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如何选择优质的数据中心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谁能够掌握更多、更准确、更及时的信
息数据，谁就能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大潮中占据主动与先机。毫不夸张地讲，对信息数据的
有效掌控，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而言，租用公有云是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那些非 IT 企
业，租用公有云可以免除日常维护的烦恼。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与数据量的急
剧增长，公有云的弊端就会逐步显露出来。
第一，业务增长导致存储和计算节点的需求激增，成本价格会成为扩容的最大障碍。
第二，公有云数据托管的安全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作为命脉的核心数据，又岂能轻易
地托付于人？
因此，公有云的应用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在“互联网 + ”这个大趋势之下，IT 基础架构也面临着变革的考验，以 x86 平台为代
表的大规模集群、分布式的架构必将成为主流。因此，建设一个高可靠、大容量的数据中
心的必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2.1

概述
数据中心的建设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采取机房自建的方式，它的优势在于满足定制化需求和后期的成本控制。但

是，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机房自建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庞大的工程。光国家标准规范就有
上百部之多，需要很多专业人员参与，而且初期投资巨大，没有一定的规模，自建是得不
偿失的。
还有另外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选择一家优质可靠的数据中心，把自己的设备托管给
服务商，这种方案是大多数企业的首选。不过，我们在数据中心的选择上可能没有做足功
课，因为选择了一家不靠谱的运营服务商，导致业务中断、数据丢失的案例也不止一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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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数据中心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我想这是问题的主要原因。大家可能总是觉得，机
房工作不就是上架、布线嘛，很简单啊。那不过是日常工作而已。数据中心的建设和维护
其实是一门涉猎非常广泛的学问，涵盖了地理学、建筑学、工程预算、管理学等诸多内容。
想成为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只有技术是不够的，至少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成就。
 专业知识—专业知识过硬是最基本的要求。
 行业情报—如果一个人深谙行业内的来龙去脉，而且总是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最
新的相关消息，那么他的价值远非单纯的技术专家可比。
 人脉关系—关系的重要性自不必解释。深厚的人脉关系往往能趟平很多看似困难
重重的坎儿。

运维故事 1：水火相容
Forever 和 Never 是 两 家 互 为 竞 争 对 手 的 公 司。Forever 公 司 IT 部 的 架 构 师 老 Z 跳 槽
去 了 Never， 正 赶 上 Never 正 在 筹 划 新 的 三 地 多 机 房 数 据 中 心， 为 了 一 显 身 手， 老 Z 把
Forever 已经完全成熟的网络架构方案直接照搬给了自己的老板。这个架构的骨干网涉及一
个问题：需要两家大型电信供应商 Conflagration（火灾）和 Flood（洪水）之间的链路完成
互通。光看名字，就能明白这两家是世仇，可见想要实现竞争对手之间的链路互通谈何容
易？老板甚至都有点儿怀疑当初聘请老 Z 这件事是不是有点儿不太靠谱儿。老 Z 自己觉得
很委屈，以前在 Forever 的时候明明就是很容易实现的啊？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只能给原
来的老同事—Forever 公司负责数据中心的经理老 D 打了通电话。
在听完老 D 洋洋得意的一番解释之后，他这才明白其中的缘由。原来老 D 可不只是个
搞技术的，人家在 IDC 行业摸爬滚打了 20 多年，除了技术水平高，更重要的是对这里的市
场行情和人脉关系门儿清。Conflagration 的老总和老 D 早先是老同学，俩人私人关系一直
不错，而 Flood 的高层和老 D 是多年的好哥们儿。所以，这趟活儿人家是托了人情的，能
顺利促成也无非都是冲着老 D 的面子，而非像老 Z 那种想当然。当然，按照老 D 的话讲，
他为了这个项目，也是把这些年积攒的人情面子一次性地全给用光了，要不是老板再三保
证能给自己升职加薪，他才不会这般自讨苦吃呢。
既然数据中心如此重要，那么如何选择一家优质的数据中心呢？大家也许会说，那还
不简单，找一家口碑好的不就行了？要不，就招一个数据中心专家来解决。我们是做系统
运维的，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在开始写作之前，我还和高婧雅编辑就这个问题多次探讨过。系统运维扯上数
据中心会不会偏离了主题呢？会不会让读者觉得枯燥呢？但是当我真正地完成了这章内容
的写作时，我已经对此有了足够的信心。
从数据中心的角度讲，藤上的甜葡萄早就被人摘光了。好的数据中心有可能因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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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在容量上无法满足你的需求。另外，数据中心也不是简单看看评级和口碑就能够下
结论的，同级别的数据中心之间也会有很多差异。
从人的角度讲，请一位资深专家在成本预算上是比较高的，大多数情况下，这项工作
可能是以兼职的形式出现的。而数据中心又是一门广泛而复杂的学问，真要去系统地学习，
恐怕短时间内难以有所作为。
实话实说，我并不是数据中心方面的专家，连专业都谈不上，所以我不打算把文章写
得过于理论化。相反，我会用一些浅显易懂、轻松愉快的方式来讲述。

2.2

空间环境评估
从本质上讲，数据中心也是一栋建筑物。就和我们买房一样，在地理位置和房屋结构

的挑选上，也需要仔细斟酌。数据中心的选址工作非常重要，地理位置决定了数据中心的
安全性以及工作的便利性，而牢固的建筑结构、合理的空间布局同样非常关键。
2015 年 8 月 12 日，天津港发生了特大爆炸事件。爆炸同时引发了周边地区多起火灾及
二次爆炸事故，方圆数公里都有强烈震感。而位于事发地点附近的某个大型数据中心在此
次事故中受到了严重冲击。由此可见，数据中心的选址工作是多么重要。
我们再来看一个场景。某客户近日需要紧急上架 200 台服务器。但不巧的是，当日天
气突变，运输的货车刚刚到达，转眼间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数据中心既没有可以避雨的场
地，室内也没有充足的空间来临时放置设备，大家只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这场大雨能
早一点儿停下来。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场地条件对工作开展的限制与影响。

2.2.1

地质环境

我们在选择数据中心的时候，尤其是用于灾备的异地机房，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考察工
作，确认数据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安全的。
由于我国位于亚欧、太平洋、印度洋三大板块的交界处，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构造断
裂活动强烈，常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地质灾害发生。南部地区降水多，泥石流、洪涝灾害比
较严重。尤其是西南方向，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以及四川盆地是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
的多发地带，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近年来都发生过特大地震灾害。北方的华北地区也属于
地震多发带。此外，华北、西北地区还会因为地表水不足和开采过度等原因出现沉降带。
而东南沿海方向，主要是受到塌陷和海啸的侵袭。
简而言之，我们选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躲避天灾和人祸。我们要做到五个远离、三
个临近以及一个确保。
（1）五个远离
五个远离是指数据中心应远离水、土、火、污、磁这五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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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涝区域，水库堤坝下游，沿海航道，江河湖泊。
 山地滑坡、泥石流地带，火山、地震、地质断裂带，低洼、沉降带。
 化工厂、加油站、面粉厂等地。
 核电站或者重污染源（包括噪声污染、化学污染、粉尘污染等）。
 发电站、变电站、铁路、机场等地会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对设备的正常通信和信
号接收造成影响。
（2）三个临近
三个临近是指临近交通、运输和生活区。
 临近市政主干道，便于设备运输。应当具有两条以上可直连主干道的道路，确保不
会发生运输线中断事件。
 临近公共交通站，为来往提供交通便利。
 临近城市及生活商业区，方便工作人员在附近就餐及安排住宿，为驻场值守工作提
供便利。
（3）一个确保
一个确保是说，要确保该地区有良好的移动信号，保证联络通畅。
更多的细节，我们可以参考《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GB/T 2887—2011）。不过，在这
里提示大家注意，千万不要走极端。比如加油站，它像一个巨大的储油罐，起火爆炸后产
生的冲击波会波及周边的建筑群，应采取远离避让的策略。但加油站同时也是数据中心停
电时有力的后援保障。尤其是大面积停电且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时，备用的柴油发电机要有
足够的油料供应。数据中心可以和加油站签订协议，在特殊情况下保证油料的及时供应。
所以在选址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问题，不应按图索骥，过于教条。

2.2.2

空间结构

1. 机房的抗震等级和载荷
根据《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中的描述我们可以得知，按照
建筑物的重要程度以及发生灾害后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将抗震等级分为如下四类。
 特殊设防类（简称甲类）：使用特殊设施、涉及国家重大工程或者地震发生后会引发
严重次生灾害的重点建筑。
 重点设防类（简称乙类）：指地震发生时使用功能不能发生中断或需尽快恢复的，以
及地震时有可能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关键建筑。
 标准设防类（简称丙类）：一般建筑类。
 适度设防类（简称丁类）：适度降低要求的建筑。
对于机房的抗震等级选择，我们建议重点地区的核心机房应当优先选用乙类以上标准，
抗震烈度不低于 7 级。机房区域的楼层活荷载应不小于 1000kN/m2，UPS、柴油发电机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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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区域应不小于 1600kN/m2。另外，室内基础设施与服务器机柜应当采取相应的加固及减
震等防护措施。
2. 外场地空间的选择
外场地空间的条件是否良好，对设备安装进度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互联网公司每年的
设备采购量级都很大。一次性运送、拆卸几百乃至上千台设备，对于我们来说太平常了。
场地空间大小、货梯的容量与承重、人员和小推车的数量，这些条件决定了你的工作效率。
如果场地空间狭小，没有足够的地方卸货，你送货的车辆可能都不一定能开进来。又或者
你一次到了 1000 台设备，结果发现只有一部货梯和两辆小推车，每次最多只能运送 30 台
设备。你还得考虑资源争用的问题，如果其他用户也有同样的需求，想要按时完工就很困
难。再者，工作效率低对人也是一种折磨。参与过上架工作的读者应该非常清楚其中的辛
苦，这是个纯体力的工作。严寒酷暑不说，还有雾霾，长时间露天工作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此外，像夏天雷雨多发季，天气多变，如果在卸货过程中突然赶上降雨则更加麻烦。
一般来说，送货之前都要提前看天气预报，尽量避开可能降雨的日子。但如果不巧遇
到突发天气，大空间的独立库房也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它可以保障设备有临时存放的空间。
库房的面积和采购运输的设备数量有关，如果用户的保有量很大，在数据中心不同的楼层
拥有多个机房，既可以选择分别租用各层库房的部分空间以方便物品的存放和取用，也可
以选择租用独立的库房。笔者更倾向于选择后者，我宁愿要一个独立库房，也不想每层都
安排一处和别人共用。一来库房过多管理起来不方便；二来租用一个大库房，空间面积的
利用率更高，而且设备和别人放在一起也不太安全。至于便利性，相比起来我认为是可以
舍弃的。库房主要用于临时存放物品（像存储静置或者临时避雨等情况），设备到货后都应
当尽快完成上架工作。所以除了备件之外，库房日常的利用率应当比较低才对。而且我也
不建议采购太多备件，硬件设备更新换代快，而 x86 分布式架构也不应该再出现单点服务
的问题，何况库房环境不一定符合备件的存放条件。上述诸多因素表明采购备件的意义不
大，除了核心设备以外，完全可以在维修的时候再进行更换。
如果你的系统对时间的精确度要求比较高（例如金融行业），需要采购 NTP 时间服务
器，那么请不要忽略对建筑物天台的考察。如果天台的条件无法满足卫星天线的安装，则
谨慎考虑将其设置为你的主机房。
3. 机房的选择
选用机房时应确保平层设计，货梯和机房应当位于同一水平层面之上。两者通路之
间不应设有楼梯、门槛或坡道等建筑结构，以为设备运输提供便利与安全。有的数据中心
的机柜高于机房地面，而且采用了阶梯的方式，这将给运输大型设备带来不小的麻烦和隐
患。如果运输途中出现了坡道设计，一定要特别注意。坡道和水平面并不属于同一个建筑
结构体。小推车最大承重大多为 300kg，因此要关注坡道的载荷承重。其倾斜角度不宜超过
10°，以免在运输途中发生设备滑落，从而导致人员受伤和财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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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房内，要注意查看通道的宽度。最好是能够顺利地平行通过两辆小推车或移动操
作台，并且留有一定的余量。平日工作时，我们经常会在某个通道内遇到其他工作人员，
通道空间不足，在对向行进的时候就会撞车，势必要有一方退出去才可以。留有足够余量
也是十分必要的，以免意外碰到外露的光纤或者突出的设备电源开关。
此外，机房内尤其是机柜上方是严禁有水的，凡是与机房无关的给排水、雨水管道等均
不应在房间内穿越。
4. 机柜的选择
在进行机柜的考察时，要检查以下问题。机柜的钢板厚度是否合规？柜门关闭后是否
会留有较大的缝隙？机柜的进深是否足够（服务器设备应选用 800mm 以上的）？有些设备
进深很大，如果选错了机柜，后期上架导致关不上门就尴尬了。测量的时候米尺和游标卡
尺是必备的，如果你有现成的设备，直接上架看效果也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好办法。

运维故事 2：奇怪的上架方式
Freedom 公司最近又成立了一家分支机构。为了尽快拓展业务，新机构正在紧张地筹
建数据中心。由于总部之前刚刚和一家数据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考虑到节省资金和资源
合并，IT 部门的负责人希望和总部使用同一家数据中心。经过几次考察，他认为总部的需
求方案和自己部门很类似，除了自己的空间利用率比总部高一些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
的差别，于是双方很快签订了合同。这家数据中心的价格很低，所以他们只提供网络和机
柜，其他服务是没有的，包括设备上架所需的材料。所以开始动工之前，部门还需要采购
一大批用于设备上架的托条。在托条选购的当天，负责服务器的工程师小李被叫上一起去
现场考察。小李是第一次来这家数据中心，之前的考察并没有通知他一同前往，他只知道
数据中心提供 43U 的机柜。由于过去团队一直秉承机柜高利用率的原则，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家数据中心的供电能力可以支撑 15 台 2U 服务器。但当他到了现场看到机柜以后却愣住
了。原来这家数据中心的机柜和别处的不太一样，它的进深比较短，从机柜两边放下来的
强弱电线缆，多余出来的部分无法放到机架后端，否则关不上门。这个机柜底部设计了一
段横梁，直接占据了最下面的 2 个 U 位，这显然是为了盘多余线缆用的。说好的 43U 平白
无故地减少了 2U 不能使用，再除去留给网络设备和理线架的位置，只剩下 35U 了。更要
命的是这个机柜使用的是标准 U 位（44.45mm），而不是以前常用的非标 U 位（46.45mm）。
因为托条本身有 2mm 厚，使用这种机柜显然是不可能实现全部设备上架了。这样一来，需
要重新计算机柜的需求量，至少需要增加 50% 的开销。用导轨的话，上架速度慢不说，之
前也没有这方面的预算，还需要财务重新审批，项目进度等不起啊。这样一个细节的忽略
是非常致命的，但当时考察的时候没有人考虑带上一线的工程师去现场确认，现在再说这
些都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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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工人提议，托条是可以稍微有一些形变的，三个一组是 6U，5 组共计 30U，加上
每组各留一个空位正合适。但是拿了三台设备进行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如果是两台一组
还可以，上下两个设备还可以略作调整，但三台根本行不通，中间的设备已经被死死地挤
在里面了，根本动弹不得。又有一个人说，要不然干脆就上一根托条，然后把三台设备摞
在一起得了。这可真是个“好主意”，众人都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最后还是施工方老雷出了个主意，确保不用增加预算，也不会强行挤压设备上架，方
案还是使托条上架，每个设备两两一组，两台服务器之间多了一根托条的厚度（2mm），这
2mm 是不会对设备造成太大的受力影响的。而每组之间要有空位，但不是空一个 U 位，而
是空一个孔。15 台 2U 服务器共计 30U，两两一组共分为 8 组，再加上 8 个孔所占的 U 位，
最后还有富余。上架完成后，小李对老雷表示感谢：“老哥这活儿辛苦你们啦。”老王呵呵
一笑：
“咳，只要不影响施工进度，费点儿劲算啥？虽然不太标准，但不仔细看也没啥毛病。
哈哈。”
谁说没毛病？空着的那些缝儿没法上盲板，会影响气流，制冷效果肯定不好。小李只
是自个儿暗自琢磨，没好意思扫了老雷的兴。还好这家数据中心从来不考虑节能问题，冷
风开很足。哎，就这么着吧。
5. 辅助区域的选择
数据中心提供的工位数量应当大于两个，并接入百兆以上的共享带宽。另外，如果机房
工作比较繁重或者有 7×24 驻厂值守的场景，可考虑申请独立的小型办公区或者休息床位。

2.3

基础设施评估
如果把空间环境评估比作“看风水”，那么基础设施的评估工作可以算得上是“家装考

核”了。基础设施系统主要包括电气系统、空调系统、消防系统、弱电及综合布线系统等。

2.3.1

电气系统

电力是数据中心正常运转的动力之源，电气系统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如图 2-1 所示，
这是一个简易的供电系统示意图。数据中心的电力由外部引入，当外部供电出现故障的时
候，则需要利用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手段，对数据中心进行持续保障供电。
我们对用电有三个基本要求—可靠、安全和容量。
1. 可靠性要求
用电的可靠性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输电侧的高可靠性。输电侧的可靠性是重中之重，每年数据中心因停电引发的
大面积宕机事件并不是个例。引入一类市电可减少类似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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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供电系统简易示意图

其次，全路径上的所有节点要保证充分冗余。说起冗余，我们作为运维人并不陌生，
这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所谓全路径，指的就是从输电侧到用户侧的整条输电线路。全
路径上的每个环节都不能出现单点故障。这是一个逻辑与的关系，任何一处出现单点，整
个系统的冗余就是零，跟没做一样。单条线路上的负载能力都应满足全部电力消耗总成，
并留有一定的余量，一般应控制在 80%～85% 之间。在这里，经常会出现 2N 或 N+X 的
概念。你可以简单地将 N 看成一个单点，2N 就是双倍冗余，等效为存储中的 RAID 1。而
N+X 则是指，在多组节点中灵活配置的若干冗余，即可以看作 RAID 中的 Spare 盘。
再次，就是备用方案的持续支援能力。一旦主线路失效，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备用方
案，除了切换及时以外，还要有强大的持续支援能力，以应对主线路无法及时修复的情况。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天津港大爆炸，它所引发的断电故障在短时间内肯定是无法恢复的。
此时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切换。假设极端情况下切换失败，那就只能靠备用方案来扛了。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基础设施的采购一定要选用知名品牌，这样才会更有保障。另外，
选用产品的原则是求稳不求新。对于一些新兴的技术，即便它来自于知名厂商的产品，我
们还是应当慎重选择。
2. 用电安全要求
除了可靠性以外，用电安全也是同等重要的。供电设施在长期使用后，会因线路老化
发生漏电和人员触电的危险。因此，对于机房低压配电系统要求采用 TN-S 系统。什么是
TN-S 系统呢？在详细解释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些电的基本知识，看一看人体触电是怎
样形成的。
电流和水的特性非常相像。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电流也是从高向低流
动的。这里所说的高和低指的是电势。我们人为地将大地的电势定义为 0，平时大家所说的
×× 伏电压，指的就是输电侧相对于大地的电势差。除此之外，电流还有一个特性：如果
遇到多条可以流经的路径，那么电流中的大部分电子总会选择电阻低的那条路径通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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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说的电阻和电流成反比。这和我们平时开车是一样的。电阻意味着交通状况，谁都愿意
走行驶通畅的道路。如果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的电阻是 1000Ω，另外一条路径的电阻是
9000Ω，那么这两条路径上面的电流比则是 9∶1。
发生触电需要两个条件。首先要具有电势差，其次要形成有效的回路。我们经常看到
小鸟能站在高架电线上。那是因为鸟的双脚落在同一根电线上，而鸟的个体很小，两脚之
间距离所形成的电势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它们才能够安然无恙。但是，如果一个人
不小心摸到了电门，由于人站在地面上，而大地电势为 0，电流会因为电势差的关系，从输
电侧经过人体流向大地并形成回路，这样就发生了触电。
为了防止发生触电危险，需要实施接地防护。以电源插座举例，插座面板上的三个孔
分别为：左零，右火，中接地。火线（相线）是从输电侧引出来的线。零线（N 线）由变压
器二次侧中性点引出，用于和火线形成回路。电力在进入用户侧之前，由三根各成 120°的
相线组成。理论上，三相之间应当是平衡的。此时 N 线不带电，但这种状态不可能一直保
持下去。三相失去平衡时在 N 线上会产生电流，所以 N 线必须接地，否则当其断开时会发
生触电危险。地线是直接接地的保护线，我们称之为 PE 线。因为 PE 线的电阻非常小，相
较几千欧姆的人体电阻来说要小得多。一旦人体触电，大部分电流会被它引走，从而确保
人员的安全。PE 线和 N 线的接地形式不同。PE 线是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并每间隔 20～30m 重复接地。N 线则是在变压器中性点处与 PE 线重复接地，从而起到了
双重保护的作用。
所以，接地是保证用电安全的主要手段。这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既然 PE 线和 N
线都要接地，那么如果我们把两股线合并在一起，岂不是节省了一大笔钱吗？这种系统就
叫作 TN-C 系统，我们把这段合并的线称作 PEN 线。使用 TN-C 系统可以降低成本，但是
它存在一些隐患。当 PEN 线路受损折断后，断点后端的设备金属外壳都会带电，此时如果
有人不小心碰到就会触电。TN-S 系统的 PE 线和 N 线是完全分开的，安全性高了很多，当
然成本也就随之提升了。因此在实际生活当中，人们大多采用折中的 TN-C-S 系统，即起始
路径采用两线合并的方式，在入户之前将 PE 线和 N 线分开，而且不允许再次合并。
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的定义，供电系统分为三类（五种）—IT、TT、TN（包括
TN-S、TN-C、TN-C-S），具体解释如下。
（1）第一字母表示电力系统的对地关系
 T—中性点一点接地。
 I—所有带电部分与地绝缘，或一点经阻抗接地。
（2）第二字母表示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对地关系
 T—外露可导电部分对地直接电气连接，与电力系统的任何接地点无关。
 N—外露可导电部分与电力系统的接地点做直接电气连接（在交流系统中，接地
点通常就是中性点），TN 系统后面还会有第三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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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个字母表示中性线和保护线的组合关系
 S—中性线和保护线是分开的。
 C—中性线和保护线是合一的（PEN 线）。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PE 线和 N 线分开与否，以及接地点的数量决定了安全等级和成
本的高低。尽管选择 TT 系统更加安全，但它的成本过于高昂。建筑物内如采用 TN-C-S 系
统，其前段 PEN 线上的中性线电流所产生的电压降会产生电势差，对设备造成信号干扰。
而 TN-S 系统适用于内部设有变电所的建筑物。因此我们要求机房内的低压配电系统必须采
用 TN-S 系统。
除了人员的用电安全之外，我们在选取机房的过程中，还要注意静电对设备的危害。
以下这些内容是我们在实际机房选型中对接地和防静电提出的一些要求。
 机房接地系统必须满足人身安全及运营设备正常运行的要求。
 机房内所有设备的可导电金属外壳、各类金属管道、建筑物金属结构等均应做等电
位联结，不应有对地绝缘的孤立导体。机柜应有两根不同长度的连接导体就近与等
电位联结网格连接。
 机房所在大楼的接地电阻应小于 1Ω。
 等电位联结网格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25mm2 的铜带或裸铜线，在防静电地板下构成
边长为 0.6～3m 的矩形网格。
 机房地板或地面应有静电泻放措施和接地构造，防静电地板或地面的表面电阻应为
2.5×104～1.0×109Ω，且应具有防火、环保、耐污、耐磨性能。

运维故事 3：两路电
“唉，邮件又来了！”最近管理员小王有点烦。一周之内，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收到数据中
心张小姐“善意”的邮件提醒了。大意是说，小王公司的 300 多台服务器一直采用单路用电
（我们专业的电源策略应当叫作 Redundant）的策略，导致数据中心机柜的 A 路高达 18A（最
高供电 20A），而 B 路却是空载的。张小姐极力“建议”小王把现有服务器调整成两路均衡
（Not Redundant）的模式。小王心里不太高兴，因为服务器默认出场配置都是冗余模式，又
没有超电，为什么要我修改呢？刚刚休假回来的师傅老王听说这事儿以后，不一会儿就把
所有服务器的电源策略调整为非冗余模式，并且给张小姐回复了一封邮件，告知其已经修
改完成，同时对对方的提醒表示感谢。小王有点儿想不通，经过师傅的一番指点后终于明
白了。“小王啊，人家机房建设多年，都像你这样高负载地总用一路，长期下来线路老化得
快啊。张小姐一再催促你，她肯定是怕万一出了事儿，自己担不起责任。这就跟像穿鞋一
样，两双鞋换着穿肯定比只可着一双穿要强。两路均衡的使用方式还是比较环保的，再者
说改个电源策略也很简单。你要学会相互体谅，理解万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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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力的容量要求
电力容量是另外一个要关注的内容。容量选择和服务器选型有很大关系。以北京为例，
一个机柜的年租用成本在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如果采购数量很大，这笔费用是相当可
观的。因此提升机柜的利用率，是直接降低成本的有效手段。作为主数据中心，我不推荐
采用 20A 以下的机柜。这样的话，空间利用率不会超过 70%，甚至会更低。企业规模越大
越倾向于高电机柜的选择。如果当地电力设施条件允许，40A 以上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以
笔者实际工作中的测试数据为例，单台 1U 服务器的电流平均值常年维持在 0.8～1A，峰值
不超过 1.3A。这样算起来，40A 可以部署 30 台左右的 1U 服务器，再加上网络设备，无论
是空间还是电力容量都实现了高利用率。PDU 插座的数量要和电力容量以及上架设备的数
量相匹配，并且应当留有独立于机柜 PDU 线路的插座，以供显示器、能耗仪等外接设备使
用。而外接设备不应当直接接入生产的 PDU 插座，以防止因外接设备自身问题导致的电力
故障波及生产。另外，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PDU 插座制式要符合国标。英制插座（俗
称大头）在如今一些数据中心里还是能够看到的。

2.3.2

空调系统

空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和除湿，要想研究好空调系统，首先要搞懂气流。
说到气流，它可是一门挺复杂的学问。空调系统将空气进行制冷后，由风机送出冷空
气，在与热源进行冷热置换后，达到降温的效果，经过置换后的热空气还要回流到空调系
统再次进行制冷，如此周而复始反复循环。
那么要想达到好的制冷效果，控制好风速和风压是十分重要的。风速和风压是一个定
值，它们是由设备机组决定的。我们这里把风压称为全压，全压总共由动压、静压和损耗
三部分组成。气体在流动中会产生动能，这个动能所转化的压力就是所谓的动压。动压的
大小和速度是成正比的。由于冷空气从风机里刚吹出来的时候速度快、动压大、气流不稳
定，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损耗增加。根据能量守恒定理可以得知，损耗越多，制冷效果肯定
就越差。所以系统中都需要使用静压箱来减少动压、稳定气流，它可使送风更加均匀，从
而提升制冷效果，同时还有降噪的功能。
电力和空调两大系统可谓是数据中心的任督二脉。甚至于有人这样讲：数据中心的核
心就是管线和气流。然而它们却是一个看不见，一个摸不着。表面文章谁都会做，但真正
的秘密其实都隐藏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

运维故事 4：地板下面的秘密
老张最近忙着数据中心扩建的事。招标书刚发出去没两天，各大数据中心的销售纷至
沓来，可真是快把他办公室的门都挤破了。这不，今天老张又被一家数据中心请去参观。
接待老张的是销售经理 Cindy 和售前技术经理 Eric，一番寒暄后，先是由 Cindy 介绍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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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公司的情况，接着在 Eric 的引领下，大家一同去实地进行了参观。整个机房内窗明几净，
整齐划一，布局合理，标准规范。老张看了看，不住地点头：“贵公司的数据中心建设得非
常规范，简直可以做样本典型了啊。”
“哎呀，你过奖了，如果你觉得满意，我们在价格上还可以给你一个更加优惠的方案
的。”Cindy 听到老张的赞许，迫不及待地插话进来。
“不过，能不能掀开几块地板让我瞻仰一下？”
Eric 微微一笑，“请你稍等”，说罢便转身走出了房间。不一会儿 Eric 一脸为难地进来
了，“抱歉啊张总，实在是不太凑巧，掀地板的地吸被工人拿去施工了，你看……”
“不妨事，要不我们直接去工地瞧瞧？”老张不动声色地说。
“哎呀，你是大领导，工地乌烟瘴气的，怎么好亲下现场呢？我们去会议室休息一下
吧。”Cindy 也在一旁劝说。
“哈哈，算啦，今天也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整体来说确实不错，我回去向老板做个
汇报，具体的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一行三人来到大门口，临别前 Eric 不断地恭维着：
“张总你可是老前辈，这次和你交流，
我也是长了不少见识呢，回去之后还有劳你多多美言啊。”
“哪里，哪里，Eric 老师你也是个中高手啊，哈哈。”
这番对话在 Cindy 看来，不过是两个人在相互恭维的商务礼节而已。但她却没有注意
到，Eric 说这话的时候，他脸颊上的微红与额头沁出的汗水。
1. 送风模式
送风模式根据送风出口的位置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上出风模式，如图 2-2 所示。它类似于日常生活中的空调系统。由于其送风
方向和冷空气下沉的特性相一致，因此它的局部范围制冷快、效果好。此外，上出风模式
还有不易产生积灰、设备问题易排查、扩建方便等诸多优势。然而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因为热空气往上走，而冷风往下送，送风方向和空气流动特性相悖。也就是说，这两者相
互“顶起了牛”，使得机房的最下部区域的温度相对
偏高。另外，由于屋顶的空间有限，对于进深比较
大的机房需要增加送风管来保证送风的均匀，噪声
也相对比较大。在承受辐射和寒冷的基础上，如果
再加上噪声，这种环境对于在机房中长期工作是不
利的。
第二种是下出风、侧回风模式，如图 2-3 所示。
这是现今大多数新型机房采用的送风模式。因为下
出风顺应了空气流动的特点，而且地板下方空间所

图 2-2

上出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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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静压箱要比风管的横截面大得多。因此同等条件下，下出风的整体送风更均匀，温
差更小，制冷效果更好。而且施工简单，无须风管和送风口。但下出风也十分考验地板材
质、施工质量和布局的合理性。如果产品或施工质量不合格，会因为漏风出现送风短路。
再有，地板下面容易积灰。防尘做不好的话，风机一启动就是漫天飞尘。建筑的层高不足，
也不应该强行使用下出风的模式。因为活动地板空间有限（例如高度＜400mm），后期扩建
时的管线增加，肯定会影响到送风效果。还有，由于管线被埋在地板下面，不利于故障排
查。这些都是前面故事里提到的地板下面的“秘密”了。

图 2-3

下出风、侧回风模式

我们观察地板下的施工情况时，可采取一些简单方法。看走线是否规范，管线空间是
否足够，布局是否合理，防尘保温做的是否到位，等等。具体指标可参考国家的标准规
范，里面都有明确的指导。我们这些行外人不可能做到一一深谙其道，但至少你可以找
到几条便于理解和判断的标准，暗暗牢记在心，到现场有目的地去考察。另外，可以多咨
询一些专家，还要多看多问。其实很多知识往往就是在技术交流的过程中慢慢学习并理
解的。
服务器风扇如果吸入的制冷量不能满足要求，会产生局部过热的现象。大数据的应用
和强调高性能计算的今天，很多企业在选购服务器的过程中，也在大量选用高性能 CPU
和大容量磁盘的硬件配置。大功率和高密集型服务器的出现，已经向传统制冷提出了新的
挑战。
为了保证充分有效地冷热交换，使用更高功率的风机显然是不节能的。而水平送风技
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水平送风的架构是制冷机组紧贴机柜安装，由多组风
扇将冷空气水平送出，之后被吸入服务器，完成冷热交换后，再由服务器风扇排出，彼此
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气流循环。尽管水平出风在我国并未真正普及，但这个思路还是
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如果这种方式和下出风模式相结合，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广泛
地应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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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密闭问题
在机房里，我们经常听见别人谈论冷通道和热通道，顾名思义就是冷空气和热空气流
动路径所构成的空间。以主流的下出风模式举例，我们看到现如今的机柜码放方式都是采
取“面对面、背靠背”的策略。两个机柜正面之间的夹道就是冷通道，冷空气从通道下方
送上来，从前方被吸入，再经置换后被风扇从机柜后方排出。而机柜背面之间的夹道就是
热通道，热空气在此聚集后向上蒸腾回流到机组当中。
一般人们认为只要有足够的制冷量，使得温湿度达到要求就万事大吉了。但却忽略了
气流的重要性。制冷量、风速和风压都是设备给定的，是否能达到好的效果是由气流决定
的。这就和系统的性能调整一样，升级硬件也能解决问题，但如果不解决关键因素，势必
要付出高额的成本代价。
关于密闭，我们刚才强调了地板下施工的问题，而在机柜这里也是一样。为了确保制
冷效果，我们应当像静压箱的处理方式那样，对冷通道进行密闭。也就是对模块（两排面对
面的机柜所形成的一组集群）通道的两侧加装安全门。除了起到封闭冷通道的作用，也增加
了门禁的安全性，这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了。讲到这儿，大家应当明白：送风短路（漏
风）是制冷的大忌。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考虑一件事，就是消除任何有可能发生破坏气流
的因素。
第一，空闲机柜的影响。假设一开始我们采购一个模块，但并不是所有的机柜都加电
使用（因为加电意味着正式使用是要付费的），而是随着设备采购，逐步地开放机柜使用。
空闲机柜如果没有加装盲板，由于空机柜没有设备，灌入的冷空气既没有参与热交换，也
无法有效地形成回流，破坏气流平衡，造成能源损失。
第二，托盘上架方式。我刚入行那段时间，接触过一些企业的内部机房。当时设备上
架，像小型机这种贵重设备都是导轨上架，而 x86 服务器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将设备安
置在托盘上的。托盘的种类分为两种，有上螺丝的，也有插销式的。因为托盘拆装方便，
又比导轨的通用性好，所以这种上架在早期还是很流行的，当时很多整机质量较轻的设备
都用托盘。但是为了防止形变，托盘面板都比较厚，因此是不能实现设备紧密码放的。很
多人都习惯在上架的时候，各个设备之间留有 1U 或者 2U 的空间。现在大多设备都是前进
风后出风，风扇足以带走大部分的热量。所以没有必要再留有空余。这样做既无益于散热，
又浪费了机架的利用率。因为托盘的厚度会挤占下面 U 位的一部分，托盘和设备之间会留
下不足 1U 的空位，而这段空位无法上盲板进行密闭，非常影响气流循环。现代数据中心
采用托条来完成上架工作。它既继承了托盘的通用性优点，又实现了设备紧密摆放的需求。
而那些没有设备的空 U 位，则需要加装盲板实现机柜密闭。
第三，机柜设计问题。比如机柜边缘或对接处有缝隙。像这种有先天问题的机柜最好
敬而远之。如果已经不可避免，也可以采用密封条等手段来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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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密空调的选择
在充分满足机房安全的条件下，应尽可能地选择高效节能的空调系统。空调系统常见
的有风冷和水冷两种方式。说到制冷，最难熬的莫过于炎炎夏季了。这个时期是用电的高
峰，最怕的就是停电。风冷系统需要定期换气，从外部引入新风与回风进行混合。所以，
水冷效果显然在夏季要比风冷更好，而风冷的效果在冬天会得到加强。当然，选用水冷系
统要看实际的地理位置和使用年限。水冷的效果受到水质的影响，而且后期维护成本高，
时间一长制冷效果会越来越差。如果你是新机房，水冷肯定是优先选择的。如果当地水质
不好，或者制冷机组已经用了很多年，可能就要实地考察一下制冷效果了。水冷一般都会
选择下出风，万一你真遇到了上出风的水冷，一定要考虑漏水是否会影响到设备的安全。
精密空调的安装位置也有讲究，应尽量靠近热通道和热负荷区域。在设备选型上，应
尽量选择单台制冷量更大的设备，并且以显冷量作为主要衡量目标，而非全冷。这里涉及
两个概念 —显冷和潜冷。这两个概念是由热力学中的“显热”和“潜热”派生而来的。
具体的含义就不做过多解释了。简而言之，我们知道空调有两个功能—温度调节和湿度
调节。所谓显冷量是指降温时所需的冷量，而潜冷量则是指产生冷凝水所需的冷量。全冷 =
显冷 + 潜冷。而数据中心的首要任务是降温，因此在选型过程中应以显冷量作为主要衡量
目标，以免低估了制冷量的需求。
精密空调的冗余方式为 N+X。这里 X 的值我们推荐最好是 2 或 3，太少可靠性差，太
多浪费成本。关于 N 的显冷总量的设计，我们建议机房最大的总负荷值不应该超过显冷总
量的 85%。
4. 气流组织
数据中心对气流组织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冷通道内温度任意点均不高于 24℃，热通道温升对比冷通道不超过 12℃温差，避
免通风量不足造成局部过热；针对高功率机柜散热，应通过增加通风地板面积、通
风孔率，局部风扇地板，局部精密空调等方式解决。
 在空调因断电或其他因素停机或切换时，机房冷通道内温度不超过 30℃ ；一般情况
下，5kW 机柜，末端空调恢复通风供冷时间不超过 10min，8kW 机柜，末端空调恢
复通风供冷时间不超过 6min，否则机房会出现规模过热的风险。
 板下送风气流组织，下送风应均匀，风速不超过 3m/s ；采用风道送风时，送风风速
应满足相关通风风道设计规范，主干管风速不超过 8m/s，支管风速为 3～5m/s。
 送风距离：单侧送风距离应小于 15m，大于 15m 应双侧送风。

2.3.3

消防系统

数据中心是耗电大户，因此必须加强防火意识。机房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机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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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配备至少两个以上的安全出口，门的开启方向要和疏散方向保持一致，且在任何情况
下都应当能够从房内开启，并完成自动锁闭。灭火装置应选用 IG541 或者七氟丙烷气体。
表 2-1 是这两种气体的特性对比。
表 2-1
特

IG541

七氟丙烷

无 色 无 味、 不 导 电、 无 腐 蚀 性、 无 污
染、无毒

无 色 无 味、 不 导 电、 无 腐 蚀 性、 无 污
染、低毒

性

理化特性

IG541 和七氟丙烷的特性对比

存储压力（20℃）/MPa

15、20

2.5、4.2、5.6

传输距离 /m

150

30、45、60

存储形态

气态

液态

部署条件

有管网

有无管网均可

灭火原理

物理降低含氧浓度

化学反应降低可燃烧基团物理降温

优势特点

更环保，输送距离远

单瓶储气多，省空间，效果更好

2.3.4

弱电与综合布线系统

弱电系统主要包括传感器监控、影像监控、门禁系统及入侵检测等。总体原则上只要
做到无死角即可。除了空调机组自带的回风温度探头，在机房的每个冷通道内，至少头部、
尾部和中间应各部署一个温度探头，在热通道内部署一个温度探头。每个通道两侧应各部
署一个摄像头。
机房内应当有不少于两部可用于外拨的固定电话。通常，机房内是没有手机信号的，
因此要部署固定电话，以便在遇到特殊情况时，能够直接和外界及时联络。
如果你比较关注机房的总体情况，例如能耗、温湿度等信息，希望能够将相关数据直
接接入自己的监控系统，那么机房的监控系统需要支持类似 HTTP、SNMP、TCP/IP 等主流
的通信协议。
综合布线的大致要求有三点：第一，强、弱电的线缆要分开，并且要注意它们之间的
间隔；第二，线缆走线要平行无交叉，途经路径要注意规避潮湿、易漏水、易喷水等地方，
该套管的地方要套管；第三，管线空间规格要符合标准，注意有可能折损、破坏线缆的
因素。
以下这些内容是我们在实际机房选型中对综合布线提出的一些要求。
1）强弱电分离：机房桥架应满足强电线缆、弱电线缆、光纤等分开布放需求；一般
情况下，机房应采用上走线、下送风方式，走线架宽不小于 400mm，下层走弱电，上层走
强电，弱电桥架内安装光纤槽道，强电与数据铜缆、光纤之间的间隔不小于 200mm ；当采
用开放式走线架时，如果弱电走线架与强电走线架平行布置，则二者的间隔距离不应小于
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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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缆槽道：普通机架光纤槽深度 100mm，宽度 120mm，核心网络区域机架光纤槽
深度 100mm，宽度 320mm，出线口要求不小于 300mm。机房内所有机架要求普通光纤槽
覆盖。
3）机房应保证提供双路由光缆接入条件，允许其他运营商光缆直接入局或与其光纤互
通，并协助解决相关光缆接入事宜；具体光纤需求数量配置能满足按需扩容；当有到达同
一站点不同路由的需求时，可通过迂回绕接来保证全程无路由重叠，光缆落地施工时务必
尽可能走不同的管接进进机房。
4）光缆技术指标：线路光纤类型 G.652，平均单位光功率衰耗常数≤0.5db/km ；光纤
色度色散系数应≤18PS/km·nm，偏振模色散≤0.2PS/km1/2。
5）连接可用性：丢包率不高于 1% 情况下，保证连接可用性达到 99.99%。

2.4

网络建设评估
这里所说的网络建设，不是指具体的网络性能指标，而是指数据中心能够提供的网络

资源与建设资质。数据中心的网络资源有专线和裸光纤两种。专线传输距离远，但租用价
格高，带宽上有限制。裸光纤理论上带宽不再受限制，适合短距离、大数据量传输。同城
多机房的各节点之间互通建议使用裸光纤。但拉裸光纤这种事吃力不讨好，造价高利润少，
作为运营商，肯定是不会随便开这个口子的。如果这些节点不是同属一家数据中心，那么
它们之间要实现互通，可能就更加困难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一个有着丰富人脉资源的
数据中心经理是多么重要了。
前面我们反复提到过冗余问题。在全路径的各个节点上，都需要做好冗余结构才行。
假设在北京，从东四环到南五环外路穿线。正常情况下，一条应该走四环，另外一条走五
环才对。不能所有的线缆都走同一条路径。再如，铺设线缆应该进入正规的管井之中。如
果承建商根本没有资质和资源，被管理部门拒之门外，最后只能把部分线缆甩在外面，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野纤”。野纤再加上单路径，其隐患可想而知。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归
根到底就是一个“钱”字。资质要花钱，多路径也要花钱。而这些工程隐患的出现，正是
一味追求低价所引发的后果。

2.5

服务保障评估
可用性要考评数据中心的对外服务能力。据说，200 个机柜对一个 IDC 运维来讲，他

的工作将达到饱和状态。数据中心是不太可能提供过多的人员充分保证每一家用户的使用
需求的。如果有 7×24 小时值守服务的特殊需求，应确保有专职人员服务，在合同需求中
也要有所体现。如果数据中心保证不了，则需要另行招聘驻场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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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故事 5：一山难容二虎
销售经理 Tina 听说 Forever 公司要扩建新的数据中心，急忙和售前经理赶去拜访。她
精心准备了几十页的 PPT，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企业进行宣传。当讲到服务客户这一页时，
Tina 显得很有自信：
“我相信贵公司如果选择我们的服务，那将会给你带来更加有效的保障。
因为我们正在为很多知名企业提供数据托管服务，例如 Something、Balabala，还有……”
深谙市场行情的老 D 忍不住插了一句：“抱歉打断一下，我听说 Never 好像也在你们那
里哦。”
“啊？呃，是的。”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 Tina 显得有点儿不知所措，她刚刚才发觉到
Forever 和 Never 的竞争关系。
老 D 又补了一句，“我们的需求数量和 Never 在贵公司现已保有的数量相近，大家都是
大客户，那么请问，如果出现资源争用的情况，你们会优先保证谁的服务呢？”呃，这句话
没法接啊，一时间 Tina 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2.6

本章小结
上述我们所讲的不过是数据中心的一些皮毛而已。具体的细节，大家可以参考以下这

些规范（因书籍出版的时效性，请读者自行更新最新版本）：
（GB/T 2887—2011）；
《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T 9361—2011）；
《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
（GB/T 22239—2015）；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 50174—2017）；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 50462—2015）；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43—201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370—2005）；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50263—2007）；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11—2016）；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312—2016）；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 50395—200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考察机房的几点注意事项。
第一，便宜没好货。在招投标里，商务价格往往占比很重。少数厂商为了中标，不惜
赔本儿赚吆喝。然而，有些成本是省不了的。如果一味看重低价，甚至是不合理的低价。
其结果势必会有两傻：要么乙方是傻瓜，赔钱做善事；要么甲方傻眼，到时候不是质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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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是后续要产生费用增项。
第二，多看实际生产环境。有条件的话，应当尽可能去生产机房参观。建议多在各个
楼层进行走访，考察不应只停留在一个地方。
第三，不要只提问不回答。项目实施最忌讳的就是沟通不充分。甲方往往容易犯一个
错误—那就是提问多，回答少。甲方总是关心乙方能不能满足需求？你想有谁会说自己
满足不了呢？需求讲不明白，细节方面落实不到位，对方又没能充分理解，就容易产生偏
差。能不能做不是重点，需求有没有充分地表达清楚才是关键。
当然，最后还是要多多学习，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就像我开头讲的，可能公司没有那
么多专职岗位，一些工作需要你兼职来完成。建议大家平时要多积累一些周边知识，做一
名 T 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