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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制冷，高效节能，可与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联动————

一切皆来自您的室内环境解决专家 Hoval
源自阿尔卑斯山脉！

数据中心系统解决方案
高效节能空调 Serv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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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高效制冷

数据中心可高度保证IT基础设施的安全；但其对服务设备也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充分可靠的制冷系统对制

冷机房尤为重要。皓欧 ServeLine 对此具有独特设计，用极高的效率确保稳定的环境：97%的总运行时间不

需要启用采用机械制冷的外接冷源。

使用 ServeLine 的优势

最大能效
 ■ 间接空冷、绝热制冷及机械制冷互补，依靠控制系

统自动调控

 ■ 接近 97% 的总运行时间不需要转换为需外接冷源的

机械制冷模式

 ■ 由控制系统持续优化运行

高可靠性
 ■ 具有富裕的制冷能力可通过外接冷源由制冷盘管紧

急制冷

 ■ 间接制冷采用板式换热器，严

防灰尘或湿量进入IT基础设施                                                                                                                                          
1

完备的模块化系统
 ■ 紧凑模块化设计节省空间

 ■ 制冷量可调整

 ■ 系统可逐步扩展

总拥有成本（TCO）低
 ■ 低耗能，运行后节省能源迅速换成收益 能快速收回

初投资

 ■ 低养护费用，人性化设计，质量优异

先进的解决方案. ServeLine 通过高效板式换热器对IT环境进

行非直接式制冷。机房内的空气与新风完全隔离，以免灰尘或 
湿气进入对高敏感的IT设备产生影响。系统根据当前环境条件

通过不同制冷模式的互补，尽可能减少能耗：

 ■ 新鲜空气间接空冷

 ■ 绝热制冷

 ■ 机械制冷

富裕的制冷能力确保高效稳定制冷。

ServeLine 适用于一百至数千平方米IT区的数据中心。部件结

构允许按要求成比例扩大系统制冷强度。系统具有积木式成比

例改变的功能。只要在系统上添加或移除独立的 ServeCool 模
块就可轻松改变制冷量。皓欧凭借其制冷系统丰富的设计与运

行经验，为您提供支持与建议，确保机房布局达到最佳状态。

能源优化控制. 新设计的 ServeNet 控制系统可持续记录相

关参数。新设计将间接空冷与绝热制冷及机械制冷相结合，

控制各系统的互动，从而确保能源优化，根据需求运行 。 
ServeNet 可完全融入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管理系统（DCIM） 
中。为使用效率（PUE）实时评估提供相关信息，持续使数据

中心能效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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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能耗

机房的空调设置在减少数据中心能耗中具有巨大潜力。皓欧 ServeLine 的做法是：为优化能耗，将新鲜空

气用于间接空冷。同时，采用板式换热器的间接制冷意味着，无需要的因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而担忧。如果间

接空冷制冷量不足，将启用节能的绝热制冷。一年中只有很少几天需要机械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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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运行曲线  
Hoval ServeLine

 间接空冷
 绝热制冷
  混合模式（绝热制冷 + 机械制冷）

参考值：  排风温度 ...............................33 °C 
送风温度 ...............................21 °C 
送风流量 ...............................20000 m³/h 
制冷量 ...................................80 kW 
地点 ......................................慕尼黑 
采用平均湿度值

年运行曲线  
传统制冷系统
（采用带有水冷干式冷却器的冷冻水系

统）

 间接空冷
 混合模式（间接空冷 + 机械制冷）)
 机械制冷

参考值：  排风温度 ...............................33 °C 
送风温度 ...............................21 °C 
送风流量 ...............................20000 m³/h 
制冷量 ...................................80 kW 
地点 ......................................慕尼黑新风温度°C

新风温度 °C

年运行小时

年运行小时数

大量节约能源. 通过皓欧ServeLine的年运行数据与传统制冷

系统的对比，其表现出以巨大的节能潜力：

 ■ ServeLine在室外温度为 18°C 及以下时，仅采用间接空冷就

可达到最高制冷强度。这占了总运行时间的 85%（传统制冷

系统只有11%的运行时间能采用这种模式）。

 ■ 如果外部温度进一步升高至 27°C，则转换为全绝热制冷模

式（因湿度而定）。

 ■ 只有在室外温度更高的情况下，也就是仅占运行时间的 3%
，ServeLine才以绝热制冷与机械制冷混合模式运行，这时

候才需要接入冷冻水。相比之下：传统制冷系统在外部温度

为 -2°C 时就已切换到间接空冷和机械制冷混合模式了，更

在 11°C 起，制冷量就已完全依托冷冻水了。

结果：能源使用效率大幅提高，不仅能快速收回投资，尤其重

要的是其创造了一个稳定有益的环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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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解决方案

作为各种室内环境的解决方案专家，皓欧致力于提升方案的完整性和彻底性。而皓欧 ServeLine 就是特别

针对数据中心的需求而设计的。这是皓欧以模块化设计、高效性与适用性研发出精良的制冷方案，使用皓欧

ServeLine 的数据中心用户将获得更低的运行成本和最大的可靠性。

模块化设计. ServeLine 具有模块结构，系统内包括数个
独立的的冷模块 ServeCool 及其 ServeNet 控制系统。
由此，总制冷量可逐步调节。这种便捷的模块化设计，
使得系统可根据数据中心的实际发展阶段来调节，也就
是说，ServeLine 可以逐步投资。

高效性. 皓欧ServeLine具有三种制冷模式：间接空冷、
绝热制冷与机械制冷。三种模式的结合，可以达到最佳
效率，能量效率比（EER）可升至18及以上。

适用性. 系统中制冷盘管的设计可使数据中心在紧急状态
下采用外接冷冻水系统紧急制冷。因此，这富裕的制冷
能力可保证制冷的高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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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总所有成本低

环保

采用间接空冷和绝热制冷

精良

模块化设计易于调节

便捷

人性化设计易于维保

ServeCool
多功能空调机组

 ■ 间接空冷与绝热制冷、机械制冷相结合 ，三种制冷模式互

补

 ■ 板式换热器具有极高的热回收效率，间接空冷模式下 新风

与送风进行热交换

 ■ 独立的气流通道（严防灰尘湿气进入室内）

 ■ 配备高效 EC 风机

 ■ 紧凑设计、节约空间

 ■ 检修口简洁宽敞，易于维护

ServeNet
控制系统

 ■ 按需求控制整个系统

 ■ 持续对比三个独立的制冷模式，间接空冷与绝热

制冷、机械制冷，确保以最小能耗达到最高制冷

强度

 ■ 持续记录所有相关参数

 ■ 可视化操作直观简洁

 ■ 控制系统可与建筑管理系统 DCIM 系统整合

 ■ 安全系统中设有完备的报警

送风风机
板式换热器
排风过滤（G4）
加湿器
制冷盘管

室外送风风机
板式换热器
空气过滤器（M5）
旁通气阀
加湿泵（可选）

ServeCool 技术数据

显热制冷量 kW 103 103
机械制冷份额 kW 17 25
室外送风温度 / 湿度 1) °C / g/kg 25 / 9.9 35 / 7.5
送风温度 / 湿度 °C / g/kg 21 / 7.8 21 / 7.8
排风温度 / 湿度 °C / g/kg 33 / 7.8 33 / 7.8
室外送风风机功率 kW 5.5 5.5
送风风机功率 kW 4.3 4.3
加湿泵功率 kW 0.3 0.3
室外送风流量 m³/h 25750 25750
送风流量 m³/h 20500 20500
水蒸发量 l/h 71 157
供 /回水温度 °C 8/14 8/14
水压降 2) kPa 0.7 1.4
高度 x 宽度 x 深度 mm 4200 x 2850 x 2805

1) 平均值取自 VDI 4710，地点为慕尼黑；
2) 乙二醇水溶液（浓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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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节能

如今，数据中心操作人员同样肩负数据中心IT基础设施节能的责任。大型跨国公司

e-shelter 公司正面临这一挑战。该公司最近在吕塞尔斯海姆新建了一处数据中心（属 
MW 级别），然而数据中心的能耗明显低于同类型系统。在空调系统方面，e-shelter 采用

的正是 Hoval 公司提供的系统解决方案。

皓欧 ServeLine 全年皆使用新风换热调节数据中心室

温，为服务器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ServeLine
是采用板式换热器进行间接空冷。

 ■ ServeLine在室外温度为 18°C 及以下时，仅采用 
间接空冷就可达到最高制冷强度。ServeLine系统

中的每个机组能够实现 80KW 的制冷容。这意味

着：一年中的 7470 个小时，无需启动压缩机，

就可实现满负荷运行。

 ■  通过自身携带的绝热系统，ServeLine 可在室外

温度介于 18°C~27°C 间时，进行制冷（每年平

均 1160 小时）无需外接机械制冷的冷冻水。

 ■ 在剩余的 130 个小时内，为达到最大制冷效果，

绝热制冷模式要与机械制冷模式相结合。

皓欧设备在设计上充分利用空间，只需占据 14㎡ 的
安装空间（含运行和维修），即可实现 100KW 的
制冷输出。绝对是您最优的选择。与此同时，e-
shelter 研发的仪表监测和控制系统，以及工业级控

制器，这都是最优控制的确保。系统能够根据当前

的状况，从间接空冷、绝热制冷、机械制冷中选择

最有效的制冷模式，实现运营成本优化控制。

示例

e-shelter 位于吕塞尔斯海姆的数据中心 
 ■ 4 片区域每片区域需要 1 MW 制冷量 
 ■ 每片区域均装有 9 台独立的  

ServeCool 机组 
 ■ 经由 TÜV 进行认证和测试 
 ■ 超过 85% 的时间采用间空冷模式

运行   

气候赋予我们灵感。尤其是在气候复杂多变的阿尔卑斯山地

区。相比其他因素而言，气候成了影响山间生活的主导性因

素。由此，我们不仅学会了预报天气，还学会如何利用科技调

节气候， 改善生活。冷、热、湿与风—审慎测量，正确调控，

让你我的 室内气候更为舒适。  

气候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山区的极端气候环境始终激励着我们

的员工以最好的状态工作。这从我们优秀的供暖和温度控制

解决方案中可见一斑。我们的公司特色鲜明：待客户友好、家

族式经营、认真负责、专注解决方案、经验丰富、专业技能扎

实、 富有热情、科技驱动。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每一

名员工都积极参与，热于奉献。      

节能与保护环境是我们的天职。室内气候环境与世界 大气候息

息相关。在设计每一款供暖和通风系统时， 我们从未忘却身上

肩负的保护气候平衡使命。正是秉承这一信念，我们在设计中

充分使用可再生能源，力 争每一款产品能实现最优效率。我们

也因此受益颇丰。s.

气候调节
内外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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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信我们！正是在追求高效能与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指引

下，我们不断进取。也正是因此，我们的客户将节省金钱和资

源。

我们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量体裁衣。 这也意味着产品的易于操

作、易于调试。方案具有高可靠性。

我们注重品质、注重咨询、注重服务，作为一名完整解决方案

的供应商，我们时常超出客户的预期，总是做得更好。

员工的教育背景和实践能力是客户满意度的坚实保障。专业的

工程师为您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委曲求全从来不是我们的作

风。

我们乐于接纳客户提出的不同意见与想法，因为我们始终以客

户的利益为首。

作为一家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与一体的公司，无论是对待员工、

客户、还是供应商，我们一律真诚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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