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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相较于以传统方式建造的数据中
心具有诸多优势，如灵活性更强、可预测性更高和部
署速度更快。然而，有观点表示，成本因素是这种设
计部署时的一大障碍。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将侧重量
化采用相同配电和制冷架构的 440 kW 预制化数据中
心与传统数据中心的投资成本差异，以突显关键成本
驱动因素，并论证预制化数据中心并不会导致投资成
本增加的情况。我们采用 Romonet 公司基于云端分析
平台来完成此次的分析和验证工作，该平台为厂商中
立的行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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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选择预制化数据中心而非传统的“现场建造”数据中心往往旨在获得部署更快、可靠性更高以及
更容易预测等优势。第 163 号白皮书《预制化数据中心供电和制冷模块》对这些优势做了更详细
的介绍。
不过，在谈及成本影响的问题时，有些人坚信预制化能够节省成本，而有些人则认为预制化会使
成本增加。 这说明对于这种设计方法的实际成本影响存在认识不清的情况。
由于存在诸多会影响预制化数据中心和传统模块化数据中心成本差异的变量和假设，因此对成本
的理解比较复杂。在第 164 号白皮书《传统数据中心与可扩展预制化数据中心总拥有成本
（TCO）的比较分析》中，我们论证了预制化数据中心如何为扩展并优化数据中心设计而提供的
灵活性，从而相比建造过度规划的传统数据中心，可实现显著的成本节省和节能优势。
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对两个拥有相同容量、相同制冷和配电架构、相同冗余等级、相同密度和相
同机柜数量的数据中心进行投资成本差异定量分析比较。这样做使我们能够分别考察不同类型数
据中心解决方案（预制化与传统型）的成本差异。此次分析基于施耐德电气参考设计（第 26
号），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中进行详细的描述。
此次分析的投资成本包括材料成本、设计成本、场地准备成本、安装和调试费用。对于这一特定
设计，预制化数据中心的投资成本能节省 2%（大致与传统数据中心的成本相同）。图 1 说明了
按成本类型划分的成本明细。如图所示，虽然预制化数据中心的材料成本较高，但其能够大幅降
低空间成本（户外与建筑）以及劳动力（现场作业）成本。有关这一块内容，我们会在“结果”
章节做详细的探讨。我们使用 Romonet 公司基于云端的 Analytics Platform（分析平台） 1完成
并验证此次的分析。

现场建造与预制化投资成本概览
适用于第26号参考设计和架构相同的传统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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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两个 440 kW 的数据中心进行了分析——一个是由电源、制冷和 IT 模块组成的预制化数
据中心，另一个是使用传统建筑来放置所有内部设备的“现场建造”数据中心。图 2 说明了这两
种方法的概念布局。上面一张图为预制化数据中心，带有室外电源、水力模块（制冷）、放置在
室外场地的 IT 模块，连同通常放在室外的数据中心设备（比如发电机、冷水机）。下面一张图
为传统建造的数据中心空间，包括 IT 机房、动力室、电气室以及一些通常放在户外的设备（比
1

有关 Romonet 的内容我们将在“方法论”章节做进一步的讨论。http://www.romo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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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参考设计？
参考设计是用于建造数据中心的
经过测试、验证和归档的计划方
案。其包括单线图、地板布局
图、管网图和设备清单。

如冷水机和发电机）。表 1 提供了两个数据中心的总结，包括 Tier 等级、电源、制冷和机柜设
计细节。
这些数据中心基于经过归档的施耐德电气参考设计（可登录 http://designportal.apc.com/dcrd/resources/pdf/en/RD26DSR1.pdf 进行访问）。请详见边栏大致了解参考设计
的价值，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考第 147 号白皮书《数据中心项目：使用参考设计的优势》。
这两个设计采用相同的主要组件（即相同的 UPS、冷水机、机架式 PDU、机柜等）。

其作为项目团队开展项目的起点
颇具价值，因为其能够：
•
•
•

预制化数据中心空间视图

简化规划
缩短制定可建设计划的时间
依托可预测的性能表现来降
低风险

施耐德电气参考设计可在以下网
址查阅：http://designportal.apc.com/dcrd/pages/filter.html

图2
分析所采用的预制化数据
中心设计和现场建造数据
中心设计的概念性布局

现场建造数据中心空间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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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预制化

现场建造

设计负载

440 kW

440 kW

目标可用性

Tier III

Tier III

供电架构

2N 电源；(2)个 500 kW 电源模块，带
5 分钟后备电源时间，2N 后备发电机

2N 电源；(2)个 500 kW 电源系统，带
5 分钟后备电源时间，2N 后备发电机

表1

制冷架构

N+1 风冷冷水机、水侧节能冷却模式、
水力模块、N+1 行级空调

N+1 风冷冷水机、水侧节能冷却模式、
动力室、N+1 行级空调

比较所采用的架构

IT 配置

44 台机柜，平均 10 kW/机柜，(2)个双
组舱模块

44 台机柜，平均 10 kW/机柜，IT 机房

结构

特制的预组装式基础设施，安装在封闭
的能够抵御恶劣天气的柜体内

传统建筑的专用 IT 机房，基础设施现
场装配

场地面积

910 平方米室外空间

725 平方米建筑空间*

*注：我们的分析不考虑建筑周边的其他室外空间。

设施供电
我们进行分析的数据中心带有冗余市电供电和冗余发电机，每路供电为 1200A 480V 开关柜总
线，配 500kW UPS，然后通过低压配电柜和 175 kW PDU（配电单元）的组合将电力配送至 IT
模块。电源也为动力室供电，配有独立的 N+1 UPS（每个容量 32 kW）。图 3 为供电的单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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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制冷
我们分析的数据中心，其制冷设计由 3 台风冷冷水机组成，每台冷水机的制冷量为 275 kW，采
用 N+1 配置。每台冷水机带有集成的干式冷却器，用于节能冷却模式。在预制化数据中心设计
中，水力模块包括水泵、阀门、控制器和所需仪表。在现场建造式数据中心设计中，此设备位于
楼宇内的动力室内。图 4 为数据中心的管网架构和水泵配置。其设计用于为 IT 机房内的行级空
调提供冷冻水。
供给IT
冷水机
275 kW

变频器

来自IT
膨胀水箱

变频器

冷水机
275 kW

图4

膨胀水箱

变频器

制冷架构

来自IT
冷水机
275 kW

污物/空气
分离器

乙二醇补给器
供给IT

蓄冷罐

IT 机房
在这两个设计中，IT 机房内有 44 个 IT 机柜，能够支持平均 10 kW/机柜的 IT 负载。（2N）冗余
PDU 带有隔离变压器，可为每台机柜内的机架安装式 PDU 供电。热通道气流遏制用于优化空间
内的气流，N+1 行级空调位于整个机柜行内。
两个设计之间的机柜、冷水机和 PDU 的确切排布各有不同。在预制化数据中心设计中，IT 机房
由 2 个双组舱 IT 模块构成。图 5 显示了两个双组舱模块。在现场建造式数据中心设计中，假定
有一个空间更大的 IT 机房，配有 44 台机柜和配套设备。

图5
预制化数据中心
内的 IT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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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我们使用由 Romonet 公司提供的第三方数据中心建模软件来进行本次的投资成本分析比较。图
6 显示了模型数据中心的逻辑布局。这一模型描述了通过数据中心电源和制冷基础设施的能源流
向。蓝色连接箭头表示电源连接线；红色连接箭头表示制冷连接线。建模软件也能够分析能源成
本，但对于此次的分析，由于在两个设计中使用的子系统相同（因此能源差异可忽略不计），我
们仅关注本工具中的投资成本部分。
每一块代表一个数据中心的子系统，对于其中每一块的成本数据，都包括了材料的投资成本以及
安装成本。此外，如上所述，我们也对每一块进行了配置以匹配设计的冗余性。阴影区域表示子
系统所在的房间或模块。没有阴影的组件放置在室外。
Romonet 专家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审查和验证。

图6
Romonet 公司 Analytics Platform（分析平台）中分析的数据中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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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条件
此财务分析中使用的主要假设条件如下：

• 根据上面的描述和线路图，一次性安装 440 kW 数据中心设备。
• 数据中心的安装地点位于美国，采用美国平均的劳动力价格。
• 土地成本为 269 美元/平方米（25 美元/平方英尺）。
• 已建成建筑空间成本为 1,615 美元/平方米（150 美元/平方英尺）。
• 预制化数据中心所需的室外空间总面积（包括各个模块的间隔空间）为 865 平方米
（9,310 平方英尺）。

• 预制化模块全都放置在室外。
• 现场建造数据中心的建筑面积为 727 平方米（7,829 平方英尺）

数据来源
我们的施耐德电气《数据中心投资成本计算器》用作子系统材料和安装成本的主要来源。该工具
的开发是基于不同数据中心容量的实际项目成本。图 7 为施耐德电气工具截图。此外，还会使用
最近部署的三个预制化数据中心项目的安装成本数据。通常，以 Romonet 公司提供的厂商中立
的成本数据作为验证手段。

图7
数据中心投资
成本计算器

结果

图 1 概要性总结了这两种设计之间的成本差异，得出预制化参考设计比相同现场建造数据中心可
节省 2%的成本（可忽略不计）。在下面的图 8 中，我们按子系统分类和成本类型对成本进行进
一步细化。
该图显示，预制化系统（材料）比传统系统的投资成本更高。由于预制化模块连同预组装的物理
基础设施一起交付，所以“材料”成本包括物理围护结构（比如集装箱）以及工厂集成工作。预
制化设计最大成本增加来自于 IT 机房设备，其次是制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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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预制化设计在工厂内完成集成作业，减少了现场作业的需要，所以减少了所需的现场工作量
（包括电气和机械工作量）。
在这一分析中，空间成本（土地、建筑、场地准备工作的成本）为最大的节省机会。其基于假设
条件章节中所述的建筑和土地成本。

图8
用于投资成本比较的成本类目明细

现场建造与预制化投资成本概览
成本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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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0
$1,200,000
$1,000,000
$800,000
$600,000
$400,000
$200,000
$-

传统数据中心
预制化数据中心

敏感性分析表明，确定传统数据中心还是预制化数据中心哪个设计的投资成本更低的关键变量有
两个。

• 建筑成本
• 每机柜平均功率密度
我们在分析中选择了一个“典型”的建筑成本，但实际成本每个国家、每个机房场地间的差别都
很大。此外，建筑施工成本需要考虑建筑内的空间成本。一般来说，对于比较昂贵的建筑或空间
成本，预制化数据中心设计比传统数据中心更具成本效益。同样地，如果有低成本的空间可用，
传统数据中心方案会相对比较经济。
平均功率密度会影响 IT 机房的成本，因为随着密度降低，机柜和机架式 PDU 的数量会增加，但
更重要的是，建筑和/或集装箱的尺寸也会增加。敏感性分析用以说明这一影响，并在下一章节
内讨论。

机柜密度的影响

上述分析基于 IT 机房内或 44 个 IT 机柜平均 10kW/机柜的假设条件。不过，平均密度是推动预
制化 IT 空间成本效益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在较高密度下，模块化数据中心相较于传统 IT 空间
的节省程度会增加，因为在同一个固定模块空间内可容纳更多 IT 负载。随着密度降低，容纳相
同的 IT 负载需要更多模块（集装箱），这就意味着会产生额外的材料开销，从而抵消其所产生
的节省效益，甚至可能在密度降到一定程度之后相对传统数据中心不再具有成本优势。图 9 显示
了 IT 机柜密度对典型预制化 IT 机房模块成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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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密度增加的预制化IT空间成本
$2,800,000
$2,600,000
$2,400,000

图9
每机柜平均密度对投资
成本的影响

$2,200,000
$2,000,000
$1,800,000
$1,600,000
$1,400,000
$1,200,000
$1,000,000

0

2

4

6

8

10

12

密度（kW）/机柜
本图显示了随着密度降低成本不断升高的趋势。参考图 5 中所示的两个双组舱的布局。如果现在
密度降低一半，即 5 kW/机柜，那么机柜数量将会翻倍，所需外壳数量也会翻倍。不过要记住，
在传统数据中心设计中，机柜及相关设备也会翻倍。在施耐德电气的第 156 号白皮书《为数据中
心选择最佳功率密度》中，详细介绍了不同密度的数据中心成本分析。根据成本分析结果、机架
式 PDU 额定电流、当前 IT 技术发展趋势以及采用极高功率密度配置时的设计复杂度，建议大部
分数据中心应当设计的峰值约为每台机柜 11-11.5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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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面对如何寻找合适的空间以建造新数据中心或扩大已有数据中心的质疑声时，预制化数据中心
具有明显的效益。我们对两种数据中心进行了分析，一个是预制化数据中心，另一个是“现场建
造”数据中心，其都采用了相同的物理基础架构和组件（UPS、风冷冷水机、PDU、机柜等），
得出这两种设计方法的成本大致相同。本质上来讲，单论成本并不能提供向预制化设计方式转型
的强有力证明。
我们确定了影响分析比较的两个关键成本因素——空间成本和平均功率密度。传统建筑的空间成
本越高，平均密度要求越高，则采用预制化方案可能越具有财务（投资成本）效益。相反，如果
您拥有一栋闲置的建筑（也就是说，没有新建筑的空间成本），那么成本分析显然更倾向于采用
传统数据中心方案。
围绕传统数据中心与预制化数据中心成本比较的探讨不能仅归结为建筑的施工成本。在对项目场
地进行评估时，需要考虑其他业务驱动因素。譬如，医院、大学或工厂中用于扩展数据中心的现
有空间，应与同一空间原本可以产生的潜在收益创造能力进行财务性权衡比较。在这种情况下，
在现有建筑之外搭建新空间可能更为明智。
数据中心的规模、位置或业务模型将影响最适合解决方案的类型——并非所有的数据中心都是一
模一样的。本白皮书中的具体示例基于 10 kW/机柜平均密度且总容量为 440 kW 的条件，并未
考虑到其所在的建筑类型或其需要支持的业务。若我们要考虑某大型服务提供商（即托管数据中
心）的示例，其 100%的业务是运行数据中心，那么我们关注的焦点很可能直接是优化每个机柜
或每 kW 的投资成本，并实现运营成本的最小化。另一方面，汽车工厂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关注视
角，将重点放在增加更小容量的数据中心容量上，并且现场就位解决方案的简单性和部署速度也
是关键的决策条件。
采用预制化数据中心方案的决定并不像单纯比较其与传统数据中心的实施成本那样简单。其会涉
及到时间、空间和数据中心增长的各类其他因素，对整个数据中心生命周期的业务结果产生显著
影响。大多数已部署预制化数据中心的客户目前正在获享该方案具备的效益，因为这一方案在满
足当前具体挑战的同时还具备支持未来扩展的灵活性。

关于作者
Wendy Torell 是施耐德电气数据中心科研中心的高级研究员。Wendy 致力于数据中心设计与运
行最佳实践的研究，发表白皮书和文章，并开发 TradeOff Tools 权衡工具来帮助客户优化数据
中心环境的可用性、能效和成本。她还通过向客户提供关于可用性科学解决方案和设计实践方面
的咨询，来帮助客户实现他们数据中心的性能目标。她在位于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的美国联邦学
院（Union College）获得了机械工程学的学士学位，而后在罗德岛大学（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获得 MBA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Wendy Torell 是美国质量协会认证的工程师。
Mercedes Cortes 是施耐德电气高级系统设计工程师。在这一岗位上，其通过研究并分析数据
中心解决方案设计的可选择性应用，开发数据中心参考设计，并支持研发、营销和销售工作。她
曾在一家咨询工程设计公司担任过机械设计工作，也曾在某电信公司做过战略规划的岗位。她拥
有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大学的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能源管理和政策硕士学
位。
James Luntz 是施耐德电气预制化数据中心高级机械工程师。他是为包括从小型粗犷型军事客
户到大型互联网巨头和托管数据中心服务提供商在内的各类企业创建定制化设计预制化解决方案
的首席工程师。James 获得了机械工程理学学士学位，辅修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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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式数据中心电源和制冷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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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数据中心与可扩展集装箱式数据中心 总拥有成本（TCO）的比较分析》
第 164 号白皮书

《数据中心项目：使用参考设计的优势》
第 147 号白皮书

《预制化数据中心项目实施的考量因素》
第 166 号白皮书

《为数据中心选择最佳功率密度》
第 156 号白皮书

浏览所有白皮书
whitepapers.apc.com

《预制化数据中心与传统数据中心成本计算器》
权衡工具 17

浏览所有 TradeOff Tools™权衡工具
tools.a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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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关于本白皮书内容的反馈和建议请联系：
数据中心科研中心
dcsc@schneider-electric.com
如果您是我们的客户并对数据中心项目有任何疑问：
请与您的施耐德电气销售代表联系，或登录：
www.apc.com/support/contact/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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