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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许多数据中心运营人员已清晰意识到机架线缆管理不善
已成为造成宕机的根源以及在移动、添加和更改机架过
程中将会遇到的挫折。它同样会造成数据传输错误，引
发安全隐患，导致制冷效率低下，并影响数据中心的整
体感观。本白皮书讨论了高效机架线缆管理的益处，为
IT 机架内（包括高密度和网络 IT 机架）实施线缆管理
提供指导，这将提高线缆的可追溯性，缩短故障排除时
间，同时降低人为失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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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机架内电缆和数据线缆管理的有效规划

简介

高密度服务器、集成化基础设施和高可用性等趋势的出现，使得 IT 机架内需要使用大量的电缆
和数据线缆。采用通盘考虑策略来管理 IT 机架内的电缆和数据线缆对于数据中心的正常运行、
安全性和制冷效率至关重要。IT 机架设计的进步已使得电缆和数据线缆的管理得以改善。更多有
关 IT 机架选择的信息，请参见第 201 号白皮书，《如何选择 IT 机架》。
有效管理机架的电缆和数据线缆能为 IT 基础设施带来诸多益处，包括：

• 通过减少宕机时间来提高可用性。杂乱无章的线缆容易让系统操作员或员工产生
混淆，从而导致人为失误。根据 Uptime Institute 开展的一项研究，人们普遍认为
人为失误是造成数据中心宕机的主要原因 1。有效的线缆管理可以帮助系统操作
员轻松管理线缆和 IT 设备，从而减少人为失误。
• 通过减少电缆和数据线缆之间的串扰和干扰来提高系统性能。电缆和数据线缆彼
此邻近堆放会产生电磁干扰（EMI），进而导致网线数据传输不稳定或容易出错。
线缆管理的做法往往是将机架内的电缆与数据线缆分开，以帮助减少干扰风险。
• 能够更轻松、更安全地进行每个设备的操作，从而改善运维和提高可维护性。
• 让热排风从机架后侧排出来提高制冷效率。线缆管理可保持线缆有序布置，不堵
塞关键气流线路。
• 通过简化移动、添加和更改操作，提高可扩展性。线缆管理可以更容易地集成其
他机架和组件，以适应数据中心未来成长的需求。
本白皮书提供了对电缆和数据线缆管理的指导，这将有助于改善数据中心的物理外观、线缆可追
溯性、气流、制冷效率和故障排除时间，同时降低人为失误的风险。遵循以下所述步骤有助于数
据中心保持整洁有序：

1. 规划
2. 确定电缆和数据线缆的铺设线路
3. 对线缆进行标识
4. 布线和固定线缆
5. 保护线缆和接头
6. 避免散热问题
7. 归档和组织纪律

步骤 1：
规划

规划是管理 IT 机架中电缆和数据线缆的第一步，如果操作得当，将有利于后续所有步骤。在任
何成功的线缆管理项目中，规划都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这是您的第一个布线项目，我们建议您聘
请像施耐德电气这样的专业布线承包商来完成整个项目。表 1 所示为有关线缆管理的工作说明书
（SOW）的示例。布线承包商还应检测和确认所有线缆并记录所有相关的工作。表 2 所示为有
关线缆检测的工作说明书示例。
确定所需的线缆数量是规划步骤的一个重要输出。该步骤可根据机架正视图，通过计算每台设备
的连接数量和类型以及机架中预期要安装的总设备数量来确定。例如，每个 2U 服务器可能有 4
条数据线缆，平均可能有 2 至 3 条线缆。假设机架中安装有（20）个 2U 服务器，则在相对较高
密度的机架中将总共有 40 至 60 条线缆，或者在超高密度机架中多达 80 条线缆。刀片式服务器
比 1U 和 2U 服务器需要的线缆数量少，即便密度可能高出不少亦是如此。因此，根据所使用的

1

国际正常运行时间协会开展的一项研究估计，约 70%的数据中心宕机是由人为失误造成的。
https://uptimeinstitu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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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设备类型的不同，机架中的布线量会有很大差异。了解机架中 IT 设备的成长计划同样十分重
要。未来的布线需求也应该纳入总体成长计划中。

活动
管理
表1

描述
CPCS*将为迁移到新 CPCS 机架的服务器提供线缆管理服务。
CPCS 将把所有位置的数据线缆都接入到整洁有序的线缆束中。

标识

CPCS 将安装并管理所有接入到机架中的接插线，并采用 CPCS
特定的线缆管理系统实施有序布置，确保机架获得适当风量。
CPCS 将以专业化方式对主要和次要数据线缆以及主要和次要电
缆进行标识。

组织工作

CPCS 将提供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人力对数据中心实施专业有序的
管理，使其宕机时间最短。

安装

线缆管理 SOW 示例

CPCS 将提供所有专业标签和魔术贴以便于线缆管理。

CPCS 将采用经全面测试的线缆管理系统。

*CPCS 是施耐德电气关键电源与制冷服务的简写 2。

活动

描述
在获得客户批准的前提下，CPCS 将对从数据分布线缆（DDC）
到交换机的每个端口进行物理测试，以检测其是否符合当前标
准。

先进的铜缆测试

CPCS 将使用符合 TIA/EIA TSB67 Level III 规范的网络布线认证测试
仪。
在项目结束时有测试报告可供查看。
CPCS 将在 850 纳米和 1300 纳米波长下在信号传播的两个方向上
对多模主干光缆进行测试。

表2
线缆测试 SOW 示例

先进的光纤测试

CPCS 将在 1,310 纳米和 1,550 纳米波长下在信号传播的两个方向
上对多模主干光缆进行测试。
CPCS 将在 850 纳米波长下仅在一个信号传播方向上对水平多模
WA 光缆进行测试。
在项目结束时有测试报告可供查看。

步骤 2：
确定电缆和数据
线缆的铺设线路

常规铜缆测试

CPCS 将执行连续性端口测试和检查 DDC 线缆每个端口导线图。

常规光纤测试

CPCS 将测试每个端口的极性。

首先，确定电缆和数据线缆是从机架的顶部还是底部接入。接下来，确定机架内的电缆、铜数据
线缆和光纤的线路。

顶部或底部接入
确定计划的线缆数量后，下一步就是确定线缆接入 IT 机架的线路。换言之，就是确定线缆是从
顶部还是从地板下进入 IT 机架。如果从顶部进入 IT 机架，则需要考虑 IT 机架顶部开口的位置及

2

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om/ww/en/download/document/APC_TESS6W9KFF_R1_EN_SRC?showAsIframe=true&xtmc=cable%20management%20statement&xtc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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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垂直线缆槽的距离。如果从底部进入，则必须考虑地板下可能影响线缆穿入线路的所有障碍
物（如安装在地板下的大型设备）。
从 IT 机架底部进线意味着线缆很可能会在高架地板的下方布线。采用这种方法，用户看不见线
缆另一端的终端，使得以后的移动或更改操作更难执行。此外，由于看不见线缆，便无法追踪线
缆走向，从而增加了断开错误线缆的可能性。
如果线缆从机架顶部进线，架空线缆更易于跟踪线缆走向和进行变更。图 1 所示为架空线缆管理
的示例。对于已有的和新建的数据中心而言，从机架顶部进线比从地板下进线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具体如下：

• 通过保持高架地板下通道畅通，可提高整体制冷效率，否则在此处布线会阻碍气
流流动（当使用高架地板作为冷气通道时会存在这种情况）。
• 从地板下进线，线缆束穿过高架地板时需要弯曲，会使线缆束产生严重的破坏性
弯曲，可能导致线缆断裂，从机架顶部进线则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 当需要移动、添加或更改配置时，能够更快、更简单地重新布线，且成本低。

图1
架空线缆管理的示例

更多关于架空线缆的优势的信息，请参见第 159 号白皮书，《利用上走线方式让数据中心布线更
加节能》。

将电缆与数据线缆分开
确定线缆接入线路后，接下来的任务是将电缆与数据线缆分开，以防止数据传输不稳定或出错。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 EMI 影响，电缆应尽可能与数据线缆分开。当电缆和数据线缆必须交叉时，
尽量让它们互相垂直交叉以尽量减少 EMI 干扰。如图 2 所示，将数据线缆扎成束置于 IT 机架背
后的一侧，然后在另一侧布置电缆，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另一个最佳做法是使用高质量的线缆如
F/FTP CAT6A 线缆，以尽量减少 EMI。
此外，将数据与电缆分开能够在处理数据线缆时减少与电缆的接触，从而有助于降低人为失误。
不同类型的线缆能够不受其他类型线缆的挤动和移动影响。数据线缆单独布置在机架内的一侧后，
可以根据其在机架内的端接点进一步进行布置，无论是主要或冗余连接，还是依赖于其他特定设
备布置的方便特性。当遇到设备更新或故障排除时，这种额外的线缆管理可以带来其他益处，因
为线缆被扎成体积更小的线缆束，并按照逻辑部署进行了分组。对所有机架应用相同的线缆管理
标准有利于 IT 机架管理，采用直径更小的线缆如 AWG26 对于 IT 机架内的空间优化而言也是一
种良好的解决方案。此外，还应注意计算垂直理线束的总量，确保 IT 机架内有足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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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线缆
右侧布线

图2
电缆和数据线缆标准布线
示例
电缆
左侧布线

将数据铜缆与光缆分开
在数据中心中有两种常见的数据传输介质：光纤和双绞铜线。光缆比铜缆轻，相对而言更脆弱，
在安装过程中必须小心处理，并可能需要额外的组件进行保护。损坏的光缆不会造成安全隐患，
但性能可能会下降或造成数据传输中断。确保铜缆和光缆分开布置，因为铜缆的重量可能损坏光
缆。
当 IT 机架中部署光缆时，用户可能需要安装光缆线轴以增加每个光缆圈的松弛度。图 3 所示为
光缆线路的示例。如果既需要线轴又需要垂直理线架，且需要敷设大量的光缆和铜缆，则应该加
宽或加深 IT 机架。另一个最佳做法是使用弯曲不敏感的多模光纤（BIMMF）来最大限度地减少
弯曲半径造成的损耗。

图3
利用光缆线轴的光缆线路

步骤 3：
对线缆进行
标识

良好的线缆标识和管理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一部分。线缆标识的好处包括能更容易、更精确地进行
安装以缩短整体安装时间，改善通道内的线缆线路，当发生问题或需要进行移动、添加和更改
（MAC）操作时，减少需要识别和跟踪线缆的时间。只需在前面的步骤花一点点的时间和费用，
就可以为后面的步骤大幅节省资金。我们建议实施以下两种最佳做法。

使用彩色线缆
使用彩色线缆能够简化机架内的设备管理过程。比如，橙色线缆代表网络通信线缆，灰色线缆代
表管理系统线缆，绿色线缆代表冗余网线，红色线缆代表的是关键系统的供电线缆。对类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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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同颜色的线缆也是一种良好的管理简化做法。例如，对 KVM 与 DRAC、生产型 LAN 与备
份网络、A 侧与 B 侧电源线等采用不同颜色的线缆。

线缆标签
在电缆和数据线缆的两端贴上标签是基础设施安装和和测试过程的组成部分，也是有利的投资。
ANSI/TIA 606-B 标签标准已于 2012 年 4 月获批，提供明确的基础设施标签张贴规范，用于线缆、
机架、电气和定制面板、配线架和打孔区识别。根据该标准，跨越多个区域的布线系统需要采用
自动化基础设施管理（AIM）（即 4 类管理）。图 4 所示为 AIM 系统示例。

图4
自动化基础设施管理系统
示例

步骤 4:
布线和固定
线缆

在可能发生摩擦、接触锐边或加热区的地方，必须对线缆实施保护。图 5 所示为采用线缆管理配
件“瀑布”在硬边缘周围对线缆路由进行保护的示例。这种配件为线缆敷设接入/出机架提供了
适当的弯曲半径。它可以在多个位置使用，包括机架顶部的孔、开放式机架的侧面和垂直线缆管
理器的开口。处理电缆必须特别小心，因为损坏的线缆可能会导致宕机，并可能造成安全隐患。

图5
线缆弯曲保护示例
(所示为施耐德电气 cable fall)

通常采用尼龙扎带将线缆扎成束。图 6 所示为改进型柔性线缆扎带，可减少安装过程中的浪费，
并可重复使用。其他益处包括切割时不会产生锋利的边缘，而且可以将线缆分隔成不同的线缆束。

图6
柔性线缆扎带用于替代
尼龙扎带
(所示为施耐德电气 Rapstrap)

理线架可以用来控制每台服务器后部线缆的松弛度。图 7 所示为理线架的应用。但是，使用理线
架时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可能会与机架 PDU 相干涉，并在服务器的排风区域周围形成“气坝”，
从而阻挡各服务器的排风通道。这种干涉可能导致机架中形成热点，造成服务器风扇和制冷装置
工作负荷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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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带理线架的局部优化 IT 机架

步骤 5:
保护线缆和
接头

步骤 6:
避免散热问题

线缆和接头应该固定，以防止过度移动，消除关键位置的应力。通常的做法是确保任何线缆或机
箱移动不会给线缆接头造成压力，并且使用理线架保护线缆以防止干涉、移动或挤压线缆，但不
要过紧以防止线缆粘结到理线架上。
在安装电缆时应该特别小心，因为如果电缆及其接头松动的话可能会导致断电和意外宕机。电源
的线缆接头松动可能产生高接触电阻，导致产生电弧和火灾危险。常用的做法包括使用固定夹或
扎带之类的工具来保护连接至机箱的接头和电线，并使用可移动扎带固定 PDU 电缆，尽可能防
止意外地从系统中拔出电线。

在线缆安装完成并加贴标签后，下一步是确保气流通道畅通无阻。如果气流受阻，组件温度可能
升高。持续的高温会缩短设备的预期使用寿命并导致发生意外故障，造成非计划性系统宕机。为
保证安全可靠的运行，布线、理线架或任何其他设备均不可阻塞 IT 设备后侧的通风槽和风扇。
因此，为了使机架式安装组件获得适当制冷，请确保布线不会妨碍进出机架式服务器的气流。
线缆周围的开放空间会使热排风再循环到设备进风口，导致制冷不足，甚至过热。当线缆在 IT
机架中由前到后布置时，使用配有毛刷或者可让线缆通过的屏蔽层的气流管理盲板，同时防止气
流泄露。有关使用盲板进行气流管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44 号白皮书，《利用气流管理盲板
改善机架冷却效果》。
一些网络设备（例如路由器和交换机）采用机架两侧进出风的气流模式。这需要使用特殊设备来
解决这种模式下会遇到的问题。风扇辅助模块从前面吸入冷气流并将其引导至另一侧。特殊的风
道套件也可用来引导和控制气流。更多有关侧向气流分配应用的信息，请参见第 50 号白皮书，
《侧向气流机架设备的冷却方案》.

步骤 7:
归档和组织
纪律

线缆安装完成后有两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记录你所做的工作。另一个是组织纪律。

归档
线缆管理中最关键的任务是记录完整的基础设施信息，包括图表、线缆类型、配线信息和线缆数
量。确保数据中心人员能够方便地访问这些信息，并指定一名或多名员工负责进行更新。将随时
更新记录列为他们工作任务的一部分。此外，请确保机架正视图文档包含安装新线缆和线缆管理
组件的指南及布线指南，还有数码照片作为参考资料来支持指导原则。布线承包商应提供此文档，
将其纳入到工作说明书中，并在布线完成后及时交付。
从数据中心当前的状态可以看出未来状态的模样。如果机架中的线缆杂乱无章，线路或标签不可
辨别，IT 服务技术人员是不太可能或甚至无法对 IT 机架内部进行良好布局。事实上，还可能造
成更大的混乱。影响未来数据中心结构布局最直接的方法是在当前确立良好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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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管理
IT 领导层必须通过构建标准流程并验证它们是否被执行来进行管理。如果领导层不做出致力于管
理实施的表率，其他人则容易采取不良做法。当新机架部署后 3 ，应将所有可能性都清楚地记录
在资源库中并附上图片，所有有理由访问机架空间的人员都可以查看。该文档可包含任何方面，
例如用于特定用途的线缆颜色，将数据线缆与电缆分开，基于待安装设备标准化机架选择程序。

纪律管理
在制定流程时，重要的是要考虑组织纪律以及执行最常见的任务所涉及的步骤。常见任务的例子
之一为安装新服务器并提供网络和电源连接。添加网络连接时，必须敷设一条新线缆到服务器。
如果采用机架顶部的配线架/交换机（即家庭布线设计），任务将大幅简化，因为从交换机到目
标机架的布线已经敷设完毕。不过，从顶部面板到新服务器的布线必须利用适当的垂直线路。如
果线缆用束线带扎成束，则必须切断每个束线带，然后进行更换以保证对方向性的管理。可尝试
采用快捷方式（例如简单地添加新束线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会产生边际影响。然而，如果
反复使用这种快捷方式，最终的结果将是一大捆线缆被束线带扎在一起，因为每次添加都在以前
的线缆束上增加一根线缆。
更持久的解决方案是使用钩环式搭扣，可以在需要时打开和重新固定。这对于用户而言更方便，
因此不太可能被拒绝或者被忽略。首选的方法是使用环形理线器，如图 8 所示，安装流程不需要
打开或关闭操作，绕过时表现更突出。

图8
垂直环形理线器

初期部署新机架时做出布置决定轻而易举，但真正的工作是在未来保持可管理性。花时间制定能
够提供良好的管理性且明显易于维护的政策也有助于确保今后严格地遵守相关流程。

高密度 IT 机架的
线缆管理

高密度环境下线缆管理的最有效办法是使用机架专属的配线架或交换机来敷设线缆。这些小交换
机或配线架通常位于 IT 机架的顶部或底部，并可反接至数据中心的核心交换机或路由器馈送装
置。核心交换机通常位于另一个 IT 机架中，并可能在另一个机柜通道内。
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因为它可将 IT 机架内的线缆布线与数据中心的其他线缆分开。采用机架顶
部的配线架（或交换机），一大束从单个服务器敷设至远距离核心交换机的线缆可以减少到几根
线缆或单一的结构化干线线缆。这不仅减少线缆的物理尺寸和数量，当需要排除故障时，识别和
跟踪铺设线路也更加简单。此外，还可以隔离并移除整个机架上的设备，快速和重复布置新机架，
因为它们在同一个位置拥有通用接口。

3

请参见第 201 号白皮书，《如何选择 IT 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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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置式交换机将服务器网络连接集中到一套简单的反向铺设回核心交换机的上行线缆，进一步简
化了线缆管理。这消除了在数据中心内跨越一行或多行的许多物理端接点，消除了在多个触摸点
发生人为失误的机会，并减少故障排除时间。
配线架/交换机和 IT 设备之间由不同长度的接插线连接。从配线架或设备到 IT 机架侧板的线缆采
用水平敷设，IT 机架侧板上的线缆采用垂直理线架（参见图 9)。由于大多数 IT 组件在背面设计
有网络线缆终端，线缆都从 IT 机架背面走线。

图9

网络机架的线缆
管理

垂直线缆管理

通过机架顶部布线

带垂直线缆管理和 PDU 且
管理有序的 IT 机架

网络机架通常包含一到两个交换机，由交换机将线缆分布到每台服务器的 IT 机架内。这些网络
机架比常见的机架更宽，且有独特的线缆管理要求，主要原因有三点：

• 它们需要容纳更多的线缆束数量
• 大多数插线连接通常发生在机架的前部
• 它们需要支持侧向气流
图 10 所示为高密度网络机架应用。下面列出了一些关于网络机架线缆管理的准则：

• 为高密度网络机架使用较宽的框架，以提供更多的布线空间。
• 将配电安装在机架后的后部线缆通道。
• 线缆不能挡住交换机的正面。这些 IT 机架内的交换机带有可从正面拆除的配件，比如风机
托盘。

• 采用能将冷气流送到交换机侧面的 IT 机架 。
4

• 使用装有水平线缆管理器的侧导轨，以能够在机架内向顶部机架交换机进行接线。
• 使用机架式配线架和线缆管理器以及垂直安装的线缆管理器，以便为从机架配线架顶部敷
设至底部或机架交换机的接插线提供通道。

• 用盲板填充机架内的空垂直空间，以保持适当的气流。如果机架内的任何垂直空间没有被
组件填充，则组件之间的间隙可能会导致通过机架和组件的气流发生变化 。
5

4

请参见第 50 号白皮书《侧向气流机架设备的冷却方案》了解详情。

5

请参见第 44 号白皮书《利用气流管理盲板改善机架冷却效果》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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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英寸宽
（750mm）
机架
盲板改善制冷效率

图 10
高密度网络应用

易于接近网络设备

结论

对 IT 机架内的电缆和数据线缆实施有效的管理可带来与众不同的效果，例如可以轻松移除硬件，
增加风量，减少故障排除时间，降低发生人为失误的风险。通过采用良好的布线指南，硬件冷却
效果将更佳，运行将更有效，线缆使用寿命更长，且损坏更少。还可以防止因热滞留引起的过早
的硬件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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