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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享高效的数据管理，

可靠、灵活、绿色

数据中心数据流量不断加大，

设备日益增多

施耐德电气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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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布线系统投资只占数据中

心总投资的 5% 。

50%
有 50% 的网络故障是

布线引起的。

相当于每年允许宕机……

可靠率 数据中心等级 允许的最长宕机时间

99.671% Tier 1 1 天 4 小时 49 分

99.741% Tier 2 23 小时 41 分

99.982% Tier 3 1 小时 34 分

99.995% Tier 4 26 分

> 思考以下宕机时间，你是否可以忍受？

> 同时，你是否还有以下需求？

你的数据中心曾经

或正在面临

>  服务器和存储容量等每年增长 40-70%

>  服务器和存储的利用率却只有 15-25%

>  运维费用占据了数据中心成本的 30%

>  有 54% 的网络故障时间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

>  一个新的应用需 60-80 天来实施和部署

>  有 50% 的传统数据中心将在 24 个月内被抛弃

总拥有成本

可用性 灵活性

降低投资

降低非能源运营成本

降低能源成本

高密度

减少人为失误

安装速度

扩容能力

重新配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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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数据中心需要什么?

施耐德电气 
领先的电工品牌

可用性

更灵活

更绿色

我们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施耐德电气在电力、制冷和控制领域以及

能源管理和提高能源效率方面，一直保持着全球领先的地位。

如今，施耐德电气通过其专业品牌，简化了创建高密度、高效

率、具有可预见性数据中心的过程。

施耐德电气专门为数据中心开发了提高性能与优化成本的解决方案。

这些解决方案可以确保数据中心现在和将来都具有更高可用的、安全

的基础设施。

 

> 更高可用性

确保业务的可靠和连续。

> 更灵活

轻松实现布局调整和扩容。

> 更绿色

高效、节能、成本优化。

> 拥有高速且稳定的数据传输性能

> 更高密度的设备安装

> 能够更安全的运行

> 让 IT 经理更高效的进行管理和维护

> 更加节能和环保

10-20年
数据中心建筑及基础设施

的生命周期是 10-20 年。

2-3 年
但是其中的 IT 设备 

2-3 年就会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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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数据中心整体解决方案

施耐德电气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整体解

决方案：独一无二的概念。

为IT和制冷等关键设备提供

可靠的高质量电源

>  配电设备

>  备用电源

>  电源管理系统

确保数据的安全

>  访问控制和检测

>  视频监视

>  火灾检测

>  环境控制：温度、湿度

确保设备 24/7 高效运行

>  设施监控系统

>  资产管理

>  安防系统

优化投资减少建设时间

>  整体咨询

>  数据中心设计

>  项目执行

减少设备故障和维修时间

>  系统维护合同

>  设备审查和诊断

>  扩建改建咨询和执行

多点同时监控运行时间和能源消耗

>  能源管理

>  基础设施操作监控

>  容量规划

>  投资规划

可升级的基础设施能够确保不断升级的 IT 

设备正常运转：

>  制冷

>  机架系统

>  综合布线系统

>  环境监控系统

>  机房操作管理系统

>  安全系统：火灾检测、访问控制和检测

>  管理电力和制冷

>  对能耗进行分析并提供建议

>  电力成本优化分配降低能源消费

>  能效诊断和服务

>  有效的制冷方案

>  HVAC设备控制优化能源结构，转向成本

降更低的能源

>  电力和制冷监控系统

配电间 接待处控制室 规划和建设 操作和维护 整体监控

服务器机房

控制和管理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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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安全，高效，可靠的

专业级数据中心机房

安全   高效   可靠

数据中心机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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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机房指放置数据与通信设备及线

缆的安全的，环境可控的空间。机房可

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分别与结构化布线

系统连接。机架与机柜安装在抬开的防

静电地板上，冷气与线缆（包括数据电

缆与电力电缆）一般推荐从地板下进

入。TIA-942 标准对机房的数据访问，

空调控制，灯光，后备电源，设备密度

及其他事宜进行了特别的说明。

 I 计算机机房

你将在这里完成：

>  数据运算，数据存储和安全联网设备的安装

>  为所有设备运转提供所需的保障电力

>  为所有数据中心内部和外部设备提供安全，可靠的网络连接

>  在满足设备技术参数要求下，为设备运转提供一个温度受控的环境

主配线区域（Main Distribution Area, 

MDA）是布线系统的中心，其设置在机

房内，当数据中心分布在建筑中的多个

楼层时，MDA是布线系统的汇集点。

注意：在多客户环境下，基于安全原

因，MDA可以分开。MDA包括主交叉连

接并可能还包括为附近设备提供连接的

水平交叉连接（HDA中描述）。MDA可

能包含核心路由器，核心LAN/SAN交换

机，有时，服务提供商的设备（如MUX

多路复用器）也被放置在主干区域以避

免线缆超出额定传输距离。

A 主配线区域

水平配线区域（Horizontal Distribution 

Area，HDA）设置水平交叉连接（如果

数据中心相对较大的话）。在小型的数

据中心中，HDA 被合并到 MDA 中。如

同 MDA，基于安全原因，HDA 也可以

分开。HDA 包括 LAN/SAN 交换机以及

各种设备的 KVM（键盘，显示器，鼠

标）交换机等。

B 水平配线区域

贮藏室是用于安全存放各种备件，线

缆，以及为满足各种操作需要的补给

品等。拥有一个卸货平台是非常有帮

助的。

C 贮藏室

电气/机械室用于安置电源、配电、空调

等设备。安全洁净的电源供应及后备电

源（UPS、电池组、发电机组），以及

可靠的HVAC 系统是实现 100% 正常运

行时间的必要条件。

D 电气/机械室

进线室管理着外部网络与数据中心结构

化布线系统的接口，这里摆放用于分界

的硬件。注意：有时也将进线口（位于

数据中心外的洞口）作为外部网络提供

商的入口。

基于安全目的，进线室设置在机房之外。

根据冗余级别或层次要求的不同，进线室

可能需要多个，以连接第二个外部网络服

务提供商。如果数据中心非常的大，另一

个进线室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是为了让进

线室与机房设备靠近，以使它们之间的连

接不超过线路的最大传输。

G 进线室

通信室用于安置为数据中心的正常办公

及操作提供本地数据，视频和语音通信

服务的各种设备。

E 通信室

操作中心监控着数据中心的正常运行。

操作中心是维护操作人员通过入墙式大

屏幕以及桌面显示器监控网络的地方，

人员数量根据数据中心的规模而定。

F 操作中心

分区配线区域（Zone Distribution Area, 

ZDA）用于需要提高HDA与设备间配置

灵活性的大型机房中。ZDA仅放置无源

设备，并且与HDA间至少应分隔15米。

注意：MDA与HDA间也需要保持至少15 

米的距离。

J 分区配线区域

设备配线区域（Equipment Distribution 

Area, EDA）是指放置各种计算及存储模

块的机架和机柜。

H 设备配线区域

这是你的数据中心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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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为专业数据中心机房

提供专业的综合布线和照明解决方案

开放兼容的国际标准

自定义

优化解决方案

复杂多样的

线缆应用需求

Muitiplus 
解决方案

人来灯亮，人走灯灭

操作更简单，

更持久耐用

严格的线缆

安装条件

光纤

解决方案

OM3

OS2
OM4

OS1

更快的数据传输
扩展的

数据应用

10G 
解决方案

在一分钟内进行 M.A.C.
(移动.添加.变更)

不易辨识

的跳线连接

ID-3TM 
F2 跳线



14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15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Solutions

主配线区(MDA) 水平配线区(HDA)

主配线区是数据中心的核心，一般设置在机房的中心或接近核

心的位置，以尽量减少到各水平配线区的距离。在设计之初，

主配线区建议在有限的空间内尽量留出50%左右的空间为将来

升级所用。并推荐光/铜的配线架分开放置在不同的机柜里，以

便于管理。

推荐方案

高密度解决方案

应用推荐：
> 高密度 MPO 预端接光缆解决方案：

由工厂端接并通过测试，符合标准的模块式连接解决方案，最高可在4U 

空间上实现 288 芯的光纤传输，适用于主配线间的高密度光缆应用。

> 高密度铜缆解决方案

高密度铜缆配线架可以在 1U 空间内获得 48 个 RJ45 接口，大大节省了机

柜的占用空间，同时也保持端口的可操作性和标识功能。

方案优势：
>  高密度：采用小封装连接器，最高可在 1U 空间端接 288 芯光纤，大大提

高空间使用密度，节约数据中心环境中的空间成本

>  即插即用：无需现场端接，大大降低安装成本，提高效率

>  高可靠性：端接后出厂，并经过严格的性能测试，端接质量逐步升级，接

近零损耗

>  高灵活性：可根据现场需求订制预端接光缆长度

主干布线
主干布线

主干布线

主干布线

主干布线主干布线

主干布线 主干布线 主干布线

主干布线

办公，操作中心

支持空间

主配线区

接入运营商

进线室

(运营商设备和用

户设备分界点)

接入运营商

进线室

(运营商设备和用

户设备分界点)

水平配线区

区域配线区

设备配线区 设备配线区 设备配线区 设备配线区

水平布线

水平布线

水平布线 水平布线 水平布线 水平布线

计算

机房

水平配线区 水平配线区 水平配线区

中间配线区 中间配线区

电信间

(办公室和操作中

心 LAN 交换机)

推荐方案

万兆光缆+万兆铜缆解决方案

应用推荐：
> 主干光缆：万兆光缆解决方案

支持当前主流的 10G 以太网，并考虑面向未来的 40G/100G 的应用， 建

议采用激光优化 OM3/OM4 多模光缆或 OS2 零水峰单模光缆，采用 LC 或 

MPO 接口。

主干布线

数据中心的主干系统指的是主配线区（MDA）到水平配线区

（HDA），多个主配线区之间的骨干布线系统。它好比数据中心

的大动脉，决定了数据中心的规模和扩容能力。主干系统在设计

之初要为留有一定的带宽余量，为将来升级留足空间，以保证最

大限度的平滑升级。

> 主干铜缆：万兆铜缆解决方案

作为连接核心交换网络和汇聚交换网络的主干系统，建议采用 Cat6A 系统

支持网络传输。

方案优势：
>  可扩展的传输带宽，为未来升级提供带宽余量

>  更长的传输距离，确保大型数据中心的数据传输

>  更安全的传输，光缆和 Cat6A FTP 系统保障信号的传输安全

>  我们可提供各种芯数光缆，为数据中心提供更高的可选性

我们还有智能布线方案供你选择，如有需求，请联系我们，或登录 http://www.actassi.com.cn 了解详情

/

X

OM3 OS2OM4OS1

数据中心综合布线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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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进入人员稀少，需要通过人
体感应自动控制，仅在人员进入
维护时启动辅助照明

> 推荐照明方案：

> 为你实现：

>  机房正常时间没有人时，保留值守照明

>  有管理维护人员进入时，通过电子门卡联动打开照明

>  数据中心预先登记其要访问的数据柜，之后照明控制系统会自动打开按

他要去的位置由入口到该数据柜前的灯亮起

>  工作人员离开机房时，再次刷卡，自动关闭机房照明

>  照明灯可以起到指示作用，多人员进入时，各人员之间不会相互干扰

>  有危险情况发生时，应急照明自动亮起，同时起到逃生指示作用

 控制方案 节能          年消耗

   （千瓦时/平方米）

 手动开关 分析基础 19.5

 定时控制 10% 15.2

 人体感应控制 20% 13.2

 照度感应控制 29% 12

 照度感应和人体感应控制 43% 9.6

> 存在感应器

>  整合红外与超声波探测技术

>  红外遥控器使得编程更加简单

>  双负载控制

>  可观的节能效果

>  适合不同负载类型（白炽灯、卤素灯、低压卤素灯）

 

> 解决方案关键设备

>  红外感应器

>  双鉴感应器

双重感应零遗漏

你的机房需要灵活的照明管理
和对于灯具运行状态的监控

> 你的机房需要：

>  在常规无人值守的机房中，提供 7×24 小时不间断照明

>  需要对机房提供主要通道照明，基础工作照明及消防紧急照明

>  由于机房出入人员比较稀少，仅需要在人员进入维护设备时启动辅助照明

>  减少照明设备的发热量，从而减少机房散热压力

>  可使用节能灯具

        90%                    24h
现在，90% 以上的数据中心都是 24 小时照明

> DALI 数字可寻址照明接口

>  完全兼容 IEC62386 标准

>  得到全球 40 个光源产品制造商的支持

>  所有 DSLI 设备通过一根总线电缆通讯

>  简单的 3 合 1 设计包括照明，控制及应急照明

> 解决方案关键设备

>  DALI 中央管理软件

>  DALI 多功能感应器

单灯控制和集中控制的优化者

数据中心机房照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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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舒适，节能的数据中

心办公区

舒适   节能   绿色

数据中心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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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

B

A

> 工作日时，需实现分时灯光开启

> 节假日时，可变更为人来灯亮，人走

灯灭模式

> 光线足够时，不开启或开启部分灯光

A 走廊通道

> 上班期间自动开启灯光，人走自动关闭

灯光

> 自然光线足够时，自动关闭灯光

> 同时也可在现场手动进行控制，达到

自动控制，管理方便及节能的效果

C 办公室

> 需要人走灯灭，且有延时功能

> 光线足够时，不开启灯光

B 洗手间

你的数据中心办公区根据功能

有不同需求

A 大会议室

> 需要对空调、灯光、电动窗帘进行集中控制

> 需要一键式场景模式控制，如会议模式、演讲模

式、休息模式、清扫模式

B 小会议室

> 需要做到人来自动开灯，开空调，人离开后延时自

动关闭灯光及空调

> 需要延时 30 分钟内可任意可调

E 会议室

> 可以监控管理各机房照明状态

> 可对于照明系统自动检测灯具状态，有故障预先报警

> 可对于机房的紧急照明系统自动巡检，保证灯具正

常运行

> 可同时提供定义时间管理，统计整个数据中心的照

明能耗

> 与消防系统以及楼宇的 BMS 系统联网进行联动照明

控制管理

> 可以通过数据中心的平面图进行整个数据中心灯光

照明的监控

> 通过管理中心可以通过照明控制系统按要求改变数

据中心的照明组合，且不用重新布线

D 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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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数据中心照明管理的要求日益提升

施耐德电气为你提供量身定制的

办公区照明方案

现在，数据中心照明能耗只占整体能耗的3-5%，

但随着办公区的扩大，此能耗比例将呈上升趋势

上升趋势

3-5% 

推荐照明方案：

为您实现：

> 手动 / 自动灯光控制

> 卷链，百叶窗控制

> 定时控制

> 人体感应控制

> 空调控制及气象感应

> 楼宇管理和中央监控系统

> 易于集成第三方系统，

    例如消防，泵，安防及空调

> 电力监控系统

KNX 简介
> 世界上唯一符合 EN50900  标准的灯光控制系统

> 超过 15 年的专业电子产品经验

> 全球 110 多个制造厂商生产 KNX 产品

> 在 80 多个国家广泛应用

>21000 多个 ETS 变成工具用户

> 全球有十万多座楼宇使用 KNX 系统

关键设备
> KNX 电流检测模块

> KNX 人体及照度感应器

> KNX 遮阳控制系统

三层

二层

一层

UTP 5e

打印机 中控电脑
PC

IP 网关

IP 网关

IP 网关

配电间

配电间

配电间

交换机

KNX 总线

KNX 总线

KNX 总线

系统电源

系统电源

系统电源

开关模块 调光模块

开关模块

开关模块 遮阳板
控制模块

风机
盘管模块

风机
盘管模块

消防
联动模块

人体感应

人体感应

人体感应
照度感应

室外亮度感应触摸屏

温控面板

温控面板

公共办公区

公共办公区

大堂、电梯厅

人体感应红外
控制面板

经理办公室

人体感应 人体感应
照度感应

楼梯、休息区

> 走廊 / 楼梯厅 / 休息室 / 洗手间

人体感应，定时控制，应急照明系统联动。

> 会议室

应对不同使用需求的照度环境，场景预设、储

存及灵活调用。与会议预订管理系统联动，人

性化的人机操作界面。

> 办公区

有效利用自然采光，恒定室内照度，无人时段

的节能控制，灵活的灯光调控，办公区布局改

变时，照明也能随意调整。

> 能源节约和管理

集中控制，管理人员可以轻松地对各区域设定

程序进行修改。对各个用电设备进行时序化综

合管理，实时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对照明、空

调等用电设备进行能耗分析，与消防、安保等

系统联动，能够与 BMS 系统进行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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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节能计算工具了解节能效果 你可以获得一份节能报告

绿色照明与布线

被动的节能增效

满足基本
需求

合理的
照明监控

人来灯亮，
人走灯灭

主动的节能增效

高密度布线设备，

减少空间占用，

减轻散热压力

合理的照明管理，灵活

高效的灯具监控在需要

的地点和时间进行照明

节约能源，降低运行

费用为数据中心营造

舒适工作环境

30% 
最高

能源节省

EC-Class
-90
91-110
111-130
131-170
171-230
231-320
321-

Bench Project
A
B
C
D
E
F
G

B

D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EC class, kwhim2,a)
(Class ification of EC class varies by country and building type)  

> 让节能变得轻松

对于你来说，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最直接的益处就是其可观的节能效

果。系统能够依据国际标准的最佳光照度自动协调室内外光照度。根据预

置，部分公共区域若无需即时照明则减弱或关闭照明系统，既保证有效照

明又科学的降低了能耗。

> 让灯具寿命更久

在能源损耗的降低方面除了降低用电量、减少用电设备的数量外，我们的智

能照明控制系统还能帮助你从延长灯具寿命的途径进一步降低能耗。简言

之，有效途径就是适当降低光输出量，减少电能消耗，使灯具寿命延长两至

四倍。这一切都大大地降低了你在灯具设备上的运转费用和其他投入。

> 让管理减负增效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将普通的人为开关方式转换成智能化管理模式。不仅给

员工带来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数据中心管理者的维护费用。

荧光灯光的输出量与电能消耗之间的关系

电能消耗百分比

光

输

出

百

分

比

100

50

10050MIN

光输出与光源寿命的关系，随着光输出的

减少，光源寿命显著延长

寿命系数乘以正常光源寿命

光

输

出

百

分

比

100

45
0 20

30% 
最高

能源节省
24% 
最高

能源节省
40% 最高

能源节省
41% 
最高

能源节省

总节能潜力 供暖和制冷 照明 二氧化碳减排量

不断提高数据中心性能的同时，降低能耗，

优化总体拥有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

绿色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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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阿里巴巴数据中心

阿里巴巴杭州软件生产基地，总建筑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整个软件生产基地由五栋联体建筑组成，阿

里巴巴软件生产基地数据中心属于典型的企业自用型数据中心，该数据中心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为一家

公司的全球或全国的需求提供通信和数据服务；是企业数据网络、互联网和语音网络的核心；配置铜缆

和光纤布线系统；放置核心路由器、交换机、服务器以及 数据存储等网络设备；完全自主运营、维护

和管理。

具体包括：数据中心机房区，监控及机房工作人员办公室，机房通道，设备数据测试、维修室，机房内

部设备拆箱、更衣、缓冲区，备品、备件库，机房内部人员更衣、缓冲间，机房外部隔离通道、钢瓶间

等功能用房。

> 客户需求

>  企业自用型数据中心

>  完全自主运营，维护和管理

>  业务快速发展

>  希望能尽可能的减少能耗

> 解决方案

>  万兆光缆解决方案

>  Multiplus 解决方案

>  KNX 灯光控制解决方案

> 客户收益

>  可扩展的带宽，满足业务未来发展的需求

>  更可靠的数据传输，保证业务稳定运行

>  降低维护和管理成本

>  舒适的工作环境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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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署数据中心 杭州华数网通数据中心

为适应不断发展的“金审工程”建设的需要，更

快捷有效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最近国

家审计署选择施耐德电气为数据中心构建网络基

础设施平台。

该数据中心机房面积2000平米，采用施耐德电气

万兆光缆和铜缆解决方案确保高速数据传输。

杭州华数网通数据中心（紫荆二号机房）位于杭

州市紫金花路38号，为原有厂房改造项目，原

建筑共有五层，本次机房范围为一层，总面积

约1000平方米。华数机房设计亮点：精确制冷，

按需分配，绿色节能，降低成本，高密度，省空

间，安全高效，使用灵活。

施耐德电气为用户提供了万兆光缆和 Multiplus 解

决方案，给数据中心网络传输提供了高速，安全

可靠的保障。

北京电视台数据中心

北京电视台数据中心主要负责北京电视台部分栏

目的数据，安全，信息的管理，其机房位于大楼

15 层，面积 700 平方米，共 121 个机柜。

机房主要采用施耐德电气万兆光缆解决方案和

Multiplus解决方案，为北京电视台数据业务提供

了高效和可靠的网络传输物理层平台，得到客户

高度好评。

长春一汽大众中心机房

长春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中心机房建于 2000 

年，是公司的销售和生产等核心应用关键支持平

台，但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使得数据中心容量和

管理需求不断提升，数据中心的网络基础设施已经

无法满足现有主要IT应用系统的正常运行，汽车的

生产制造以及销售等整个流程都与信息系统息息相

关，一汽大众数据中心改建升级迫在眉睫。

施耐德电气综合布线产品在该项目中凭借优良的 

测试结果和令客户满意的项目支持，从多个知名

布线品牌中脱颖而出，成功获得此项目。此项目

采用了施耐德电气智能解决方案，LED智能配线架

的动态电子标签为这种大型动态网络提供了智能

管理的高性价比方案，大大提高了后期IT人员的

维护效率。

郑州商业银行数据中心

郑州商业银行是由郑州省市政府控股，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的一家股份制银行。定位于“服务地方经

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 。总建筑面积 

59278m2，其中含有一个 3000m2 的数据中心。

施耐德电气在该项目中凭借优良的测试结果和令

客户满意的项目支持，从 10 个知名布线品牌中脱

颖而出，成功获得此项目。此项目采用了施耐德

电气智能解决方案，LED智能配线架的动态电子标

签为这种大型动态网络提供了智能管理的高性价

比方案，大大提高了后期IT人员的维护效率。

苏州国际科技园数据中心

该项目坐落于苏州国际科技园，为科技园的配套

五期工程。2010年6月创意产业园的苏州工业园区

综合数据中心顺利通过由国际正常运行时间协会

（The uptime institute,UI）组织的关于数据中心的

设计等级认证，成为亚洲首个获得T4级设计等级

认证证书的数据中心。 

通过KNX系统的使用，实现了数据中心的整体照

明节能。人体感应器对走廊灯光进行自动管理。

通过室内安装的控制面板对室内的照明系统进行

统一的管理与控制。通过中控平台可以更好的了

解整个数据中心的照明使用情况，制定更为合理

的节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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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邦数据中心

•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

• 广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

• 辽宁省建设银行机房

• 山东农信

• 杭州商业银行

• 嘉兴农行

• 中国银行（珠海）分行

• 郑州商业银行

• 武汉工商银行数据中心

• 贵州农业银行

• 东亚银行张江数据中心

• 河南建设银行

• 浦发银行

• 东亚银行

• 温岭农商银行

• 江西省邮政银行

• 浦发银行中山支行

• 中国建设银行二期

• 温州移动

• 松江移动

• 大连移动

• 山东移动济南客户服务中心大楼

• 长沙移动

• 永州移动

• 阿里巴巴数据中心

• 一汽大众中心机房

• 数字北京大厦

• 百度

• 华数

• 凤凰传媒

成功案例

> 全面服务

施耐德电气始终致力于加强客户服务，提供呼叫中心，在线诊断和技术协助服务，以及诸多因特网服

务：电子目录、软件下载、信息和培训。

> 企业公民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契约的签约方，施耐德电气一直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战略的核心。它的解决

方案对于节能和帮助更多人获得电力供应做出了贡献。

> 贴近客户

施耐德电气在全球 106 个国家聘用了 105,000 名员工，并建立了一个包含合作伙伴、分销商、盘厂、

安装和工程公司的巨大网络。

> 满足多标准

施耐德电气有 91% 的工厂都通过了 ISO14001 认证，产品能够满足当前世界上的所有现行标准 —— 

ISO、IEC、UL、ANSI、BS、CCC 和 JiS。

施耐德电气作为全球能效管理专家，设计并实施综合、智能的数据中心解决

方案，以提高客户的竞争力和满意度。

5% 
施耐德电气将收入的 5% 投入新产品

研发。

6500
有 6500 名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正在继续

专注于能源管理。

施耐德电气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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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如何更好地运用数据资产，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使业务不断成长，成为了众多银行、保险、证券、互联

网、航空、铁路、大型企业等等最为关心的问题。数据中心的建立，提供了全面、集中、主动并有效地

管理和优化IT基础架构，并实现了信息系统的高可管理性、高可用性、高可靠性和高可扩展性，保障业

务的顺畅运行和服务的及时传递。

数据中心内放置了大量核心的数据存储、交换、处理设备，是现代企业最核心的资讯中心。综合布线作

为其物理基础设施建设尤为重要，俨然成为当今高速网络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为数据中心构

建安全、高效、统一及易管理的物理基础平台，是数据中心布线的核心所在。

数据中心的布线系统，需要有效支持三代有源设备的更新换代，同时，数据中心需要能够支持高速率的

数据传输和存储。当前单体文件的容量也越来越大，这样，选择一套先进的布线系统是极其有必要的。

其将确保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无需更换或升级布线系统本身。

1.1 数据中心定义和类型

数据中心可以是一个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个部分，主要用于设置计算机房及其支持空间。数据中心内放

置核心的数据处理设备，是企业的大脑。数据中心的建立是为了全面、集中、主动并有效地管理和优化

IT基础架构，实现信息系统高水平的可管理性、可用性、可靠性和可扩展性，保障业务的顺畅运行和服

务的及时提供。

建设一个完整的、符合现在及将来要求的高标准新一代数据中心，应满足以下功能要求：

>  一个需要满足安装进行本地数据计算、数据存储和安全的联网设备的地方；

>  为所有设备运转提供所需的电力；

>  在设备技术参数要求下，为设备运转提供一个温度受控环境；

>  为所有数据中心内部和外部的设备提供安全可靠的网络连接。

由许多类型的数据中心来满足具体的业务要求。两种最常见的类型是公司/企业数据中心和托管/互联网

数据中心。 

企业数据中心由私营公司、机构或政府机构拥有和运营。这些数据中心为其自己的机构提供支持内网、

互联网的数据处理和面向 Web 的服务。维护由内部 IT 部门进行。

托管/互联网数据中心由电信服务提供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商业运营商拥有和运营。他们提供通过

互联网连接访问的外包信息技术（IT）服务。他们提供互联网接入、Web 或应用托管、主机代管、受控

服务器和存储网络。

1.2 数据中心综合布线设计标准

数据中心的建设涉及到很多方面。一个数据中心项目的执行与实施之前，设计的工作非常重要，它包

括设计阶段的各流程。设计过程的概要、项目完成的方法、设计的不同阶段、技术设计阶段、项目管

理方法以及试运行阶段。数据中心设计的第一个主要设计部分是空间与通道的设计，它将决定未来项

目所依附的基础。该部分将包括空间与通道的设计的概要、各种可能采用的设备的类型、数据中心的

空间类型如地板之下或架空天花之上。围绕数据中心展开的综合布线系统设计、信息技术设计、冷却

系统设计、电力系统设计、防火、防雷系统设计等等也是一个组成部分。还要考虑IT设备布置的空间

规划、网络总体结构的设计和相关的文件。所有这些设计要遵循相关规范，以下列出一些和数据中心

设计相关的规范。

>  《数据中心电信基础设施标准》TIA/EIA-942-2005

>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97）

>  《电子计算机机房施工及验收规范》（SJ/T30003-93）

>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T 50311-2007）

>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T 50312-2007）

>  《商用建筑综合布线标准》（ELA/TIA-568C）

>  《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实施及验收规范》(DB32/366-1999)

>  数据中心布线系统设计与施工白皮书

>  用户数据中心提供的技术和性能需求报告

1.3 数据中心综合布线设计目标

综合布线系统主要是满足数据中心各类数据的高速安全的传输，合理的布线系统对于数据中心的规划具

有重大意义。

为了满足数据中心机房信息系统的需求，综合布线系统要具有以下特性：

>  标准性：满足最新、最高的国际标准；

>  高速性：支持更高速的网络应用；

>  安全性：要绝对保证系统的安全；

>  灵活性：满足灵活应用的要求；

>  模块化：所有的接插件都是积木式的标准件，以方便管理和使用；

>  扩充性：很容易将设备扩展进去；

>  易管理性：高效管理，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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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中心的组成及等级

2.1 数据中心功能区划分

对于一个完整的数据中心而言，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功能区域。例如：主机区、服务器区、存储区、网

络区、控制室、操作员室、办公室、会议室、休息室、设备间、资料室、备品备件室、介质室、缓冲区

等等。数据中心从功能上可以分为核心计算机房和其它支持空间。

计算机房主要用于电子信息处理、存储、交换和传输设备的安装、运行和维护的建筑空间，包括服务器

机房、网络机房、存储机房等功能区域，安装有服务器设备（可能是主机或小型机）、存储区域网络

（SAN）和网络连接存储（NAS）设备、磁带备份系统、网络交换机，以及各种的机柜/机架、布线和走

线通道等。

支持空间是计算机房外部专用于支持数据中心运行的设施和工作空间。包括进线间、内部电信间、行政

管理区、辅助区和支持区。

建筑场地范围内

建筑物内

办公空间

数据中心机房内

支

持

空

间

辅助区

进线间

服务数据支持空间

的电信间
支持区

计算机房

行政管理区

数据中心外的电信间和设备间

及建筑物进线间

图1 数据中心构成图

2.2 数据中心等级

按照中国《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2008），数据中心可根据使用性质、管理要求及由

于场地设备故障导致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在经济和社会上造成的损失或影响程度，分为A、B、C三级。

A级为容错型，在系统需要运行期间，其场地设备不应因操作失误、设备故障、外电源中断、维护和检

修而导致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中断。

B级为冗余型，在系统需要运行期间，其场地设备在冗余能力范围内，不应因设备故障而导致电子信息

系统运行中断。C级为基本型，在场地设备正常运行情况下，应保证电子信息系统运行不中断。

TIA942按照数据中心支持的正常运行时间，将数据中心分为4个等级。按照不同的等级，对数据中心内

的设施要求也将不同，越高级别要求越严格，1级为最基本配置没有冗余，4级则提供了最高等级的故障

容错率。在4个不同等级的定义中，包含了对建筑结构、电信基础设施、安全性、电气，接地、机械及

防火保护等的不同要求。表3.2.2列出了TIA942数据中心等级的可用性指标（Uptime Institute）。

TIA942不同等级数据中心的可用性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可用性 99.671% 99.749% 99.982% 99.995%

年宕机时间 28.8 小时 22.0 小时 1.6 小时 0.4 小时

表1

2.3数据中心布线系统构成及拓扑结构

数据中心布线包括核心计算机房内布线和计算机房外（支持空间）布线。

数据中心布线构成图

主干布线

接入运营商

接入运营

办公，操作

中心

主配线区

进线室

(运营商设备和用

户设备分界点)

次进线室

(运营商设备和用

户设备分界点)

电信间

(办公室和操作中

心LAN交换机)

水平配线区

水平配线区 水平配线区 水平配线区

区域配线区

设备配线区 设备配线区 设备配线区 设备配线区

主干布线

水平布线
水平布线

水平布线

计算

机房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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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中心布线系统

3.1计算机房内布线

数据中心计算机房内布线空间包含主配线区，中间配线区（可选），水平配线区，区域配线区和设备配

线区。

3.1.1主配线区（MDA）

主配线区包括主交叉连接（MC）配线设备，它是数据中心结构化布线分配系统的中心配线点。当设备

直接连接到主配线区时，主配线区可以包括水平交叉连接（HC）的配线设备。主配线区的配备主要服

务于数据中心网络的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核心存储区域网络交换设备和PBX设备。有时接入运营

商的设备（如MUX多路复用器）也被放置在主干区域，以避免因线缆超出额定传输距离或考虑数据中心

布线系统及电子信息设备直接与电信业务经营者的通信实施互通，而建立第二个进线间（次进线间）。

主配线区位于计算机房内部，为提高其安全性，主配线区也可以设置在计算机房内的一个专属空间内。

每一个数据中心应该至少有一个主配线区。

主配线区可以服务一个或多个及不同地点的数据中心内部的中间配线区、水平配线区或设备配线区，以

及各个数据中心外部的电信间，为办公区域、操作中心和其它一些外部支持区域提供服务和支持。

3.1.2中间配线区（IDA）

可选的中间配线区用于支持中间交叉连接（IC），常见于占据多个楼层或多个房间的大型数据中心。可

被用于提供第二级主干，位于主配线区和水平配线区之间，每间房间或每个楼层可以有一个或多个中间

配线区。中间配线区可包含有源设备。在数据中心中，中间配线区可服务一个或多个水平配线区和设备

配线区，以及计算机房以外的一个或多个电信间。

3.1.3水平配线区（HDA）

水平配线区用来服务于不直接连接到主配线区HC的设备。水平配线区主要包括水平配线设备，为终端

设备服务的局域网交换机、存储区域网络交换机和KVM交换机。小型的数据中心可以不设水平配线区，

而由主配线区来支持。但是，一个标准的数据中心必须有若干个水平配线区。一个数据中心可以有设置

于各个楼层的计算机机房，每一层至少含有一个水平配线区，如果设备配线区的设备距离水平配线设备

超过水平线缆长度限制的要求，可以设置多个水平配线区。

在数据中心中，水平配线区为位于设备配线区的终端设备提供网络连接，连接数量取决于连接的设备端

口数量和线槽通道的空间容量，应该为日后的发展预留空间。

3.1.4区域配线区（ZDA）

在大型计算机房中，为了获得在水平配线区与终端设备之间更高的配置灵活性，水平布线系统中可以包含

一个可选择的对接点，叫做区域配线区。区域配线区位于设备经常移动或变化的区域，可以采用机柜或机

架，也可以是集合点（CP）完成线缆的连接，区域配线区也可以表现为连接多个相邻设备的区域插座。

区域配线区不可存在交叉连接，在同一个水平线缆布放的路由中不得超过一个区域配线区。区域配线区

中不可使用有源设备。

3.1.5设备配线区（EDA）

设备配线区是分配给终端设备安装的空间，可以包括计算机系统和通信设备，服务器和存储设备刀片

服务器和服务器及外围设备。设备配线区的水平线缆端接在固定于机柜或机架的连接硬件上。需为每

个设备配线区的机柜或机架提供充足数量的电源插座和连接硬件，使设备缆线和电源线的长度减少至

最短距离。

3.2 支持空间布线

数据中心支持空间（计算机房外）布线空间包含进线间、电信间、行政管理区、辅助区和支持区。

3.2.1 进线间

进线间是数据中心结构化布线系统和外部配线及公用网络之间接口与互通交接的场地，设置用于分界的

连接硬件。

基于安全目的，进线间宜设置在机房之外。根据冗余级别或层次要求的不同，进线间可能需要多个，以

根据网络的构成和互通的关系连接外部或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网络。如果数据中心面积非常大的情况下，

次进线间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是为了让进线间尽量与机房设备靠近，以使设备之间的连接线缆不超过线

路的最大传输距离要求。

进线间的设置主要用于电信线缆的接入和电信业务经营者通信设备的放置。这些设施在进线间内经过

电信线缆交叉转接，接入数据中心内。如果进线间设置在计算机房内部，则与主配线（MDA）区合并。

如果数据中心只占建筑物之中的若干区域，则建筑物进线间、数据中心主进线间和可选数据中心次进线

间的关系见图3。若建筑物只有一处外线进口，数据中心主进线间的进线也可经由建筑物进线间引入。

电信间

电信间

电信间

电信间

电信间

建

筑

物

数据中心

运营商 运营商 运营商

大楼设备间主进线间 大楼进线间

主配线区

次进线间

图3建筑物进线间、数据中心主进线间及次进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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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电信间

电信间是数据中心内支持计算机房以外的布线空间，包括行政管理区、辅助区和支持区。电信间用于安

置为数据中心的正常办公及操作维护支持提供本地数据、视频和语音通信服务的各种设备。电信间一般

位于计算机房外部，但是如果有需要，它也可以和主配线区或水平配线区合并。

数据中心电信间与建筑物电信间属于功能相同，但服务对象不同的空间，建筑物电信间主要服务于楼层

的配线设施。

3.2.3行政管理区

办公区是用于办公、卫生等目的的场所。包括：工作人员办公室、门厅、值班室、盥洗室、更衣间等。

3.2.4辅助区

辅助区是用于电子信息设备和软件的安装、调试、维护、运行监控和管理的场所。包括测试机房、监控

中心、备件库、打印室、维修室、装卸室、用户工作室等区域。

3.2.5支持区

支持区是支持并保障完成信息处理过程和必要的技术作业的场所。包括变配电室、柴油发电机房、UPS

室、电池室、空调机房、动力站房、消防设施用房、消防和安防控制室等。

3.3数据中心布线系统构成模式

不同规模的数据中心取决于开放的业务，网络的

架构与设备的容量，以及计算机房的布局和面积

大小，可以包含若干或全部数据中心布线组成部

分。数据中心规模与构成模式不一定形成固定搭

配，也可以在其内部共存混合模式。

3.3.1小型数据中心构成

小型数据中心构成往往省略了主干子系统，将水

平交叉连接集中在一个或几个主配线区域的机架

或机柜中，所有网络设备均位于主配线区域，连

接机房外部支持空间和电信接入网络的交叉连接

也可以集中至主配线区域，大大简化了布线拓扑

结构。见图4。

3.3.2中型数据中心构成

中型数据中心一般由一个进线间，一个电信间，

一个主配线区域和多个水平配线区域组成，占据

一个房间或一层楼面。见图5。

3.3.3大型数据中心构成

大型数据中心占据多个楼层或多个房间，需要在

每个楼层或每个房间设立中间配线区域，作为网

络的汇聚中心。有多个电信间用于连接独立的办

公和支持空间。一些超大型数据中心因线路的长

度限制，而需要额外的进线间，在此情况下，次

进线间可直接连线至水平配线区以解决电信线路

超长问题。见图6。

图4 小型数据中心构成

图5中型数据中心构成

图6大型数据中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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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中心布线设计

数据中心系统的效率依赖于优化的设计。设计涉及建筑、机械、电气和通信等各个方面，并直接影响初

期的空间、设备、人员、供水和能耗的合理使用，但更重要的是运营阶段的节能与增效。

布线规划要点

数据中心的布线设计目的是实现系统的简单性、灵活性、可伸缩性、模块化和实用性。所有这些准则使

数据中心运营商能够随着时间变化，仍然使设施适合于业务发展的需求。经验表明，具有足够的扩充空

间对后期附加设备和服务设施的安装至关重要。当前技术应提供可通过简单的“即插即用”连接来添加

或替代的模块化配线设备，使其对运营商更实用，并减少宕机时间和人工成本。

4.1主配线区（MDA）设计

数据中心功能区域内的主配线区（MDA）系统是连接各个列头机柜铜缆和光缆的主跳线配线架区域。主

配线区包括主交叉连接（MC）配线设备，它是数据中心布线系统的中心配线点。当设备直接连接到主配

线区时，主配线区可以包括水平交叉连接（HC）的配线设备。

主配线区可以在数据中心网络的核心路由器、核心交换机、核心存储区域网络交换设备和PBX设备的支持

下，服务于一个或多个及不同地点的数据中心内部的中间配线区、水平配线区或设备配线区，以及各个

数据中心外部的电信间，并为办公区域、操作中心和其它一些外部支持区域提供服务和支持。

有时接入运营商的设备（如MUX多路复用器）也被放置在该区域，以避免因线缆超出额定传输距离或考虑

数据中心布线系统及通信设备直接与安装于进线间电信业务经营者的通信业务接入设施实现互通。主配

线区位于计算机房内部，为提高其安全性，主配线区也可以设置在计算机房内的一个专属空间内。每一

个数据中心应该至少有一个主配线区。

主配线区（MDA）建议采用5HU高密度模块化光纤配线架，可以达到288芯的光纤配线，同时5HU配线

架内已含有水平理线器，完全符合EIA/TIA-942 数据中心标准的要求。

MPO主干级光纤跳线是应最新数据中心布线标准TIA－942而发明的数据中心主干光缆，配合MPO光纤

配线架，其可以灵活改变主干光缆的连接方式和数量，同时具有高密度，高灵活性，高可靠性等优势，

是近期光纤发展的主要方向。其产品包括MPO－MPO的12-144芯光缆跳线，包括OFNP阻燃和LSZH低烟

无卤级别，MPO12芯光纤配线架模块，配线架机框等。

4.2水平配线区（HDA）设计

水平配线区主要包括水平配线设备，在数据中心中，水平配线区为位于设备配线区的IT设备提供网络

连接，如存储，SAN，网络，服务器或PC服务器，小型机，KVM交换机等核心设备之间的互联。小型

的数据中心可以不设水平配线区，而由主配线区来支持。但是，一个标准的数据中心必须有若干个水

平配线区。

水平配线区（HDA）建议采用1U高密度模块化光纤配线架和主配线区（MDA）进行连接，1U高度可以达

到96芯的光纤配线，完全符合EIA/TIA-942 数据中心标准的要求。

每个水平配线区布放OM3/OM4万兆光纤和设备配线区列头柜互联，交换区域的交换设备也是通过OM3/

OM4万兆光纤直接拉到主配线区MDA的高密度光纤配线架上，把所有的光纤交换设备端口映射到列头跳

接区中。这样可以方便地在HDA处进行不同功能区设备间的跳接和连接不同水平功能区的设备，可以灵

活而整洁的连接管理本数据中心内机柜间的设备的互联，既有可靠的性能又有足够的带宽支持未来的技

术发展。                          

水平配线区机柜与设备配线区柜设置位置与安装设施组合方案

根据网络交换机配置方案的不同，有多种水平配线区机柜与设备配线区机柜的组合方案：列头 (EOR)、

列中 (MOR) 、 柜顶(TOR) 、刀片等。 这些方法主要取决于服务器的种类、大小，和某些操作的目的。

对于布线方案，每个设计有它的特点和好处。 

(1) End-of-Row/EoR

EoR是最传统的方法，接入交换机集中安装在一列机

柜端部的机柜内，通过光/铜永久链路连接设备柜内

的主机/服务器/小型机设备。EoR主要缺点是需要大

量的永久链路连到交换机。布线的成本会提高，大

量的数据线也会降低冷却的通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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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ddle-of-Row/MoR

MoR基本的概念是跟EoR一样的，都是采用汇聚交换机来

集中支持多个的机架。在下图可以看出主要区别是在摆

放机架的位置。EoR是把网络设备跟配线架分到两端，而

MoR是将其放在中间。一般来说MoR对布线的交叉连接和

管理较EoR好。

(3) Top-of-Rack/ ToR

典型的ToR配置是将1U高度的接入层交换机放在机架（内

部）顶，通过光缆永久链路连接水平配线区，而机架上的

所有服务器通过设备线缆直接连接到TOR交换机。这样做

的好处是用体积较少的光缆连到水平配线区，铜缆连接主

要是集中在机柜里。针对最新的10G接口服务器，机柜内

可采用专用高速光/铜缆设备线在交换机和服务器之间建立

互联。缺点是有可能服务器的数量不足以填满交换机的端

口，造成设备的浪费。互联的布线也会令到每一个机柜都

需要个别的管理。 不像EoR/MoR 可以方便地集中管理。

 (4) 刀片

刀片的方式主要是利用刀片服务器的整合能力(如Ether-

net, Fiber Channel, InfiniBand)。这样的好处是铜缆 数目

会减少，但现在能支持整合刀片服务器的交换机不是很

多，设计的选择和弹性较少，而且如果采用虚拟化的服务

器 (servers virtualization) 取向，网络的复杂性会大大的提

高， 这对设计和管理都会提高成本。

以上几种网络方式导致的HDA-EDA的水平布线系统所采用的材料和数量都大不相同，所以需要先确定

交换机的布置方式，然后再决定水平布线系统的方案。

4.3设备配线区(EDA)设计

设备配线区是分配给终端设备安装的空间，这些终端设备包含各类PC服务器、存储设备、小型计算

机、中型计算机、大型计算机、相关的外围设备等等。设备配线区的水平线缆端接在固定于机柜或机架

的连接硬件上。需为每个设备配线区的机柜或机架提供充足数量的电源插座和连接硬件，使设备缆线和

电源线的长度减少至最短距离。为了便于跳线和连接管理，设备配线区内服务器机柜建议采用具有高度

灵活性的Actassi MultiPlus配线架。 便于日后灵活跳接和系统扩充和拓扑结构的变化。在1U高度的配线

架里利用多种颜色模块支架同时或分别将各种铜缆模块和光纤模块安装在一起，实现铜缆和光纤的混合

使用，可以灵活配置机柜/机架单元空间内的端接数量，达到最大的灵活性。MultiPlus配线架信息端口

采用模块化设计，所有维护和操作均在配线架前端完成，既减少端口浪费又便于日后的维护变更，并且

能清楚方便地对端口进行识别的要求。

4.4主干布线系统设计

数据中心的主干系统，指的是主配线区（MDA）到水平配线区（HDA），多个MDA之间的骨干布线系

统。如果数据中心包含中间配线区（IDA），则 MDA 到 IDA，IDA到HDA之间的布线系统也被定义为主干

系统。主干系统好比数据中心的大动脉，对整个数据中心来说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数据中心

的规模和扩容的能力。所以主干系统一般在设计之初就需要留有一定的余量，不论是系统的容量还是系

统占用的空间都要给将来升级留足空间。这样将来数据中心升级的时候才能保证最大限度的平滑升级。

主干系统建议采用单/多模光缆12－144芯主干光缆，根据实际情况，比如场地，容量等要求，选择合适

的方案。

4.5支持空间的布线设计

数据中心支持空间（计算机房外）布线空间包含进线间、电信间、行政管理区、辅助区和支持区。 

行政管理区域应按照GB 50311标准实施布线。所有水平线缆连至数据中心电信间。辅助区的测试机房、

监控控制台和打印室会需要比标准办公环境工作区配置更多的信息插座和敷设更多的线路。监控中心安

装有大量的墙挂或悬吊式显示设备（如，监视器和电视机），房内设置一个信息点，机电室设置一个信

息点以连接设备管理系统。

支持空间的办公和监控区域工作区子系统由各个机柜和设备终端的六类数据模块，跳线及万兆光纤跳线

构成，其中数据跳线建议采用施耐德Actassi六类模块和RJ45原装跳线，Actassi六类RJ45原装跳线，满

足并超越TIA/EIA-568-B及ISO/IEC 11801的要求，提供更好的电气性能和余量。跳线插头护套有多种颜色

可更换，清晰标识机柜/机架中的链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