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手共建，云创未来
数据中心综合布线和照明解决方案

schneider-electric.cn

数据中心数据流量不断加大，

施耐德电气

设备日益增多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尽享高效的数据管理，
可靠、灵活、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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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综合布线设计指南

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契机，
也对数据中心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 对7X24安全连续性的永无止境的追求
> 以最短的周期投入市场来更好地满足业务增长的需求
> IT系统达到更大的服务能力来支撑业务的发展
> 提供完善的冗余和容错能力，满足IT系统灾备需求
> 卓越性能，高效运营，提供更有效的运维管理能力
> 简单和更有弹性的部署以及可扩展性，灵活适配业务弹性变化

> 思考以下宕机时间，你是否可以忍受？
相当于每年允许宕机……
可靠率

数据中心等级

允许的最长宕机时间

99.671%

Tier 1

1 天 4 小时 49 分

99.741%

Tier 2

23 小时 41 分

99.982%

Tier 3

1 小时 34 分

99.995%

Tier 4

26 分

> 同时，你是否还有以下需求？
降低投资
降低非能源运营成本
降低能源成本

高密度
减少人为失误

02

总拥有成本

可用性

灵活性

安装速度
扩容能力
重新配置能力

5%

50%

布线系统投资只占数据中

有 50% 的网络故障

心总投资的 5% 。

是布线引起的。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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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
领先的电工品牌

你的数据中心需要什么?
> 高可靠性
> 智慧设计
> 高密度
> 高可用度
> 绿色智能

可用性
更灵活
更绿色

> 模块化

10-20年
数据中心建筑及基础设施
的生命周期是 10-20 年。

2-3 年
但是其中的 IT 设备
2-3 年就会更换。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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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施耐德电气在电力、制冷和控制领域以及
能源管理和提高能源效率方面，一直保持着全球领先的地位。
如今，施耐德电气通过其专业品牌，简化了创建高密度、高效
率、具有可预见性数据中心的过程。
施耐德电气专门为数据中心开发了提高性能与优化成本的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可以确保数据中心现在和将来都具有更高可用的、安全
的基础设施。

> 更高可用性
确保业务的可靠和连续。

> 更灵活
轻松实现布局调整和扩容。

> 更绿色
高效、节能、成本优化。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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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
施耐德电气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整体解
决方案：独一无二的概念。

06

控制室

配电间

接待处

确保设备 24/7 高效运行

为IT和制冷等关键设备提供

确保数据的安全

> 设施监控系统

可靠的高质量电源

> 访问控制和检测

> 资产管理

> 配电设备

> 视频监视

> 安防系统

> 备用电源

> 火灾检测

> 电源管理系统

> 环境控制：温度、湿度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控制和管理能源消耗
> 管理电力和制冷
> 对能耗进行分析并提供建议
> 电力成本优化分配降低能源消费
> 能效诊断和服务
> 有效的制冷方案
> HVAC设备控制优化能源结构，转向成本
降更低的能源
> 电力和制冷监控系统

服务器机房
可升级的基础设施能够确保不断升级的 IT
设备正常运转：
> 制冷
> 机架系统
> 综合布线系统
> 环境监控系统
> 机房操作管理系统
> 安全系统：火灾检测、访问控制和检测

规划和建设

操作和维护

整体监控

优化投资减少建设时间

减少设备故障和维修时间

多点同时监控运行时间和能源消耗

> 整体咨询

> 系统维护合同

> 能源管理

> 数据中心设计

> 设备审查和诊断

> 基础设施操作监控

> 项目执行

> 扩建改建咨询和执行

> 容量规划
> 投资规划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07

安全 高效 可靠

数据中心机房区
你需要安全，高效，可靠的
专业级数据中心机房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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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的数据中心机房
你将在这里完成：

>

数据运算，数据存储和安全联网设备的安装

>

为所有设备运转提供所需的保障电力

>

为所有数据中心内部和外部设备提供安全，可靠的网络连接

>

在满足设备技术参数要求下，为设备运转提供一个温度受控的环境

A 主配线区域

B

主配线区域（Main Distribution Area,
MDA）是布线系统的中心，其设置在机
房内，当数据中心分布在建筑中的多个
楼层时，MDA是布线系统的汇集点。
注意：在多客户环境下，基于安全原
因，MDA可以分开。MDA包括主交叉
连接并可能还包括为附近设备提供连接
的水平交叉连接（HDA中描述）。MDA
可能包含核心路由器，核心LAN/SAN

J

交换机，有时，服务提供商的设备（如
MUX多路复用器）也被放置在主干区域
以避免线缆超出额定传输距离。

B 水平配线区域

C 贮藏室

E 通信室

水平配线区域（Horizontal Distribution

贮藏室是用于安全存放各种备件，线

通信室用于安置为数据中心的正常办公

Area，HDA）设置水平交叉连接（如果

缆，以及为满足各种操作需要的补给

及操作提供本地数据，视频和语音通信

数据中心相对较大的话）。在小型的数

品等。拥有一个卸货平台是非常有帮

服务的各种设备。

据中心中，HDA 被合并到 MDA 中。如

助的。

同MDA，基于安全原因，HDA也可以分
开。HDA包括LAN/SAN交换机以及各
种设备的KVM（键盘，显示器，鼠标）
交换机等。

D 电气/机械室

操作中心是维护操作人员通过入墙式大

等设备。安全洁净的电源供应及后备电

屏幕以及桌面显示器监控网络的地方，

源（UPS、电池组、发电机组），以及

人员数量根据数据中心的规模而定。

行时间的必要条件。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操作中心监控着数据中心的正常运行。

电气/机械室用于安置电源、配电、空调

可靠的HVAC 系统是实现 100% 正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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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操作中心

D

C

E
F

A

G
I

Ｈ

G 进线室

I 计算机机房

H 设备配线区域

进线室管理着外部网络与数据中心结构

设备配线区域（Equipment

Distribution

计算机机房指放置数据与通信设备及线

化布线系统的接口，这里摆放用于分界

Area, EDA）是指放置各种计算及存储模

缆的安全的，环境可控的空间。机房可

的硬件。注意：有时也将进线口（位于

块的机架和机柜。

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分别与结构化布线
系统连接。机架与机柜安装在抬开的防

数据中心外的洞口）作为外部网络提供
商的入口。
基于安全目的，进线室设置在机房之外。

J 分区配线区域

静电地板上，冷气与线缆（包括数据电
缆与电力电缆）一般推荐从地板下进

根据冗余级别或层次要求的不同，进线室

分区配线区域（Zone Distribution Area,

入。TIA-942 标准对机房的数据访问，

可能需要多个，以连接第二个外部网络服

ZDA）用于需要提高HDA与设备间配置

空调控制，灯光，后备电源，设备密度

务提供商。如果数据中心非常的大，另一

灵活性的大型机房中。ZDA仅放置无源

及其他事宜进行了特别的说明。

个进线室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是为了让进

设备，并且与HDA间至少应分隔15米。

线室与机房设备靠近，以使它们之间的连

注意：MDA与HDA间也需要保持至少15

接不超过线路的最大传输。

米的距离。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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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为专业数据中心机房
提供专业的综合布线和照明解决方案
复杂多样的

Muitiplus

自定义

线缆应用需求

解决方案

优化解决方案

开放兼容的国际标准

人来灯亮，人走灯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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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的

10G

数据应用

解决方案

更快的数据传输

OM3

OM4

OS2

高密度模块

40/100G

数据更优化，

化的设计

解决方案

操作更简便

不易辨识

ID-3TM

在一分钟内进行 M.A.C.

的跳线连接

F2 跳线

(移动.添加.变更)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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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综合布线解决方案
主干布线
数据中心的主干系统指的是主配线区（MDA）到水平配
线区（HDA），多个主配线区之间的骨干布线系统。它
好比数据中心的大动脉，决定了数据中心的规模和扩容能
力。主干系统在设计之初要为留有一定的带宽余量，为将
来升级留足空间，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平滑升级。
接入运营商

推荐方案
40/100G预端接解决方案

办公，操作中心
支持空间

进线室
(运营商设备和用
户设备分界点)

应用推荐：

> 主干光缆：万兆光缆解决方案
支持当前的主流40G以太网，并面向未来的100G/400G应用，建议采用激
光优化OM3/OM4多模光缆或OS2零水峰单模光缆，采用MPO或LC接口。

电信间
(办公室和操作中
心 LAN 交换机)
主干布线
水平配线区

OM3

OM4

OS2

方案优势：
> 可扩展的传输带宽，为未来升级提供带宽余量
> 更安全的传输，光缆系统保障信号的传输安全

主配线区

主干布线
中间配线区

主干布线

区域配线区

水平配线区

水平布线

水平布线

设备配线区

设备配线区

> 我们可提供各种光纤类型、线缆长度及极性，为数据中心提供更加灵活的
配置

我们还有智能布线方案供你选择，如有需求，请联系我们，或登录 http://www.actassi.com.cn 了解详情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主干布线

水平布线

> 高密度的设计可节约通道空间，从而有利于数据中心的散热

14

主干布线

水平布线

主配线区(MDA)

水平配线区(HDA)

主配线区是数据中心的核心，一般设置在机房的中心或接
近核心的位置，以尽量减少到各水平配线区的距离。在设
计之初，主配线区建议在有限的空间内尽量留出50%左右
的空间为将来升级所用。并推荐光/铜的配线架分开放置在
不同的机柜里，以便于管理。

推荐方案
高密度解决方案

接入运营商

进线室
(运营商设备和用
户设备分界点)

应用推荐：

> Actassi 高密度MTP预端接光缆解决方案：
主干布线

由工厂端接并通过测试，符合标准的模块式连接解决方案，最高可在4U
空间上实现 288 芯的光纤传输，适用于主配线间的高密度光缆应用。

主干布线
主干布线

计算
机房

中间配线区

主干布线
水平配线区
水平布线
设备配线区

主干布线
水平配线区
水平布线
设备配线区

方案优势：
> 高密度：采用小封装连接器，最高可在 4U 空间端接 288 芯光纤，大大提
高空间使用密度，节约数据中心环境中的空间成本
> 即插即用：无需现场端接，大大降低安装成本，提高效率
> 高可靠性：端接后出厂，并经过严格的性能测试，端接质量逐步升级，接
近零损耗
> 高灵活性：可根据现场需求订制预端接光缆长度及极性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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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综合布线解决方案
水平布线
水平布线采用星型拓扑结构，每个设备配线区的连接端
口应通过水平线缆连接到水平配线区或主配线区交叉连
接配线模块。为了适应现今数据中心业务需求，水平布
线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应尽量方便维护和避免今后设备的
重新安装。同时也应该适应未来的设备和服务变更。

推荐方案
万兆光缆+万兆铜缆解决方案

接入运营商

办公，操作中心
支持空间

应用推荐：

> 水平光缆：万兆光缆解决方案
支持当前的主流40G以太网，并面向未来的100G/400G应用，建议采用激
光优化OM3/OM4多模光缆或OS2零水峰单模光缆，采用MPO或LC接口。

水平布线
电信间
(办公室和操作中
心 LAN 交换机)
主干布线
水平配线区

OM3/OM4

主干布线
主干布线

主配线区

主干布线
中间配线区

OS2

> 水平铜缆：万兆铜缆解决方案
建议采用Cat6A屏蔽系统，采用预端接方案。

ࢺ༫
୩/ḇ

水平布线

主干布线

区域配线区

水平配线区

水平布线

水平布线

设备配线区

设备配线区

ݴೌX
ḇঌټ
জ၍ܔ
ಇඡ၍

方案优势：
> 可扩展的传输带宽，为未来升级提供带宽余量
> 更安全的传输，光缆系统和Cat6A系统保障信号的传输安全
> 我们可提供各种光纤类型、线缆长度及极性，为数据中心提供更加灵活的
配置

我们还有智能布线方案供你选择，如有需求，请联系我们，或登录 http://www.actassi.com.cn 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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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线室
(运营商设备和用
户设备分界点)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水平配线区(HDA)

设备区(EDA)

水平配线区是数据中心的水平管理区域，一般位于每列机
柜的一端或两端，也常被成为列头柜。水平配线区包含局
域网交换机，水平配线架等，根据网络交换机与配线设
备位置的不同，列头柜可以设置于列头（EOR），列中
（MOR），网络设备也可以设置在机柜顶部（TOR）等，
现以列中（MOR）的方案为例，为你推荐方案。
接入运营商

推荐方案
Multiplus解决方案+S-ONE模块+多彩跳线

进线室
(运营商设备和用
户设备分界点)

应用推荐：

> Multiplus 解决方案

主干布线

19”Multiplus 解决方案涵盖了可灵活互换的自由组合的模块和支架，实
主干布线

现了光缆和铜缆可以混合在一个配线架上使用，并且可以节约你在从不使

主干布线

用的端口上浪费的宝贵金钱、空间和资源。

计算
机房

中间配线区

主干布线
水平配线区
水平布线
设备配线区

主干布线
水平配线区
水平布线

> ID-3TM F2 跳线
多彩的两件式混合匹配设计，确保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设备配线区
不易辨识的
跳线连接

在一分钟内进行 M.A.C.
（移动.添加.变更）
ID-3TM F2 跳线

方案优势：
> 光铜混合：在 1U 高度的配线架里利用多种颜色模块支架同时或分别将各
种铜缆模块和光纤模块安装在一起
> 安装便利：MultiPlus 配线架信息端口采用模块化设计，所有维护和操作均
在配线架前端完成，既减少端口浪费又便于日后的维护变更
> 色彩管理：提供多种颜色的模块支架，能清楚方便地对端口进行识别的
要求
> 方案灵活：提供Multiplus和S-ONE一体化设计模块可选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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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机房照明解决方案
你的机房需要灵活的照明管理
和对于灯具运行状态的监控
C-Bus

TM

照明控制的专家

> C-Bus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RS232 Interface

> 一个分布式、总线型的智能控制系统，设计方便灵活
> 总线上每个器件工作电压仅36 VAC，应用安全

PC

> 执行多种照明控制任务的同时优化能源利用，降低运行费用
> 可与楼宇自控系统、 安保及消防系统对接

RS232 Cable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排名第一的照明控制系统
5500PC
C-Bus
RS-232 interface

> 解决方案关键设备
> C-Bus中央管理软件

C-Bus Enable Application - 203
C-Bus Trigger Application - 202
To other C-Bus
devices

> C-Bus智能控制面板、感应器

> 你的机房需要：

C-Bus

C-Bus Lighting Application - 56

IP 190.10.0.101
SN 255.255.255.0

5500CN2
C-Bus Ethernet interface
(CNI)

> 在常规无人值守的机房中，提供 7×24 小时不间断照明
> 需要对机房提供主要通道照明，基础工作照明及消防紧急照明

Ethernet Cable

> 由于机房出入人员比较稀少，仅需要在人员进入维护设备时启动辅助照明
Ethernet Switch

> 减少照明设备的发热量，从而减少机房散热压力

Ethernet Cable

> 可使用节能灯具
PC

Ethernet Interface

90%

24h

现在，90% 以上的数据中心都是 24 小时照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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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房 进 入 人 员稀少，需要通 过
人体感 应自动控制，仅在 人 员
进入维护时启动辅助照明
双重感应零遗漏

> 存在感应器
> 整合红外与超声波探测技术

C-Bus output devices

> 红外遥控器使得编程更加简单
> 双负载控制
L5512RVF
12 Ch Relay

L5508D1A
8 Ch Dimmer

L5501RBCP
Shutter Relay

L5501RFCP
Fan Control Relay

> 可观的节能效果
> 适合不同负载类型（白炽灯、卤素灯、低压卤素灯）

Cable
To other C-Bus devices

5080CTC3
Colour Touch Screen
Controller

5085EDLB
C-Bus eDLT
Wall Switch

5753L
C-Bus 360° Flush
Mount Detector

5031NMMIRL
plus 5031NMS
C-Bus 30 Mech
Wall Switch
(in C2034VH grid)

> 解决方案关键设备
> 红外感应器
> 双鉴感应器

> 推荐照明方案：
C-Bus input devices

C-Bus

TM

1) Each C-Bus network can be a maximum of 1000m
2) Each C-Bus network can have either a maximum of 100 devices or draw a maximum of 2 amp, whichever limit is reached first.

> 为你实现：
> 机房正常时间没有人时，保留值守照明
> 有管理维护人员进入时，通过电子门卡联动打开照明
> 数据中心预先登记其要访问的数据柜，之后照明控制系统会自动打开
按他要去的位置由入口到该数据柜前的灯亮起
> 工作人员离开机房时，再次刷卡，自动关闭机房照明
> 照明灯可以起到指示作用，多人员进入时，各人员之间不会相互干扰
> 有危险情况发生时，应急照明自动亮起，同时起到逃生指示作用
控制方案

节能

年消耗
（千瓦时/平方米）

手动开关

分析基础

19.5

定时控制

10%

15.2

人体感应控制

20%

13.2

照度感应控制

29%

12

照度感应和人体感应控制

43%

9.6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19

舒适 节能 绿色

数据中心办公区
你需要舒适，节能的数据中
心办公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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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数据中心办公区根据功能
有不同需求

A

A 走廊通道

B

> 工作日时，需实现分时灯光开启
> 节假日时，可变更为人来灯亮，人走
灯灭模式
> 光线足够时，不开启或开启部分灯光

C 办公室
> 上班期间自动开启灯光，人走自动关闭

B 洗手间
> 需要人走灯灭，且有延时功能
> 光线足够时，不开启灯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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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
> 自然光线足够时，自动关闭灯光
> 同时也可在现场手动进行控制，达到
自动控制，管理方便及节能的效果

E 会议室
A 大会议室
> 需要对空调、灯光、电动窗帘进行集中控制
> 需要一键式场景模式控制，如会议模式、演讲模
式、休息模式、清扫模式
B 小会议室
> 需要做到人来自动开灯，开空调，人离开后延时自
动关闭灯光及空调
> 需要延时 30 分钟内可任意可调

E
D

C

D 管理中心
> 可以监控管理各机房照明状态
> 可对于照明系统自动检测灯具状态，有故障预先报警
> 可对于机房的紧急照明系统自动巡检，保证灯具正
常运行
> 可同时提供定义时间管理，统计整个数据中心的照
明能耗
> 与消防系统以及楼宇的 BMS 系统联网进行联动照
明控制管理
> 可以通过数据中心的平面图进行整个数据中心灯光
照明的监控
> 通过管理中心可以通过照明控制系统按要求改变数
据中心的照明组合，且不用重新布线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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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为你提供量身定制的
办公区照明方案
你对数据中心照明管理的要求日益提升
推荐照明方案：

为您实现：

> 手动 / 自动灯光控制
> 卷链，百叶窗控制
> 定时控制

> 人体感应控制
> 空调控制及气象感应
> 楼宇管理和中央监控系统

KNX 简介

> 易于集成第三方系统，
例如消防，泵，安防及空调

> 电力监控系统
关键设备

> 世界上唯一符合 EN50900 标准的灯光控制系统

> 在 80 多个国家广泛应用

> KNX 电流检测模块

> 超过 15 年的专业电子产品经验

>21000 多个 ETS 变成工具用户

> KNX 人体及照度感应器

> 全球 110 多个制造厂商生产 KNX 产品

> 全球有十万多座楼宇使用 KNX 系统

> KNX 遮阳控制系统

KNX 总线
IP 网关
UTP 5e

配电间

三层

系统电源

开关模块

调光模块

风机
盘管模块

KNX 总线
IP 网关

配电间

二层

系统电源

风机
盘管模块

开关模块

KNX 总线
IP 网关

一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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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电脑
PC

交换机

配电间

系统电源

开关模块

遮阳板
控制模块

消防
联动模块

> 走廊 / 楼梯厅 / 休息室 / 洗手间
人体感应，定时控制，应急照明系统联动。

> 会议室
应对不同使用需求的照度环境，场景预设、储
存及灵活调用。与会议预订管理系统联动，人
性化的人机操作界面。

> 办公区
有效利用自然采光，恒定室内照度，无人时段
的节能控制，灵活的灯光调控，办公区布局改
变时，照明也能随意调整。

> 能源节约和管理
集中控制，管理人员可以轻松地对各区域设定
程序进行修改。对各个用电设备进行时序化综
合管理，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对照明、空
调等用电设备进行能耗分析，与消防、安保等
系统联动，能够与 BMS 系统进行集成。

公共办公区

人体感应

温控面板

经理办公室

红外
控制面板

楼梯、休息区

公共办公区

人体感应

温控面板

人体感应

人体感应

人体感应
照度感应

大堂、电梯厅

3-5%
上升趋势

触摸屏

人体感应
照度感应

室外亮度感应

现在，数据中心照明能耗只占整体能耗的3-5%，
但随着办公区的扩大，此能耗比例将呈上升趋势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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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数据中心性能的同时，降低能耗，
优化总体拥有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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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数据中心
绿色照明与布线

最高

30%
能源节省

被动的节能增效

主动的节能增效

满足基本
需求

合理的
照明监控

高密度布线设备，
减少空间占用，
减轻散热压力

合理的照明管理，灵活
高效的灯具监控在需要
的地点和时间进行照明

> 让节能变得轻松

人来灯亮，
人走灯灭
节约能源，降低运行
费用为数据中心营造
舒适工作环境

荧光灯光的输出量与电能消耗之间的关系
100

对于你来说，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最直接的益处就是其可观的节能效
果。系统能够依据国际标准的最佳光照度自动协调室内外光照度。根据预
置，部分公共区域若无需即时照明则减弱或关闭照明系统，既保证有效照

光
输
出
百
50
分
比

明又科学的降低了能耗。

MIN

50

100

电能消耗百分比

> 让灯具寿命更久
在能源损耗的降低方面除了降低用电量、减少用电设备的数量外，我们的智

光输出与光源寿命的关系，随着光输出的
减少，光源寿命显著延长

能照明控制系统还能帮助你从延长灯具寿命的途径进一步降低能耗。简言
之，有效途径就是适当降低光输出量，减少电能消耗，使灯具寿命延长两至
四倍。这一切都大大地降低了你在灯具设备上的运转费用和其他投入。

> 让管理减负增效

100
光
输
出
百
分
比

45
0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将普通的人为开关方式转换成智能化管理模式。不仅给

20
寿命系数乘以正常光源寿命

员工带来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数据中心管理者的维护费用。

>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节能计算工具了解节能效果
EC-Class
-90
91-110
111-130
131-170
171-230
231-320
321-

Bench
A
B
C
D
E
F
G

你可以获得一份节能报告

Project
B

D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EC class, kwhim2,a)
(Class ification of EC class varies by country and building type)

最高

最高

最高

最高

能源节省

能源节省

能源节省

能源节省

30%

总节能潜力

24%

供暖和制冷

40%
照明

41%

二氧化碳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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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案例分享
杭州阿里巴巴数据中心
阿里巴巴杭州软件生产基地，总建筑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整个软件生产基地由五栋联体建筑组成，阿
里巴巴软件生产基地数据中心属于典型的企业自用型数据中心，该数据中心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为一家
公司的全球或全国的需求提供通信和数据服务；是企业数据网络、互联网和语音网络的核心；配置铜缆
和光纤布线系统；放置核心路由器、交换机、服务器以及

数据存储等网络设备；完全自主运营、维护

和管理。
具体包括：数据中心机房区，监控及机房工作人员办公室，机房通道，设备数据测试、维修室，机房内
部设备拆箱、更衣、缓冲区，备品、备件库，机房内部人员更衣、缓冲间，机房外部隔离通道、钢瓶间
等功能用房。

> 客户需求
> 企业自用型数据中心
> 完全自主运营，维护和管理
> 业务快速发展
> 希望能尽可能的减少能耗

> 解决方案
> 万兆光缆解决方案
> Multiplus 解决方案
> KNX 灯光控制解决方案

> 客户收益
> 可扩展的带宽，满足业务未来发展的需求
> 更可靠的数据传输，保证业务稳定运行
> 降低维护和管理成本
> 舒适的工作环境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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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集团南方数据中心
海航集团南方数据中心位于海南澄迈生态软件园，占地近14000平方，根据数据中心资源分配情况，
规划成多个功能区，如：配电机房、运营商接入机房、工作间、监控室、网络机房、主机房等，其
中主机房约有1000个机柜，分成六个模块，每个模块近300平方。数据中心共有三个楼层，数据中心
机房主要分布在二楼和三楼，每个楼层有三个主机房模块和两个网络机房。本项目需完成数据中心2
个主机房、2个网络机房、1个测试机房、2个运营商接入间的基础架构建设。
该项目采用万兆OM4光纤全光方案，并且超90%采用MTP预端接产品方案，以超优异的解决方案和
传输性能构建海航集团南方数据中心。

郑州商业银行数据中心
郑州商业银行是由郑州省市政府控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一家股份制银行。定位于“服务地方经
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 。总建筑面积 59278m2，其中含有一个 3000m2 的数据中心。
施耐德电气在该项目中凭借优良的测试结果和令客户满意的项目支持，从 10 个知名布线品牌中脱颖
而出，成功获得此项目。此项目采用了施耐德电气智能解决方案，LED智能配线架的动态电子标签
为这种大型动态网络提供了智能管理的高性价比方案，大大提高了后期IT人员的维护效率。

中国商飞张江灾备中心
中国商飞公司设计研发中心位于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南区，规划用地1200多亩，总体规划建筑面
积约60万平方米，分行政办公区、综合设计研发区、工程试 验区、创新技术区、辅助配套区、预留
发展区等六大区域，可容纳3500至5000人集中办公。新园区以数字化/信息化为支撑，集基础研究、
工程设计、系统 试验、情报档案、数据交换、技术交流、专业培训、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流动
工作站等为一体。
整个项目数据中心的铜缆布线部分采用Cat6a屏蔽系统，为了提高铜端口的布线密度，采用的是角
形配线间的布线方式。光缆部分为MTP预端接系统，高密度，同时大大节省安装时间，确保数据稳
定，高效的运行。

重庆太平洋电信云计算中心
首个签约落户重庆两江新区同时也是首个竣工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太平洋电信（重庆）数据
中心在两江新区水土云计算产业园开业运营。作为亚洲最大的独立 电信服务提供商，重庆是太平洋
电信继香港、深圳和天津之后布局“云计算”机房的第四城。作为第三方中立数据中心，太平洋电
信数据中心通过海底光缆资源提供全球其它国家的直接接入点。
建筑面积40000平方米，地上3层，机房区域共设置10个数据中心模块、并配套设置10个低压配电模
块和精密空调模块，机房区域、配套低压配电室及空调模块、IT业务支持区域包括测试机房/门闸/拆
箱室/接入机房等。
施耐德电气VDI为用户提供了高速可靠的MTP预端接光缆解决方案，满足用户当前的需要而且同样能
够适应未来的发展，全面保障数据中心网络传输的高速、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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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大楼
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大楼为万银国际二期，位于杭州钱江新城核心区域，建筑面积28万方。该项
目雄踞庆春东路与富春路交叉口，对望市民中心、杭州大剧院、国际会议中心、55万m2华润万象
城、莱福士广场、星级酒店等钜势商圈。项目1层为办公大厅，2层为银行营业厅，5-41层为银行
办公。
为适应未来高度信息化和自动化对金融办公大楼的发展要求，实现最大限度地对建筑的各种信息
资源和物理资源进行管理分配和调节，施耐德电气为用户提供了高速可靠的超六类屏蔽加万兆
OM4光缆解决方案，共计13000信息点。

扬州市政府数据中心
扬州市政府数据资源中心建设是扬州市数据资源中心三大基础性建设之一。该中心建设将实现基
础设施、数据资源、应用平台等三个层次资源整合和统一机房环境、统一网络平台、统一硬件平
台、统一系统软件建设等四个方面的统一。建成后，扬州市所有的在建和规划建设的应用资源系
统都将整合到该数据中心中，并将在该基础平台上按需扩展、灵活分配，实现资源的集中部署、
统建共用。
施耐德电气依靠其优异的产品性能，较高的产品性价比，成功中标扬州市政府数据资源中心综合
布线项目，整个项目包括万兆室内多模光缆、万兆多模光纤跳线、光纤配线架、六类非屏蔽等共
计12000余个语音和数据等信息点。

上海国泰君安数据中心
上海国泰君安新数据中心机房面积约5600平米，本次建设的机房为15#、16#两栋机房，分别为2-4
层。机房内包括15#2F集中交易机房、15#3F网络核心机房15#4F综合业务机房、16#2F网上交易机
房、16#3F综合业务机房、16#4F期货子机房和子公司机房等布线机房。
该项目从2013年8月开始布线，2014年1月底布线安装全部实施完毕，2014年5月月份成功平稳实现
原有机房设备迁移和顺利运行。
在短短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使用施耐德电气的“即插即用”预端接系统，共计348根主干光缆，铜
缆部分CAT.6非屏蔽低烟无卤护套等级的布线系统，共计11200多个数据信息点，并且所有预连接光
缆长度都是经过现场测量、工厂定制，因此这些现场布设的线缆做到了相对精确的长度，保证了预
定的预留长度，避免了大量材料的浪费，并且大幅度缩减了机房光纤布线的工程量，缩减工程施工
周期20个工作日。为数据中心早日投产建立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经过用户委托的第三方测试并且
全部通过后，获得了总包商和客户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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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总部办公楼及数据中心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亚投行）总部位于北京西城区金融街9号金融中心北塔，全部共18层，
总投资30亿美元。亚投行是由中国倡导成立的，专为亚洲量身打造的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是一个
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
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施耐德电气于2015年成功中标亚投行总部办公楼及数据中心的综合布线项目，该项目总计信息点
5000余个，全部采用六类智能电子配线架方式对信息点进行管理，目前该项目已经顺利完成正式投
入使用。

海航南方数据中心
海航集团南方数据中心位于海南澄迈生态软件园，占地近14000平方，根据数据中心资源分配情况，
规划成多个功能区，如：配电机房、运营商接入机房、工作间、监控室、网络机房、主机房等，其
中主机房约有1000个机柜，分成六个模块，每个模块近300平方。数据中心共有三个楼层，数据中
心机房主要 分布在二楼和三楼，每个楼层有三个主机房 模块和两个网络机房。本项目需完成数据中
心2个主机房、2个网络机房、1个测试机房、 2个运营商接入间的基础架构建设。
整个项目综合布线采用施耐德“即插即用”MTP预端接光缆系统，共计860余根OM4预端接光缆，
目前项目已经顺利完工。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总部数据中心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是全国农村信用社首家改革试点单位，是由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共同入股，经江苏省政府同意，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
地方性金融机构。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为满足不断发展的业务需要，于2012年开始新的业务中心数据机房建设，
新数据中心总占地面积达到4000平米，包含主服务器机房、大机机房、独立小机机房、带库机房、
网络机房、呼叫中心机房及配套UPS电源、空调系统等。
整个项目综合布线的光缆部分采用施耐德电气“即插即用”MTP预端接光缆系统，共计706根主干
光缆，铜缆部分采用CAT.6非屏蔽低烟无卤护套等级的布线系统，共计11200多个数据信息点。在铜
缆应用上，选用了近400个施耐德电气灵活、便捷的多媒体配线架。

浙江省农村信用联社德清数据中心
浙江省农信联社“是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系统的管理机构,是浙江省内网点人数最多、服务范围最
广、资金实力最强、对地方经济贡献最大、综合发展质量最优的地方性银行金融机构。省联社总计
包含11个地市办事处，4200多高机构网点，资产总额超过1.8万亿。
2015年，浙江省联社规划建立浙江省农信联社湖州德清数据中心，并力争建设成为省内金融数据中
心的样板点。在数据中心的布线产品选型中，浙江省联社对来自不同布线厂商的产品进行了全方位
考量，最终施耐德电气凭借优异的产品性能和在农信社行业的丰富经验成功中标这一金融数据中心
项目。整个项目一二三期的综合布线系统全部采用施耐德“即插即用”MTP预端接光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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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 扬州市数据中心

• 北京市公安局APEC昌平数据保障机房

• 中移动首都机场T3基地数据中心机房

• 东北大学超算中心

• 厦门航空港数据中心机房

• 斐讯数据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数据中心

• 深燃大厦数据中心

• 国泰君安张江后备中心

• 商飞张江灾备中心二期

•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大托醇化厂

• 国泰君安张江灾备2期

• 湖南中烟灾备机房

• 江苏省农信二期

• 江苏省农信社数据中心

• 东风商用车公司数据中心

• 天津太平洋（赛得）数据中心I期

• 湖南省中医院机房项目

• 中国国家信息(福建)产业园数据中心

• 青岛市公安局数据中心综合布线项目
• 东北大学超算云计算中心
• 海航南方数据中心
• 湖南中烟大托醇化库区机房
• 湖南中烟零陵卷烟厂改造机房
• 中国国际信息技术（福建）产业园数据中心
• 秦皇岛量子数据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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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在你身边

施耐德电气作为全球能效管理专家，设计并实施综合、智能的数据中心解决
方案，以提高客户的竞争力和满意度。

> 全面服务
施耐德电气始终致力于加强客户服务，提供呼叫中心，在线诊断和技术协助服务，以及诸多因特网服
务：电子目录、软件下载、信息和培训。

> 企业公民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契约的签约方，施耐德电气一直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战略的核心。它的解决
方案对于节能和帮助更多人获得电力供应做出了贡献。

> 贴近客户
施耐德电气在全球 106 个国家聘用了 105,000 名员工，并建立了一个包含合作伙伴、分销商、盘厂、
安装和工程公司的巨大网络。

> 满足多标准
施耐德电气有 91% 的工厂都通过了 ISO14001 认证，产品能够满足当前世界上的所有现行标准 ——
ISO、IEC、UL、ANSI、BS、CCC 和 JiS。

5%

6500

施耐德电气将收入的 5% 投入新产品

有 6500 名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正在继续

研发。

专注于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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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如何更好地运用数据资产，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使业务不断成长，成为了众多银行、保险、证券、互联
网、航空、铁路、大型企业等等最为关心的问题。数据中心的建立，提供了全面、集中、主动并有效地
管理和优化IT基础架构，并实现了信息系统的高可管理性、高可用性、高可靠性和高可扩展性，保障业
务的顺畅运行和服务的及时传递。
数据中心内放置了大量核心的数据存储、交换、处理设备，是现代企业最核心的资讯中心。综合布线作
为其物理基础设施建设尤为重要，俨然成为当今高速网络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为数据中心构
建安全、高效、统一及易管理的物理基础平台，是数据中心布线的核心所在。
数据中心的布线系统，需要有效支持三代有源设备的更新换代，同时，数据中心需要能够支持高速率的
数据传输和存储。当前单体文件的容量也越来越大，这样，选择一套先进的布线系统是极其有必要的。
其将确保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无需更换或升级布线系统本身。

1.1 数据中心定义和类型
数据中心可以是一个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个部分，主要用于设置计算机房及其支持空间。数据中心内放
置核心的数据处理设备，是企业的大脑。数据中心的建立是为了全面、集中、主动并有效地管理和优化
IT基础架构，实现信息系统高水平的可管理性、可用性、可靠性和可扩展性，保障业务的顺畅运行和服
务的及时提供。
建设一个完整的、符合现在及将来要求的高标准新一代数据中心，应满足以下功能要求：
> 一个需要满足安装进行本地数据计算、数据存储和安全的联网设备的地方；
> 为所有设备运转提供所需的电力；
> 在设备技术参数要求下，为设备运转提供一个温度受控环境；
> 为所有数据中心内部和外部的设备提供安全可靠的网络连接。
由许多类型的数据中心来满足具体的业务要求。两种最常见的类型是公司/企业数据中心和托管/互联网
数据中心。
企业数据中心由私营公司、机构或政府机构拥有和运营。这些数据中心为其自己的机构提供支持内网、
互联网的数据处理和面向 Web 的服务。维护由内部 IT 部门进行。
托管/互联网数据中心由电信服务提供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商业运营商拥有和运营。他们提供通过
互联网连接访问的外包信息技术（IT）服务。他们提供互联网接入、Web

或应用托管、主机代管、受

控服务器和存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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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中心综合布线设计标准
数据中心的建设涉及到很多方面。一个数据中心项目的执行与实施之前，设计的工作非常重要，它包
括设计阶段的各流程。设计过程的概要、项目完成的方法、设计的不同阶段、技术设计阶段、项目管
理方法以及试运行阶段。数据中心设计的第一个主要设计部分是空间与通道的设计，它将决定未来项
目所依附的基础。该部分将包括空间与通道的设计的概要、各种可能采用的设备的类型、数据中心的
空间类型如地板之下或架空天花之上。围绕数据中心展开的综合布线系统设计、信息技术设计、冷却
系统设计、电力系统设计、防火、防雷系统设计等等也是一个组成部分。还要考虑IT设备布置的空间
规划、网络总体结构的设计和相关的文件。所有这些设计要遵循相关规范，以下列出一些和数据中心
设计相关的规范。
> 《电信基础设施标准的数据中心》 TIA 942-A-2014
>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50174-2008
>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462-2008
>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11-2007
>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 50312-2007
>

ANSI/TIA-568-C

>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15
>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39-2013
> 数据中心布线系统设计与施工白皮书
> 用户数据中心提供的技术和性能需求报告

1.3 数据中心综合布线设计目标
综合布线系统主要是满足数据中心各类数据的高速安全的传输，合理的布线系统对于数据中心的规划具
有重大意义。
为了满足数据中心机房信息系统的需求，综合布线系统要具有以下特性：
> 标准性：满足最新、最高的国际标准；
> 高速性：支持更高速的网络应用；
> 安全性：要绝对保证系统的安全；
> 灵活性：满足灵活应用的要求；
> 模块化：所有的接插件都是积木式的标准件，以方便管理和使用；
> 扩充性：很容易将设备扩展进去；
> 易管理性：高效管理，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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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中心的组成及等级
2.1 数据中心功能区划分
对于一个完整的数据中心而言，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功能区域。例如：主机区、服务器区、存储区、网
络区、控制室、操作员室、办公室、会议室、休息室、设备间、资料室、备品备件室、介质室、缓冲区
等等。数据中心从功能上可以分为核心计算机房和其它支持空间。
计算机房主要用于电子信息处理、存储、交换和传输设备的安装、运行和维护的建筑空间，包括服务器
机房、网络机房、存储机房等功能区域，安装有服务器设备（可能是主机或小型机）、存储区域网络
（SAN）和网络连接存储（NAS）设备、磁带备份系统、网络交换机，以及各种的机柜/机架、布线和
走线通道等。
支持空间是计算机房外部专用于支持数据中心运行的设施和工作空间。包括进线间、内部电信间、行政
管理区、辅助区和支持区。

建筑场地范围内
建筑物内
办公空间

数据中心外的电信间和设备间
及建筑物进线间

数据中心机房内
行政管理区
辅助区

支
持
空
间

进线间
服务数据支持空间
的电信间

支持区

计算机房

图1 数据中心构成图
2.4数据中心布线选型标准要求

TIA-942A

EN 50173-5

ISO/IEC 24764

Published

2012

2007

2009

Copper

Cat 6a recommended

Minimum Class E

Cat6a/Class EA

Fibre

OM4/OS2

OM3

OM3

OS1

OS2

LC (1-2 fibres)

SFF (1-2 fibres)

LC (1-2 fibres)

MPO (> 2 fibres)

MPO (> 2 fibres)

MPO (> 2 fibres)

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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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中心等级
按照中国《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2008），数据中心可根据使用性质、管理要求及由于
场地设备故障导致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在经济和社会上造成的损失或影响程度，分为A、B、C三级。
A级为容错型，在系统需要运行期间，其场地设备不应因操作失误、设备故障、外电源中断、维护和检修而
导致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
B级为冗余型，在系统需要运行期间，其场地设备在冗余能力范围内，不应因设备故障而导致电子信息系统
运行中断。C级为基本型，在场地设备正常运行情况下，应保证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不中断。
TIA 942-A按照数据中心支持的正常运行时间，将数据中心分为4个等级。按照不同的等级，对数据中心内
的设施要求也将不同，越高级别要求越严格，1级为最基本配置没有冗余，4级则提供了最高等级的故障容
错率。在4个不同等级的定义中，包含了对建筑结构、电信基础设施、安全性、电气，接地、机械及防火保
护等的不同要求。表3.2.2列出了TIA 942-A数据中心等级的可用性指标（Uptime Institute）。
TIA 942-A不同等级数据中心的可用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可用性

99.671%

99.749%

99.982%

99.995%

年宕机时间

28.8 小时

22.0 小时

1.6 小时

0.4 小时

表1

2.3 数据中心布线系统构成及拓扑结构
数据中心布线包括核心计算机房内布线和计算机房外（支持空间）布线。
数据中心布线构成图
MDA：主配线区，即网络核心机柜
IDA：中间配线区，即网络汇聚机柜
HDA：水平配线区，即列头柜/列中柜
ZDA：区域配线区（集合点）
EDA: 设备配线区，即每个服务器机柜
MC：主跨接
IC：中间跨接
HC：水平跨接
IDA:
中间配线区用于数据中心的楼层汇聚管
理。较大型项目一般会设置中间配线区
（IDA）以方便某个区域的配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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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中心布线系统
3.1 计算机房内布线
数据中心计算机房内布线空间包含主配线区，中间配线区（可选），水平配线区，区域配线区和设备配
线区。

3.1.1 主配线区（MDA）
主配线区包括主交叉连接（MC）配线设备，它是数据中心结构化布线分配系统的中心配线点。当设备
直接连接到主配线区时，主配线区可以包括水平交叉连接（HC）的配线设备。主配线区的配备主要服
务于数据中心网络的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核心存储区域网络交换设备和PBX设备。有时接入运营
商的设备（如MUX多路复用器）也被放置在主干区域，以避免因线缆超出额定传输距离或考虑数据中
心布线系统及电子信息设备直接与电信业务经营者的通信实施互通，而建立第二个进线间（次进线间）。
主配线区位于计算机房内部，为提高其安全性，主配线区也可以设置在计算机房内的一个专属空间内。
每一个数据中心应该至少有一个主配线区。
主配线区可以服务一个或多个及不同地点的数据中心内部的中间配线区、水平配线区或设备配线区，以
及各个数据中心外部的电信间，为办公区域、操作中心和其它一些外部支持区域提供服务和支持。

3.1.2 中间配线区（IDA）
可选的中间配线区用于支持中间交叉连接（IC），常见于占据多个楼层或多个房间的大型数据中心。可
被用于提供第二级主干，位于主配线区和水平配线区之间，每间房间或每个楼层可以有一个或多个中间
配线区。中间配线区可包含有源设备。在数据中心中，中间配线区可服务一个或多个水平配线区和设备
配线区，以及计算机房以外的一个或多个电信间。

3.1.3 水平配线区（HDA）
水平配线区用来服务于不直接连接到主配线区HC的设备。水平配线区主要包括水平配线设备，为终
端设备服务的局域网交换机、存储区域网络交换机和KVM交换机。小型的数据中心可以不设水平配线
区，而由主配线区来支持。但是，一个标准的数据中心必须有若干个水平配线区。一个数据中心可以有
设置于各个楼层的计算机机房，每一层至少含有一个水平配线区，如果设备配线区的设备距离水平配线
设备超过水平线缆长度限制的要求，可以设置多个水平配线区。
在数据中心中，水平配线区为位于设备配线区的终端设备提供网络连接，连接数量取决于连接的设备端
口数量和线槽通道的空间容量，应该为日后的发展预留空间。

3.1.4 区域配线区（ZDA）
在大型计算机房中，为了获得在水平配线区与终端设备之间更高的配置灵活性，水平布线系统中可以包含
一个可选择的对接点，叫做区域配线区。区域配线区位于设备经常移动或变化的区域，可以采用机柜或机
架，也可以是集合点（CP）完成线缆的连接，区域配线区也可以表现为连接多个相邻设备的区域插座。
区域配线区不可存在交叉连接，在同一个水平线缆布放的路由中不得超过一个区域配线区。区域配线区
中不可使用有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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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设备配线区（EDA）
设备配线区是分配给终端设备安装的空间，可以包括计算机系统和通信设备，服务器和存储设备刀片
服务器和服务器及外围设备。设备配线区的水平线缆端接在固定于机柜或机架的连接硬件上。需为每
个设备配线区的机柜或机架提供充足数量的电源插座和连接硬件，使设备缆线和电源线的长度减少至
最短距离。

3.2 支持空间布线
数据中心支持空间（计算机房外）布线空间包含进线间、电信间、行政管理区、辅助区和支持区。

3.2.1 进线间
进线间是数据中心结构化布线系统和外部配线及公用网络之间接口与互通交接的场地，设置用于分界的
连接硬件。
基于安全目的，进线间宜设置在机房之外。根据冗余级别或层次要求的不同，进线间可能需要多个，以
根据网络的构成和互通的关系连接外部或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网络。如果数据中心面积非常大的情况下，
次进线间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是为了让进线间尽量与机房设备靠近，以使设备之间的连接线缆不超过线
路的最大传输距离要求。
进线间的设置主要用于电信线缆的接入和电信业务经营者通信设备的放置。这些设施在进线间内经过电
信线缆交叉转接，接入数据中心内。如果进线间设置在计算机房内部，则与主配线（MDA）区合并。
如果数据中心只占建筑物之中的若干区域，则建筑物进线间、数据中心主进线间和可选数据中心次进线
间的关系见图3。若建筑物只有一处外线进口，数据中心主进线间的进线也可经由建筑物进线间引入。

建
筑
物

电信间
电信间
电信间
主配线区

数据中心

电信间
电信间
主进线间
运营商

大楼设备间

大楼进线间
运营商

图3建筑物进线间、数据中心主进线间及次进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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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线间
运营商

3.2.2 电信间
电信间是数据中心内支持计算机房以外的布线空间，包括行政管理区、辅助区和支持区。电信间用于安
置为数据中心的正常办公及操作维护支持提供本地数据、视频和语音通信服务的各种设备。电信间一般
位于计算机房外部，但是如果有需要，它也可以和主配线区或水平配线区合并。
数据中心电信间与建筑物电信间属于功能相同，但服务对象不同的空间，建筑物电信间主要服务于楼层
的配线设施。

3.2.3 行政管理区
办公区是用于办公、卫生等目的的场所。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门厅、值班室、盥洗室、更衣间等。

3.2.4 辅助区
辅助区是用于电子信息设备和软件的安装、调试、维护、运行监控和管理的场所。包括测试机房、监控
中心、备件库、打印室、维修室、装卸室、用户工作室等区域。

3.2.5 支持区
支持区是支持并保障完成信息处理过程和必要的技术作业的场所。包括变配电室、柴油发电机
房、UPS室、电池室、空调机房、动力站房、消防设施用房、消防和安防控制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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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数据中心布线系统构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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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模的数据中心取决于开放的业务，网络的
架构与设备的容量，以及计算机房的布局和面积

ೝք၍

Ӹࠅǈ֡ፕዐ႐
ኧ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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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据中心规模与构成模式不一定形成固定搭
配，也可以在其内部共存混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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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小型数据中心构成
小型数据中心构成往往省略了主干子系统，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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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小型数据中心构成

平交叉连接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主配线区域的机架
或机柜中，所有网络设备均位于主配线区域，连
接机房外部支持空间和电信接入网络的交叉连接
也可以集中至主配线区域，大大简化了布线拓扑
结构。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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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中型数据中心构成
中型数据中心一般由一个进线间，一个电信间，
一个主配线区域和多个水平配线区域组成，占据
一个房间或一层楼面。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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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大型数据中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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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中型数据中心构成

大型数据中心占据多个楼层或多个房间，需要在
每个楼层或每个房间设立中间配线区域，作为网
络的汇聚中心。有多个电信间用于连接独立的办
公和支持空间。一些超大型数据中心因线路的长
度限制，而需要额外的进线间，在此情况下，次
进线间可直接连线至水平配线区以解决电信线路

Ӹࠅǈ֡ፕዐ႐
ኧक़

থሏᆐฆ

থሏᆐฆ

၍क़

၍क़

ዷ߅ք၍

ೝք၍

ዷ߅ք၍

ዷದ၍൶

ዷ߅ք၍

ۉ႑क़

ዷ߅ք၍

ऺ
໙
ऐ
ݝ

ዷ߅ք၍

超长问题。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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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大型数据中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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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中心布线设计
数据中心系统的效率依赖于优化的设计。设计涉及建筑、机械、电气和通信等各个方面，并直接影响初
期的空间、设备、人员、供水和能耗的合理使用，但更重要的是运营阶段的节能与增效。

布线规划要点
数据中心的布线设计目的是实现系统的简单性、灵活性、可伸缩性、模块化和实用性。所有这些准则使
数据中心运营商能够随着时间变化，仍然使设施适合于业务发展的需求。经验表明，具有足够的扩充空
间对后期附加设备和服务设施的安装至关重要。当前技术应提供可通过简单的“即插即用”连接来添加
或替代的模块化配线设备，使其对运营商更实用，并减少宕机时间和人工成本。

4.1 主配线区（MDA）设计
数据中心功能区域内的主配线区（MDA）系统是连接各个列头机柜铜缆和光缆的主跳线配线架区域。主
配线区包括主交叉连接（MC）配线设备，它是数据中心布线系统的中心配线点。当设备直接连接到主配
线区时，主配线区可以包括水平交叉连接（HC）的配线设备。
主配线区可以在数据中心网络的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核心存储区域网络交换设备和PBX设备的支
持下，服务于一个或多个及不同地点的数据中心内部的中间配线区、水平配线区或设备配线区，以及各
个数据中心外部的电信间，并为办公区域、操作中心和其它一些外部支持区域提供服务和支持。
有时接入运营商的设备（如MUX多路复用器）也被放置在该区域，以避免因线缆超出额定传输距离或考
虑数据中心布线系统及通信设备直接与安装于进线间电信业务经营者的通信业务接入设施实现互通。主
配线区位于计算机房内部，为提高其安全性，主配线区也可以设置在计算机房内的一个专属空间内。每
一个数据中心应该至少有一个主配线区。
主配线区（MDA）建议采用4U高密度模块化光纤配线架，可以达到288芯的光纤配线，同时4U配线架
内已含有水平理线器，完全符合EIA/TIA-942 数据中心标准的要求。

MPO主干级光纤跳线是应最新数据中心布线标准TIA－942而发明的数据中心主干光缆，配合MPO光纤
配线架，其可以灵活改变主干光缆的连接方式和数量，同时具有高密度，高灵活性，高可靠性等优势，
是近期光纤发展的主要方向。其产品包括MPO－MPO的12-144芯光缆跳线，包括OFNP阻燃和LSZH低
烟无卤级别，MPO12芯光纤配线架模块，配线架机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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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水平配线区（HDA）设计
水平配线区主要包括水平配线设备，在数据中心中，水平配线区为位于设备配线区的IT设备提供网络
连接，如存储，SAN，网络，服务器或PC服务器，小型机，KVM交换机等核心设备之间的互联。小
型的数据中心可以不设水平配线区，而由主配线区来支持。但是，一个标准的数据中心必须有若干个
水平配线区。
水平配线区（HDA）建议采用1U高密度模块化光纤配线架和主配线区（MDA）进行连接，1U高度可以
达到96芯的光纤配线，完全符合EIA/TIA-942 数据中心标准的要求。

每个水平配线区布放OM3/OM4万兆光纤和设备配线区列头柜互联，交换区域的交换设备也是通过
OM3/OM4万兆光纤直接拉到主配线区MDA的高密度光纤配线架上，把所有的光纤交换设备端口映射
到列头跳接区中。这样可以方便地在HDA处进行不同功能区设备间的跳接和连接不同水平功能区的设
备，可以灵活而整洁的连接管理本数据中心内机柜间的设备的互联，既有可靠的性能又有足够的带宽支
持未来的技术发展。

水平配线区机柜与设备配线区柜设置位置与安装设施组合方案
根据网络交换机配置方案的不同，有多种水平配线区机柜与设备配线区机柜的组合方案：列头(EOR)、列中
(MOR) 、柜顶(TOR) 、刀片等。 这些方法主要取决于服务器的种类、大小，和某些操作的目的。对于布线方
案，每个设计有它的特点和好处。
(1) End-of-Row/EoR
EoR是最传统的方法，接入交换机集中安装在一列
机柜端部的机柜内，通过光/铜永久链路连接设备柜
内的主机/服务器/小型机设备。EoR主要缺点是需要
大量的永久链路连到交换机。布线的成本会提高，
大量的数据线也会降低冷却的通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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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ddle-of-Row/MoR
MoR基本的概念是跟EoR一样的，都是采用汇聚交换机来集中
支持多个的机架。在下图可以看出主要区别是在摆放机架的位
置。EoR是把网络设备跟配线架分到两端，而MoR是将其放在
中间。一般来说MoR对布线的交叉连接和管理较EoR好。
(3) Top-of-Rack/ ToR
典型的ToR配置是将1U高度的接入层交换机放在机架（内部）
顶，通过光缆永久链路连接水平配线区，而机架上的所有服务
器通过设备线缆直接连接到TOR交换机。这样做的好处是用
体积较少的光缆连到水平配线区，铜缆连接主要是集中在机柜
里。针对最新的10G接口服务器，机柜内可采用专用高速光/铜
缆设备线在交换机和服务器之间建立互联。缺点是有可能服务
器的数量不足以填满交换机的端口，造成设备的浪费。互联的
布线也会令到每一个机柜都需要个别的管理。

不像EoR/MoR

可以方便地集中管理。
(4) 刀片
刀片的方式主要是利用刀片服务器的整合能力(如Ethernet, Fiber Channel, InfiniBand)。这样的好处是铜缆 数目会减少，
但现在能支持整合刀片服务器的交换机不是很多，设计的选
择和弹性较少，而且如果采用虚拟化的服务器 (servers virtualization) 取向，网络的复杂性会大大的提高， 这对设计和管理
都会提高成本。

以上几种网络方式导致的HDA-EDA的水平布线系统所采用的材料和数量都大不相同，所以需要先确定
交换机的布置方式，然后再决定水平布线系统的方案。

4.3 设备配线区(EDA)设计
设备配线区是分配给终端设备安装的空间，这些终端设备包含各类PC服务器、存储设备、小型计算
机、中型计算机、大型计算机、相关的外围设备等等。设备配线区的水平线缆端接在固定于机柜或机架
的连接硬件上。需为每个设备配线区的机柜或机架提供充足数量的电源插座和连接硬件，使设备缆线和
电源线的长度减少至最短距离。为了便于跳线和连接管理，设备配线区内服务器机柜建议采用具有高度
灵活性的Actassi MultiPlus配线架。 便于日后灵活跳接和系统扩充和拓扑结构的变化。在1U高度的配线
架里利用多种颜色模块支架同时或分别将各种铜缆模块和光纤模块安装在一起，实现铜缆和光纤的混合
使用，可以灵活配置机柜/机架单元空间内的端接数量，达到最大的灵活性。MultiPlus配线架信息端口
采用模块化设计，所有维护和操作均在配线架前端完成，既减少端口浪费又便于日后的维护变更，并且
能清楚方便地对端口进行识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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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主干布线系统设计
数据中心的主干系统，指的是主配线区（MDA）到水平配线区（HDA），多个MDA之间的骨干布线系统。
如果数据中心包含中间配线区（IDA），则MDA到IDA，IDA到HDA之间的布线系统也被定义为主干系统。
主干系统好比数据中心的大动脉，对整个数据中心来说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数据中心的规模和
扩容的能力。所以主干系统一般在设计之初就需要留有一定的余量，不论是系统的容量还是系统占用的空
间都要给将来升级留足空间。这样将来数据中心升级的时候才能保证最大限度的平滑升级。主干系统建议
采用单/多模光缆12－144芯主干光缆，根据实际情况，比如场地，容量等要求，选择合适的方案。

4.5 支持空间的布线设计
数据中心支持空间（计算机房外）布线空间包含进线间、电信间、行政管理区、辅助区和支持区。
行政管理区域应按照GB 50311标准实施布线。所有水平线缆连至数据中心电信间。辅助区的测试机房、监
控控制台和打印室会需要比标准办公环境工作区配置更多的信息插座和敷设更多的线路。监控中心安装有
大量的墙挂或悬吊式显示设备（如，监视器和电视机），房内设置一个信息点，机电室设置一个信息点以
连接设备管理系统。
支持空间的办公和监控区域工作区子系统由各个机柜和设备终端的六类数据模块，跳线及万兆光纤跳线构
成，其中数据跳线建议采用施耐德电气Actassi六类模块和RJ45原装跳线，Actassi六类RJ45原装跳线，满
足并超越TIA/EIA-568-B及ISO/IEC 11801的要求，提供更好的电气性能和余量。跳线插头护套有多种颜色
可更换，清晰标识机柜/机架中的链路。

48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NOTE

NOTE

施耐德电气 (中国) 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 (中国) 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施耐德电气大厦

邮编：100102

电话：(010) 84346699

传真：(010) 65037402

■ 北京SBMLV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二街2号

邮编：100176

电话：(010) 65039590

传真：(010) 65039295

■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89号长风国际大厦6层, 8-9层, 11-13层

邮编：200062

电话：(021) 60656699

传真：(021) 60768981

■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大厦20层02-05单元

邮编：510623

电话：(020) 85185188

传真：(020) 85185195

■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B11

邮编：430205

电话：(027) 59373000

传真：(027) 59373001

■ 西安分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211号环普产业科技园C栋1-4层

邮编：710077

电话：(029) 65692599

传真：(029) 65692588

■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3099号中国储能大厦7楼A-C单元和8楼

邮编：518000

电话：(0755) 36677988

传真：(0755) 36677982

■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南路599号天府软件园D区7栋5层

邮编：610041

电话：(028) 66853777

传真：(028) 66853778

■ 乌鲁木齐办事处

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广汇中天广场21层XTUVW号

邮编：830001

电话：(0991) 6766838

传真：(0991) 6766830

■ 呼和浩特办事处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迎宾北路7号大唐金座4楼402室

邮编：010010

电话：(0471) 6537509

传真：(0471) 5100510

■ 哈尔滨办事处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15号奥威斯发展大厦21层J座

邮编：150001

电话：(0451) 53009797

传真：(0451) 53009640

■ 长春办事处

长春市解放大路 2677号长春光大银行大厦1211-12室

邮编：130061

电话：(0431) 88400302/03

传真：(0431) 88400301

■ 沈阳办事处

沈阳市东陵区上深沟村沈阳国际软件园860-6号F9-412房间

邮编：110167

电话：(024) 23964339

传真：(024) 23964296

■ 大连办事处

大连市沙河口区五一路267号大连软件园17号大厦201-I室

邮编：116023

电话：(0411) 84769100

传真：(0411) 84769511

■ 天津办事处

天津市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六路11号施耐德电气工业园2号楼5层 邮编：300392

电话：(022) 23748000

传真：(022) 23748100

■ 石家庄办事处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303号世贸广场酒店办公楼12层1201室

邮编：050011

电话：(0311) 86698713

传真：(0311) 86698723

■ 太原办事处

太原市府西街268号力鸿大厦B区805室

邮编：030002

电话：(0351) 4937186

传真：(0351) 4937029

■ 银川办事处

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106号银川国际贸易中心B栋13层B05

邮编：750001

电话：(0951) 5198191

传真：(0951) 5198189

■ 济南办事处

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6636号中海广场21层2104室

邮编：250024

电话：(0531) 81678100

传真：(0531) 86121628

■ 青岛办事处

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青岛国展财富中心二号楼四层413-414室

邮编：266061

电话：(0532) 85793001

传真：(0532) 85793002

■ 烟台办事处

烟台市开发区长江路218号烟台昆仑大酒店1806室

邮编：264006

电话：(0535) 6381175

传真：(0535) 6381275

■ 兰州办事处

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4-6号国芳写字楼2310-2311室

邮编：730030

电话：(0931) 8795058

传真：(0931) 8795055

■ 郑州办事处

郑州市金水路115号中州皇冠假日酒店C座西翼2层

邮编：450003

电话：(0371) 65939211

传真：(0371) 65939213

■ 洛阳办事处

洛阳市涧西区凯旋西路88号华阳广场国际大饭店9层

邮编：471003

电话：(0379) 65588678

传真：(0379) 65588679

■ 南京办事处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大街66号明星国际商务中心A座8层

邮编： 210019

电话：(025) 83198399

传真：(025) 83198321

■ 苏州办事处

苏州市工业园区东沈浒路118号

邮编：215123

电话：(0512) 68622550

传真：(0512) 68622620

■ 无锡办事处

无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汉江路20号

邮编：214028

电话：(0510) 81009780

传真：(0510) 81009760

■ 南通办事处

南通市工农路111号华辰大厦A座1103室

邮编：226000

电话：(0513) 85228138

传真：(0513) 85228134

■ 常州办事处

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101-1常发商业广场5-1801室

邮编：213022

电话：(0519) 85516601

传真：(0519) 88130711

■ 扬中办事处

扬中市环城东路1号东苑大酒店4楼666房间

邮编：212200

电话：(0511) 88398528

传真：(0511) 88398538

■ 合肥办事处

合肥市胜利路198号希尔顿酒店六楼

邮编：230011

电话：(0551) 64291993

传真：(0551) 64279010

■ 重庆办事处

重庆市渝中区瑞天路56号企业天地4号办公楼10层5、6、7单元

邮编：400043

电话：(023) 63839700

传真：(023) 63839707

■ 杭州办事处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618号东冠大厦5楼

邮编：310052

电话：(0571) 89825800

传真：(0571) 89825801

■ 宁波办事处

宁波市江东北路 1 号中信宁波国际大酒店 833 室

邮编：315040

电话：(0574) 87706806

传真：(0574) 87717043

■ 温州办事处

温州市龙湾区上江路198号新世纪商务大厦B幢9楼902-2

邮编：325000

电话：(0577) 86072225

传真：(0577) 86072228

■ 南昌办事处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赣江北大道1号中航广场1001-1002室

邮编：330008

电话：(0791) 82075750

传真：(0791) 82075751

■ 长沙办事处

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二段8号华晨世纪广场B区10层24号

邮编：410007

电话：(0731) 88968983

传真：(0731) 88968986

■ 贵阳办事处

贵阳市观山湖区诚信路西侧腾祥.迈德国际一期(A2)1-14-6

邮编：550002

电话：(0851) 85887006

传真：(0851) 85887009

■ 福州办事处

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272号仓山万达广场A2楼13层11室

邮编：350001

电话：(0591) 38729998

传真：(0591) 38729990

■ 厦门办事处

厦门市火炬高新区马垄路455号

邮编：361006

电话：(0592) 2386700

传真：(0592) 2386701

■ 昆明办事处

昆明市三市街6号柏联广场A座10楼07-08单元

邮编：650021

电话：(0871) 63647550

传真：(0871) 63647552

■ 南宁办事处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11号广西发展大厦10楼

邮编：530022

电话：(0771) 5519761/62

传真：(0771) 5519760

■ 东莞办事处

东莞市南城区体育路2号鸿禧中心B417单元

邮编：523000

电话：(0769) 22413010

传真：(0769) 22413160

■ 佛山办事处

佛山市祖庙路33号百花广场26层2622-23室

邮编：528000

电话：(0757) 83990312

传真：(0757) 83992619

■ 中山办事处

中山市东区兴政路1号中环广场3座1103室

邮编：528403

电话：(0760) 88235979

传真：(0760) 88235979

■ 海口办事处

海口市文华路18号海南君华海逸酒店6层607室

邮编：570105

电话：(0898) 68597287

传真：(0898) 68597295

■ 施耐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鱼涌英皇道979号太古坊和域大厦13楼东翼

电话：(00852) 25650621

传真：(00852) 28111029

电话：(010) 84346699

传真：(010) 84501130

■ 施耐德电气大学中国学习与发展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施耐德电气大厦

邮编：100102

客户关爱中心热线：400 810 1315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Schneider Electric (China) Co.,Ltd.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
施耐德电气大厦
邮编: 100102
电话: (010) 8434 6699
传真: (010) 8450 1130

Schneider Electric Building, No. 6,
East WangJing R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102 P.R.C.
Tel: (010) 8434 6699
Fax: (010) 8450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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