电系统等来

保障的；但是，这几个系统经过测

试并不能保证数据中心的各项性能，

样板领路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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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的成功应用

因为，各系统之间还要互相保障，

例如，暖通系统需要供电系统供电，

而供电系统设备需要暖通制冷，另

外各系统还要有对外的联系；所以，

在本项目测试方案中除重视各子系

统、设备的测试外，还对各系统之

间的相互联系，从实现的功能要求

为起点，逐步向系统、子系统、设

备向下展开；测试工作的开展则从

设备到子系统、系统、功能实现由

下向上。

技术特点3

3.1  节能方案

3.1.1		直燃式溴化锂冷水机组

夏季正常运行时与大楼同时采

用直燃式溴化锂冷水机组，风冷冷

水机组作为备份，直燃机采用一次

能源天然气作为热能供给，整个机

组不使用压缩机，从而降低了制冷

系统的耗能。

3.1.2		高效的风冷冷水机组

风冷冷水机组室外冷源部分采

计节能率达 40% 以上。

3.1.4		中温冷冻水

供回水温度由传统的 7/12℃提

高到 12/18℃，这样可以提高冷机的

COP 值，同时使干冷器自然冷却临

界温度提高，从而在更高室外环境

温度下实现自然冷却 , 延长 Free—

Cooling 的时间。

每提高 1℃的出水温度，冷水机

组的制冷量将提高 3%~4%，而功耗

约增加 1% 左右。

3.1.5		通道封闭技术

高密区采用热通道封闭，中低

密度区采用冷通道封闭技术，从而

用高效变频螺杆式风冷冷水机组，

压缩机运行功率可根据室外环境温

度和室内冷负荷情况进行变频调节，

提高了冷机的 COP 值。

3.1.3		Free—Cooling

风冷冷冻水机组室外增加干冷

器等相关附件，实现冬季自然冷却

功能，通过风冷冷水机组配置的干

冷器，使冷冻水回水和室外低温空

气进行热交换，在过渡季节和冬季，

对冷冻回水进行预冷，甚至全冷，

减小压缩机功耗。

根据北京的气象数据分析，该

系统较传统的风冷冷水机组系统设

风机

冷凝器

压缩机

蒸发器

三通阀

回水 出水

节流装置

自然冷却盘管

风冷冷水机组运行在 Free-Cooling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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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了冷热风的混合，优化了气流组织，从而提高用冷效率。

封闭热通道后，机柜级空调的回风温度可由 23℃提升到 37℃甚至更高，

而每提升 1℃回风温度，空调制冷量约提高 3%~5%，在提升 14℃的回风温

度下，空调制冷量将提升 100% 以上。

冷通道封闭后，从送风地板送入冷通道的冷空气通过机柜进行热交换，然

后再通过回风吸入设备间的行间空调，使冷量更好的得到利用。

3.2  不间断制冷

水泵采用 UPS 不间断电源供电，并在制冷系统中增加蓄冷罐，为突发

的停电等特殊情况，预留足够的处

理时间，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安全等

级。

3.3  制冷系统的智能控制

根据两个冷源在不同工况下的

运行逻辑及两个冷源的切换条件，

设置了高度智能的控制系统；实现

无故障时智能运行，发生故障时自

动切除故障并根据故障等级发送通

知。

3.4  氢气浓度检测

电池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会有少

量氢气析出，在电池室设置氢气浓

度检测装置并与事故风机联动，当

氢气浓度高于一定值后，浓度检测

仪连锁开启事故排风风机，对电池

室进行事故排风，从而消除电池室

火灾隐患。

项目实施成果4

在施工前期进行了细致的设计

交底与交流，深入了解用户的使用

需求和设计意图；在开工前进行了

严谨、科学的深化设计和充分的施

工准备，保证了施工质量和进度；

施工过程中科学规范的施工管理，

保证了项目实施的安全和文明；在

项目完工后，一次性通过第三方严

格的测试和验收；项目投入运行，

一直稳定可靠。

通道封闭技术

风冷冷水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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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

优秀项目实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新大楼
数据中心机房及安保视频监控中心建设工程简介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供稿

本项目机房所在杭州钱江新城

万银中心一号楼的五、六、七层，

层高 5.5 米，梁底标高约 4.5 米，楼

面荷载 8kN/ ㎡，其中 UPS 室（五、

六层核心筒侧，A-C，4-6 位置）

楼 面 荷 载 10kN/ ㎡， 总 使 用 面 积

约 3289 平米。另地下一层设电池室

181 平米，楼面荷载 10kN/ ㎡。大

楼位于杭州市钱江新城江锦路与梁

祝路交叉处南口，属新建楼宇，楼

高地上四十一层，地下四层。大楼

采取全钢框架混泥土核心筒结构，

与机房配套的电池室、柴油发电机

房设地下一层。具体建设系统包括

如下：

1. 基础建设子系统

(1)	 机房建筑装饰装修系统和工

程。

(2)	 安保监控中心区域建筑装饰

装修系统和工程。

2. 电气子系统

(1)	 不间断电源和动力供配电系

统和工程。

(2)	 UPS 和电池系统及安装工

程。

(3)	 防雷、接地系统和工程。

(4)	 照明系统和工程。

3. 空气调节子系统

(1)	 机房专用空调设备及安装工

程。

(2)	 机房给排水系统和工程。

(3)	 新风、通风、排风、空调系

统和工程。

4. 综合布线子系统

(1)	 机房铜缆和光纤综合布线系

统和工程。

(2)	 运维网络及语音通信综合布

线系统。

(3)	 KVM 管理系统和工程。

(4)	 机柜系统和工程。

5. 安全和监控子系统

(1)	 设备及环境监控系统和工程。

(2)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和工程。

(3)	 出入口控制系统和工程。

(4)	 入侵报警系统和工程。

(5)	 综合显示控制系统和工程。

(6)	 视频会议系统。

为将本项目建设成为“高可靠

性、高可用性、标准化、行业先进、

高效管理、灵活扩展、节能和安全”

的数据中心，本项目采用多项技术

先进的产品，具体内容如下：

1. 使用 ABB 原厂柜

(1)	 ABB 是电力和自动技术化

领域的全球领导厂商。

(2)	 ABB 是 由 两 个 100 多 年

的国际性企业，瑞典的阿西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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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A）和瑞士的布朗勃发瑞公司

（BBC）于 1988 年合并而成。

(3)	 ABB 集团业务服务于全球

100 多个国家。

2. 采用 2N 的 UPS 配电系统

(1)	 五、六层计算机设备供电为

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采用

“双路市电＋柴油发电机组＋ UPS

双总线冗余＋独立的双回路”的高

可靠性的供电方式。（平时，系统

一与系统二分别带自己的负载。当

其中一个系统供电母线上的任何设

备或电缆发生故障或需要维护时，

其负载可经转换时间 1/4 周波的静

态转换开关切换至另一个系统供电。

由此，做到了点对点的冗余，极大

增加了整个系统的可靠安全性。）

对于重中之重的设备，由六层 UPS

间 内 B 组 的 1 台 500KVA 的 UPS

电源供电，其由市电及第二自备应

急电源移动柴油发电机组供电。

(2)	 需配置 LBS 负载总线同步

跟踪控制器，在两套系统的相互切

换过程中，保证两套系统可以同频

率、同相位跟踪。（无论市电和电

池，两套 UPS 均能保证同相位跟踪。

在它的控制管理下，如果因故出现

UPS 供电系统二向下面负载供电故

障，具有自动跟踪控制功能的负载

总线同步跟踪控制器和静态转换开

关会让系统一暂时承担起全部负载

的供电任务。在此期间，用户就可

对系统二进行脱机检修。）

(3)	 两组 UPS 系统分别设在新

大楼五层和六层 UPS 配电室 A 和 B，

UPS 系统采用 2N 的方式，每组系

统由三台 500KVA	UPS 组成，两组

UPS 系统同时工作，为 IT 负载提供

容量为 1500KVA 的不间断电源。

(4)	 同时，在五层、六层 UPS

配电室各设置一台 200KVA	UPS 系

统，为 7 层机房 IT 负载、ECC 设备、

应急照明、环控设备提供不间断电

源。

(5)	 大 楼 引 来 4 路 1 5 0 0 k W

（3200A）市电电源，其中，两路引

至 5 层 UPS 配电室 A，两路引至 6

层 UPS 配电室 B，A\B 线路均引自

不同路由。每层的两路电源经 ATS

互投后，为一组 3*500KVA 的 UPS

供电。

(6)	 两层的两组 UPS 通过 A/B

两组配电列头柜为五层、六层的 IT

设备提供双路不间断电源。

3. 采用软化水雾化降温冷却系统

(1)	 本项目室外机摆放比较密

集，容易造成空调冷凝压力过大的

的问题，空调压缩机的排气压力偏

高会使压缩功率加大，输气系数降

低，从而使制冷效率下降，浪费能源，

不节能。为此，项目应用“软化水

雾化降温冷却系统”，通过雾化器

将水雾化喷洒到空调冷凝器进风口，

有效地降低了冷凝器进风口的环境

温度，提高了冷凝器的换热效率，

达到了降低压缩机排气压力的目的，

从而降低压缩机的实际消耗功率，

增加了制冷量。

(2)	 相变冷却节能雾化器将每一

滴水雾化成原水滴体积的	1/500	左

右，使其与空气接触面积增大，蒸

发速度加快 300	倍以上，从而降低

环境温度。水雾在空气中直接产生

液态到气态的物理相变，	水从液态

到气态吸收的热量则为水升温	1	摄

氏度吸热的	539	倍，可以达到吸收

大幅度热量的作用，使得局部环境

降温	5	~10 摄氏度左右。有效提升

制冷效率，达到节能效果。

本项目设计中的充分考虑整个

机房系统运行的稳定、可靠、节能性，

项目设计通过抓住主要因素的大指

标，配电系统采用 ABB 原厂柜，保

证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设备的稳定

性，采用 2N 的 UPS 配电系统保证

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的可靠性，空

调系统室外机器采用软化水雾化降

温冷却系统，有效地降低了冷凝器

进风口的环境温度，提高了冷凝器

的换热效率，达到了降低压缩机排

气压力的目的，从而降低压缩机的

实际消耗功率，增加了制冷量，达

到节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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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

优秀项目实施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信息系统基础支撑环境升级改造项目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稿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信息系

统基础支撑环境升级改造项目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经济信息中心位

于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大楼内。本次

改造项目将信息系统基础支撑环境

机房规划设计在大楼的二层，将 C

楼二层现有的办公区域划入机房，

九层商标局机房迁移到二层，同时

商标自动化的同城备份系统也放置

在总局二层机房，整层设计为新机

房。总配电系统及 UPS 设备、蓄电

池等设计在大楼地下一层，研发、

讨论室及测试室设计在大楼三层。

本工程为现址改造、在线割接实施

项目。本次机房工程的总体建设标

准符合《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

范》（GB50174-2008） 中 A 级 机

房标准。

1动力配电现状及改造
说明

九层和二层两个机房都是单电

缆供电，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电源

发生故障，服务器可依靠 UPS 系统

继续运行三十分钟，但制冷设备由

市电支持，停电后停止运行，将致

使机房温度急剧上升，导致服务器

过热而部件损坏，设备宕机，应用

系统停止运行，严重威胁到各重要

业务系统的平稳运行。

本次改造计划将机房功能布局

重新规划，按交换机网络设备、服

务器及存储阵列设备、小型机设备

划分内外网按区域重新布置。机柜

配置工业连接器和 PDU 均按照所在

机柜负载进行冗余配置。

在新地下一层新规划机房配电

室新配置一台机房 ATS 不同源双

随着总局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IT 设备的投入使用呈几何式增长，业务应用系统的不断增

加，基于物理环境所限，现机房中机柜及柜内设备密度过高，整体功能区域划分不合理，机柜

内布线混乱，对日常管理和运维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不便，由于空调与配电柜取源采取单线路供电，

用电负荷的不断增加使现机房用电方面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本次改造充分解决机房供电系统

安全、可靠及冗余的问题，简化配电系统的结构，缩短布线系统距离，节约建设资金，便于高

效及安全管理。项目在规划设计阶段就从环境特点、物理建筑、基础设施、系统建设和维护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虑。整体机房的集成：机房空调、UPS、服务器等 IT设备、管理软件应用，

具备节能环保和合理性，符合“绿色、节能”机房的要求。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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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进线互投配电柜，单路开关按照

1000A/450KW 进行配置，满足今

后 5 年配电扩容需求，保证其中一

路电源因检修或故障导致电力中断

时，另一路可以手动切换保证机房

电力的即时恢复运行。

2 不间断电源现状及
改造说明

总 局 信 息 机 房 配 电 为 两 台

80KVA 的 UPS。运行十年来，由

于机房内设备数量不断增加，整体

机房的用电负载已达到 70%，严重

超负荷运行（正常的 UPS	负载应为

40% 以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本次改造采用艾默生 APM150

模块化 UPS，电源功率模块支持在

线更换，由 4 台 UPS 主机进行 2N

并机双总线冗余模式运行，正常状

态下，由每组并机系统各自承担负

载 50% 的电流，当其中一组出现

故障或维修时，另一组容量可以完

全保证机房负载运行，同时保证单

台 UPS 负载在 40% 以下，为每台

UPS 配置 2 组蓄电池，理论后备时

间增加一倍，满载情况下系统后备

时间不低于单机半小时。

在机房 1 区、机房 2 区分别设

置对应该区域内的市电及 UPS 电源

配电柜，同时为每功能分区规划一台

UPS 双路配电列头柜，满足设备应

用要求，便于快捷管理，保证用电安

全，合理规划布局，节约建设资金。

3 精密空调配电现状
及改造说明

随着系统的建设和不断扩容，

设备的密度不断增加，机房的总体

散热量大大增加，原负荷设计要远

低于现在设备的散热量，空调系统

功率已不能满足现有设备散热的要

求，使得设备运行存在极大的安全

隐患。同时，由于机房内机柜摆放

不合理，没有规划冷热通道，不仅

不利于设备散热而且造成大量热量

的损失，导致运行维护及电力成本

的巨大浪费。

时大大降低设备运行中对电力成本

的消耗。

4弱电综合布线系统
改造部分

现中心机房共有机柜近 50 台，

随着系统的建设和不断扩容，设备

的密度不断增加，机柜及柜内设备

布置紧凑，同时由于没有设置精密

空调冷热通道，非常不利机柜内设

备扇热，个别设备由于没有柜内空

间直接排放在了防静电地板，个别

机柜电源存在长期超负荷运行情况，

线缆布放连接不符合规范规定，存

在极大安全隐患。

规划后的机房采用统一标准的

艾默生服务器机柜 100 台，按内外

网需求安装铜缆、语音及光纤配线

架，配线架的安装可以使得传输信

号的灵活转接、灵活分配、结构清晰、

便于集中管理和维护；为水平布线

的连接提供了更灵活、方便的服务，

适应各种不同的需求，实现语音 /

数据点互换，可适应各种不同拓扑

结构的局域网。减少对交换机端口

线缆的插拔，有力于设备的稳定，

本 次 机 房 改 造 在 机 房 1 区、

2 区拟采用 100KW 的艾默生 SDC	

P3100DA 节能下送风精密空调，机

房内服务器设备、存储设备多，设

备散热密度很高，针对几个高热密

度区域，对空调送风区域进行冷通

道封闭处理。这样可以有效地使冷

风全部用于设备散热，大幅减少或

避免风量和冷量的损耗，而最终大

幅提高制冷的效率，美观统一的同



39 / 中国优秀数据中心

优秀案例│ GOOD CASE

结合理线架的使用，同时使得机柜

内布线更加合理、美观。

5布局改造实施

随着系统的建设和不断扩容，

设备的密度不断增加，机房的总体

散热量大大增加，原负荷设计要远

低于现在设备的散热量，空调系统

功率已不能满足现有设备散热的要

求，使得设备运行存在极大的安全

隐患。同时，由于机房内机柜摆放

不合理，没有规划冷热通道，个别

设备由于没有柜内空间直接排放在

了防静电地板，个别机柜电源存在

长期超负荷运行情况，线缆布放连

接不符合规范规定，存在极大安全

隐患，不利于设备散热而且造成大

量热量的损失，导致运行维护及电

力成本的巨大浪费。	

机房 1 区采用 6 套全封闭冷通

道微模块，机房 2 区高密设备区采

用 1 套全封闭冷通道微模块，对空

调送风区域进行冷通道封闭处理。

大大优化了送风机制冷效率，增强

了设备运行的可靠性。

6 强电切割替换实施

(1)	 地下 1 层现有三个房间（2

个电池室，1 个 UPS 配电间）功能

改变，且规划中电池间内还存在现

有正在运行的 UPS、及输入输出配

电柜，机房 UPS 输入配电柜、输出

配电柜退出整套电气系统，进行装

修改造。

(2) 电气割接取代现有市电配电

系统，机房使用双路供电；电气割

接取代现临时用 UPS 配电，机房内

网络设备、服务器、小型机、储存

采用 UPS 双母线供电，在机房区域

的配电列头柜采用单柜双总线智能

配电模式，为末端机柜提供独立双

总线供电系统。

7项目实施重难点——
在线实施及搬迁

保证项目的可靠、可用性，采

用较为先进的工艺方法。

为了满足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机房装修能够顺利、高效完成的

需求，将本项目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将 C 楼 2 层两个机房区中所有

IT 设备搬迁至临时机房，空出老机

房以备装修。二是在老机房装修完

毕后，将部分原有设备按新规划，

有序整齐的搬迁至新机房中。其中

包括设备的搬迁、设备上架、设备

连线、保险费用等。承载二期、三

期和后续追加设备的运行，机房建

设包括空调系统、UPS	电源系统、

综合布线、机柜承重处理、机房装修、

裸光纤连接、宽带接入等。

备搬迁应重点考虑设备搬运、

系统集成，确保设备安全运输。搬

迁过程中要实现最短时间的业务和

应用停机，使设备搬迁对业务系统

正常运行影响最小化。系统集成包

括设备布局、设备监测、综合布线、

网络配置、系统联调等。

本次数据中心搬迁工作不仅仅

是搬迁服务本身，涵盖涉及的服务

内容包含如下多个方面：

(1) 网络设备搬迁（交换机、路

由器等）；

(2) 安 全 设 备 搬 迁（ 防 火 墙、

IDS、网闸、网络审计、漏洞扫描等）；

(3) 存储设备搬迁；

(4) 服务器设备搬迁和应用系统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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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线路移机或割接（光纤线路、

SDH 线路等），并协调通信运营商

实施；

(7) 新网络设备端口开通；

(8) 搬迁总体技术方案制定、细

化完善（含图纸），以及会商评审；

(9) 应急预案的制定，应急措施

和服务的保障。

针对本项目的特征，项目组在

设备制定设备搬迁总体实施方案前，

对老机房进行了现场调研，调研工

作主要有：

逐一核查每台设备的配置信息，

对不确定或者不一致信息内容做标

记，再与用户相关技术人员沟通了

解，将不确定和不一致的信息确定

并确保准确后制成新表。

本次项目中需要搬迁的设备数

量大，类型复杂，项目组对业主方

原机房中的所有设备进行逐一登记，

并制成表格，包含设备名称、支撑

业务、注意事项等内容；根据服务

器线缆连接情况，登记现有服务器

的设备连接情况表；在机房调研过

程中，统计各服务器线缆连接情况，

并根据线缆连接情况，登记现有服务

器的设备连接情况，梳理各设备之间

的关联关系。

8工期及时性

本项目施工难度极大，在线实

施过程中需要对设备运行进行保护，

合理安排改造顺序尽量减少在线搬

迁的次数和数量，保证项目在线改

造实施的安全性。IT 系统搬迁把现

有中心机房的所有设备都将搬迁到

同楼的机房，在整个系统搬迁过程

中保证用户的各种业务不受影响，

及搬迁后数据保持完整、顺利平滑

的搬迁至新中心机房是本次搬迁工

作的核心内容。依拖业主方、IT 设

备供应服务方、实施方的认真规划

和详细沟通使得整个系统成功搬迁。

9全过程质量控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经济信息中

心机房改造项目于 2016 年 6 月圆满

交付。各子系统通过第三方测试，

达到国家 A 级机房的设计目标。本

工程质量在完成合同规定的施工内

容，竣工交付业主至使用时质量达

到下述目标：

(1) 合同规定范围内的全部工程

符合设计（或变更设计）图纸要求

的所有使用功能和艺术效果。

(2) 分项工程质量验评一次合格

率达 100%。

(3) 工程交付使用后整体工程保

修 3 年，各专业工程保修执行国家

相关标准，公司工程部定期组织回

访。

通过本次实施充分解决了机房

供电系统安全、可靠及冗余的问题，

简化配电系统的结构，缩短布线系

统距离，节约运维成本，便于更高

效及安全的运维管理。确保数据中

心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

为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相关业务提供

有力的信息支撑和保障。

真视通秉承“追求永远”的企

业精神和“诚信为先、情谊为重、

创新为本、责任至上”的企业价值

观，面向能源、政府、金融、交通、

教育等领域的数以百计的大中型客

户提供领先的数据中心一体化解决

方案。真视通建立了以北京为总部，

辐射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络，实行区

域管理，分别在广州、上海、武汉、

山东、青岛、成都、内蒙、昆明、西安、

广西、石家庄、沈阳、长春、兰州、

天津、新疆、湖南、福州、西宁设

有分公司和办事处。通过专业级个

性化的咨询设计、严格的管控实施，

精细化的运维管理服务，为客户提

供高品质专业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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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的公告

1. 总则

1.0.1	为规范数据中心的设计，确保电子信息系统

安全、稳定、可靠地运行，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节能环保，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数据中心

的设计。

1.0.3	数据中心的设计应遵循近期建设规模与远期

发展规划协调一致的原则。

1.0.4	数据中心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为集中放置的电子信息设备提供运行环境的建筑场

所，可以是一栋或几栋建筑物，也可以是一栋建筑物的

一部分，包括主机房、辅助区、支持区和行政管理区等。

2.0.2	灾备数据中心	business	recovery	data	center

用于灾难发生时，接替生产系统运行，进行数据处

理和支持关键业务功能继续运作的场所，包括限制区、

普通区和专用区。

2.0.3	主机房	computer	room

主要用于数据处理设备安装和运行的建筑空间，包

括服务器机房、网络机房、存储机房等功能区域。

2.0.4	辅助区	auxiliary	area

用于电子信息设备和软件的安装、调试、维护、运

行监控和管理的场所，包括进线间、测试机房、总控中心、

消防和安防控制室、拆包区、备件库、打印室、维修室

等区域。

2.0.5	支持区	support	area

为主机房、辅助区提供动力支持和安全保障的区域，

包括变配电室、柴油发电机房、电池室、空调机房、动

力站房、不间断电源系统用房、消防设施用房等。

2.0.6	行政管理区	administrative	area

用于日常行政管理及客户对托管设备进行管理的场

所，包括办公室、门厅、值班室、盥洗室、更衣间和用

户工作室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数据中心设计规范》的公告，编号：GB 50174-2017，主编部门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批准部门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施行日期 :2018 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联合发布

                                                              201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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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限制区	restricted	area

根据安全需要，限制不同类别人员进入的场所，包

括主机房、辅助区和支持区等。

2.0.8	普通区	regular	area

用于灾难恢复和日常训练、办公的场所。

2.0.9	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数据中心内，为电子信息设备提供运行保障的设施。

2.0.10	 电 子 信 息 设 备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quipment	

对电子信息进行采集、加工、运算、存储、传输、

检索等处理的设备，包括服务器、交换机、存储设备等。	

2.0.11	冗余	redundancy	

重复配置系统的一些或全部部件 , 当系统发生故障

时 , 冗余配置的部件介入并承担故障部件的工作 ,	由此

延长系统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2.0.12	N——基本需求	N——base	requirement	

系统满足基本需求，没有冗余。	

2.0.13	N+X 冗余	N+X	redundancy	

系统满足基本需求外，增加了 X 个组件、X 个单元、

X 个模块或 X 个路径。任何 X 个组件、单元、模块或路

径的故障或维护不会导致系统运行中断。（X=1 ～ N）	

2.0.14	容错	fault	tolerant	

具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系统，在同一时刻，至少有

一套系统在正常工作。按容错系统配置的基础设施，在

经受住一次严重的突发设备故障或人为操作失误后，仍

能满足电子信息设备正常运行的基本需求。	

2.0.15	电磁干扰（EMI）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电磁骚扰引起的装置、设备或系统性能的下降。	

2.0.16	电磁屏蔽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用导电材料减少交变电磁场向指定区域的穿透。	

2.0.17	电磁屏蔽室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enclosure	

专门用于衰减、隔离来自内部或外部电场、磁场能

量的建筑空间体。	

2.0.18	截止波导通风窗	cut-off	waveguide	vent	

截止波导与通风口结合为一体的装置，该装置既允

许空气流通，又能够衰减一定频率范围内的电磁波。	

2.0.19	可拆卸式电磁屏蔽室	modular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enclosure	

按照设计要求，由预先加工成型的屏蔽壳体模块板、

结构件、屏蔽部件等，经过施工现场装配，组建成具有

可拆卸结构的电磁屏蔽室。	

2.0.20	焊接式电磁屏蔽室	welded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enclosure

主体结构采用现场焊接方式建造的具有固定结构的

电磁屏蔽室。	

2.0.21	配电列头柜 (RPP)	remote	power	panel	

为成行排列或按功能区划分的机柜提供配电管理的

设备。	

2.0.22	 网 络 配 线 柜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area	

cabinet	

为成行排列或按功能区划分的机柜提供网络服务的

水平配线区设备。	

2.0.23	 智 能 布 线 管 理 系 统	intelligent	cabling	

management	system	

一套完整的软硬件整合系统，通过对电子配线设备

端口连接属性的实时监测，实现对布线系统和网络设备

连接的智能化管理，跟踪、记录和报告。	

2.0.24	静态	static	state	

主机房的空调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室内温度和

露点温度达到电子信息设备的运行要求，但电子信息设

备未运行。	

2.0.25	动态	dynamic	state	

主机房的空调系统和电子信息设备处于正常运行状

态，室内有相关人员在场的情况。	

2.0.26	停机条件	stop	condition	

主机房和辅助区的空调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室

内温度和相对湿度满足电子信息设备的停机要求，电子

信息设备处于停机状态。	

2.0.27	静电泄放	electrostatic	leakage	

带电体上的静电电荷通过带电体内部或其表面等途

径，部分或全部消失的现象。	

2.0.28	体积电阻	volume	resistance	

在材料相对的两个表面上放置的两个电极间所加直

流电压与流过两个电极间的稳态电流 ( 不包括沿材料表

面的电流 ) 之商。	

2.0.29	保护性接地	protective	earthing	

以保护人身和设备安全为目的的接地。	

2.0.30	功能性接地	functional	ear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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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保证设备（系统）正常运行，正确地实现设备（系

统）功能的接地。	

2.0.31	接地线	earthing	conductor	

从接地端子或接地汇集排至接地极的连接导体。	

2.0.32	等电位联结带	bonding	bar

将等电位联结网格、设备的金属外壳、金属管道、

金属线槽、建筑物金属结构等连接其上形成等电位联结

的金属带。	

2.0.33	等电位联结导体	bonding	conductor	

将分开的诸导电性物体连接到接地汇集排、等电位

联结带或等电位联结网格的导体。	

2.0.34	 电 能 利 用 效 率（PUE）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表征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的参数，其数值为数据

中心内所有用电设备消耗的总电能与所有电子信息设备

消耗的总电能之比。	

2.0.35	水利用效率（WUE）	water	usage	effectiveness	

表征数据中心水利用效率的参数，其数值为数据中

心内所有用水设备消耗的总水量与所有电子信息设备消

耗的总电能之比。	

2.0.36	自动转换开关电器 (ATSE)	automatic	transfer	

switching	equipment	

由一个或几个转换开关电器和其他必需的电器组

成，用于监测电源电路，并将一个或几个负载电路从一

个电源自动转换至另一个电源的电器。	

2.0.37	计算流体动力学 (CF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通过计算机模拟求解流体力学方程，对流体流动与

传热等物理现象进行分析，得到温度场、压力场、速度

场等计算方法。	

2.0.38	双重电源	duplicate	supply	

一个负荷的电源是由两个电路提供的，这两个电路

就安全供电而言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	

2.0.39	总控中心（ECC）	enterprise	command	center	

为数据中心各系统提供集中监控、指挥调度、技术

支持和应急演练的平台，也可称为监控中心。	

2.0.40	 不间断电源系统（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	

由变流器、开关和储能装置组合构成的系统，在输

入电源正常和故障时，输出交流或直流电源，在一定时

间内，维持对负载供电的连续性。	

2.0.41	总体拥有成本（TCO）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内，建设费用和运行费用的总和。	

2.0.42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是一种运算资源服务模式，能够让用户通

过网络方便地按照需要使用资源池提供的可配置运算资

源，该资源可以快速部署与发布。	

2.0.43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系统（DCIM）	Data	

Center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系统通过持续收集数据中心

的资产、资源信息，以及各种设备的运行状态，分析、

整合和提炼有用数据，帮助数据中心运行维护人员管理

数据中心，并优化数据中心的性能。

3. 分级与性能要求

3.1 分级

3.1.1	数据中心应划分为 A、B、C 三级。设计时应

根据数据中心的使用性质、数据丢失或网络中断在经济

或社会上造成的损失或影响程度确定所属级别。	

3.1.2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数据中心应为 A 级：	

(1)	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将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2)	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将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

重混乱。	

3.1.3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数据中心应为 B 级。	

(1)	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将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2)	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将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	

3.1.4	不属于 A 级或 B 级的数据中心应为 C 级。	

3.1.5	在同城或异地建立的灾备数据中心，设计时

宜与主用数据中心等级相同。	

3.1.6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各组成部分宜按照相同等

级的技术要求进行设计，也可按照不同等级的技术要求

进行设计。当各组成部分按照不同等级进行设计时，数

据中心的等级按照其中最低等级部分确定。	

3.2 性能要求

3.2.1	A级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宜按容错系统配置，

在电子信息系统运行期间，基础设施应在一次意外事故

后或单系统设备维护或检修时仍能保证电子信息系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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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行。	

3.2.2	A 级数据中心同时满足下列要求时，电子信

息设备的供电可采用不间断电源系统和市电电源系统相

结合的供电方式。	

(1)	设备或线路维护时，应保证电子信息设备正常

运行；	

(2)	市电直接供电的电源质量应满足电子信息设备

正常运行的要求；	

(3)	市电接入处的功率因数应符合当地供电部门的

要求；	

(4)	柴油发电机系统应能够承受容性负载的影响；	

(5)	向公用电网注入的谐波电流分量（方均根值）

不应超过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

T14549 规定的谐波电流允许值。

3.2.3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处不同区域的数据中心

同时建设，互为备份，且数据实时传输、业务满足连续

性要求时，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可按容错系统配置，也

可按冗余系统配置。	

3.2.4	B 级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应按冗余要求配置，

在电子信息系统运行期间，基础设施在冗余能力范围内，

不应因设备故障而导致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	

3.2.5	C 级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应按基本需求配置，

在基础设施正常运行情况下，应保证电子信息系统运行

不中断。

4. 选址及设备布置

4.1 选址

4.1.1	数据中心选址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电力供给应充足可靠，通信应快速畅通，交通

应便捷；	

(2)	采用水蒸发冷却方式制冷的数据中心，水源应

充足。	

(3)	自然环境应清洁，环境温度应有利于节约能源；	

(4)	应远离产生粉尘、油烟、有害气体以及生产或

贮存具有腐蚀性、易燃、易爆物品的场所；	

(5)	应远离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隐患区域；	

(6)	应远离强振源和强噪声源；	

(7)	应避开强电磁场干扰；	

(8)	A 级数据中心不宜建在公共停车库的正上方；	

(9)	大中型数据中心不宜建在住宅小区和商业区内。	

4.1.2	设置在建筑物内局部区域的数据中心，在确

定主机房的位置时，应对安全、设备运输、管线敷设、

雷电感应、结构荷载、水患及空调系统室外设备的安装

位置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经济比较。	

4.2 组成

4.2.1	数据中心的组成应根据系统运行特点及设备

具体要求确定，宜由主机房、辅助区、支持区、行政管

理区等功能区组成。	

4.2.2	主机房的使用面积应根据电子信息设备的数

量、外形尺寸和布置方式确定，并应预留今后业务发展

需要的使用面积。主机房的使用面积可按下式确定：	

															A=SN		 	 	 	(4.2.2)

式中	A——主机房的使用面积（㎡）；	

S——单台机柜（架）、大型电子信息设备和列头

柜等设备占用面积，可取 2.0 ～ 4.0（㎡ / 台）；	

N——主机房内所有机柜（架）、大型电子信息设

备和列头柜等设备的总台数。

4.2.3	辅助区和支持区的面积之和可为主机房面积

的 1.5 倍～ 2.5 倍。	

4.2.4	用户工作室的使用面积可按 4 ㎡ / 人～ 5 ㎡ /

人计算；硬件及软件人员办公室等有人长期工作的房间，

使用面积可按 5 ㎡ / 人～ 7 ㎡ / 人计算。	

4.2.5	在灾难发生时，仍需保证电子信息业务连续

性的单位，应建立灾备数据中心。灾备数据中心的组成

应根据安全需求、使用功能和人员类别划分为限制区、

普通区和专用区。	

4.3 设备布置

4.3.1	数据中心内的各类设备应根据工艺设计进行

布置，应满足系统运行、运行管理、人员操作和安全、

设备和物料运输、设备散热、安装和维护的要求。	

4.3.2 容错系统中相互备用的设备应布置在不同的

物理隔间内，相互备用的管线宜沿不同路径敷设。	

4.3.3	当机柜（架）内的设备为前进风 / 后出风冷却

方式 , 且机柜自身结构未采用封闭冷风通道或封闭热风

通道方式时，机柜（架）的布置宜采用面对面、背对背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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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主机房内通道与设备间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用于搬运设备的通道净宽不应小于 1.5m；	

(2)	面对面布置的机柜（架）正面之间的距离不宜

小于 1.2m；	

(3)	背对背布置的机柜（架）背面之间的距离不宜

小于 0.8m；	

(4)	当需要在机柜（架）侧面和后面维修测试时，

机柜（架）与机柜（架）、机柜（架）与墙之间的距离

不宜小于 1.0m；	

(5)	成行排列的机柜（架），其长度超过 6m 时，两

端应设有通道；当两个通道之间的距离超过 15m 时，

在两个通道之间还应增加通道。通道的宽度不宜小于

1m，局部可为 0.8m。	

5. 环境要求

5.1 温度、露点温度及空气粒子浓度

5.1.1	主机房和辅助区内的温度、露点温度和相对

湿度应满足电子信息设备的使用要求；当电子信息设备

尚未确定时，应按照附录 A 的要求执行。	

5.1.2	主机房的空气含尘浓度，在静态或动态条件

下测试，每立方米空气中粒径大于或等于 0.5μm 的悬

浮粒子数应少于 17,600,000 粒。	

5.1.3 数据中心装修后的室内空气质量除应符合本

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

标准》GB/T18883 的有关规定。	

5.2 噪声、电磁干扰、振动及静电

5.2.1 总控中心内，在长期固定工作位置测量的噪

声值应小于 60dB（A）。	

5.2.2 主机房和辅助区内的无线电骚扰环境场强在

80MHz ～ 1000MHz 和 1400MHz ～ 2000MHz 频段范

围内不应大于 130	dB（μv/m）；工频磁场场强不应大

于 30A/m。	

5.2.3	在电子信息设备停机条件下，主机房地板表

面垂直及水平向的振动加速度不应大于 500mm/s2。	

5.2.4	主机房和辅助区内绝缘体的静电电压绝对值

不应大于 1kV。

6. 建筑与结构

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和结构设计应根据数据中心的等级，按

本规范附录 A 的要求执行。	

6.1.2	建筑平面和空间布局应具有灵活性，并应满

足数据中心的工艺要求。	

6.1.3	主机房净高应根据机柜高度、管线安装及通

风要求确定。新建数据中心时，主机房净高不宜小于

3.0m。	

6.1.4	变形缝不宜穿过主机房。	

6.1.5	主机房和辅助区不应布置在用水区域的直接

下方，不应与振动和电磁干扰源为邻。	

6.1.6	设有技术夹层和技术夹道的数据中心，建筑

设计应满足各种设备和管线的安装和维护要求。当管线

需穿越楼层时，宜设置技术竖井。	

6.1.7	新建 A 级数据中心的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乙

类，B 级和 C 级数据中心的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丙类。	

6.1.8	改建的数据中心应根据荷载要求，按照《建

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 的规定进行抗震鉴定。经抗

震鉴定后需要进行抗震加固的建筑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加固结构规范》GB50367、《建筑抗震加固技

术规程》JGJ	116 和《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 的规定进行加固。当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的建筑改

建为 A 级数据中心时，在使用荷载满足要求的条件下，

建筑可不做加固处理。	

6.1.9	新建 A 级数据中心首层建筑完成面应高出当

地洪水百年重现期水位线 1.0m 以上，并应高出室外地

坪最少 0.6m。	

6.2 人流、物流及出入口

6.2.1数据中心宜单独设置人员出入口和货物出入口。	

6.2.2	有人操作区域和无人操作区域宜分开布置。	

6.2.3	数据中心内通道的宽度及门的尺寸应满足设

备和材料的运输要求，建筑入口至主机房的通道净宽不

应小于 1.5m。	

6.2.4	数据中心可设置门厅、休息室、值班室和更

衣间。更衣间使用面积可按最大班人数的 1m2/人～ 3m2/

人计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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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艾默生网络能源 (Vertiv)
数据中心巡展完美收官

9月 22 日，随着最后一站海口站活

动的圆满落幕，艾默生网络能源(Vertiv)

倾力打造的年度系列市场活动“V 来已

来，唯变不变——2017 艾默生网络能源

(Vertiv) 数据中心巡展”完美收官。

行程万里，不忘初衷

本次巡展是近年来艾默生网络

能源 (Vertiv) 规模最大的一次数据中

心巡展，5 月 9 日在深圳首站起航，历

时 4 个多月，36 站活动横跨全国各大

重点区域，全部行程达数万公里，以更

加灵活和便捷的方式贴近市场、聆听需

求，让客户零距离体验艾默生网络能源

(Vertiv) 的前沿技术及全系列数据中心

产品和解决方案。

艾默生网络能源 (Vertiv) 大中华区

市场营销部高级总监田军 表示，艾默

生网络能源(Vertiv)一直坚守品质、性能、

诚信、服务的底线，以引领行业趋势的

姿态持续迭代创新，通过更多基于专注

的创新，将自身能力发挥到匹配客户价

值变化上，来帮助客户实现其发展目标。

本次巡展很好地展示了艾默生网

络能源 (Vertiv) 的新技术、新理念，以

及在产品、技术平台上的强大优势，深

层次地展现了公司的创新智慧。同时，

巡展也将艾默生网络能源更名为Vertiv

的信息在广大客户、合作伙伴、业界同

仁中间进行了广泛传播。

通过活动所营造的行业影响力，

让客户及合作伙伴亲身体验到了 Vertiv

的品牌实力，进一步巩固和激发了其对

于 Vertiv 未来发展的信心，相信 Vertiv

通过在中国市场的持续投入与创新，能

够继续为行业、客户和社会创造更加丰

富的价值。

经典呈现，创新分享

整个巡展期间，艾默生网络能源

(Vertiv) 携最新的科技创新成果深入各

线重点城市，并为客户带去数据中心成

功实践的经验分享，在业内营造了超强

的影响力度，在技术传播、产品展示及

市场反响上都取得了极大效果，得到了

各地行业用户以及合作伙伴、重要客户、

代理商、系统集成商、设计院、总包商

等众多嘉宾的热情参与，在数据中心领

域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创新热潮。

在这一聚焦产品及技术创新的全

国巡展活动中，艾默生网络能源(Vertiv)

在全面展示旗下优势产品方案的同时，

在各站活动中由公司高层及产品技术专

家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呈现了行业

内前沿的技术创新与最佳实践。

此外，在深圳、广州、上海、西安、

贵阳等重点站活动中，大量具有行业代

表性的重量级客户，也到场分享了与艾

默生网络能源 (Vertiv) 全面合作的经典

案例。

V 来已来，唯变不变 

作为巡展的重头戏，艾默生网络

能源 (Vertiv) 展车内部搭载了公司基于

最新市场变化及客户需求推出的创新产

品方案，涉及供配电、热管理、监控及

一体化解决方案等多个产品维度，深刻

体现了艾默生网络能源 (Vertiv) 完整产

品线的强大实力和领先技术优势。

同时，展车采用静态产品与动态演

示相互结合的方式，不但增强了用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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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达连续七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世界指数
四项评分居全球电子设备产业之首

台达于 2017 年道琼斯可持续指

数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 评比中，从全球 37 家标竿电子设

备、仪器及零组件企业中脱颖而出，连

续七年入道琼斯可持续指数“世界指

数”(DJSI World)，与国际领导企业并列

前茅；并连续五年入选“新兴市场指数 

(DJSI-Emerging Markets)”，在“产品管理”、

“企业公民与公益”、“劳工指标”与“重

大性议题”等项目获得全球电子设备产

业最高分。

台达积极落实“环保 节能 爱地球”

的经营使命，以电力电子核心技术，持

续开发更具环保效益的产品及服务。过

去七年来，高效节能产品与解决方案，

已协助客户节省 208 亿度电，约当减少

1,107 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台达长期关注暖化与环境议题，通

过台达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与绿色建

筑，2015 年，汇整 20 多栋绿色建筑的

实际经验，远赴巴黎气候峰会 COP21

现场参与气候论坛，并在法国大皇宫推

出绿筑迹展，将过去十年推广绿色建筑

的节能实绩，呈现给全球关心环境议题

的意见领袖。延续同样的理念与展览模

式，台达将绿色建筑的减碳潜力推向全

世界，2016 年陆续在北京与台北举办“绿

筑迹”展，并出版专书与微电影。这些长

期持续在环境教育推广的努力，在在备

受国际评比机构肯定与青睐。 

道琼斯可持续指数成立于1999年，

为全球第一个评估领导企业的社会责

任指数，也是全球最具公信力的企业可

持续评比之一，由 RobecoSAM 与 S&P 

Dow Jones 两家公司共同发行。道琼斯

可持续指数每年邀请全球 2,500 大企

业，依经济、环境、社会三大面向进行

深度评析，是全球投资人投资永续经营

企业的重要参考指标。  

今年 10 月1日至 10 月 30 日，台达

将于高雄驳二艺术特区，举办“绿筑迹 

台达绿色建筑展”，集结 25 栋绿色建

筑的经验，呈现节能减碳的潜力，欢迎

各界人士莅临参观。

验，而且让参观者的感受更加直观真实，

各个领域的行业用户在参观之际，也纷

纷针对产品特点结合数据中心设计、建

设、管理的热点问题，与艾默生网络能

源 (Vertiv) 产品技术专家进行了深度交

流，从而对这些创新产品的价值内涵有

了更为具体的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巡展借势艾

默生网络能源更名 Vertiv 的契机，深

刻诠释了新品牌不忘初心的信念及公司

在新时期的使命，而且通过在全国范围

内的强势传播，进一步扩大了新品牌的

影响力，使得广大客户对 Vertiv 品牌的

运营及发展优势有了更全面的认知。

随着艾默生网络能源正式更名为

Vertiv，公司也成为全球最大的独立提

供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产品和解决方案

的供应商。在新的背景下，Vertiv 未来

发展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拥有更独立的

决策体系，效率更高，响应更快，能够更

聚焦于市场，更高效地为客户提供产品

方案和服务，而不变的则是全面承袭艾

默生网络能源的品牌资产，以及为客户

和合作伙伴创造更大价值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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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27 日, 比利时布鲁塞

尔——全球领先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

解决方案提供商康普公司宣布，在其位

于比利时 Kessel Lo 的工厂内成立了全

新的先进制造技术中心。在该技术中心

内，康普将与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制造商

安川电机（Yaskawa）共同协作，在生产

制造过程中引入机器人技术，以进一步

提高自动化水平。

新的先进制造技术中心使康普能

够通过与高校、知识合作伙伴和供应商

之间的跨功能协作及合作伙伴关系，在

实验室环境中研发自动化制造技术。该

中心的目标是采用全新的工艺设备和

机械化工具设计以应用于康普遍布全

球的生产基地。

 “当我们展望未来，我们会发现

制造业的性质持续在演变。我们的客户

期望个性化、快速交付的优质产品，” 

康普全球供应高级副总裁 Chris Story

表示， “数字化工厂正使制造业再次

成为令人兴奋的行业。我们希望未来能

看到员工服务于那些以前并不存在的行

业。康普认为，柔性自动化技术的日益

拓展是我们为客户提供创新的关键。”

新先进制造技术中心设有支持机

器人技术的视觉实验室，用以开发自动

化质量检测和基于增强现实（AR）技

术的支持工具。该机电一体化实验室负

责设计可促进工艺敏感和高精度操作

的工具。此外，该实验室还将重点开发

激光加工设备。

作为合作伙伴，安川电机将在康普

新技术中心展示被视为先进自动化制

造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包括：

● Motoman HC10 人机协作机器

人（cobot）- 旨在将工人从重复性、不

符合人体工学或者涉及搬运重物的任

务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专注于更具

有价值的劳动

● 工 业 4.0–PLC 控 制 机 器 人

系统：采用配置 Moto Logix 软件的

Rockwell Allen Bradley 控制器

●结合新型 GP7 处理机器人的

3D 深度学习视觉软件（软件由亚马逊

机器人分拣比赛获胜者 Delft Robotics

提供）

安川电机（比荷卢）董事总经理

Eddie Mennen 表示：“制造业对全球

经济的贡献超过六万亿欧元，行业对于

具备高技术、 精通科技且富有创新精

神的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安川电机

联手康普，共同协作以将需要在瞬息万

变的市场中作出快速响应的制造技术现

代化，例如电子及高新技术行业。”

康普将该先进制造技术中心视为

开发和测试科技及机器人技术的关键

途径，其将有助于提升康普全球制造网

络的自动化程度，助力运营团队提升质

量、效率和速度。

高精度机器人能够达到人力无法

实现的一致性和精确度，特别是在光纤

连接和电路技术等方面。随着越来越

多的客户期待即时交付，机器人技术能

在保证高品质的同时，加快生产速度。

该先进制造技术中心位于康普比

利时 Kessel Lo 工厂内，将已有区域改

造为内外部合作伙伴可协同合作的现

代化技术中心。新中心将可安排参观，

向客户展示康普如何持续创新生产运营，

同时这也将是获取人才的一个重要途

径。

康普在比利时成立全新先进技术中心
康普联手安川电机投资制造业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