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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IT 重新定义高密度数据中心：
每平方英尺 1,100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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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内核的
性能提高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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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尔 IT 使用设计最佳实践将一个 5,000 平方英尺的晶圆制造厂转变为

高密度数据中心，并取得以下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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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年除不到 39 个小时外，能够使用自然通风冷却，可确保服务器在最

高 95°F（35°C）的进气温度下运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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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设计的数据中心的总体功率容量相当于三个传统的数据中心。安

装在内的商用英特尔® 架构服务器与以前的型号相比，每个内核的性能高

出 51%，1  从而可以显著提高计算密度。更高的冷却和电力密度将更

能满足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所带来的快速增长的计算需求。电路设计日

趋复杂，以及处理复杂芯片设计和测试所需的工作负载，都是推动计算

容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1  英特尔 IT 内部测试，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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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E   电源使用效率

业务挑战
在英特尔，日益复杂的芯片设计每周需要运行超过 4,500 万项计算密集型的工作

负载，令计算需求增加了 30% 到 40%。与此同时，整个行业所面临的压力 — 

降低数据中心运营成本，同时提高数据中心能效 — 亦日趋严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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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考虑了以下的方法：

• 建设一个新的数据中心

• 翻新现有的

• 购买一款容器型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 使用外部托管服务供应商

然后决定改变现有剩余空间的用途（在本文中为一个废弃的晶圆制造厂）。

解决方案
被看中了用来改造为数据中心的建筑物具有多个特征，因而成为最佳选择：

• 该建筑物分为多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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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建筑物内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可用于提供电力、冷却水和屋顶空气处理

装置。

• 该建筑物临近一个全球设计计算的中枢，可通过此中枢使用网络基础设施，

并获得优良的支持服务。

尽管建筑物所处的环境平均高温为 85°F（29°C），但由于我们使用商用的 IT 

设备，能够采取自然通风冷却。3

2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我们高密度数据中心设计的最佳实践，请参读英特尔 IT 白皮书《高密度数据中心的设施
设计》。 

3  如欲了解有关我们如何选择地点来构建英特尔数据中心，请参读英特尔 IT 白皮书《英特尔选择数据中心站点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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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数据中心被分类为批量处理的高性能计算中心。它没有存

储服务器，亦没有高度可靠的需求。正如图 1 所示，4  新设计的数据中心的总

体功率容量相当于三个传统数据中心。

以下的设计组件帮助我们以最经济高效的方式来满足高密度计算的要求：

• 定制机架设计：使用了定制而非商用的设计，可以更有效地优化空间与功率

密度。

• 完全自然通风冷却：之前在开展工厂项目和翻新工作中，已经建立了完善的

高密度自然通风冷却设计。在这一项目中，我们继续使用并完善了相关的创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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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进的电力密度和配电系统：使用了 800 安培（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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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在下文中对这些设计组件详细描述。

4  数据中心运行区域的净使用面积为 4,545 平方英尺。5,000 平方英尺的综合面积包括检修区域。

图 1. 我们的高密度设计帮助提高了每平方英尺的功率。密度经济效能的原理类似于摩尔定律：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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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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地区的分电站具有高质量的电力系统，因此使用的供电系统不会有重大

的风险。然而，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业务需求或电力质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所

以仍然配备能够容易连接的不间断电源或发电机，以防万一。

定制机架设计
我们尽量在增大密度方面投入资源，而非采取横向扩展的方法；还将每行的

机架服务器容量增加了一倍。在这一数据中心内安装的商用英特尔® 架构服

务器与之前的服务器型号相比，其优势更为出色，包括每个内核的性能提高 

51%，并因外形设计细小而实现了最大的机架容量。每个内核的更高性能与

高服务器机架密度相结合，让我们能够在无需增加数据中心占地面积的基础

上增大容量。

我们将机架高度加大到 60U，将机架宽度缩减到不足 20 英寸，最终实现

了 12 行，每行 18 个机架的设计，总体可用计算机架达到 209 个，其中 8 

个为网络机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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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们过去为高密度计算提供的功率密

度提高 1.5 倍。

自然通风冷却
我们选择了大规模进气设计，能够以适当的正压向室内大量注入空气，从而

为冷通道提供空气。这款设计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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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的供气需求为每分钟 542,324 立方英尺。设施能够每分钟供气 

572,000 立方英尺，全面超出了原来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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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全新的服务器平台支持在温度 32°F（0°C）到 104°F（40°C）之间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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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综合考虑了测试和厂商发布的工作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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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每年预

计的 39 小时外，能够完全使用自然通风冷却整个数据中心。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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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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室外温度超过 90°F（32°C）的话，我们将使用冷却水供应系统来辅助自然通风冷却系统。这

设计在室外温度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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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传感器两个设计组件，使自然通风冷却设计变得更加高效。

• 混合风扇：当需要提高供空气温度以消除过冷或温度下降至接近结露的空气时，便使用这些风扇

来将热空气回流。

• 室内传感器阵列：我们广泛使用了传感器来帮助保持 IT 设备正常运行：针对供气和排气安装了室

内温度传感器、使用了压差传感器来控制供气挡板的位置。这设备保持大规模供气设计所需的正

气压，能够帮助管理供气的体积和气流。5

热通道管道

如图 3 所示，场地设施交替使用热通道（排气）和冷通道（供气）。每个热通道尽头的密封门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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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通道在冬天

的平均温度为 110°F（43°C），夏天为 125°F（52°C）。室内供气和排气的温度范围能够允许

少量员工偶尔在该处工作。

直接热空气排放

作为建筑物改造的一部分，我们在宽长的墙壁上增加了 1,100 平方英尺的天窗。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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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

窗的位置设计与主导风的风向平行，以确保排气能够轻易从建筑物排出。为了应对风向偶尔会发生

的重大变化，我们还增加了 300 平方英尺的排气天窗，与主导风的方向位置垂直。

5  其他与冷却无直接关系的传感器包括高灵敏度烟雾探测传感器等。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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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热空气能够轻易从建筑物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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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
新设计使用 575 千瓦路径来支持 400 平方英尺的空间。而通常标准的 575 

千瓦路径用于为 4,000 平方英尺的空间提供电力。相比之下，新设施的电力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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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M 制造的配电

盘。这套三相（3-phase） 60 安培（a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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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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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这个数据中心的电力设计还拥有三项值得一提的特性：

• 容易使用：设计非常灵活，支持容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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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与连接的解决方案可以容

易调节和扩展。

• 灵活便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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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业务要求和目前供应商的电力质量，我们使用了公共电力系

统来运营数据中心。配电设备能够容易切换至不间断电源或发电机（如有必

要）。每条总线能够在一天之内完成接搭，而不会影响到数据中心内的其他

配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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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参照以上描述的基本设计原则，我们取得了以下成果：

• 机架功率密度高达 43 千瓦/机架，比以前我们为高密度计算提供的机架密度

提高 1.5 倍

• 每年除了 39 个小时外，能够全部使用自然通风来经济高效地冷却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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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中心使用自然空气冷却实现了这个不可能（“impossible”）的密度，成就

卓越（“remarkable“）。

在收集了未来 12 个月的运营数据后，我们预计这个设计将能够实现低于 1.1 的

电源使用效率（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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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外墙，

将能够避免大量资本成本，并节省宝贵的运营成本。

下一步行动
在完成项目的第一期施工后（14,000 台服务器，32 兆瓦），我们计划收集

未来几个月的数据，并预备在 2014 年夏天之前再增加 16,000 台服务器和 

1.8 兆瓦。我们依照绿色网格组织第三类别（The Green Grid Category 3）

的要求安装了功率监控传感器，以收集与 PUE 有关的数据。

接下来，我们将收集和分析未来 12 个月的运营数据，其中包括外部温度与负载

需求变化等信息，以帮助确认数据中心的设计是否运营良好，是否满足到预期

的负载和运营成本与效率目标，并利用这些数据来改进这个数据中心以及其他

的新设施规格。我们预期数据将会显示出低于 1.1 的 PUE。

http://www.intel.com/c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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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nkedin.com/shareArticle?mini=true&ro=true&url=http%3A%2F%2Fgoo.gl%2FKOqbtc&title=Intel+IT+Redefines+the+High-Density+Data+Center%3A+1,100+Watts/Sq+Ft&summary=New+paper+about+Intel+IT+using+design+best+practices+to+convert+a+5,000-sq-ft+wafer+fabrication+facility+into+a+high-density+data+center.
mailto:?subject=New IT@Intel Paper to Share&body=Check out this new paper about Intel IT using design best practices to convert a 5,000-sq-ft wafer fabrication facility into a high-density data center with state-of-the-art Intel® architecture-based servers that offer 51 percent higher performance per core than previous models. http://goo.gl/KOqbtc


结论
通过将已停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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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英特尔架构技术，我

们实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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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的成本

设计组件包括：

• 定制的机架设计，使用商用英特尔架构服务器，相比以前的型号性能

提高 51%

• 成本低的自然通风冷却（包括热通道管道和直接将热空气排出到建筑

物的外面）

• 一流的电力系统

这些设计组件能够将供气温度最大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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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了解有关英特尔 IT 更多的最佳实践，请访问：

www.intel.com/cn/IT

IT@Intel

我们致力于促进各地 IT 专家与在英特尔的 

IT 同行联系。我们的 IT 解决了一些当今最

为严苛和复杂的技术问题，希望能在这个开

放式对等论坛中与同行 IT 专业人员直接分

享和交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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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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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内容

请访问：www.intel.com/cn/IT 查看相

关主题的内容：

• 数据中心能效：《数据中心效率和改造的

最佳实践》白皮书

• 英特尔 IT 的《英特尔 IT 为业务转型而实

现的数据中心战略》白皮书

• 《高密度数据中心的设施设计》白皮书

• 《提升业务持续运作 — 数据中心容量规

划方案》白皮书

• 《在数据中心中使用精益六西格玛* 和系

统创新》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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