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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晋中小数据中心
解决方案
基于施耐德APC机房解决方案

从低功率密度向高功率密度的全面转变。联晋提供完整的模块化、可扩展数据中心解决方案，该解决方

案设计紧凑而实用、灵活易扩展。



客户资料

姓名： ChuckMcCann

职位： 技术主管

公司名称：Microsoft技术中心（波士顿）

行业： 软件开发与测试

数据中心规格： 55台服务器、23 TB容量

最大的挑战： 数据中心变动频繁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适应性强，在变化的

环境中始终保持最佳匹配度

您在管理数据中心时面临什么类型的问题？

“在 Microsoft 技术中心，我们与客户的合作轻松而又愉快，我们帮助客户设想、构建、

测试和调试软件应用程序，并按客户的要求提供可靠的定制解决方案。几乎每周都会有

新客户与 MTC 进行合作，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周都要构建新的生产系统。我们需要针对

每个客户需求重建服务器，通常情况下需要以新的不同方式对这些服务器进行组合。

您心目中对新数据中心有什么要求？

“随着硬件环境的不断变化，数据中心的设备密度会越来越大，供电和制冷需求也在不

断提高。在向拥有55台服务器和23TB 容量的新数据中心进行迁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

保证供电和制冷的可扩展性、易管理性和可靠性。”

是什么让 联晋 解决方案独树一帜？

“联晋 的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独树一帜，实现了机柜、供电和制冷的全面管理和模块

化。现在，我们的新数据中心具备足够的供电能力，可支持更多新硬件设备的运行。

NetShelter 机柜系统使我们能保证为客户提供一个有序的环境，而制冷解决方案则保证

数据中心一直处于适宜的温度下。”

联晋 产品改善了您管理数据中心的方法吗？

“联晋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把我们的数据中心变成了一个可以通过软件管理一切事务

的环境。这一点为 Microsoft 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赢得了极高的信誉，使我们与企业客户

的合作不断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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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可预测的制冷路径，消除热点

实现新设备的快捷部署

从按需规划的环境中获得最佳效率

留有增容空间，无需改造已有安装

无论正在构建不足40台机柜的小型数据中心，还是多达200台机柜的中型数据

中心，联晋均可提供具有前瞻性的，高适应性，高效率的解决方案。

预见改变。 由于采用模块化架构，无需采用过度规划的物

理基础设施，在数据中心增容的每一阶段，都可以保持规

模按需规划。

我们的软件套装从预测模拟到实施阶段都为数据中心设计

提供指导，因此，对于关键应用所需的可用性提供更高等

级的支持。

自适应性。从创新的模块化 PDU到 InRow空调的可变速风

扇，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架构使您从容应对不断增长的

IT需要和新技术的采用。

灵活、模块化架构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 (TCO)，在为您当

前需求提供支持的同时，为未来增容保留空间。对联晋而

言，这是良好的商机。对您而言，这就是您一直正在寻找

的解决方案。

采用联晋灵活的数据中心设
计方案，您的业务可以预测
改变并进行相应调整

联晋可以帮助您的数据中心适应业务变更的需要。利用同一个数据中心数据中心

架构，您可以从低密度数据中心开始，以后根据需要扩展到高密度数

据中心，而且无需联系增容、工程规划或报价事宜。联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是完

整的解决方案，包括机柜、电源、制冷与软件，以及内置N+1冗余，从而获得最

佳的可用性。

模块化、可扩展系统的优点立即可见，标准化组件有利于快捷的部署流程，所

用时间只有数小时，而不是几周。安装完成后，就可以为虚拟服务器的运行提

供支持，无需担心过热问题。采用机柜级制冷和监测，无论硬件改变多么频

繁，数据中心都可以完全在您的控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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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您不必采用折中方案。 采用联晋量身订做的模块化数据中心，您可以逐步

扩展，而不用在初始阶段就采用过大的规模。为什么要为半年、一年，甚至两年内都

可能不用的容量埋单呢？

4集中监控软件

通过一个管理系统便可实时获取系统中供电、制冷及物理安全和环境的精确到行

级、机柜级甚至U级的数据。

5容量及变更管理软件

根据可用的供电和制冷容量，您可以明确了解下一台服务器在机柜中最佳的安装

位置，而不是凭空猜测。有效地消除线路过载或制冷容量不足导致的宕机。

6高效的 InRow制冷产品

创新的可变速风扇反应灵敏，可根据您的制冷需求动态调整制冷量，实现效率最

优化。

7灵活的、可扩展的UPS

当UPS供电需求增加时，可快速并高效的部署，有效的避免了过度规划。可根据您

的需求选择一个可扩展升级的行级，房间级或者设备间级的UPS解决方案。

提供模块化、高容错电力

保护，因此可以轻松应对

变化的电力需求。

采用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架构，可以从低密度解决方案开始，以后再根据需要部

署高密度设备，从而使可用空间达到最佳、最高效的利用率。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架构的7项原理

1高密度机柜

采用第三方中立的 NetShelter SX 机柜，设计规划合理，可以满足大功率、高密度

服务器的对气流与电力方面的特殊需求。

2计量型机架式PDU

安装计量型机架式PDU，可显示哪些机柜及插口有可供高密度服务器使用的容

量，而哪些没有。

3机柜内温度监测

对重要机柜的柜内的温度和湿度进行本地或远程监测。

采用模块化设计的InRow

制冷单元紧靠IT负载，增

加了可预测性与灵活性。

联晋小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按需规划，提高可用性

对于机柜数量不足40台的大部分数据中心而言，空间都狭小有限。紧凑的占地布局

固然重要，但还需要有扩展更多电力的能力。问题由此而生：购买解决方案满足当前

所需的同时，还要考虑未来的增容，两者之间的最佳折中方案是什么？

Symmetra UPS可扩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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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otz可扩展套件，其中

环境传感器和摄像头保护您

的物理基础设施免受各种环

境因素的破坏，包括热、尘

土和潮湿等。

计量型机架式PDU通过其本

地和远程可见性，可以提供

主动监测，以及潜在的电路

过载报警。

NetShelter SX机柜提供出

色的柜门通风和可扩展的

制冷选件，以应对不断增

长的热密度。

7

5

1

6

5

4

StruxureWareTMCentral 是可

扩展管理应用设备，可以实

时地管理联晋设备以及联网

的第三方设备。

变更管理器可以使您快速、

可靠地部署新硬件，容量管

理器有助于平衡IT需求与物

理基础设施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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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metra PX 250/500 效率

更高， 可以以 25 kW的增量

最高扩展到 250 kW（甚至到

500 kW），而且除了新增的

功率模块以外，不用购买其

1

2

3

4

5

6

7

高密度机柜

计量型机架式PDU

机柜内温度监测

集中监控软件

容量和变更管理软件

高效的 InRow制冷产品

灵活的、可扩展的UPS

联晋中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灵活性确保时刻保持适度的规模

虽然某些中型数据中心可以扩展到200台机柜，但中型数据中心依然需要具有和较小

数据中心一样的灵活性，只是规模较大而已。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架构的 7项原理是适用于任何规模数据中心的高效、实用的解

决方案。但是在这 7 项原理中，还有可选的电源解决方案，可以更好地满足这些中等

规模环境的高功率需求。

他任何系统部件。

模块化 UPS
Symmetra PX 250/500是供应商中立的UPS，可以与所有的 PDU一起工

作，使数据中心主管具有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从而根据需要增加电源保护

功能。由于该UPS占地面积小，因此可以方便地在现有基础设施内部署。 7

而且具有同级别UPS最高的效率和功率密度。

如果您在为数据中心以外UPS室选择高品质UPS，您也可以考虑使用

MGE Galaxy。MGE Galaxy设计多样，因此可以适应并根据每次改变进行扩

展，而且不用中断服务；同时占地面积小也便于快捷安装。

模块化PDU

模块化PDU是监测流经机柜高密度电力流的灵活方法。模块化PDU可以选

用单相和三相断路器模块，不仅可使您的数据中心在各个阶段都能保持适

当的规模，而且可根据需求增加新的断路器模块。

由于断路器模块支持热插拔，而且预先端接的输出线缆使线缆管理更简

单，您不再需要停机、焊接或请技术高超的电工来帮忙，完全可以自行

安装。

3

1
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架构的 7项原理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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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PDU采用可热插

拔的断路器模块，使您

无需预测未来机柜的需

求，而且它的成本与传

统的PDU几乎相同。

MGE Galaxy采用创新设计，

可以抵御所有类型的和电源

质量相关的电力干扰，其可

进行外部扩展的设计解决以往需要对三相UPS进行过度

规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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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电源

C=制冷

R=机柜

+

In-Row制冷：

如搭积木般搭建高密度

InRow®制冷机组可引导您的数据中心走向高密度之路。通过在源头捕获

服务器排出的热风，您的数据中心将恢复可预测性，提高可用性，并完

全消除由于活动地板所导致的制冷不确定性。

这一解决方案可以通过更少的付出实现更多的收益。当您缩小制冷源与

热负载之间的距离时，空气混合被最大限度降低，可用性得以提高。与

此同时，风机能耗通常比传统系统低50%，而且您现在即可在需要之处

确定目标密度，而不像机房级设计一样。

此外，行级制冷还可为您实现房间级制冷系统无法实现的几项优势：

明确规定的可预测气流路径，使任何机柜的容量和冗余度均可知晓。

提高能效并合理规划制冷系统，可以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使先前超负荷的房间级制冷系统恢复制冷冗余度。

>

>

>

8

行级制冷可以通过使地面空间最大化，

降低部署高密度服务器的总成本。

联晋 http://www.linjin.net



数据中心管理软件：

预测改变；避免停机

如今，数据中心无小事。

当您的数据中心在接近过载条件下运行时，物理基础设施的效率最高。当然，这也意味着安

全裕量降低，过载可能性变大。同时，使得移动、添加、变更等常规操作变得更具风险。

利用 StruxureWareTMCentral、变更管理和容量管理的联晋管理套件可以使您自信地决策并优

化效率。

StruxureWareTMCentral使用户可以通过网络在任何地方实时地集中管理数据中

心所有装置。这就为数据中心经理提供了一种监测全公司范围来自各供应商

的物理基础设施的高效方法。

变更管理的资产管理极具可操作性，通过确保执行正确的硬件操作，显著降

低了停机的可能性。利用可扫描的条形码系统，应用程序可以准确追踪设备

属性和物理设备位置。

凭借其先进的基于实时数据的建模引擎，容量管理可以前瞻性地预测物理基

础设施和机柜式IT设备的最佳位置，使决策更明智，并提高规划能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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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StruxureWareTM Central荣

膺美国政府计算机新闻杂

志 2007年数据管理软件

类 FOSE最佳产品大奖。

容量管理器 是

金奖获

得者，被该网站评为

2007年最佳软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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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晋公司提供施耐德APC关键电源和制冷服务：

优化可用性的合作伙伴

服务将帮助您的高密度解决方案立即全速运行，确保优化的设施计划、有效组织的项目管理以

及快速的部署。

在从您当前的设置过渡到高密度兼容型数据中心的过程中，是否需要帮助？我们的服务工程师

可以处理从服务器移植和电缆管理直到软件集成的所有事务。

通过施耐德电气关键电源和制冷服务，您可以专注于您的业务需求，其余问题由我们来处理。

远程监测和预防性维护选项有助于在问题出现前加以预防，一旦出现情况，现场服务工程师可

在最短时间内纠正问题，将停机时间缩短至最小。

“他们真诚地表示了对解决我们问题

的热情，而没有任何压力。支持人员

总是很专业、见多识广且反应迅速。

我们是真正的业务伙伴。”

Danny Baca
电信管理/运营部

AltaOne联邦信贷联盟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里奇克莱斯特市

合作实现更“绿色”的数据中心

客户可快速浏览我们的合作公司名单，这足以展示

我们如何致力于提供完整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作为绿色网格联盟理事会成员，联晋正在协助制

定将使未来的数据中心具有更高效率的标准、测

量方法、流程以及新技术。因此选择联晋，您也

可以确保自己处于未来最高效数据中心技术的

前沿。

以下公司已经过测试，并且采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获得良好效果…
而为了帮助构建针对未来数据中心效率的模型，

联晋还与绿色网格（Green Grid）联盟进行合作，

该联盟是一个全球公司网，致力于提高数据中心

和业务计算生态系统中的能源效率。

美商实快（Square D®）是施耐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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