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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 IT 机架群（或区域）的部署和管理有一种
更适合的方式。高效、独立的区域框架遏制系统
可以快速组装并用作辅助设备的顶置安装。与传
统部署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气流遏制和安装辅
助设备的基础设施与框架集成，有助于机架轻松
进出。区域及其所有安装辅助设备的基础设施都
可以在机架安装到位之前进行部署。IT 设备在机
架中的安装可与区域组件的安装同时进行。传统
方法需要在吊顶和高架地板下安装设备，成本
高，费时费力，而且容易破坏楼宇结构，而框架
顶置式安装则避免了这些问题。本白皮书介绍了
高效的数据中心区域框架遏制系统，并展示与传
统方法的遏制系统相比，它们如何将部署时间缩
短 21%，以及将投资成本降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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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高效 IT 区域框架系统
的属性
具有下列属性的区域框架更有利
于实现本白皮书中所述的价值目
标：

•
•
•
•
•
•

与框架集成的支撑结构有
助于安装辅助设备
长度和宽度可调节
灵活的遏制系统和框架高
度以适应不同的机架尺寸
可配置冷通道或热通道
地板支架选件可用于高架
地板
可选择在框架上安装配电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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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数据中心往往采用机架群或整机房机架的规模来一次性部署更多的 IT 设备。效率、
简单化和速度都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它们有助于降低成本，减少部署和操作过程中
的错误。标准化部署和操作过程使得实现这一价值目标成为可能。第 260 号白皮书，
《确定数据中心 IT 区域部署架构的规格》 确定了每次在数据中心白区设计和部署机架
群（比如，区域）的最佳概念。这些架构提高了配电和制冷基础设施设备的利用率，高
效使用了地面空间，能够支持部署低密度和高密度机架。将这些简单的架构标准化，可
以使 IT 机柜的部署（不论是否占满）更易于规划和执行。
通过采用独立于 IT 机架的独立式区域框架系统可以提高区域部署的效率。高效的区域
框架（参见边栏）能够降低成本和部署时间，因为与其说它是建设项目，不如说是组装
项目。IT 设备可以同时进行“部署和堆放”。有了集成在区域框架上的遏制系统，添加、
移动和更改操作大大简化，同时降低了影响可用性的操作风险。装满 IT 的机架 - 越来
越多的高度集成的解决方案和运行大规模数据中心的人员常使用集成商 - 可以更容易地
部署到组装完成的的框架遏制系统区域中。设计良好的区域框架适用于不同的配电和制
冷架构、机架数量和尺寸，以及不同几何形状的房间。这种固有的灵活性有助于跨机房、
区域和在不同设计间实现架构标准化。
本白皮书将首先对 IT 区域部署和区域框架系统进行定义。然后，对传统 IT 区域部署的
相关问题进行描述，并说明高效的 IT 区域框架如何能够解决这些挑战。最后，本白皮
书将介绍关于 IT 区域部署的 CAPEX 分析和时间研究，比较采用易于组装的区域框架和
传统的在楼宇结构中建造供电和制冷基础设施的方法进行 IT 区域部署的差异。图 1 所
示为当前市面上供应的区域框架示例。

图1

IT 区域框架系统示例
(所示为施耐德电气的
HyperPod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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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和区域框架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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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0 号白皮书，《模块化数据中心架构的规格》为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架构的创建和
规范化提供了框架性指导，即“基于较小的子系统建立大系统，子系统则拥有定义明确
的相互安装准则”。模块化对任何数据中心都有益处。模块化架构可以简化和加快设计、
部署和调试过程。通过部署更适合当前需求的基础设施资源，可延迟资本支出，提高能
效。模块化使移动/添加/维护工作或增加冗余变得更轻松。
本白皮书继续提出标准化的层次结构来帮助阐明模块化数据中心的架构：

数据中心设施，包括
IT 机房，IT 机房包括
IT 区域，IT 区域包括
IT 机柜，IT 机柜包括
IT 设备
在本文中，IT 区域定义为在一行或两行（通常更为常见）内的一组 IT 机架，它们会共
用一些常见的基础设施元素，如 PDU、网络路由器、气流遏制系统、空气处理机、安
全设施等。有时候，“IT 区域”一词也用来指我们在本白皮书中提到的 IT 机房，但在
本白皮书中，并未采用这种含义。
IT 区域框架是一个独立的支撑结构，可用作区域级基础设施的安装区，也可用作组成
待部署区域的 IT 机架的放置区。区域级基础设施包括：
• 气流遏制系统（冷热通道气流遏制系统）
• 配电系统（电源辫状电缆、母线槽、配电盘和机柜）
• 制冷分配系统（顶置送风管道/排风口、水管、通风口）
• 网络布线（光纤/铜缆）和交换机
独立、易于组装的区域框架与楼宇围护结构和地板的分离，使其成为解决传统 IT 区域
部署所面临挑战的高效解决方案。这也使得跨机房（采用不同的配电和制冷架构）进行
标准化 IT 部署变得更容易。

传统 IT 区域部署
所面临的挑战

特别是对于一次部署机架群或整个房间 IT 机架的机房，总是希望能够快速、低成本地
立即部署所需数量的机架。然而，传统方法很难做到这点。在部署 IT 设备之前，必须
在整个房间安装好天花板支撑结构、地板下电缆槽以及气流遏制系统。气流遏制系统和
其他支撑基础设施直接安装到机架上。传统 IT 区域相当于一个建设项目，涉及多个部
门和许可，并需要获得楼宇业主的许可。通常情况下，在施工期间 IT 不能部署或投入
使用。而另一方面，组装项目的侵入性和成本则要小得多，也更省时。表 1 描述了传统
IT 区域部署方法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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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机架进出区域困难、耗时，也更容易出错

遏制系统安装在机架上

• 托管供应商必须等待租户交付机架 - 如果机架由租户
提供 - 然后才能完成区域部署
• 区域部署的同时不能部署/堆放 IT

表1

在交付 IT 之前，必须在整个房
间安装好天花板支撑结构、地
板下电缆槽以及遏制系统

传统 IT 区域部署的相关
问题及其对时间、成本
和复杂性方面的影响

• 建设过程延长了项目时间周期
• 在真正需要之前建造基础设施；无法节省资金和抵
御风险
• 天花板支撑结构、地板下电缆槽和壁挂式配电盘的
建造成本高、耗时长，并且具有侵入性
• 建造需要获得租赁楼宇业主的许可和签字

跟组装相比，传统方法需要更
多的建设工作

• 相比组装 IT 基础设施，楼宇施工对财务的影响（折
旧和税收）更大
• 在悬挂额外的负载之前，必须对天花板结构的强度
进行评估或加强
• 在高架地板下布线可能产生气流阻塞问题

高架地板错误使用

• 地板下布线很难添加或更改
• 强制使用更深的高架地板会增加成本

通过采用 IT 区
域框架来缓解
所面临的挑战

区域框架大大减少了在天花板上、高架地板下或直接在机架上固定或安装电源、光纤、
铜缆、风管和管道的需要。从 IT 机柜和楼宇中分离这些安装辅助设备的框架从根本上
解决了上述的挑战。本节将对如何解决这些挑战进行阐述。

挑战：遏制系统安装在机架上
气流遏制系统组装在独立的区域框架上。这使得将区域中的某个机架推入和移出变得容
易得多。如果是传统的遏制系统，必须拧下面板并将其拉出，才能移动机架。更改位于
最后一行的机架则要困难得多，必须将门从机架上拆下来。这么复杂的流程不仅增加了
维护或升级工作的时间，也更容易出错（例如：被拉松或断开）。
现在在机架中安装 IT 设备可以与区域部署相独立并同步进行。虽然这不是本白皮书中
所显示的时间研究的内容，但它可以显著节省时间，这取决于您的安装过程。虽然由于
涉及重量问题，将 IT 机架完全布满似乎有些不切实际，但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 IT 集成
商和高度集成系统，预计这种趋势会使上述做法更为普遍。此外，基础设施供应商开始
提供独特的“抗冲击”包装解决方案，使得运输完全装满的 IT 机柜更容易，几乎没有
损坏风险。此外，对于倾向于不拥有 IT 机架的托管批发商来说，在租户的 IT 机架到达
之前，就可以完整地部署和封闭 IT 空间基础设施。一旦租客开始在他们的租赁空间放
置机架和装备，任何一方都不希望供应商在租户的空间中。此外，预先让租户架设和堆
放他们的 IT 设备意味着供应商可以更快地获得收益。

挑战：在交付 IT 之前，必须在整个房间安装好天花板支撑结构、地板下
电缆槽以及遏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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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关键 IT 设备运行时，施工工作不能在同一个房间里进行，所以白区内大部分的安
装辅助设备的基础设施必须完全建成并满足整个房间。高效的区域框架能够消除大部分
（即使不是全部）天花板龙骨的安装需要，这些天花板龙骨用于布置网线和电源线，有
时还有风管。因此，区域框架能够帮助节省资金，避免过度建设可能不需要的基础设施。
高效的区域框架将顶置辅助设备集成到框架中或者可以选择添加，用于布置电源/网络
电缆、母线槽系统和/或制冷风管/管道。

挑战：跟组装相比，传统方法需要更多的建设工作
高效的区域框架允许您仅采用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将辅助设备直接安装到框架上或悬臂上，
非常快捷。框架本身使用简单的工具可以快速进行组装。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需要钻入和
切入楼宇的施工工作。这种方法节省了时间和人工工时，如 CAPEX 分析和时间研究部
分所示。

挑战：高架地板错误使用
相对高架地板而言，高效的区域框架使其更易于使用硬地板，因为辅助设备可以整齐地
安装到框架上。这些设备包括电源电缆、母线槽、网络布线，以及制冷风管和管道。然
而，如果喜欢选择高架地板来作为冷气流的分配通道，请不要在通道中大量布线或放置
其他障碍物，以免阻碍气流通过，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在地板下布线，则使用较高（通
常大约 1 米）的高架地板。如果不在地板下布线，可以使用更低、更便宜的地板，稍后
在 CAPEX 分析部分会显示。另外，如果您使用区域框架作为辅助设备的安装区，将可
以少用或不用地板线缆口（和毛刷条）。当在地板下布线时，地板线缆口是必需的。这
些线缆口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来进行切割（详见“成本和时间研究”部分）。它们可能
是气流混合导致冷却效率下降的源头。

Capex 分析：
传统区域部署与
区域框架部署的
对比

部署区域框架并避免上述的挑战将直接转化为成本节省。在本节中，我们量化了两种数
据中心 IT 部署方法的投资成本差异，一种是采用独立的区域框架，一种是更为传统的
方法，即采用天花板龙骨结构和高架地板来布置电源和网络电缆，同时遏制系统则安装
在 IT 机架上。

架构
为了便于进行分析，数据中心 IT 机房的尺寸和属性是基于施耐德电气的参考设计进行
选择的：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om/en/download/document/RD65DSR0-pdf/。
IT 机房支持 1.3MW 的 IT 负载，包括 9 个 IT 区域部署，每个区域部署包含 24 个机架。
图 2 所示为机房的布局，这是计算关键系统长度的基础，如 Unistrut 天花板龙骨、梯架、
走线槽和电缆线路，这是两种设计方案都需要的。空调器和基于周边变压器的 PDU 在
布局中进行了说明，但是从成本分析中排除，因为它们在这两种设计中都是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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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投资成本比较分析中采用的 IT 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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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列出了基于框架的设计和传统设计中都采用的其他设计详情。

表2

基于框架的区域部署与传统
部署的投资成本比较中通用
的设计属性和假设

数据中心属性

数值

容量

1.3MW

平均密度

6kW/机架

区域部署数量

9个

每个区域部署中的机架数量

24 个（每行 12 个）

冗余

2N 配电

气流分配方式

高架地板作为气流通道，房间级制冷

遏制类型

冷通道气流遏制系统

区域部署的供电

每条馈电线 100 延尺（30.5 米），来自 10
个周边 PDU，通过 Unistrut 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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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和假设
采用区域框架（可以作为辅助设备的安装点，如布置配电和数据电缆）部署 IT 空间是
其与传统设计的关键设计差异。表 3 从遏制方法、高架地板规格、机房尺寸和配电与网
络电缆布线等方面解释了两种设计之间的差异。

表3

基于框架的区域部署
与传统部署的投资成
本比较中关于设计差
异的假设

属性

区域框架方法

传统方法

气流遏制方法

门和天花板结构安装在区域
框架上

门和天花板结构安装在 IT 机架上

高架地板

高 610 mm (24")，区域部署
下没有线缆切口

高 914 mm (36")，每个区域部署
下有 24 个线缆切口、垫环/毛刷条

IT 机房面积

783 m2（8,428 平方英尺）

842 m2（9,058 平方英尺），地板
安装 RPP，所以面积更大

Unistrut 天花板
龙骨系统

从主要的数据电缆干线到机
房中心（37.2 m2 或 400 平方
英尺）

从主要的数据电缆干线到机房中心
以及通过每一行机架的电缆槽
（278.7 m2 或 3,000 平方英尺）

配电电缆梯架

通过悬臂和梯架安装在框架
系统上

130.5 延米（428 LF）地板下电缆
槽（位于每行机架下）

网络电缆梯架

到机房中心需 30.5 延米
（100 LF）；然后安装在区
域框架上

到机房中心需 30.5 延米（100 延
尺），到每行机架需 7.3 延米（24
英尺）（总共 160.9 延米或 528
英尺)

机架分支电路

平均 7.6 延米（25 英尺），
30A 三相

平均 9.1 延米（30 英尺）,30A，
三相（由于在高架地板下敷设，辫
状电缆更长）

RPP

225A 面板安装在框架上

225A RPP 位于地板上，与机架行
匹配

对于每种设计，成本都基于子系统进行 分解，以便我们可以识别关键的成本来源。
CostWorks 是一种安装成本估算工具，能够提供行业标准的 RSMeans 安装成本，用于
计算关键子系统的典型材料和安装成本，这些关键子系统包括高架地板、Unistrut 天花
板龙骨系统、梯架、电缆槽和机架分支电路。关于遏制系统、PDU 和配电盘的成本采
用施耐德电气的 TradeOff Tool 工具 数据中心投资成本计算器 进行计算的。我们的成
本估算中其他的假设包括：
• 采用美国平均人工成本用于估算 CostWorks 中的设计和安装成本
• 所有区域部署都假设在一期内完成（完整的房间安装）
• 没有考虑空间（租赁）成本
• 由于地板下电缆槽/电缆容易造成气流阻塞，所有传统方法需要较深的高架地板

结果
图 3 总结了这两种设计之间的关键投资成本差异，并显示采用区域框架设计总体成本节
省了 15%。对于 1.3MW 的设计，相当于资本支出节省了 246,000 美元。大部分节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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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框架方法的结果，采用结构性安装属性避免或减少了安装天花板和地板结构需要的
成本和人工。请注意，对于传统的做法，一个数据中心与另外一个数据中心是非常不同
的。在某些情况下，电源和网络电缆也采用上走线，架设在天花板龙骨系统上。上述成
本的节省将被减小，因为不需要高架地板电缆槽、线缆切口等。
图3

瀑布图显示了传统区域部署设计和基于框架的区域部
署设计之间的成本差异

传统
遏制系统

基于框架
的遏制系统

15%投资成本节省

减少天花板
龙骨的安装

降低高架地板
高度且无切孔

无地板下
电缆梯架

框架
电缆支架

减少
网络梯架

减少辫状
电缆长度

框架安装配电
盘成本降低

减少天花板龙骨的安装：区域框架方法降低了 Unistrut 天花板龙骨（材料和安装）的安
装成本 64,222 美元，消除了在单个区域部署上方安装龙骨系统的需要。只有从主数据
电缆干线到机房中心和每个区域部署需要天花板龙骨系统来敷设网络电缆，然后再使用
区域框架将电缆布置到单个机架。
降低高架地板高度且无切孔：使用更低的高架地板和地砖上不用切割线缆口节省了
137,514 美元。如果使用高架地板作为气流通道将冷气流从 CRAH 输送到 IT 机架（如
本分析所假设的那样），则高架地板下方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清除障碍物，以高效地输
送气流，这是很重要的。由于框架的安装特性，电源电缆可以悬空分布在悬臂上，不用
敷设在高架地板下面。这意味着可以使用更低的地板高度，并且不用在地砖上切割线缆
口来敷设电缆，不用使用垫环和毛刷条来防止气流从线缆口泄漏。毛刷条的成本在 40
美元到 120 美元之间，因此我们的分析假设平均成本为 80 美元，对于这种规模的数据
中心而言，节省了 17,000 美元。
无地板下电缆梯架：区域框架方法不需要在地板下放置电缆梯架，节省了 16,692 美元。
框架电缆支架：区域框架减少了房间结构的安装费用，但对于将电缆安装到框架上的结
构有成本溢价。有 9 个区域部署的机房溢价 62,496 美元，或每个区域部署溢价 6,944
美元。这包括用于支撑和敷设电缆的悬臂、电缆管道和电缆槽。
减少网络梯架：如上表所示，使用区域框架，每行机架需要的梯架减少了 7.3 延米（24
英尺），或者额外的 130.4 延米（428 英尺）。估计材料成本为每延尺 26 美元，加上
安装费用 13 美元，这意味着节省了 16,692 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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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辫状电缆长度：在传统的设计中，电源辫状电缆敷设在高架地板下，从每行机架末
端的 PDU 安装至相应的机架位置。在区域框架设计中，电源辫状电缆从安装在区域框
架悬臂上的配电盘安装至相应的机架。每根电源辫状电缆大约节省了 5 延尺（1.5 米），
这相当于总共节省了 10,174 美元。
框架安装配电盘成本更低：有几种方法可以用来在 IT 空间部署电源，但通常情况下，
数据中心会使用位于数据中心楼层的 PDU 或 RPP。在这项分析中，我们假设传统设计
采用与 IT 机架排成一行的 225A RPP。另一方面，基于框架的方法直接将成本较低的
配电盘安装在框架的两侧。这不仅节省了占用空间，而且节省了材料和人工成本。这使
得额外节省了 63,765 美元。

部署时间的
研究

对于数据中心项目来说，部署时间通常与投资支出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因为您的数据
中心不能运行的这段时间意味着您没有收入或不能获得关键业务的上线。除了上面显示
的成本节省，区域框架方法可以节省 21%或 17.5 天的人工时间。
来自施耐德电气的设计安装服务团队的调度人员基于以往的大量项目经验为这两种方法
创建了项目时间表和甘特图。对于这种规模的 IT 空间，假设劳动力为 4 人。

结果
图 4 显示项目时间从 84 天减少到 66.5 天，并突出了该项目的主要步骤。任务之间用灰
色表示的间隙是关键路径项目的结果，其中只有前一项工作完成才能开始下面的任务。
详细的甘特图说明了关键路径项目，参见附录。
虽然这种 IT 机房部署方法的很多安装步骤保持不变，但存在一些关键的差异，最终取
得了 21%的时间节省。
减少天花板龙骨的安装：由于不需要为每个 IT 区域部署直接安装天花板龙骨，安装
Unistrut 天花板龙骨系统的时间从 8 天减少到 4 天。
不用安装地板下电缆槽和线缆切口：在这两种配置中都安装了高架地板，但在传统设计
中，还需要安装地板下电缆槽，在地砖上切割线缆口以便于敷设电缆，并需要在线缆口
上放置垫环和毛刷条以防止空气泄漏。这项额外的工作增加了 7 天的人工时间。
遏制系统组装速度更快：基于设计而选择的遏制系统，框架和必要的遏制系统面板（即
门、天花板结构）的组装可能显著不同。在这项分析中，对于基于框架的遏制系统，我
们假设人工时间为 13.5 天或每个区域部署的人工时间为 1.5 天，这是基于施耐德
HyperPod 框架/遏制系统的几个实际安装项目来进行估算的。对于围绕 IT 机架安装的
传统遏制系统，估计需要 15 天的人工时间，或者额外的 1.5 天的人工时间。
辫状电缆安装更快：在传统设计中，辫状电缆从 PDU 到布置在地板下的电缆槽，再通
过地板线缆口，然后安装到 IT 机架。而采用区域框架，电源辫状电缆通过梯架从区域
框架悬臂上的配电盘敷设至 IT 机架，这样更简单快捷。这估计可以节省 2 天的人工时
间。
上述时间比较并没有考虑 IT 设备的安装。如果考虑 IT 设备的安装时间，基于框架的方
法可以进一步节省基时间，因为 IT 设备的安装工作包括拆箱、清理垃圾、安装和将设
备塞入机架中，这些全部可以与区域部署的组装工作同步进行。相比之下，在传统设计
中，这些活动通常要在项目完成后进行，因为机架是传统遏制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就
本分析中使用的区域部署尺寸而言，该活动的时间估计为每个区域部署 1 天的人工时间，
或额外的 9 天人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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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传统区域部署设计和基于框架的区域部署设计的
时间表比较

结论

独立的区域框架允许集成辅助设备如配电、网络电缆、电源电缆和遏制系统；传统 IT
机房需要安装天花板龙骨系统，在地板下布线，遏制系统直接安装在 IT 机架上。相比
之下，独立的区域框架具有许多优势。采用区域框架：
• IT 机架不再是完整区域部署的必要部分，这意味着在组装区域部署的组件之前或
同时，可以在机架中安装 IT 设备。
• 更少的施工工作将项目时间缩短了 21%。
• 减少房间结构如 Unistrut 天花板龙骨系统、悬梯和地板下的电缆槽系统，可节省
15%的资本支出。
• IT 机架可以方便地进出部署的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 节省资本，避免不需要的过度基础设施建设。
• 高架地板主要用于气流分配通道，不会被电缆堵塞。
因为成本、效率、简单性和速度是推动数据中心决策的动因，我们将看到 IT 机房的部
署将自然转向使用独立式的区域框架。未来 IT 机房对灵活性的重视将进一步支持这种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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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和图 A2 所示为本白皮书中描述的两种 IT 机房部署方法的甘特图。如图所示，采
用基于框架的方法（本分析中使用施耐德的 HyperPod），预计项目时间表为 66.5 天；
采用传统 IT 区域部署方法，需要安装天花板结构，地板下布线，遏制系统直接安装在
IT 机架上，预计项目时间表为 84 天。

附录

图 A1

基于框架方法的甘特图

HyperPod 安装

66.5 天

前期工作

39 天

准备建造的空间

0天

安装 Unistrut 天花板龙骨（400SF）

4天

安装 24”高架地板

10 天

基础设施

35 天

安装冷冻水管道

10 天

安装精密空调（12x）

12 天

安装变压器（10x）

10 天

连接到变压器的电缆和主要馈电线

10 天

HyperPod 装置安装

15.5 天

将 HyperPod 组件运送到站点

2天

安装 HyperPod 框架以及固定在上面的配电板

13.5 天

安装在框架上的配电盘（FMPB）Tie-ins

12 天

FMPB 中的地上馈电线

4天

从 FMPB 布置辫状电缆到机架空间

8天

HyperPod 启动

5天

安装完成

17 天

放置 IT 机架（已经设置）

5天

机架接地

4天

控制/监控布线

9天

最终清洁

5天

培训

2天

有效的运转日期

0天

收尾

10 天

收尾文件

1周

提供竣工图

2周

数据中心 IT 区域框架如何降低成本和加速 IT 机架部署的分析

施耐德电气 – 数据中心科研中心

图 A2

传统方法的甘特图

HAC 系统（ISX 解决方案）安装
准备工作

84 天
43 天

准备建造空间

0天

安装 Unistrut 天花板龙骨（4000SF）
安装 36”高架地板

8天
10 天

在地板下安装电缆槽
在地砖上钻孔，以安装机架 PDU 垫环
基础设施

6天
3天

安装 CHW 管道
设置 CRAH 装置（12x）
设置 Xfmrs（10x）
连接到变压器的电缆和主要馈电线
ISX 解决方案安装

35 天
10 天
12 天
10 天
10 天

将 HAC 组件运送到站点

36 天
2天

设置机架和 RPP

5天

组装 HAC 外壳（9 个 POD）
RPP 中的地上馈电线

15 天
4天

安装网络电缆梯架
从 RPP 布置辫状电缆到机架空间

5天
10 天

机架接地

4天

HACS 启动（通过 APC）
APC 到完成 HACS 安装

5天
12 天

控制/监控布线
最终清洁

9天
5天

培训
有效的运转日期

2天
0天

开始设置 IT 机架

0天

收尾
收尾文件
提供竣工图

10 天
1周
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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