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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基建大潮对数据中心的
影响和发展趋势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盛年科技有限公司
Delta（台达集团）
青岛恒华机房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普天天纪楼宇智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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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通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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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一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信天元质量测评认证中心

打造智慧可靠绿色的
数字化转型通途

——访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四雄先生
2021 年是新基建战略深入推进之年，也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更是碳中和目标规划蓝

图的起始之年。身处时局的数据中心行业，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更多的挑战。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是高端电源领域的解决方案提供商，拥有超过 30 年自主领先的高

端电源技术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是行业领先的第三方 IDC 运营商，拥有超过 10 年的数据中

心建设运营经验。在 2021 年开局焕新品牌，更名为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
华数据”
），聚焦数据中心业务，体现了更清晰的战略发展方向。

近日，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数据中心分会编辑采访到科华数据总裁陈四雄先生，探讨了科

华数据的发展战略 、碳中和等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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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新品牌形象，引领数字化

建 、引领数字化转型的决心。”
接下来，科华数据将进一步聚焦

为一家民族科技企业，科华数据始终将

科华数据前身成立于 1988 年，主

数据中心业务，完善数据中心业务模式

自主研发 、自主创新视为公司持续发

营以高端 UPS、定制电源 、电力自动

及组织管理构架，加强数据中心资源布

展的核心驱动力。陈总表示 ：
“近年来

化系统为主的能基业务，经历 20 多年

局力度，实现公司数据中心业务发展的

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保

的发展，在国内高端电源领域已处于领

进一步提速，强劲驱动政府 、金融 、工

持在 7% 以上。在产品设计上，我们组

先的地位，积累了丰富的数据机房应用

业 、通信 、交通 、互联网等各行业的

建了基于科华研究院 、事业部产品线

和服务经验。

数字化转型，支撑 5G 未来。

的研发团队，实现了对预研技术的储备

转型

2010 年上市时期，科华数据凭借
敏锐的嗅觉，抓住正在上升的数据中心
市场风口，依托电力电子同源核心技
术，拓展以云计算中心 、数据安全 、云
资源服务为核心的数据中心业务，将其
作为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发力点。
陈总指出，
“通过从数据中心规划
设计到产品开发 、工程建设 、运营维
护全项目过程的持续深入参与，科华对
数据中心的市场发展趋势的认识是日
益清晰的。”2014 年，公司转型成为专
业的 IDC 运营商，并通过上市公司“技
术 + 资本”的优势，于 2015 年开始在
北上广布局自建数据中心，加快和三大
运营商及一线互联网运营商的合作，持
续做大 、做强公司数据中心在国内的

三大领先优势，技术实力先行

经过 30 余年的技术 、服务沉淀，

也是科华数据一以贯之的企业使命。作

及对产品实用技术的快速研发和产业
化。”
科华数据着重技术研发并致力于

10 余年数据中心建设及运营实践，科

为客户服务，例如 ：对人工智能 、物联

华数据拥有了成熟的数据中心团队，掌

网等市场前沿技术方面进行战略投资 ；

握了专业的数据中心基础架构方案技

在数据中心设备状态监控 、数据中心

术，成为了中国领先的电力电子技术解

节能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科研成

决方案提供商 、业界领先的高安全云

果 ；采用 IPD（集成产品开发流程）管

基础服务提供商。

理模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高度关注

这份成绩绕不开科华数据的三大

客户的需求与体验 ；在产品设计 、用

领先优势，陈总将其概括为 ：
“领先的

户体验 、应用场景分析等方面投入充

技术优势 、高端的品牌以及客户优势”。

足资源，积极为客户的利益保驾护航 ；

科华数据对技术的重视在公司名

通过有效的界面管理，降低研发过程的

称上便可见一斑。“集科技精髓，创华

费用率，实现高效 、高质的产品开发。

夏伟业”，这便是“科华”二字的由来，

目 前，科 华 数 据 在 北 京 、上 海 、

布局。
2020 年，在“新基建”战略规划的
引领下，适逢数字经济发展热潮，科华
数据的数据中心业务实现快速增长，一
举成为了公司具有巨大潜力的业务板
块，成为科华数据接下来聚焦发展的侧
重点。
也正是基于对行业累年的细微观
察与深入的实践经验，科华数据认为未
来世界逐步迈向万物智联，各行各业正
在入局数字化转型。2021 年 1 月 18 日，
科华由“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正式
更名为“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提
及这次更名，陈总强调 ：
“这不仅是科
华焕新品牌形象的契机，同时也展现了
更清晰的战略方向，以及科华布局新基

WiseMDC 模块化数据中心 / 高端大功率电源系统 / 智能 AI 环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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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全可靠的新一代的低碳数据中心。

广州及周边城市已自建 7 大云数据中

公司技术研发 、生产制造 、营销 、售

心，拥有机柜数量超过 2.8 万架，均达

后运营的全产业链中。陈总指出 ：
“科

到业界高水平上架率，广泛应用在三大

华数据高度注重企业与经济 、社会 、

科华数据提出的绿色高效节能制冷解

运营商 、大型互联网企业 、政府 、金

环境共同可持续发展。”科华数据已通

决方案，采用封闭冷通道隔离 、变频风

融等行业客户。仅 2020 年，科华数据

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在业

冷 、间接蒸发冷却 、集成氟泵等业界

就与腾讯落地签署了 11.7 亿元合作协

内率先推行 RoHS 环保指令，针对设

先进的机房制冷技术，在大大提高精密

议和 MDC 集中采购 2.2 亿元项目，投

计开发 、生产制造 、原材料供应链管

空调制冷效率的同时，实现数据中心比

资 、开发多个数据中心资源，用实力获

理等制定了一整套符合 RoHS 标准的

传统机房系统明显节能，PUE 达到 1.3

取了合作伙伴更深的信任与认可。

实施方案，建立绿色制造 、物流通道。

水平。

为了进一步降低数据中心 PUE，

绿色节能可持续，积极助力

在数据中心领域，科华数据从集成

在供配电方面，科华数据拥有“锂

预制化产品研发 、新型制冷节能技术及

电 +UPS”、
“市电 +UPS”、
“市电 + 高

产品推广 、绿色高效不间断电源（UPS

压直流”、
“2N UPS”等多模式供电架

可以预见，在实施碳中和大战略背

及 HVDC）系统及架构的应用研究 、绿

构，可根据供配电功耗以及冗余等级的

色能源的探索应用 、智能化 AI 运维方

需求进行模块化配置。

“碳中和”

景下，数据中心行业愈加趋向绿色节能。
在 30 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科华数

面，积极投入和不断推陈出新，倾力打

2020 年，科华数据智能模块化数

据始终将绿色环保节能的理念贯彻于

造绿色节能 、极简交付 、智能管理和安

据中心 、数据中心用高压直流电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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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发布的《绿色
数据中心先进适用技术产品目录》，为
推动国内数据中心市场绿色节能化 、
低碳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展望精彩未来，拥抱能源变革

数据中心自计算站场地演变而来，
几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
未来将如何发展？
陈总认为，数据中心行业重要性将
愈加凸显 ：
“全球疫情肆虐的 2020 年，
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都更加需要可靠 、高效的网络技术，因
此数据中心的重要性更是日益增强。
”
而在发展趋势方面，考虑到新基
建政策逐步落地实施，
“30·60”双碳
目 标 ”的 提 出，5G 技 术 、人 工 智 能 、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四雄先生

云计算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数据中心
将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 ：
“首先，
随着数据中心需求的快速增长，为应对
其易扩容 、快部署的需求，定制化 、模
块化产品将是大势所趋 ；其次，大型数
据中心的规模化建设，需借助人工智能

可以帮助客户开源节流，降低能耗和运

集成商持续向专业的第三方数据中心

营成本，助力构建更绿色高效的低碳网

IDC 运营商转型，倾力打造绿色节能 、

络，具有很可期的市场空间。

智能管理的新一代低碳数据中心，为客

科华数据在光储领域已积累了 10

户提供兼具规划设计 、产品方案 、工

降低运维成本 ；边缘计算数据中心的需

余年的经验，在光伏 、储能 、微网 、风

程实施 、运维管理的数据中心全生命

求将进一步加大；”最后，陈总提出：
“数

电 、多站融合等领域拥有多元化的解

据中心将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 、绿色节

决方案和丰富的项目经验。针对数据中

能，数据中心与人工智能 、新能源等技

心对新能源的利用，陈总介绍了多个解

术相结合的应用场景将是新趋势。
”

决方案 ：利用闲置屋顶建设屋顶分布

技术，实现数据中心的远程监控和运维，

数据中心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底层

式光伏电站，为园区照明 、生活等非核

核心支撑，其日趋庞大的运营规模占社

心设备负载供电 ；通过配置储能系统，

会用能比例不断攀升 ；近期国家也提

起到负荷调节 、存储电量 、配合清洁

出将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能源接入 、提高电能质量等作用 ；对

系统。与新能源的结合，将为数据中心

供电系统进行‘削峰填谷’，减少电费

节能减排提供强大的支持。

开支，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大幅减少

陈总预测 ：
“以光伏 、风电等为主

碳排放。

周期服务。

结束语

通过此次访谈，我们可以看到科
华数据在在技术上深厚的积淀 、对未
来趋势精准的把控 、对自身清晰的定
位。科华数据通过稳步推进数据中心建
设，筑牢安全基础，确保信息系统运营
的安全稳定和连续性，不断在数据中心
业务上开拓创新，占据了行业领先的市
场优势。
祝愿科华数据为更多的客户打造

导的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 30 年最

作为深耕数据中心行业 10 余年的

数 字 化 转 型 通 途，打 造 行 业 标 杆，早

大的发电能源。”他认为，运用‘光伏

行业领先企业，科华数据将立足 33 年

日成为行业一流的数据中心服务运营

+ 储能’等绿色能源解决方案与数据中

的信息化系统电力安全保障经验及电

商 、国际化的集成产品与技术方案提

心的规划建设相融合，既部署灵活，还

力电子核心技术，由专业设备的制造 、

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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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和信息化部泰尔认证中心颁发的 145
项通信产品认证证书，生产制造荣获
ISO9001，ISO14000，OHSAS18000、
美 国 UL 认 证 、欧 盟 CE 认 证 及 环 保
RoHS 等品质认证评定，在智能布线市
场领域多次获得“中国综合布线系统
普天线缆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

纤及光缆产品组合，6 类 、7 类 、8 类数

2001 年，2017 年 11 月在香港上市，股

据铜缆及综合布线产品的组合，为全球

票代码 ：01720.HK，公司总部位于中

通信及其他行业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技

国江西省南昌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

术服务。

十大品牌”等殊荣。
智慧未来，普天线缆集团将秉承
“共济共赢 创新 贡献”的核心价值观，
持续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目标，一路创

区昌东大道 8899 号，占地面积 11 万平

普天线缆集团具有健全的研发

新，在智能建筑 、数据中心 、智慧城市

方米。是当今中国产品规格齐备 、生产

体系，持有 42 项国家技术专利和技术

等领域，与全球通信行业伙伴并肩迎接

技术先进 、生产规模大的光纤 - 光缆 -

软著，依据 ISO9000 国际标准建立了

5G 时代的到来！

数据铜缆 - 光铜混合产品及综合布线

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拥有占地 5760

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基地。拥有完备的光

平方米的通讯实验室，荣获中国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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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九州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九州基业

机电设备 、金属材料 、五金交电等。

贯穿客户信息化建设全生命周期。

目前公司拥有电子与智能化工程

公司注重新技术 、新工艺 、新产

专业承包贰级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

品在工程领域中的应用。经过多年实

承包贰级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

践，公司形成了一套严格 、周密的工作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机电安

体系，技术咨询 、方案设计 、材料采购 、

是 2001 年注册在北京市怀柔区雁西工

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劳务分包资质 、

施工管理 、项目评测 、售后服务等。

业开发区的技术企业，企业法定代表

数据中心会员企业运维服务能力一级 、

人王济民，注册资金 5800 万元，现有

AAA 级信用企业等多项资质。

Beijing Jiuzhou Jiy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北京九州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职工 30 余人。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是施

公 司 以 计 算 机 机 房 、通 信 机 房

公司长期服务于各金融行业，已
在北京 、石家庄 、保定 、南京 、宁波 、
南通 、西安 、长沙 、无锡 、乌鲁木齐

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劳务分包 ；建

IDC 机房 、屏蔽机房 、高密度数据中心 、

等地设有办事处，为国内客户提供了性

设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勘察 ；工程设

安防监控工程 、网络及智能综合布线

价比最好的设备和服务。

计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安装 、调试 ；

系统工程为核心，涵盖了方案咨询 、规

凭 借 规 范 的 体 系 、令 人 瞩 目 的

数据处理 ；编制城乡规划 ；计算机软 、

划设计 、定制开发 、设备供给 、项目

企 业 业 绩 、长 期 的 技 术 积 累 、丰 富

硬件开发 ；销售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

实施 、系统集成 、测试 、运维等服务，

的市场经验 、敬业的成熟队伍 、快速
完善的服务及务实的承诺，我公司于
2020 年成为德特威勒（苏州）信息技
术科技有限公司的金牌分销合作伙伴。
“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海不辞水
故能成其深”
。历经近二十年的辛勤耕
耘，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坚持“质量为
本 、科学管理”的质量方针，恪守“以诚
取信 、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和“成就
员工服务业主 、发展企业”的管理理念，
海纳百川，广泛吸收优秀人才和优秀文
化 成 果，坚 定 不 移 地 实 施 精 品 战 略，
为用户提供优质工程与优良服务。

中国优秀数据中心 / 6

会员介绍│ MEMBERSHIP INTRODUCTION

中盈绿能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盈绿能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成

中心机电系统，大幅降低数据中心整体

立于 2002 年，是一家专注于建筑环境

运营成本。公司自有预制加工基地，建

与能源管理的数字化综合服务商，国家

筑内核心的制冷站和供热站已经做到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节能服务备案企

工厂化生产，缩短建设工期，提升服务

业。公司秉承“赋予建筑无限生命”的

质量，具备短期集中交付能力和极端场

企业使命，在通信 、医疗 、公共建筑等

景交付能力。集成控制平台可以实现无

领域的数据中心建设上为客户提供专

人值守 、自动调整算法高效率运行。公

业化解决方案，致力于打造更高品质 、

司于 2012 年成立了独立的 BIM 中心，

更节能环保的绿色数据中心机电系统，

经过多年探索发展，已成熟应用于项目

可根据项目不同需求，为客户实现基于

方案设计。目前，公司不仅可以针对不

BIM 全流程管理的方案设计和工程整

同的建筑形式提供基于 BIM 的全过程

体交付服务。

设计深化服务，还可以通过 BIM 技术

公 司 拥 有 十 余 项 建 筑 企 业 资 质，

实现现场管理 、采购管理及从工厂预

中盈绿能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
人才为根本，常年与哈尔滨工业大学 、
大连理工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合作，成
立实践教学基地，培养了很多行业技术
人才和项目管理人才，同时组建了一支
由行业资深专家为核心，高素质技术人
才为骨干的专业队伍，为客户提供最专
业的服务，做到技术在线，质量在线 、
服务品质在线，和客户共同打造过程精
品，助力新基建发展。

其中包含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制到现场安装的“厂场一体化”服务，

一级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

从而实现机电系统的节能、环保、提质、

诚 、责任 、健康 、共赢”的企业核心价

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建

增效。

值观，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为驱动，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同

经过近 20 年的深耕布局，公司在

未 来，中 盈 绿 能 将 继 续 秉 承“ 坦

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和服务品质，开拓创

时拥有电力承装资质 、安防设计资质

数据中心建设数字化服务中走在前沿，

新，追求卓越，以专业精神持续创造客

以及压力管道 、锅炉等特种设备安装

凭借技术能力和诚信履约的精神，与行

户价值。

资质，并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

业内很多高品质客户保持长期战略合

证 、环境体系认证和职业健康安全体

作，服务品质和施工质量被业内广泛认

系认证。

可，并多次获得国家和地方授予的工程

近年来，公司持续推进绿色节能

质量优质奖项。公司业务覆盖北京 、辽

技术研发，拥有新风和空气净化方面百

宁 、山西 、河北 、天津 、上海 、杭州 、

余项核心专利技术，全面应用于数据中

深圳等三十多个省 、市 、自治区，在全

心建设服务项目中。同时利用公司技术

国设立了 5 个分公司，9 个办事处，并

管理优势和方案设计能力，帮助客户打

逐步完善全国化服务网络布局，为客户

造整体运营成本低于行业 30% 的数据

提供及时 、优质 、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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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托普（中国）暖通空调系统
技术有限公司
欧文托普两合公司是欧洲建筑服
务行业阀门和控制系统主要制造商及
服务商之一。公司创建于 1851 年，是
一家家族式企业，总部设在德国奥斯伯
格，其分支机构 、代表处及经销商渠道

计咨询 、选型优化及售后服务等支持

遍及世界各地，核心文化为“质量 + 革

工作。

2024 年完全实现工业 4.0 标准。
目前，欧文托普可为 IDC 及能源

公司具备完善的工厂管理及质量

站业务提供通用阀门 、电动阀门及平

制冷系统的调节控制 、生活热水设备 、

控制体系，建设有国内最早的大型流体

衡阀门等多种产品，同时可以提供系统

地暖系统 、控制阀门等等。

试验台，并参与编制了国内三十几项建

的水力平衡计算选型 、平衡调试等技

公司在专注行业发展前沿的同时，

筑行业国家标准及产品标准，进入中国

术性服务。自 2011 年以来，欧文托普

致力于通过技术革新和高品质的产品，

市场后，不断将国际先进的节能技术和

产品已在国内数百个 IDC 项目中得到

提高人类生活环境的舒适性，降低建筑

产品理念引入国内。同时中国区研发团

了应用，涉及金融、IT、公用事业、通讯、

能耗，减少碳排放，缓解对环境和自然

队与德国总部紧密合作，确保产品和技

云服务等各类客户，产品的安全性和稳

资源的压力。在关注业绩增长和公司发

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的水平，多款产品

定性获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2021 年

展的同时，也同时重视用户以及合作伙

多次荣获红点 、IF 及德国品牌奖等诸

起，公司成立了战略业务部门，统一协

伴的客户体验及价值实现。

多荣誉。公司与同济大学 、哈工大等知

调推进全国的 IDC 及能源站业务，全

欧文托普于 1998 年进入中国，并

名高校共建实验室，已投资数千万欧元

力为国内用户提供优质的德国产品和

于 2003 年成立全资子公司即欧文托普

对生产系统进行了改造升级，计划于

专业服务。

新”。主要产品及业务应用领域为供热

（中国）暖通空调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区总部位于北京，负责大中华区的
业务及服务。目前于全国二十多个城市
设有办事处及分支机构，参与了诸如
国家大剧院 、国家会议中心 、水立方 、
央视大楼 、中国尊 、北京城市副中心 、
广州电视塔、港珠澳大桥、迪士尼乐园、
南极中山站等众多重点项目的建设及
服务。公司目前设有近二十人的技术及
服务团队，针对国内的建筑项目提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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