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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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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绿色等级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绿色等级评价的相关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既有、新建、改建、扩建数据中心的设计、建设及运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87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 50174-2017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绿色数据中心 green data center 

IT系统、制冷、照明和电气等能取得最大化的能源效率和最小化的环境影响的数据中心。 

3.1.2  

数据中心电能使用效率  data center electric energy usage effectiveness  

为同一时间周期内数据中心总电能消耗量与信息设备电能消耗量之比。 

3.1.3  

数据中心总电能消耗  data center total electric energy consumption 

维持数据中心正常运行所消耗所有电能的总和，包括信息设备、制冷设备、供配电系统

和其他辅助设施的耗电量。 

3.1.4  

数据中心信息设备电能消耗 data center information equipment electric energy 

consumption 

数据中心内各类信息设备所消耗电能的总和。 

3.1.5  

数据中心信息设备日能耗波动 daily fluctuation of data center information 

equipment energy consumption  

数据中心信息设备随每日负荷使用的变化而产生能耗变化的现象。 

3.1.6  

数据中心供配电系统电能损耗 data center electric energy supply system electric 

energy loss 

数据中心中供配电系统在进行电压、电流变换，交直流变换和电能输送过程中所消耗的

电能，包括高压配电、变压器、线缆传输、转换开关、各级低压配电、UPS、谐波治理等设

备的电能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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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数据中心制冷系统电能消耗  data center cooling system electric energy 

consumption 

数据中心制冷设备所消耗的电能，包括空调主机、室内终端、新风系统等设备的能耗。 

3.1.8  

数据中心制冷能耗季节性波动 seasonal fluctuation of data center cooling system 

energy consumption 

数据中心制冷设备的能耗随季节性变化而产生变化的现象。 

3.1.9  

数据中心电能使用效率实测值 actual measurement value of electric energy usage 

effectiveness 

根据数据中心各组成部分电能消耗测量值直接得出的数据中心电能使用效率。 

3.1.10  

调整值 adjustment value 

在EEUE修正值计算过程中，考虑采用制冷技术、负荷使用率、数据中心等级、所处地

域的气候环境不同产生的差异，而用于调整电能使用效率实测值以补偿其系统差异的数值。 

注：由于系统误差不能完全获知，因此这种补偿并不完全。 

3.1.11  

数据中心电能使用效率修正值  modified value of electric energy usage 

effectiveness 

对于条件不同的数据中心，用数据中心电能使用效率实测值与考虑到其系统变化条件而

得的调整值相减得到的数值。 

3.1.12  

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 data center information equipment load rate 

数据中心信息设备实际用电负荷与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设计用电负荷之比。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EEUE：电能使用效率（electric energy usage effectiveness） 

PDU：电源分配单元（power distribution unit） 

UPS：不间断电源系统（uninterrupted power system） 

4 数据中心的绿色等级 

数据中心的绿色等级分为L1级、L2级、L3级、L4级、L5级，其中L1级为最低等级，L5

级为最高等级。 

5 绿色数据中心评价内容 

5.1 能源效率 

能源效率的评价对象为数据中心的EEUE值，其定义为： 

EEUE为数据中心总电能消耗与数据中心信息设备电能消耗之间的比值，EEUE按如下公式

计算： 

EEUE= ETotal / EI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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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Total：数据中心总电能消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EIT：数据中心信息设备电能消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5.1.1 数据中心能耗的影响因素分类 

5.1.1.1 数据中心电能能效影响因素的分类依据 

数据中心电能能耗和能效与很多因素有关，依据对能耗和能效影响最大的因素，如：安

全级别、使用性质、负荷使用率、所处气候环境和使用空调的制冷形式。 

5.1.1.2 数据中心等级 

数据中心应依据GB 50174-2017，按其使用性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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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如下A、B、C三级： 

a）A级：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将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或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b）B级：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将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或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 

c）C级：不属于A、B级的情况 

数据中心等级越高，数据中心内的各系统的冗余度越高。 

5.1.1.3 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 

数据中心信息设备的负荷使用率，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a）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小于25%。 

b）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大于等于25%，小于50%。 

c）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大于等于50%，小于75%。 

d）数据中心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大于等于75%，小于或等于100%。 

5.1.1.4 数据中心所处气候环境  

数据中心所处地理位置的气候类型分为：严寒地区数据中心、寒冷地区数据中心、夏热

冬冷地区数据中心、夏热冬暖地区数据中心、温和地区数据中心。 

我国针对一般建筑热工设计可以分为五个气候区，分区名称及指标见表1。 

表1 我国气候分区表 

 
分区名称 

分区指标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严寒地区 最冷月平均温度 ＜-10℃ 日平均温度≤5℃的天数 ≥145d 

寒冷地区 最冷月平均温度 ≥-10℃～＜0℃ 日平均温度≤5℃的天数 ≥90d～＜145d 

 
夏热冬冷地区 

最冷月平均温度 ≥0℃～＜10℃ 日平均温度≤5℃的天数 ＜90d 

最热月平均温度 ≥25℃～≤30℃ 日平均温度≥25℃的天数 ≥40d～＜110d 

 
夏热冬暖地区 

最冷月平均温度 ≥10℃ 
 
日平均温度≥25℃的天数 

 
≥100d～≤200d 最热月平均温度 ≥25℃～≤29℃ 

 
温和地区 

最冷月平均温度, ≥0℃～≤13℃  
日平均温度≤5℃的天数 

 
≤90d 最热月平均温度 ≥18℃～≤25℃ 

 

  



T/CCUA 011—2021 

4 

 

 

表2 我国各气候分区所包含的主要城市 

气候类型 对应城市 气候类型 对应城市 

严寒 

西宁 

夏热冬冷 

南京 

长春 成都 

哈尔滨 合肥 

呼和浩特 上海 

乌鲁木齐 杭州 

沈阳 长沙 

寒冷 

拉萨 武汉 

银川 重庆 

兰州 南昌 

太原 桂林 

青岛 宁波 

北京 

夏热冬暖 

福州 

天津 广州 

郑州 南宁 

西安 海口 

大连 厦门 

济南 深圳 

石家庄 台北 

温和 
昆明 香港 

贵阳 澳门 

 

5.1.1.5  数据中心空调制冷的冷却方式 

数据中心空调制冷的冷却方式： 

a）风冷系统：数据中心制冷系统的冷凝器完全不需要冷却水，只利用空气为冷源（或

者通过二次冷媒循环）使气态制冷剂冷凝。 

b）水冷系统：数据中心制冷系统的冷凝器是采用水冷却高压气态制冷剂而使之冷凝的

设备。冷却水可以是地下水、地表水、经冷却后再利用的循环水。 

5.1.2 数据中心能耗的测量 

5.1.2.1 概述  

数据中心能耗的测量方法是指运用统一的方法，对数据中心及其子系统耗电进行测量，

包括测量范围、测量点的选择、测量参数的处理和测量设备要求等。 

数据中心制冷能耗是数据中心除信息设备能耗外最大的能耗，也是影响EEUE的最重要因

素，由于存在数据中心制冷能耗季节性波动，所以EEUE统计至少为连续12个月。 

数据中心电能能效统计范围应包括GB/T 2887中规定的主要工作房间和第一类辅助房间，

不包括第二类辅助房间和第三类辅助房间。 

5.1.2.2 测量设备 

采用电能计量仪表，其测量精度不低于1级。 

5.1.2.3 测量位置 

数据中心应至少在以下位置安装设置电能计量仪表或选为测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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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数据中心总电能消耗的测量位置应为变压器高压侧（见图1中A点），若数据中心设

有发电机时，所有发电机馈电回路的电能（如图1中A’、A1点测得的电度量）应计

入总输入电量。 

b）当PDU无隔离变压器时，数据中心信息设备电能消耗的测量位置应为UPS输出端供电

回路（见图1中B点）。若UPS负载还包括制冷、水泵等非IT设备时，制冷、水泵等能

耗应在IT能耗中扣除。 

c）当PDU带隔离变压器时，数据中心信息设备电能消耗的测量位置应为PDU输出端供电

回路（见图1中C点）。 

d）大型数据中心，对能效要求监控要求较高的数据中心，宜采用对各主要系统的耗电

量分别计量的方法（如图1中C、D、E和F点测得的电度量）。 

 

市电进线

切换开关

发电机

IT变压器 IT配电柜

动力配电柜

UPS

动力变压器 制冷系统

列头柜

照明、附属设施
配电

机柜电源

低压发电机

切换开关

切换开关

A

A′

B C

A1

高压冷机

D

E

F

 

图1 数据中心电能消耗测试点 

注： 图中的“其他系统”主要指室外照明，办公区能耗。 

5.1.2.4 测量的条件要求 

测量条件要求如下： 

a）测量时机房内温湿度应符合GB 50174-2017中“附录A 开机时机房温、湿度要求”，

照度应符合GB 50174-2017中“8.2.1 照明”的相关要求。 

b）应充分利用原设计已有的配电设施和低压配电监测系统，结合现场实际合理设计计

量系统所需要的计量仪表、计量表箱和数据采集器的数量及安放位置。 

c） 数据中心电能计量仪表不应与供电部门计量表共用互感器，不应与计费电能表串接。 

d）电能计量仪表应具数据输出接口。 

e）宜建设能效管理系统，实现对能耗数据的统计、分析和能效指标的自动计算。 

5.1.2.5 标准能耗测量方法 

标准能耗测量方法是指对用于计算数据中心EEUE的各系统的电能能耗进行周期至少为

12个月的连续不断的测量。标准能耗测量步骤如下： 

a）根据数据中心的实际情况，依据测量计划，按5.1.2.3规定选定测量点。 

b）在选定的测量点放置符合5.1.2.2要求的电能计量仪表。 

c）当电能计量仪表具有数据远传功能时，确定所有安装的电能计量仪表可与能效管理

系统通信。 

d）启动能效管理系统中各组成设备，开始对数据中心的电能能耗进行实时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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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能效管理系统对采集得到的数据中心电能能耗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EEUE值。 

5.1.3 数据中心 EEUE 调整值 

EEUE调整值是根据影响数据中心的EEUE的因素（包括等级、所处气候环境、空调制冷形

式和负荷使用率）的不同而制定的用于平衡上述因素差异的调整值，差异因素及其对应调整

值见表3。全国主要城市气候类型参见表2。 

表3 EEUE调整值 

调整因素 

压缩 

机调 

整值 

 

加湿 

调整 

值 

新风 

调整 

值 

UPS 

调整值 

供电 

调整  

值 

照明 

调整  

值 

其他 

调整 

值 

单一 

条件 

变化 

 

等级 

A 级 

示例： 
0 0 0.02 0.06 0 0 0.02 0.1 

B 级 0 0 0 0 0 0 0 0 

C 级 0 -0.04 -0.08 -0.016 -0.004 0 -0.01 -0.15 

气候 

环境 

（水冷） 

严寒、水冷 -0.13 0 0 0 0 -0.13 

寒冷、水冷 -0.11 0 0 0 0 -0.11 

夏热冬冷、

水冷 
-0.04 0 0 0 0 -0.04 

夏热冬暖、 

水冷 
0.03 0 0 0 0 0.03 

温和、水冷 -0.05 0 0 0 0 -0.05 

气候 

环境 

（风 

冷） 

严寒、风冷 -0.03 0 0 0 0 -0.03 

寒冷、风冷 0 0 0 0 0 0 

夏热冬冷、 

风冷 
0.04 0 0 0 0 0.04 

夏热冬暖、 

风冷 
0.07 0 0 0 0 0.07 

温和、风冷 0.03 0 0 0 0 0.03 

信息 

设备 

负荷 

使用 

率 

0~25% 0 0.18 0.38 0.7 0.06 0.06 0.06 1.44 

25%~50% 0 0.06 0.1 0.22 0.02 0.02 0.02 0.44 

50%~75% 0 0.22 0.03 0.09 0.007 0.007 0.007 0.161 

75%~10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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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数据中心 EEUE 的计算 

数据中心的能耗测量按照5.1.2.5规定的标准能耗测量，其EEUE修正值为EEUE实测值与

EEUE调整值相减之值。 
注： 调整值可以选择性使用，在计算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例如对其中的一项不予以考虑等。 

根据数据中心所处地理位置的气候环境、空调制冷形式、等级、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等

分类类型在表3单一条件变化的EEUE调整值。对于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为大于或等于25%，小

于或等于100%的数据中心，其调整值根据表3中对应的单一条件变化的EEUE调整值进行等比

例差值计算而得。对于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为小于25%的数据中心，其调整值直接使用表3

中25%对应的单一条件变化的EEUE调整值。 
示例1：某某数据中心位于上海，使用水冷空调，等级为 A 级，负荷使用率为 50%，则其单一条件变化

的 EEUE 调整值分别为： 

-0.04，0.1，0.44。 

示例2：某数据中心位于南京，使用风冷空调，等级为 C 级，负荷使用率为 70%，则其单一条件变化的

EEUE 调整值分别为： 

0.04，-0.15，0.22。 

在披露EEUE修正值时，应同时公布包括该数据中心所处地理位置的气候环境类型、空调

制冷形式、等级、信息设备负荷使用率的辅助信息 

5.2 节能技术 

5.2.1 制冷系统 

此项分级依据为制冷系统是否采用了相关的节能技术，如气流组织优化设计、风侧或水

侧自然冷技术、液冷技术、智能温控管理技术等，并取得了较好的节能效果。 

5.2.2 供配电系统 

此项分级依据为供配电系统是否采用了相关的节能技术，如智能电力监测控制系统、低

损耗减少转换的供电方式、高效率备用电源保障系统、对IT设备与供电设备合理布局等，并

取得了较好的节能效果。 

5.2.3 其他设备 

其他消耗电能的设备的分级内容，如照明设备、安防设备等是否采用了节能技术，并取

得了较好的节能效果。 

5.3 绿色管理 

绿色管理方面的分级依据包括：  

a）是否有专人负责节能事务，并成立数据中心节能工作小组。 

b）是否制定节能管理方面的工作制度。 

c）是否建立日志管理系统，并应定期统计、计算分析EEUE等指标。  

d）是否将绿色节能纳入考核指标。 

e）是否有节水、节电、节气、节材的措施。 

f）是否有实施管理的具体措施，如；单机柜电流监测、提升机柜利用率、模块化接入

调整进入绿色管理部分等。 

5.4 附加分项 

采用创新型的节能技术、资源再利用、绿色环保的技术和产品，且节能显著和推广的，

可按附加分项加分，如噪音控制、烟气排放、废液回收、有害物处置等。 

6 数据中心的绿色等级评定和划分方法 

6.1 能源效率 

分数为：[0.60] 

能源效率根据EEUE的修正值计算EEUE对应的分数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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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UE分数=90-30* EEUE修正值……………………………………（2） 

6.2 节能技术 

6.2.1 制冷系统 

分数为：[0，10] 

6.2.2 供配电系统 

分数为：[0，10] 

6.2.3 其他设备 

分数为：[0，5] 

6.3 绿色管理 

分数为：[0，15] 

6.4 附加分项 

分数为：[0，10] 

6.5 级别评定 

由以上项目的总得分，按照以下分级方法，可得到该数据中心对应的绿色等级。 

分数 [60,65) [65,75) [75,85) [85,95) [95,110] 

级别 L1 级 L2级 L3级 L4级 L5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