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皮书
 2021 年 8 月

IT@Intel：
大规模绿色计算

英特尔采用创新的组装式服务器架构和数据中心设施设计与运营解决方案，减少电子

垃圾并提高能效，不单保护环境，同时亦节省大量成本。

英特尔 IT 作者

Shesha Krishnapura

英特尔院士兼首席技术官

Ty Tang

资深首席工程师

Vipul Lal

资深首席工程师

Shaji Achuthan

高级主管工程师

要点综述
要做对企业和环境均有利的事。这是英特尔 IT 实施数据中心转型里多项计划的双重目

标。我们发现这些目标通常是紧密相连的：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也可以帮助我们

降低总环境成本（TCE）。

如果采用组装式服务器，我们只需更新 CPU 和内存等特定的服务器组件，不用更新网络、

驱动器、风扇、电源、线缆或机箱等其他组件。这种服务器更新方法不仅节省了 44% 的

成本，还大幅度减少了电子垃圾。

我们创新的数据中心冷却方法降低了电力成本，并实现了较高的数据中心效率 — 电源使

用效率（PUE）比率低至 1.06。这套方法每年还减少了接近 6,100 万加仑的淡水使用

量。此外，通过将燃料电池作为部分电源，让我们省去备用电源系统等设备，从而简化

基础设施设计并降低数据中心建设成本，同时降低碳排放量。

通过使用具颠覆力的技术、创新的数据中心设计、优化的数据中心运营流程和更高的资源

利用率，我们将继续寻找改造数据中心的方法来满足英特尔和全世界的绿色需求。

“要做对企业和环境均有利的事。”

— Shesha Krishnapura

英特尔院士兼首席技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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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英特尔的目标是通过技术打造一个负责任、包容且可

持续发展的世界，而英特尔 IT 在帮助整个英特尔实

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断寻

求各种途径，助力英特尔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全球

领导者，并积极行动和采取创新技术，帮助英特尔的

客户降低对环境的影响。1

数字化转型就是我们助力英特尔提高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一种方式。目前，全球的数据中心消耗了全球 

1-3% 的用电量，2 全球每年产生超过 5,000 万吨的电子垃圾。3

探讨数据中心战略和数据中心转型时，英特尔 IT 也会考虑到总体

拥有成本（TCO）和总环境成本（TCE）。

通过 Supermicro、英特尔和 NASA 之间的合作，TCE 术语于 

2018 年首次被引入业界。在一段名为 “使命：绿色计算” 的公开

视频中，英特尔院士兼英特尔 IT 首席技术官 Shesha Krishnapura 

表示：“全世界的首席信息官都在讨论数字化转型，他们的主要关

注点都在应用方面，而忽略了基础设施层面的转型。”

1 如欲了解关于英特尔 RISE 目标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

us/en/corporate-responsibility/2030-goals.html

2 以 3% 为来源进行研究：Bawden, T. “全球变暖：专家警告称，未来十年数据中心的能耗将是现

在的三倍。” 独立研究。2016 年 1 月 23 日。https://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

global-warming-data-centres-consume-three-times-much-energy-next-decade-experts-

warn-a6830086.html

以 1% 为来源进行研究：“研究：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全球总用电量的 1%。” https://www.

datacenterknowledge.com/energy/study-data-centers-responsible-1-percent-all-electricity-

consumed-worldwide

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 年 1 月 24 日，“联合国报告：是时候抓住机遇，应对电子垃圾的挑

战了。” https://www.unep.org/news-and-stories/press-release/un-report-time-seize-

opportunity-tackle-challenge-e-waste

英特尔计算环境的概况和发展

截至 2021 年第三季度，英特尔的数据中心包含超过 36 万台服

务器（其中包括超过 330 万个高频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内核），

超过 577 PB 存储和超过 662,200 个网络端口，数据中心总容量

为 103 兆瓦（MW）。

四大业务功能推动着英特尔的数据中心需求，如图 1 所示。为了

支持这四大功能，我们部署了不同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功能。

英特尔的芯片设计变得更加复杂且更具创新功能。为了满足这方

面的计算需求，我们数据中心总容量的 95% 用于支持产品设计，

计算功能每年至少稳步增长 30-40%（用于满足计算、存储和

网络需求）。构建、维护和 “绿化” 英特尔的计算基础设施（自 

2003 年以来增长超过 677 倍）是英特尔 IT 的一个主要关注点。

“全世界的首席信息官都在讨论数字化转型，他们

的主要关注点都在应用方面，而忽略了基础设施层

面的转型。”

— Shesha Krishnapura，英特尔院士兼首席技术官

图 1. 英特尔数据中心支持的主要业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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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具颠覆力的服务器技术和设施效率是英特尔 IT 数据中心战略的两个基本支柱。

英特尔 IT 数据中心转型战略
通过应用具突破性的新技术、解决方案和流程，我们将英特尔数据中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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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全面转型而非逐步改进

策略 策略
采用具创新设计的

服务器

提高

设施效率

采用

分层存储

提高

网络效率

提高

运营效率

KPI
方法

       当前功能
（记录计划）

最佳的可实现功能
（记录模式）

时间

K
P

I 范围
优化业务结构

以支持

关键业务功能

操作系统
和管理

服务器

网络

存储

员工数量

设施

五个策略中有两个与对

环境保护直接相关 

服务质量
（服务级别协议）

资源
利用率

通过优化实现最大
业务价值

+80%

级别 1 级别 3

$
每个服务单位的
成本

同比下降 10%

继续

缩小差距

英特尔 IT 数据中心战略概览

英特尔 IT 将英特尔数据中心服务当作工厂一样来运行，有条不

紊地推动转型，同时全面应用具突破性的新技术、解决方案和流

程。这一战略（如图 2 所示）有助于我们充分满足英特尔的业务

需求，同时为内部客户提供有效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功能和创新

的业务服务。4

我们将数据中心战略不断演变，其中一个目标是提高运营效率。

我们的数据中心战略建立在前期投资和技术的基础上，从 2010 

年到 2019 年帮助节省了超过 38 亿美元的成本。在推动英特尔数

据中心战略的过程中，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对环境负

责任。英特尔数据中心战略中的五大支柱里，其中两个（采用具

颠覆力的服务器技术和提高设施效率）与这两个目标直接相关。

本文将介绍这两个支柱如何帮助大幅度减少电子垃圾，并支持我

们设计出 PUE 值极低的数据中心。5

4 有关英特尔 IT 数据中心战略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IT@Intel 白皮书 “数据中心战略引领

英特尔业务转型。”

5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IT@Intel 白皮书 “英特尔 IT：超高能效的高密度数据中心。”

组装式服务器助力减少电子垃圾和更新

成本
基本的刀片服务器设计使用了共享电源、风扇、机箱、机箱控

制器和网络；但每个刀片都有自己的 CPU、相关 DRAM 和直接

连接存储（DAS），由 SAS 或 SATA 硬盘和控制器提供支持。

英特尔 IT 每四年更新一次数据中心服务器，以利用英特尔至强

处理器的改进功能：更多内核、每内核更高的性能或每内核更多

的 DRAM。过去，每当我们更服务器时都是一整台，尽管许多组

件（如机箱加线缆、电源、网络交换机、风扇、固态盘和 SAS 硬

盘等 I/O 组件）的使用寿命仍剩余多年。

这种服务器更新方法似乎会导致很高的总体拥有成本和总环境成

本。许多服务器组件适用于多代处理器，为什么要更换它们？为

什么要将完好无损的硬盘和组件丢进回收站或垃圾填埋池？这些

问题促使英特尔 IT 在 2016 年重新设计服务器，催生了十多年

来的首次服务器创新：组装式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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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路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组装式服务器（入门级）

基于双路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组装式服务器

基于单路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组装式服务器

基于单路英特尔® 至强® W-3200 处理器的分体式服务器

基于单路英特尔® 至强® W-2200 处理器的分体式服务器

组装式服务器的理念非常简单：将 CPU/DRAM 模块与主板上的 

NIC/硬盘模块分离。将服务器重新设计为模块化架构，让我们可

以单独升级 CPU/DRAM 模块来提高计算和内存性能和/或容量，

同时保留其他无需淘汰的组件。这可以加快技术采用速度，使设

计工程师轻松获取新技术。

全新的组装式设计（见图 3）带来了焕然一新的的服务器更新体

验。现在，我们可以轻松拆下几个螺丝，滑动取出 CPU/DRAM 

模块，然后安装全新的 CPU/DRAM 模块即可，无需花费数小时

进行更新。该模块连接至 PCIe 插槽，后者支持多代硬盘（SAS 

硬盘、SATA 硬盘或英特尔® 固态盘，包括 NVMe 硬盘）。

图 3. 组装式服务器架构包含一个 CPU/DRAM 模块和一个 NIC/
驱动器模块，两者可以各自独立更新，并与其他服务器组件分开
更新。

单路组装式服务器示例

双路组装式服务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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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 年推出第一款组装式服务器设计以来，我们一直在不断

发展这一概念。目前我们已经部署了超过 220,000 台组装式服务

器，使用了 13 种不同的刀片设计，包括单路和双路服务器。我

们使用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E 家族、英特尔至强处理器 W 家族和

英特尔至强可扩展处理器。采用不同的型号是为了满足特定的工

作负载要求，例如不同的内存容量、吞吐量或性能内核、高带宽

或高 IOPS 存储需求以及按需添加加速卡的能力。

“组装式服务器架构非常适合我们的数据中心。正如房

主升级照明设备时，只需将电灯泡更换为最节能的型

号，而不必更换整套照明装置，英特尔 IT 希望使用最

新的技术来更新计算模块，而不是替换整个服务器基

础设施。”

— Shesha Krishnapura，英特尔院士兼首席技术官

组装式服务器产品示例

以下是部署在英特尔® 数据中心的组装式服务器产品的示例。

这些服务器和机箱来自 Supermicro Computer, Inc.，采用

英特尔的组装式服务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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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我们的内部测试显示，订购组装式服务器更新组件能节省 86% 的

硬件体积（意味着需要发运和存储更少量的包装箱子），并能减

少高达 82% 的发运重量（意味着更低的运费）。组装式服务器

可以避免废置仍可以使用的组件（如电源、SAS 硬盘和风扇），

减少了发运材料、燃料和运输新部件所需的时间，有助于减少电

子垃圾。我们估计可以重复利用超过 50% 的系统组件。重复利

用也有助于降低碳排放量。此外，当我们能选择服务器的组件来

更新时，通常可以支持更加循环的经济，将废弃的组件重新用作

剩余服务器机组的替换备件。6

运营效益

相比全采购（推倒重建）更新，通过更换全部刀片来更新 3U/14 

刀片或 6U/28 刀片机箱，但保留机箱、网络交换机、电源和风

扇模块的更新方式节省了 17% 的成本。在数据中心安装了组装

式服务器之后，便可以选择只更新 CPU/DRAM 模块，相比全采

购更新，成本节省了 44%（参阅图 4）。（上述结果基于英特尔

内部测试，仅用作示例。）

此外，无需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或花费时间更换不必要的组件。

在内部测试中，我们确定，由于交接次数和所需技能的大幅度减

少，组装式服务器节省了 77% 的技术人员用时。

从 3 到 5 年的更新周期的角度看，相比传统的 “推倒重建” 模式，

组装式服务器设计支持数据中心独立采用经过改进的全新技术，

可以提供更高的平均性能，提高服务器的效率，并降低其成本。

同时，组装式服务器还可以提供先进的气流与散热系统。这些服

务器可以身处于温度高达 104°F（40°C）的环境。这样的绿色计

算特性为英特尔 IT 提供了更高效运营数据中心的机会。

6 循环系统通过重复使用、共享、维修、翻新、再制造和回收来创建一个闭环系统，尽量减少资

源投入的使用以及废物、污染和碳排放的产生（en.wikipedia.org/wiki/Circular_economy）。

意志坚定，快速行动
从提出概念到全线大规模生产交付仅历时 5 周

在 2016 年，当英特尔院士兼英特尔 IT 首席技术官 

Shesha Krishnapura 首次提出组装式服务器的概念时，

这个概念遭到了质疑。 

Krishnapura 表示：“合理的怀疑是创新过程的一部分，

其他人必须尝试证明你的想法存在不足之处。”

而同事们认真研究他的设计后，便认同了它的价值。有

了大家的支持，在 2016 年 6 月，Krishnapura 联系了

一家英特尔供应商，向他们展示了这个既简单又极具开

创性的想法。

Krishnapura 告诉供应商：“我们改变一下主板的线路，

将某些组件从左侧移到右侧，并添加接口，成本将降至

最低，而且这个设计可以快速完成。”

最终，新设计的完成速度甚至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Krishnapura 表示，供应商使用了垂直集成的全方位服

务功能，并与英特尔 IT 密切合作，在 5 周内交付了一

款经过优化的高品质产品，包括完整的供应链和大规模

的交付支持。数周之后，几千台全新的服务器已安装完

毕，并运行英特尔® 芯片设计任务。

Krishnapura 表示：“这款高密度、高效的组装式架构

将 280 个基于英特尔® 至强® E 或 100 个基于英特尔® 

至强® W 或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处理器的服务器刀片

置于 9 英尺的机架中，颠覆了整个行业。是服务器的计

算模块能有各自的更新周期。”

图 4. 相比全采购（推倒重建）服务器更新，在组装式服务器内更
新 CPU/DRAM 模块节省了至少 44% 的成本。基于英特尔内部
测试，2017 年 3 月。

17% 更新整个刀片
仅保留带有网络交换机、电源和风扇模块的机箱

44%
仅更新 CPU/DRAM

更新成本节省示例

http://www.en.wikipedia.org/wiki/Circular_economy


白皮书 | IT@Intel：大规模绿色计算 6

组装式服务器不会增加组件故障率
较高的环境温度和精选部件更换不会增加年故障率。

对于不熟悉组装式服务器的人来说，我们仅选择更换 CPU 和/或 DRAM，同时保留大多数其他服务器组件，可能会增加年故障率

（AFR）。此外，英特尔 IT 决定在更高的环境温度下运行数据中心，也可能导致年故障率增加（更多信息参阅 “创新的数据中心散热

方法”）。但我们的数据显示，自从将英特尔的数据中心转型方法实施以来，年故障率并没有大幅度提高。

我们对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6 月的 207,956 

台 HPC 服务器进行了分析并收集了相关数据，

并将它们分为两类：新服务器组和旧服务器组。

这些服务器中有 114,252 台（55%）使用了 

1-4 年，而 93,704 台（45%）使用了 4-8 年。

我们针对每个服务器组计算了以下年故障率，

显示使用超过四年的服务器的组件故障仅略高

于较新的服务器。所有服务器的整体年故障率

为 1.37%。

• 使用 0-4 年的服务器的年故障率为 1.22%

• 使用时间较长的服务器的年故障率为 1.56%

下图按组件显示了整个数据集的年故障率：

这些数据表明，有选择地更换组件是一项具有环

保意识的决策，可以在不影响英特尔总体拥有成

本的情况下降低总环境成本。此外，年故障率数

据是从两个数据中心收集的 — 一个在 91°F 

（32.7°C）下运行，电源使用效率（PUE）比为 

1.06，另一个在低得多的温度下运行，PUE 为 

1.49。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些数据还证明，如果

保持被认可的服务器规格内，较高的环境温度不

会损害组件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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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服务器整体

年故障率混合*
NIC

RAID 控
制器

集成式交换机风扇CPU

缓存电池内存
电源*

硬盘主板

0
.3

8
%

0
.3

2
%

0
.6

7
%

0
.3

2
%

0
% 0

.0
5

%

0
.0

5
%

0
.0

5
%

0
.0

6
%

0
.0

6
%

0
.0

4
%

0
.0

4
%

0
.0

4
%

0
.0

3
%

0
.0

3
%

0
.0

4
%

0
.0

2
%

0
.0

2
%

0
.0

2
%

0
.0

8
%

0
.0

8
%

0
%

0
%0

.0
1

%

0
.0

1
%

1
.3

7
%

1
.2

2
%

1
.5

6
%

0
.0

1
%

0
.5

5
%

0
.1

6
%

0
.1

6
%

0
.1

0
%

0
.1

8
%

0
.1

8
%

0
.1

7
%

组件数量  
根据 207,956 台服务器上的整体组件所分析 

* 对于使用 4-8 年的服务器，电源故障被重新归类为 “混合（电缆松动、组件复位）”。

组件类型 整个服务器机组 使用 0-4 年的服务器 使用 4-8 年的服务器

主板 207,956 114,252 93,704
硬盘 229,930 123,216 106,714
电源 48,413 23,518 24,895*
内存 1,090,710 599,405 491,305
缓存电池 207,956 114,252 93,704
CPU 223,050 119,033 104,017
风扇 97,941 49,335 48,606
集成式交换机 17,787 7,495 10,292
RAID 控制器 207,956 114,252 93,704
网络接口卡 207,956 114,252 93,704

通过创新的数据中心设计和流程提高可持

续发展能力
过去，数据中心的能效是通过 PUE 来衡量的，PUE 是 IT 负载

（计算设备的耗电量，而不是散热和其他开销）与数据中心总功

耗的比率。理想情况下，PUE 为 1；也就是说，消耗的所有电力

都用于计算设备。

数据中心的能效直接影响总体拥有成本和总环境成本。例如，如

果将 PUE 从 1.5 降低到 1.06，那么数据中心每消耗 1 兆瓦的电

力，每年便可节省超过 385,000 美元的效用成本。7 更重要的

是，同样的 PUE 降幅每年可减少 2726 吨二氧化碳排放，这相

当于 3559 英亩森林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8

当我们执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电子垃圾的总体战略，同时仍

然满足数据中心急剧增加的能源需求时，组装式服务器只是我们

更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包含创新的数据中心散热方法、

采用其他替代能源以及数据中心流程与资源优化。

7 PUE 和成本节省数据计算方法请访问：42u.com/measurement/pue-dcie.htm

8 美国 EPA AVERT 计算器 epa.gov/energy/greenhouse-gas-equivalencies-calculator

http://www.42u.com/measurement/pue-dcie.htm
http://www.epa.gov/energy/greenhouse-gas-equivalencies-calc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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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数据中心散热方法

英特尔 IT 不断完善数据中心设计，以提高密度和效率。9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们的数据中心经历了三代的发展。

• 1A 代（20 世纪 90 年代）— 早期的数据中心通过从天花板进

入的强制冷气流散热，不具备冷热风隔离功能，能够容纳功耗

为 5 千瓦的 42U 机架，PUE 大于 2.0。

• 1B 代（20 世纪 90 年代）— 数据中心使用从天花板进入的冷

气流，PUE 约为 1.4。

• 2A 代（21 世纪初）— 数据中心采用活动地板和强制冷风或冷

热空气隔离，使密度保持在 42U，但输送给机架的功耗增加到 

15 千瓦，因此 PUE 较低，约为 1.4。

• 2B 代（21 世纪中期）— 为来自天花板的冷气增加烟囱和热/

冷空气分离等改进特性，为机架提供 30 千瓦的功率，PUE 降

低到约 1.18。

• 3A 代（2013 年）— 在一座现代化数据中心使用自然风冷却、

冷热空气隔离和极高的机架密度，PUE 仅为 1.06，机架密度

高达 60U 且每机架高达 43 千瓦，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 3B 代（2015 年）— 另一座现代化数据中心使用紧密耦合的

蒸发散热和热/冷空气分离，亦实现了类似的 PUE 值、机架密

度和每机架功率（千瓦）。

过去，数据中心在 64°F（17.8°C）到 68°F（20°C）的低温下运

行。但许多较新的服务器平台支持广泛的热运行条件 — 从 32°F

（0°C）到 104°F（40°C）。我们使用的设备能够在 41°F（5°C）

到 95°F（35°C）之间运行。我们发现，使用创新的散热设计并

在更高的温度（91°F（32.7°C））下运行数据中心，可以减少

或消除昂贵的 CRAC 机组和冷却器。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们一直

在较高的温度下运行数据中心，但组件故障率并没有增加。

我们采用创新的散热方法和极高的机架密度，能够满足多年来不

断增长的计算和存储资源需求，同时将数据中心占地面积减少了 

22%（参阅图 5）。以下两节概述了自然风冷却和紧密耦合的蒸

发散热。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IT@Intel 白皮书 “英特尔 

IT：超高能效的高密度数据中心。”

9 如欲了解英特尔如何提高工厂制造设施的效率，请阅读 “通过工厂的节能实现减排” 白皮书。

紧密耦合、蒸发冷却的 3B 代数据中心热通道，配备 60U 机架，每个机架最多可容纳 280 台组装式服务器，每机架高达 43 千瓦。

图 5. 创新的数据中心设计使我们能够减少数据中心的占地面积，
同时提高功率密度和容量。

2003-2021 年的数据中心

'2003 '2005 '2011 '2012 '2016 '2020 '2021

152 136 91

60

50 MW 64 MW

85 MW

103 MW

482,000 平方英尺

466,000
446,000

419,000 356,000

350,000
377,000
平方英尺

平方英尺 在用电量 数据中心模块总数

03

   自 2003 年以来，
占地面积（平方英尺）减少了

22%多达

60

   自 2012 年以来，
在用电量增加了

106%多达

5668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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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风冷却

英特尔有一座现代化的数据中心建筑在一栋最初用作工厂制造的

大楼里。我们为这栋大楼选择了大规模进气设计，以适当的正气

压向房间大量注入空气，从而为冷通道提供空气。这项设计支持

为各款服务器提供所需的空气量。这栋大楼已经配备了屋顶空气

处理设备，我们对其进行了改造，以便提供气流过滤和补充冷

却。房间的供气需求为每分钟 542,324 立方英尺，而该设施每

分钟提供 572,000 立方英尺，足以满足供气需求。我们还重新

配置了现有的屋顶供气通风系统，以连接天花板供气通风系统。

该系统面积巨大，能够容纳两辆校车并排停放（见图 6）。如果

室外温度超过 90°F（32°C），我们将使用备用的冷却水供应系

统来增加自然风冷却。这一设计可以启动辅助冷却功能，以避免

出现温度过高的情况。

该设施还使用交替的热通道（排气）和冷通道（供气）。每个热

通道一端的密封门和服务器机架上的半透明空气隔离外壳使用类

似于大型温室屋顶和墙壁的材料制成。冬季热通道平均温度为 

110°F（43°C），夏季平均温度为 125°F（52°C）。房间内供

气和排气的温度范围能够允许少量员工偶尔在内工作。

通过自然风冷却，热/冷空气分离和基于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的服务

器等创新技术，帮助我们实现了高达 43 千瓦的机架功率密度和 

1.06 的 PUE。

紧密耦合的蒸发冷却

至于英特尔其他现代化的数据中心中，我们则使用基于循环水的

散热解决方案，它能够把湿侧节能器概念的作用尽量发挥，结合

置于数据中心热量负载附近的冷却盘管，将面向气候区的蒸发冷

却技术发挥到极致。一根两英寸长的管子在两个机架之间以低压

输送缓慢流动的水。薄铜线圈与机架顶部的风扇相结合，将机架

中的热空气通过线圈传输到管道中的水。较冷的空气正好回到机

架前面。来自外部的温水和冷水通过板式换热器进行热交换。简

而言之，这个系统类似于吹一杯热茶来降温。这是一种简单的技

术，易于构建和管理，并且比传统冷却数据中心的运营成本要低

得多。我们估计，使用紧密耦合蒸发冷却的 20 兆瓦数据中心每

年可节省 6,100 万加仑淡水。

与自然风冷设施一样，紧密耦合的蒸发冷却配置允许我们以高达 

43 kW 的机架密度运行 144 个机架（每侧 72 个），并实现 1.06 

的 PUE。当我们在 2015 年首次构建紧密耦合的蒸发冷却数据中

心时，我们只有一个 31 兆瓦的模块。从那时起，我们增加了两个

额外的模块（10 兆瓦和 8.5 兆瓦），总容量为 49.5 兆瓦。

图 6. 交替使用热通道（排气）和冷通道（供气）提供了高效的
气流分离功能，排气室的百叶窗与盛行风平行，因此热空气可以
轻松排出建筑物。

图 7. 紧密耦合的蒸发冷却设计使用水冷盘管将热量从服务器传递
出去。

供气

供气

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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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叶窗
大多数百叶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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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通道 热通道 冷通道

交替使用热通道与冷通道
提供高效的空气分离功能

供气室
能够供应 572,000

立方英尺/分钟

自然风冷却

交替使用热通道与冷通道
提供高效的空气分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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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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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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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耦合的蒸发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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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机架设计的优势
相比于标准行业设计，英特尔将每机架空间的容量提高了 71%。 

我们通过增大密度而非进行横向扩展，同时还将之前的每机架服务器容量增加了一倍。相比于标准行业设计，每机架空间的容

量提高了 71%。 

除了采用高度密集的数据中心机架空间外，我们还使用先进的小型设计服务器来实现极高的机架容量，以及最高的每核性能。

更高的每核性能和高服务器机架密度相结合，能够提供比类似占地面积的传统数据中心更高的计算容量吞吐量。

通过使用组装式服务器，我们可以从广泛的英特尔® 至强® 可扩展、英特尔® 至强® W 和英特尔® 至强® E 高性能 SKU 中进行选

择，轻松处理芯片设计工作负载。我们针对关键路径工作负载有选择性地升级了一些采用最新高性能 CPU SKU 的服务器，以

便为英特尔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工作负载提供出色的每核性能，以及最佳总体拥有成本。

我们将机架高度增加至 60U，同时将机架宽度降低至不到 20 英寸。这种设计使整体冷却密度达到 1,100 瓦/平方英尺，机架

功率密度高达 43 千瓦/机架 — 与过去为高密度计算提供的功率密度比较，高出 1.5 倍，比行业平均密度高出 5 倍a — 业界将

其称之为风冷设施 “不可能”、“卓越” 的密度。

a Uptime Institute，2020 年 12 月 7 日，“机架密度正在上升”，https://journal.uptimeinstitute.com/rack-density-is-rising

替代能源

多项概念验证均已证明，燃料电池技术能够为英特尔数据中心提

供可靠、稳定、高效和可持续的电源。英特尔 IT 与英特尔的企

业服务和全球供应链事业部密切协作获取燃料电池供应以满足

英特尔在电源冗余和容量方面的预期。

在英特尔，有一部份数据中心的主要电源并非电网，而是燃料电

池。迄今为止，我们在全球多个英特尔数据中心位置都安装了燃

料电池。燃料电池现在是英特尔 IT 新数据中心设计和扩展范围记

录计划的一部分。

使用燃料电池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包括：

• 高效利用占地空间

• 可靠优质的电源

• 可扩展、模块化安装

• 经济效益

• 更快的部署

•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帮助降低英特尔的总环境成本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我们在燃料电池安装方面的经验和最佳实践，

请阅读 IT@Intel 白皮书 “燃料电池 — 英特尔数据中心的替代

能源。”

数据中心流程和资源优化

除了使用组装式服务器、创新的冷却方法和替代电源之外，我们

还利用每一个机会来优化数据中心方方面面，以使英特尔和环境

都受益。

通过将再利用和回收、保护和基于社区的努力维护工作，英特尔 

IT 一直非常注重在全球各地能实现智能化用水。在 2020 年，

英特尔最大的污水处理设备达到了 10 亿加仑（相当于尼亚加拉

瀑布 26 分钟的水量）的里程碑。循环水进入洗涤器、冷却塔和

其他设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回收和再利用循环。在一些英特尔

园区，我们还将水从数据中心发送到附近的工厂生产设施来循环

使用。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的全球水资源保护和相关工作节省了

大约 440 亿加仑的水（相当于尼亚加拉大瀑布 19 小时 的流水

量）。10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工作（例如回收和再利

用）使我们能够采购超过 71 亿千瓦时的绿色电力，相当于英特尔

全球用电量的 82%。我们的新目标是公司到 2030 年能够实现

全球 100% 使用绿色能源。11 此外，英特尔还参与了很多减少公

司碳排放量的计划。12

10 如欲阅读完整的新闻稿，请访问：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ewsroom/

news/water-facility-milestone-billion-gallons-recycled.html

11 英特尔和环境。

12 参阅 “通过工厂的节能实现减排”。

https://journal.uptimeinstitute.com/rack-density-is-rising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ewsroom/news/water-facility-milestone-billion-gallons-recycled.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newsroom/news/water-facility-milestone-billion-gallons-recycl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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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最近签署了 “欧盟气候中和数据中心协议”，彰显了我们

对环境负责的承诺。该协议是欧洲绿色协议的一部分，致力于到 

2050 年使欧洲实现气候中和。英特尔在欧洲确定了特定的数据

中心模块，这些模块将推行与能源效率、清洁能源、节水、循环

经济和循环能源相关的举措。

结论
英特尔的业务需求将继续增长，计算和存储需求可能亦会持续每

年两位数增长。然而，IT 行业面临的挑战也在全球各地继续增

加，例如气候变化、电子垃圾和负责任地使用水资源。“绿色计

算” 不仅仅是追求尽可能低的 PUE；它还包含了各种倡议和概念。

通过采用组装式服务器等具颠覆力的技术，并以创新思维思考数

据中心的运营方式，英特尔 IT 证明了运营效率（TCO）与环保

（TCE）之间的联系通常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加密切。

相关内容
如果您喜欢本文，那么您可能也会对下面的相关文章感兴趣。

• 《数据中心战略引领英特尔业务变革》白皮书

• 《燃料电池 — 英特尔数据中心的替代能源》白皮书

• 《用于芯片设计的超大规模高性能计算》白皮书

如欲获得更多有关英特尔 IT 最佳实践的

信息，请访问：intel.cn/IT

IT@Intel
我们致力于促进 IT 专家与英特尔内部的 IT 同事联系。

我们解决了一些当今最为严苛和复杂的技术问题，希望

能在开放式对等论坛中与个业界同行 IT 专业人员直接分

享经验。

我们的目标非常简单，即提高整个部门的效率，增加 IT 

投资的业务价值。

请关注我们并加入对话：

• #IntelIT • LinkedIn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intel.cn/IT 或联系您当地的

英特尔代表。

英特尔 IT 投稿人

Shruthi Balasubramanyam，数据中心技术工程师

Paul Budhai，数据中心经理

Toan Cao，数据中心机械工程师

Nissim Hamu，数据中心电气工程师

Prasad Pusuluri，数据中心技术工程师

Harish Srinivasappa，数据中心技术工程师

Michelle Vincenti Urpí，首席电气工程师

Jenny Wu，数据中心技术工程师

缩略词

AFR 年度故障率

CRAC 机房空调

KPI 关键性能指标

PUE 电源使用效率

RISE 负责任、包容且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通过技术

实现）

TCE 总环境成本

TCO 总体拥有成本

• IT 对等网络

http://www.intel.cn/IT
http://www.intel.cn/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