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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的迅速发展，作为互联网载体的数据中心建设规模日益变大。巨大的用电容量需求给数据

中心的建设和运营带来了空前的压力。本文根据数据中心常用的供电解决方案提出了三种电源产品解决方案，

并根据安全可靠、节能环保、管理维护、建设成本四个方面对提出的电源产品解决方案进行对比和分析，作为

数据中心建设的配套电源产品选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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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on scale of data 

center, the supporter of internet is expanding day by day. The huge power capacity requirement 

brings extreme pressure to data center’s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This article offers 

three types of power solutions which are usually used to provide power for data center. Then 

it makes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s from four points based on these three power solutions. 

They are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construction cost. These three power solutions provides reference for model selection 

of data cent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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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基于互联

网提供的各种服务也变得越来越多。作为这些互联网应用

服务载体的数据中心，其建设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

近几年来，我国三大运营商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数据

中心的建设。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了至少数百家大小不一

的数据中心。各运营商为了节约成本、便于管理、形成规

模化效益，数据中心的建设规模逐渐变得越来越大，巨大

的用电容量给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

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数据中心供电的安全性，降低运

营成本，成为各大运营商在机房建设中重点考虑的因数。

2  数据中心对供电的要求

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

（1）安全可靠 ：一般要求电源供电系统的可用度

A ≥ 99.999%。因此，必须合理进行配置，达到系统供电

安全最优化。

（2）节能环保 ：在能源紧缺、重视环保的今天，绿色、

节能的电源系统备受关注。UPS 在绿色、节能方面的表现

主要体现在输入功率因数、输入电流谐波以及整机效率等

方面。一般要求输入功率因数大于 0.95、输入电流谐波小

于 5%、效率大于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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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维护性：UPS 供电系统应维护方便，便于管理。

这样不但可以节省系统的维护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尽

量避免因人为维护或者管理不当而引发的系统故障。

（4）建设成本 ：要求系统配置可扩容，这样既能有效

节省系统建设初期的投资费用，又能使 UPS 在整个数据

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始终保持在安全而又高效的工作状态下，

提高了系统性价比。

因此，建设合理的数据中心供电系统，不是一味追求

某一项指标的最优化，而是应该根据实际的需要，在保证

安全可靠性、保证节能环保、保证维护管理方便、降低建

设成本这 4 个要点中找出一个平衡点，建设出既节能环保，

又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系统。

3  数据中心常用的供电解决方案

3.1  集中式供电方案

由一台 UPS 组成单机供电系统、多台 UPS 组成并联

供电或双总线供电系统，再通过配电集中给负载供电，这

种供电方案一般情况下 UPS 系统与机房用电设备是分开

的。该供电方案一般 UPS 的单机容量在 200~400K 较多，

供电示意图如图 1 ：

优点 ： 

（1）供电方式选择拓展性好、配置灵活 ；同时可以有

效的解决数据机房分批建设投资问题。特别是单机架（柜）

配套的 UPS，每上一个柜子直接投资一个柜子的 UPS 电

源即可。 

（2）空间经济效益明显 ：充分利用现有机柜内部的剩

余空间，有效的减少了集中电源的配电屏及大功率 UPS 的

安装位置，为现在寸土寸金的中心机房节约空间成本。 

（3）系统比较分散，单设备故障影响面小。

缺点 ： 

（1）运维工作量加大，动力与 IT 维护界面不清晰，

存在交叉地方。

（2）系统造价较高 ：单体电源总和及配电线会多一些，

有可能会导致总体的造价成本高。 

（3）工程施工难度较大，供电布线复杂，不便于集中

式管理。

4  电源产品解决方案

4.1  传统 UPS 供电解决方案

（1）工频 UPS 供电解决方案 

采用传统相控整流 UPS 组成“1+1”双总线供电方案，

解决单点故障瓶颈，具有很好的容错能力，提高供电系统

的可靠性。一般运用 UPS 的单机功率容量在 200~400K

较多。 

优点 ：因工频机器器件承受的电压应力较小，器件的

可靠性高，且控制相对简单，因此，系统的可靠性相对较高。

缺点 ：整机体积大、重量大、功耗大、效率低和输入

图 1

3.2  分布式供电方案

在机房各列服务器加入单独的电源供电，形成整体机

房的分布式供电解决方案，电源产品一般以高频化为准，

功率容量一般在 10~100K 合适。如图 2 ：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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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因数低等不利因素大大影响了数据中心供电的可靠性

及经济指标。一般情况下工频机器效率在 92% 左右、12

脉冲机型的输入功率因数及电流谐波在 0.8 及 10% ；要满

足供电的高指标要求需要增加相应的滤波器，这样会导致

成本、体积、重量的增加。 

（2）高频 UPS 供电解决方案 

采用 IGBT 整流 UPS 组成“1+1”双总线供电方案，

解决单点故障瓶颈，具有很好的容错能力，提高供电系统

的可靠性。 

优点 ：输入功率因数高，可达到 0.99 ；电流谐波小，

小于 5% ；系统效率高，可达到 94%~95% ；整机体积小、

重量轻，有效减少现场工程施工的难度及建设成本 ；与工

频机器比较整机体积可减少 20~30%。 

缺点 ：地线耦合有较多的高频谐波，造成负载端零地

电压抬高，很难满足 IBM、HP 等服务器厂家对零地电压

小于 1V 的场地需求。高频机器目前电压高，使得器件承

受的电压应力大，器件可靠性相对工频机器较低。

4.2  模块化 UPS 供电解决方案

供电系统图 ：

图 3

采用模块化 UPS 组成“1+1”双总线供电方案，解决

单点故障瓶颈，一般单机容量在 200~480KVA 比较合适。

供电方案如图 3。 

优点 ：

（1）扩展性 ：模块化 UPS 具有 N+X 的架构特性，可

根据负载增加或成本预算实现随需扩容，前提是系统总容

量需预先明确。

（2）运维简便高效 ：更换维修时无需停机等待修复，

无需专业技术人员在场，用户在线状态下对故障模块进行

更换即可。

（3）物理空间投 ：模块 UPS 在物理尺寸整机重量比

传统机型有绝对优势，为用户节省大量的机房投资、承重

加固投资。

（4）高效、节能 ：输入指标好、效率高，减少用户的

运行成本。输入功率因数可达 0.99 ；输入电流谐波小于

5% ；系统效率 94~95%。

缺点 ：

（1）模块的故障率高 ：因系统并联的模块数多，模块

间相互协调及通信量多，导致系统的故障率高 ；从可靠性

模型统计，系统的 MTBF 降低。

（2）模块间的环流控制较难 ：因系统模块数多，且不

同模块间的内阻差别，使得各模块间的环流控制困难，容

易引起因控制不力导致系统故障。

4.3  高压直流供电解决方案

供电系统图 ：

图 4

优点 ： 

（1）可靠性好 ：高压直流电源系统采用的是并联型供

电模式，后备电源蓄电池直接挂在负载设备前端，没有任

何中间电路，彻底消除供电系统中不可预见、突发性的故

障对负载的威胁。 

（2）节约能耗 ：因其采用模块化结构，可根据输出负

载的大小，由监控系统或现场值守人员灵活控制模块的开

机运行数量，还可启动模块休眠管理功能，提高模块的负

载率，也可大大提高系统的效率 ；现有的高压直流效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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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5%。但在直流传输的损耗会增大。 

（3）输入指标高 ：高压直流整流器模块大都采用有源

功率因数校正，输入功率因数可以达到 0.99，输入电流谐

波小于 5％，有效消除电源对电网的污染。 

（4）零地电压干扰小 ：采用高频变压器将输入与输出

完全隔离，直流输入没有零线，因此，也就不存在“零地”

电压，有效减少一些因零地电压引起的负载供电问题。 

（5）割接改造方便 ：对于采用 UPS 供电的设备来说，

除非其采用双电源供电，或专门配置有 STS 设备，否则通

常只能采用停电方式割接。对于现代机房供电要求，这个

基本是不可接受的。直流电源只要做到输出电压和极性相

同即可连接到一起，从而实现不停电的割接。 

缺点 ： 

（1）适用度 ：数据中心机房多年来的交流配电模式，

现在输出改为端直流模式，涉及的配电系统、用户的使用

及维护能力、责任界面、负载设备长期直流运行的可靠性

等问题。包括早期数据中心机房的改造问题。 

 （2）系统长期的稳定可靠性 ：目前高压直流仅在国内

大力推广和采用，为新生产品、新的电源系统模式，其长

期运行的稳定可靠性还需进一步的实际验证。

4.4  交、直流两种供电优劣对比（见表 1）

表 1
类别 HVDC UPS 传统 AC UPS

系统故障

可预测性
电池故障是渐变的，可以预测的，因而是能够预防的

DC-AC 和 STS 的故障是突变的，不可

预测的，预防比较困难
系统效率 整个系统无 DC-AC 和 STS 部分，效率较高。 系统效率相对低

系统成本
无 UPS 中 DC-AC 和 STS 这两个关键部分，系统成

本较低
系统成本较高

并机原理与技术
只要极性／幅度相同即可并联，输出电流为单方向，

并机控制简单。

需要考虑幅度／频率／相位／波形以及

有功输出和无功输出等多个参数，输出

电流方向为双向，并机控制复杂。
并机可靠性 高 低

制造与维护

直流并联简单，制造调试容易。运行时，既使元器件

参数随时间、温度、电应力变化而漂移，也不会给系

统带来不良后果

交流并联复杂，对元器件参数的一致性

要求高，制造调试容易。运行时元器件

参数随时间、温度、电应力变化而漂移时，

可能给系统带来不良后果。
工程布线 只有 +、- 两极，输出电缆数量少，布线方便简单。 有三相四线，电缆数量多，布线复杂困难。

负载端零一地电压问题 采用高频变压器可以将输入与输出完全隔离。

对于高频机和一般的传统工频机，由于

存在旁路，输入输出都无电气隔离。负

载侧存在零一地电压偏高问题。

输入功率

因数和电

流谐波

可以比较方便采用 PFC 电路，输入功率因数可以做到

0.99，输入电流 THDi 可以达到 5%。

采用 SCR 整流的工频机甚至部分双管整

流的高频机的输入功率因数比较低，电流

THDi 比较大。不采取任何措施的 6 脉冲

SCR 整流的 PF 值甚至不到 0.8，THDi

达到 40％

机架标准化
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采用国际通用 19 英寸或者 23

英寸标准机架。有利于整体机房布局美观

目前市面上 UPS 外形尺寸各种各样，没

有统一规格，外观很难融入主设备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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