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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 IT 设备的热排风通过风管导入吊顶是一个行之有效
的气流管理策略，可以提高数据中心的可靠性和能效。
典型的做法包括将独立机柜的热排风或者整个热通道的
热排风导入吊顶，这些系统可以是被动式的（仅使用风
管）或者主动式的（包括风扇）。本白皮书阐述了目前
可用的各种风管导入方案，并解释了这些系统的部署和
运行方法。此外，还确定了针对不同方案的可行的冷却
能力范围，并提供了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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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顶回风垂直风管式气流遏制系统在数据中心的应用

简介

由于 IT 设备与局部送风气流分配（例如穿孔地板）的不匹配，在非均匀的高密度机柜环境中，
很可能发生热排风再循环以及冷风气流旁通等现象。气流遏制技术可以有效地消除上述再循环现
象，从而提高数据中心的可靠性和能效。“热气流”和“冷气流” 遏制策略比较常见，第 153
号白皮书《在已有数据中心部署冷热气流遏制系统》和第 135 号白皮书《热通道与冷通道气流遏
制对数据中心的影响》对二者都有详细阐述。 本白皮书所阐述的主题“吊顶回风垂直风管式气
流遏制系统”属于“热气流”遏制策略，是将 IT 设备的热排风通过风管直接导入吊顶回风通道
中，随后再通过 CRAH 系统（计算机机房空气处理器）或者其它冷却单元从吊顶通道中排出。
与其它所有的热气流遏制策略一样，吊顶回风垂直风管式气流遏制系统提供下列冷气流遏制策略
不具备的优势：

• 舒适的工作条件，并为数据中心的外围设备提供更好的冷却条件，以及
• 通过增加热回风与外界环境空气间的温差，提高了数据中心的能效。
由于对吊顶系统的独特依赖性，吊顶回风垂直风管式气流遏制系统值得我们进行更详细的探讨。
正如下文所述，吊顶通道的性能，尤其是能够提供轻微负压（相对于机房内空气而言）的能力，
是影响回风风管式设备性能的关键因素。如果使用得当，回风垂直风管式气流遏制系统对于新建
数据中心设施而言不失为一个合理的选择，对提高已有设施能效以及延长其使用寿命尤其是一个
理想的选择。

垂直风管式气
流遏制系统的
分类

垂直风管式气流遏制系统的典型特征是，在物理层面上将 IT 设备的热排风导入吊顶中。图 1 所
示为被动式垂直风管机柜与传统 CRAH 制冷单元配套使用；图 2 为被动式热通道风管与位于建
筑外的高效制冷单元配套使用。在上述两种情形中，设计意图都是旨在将所有的 IT 设备热排风
收集起来并直接导入吊顶通道中，从而消除了热排风再循环，避免其回流到 IT 设备的入口处。
当然，上述系统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密闭效果，实现完美的冷热气流隔离。最终，通过向吊顶通道
中漏入气流或从吊顶通道中漏出气流的方式对 IT 设备与 CRAH 单元气流量的不匹配进行弥补来
实现气流的质量平衡。本白皮书后面部分将对吊顶通道的气流和气压进行更详细的探讨。首先，
本章节概述了不同类型的垂直风管式气流遏制系统。欲了解更多的信息，请参阅第 153 号白皮书
《在已有数据中心部署冷热气流遏制系统》。

图1
典型周边部署 CRAH 应用中
吊顶回风与被动式垂直风管
机柜示例（采用了施耐德电气垂
直排风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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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与施耐德电气 Ecoflair 系统
配套使用的垂直风管热通道
气流遏制系统

被动式独立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
图 1 所示为被动式独立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系统示例。该气流遏制策略通过风管将机柜逐个连
接到吊顶回风通道。除了风管本身以外，还在后门或者有时在未连接风管的部分安装实心板，用
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气流的泄漏。被动式独立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系统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深机
柜，尤其对于高密度机柜，从而为 IT 设备的热排风提供更大的无障碍气流通道。

主动式独立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
图 3 所示为主动式独立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示例。主动式垂直风管机柜系统中的散热风扇允许
机柜功率密度达到 12kW，并能克服因服务器排气口电缆密集造成的通道逆向压力或压降。但
是，主动式系统容易在数据中心其他地方产生意料之外的不良后果，因此部署时需要格外谨慎。
图 3 所示方案中机柜整体深度增加了大约 250 毫米（10 英寸），从而增大了相邻机柜行的间
距。主动式系统还会消耗电能，并需要进行监控和维护。

图3
主动式垂直风管机柜气流
遏制系统示例（所示为施耐
德电气的气流强排单元）

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HACS）
图 4 所示为垂直风管式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HACS）示例。该被动式系统用实心板或者有时用
塑料帘在机柜行末端将整个热通道封闭起来。由于建筑立柱的限制、供应商兼容性问题或机柜行
长度不匹配等因素，可能需要使用定制的气流遏制方案。尽管需要特定的机柜朝向和配置，但风
管式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不需要使用机柜后门和内部侧板。共用的热通道为 IT 设备的热排风提
供了大容量的无障碍气流通道，从而使该方案在高密度机柜应用中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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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垂直风管式热通道气流遏制
系统示例（所示为施耐德电气的
EcoAisle 解决方案）

垂直风管式气流
遏制系统的冷却
性能

垂直风管式系统的冷却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数据中心的配置。相较于垂直风管式系统自
身的具体结构参数，多余的冷却气流量（相对于 IT 设备）、吊顶系统的“泄漏程度”、吊顶通
道深度、机柜功率密度以及设备物理布局等参数对冷却性能的影响通常更大。如果数据中心的设
计能够自然地在垂直风管式设备上方产生足够的真空（理想）压力，那么几乎任何垂直风管式架
构都可以支持极高密度的机柜。另一方面，如果总体设计只在垂直风管式设备上产生一个中和气
压，甚至是正压（逆向压力），那么冷却性能就会很差，因为 IT 设备的热排风会通过“阻力最
小的路径”回流到 IT 设备入口处。
首先，我们讨论影响吊顶通道压力的主要因素，然后再讨论（所连接的）被动式垂直风管系统内
部的气流。在确定了被动式风管系统的冷却性能范围后（基于给定的吊顶通道压力），我们会讨
论在实践中如何实现具体的（理想的）吊顶通道压力。最后，我们通过简要分析主动式垂直风管
系统结束本章节的讨论。

吊顶通道的气流和气压
图 5 所示为一个复杂吊顶通道气流模型的典型示例。空气通过垂直风管式设备进入吊顶通道内，
或者可能通过穿孔天花板进入吊顶通道内（该天花板用于收集来自无风管设备的热排风），然后
从风管式 CRAH 单元中排出。通常来说，主要由于 IT 设备与 CRAH 单元气流之间的不平衡、过
度泄漏的吊顶以及较浅的吊顶通道等因素，吊顶通道内部的气压分布要么是“不理想的”（高于
机房空气压力），或者是严重的不均匀分布。因此，数据中心不同地方的风管式设备冷却性能会
有很大差别，甚至同一数据中心内相同设备组之间的冷却性能也会有差别。此外，由于“回流”
作用，热排风气流可能会通过穿孔天花板以及泄漏路径进入机房。吊顶通道相关的气流特性与地
板通道气流类似。 1幸运的是，吊顶通道深度倾向于比地板通道深（由建筑结构和其它基础设施
的间隙造成），这样有利于气压均匀分布。除此之外，相对“密闭的”吊顶系统以及常规/对称
的数据中心布局也有助于减小通道压力变化。

1

VanGilder, J.和 Schmidt，R.，2005 年，“高架地板数据中心穿孔地板气流的均匀性”，InterPACK 论文
集，7 月 17-22 日，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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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吊顶通道内气流模型示例
（施耐德电气 EcoStream
CFD 软件）

穿孔天花板气流（cfm）

风管式
CRAH

带垂直风
管的机柜

带热通道封
闭的机柜

穿孔天花板

被动式垂直风管系统的冷却性能
气流网络图中的气流源与流体阻力可看成类似的简单电路图，参考气流网络图更容易理解被动式
垂直风管系统的气流特性。图 6 显示了附有相应气流网络图的数据中心架构示例；架构越复杂，
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垂直风管机柜和 CRAH 的数量就越多。不过，与简单电路不同
的是，流体阻力的压力下降通常不与气流速度成线性关系；二者的关系通常介于线性与平方比之
间。例如，穿孔天花板上的压力下降几乎随流经气流速度的平方而变化。在气流网络图 6b 中，
气流速度（如：cfm 或 m3/s）用 Q 表示，压力（如：inH2O 或 Pa）用 P 表示，流体阻力（如：
平方关系中 inH2O/cfm2 或 Pa/(m3/s)2）用 α 表示。
在气流网络模型中，将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集群理想假定为 HACS 中的所有机柜包含
热通道并将热通道导入吊顶通道的物理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每个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
统集群，机柜总气流由单一气流源（QHAC）和与之平行的流体阻力（αLHAC）组成。在泄漏气流
通过机柜和气流遏制系统结构中的开孔从热通道到房间（或从房间到热通道）流经的所有可能通
道中都会存在流体阻力。此外，“风管阻力”（αDHAC）为 IT 设备排风管与吊顶通道之间的流体
阻力。
垂直风管机柜由类似的气流源（QDR）与泄漏通道（αLDR）组成；不过，“风管阻力”（αDDR）
通常更大。“风管阻力”主要与服务器的热排风有关，随着服务器的热排风接近机柜后门，转为
垂直气流，并最终通过服务器后方与机柜后方之间的狭小空间，被迅速减速。请注意，虽然为方
便起见我们将这种阻力称之为“风管阻力”，但是气流遏制风管内部的实际阻力可完全忽略不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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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使用被动式垂直风管的数据
中心示例：1 个垂直风管机
柜+1 个垂直风管 H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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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物理布局

b) 气流网络图

理想情况下，CRAHS 设为固定气流源（QCRAH），通过吊顶的泄漏气流和穿孔天花板（如有）
设为额外流动通道（阻力为 αL）。 由于吊顶通道的压力分布视具体情况而异，首选的设计方法
即使用计算流体动力学（CFD）软件对风管式设备与相连吊顶通道中的气流进行分析。例如，施
耐德电气的 EcoStream CFD 软件，将上述气流网络模型嵌入房间气流模型，并依据实验测量的
流体阻力数据描述各种不同的泄漏通道。该软件在施耐德电气内部使用，用以帮助数据中心设
计，且作为 StruxureWareTM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DCIM）软件的一部分（该软件现已在市场
上有售） 2。其他参考提供更多有关气流网络与 CFD 模型相结合的细节，分析如下所示 2, 3。虽
然我们强调，在设计被动式垂直风管系统时通常应该考虑吊顶通道系统，但在给定的吊顶压力
下，不同的管道式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也非常必要。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假设 IT 设备气流为
125cfm/kW [212m3/hr/kW]，机柜一律装载至 30U 高，其他地方安装盲板。假设 HACS 集群由
20 个机架组成；垂直风管机柜的服务器后方与机柜后门间留有 200mm（8 英寸）间隙。
图 7 显示了在上述假设下垂直风管机柜与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的冷却性能与吊顶通道压
力以及机柜功率密度的函数关系。冷却性能基本以 IT 设备的热排风再循环量来评定，分为
“好”、“临界”和“不良”。 “好”意味着所有的 IT 设备热排风均被吊顶通道收集，好与临
界的交界对应着服务器的中和压力环境——无逆向压力或额外吸力。“不良”指的是至少有
10%的 IT 设备的热排风再循环，有 90%的 IT 设备的热排风被吊顶通道收集。参见图 7，我们得
出了以下两条主要结论：
冷却性能与吊顶通道内压力紧密相关。只有在保持合理的通道真空压力时，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
遏制系统与独立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系统才都可能支撑相当高的机柜密度。
在相同吊顶通道真空压力下，相较于独立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系统，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
系统能够冷却的机柜功率密度要高的多”。例如，在真空压力为 0.03 inH2O（7.5Pa）时，独立
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的冷却效果上限约为 8kW/机柜，而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能达到
约 16kW/机柜。此外，独立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系统的冷却效果为“不良”时，垂直风管热通
道气流遏制系统的冷却效果至少为“临界”。

2

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om/sites/corporate/en/solutions/struxureware/struxureware-applications.page（访问时间：2014 年 2 月 17 日）

Zhang,X.,VanGilder,J.,Healey,C.和 Sheffer,Z.，2013 年，“数据中心气流遏制系统的集成建模，
InterPACK 论文集，7 月 16-18 日，加利福尼亚州伯林盖姆。

2

VanGilder,J.和 Zhang,X.，2014 年，“数据中心中吊顶、通道、风管式气流遏制系统的冷却性能”，等待发
表中。IEEE ITHERM 大会论文集，5 月 27-30 日，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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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独立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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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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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总结了图 7 中最大机柜功率密度的限制，并且给出了风管式机柜和风管式 HACS 系统之间
更为直接的性能对比。在理想状况下，吊顶通道压力应该恰好维持图 8 曲线中所指示的气压值，
因为这些值是 IT 设备的中和气压工作点。较低的吊顶真空压力会造成部分热排风再循环，而较
高的真空压力则意味着制冷功耗的增加，这是因为机房（旁通）气流被吸入吊顶通道中。图 8 还
显示了达到特定吊顶通道压力值的可操作性。通过减少进线口、使用更多限制性结构（或消除）
穿孔天花板以及选用不会形成大面积泄漏路径的节能灯具等措施，可以实现大于 0.03 inH2O
（7.5Pa）的吊顶真空压力。当吊顶真空压力增加到约 0.06 inH2O（15Pa）以上时，常规密度的
天花板开始抬升，由此产生的泄漏气流会限制真空压力的进一步升高。

图8
吊顶通道压力目标设定值与
机柜功率密度的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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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整个吊顶通道在内的制冷分析
如果根据吊顶通道压力控制 CRAH 单元，那么图 7 和图 8 为数据中心设计者和运营者提供了确
保优良制冷性能的相关信息。但是，如果没有主动式吊顶气压控制，我们如何确保给定的设计能
够实现所需的吊顶通道真空压力？尽管执行特定设计分析可以给出上述问题的最佳答案，但在这
里我们还是基于对典型数据中心布局的 CFD 分析，给出基本的设计指南 4。该布局包括 4 个机柜
行，每行 10 个机柜。机房一侧的 20 个机柜为独立式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系统，而另一侧的
20 个机柜组成了一个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4 个 CRAH 单元放置在热通道末端。CFD
模拟涵盖了以下设计值：

• 冷风供需比（冷风送风风量/IT 机柜所需风量）：0.8，1.0，1.2
• 吊顶泄漏程度：“有泄漏”，“正常”，“密封良好”
• 吊顶通道深度：0.30, 0.46, 0.61, 0.91, 1.22, 1.52m（12, 18, 24, 36, 48, 60 英寸 )
• 机柜功率密度：2, 6, 12 kW
总结 CFD 分析结果可知，平均制冷性能对吊顶通道深度和机柜功率密度的依赖性相当弱；较深
的吊顶通道以及较低的机柜功率密度会带来较好的制冷性能。制冷性能也受到吊顶泄漏程度的适
度影响，“密闭较好的”吊顶通道一般具有较好的制冷性能，虽然“正常”吊顶通道的制冷性能
比“有泄漏”的吊顶通道更接近“密封良好”的吊顶通道。最终，制冷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冷
风供需比（冷风送风风量/IT 机柜所需风量），数值越大性能越佳。就后者而言，通常对于垂直
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数值 1.0 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可能要求冷风供
需比数值达到 1.2 或更高。
尽管平均制冷性能对吊顶通道深度的依赖性较弱，但制冷性能的均匀性（例如机柜之间的变化）
却取决于吊顶通道深度。图 9 所示为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的典型设计条件下（冷风供需
比为 1，吊顶泄漏程度为“正常”）机柜之间冷却性能的均匀性。请注意当吊顶通道深度大于
0.46-0.61m（18-24 英寸）时，冷却均匀性良好。此外，冷却均匀性受机柜功率密度影响并不
大，假设提供上述最低吊顶通道深度，即使机柜功率密度为 12kW（及更高)，仍可得到“良好”
的均匀性。由于独立式垂直风管机柜具有更好的隔离性，垂直风管式机柜气流遏制（图中未显
示）的冷却均匀性比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略胜一筹。

100%

冷却效果均匀性

95%

图9
制冷性能均匀性与垂直风管
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的吊顶
通道深度的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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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Gilder,J.和 Zhang,X.，2014 年，“数据中心中吊顶、通道、管道式气流遏制系统的制冷性能，等待发
表中。IEEE ITHERM 大会论文集，5 月 27-30 日，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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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式垂直风管系统的冷却性能
在了解被动式系统的气流物理特性后，我们现在对主动式系统进行简要的讨论。尽管主动式垂直
风管系统（即采用风扇强制将气流导入吊顶通道的系统）也许能够克服通道内的逆向压力，但代
价是数据中心其它地方可能会产生逆向压力。简单来说，任何被外力导入到吊顶通道内的气流都
必须寻找排出的路径，如果 CRAH 单元的气流量不足或通道过于狭窄，热空气将从其它地方
（通过穿孔天花板、泄漏路径，甚至风管式设备）强制排出。正因为如此，建议按照与被动式系
统相同的设计指南部署主动式系统，例如图 7 和图 8 以及下文中的“实施指南”章节。除此之
外，读者还需参考与所述的主动式系统最大气流相关的产品文献。

垂直风管式系
统的选择比较

表 1 中总结了在选择特定吊顶回风垂直风管式系统架构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被动式系统的投资
成本相近，但主动式风管机柜的投资成本却高出很多。由于主动式系统消耗风扇功率，在运行成
本上也会高出许多，因此负面抵消掉一些气流遏制的节能效益。
被动式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其安装部署需要特定的平面布局。但是，
由于标准的冷/热通道架构多年以来一直是最佳实践标准，因此上述问题可能并非真正的制约因
素。在可以安装部署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的场合，可以为高密度的 IT 设备提供最佳的
性能，并且不需要增加机柜深度或使用特定的机柜或附件。然而，如果只是一小部分的机柜需要
风管式排风或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要求的布局并不现实，那么可以采用独立式垂直风管
机柜气流遏制。无论采用哪一种系统，被动式垂直风管机柜总体上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尤其
适用于达到中等密度的长度“较短”的服务器，例如高达 8kW/机柜的功率密度或者更高，前提
是能够实现吊顶通道内所需的真空压力。

表1
垂直风管式气流遏制系统架构方案比较

垂直风管式气流遏制系统
考虑因素

被动式垂直
风管机柜气流遏制

主动式风管
机柜气流遏制

垂直风管热
通道气流遏制系统

500 – 700

1,800 - 2,000

500 - 1,000

美元/机柜

美元/机柜

美元/机柜

适用于任何平面布局

是

可能 1

否

无需特殊硬件即可适用于所有机柜

否

否

是

免维护与免监控（无供电不要求）

是

否

是

可能 2

否

是

否

否

是

投资成本

允许的正常（最小）机柜行间距
高密度机柜（6kW）或低吊顶通
道真空压力的最佳选择
1 可能要求更宽的机柜行间距

2 推荐较深的机柜用于较长的服务器和较高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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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于机房布局限制使得采用垂直风管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不切实际，以及在最大可实现吊顶
通道真空压力下被动式风管机柜功率密度限制过大，那么主动式风管系统便可显现其独特优势。
但是，我们并不推荐将主动式风管系统作为补偿不理想吊顶通道压力的通用方案，因为主动式风
管系统可能会在数据中心的其它地方产生冷却问题。最佳策略是在部署任何类型的风管式设备之
前，首先解决吊顶通道压力问题（例如通过增大风管冷却气流，提高吊顶的“密闭性”，以及/
或者增加通道深度）。
其它的考虑因素也可能会引导选择特定的风管式气流遏制架构。这其中包括对消防和照明的可能
干扰、紧急情况下的制冷性能，以及噪音影响等等。还要提醒读者的是，除了本白皮书中讨论的
吊顶回风垂直风管式系统之外，还有其它的冷通道和热通道气流遏制方案可供选择。欲了解更多
信息，请参阅简介中提及的相关参考文献。

安装部署指南

确保足够的吊顶通道真空压力
在理想情况下，拟建的新设计方案或翻新方案需要使用 CFD 软件进行模拟，以确保在整个吊顶
通道内能够获得足够的真空度以及合理均匀的气压。至少，需要遵循下列最佳实践：

• 任何情况下，吊顶通道深度至少应为 450mm（18 英寸），在实际应用中越深越好。
• 大多数情况下风管排出气流量至少应超出风管式 IT 设备排风量的 10%，在相对有泄漏的
吊顶系统中采用被动式垂直风管机柜气流遏制时至少应超出 20%。

• 吊顶通道真空度应最大化：
o

最小化且密封吊顶内的泄漏路径

o

最小化穿孔天花板的数量，使用更多限制性结构的天花板

• 风管式设备的配置应采用合理统一的布局（符合几何配置和 IT 设备功率密度），以实现通
道内压力均匀性的最大化。请注意，非风管式设备不一定需要符合上述指南，因为其并不
影响吊顶通道内气流的动态特性。

最小化气流遏制系统中的泄漏路径
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密封气流遏制系统中的泄漏路径，以确保吊顶通道一直是机柜热排风的“最小
阻力通道”。请遵循下列最佳实践：

• 使用盲板或毛刷来封堵机柜未使用空间，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热排风从机柜后再循环到机柜
前。

• 尽可能多地封盖住机柜外壳上的开孔，若采用的是被动式垂直风管机柜，还需密封机柜的
后门。

• 使 IT 设备后面的空间尽可能保持自由，清除电缆和其它障碍物。如果采用被动式垂直风管

机柜，确保服务器背面与机柜后门的间隙至少有 200mm（8 英寸）。如有必要，使用深机
柜来达到上述要求。

• 对于被动式风管机柜，将较深的 IT 设备安装在机柜的底部，以避免产生排风气流的阻塞
点。

谨慎采用主动式垂直风管气流遏制系统
如果数据中心配置包含主动式气流遏制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做法是事先通过 CFD 验证预期应用
的性能。采用主动式系统的风险在于，尽管主动式风管设备“消除”热点的效果显著，但是会在
数据中心的其它地方产生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并非显而易见或者并不容易解决。无论如何，通过
遵循上述推荐的最佳实践可以提高安装部署的成功性，即使采用主动式系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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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垂直风管式气流遏制系统可以同时提高数据中心的能效和可靠性。由于所有的风管式设备、风管
式冷却单元和吊顶通道都作为单体运行，建议使用 CFD 建模来指导新的部署方案，尤其是设计
的制约因素接近本白皮书中所提及的最佳实践限制时。无论是哪种情况，建议部署均围绕如何确
保吊顶通道内有足够和均匀的真空压力。实现这一要求的方法包括：提供充足的风管冷却气流、
打造相对“密闭”的吊顶系统、采用较深的吊顶通道，以及密封机柜与气流遏制系统中不必要的
泄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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