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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能耗问题已经成为阻碍数据中心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近年来, 学
术界和工业界涌现了大量的数据中心能效优化研究. 本文针对数据中心节能问题, 首次从跨层能效优
化的角度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分类和介绍, 包括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制冷系统能效优化、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供电系统能效优化, 以及 IT 系统与制冷系统跨层统一能效优化 3 个方面, 并展望了数据
中心跨层能效优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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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云计算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带动数据中心数目和规模的快速增长, 随之而来的是数据中心巨
大的能耗. 美国资源保护协会预计, 2020 年全美数据中心的总功耗将高达 1400 亿千瓦时 [1] . 这意味着
数据中心的电力支出将与购买新服务器的支出不相上下 [2] . 巨大的能耗开销已经成为阻碍数据中心
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
数据中心是一个层次化的系统, 主要由负责计算的 IT 系统层 (包括服务器、网络等)、负责为 IT
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提供保障的配套设施层 (包括制冷系统、供电系统、照明系统等), 以及基础设施
层 (包括机房、地板等) 组成. 其中 IT 系统层和配套设施层是数据中心的两个能耗大户. 目前, 已有
的数据中心节能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单独针对 IT 系统或者配套设施进行的. 例如, 文献 [3, 4] 总结了数
据中心的 IT 系统能效优化研究, 文献 [4∼6] 总结了数据中心制冷系统和供电系统能效研究, 文献 [7]
总结了数据中心各个系统的能耗模型构建研究. 然而, 单一层面的能效优化可能会导致数据中心整体
能效低下, 原因有两点: (1) 单纯优化计算系统能效的研究通常在配套设备供应有足够冗余的假设下
进行, 这将导致巨大的配套设施能耗浪费; (2) 配套设施需要满足 IT 系统的需求, 因此, IT 系统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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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大小与分布会决定配套设施的最小资源供应量. 而单纯优化配套设施能效的研究由于未与 IT 设备
相互配合, 其节能空间有限. 综上所述, 将 IT 系统层与配套设施层联合考虑才能最大限度挖掘数据中
心节能潜力, 实现提升数据中心整体能效的目的. 遗憾的是, 目前尚未有对数据中心跨层能效优化研
究进行综述的文献.
本文首次从跨层能效优化的角度研究数据中心节能问题, 后续章节的组织如下: 第 2 节对数据中
心跨层能效优化进行定义, 随后根据定义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分类; 第 3 节分别从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制冷系统能效优化、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供电系统能效优化和 IT 设备与制冷系统的跨层
统一能效优化方案 3 个方面对数据中心跨层能耗优化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分类总结和比较; 最后对全
文进行总结, 并提出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2
2.1

数据中心跨层能效优化
跨层能效优化的定义与分类

通常能效 (energy eﬃciency) 指的是电效率 (electric eﬃciency), 即一个电子电气工程中实体 (设
备、组件或系统) 的有用的功率输出与所消耗的总功率的比值 [8] . 对于数据中心而言, 其有用功率输出
主要表现在给用户提供的各种计算服务上面. 然而, 在实际数据中心内量化输出的计算服务量是非常
困难的, 而且不利于在不同数据中心间进行能效比较. 目前, 人们普遍采用输入到 IT 设备的总功率与
数据中心的总输入功率的比值来近似衡量数据中心的能效, 即 PUE (power usage eﬀectiveness) [9] . 从
PUE 的定义可以看出, PUE 的制定依据是数据中心的输入功率中只有一部分用于提供计算服务 (服
务器、存储、网络等), 而剩下的功率则消耗在配套的支撑系统 (制冷、供电等) 中. 由于 IT 设备大部
分情况下均未满载运行 (甚至负载普遍低下), 因此, PUE 在衡量数据中心的实际能效上仍然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 理想状态下, PUE 所能达到的最佳值是 1, 即输入数据中心的所有功率全部输入到内部的
IT 设备中. Google 宣称, 借助于自然冷源和可再生能源等措施, 他们的部分数据中心站点的 PUE 值
能达到 1.06 [10] . 国内也普遍将 PUE 作为数据中心的能效评估标准, 例如 2018 年 9 月份出台的《北
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 (2018 年版) 》明确规定全市禁止新建和扩建 PUE 值高于 1.4 的数据
中心1) .
目前, 数据中心内耗能系统主要分布在 IT 系统层 (主要包括服务器和网络) 以及配套设施层 (主
要包括制冷系统和供电系统). 虽然在不同的数据中心内, 上述系统的具体能耗占比值不同, 然而大体
可以按照耗能占比值由高到低依次排序为服务器系统、制冷系统、供电系统、网络系统 (通常, 对于
PUE 较低的数据中心内, 服务器系统能耗占比最高, 而在 PUE 较高的数据中心内, 制冷系统能耗占比
最高) [4] . Pelley 等 [11] 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 在一个典型的数据中心内, 上述 4 个系统的能耗占比分
别为 56%, 30%, 8% 和 5%. 结合 PUE 的定义不难看出, 提高数据中心能效的关键在于提高 IT 系统层
的资源利用率, 同时降低配套设施层能耗.
跨层能效优化指的是结合上述两个层的耗能特性来进行综合能效优化, 通常是利用 IT 负载的调
度实现, 即通过调整 IT 负载 (IT workload) 在 IT 设备上的分布、配合 IT 设备工作状态与供电制冷
系统的参数配置, 达到在保障服务性能的前提下降低数据中心总能耗的目的. 依据 IT 系统是否与配
套设施协同优化又可分为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 IT 系统层能效优化以及 IT 系统层与配套设施层的跨
层统一能效优化两种 (如表 1 所示). 前者优化的目标仅仅是 IT 系统层的能效, 而 IT 负载调度仅仅是
1) http://zhengce.beijing.gov.cn/library/192/33/50/438650/156681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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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中心跨层能效优化研究分类
Table 1

Classiﬁcation of cross-layer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in data center
System

Classiﬁcation

IT

Cooling optimization via IT scheduling

–

Power distribution optimization via IT scheduling

–
√

Joint optimization of IT and cooling
Joint optimization of IT and power distribution

√

Cooling
√
–
√
–

Power distribution
–
√
–
√

手段; 后者 IT 系统与配套设施层两者的能效构建成统一的优化目标, 通过 IT 负载的调度、IT 设备工
作状态的调整以及配套设施层的参数设置达到总能效最优化的目的. 目前已有的跨层研究主要为 IT
和制冷统一优化、IT 和供电统一优化以及 IT 和供电制冷系统统一优化 3 个方面. 本文也将从上述 3
个方面进行综述.
2.2

跨层统一能效优化的必要性

实施跨层统一的能效优化方案对于提高数据中心总体能效是非常必要的, 可以通过下面两个例子
简单说明: (1) 仅仅针对 IT 系统层的能效优化方案通常将 IT 负载聚合到少数 IT 设备上, 通过尽可
能多地关闭空闲 IT 设备以节省 IT 系统能耗. 然而, 该方案将不可避免在数据中心内产生若干热点.
为了保障 IT 设备安全运行, 配套设施层的制冷系统需要进一步调低冷气供应温度 (和/或提高风速)
以提供足够冷量来转移热点的热量, 进而产生更多的配套设施层能耗开销; 反过来, (2) 为了降低配套
设施层的制冷系统能耗需要将 IT 负载尽可能均摊到所有 IT 设备上, 而此举又将提高 IT 设备的总
能耗. 显然, 上述两种针对单层的节能措施并不能最终保证降低数据中心总体能耗. 文献 [12∼16] 通过
实验证明, 跨层统一的 IT 系统和制冷系统能效优化的研究方案比单一层面的能效优化方案可以节省
4%∼30% 的能耗. 上述实验结果也印证了设计跨层统一的能效优化方案对提高数据中心总能效的必
要性.
综上所述, 提出跨层统一的能效优化方案对于数据中心总能效的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个
可行的研究思路是综合配套设施层和 IT 系统层的设备特性对各层能耗进行定量刻画, 构建出跨层统
一的能效优化模型, 并相应地提出跨层统一能效优化方案.

3
3.1

跨层能效优化研究进展
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制冷系统能效优化

数据中心内的 IT 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会散发大量的热量. 众所周知, 过高的环境温度会损害 IT 设
备的运行效率和寿命, 甚至造成 IT 设备损坏. 为了维持 IT 设备的正常运行, 数据中心内需要合理部
署制冷系统以吸收由各种用电设备散发的热量. 制冷系统的能耗与 IT 设备的产热量和分布息息相关,
而 IT 设备的产热行为通常由其负载特性决定, 因此, 合理调度 IT 负载对提高制冷系统能效具有重
要意义. 暖通空调系统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HVAC) 和机房空调系统 (computer
room air conditioner, CRAC) 是两种常用的数据中心制冷系统, 用于监测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温度、气
流分布和湿度. 本小节主要对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数据中心空调系统功耗管理途径进行总结和分析, 包
括机柜间热量均衡、制冷代价优化、峰值热负载削减和利用免费冷源 4 个方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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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机柜间热量均衡

数据中心广泛采用架空地板的空调制冷方式. 具体而言, 机架上的风扇将冷气从两排机架中间地
板下方的小孔抽到机架内来冷却正在工作的服务器, 而被转移的热量将被释放到机架另一侧, 并被顶
部排气系统抽走以用于制冷循环, 形成冷热通道相间部署模式. 热气会在相邻的两排机柜顶部的中间
位置形成热点 (hot spot), 而热点的温度则取决于相关服务器的设计工艺以及对应的负载水平. 在采用
气冷制冷的数据中心内, 热点问题不可避免. 服务器的正常运行需要维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 为了保
证热点区域内的服务区最高温度不超过允许值, 制冷系统必须消耗更多能耗以提供足够的制冷量. 因
此, 局部服务器温度过高会降低制冷系统的制冷效率, 从而造成更多的制冷系统能耗浪费 [13] . Sharma
等 [17] 通过实验验证了不均匀的机柜间温度分布将导致制冷效率低下, 并提出一种负载调度方法可以
促进热区域内温度的均匀分布. 综上所述, 均衡机柜间的热量分布、降低机柜入口温度成为降低制冷
需求、提高制冷系统能效的重要方法之一.
再循环 (recirculation) 是影响数据中心机柜间热量均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冷通道提供的冷量不
足时, 相邻热通道的部分热气会涌入到冷通道进行再循环, 导致冷通道内的冷量进一步减少, 严重降
低制冷系统的能效. Moore 等 [18] 首次探索利用温度感知的负载调度方法来消除再循环对制冷能效的
影响. 他们提出两种基于热力学公式、任务功率画像 (job power proﬁles) 以及机柜入口出口温度的负
载调度策略 ZBD 和 MinRH 以最小化最大的机柜入口温度. ZBD 的基本思想是服务器负载水平对其
温度有直接影响关系, 因此, 负载的放置量应该与服务器的入口温度成反比例; 而 MinHR 的基本思想
则是机柜当前温度不仅与其负载有关, 还与附近发生的再循环有关, 因此, 他们提出了一种指标 HRF
(heat recirculation factor) 来衡量再循环对机柜的程度, 并尽量将负载放置在受再循环影响最小的机
柜. 实验表明, 上述两种策略能够使数据中心制冷成本减半. 然而, 上述方法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 为数
据中心内类型众多的任务进行功率画像很难实现 [19] ; 其次, 上述方法中采用的热量和功率模型在数据
中心的场景下并不精确 [20] .
目前, 描述数据中心热量分布最精确的方式是在给定服务器的布局、对应的 CPU 利用率等信息
的前提下, 使用计算流体动力学 (computational ﬂuid dynamics, CFD) 建模的方法预测出数据中心的
温度分布、绘制出对应的热量分布图 (thermal map) [21∼23] . Bash 等 [23] 考虑负载的空间分布对制冷效
率的影响问题, 用 CFD 模型预测出惠普公司的一个数据中心的热力分布情况, 并得出数据中心内的
某些物理位置比其他物理位置的冷却效率更高的结论. 因此, 他们认为, 将大量的计算工作负载分配到
更高效的服务器上的做法能够带来更大的制冷效率提升. 在该想法下, 他们提出一种基于制冷效率的
负载调度策略. 该策略首先衡量特定位置上的服务器的制冷效率并以此对所有服务器进行排序, 然后
按顺序调度任务, 并且把处于空闲状态的服务器关闭. 他们在一个真实数据中心的一个热力隔离区域
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来测试上述方法的节能潜力, 实验结果表明, 该方法可以为数据中心节省 32%
的总能耗.
遗憾的是, 基于 CFD 构建热量分布图的方法的计算开销太大, 无法指导在线的任务调度 [20, 24] .
围绕这问题, 人们又提出一系列的探索 [19, 20, 25∼31] .
Tang 等 [20] 对计算设备的功耗进行了分析和建模, 验证了在同质 (homogeneous) 数据中心环境

下, 服务器的 CPU 利用率与其功耗之间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在此基础上, 他们提出了一种低复杂
度的计算方法, 可以由机柜内的服务器利用率向量计算出同质数据中心内任意机柜的入口温度 (inlet
temperature). 与基于 CFD 建模的方法相比, 该方法复杂性更低, 可以满足在线调度对预测速度的要
求, 且精度在可接受范围内. 利用上述计算方法, 他们将最小化数据中心制冷需求的问题抽象为通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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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器间合理调度到达的任务以最小化数据中心内最大机柜入口温度的问题, 并相应提出了基于
遗传算法的任务分配算法 XInt-GA 和基于序列二次规划的任务分配算法 XInt-SQP 来求解该优化问
题. 在小规模的数据中心内的实验结果显示, 与其他方法相比, 上述方法可以将最大机柜入口温度降低
2◦ C∼5◦ C, 节省 20%∼30% 的数据中心制冷系统能耗.
Chen 等 [25] 也研究了空间感知的任务调度问题, 他们提出一种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方法来学习

和预测在负载的不同分布下对应的热量分布情况, 并且利用在真实数据中心内收集的数据对模型进行
训练. 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两阶段的空间感知的负载调度方法, 该方法首先依据制冷效率差异将负载
分配到不同的机柜内, 然后根据机柜内气流的制冷效果将负载分配到机柜内的服务器上. 与非空间感
知的负载调度方案相比, 该方案可以将最大机柜入口温度降低 2◦ C∼3◦ C.
Li 等 [30] 提出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整合数据中心物理规律和传感器观测数据, 并设计热量预测模

型 ThermoCast, 该模型可以根据连续监测的温度和气流数据较为精确地预测出服务器周围的温度. 与
CFD 模型相比, ThermoCast 能够在保证相当的预测准确性的同时, 降低模型的复杂性. 在商业数据
中心内的实验结果显示, ThermoCast 比普通的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方法精度高 1 倍, 而且能够提前
4.2 min 成功预报热警报.
Wang 等 [19] 提出了一种分析模型来描述数据中心资源的热传递特性以及工作负载的散热特性,

该分析模型比 CFD 模型复杂度低, 可以适用于在线调度, 并且可以达到与文献 [20] 中的方法类似的
刻画精度. 利用该分析模型, 他们开发了一种新的热量感知工作负载调度思路: 首先预测在各种可能
的负载分布下数据中心温度的增量, 然后挑选出最佳的负载分布方案, 最后更新热量分布信息. 在该思
路下, 他们提出两种热量感知的任务调度算法 TASA 和 TASA-B 以降低最大机柜入口温度. TASA 根
据负载的温度画像来调度负载, 从而实现降低数据中心温度的目的, TASA-B 则是在 TASA 的基础上
进行了扩展, 允许在热量不增加的前提下进行任务回填 (backﬁlling) 操作. 仿真结果表明, 在不引入明
显系统性能损失的前提下, 上述两种算法可以显著降低数据中心的温度.
Zhou 等 [26] 系统地研究了 Hadoop 集群的再循环问题. 他们首先提出了一个 Hadoop 的热量模型,

该模型可以根据当前节点 CPU/磁盘的利用率、运行的任务数量, 以及运行时所有从属 (slave) 节点给
出的反馈信息预测出数据中心的热流行为. 在此基础上, 他们针对 Hadoop 集群提出了一种热量感知
的任务调度器 TAH, TAH 利用上述热量模型提供的反馈信息在全数据中心范围内调度任务以最小化
所有节点上最大的入口温度, 从而减少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和冷却成本. 实验表明, 与默认的 FIFO 调
度器相比, TAH 平均可以使机柜入口温度降低 2.5◦ C.
3.1.2

制冷代价优化

影响制冷系统能效的因素众多, 除单独优化机柜间温度分布外, 部分研究者也考虑将影响制冷系
统能效的因素整合在一起构建制冷代价优化模型 [15, 18, 20, 24, 25, 32] , 通过负载调度的方式从整体上提升
数据中心制冷系统能效. Yeo 等 [33] 对现代数据中心广泛使用的 HVAC 系统的能耗组成进行了剖析,
发现主要的耗能部件是冷却装置 (chiller) 以及驱动冷气为 CPU 等热源散热的风扇 (fan), 且二者的功
耗占总 HVAC 系统的总功耗比均为 39%. 因此, 目前的节能研究主要针对这两个节能部件进行. 依据
节能对象的不同可以将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制冷系统能效优化研究分为两种: 一种只考虑冷却装置的
代价最小化 [18, 20, 32] , 另一种同时考虑冷却装置和风扇的总体代价最小化 [24, 25] .
制冷循环的效率可以用 COP (coeﬃcient of performance) 来表示 [18] . 通常, 冷却装置的制冷代价
与 COP 密不可分. COP 定义为被冷却装置转移走的热量 Q 和为转移这部分热量而消耗的能量 W 之
间的比值. 显然, COP 值越大表示冷却装置的制冷效率越高. 当服务器能耗固定时, 尽量提高冷气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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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温度可以降低制冷系统能耗, 从而提升 COP; 此外, 当服务器能耗与冷气供应温度均固定时, 合理调
度机柜间的负载分布避免出现热点也可以减少制冷系统的能耗浪费, 从而提升 COP. Moore 等 [18] 通
过对 HP 公司的数据中心内的冷水机组进行观察和研究, 发现其制冷效率 COP 可以被形式化为冷气
供应温度 Ts 的二项式函数 (即 COPTs = 0.0068Ts2 + 0.0008Ts + 0.458). Banerjee 等 [32] 考虑了冷却装
置的能耗最小化问题. 他们将冷却装置的能耗形式化为一个与空调系统供应气流温度和 COP 系数相
关的函数, 并提出一种制冷效率感知的任务调度算法 HTS 来最小化冷却装置的能耗.
Moore 等 [24] 考虑了冷却装置和风扇的总体制冷代价. 他们将数据中心的制冷代价形式化为一个

与空调系统供应气流温度、COP 系数、风扇转速有关的函数. 借助于机器学习的方法, 他们首先构建
了一个可以根据服务器资源利用率、机房空调设置, 以及环境参数自动在线预测数据中心热量分布图
的模型 Weatherman. 实验证明, 超过 90% 的情况下 Weatherman 的预测误差可限制在 0.87◦ C 以内.
在 Weatherman 的基础上, 他们提出一种简单的热量感知任务调度算法来最小化制冷代价. 实验结果
表明, 该算法比 MinHR 算法 [18] 可多节省 13%∼25% 的制冷代价.
3.1.3

峰值热负载削减

随着数据中心的计算密度逐渐增大, 投入在制冷系统中的开支也越来越大. 为了防止出现较高的
服务器故障率, 数据中心制冷系统的建设必须能够满足最坏情况下 (例如, 峰值热负载与外界环境温
度同时达到非常高的值) 的制冷需求, 因此, 数据中心内的制冷系统资源通常处于过度供应的状态.
Manousakis 等 [34] 提出将超额订购的思想引入数据中心制冷系统以提高制冷系统的资源利用率. 当超
额订购冷量时, 可能会出现制冷系统无法满足峰值热负载的冷却需求的情况. 此时, 通过强行降低 IT
设备处理能力的方式削减峰值热负载会造成服务性能损失; 而放任 IT 设备温度升高则会影响到其可
靠性. 为了确定理想的超额订购量, Manousakis 等 [34] 提出了一种优化和仿真框架 CoolProvision, 可
以在给定性能约束的前提下求出需要提供的最少冷量.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 削减热负载峰值对进一步降低数据中心制冷需求、缩减制冷系统规模、
提高制冷系统能效有着重要的意义. 具体而言, 一方面, 热负载峰值出现的时间占比通常很低, 削减峰
值热负载可以在满足制冷需求的前提下运行更多的服务器, 提高制冷系统的资源利用率; 另一方面, 部
分服务器的升级换代可能导致数据中心制冷需求峰值提升, 削减峰值热负载可以使现有制冷系统在不
扩容的前提下仍然满足新的制冷需求.
目前, 在数据中心内能够削减峰值热负载而不引起较大性能影响的技术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在
冷量供应充足的情况下借助数据中心的辅助塔 (auxiliary tank) 或者备用冷源以冰、冷却水等形式存
储冷量 [35, 36] , 在需要的时候将冷量释放出来辅助制冷系统制冷 [37∼39] ; 另一类是在服务器上部署新型
相变材料 (phase change materials, PCM), 利用 PCM 融化吸热、凝固放热的特性在热负载高峰期融化
削减热负载峰值, 在热负载低峰期凝固以延迟热量的释放过程 [40∼44] .
Skach 等 [45] 最先探索了在数据中心尺度下通过部署相变材料吸收存储热量的方法实现峰值热负

载削减. 他们引入了基于 PCM 的热量时间转换 (thermal time shifting, TTF) 概念, 即在有益的情况
下通过储存和释放热量来重塑热负载. 他们将石蜡 (一种 PCM) 放置在服务器内以演示单个服务器上
的 TTF 过程, 并且用模拟器的方式研究了在集群和数据中心内的 TTF 过程. 研究表明, 基于 PCM
的 TTF 可以削减 12% 的峰值热负载 (相当于同等制冷系统资源可满足 114.6% 的服务器的制冷需求).
然而, TTF 是一种被动系统, 不能处理多种混合负载, 也不能适应动态变化的负载环境. 在他们后续
的研究中 [46] , 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基于 PCM 的热量感知的负载调度技术 VMT. VMT 在 TTF 的
基础上添加了一个可以主动调节负载分布的组件, 允许对数据中心的热量分布做更大力度的调整. 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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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为 VMT 设计了两种负载调度算法, 并且在模拟的服务器集群中进行了 VMT 的扩展研究. 实验结
果表明, 在 TTF 失效的情况下, VMT 仍然可以削减高达 12.8% 的峰值热负载 (相当于同等制冷系统
资源还可以满足额外 7000 多台服务器的制冷需求).
3.1.4

利用免费冷源

近年来, 将数据中心建设在合适的地理位置, 以利用外部免费冷源 (例如冷空气、冷水) 转移热量
从而提升数据中心能效的方案逐渐受到工业界的青睐. 例如, 将数据中心部署在寒冷地区 (例如北欧、
窑洞), 鉴于外界环境温度长期较低, 可以通过使用风扇将过滤后的外界冷空气引入数据中心内, 将热
空气引出到外界的方式替代冷却装置 (例如水冷机组、压缩机等) 转移热量 [47] , 对风扇转速的合理控
制可以将数据中心内设备的温度保持在安全值以下 [48] . 由于冷却装置耗能占数据中心制冷系统总能
耗的比例高达 39%, 因此使用外界免费冷源替代冷却装置制冷的方式可以极大地提高数据中心的能
效 [10, 49∼51] . Weerts 等 [52] 研究表明, 引入外界冷空气作为冷源对传统机房空调系统进行改造后, 制
冷系统的能耗在夏季与冬季分别减少了 70% 和 90%. Endo 等 [53] 在东京郊区建立了一个利用外界冷
空气与传统冷却装置混合制冷的数据中心, 经过一年时间的运行数据表明, 该数据中心的 PUE 低至
1.058, 与未利用免费冷源的数据中心相比, 每年可节省 20.8% 的能耗. Zhou 等 [54]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
论, 通过构建真实的混合制冷数据中心, 他们估计每年可以给数据中心带来高达 30% 的能耗节省.
除了外部气候条件外, 内部 IT 负载的分布和变化特性也是限制免费冷源在数据中心内应用的重
要因素. 合理调度 IT 负载对提高利用免费冷源的数据中心的制冷系统能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Kim
等 [55] 提出一种动态功耗管理方案, 该方案利用时变的外部气候条件以及数据中心内部的负载特性, 通
过虚拟机合并的技术实现在满足服务水平协议 (service-level agreement, SLA) 需求的前提下最小化整
个数据中心能耗的目的. 该方案只在外界冷源温度低于预设阈值的情况下使用外界免费冷源制冷. 实
验表明, 上述方案比传统制冷方案可节省 25.7% 的能耗. 此外, 文献 [56, 57] 也验证了利用外界冷空气
的昼夜周期变化特性将负载调度与制冷系统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提高数据中心能效. Yeo 等 [58] 提
出一种外界环境感知的负载调度方案, 可以在极端环境下实现服务器温度封顶, 从而促进免费冷源在
中小型数据中心的安全应用.
使用免费冷源虽然可以给数据中心带来可观的能耗节省, 但是, 该方法也容易影响到数据中心内
硬件设备的可靠性. 研究表明, 服务器的绝对温度达到 50◦ C 就将影响到磁盘的可靠性 [59] , 此外, 长
时间的温度变化也会显著增加设备的故障率 [60] . 而 Goiri 等 [61] 在研究了一个利用免费冷源的真实
数据中心内部绝对温度与温度变化情况之后指出, 单纯节省数据中心能耗的冷量供应方式 (例如文
献 [56, 62∼64] 中的方法) 会导致局部服务器温度过高或者温度变化频繁, 从而影响硬件的可靠性. 他
们提出一种负载和制冷系统联合管理的系统 Coolair, 该系统可以消除免费冷源的利用给硬件稳定性
带来的潜在隐患, 从而进一步促进免费冷源在构建绿色数据中心中的应用.
3.1.5

小结

本小节介绍了“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制冷系统能效优化”的相关研究, 表 2 [18∼20, 24∼26, 32, 45, 46, 55, 61, 65]
选取了部分典型研究进行了总结. 从该表可以看出, 目前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制冷系统能效优化主要
还是从均匀机柜间热量分布的角度着手. 均匀机柜间热量分布一方面可以避免出现热点, 另一方面留
出更大的空间容纳未来的热负载. 削减峰值热负载也可以避免热点, 该方法主要用于在需要进行制冷
能力超额订购的场景下保障设备不会过热. 这两种方法都是以温度和热量作为优化目标间接减少制冷
系统能耗, 而制冷代价最小化则是直接将制冷系统能耗作为优化目标进行优化. 上述方法都是从提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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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制冷系统能效优化的方法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methods of refrigeration system based on IT load scheduling

Classiﬁcation

Source Objective

[18]

Constraint

Method

Platform

Result

Minimize max

Server

Temperature

Simulation

Saving 25% cooling

cabinet inlet

capacity

aware, heuristic

Minimize max

Server

Temperature

Small data

Reduce max cabinet

cabinet inlet

capacity

aware, genetic

centers

inlet temperature

cost

temperature

[20]

temperature
Heat balance

[19]

algorithm, sequen-

by 2◦ C∼5◦ C, saving

tial quadratic

20%∼30% cooling

programming

cost

Minimize max

Server

Temperature

cabinet inlet

capacity,

aware, heuristic

temperature

delay

Simulation

Delay increase 11%,
reduce average and
max temperature by
14.6 F and 4.9 F

[25]

Minimize max

Server

Cooling

eﬃciency

cabinet inlet

capacity

aware,

reinforce-

temperature

[26]

Simulation

inlet temperature by
2◦ C∼3◦ C

ment learning

Minimize max

Server

Heat aware, heuris-

cabinet inlet

capacity

tic

Reduce max cabinet

Simulation

Reduce max cabinet
inlet temperature and
cooling cost by 2.5◦ C

temperature

and 15%

[32]

Minimize chiller

Server

Air supply temper-

plant cost

capacity,

ature

Simulation

Reduce cooling cost
by 15%, increase

SLA

throughput per

Reduce cooling

energy by 6.89%

cost
[24]

Minimize the

Server

Air supply temper-

cost of chiller

capacity

ature, fan speed

Server

PCM-TTF

Simulation

Reduce cooling cost
by 13%∼25%

plant and fans
Minimize
[45]

the

peak heat

capacity,
QoS

Peak heat shaving
Minimize
[46]

[55]

the

peak heat

Reduce peak heat by

server

12%

simulation
PCM-VMT

Simulation

Reduce

peak

heat

capacity,

by 12.8% even when

QoS

TTF fails

Minimize cool-

Server

Use free cool-

CloudSim

Reduce energy cost

ing cost

capacity,

ing, rolling time

simula-

by 25.7%

SLA

domain control

tion [65]

Minimize inter-

Server ca-

Internal

Simulation

nal temperature

pacity

temperature

and internal temper-

variance aware

ature variance

Use free cooling
[61]

Server

Single

variance

Reduce cooling cost

制冷效率、减少冷却需求两个方面来减少制冷系统能耗, 而利用免费冷源则是减少因为消耗电能而产
生的冷却系统能耗. 随着数据中心能耗需求进一步增大, 使用免费冷源为数据中心制冷将成为未来的
一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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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供电系统能效优化

3.2

数据中心的供电系统为数据中心内部所有 IT 设备的正常运行提供动力, 合理调度 IT 设备负载
在数据中心内的分布对保障用电安全、提高供电系统能效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供
电系统功耗管理技术主要包括功率限制、UPS 电源补充供电, 以及供电设备调度, 本节将围绕这 3 种
技术对供电系统能效优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分析.
3.2.1

功率限制

数据中心供电系统的构建需要花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 为了使一次性设施的成本被更好地均摊,
人们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数据中心设施资源. 为了便于功率管理以及保障安全, 数据中心内的供
电系统广泛采用断路器 (circuit breaker) 对子电路的功率进行限制, 形成由上往下的功率分发层次结
构 [66] . 这种功率分发层次结构往往会使运营商过高估计数据中心的电力资源需求量而过低估计数据
中心所能容纳的 IT 设备数目. 一方面, 由于子电路耗电行为的不确定性, 数据中心运营商必须保守地
为上层电路预定足够多的功率以保证其下每个分支电路能够分配到的功率不低于其最大额定功率; 另
一方面, 子电路内所能容纳的 IT 设备的总数必须足够保证设备总的最大额定功率不超过子电路的最
大功率限制. 然而, 现实中数据中心内 IT 设备的实际运行最大功率普遍低于其最大额定功率, 而且,
所有服务器在同一时刻运行在其峰值功率的情况很少 [67] . 因此, 数据中心预定的功率额度通常远远
大于实际需求量, 而实际 IT 负载水平却很低, 这与最大限度利用数据中心资源的目标相悖.
为了减少数据中心电力资源浪费, 提升数据中心能效, 人们将超额订购 (over-subscription) [66, 68]
的思想引入数据中心供电系统功率管理中. 通过放松对分支电路的最大额定功率保障约束, 超额订购
能够大幅提高数据中心电力资源的利用率. 然而, 这种模式也存在潜在的风险. 例如, 当大多数分支电
路负载水平较高, 电路的总功率超过订购值时, 断路器将被触发以切断并隔开过载电路. 由于备用柴
油发电机的启动需要花费若干分钟, 该行为会造成过载电路内所有服务器短暂性断电, 给数据中心带
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功率限制技术 (power capping) 避免, 具体做法是: 首先给子电路内每一台服
务器设置功率上限值 (caps), 需要注意的是, 子电路内所有服务器的功率上限总和不能超过该子电路
的最大功率限制值; 然后利用现代服务器通常附带的功率管理功能 (例如 RAPL [69] 或者 DVFS [70] )
动态控制每一台服务器的功率不超过对应的功率上限. 目前, IBM [71] 和 HP [72] 的商用系统已经实现
在毫秒的时间尺度上以瓦特的粒度对服务器进行功率控制. 文献 [66, 73] 先后用真实数据评估了功率
限制在数据中心电力资源利用率提升以及能耗节省方面的潜力. 不同的是, 前者关注的是小集群尺度
(例如, 机架级别) 而后者关注的是大规模企业级数据中心尺度. 文献 [73] 通过对正在运营的 9 个企业
数据中心内总共 132 台服务器的真实负载数据进行实验, 结果显示, 采用功率限制后电力预算大幅减
少, 其中服务器组件功率预算可减少 50%, 整个系统功率预算可减少 20%, 而由此造成的性能损失绝
大多数情况下可忽略不计. 文献 [66] 收集并分析了 Google 正在运营的数据中心内总共 15000 台服务
器为期 6 个月的功率特性数据, 结果表明, 在整个数据中心范围内, 实际能够达到的最大总功率仅仅
为理论最大峰值的 40%. 功率限制技术能够让管理员安全地利用上述功率缺口, 通过超额订购节省电
力开销. 实验结果表明, 采用功率限制技术至少可以为数据中心节省 23% 的耗电量, 此外, 如果数据
中心采购绿色节能服务器使得系统能耗能够与其负载水平相一致的话, 在全数据中心范围内采用功率
限制技术可以使峰值功率削减至少 30%, 能耗减半.
数据中心采用层次化的功率分发结构, 每个功率分配单元 (power distribution unit, PDU) 均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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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定区域内 (例如一个或若干个机架) 的服务器提供电力, 并且独立地限制本地峰值功率在预设值
之下以保证整体用电安全. 这种电力分配模式不可避免会影响功率控制对电力资源利用率的提升效
果. 原因有两方面: (1) 当 PDU 管辖范围内服务器总功率持续增加到接近预设功率限制值时, 不论数
据中心内其他地方的电力供应是否足以支撑新增加的负载, PDU 都将启用功率限制技术迫使辖区内
服务器的总功率不再增长; (2) 在电力输送路径上保持容错能力的必要性也会放大利用率飙升的影响.
因此, 即使数据中心总体的利用率很低, 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有足够的电力传输能力, 局部的用电峰值都
会导致该区域内发生持续的功率限制. Pelley 等 [74] 认为, 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数据中心内部各个
PDU 的供电能力仅限于本地电路使用, 不能在全数据中心范围内共享调度. 如果全数据中心范围内所
有服务器均能够从任意一台 PDU 上获取电力, 那么数据中心的电力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因此, 他
们提出一种强连接的重组 (shuﬄed) 功率分发拓扑, 该拓扑将每台服务器连接到多个 PDU 上, 一方面
提高了电力资源分配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减少了对单个 PDU 故障的电力预留容量要求. 在此功率分
发拓扑基础上, 他们设计了基于功率的调度算法, 该算法可以在多个 PDU 之间动态调度 IT 负载, 以
充分利用数据中心内的电力资源. 在包含 1000 台服务器的真实数据中心内测试的结果表明, 在几乎
不影响服务性能的前提下, 该方案可以减少 47% 的功率预定量, 并且节省数据中心 32% 的建设成本.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在仿真实验以及小规模数据中心的场景下, 功率限制可以有效提高电力资源
利用率、节省耗电量, 以及保障数据中心用电安全. 那么, 在真实的大规模数据中心内应用功率限制
技术是否依然有如此效果呢? 2016 年, Facebook 在计算机体系结构顶级会议 ISCA 上发表了由他们开
发的功耗管理系统 Dynamo, 已经在 Facebook 所有数据中心内运行了 3 年 [75] , 这是向学术界公开的
第一个在真实的大规模数据中心中成功应用的功耗监控方案. 该系统解决了若干以往基于仿真实验的
方案中未能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 (1) 控制器和被控制端之间通信的可扩展性; (2) 应用端和服务端的
功率限制计算; (3) 在异构的工作负载和数据依赖关系下, 多个控制器实例之间的协调问题. Dynamo
是一种由上至下的逐层功率控制系统, 由代理 (agent)、底层子控制器 (leaf controller) 和高层控制器
(higher-level controller) 组成. 其中, 轻量级的代理部署在每一台服务器上, 负责读取该服务器的功率
数据发送给对应的底层控制器, 并执行来自底层控制器的功率限制指令. Dynamo 的控制器采用层次
化的设计, 对应数据中心的功率分发层次结构. 底层控制器通常对应机架级别 (负责约几百台服务器),
在每个预设的采样周期 (采样周期须大于 2 s 小于 30 s) 内收集来自所有代理的功率数据, 并根据高
层控制器下发的功率限制值做出功率限制指令下发给代理. 类似地, 高层控制器从下级控制器收集功
率信息, 依据上层控制器下发的功率限制值做出功率限制指令下发给下级控制器. 在 Facebook 包含
上万台服务器的大规模商业数据中心内的运行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 6 个月里, Dynamo 已经阻止了 18
次因为无法预料的电力激增而导致的潜在停电事故; 为 Hadoop 集群和搜索集群分别带来了 13% 和
40% 的性能提升; 使数据中心电力资源利用率提升了 8%. 由此可见, 在真实的大规模数据中心场景下,
功率封顶技术依然有着不俗的表现.
为了跨服务器协调功率上限, 上述功率控制决策需要逐层聚合服务器的负载、功率等信息. 从理
论上分析, 这类层次化的功率控制方案在大规模数据中心内应用时容易出现响应速度慢、启动延迟大
的问题, 不适用于在快速时间尺度上跟踪动态功率限制. 2017 年, Azimi 等 [76] 提出一种快速的分散式
(decentralized) 功率限制方案 DPC. 在 DPC 中, 每台服务器上都部署了一个代理 (agent), 可以在本地
计算当前服务器的功率限制值 (caps) 以使得 (1) 整个集群的聚合吞吐量最大化的同时 (2) 将负载的
优先级考虑进去, 并且能够将 (3) 集群的总功率限制在一定的阈值之内. 与已有的功率限制方案相比,
DPC 具有两个优势: (1) 采用分散的功率控制框架, 避免集中式控制方案中大规模信息数据流的聚合
产生的通信延迟、通信热点以及集中控制器的计算热点等问题, 可显著提高响应速度; (2) 采用分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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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化技术进行功率计算, 避免简单启发式方案中优化效果差的问题, 本地做出的决策可实现全局最
优. 在由 16 台服务器构成的小集群中的实验结果显示, 与 Dynamo 相比, DPC 能够减少 72% 到 86%
的启动延迟 (具体值与集群大小有关), 提升 16% 的系统吞吐量. 遗憾的是文中用来测试的集群规模略
小, 无法验证该方案在大规模数据中心内的性能表现.
多租户数据中心 (multi-tenant data centers) 是一种常见的数据中心类型, 通过为多个租户提供
共享的物理设施和资源, 多租户数据中心为各行各业提供了一个具有成本效益和可扩展的数据中心解
决方案. 然而, 上述功率限制的方案并不适合多租户数据中心. 这是因为在多租户数据中心内, 数据
中心所有者仅提供物理设备和电力等资源, 并不具备服务器和负载的控制权利, 而所有服务器的控制
权归各个租户所有. 对于单个租户而言, 在没有激励的情况下要冒着损害服务性能的风险限制租用服
务器的峰值功率以成全数据中心总体的电力资源利用率和能效提升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 多租户数
据中心的所有者无法利用现有的功率限制方案通过对服务器施加功率限制以超额利用电力资源. 显
而易见, 问题的关键在于同一个数据中心内的多个不同租户之间缺乏合作削减功率峰值的动机. 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 Islam 等 [77] 提出了一种基于供给函数招标 (supply function bidding) 的新型市场机制
COOP, 该机制利用经济激励的手段刺激和促使不同租户在紧急用电情况下通过协作的方式实现在最
小化性能损失的前提下满足多个功率限制的约束. 理论和实验证明, COOP 是一种双赢的方案, 一方
面, 它通过超额订购增加了数据中心所有者的利润; 另一方面, 通过在紧急用电情况下对租户控制服
务器功率的行为作出经济补偿, 降低了租户的成本. 遗憾的是, COOP 并不适合在真实多租户数据中
心内使用, 这是因为 (1) 采用尽力而为 (best-eﬀort) 的设计思想, 完全依赖租户自愿参与功率削减来处
理紧急用电情况, 无法确保功率成功封顶; (2) 由于缺乏对租户服务性能的保障, 租户可能会被要求频
繁地和/或大量地进行功率削减, 这将极大降低租户负载的服务性能. 随后, 由 Sun 等 [78] 提出的一种
混合功率供应方案 HyPP 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HyPP 允许租户在两种功率提供方式之间进行选择, 一
种是高可用的功率供应 (high availability), 另一种是中等可用的功率供应 (medium availability). 前者
可以保证百分百的功率供应, 而后者需要承担因为超额订购而带来的性能损害甚至是断电的风险. 在
此模式下, HyPP 解决了当聚合功率超过容量值时 (1) 哪些租户的功率应该被限制? 限制多少? 此外,
由于功率限制可能造成性能损失, (2) 对不同租户功率限制时如何保证公平? 以及 (3) 如何在不知道
未来电力需求的情况下在线做出封顶决策这 3 个问题.
3.2.2

UPS 电源补充供电

功率限制技术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数据中心电力资源利用率以及能效, 但是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 (1) 限制服务器的功率会造成服务性能损失, 而损失的程度通常与功率受限的程度成正相关;
(2) 为了尽量减少由功率限制带来的性能损失, 在实际应用中会选取较为保守的限制量 (通常仅仅在
2% 到 5% 之间 [66, 68, 75] ), 因此不能充分发挥功率限制技术的优势. 一种潜在的解决思路是在用电 “低
峰 (valley)” 时期存储电力, 在用电 “高峰 (peak)” 时期利用存储的电力补充服务器因执行功率限制而
减少的电力, 从而实现消除性能损失的目的. 众所周知, 电力存储代价非常昂贵, 因此, 在电网内购置
大型蓄电设备以存储电力的方案并无市场. 然而, 现代数据中心为了应对电网突发的断电和电泳而普
遍配备的不间断电源 (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 UPS) 可以直接用作上述方案中的电力存储设备以
实现无性能损失的功率限制 [79] . UPS 是数据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的是在发生断电或者电泳的时
候在几秒钟内成为一个活跃的临时电源替代电网为受影响的物理设施提供不间断的电力供应, 直到几
分钟后柴油发电机被激活. 由于 UPS 电源的蓄电状态关系到数据中心的可用性, 此外, 频繁的 UPS
电源充/放电行为会加速电源的寿命损耗, 因此, 在数据中心的可用性与 UPS 电源的寿命之间寻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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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权衡是这一类方案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Govindan 等 [79] 首次提出将数据中心内集中部署的 UPS 电源 (即所有用电设备共享同一组 UPS
电源, 通常部署在 PDU 之前) 看作是一个电力缓冲区 eBuﬀ (energy buﬀer), 在适宜的时候储存电力,
在需要的时候用存储的电力对物理设施用电进行补充. 在给定电池的容量/ 生命周期以及数据中心的
可用性约束下, 他们通过一系列可行性分析证明了在特定类型的数据中心内利用集中式 UPS 补充供
电的方案的可行性. 具体而言, 该类方案非常适用于功率峰值陡峭且持续时间短的数据中心, 然而, 随
着功率峰值持续时间拉长, 受电池容量限制, 这类方案性能会逐渐打折扣, 甚至最后失去效用. 此外,
在该方案的配合下, 应用功率限制技术可以在不引入用户性能损失的前提下提高功率限制的力度 (降
低 15% 至 45% 的功率预定量, 视峰值功率持续时间长度而定), 进一步提升数据中心电力资源利用率
和能效. 在该思想下, Wang 等 [80] 进一步将电力资源 (包含 UPS 电源) 虚拟化为与计算、网络等一
样可供数据中心集中调度的资源, 并提出一个软件管理系统 vPower 来负责在所有应用之间进行电力
资源分配、隔离和管理. vPower 允许应用指定自身的功率需求、执行接入控制, 以及部署方案. 结合
动态监测服务器的功率使用情况, vPower 能够强制调整应用之间的电力分配以满足公平性原则和优
化系统效率. 实验结果表明, 与传统功率限制方案相比, vPower 能够提升 50% 的系统利用率、提高
12%∼28% 的应用性能. 此外, vPower 还能用来隔离有电力竞争关系的应用.
除了上述集中式部署外, 分布式部署也是一种常用的 UPS 部署方式. 该方式下数据中心内每个/群
服务器都配置一组独享的 UPS 电源, 例如, Google2) 的数据中心为每个服务器均配置了一组 UPS 电
源, 此外, Microsoft3) 和 Facebook4) 为同一个机架配置了一组 UPS 电源. 与集中式的 UPS 电源部署
方案相比, 分布式的部署方案具有如下几个优势: (1) 不受单点故障问题的影响; (2) 储能容量可以很
方便随新服务器的添加而增长; (3) 与集中式部署的 UPS 电源不同, 分布式部署的 UPS 电源通常位
于 PDU 之后. 由于不需要进行 AC/DC 双向转换, 所以可以避免对应的能量转换损失. 上述 3 方面
优势使得分布式的 UPS 电源部署方案逐渐受到工业界的青睐. Govindan 等 [81] 也研究了利用分布式
部署的 UPS 电源补充供电以应对功率限制带来的性能损失问题. 通过对电池状态、功率限制以及负
载迁移 3 个方面的综合考虑, 他们提出了若干种在线启发式方案, 并且搭建了包含 8 个服务器、8 个
分布式部署的 UPS 电源的测试平台对这些方案进行测试. 实验结果显示: (1) 分布式部署的 UPS 电
源可以补充持续时间较短 (大约 10∼20 min 以内) 的功率限制行为; (2) 持续时间超过 30 min 的功
率限制需要借助于负载迁移的手段才能不影响服务性能; (3) 此外, 由于仓促的负载迁移本身也存在
损害性能的可能性, 因此短时间内的功率限制不建议进行负载迁移; (4) 利用分布式 UPS 电源补充供
电结合负载迁移技术的方案可以解决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功率限制带来的性能损失问题. Kontorinis
等 [82] 也研究了利用分布式部署的 UPS 电源补充供电解决功率限制带来的性能损失问题. 不同的是,
他们研究了更加详细的 UPS 电源补充供电模型, 具体讨论了电池的尺寸、种类, 以及充/放电行为对
数据中心可靠性和可用性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他们提出一种最佳的分布式 UPS 电源补充供电架构,
并且制定对应的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的策略. 真实的负载数据测试表明, 该方案可以在不引入性能损失
的前提下平均削减 19.4% 的服务器峰值功率, 使得数据中心的电力资源利用率提升 24%.
尽管分布式的 UPS 电源方部署案具有诸多优势, 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 例如, 每组电池中存储的
电能只供固定的一台或者若干台服务器使用, 剩余的储电无法在全数据中心范围内共享, 因此限制了
对峰值削减的补充能力. Alanazi 等 [83] 提出一种管理方案来解决该问题. 该方案是一个两层控制结构,
2) Google server-level UPS for improved eﬃciency. http://news.cnet.com/8301-1001 3-10209580-92.html.
3) Microsoft reveals its speciality servers, racks, 2011. http://www.datacenterknowledge.com/archives/2011/04/25/
microsoft-reveals-its-speciality-servers-racks/.
4) Facebook open compute project, 2011. http://opencomp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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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是一个任务调度器, 负责决定到达数据中心的虚拟机的部署位置; 底层是一个 UPS 控制器, 负责
控制电池充/放电的时机以及电量. 通过在全数据中心范围内合理调度虚拟机的部署位置和 UPS 电
源的充/放电行为. 该方案可以灵活利用所有的 UPS 电力资源, 实现 (1) 在最小化需要处于开启状态
的服务器数目的同时, (2) 最小化需要预留的 UPS 电源容量的目的. 基于真实负载数据的实验结果表
明, 跟现有方案相比, 该方案每月可以为数据中心节省 20% 的电费.
3.2.3

UPS 能效感知控制

随着机柜/服务器级别的 UPS 电源部署方案在数据中心内的广泛应用, UPS 电源持续消耗的电
量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据 Pakbaznia 等 [12] 统计, UPS 电源的总耗电量甚至能达到数据中心总
耗电量的 15%. 鉴于此, 部分研究者 [84∼86] 开始研究通过 UPS 电源的能效感知控制的方法来提高数
据中心供电系统的能效. 众所周知, 在 UPS 电源内进行 AC/DC 电流转换时会产生一定量的功率损
耗. 为了减少这部分的功率损耗,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Wayne State University) 计算机科学系的施巍松
教授团队 [84, 85] 在他们的数据中心内选取了一个包含 20 台服务器、1 个 UPS 电源的机柜进行观察
以研究 UPS 电源的转换效率. 基于从该机架收集的数据, 他们得出了 UPS 电源转换效率与其负载水
平呈正相关的结论, 并使用自然对数函数对该关系进行拟合. 在此基础上, 鉴于 UPS 负载状况取决于
其辖区内 IT 设备的负载水平, 他们进一步构建出由 IT 负载预测整个机架功率 (包含 UPS 电源的功
率损耗) 的机架级功率模型. 模拟实验表明, 由该模型预测的机架功率与实测功率大致匹配, 误差率在
2%∼5% 以内. 随后, 他们构建了一个基于 IT 负载分配的优化模型, 通过对该模型的求解, 可以最大限
度减少 IT 设备的功耗和 UPS 电源的功耗损失. 在一个拥有 50 个机架 (1000 个服务器)、运行 10 个
应用程序的数据中心内的实验结果表明, 与均匀负载分配方案相比, 该方案可以节省 5.2% 的功耗. 对
于一个 PUE 为 1.7, 76 兆瓦级别的数据中心而言, 意味着每年可以节省 142.5 万美元的费用.
除在进行电流转换的过程中会造成功率损失之外, 影响数据中心内 UPS 电源能效的另外一个重
要因素是 UPS 电源的冗余供给. 在数据中心内 IT 负载水平较低的时期, IT 负载会被合并到部分服务
器上以尽可能多地腾出空闲的服务器, 这些处于空闲状态的服务器将会切换到休眠状态以节省能耗.
由施巍松等总结的 UPS 电源效率与负载的关系可推出, 单纯合并服务器会加剧 UPS 电源的功率损
耗, 从而带来额外的能耗浪费. AL-Hazemi 等 [86] 对目前最新的服务器合并方案进行研究发现, 该方案
会给数据中心增加额外的 13% 的能耗, 而这部分能耗是由 UPS 电源转换功耗损失造成的. 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 他们提出了一种合并非高峰时期使用的 UPS 电源的策略 [86] . 该策略通过将负载水平低的
UPS 电源的负载全部转移到相邻的 UPS 电源的方式来减少需要开启的 UPS 电源数目, 从而间接提
高了处于开启状态的 UPS 电源的负载水平 (等同于提高 UPS 电源的转换效率). 这是一种自适应的过
程, 只要相邻的 UPS 电源还有足够的能力容纳转移过来的负载, 这个过程就会持续发生. UPS 电源之
间的负载转移可以通过在服务器端部署微型自动切换开关 (micro-ATS) 的方式实现. 实验证明, 该方
案可以在服务器合并的节能效果基础上减少 20%∼40% 的 UPS 电源转换功耗损耗. 因此, 综合考虑服
务器合并与 UPS 电源合并的节能方案比单独进行服务器合并的方案能节省更多的能耗. 此外, 该方案
还可以减少 20% 的 UPS 电源开启数目.
3.2.4

小结

本小节介绍了 “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供电系统能效优化” 的相关研究, 表 3 [66, 73∼77, 79∼83, 85, 86] 选
取了部分典型研究进行了总结. 从该表可以看出, 与功率限制和 UPS 补充供电相比, UPS 能效感知控
制在提高供电系统能耗方面的研究较少, 主要原因有两点: (1) UPS 电源耗电量占供电系统总能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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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供电系统能效优化方法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methods of power supply system based on IT load scheduling

Classiﬁcation

Source Objective

[73]

Constraint

Method

Platform

Reduce power bud-

Server capac-

Percentage

Enterprise Reduce power budget by

get

ity, PDU ca-

cut

data cen-

pacity, QoS

[66]

Power capping

[74]

[76]

Reduce power bud-

Server capac-

Percentage

Google

Reduce power consump-

get

ity, PDU ca-

cut

data

tion 23%

center

Data center power

Server capac-

Percentage

Facebook

Increase QoS and power

management at

ity, PDU ca-

cut

data cen-

resource

scale

pacity

ter

13%∼40% and 8%

Increase power re-

Server capac-

Reset power

Real

Reduce power budget and

source utilization

ity, PDU ca-

distribution

data

data center construction

pacity

topology

center

cost by 47% and 32%

Rapid power man-

Sever capac-

Distributed

Small

Reduce setup delay

agement

ity, PDU ca-

optimization

cluster

by 72%∼86%, increase

pacity

[77]

20%, negligible QoS loss

ter

pacity, QoS

[75]

Result

utilization

by

throughput by 16%

Power manage-

PDU

Supply func-

ment of multi-

capacity

tion bidding

Reduce grid power

Battery

Centralized

supply

capacity,

UPS supply

Simulation Win-win between tenant
and owner

tenant data center

[79]

Simulation Reduce power budget by
15%∼45% without user

lifecycle,

experience degradation

availability

[81]

Reduce QoS

Battery capa-

Distributed

degradation

city, server

UPS supply

Testbed

degradation issue in most

capacity
UPS supply

[82]

sases

Reduce QoS loss,

Battery capa-

Distributed

Simulation Shaving peak power by

extent battery life

city, server

UPS supply

19.4%, increase power re-

capacity

[83]

[80]

Can solve performance

source utilization by 24%

Increase power re-

Battery capa-

Scheduling

source utilization

city, server

of load and

Simulation Reduce electricity cost by

capacity

UPS

Increase power

Battery

Power

resource utilization

capacity,

allocation

tion and application QoS

fairness

between

by 50% and 12%∼28%

20%

Simulation Increase system utiliza-

applications

[85]

Reduce the loss of

Battery capa-

Loss aware

Small

UPS transfer

city, server

scheduling

cluster

Simulation Reduce loss of UPS trans-

Reduce power by 5.2%

capacity

UPS scheduling
[86]

Reduce the loss of

Battery capa-

Loss aware

UPS transfer

city, server

scheduling,

fer and amount by 20%∼

capacity

UPS sleeping

40% and 20%

比值较低 (不超过 15%); (2) UPS 电源的可用性关系到整个供电系统的可用性, 不恰当地调整 UPS 的
工作状态可能造成重大故障. 功率限制技术不仅可以提高电力资源利用率, 还可以用于保障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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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备的用电完全. 一般而言, 功率限制会对应用性能造成一定的损害, 通过合理利用数据中心内广
泛存在的 UPS 电源可能实现无性能损失的功率限制, 这类方法需要对 UPS 电源容量、电池寿命等多
方面进行考量.
IT 系统与制冷系统跨层统一能效优化

3.3

由 3.1 小节不难看出, 基于 IT 负载的制冷系统能效优化方案通常会倾向于将 IT 负载分散在所有
服务器上以避免数据中心内部出现热点. 然而, 在所有服务器上分散 IT 负载的思路显然有悖于服务
器的负载合并节能原则. 因此, 单纯针对制冷系统的能效优化方案通常并不能达到提升数据中心总体
能效的目的. 作为数据中心内两个耗能大户, 制冷系统与 IT 系统的耗能行为密切相关. 具体而言, IT
设备的负载水平决定了其能耗状况, 进而又通过释放的热量与制冷系统的能耗关联. 因此, 设计合理
的 IT 负载调度方案以联合优化 IT 系统与制冷系统的能耗对从整体上提升数据中心能效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 为此, 需要首先构建出统一的跨层能耗模型. 目前, 统一的跨层能耗模型主要有两种构建方
式: (1) 依据设备的物理能耗特性使用具体的数学公式分别计算 IT 系统与制冷系统的能耗; (2) 利用
当前/历史信息 (包括负载、空调参数、外界环境参数等) 借助学习工具对 IT 系统与制冷系统温度或
者能耗进行预测. 根据上述能耗模型的构建方式可以将该领域内已有的方案分为两类, 即基于解析的
跨层联合优化和基于预测的跨层联合优化. 本节将按照上述分类对 IT 系统与制冷系统跨层统一能效
优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3.3.1

基于解析的跨层联合优化

制冷系统的能耗主要产生自转移 IT 系统散发的热量的过程中, 因此, 既取决于 IT 负载, 又取决
于制冷系统的制冷效率 COP. 目前, 对 IT 系统与制冷系统总体能耗的计算普遍采用的思路是先计算
IT 系统的能耗 (具体计算方法详见文献 [7]), 再用 IT 系统的能耗与空调的性能系数 COP 的比值计算
出对应空调能耗 [7, 12∼15, 87∼90] .
Pakbaznia 等 [12] 认为, 在不考虑服务器和机架合并的情况下单纯提升制冷系统能效的任务调度

方案并不一定会减少数据中心的总能耗. 他们首先利用上述 IT 系统能耗与空调系统能耗的关系构建
了统一的能耗最小化目标, 在此基础上将数据中心总能耗最小化的问题形式化为一个整数规划问题,
并提出一种启发式算法 MTDP 对该问题进行求解. 通过对该问题的求解可以 (1) 为到达的任务选择
最佳的服务器; 并且 (2) 根据每台服务器上运行的负载状况选择合适的运行电压和频率以最小化服务
器能耗; 与此同时, (3) 调节空调的冷气供应温度节省空调系统能耗. 实验结果证明, 跨层联合节能方
案 MTDP 比单纯最小化制冷系统能耗的方案 Xint-SQP [20] 可以达到更佳的数据中心能耗节省效果,
即使后者将所有处于空闲状态的服务器切换至休眠状态节省能耗, MTDP 算法仍旧可以为数据中心
多节省 13% 的能耗.
Ahmad 等 [13] 进一步对现有的数据中心节能方案进行总结和分析后发现, IT 系统节能与制冷系

统节能两个目标之间存在权衡. 具体而言, 针对 IT 系统的节能方案 (spatial subsetting) 往往会使数
据中心内负载聚合到尽可能少的服务器上, 造成部分服务器温度过高, 从而产生更大的制冷需求 (在
部分情况下, 制冷系统的能耗增幅甚至大于服务器的能耗节省量 [87] ); 而针对制冷系统的节能方案
(inverse-temperature) 又会使数据中心内负载分散在尽可能多的服务器上, 导致更多的服务器能耗开
销. 鉴于此, 为了实现降低数据中心总能耗的目的, 两个节能目标必须协同优化. 他们提出一种数据中
心联合节能方案 PowerTrade, 该方案开启的服务器数目介于基于 spatial subsetting 的方案以及基于
inverse-temperature 的方案之间, 因此可以实现在服务器节能与制冷系统节能之间达到较为理想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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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具体而言, PowerTrade 按照温度高低将数据中心内的服务器分为冷区域、温区域以及热区域 3 种.
到达的负载会被优先调度到冷区域与温区域内的服务器上, 只有当上述服务器的空间不够用时, 才会
开启热区域内的服务器. 冷、温区域之间的负载分配则按照校准测试 (calibration run) 结果按比例进
行. 冷区域内由于冷却效率高, 负载被尽量合并以减少需要开启的服务器数目; 而温区域内为了避免
出现热点, 负载被均匀分散在所有的服务器上. 基于真实数据中心负载的实验结果显示, 与单纯节能
服务器能耗的方案以及单纯节省制冷系统能耗的方案相比, PowerTrade 可以在引入响应时间开销不
超过 1.7% 的前提下实现 30% 的数据中心能耗节省.
除了休眠和电压频率缩放之外, P-states (performance states) 也是一种常用的处理器节能技术.
不同的 P-states 允许处理器在不同的处理速率和能耗之间进行权衡. Al-Qawasmeh 等 [14] 将处理器
的 P-states 整合进了数据中心能耗模型中, 并且针对服务性能 (以在截止时间之前完成处理的任务
数目衡量) 和数据中心总能耗两种优化目标分别设计了对应的优化方案. 通过合理调度 (1) 处理器的
P-states, (2) 分配给处理器的任务量, 以及 (3) 空调冷气供应温度, 两种方案可以在数据中心范围内实
现性能与能耗的协同优化. 实验数据显示, 与文献 [91] 中的数据中心整体优化方案 (仅考虑休眠, 未考
虑 P-states 分配) 相比, 该方案可实现平均 17% 的性能提升, 平均 9% 的数据中心总能耗节省.
Wan 等 [15] 研究了跨越芯片层 (chip layer)、服务器层 (server layer), 以及机房层 (room layer) 的

跨层数据中心总能效优化框架. 他们将最小化数据中心总能耗的问题形式化为一个混合整数非线性
规划问题, 并且提出一种高效的算法 JOINT 进行求解. JOINT 利用跨不同控制层的系统组件之间的
协作减少数据中心总能耗, 并能够根据当前工作负载动态配置系统参数. 具体而言, 在芯片层, JOINT
通过 DVFS 技术调节 CPU 的电压和频率, 以实现在维持可接受的 QoS 性能下提升能耗的目的; 在服
务器层, JOINT 通过负载的分配使服务器能够在休眠与工作状态之间动态切换, 此外, JOINT 还可以
动态改变机架上风扇的转速, 以使内部服务器获得理想的温度状态; 在机房层, JOINT 通过控制冷气
供应温度实现对制冷系统能耗的控制. 基于真实流量数据的实验结果显示, JOINT 可以为数据中心节
省 4% 的能耗.
根据 Abts 等 [92] 的推测, 未来数据中心网络能耗与总能耗的比重将会增大. Zheng 等 [90] 将日益
增长的网络能耗也考虑在数据中心总能耗最小化的目标之内. 实际上, 数据中心内的服务器与网络之
间存在紧密的关联: 一方面, 无视网络拓扑结构的服务器合并方案可能会导致流量堵塞, 从而损害网络
性能; 另一方面, 服务器合并后会改变网络拓扑结构, 也可能带来更大的节能空间 (例如可以使部分网
络交换机/路由器切换至休眠状态). 因此, 为了达到更好的节能效果, 服务器应该与网络协同考虑. 鉴
于此, 他们提出一种利用负载的相关性降低数据中心服务器与网络总能耗的联合节能框架 PowerNetS,
并将该框架做了进一步扩展以最小化包含服务器、网络, 以及制冷系统在内的数据中心总能耗. 实验
结果显示, 与同样利用负载相关性的服务器节能方案 [93] 相比, PowerNetS 可多降低 44.3% 的能耗. 扩
展后的 PowerNetS 与扩展前相比, 可进一步降低 8.8%∼14.6% 的能耗.
与上述借助 COP 关联 IT 系统与制冷系统能耗的研究不同, 一些研究者从网宇实体 (cyberphysical) 系统的角度探索了对数据中心总体能耗的管理问题 [16, 91, 94] . Parolini 等 [91] 提出一种面
向控制 (control-oriented) 的模型来评估协作的网宇实体系统策略对数据中心的影响. 该模型将数据中
心描述为两个耦合的网络: 一个代表网络动力学的计算网络, 另一个代表物理动力学的热力网络. 两
个网络通过 IT 负载相互耦合, 具体而言, IT 负载在服务器上的分布既影响计算网络提供的 QoS, 又
影响热力网络产生的热量. 在该模型的基础上, 他们提出 3 种控制策略以从整体上降低数据中心总能
耗. Li 等 [16] 的研究目标是为数据中心总能耗最小化问题提供一种闭环的 (closed-form) 解析最优解
(analytic optimal solution). 他们首先构建了简化的 IT 系统和制冷系统能耗模型,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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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最优的负载分布方案. 在真实数据中心内的实验证明, 上述简化的系统能耗模型足以促成不小的
数据中心总体能耗节省. 通过合理选择开启的服务器集合、调度负载在服务器上的分布以及制冷系统
的冷气供应温度, 上述整体节能方案比未从整体上优化数据中心的方案可以多节省 5%∼18% 的能耗.
3.3.2

基于预测的跨层联合优化

由于数据中心内各种系统 (例如机械、电气、控制) 之间有很复杂的动态交互关系, 基于公式的模
型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数据中心的总体能耗 [95, 96] . 基于 CFD 仿真软件的方法可以实现高精度能耗预
测. 但由于计算复杂度太大, 这类方法无法指导大规模数据中心内实时的负载调度. 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 Rossi 等 [97] 提出使用 Holt-Winters 算法预测数据中心的未来功耗. 与 CFD 模型相比, 该算法计算
复杂度低. 实验数据表明, 该算法对一天以内功耗值的预测误差率在 2% 以内. Hsu 等 [98] 则选择了近
几年发展迅猛的机器学习方法, 事实上, 数据中心场景的复杂性以及大量存在的监测数据很适合机器
学习的应用. 他们提出一种基于自感知计算 (self-aware computing) 的负载预测框架 SAWF 以预测数
据中心整体能耗, SAWF 主要包含 3 个部分, 首先是 (1) 特征抽取模块, 用于评估数据中心内所有设
备中变量的重要性, 并动态选择最重要的最相关的变量集合作为数据输入; 在此基础上, (2) 提出一种
精确且高效的神经网络模型以预测数据中心未来总能耗; 最后, (3) 设计一种在线的误差监控和模型更
新模块, 可以连续监测预测误差, 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更新上述预测模块. 实验结果显示, SAWF 比其他
经典的时间序列预测方法更能准确地预测数据中心总功耗.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单独预测 IT 系统能
耗 [95, 99, 100] 与制冷系统能耗 [101] 的工作, 这些研究也主要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 上述研究证明了机器
学习在数据中心系统能耗建模中的有效性.
不同于上述对数据中心总能耗的预测, Gao 等 [96] 选择直接预测数据中心的 PUE. 他们提出一个
神经网络框架, 该框架利用实际数据中心的数据进行学习, 从而构建出数据中心性能模型和 PUE 模
型. 实验证明, 该框架可以非常精确预测出 PUE 的值 (对于 PUE = 1.1 的情况, 预测误差仅为 0.4%).
该模型已在谷歌的数据中心内进行了广泛的测试和验证. 该研究也进一步证明了机器学习是利用现有
传感器数据对数据中心能效进行建模的有效方法.
3.3.3

小结

本小节介绍了 “IT 系统与制冷系统跨层统一能效优化” 的相关研究, 表 4 [12∼16, 20, 90, 91, 96, 102] 选
取了部分典型研究进行了总结. 从该表可以看出, 虽然基于解析的方法精度不如基于预测的方法高,
目前基于解析的方法仍然远远多于基于预测的方法. 这主要是因为基于解析的方法计算简单方便, 不
需要借助大规模的真实数据集进行训练. 然而, 随着机器学习领域的发展, 基于预测的方法对于大规
模数据集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低, 而其精度高、测试速度快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 可以预见, 未来人们
对高能效数据中心的不断追求将进一步促进基于预测的跨层统一优化研究的发展.

4

未来展望

随着云计算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 数据中心的数目和规模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而其产
生的巨大能耗也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 数据中心的能耗问题亟待解决, 这是因为: (1) 目前数
据中心资源利用率普遍极低, 导致大量的能耗被浪费, 这与全社会面临能源枯竭、环境污染问题的现
状形成鲜明对比; (2) 巨额的电费开支给数据中心运营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已成为数据中心进一步发
展的绊脚石; (3) 为贴近用户提高服务质量, 大多数数据中心倾向于建立在经济发达地区, 这将加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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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IT 系统与制冷系统跨层统一能效优化的方法对比
Table 4
Classiﬁcation

Comparison of cross layer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methods

Source Objective

[12]

Constraint

Method

Platform

Minimize

Server

DVFS, server

MATLAB

server and

capacity

sleeping, air

cooling energy

[13]

supply

Minimize

Server

Server sleeping,

Air-

Save 30% energy

server and

capacity

air supply

PAK[102]

with

delay

less

than 1.7%

Maximize

Server

P-states, server

server QoS,

capacity

sleeping, air

performance

supply

increase, 9%

Minimize

Simulation

server and
Analytic approach

Save 13% more
energy than [20]

cooling energy

[14]

Result

Average 17%

energy reduction

cooling energy

[15]

Minimize

Server

DVFS, server

server and

capacity, QoS

sleeping, fan

cooling energy

[90]

Simulation

Reduce energy by
4%

speed, air supply

Minimize

Server capa-

Server and

Hardware

Reduce energy

server, network

city, network

network sleeping,

testbet

by 44.3%, more

and cooling

bandwidth

air supply

8.8%∼14.6%

energy

reduction with
network

[91]

Minimize

Server

DVFS, server

server and

capacity

sleeping, fan

cooling energy

[16]

Prediction approach

[96]

Simulation

Reduce energy by
4%

speed, air supply

Minimize

Server

Server sleeping,

Hardware

Reduce energy by

server and

capacity, max

fan speed, air

testbed

5%∼18%

cooling energy

temperature

supply

Minimize PUE

Resource

19 types of data

Google

Reduce signiﬁ-

capacity

center features

data center

cant energy

地电网的供电压力, 从而影响新增数据中心的建设, 进一步阻碍了数据中心的发展. 伴随着云计算时
代的到来, 作为云计算重要物理依托的数据中心, 可以预计在未来数年内其能效研究还会持续受到学
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
国内在数据中心能效研究方面起步虽晚, 但是近年来发展迅速, 目前已基本与国际水平持平. 随
着云计算和大数据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加强数据中心能效研究、发挥产学研用联合优势形成自主可
控的高效能云计算数据中心核心关键技术体系对促进我国云计算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单一层面的能效研究在提高数据中心整体能效方面的效果有限, 为了进一步发掘数据中心节能的
优化空间, 需要从跨层能效优化的角度入手, 兼顾 IT 系统层和配套设施层的特性. 可以预见, 在未来
的研究工作中, 数据中心跨层能效优化有如下 3 个方面值得深入探讨:
(1) 基于 IT 负载调度的制冷和供电系统能效优化问题在过去十余年里受到了广泛的研究, 而 IT

系统与配套设施跨层统一能效优化虽然节能潜力更大, 但是相关研究在近几年才兴起, 因此目前已发
表的研究工作较少, 预计该领域的研究在未来数年里将会出现更多的创新成果.
(2) 机器学习对于非线性复杂系统具有良好的适应力, 非常适合处理数据中心场景下各种系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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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动态交互. 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深入, 利用机器学习领域的创新成果解决数据中心的
能效优化问题将成为一个趋势.
(3) 数据中心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数据中心内进行部署应用, 借助企业数据中心平台推动

高效能数据中心核心关键技术体系结构的研发、促进系统解决方案和标准规范的完善也是重要的研
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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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ross-layer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in data centers
Jiye WANG1 , Biyu ZHOU2* , Wantao LIU2 & Songlin H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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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ergy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 main obstacle hinder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data centers.
To solve this problem, many data center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studies have emerged in academia and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This review introduces current global research on the data center energy saving probl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timizing cross-layer energy eﬃciency, including the refrigeration and power supply
system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based on IT load dispatching as well as uniﬁed energy eﬃciency optimization
of IT and refrigeration systems, and then projects trends in thes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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