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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料中心和網路機房的功率要求隨計算負載的變化而瞬息萬
變。這種變化的幅度已經在增長，並且隨著電源管理技術在
伺服器和通信設備中的部署會繼續急劇增長。這種變化帶來
了可用性和管理方面的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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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資料中心和網路機房消耗的總電源功率是已安裝的 IT 設備所消耗功率的總和。在以前，
這類設備的耗電量隨計算負載或工作模式的不同，只會發生極小的變化。
為延長筆記本電腦的電池供電時間，需要對處理器的電源消耗進行管理。電源管理技術
的應用使筆記本電腦處理器在負載較小的情況下可節電高達 90%。隨著此項技術的逐漸
成熟，人們已開始將其移植到伺服器的設計中。其結果是當新開發的伺服器的工作負載
隨時間發生變化時，其耗電量可能會隨之發生顯著變化。
當功率隨時間發生變化時，隨之而來的是資料中心和網路機房設計和管理方面的各種新
問題。在幾年以前，這種問題是可以忽略的。現在，問題已到達不容忽略的程度，並且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不斷加劇。
這種耗電量波動會導致在資料中心和網路機房環境中發生意外的不良後果，包括斷路器
跳脫斷開、過熱和冗餘電源系統中的冗餘功能喪失。這種情況給資料中心和網路機房的
設計和操作人員帶來了新的挑戰。

動態功率變化的
幅度

在整個 20 世紀 90 年代，幾乎所有伺服器所消耗的功率都接近於恆定。造成伺服器功率
變化的主要因素是磁碟機的旋轉以及溫控風扇的速度變化。處理器和記憶體子系統上的
計算負載所導致的功率變化很小，在總耗電量中可以忽略不計。在典型的小型公司或企
業伺服器中，總功率變化一般在 5% 左右，並且這種變化幾乎與計算運行狀態無關。
要大幅度降低耗電量，需要 BIOS、晶片組、處理器和作業系統之間協調配合。在這樣
一個電源受到管理的系統中，每當處理器的使用率低於 100% 時，作業系統就會執行空
閒執行緒，使處理器進入低功率狀態。處於低功率狀態的時間量與系統上的計算負載成
反比（例如，當 CPU 的使用率為 20% 時，處理器將有 80% 的時間處於低功率狀態）。
不同的供應商和不同種類的處理器採用不同的方法來實現低功率狀態。但是，最常見的
方法包括減少或停止時鐘和減少或停止對處理器、晶片組和記憶體的各個部件供電。
最近，處理器供應商開始引入可在 CPU 執行任務時節省電力的方法。這些方法包括改
變處理器的時鐘頻率和電壓大小，以便更好地匹配處理器在非空閒狀態下的工作負載。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在一定條件下減小處理器耗電量的方法，所減小的都是系統平均耗
電量。最大耗電量不會改變，並且每一代新 CPU 都有耗電量升高的趨勢。另外，您還
必須認識到，當處理器耗電量在伺服器總耗電量中所占比例較大時，由計算負載造成的
伺服器總耗電量的變化也會相應變大（按百分比計）。因此，具有多處理器的伺服器和
磁碟機很少的伺服器（如，刀鋒伺服器），其動態功率變化百分比最高。
表 1 給出了幾種伺服器的實際測量值，並顯示出在電腦上載入不同的計算負載時，測量
到的 AC 電源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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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臺

處理器

小負載消耗

大負載消耗

變化百分比

Dell PowerEdge 1150

Dual Pentium III 1000

110 W

160 W

45%

Intel Whitebox

Pentium 4 - 2000

69 W

142 W

106%

Dual Xeon 3.4 GHz

2.16 kW

4.05 kW

88%

Dual
GHz

1.55 kW

2.77 kW

79%

表1
伺服器的實際
動態功率變化

IBM BladeCenter HS20
整主機殼 — 14 個刀鋒伺服器
HP BladeSystem BL20pG2
整主機殼 — 8 個刀鋒伺服器

與動態功率變化
相關的問題

Xeon

3.06

動態功率變化導致以下新問題的產生：

分支電路超載
在多數時間下，大部分伺服器都在小計算負載下運行。對於具有電源管理功能的伺服器
而言，這意味著伺服器將消耗少於潛在耗電量的功率。但是，大多數資料中心和網路機
房的安裝或維護人員並沒有意識到其通常觀察到的伺服器耗電量可能遠小於高計算負載
下的潛在耗電量。這種情況可能會導致資料中心或網路機房的操作人員或 IT 工作人員
無意地將過多的伺服器連接到分支電路中。
當分支電路中伺服器的最大耗電量總和超過分支電路的額定值時，就有可能發生超載。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伺服器將會正常運行，直到條件發生變化，即足夠多的伺服器同時
在大負載下運行。導致此類超載的計算條件很少發生，因此系統可能會連續數周甚至數
月無故障地正常運轉。
在由於上述情況而導致的超載條件發生期間，分支電路將在高於電路額定值的電流下工
作。在資料中心或網路機房環境中，此情況造成的最嚴重後果是分支電路斷路器可能跳
脫斷開並中斷對計算設備的供電。毫無疑問，這是我們最不希望發生的情況。此外，由
於這種供電中斷是發生在計算負載很高的時間段，因此計算設備有可能正在處理大量事
務，這意味著故障很有可能發生在最不希望發生的時間點上。

過熱
在資料中心和網路機房中，計算設備所消耗的所有電能都會變成熱量散發出來（PoE 交
換機是個例外，它將大部分功率透過乙太網電纜傳輸到 VOIP 電話、Wi-Fi 接入點和其他
受電設備）。當計算設備的耗電量因計算負載而變化時，其熱量輸出也會變化。如果資
料中心某一處設備的耗電量突然增加，就會在資料中心出現局部熱點。資料中心製冷系
統的製冷能力可能已根據典型功率耗散情況進行了分配，因此局部區域的功率倍增可能
導致不可預期的溫度上升，而這種溫度上升在設計製冷系統時並未考慮。這可能導致設
備在過熱時關機，工作異常或者使設備的保修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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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餘喪失
很多伺服器都具有雙冗餘電源輸入，而具有最高可用性的資料中心和網路機房正是利用
這一特性為伺服器提供雙路供電。當其中一條供電線路上的任何一點徹底無法供電時，
這些系統仍然可獲得電能並繼續運行。在正常運行條件下，電腦設計為讓兩條供電線路
平均分擔負載。
當其中一條供電線路發生故障時，伺服器的全部負載就會轉移到剩下的另一條供電線路
上。這會導致供電線路上的負載倍增。因此，對於為雙路供電系統中的設備供電的 AC
電源分支電路而言，其負載必須小於額定載流容量的 50%。這樣，它才有足夠的剩餘能
力在必要時承擔全部負載。
當負載呈現出動態變化的耗電量時，確保分支電路的負載小於其額定值的 50% 變得更
加困難。系統在安裝時已經過測試並且分支電路確實是在其額定值的 50% 之下運行。
但是，當未來某個時刻出現高計算負載時，系統就有可能開始在大於額定值的 50% 的
條件下運行。
如果雙路供電系統的分支電路出現負載超過自身能力的 50% 的情況，那麼系統就喪失
了冗餘功能。如果一條供電線路發生故障，第二條供電線路會立即超載並可能發生上一
節所述的斷路器跳脫斷開情況。同樣，由於這種供電中斷是發生在計算負載很高的時間
段，因此計算設備有可能正在處理大量事務，這意味著冗餘功能喪失很有可能發生在最
不希望發生的時間點上。

掩蓋問題
具有動態耗電的設備可能只占資料中心或網路機房總耗電量的很小部分。如果資料中心
的 5% 設備具有 2 比 1 的動態功率變化，其他設備消耗恆定的功率，那麼在主供電線路
或配電單元處測量到的資料中心總功率只會變化 2.5%。這種測量結果會誤導操作人員，
使其確信不會有重大的動態功率變化問題發生。實際上，發生斷路器跳脫斷開、過熱或
冗餘功能喪失的風險是非常大的。因此，很有可能問題已存在但經驗豐富的操作人員並
未察覺。

管理動態功率變
化

為減少上述問題的發生，資料中心和網路機房的設計、管理人員必須針對動態耗電量這
一新情況採取必要的應對措施。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有很多，下面評述了其中的幾種：

為每台伺服器提供專用分支電路
如果每台伺服器都有獨立的分支電路，分支電路超載就不會發生。這是因為設計方案假
定每一台伺服器都透過專用分支電路供電運行。此方法解決了分支電路超載問題和冗餘
功能喪失問題。雖然它沒有解決過熱問題，但該問題通常不是最大的風險所在。但是，
對於部署了小型伺服器（如 1U 或 2U 伺服器）的工作環境，由於每一機架所需分支電路
的數量極其巨大，因此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而又昂貴的解決方案。在極端的情況下，裝滿
了雙線 1U 伺服器的機架可能需要 84 個分支電路，這意味著需要兩個大型電路斷路器配
線板。當使用較大型的伺服器或刀鋒伺服器時，此解決方案更加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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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最壞情況下的安全容限標準並在安裝時測量相容性
多數資料中心和網路機房操作人員都有負載容限標準，通常以占全部負載分支電路額定
值的百分數表示。所選擇的典型值一般在分支電路額定值的 60% 到 80% 之間，75% 被
認為是兼顧電源容量、成本和可用性的最理想折衷值。要確認與標準的相容性，應對實
際分支電路進行測量並確保其符合標準。注意，當系統具有動態變化的耗電量時，由於
在測量時很難知道計算負載的情況，使用此方法會面臨嚴峻的問題。最好的方法是在測
量時將大計算負載加在有保護的設備上，以確保在最壞的情況下也能符合標準。

建立最壞情況下的安全容限標準並計算相容性
在另一種情況中，保留一份連接到每個分支電路的設備的詳細清單，以及公佈的或測量
出的設備最大負載資料，然後將負載相加以確保特定分支電路沒有過載。各設備的最大
負載資訊可從其設備製造商處獲得（通常會將負載誇大），或從 UPS 選擇器應用程式
獲得。這類應用程式可在 APC 網站上找到。保留詳細的分支電路清單是大型高可用性
資料中心的工作慣例。但是，這需要操作員能做到時刻準確掌握每個分支電路中所插入
的設備。對於大多數網路機房和較小的資料中心，由於對用戶沒有足夠的控制，因此不
能確保使用者不會移動設備、交換設備的位置，或將設備插入其他的插座中。因此，對
於很多安裝場所，此方法是不切實際的。
可以將這些容限值進一步降低以便為動態功率的增加做好準備。例如，安全容限規格可
以定為當設備在空閒狀態下運行時，測量到的分支電路負載不能超過分支電路額定值的
35%。

建立最壞情況下的安全容限標準並即時監控相容情況
在此情況中，建立安全容限並透過自動監控系統對所有分支電路進行即時連續監控。當
分支電路負載開始進入安全容限區域時，發出警告。例如，如果使用 60% 的分支電路
負載標準，則當負載超過 60% 時就會發出警告。所建立的安全容限應該確保操作人員
能夠提前獲得有關問題區域的警告，並且在電流超載情況發生前有足夠的時間來採取糾
正措施。此方法可與前面所述的其他方法配合使用。它的最大優點在於其適用於用戶可
能在資料中心管理員不知情的情況下安裝、移動設備或將設備插入其他插座的情況。這
種情況在網路機房、配置室和中等安全的資料中心時有發生。此方法還可對即將發生的
冗餘功能喪失發出警告。它是資料中心管理員管理多變環境中的動態功率變化的最有力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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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隨著時間的推移，耗電量隨負載變化而顯著變化的 IT 負載在網路機房或資料中心所占
的百分比正在不斷增加。這種情況給資料中心基礎設施操作人員帶了許多不曾預料到的
問題。因此，需要對以前用於減小超載風險的措施加以改進以便適應新的情況。對於要
在其中安裝大量伺服器的新設施和現有設施而言，正確的規劃和監控分支電路功率是確
保其可用性的關鍵所在。

關於作者
James Spitaels 是施耐德電氣資訊科技事業部的資深諮詢工程師。James 在伍
斯特理工學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獲得電氣工程學士學位和碩士學
位. 在 James 加入公司的十六年，他參與開發了了多項 UPS、通訊產品、架構
和協定以及設備機櫃和配電產品。同時他還領導多項產品開發團隊。James
Spitaels 擁有四項與 UPS 和電源產品相關的美國國家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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