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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通过软件实现 IT 容错的持续改进，越来越
多的数据中心倾向于采用 N+1 冗余的 UPS 架
构，而非 2N 架构。一般而言，实现 N+1 冗余配
置的常见方式有两种：将多个单一 UPS 并机或
部署一个包含多个内部模块的 UPS 主机，以实
现 N+1 冗余。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对内部“模
块化”冗余 UPS 和并机冗余 UPS 之间的主要权
衡项进行了量化，得出部署内部“模块化”冗余
时，其投资成本节省了 27%，同时可缩短 1 至 2
周的部署时间。此外，我们还讨论了容错在
UPS 内的重要性，以确保满足可用性、可靠性
和可维护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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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会根据其所支持负载的关键性，采用不同的冗余等级。双路架构（例如，两个
独立的电源路径）能够确保最高等级的可用性，在任一系统进行维护或发生故障时亦无
需停用负载。
而在当今的数据中心中，我们会发现在 IT 层面通过软件实现容错的情况越来越多。随
着虚拟化和超融合等技术的出现，服务器宕机不再意味着 IT 任务随之中断。如果一台
物理服务器由于上游故障而出现宕机，或按计划进行停机维护，那么数据中心能够将业
务功能迁移到另一台服务器、另一个 IT 区域、另一间 IT 机房或另一个完全独立的数据
中心。
虽然可用性仍是数据中心的一个关键目标，但我们发现，借助对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如
UPS）部署 N+1 冗余，也可以保证其可用性目标。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将阐明实现
UPS 系统 N+1 冗余的不同方法，并量化其投资成本、部署时间、效率和可靠性的权衡
项，同时，我们还将讨论 UPS 内部容错的重要性，以确保满足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
护性的需求。

术语说明
在有关数据中心的多种讨论场合，“N+1”一词可能用来指代多种 UPS 配置。以下的
关键术语定义旨在阐明三个特定“N+1”配置之间的区别。
• N+1 冗余：一种在组件发生故障时保证系统可用性的灵活方法。组件（N）至少
有一个独立的后备组件（+1） 1。简单来说，N 代表需要的总数，+1 代表我有一

个备用的组件。
• 串联冗余：一种特定的 N+1 配置。在这种配置下，通常由一个“主”UPS 模块
给负载供电。这种配置要求主 UPS 模块为静态旁路配置单独的输入电源。“串联”
或“次要”UPS 向主 UPS 模块的静态旁路供电，且完全保持空载 2。

电池设计
无论选择哪种 N+1 配置，都可以
改进所部署电池系统的容错方
式。

•

• 内部“模块化”冗余：一种特定的 N+1 配置。由于没有相同的命名结构，该词是
本文中定义的新术语；在这一配置下，“+1”发生在 UPS 架构内，通常出现在
功率模块层。在这一配置下，共用同一个背板、控制系统和电池设备。

目前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将多个电
池组并联，以提供额外的冗余便
于维护操作。
使用这种方法时，倘若某个电池
组出现故障，则其余电池组会在
停电时为负载继续供电。请注
意，虽然故障的电池组会缩短电
池系统持续运行的时间，但仍有
充裕的时间可以避免宕机的发
生。

并联冗余：一种特定的 N+1 配置。它由多个同一规格的 UPS 模块并联在一根公
用输出母线上组成。并联冗余系统要求 UPS 模块的容量和型号相同 2。

在本白皮书中，我们重点比较并联冗余和内部“模块化”冗余——这两种 N+1 配置中
的“+1”组件都是工作的（而非待机状态）。图 1 从概念上说明每种情况下“+1”组
件的位置。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2B1_redundancy

在第 75 号白皮书《比较 UPS 系统设计配置方案》中，详细讨论了串联冗余与并联冗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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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各权衡项的区别，我们选择一台不带冗余的 UPS 与 N+1 冗余 UPS 进行比较，
因此分析中使用三种具体的配置。在这三种情况下，我们选择 1MW 作为额定容量 3。
1. 作为比较基准的 1N 配置：一台不带冗余的 1000 kW UPS（由四个 250 kW 的
“内部”模块组成）；是一种基本的配置情况。
2. 内部“模块化”N+1 冗余配置：一台模块化的 1000 kW UPS，由 5 个 250 kW
的“内部”模块组成（4 个构成全部容量，1 个作为冗余）。
3. 并联 N+1 冗余配置：3 台 500 kW 的 UPS“主机”配置为并联冗余（2 台构成全
部容量，1 台作为冗余）。

作为比较基准的 1N 配置
在 1N UPS 设计中，任何组件故障都需要将负载转移至 UPS 旁路或外围旁路。最简单
的例子就是由一个单一额定的 UPS 为负载供电。有些 UPS 设计为模块化、可扩展模式，
而有些 UPS 则为固定容量。我们所分析的 1N UPS 采用模块化设计，在其单独的主机
内由四个 250 kW 的模块组成，达到 1000kW 的额定容量。通过同时并联多个单元也可
构成 1N 架构，从而达到所需容量。图 2 显示的是我们所分析的 1N UPS。

使用 Galaxy VX 系列估算零售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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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模块化”N+1 冗余配置
正如我们在基准配置中所描述的一样，模块化 UPS 通过添加一个额外的功率模块，也
能提供 N+1 冗余。请参见图 3。这种内部模块化 N+1 冗余配置其实就是在基准配置以
外增加第五个 250 kW 模块即可。电池系统由四个并联电池组组成，每个电池组带有各
自的断路器，因此一个电池组故障不会导致整个电池系统瘫痪。如图所示，UPS 输出
母线和电池（直流）母线为所有模块公用，因此其代表了 UPS 系统的单点故障，需要
转换到外围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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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 N+1 冗余配置
图 4 所示的是我们所分析的并联 N+1 冗余配置。在这一配置中，三台独立的 UPS 一同
并联，共用一条输出母线。每个 UPS 的容量是 500 kW，所以第三台 UPS 即为“+1”
冗余。如图所示，每台 UPS 均带有一个并联冗余配置，且有其各自的电池系统（每台
UPS 由 3 个并联电池组组成），可提供额外的冗余等级，而这一冗余等级在模块化
UPS 中并未提供。UPS 输出母线仍代表单点故障，除了这一配置，在另外两种配置中，
输出母线位于 UPS 外部，需要在现场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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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有时候并联冗余 UPS 会部署公用电池组。这么做的优势是节约了成本（电池
支出费用更少），但这种配置从容错性/可靠性上来看，更类似于内部“模块化”配置。
此分析方法遵循的假设是每台 UPS 均使用独立的电池系统。

投资成本比较

一般来说，UPS 冗余配置的越多，则越昂贵。但对于数据中心管理人员而言，为业务
设定特定的冗余级别存在较大难度。在本节中，我们将对前面所讨论的三种配置进行投
资成本分析，以帮助决策者权衡成本/收益。

方法论和假设
在估算每种设计的成本时，会用到配置详细的单线图。投资成本包括材料费和安装费。
安装费用包括人工费用和所有布线、导管、吊具、线耳等。材料费用包括 UPS、维修
旁路柜、输出断路器、电池系统和组装服务费用。我们并未将输入断路器计算在内，因
为其通常会假定为已部署在楼宇内。
本分析中未包含的额外费用包括：吊装、储存、持续的维护和空间费用。即使对每个配
置采用最理想的布局设计，第 3 种配置所需的空间也要比其他两种配置多出 25%左右，
这代表建设数据中心空间时实现额外的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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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析的主要假设包括：
• 安装成本基于美国维吉尼亚州北部平均电气安装费率。
• 所有线缆位于电气金属管件（EMT）内。
• UPS 输入开关柜距离主开关柜 15 米（50 英尺）远。第 1 和第 2 种配置：1600A
3 线以及接地；第 3 种配置：2000A 3 线以及接地。
• UPS 的位置距离 UPS 输入开关柜 3 米（10 英尺）远。第 1 和第 2 种配置：
1600A 3 线以及接地至 1000 kW UPS；第 3 种配置：800A 3 线以及接地至每一
台 500 kW UPS（共 3 台）。
• 输出 UPS 开关柜距离 UPS 3 米（10 英尺）远。第 1 和第 2 种配置：1600A 3 线
以及接地；第 3 种配置：700A 3 线以及接地。
• 外围（维护）旁路距离 6 米（20 英尺）远。第 1 和第 2 种配置：1600A 3 线以及
接地；第 3 种配置：2000A 3 线以及接地。
• 负载距离 UPS 输出开关柜 15 米（50 英尺）远。第 1 和第 2 种配置：1600A 3 线
以及接地；第 3 种配置：2000A 3 线以及接地。

结果
图 5 汇总了三种配置投资成本之间的差别。如图所示，内部“模块化”冗余配置的投资
成本比并联冗余配置的投资成本低 178 美元/kW（26.9%），而基本配置的投资成本比
内部“模块化”冗余配置低 29 美元/kW（6.1%）。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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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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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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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图5
3 种配置每 kW 成本比较

N

N+1内部设计

N+1并联设计

表 1 提供了每种配置设计更详细的预计成本，按主要成本类别划分。所有费用统一为
额定 UPS 容量的每 kW 成本价格。虽然小容量和大容量 UPS 之间的单位 kW 成本存在
差别，但其对于各方法之间相对成本差具有合理的指导意义。

1N UPS

N+1 内部
“模块化”配置

N+1 并联
冗余配置

UPS

148 美元/kW

177 美元/kW

214 美元/kW

旁路柜

36 美元/kW

36 美元/kW

70 美元/kW

供电时长为 7 分钟的电池系统

98 美元/kW

98 美元/kW

148 美元/kW

组装服务

8 美元/kW

9 美元/kW

16 美元/kW

安装成本

163 美元/kW

163 美元/kW

213 美元/kW

成本类别
表1

详细的成本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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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两种 N+1 配置之间存在投资成本差别外，其对于部署速度也会产生影响。在本节
中，我们将讨论安装单台 UPS 与安装一组并联冗余 UPS 之间的区别。
安装一台标准的 1 MW UPS 大约需要 6 至 8 周时间（包括关键步骤之间的时间缓冲）。
在这一时间框架内的主要活动包括：
• 为部署 UPS 系统准备空间，包括混凝土放置平台。通常项目进度计划会为这一活
动分配一周的时间。然后，空间准备和交付之间通常有一周的缓冲期，避免出现
设备到位时部署空间仍未就绪的情况。
• UPS 的交货和装配。一套 1000 kW 的 UPS 系统重量和体积都十分庞大。对于这
一步骤，一般会预留 2 到 3 天的项目计划时间。
• 为 UPS 部署导管。馈电线为每条馈线取 3 组 3"的导管。这项工作可能需要一周
时间。
• 拉线并端接。这项工作一般计划分配一周的时间。
• 安排启动和调试；在完成 UPS 连接后到启动调试前，一般会留出一周的缓冲期。
这是考虑到安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调试大约需要一周的时间。
除了在架构中添加额外的功率模块，1N 设计和内部“模块化”冗余 UPS 的安装步骤相
同。因此，安装成本也相同。而对于并联冗余的 UPS 配置，必须将大型 UPS 并联到一
起，所以并联系统的部署时间一般会增加 1 至 2 周或延长 25%-30%的时间。在着手多
单元安装以设置、配置并确保单元之间正常通信的额外现场作业包括：
• 用于更多馈电线的更多终端
• 更多需要部署就位的单元
• 更多需要启动的单元
• 更多需要进行负载组测试的单元
• 并联和同步检查
• 更多需要测试/执行的程序
• 更多的控制线路和监控点
采用模块化 UPS 时，会使用多个内部“模块”来提高容量或冗余，因此上述工作会在
出厂设置时完成，这不仅省时，而且也提高了最终结果的可预测性。除了加快初始安装
速度外，模块化 UPS 在日后扩容时所需的工作量最小（仅需数小时），而在将新 UPS
添加到非模块设计中时，布线、接线以及调试工作就需要花费数天或数周的时间。

对能效的影响

UPS 效率取决于其上运行的负载。由于增加冗余意味着增加额外的（备用）容量，因
此冗余会对效率产生影响。假定 1000 kW 额定容量的负载率为 80%，该值是数据中心
操作人员一般设置的阈值，本白皮书所分析的 UPS 配置在 800kW 负载下运行。表 2
说明在假定负载情况下，每个配置的负载百分比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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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单元）容量

系统
容量

负载
百分比

1N 配置

250 kW x 4

1000 kW

80%

内部“模块化”冗余配置

250 kW x 5

1250 kW

64%

并联冗余（2+1）

500 kW x 3

1500 kW

53%

配置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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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低负载下，任何特定 UPS 的效率会因为制造商、型号之间的不同而不同，应
当作为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加以调查。图 6 显示了两条 UPS 曲线——其中一条曲线在轻
负载率时的效率远低于满负载时（左图），另一条曲线相对较平坦（右图）。类似左侧
的 UPS 的固定损耗更大，这会造成在较低负载率时效率下降，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增加
冗余，将对电力成本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类似右图的 UPS，增加冗余对能源成本的
影响可忽略不计。事实上，当负载率范围在 40%至 60%时，效率最佳。在第 108 号白
皮书《使大型 UPS 系统更高效》中，提供了更多有关效率曲线和操作点对能源影响的
背景资料。此外，使用权衡工具三相 UPS 效率比较计算器可对这两个不同的 UPS 曲线
进行对比，以从中了解效率和电力成本的含义。当能源成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决策标准时，
在预期运行负载下评估 UPS 至关重要。在配置中增加的冗余越多，运行负载率则越低。
高固定损耗的效率曲线

低固定损耗的效率曲线

图6

效率与负载率的关系。左
图的 UPS 在低负载率时
效率比较低，右图的 UPS
效率曲线比较平坦。

风险承受能力

根据每个数据中心所支持应用的关键性，都会有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正如我们前面提到
的，通过诸如虚拟化和超融合等技术，IT 层面的容错能力不断提高。基于所部署的 IT
技术、企业对硬件宕机成本的解读（包括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不同 UPS 配置的成本
费用以及可用性的改进，可以决定 UPS 冗余的恰当级别。
根据成本分析显示，从 1N 设计到内部“模块化”N+1 冗余设计，成本小幅提升
（6.5%），而如果从内部“模块化”配置提升至并联冗余 N+1 配置时，成本提高幅度
较大（36.8%）。在本节中，我们将从定性角度分别讨论这三种配置的宕机风险。表 3
汇总了宕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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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 UPS

N+1 内部
“模块化”配置

N+1 并联
冗余配置

逆变器或其他功率模
块故障

UPS 进入 UPS（静
态）旁路，无可用的
后备电池

由其余 UPS 模块
支持负载，有可用
的后备电池

由其余的 UPS 支
持负载，有可用
的后备电池

直流母线故障

UPS 进入 UPS（静
态）旁路，无可用的
后备电池

UPS 进入 UPS
（静态）旁路，无
可用的后备电池

由其余的 UPS 支
持负载，可用的
后备电池减少

UPS 维护

UPS 进入维护旁
路，无可用的后备电
池

UPS 进入维护旁
路，无可用的后备
电池

由其余的 UPS 支
持负载，有可用
的后备电池

宕机风险

表3

第 234 号白皮书

宕机风险比较

可用性提高
在 1N 设计中，UPS 或其电池内发生任何故障，会导致负载转换到静态旁路。在这一运
行模式下，市电故障将致使 IT 硬件宕机。
在内部“模块化”冗余设计中，有一个备用功率模块，因此单个模块内的故障不需要转
换到静态旁路。相反，该模块会自行脱机，但负载仍由其他工作模块供电。稍后可通过
将整个 UPS 连接到外围旁路更换故障模块。不过，在这一设计中，仍存在单点故障。
例如，因为只有一个电池组，电池系统故障（如电池断路器脱扣）会迫使负载转换到静
态旁路。同样，如果需要对 UPS 进行预防性维护，那么负载将被转换到均未由电池保
护的静态旁路或外围旁路。

人为失误
现场作业越多（即安装期间进行
的现场作业），则因为人为失误
导致宕机的风险越大；而工厂预
制更具可预测性，也更加可靠。
对于本白皮书中提出的三种配
置，请考虑输出母线故障（关键
故障可能会导致负载掉电）。借
助模块化 UPS，这一母线会设计
在 UPS 内部，因此由工厂完成
安装。在并联冗余 UPS 配置
下，输出母线在现场进行安装，
从而增加了因为人为失误导致的
宕机风险。

在并联 UPS 冗余配置中，存在额外的宕机保护。由于多台独立的 UPS 有其各自的电池
组，在单台 UPS 或其电池发生故障期间，负载依然受 UPS 电源供电保护。不过，在加
入控件、通信和电缆阻抗以确保负载在 UPS 间共享会增加新风险。在本白皮书中，我
们关注 N+1 配置（其中 N=2），但根据所需的总功率和 UPS 规格，N 可能会多于 2 台。
随着 N 增加，不仅成本和时间增加，而且可靠性会因为均衡所有运行模式下所有 UPS
的负载电流的难度增加而有所降低。
人为失误也会影响到各种配置的可用性。与设计相关的现场安装作业越多，则此类停机
风险就越大。请参见边栏。

UPS 容错属性
容错指的是在系统某些组件发生故障时系统仍能继续运行（在此情况下，为支持 IT 负
载）。也就是说，有些 UPS 会比其他 UPS 的容错性更高。在选择 UPS 时，重要的是
要考虑系统容错设计属性；特别是如果所选架构由单个 UPS 组成（如第 1 种和第 2 种
配置）。以下是容错设计属性的例子：
• 功率模块冗余（逆变器/整流器）
• 风扇冗余
• 控制器内电源冗余
• 电池组冗余
• 通信总线冗余
• 控制系统冗余
• 规格高于最大预期负载的静态开关，以用于 IT 设备和下游 PDU 的峰值/阶跃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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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解决传统 UPS 系统中关键的单点故障问题，曾经需要更高冗余级别的数据中心
（如 2N 冗余），可能能够依靠这些机制来保证关键负载的正常运行。图 7 是一台具有
容错能力 UPS 的示例。

图7

带有容错设计属性的施耐
德电气 Galaxy VX UPS
系列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需要物理方式分离的箱体来隔离故障；但并非始终需要物理方式分
离，而是与箱体内的防御等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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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N+1”配置成为数据中心更常见的 UPS 架构，理解不同方法的权衡项就变得日
趋重要，以便数据中心的决策者可以根据既定的风险承受能力、预算和时间尽可能做出
最全面的决策。
在本白皮书中，我们讨论了两种常见 N+1 部署方法在投资成本、部署时间、能效和可
靠性方面的差异（并将其与 1N 设计进行对比），以强调其中的差异。据此，我们得出
如下重要结论：
• 成本：内部“模块化”N+1 冗余 UPS 配置比 1N 设计的投资成本高 6.5%。与内
部“模块化”冗余配置相比，并联冗余 N+1 配置的投资成本高 36.8%。
• 部署时间：并联冗余配置的部署时间比 1N 配置或内部“模块化”N+1 配置要长
约 25-30%。这是因为需要额外的安装、配置和确保独立单元间的正常通信的现
场作业所致。且并联冗余配置日后扩容所需的时间也更长。
• 能效：冗余会影响 UPS 运行负载率，对于部分 UPS，这意味着会影响效率和电
力成本。不过，如今大多数 UPS 的效率曲线较为平坦（低固定损耗），在部分负
载运行下效率最大。故其对这一影响可忽略不计。
• 风险承受能力：与内部“模块化”配置相比，并联冗余配置将为数据中心负载提供
更高的可用性。内部“模块化”冗余设计的风险承受能力介于 1N 和并联冗余设计
之间。在选择 UPS 时，重要的是考虑是否为 UPS 带来更高容错能力的设计属性。
内部“模块化”冗余在规避风险方面具有显著收益，且成本小幅增加，而且不会对效率
和部署时间有影响。并联冗余 UPS 规避风险的能力虽然更大，但其成本和部署时间都
要高出很多。最后，决策者的工作是权衡这些权衡项，以选择对于其业务需求最合适的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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