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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档介绍如何估算数据中心内的 IT 设备和其他设备
（如 UPS 等）的发热量，以确定空调系统的冷却容量。
此外，本文档还包含一些常用的转换系数和指导性设计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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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所有电子设备都会产生热量，为了避免设备温度升高至无法接受的程度，必须使这些热量扩散掉。
数据中心或网络机房内的大多数 IT 设备和其他设备都是通过空气冷却的。为了确定制冷系统的
容量，必须了解封闭空间内设备的发热量以及其他常见热源所产生的热量。

测量散热量

热量是一种能量，通常用焦耳、BTU、吨或卡来表示。设备发热率的常用度量单位是 BTU/小时、
吨/天、焦耳/秒（焦耳/秒等于瓦特）。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要用这些不同的度
量单位表示同一个量，但是上述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用于表示电源容量或冷却容量。不同度量单
位的混用给用户和规则制定者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混淆。令人欣慰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化组
织都倾向于将所有电源容量和制冷容量的度量单位统一为公用标准单位：瓦特 (W)。BTU 和吨这
两个古老的术语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因此，本白皮书在讨论制冷容量和电源容量时将以瓦特
为单位。将瓦特作为统一标准单位是明智的，因为在稍后的说明中可以看到，它可以简化数据中
心的设计工作。
在北美地区，电源容量和制冷容量的规格说明中往往仍使用传统单位 BTU 和吨。因此，为了方
便读者，下表提供了这几个单位之间的转换关系：

初始单位

转换系数

结果单位

表1

BTU/小时

0.293

瓦特

散热量单位转换表格

瓦特

3.41

BTU/小时

吨

3,530

瓦特

瓦特

0.000283

吨

计算设备或其他 IT 设备通过数据线传输的能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交流电源干线所消耗的能
量基本上都会转换为热量。这样一来，IT 设备的发热量就可以简单地等同于该设备的电力消耗量
（均以瓦特为单位）。虽然有时设备数据表中会包含以 BTU/小时为单位的热量值，但在确定设
备的散热量时它们并不是必需的。发热量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电力输入量 2。

确定整个系统的发热量
一个系统的总发热量等于它所有组件的发热量之和。整个系统应包括 IT 设备及其他项，例如
UPS、配电系统、空调装置、照明设施和人员等。不过，可以根据简单的标准规则确定各项的发
热量。
UPS 和配电系统的发热量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固定的损耗值，另一部分与负载功率成正比。
对于不同品牌和型号的设备，可以认为它们的这两部分热量损耗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比较准确地
估计它们的发热量。照明设施和人员所产生的热量也可以使用标准值进行估算。要确定整个系统
的热负荷，只需要一些很容易获取的数值信息，例如地板面积（平方英尺或平方米）和电力系统
的额定功率等。

1

术语“吨 (Ton)”指冰的冷却能力，它是 1870 年至 1930 年期间遗留下来的，当时冰箱和空调的冷却能力
是通过每天运送冰块提供的。

2

注：一个例外情况是 IP 语音 (VOIP) 路由器。在这类设备中，设备所消耗的电量最多有 30% 会传输到远程
终端，因此它们的热负荷将低于所消耗的电量。如果根据本文的假设，假定所有电量都转换为本地的散热
量，则将对 VOIP 路由器的散热量做出过高的估计，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一个极小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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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装置的风扇和压缩机会产生相当多的热量。不过这些热量大部分会释放到房间外部，不会给
数据中心内部带来热量负荷。但是它会降低空调系统的效率，因而在对空调系统的功率选型时通
常需要加以考虑。
可以使用数据中心内各项的发热量进行详细的热量分析，不过有一种更快的方法，即利用简单规
则进行估算，这样所得的结果与复杂分析的结果相差不大。这种快速估算法的优势还在于不具备
任何专业知识或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任何人都可胜任这一工作。
表 2 为快速计算热量负荷数据表。使用该数据表，可以迅速可靠地确定数据中心的总的热负荷。
该数据表的使用方法见表 2 后的计算步骤。

表2
数据中心和网络机房发热量计算表

项目
IT 设备

所需数据
IT 设备总负载功率 (W)

发热量计算

发热量分类汇总

等于 IT 设备总负载功率（瓦特）
_____________ 瓦特

带电池的 UPS
配电系统
照明设施

人员

（0.04 × 电源系统额定值）+（0.05 × IT 设备总
负载功率）

_____________瓦特

（0.01 × 电源系统额定值）+（0.02 × IT 设备总
负载功率）

_____________瓦特

或平方米）

2.0 × 地板面积（平方英尺），
或 21.53 × 地板面积（平方米）

_____________瓦特

数据中心最大人员数

100 × 最大人员数

电源系统额定功率 (W)

电源系统额定功率 (W)

地板面积（平方英尺

_____________瓦特

合计

上述各项合计

各项发热量合计
_____________瓦特

计算步骤
首先收集“所需数据”列表中要求的信息。如有疑问，请参考下面的数据定义。然后进行发热量
计算，并将结果填写到“发热量分类汇总”列表中。将各分类汇总项相加，得到总发热量。

数据定义
IT 设备总负载功率 (W) — 所有 IT 设备电源输入功率之和。
电源系统额定功率 — UPS 系统的额定功率。如果使用了冗余系统,请勿包括冗余 UPS 的功率。

典型系统示例
资源链接

第 37 号白皮书
避免数据中心和网络机房基
础设施因过度规划造成
的资金浪费

下文以一个典型系统为例说明如何计算发热量。该系统为一个面积为 465 平方米（5000 平方英
尺）、额定功率为 250 kW 的数据中心，内有 150 个机架，最多有 20 位人员。在本例中，按照
惯例假设该数据中心的功率负载为额定功率的 30%。有关典型利用率的讨论，请参见 第 37 号
白皮书《避免数据中心和网络机房基础设施因过度规划造成的资金浪费》。这样，数据中心的 IT
设备总负载功率为 250 kW 的 30%，即 75 kW。在上述条件下，数据中心的总发热量为 108 kW，
约为 IT 设备负载的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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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例中，总散热量中数据中心内各项所占的百分比如图 1 所示。

配电
4%

人员
2%

照明
10%

图1
典型数据中心总发热量的
组成

UPS
13%

IT 负载
71%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系统仅工作在最大功率的 30%，所以对 UPS 和配电系统在总发热量中所占
比例的估计要高于其实际值。如果系统以满负荷运转，电源系统的效率将提高，它在整个系统发
热量中所占的比例将降低。如果对系统进行过度规划，那么将付出效率大幅降低的高昂代价。

其它热源

上述分析并没有考虑周围环境中的热源，例如透过窗口照射进来的阳光和从墙外传导进来的热量。
许多小型数据中心和网络机房没有暴露在室外的墙或窗户，这时不考虑上述热源的假设是正确的。
但是，对于墙或屋顶暴露在室外的大型数据中心而言，额外的热量会进入数据中心，空调系统必
须将这些热量带走。
如果数据机房位于有空调设备的封闭空间内，则其他热源造成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如果数据中心
有较大面积的墙或屋顶暴露在室外，则需要请暖通空调专家估算出最大热量负荷，然后将该值添
加到前一部分中确定的整个系统的发热量中。

加湿

数据中心空调除了热交换外，还应能控制房间相对湿度。在理想情况下，达到所需相对湿度时，
系统将在水分含量稳定的空气中工作，这时不需要持续进行加湿。但不幸的是，在大多数空调系
统中，其空气制冷功能会造成水蒸气大量凝结，从而使空气相对湿度不够。因此，需要进行补偿
性的加湿以维持所需的湿度。
补偿性加湿会给空调系统带来额外的热量负荷，实际上降低了空调系统的制冷容量，在设计容量
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对于小型数据机房或较大的配线柜而言，空调系统通过管道隔离了送风与回风，不会造成冷凝，
因此不需要持续进行补偿性加湿。这样空调的制冷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从而使制冷效率达到
最高。
对于气流大量混合的大型数据中心而言，空调系统必须提供温度较低的空气，以抵消设备释放的
热空气回流所造成的影响。这将导致空气相对湿度显著降低，因而需要进行补偿性加湿。这使空
调系统的性能和制冷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在确定空调系统的制冷容量时，必须加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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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链接

第 58 号白皮书
数据中心和网络机房的加湿
策略

确定空调系统制
冷容量

总之，在估计计算机机房空调系统的制冷容量时，需酌情增加：如果是通过管道隔离回风的小型
系统，则无需增加；如果是室内空气混合程度很高的系统，则需增加 30%。有关加湿方面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第 58 号白皮书《数据中心和网络机房的加湿策略》。

在明确冷却需求之后，就可以确定空调系统的制冷容量了。如前文所述，在此过程中需要考虑下
列因素：

• 设备（包括电源设备）的热负荷
• 建筑物的传导热负荷
• 考虑加湿所需而过度规划的热负荷
• 支持冗余所需而过度规划的热负荷
• 未来所需而过度规划的热负荷
所有这些因素的热负荷之和 (W) 即为总的热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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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确定 IT 系统的冷却需求时，可采用一个简化的过程，未经专门培训的任何人均可胜任。采用
统一的瓦特单位表示电源容量和制冷容量，有助于简化此过程。一般情况下，计算机房空调系统
的额定功率必须是预期的 IT 额定负载及冗余负载之和的 1.3 倍。对于面积在 372 平方米（4000
平方英尺）以下的小型网络机房，这一方法都是适用的。
对于规模更大的数据中心，在选择空调系统时通常还要考虑冷却需求之外的其他因素。一般而言，
墙和屋顶之类的其他热源和空气回流等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必须针对具体情况加以考虑。
通风管道或高架地板的设计对整体系统性能有较大的效果，也会显著影响数据中心内的温度均匀。
采用简单、标准化和模块化的空气分配系统结构，以及本文介绍的简单的热量负荷估算方法，可
以大大减少数据中心设计过程中的工程设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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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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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