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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在市面上众多产品中选择最佳的机架式配电单元
（PDU）存在着诸多挑战。大多数情况下，通常会面临
多达 100 至 700 种型号，因此供应商通常会提供产品
选型指南，帮助客户缩小选择范围。其它方面的挑战还
包括考虑系统可用性以及给更高功率密度设备供电能力
等。一旦选定机架式 PDU，IT 管理员会考量该产品是
否能支持下一代 IT 设备，考量因素包括供电容量、插
座类型及数量等。包括虚拟化、融合式基础设施以及高
效率需求等在内的新趋势，使得通盘考虑如何选择机架
式 PDU 变得尤为重要。本白皮书中详述了机架式 PDU
产品的选择准则，并介绍了一些可以有效降低宕机时间
的实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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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机架式 IT 配电单元

简介

不同的机架式配电单元（PDU）产品具备诸多不同的产品特性、额定功率以及输入输出电缆连接
类型。选择正确的机架式 PDU 有时并非易事，尤其是并不知道安装于机架内设备的确切信息时。
包括虚拟化、融合式基础设施（包含有计算、存储和网络）以及高效率需求等在内的新趋势，使
得通盘考虑如何选择机架式 PDU 变得尤为重要。本白皮书中详述了机架式 PDU 产品的选择准
则，并介绍了一些可以有效降低宕机时间的实用方法。
为特定机架挑选一款合适的机架式 PDU，需要了解机架中设备的相关信息、现场的配电情况以及
对其它辅助功能的需求。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遵循一个“由内而外”的顺序挑选机架 PDU：

1. 确定输出插座类型及数量
2. 预估配电容量
3. 确定输入插座类型
4. 选择支路的可视化功能和控制选项
5. 选择外观与安装方式

步骤 1：
确定输出插座类
型与数量

根据“由内而外”的方法，第一步选型是基于机架内部的应用设备。机架内部安装的 IT 设备配置
不同类型的插座。数据中心最常用的插座类型为 IEC 60320 标准中明确定义 C-13 与 C-19 插座
（参见图 1）。C-13 插座常用于服务器与小型交换机，由于需要更大的载流容量，刀片服务器以
及大型网络设备通常使用 C-19 插座。几乎所有新型服务器、刀片服务器机箱或者企业级交换机都
能使用 C-13 或者 C-19 输入插座，具体取决于功耗情况。大部分既不使用 C-13 插座又不使用 C19 插座的设备可以归为以下三类：老旧设备、单线接入 30A 或以上电源的设备，或者其它应用设
备，如空调、风扇以及配置了当地标准电源接头的笔记本电脑充电装置（例如 NEMA5-15 标
准）。

图1
C-13 与 C-19 插座是 IT

设备中最常用的插座
类型

(C-13)

(C-19)

选择合适的机架式 PDU 组合的输出插座口，首先需要了解运行在机架内部的 IT 设备。机架式
PDU 中的插座至少需要与机架内每种类型的设备所需的插座数量相当，确保每台设备都能连接供
电。
数据中心众多运营商选择的机架式 PDU 中，所配备的不同类型的插座数量往往会超过初始负载的
数量，便于给未来设备做好预留插座。表 1 提供了通常情况下不同 IT 设备组合所需插座数量。多
数制造商提供的常用插座组合为（36）C-13 与（6）C-19 插座，因为二者能同时满足低密度和高
密度设备所需。从数据中心运营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单台常见的机架式 PDU 就可以满足机房内
几乎所有机架的需要。选择通用的插座配置可以帮助确保在任何时候需要时，机架式 PDU 均有库
存且即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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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设备
1U 服务器
2U/4U 服务器，

功率密度范围

馈电线路
电源线数量

2 ~ 9 kW

21 – 42
10 – 21

插座类型
IEC C13

, NEMA 5-

15R

IEC C13

, NEMA 5-

15R

15R

表1

混合环境

3 ~ 10 kW

每个机架对应的典型
功率密度与插座数量

刀片服务器

6 ~ 20kW

6 – 12

IEC C19

高密度网络设备

6 ~ 10 kW

2–6

IEC C19

更长的高密度网络设备

6 ~ 25+ kW

3–6

IEC C19

网络存储设备

4 ~ 8 kW

10 – 21

IEC C13

, NEMA 5-

融合 IT 基础设施

6 ~ 8 kW

10 – 21

IEC C13

, IEC C19

建议：(36)个 C-13 与(6)个 C-19 插座为常见组合产品，能够为几乎所有机架式 PDU 应用提供足
够的插座容量。

步骤 2：
预估配电容量
故障电流额定值
有效故障电流，单位为千安培
（kA），就是指馈线的最大故障
电流，是由电气系统的设计来决
定。
机架式 PDU 输入端的故障电流限
制在 10kA，因为大部分电缆罩
（即输入连接插头等等）的额定
值为 10kA。欲了解更多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194 号白皮书《数
据中心 IT 机房电弧放电的考量因
素》

步骤 3：
确定输入插座
类型

可通过多个途径来估算每个 IT 机架所需的最大功率。一旦确定了功率需求，就可以选择合适的机
架式 PDU，机架内的负载提供足够的功率支持。

1. 估算 IT 机架内部设备功耗情况。当机架内安装有大功率负载时，通常会采用这种方法，如
企业级的服务器、刀片服务器或者高速网络设备。由于设备铭牌上的额定功率值是基于满
载情况下的电源功耗，所以该值一般比实际使用功耗值要大。一般情况下服务器并不会满
载运行，因此这种方法估算出来的功率容量值略为保守。

2. 包括思科、戴尔以及惠普在内的一些制造商会提供在线的功率计算器，帮助更加准确地估
算特定配置时的功耗值（板卡、驱动器的数量与类型等）。施耐德电气提供的“数据中心
功率选型计算器”，可以基于特定模块与配置，精确地估算实际的功耗情况。表 1 提供了机
架内安装不同 IT 设备所对应的整机架的功率密度范围，可做参考。

3. 基于数据中心的整体利用率来估算 IT 机架的最大功率水平。例如，如果数据中心为 IT 负载
提供 1MW 的功率，IT 负载由 100 个机架组成，则对于据大多数的机架而言，预估的最大
功率等级为 10kW 左右。相比于单独计算每个机架的最大功率容量，这个方法显得更加简
单易行。这种方法通常用于多种类型的计算应用环境，难以预测所需的 IT 设备类型。用户
通过限制在机架内安装多余服务器的方式防止达到最大功率等级，从而实现对应用环境的
控制。施耐德电气开发的的权衡工具（TradeOff Tool™）“数据中心功率选型计算器”为
估算数据中心功率范围提供了详细指南。

当我们完成对机架内部的考量后，就需要考虑机架列的整体配电。确定好现场的接入电源电压
（例如 208V、240V 等）以及确定接入机架的是单相或三相电源。三相电源接入优势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 Geist 白皮书 EP901《计算机数据中心用三相配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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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配电方案（电压与相数）以及预估功率需求将决定 IT 机架所需的输入电源线或者线缆电流或
者安培数。请参阅表 2 与表 3 确定线缆规格。表中显示了每个安培数的对应的连续功率（单位千
瓦）。灰色背景的数值代表不常见的功率等级，通常设计工程师不会推荐使用该功率等级。

单相/分相

三相

线缆
安培数

120V

208V

240V

208V

415V

20A

1.9kw

3.3kw

3.8kw

5.8kw

11.5kw

表2

30A

2.9kw

5.0kw

5.8kw

8.6kw

17.3kw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规定基于电
压与电流的连续功耗

40A

3.8kw

6.7kw

7.7kw

11.5kw

23.0kw

50A

4.8kw

8.3kw

9.6kw

14.4kw

28.8kw

60A

5.8kw

10.0kw

11.5kw

17.3kw

34.5kw

表3
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
（IEC）规定基于电压
与电流的连续功耗

线缆 安
培数

单相

三相

230V

400V

16A

3.7kw

11.1kw

32A

7.4kw

22.2kw

为了缓解过载给 IT 设备正常运行带来的风险，通常做法是限制单相 PDU 的安培数 ≤40A 或者三相
PDU 的安培数 ≤32A。安培数高于上述数值的机架式 PDU 会使大部分设备面临所对应的断路器过
载的风险。如果单个机架内有更大的功率需求，需在另外安装 PDU 组件。最佳做法是尽可能选用
≤20A 的机架式 PDU，因为这些 PDU 产品不包含断路器，这样就能在功率路径上减少一个元件的
使用，帮助提升系统可靠性。此回路始终受到上游 20A 断路器的保护。类似于使用 230V 电压的
地区，使用 120V 电压的国家可以将电压转换为 240V。相比于 120V 电压，240V 电压可以为 20A
回路提供两倍电源功率。该主题在第 128 号白皮书《绿色数据中心高效率交流配电》一文中有详
细阐述。
通常来说，机架式 PDU 要么是带锁定功能的 NEMA（北美）标准插座，要么是 IEC 309
（EMEA）标准插座，用于连接上游配电。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要求配电产
品具备防水功能的连接头，主要是考虑该连接头安装在高架地板下，在发生火灾等特殊情况下可
能会被水淹没。
通常机架式 PDU 提供多种线缆长度可选。进行选型时需要选择具有合适线缆长度的产品，确保足
够的松弛度，以便电源软线插头可轻松连接到电源插座上，便于维护。通常而言，2 米（6 英尺）
的线缆长度足以将电源插头连接到输入配电端。
建议：尽可能选用 16A 与 20A 的机架式 PDU，二者操作简便、可靠性高并且布局简易。为机架
配置三相电源的机架式配电单元可以为未来负载扩增提供额外的功率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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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选择支
路的可视化功
能和控制选项

除了可以监控机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总体功耗趋势，机架式 PDU 还可监控电源情况以及瞬时功
耗情况。
根据机架功率状态的可视化等级，可分三类：基本级、监控级与计量级。基本级可视化不会提供
任何关于功耗情况的信息。在这种视图下，机架有可能处于濒临跳闸状态，但是却无人察觉。
监控级可视化提供一个显示屏，显示实时信息而已。这些信息可用于帮助确定相位平衡以及基本
的回路负载状态，但是仅能提供一个瞬时信息。基于上述信息所做的决策不能兼顾峰值使用或者
周期循环趋势等因素。这些设施不能将信号只能显示在本地的显示屏上，在高风险状况发生时候
不能向 IT 运行人员发出报警信息。
对于数据中心而言，当回路快要接近最大容量以及断路器面临跳闸风险的时候，计量级可视化提
供了掌握这些情况的有效方法。计量型 PDU 内置智能网络管理芯片，当负载接近预设的阀值上限
时候，可以在故障发生前通过邮件、短信、显示屏上的可视化报警信息以及其它途径发出警报。IT
运行人员可以借助功耗历史存储数据分析功耗趋势，从而做出最佳决策，决定在何处安装新的设
备，使回路负载达到平衡，规避过载风险。这种主动规划对于消除由于断路器跳闸而引起的故障
停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些机架式 PDU 具备计量单个插座的功能，而不仅仅只是计量支路。到目前为止，尽管大多数数
据中心尚未准备好利用这项先进的手段对机架内部功耗进行更深层次的监控，但该技术确实是 IT
界内的专业人士的一把利器，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能源管理。
多数机架式 PDU 同时还可以测量 IT 运行环境中的其它变量。通常来说，计量机架式 PDU 可以连
接温度传感器与湿度传感器。PDU 可以将测量得到的温度与湿度信息显示在显示屏上，并且还可
存储下来，或通过网络传送到其他地方。温度是仅次于断电因素的导致设备故障与停机的主要诱
因。 安装在机架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可以连接到机架 PDU，从而保障服务器与其它 IT 设备在正常
的环境中运行。
建议：如果未在机架式 PDU 支路上游安装专用的计量设备，推荐使用计量式机架 PDU。
机架式 PDU 在提供监控手段的同时还可具备控制功能。使用开关功能，借助网络可实现插座的远
程遥控开/关循环操作。该功能在远程现场比较常见。服务器或者交换机偶尔需要进行手动重启，
有时这些设备位于办公室环境或者是没有现场 IT 运行人员的场所。常见的解决办法就是呼叫本地
的管理人员来协助解决。管理人员进入并不熟悉的网络柜中，摸索着确认故障设备，然后进行重
启。即使非常小心谨慎，错误重启设备现象也不可避免。借助开关型机架式 PDU，专业的 IT 工作
人员即使不在现场也可以便捷地控制设备的开关操作。
对于托管设备而言，最常见的呼叫就是请求人工重启挂起的服务器。为解决该问题，托管工作人
员需要进入机架，找到需要重启的服务器，手动重启，然后与客户确认任务是否成功完成。上述
工作流程费时费力，并且通常托管方会对上述协助工作收费（一般收费标准为 100 至 200 美元每
小时）。机架式 PDU 具备远程插座开关控制功能，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做法导致的延时、风险和
费用问题。图 2 中所示为机架式 PDU 插座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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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在主机托管环境中，可以通
过具有开关功能的机架式
PDU 控制插座的开关操作，
重启服务器

计量设备的精度
与所有计量设备一样，计量型机架 PDU 也存在计量精度公差范围。机架式 PDU 中常用的霍尔效
应电流传感器（CT）的公差受运行环境温度与电流负载的影响。如图 3 所示，随着环境温度的上
升，电流传感器的测量公差也会随之增大。高机架功率密度以及气流遏制方案会使得机架内热通
道温度上升到 32ºC (90ºF)以上或者更高。数据中心的运行环境为机架的运行环境温度设定了无法
回避的边界。冷通道温度一般不会低于 15ºC (60ºF)，服务器热排气温度一般不会高于 45ºC
(113ºF)。超出这个温度范围时，由于电子元件在高温环境中不会持续正常工作，就会影响服务器
正常运行的稳定性。须知机架式 PDU 一般安装在 IT 机架的后部，恰巧处于气流遏制的热通道中，
运行环境温度可能会高达 45ºC (113 ºF)。因此，选型时请确保机架式 PDU 适合在高温环境中连续
运行。

计量误差与环境温度关系
8

电流计量公差随着温度变化
而变化，如果在极端环境中
使用，可能会偏离合理范围

6
计量误差 (%)

图3

4
2

平均值
Mean

0

6σ范围

6σ Range

-2
-4
-6
0

20

40

60

80

温度 (摄氏度)

同样地，如图 4 所示，电流传感器在其电流感应容量上限区域时，其测量精度会下降。这一精度
发散考虑甚少的原因是因为表计的主要作用是避免断路器过流跳闸，而这个 过程自然会考虑到表
计较高精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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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计精度随温度
的变化

VOut (V)

25°C 时
精度

图4
电流计量公差随着电流负载
增大而增大

平均值
VOut

ILoad (A)
±5%以内的精度对于数据中心是可以接受的。举例来说，在美国，对于 20A 断路器，机架式 PDU
允许其持续工作负载额值为 16A。这可提供充足的冗余，避免在设备启动阶段由于涌流电流而造
成回路过载。对于 16A 的电流，精度为±5%的计量仪表给出的读数范围是 15.2A-16.8A。即使考
虑到涌流电流尖峰脉冲，16.8A 仍然处在断路器阀值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个精度范围足以满足电
费按区域退款时的功率计量要求。
更高精度的计量设备对于数据中心应用而言并没有更大的好处，通常仅适用于某些特定的运行环
境中。当 PDU 在这些更为严格的参数范围之外运行时，公差范围会变大。
建议：务必确保机架式配电单元额定值能够在高达 45ºC (113ºF)的运行环境中持续正常运行 。选
择精度在±5%以内的计量机架式配电单元，该精度足以提供对回路的监测，从而防止回路断路器
过载。
如果相关的销售是基于表计所测量的电能，则要求选用符合 ANSI C12.1-2008 或 IEC 62052-11
或 62053-21 标准的机架式 PDU。上述标准规定了更加苛刻的精度范围与特殊的校准程序，从而
为公用设施计量提供更高的精确度。包括多数主机托管应用的数据中心计量通常不需要这种精确
度与校准程序。机架式 PDU 因此被标为以下三个等级：“公用设施计量”、“营业收入计量”或者“收
费级别计量”，但是如果产品没有达到这三种等级，则不能用于按照表计测量电能做相关销售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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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选择外
观与安装方式

通常而言，每种 IT 设备均配置有冗余电源，以备在其它电源故障时可以提供备用电源。对于数据
中心应用而言，这些电源通常连接到独立的冗余机架式 PDU，而这些冗余 PDU 又是通过独立的电
源或者回路进行供电。这样就可以避免当功率链中某一段发生故障时，所有负载均发生掉电现
象。
机架式 PDU 安装在服务器机架的背面，提供插座方便 IT 设备接入或者设备配置人员进行操作。如
图 5 所示，两种主要的安装方式如下：

• 水平式 482.6 毫米（19 英寸）机架安装式 PDU，主要与开放式框架机架配套使用，且配有
音频/视频设备。

• 垂直式 0UPDU 使得配电插座更加靠近所供电的设备。该安装方式的产品为数据中心的首
选，因为它们不占用机架空间，且所需电源线更短，电缆布线管理方便。这种安装方式可确
保每条电源线布线井然有序。

图5
水平式(a) 与垂直式
0U (b) 安装方式

(a)

(b)

建议：在数据中心应用环境中，尽可能选择垂直安装式 0U 规格的产品，这样可以有效利用空间，
并减少电缆布线杂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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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选择机架式 PDU 之前需要先了解需要安装的设备类型。这些 IT 设备将决定插座类型与数量，以及
功耗需求。借助估算的功率需求与现场电压相关信息，可确定合适规格的线缆以及输入电源线。
此外还需考虑如何防止回路过载以及高温运行情况。计量型机架 PDU 可以在回路发生过载现象之
前向 IT 管理人员发出报警信息，从而降低停机风险。相比于单单读取瞬时读数，这类产品可为运
行人员提供历史功耗数据，从而帮助 IT 管理人员做出最佳决策。
大多数情况下，一到两个标准化的机架式配电单元就足以满足几乎所有数据中心内的机架所需。
常见的机架式 PDU 参数包括：

• (36) C-13 与 (6) C-19 插座
• 20-30A (ANSI) / 16-32A (IEC)输入电源线路
• 至少 2 米（6 英尺）长的线缆和电源插头
• ±5%以内精度的计量支路
• 0U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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