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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绿色数据中心的需求
人类历史基于社会经济模式，它们跨国界使用地球资源，并且未
曾考虑污染或资源耗尽的影响，直至最近。目前，由于许多资源
正在逐渐减少或者资源有限，我们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 , 电力的
成本正在急剧上涨。
全球能源成本都在与日俱增。获取资源 （例如石油）也并非易
事。电力需求已接近顶峰。 这种影响涉及能耗的所有方面，但
对于数据中心的快速增长的需求尤为至关重要。近期调查结果显
示，1 约 70% 的数据中心所有者提及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电源
和散热。

要点
各公司正在面临着能源有限、数据需求增加
以及电源成本不断上涨的困境。实施绿色战
略 （例如，绿色数据中心）可以提供竞争优
势，同时使环境受益，原因如下：
节能是业务效率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

考虑到不断增长的能源成本，各组织正在显著改变其开展业务的
方式。联机协作已减少了出差次数。然而，由此带来的协作运营
和访问的增长也给 IT 系统施加了压力，要求其提供全天候的可
用性，这实际上增加了 IT 的能源需求。相应地，这些需求需要
更多的服务器、存储器、支持基础结构和员工，所有这些都扩大
了碳足迹并增加了设施服务 （例如，办公空间、照明、电源和
散热）。

分。
绿色数据中心可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数据

量和与日俱增的处理能力需求，同时管
理不断扩大的资源成本。

在具有重要的 IT 流程的组织中，一半的能耗用于
支持 IT 设备。

高效的绿色数据中心可帮助您的公司减

少成本，同时符合法律与法规需求。
绿色计划可使您的品牌形象受益、增加

积极的公众舆论并改善您的底线收益。

随着全球人口的攀升、成长型市场的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日常
事件都通过数字方式联系起来，对于数据管理和处理的需求仍在
急速增长。依托技术进步，数据中心可以在更少的碳足迹中取得
更高的生产力，因此容量不再受到可用空间的限制。此外，电
源、散热、网络、存储和其他容量指标也必须得到管理，并且符
合能耗相关的越来越严格的政府法规的要求。合规性要求企业证
明其已提升效率并报告碳排放情况、用水量和废物管理等指标。
采用环保且节约资源的方法 （“ 绿色方法 ”）来解决 IT 问题
会带来许多收益。其中包括适当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积极
了解民意、积极的财务影响和改善公众形象以及组织品牌。随着
组织认识到 “ 走向绿色 ” 对企业的良好影响，此方法还具有社
会责任方面的意义。除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之外，绿色方法可以
积极影响品牌形象，并且还为客户、合作伙伴与供应商提供独特
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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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Software: A green strategy for your entire organization”，
IBM Software，打造绿色世界， 2008 年 6 月：
ftp://ftp.software.ibm.com/common/ssi/sa/wh/n/sww14000usen/
SWW14000US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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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开发有意义的绿色战略，以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
巨大的收益、业务增长和回报？您可以采用创新方法，但
是您的资源有限，您需要新的技术来制定成功的可持续性
的绿色计划。想要开启绿色计划之旅，请向 IBM 求助。
IBM 站在研究、技术和产品前沿，通过积极投资来不断
改善流程和方法。 IBM 还具备行业专业知识、知识资本
和最佳实践来缩短价值实现时间，以帮助您实施绿色战
略，并促进业务转型，使其更高效、更灵活、承担更多社
会责任、可自我维持且更具合规性。

当决定如何实施绿色数据中心时，可以从众多选项中进
行选择，例如，从使用环保散热到云计算。图 1 突出显
示了实施绿色数据中心时考虑的一些关键要素。

新技术和自动化可转变组织管理 IT 基础架
构的方式，包括从数据中心到应用程序开
发。关键在于保持调优状态，并形成对新兴
技术的认知和理解。
随着技术发展，处理和存储能力将增加，同时会降低能
源的消耗。可以通过减少 IT 碳足迹和缩小基础架构与
设施规模来实现此结果。

实施绿色方法
当前因能源制约而使业务发展受阻的公司，可通过实施
绿色战略来获取竞争优势。
例如，采用节能数据中心的公司可以比推迟开展此类计
划的公司更快速地实现投资回报。拥有更节能的数据中
心，即意味着他们可以应对不断增长的数据量和与日俱
增的处理能力需求，同时管理不断扩大的资源成本。不
仅如此，公司必须管理物理空间、电源和散热能力以避
免浪费容量，并且必须管理随之而来的更高的运营成
本。您的组织如何同时满足这些需求？

图 1

绿色数据中心内的关键要素

根据关键标准选择适合您的数据中心的选项。例如，您
可能需要考虑正在进行的工作类型、基础架构的使用期
限和状态、数据中心周边及数据中心内部的环境条件、
内部业务流程和经济条件。

节能技术
基于绿色技术的节能技术是构建 IT 流程和节能数据中
心的最佳选择。第 2 页上的图 2 显示节能技术的分组，
包括 IT、设施和集成方法。

图 2

节能技术的类型

您可以组合各种技术，或者单独使用这些技术。每一种技
术在实施和使用时复杂性程度都不同，并且所带来的投资
回报也有差异。
下表列出了每一组技术，及其复杂性和投资回报级别，
您可以应用这些技术作为自己绿色数据中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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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列出了 IT 相关的节能技术。
Table 1 IT 节能技术

集成节能技术

复杂度

投资回报

集成设施和 IT 仪表板

高

高

集成设施和 IT 报告

高

高

来自环境分析的资产数据访问

高

中

警报和事件管理

高

高

数据和服务关联监控

高

高

IPDU 级别的电源监控

中

中

IT 节能技术

复杂度

投资回报

服务器整合与虚拟化

高

高

存储虚拟化

高

高

本地水冷散热

中

高

软件电源管理

中

中

资产级别的电源和热量监控

中

低

资产 IT 使用情况监控

中

中

已投入使用的技术

云计算

低

中到高

后门热交换

低

低

数据存储管理

低

低

高效率硬件

低

高

位于纽约州波基普西市的 IBM 绿色数据中心，自使用
新的高性能节能模型升级现有系统以便跟上发展步伐以
来，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数据中心提高处理
能力和交付更多服务的同时，也遇到了若干业务问题，
例如：
新系统更节能，但是处理能力的提高促使需要更高

Table 2 列出了设施相关的节能技术。

散热能力。
重新评估硬件安放位置和散热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Table 2 设施节能技术
设施节能技术

复杂度

投资回报

站点整合

高

高

高效率硬件

高

高

自动散热调整

高

高

免费冷却

高

高

替代电源

高

高

高直流电压

高

低

高或低密度区域配置

中

中

成排散热

中

中

可扩展的模块化数据中心

中

高

直接机架导管散热

低

高

环境条件分析

低

中到高

热 / 冷通道配置

低

高

结构化的电缆管理

低

低

机房空调设备的温度报警器会在环境接近其散热限

制时发出警告信号。结果，迫使托管的设备更可能
发生故障。

Table 3 列出了集成相关的节能技术。
Table 3 集成节能技术
集成节能技术

复杂度

投资回报

3D 库存管理

高

高

分支电路监控

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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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些问题，该绿色数据中心结合使用了多种技
术。其中包含后门热交换器、环境情况分析、 3D 库存
管理、硬件和软件电源管理和高效率硬件。同时还包括
集成设施与 IT 仪表板；资产级别的电源和热量监控；
自动散热、警报和事件管理；通过环境分析进行资产数
据访问；以及监控数据与服务关联。
结果引人注目。通过使用这些技术，并结合 IBM 与行
业最佳实践来建立高架地板数据中心，使散热机架电源
消耗降低了 50%。2 此优势随之又降低了设备故障的可
能性，并提供了不间断的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实现了
84% 的数据中心基础架构效率 (DCiE) 级别，并且将
可用处理能力翻番，而没有增加占地面积。 3

效率、 IT 和集成技术使机架散热消耗降低
了 50%，并使处理能力翻番，而没有扩大
数据中心占地面积。
该绿色数据中心使用了以下部分系统和软件来实现数据
中心现代化：
Cool Blue® 后门热交换器
度量和管理技术
IBM System z®
IBM Power
IBM BladeCenter®
IBM System x®
IBM System Storage®
IBM Systems Director Active Energy Manager?
IBM Tivoli® Monitoring for Energy Management
IBM Tivoli Data Warehouse
IBM Tivoli Business Service Manager
IBM Tivoli Netcool/OMNIbus
IBM 系统与科技部 - 实验室服务
IBM
IBM

接下来：IBM 如何提供帮助
为帮助您最有效地投资节能型数据中心，以整合 IT 资
产并削减成本， IBM 提供了 IT 设施评估、设计和构建
服务。 IBM 还可对您的数据中心进行能效评估，量化潜
在可节省的能源成本。结果包括可立即投入使用的可扩
展模块化数据中心，您可以快速进行部署。
有关能源与环境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转至：
ibm.com/ibm/green

可提供更多信息的资源
有关本文中强调的概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资源：
Smarter

Data Centers: Accelerating the Move to
a Smarter Planet, REDP-4523
http://www.redbooks.ibm.com/abstracts/
redp4523.html?Open

IBM

Poughkeepsie Green Data Center: Achieving
data center infrastructure efficiency (DCiE)
of 84 percent
http://public.dhe.ibm.com/common/ssi/ecm/en/
tic14173usen/TIC14173USEN.PDF

The

green data center

https://www.ibm.com/services/au/cio/pdf/
optit_wp_green_data_center.pdf
How

much energy do your IT devices use?

http://www.ibm.com/uk/green/pdf/how_much_
energy_do_it_devices_use.pdf
End

user IT energy efficiency study

http://www.ibm.com/uk/green/pdf/end_user_it_
energy_efficiency_study12.pdf
IBM

Software: A green strategy for your entire
organization
ftp://ftp.software.ibm.com/common/ssi/sa/wh/n
/sww14000usen/SWW14000USEN.PDF

Creating

a green data centre to help reduce
energy costs and g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http://www.ibm.com/services/uk/igs/pdf/
greenit_pov_final_06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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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Poughkeepsie Green Data Center: Achieving data center
infrastructure efficiency (DCiE) of 84 percent;
http://public.dhe.ibm.com/common/ssi/ecm/en/tic14173usen/
TIC14173USEN.PDF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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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ting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IT: How to
deliver measurable savings

http://www.ibm.com/innovation/uk/green/pdf/
SOLUTION_IT_cutting_the_carbon_footprint_of_
it.pdf
Centrinet

launches UK’s first operational
zero carbon data centre with help from IBM

http://www.ibm.com/services/uk/cio/pdf/final_
centrinet_case_stu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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