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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中心评估改造方案说明 
 
  针对xxx数据中心现有存在的冷热汽流混合严重、

冷气严重浪费、过度制冷、局域过热等问题进行

数据采集与分析，从而制订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

案以达到提升精密空调系统的制冷效率。同时，

通过评估改造方案与实施提高整体IT系统的可用

性，并对数据中心整体容量进行改善，降低现有

数据中心的能耗，实现节能减排。 

 

项目概况 



机房数据采集-机房平面布局分析 

 

 
 

机房面积约600平米 - 分为12排机柜 - 形成6个冷通道 符合改造条件 



机房数据采集-空调数据 

 机房空调送风系统采用下送风上回风的送风方式 
 
 机房内有9组精密空调-型号为Liebert CM100AD 
 单组空调制冷量-100KW 
 合计制冷量9x100KW=900KW 
 
 考虑到因空调已经运行一段时间实际制冷效率会有       
所下降,实际制冷量900x0.8=720KW 
 
 



机房数据采集-机房热负荷分析 



冷热汽流混合严重 1 

2 
过度制冷 3 
局部过热 4 
机房扩容难点 5 

QDS- 针对此机房内存在的问题分析 

冷气严重浪费 



冷热汽流混合严重 1 

冷通道与热通道之间缺乏有效隔离 
 
冷气由机柜顶端及冷通道两侧泄露到热通道 
热气由机柜顶端及冷通道两侧扩散至冷通道 



2 冷气严重浪费 

1,冷气由地板布线口溢出 

2,冷气由机柜空置U高泄露至热通道 

3,冷气由冷通道两侧进出口溢出 

由于架空地板上开孔穿线，导至架空地板不完整，从而带来危害 
 - 冷气由此泄露到不相关的区域，造成资源浪费。 
 - 导致地板下送风压力降低，致使出风地板出风量降低。有可能造成局部过热 

据调查，大部分机柜没有满配，存在空置U高。从而带来危害 
 - 冷通道内的冷气由此泄露至热通，造成资源浪费 
 - 降低了机房后续扩容发展 

据调查，所有冷通道两端都没有阻挡，从而带来危害。 
- 冷通道内的冷气由此泄露至热通，造成资源浪费 
- 降低了机房后续扩容发展 
 
 



过度制冷 3 
空调制冷量是机房需求冷量的1.5倍-造成能源浪费  



局部过热 4 
1，部分机柜顶端服务器局部过热。问题原因 
 - 出风地板送风量不够，不能把足够多的冷气输送至机柜中上部 
 - 有部分热通道热气进入服务器进风口，导致进风温度过高 
    
2，机房部分区域产生局部过热。问题原因 
 - 冷气不能足够、有效的送达 
 - 机房气流组织混乱，造成该区域服务器进风温度过高 
    



机房扩容难点 5 

1，部分机柜上部不能安装服务器，因机柜上半部进风温度过高。 
 
2，部分过热区域不能安装设备。冷气输送量不够。 
 
3，部分过度制冷区域，已满配不能添加设备。 
 
4，现有正常温度区域，也很难安装设备。因空调满负荷工作。 
 
5，如果以增加空调数量，达到扩容的目的，会增加大量的空调设
备资金及机房运营成本。 
 
-以上问题都极大的影响了机房的扩容能力 



QDS数据中心气流组织优化节能解决方案 

地板布线口安装密封件 冷通道1-6建立冷池 空置U高安装盲板 

产品图片 产品图片 产品图片 



形成冷池 

步骤一 

机柜间隙阻隔板 

步骤二 

冷池隔热墙 

步骤三 

冷池顶盖 

步骤四 冷池活动门 

Xxx数据中心冷通道1-6冷池组成 

安装 

安装 

安装 

安装 



（二）冷通道1-6冷池组成效果图 

活
动
门 

冷池顶盖 

冷池隔热墙 

机柜间隙阻隔板 



（一）冷通道1-6冷池两端活动门示意图 

Xxx机房6个冷通道，共计12个活动门。每个尺寸根据机房现场而做。 
 
材料 - 框架使用铝合金透明部分使用POLYSIM 509材料（材料说明-附件) 
 
安装方式 – 上部固定在顶盖名铝合金框架上，下部固定在地板上。 
 



（二）冷通道1-6冷池顶盖 

冷池顶盖数量 6 个 尺寸跟据实际冷通道尺寸定做 
 
主体由铝合金及POLYSIM 509材料组成 
 
安装 – 使用螺纹吊杆固定在棚顶 



（三）冷通道1-6冷池隔热墙 

隔热墙数量 12个 尺寸跟据机柜高度与铝合金框架高度定做 
 
主体由铝合金及POLYSIM 509材料组成 
 
安装 – 固定在铝合金框架上 

BAR铝合金挂件 

POLYSIM 509材料 



（四）冷通道1-6冷池机柜间隙阻隔板 

间隙阻隔板 - 尺寸可调节 如宽度过大，可三片连接  

主体由铝塑板及防火材料组成 
安装 – 利用磁条吸附在机柜上 



地板布线口安装密封件 

1010&3030 2020 

布线口密封件 
安装 – 1010&3030 螺丝固定在地板上 
     -  2020 使用3M双面胶固定在地板上 



空置U高-盲板 

产品采取插拔式，可叠放，用于密封机柜内服务器间空隙。  

传统盲板 Hotlok 

安装不方便  依据人体工程学设计，使产
品得以方便、快捷、安全、
免工具的装卸 

安装后盲板之间有缝隙 无缝安装 

Hotlok与传统盲板对比 



改造前数据中心气流组织示意图 



改造后数据中心气流组织示意图 



机房数据采集分析 

产品选型及确定方案 

定货周期 

工程施工 

工程实施周期表 

工
程
完
成
总
共
用
时
约 

  

天 

94 

注：此时间不包括等待客户确认时间 



Click To Edit Title Style 

位置 改造前 改造后 
冷通道1 温度  18-25 温度  18-21 

冷通道2 温度  20-25 温度  19-21 

冷通道3 温度  19-25 
 

温度  17-20 

冷通道4 温度  13-21 
 

温度  15-18 

冷通道5 温度  15-28 
 

温度  16-22 

冷通道6 温度   14-26 
 

温度  16-22 

工程实施前与实施后服务器进风温度测量对比 

改造后冷池内服务器进风口的温度比改造前平均降低了4度左右 



Click To Edit Title Style 
工程实施前与实施后降低能耗分析 

改造前数据中心制冷电能消耗 

9组空调耗电 总计约合275KWh 每年耗电费用约240万 

改造后可以关闭1组空调并调节其它8组空调出风温度达到节
能的目的 

关闭一组空调后 总计约合244KWh 每年节电费用约27万 

空调出风温度调高2度 244 x %8=19.5KWh 每年节电费用约17万 

合计节电费用：44万 

注：空调出风温度每提高一度相当于减少空调能耗4%，方案
实施后可调高空调出风温2-3度。 

如上数据基于预设情况分析，其中空调系统采用普通工况设定值。实际工况会因
全年季节不同，空调老化情况等有所差异。 



Click To Edit Title Style 
收益（一）投资回报收益 

改造前后每年节约费用 44万 

改造费用 
含： 勘测分析 
     冷池建设 
     项目施工 

80万 

年回报率ROI 44 ÷ 80 =55% 

静态投资回收 1 ÷ 55% =1.81年 



Click To Edit Title Style 
收益（二）隐性收益 

解决机房局部热点 
方案可使机房气流组织更佳完善 
有效解决冷气分配不均的现象，解决了大量单体或几个机柜的局部热点，避免
了机房远端、中心部位和边角部分出现局部热点的问题。  

延长服务器使用寿命和当机的风险 
服务器长期在高温下工作带来的损害： 
据统计温度每升高10℃计算机的可靠性就下降25％ 
计算机的时钟主频在温度过高都会降低……. 
服务器长期高温下工作会减少服务器约20%的使用寿命 

延长空调使用寿命 
众所周知空调的主要部件为压缩机，如果适当的减少压缩机的工作时间，
就可以使用空调的使用寿命延长 
 
解决机房扩容难点  
由于现在的服务器散热需求越来越高，使很多老机房由于设计及场地的问
题不能满足现在的服务器散热需求。而数据中心气流优化节能解决方案可
以轻松的达到扩容的目的。解决了很多机房维护工作人员的苦恼。 
 



附件（一）防火组件简介 

A型熔片连接环特点： 
用于防火保护 
通过美国 UL 认证 
利用热量激活装置 
最大承重：20.41千克 
最少负载：1.36千克 
抗腐蚀 
主成份：黄铜 
专利产品 
高韧度对称形状 
工艺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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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位置：隔热墙与主体铝合金框架 
                冷池顶盖悬挂装置 



附件（一）防火组件简介 

局部放大图 

当室温达到57度，防火

组件自动断开，达到消
防气体的快速进入 



附件（一）防火组件简介 

正常时，冷池顶盖
关闭，防火组件连
接状态 

冷池顶盖关闭时，
防火组件连接状态 

如遇火灾时，冷池顶盖防火组件断开，从而打开冷池顶盖，消防气体进入 



附件（二）POLYSIM 509材料说明 

专业机房专用的软墙、软帘.  
• 特点：  
• 永久保持-静电耗散及无异味     (永久性静电耗散聚合物ＩＤＰ) 
•  对环境温度适应性强 
• 干净: 低毒气, 低离子 
• 透明清晰 
• 不会微粒化 
• 通过美国消防协会数据中心标准（NFPA 75） 
•  通过 SGS 检测  
•  Simplex 针对数据机房应用专门研发的环保无毒新材料 

 
 
 
 

应用范围  
专业机房专用的软墙、软帘.  
 
备注: 可提供完整的毒气、防静电、火焰传播测试结果。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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