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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新的数据中心取得了以下 

成果：

• 1.06 PUE

• 每机架高达	43	kW

• 最低构建成本

• 善用环境资源

• 计算性能提升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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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概述

英特尔	IT	从战略上转变数据中心以实现显著的业务成果，其中一部分的工作就

是采用设计最佳实践，将两个空置的晶圆制造厂房改造成极其节能的高密度	5+	

MW	数据中心，每个数据中心拥有其独特的设计和散热技术。这些数据中心以

最低的每千瓦（kilowatt，简称	kW）成本运行，通过创新的理念利用建筑空间

和现场的条件，善用环境资源。

最新的数据中心模块使用紧密耦合式蒸发冷却技术和首个	5.5	MW	IT	负载功

率，设计在年均电源使用效率（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简称	PUE）

为	1.07	的范围内运行。前一个数据中心模块在	5,000	平方英尺的空间内使用

外部自然通风冷却技术和	5.5	MW	IT	负载功率；在两年的运行时间内实现了	

1.06	PUE。

采用创新设计的数据中心实现了以下成果：

• 机架功率密度高达每机架	43	千瓦，比过去我们为高密度计算提供的功率密

度提高	1.5	倍。

• 每平方英尺	1,100	瓦的冷却密度和每平方英尺	1,300	瓦的电力密度（行业平

均水平的	10	倍）。

• 数据中心	A	仅通过蒸发式的冷却塔里的水，就可将密度大于	1,000	瓦/平方

英尺的数据中心空间的供气系统调节至最高	95°F。

• 每年除不到	39	个小时外，数据中心	B	仅使用自然通风进行冷却，可确保服

务器在最高	95°F（35°C）的进气温度下运行。

• 这两个采用紧密耦合式蒸发冷却技术和自然通风冷却技术的数据中心的设计

PUE	为	1.07，但均实现了	1.06	PUE。

我们新设计的水冷数据中心能够提供相当于所有现有的高密度和英特尔®	传统

数据中心的总功率容量。里面内安装了	60,000	台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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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

kW kilowatt；千瓦

PUE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电源使用效率

每个内核的性能相比于之前的型号提高了	51%，1	帮助我们显著增加了计算密

度。更高的冷却和电力密度将更有效满足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所带来的快速增

长的计算需求，同时提供卓越的性能来满足企业应用运作。芯片设计越来越复

杂，以及处理复杂芯片设计和测试所需的工作负载，是推动这一增长的主要

动力。

业务挑战
日益复杂的芯片设计推动英特尔的计算需求每年增加了	30%	以上，每周需要

运行超过	4,500	万项计算密集型设计工作负载。与此同时，整个行业也面临

着降低数据中心运营成本，同时提高数据中心能效的日趋严峻的压力。为了解

决这些挑战，我们评估了多种方案，力求在提高数据中心效率和容量之际，不

会增加运营成本。2

我们考虑了以下各种可能：

• 建设一个新的数据中心。

• 改变现有空置区域的用途。

• 翻新现有数据中心。

• 购买一款容器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 使用外部托管服务提供商。

经过对可用选择进行评估，我们决定改变现有控制晶圆制造厂的用途。

解决方案
我们选择的建筑空间，具有多项使其能转变成为数据中心的特征：

• 公共电源、水源和空间的现场资源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 这些厂房临近一个全球设计计算中枢，可提供中枢访问网络基础设施和优化

支持服务。

• 工厂闲置后，厂房	A	的冷却塔容量和变电容量就一直处于搁置状态。多层建

筑可为电力管道和水管线路设施提供上下空间。旧厂房的地面为高效机架部

署提供了畅通无阻的空间。

• 厂房	B	是一个多层建筑，具有较高的天花板和压力通风系统。顶层直通外

墙，方便开洞以排出空气。

1 内部英特尔 IT 测试，2014 年 6 月。
2 如欲获得更多有关我们高密度数据中心设计最佳实践的信息，请阅读英特尔 IT 白皮书《高密度数据中心设施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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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建筑物所处的环境平均高温为	85°F（29°C），但是通过使用商用	IT	设备，我们只需采用蒸发冷却。3

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数据中心被分类为批量高性能计算中心。它们没有存储服务器，无需高度稳定。正如

图	1	所示，4	新设计的水冷数据中心的总体功率容量远远高于所有英特尔高密度数据中心和传统数据中心

的当前负载。

下列的设计组件帮助我们采用最经济高效的方式来满足高密度计算的要求（后续内容也对设计组件作出了

详细介绍）：

• 定制机架设计：使用了定制设计，而非商用设计，更能优化空间与功率密度。在相同的空间内，我们的

设计将机架	U	空间增加了	70%。

• 一流的电力密度和配电系统：我们使用了	800	安培	415/240	伏机架配电系统，实现了每机架	25	到	43

千瓦的单路径机架功率密度。借助定制，高效变压器产生的损耗仅为	1%。

• 数据中心 A 采用 100% 蒸发式的冷却技术。我们的冷却塔水只用于紧密耦合式冷却排热设备。我们继

续使用并完善在从前的设施项目和翻新工作中所建立的高密度自然通风冷却设计，包括大规模供气和用

于管理空气分离的热通道管道。

• 数据中心 B 采用 100% 自然通风冷却技巧。我们继续使用并完善在从前的设施项目和翻新工作中所建

立的高密度自然通风冷却设计，包括大规模供气、用于管理空气分离的热通道管道、以及直接将热气流

排放至建筑物外部。

3 如欲了解有关我们如何选择在何处建立英特尔数据中心的更多信息，请阅读英特尔 IT 白皮书《英特尔选择数据中心站点的方法》。
4 数据中心总面积 5,000 平方英尺，生产区净面积为 4,545 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为访问区。

图	1.	建设完成后，采用紧密耦合式蒸发冷却解决方案的数据中心将超过所有现有英特尔数据中心的功率容量。根据密度

经济学的原理，类似于摩尔定律：实际使用区域每平方英尺的千瓦数越高，每千瓦的成本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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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区运营中心子站具有高质量电力系统，我们确定使用中心电力系统不会

有重大的风险。然而，当业务需求或电力质量在将来发生变化时，将能够加入

不间断电源或发电机。

定制机架设计
通过增加密度，而不是横向扩展，我们尽量利用了投资，而且将之前每排的服务

器容量增加了两倍，此外，每机架空间的容量比标准行业设计高出超过	70%

（见表	1）。这一中心内安装了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即插即用型服务器，

相比之前的服务器型号提供了出色优势：包括每个内核的性能提高	51%，并使

用了高级小外形设计来实现最大的机架容量。每个内核的更高性能与高服务器机

架密度相结合，让我们能够在不增加数据中心占地面积的基础上增大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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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设计

实现了	1,100	瓦/平方英尺的总体冷却密度，以及高达	43	千瓦/机架的机架功

率密度，比过去为高密度计算提供的功率密度提高	1.5	倍。

紧密耦合式冷却：数据中心 A
目前的冷却设计所提供的冷却解决方案能够尽量发挥湿侧节能器概念的作用，

而且结合置于数据中心热量负载附近的冷却盘管，将气候区的蒸发冷却技术作

用发挥到极致。

图	2.	数据中心	A	采用紧密耦合式冷却设计。湿侧节能器概念采用水冷式盘管带走数据中心的热量。

表	1.	每	50LF	数据中心排的容量

机架设计
英特尔 标准版

机架 30/60U 25/42U

机架宽度 20 英寸 24 英寸

空间 1800U 1050U

3U 服务器 

数量

6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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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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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服务器平台支持从	32°F（0°C）到	104°F（40°C）的广泛热工作条件。

我们使用的设备经过设计，能够在	41°F（5°C）到	95°F（35°C）之间的供气温

度范围内运行。冷却塔设计在夏季将生产	79°F	的供水，并通过顶部的水冷式盘

管为服务器提供	90°F	的供气。综合测试和考虑厂商发布的工作条件后，我们确

定可以在较高的温度下使用服务器。

此外，我们还使用了静态泄压风扇和机房内传感器两个设计组件，使我们的紧

密耦合式冷却设计变得更加高效。

• 静态泄压风扇。在热通道中安装了风扇，如果冷却盘管中的静压差超过设计

值，风扇将作为一项防范措施。目前我们在运行环境时，没有采用任何辅助

风扇。

• 数据中心内空间传感器阵列。数据中心	A	采用紧凑耦合式送风设计，热通道

中仅使用压力传感器，而在回路管道和送气气流上使用温度传感器。

热通道管道
如图	3	所示，中心使用热通道（排气）和冷通道（供气）。每个热通道一端的

密封门和金属片空气分离导管围住服务器机架。热通道的气温根据服务器工作

负载量的不同而维持在	110°F（44°C）-	130°F（54°C）之间。供气温度保持

在	80°F（27°C）-	95°F（35°C）之间。根据长度的不同，管道的功率为	1.1	-	

3.3	毫瓦。

直接热空气冷却
按照设计，我们在该模块的天花板结构中安装了水冷式盘管；每个机架模块可

以冷却	330	kW	的热量。因为热交换在平均	20	英尺的服务器供气（前）和排

气（后）范围内进行，因此几乎不会浪费任何能量来转移空气。

图	4.	水冷式盘管建在模块的天花板结构中。

图	3.	热通道一端使用封闭门，以将热空气

和冷通道中的供气隔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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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风冷却：数据中心 B
我们为数据中心	B	选择了大规模进气设计，能够以适当的正气压，向机房大

量注入空气，从而为冷通道提供空气。这一设计支持提供任何服务器所需的空

气量。该建筑物已经配备了屋顶空气处理设备。这些重新定位的设备提供了气

流过滤与辅助冷却功能。机房的供气需求为每分钟	542,324	立方英尺。中心

全面超出了这一需求，能够每分钟提供	572,000	立方英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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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容纳两辆校车并排停放（见图	5）。

全新的服务器平台支持从	32°F（0°C）到	104°F（40°C）的广泛热工作条件。

我们使用的设备能够在	41°F（5°C）到	95°F（35°C）之间运行。在数据中心，

供气温度冬天平均为	60°F（16°C），夏天平均为	90°F（32°C）。通过测试和

综合考虑厂商发布的工作条件后，确定可以在较高的温度下使用服务器，而无

需冷却，除非室外气体温度超过	95°F（35°C）。除了每年预计的	39	小时外，

能够完全使用自然通风冷却整个中心。

如果室外温度超过	90°F（32°C），我们将使用可用的冷却水供应系统来辅助

自然通风冷却系统。这项设计能够在室外温度达到	95°F（35°C）时，就启动

辅助冷却功能，以避免出现温度过高的情况。

此外，我们还使用了混合风扇和机房内传感器两个设计组件，从而使自然通风

冷却设计变得更加高效。

• 混合风扇：当需要提高供气温度以消除过冷的空气或管理温度露点

（temperature	dew	point）时，使用这些风扇来返回热空气。

•	 数据中心内空间传感器阵列。数据中心	B	外部自然通风设计采用压力传感器和

温度传感器调节所需的空气量，从而通过调节自动供气百叶窗来满足服务器的

需求。这样有助于维持冷通道中的正气压，从而满足大规模进气设计要求。

热通道管道
如图	6	所示，中心交替使用热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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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导管材料使用类似于大型温室

屋顶和墙壁的材料制成。

图	5.	天花板供气通风系统面积巨大，能够

容纳两辆校车并排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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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通道在冬天的平均温度为	110°F（43°C），夏天为	125°F（52°C）。机房内供气和排气的温度

范围使得环境条件能够允许少量员工偶尔在内工作。

直接热空气排放
我们将建筑物改造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在长长的墙壁上增加了	1,100	平方英尺的天窗。如图	6	所

示，在供气进入冷通道并通过服务器后，来自热通道的排气将进入排气通风系统，并从天窗排出。

我们将这些天窗的位置设计为与盛行风平行，以确保排气能够轻松从建筑物排出。为了应对偶尔的

风向重大变化，还增加了	300	平方英尺的与盛行风垂直的排气天窗。

配电
在数据中心	A	和	B	中，我们的全新总线配电设计为单条总线提供	575	千瓦来支持	440	平方英尺的

数据中心空间。而通常标准的	575	千瓦总线配电路径用于为	4,400	平方英尺的空间供电。相比之

下，新中心的电力密度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	10	倍。

为了实现出色的机架配电功能，我们使用了由英特尔设计、第三方	OEM	制造的配电盘。这套三相	

60	安培	415/240	伏配电盘具备业界最高的容量，为	12	个单独的子电路提供了总计	43	千瓦的容

量，每个电路的成本不足	1,300	美元。配电盘设计具备电荷相位平衡功能。通过与汇流排槽插入

设备组合使用，相比以前的解决方案，配电盘将安装成本降低了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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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排气通风系统则使得热空气

能够轻松排出建筑物。天窗的位置设计为与盛行风平行，以确保排气能够轻松从建筑物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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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的电力设计还有其他三项值得一提的特性：

• 容易易用：设计非常灵活，支持轻松配置和连接服务器电源，以及配置机架

中设备的布局。当设备占地面积发生变化时，我们可以轻松调节和扩展机架

与连接解决方案。

• 灵活。汇流排槽和配电盘设计不仅能够支持最新的	IT	设备，还能够支持传统

的低电流设备，而无需为分支电路重新布线。

• 稳定可靠。基于业务要求和当前中心提供商的电力质量，我们使用了中心的

电力系统来运营数据中心。配电设备能够在未来轻松切换至不间断电源或发

电机（如由必要）。我们能够针对每条总线在一天内完成这一组合，而不会

影响到机房内的其他配电系统。

结果
我们使用上述基本设计原则，在数据中心采用紧凑耦合式冷却技巧，并使用冷

却塔由蒸发排热提供支持，得到以下的成果。

• 机架功率密度高达	43	千瓦/机架，相当于为高密度计算提供的自然通风冷却

设计密度

• 能够依赖	100%	经济高效的湿侧节能器

• 冷却密度高达	1,100	瓦/平方英尺，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	10	倍。这一密度一

度被行业认为是不可能实现，被公认为空气冷却中心的一大壮举

预计在收集了未来	12	个月的运营数据后，我们的设计将能够实现低于	1.07	的电

源使用效率（PUE）。通过减少所需的机械冷却容量（并因此减少电力要求）、

缩小占地面积和重新使用现有建筑物外墙和冷却塔设施，预计将能够避免大量资

本成本，并节省宝贵的运营成本。

未来计划
目前，两个	5	MW	数据中心模块已投产，将支持超过	60,000	台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高性能服务器。我们依照绿色网格组织三类要求安装了功率监

控器来收集有关中心	PUE	的数据，从而进一步优化能耗和学习未来数据中心设

计。下一改造阶段也已开始实施，主要目的是使用紧凑耦合式蒸发冷却技术为

数据中心增加	15	兆瓦容量。

43 kW

43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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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将两座闲置的晶圆制造厂改造为数据中心，而不是从新建设，我们节省

了大量投资成本。凭借仔细的设计和使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最新技

术，我们建立了一个具备以下特征的高密度计算中心：

•	 占地面积小

•	 一流的成本与运营效率

•	 较低的施工成本和每千瓦持续成本

•	 两年内实现了	1.06	PUE	的超高能效	

设计组件包含：

•	定制的机架设计，使用基于英特尔®	至强™	处理器的服务器，相比以前的型

号，性能提高了	51%

•	 低成本湿侧节能器冷却技术（包含热通道管道和直接紧密耦合式冷却）

•	 一流的电力系统

这些设计组件让我们能够将供气温度提高到	95°F（35°C），并实现	1,100	

瓦/平方英尺的冷却密度、1,300	瓦/平方英尺电力密度（行业平均水平的	10	

倍）、以及高达	43	千瓦/机架的机架功率密度。

如欲获得更多有关英特尔	IT	最佳实践的信息，请访问：www.intel.cn/IT

访问 advisors.intel.com，以获得公正的专业人士提供客观的定制建议。只

需填写一份简单的表格，我们的资深专家将于	5	个工作日内与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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