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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达创立于1971年，为电源管理与散热解决方案的领导厂商，

并在多项产品领域居世界级重要地位。面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议

题，台达秉持“环保 节能 爱地球”的经营使命，运用电力电子核心

技术，整合全球资源与创新研发，深耕三大业务范畴，包含“电源

及元器件”、“能源管理”与“智能绿生活”。同时，台达积极发展品

牌，持续提供高效率且可靠的节能整体解决方案。

自2011年起，连续五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的“世界指

数”，2015年在其中五项评分居全球电子设备产业之首，并入选   

“新兴市场指数”。同年国际碳信息披露项目（CDP），台达从全

球众多上市企业中脱颖而出，获选气候揭披露领导指数。

关于台达集团的详细资料， 请参见：www.delta-china.com.cn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夏路238号

邮编：201209 

电话：（021）5863-5678

传真：（021）5863-0003

网址：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  扫一扫，关注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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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达MDC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随着4G/5G移动通讯、云计算、智能城市、物联网及数字媒体的发展，带动数据量呈现跳跃性的增长，传统而固态的数据中心不但工

期冗长，建置后也缺乏弹性，初期使用率低，造成能源效率低落，设备满载后又无法随需扩容，徒增可观的机房建置费用与管理成本，已

不符合时代所需。

台达MDC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突破传统设计，采用模块化数据中心的设计理念，实现高标准化、高整合度、快速部署、弹

性灵活的智能化机房，可为客户省下整体的投资与管理费用。顺应大数据时代的潮流，通过灵动（Micro Datacenter），易动（Dynamic 

Datacenter），云动（Cloud Datacenter）3个系列，完整覆盖从小型到大型机房的各项需求，是您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置的首选！

按需建置 随需扩容 渐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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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3灵动系列微模块方案配置说明台达MDC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台达灵动系列作为新一代高度集成的小型微模块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以机柜作为机房载体，充分整合UPS、空气调节、配电、防雷、消防

（选配）、布线、气流抑制和智能监控等所有子系统，在机柜内部形成

一个满足设备安全运行的机房环境，有助小型机房朝向机柜化、标准化

发展。此外，该系列占地面积小，能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快速布署，提供

20kVA供电能力的10种解决方案。

高可用性

● 支持最高A级可用性等级：

满足国标GB50174  A、B、C三种可用性等级，可依据客户需

求，提供N，N+1，2N等配置，满足最高A级水平。

● 高可靠应急散热：

采用机械结构，当检测到温度过高等信息时直接打开散热系

统，无需UPS供电提高供电系统可靠性，不占用UPS供电资源。

● 分布式控制提高可靠性：

空调、UPS、环境、智能机柜（温湿度、照明、PDU、门磁采

集）等采用分布控制系统，即便其中一个控制器故障，亦不影

响其他设备信息正常显示及上传。

高适应性

● 快速布署：

适合政府、教育、金融、中小型企业等领域的中小型数据

中心应用，弹性灵活，建置周期短，方便随需扩容，毋需

过度投资。

● 可用性等级随时调整：

可以在设计、安装、运行后的任何阶段对系统做可用性等

级的变化，供电系统、制冷系统等不需重新设计 。

总拥有成本优化

● 绿色节能、PUE小于1.4：

采用气流抑制系统有效隔离了冷热空气混合，空调离心送风气流

为水平侧送，减少送风阻抗，短距离供电、采用低载高效UPS，

半载效率高达94%以上。

● 节省空间、坪效优越：

空调采用后倾离心风机，离心风机前突在冷通道里，整体气流为

水平侧送，能减少阻抗、缩小冷通道距离。深度1200ｍｍ，与机

房地板完美结合，减少占地面积。

智能管理

● 机房环境、安防信息可接入：

标配的管理系统可以接入机房温湿度、烟感、机房门禁、

机房IP摄像头等信号，系统即插即用，无需二次开发。

● 微信报警、移动APP：

短信报警需要额外支付费用，而采用微信报警则节省费用，

更适应潮流。移动APP则方便运维管理人员随时随地了解系

统运行信息。

● 主柜标配门禁：

防止非专业人员对UPS、空调等设备误操作导致系统宕

机，主柜前后门标配门禁系统，授权人员在触摸屏上输入

密码打开，当门禁系统故障可采用手动钥匙开启。

系统优势

台达灵动系列可应用在50平米以下或IT负荷20kVA以下的小型机

房，适用于区域型或小型商办环境的IT应用。

应用场景：

可用性等级 C级* A/B级**

气流抑制 标配冷通道，热通道封闭可选

推荐机柜 1-2台

可内置电池包   6个（后备时间为90分钟） 3个（后备时间为40分钟）

输入双路 ATS可选（施耐德）

系统输入 单相/50A 单相/63A

系统输出 市电：16Ax3；UPS:16Ax4 市电：16Ax3；UPS:16Ax6x2（组）

UPS 5KVAx1 5KVAx2（1+1/2N）

最大IT负载 3.5KW

空调 4KWx1 4KWx2（1+1）

主柜 标配门禁系统，密码打开

电池柜 电池柜与机柜一致

*    此系统可单柜使用，放置两个电池包后备时间30分钟，可预留20U左右IT设备安装空间，此系统为单机供电，无法扩容。

**  此系统在线可以调整系统可用性等级。

可用性等级 C级* A/B级**

气流抑制 标配冷通道，热通道封闭可选

推荐机柜 2-3台

可内置电池包   4个（后备时间为40分钟） 2个（后备时间为15分钟）

输入双路 ATS可选（施耐德）

系统输入 单相/50A 单相/63A

系统输出 市电：16Ax3；UPS:16Ax5 市电：16Ax3；UPS:16Ax6x2（组）

UPS 7KVAx1 7KVAx2（1+1/2N）

最大IT负载 5KW

空调 6KWx1 6KWx2（1+1）

主柜 标配门禁系统，密码打开

电池柜 电池柜与机柜一致

*    此系统为单机供电，无法扩容。

**  此系统在线可以调整系统可用性等级。

可用性等级 C级* A/B级**

气流抑制 标配冷通道，热通道封闭可选

推荐机柜 3-4台

可内置电池包   4个（后备时间为40分钟） 2个（后备时间为15分钟）

输入双路 ATS可选（施耐德）

系统输入 三相/63A 三相/80A

系统输出 市电：16Ax3；UPS:16Ax5 市电：16Ax3；UPS:16Ax6x2（组）

UPS 11KVAx1 11KVAx2（1+1/2N）

最大IT负载 7KW

空调 8KWx1 8KWx2（1+1）

主柜 标配门禁系统，密码打开

电池柜 电池柜与机柜一致

*    此系统为单机供电，无法扩容。

**  此系统在线可以调整系统可用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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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等级 C级* A/B级**

气流抑制 标配冷通道，热通道封闭可选

推荐机柜 4-6台

可内置电池包   2个（后备时间为10分钟） 3个（后备时间为15分钟）

输入双路 ATS可选（施耐德）

系统输入 三相/100A

系统输出 市电：16Ax3；UPS:16Ax10 市电：16Ax3；UPS:16Ax10x2（组）

UPS 15KVAx1 15KVAx2（1+1/2N）

最大IT负载 12KW

空调 15KWx1 15KWx2（1+1）

主柜 标配门禁系统，密码打开

电池柜 电池柜与机柜一致

*    此系统为单机供电，无法扩容。

**  此系统在线可以调整系统可用性等级。

可用性等级 C级* A/B级**

气流抑制 标配冷通道，热通道封闭可选

推荐机柜 6-8台

可内置电池包   无（外置电池柜）

输入双路 ATS可选（施耐德）

系统输入 三相/100A

系统输出 市电：16Ax3；UPS:16Ax10 市电：16Ax3；UPS:16Ax10x2（组）

UPS 20KVAx1 20KVAx2（1+1/2N）

最大IT负载 16KW

空调 (15KW+4KW)x1 (4KW+15KW)+15KW(冗余)

主柜 标配门禁系统，密码打开

电池柜 电池柜与机柜一致

*    此系统为单机供电，无法扩容。

**  此系统在线可以调整系统可用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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