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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淋式液冷数据中心 

二 零 一 九 年 五 月 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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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技术现状 

          今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

绿色数据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节

〔2019〕24号），提出了2022年数据中心平均

能耗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新建大型超大型

数据中心的电能使用效率值达到1.4以下

的总体目标，并在强化绿色设计中指出：鼓励

采用液冷，鼓励在自有场所建设自然冷源。 

技术现状 

       微电子学专家认为：TDP值/平方厘米 大于10W（TDP设
计值大约大于200W），必须采用液冷技术。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型     号 封装面积（CM  ） TDP设计值 TDP值（/CM   ） 散热方式 温度上限（   C） 

CPU E5-2630 23.6（4.5×5.25） 85 3.6 散热片 74 

CPU E5-2690 同上 135 5.7 微型风扇 89 

CPU E7-4820 同上 115 4.9 散热片 67 

CPU E7-8890 同上 165 7.0 微型风扇 79 

Platinum8180 42.94（7.6×5.65） 205 4.7 散热片 84 

2 2 0 

TDP值（/平方厘米）大于5，芯片工作温度上限设计值提高到80度，且需采用微型风扇。 

Intel  Cascade Lake-X处理器（28核，5GHz，TDP300W） 
AMD Threadripper处理器（32核，12nm芯片工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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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现状 

液冷技术：冷板式、浸没式、喷淋式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分析认为： 1.   冷板式和浸没式液冷技术专利基本掌握在美国； 
                       2.   喷淋液冷技术专利把控在我们手中。 

技术现状 

喷淋式：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申请了国内外相关专利273项 
核心专利12项 

公司于2018年5月成立了院士工作站 
5位院士、4位专家教授组成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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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一喷淋液冷方案采用的冷却液是一种绝缘的植物油，该植物油经过特殊的抗氧化处理，使用寿命

可以达到10年以上。特性：绝缘、导热、安全、可靠；植物油的特性保证对人和环境都是无害的。 

国际权威检测机构瑞士SGS针对合一冷却液检测报告 

Tips：另外合一喷淋液
冷方案也可采用3M等厂
家的电子氟化液，用户
可自行选择！ 

技术现状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2、液冷PUE测试报告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 

1、喷淋液冷服务器3C认证证书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3、液冷服务器可靠性检测报告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技术现状 

         可长时间与常规服务器保持相容， 
且处于高性能运行不会出现加速老化。 

PUE 实测1.07-1.09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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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现状 

            合一喷淋液冷服务器 
2018年度ODCC唯一的“优秀产品奖” 

          合一喷淋液冷系统 
2018年度IDC唯一的技术创新奖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技术现状 

国家拟态安全大数据试验场 雄安液冷示范应用测试数据中心 

炫我科技渲染软件上线运行 
合一正品系统上线运营 
用友财务系统上线运行 
 



2019-05-14 

6 

技术现状 喷淋液冷技术 喷淋液冷IDC 

01 02 03 

——CONTENTS—— 

汇报内容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喷淋液冷技术 

    基于液冷的冷却方式代替基于风冷的散热方式：突破了大功率IC芯片高度集中散热

“瓶颈”、解决了电路板热功耗极度不均衡带来的散热“难题”。 
 

    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一种基于超导热材料的高效热管理技术，该技术是一

种面向芯片级冷却、精准喷淋、接触式液冷技术。 
  

“芯片级精准喷淋式液冷技术” （简称：合一液冷 TM ）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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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液单相循环 

 

 低温冷却液进入服务器精准喷淋

芯片&带走芯片热功耗； 

 高温冷却液送至ECU，经过滤和

换热处理为低温冷却液，再循环

进入服务器喷淋； 

 冷却液全程无相变，如此单相循

环。 

 

喷淋液冷技术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构成：泵组、热交换器、过滤器、阀件阀组； 

① 泵组：扬：将低温冷却液压送至服务器；吸：将高温

冷却液吸送至热交换器进行热处理； 

② 热交换器：使高温冷却液与低温气体（冷水）发生热

交换变为低温冷却液； 

③ 过滤器：过滤冷却液中的杂质和水分； 

④ 阀件阀组：管道的开关闭合控制。 

⑤ 各类传感器：测量冷却液温度、管道压力、流速

流量等 

喷淋液冷冷却系统  
（SCD：Spraying Cooling Devices ） 

喷淋液冷技术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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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规格： 

 基于19英寸标准机架规范设计； 

 规格：600*1200*2000；600*1200*2200 

液冷构件： 

 进液管：服务器低温冷却液供给通道； 

 出液管：服务器高温冷却液回流通道； 

出液管 

进液管 

喷淋液冷机架 
（SCR：Spraying Cooling Rack ） 

喷淋液冷技术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喷淋液冷服务器  
（SCS：Spraying Cooling Server ） 

喷淋： 上盖集成精准喷淋模块； 

结构  标准机架式服务器架构，无风扇设计；整体密封，对外接口采用防漏快插接头和自动密闭装置。 

底座 NB／T47003.1-2009钢制焊接常压容器/硬盘热插拔 

喷淋液冷技术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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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优 势（与传统风冷技术比较） 
  
   节能——低功耗（满负荷工作节能30%），低PUE值（< 1.1，风冷1.77—2.15），总节能54%； 

 
   降噪——无风扇，基本达到静音状态； 

 
   密度高——2个机架的服务器单元可以集中到单个机架中（若改变主板设计，可以提高到

1/4—1/6）； 
 

   可靠性高——低芯片表面工作温度（33度,风冷57度），电路板表面被冷却液覆盖：天然防
尘•防潮•防盐雾•防霉变•防静电； 
 

   部署灵活——无需空调/新风系统、无需防尘/防潮系统，可以部署在普通办公室，甚至宿舍
或家庭房间； 
 

   易搬移——与数据舱天然吻合，可以部署在一个集装箱内，随集装箱整体搬移； 
 

   延长使用寿命——芯片内部结温低（41-43度，风冷65-67度）功耗小，工作稳定且寿命延长
0.5倍； 
 

   大幅降低全寿命使用费用——硬件成本相同，冷却系统节省经费60%，节能54%，寿命延长
0.5倍，全寿命周期成本降低37%。 

喷淋液冷技术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 要 特 点（与冷板液冷技术比较） 
  
   彻底解决了设备关机重启后，冷板易起凝露导致电路短路的难题； 

 
   有效规避了导冷管产生堵塞的问题； 

 
   设备中的风扇全部拆除，基本达到静音状态； 

 
   安装便利，易于维护； 

 
   成本大约是冷板技术的十分之一。 
 

   导冷液的用量大约是浸泡式的三十分之一； 
 

   极大降低数据中心建筑物的承重要求； 
 

   有效缓解了消防安全问题； 
 

   维护更便利 

主 要 特 点（与浸泡式液冷技术比较） 

喷淋液冷技术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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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现状 喷淋液冷技术 喷淋液冷IDC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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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喷淋液冷IDC 

列间系统数据中心 

（RDC：Row Data Center） 

机架式边缘计算数据中心 

（REC：Rack Edge Computing ） 

模块化数据中心 

（BDC：Block Dat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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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一液冷IDC采用合一公司自主研发的南极服务器。南极服务器分为计算

型和存贮型两大类，共六种型号，支持Intel Xeon（至强）系列CPU选配，结构

类型有普通型和加固型两种。 

普通型南极服务器 

 采用不锈钢钣金工艺 

 各类接口采用转接方式与冷却液隔离 

 冷却液进口采用密封直接插拔式接头 

 冷却液出口采用盲插顶针接口 

 产品外观友好式分离面板 

加固型南极服务器 

 采用铝合金整体铣削工艺 

 所有外部接口采用全封闭双向防水结构 

 实现箱体整体密闭 

 冷却液收集口下架时自动密闭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喷淋液冷IDC 

单机架边缘计算（SREC：Single_rack Edge Computing） 

 机架 

机柜数量 1 

机柜尺寸 600*1200*2000 mm 

单机柜功率 35kw 

服务器 

服务器样式 2U 机架式 

服务器类型 2/4路面向计算型&12盘位面向存储型 

群机架服务器容量 20个 

网络 

互联方式 以太网交换机，TOR安装 

液冷能力 

冷油机组成 包含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油泵。 

制冷量 10-25kW 无极调节 

温度可设定范围 15-35℃ 

COP 不低于 3kW/kW（油温 35℃，环境温度 35℃，制冷量 20kW工况时）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喷淋液冷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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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机架边缘计算（MREC：Multi_rack Edge Computing） 

机 架 

机柜数量 4 

机柜尺寸 600*1200*2000 mm 

机柜总功率 140kw 

服务器 

服务器样式 2U 机架式 

服务器类型 2/4路面向计算型&12盘位面向存储型 

群机架服务器容量 80个 

网 络 

互联方式 单个机架以太网交换机 TOR安装，4机架端头设置三层交换机/路由器 

液冷能力 

冷油机组成 包含蒸发器、压缩机、冷凝器、油泵。 

制冷量 10-80kW无极调节 

温度可设定范围 15-35℃ 

COP 不低于 3kW/kW（油温 35℃，环境温度 35℃，制冷量 80kW工况时）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喷淋液冷IDC 

项目 具体参数 

  集装箱尺寸  
  供给冷却柜：20英尺标准  

  IT设备柜：40英尺  

  重量  
  供给冷却柜：13.5T  

  IT设备动力柜：24T  

  机架数    16柜  

  机架规格    42U  

  整个集装箱可用U数    504U  

  机柜标准电力    380V   

  集装箱最大电负载    432kW  

  电力供给    380V/500kW  

  液冷系统    集中式供给喷淋式液冷系统  

  安全监控    环境、设备监控  

  防火系统    HFC-227七氟丙烷  

  集中监控系统    全面监控  

IT设备性能表现 

CPU-100% load ΔT=18℃ 

GPU-100% load ΔT=30℃ 

集装箱数据中心 

（CDC：Container Data Center）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喷淋液冷IDC 



2019-05-14 

13 

列间系统数据中心 

（RDC：Row Data Center） 

列间系统服务器群 

合一液冷控制系统 

冷水塔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喷淋液冷IDC 

正在建设： 京东云20个机架喷淋列间IDC 
                        联通40个机架喷淋列间IDC 

中小型列间系统数据中心（50个机架以下）液冷控制系统 

广东合一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喷淋液冷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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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大国工匠 勇当民族脊梁 争做大国工匠 勇当民族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