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鋒伺服器在現有資料
中心的應用策略
第 125 號白皮書
版本 2

作者 Neil Rasmussen

>

摘要

刀鋒伺服器運行環境的功率密度實際上超過了以往任何
資料中心的供電和製冷能力。在現有的資料中心中安裝
刀鋒伺服器無疑將會帶來一系列的挑戰，也會出現多種
安裝方案，令你難以抉擇。這份白皮書闡述了如何對這
些方案進行評估，選取最佳的功率和散熱方案，成功地
應用刀鋒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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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刀鋒伺服器與傳統伺服器相比有著巨大的優勢—改善處理能力的同時每台伺服器消耗更
少的電力。
但是，隨著更小的占地面積，刀鋒伺服器也更密集的安裝，這就導致在每個機櫃中，刀
鋒伺服器的耗電量將達到普通資料中心機櫃耗電量的 20 倍，而產生的熱量也將高達一
般機櫃的 20 倍。在現有資料中心安裝刀鋒伺服器會使現有的供電和製冷系統承擔很大
的壓力。要想應用刀鋒伺服器，必須對資料中心的供電和製冷設備進行升級，否則這些
本可以安裝在一個機櫃中的刀鋒伺服器必須得分散在多個機櫃中。
應用刀鋒伺服器有許多種方法。本白皮書根據使用者具體的需求和限制條件為用戶確定
最適合的供電和製冷策略提供了指導。

核心問題

對於目前大部分現有資料中心來說，與安裝刀鋒伺服器相關的核心問題都與供電和製冷
分配有關。大部分資料中心都具有原始的供電和製冷能力，但不具備把這些輸送到高密
度區域的設備。不幸的是，許多用戶直到他們打算應用刀鋒伺服器時才意識到這些問題。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任何一個資料中心都沒有專門的檔和儀器為使用人員提供有關資料
中心特定區域內的功率密度能力的資訊。有關這些問題的技術原因在本文和文章最後的
應用參考中有詳細說明，這裡只做一下概要說明：
冷卻氣流不足： 刀鋒伺服器每千瓦的額定功率每分鐘大約需要 120CFM 的冷空氣。 大
部分資料中心只能為每個機櫃提供 200－300CFM 分鐘的冷空氣相當於一個滿配置的刀
鋒伺服器機櫃所需冷卻氣體的十分之一，這就把每個機櫃的功率限定在 2 kW 以下。 如
果冷空氣不足，刀鋒伺服器只能吸入自身排出的熱空氣，最後導致機器過熱。這是目
前刀鋒伺服器應用中存在的最大問題，也是幾乎所有刀鋒伺服器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電力分配不足：目前一般的資料中心的配電系統遠遠不能滿足刀鋒伺服器的電力需求。
這個問題有三種表現形式：1）從地板下或機櫃頂部引入的電源線資料不夠或型號不對；
2）附近的配電單元（PDU）負載能力不足；3）斷路器位置的數量不夠。任何上述問題
都會妨礙資料中心提供高密度電源供應的能力。
需要說明一下，上述兩個關鍵問題中，製冷分配問題是主要制約因素。因此，本材料討
論的焦點問題就是選擇冷卻架構。電力結構將在選定的冷卻架構後進行說明，而且要根
據具體的刀鋒伺服器品牌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具體說明參照本材料後面的參考資料 2、
5、6 和 7。

應用刀鋒伺服器
的五種不同方法

為刀鋒伺服器製冷有五種基本方法。一旦選中了其中一種方法，可以用多種不同產品和
方法來具體實施。這些方法在第 46 號白皮書《超高密度機櫃和刀鋒伺服器冷卻策略》
中有詳細說明，表 1 中進行了概述。

資源連結

第 46 號白皮書
高密度機櫃和刀片伺服器冷
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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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五種冷卻高密度機櫃的方法的應用
方法

優點

1 分散負載

在任何地點都管用，不需要
進行規劃

將設備分散到多個機櫃中以降低
負載峰值
2 轉借製冷
提供均衡的製冷能力，同時允
許借用利用率不高的製冷能力

多種情況下基本上都適用

缺點

適用範圍

高密度設備必須分散放置，甚
至要比方法 2 更分散
佔用更多的地面空間

現有的資料中心――高密度
設備只是總負載的一小部分

資料線的連接可能會有麻煩

不需要添加新設備

僅限於大約 2 倍的設計功率密
度

多種情況下基本上都適用

佔用更多的地面空間

現有的資料中心――高密度
設備只是總負載的一小部分

需要按多項複雜的規則實施
哪裡需要高密度什麼時候需
要高密度可自由掌握

3 輔助製冷

延緩資本投入
提供均衡的製冷能力，同時增加
輔助冷卻設備

高效率

新建機房或機房改造

僅限於每個機櫃約 10 kW
機櫃和房間必須提前設計好，
支持這種方法

地面空間利用率較好
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功率密度
4 設定高密度區

高密度設備無需分散放置

需要事先規劃一個高密度區
域，或為設置高密度區預留空
間

高效率

必須將高密度設備隔離出來

地面空間的利用率達到最佳

在資料中心設一個高密度區

5 整個機房
為機房中每個機櫃提供高密度冷
卻能力

具有前瞻性，能夠應付未來
需求

混合環境
事先沒有規劃高密度設備的
位置
功率密度為每個機櫃 10－25
kW
高密度設備需要與其它設備
同在一個機房
新建機房或機房改造

投資巨大，運營費用高達其它
方法的 4 倍
可能會導致昂貴的機房設施利
用率不高

有限的空間，極多的高密度
設備

要應用刀鋒伺服器，必須選擇其中一種方法。這種選擇要基於目前設施的制約因素以及
使用者的需要和偏好。

刀鋒伺服器應用
流程

應用刀鋒伺服器的物理環境的準備過程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識別現有設施的制約因素
 驗證用戶的需求和偏好
 確定合適的供電和製冷方案
 設計和實施方案
圖 1 為這一流程的示意圖。本流程圖顯示了工作流程的不同步驟以及每個步驟的結果。
這個流程包括兩個主要的迴圈過程，在這兩個迴圈流程中，現有機房的制約因素和用戶
的需求及偏好通過一次次的反復而確定。這對於做適當的調整和進行恰當的權衡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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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通常情況下，經過對機房狀況的審視和相關的權衡之後，最初的制約因素和用
戶的優先選擇會有所變化。最常見的是，當用戶完全理解這種方法的結果後，他們對於
高密度地放置刀鋒伺服器的選擇或要求往往會動搖。這一分析發生在流程圖的迴圈 2 中。
另一種常見的情況是對目前的設施進行評估時發現的問題很容易得到解決，提高了資料
中心應付刀鋒伺服器對於供電和製冷的需求。這些調整發生在流程圖的迴圈 1 中。
下一節中更詳細地介紹了選擇設計方案的各個不同流程。

圖1
確定刀鋒伺服器正確應用到現
有資料中心的方法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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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現有設施
的制約因素

現有的資料中心有多種無法改變的硬性制約因素。這些制約條件可能會影響某些刀鋒伺
服器應用方案的選擇，具體表現為以下幾種：
精密供電能力。資料中心可能不具備足夠的剩餘 UPS 供電力能力，無法為推薦的刀鋒
伺服器安裝方案供應足夠的電力。
精密製冷能力。資料中心可能沒有足夠的剩餘精確製冷能力，無法為推薦的刀鋒伺服
器安裝方案提供足夠的製冷能力。這一限制條件是指機房空調原有製冷能力，而不是空
氣分配系統的能力。
地面空間限制。資料中心的地面空間可能有限，或者可用於安裝刀鋒伺服器的地面空
間非常有限。如果地面空間嚴重不足，用戶在方案的選擇上可能沒有太多的選擇餘地。
無通風吊頂。機房吊頂可能沒有壓力通過裝置。房間可能高度有限，沒有安裝通風吊
頂的可能。這一制約條件可能讓你無法選擇某些設計方案。
高架地板的限制。地板現在墊起的高度可能不足 2 英尺，而且 或者部分空間被導線
或管線佔用。這可能會限制高架地板的空氣分配能力，影響你對某些設計方案的選擇。
承重限制。資料中心的地板可能有地面負荷限重，特別是有地板墊高的情況下。這可
能會讓你無法選用某些設計方案。
在現有的資料中心中，這些限制條件通常沒有相關的檔說明，而且也不是顯而易見，因
此，必須對這些條件進行評估。

現有條件的評估
對資料中心現有條件進行評估對於應用刀鋒伺服器非常重要。如果需要安裝的刀鋒伺服
器數量僅為一個機櫃或者更少，這項評估工作可能不需要做得太細緻。但是，如果要安
裝的刀鋒伺服器數量較多，就必須大大提高這項評估的深度和細緻程度。
在評估中，需要收集有關供電和製冷系統的能力的各種資料，包括銘牌容量，但更重要
的是實際容量。此外，必須對現有的負載情況進行評估，以確定負載量和物理分佈。最
重要的是，必須對資料中心的供電和製冷分配系統進行調研，以便對系統為高密度負載
提供電力和製冷的能力進行量化。
在某些情況下應用刀鋒伺服器的複雜程度較高，那麼用電腦模型來對資料中心進行類比
是很有必要的，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確定一下目前狀況，更重要的是可以對設計方案進行
驗證。圖 2 中展示了這樣的模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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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三維計算流體力學模型顯示
資料中心的氣流和溫度
（施耐德電機專業服務部提
供）

所有的資料中心管理人員掌握一些資料中心評估方面的基本知識是很有必要的。對於複
雜的、高成本或高風險的安裝，建議由專業人員進行這些評估。施耐德電機以及其它一
些廠商提供專業的資料中心評估服務。

確定改進措施－基本的資料中心衛生環境
資料中心目前的狀況常常包含許多弱點，在採取下一步的措施之前必須首先找到並糾正
這些弱點，因為它們會影響與刀鋒伺服器安裝相關的資料。這些問題包括：
 缺少盲板
資源連結

第 42 號白皮書
解決高密度服務應用產生的散熱
問題的十個步驟
資源連結

第 49 號白皮書
資料中心和機房中可避免的影響散
熱性能的錯誤

 高架地板有洩漏或送風系統有洩露。
 回風配置不當
 地面磚通風配置不當
 地板下有沒用的線纜
 空調溫度設定不當
這些問題在第 42 號白皮書 《解決高密度服務應用產生的製冷問題的十個步驟》和第 49
號白皮書《資料中心和機房中可避免的影響製冷性能的錯誤》中有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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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用戶的
需求和偏好

除了設施的硬性制約條件外，用戶往往有一些軟性限制因素或者說偏好。這些限制條件
可能是無法改變的，或者考慮到屈從這些限制需要付出的代價太高，用戶可能會有所動
搖。用戶的這些需求或偏好可能會把一些刀鋒伺服器應用方案排除在外。這些需求包括：
不間斷運行。用戶最重要的需求可能是安裝過程中要盡可能不干擾現有資料中心的正
常運行，將對運行中的 IT 設備帶來的風險降至最低。例如，沒有可利用的例行停機時
間。
系統完成安裝後要具有高可用性。使用者另一個最重要的需求可能是要求系統完成安
裝後要具有盡可能高的可用性。這就要求供電和製冷系統具有冗餘度，而且系統要經過
測試確保冗餘度。
託管伺服器（高密度放置）。使用者可能會強烈要求最大密度地堆放刀鋒伺服器。其
中原因包括：
 系統是一套示範系統
 希望盡可能地節約占地空間
 有規章或法定條文要求所有伺服器放置在一個小區域內
 簡化資料線路
 想把 IT 設備進行合理的分組（如把所有的 Web 伺服器放置在一起）
 資料中心的不同區域歸不同的人所有
 簡化設備管理（如升級）
 感覺這樣會省錢（通常是錯誤的）
請注意，以飽和的密度進行安裝費用可能會很高，而且需要對現有的資料中心進行改
造，影響資料中心的正常運行。強烈建議在決定採用高密度配置方案前考慮一下其它
方案，包括分散負載，
為接下來的安裝做準備 — 這可能是一系列刀鋒伺服器安裝程式的第一步，目前的安裝
應為未來的安裝奠定基礎，而且不應妨礙到將來的安裝和應用。
時間 — 用戶可能要求刀鋒伺服器儘快安裝到位。如果是這種情況，那麼規劃、簽約和
設施修建可能都不太現實。
成本 — 盡可能地降低成本可能是用戶安裝刀鋒伺服器時的首選。這也為安裝工作指出
了明確方向。

應用方法的選擇

瞭解了現有設施的制約因素並且在用戶的各種需求和偏好間進行了適當取捨之後，就可
以從前面所述的五種基本方法中做出選擇了。刀鋒伺服器的應用方法的選擇是基於製冷
問題的，因為這些問題是實際系統中最主要制約因素。確定應用方式後，電力供應問題
也就隨之確定了。
影響應用方式的最主要的不確定因素就是刀鋒伺服器的密度問題。許多使用者更願意將
刀鋒伺服器以最大密度安裝。在現有的資料中心環境中這往往不是一個恰當的選擇。實
際上大部分刀鋒伺服器都採用模組化的機架結構，可以以較低的密度在機櫃中安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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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IBM BladeCenter™ 採用獨立的機架，一個機櫃中可以安裝 1 到 6 個刀鋒不等。雖然
降低安裝密度看上去沒有充分發揮刀鋒伺服器的優勢，但實際上系統的成本、可用性和
安裝速度都有所提升，特別是在現有的資料中心環境中安裝刀鋒伺服器的情況。
目前的許多資料中心設計的功率密度為每個機櫃 2kW 甚至更低。在這樣的環境中按每個
機櫃 10－30kW 的功率安裝刀鋒伺服器時，這些刀鋒伺服器需要消耗大量的電力和製冷
功能，這與機房最初的設計不成比例。正因為這個原因，在現有資料中心中安裝刀鋒伺
服器時節省空間通常是沒有實際好處的。因此，在現有資料中心分散放置刀鋒伺服器是
既實用又划算的。以飽和密度安裝刀鋒伺服器通常只是在專為支援高密度方案新建的
機房設施中比較划算，安裝規模極大或者對空間的要求極其嚴格。
因此，刀鋒伺服器安裝的核心選擇就是刀鋒伺服器安裝的分散程度 — 即每個機櫃中安
裝多少個刀鋒。用戶選擇的刀鋒伺服器的品牌和型號可能會制約刀鋒的分散程度，例如，
一些刀鋒伺服器採用獨立的機架，這種設備就易於分散安裝。而另外一些刀鋒伺服器採
用一種底板系統，這種系統使得分散安裝不切實際。要瞭解有關這個問題的更全面更詳
細的討論，參見與具體刀鋒伺服器品牌相關的“應用說明”。按照前面所述的五種主要刀
鋒伺服器應用方法規劃好刀鋒伺服器的應用密度後，其結果如表 2。

施耐德電機 — 資料中心科研中心

第 125 號白皮書

版本 2

8

刀鋒伺服器在現有資料中心的應用策略

表2
各應用方法中不同刀鋒伺服器密度下的刀鋒伺服器應用標準
機櫃中伺服
器主機殼數
量

分散負載

轉借冷卻能力

輔助製冷

設定高密度區

整個房間

1

大多數資料中心
能夠容納

所有資料中心都
能容納

所有資料中心都能容
納。允許刀鋒伺服器機
櫃毗連

與其它方案相比成本
不划算

與其它方案相比成
本不划算

2

只有資料中心具
備超強製冷分配
能力的情況下才
可以

大多資料中心能
夠容納，機櫃毗
連可能會受限制

所有資料中心都能容
納。允許刀鋒伺服器機
櫃毗連

與其它方案相比成本
不划算。應為新的區
域設定更高的密度目
標

與其它方案相比成
本不划算。應為整
個房間設定更高的
密度目標

3

不切實際：功率
密度超出一般資
料中心的能力

大多資料中心能
夠容納，但多數
情況下機櫃毗連
不切實際

需要熱空氣回流壓力通
風系統或管道系統。允
許機櫃毗連

精心設計墊高的地板
的製冷系統

與其它方案相比成
本不划算，應為整
個房間設定更高的
密度目標

4

不切實際：功率
密度超出一般資
料中心的能力

資料中心必須具
備超強製冷分配
能力，必須嚴格
按規則實施

根據刀鋒伺服器和輔助
供熱方案的具體情況而
定

需要廢熱排氣系統

需要廢熱排氣系
統 ，需要對整個房
間進行改造

5

不切實際：功率
密度超出一般資
料中心的能力

不切實際：功率
密度超出一般資
料中心的能力

不切實際：功率密度超
出了已知的輔助製冷設
備的能力

需要廢熱排氣系統

需要廢熱排氣系
統 ，需要對整個房
間進行改造

6

不切實際：功率
密度超出一般資
料中心的能力

不切實際：功率
密度超出一般資
料中心的能力

不切實際：功率密度超
出了已知的輔助製冷設
備的能力

只有面積極小的情況
下考慮此方案。成本
可能極高。需要制定
嚴格的規則。

達到該密度成本極
高。需要對整個房
間進行改造。需要
配置熱空氣交換系
統。

最低成本

最低成本

每個機櫃 1k-2k 美元

每個機櫃 10k-20k 美元

每個機櫃 20k-60k 美
元

安裝不影響正常運行

大面積安裝、重設管道和
線路

成本增加
容易

需要規劃安裝流程

整個機房需要停止運
行進行改造

複雜程度增加

表 2 表明，在 30 種不同的功率密度和應用方法組合中，有大約 11 種首選組合和 7 種臨
界的組合――共 18 種比較切合實際的應用方式組合。要選擇最佳方案，必須把數千種用
戶的偏好、制約因素和現有的條件等資料與這 18 種應用方式組合進行比對。這種比對
需要進行廣泛的分析，遵循許多規則，這一過程可以像軟體運算一樣進行。但本白皮書
中不做詳細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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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發工具進行這種分析的過程中，施耐德電機提供了在實際工作中經過長期觀察得出
的一些關鍵的經驗：
 如果在房間中需要安裝的刀鋒伺服器機櫃超過總機櫃數量的 25%，那麼現有的資
料中心的電力和製冷系統可能需要進行全面改造。這說明如果安裝數量達到這個
限度，使用者就需要重建一個機房，否則就得把資料中心關閉一段時間進行系統
改造。
 如果現有的資料中心計畫安裝 1 到 5 個刀鋒伺服器機櫃，那麼為了將對資料中心
正常運轉的影響降到最低，同時降低安裝成本，以飽和密度的 25%或 50%的數量
（如每個機櫃中最多放置 3 個機架）進行安裝最合適。對大多數資料中心來說，
實現非常高的功率密度所需的成本比增加幾個機櫃位置所需的空間成本要高得多。
 現在的資料中心一般都是為系統設備整體提供製冷和電力供應，輔助製冷方案能
夠以較低的成本提高應用密度，同時達到可預測的製冷效果。

不推薦的方法
下面列舉了資料中心管理人員平時經常會採用的一些方法和做法，但這些方法是有缺陷
的，對解決問題幫助不大，而且往往會使情況更糟。
降低空氣溫度 — 使用者通常會通過調低機房空調的溫度設定來降低機房的空氣溫度，
以解決資料中心中出現的一些熱點。這是用戶操作最容易也是最差的做法。採取這種做
法會降低空調系統的能力，大大增加增濕器的水消耗量，大大降低資料中心的運行效率
（結果還會讓你帳單上的電費增加）。所有這些都會發生，而問題根本得不到解決，因
為這是氣流的問題，而不是空氣溫度的問題。

資源連結

第 46 號白皮書
超高密度機櫃和刀鋒伺服器的散
熱策略

資源連結

第 42 號白皮書
解決應用高密度伺服器引起的散
熱問題的十個步驟

地板格柵 — 另外一個看似合理的措施就是把墊高地板的通風地磚換成氣孔更大的格柵。
這種格柵的樣子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帶孔的地磚，而是有點象火爐篦子。這種方法對於孤
立的機櫃會有幫助，但會有嚴重的副作用――特別是大量使用這種地磚的情況下。在資
料中心使用這種地磚通常會導致其它區域的氣流減少，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格柵會引起地
磚間的氣流發生重大的不可預測的變化。這一問題在第 46 號白皮書《超高密度機櫃和
刀鋒伺服器的製冷策略》中有詳細說明。
機櫃頂部風扇 — 在機櫃頂部安裝風扇的情況非常普遍――儘管這些風扇對於一個設計
完好的 IT 機櫃中一點好處也沒有。伺服器過熱的原因並不在於機櫃內部，而是在於伺
服器前部進入口處的熱空氣。這些風扇只能是產生更多的熱量，甚至會降低一個設計優
良的資料中心的製冷能力。許多使用者在目的不明確的情況下按照傳統的規格確定風扇
的規格。也有一些與機櫃配套的有效的風扇輔助設備，這些設備在第 42 號白皮書 《解
決應用高密度伺服器引起的製冷問題的十個步驟》中有更詳細的說明。
單立機櫃 — 有時候用戶會把機櫃從整排機櫃中單列出來，試圖在一定範圍內降低機櫃
密度，讓通風地磚的氣流能夠更多地接觸到機櫃。但是這種方法使得設備排出的熱氣在
機櫃周圍回流到伺服器的進氣口。整體效果並不是很好。更好的方法是讓機櫃處於熱通
道和冷通道的安排中，在刀鋒伺服器機櫃之間用帶隔板的不加負載的機櫃隔開，加寬冷
通道，使用輔助製冷設備和 或熱通道密封系統來增強製冷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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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現有資料中心中應用刀鋒伺服器會給資料中心的電力和製冷系統帶來壓力，這種壓力
不容忽視。有多種方法可以用來給刀鋒伺服器提供電力或製冷功能。針對某一具體安裝
的最好的方法要根據現有設計的制約條件和資料中心管理人員的需求和偏好而定。
本白皮書概要闡述了涉及刀鋒伺服器應用的相關事宜和選擇。本文中描述了根據現有資
料中心的制約因素和用戶需求來選擇應用方法的流程。
大多數使用者不瞭解高密度放置刀鋒伺服器的後果。當他們考慮到這些方案以及優勢之
後，在現有設施中分散安裝刀鋒伺服器會更有吸引力，因為這樣節省成本和時間，能夠
減少對現有資料中心正常運轉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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