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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设备供电系统发展趋势信息设备供电系统发展趋势
Development Trend of Power System for ICT EquipmentDevelopment Trend of Power System for ICT Equipment

认为降低总体拥有成本（TCO）是信息设备供电系统发展的最直接驱动力，

高效、节能、绿色、共享、智能、互联是未来信息设备供电系统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能源互联网可以实现能源的互联共享，减少冗余浪费，提高供电可靠性，是未来各

种能源系统的发展方向。信息设备供电系统是智能化最高的能源设备，可能是最先

成为能源互联网“终端”的设备。

信息设备供电；高效；节能；绿色；共享；智能；互联；能源互联网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that ICT power system is driven by the lower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TCO).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ICT power systems are:

high efficiency, energy conservation, green, sharing, intelligent, and interconnection.

Energy Internet can realize the interconnection of energy, reduce redundant waste,

and increase power reliability. It i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various

energy systems. ICT power system is the highest intelligent energy equipment and

will probably first become a terminal of energy internet.

ICT power supply; high efficiency; energy conservation; green; sharing;

intelligent; interconnection; energy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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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ICT 时 代 ，连 接 无 处 不 在 。

高度连接的信息社会，对能源

的使用要求越来越高，ICT 系统消耗

的能源也不断增加，绿色节能成为

M-ICT 时代的迫切需求，也越来越得

到人们的重视。另一方面，新能源技

术的发展也为绿色节能的信息设备

供电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信息设备

供电系统呈现出高效、节能、绿色、共

享、智能、互联等特征。

1 高效
高效是指在 ICT 设备供电系统

中，从能源的产生、转换、分配、使用

等能效矩阵的各个环节，对能源进行

高效的转换和利用，各个环节的高效

汇集成整个供电系统的高效。高效

意味着在供电系统有着更小的能量

损失。

1.1 能源的高效率转换

ICT 设备所直接使用的是 5 V、

3.3 V 等低压直流，从能源的供给到

最终的低压直流电源之间，有很多的

能源转换、分配环节。每一个转换分

配环节，都存在能量的损失。高效率

的电源变换技术，使得能源在各个转

换环节的损失最小。各种功率变换

模块都在追求更高的转换效率。

（1）通信用电源整流器的 (交流

220 V 转直流 48 V)效率，已从 92%提

升到当前主流的 96%以上，未来将进

一步提升到 98%甚至更高。从 92%
到 96%，再到 98%，整流器损耗依次

降低 50%。采用高效率的整流器，能

有效降低站点的电能消耗。

（2）通信站点用太阳能功率模块

（直流到直流（DC/DC））效率提升到

98%以上。

（3）数 据 机 房 用 不 间 断 电 源

（UPS）效率提升到 97%以上。

（4）太阳能极板光电转换效率不

断提升，例如单晶硅的量产效率达到

20% 以 上 ，并 且 每 年 提 升 绝 对 值

0.3%～0.5%左右。光电转换效率的

提升可以提高太阳光的利用率，产生

更多的电能。

（5）各种能源变换器中轻载下的

效率不断提升，满足实际负载情况下

的节能，通信整流器的最佳效率点出

现在 50%～80%负载，30%以上负载

就能实现很高的效率。

1.2 高效率的能源利用

信息设备供电除了来源于公共

电网，还来自于新能源发电、油机发

电等。为了降低成本，这些小型发电

设备的配置容量都非常有限，因此能

源的高效利用则成为了很重要的研

究内容。

（1）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技

术，成为太阳能、风能利用中的普遍

需求。太阳能功率模块 MPPT 效率达

到 99%，通过实时跟踪太阳能或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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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输出功率点，可以实现最大功

率的利用，可比传统控制器增加 30%
的利用率。

（2）油机发电的变频输出，可以

提高轻载燃油效率。传统交流油机，

工作在恒定频率状态，在轻载状态

下，燃油效率较低。通过采用新型直

流油机，油机发电机工作在变频状

态，输出频率随负载调整，使得燃油

效率有较大提升。

1.3 高效率的供电架构

不同的供电架构有着不同的能

源效率。数据流量的指数级增长，推

动了大量的数据中心的建设，也催生

了新型供电架构的应用，供电架构的

探讨成为互联网数据中心（IDC）机房

供电领域的热门话题。

（1）高压直流取代交流 UPS 供电

成为趋势 [1-2]。高压直流（HVDC）供电

比传统交流 UPS 减少了输出直流电 /
交流电（DC/AC）逆变、负载侧的整流

环节等，供电转换环节少，供电效率

高。电池直接挂在母线上，可靠性更

高。行业内通用的高压直流有 240 V
和 336 V两种制式之争，240 V制式对

目前的交流供电系统兼容性好，主要

在中国国内应用；336 V 则更为彻底，

能够节省更多转换的环节，在全球范

围内得到广泛认可。无论哪种制式

最终胜出，都会逐步取代交流 UPS 而

成为数据机房供电的主流，并带来供

电效率的提升。

（2）市电直供技术逐步推广。为

进一步提升供电效率，减少转换环

节，市电直供主用、高压直流备用的

供电架构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这

种架构在正常情况下采用市电直接

供电，进一步提升了供电的效率 [3]。

（3）中间总线电压存在争论。传

统服务器采用 12 V 的中间母线供电

架构，而传统通信设备则采用 48 V
为供电母线电压。随着服务器的功

耗越来越大，母线电阻的损耗不可忽

视，于是出现了采用 48 V 作为中间

母线的供电架构，可以大幅降低母线

电流。而 48 V 基本上是人可接触的

安全电压上限，较好地实现了效率与

安全之间的平衡 [4-5]。

2 节能
节能主要是指通过各种节能措

施，在保证信息业务可靠性的基础

上，降低信息设备站点和机房的能源

消耗。随着节能减排的要求不断提

高，对已部署的设备实行节能改造，

往往能够有效降低站点能耗，并降低

站点的运营成本（OPEX）。

2.1 休眠技术节能

在信息设备供电系统中，大多数

都采用模块化并联实现冗余以保证

可靠性，并且为保证最大负载情况的

供电，系统设备配置都偏大。正常情

况下的负载率一般在 20%～40%，并

不在电源设备的最佳工作状态。模

块休眠可以根据负载的情况关闭或

开启部分模块，使剩余模块以 50%～

70%负载率工作在最佳效率状态，并

让系统的各模块轮换进行休眠已使

得各模块工作时间均衡。通信直流

电源系统中的整流器休眠技术可以

实现节电 4%～10%。模块化 UPS、高
压直流供电系统均可采用模块休眠

技术实现节能。在负载侧，也实现了

根据用户量实现设备的休眠，大幅减

少信息设备自身的功耗。

2.2 混合供电节能

在偏远无市电通信站点，为实现

通信，一般采用双油机轮换供电，蓄

电池浮充备用。在这种情况下，油机

配置都有较大的冗余量以适应电池

充电、未来扩容等，从而导致正常情

况下油机带载率低、燃油效率低。通

过改造，可以实现油机、电池轮流混

合供电，例如油机工作 5 h，给负载供

电的同时给电池充电；然后油机停

机，电池放电给负载供电 7 h；然后油

机再工作，如此循环。采用这种方

式，油机负载率大幅提升，燃油效率

有效提高，油机工作时间减少，燃油

消耗减少，油机维护费用也下降 [6]。

2.3 热管理节能

在传统的信息设备机房，制冷消

耗了大约 40%电能。一方面，我们可

以采用高效、节能的信息设备供电系

统，以减少机房设备的热量产生；另

一方面，可以通过新型的热管理技

术，有效降低机房的制冷耗能 [7]。这

些新型的热管理技术包括：

（1）机房精确制冷。即改变机房

整体制冷的情况，将冷风精确送达需

要冷却的部件，实现精确制冷，并通

过空间布局设计防止冷热风短路，这

样可以有效降低制冷空调的耗电量。

（2）分区制冷。在信息设备机房

中，不同设备对温度的要求不同。通

过对不同的区域实现分区制冷策略，

可以减少制冷的能耗。例如，对电池

单独实现温控，同时适当调高机房的

整体温度，可以有效减少空调耗能。

（3）户外机柜取代机房。对于小

型站点，采用户外设备（含电源系统、

基站设备）取代户内设备，相比机房，

可有效减少制冷空间，大幅度降低制

冷能耗，也能减少机房占地面积和建

设费用。

（4）采用新风技术、自然冷源等

散热技术。采用新风技术，在室外环

境温度低、昼夜温差大、空气洁净的

地区，可以有效减少空调工作时间。

在大型水库、湖泊、海边，可充分利用

自然冷源进行机房冷却，降低机房制

冷能耗。

（5）电能利用率（PUE）被用来衡

量机房的绿色程度。国际先进的数

据中心 PUE 值能达到 1.1。在通信行

业标准中，对各种机房的 PUE 值有比

较明确的要求 [7]。量化的标准将推动

机房的能耗降低，PUE值的提高。

3 绿色
绿色是指采用可再生能源、清洁

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为信息设备供电，

以减少站点碳排放。在信息设备供

电的清洁能源中，主要有太阳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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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燃料电池等。

3.1 太阳能绿色供电

随着太阳能发电的成本近年来

大幅度的降低，太阳能供电的经济性

大幅提高。在没有市电或市电不稳

定的站点，太阳能供电得到了大量的

应用；而在市电较好的地方，通过配

置一定的太阳能，也能有效减少信息

设备对市电的消耗 [8]。太阳能供电将

是未来信息设备绿色供电的主流。

3.2 风光互补混合供电

风能和太阳能在昼夜、季节上存

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性，例如白天阳光

强、风弱，晚上无太阳能、风大，冬季

阳光弱、风强。在风能比较好的地

区，通过风光互补方式给信息设备站

点供电，也得到了较多的应用。

3.3 燃料电池绿色供电

燃料电池在通信站点的清洁供

电试点越来越多，但目前燃料电池还

是以氢为主要燃料（其他非氢燃料电

池也需要最终制备成氢气进入燃料

电池），由于成本高、燃料获取的不便

利等特点，燃料电池的供电普及受到

了比较大的限制。随着技术的成熟

和成本的降低，燃料电池将越来越多

地应用于信息设备供电。

4 共享
共享能有效节省空间、硬件资

源，在信息设备供电系统中，共享在

各个层次展开。

4.1 共享部件

不同功率的整流器（如 2 000 W
与 3 000 W）、不同类型的变换器（如

太阳能模块与整流器模块）在物理和

电气接口实现兼容，可以共享插箱槽

位，减少系统槽位空间。同一变换

器，可以兼容交流输入、直流输入，以

及不同的电压输出。同一电源插箱，

可以实现市电、油机、太阳能、风能、

电池的接入，统一输出并监控，实现

了部件级的共享，减少了重复冗余的

硬件资源和空间。

4.2 共享机柜

随着功率模块、监控单元、电池

等功率密度不断提高，各种不同单元

在单机柜内实现一体化，同时在部分

室外站点，信息设备与电源设备共用

机柜，实现了整个站点的一体化，减

少了设备占地空间。

4.3 共享站点

大多数情况下，通信运营商在同

一站点实现了无线 2G、3G、4G 通信

的共享供电。中国铁塔公司的成立，

意味着中国国内运营商将全面进入

站点共享，包括电源在内的基础设施

共享。随着非洲、拉丁美洲的基建运

营商的规模不断扩大，全球范围内的

通信站点共享越来越多。站点共享

能大幅度降低通信运营商在基础设

施建设和运营上的费用支出。

随着电动汽车的发展，通信站点

与电动汽车充电融合的方案也开始

实施，以实现信息设备供电与电动汽

车充电的站点共享。

4.4 共享能源

目前物理地址不同的站点之间

还不能实现能源的共享，每个站点都

需要备用电池、油机等备电设备，每

个站点的新能源发电也是站点内部

使用。随着能源互联网的发展，未来

不同站点共享备电和供电将成为可

能。汽车到电网 (V2G)技术也会让电

动汽车与通信站点共享电池能量。

能源的共享可以有效降低各个站点

的备用容量，降低设备投资，供电可

靠性也得以提高。

5 智能
智能化伴随着信息设备供电系

统的发展不断发展，从早期的站点参

数的监控扩展到站点的能源数据管

理，智能化已经可以有效降低站点运

维成本和能源消耗。

（1）智能监控。信息设备供电系

统的智能监控功能实现对供电系统

的信息采集、监测、告警和远程控

制。实现了站点的无人值守，维护成

本得以降低。

（2）数字控制技术。数字信号处

理（DSP）数字控制技术具有控制灵

活、成本低、保密性好、时间稳定性好

等特点，在各种功率变换逐渐成为主

流。而在复杂的功率变换系统，必须

靠 DSP 数字控制技术才能实现复杂

的变换。

（3）能源数据管理。站点的能源

数据管理除了能够实现站点的设备

监控外，还可以进一步实现站点预防

性维护，提醒设备维护人员进行预防

维护保养；通过站点能耗分析，可以

实现站点能效管理；通过远程读取设

备资产信息，可以实现在网资产的自

动统计和盘点等资产管理；通过站点

门禁、防盗视频抓拍等，可以实现站

点安全管理。

（4）软件定义。DSP 为软件定义

电源奠定了基础。软件定义的电源

系统逐步出现，可以通过软件定义电

源的特性，实现能量的双向流动。随

着功率器件的发展，四象限器件的出

现，更可以同一硬件电路，实现 AC/
DC、DC/AC、DC/DC 之间的任意功率

变换 [9]。

（5）自适应。产品的智能化可以

根据使用的外部环境如电网、季节、

天气、温度、负载，调整电源系统的工

作状态，如输出电压、频率、负载率、

电池充电状态等，以使得系统工作在

最优状态，减少电能消耗、延长设备

寿命。

6 互联
当前的信息设备供电系统，实现

了远程的网络监控，已经具备了信息

互联。随着新能源的应用普及，每个

站点不仅消耗能源，也能产生能源、

储存能源。

新能源站点多余的能源可以实

现供电的互联，共享给其他不同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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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的站点，实现通信站点供电的互

联共享，并可进一步进入公用供电网

络，成为大的能源互联网的子网。

信息设备供电站点的电池除了

可以用来做停电时给站点设备供电

外，还可以共享给其他站点，也可以

作为能源互联网削峰填谷、平滑输出

的储能单元。

能源互联网是信息技术与新能

源相结合的产物，虽然还没有一个统

一的定义，但智能、开放、互联、共享

等是能源互联网的一些主要特征。

能源互联网可以实现能源的互联共

享、峰谷互补，减少冗余浪费，提高供

电可靠性 [10]。信息设备供电系统是

智能化最高的能源设备，可能是最先

成为能源互联网“终端”的设备。

7 结束语
信息设备供电系统的发展往往

决定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产品的使

用者（用户）的需求变化；二是技术的

发展。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降

低总拥有成本（TCO）是信息设备供

电系统发展的最直接的驱动力，高

效、节能、绿色、共享、智能、互联最

终 都 能 带 来 信 息 设 备 供 电 系 统 的

TCO 降低，各种新材料、新器件、新应

用技术为系统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

撑。能源互联网是未来各种能源系

统的发展方向，虽不能准确定义，不

能准确预测，但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

展着。

节能减排既是企业利益诉求，也

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将致力于

推动信息设备供电系统更为高效、节

能、绿色、共享、智能、互联，推动信

息技术系统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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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

中兴通讯技术杂志社北京迎春联谊会隆重召开

【本刊讯】2016 年 1 月 8 日，“中兴通讯技术杂志社

2016 北京迎春联谊会”在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隆重召

开。刊物在京编委以及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通信

运营商、期刊管理部门等 80 多位代表共聚一堂，聊通

信热点，话未来发展，气氛轻松而热烈。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杂志社新任

总编陈杰到会并发言。她感谢与会代表对公司及刊物

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 2015 年公司在技术、产品、市

场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坚信在新的机遇面前，中兴通讯

将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实力，在全球企业中做最好的

自己。

中兴通讯技术杂志社常务副总编黄新明介绍了

2015 年刊物发展情况，产学研办公室副主任李婷展示

了产学研合作的最新成果，中兴通讯副总裁孙枕戈解

读了“中兴通讯 2016 年技术白皮书”。针对这 3 个报

告，各位来宾各抒己见，热烈讨论。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刊物及产学研工作所取得成

绩，也希望刊物在科技期刊界发出更多声音，以促进更

多刊物进步；同时，希望刊物参与国家期刊标准化制订

工作。

一年一度的北京联谊会是个温暖的聚会，它拉近

了刊物和业界专家的距离，成为产学研及杂志社对外

交流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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