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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概述

为了更有效满足英特尔的业务计算需求和确保服务持续，英特尔 IT 开发了一种预测

数据中心容量规划流程。该方案可帮助我们准确预测数据中心设施的需求，主动发现

未来数年的容量短缺问题。

我们使用了该预测规划方案，每半年一次

做长期规划（long-range planning，简

称 LRP），針对 3 年规划周期内的相关

问题进行分析，以了解业务增长趋势和数

据中心未来的容量需求。

我们的 LRP 流程包含三个关键阶段：

• 从业务部门收集数据。每个业务部门

各自审查他们的业务计划，并根据历

史趋势和增长预估来预测需求。目标

是预测未来 3 年各业务部门的计算容

量需求。

• 分析数据。对每个数据中心的预测数据

和基本数据作分析比较，包括目前可

用的空间、散热和电源等。主要目标是  

找出超负荷运行（在规划周期内某一时

间点的需求将超过可用容量）的数据中

心.。

• 报告结果。将分析结果向高级管理层报

告。LRP 报告旨在揭露即将出现容量

问题的数据中心，促使相关人员就制定

解决这些问题的修复计划展开讨论,提

出可优化每个数据中心性能和利用率的

解决方案。 

数据中心容量的不足会影响业务目标的实

现和预算平衡，以及总体增长和创新进

程。3 年战略规划有助于我们对数据中心

的容量问题了如指掌，从而满足不断变化

的业务和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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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NTEL 
IT@Intel 计划将全球各地的 IT 专业

人员及其在我们机构中的同仁紧密联

系在一起，共同分享经验教训、方法

和战略。我们的目标十分简单：分

享英特尔 IT 获得业务价值并实现 IT 

竞争优势的最佳实践。如欲获得更多

信息，请访问 www.intel.com/cn/IT 

或联系您当地的英特尔代表。

业务挑战 
数据中心是英特尔大规模全球计算环境

的核心。英特尔 IT 运营着 67 个数据中

心1，共约 72,000 台服务器，用于满足

超过 100,000 名员工的计算需求。这

些设施有助于创新及加速英特尔的业务

增长。 

对英特尔业务部门 —— 我们的内部客户 

—— 在计算能力需求方面的变化做出快

速反应，是英特尔成功的关键。我们的数

据中心服务于五大业务部门：设计、办

公、制造、企业和服务。适时提供适当的

计算能力可节省成本，防止超支，并实现

业务高度灵活。

数据中心容量的耗尽会影响业务目标的实

现和预算平衡，以及总体增长和创新进

程。数据中心容量的不足或所需计算能力

的缺位会显著影响英特尔的业绩 —— 每

天数百万美元或更多。

为了满足英特尔不断变化的计算需求并确

保运营通畅，英特尔 IT 需要以长远眼光

准确洞察业务计算的需求，及数据中

1 该数字表示本文撰写时的数据中心数量。2012 年，
我们将数据中心的数量从 87 减少到 68 —— 关闭
了一些并对其余部分重新分类，从而大幅提升了数
据中心的运营效率。我们还使用基于最新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和英特尔® 固态硬盘（Intel® Solid-
State Drive， 简称英特尔® SSD），数量更少、性
能更高的服务器替换老旧的计算和存储服务器，来
进一步降低了成本。请参见英特尔 IT 业绩报
告，2012-2013。

心容量和利用率。然而，实施数据中心容

量规划并非易事，因为在添加新基础架构

之前，我们需要数年的准备时间，找出将

会超负荷运行的数据中心。超负荷运行的

数据中心不仅当前处于全容量状态下运

行，而且在三年规划周期内可能被完全充

分使用。

构建新数据中心是一项巨额投资项目，需

要大量资源和资金，通常耗费约 18 个月

或更长时间完成。即便为增加容量使用新

硬件改造数据中心，也需长达 6 个月或

更长时间。在数据中心完工时，我们业务

部门的容量需求可能会因为市场行情的改

变而变化或增长，这加剧了规划的难度。

鉴于这些挑战，英特尔 IT 多年以来致力

于优化数据中心容量规划方案（见图 

1）。在 2004 年，我们未制定集中式数

据中心容量规划战略。當時我们的数据

中心按需求扩展来满足即时业务需求。因

此，每个站点的数据中心的数量增加到

1-2 个。到 2007 年，数据中心规划团队

创建了一种集中的正式流程来整合不同业

务部门的数据，帮助快速了解全球内部用

户的需求。

自此以后，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流程。

我们当前的方案专注于找出未来的容量

缺口，以便有足够时间实施最佳解决方

案，从而高效满足未来的容量需求。

2004 年以前

• 没有集中式的数据中心
战略

• 构建和扩展数据中心，
以支持收购和需求

• 分散式采购和管理 

2004-2007
• 组件团队推进数据中心

规划

• 对需要数据中心容量的
站点进行专门分析

• 制作专门报告来洞察需
求，而不是仅仅预测重
要站点的容量

2007 年以后
• 成立集中式 LRP 容量

规划团队

• 优化工具、模板和技术
以提升准确程度

• 优化频率、参与和通信 

图 1. 英特尔的数据中心容量长期规划（LRP）不断改進，流程获得了优化。

http://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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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为了切实满足英特尔的业务计算需

求，英特尔 IT 制定了一项预测数据中

心容量规划方案，并实施了长期规划

（LRP）流程。我们的方案可提前发

现容量短缺问题，帮助准确预测未来

需求，并制定与业务和市场需求变化

相适应的计划。

数据中心容量规划的关键成功因素：

• 使用明确的流程与业务合作伙伴交互

通信

• 高级管理层投入时间和资源以达至成

功效果

• 一直以来的准确预测有助业务合作伙

伴与 IT 之间建立值得信赖的合作关

系

预测规划方案
数据中心容量规划的目的，在于积极主

动地预测数据中心的容量短缺问题。该预

测方案可将各个业务部门作明细分析，预

测数据中心超负荷运行的时间，并帮助我

们

实施补救计划。英特尔 IT 的数据中心规

划流程，对英特尔业务各部门的利用率规

划数据进行分析，将它与当前的预测容量

作比较，从而针对每个数据中心和业务部

门提供报告和建议，以便制定最有效的实

施方案。

图 2 从概念上描述了我们的预测方案。该

图表显示了预测的三年内每季度数据中心

利用率，及与当前数据中心基础架构的比

较。

在我们的流程中，超负荷运行的数据中心

不只限于当前处于全容量状态下运行，也

包括在三年的规划周期内可能被完全利用

的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内的每台服务器都

需要空间、散热和电源 —— 包括不间断

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简称 UPS）、发电机和公用电源，而这

些关键因素会限制数据中心的容量。如果

影响到任何一个或所有基础架构组件，这

类限制会使数据中心超负荷运行。

数据预测是以业务部门对业务支持所需的

服务器或刀片服务器等设备数量的预计为

基础。这些预测数据由业务部门收集，包

括新项目所需的设备,及我们规划的服务

器更新流程可减少的设备数量。然后，对

照数据中心可用的基础架构（空间、散热

和电源）计算和分析了服务器的预测数

量，以判定缺口程度。

图 2 显示了数据中心中 UPS 电源的基础

架构容量，请见黑色水平线。“正扩展空

间”指预测使用率低于基础架构容量，表

示我们预测数据中心在第二年第一季度之

前拥有足够的容量。“负扩展空间”指预测

使用率高于基础架构容量 —— 因业务部

门的需求过大且容量不足而不能满足预测

的需求。

“零扩展空间”指数据中心预计将处于转折

点，即被完全利用和无法再容纳更多设

备。在这一转折点，数据中心预计将超负

荷运行，相关方必须制定补救计划来满足

对计算容量的超额需求。以我们为例，这

一情况发生在第二年的第一季度和第二季

度之间。任何新设计项目、服务器更新资

金或其他容量限制解决方案都可促使接近

或远离转折点。

有效的不间断电源（UPS）容量利用
率数据仅用于举例说明

基础架构容量
基本利用率
基于预测计算的
递增电源需求

利用的 UPS 容量
负扩展空间
正扩展空间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基本利用率

扩展空间转换为“设备数量”

转折点
“零扩展空间”

目前

1,733

第一年

1,418 1,266 827   437

第二年 第三年

79      -375    -687    -1,082 -1,500  -1,915  -2,347  -2,798

基础架构容量

使
用

量
（

kW
）

图 2. 英特尔 IT 的预测规划方案可帮助找出三年规划周期内将不堪重负的数据中心，以便我们有充足的时间针对预期短缺问题采取补救措施。该
数据中心示例的信息显示了递增的电源需求，及预计容量将要耗尽的转折点。负数表示预测容量需求和可用电源之间的差额。数据仅用于举例说
明

http://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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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规划流程
在 LRP 流程中，我们使用预测规划方

案，针对不同业务部门进行分解分析，预

测数据中心超负荷运行的时间，并按需求

实施补救计划。

如图 3 所示，我们的 LRP 流程每年两

次，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启动和规划

（LRP 前期）、执行（LRP）及结束

（LRP 后期）。

在这一流程中，我们会与利益相关者保持

密切沟通，确保他们随时掌握进度和决策

信息。这一积极主動參與的举措有助于快

速获得反馈和所需信息，并按照要求作出

调整。我们需要组织经理和个人贡献者參

與, 提供不同的期望水平，确保相关职

能、责任和交付内容定义明确。

在启动与规划（LRP 前期）阶段，我们

的工作重点是确定利益相关者，制定详细

的任务计划，准备好执行阶段的 LRP 任

务。在结束（LRP 后期）阶段，我们需

处理一些后续工作，并将整个 LRP 流程

总结学习。在整个 LRP 流程中，执行阶

段最为重要，执行阶段包括三个子阶段

（见下一页图 4）。

数据收集 

我们五个业务部门的利益相关者拥有不同

的工作流和容量增长模式。该阶段的目标

是对未来 3 年所有业务部门的计算容量需

求作出预测。

每个业务部门需各自审查他们的业务计

划，并根据历史数据、资金审批和增长预

估提供需求预测。审查流程可能因各自业

务要求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设计部

门的要求会因项目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该

部门的增长情况会随市场和需求的快速变

化而波动，而制造部门的计算需求增长情

况就比較穩定。因此，我们会为每个业务

部门量身定制一套有效的数据收集和预测

技术。

我们会为每个业务部门定制流程，以简化

数据收集流程。每个业务部门都会使用自

己的工具和模板，根据自身业务需求收集

预测数据。在业务部门完成并交付预测数

据后，我们会分析需求数据，找出任何需

要增加或改造的设备。然后，计算出每个

数据中心的空间、散热和电源要求。

LRP 前期  |  8 周
• 确定利益相关者和沟通渠道
• 确定 LRP 任务和时间表
• 审查资本购买授权期限和财务周期
• 改善范围，制定规章制度
• 改善容量规划工具和标准
• 改善预测和报告模板  

审查预期成果，使其与利益相关者和高级管
理层的意愿保持一致

• 需求预测
• 分析
• 准备文档和报告
• 将结果告知利益相关者、高级管理层，并在

审查论坛中发布  

启动与规划

执行
长期规划（LRP）|  13 周

结束
LRP 后期  |  2 周
• 实施后续工作，并总结学习
• 更新文档目录和存档报告
• 将结果告知利益相关者、高级管理层，并

在审查论坛中发布
• 为下一周期提出建议并制定改进计划  

图 3. 整个长期规划（LRP）流程的三个阶段可协同找出不堪重负的数据中心，帮助我们掌握容量的需求情况。

http://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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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在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找出超

负荷运行（即需求大于可用容量）的数

据中心。我们对 3 年规划周期的数据

进行分析，以了解业务增长趋势和未来

对数据中心的更高容量需求。而且，我

们还会制定补救计划，以优化数据中心

容量并解决容量短缺问题。

我们使用的其中一个分析工具包含每个 

IT 设备的模型。每个模型包含数据中

心对特定设备在空间、电源和散热方面

的规范要求。然后从预测和模型的整合

来得出容量需求。最后结合现有的数据

中心的基础架构容量来分析需求，以判

定对未来的影响。

如发现数据不一致及预测的数据不切实

际，我们会手动调整数据以确保最高度

完整。例如，需求预测可能基于被列入

淘汰计划的数据中心，或显示不切实际

的业务增长数据。需求预测可能未针对

在建設中的数据中心作出调整。在传播

最终报告之前，我们会与利益相关者对

结果共同审查，调整任何不符之处。

制作报告 

在这一阶段，我们会将分析结果报告给 

IT 的高级管理层及重要的利益相关

者。分析内容包括不同业务部门的容量

性能及未来三年的可用容量。针对超负

荷运行或未充分利用的数据中心，我们

会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以优化每个数

据中心的性能和利用率。LRP 报告旨在

揭露即将出现的问题，帮助实施补救计

划以解决问题。每份报告都会重点强调

容量状态预测，以及风险、行动计划、

交付内容、目标和到期日。

制作的报告主要有两种：

• 单个数据中心 LRP 容量报告

• 整合数据中心性能报告（跨所有业务

部门）

设备预测数据
单个业务部门

预测规划工具

业务部门

第一阶段 —— 数据收集

3 年的需求预测
预测数据基于历史趋势、资金审批和

增长预估。

数据中心规划 

数据中心容量
规划工具

容量预测信息
所有数据中心

第二阶段 —— 数据分析

需求和供应数据分析
分析师整合所有数据，并作调整。数

据中心规划师实施分析。

基于模板的报告 长期规划分析师报告
单个与整合

第三阶段 —— 制作报告

报告
数据中心规划师拟定最终的数据中心
报告，并将报告结果发送给高级管理

层和利益相关者。

图 4. 长期规划（LRP）流程的执行阶段包括三个子阶段：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报告制作。

http://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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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数据中心 LRP 容量报告

图 5 和图 6 为我们可能针对单个数据中

心制定的 LRP 容量报告类型的图表示

例。

图 5 所示为预测需求，及三年的扩展空间

变化。例如，第一栏表示约 1,600 台服

务器的安装基础，它拥有可另外用于 860 

台刀片服务器的备用容量（正扩展空

间）。该扩展空间逐渐减少，并在第二年

的第四季度变为负数。在此之前，我们

需要制定补救计划，采取措施减轻数据

中心的负荷压力。

图 6 表示一数据中心示例的散热和电

源利用率水平，以及预测需求超过容量

的时间点。如图所示，空气处理机组

（air-handling unit，简称 AHU）的预

测需求将在第二年第四季度超过散热容

量，并在第三年第二季度超过 UPS 电源

容量。如果改造数据中心基础架构是优先

解决方案，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两种容量耗

尽之前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两项改造任

务可以单独实施，但数据中心经理可能希

望同时执行，以尽量降低影响和风险。

安装的服务器
正扩展空间
负扩展空间
最大扩展空间

目前 第一年

安装的服务器和有效扩展空间
数据仅用于举例说明

第二年 第三年

0

500

-500

-1,0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转折点
“零扩展空间”

有效的电源和散热利用
数据仅用于举例说明

利用的不间断电源（UPS）容量
利用的空气处理机组（AHU）容量

目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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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U 容量
UPS 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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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容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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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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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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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该数据中心容量示例图表显示了数据中心超负荷运行的时间，有助于我们制定补救
计划。 数据仅用于举例说明

图 6. 该容量报告示例显示，数据中心因为两个基础架构因素而变得不堪重负：电源（UPS）和散
热（AHU）容量我们可以制定更具战略意义的补救计划（如改造数据中心），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
题。  数据仅用于举例说明

http://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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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数据中心性能报告

表 1 为整合数据中心性能报告的一

个实例。

该报告涵盖了所有业务部门中所有预

计在未来三年将超负荷运行的数据中

心，其中最早超负荷运行的数据中心

列于图表顶部。该报告显示了紧急程

度和超负荷程度（负扩展空间中突出

显示为灰色的数字），有助于我们明

确补救措施的轻重缓急。例如，图表

顶部头两个数据中心的问题较为紧

急，因为它们目前已经在超负荷运

行，但是下方第四个数据

中心在第一年第一季度存在更大问题，

因为其预测需求和可用容量之间的缺口

超过了 1,000 服务器，而第一个数据

中心仅为 5 台服务器。

如果发现未来有多个数据中心将超负荷运

行，这表示我们的规划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果未在规划周期内发现任何数据中心将

超负荷运行，这表明数据中心基础架构可

能被过度设计。在英特尔 IT，规划的作

用就是高效及时地解决基础架构容量的短

缺问题。

表 1. 该整合数据中心性能报告示例涵盖了所有业务部门中将超负荷运行的所有数据中心，显示
了紧急程度和超负荷程度（使用负扩展空间数字），有助于我们明确补救措施的轻重缓急。 数
据仅用于举例说明

目前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一
季度

第二
季度

第三
季度

第四
季度

第一
季度

第二
季度

第三
季度

第四
季度

第一
季度

第二
季度

第三
季度

第四
季度

数据中心 1 -34 -5 13 -63 -144 -224 -301 -359 -446 -511 -580 -671 -671

数据中心 2 -66 -144 -136 -141 -141 -141 -141 -175 -175 -175 -175 -209 -209

数据中心 3 17 -16 -3 -3 -3 -3 -3 -3 -3 -3 -3 -3 -3

数据中心 4 17 -1110 -1320 -1416 -1581 -1633 -1693 -1794 -1849 -1901 -1962 -2024 -2024

数据中心 5 309 -74 -285 -349 -405 -475 -531 -604 -665 -727 -786 -848 -848

数据中心 6 106 -28 12 11 14 8 13 18 28 26 39 52 52

数据中心 7 80 -321 -462 -494 -517 -533 -561 -587 -613 -637 -656 -672 -672

数据中心 8 129 -15 -63 -68 -78 -86 -93 -101 -110 -119 -130 -137 -137

数据中心 9 730 -399 -521 -891 -1228 -1556 -1877 -2200 -2531 -2845 -3171 -3490 -3490

数据中心 10 949 5 -245 -481 -525 -560 -594 -638 -684 -728 -761 -804 -804

数据中心 11 877 252 -19 -437 -472 -577 -617 -865 -899 -971 -1024 -1058 -1058

数据中心 12 971 289 73 -119 -253 -409 -557 -733 -863 -1031 -1172 -1314 -1314

数据中心 13 91 67 13 6 -1 -8 -15 -23 -31 -40 -48 -56 -56

数据中心 14 71 7 6 3 -1 -3 -5 -7 -9 -11 -13 -17 -17

数据中心 15 43 23 20 13 8 -4 -8 -14 -19 -29 -32 -34 -34

数据中心 16 1709 971 571 311 40 -140 -326 -500 -687 -861 -1071 -1289 -1289

数据中心 17 54 36 17 11 5 -1 -7 -13 -18 -24 -30 -36 -36

数据中心 18 89 98 114 73 58 12 -25 -61 -96 -138 -169 -199 -199

数据中心 19 474 483 453 379 301 221 141 71 -3 -76 -149 -222 -222

数据中心 20 206 186 167 139 114 90 65 41 16 -9 -46 -82 -82

数据中心 21 463 326 321 276 249 227 205 147 84 24 -46 -116 -156

数据中心 22 120 117 117 106 93 79 65 55 38 22 5 -11 -11

数据中心 23 74 66 62 49 45 41 37 22 17 8 3 -3 -9

满足数据中心容量需求的可
选方案

长期规划（LRP）和分析可按需求

揭露计算容量问题，使我们有足够

的时间处理预测的供需失衡问题。

构建新数据中心耗财耗时。英特尔 

IT 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方案来高效

运行数据中心，以有效地缓解容量

利用不充分或过度的问题。

英特尔 IT 采用的解决方案是更新

服务器，将旧得服务器更换为性

能更为强大的新服务器。新服务

器的占用空间、电源及散热要求

都大为减少。该解决方案会对容

量和总体成本产生显著影响。有

时，缩短预期更新周期就足以满

足计算要求。英特尔还使用基于

最新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和英特

尔® 固态硬盘（Intel® Solid-

State Drive，简称英特尔® 

SSD），数量更少、性能更高的

服务器替换旧式的计算和存储服

务器，从而大幅降低了成本。

有时，有些数据中心几乎满负荷或

超负荷运行，而另一些数据中心却

低负荷运行。通过对全球的数据中

心进行负载平衡、将工作负载分配

至多个数据中心，我们成功解决了

问题。将不同地区的流量重新改动

道发送由有助于确保业务持续运作

和提供无缝用户体验，同时满足使

用需求。在其他情况下，我们的业

务部门将项目位置选择在项目团队

专家和特定容量数据中心相距较近

的地方。在发现数据中心超负荷运

行后，我们可能需要将各种方案整

合到容量缓解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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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预测数据中心容量规划和 LRP 流程可帮

助我们更出色地满足重要业务部门的计算

需求，并根据市场需求波动做出改变。

该方案对数据中心容量问题提高透明度，

帮助我们的 IT 和业务部门使用有系统和

可重复的流程从战略层面解决容量短缺问

题。我们的业务部门可调整并控制他们对

数据中心容量的需求，修改支出预测，规

划新设计项目，获取服务器更新的资金，

或制定扩展或缩减计划。而在分析报告中

对相关问题的概述，则能帮助业务

部门在 6 个月的周期之内做出决策并采

取行动。业务部门和数据中心规划师改

完善数据中心计划和业务计划，以避免问

题并提高数据中心资源的使用效率。

数据中心容量的耗尽会影响业务目标的实

现和预算平衡，以及总体增长和创新进

程。在动态业务环境中，我们的预测数据

中心容量规划方案为英特尔提供不间断的

计算能力和保持业务持续运作至关重要。

更多信息
如欲参阅相关主题的白皮书，请访问： 

www.intel.com/cn/it

• “高密度数据中心的设施设计”

• “应对英特尔 IT 数据存储增长的挑

战”

缩写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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