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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今，資料中心缺少一個權威的能夠對軟體管理工具進
行分級的系統。 其結果就是，對資料中心的安全和高
效運營哪些管理系統是必需的而哪些是不必需的造成誤
解。本文將資料中心的“運營技術”這個領域分成了四個
子分類， 並比較這幾個分類中各關鍵子系統的首要和
協助工具。通過使用這個分級系統，資料中心技術人員
就能決定他們需要哪些實體基礎設施管理工具來管理資
料中心， 而哪些又是他們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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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資料中心領域，也就是資料中心技術人員口中的“整體”資料中心的概念，是通過兩範疇定義的。
第一個範疇，資訊技術（IT）指的是資料中心所有的資訊處理層面上的系統（例如伺服器，存放
裝置和網路設備）。 第二個範疇涵蓋讓參與資訊處理的設備正常工作的實體設施和控制。這個範
疇包括資料中心內為 IT 機房內設備提供支援的實體基礎設施系統，以及大型資料中心設施本身。
例如設施電力，製冷和安防系統。本文描述的管理軟體分級系統只限於資料中心設施和 IT 區域
內的實體基礎設施這個範疇。
資訊技術和運營技術這兩個範疇是相互關聯密不可分的。然而，在這兩個範疇內的各子系統是被
各自獨立的用戶調用，管理和維護的。例如，設施和工程部門保有並對 OT 設備進行運維。IT 部
門的人員保有 IT 設備。 在較大一些的資料中心 IT 設備和 OT 設備共用重要的通訊資源。 隨著資
料中心的整體發展， 這些部門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業務交叉進行，作為提供支援的各管理系統也會
相互關聯得越來越緊密。表 1 羅列了本文中用來描述和比較資料中心實體基礎設施管理分級系統
的術語的定義。

術語
設施和
IT 基礎設施

其代表各種基礎設施系統，以及為使具有
穩定，可控和安全的 IT 環境的設施運營，
所必需的基礎實體設備的總和。





電力系統
製冷系統
安防系統

資訊技術 (IT)

所有資訊處理技術的總合集， 包括軟體，
硬體，通訊技術和相關服務。





伺服器
存儲系統
網路系統

實體環境

用來安置多套資料中心軟、硬體的建築物
或設施的整體實體環境。





IT 機房
電氣設備間
製冷設備間

子分類

具有相同首要功能的實體系統的邏輯分類
（共四類）。






監測 & 自動化
規劃 & 實施
智慧儀表板
資料獲取



子系統

根據某種目的有針對性的套裝軟體（數以
百計的）。

設施電力設備
子系統
IT 機房安防監測子
系統

首要功能

在某一子系統中，與軟體的其它功能相
比，最先被開發的，最重要的軟體功能。

表 1
術語的定義和實例

資料中心
實例

定義

協助工具

在重要性和開發順序上排在首要功能之後
的軟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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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Logic ION
Enterprise software
package’s 套裝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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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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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能源管理
資 料 中 心 實 體基 礎 設 施 管 理
的文檔索引（如圖 1 所示）並
不特定的在某一能源管理的
子分類內調用能源管理。實
際上能源管理作用於管理軟
體結構中的所有層面內， 而
不是某一個子分類或子系
統。.

在一個理想的狀態下，資料中心的經理們應該可以通過一個管理套裝軟體滿足他們所有的基本需
求。然而， 這種單一系統的概念在實際應用中是不存在的。讓眾多的廠商達成一個終極的統一管
理系統只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夢。通過以下幾點解釋為什麼統一的系統在短期之內是難以達
到的：

 用簡單的工具滿足特定要求 — 來自 IT 和設施員工有著不同的需要優先處理的業務，沒有
一個工具包能同是滿足他們的所有需求。這些員工寧願用簡單的工具來滿足他們特定要求。

 對已有設備的投資 — 大部分資料中心的技術人員已經安裝了具有部分管理功能的軟體。
在很多情況下，取代現有軟體既沒有可行性也不經濟。

 開放性協定可實現異構軟體的集成 — 設施和 IT 基礎設施管理軟體工具是高度專業化的。
這些工具是基於標準化的開放協議，能夠簡單便捷地根據需要向現有工具包中添加和集成
新的工具，並且能保持它們之間有效的溝通和協同工作。因此，這種特有的能力滿足了對
簡單而統一的系統的需求。

分級系統
目錄

如圖 1 所示， 是一個資料中心設施和 IT 基礎設施部分內的四個子分類的索引。 根據所指資料中
心的規模，完整資料中心可能包含數以百計的管理軟體子系統。將這些子系統進行分級的第一步
是把它們歸入四個基本子分類。 儘管本文是主要討論設施和 IT 基礎設施管理軟體，但是子分類
也能夠對 IT 管理軟體進行分級。

資料中心
設施和 IT 基礎設
管理

智慧儀錶板
子分類 &
Monitoring
Automation
Domain
跨子系統的 GUIs

圖1
這個資料中心設施和 IT 基
礎設施軟體文檔索引顯示
各子分類內部是如何關聯
作用的

監測&自動化
子分類 &
Monitoring

規劃&實施
子分類 &
Monitoring

Automation
Domain

Automation
Domain

子系統獨有的 GUIs

子系統獨有的 GUIs

資料獲取
子分類 &
Monitoring
Automation
Domain
子系統獨有的 HMIs

值得注意的是圖 1 中的各子分類都與圖形化使用者介面（GUI）或者人機介面（HMI）相聯繫， 而
且智慧儀表板層將作為文檔索引內跨分層資訊視覺化的主要區域。
對於準備評估管理軟體的資料中心運營人員來說， 第一步應該是檢查資料中心的關鍵基礎設施系
統，例如供配電系統，樓宇的暖通空調和製冷設施，IT 機房和安防等。這樣有益於判斷哪些子系
統管理工具已經安裝和那些子系統管理工具是實際需要的。例如一個託管資料中心可能不需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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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管理機房的子系統。但是暖通空調控制和電力管理的子系統對於這個託管設施可能是很關鍵的。
一個安置著 100 台機櫃的小型或中型的資料中心可能沒有設施控制和電力管理子系統， 而是把這
個工作交給設施員工。 另一方面，IT 員工可能希望通過安置一個機房管理子系統直接監測性能資
料。

監測 和 自動化

納入監測和自動化子分類的子系統能夠確保 1).資料中心按設計的功能工作；2).自動的來維護和優
化資料中心的可用性和效率。監測和自動化軟體根據使用者定義的閾值執行告警，記錄日誌以及
控制實體設備。監測和自動化子分類的各子系統包括設施電力，設施環境控制，設施安防子系統
和機房管理（如圖 2 所示）。表 2 按主次功能區分幾種主流的監測和自動化子系統 （參見側欄
“不是所有的監測方案是同等創建的‘）

監測&自動
化子系統

子系統
設施暖通空調系統

圖2
納入監測和自動化子分類
的運營技術子系統

功能
告警和通知

實施安防系統
IT 機房

控制
視覺化

設施電力系統

狀態
配置

生成報告和分析

監測和自動化子分類中存在的四個子系統分組：

設施電力
設施電力管理子系統對設有資料中心的建築物內整個供配電網路（從市電接入，經過變壓器，配
電單元，到機櫃）的狀態和運營提供詳細的監測。電氣工程師和諮詢顧問就是使用這些子系統來
管理供配電網路。這類子系統的最重要功能包括電流狀況的監測（關鍵和非關鍵負載），電力告
警和電力分析。這些功能關鍵活動提供支援，例如：電力網路問題回應的通知，維護（例行和非
例行的）， 容量規劃，設施擴展/翻新專案，能源效率專案，電力品質分析和電力可靠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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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使用施耐德電機的
StruxureWare 電力監測
專家監測設施電力使
用的使用者介面

>不是所有的監測軟
體解決方案都是同等
創建的
監測子系統內置一個首要功
能。例如，英飛中央管理的機
房監測系統的首要功能是監測
機房的電力和空調。另一方
面，很多監測系統歲時間推移
各自的功能會得到擴展。
通常來說，這些協助工具不如
那些有針對性系統中的功能那
般 強 大 。 例 如 ， Schneider
Electric 的英飛中央管理具有監
測機房外 Modbus 設備的協助工
具。由於不是首要功能,此功能
足以達到讓資料中線操作員監
測簡單的 Modbus 設備的要求。
圖 2 展示實體設施監測系統首
要功能和協助工具的實例。

設施電力管理子系統提供清晰完整的設施供配電系統的視圖。同時也可以基於細化的電氣資料提
供綜合且有的放矢的資訊。 例如：功率，能耗，功率因數，電流，電壓，頻率，諧波和波形。子
系統的輸出包括設施的 3D 視圖，電氣單線圖和設備詳細資訊。設施電力管理子系統同時提供可
視告警指示和告警通知，資料分析工具，以及安排和發佈報告的能力。
設施電力管理子系統既能為更小的資料中心提供簡便基本的電力監測功能，又能為大型網站提供
高速高性能的回饋。施耐德電機的 StruxureWare 電力監測專家就是具有代表性的設施電力監控子
系統（如圖 3 所示）。

設施環境控制
傳統意義上的設施環境控制子系統只滿足企業設施部門的要求。為了補充對設施暖通空調系統的
控制，設施環境控制子系統還能集成消防系統，水，濕氣和可燃氣體系統。設施環境控制子系統
經常採用的通訊協定包括有“BACnet，LONworks 和 Modbus”。
設施環境控制子系統的日常功能包括開關閥門和風門擋板， 對風機和水泵進行調速，在設施內對
目標空間進行受控的加熱和製冷。
施耐德電機的 StruxureWare 樓宇專家就是主流的設施環境控制子系統的一個實例。設施環境控制
子系統不僅對電力而是對所有能源的使用進行協調，控制和報告。這是有別於設施電力管理子系
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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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Pelco Digital
Sentry

無此功能

樓宇專家
(BMS)

協助工具

電力監測專家**

首要功能

資料中心專家

使用施耐德電機的 StruxureWare
資料中心套件進行監測和自動
化主要和協助工具比較的舉例

設施電力
電力設備監測

>關於表 2 和表 3

電力分析

市面上有很多的來自于不同生產
商的實體設施管理軟體. 他們大
多提供很多種類的功能。表二和
表三部分抽取運營技術範疇內的
施耐德產品的功能進行比較。
表二和表三並不是一個市場上現
有的系統的綜和匯總。事實上施
耐德並沒有義務和責任去在圖表
中代表其他生產商的產品。 來自
于其他生產商產品的功能也是不
斷變化的，因此極容易被誤解。
因此這些表格僅限於施耐德電機
的產品系列。

PUE 監測

設施環境控制
自動化控制
功

製冷設備監測

設施安防

資料中心操作員可以把各自的管
理軟體產品輸入進附錄中的原始
表格用以比較

錄影監測
能

門禁系統

IT 機房
電力設備監測
製冷設備監測
環境監測
安防監測
PUE 分類監測

設施電力設備包括 開關，斷路器，中壓和低壓測量（變壓器，開關），可程式設計邏輯控制器（PLCs），遠
端登入終端（RTUs），自動轉換開關（ATS），發電機控制和不斷電供應系統控制（UPS）。
IT 電力設備包括 UPS 控制，配電單元， 支路測量和機櫃電力損耗測量
*包括安防外掛程式，例如 NetBotz 和 PUE 監測工具，例如 StruxtureWare 資料中心運行管理的能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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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用於資料獲取的測量表

設施安防
隨著像先進的光學視頻管理，生物識別和遠端系統管理系統等新技術的應用，傳統的“門卡-警衛”
安防模式將會被能夠提供主動身份驗證和資料中心人員活動跟蹤的設施安防子系統所取代。身份
驗證技術正隨著受到它保護的設施，資訊和通訊的迅猛發展而快速變化。施耐德電機的 Pelco 系
統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提供室內室外視頻安防支援的設施安防子系統的應用。

圖4
典型的資料中心安防系統
使用者介面

關於子系統用戶
資料中心中的各子系統由負責
不同工作的責任人管理。在 IT
一方，運營者們傾向於關注個
子系統的一系列；而另一方
面，管理者們更傾向於關注整
合在一個智慧儀錶板上的資
訊。
在設施一方,有著相似的情況。
例如，工程師會關注單獨的樓
宇暖通空調系統，而設施管理
層則傾向於根據智慧儀錶板顯
示的系統綜合資訊來工作。

規劃和實施

IT 機房
IT 機房管理子系統監控機房層上的電力和冷卻系統，用以維護伺服器、通訊設備和存放裝置的正
常運行。資料中心的 IT 機房管理子系統是按照機房操作員的對快速即時資訊的需要和要求開發的。
各子系統還能與機櫃行列內的安防攝像機相結合使用。IT 環境特有的快速變更，智慧設備和基於
異常狀況的管理哲學。施耐德電機的 NetBotz 攝像機就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這種子系統的應用。
IT 機房管理子系統是對多個系統進行固件的同步升級，和通過驗證反映行為參數超過預設閾值的
異常來監測電池的品質。機房管理子系統期望用與其他 IT 應用類似的方式來操作電力和製冷監控
系統，由軟體被自動安裝，或者軟體自動檢測所連接的元件。簡單來說，每一個程式都擁有變更
配置的能力。施耐德電機旗下的 StruxtureWare 資料中心專家就是一個 IT 具有代表性的 IT 機房管
理子系統的應用。

規劃與實施, 子系統的第二個子分類 (如圖 5 所示), 實現：
1) 新設備的高效部署；2) 資料中心設施變更計畫的執行； 3) 資料中心內的資產跟蹤； 4)模擬潛在
變更來分析對資料中心今後的影響。 規劃和實施的功能包括預測和建模(“我如果這樣做會發生什
麼”)，變更跟蹤 (“在什麼時候我的系統被棄用？”), 資產跟蹤 （“我如何跟蹤一件設備的移動和歷史
記錄？”），以及依存關係分析 （“如果我改變一個機櫃的內容會對冷卻系統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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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劃與實施的子分類中存在著五類子系統：

設施資產管理 – 這個子系統實現對資產部署，資產相關部件參數的生成，校準和建築物內設
備資產的成本核算和跟蹤等的管理。
設施容量管理 – 這個子系統通過提供對能耗和水流的即時測量來協助設施員工計畫在製冷設
備間和電氣設備間內的移動和變更，以及使電力和製冷設施的變更產生的影響更加具體化。

規劃 &實施
子分類

圖 5
規劃&實施子分類中包括
若干子系統，每個子系統
提供一些列的功能

子系統
IT 機房工作流程管理

功能
變更跟蹤

設施資產管理

資產跟蹤

IT 機房容量管理

依存性分析

設施維護管理

IT 機房資產和

視覺化
預測& 建模

生命週期管理

IT 機房工作流程管理 – 這個子系統通過呈現資料中心各地點的綜合概覽來負責執行添加，
移動和變更設備的操作，包括總體和本地的視圖，以及成批或者單一的資產。
IT 機房容量管理

– 從能效的角度講，這個子系統可以通過驗證來確定電力，製冷和機櫃級
別 IT 設備的最佳安置地點。使用者提出的要求，例如冗餘, 網路使用 和業務分組等，也可以作為
參數計算在內。 通過使用真實的資料來類比變更，在發生變更之前分析得出變更會產生的影響。
這個層面的計畫可降低電力和製冷系統的擱淺容量。有關此議題的更多資訊，請參照第 150 號白
皮書《資料中心電力和製冷容量管理》。

IT 機房資產和生命週期管理

– 這個子系統實現對機房資產的管理，資料中心佈局的可視
模型能夠跟蹤 IT 資產和可用空間資產。對資料中心佈局展示也可以實現單櫃功耗的視覺化，以及
電力故障識別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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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使用施耐德的
StruxtureWare 資料中心運
行進行使用者介面進行 IT
機房環境規劃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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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有助於根據首要和協助工具來對比區分一些主流的規劃和實施子系統

資料中心運行 變
更管理

無此功能

資料中心運行
容量管理

(BMS)

電力

協助工具

運行管理

首要功能

設施資產管理
資產跟蹤
維護跟蹤
設施容量管理
影響和依存關係分析 – 電力

表 3
使用施耐德電機的資料中心套件
StruxureWare 進行規劃&實施子系
統的首要和協助工具比較的舉例

影響和依存關係分析 – 製冷
功

IT 機房工作流程管理
預測與建模
工作流程跟蹤
IT 機房容量管理

能

影響和依存關係分析 – 電力
影響和依存關係分析 – 製冷
影響和依存關係分析 – 網路
埠
IT 機房資產& 生命週期管理
資產跟蹤
變更跟蹤

資料獲取

資料獲取子分類包含的設備有儀表，嵌入式外掛程式，可程式設計邏輯控制器（PLC），感測器
和其他類似設備。這些設備執行的是收集資料和把資料轉入管理軟體進行處理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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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人機交互介面 (HMI)為各個
UPS 設備提供配置和運營資
訊

智慧儀表板

所有資料中心經理都要求用某些途徑來整合關於各自資料中心型性能的關鍵資訊。不但要為使用
者彙集關鍵資訊，而且要使看到這些資料使用者明白它的意義並能採取行動。事實上，通過一個
智慧儀表板來使資料視覺化可以產生一個包含四個主要子分類的視圖。
智慧儀表板所提供的資料包括以下這些：平均溫度和濕度，某一時段中較高的溫度和濕度，IT 負
載，資料中心總體負載和 10 項關鍵告警資訊概要等。從安防的角度講，智慧儀表板還能提亮顯
示過去 10 次人員的訪問記錄以及訪問發生的時間。負責控制能源成本的運營人員還可以在智慧
儀表板上顯示 PUE 資料。

圖8
智慧儀表板截圖在各子分
類採集資料，然後將資訊
匯總到一個或多個使用者
介面

Operational dashboard data may include the following: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hig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for a determined period, IT load, total data center load, and a summary of the last 10 critical alerts.
From a security perspective the dashboard could also highlight the last 10 physical entries into the data center
and the times when these entries took place. Some operato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controlling their own
energy costs, may also require PUE data on their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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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資料中心運營者可以選擇不受制於智慧儀表板，而直接讀取原始資料。例如，把對 SQL 表格
的查詢生成或者轉換成 Excel 檔，由此產生的報告可以滿足對即時性能資訊的要求。各種監控子
系統，可以提亮顯示緊急的問題，但是隨著資料中心變得越來越複雜，更需要把資訊簡便的組織
並呈現在正式的智慧儀表板中。智慧儀表板本身代表著第三個子分類， 它可以獲取來自於其他三
個子分類的資料，然後把資料更新到管理套裝軟體，通過現有網路提供 KPIs 和資料綜述。
有一些智慧儀表板更專注於 IT 設備的性能，而另一些則提供簡單的實體設施的視圖，例如製冷，
電力和安防。智慧儀表板把它們的資訊歸入監控和自動化，規劃和實施，以及資料獲取這些子分
類，更有一些智慧儀表板是由客戶建立和購買，或者由協力廠商廠商提供的。（如圖 7 所示智慧
儀表板實例）

視覺化軟體
儘管智慧儀表板是彙集那些對行動有指導意義的資料的關鍵核心部件，但是還有各種層面的人機
交流介面（HMI）和圖形化使用者介面存在著，而且允許特定的用戶通過資料中心的各種子系統
查看對他們有意義的資料（如圖 1 中 GUI 和 HMI 所示）。儘管設施工程師是所使用的 HMI 不同於
IT 操作者所使用的 GUI，但是兩者都從基於使用者喜好的優先權的系統中提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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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通過共用關鍵資料點，告警通知，歷史資料和資產跟蹤資訊，資料中心運營技術（OT）管理軟體
可以讓使用者根據即時的電力和製冷容量以及冗餘數據來做出明智的決定。
本文所闡述的分級系統是形成邏輯方法基本原理所邁出的第一步，由此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個完整的資料中心所選用的
設施和 IT 基礎設施部分中，劃分為：
子分類，每一個包含多個
子系統，把它們做比較是通過
首要和協助工具， 這樣就能實現對
管理軟體的高效投資
……通過視覺化軟體對關鍵步驟提供支援

當今眾多的管理應用程式覆蓋了機房管理各基本領域（例如：建築物控制，安防系統和電力系
統）。它們構成了一個企業級套件的不同組成部分，但是還沒有一個應用程式能完成所有的工作。
這種將環節不斷細化的方法在短期之內還會繼續發展。然而，不斷改進的智慧儀表板將有助於通
過整合來自各部門的資訊做出慎重而明智的運營決定，從而提高執行時間和減少能源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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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資料中心供電和製冷容量管理
第 150 號白皮書

流覽所有 白皮書

whitepapers.apc.com

流覽所有 TradeOff Tools™ 權衡工具
tools.apc.com

聯絡我們
關於本白皮書內容的回饋和建議請聯絡：
資料中心科研中心
DCSC@Schneider-Electric.com
如果您是我們的客戶並對資料中心專案有任何疑問：
請與所在地區的 施耐德電機 銷售代表聯絡，或登錄：
www.apc.com/support/contact/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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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A1
監測&自動化
產品比較表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無此功能

Pelco Digital
Sentry

(BMS)

電力

協助工具

資料中心

首要功能

設施電力
電力設備監測
電力分析
效率監測
設施環境控制
製冷設備監測
功 自動化控制
設施安防
錄影監測
能 門禁系統
IT 機房
電力設備監測
製冷設備監測
環境監測
安防監測
PUE 分類監測
*包括安防外掛程式，例如 NetBotz 和 PUE 監測工具，例如 StruxtureWare™中的能效工具
**相容用於資料獲取的測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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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規劃 & 實施
產品比較表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資料中心運行
變更管理

無此功能

資料中心運行
容量管理

(BMS)

電力

協助工具

運行管理

首要功能

設施資產管理
資產跟蹤
維護跟蹤
設施容量管理
影響和依存關係分析 – 電力
影響和依存關係分析 – 製冷
IT 機房工作流程管理

功
預測與建模
工作流程跟蹤

IT 機房容量管理

能
影響和依存關係分析 – 電力
影響和依存關係分析 – 製冷
影響和依存關係分析 – 網路埠

IT 機房資產& 生命週期管理
資產跟蹤
變更跟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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