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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 13 種基本的排熱方法可以用於冷卻 IT 設備並將這些
廢熱排至室外大氣。本文使用了基本術語與圖表闡述這
些製冷技術的基本原理。在這些方法中，有 11 種將製
冷迴圈作為主要的冷卻手段。泵迴圈製冷劑系統將 IT 設

備與主要的排熱系統進行隔離。將直接與間接空氣換熱
作為主要製冷手段的方法依賴於室外氣候條件，在氣候
適宜的地區具有較好的能效。本文提供的資訊使 IT 人員
能夠更多地參與可更好地符合 IT 目標的精確製冷解決方
案的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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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資料中心的各種製冷技術

簡介

資料中心排熱是所有關鍵 IT 環境處理中最為基本而又最少為人所瞭解的內容之一。由於最新的計
算設備變得越來越小，而耗電量則與其所替代的設備相同甚至更高，資料中心會有更多的熱量產
生。精密製冷和排熱設備用於收集熱量並將其輸送至室外大氣中。

資源連結

第 11 號白皮書
IT 環境中製冷和空調術語解釋

資源連結

第 57 號白皮書
IT 設備空調系統的基本原理

本文解釋了旨在將熱量從 IT 環境輸送至室外大氣中的 13 種製冷技術及它們的元件。以本文所提
供的資訊為基礎，IT 專員能夠成功的管理 IT 環境製冷系統的規格選擇、安裝和運行。對於本文所
使用的各種術語的定義，請參考第 11 號白皮書《IT 環境中製冷和空調術語解釋》。

空調機的工作原理
第 57 號白皮書《IT 設備空調系統的基本原理》提供了關於 IT 環境的熱學特性，製冷迴圈的運行，
精密製冷以及室外散熱設備基本功能的相關資訊。

製冷系統結構
一種製冷架構可以從根本上描述成：

1. 一種特定的排熱方法
2. 一種特定的氣流分配方案
3. 為 IT 設備直接提供冷風的冷卻裝置的位置
為了提供關於整個資料中心製冷系統的資訊， 下文將對以上三個基本元素進行簡單描述並附有它
們所參考的白皮書。

資源連結

排熱

第 55 號白皮書

排熱是本文的主題。

用於 IT 環境不同類型的氣流
分配方案
氣流分配
氣流分配是製冷系統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它大大影響製冷系統的整體性能。第 55 號白皮
書《用於 IT 環境不同類型的氣流分配方案》描述了用於資料中心與網路機房 IT 設備冷卻的九種
基本氣流分配方案。

資源連結

第 130 號白皮書
資料中心行級和機櫃級製冷
架構的優勢

冷卻裝置的擺放位置
本文將冷卻裝置定義成為 IT 設備提供冷風的裝置。冷卻裝置有四種基本擺放位置。通常，冷卻裝
置同其它的散熱設備是分離的。有些時候，整個製冷架構是“集裝箱式的”並且放置在室外，緊靠
資料中心。冷卻裝置的擺放位置在資料中心設計工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包括總的製冷效率，IT
功率密度（kW/機櫃）以及 IT 機櫃空間的使用。參考第 130 號白皮書《資料中心行級和機櫃級製
冷架構的優勢》可以獲得更多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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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排熱方式

有 13 種基本的排熱方法可以用於冷卻 IT 設備並將這些廢熱排至室外大氣。幾乎所有關鍵任務機
房和資料中心進行冷卻都是用這些方法中的一個或者多個。其中一些排熱方法將製冷迴圈的元件
遷往遠離 IT 環境的地方，另一些排熱方法則增加一些額外的水與其它流體環路（自封閉管道）來
幫助排熱。
我們可以認為排熱是一個將熱量從 IT 環境“遷移”至室外環境的一個過程。這個“遷移動作”可以簡
單看成是利用風管將熱量“輸送”至位於室外環境的製冷系統。然而，這個“遷移動作”通常是透過使
熱 交換器將熱量從一種流體傳遞到另一種流體（比如從空氣傳遞到水）來完成的。圖
圖 1簡
用一個熱
化說明瞭這 13 種排熱方法，利用室內與室外作為兩個主要熱量“遷移”點。位於室內與室外兩點間
的“熱傳遞流體介質”表示的是用於兩點之間攜帶熱量的流體（液體或氣體）。注意到在室內或室
外可能有不止一次熱交換，比如室內採用乙二醇冷卻的 CRAC(例如機房空調機組)時，或室外採用
冰水機組時。同樣也可以注意到這些系統中的每個系統都可以配置成具有自然冷卻運行模式。接
下來將詳述使用這些方法的系統以及各自的熱量傳遞方式。

室內熱交換
或熱傳遞
空氣處理裝置
泵迴圈製冷劑
熱交換器

室外熱交換
或熱傳遞

熱傳遞
流體介質
冰水

冰水

冷水
機組*

冷卻水

冷卻塔

乙二醇

乾冷器

製冷劑

冷凝器

風冷式
機房空調機組

製冷劑

冷凝器

乙二醇冷卻式
機房空調機組

乙二醇

乾冷器

冷卻水式
機房空調機組

冷卻水

冷卻塔

空氣

風管

風冷一體型

全新風直接蒸發冷卻式機組

風管

空氣

空氣間接蒸發冷卻式機組
室外一體式制冷機組

資料中心
室內外分界線
*注意有些情況下冰水機組安裝在室內

冰水系統
圖 1 的第一行描述的是一個機房空氣處理裝置（又稱為 CRAH）與冰水機組的組合。這種組合通
常稱為冰水系統。在冰水系統中，製冷迴圈的元件被從機房空調系統遷移到了如圖
圖 2 所示的水冷

圖1
13 種基本的排熱方法
示意圖

冰水機的設備中。冰水機組的功能是製造冰水（水被冷卻到大約 8-15°C [46-59°F]）。冰水透過管
道被泵送至位於 IT 環境中的機房空氣處理裝置。機房空氣處理裝置與機房空調機組外觀上相似，
但原理不同。它是透過將來自機房的熱空氣透過充滿迴圈冰水的盤管來進行冷卻空氣的（排熱）。
來自 IT 環境的熱量隨著 CRAH 中的冰水（如今已經變熱）流出並返回到冰水機組。然後，冰水機
組將變熱的冰水中的熱量傳遞到另外一側的冷卻水迴圈中，冷卻水將流經冷卻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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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圖 2 可以看出，冷卻塔是透過將熱的冷卻水噴灑到位於塔頂的海綿體材料（被稱為多孔介質）
將來自 IT 環境的熱量排到室外環境中。噴灑出來的冷卻水在滴落並流向冷卻塔（風扇被用來吸收
來自多孔介質的空氣以幫助加快水分的蒸發） 底部時，將有一部分被蒸發掉。這與人體透過汗液
蒸發來冷卻相類似。從冷卻塔蒸發掉的那一小部分水可以將剩餘的水溫度降的更低。被冷卻的水
將在冷卻塔底部被收集起來並透過一個泵組送回到冷卻水迴圈中。

冷卻水環路與冷卻塔通常不是為了水冷機房空調系統而單獨安裝。它們通常是更大系統的一部分，
用來為自建築舒適性空調系統（為冷卻人員）排熱。

機房空氣
處理裝置

冷卻水塔
噴水頭

冰水盤管

填充區

集水池

樓頂

圖2
水冷冰水系統

冰水閥
節閥

壓縮機節
循環泵

IT環境

壓縮機

水冷式冰水機組

冷凝器

冰水供水管(CWS)

蒸發器

冰水回水管(CWR)

循環泵

建築機械區

透過使用水或空氣進行排熱，可以將冰水機組分成三大類：

水冷式冰水機組，熱量被從冰水回水傳遞到冷卻水環路並輸送到室外大氣中。然後，將透過
圖 2 所示的是採用水冷冰水
冷卻塔進行冷卻水的冷卻，這是將熱量排到室外的最後一步。圖
機組的冰水系統。圖
圖 3 所示的是水冷式冰水機組及冷卻塔的舉例。水冷式冰水機組通常位
於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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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式冰水機

冷卻塔

圖3
水冷式冰水機組（左側）
與冷卻塔（右側）舉例

x 乙二醇冷卻式冰水機組， 從外觀看上去與水冷式冰水機組是一樣的。乙二醇冷卻式冰水
資源連結

機組將熱量從冰水回水傳遞到乙二醇環路並輸送至室外大氣中。乙二醇透過管道流向一個
安裝在室外的裝置，這個裝置被稱為乾冷器，也被稱為液體冷卻器（見邊欄）。風扇迫使
室外空氣透過乾冷器中充滿熱的乙二醇的盤管，從而將熱量排放到室外大氣中去。乙二醇
冷卻式冰水機組通常也放在室內。

第 163 號白皮書
集裝箱式資料中心電源和
製冷模組

>乾式 vs. 濕式?

x 氣冷式冰水機組，熱量被從冰水回水傳遞到一個被稱為氣冷冷凝器的裝置，這個裝置通常
集成在冰水機組中。這種類型的冰水機組通常被稱為組合式冰水機組，而且可以集成到製

乾冷器 vs. 冷凝器?
氣冷冷凝器，乾冷器以及液體冷
卻器之間的區別是什麼呢？這個
術語引起了很多疑問，使很多人
感到困惑，這裡將進行簡單的解
釋。首先，這三個術語都描述一
種熱交換器，與汽車散熱器類
似，空氣被風扇吹過散熱器。在
所有情況下，空氣（沒有水）被
用來冷卻流經盤管的液體，因
此，我們可以說所有這三種熱交
換器都是“乾式”。主要區別就在於
內部流動的液體的類型。“冷凝器”
內部的液體是“製冷劑”。“乾冷器”
與“液體冷卻器”內部的流體都是”乙
二醇”。那麼，為什麼使用兩個“冷
卻器”的名稱來描述它們呢？這是
因為一些熱交換器通過往空氣流
中噴水來強化換熱，比如蒸發冷
卻。使用“濕式”蒸發冷卻的液體冷
卻器被稱為蒸發液體冷卻器。使
用“乾式”冷卻器這個術語很明顯是
由於它沒有使用蒸發冷卻。

冷設施模組中。第 163 號白皮書《集裝箱式資料中心電源和製冷模組》討論了基礎設施模
組。圖
圖 4 給出了一個氣冷式冰水機組的舉例。氣冷式冰水機組通常位於室外。

優點

x 冰水型機房空氣處理設備通常比占地面積相同的機房空調機組成本更低，部件更少，且有
更大的排熱容量。

x 隨著資料中心容量的增加，冰水系統的效率將大大提高。
x 冰水管網很容易進行長距離的傳輸，而且可以利用一個冰水站服務許多 IT 機房（或整棟建
築）。

x 冰水系統透過良好的工程設計是極為可靠的。
x 可以運行在自然冷卻模式下以提高效率。將系統設計運行在較高水溫 12-15°C [54-59°F]的工
況下能夠增加自然冷卻運行的時間。
缺點

x 對於 IT 負載低於 100kW 的設施，冰水的基建成本通常最高。
x 向 IT 環境引入了額外的液體源。
通常用於
x 在可靠性要求適中或很高的 200kW 或更大資料中心內使用，或作為高可用性專用解決方案
使用。水冷式冰水機組通常用來冷卻整棟建築，資料中心可能只是整棟建築的很小一部分。

圖4
氣冷式冰水機組舉例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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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迴圈製冷劑式冰水系統
冷卻塔

泵迴圈製冷劑
熱交換器

冰水
機組*

冰水

乾冷器
冷凝器

圖 1 中的第二行描述的是泵迴圈製冷劑熱交換器與冰水機組的組合。這個組合通常被稱為泵迴圈
製冷劑式冰水系統。出於對資料中心環境可用性以及更高功率密度的考慮，促使了泵迴圈製冷劑
系統的產生。這些系統通常由一組熱交換器和泵組成，泵用來將資料中心中的冷卻介質與冰水進
行隔離。然而，該系統還可以隔離其它冷卻液體，如乙二醇。

這些泵迴圈製冷劑式系統通常使用某種形式的製冷劑（R-134A），或其它非導電流體，像氟利昂，
圖 5 所示的是一個泵迴圈製冷劑系統
這些流體將在泵的作用下在系統中流動，但不使用壓縮機。圖
透過吊頂式製冷單元與冰水機組連接的舉例。在冰水機組與熱交換器之間管網中的冰水吸收來自
泵迴圈製冷劑中的熱量。被冷卻的製冷劑將回到製冷單元去吸收更多的熱量並再次返回到熱交換
器中。

組合式風冷冷水機組

泵迴圈製冷劑系統
冰水
進口

吊頂式製冷
單元

製冷劑出口

圖5
泵迴圈製冷劑系統與冰
水連接示意圖舉例

冰水
出口

製冷劑
進口
迴圈泵

優點

x 在冰水的應用中能夠使水遠離 IT 設備
x 無油的製冷劑和非導電流體能夠在洩露事件中防止伺服器受污染或受損的危險。
x 由於靠近伺服器或直接對晶片進行冷卻，製冷系統的效率較高。

缺點

x 由於需要在製冷系統中增加額外的泵以及熱交換器，因此初投資較高。
通常用於
x 這些系統通常用作用於緊靠 IT 設備的冷卻系統，比如行級和機櫃級的高密度製冷。

x 對於晶片級製冷，冷卻液將透過管道直接進入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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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冷式系統 （分體型）

氣冷式機房
空調機組

製冷劑

冷凝器

圖 1 的第三行描述的是一個氣冷式機房空調機組與冷凝器的組合。這個組合通常被稱為氣冷機房
空調直膨式系統。“直膨式”表示的是製冷劑直接膨脹蒸發，儘管這個術語通常指的是氣冷系統，
但事實上，任何使用製冷劑和蒸發盤管的系統都可以稱作直膨式系統。
氣冷式機房空調機組被廣泛用於所有大小的 IT 環境中，它們已經成為中小型機房的“主要成員”。
對於氣冷式分體型系統，製冷迴圈有一半的元件位於機房空調器中，其餘的位於室外氣冷冷凝器
圖 6 所示。製冷劑在室內與室外元件間的冷媒管中進行迴圈。來自 IT 環境中的熱量透過迴
中，如圖
圈的製冷劑被“泵送”到室外大氣中去。在這類系統中，壓縮機位於機房空機組中。然而，壓縮機
也可能位於冷凝器中。當壓縮機位於冷凝器中時，對冷凝器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冷凝機組，整個系
圖 7 給出了一個氣冷式分體型直膨系統的舉例。
統稱為分體式系統。圖

圖6
氣冷式直膨系統
（分體型）

優點

x 總成本最低
x 易於維護
缺點

x 製冷劑管網必須現場安裝。只有正確設計管網系統才能提供可靠的性能，這就需要仔細考
慮 IT 和室外環境間的距離和高度變化才能做到。

x 對於長距離傳輸，製冷劑管網並不可靠和經濟。
x 多個機房空調機組不能共用一個單一的氣冷冷凝器。
通常用於

x 對可用性要求適中的配線間，電腦房，和 7-200kW 的資料中心。

施耐德電機 — 資料中心科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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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資料中心的各種製冷技術

機房空調機組

氣冷冷凝器

圖7
氣冷式直膨系統舉例
（分體型）

乙二醇冷卻式系統
乙二醇冷卻式
機房空調機組

乙二醇

乾冷器

圖 1 的第四行描述的是乙二醇冷卻式機房空調機組與乾冷器的組合。這個組合通常被稱為乙二醇
冷卻式系統。這類系統將所有制冷迴圈元件置於一個主機殼內，同時將笨重的冷凝盤管替換為小
圖 8 所示。熱交換器使用流動的乙二醇（水與乙二醇的混合物，類似於汽車
得多的熱交換器，如圖
防凍液）收集來自製冷劑的熱量，並將其送出 IT 環境。熱交換器與乙二醇管道總是小於氣冷式分
體型系統的冷凝盤管，這是因為乙二醇混合溶液能夠收集和輸送的熱量遠遠超過空氣。乙二醇透
過管道流向乾冷器，並將熱量排放到室外大氣中去。一套泵組（泵，電機以及保護主機殼）被用
圖 7 中所示的系統
來使乙二醇在機房空調器與乾冷器之間的環路中往復迴圈。乙二醇冷卻系統與圖
在外觀上非常相似。

乾冷器

圖8
乙二醇冷卻式系統

乾冷器盤管
熱交換器
泵組

樓頂

機房空調機組

IT 環境

優點

x 整個製冷迴圈被置於電腦房空調機組中，作為一套在出廠時密封並經過測試的系統，以實
現最高的可靠性，而占地面積要求與分體型氣冷式系統相同。

x 乙二醇管路的佈設距離可以比製冷劑管路（分體型氣冷式系統）長的多，並且可由一個流
體冷卻器和泵組為多個電腦房空調機組服務。

x 在寒冷地方，位於乾冷器中的乙二醇的降溫幅度可以很大（低於 10°C [50°F]），因此，它
可以將 CRAC 機組內的熱交換器旁通掉，直接流入一個專門安裝的節能冷卻盤管。在這些
條件下，製冷迴圈被關閉，空氣吹過被充入冷的流動乙二醇的節能冷卻盤管，以此來冷卻
IT 環境。此節能冷卻模式也稱為“自然冷卻”，可在使用時實現出色的運行成本縮減效果。

施耐德電機 — 資料中心科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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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x 相比氣冷式直膨系統，額外需要的元件（泵組，閥）會提高基建和安裝成本。
x 需要對系統內乙二醇的體積和品質加以保持。
x 將向 IT 環境引入額外的流體源。
通常用於
x 對可用性要求適中的電腦房和 30-1,000kW 的資料中心。

冷卻水式系統
冷卻水式機房
空調機組

冷卻水

冷卻塔

圖 1 的第五行描述的是冷卻水式機房空調機組與冷卻塔的組合。這個組合通常被稱為冷卻水式系
統。冷卻水式系統與乙二醇冷卻式系統非常相似，它們所有的製冷迴圈元件都位於機房空調器內
部。但是，乙二醇冷卻式系統與冷卻水式系統存在兩個重要的區別：

x 水（也被稱為冷卻水）迴圈取代了乙二醇用於收集熱量並將其從 IT 環境輸送出去。
x 冷卻塔取代了乾冷器用於將熱量排放到室外大氣中去，如圖
圖 9 所示。
冷卻塔
水噴頭
充注區

圖9
熱交換器

冷卻水式製冷系統
集水池

樓頂

迴圈泵

機房空調機組

IT 環境

優點

x 所有的製冷迴圈元件均被置於電腦房空調機組中，作為一套在出廠時密封並經過測試的系
統，以實現最高的可靠性。

x 冷卻水環路可以很容易地實現長距離佈設，且可以由一座冷卻塔為許多電腦房空調機組及
其它設備服務。

x 在租用的 IT 環境中，使用樓宇的冷卻水通常要比冰水廉價（冰水將在下一節中介紹）。
缺點

x 冷卻塔、泵和管網系統初投資高。
x 由於需要進行經常性的清潔和水處理，維護成本很高。
x 將向 IT 環境引入額外的液體源。
x 非專用的冷卻塔（用於整棟建築的冷卻）的可靠性可能比不上專用於電腦房空調器的冷卻
塔。
通常用於
x 配合其它建築系統使用的對可用性要求適中或很高的 30kW 或更大的資料中心。

施耐德電機 — 資料中心科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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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冷式獨立系統（一體型）
風冷式獨立
空調機組

空氣

風管

圖 1 的第六行描述的是氣冷式獨立空調機組與風管的組合。這個組合通常被稱為氣冷式獨立系統。
獨立系統將製冷迴圈的所有元件都置於位於 IT 環境中的一個主機殼內。熱量是以熱氣流（大約
49°C [120°F]）又被稱為廢熱的形式離開獨立系統的。該熱氣流必須從 IT 機房輸送到室外或無條件
圖 10 所示。
的空間內，以確保計算設備的正常冷卻，如圖

如果安裝在吊頂上方且不使用冷凝器進風和出風導管，來自冷凝盤管的廢熱可能會被直接排至吊
頂區域內。樓宇的空調系統必須具備處理這一額外熱負荷的容量。透過冷凝盤管吸入的空氣（稱
為廢熱）也應由電腦房外部提供。這樣將避免在室內造成負壓，防止未經調節的較熱空氣進入。
獨立式室內系統容量通常有限（最高 15kW），因為需要有額外的空間來容納所有制冷迴圈元件，
並需要大型風管來管理排風。安裝在室外樓頂上的獨立式系統的容量可以大得多，但通常並不用
圖 11 給出了氣冷式獨立系統的舉例。
於精確製冷場合。圖

冷凝器進風
管與出風管

圖 10

冷凝器進風口與
出風口

室內氣冷式獨立系統

冷凝器盤管

樓頂

IT 環境

優點

x 室內獨立式系統安裝成本最低。除了冷凝器的出風口，不需要在樓宇的頂部或外部安裝任
何設備。

x 所有制冷迴圈元件均置於一個單元中，作為一整套在出廠時密封並經過測試的系統，以實
現最高的可靠性。
缺點

x 與其它配置相比，每單元的排熱容量較低。
x 為冷凝盤管引入和引出 IT 環境的空氣通常需要管道或者吊頂。
x 一些系統可以依靠樓宇的暖通空調系統進行排熱。但是，當暖通空調系統在夜間或週末關
閉時，將會出現問題。

施耐德電機 — 資料中心科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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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於

x 對可用性要求適中的配線間、實驗室環境以及電腦房。
x 有時用於資料中心熱點的處理。
x
氣冷獨立式空調機組

便攜獨立式空調機組

圖 11
氣冷式獨立系統舉例

全新風直接蒸發冷卻式系統

> 蒸發冷卻
蒸發冷卻是將水噴灑到一個表面
或氣流中的一個過程，水的蒸發
可以冷卻通過表面或穿過水霧的
空氣。這與你離開游泳池時，感
到涼爽的原理一樣。皮膚上的水
通過蒸發來冷卻身體。

蒸發作用使室外空氣更多利用濕
球溫度（查閱下面的濕球 vs. 乾球
邊框），可以使所有“乾式”製冷系
統包括直接和間接“節能冷卻模式”
每年使用更多的自然冷卻時間。
在乾燥氣候條件下，濕球溫度大
大低於乾球溫度。比如，在美國
亞利桑那州的費尼克斯，當室外
乾球溫度為 110ºF （43.3ºC）時，
濕球溫度可以達到 70 ºF (21.1ºC)。
因此，使用直接蒸發冷卻式系統
可以不使用壓縮機將空氣有效的
冷卻到 70ºF，從而節省了大量的
能源成本。

風管

空氣

直接新風蒸發冷卻式機組

圖 1 中的第七行描述的是風管與全新風直接蒸發冷卻式機組的組合。這個組合通常被稱為直接新
風蒸發冷卻式系統，有時也被稱為全新風。當室外空氣在某個設定點範圍內時，直接新風自然冷
卻式系統透過使用風扇和百葉窗將室外一定量的冷空氣透過篩檢程式直接送到資料中心內。百葉
窗和空氣調節閥也可以控制排到室外的熱廢氣量，以及與送入室內的混合冷空氣，以保證資料中
圖 12）。這種製冷方法的主要運行模式是“節能冷卻模式”或“自然冷卻
心環境在設定點範圍內（如圖
模式”，絕大多數的系統使用集裝箱式直膨氣冷式系統作為後備。儘管進風是經過過濾的，但並
不能完全消除像煙霧和化學氣體類細小顆粒物進入資料中心。

該排熱方法通常與蒸發冷卻一起使用，室外空氣在進入資料中心之前將透過潮濕的網狀介質（見
邊欄）。可以注意到，由於進入資料中心的直接新風流經蒸發介質將使其達到飽和，因此使用蒸
發輔助將增加資料中心的濕度，這也最大限度減少了該方法在資料中心中應用的有效性。蒸發輔
助在乾燥氣候條件下最為有效。對於濕度較高的氣候，比如新加坡，蒸發輔助的效果應該透過
圖 13 給出了直接新風蒸發冷卻式系統的舉例。
ROI(投資回報)進行評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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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中心外
熱回風管道

熱排
風口

圖 12
全新風直接蒸發冷卻
式系統舉例

吊頂通風
管道

熱回風
管道

空氣篩
檢程式

氣流遏制
熱通道
冷空氣
送風管
道

進入資
料中心
的冷風
送風管
道

混合區

新風
入口

室外

IT 環境

優點

x 所有的製冷設備都置於資料中心外部，這將使白區全部用於 IT 設備的擺放。
x 在乾燥氣候地區，與不具有自然冷卻模式的系統相比，該系統可以節約大量的製冷能耗。
（比如 75%）
缺點

x 對已有資料中心很難進行改造。
x 在空氣品質差的地區需要頻繁更換篩檢程式。
x 蒸發冷卻增加了資料中心的濕度。
通常用於

x 1,000kW 和更大的高密度資料中心。

圖 13
全新風直接蒸發冷卻式
系統舉例

>乾球溫度 vs.
濕球溫度?
乾球溫度就是標準溫度計所讀出
的空氣的溫度。
濕球溫度是指水蒸氣在濕球溫度
計上蒸發時所讀出的空氣的溫
度。過去，乾球溫度和濕球溫度
之間的溫差被用來確定濕度。如
今，濕度已由電子感測器直接進
行測量，這也導致了這一術語的
過時。

空氣間接蒸發冷卻式系統

付㇑

空氣

オ≓䯃᧕㫨Ⲭߧফᔿ㍴

圖 1 的第八行描述的是風管與間接空氣蒸發冷卻器的組合。這個組合通常被稱為間接空氣蒸發冷
卻式系統，有時也稱為間接空氣。間接空氣蒸發冷卻式系統在室外溫度低於 IT 入口空氣溫度設定
值時，使用室外空氣來間接冷卻資料中心空氣，實現了顯著的節能效果。“節能冷卻模式或自然
冷卻”是這種排熱方法的主要運行模式，儘管它們絕大多數使用集裝箱式直膨氣冷式系統作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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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風扇將室外冷空氣吹過一個空氣—空氣熱交換器的一側來冷卻穿過熱交換器另一側的來自資
料中心的熱空氣，因此，室外空氣與資料中心的空氣是完全隔離的。熱交換器可以是板式或轉輪
資源連結

第 132 號白皮書
資料中心製冷系統的節能冷
卻模式

式的。與直接新風類似，該排熱方法通常使用輔助蒸發冷卻，也就是將水噴灑到空氣—空氣換熱
器的室外側來進一步降低室外空氣的溫度，從而來冷卻資料中心的熱空氣。圖
圖 14 提供了一個採
圖 15 給出了採用這種類型排
用帶輔助蒸發的板式熱交換器的間接空氣蒸發冷卻式系統的例子。圖
熱方法的完整系統舉例。
間接空氣蒸發冷卻式系統可提供高達大約 1,000kW 的製冷容量。絕大多數設備是大約一個集裝箱

屯㸸忋䳸

䫔 136 嘇䘥䙖㚠

大小或更大。這些系統安裝在樓頂或樓宇的四周。這些系統中有的含有一個集成的製冷迴圈，可
以與節能冷卻模式一起運行。更多關於這種排熱方法的資訊，請查閱第 132 號白皮書《資料中心
製冷系統的節能冷卻模式》和第 136 號白皮書《用於大型資料中心高效節能冷卻製冷模組》。

➢㕤冒䃞⅟⌣䘬⣏✳屯㕁ᷕ
⽫崭檀㓰墥⅟㧉䳬
資料中心外
熱回風管道

吊頂通風管道

熱空氣回
風管道

氣流遏制
熱通道

熱排風

圖 14
空氣間接蒸發冷卻式系統

進入資
料中心
的冷風
送風管
道

熱交換器

冷空氣送
風管道

室外冷空氣

室外

IT 環境

優點

x 所有的製冷設備都置於資料中心外部，這將使白區全部用於 IT 設備的擺放。
x 在乾燥氣候地區，與不具有自然冷卻模式的系統相比，該系統可以節約大量的製冷能耗。
（比如 75%）
缺點

x 對已有資料中心很難進行改造。
通常用於

x 1,000kW 和更大的高密度資料中心。

室外熱空氣

圖 15
空氣間接蒸發冷卻式
系統舉例

室外冷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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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一體式製冷系統

風管

空氣

室外一體式製冷機組

圖 1 的第 9 行描述的是風管與室外一體式製冷機組的組合。這個組合通常稱為樓頂製冷裝置
（RTU）。這些系統通常都不是新建資料中心的製冷解決方案。樓頂安裝的製冷機組與上文所述
的氣冷獨立式系統基本上是一樣的，除此之外它們是位於室外，通常安裝在樓頂，並且比室內的
圖 16
系統要大得多。室外一體式製冷機組也可以設計成帶有採用直接新風作為自然冷卻模式。圖
給出了室外一體式製冷系統舉例。
優點

x 所有的製冷設備都置於資料中心外部，這將使白區全部用於 IT 設備的擺放。
x 在氣候適宜的地區，與無節能冷卻模式的系統相比，可節約大量的製冷能耗。
缺點

x 對已有資料中心很難進行改造。
通常用於

x 資料中心作為大型多用途設施的一部分。

圖 16
室外一體式製冷機組

製冷系統
各種選項

設施和 IT 人員在確定製冷解決方案規格時可採用多種選件。應採用以下指引，並結合設備製造商
的技術文獻。應注意，根據所考慮的解決方案的規模和類型，選件可能會有差別。
氣流方向 – 大型落地式系統的氣流採用向下的方向（下送風）或向上的方向（上送風），有些甚
至可以採用水準的方向（水準送風）。

x 在高架地板環境或當系統安裝在一基座上的非高架地板環境中採用下送風系統。
x 在已有的上送風環境中採用上送風系統。
x 對於採用冷/熱通道佈局的 IT 整合和 IT 改造環境，應考慮採用水準送風系統。
火、煙和水探測設備 在災難性事件時能夠提供早期預警與/或自動切斷功能。
所有機組中都推薦採用。如果當地建築規範有要求，則強制使用。最好配合 IT 監測和樓宇管理系
統使用，以實現及時地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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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連結

第 58 號白皮書

加濕器 通常位於精密製冷機組內部，以彌補製冷過程中空氣所損失的含濕量，用於防止由於靜
電放電造成的 IT 設備宕機。關於加濕器及其功能的更多資訊，請參見第 58 號白皮書《資料中心
和網路機房的加濕策略》。

資料中心和網路機房的加濕策略

x 應在所有電腦房空調器和空氣處理裝置中使用加濕器，除非機房具有正常運行的蒸汽遮罩
和中央加濕系統。機房不能存在濕度過高或過低的問題。
加熱系統 是為了使製冷系統在必要時對 IT 環境空氣進行更多的除濕，需要對離開精確製冷設備
的已調節冷風增加熱量。

x 加熱系統用於處於濕熱氣候下的機房，或者蒸汽遮罩差或不具有蒸汽遮罩功能的機房。
自然冷卻模式 是指盤管在乙二醇溶液足夠冷的情況下，以類似于冰水系統的方式對 IT 環境進行
冷卻。它在使用時可以實現出色的運行成本節約。

x 在寒冷氣候中配合乙二醇冷卻式機組使用。
x 使用時應按當地建築規範要求。
“多重冷卻” 盤管可配合氣冷式、乙二醇冷卻式或水冷直膨式系統使用

x 在樓宇冰水可用但不可靠或經常被關停的情況下使用。

結論

用於資料中心的這 13 種排熱方法的主要差別在於其在 IT 環境中的安裝方式以及它們收集熱量並
將熱量輸送至室外大氣的方式。所有這 13 種排熱方法都有優缺點，這使它們在各自在不同的應
用中成為優選方案。選擇哪種排熱方法應依據需要保護的 IT 環境的正常執行時間要求、功率密度、
地理位置和外形尺寸，現有樓宇系統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以及可供系統設計和安裝使用的時間和
開支來決定。精通精確製冷元件和排熱方法的 IT 人員可以與製冷人員更有效的合作，以確保滿足

關於作者
Tony Evans 是施耐德電機的資深工程師。Tony 在供電和製冷系統設計領域擁
有 14 年的豐富經驗，而且是美國採暖製冷空調工程師學會（ASHRAE）TC9.9
技術委員會（任務關鍵設施，科技空間和電子設備）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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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環境中製冷和空調術語解釋
第 11 號白皮書

資料中心製冷系統的節能冷卻模式
第 132 號白皮書

基於自然冷卻的大型資料中心超高效製冷模組
第 136 號白皮書

集裝箱式資料中心電源和製冷模組
第 163 號白皮書

資料中心行級和機櫃級製冷架構的優勢
第 130 號白皮書

IT 設備空調系統的基本原理
第 57 號白皮書

用於 IT 環境的各種氣流分配方案
第 55 號白皮書

資料中心和網路機房的加濕策略
第 58 號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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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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登陸：
www.apc.com/support/contact/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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