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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台达 ：持续提供可靠、高效的电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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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访│ EXCLUSIVE INTERVIEW

Exclusive Interview

作为数据中心电源保障的核心部

分，UPS 设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

着大数据时代到来，数据量将会达到

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存储计算数据物

理载体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行业对

电源保障愈加重视，对 UPS 的性能要

求将会越来越高。

近日，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数据

中心分会编辑前往台达北京分公司，

就台达关键基础架构解决方案产品处

的产品理念及发展规划等内容，与台

达 - 中达电通关键基础架构解决方案

产品处总监李南、大功率 UPS 高级产

品经理叶新平进行了采访与交流。

更高可靠性，更强可用性
自二十世纪 60 年代首台 UPS 面

世以来，在一次次的技术更迭和行业

需求推动下，UPS 已经发生了许多变

化，从同步调相机，到工频机、高频

塔式机，到如今的高频模块化 UPS。

面对日新月异的行业变化，UPS 的功

能也已经由初期的单纯不间断供电设

备，发展到目前的多功能连续不间断

应用场景。

台达有超过 20 年 UPS 设计和制

造的经验，自主研发的 Modulon	DPH

系列 UPS 和 Ultron	DPS 系列 UPS 久

经市场考验，是当之无愧的数据中心

明星产品。

其中 Modulon	DPH 系列模块化

UPS，在国内外屡获奖项，包括俄罗

斯国际贸易部能源局“节能奖”(Save	

Energy!) 评 选 的“ 年 度 技 术 ” 奖、

IT168 网年度产品奖等，其卓越的性

能表现得到业内充分认可。

UPS 是为稳定、可靠地保障供电

而诞生的，脱离这一点，一切都是空谈。

据叶新平介绍，Modulon	DPH 系列模

块化 UPS 采用虚拟阻抗技术、FPGA

（可编程的数字逻辑芯片）技术、控制

系统 1+1 冗余设计、辅助电源 1+1 冗

余设计，大大提高了系统可用性 ；为

台达：持续提供可靠、高效的电源保障台达：持续提供可靠、高效的电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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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达：持续提供可靠、高效的电源保障台达：持续提供可靠、高效的电源保障

阿里巴巴数据中心基础架构高级专家刘水旺（左）与台达数据中心电源研发负责人詹
智强（右），于 2019 数据中心年度峰会现场宣布“数据中心巴拿马电源”正式推出

提高重要模块热插拔的可靠性，台达

对每个型号 UPS 模块均进行 500 次

分离插拔实验，确保热插拔性能。据

官方说法，Modulon	DPH 系列模块化

UPS 实现了业界单一机柜内最高功率

密度。叶新平介绍，通过在 EMI 滤波

器、PFC 移相交错技术、铁蕊、散热

布局等方面进行技术优化，该产品得

以达到行业内领先的空间使用率——

一 个 19 吋 机 柜 内 可 以 达 到 满 功 率

500kVA。。

随着技术更迭，UPS 的维护门槛

大幅降低。而近年来，智能运维已经

成为业内的热点高频词。据悉，台达

也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例如通过

大数据分析和研究，实时侦测和评估

关键部件故障和寿命，这些关键部件

包括交流电容、直流电容、IGBT、风扇，

确保提前预警用户关键器件使用状况，

不会等到故障发生那一刻来临再告警 ；

融合 AI 功能，可以自学习新蓄电池

的放电曲线进行存储，定期采集数据

进行曲线比对进行单体电池健康诊断，

提前警示 ；整合监控系统，侦测环境

温湿度、烟感与门禁，让 UPS 电源室

管理更智能更全面。而这些技术是来

源于台达作为一个强大的研发制造厂

商长期的经验累积和持续的投入。

行业标准化，产品模块化
目前数据中心尝试采用市电加

UPS 的供电模式，当然其他诸如分布

式电源、直流供电等趋势预测言论也

时有见诸媒体。就 UPS 发展方向问题，

叶新平认为 ：基本上是朝着模块化、

智能化、高功率密度方向发展，结合

AI 智能技术的应用对 UPS 可靠性发

展创造了提升空间，行业也面临突破

最佳模块化颗粒度的挑战。未来面对

用户场景提供定制化服务也是一个趋

DPS-H 300-1500kVA- 新款

势。而分布式电源面临的网络安全和

运维复杂的问题，使它在大型数据中

心不具备可拓展性。李南强调，在集

中与分布交替的趋势下，模块化应用

的优势更加明显，单个模块功率的提

升将对整个供电方案的提升做出不可

磨灭的贡献。

台达拥有在 UPS 领域的多年积淀

和技术上的领先优势，未来研发方向

也将顺应产业发展以及用户需求升级

的需要。李南表示，在物联网、边缘

计算、云计算、智能制造的大趋势下，

基础设施将随着前端变化不断变化。

任何行业的强势发展都离不开标准化，

台达将循着标准化、模块化的路线，

继续扩大在电源元器件级技术开发的

传统优势。

台达数据中心巴拿马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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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sive Interview

李南提到，11 月 20 日台达携手

阿里巴巴发布的“数据中心巴拿马电

源”，其实就是数据中心行业标准化发

展的一个体现。2017 年，根据阿里巴

巴 IDC 基础架构研发部提出的“变压

器与模块化整流器相融合”需求，台

达凭借先进的电力电子信息技术，率

先着手开发。它是专为解决互联网企

业和通信运营商数据中心直流供电需

求的新一代直流电源产品。

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的

“世界桥梁”巴拿马运河开凿完成，极

大地缩短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航

程。以该运河命名的巴拿马电源，彻

底颠覆传统 IDC 从市电引到终端设备

之间众多供电设备的架构，只需一台

数据中心巴拿马电源，从中压 10kV	

AC 直转 240V	DC（或 336V	DC），替

代所有中间环节，让供电传输一步到

位，更加高效而可靠。目前巴拿马电

源已应用于阿里巴巴两大数据中心。

提升服务力，注重软竞争
台达在数据中心领域专注电力管

理和高能效解决方案 40 余年，推出

了适应不同规模和应用的模块化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方案，获得全球广大客

户及专业组织采用，为国内不同产业

的关键设备提供保障。据叶新平介绍，

台达已累计销售超过 4000 台大容量

的高频机，为金融、IDC、制造、通信、

轨道交通、政府等行业客户的数据中

心提供了保障。台达除了在过硬的技

术和稳定的品质之外，优质的服务也

是台达深得客户信赖的因素之一。

台达 - 中达电通在全国有 70 余

个分支机构（含维修中心），依靠训练

有素的技术服务团队和系统的在线产

品培训课程，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全

方位的售前、售中服务和最可靠的售

后保障。台达的服务网络采取“就近

原则”力争在短时间内响应客户，满

足客户的运营需求。

李南认为 ：未来市场上，软竞争

占比将增加，服务会越来越重要。应

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需要配备不

同的团队，从项目的设计到交付也需

要一整套公司内部体系来保证实施完

成。这一点对于台达取得客户信任尤

其重要。叶新平表示客户个性化的需

求也考验着台达的定制化产品交付能

力，比如面对阿里巴巴的需求，台达

有能力将需求整合，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脱颖而出，实现产品的交付就是

最好的证明。

未来，台达 - 中达电通将继续秉

持“环保	节能	爱地球”的经营使命，

为更多用户定制服务，为绿色地球节能

服务，为推动数据中心技术发展服务，

持续提供可靠、高效的电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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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技术成为企业发展驱动力

浪潮是中国领先的云计算、大数

据服务商，拥有浪潮信息、浪潮软件、

浪潮国际三家上市公司，业务涵盖云

数据中心、云服务大数据、智慧城市、

智慧企业四大产业群组，为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 IT 产品和服务，

全方位满足政府与企业信息化需求。

2018 年，浪潮明确提出以数据为核

心，基于全球领先的云数据中心平台

和云服务平台，打造平台生态型企业，

携手合作伙伴构建数据社会化大生态，

加快向云服务、大数据、智慧城市“新

三大运营商”转型，致力于成为“云

＋数＋ AI”新型互联网企业。

领先实力 引领中国信息产业发展

浪潮服务器销量全球前三、中国

第一，浪潮集团管理软件连续 16 年市

场占有率第一，浪潮政务云服务连续 5

年市场占有率第一。浪潮是全国八家

国家安全可靠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重

点企业之一，自主研发的中国第一款

关键应用主机浪潮 K1 使中国成为继

美日之后第三个掌握高端服务器核心

技术的国家，荣获 2014 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

历史悠久 技术创新

浪潮是中国最早的 IT 品牌之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浪潮的前身——山

东电子设备厂在开始生产计算机外围

设备和低频大功率电子管。1970 年，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 东方红 1 号 " 就

采用了浪潮生产的晶体管作为电子元

件。由此，浪潮开始了 40 余年以技术

创新为本的 IT 征程。浪潮历程一直秉

承创新的理念，数次在中国信息产业

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以极具前瞻性

的技术突破引领中国 IT 产业的发展。

浪潮在全球拥有 1000 多家大中

型渠道代理商，合作伙伴数量达到四

位数，产品和方案广泛应用于全球数

据中心、超算中心、税务、教育、智

慧政府等领域。浪潮与微软、LG、爱

立信等世界 500 强设立了合资公司，

与 Intel、IBM、SAP、VMWARE、

NVIDIA、REDHAT 等建立了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与印度 UPTEC 合资共

同发展软件实训产业。

浪潮先后加入 Open	Stack,	SPEC，

TPC 等国际权威组织。2014 年 5 月，

浪 潮 集 团 成 功 加 入 SPEC 组 织， 正

式成为国际标准化测试俱乐部的一

员，跻身国际一线厂商行列。同年 7

月正式宣布加入国际云计算权威组

织 —OpenStack 基 金 会， 成 为 全 球

最有活力的开源云平台管理项目的重

要成员。同年 8 月国际标准化测试权

威机构 TPC 组织宣布吸收浪潮为该

组织的会员。浪潮服务器超能 3000

在 TPC-H 测试中获得当时的最好成

绩，创造了中国服务器厂商第一个国

际测试世界纪录，迄今为止，浪潮先

后 16 次 打 破 TPC-E、TPC-H 以 及

SPECjAppServer、SPECPower 等一

系列国际权威测试纪录。

持续创新 引领前行

作为中国大陆软硬件综合实力俱

佳的大型 IT 企业集团，浪潮以创新的

精神、务实的态度，致力推动中国各

行业的信息化建设，使得 IT 应用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人们的生活、实现

着人们的梦想。浪潮相信，务实造就

成功，创新成就未来。浪潮将一如既

往地保持着创新的精神，不断以新的

高品质的产品服务于用户，使 IT 应用

推动社会的发展。浪潮正同用户携手，

满怀探索世界的热情，不断实现着新

的梦想。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5 / 中国优秀数据中心

会员介绍│ MEMBERSHIP INTRODUCTION

宁波理想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创立

于 1998 年 , 是一家主营机房系统集

成 ( 含机房工程、UPS 电源、机房专

用精密空调系统、避雷接地系统、蓄

电池系列产品、综合布线、闭路监控、

发电机组 ) 的高科技公司。

公司秉承团队力量与资源共享、

积极沟通与全面理解、目标明确与高

效运作、务实处世与不断创新的企业

文化，为用户的机房工程、机房 UPS

及机房空调、机房设备的续保提供完

善服务。

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有竞争力的

端到端一体化网络能源柔性解决方案

涉及 UPS、精密空调、SPM 服务器

电源管理系统、防雷系统、通信电源、

ATS 自动切换开关、动力监控系统、

变频器等。

作为在计算机机房工程行业内拼

搏了 21 年的资深企业，我公司现具有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

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消防

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系统集成三级，

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乙级，安防工

程三级，计算机网络安全三级。而且

我们在与诸多国际著名企业长期的密

宁波理想信息
工程有限公司简介

切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

我们还与国内许多跨行业的施工单位

有着良好的工作联系与合作经历，这

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组织协调并完

成好机房工程的系统工作。

近几年公司运维服务的提升体现

在四个方面 ：

多年来，理想人以踏实、勤奋的

作风，始终把满足客户放在首位，坚

持给客户最满意的服务。我们不仅要

提供最佳性能价格比的产品，更要提

供首屈一指的优质服务，从而把先进

的技术和优质服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事到微处见真功，理想是您值得信赖

的朋友。

“Working	On	Better	Solutions”

是我们对用户的承诺 , 凭借自身的资

金、技术实力及用户的大力支持 , 在

银行、证券、电力、石化 , 政府已拥

有众多的用户 , 成为许多用户首选的

机房系统集成公司。" 路漫漫其修远

兮 , 吾将上下而求索 ", 只要我们踏踏

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 , 一定会取得

更大的成功 , 通过向客户提供全方位

的服务产品，实现公司与客户的共同

发展 ；通过充分尊重、挖掘和培养员

工的潜能，实现员工与公司的共同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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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数据中心冷站设计与运行策略
文 /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全武  周巍

一、引言

近日，国务院发改委修订发布

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

本）》，鼓励发展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

设、维护、租赁等产业。随着我国互

联网、大数据、5G 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据中心的建设规模将会持续扩大。

2018 年，全国数据中心的总用电量

为 1608.89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的 2.35%，全国数据中心总能耗也将在

2020年至2021年间突破2000亿千瓦时，

在 2023 年突破 2500 亿千瓦时 [1]，数据

中心的高能耗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

重视。2019 年，国务院三部门联合发

摘　要：随着我国互联网、大数据、5G 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中心的建设规模将会持续扩大，数据

中心的高能耗将愈发受到社会的关注。制冷系统作为数据中心最大的非生产性耗能单元，有效的节能控

制对系统节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工程项目为例，深入分析冷站设计特点，结合系统运行特征，因地

制宜地制定冷站运行策略，同时在功能设置上为后期的运行优化提供可能。

关键词：数据中心；二级泵系统控制；运行策略

布指导意见，要求到 2022 年新建数据

中心 PUE ≤ 1.4[2]，相关学者和机构

在如何构建绿色数据中心方面也做了

大量研究。数据中心的高能耗主要源

于 IT 设备和制冷系统，而制冷系统的

主要能耗源于冷站中冷水机组、水泵

等大型设备的运行能耗，制冷系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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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控制对于数据中心节能具有重要

意义。

本文以某大型数据中心冷站设计

和运行策略为例，对冷站设计及控制

策略进行分析讨论，以便为今后同类

项目作参考。

二、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河北保定市，建筑总

面积 1.2 万㎡，设计机架数 2000 台，

地上 4 层，包括模块机房、变配电室、

电池室、UPS 室、制冷机房、柴发机房、

监控室等。本工程按照 A 级机房设计

建设。

本工程冷站承担全部的工艺负荷

和部分新风负荷，合计 2400 冷吨，采

用冷冻供回水温 14/21℃的高温冷水

机组，空调水系统采用二级泵系统，

所有水泵均为变频水泵，冷却塔风机

为变频电机。

冷冻水系统和冷却水系统如图 1、

图 2 所示。

三、冷站运行策略的分析

本工程地处寒冷地区，冷站包含

三个制冷单元，两用一备，每个制冷

单元由一台冷水机组、一台冷却水泵、

一台冷冻水泵和一台冷却塔组成。系

统采用了板式换热器 + 冷却塔的间接

自然冷却技术和水蓄冷技术，因此实

现制冷单元启动数量控制、制冷模式

的切换以及蓄冷罐的蓄 / 释冷控制是

冷站运行策略中的基本控制要求。

本工程空调水系统采用二级泵系

统，传统的二级泵系统为冷源侧定流

量，负荷侧变流量 [4]，二级泵系统中

常见的“逆向混水”会形成较长时间

的恶性循环 [3]，不仅导致负荷侧流量

不断增加，还会增大负荷侧冷冻水供

水温度，进而造成末端空调冷却失效

的严重后果。针对二级泵系统的常见

问题可采用一级泵跟随二级泵流量变

频运行的方式解决 [5]，并可通过旁通

流量控制法、压差控制法、总流量控

制法等措施实现系统的节能运行 [6]。

因此在深化设计过程中，我们将冷源

侧的一级泵改为变频水泵并采用旁通

流量控制实现一次泵变频节能运行 ；

图 1  冷冻水系统示意图

CH.1 CH.2 CH.3HE.1 HE.2 HE.3

CHPP.2CHPP.1

TES-1 TES-2

C
H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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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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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侧的二级泵根据系统末端压差调

节水泵运行频率和台数。本项目交付

后，主要从事机柜租赁业务，末端设

备负载情况存在不确定性，为确保系

统末端压差数据的有效性，系统在各

层末端均设置了压差传感器（如图 3

所示），结合运行情况，选择实际的末

端数据进行读取，实现负荷侧二级泵

的节能运行。

二级泵系统中需设置平衡管，用

于平衡一、二次侧水流量。本工程设

有三路平衡管，分别为蓄冷罐支路和

V1、V3 电动阀所在支路。正常工作

时由蓄冷罐支路承担平衡管的作用，

二级泵系统中将蓄冷罐串入平衡管可

有效缓解“逆向混水”的不利影响 [3]，
图 3   末端压差测点位置示意图

图 2   冷却水系统示意图

CH.1

CT.1 CT.2 CT.3

CH.2 CH.3

CWP.3CWP.2CWP.1

HE.1 HE.2 H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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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系统稳定、节能运行，当蓄冷罐

需要检修时，系统平衡管由 V1、V3

电动阀所在支路承担。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冷机加机、

异常减载、故障投切时，过高的冷机

出水温度，将影响系统运行。本工程

冷站设有快速回水管，可进行高温水

自循环，避免高温一次水进入二次侧，

从而避免负荷侧供水温度的异常波动，

同时防止高温水充入蓄冷罐，提高系

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而实现

系统的节能运行。

本工程采用变流量系统，制冷单

元设备运行状态随系统负荷变化而改

变。由于制冷系统运行能耗中冷水机

组运行能耗占比最大，在负荷增加时，

优先对冷却塔风机、冷却水泵等低功

率设备进行加载，若此类设备满载后

仍不能满足负荷需求，则对冷机进行

加载、加机处理 ；负荷降低时，优先

对冷机进行减载、减机直至运行在一

台冷机的最低设定处理状态。

综上，本项目运行策略主要包括：

制冷单元运行数量控制、制冷模式的

切换控制、蓄 / 释冷控制、水泵 / 风

机变频控制以及快速回水控制。

四、运行策略

1. 制冷单元运行数量控制

制冷单元的加减载根据设备设置

自动运行，制冷单元的启动数量则根

据系统总负荷、冷机制冷量百分比以

及当前运行台数进行判定，其中系统

总负荷 (kW)=	 总水流量 (m3/h)	× 总

进出水温差平均值 (℃ )×	1.163。通

过远传流量计 FR01、FR02、FR03、

FR04 对总水流量进行计量，通过远传

温 度 计 Wt02、Wt04、Wt06、Wt08

对供水温度进行计量，通过远传温度

计 Wt01、Wt03、Wt05、Wt07 对 回

水温度进行计量，从而求得总进出水

温差平均值，确定系统总负荷，各计

量仪表位置如图 1 所示。冷机制冷百

分比 = 冷机实际制冷量（kW）/ 冷机

额定制冷量（kW），当冷机制冷百分

比≥最大设定值时，且此时冷机运行

台数≤ 2 台，启动数量加 1 ；当冷机

制冷百分比≤最小设定值时，且此时

冷机运行台数≥ 2 台，启动数量减 1 ；

制冷百分比高、低限值需结合冷水机

组负载 - 效率曲线以及最低负载率要

求合理确定。

2. 制冷模式的切换控制

制冷模式包括机械制冷模式、预

冷模式和自然冷却模式，冷机默认工

作状态为机械制冷模式，即由冷水机

组作为系统唯一冷源，当室外湿球温

度≤预冷室外湿球温度设定值并持续

一段时间，检测冷却塔出水温度，若

冷却塔出水温度≤冷水机组冷却水最

低进水温度 + 富余量，使冷却水先经

过板式换热器一次侧再进入冷水机组，

冷冻水回水则经过板式换热器二次侧 ,

一次侧的冷却水与二次侧的冷冻水进

行能量交换 , 使板换一次侧冷却水出

水温度升高至冷机开机要求，实现在

过渡季节对自然冷源的利用。当室外

湿球温度≤自然冷却室外湿球设定值

并持续一段时间，检测冷却塔出水温

度≤自然冷却出水温度设定值，冷水

机组负载率≤冷机机组要求最低负载

率 + 富余量，冷却塔风机频率≤冷却

塔风机最低运行频率，则使冷冻水与

冷却水完全通过板换换热，完全利用

自然冷源为系统供冷。当系统环境不

满足预冷和自然冷却模式时，则切换

至机械制冷模式。三种制冷模式下电

动阀门切换关系如表 1 所示。

为了保证冷机安全运行，V10a~c

旁通阀门依据冷机冷凝器与蒸发器压

差与设定值的关系来控制，冷凝器

与蒸发器压差大于设定值，则阀门开

度减小，冷凝器与蒸发器压差小于设

定值，则阀门开度增大。阀门开度使

用 PID 调节，阀门最大开度须保证冷

机冷却水进水的最小流量。V9a~c 与

V10a~c 开度之和为 100%。

3. 蓄 / 释冷控制

正常工作时，V1、V3 阀门常闭，

XLGA_V1、XLGA_V2、XLGB_V1、

XLGB_V2 常开，通过蓄冷罐垂直测温

点计算蓄冷罐内水温均值，当水温均

值＞蓄冷罐水温报警阈值并持续一段

时间，激活充冷模式，制冷单元开启

数量加 1 ；当水温均值≤蓄冷罐正常水

温阈值并持续一段时间，充冷模式解

除，制冷单元开启数量减 1。蓄冷罐释

冷无需额外控制，由负荷侧二级泵直

接抽取。

表 1   制冷模式切换阀门状态表

模式 V3a~c V4a~c V5a~c V6a~c V7a~c V8a~c V9a~c V10a~c

机械制冷 常开 常闭 常闭 常开 常闭 常开 常开 常闭

预冷 常闭 常闭 常开 常开 常开 常闭 调节 调节

自然冷却 常闭 常开 常开 常闭 常开 常闭 常闭 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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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蓄冷罐检修时，如两座蓄冷罐

依次检修，V1、V3 阀门常闭，通过

XLGA_V1、XLGA_V2 与 XLGB_V1、

XLGB_V2 的启闭切换对蓄冷罐逐个检

修，此时系统冷源后备能力减半。如

两座蓄冷罐必须同时检修，V1、V3

阀 门 常 开，	XLGA_V1、XLGA_V2、

XLGB_V1、XLGB_V2 常闭，此时系

统冷源不具备后备能力。

4. 水泵 / 风机变频控制

（1）冷冻水一级泵变频控制

正常工作时，系统通过设置在蓄

冷罐支路上的双向流量计 XLG_Fr01、

XLG_Fr02 的流量大小及方向控制一

级泵变频。当蓄冷罐支路水流流向负

荷侧，且平均流量≥一级泵额定流量

的 5%（可调），一级泵增频。当蓄冷

罐支路水流流向冷源侧，且平均流量

≥一级泵额定流量的 5%（可调），一

级泵降频。

当两座蓄冷罐需要同时检修时，

则通过双向流量计 Fr05、Fr06 的流

量大小及方向控制一级泵变频，控制

方式同上。

（2）冷冻水二级泵变频控制

冷冻水二级泵根据末端压差进行

变频控制，末端压差设定值为 100kPa

（可调），当实际末端压差＞设定值时，

水泵降频，当实际末端压差＜设定值

时，水泵增频。

（3）冷却水泵变频控制

机械制冷及预冷模式下，冷机设

定冷却水进出水温差为6℃±0.5℃（可

调），此时水泵频率保持不变，当实际

温差＞设定温差上限时，冷却水泵增

频，当实际温差＜设定温差下限时水

泵降频 ；

自然冷却模式下，板换冷冻水出

水温度设定为 14±0.5℃（可调），当

出水温度＞设定温度上限时，冷却水

泵增频，当出水温度＜设定温度下限

时 , 冷却水泵降频。

（4）冷却塔风机变频控制

冷却塔风机变频控制与冷却水泵

变频控制类似，通过冷机冷却水进水

温度与设定温度值对比，控制风机变

频。鉴于冷却塔风机功率低于冷却水

泵，且一定范围冷水机组的能耗随冷

却水进水温度的降低而降低，因此冷

却塔风机增频要先于冷却水泵增频，

冷却塔风机降频要滞后于冷却水泵降

频。在机械制冷和预冷模式下，冷却

塔风机优先运行在风机的高效区。在

自然冷却模式下，当冷却塔出水温度

≤冷却塔最低出水阈值并持续一段时

间，且冷却塔风机频率≤最低运行频

率，则关闭冷却塔风机。

5. 快速回水控制

当冷水机组加机、故障投切时，

开 启 V1a~c， 关 闭 V2a~c， 使 冷 机

与快速回水管形成小环路，快速冷却

小环路内冷冻水，当冷机冷冻水供水

温度≤冷冻水供水温度设定值时，关

闭 V1a~c 的同时开启 V2a~c ；当冷水

机组异常减载导致冷冻水供水温度≥

冷水机组供水温度报警阈值时，开启

V1a~c，关闭 V2a~c，直至恢复正常

后关闭 V1a~c 的同时开启 V2a~c，从

而避免高温冷水混入系统末端，保证

系统稳定运行。

五、结束语

本工程冷站设计具有大型绿色数

据中心的典型特征和个性化特点，综

合应用多项节能技术并制定合理控制

策略，实现制冷系统安全、节能运行。

通过采用供水温度 14℃的高温冷水机

组，极大提升制冷系统能效 ；通过板

换进行预冷和自然冷却，实现对当地

自然冷源的充分利用 ；通过将蓄冷罐

串入平衡管、设置快速回水管以及冷

源侧一级泵变频技术，杜绝了二级泵

系统中常见的逆向混水现象，大大增

强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通过

在系统控制中对重要参数设定值增设

可调功能或选择功能，实现以运维数

据为基础的优化控制。需要强调的是，

设计功能的实现依靠于合理的控制策

略，需要调试人员对系统功能进行深

入分析，理解设计意图，因地制宜的

制定控制方案，从而真正将节能设计

转变为节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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