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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面临的挑战 

数据中心用电占总用量的比例不断提高 

 

工信部数据显示，全国数据中心总量超50万个，

年耗电量占全社会总耗电量1.5%，预计到2024

年将占5%。 

目前超过900亿度，其中空调系统消耗了数据中

心用电量的30%~40%，液冷技术能节约其中的

80%以上，有着非常大的节能空间 

 2014年北京已开始禁止PUE>1.5的数据中心进

入，工信部指出到2020年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应

用节能减排技术，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PUE值达到1.4以下。 

环境恶化，中国成为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雾霾、工业噪音、海洋风暴、碳排加剧 

据科学家预测如果地球表面温度上升继续按照现在的
速度增长，到2050年全球温度将上升2-4℃，南北极
冰川将大面积融化 

摩尔定律走向极限，需要更强的冷却能力 

人们追求单位面积内更大的计算能力，而数据中
心冷却技术却没有跟上这一快速增长的步伐。 

从普通服务器的550W/2U,到AI服务器
3000W/2U，单机柜功率密度正在快速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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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冷冷却液介绍 

单位体积热容量 
J/(cm3·°C) 
 

25℃导热率
W/(m·K) 

冷却液： 1.3 
 
空   气：  0.001297 

   绿色云图使用的冷却液无毒性、燃

点高、稳定，且无特殊危害。作为服

务器冷却介质，它具有高可靠性以及

低凝固点，与接触材料的兼容性好，

具有良好的热力学性能等。 

• 冷却液储热能力是空气的1000倍 

• 冷却液的传热速度是空气的6倍 

• 击穿电压≥45kV，使用过程无触电

风险 

比热容
kJ/(kg·K) 
 

冷却液： 0.142 
 
空   气： 0.024 

冷却液： 1.6 
 
空   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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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冷提高IT设备的可靠性  

温度 

振动 

湿度 

灰尘 

 温度和湿度 

  1.比空气导热能力高6000倍，快速带走热 

     量,消除内部热点 

   2.和外界隔离，无湿度影响 

 振动 

   不需要服务器和空调风机，减少 

   了主要的振动来源 

 灰尘和静电 

   服务器浸没在冷却液中，不再受到灰尘 

   和静电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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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C原理示意 

IT设备散发热量 
传递给冷却液 

冷却液与冷却水
进行热交换 

冷却水把热量 
散发至大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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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没式液冷系统结构图 

液冷专用服务器机柜：无需风扇的IT

设备垂直放在液冷机柜中，冷却液完

全浸没IT设备，IT设备散发热量直接

传递给冷却液，冷却液循环将热量传

递给液冷主机 

液冷主机：集成泵模块、电

控系统、换热器、将热量传

递给水循环，并实现智能控

制 
 

冷却塔，散发热量&补水：将

水循环中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

并及时补充损失水量 



浸没式液冷优点   

节 能 降 耗  

散热能耗降低80%-95% 
IT设备能耗降低10%-20% 

易 于 选 址  

机房选址要求低于传统机房 
全国各地均可达到PUE1.1左右 

静 音 低 噪  

移除风扇减少最大噪音源 
液冷机房音量测试<41dB 

节 约 成 本  

CAPEX接近传统机房 
OPEX远低于传统机房 

安 全 可 靠  

冷却液隔绝空气 
改善IT设备运行环境 

高 功 率 密 度  

高功率密度 
节约空间以及建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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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没式液冷机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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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冷数据中心图片 



Part  2 
绿色云图 
液冷解决方案 

※ 微型液冷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 集装箱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 中大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 定制化液冷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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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液冷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方案简介： 

绿色云图微型液冷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集冷却、IT运算及软件于

一体，完全静音，可直接部署在办公室，无需专门建设机房。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联网即可直接完成数据存储、中转备份等

功能。可解决中小企业数据中心漫长复杂的基础建设问题。 

低噪宁静 快速部署 

系统预制化生产 

现场快速部署 

高度融合 

集成多种功能模块 

满足边缘计算需求 

安全防护 

完全隔绝空气 

改善IT设施运行环境 

音量测试值<42dB 

适配办公室等安静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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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 

• 绿色云图微型10kW浸没式液冷机柜 

• 实测噪音低于42dB（A） 

• 双路供电、三相智能PDU 

• 1+1冗余制冷系统，满足可靠性要求 

• DX直膨制冷系统和自然冷却可选 

• 现场空间有限且功率密度较高 

• 办公区域布置，需严格控制噪音 

• 快速部署 

• 高可靠性 

 

需求和挑战 

解决方案 



15 

南海舰队 

• 绿色云图微型5kW浸没式液冷机柜 

• 集成服务器虚拟化套件的IT设备 

• 浸没式液冷完全封闭服务器且运维十分

简便 

• 专用于运输的移动托架 

• 安装现场空间狭窄 

• 盐雾环境对服务器影响较大 

• 具备一定的结构强度和密封性能 

• 适应随时移动部署的要求 

需求和挑战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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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融媒 

需求和挑战 

解决方案 

• 全省各县融媒体中心部署微型5kW和

10kW浸没式液冷机柜 

• 集成私有云和服务器虚拟化套件的IT设备 

• 实测噪音低于42dB（A） 

• 数据处理贴近用户 

• 网点分布全省各地市  

• 现场空间有限且功率密度较高 

• 办公室区域布置，需严格控制噪音 

项目规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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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型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方案简介： 

绿色云图直接浸没式液冷技术彻底颠覆传统数据中心冷却方式，

可提供集易选址、超静音、PUE逼近1.0、高功率密度、更低

TCO等优势于一体的新型绿色节能环保液冷数据中心。绿色云

图可提供从规划设计、建造施工到运维管理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节约成本 绿色环保 

低PUE节约电力减少碳排放 

绿色环保 

高热密度 

传统19英寸标准机柜功率密

度可达20kw-200kw 
CAPEX接近传统机房 
OPEX远低于传统机房 

不受能耗政策影响 

全国各地均可部署 

易于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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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宿深圳液冷数据中心 

IT负荷400kW 

提供云计算和IDC托管服务 

7*24小时专业运维 

日平均PUE=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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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宿厦门液冷数据中心 

IT负荷220kW 

提供云计算和IDC托管服务 

7*24小时专业运维 

设计全年PUE 1.2以下 



20 

润德骥图-240kW 

IT负荷240kW 

提供电影及动漫特效渲染服务 

首个商用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 

全年实测PUE=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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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方案简介： 

绿色云图集装箱液冷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在集装箱数据中心的基

础上，融入了创新的服务器浸没式液冷技术，除了拥有常规集装

箱数据中心快速部署、灵活性好、不受气候与环境影响、地域适

应性十分强等特点；且相比传统集装箱数据中心冷却能耗更低，

节能降耗绿色环保 

快速部署 
 

模块化生产，现场快速部署 

节能环保 
 

超低PUE，节能减排， 

绿色环保 

扩展灵活 
 

按需配置，扩容灵活 

易于选址 
 

不受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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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制化液冷解决方案 

低噪宁静 非标定制 

按需设计及生产 

满足各项定制化需求 

安全防护 

完全隔绝空气 

长期运行无灰尘 

按需设计 

可满足安静场所使用 

高热密度 

解决电子设备元件高功率、

高热量的散热问题 

绿色云图可为各行业提供定制化的液冷解决方案，可实现各项功

能、外观、参数、尺寸的非标设计，方案灵活，满足高功率散热、

高效节能、极低噪音等定制化需求。 

方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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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液冷解决方案 

液冷矿机 

支持4台蚂蚁S9矿机，功率

6kW，完全自然冷却；可放置

于半室外环境，如庭院等 

高性能主机定制 

为QUALIA高性能主机，定制开发的

液冷机箱，支持最新intel i9 7980XE，

NVIDIA TIA 2080*4。 



※ 关于云图 ※ 发展历程 Part  3 绿色云图介绍 

※ 专利资质 ※ 第三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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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绿色云图 

深圳绿色云图科技有限公司是网宿科技（SZ：300017）全资子公

司，研制开发了自主创新的液冷冷却技术，主要应用于数据中心领

域，在降低网宿科技自身运营成本的同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节能、

环保、安全、可靠的数据中心全生命周期服务：包括数据中心的规

划设计、建造实施、运维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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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母公司网宿科技成立 
网宿科技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SZ：300017 

成立数据中心产品线 
主攻直接浸没式液冷方向 

绿色云图成立 
液冷产品线正式商用 

取得多项技术认定以及专
利，产品应用于多家互联
网相关企业，获得专业客
户的高度认可 

推出小型的全融合解决方案，
成功应用于通信、传媒、军
队等高要求领域 

      

2000年 2009年 2011年 2015年 2016年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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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取得的创新成果 

绿色云图专注于液冷数据中心，掌握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 

取得5项发明专利；21项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 

产品获中国电子学会《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进入工信部《绿色数据中心先进适用技术产品目录》第二批 

入选国管局《国家工业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2017)》 

入选国管局《公共机构绿色节能节水产品参考目录》 

主编中国电子学会《非相变（单相）浸没式液冷散热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参编中国电子学会《绿色数据中心评价规范》 

参编工信部信息通信研究院《液冷数据中心技术要求》标准 

参编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ODCC) 《液冷应用及发展白皮书》 

参编中国制冷学会《中国数据中心冷却技术年度发展报告》20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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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专利证书和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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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认证 

序号 证书名称 描述 出具单位 报告编号 

1 节能技术认定证书 相比传统数据中心，可以达到50%左右的综合节能率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CQC-JNJSRD-1614 

2 能耗测试报告 液冷数据中心的日均PUE为1.049 中国赛宝实验室 T1705WT8888-01559 

3 可靠性评估报告 
测试过程中服务器运行正常，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经测试
认定为20774小时 

中国赛宝实验室 S1705WT8888-01559 

4 
数据中心（机房） 
能效评估证书 

液冷数据中心的日均PUE为1.049 中国赛宝实验室 
CPC-PUE-80002-

00032 

5 
数据中心（机房） 
服务器可靠性评估证书 

测试过程中服务器运行正常，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经测试
认定为20774小时 

中国赛宝实验室 
CPC-MTBF-80002-

00031 

6 科技查新报告 
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节能技术，在已见报道的文献中未见
体现。 

广东省科学技术情报研
究所 

20178772  

7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数据中心用DLC浸没式液冷技术，达到国内领先 中国电子学会 2017025 

8 微型数据中心噪声测试 实测运行噪声修订值为40.7dB（A） 中国赛宝实验室 T1712WT8888-0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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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第三方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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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云图在液冷最新进展 

1.049 
专业第三方检测
机构日均PUE 

41dB- 
数据中心音量测

试值 
5-200kw 
单机柜功率密度 

20%+ 
TCO节约 

30+ 
实用新型 
发明专利 
软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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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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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李棒 13724398409 

libang@wangs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