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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MES企劃

毫無疑問，沒有任何企業禁

得起 IT服務停擺，不可能

甘願花錢建造劣質機房。但不少

時候，企業可能礙於某些緣故，

驗收了看似正常、但暗藏缺陷的

機房卻渾然不知。

　魔力門部落格版主ZMAN(裕
桐科技總經理梁化楠)，彙整「廠

商不願告訴你的真相」。首先從

銅纜測試架構說起，從古到今分

三類架構，第一個是Basic Link，
但多年前已在EIA/TIA-568-B標

準遭捨棄，此乃由於纜線分析儀

到Jack之間的一段，並非真正現

場Patch Cord，故不準確。

　第二個為Channel Link，含括

Jack與Jack之間固定鏈路，及兩

條現場Patch Cord，理論上可確

實反應客戶現場數據，可惜在實

務上出現不小問題。ZMAN建議

採取第三種架構，即Permanent 
Link，僅測試Jack到Jack之間固

定鏈路，不測試具有較多變數的

Patch Cord部份。

　究竟在現實世界，Channel 

Link有哪些迷思？按理說廠商

必須在Jack與Jack兩端都上了

Patch Cord，才進行測試，假設

有2,000點，就需要上多達4,000
條Patch Cord，執行難度偏高，

加上廠商既是球員、也兼裁判，

不太可能提出未過關的測試報

告，故報告可信度不無疑問。既

然存在疑慮，業主不如事先要求

廠商測試Permanent Link，且全

程跟測，比起拿到漂亮測試報告

更為實務，切記偷懶一次可能倒

楣20年，不宜掉以輕心。

　ZMAN歸納銅纜測試的注意要

點，包括纜線分析儀每年應送回

原廠校正；纜線分析儀測試前，須

將主機副機做互相校正；要輸入

正確NVP(額定傳輸速度)；要慎選

測試標準；業主要全程跟測；若能

委託第三方公正單位測試最好。

　除銅纜測試外，ZMAN不忘還原

一些其餘真相。譬如在物理現象

下，纜線愈細愈短，品質就愈差，

莫要一窩蜂追逐短跳線，事實上即

有某些客戶的櫃對櫃佈線系統，因

為CAT.6過短以致測試未過關。

　另有人好奇，若做完佈線還

剩一些纜線，可否拿來做Patch 
Cord？ZMAN給出否定答案，因

為Patch Cord適用多芯銅的絞合

導線，非一般常見的單芯銅實心

導線，一旦誤用了後者，容易出

現阻抗匹配問題。

　隨著CAT.6A成為新寵，廣為

各方採用，ZMAN點出箇中問

題。包括線徑變粗，造成既有路

徑容量問題；國產6A產品皆為

遮蔽式架構，需要接地，但佈線

廠商不可能協助處理接地；少數

進口品牌有非遮蔽方案，但會有

價格與獨規問題。

成立於1878年的SGS，歷經

百餘年淬鍊，迄今在全球

擁有逾9萬名員工、1,800間實

驗室與辦公室，穩坐檢驗、查

證、測試與驗證之領導品牌，是

全球唯一提供ISO 27017、ISO 
27018、CSA-STAR及EuroCloud 
Star Audit Scheme(ECSA)等四

大知名雲端驗證服務的業者。

　有鑑於電腦機房維運之重要

性，SGS經由EPI(Enterprise 
Products Integration)授權，執行

DCOS(Data Centre Operations 
Standard)驗證服務。台灣檢驗

科技(SGS Taiwan)資深稽核專員

劉紀良指出，EPI全球總部位於

新加，核心業務包含資料中心專

業培訓、資料中心設計評估與驗

證，及資料中心審核與認證。

　劉紀良接著說，綜觀不同研究

結果顯示，資料中心之所以發生

停機，與人為錯誤息息相關，包

括組織內部有許多問題，阻礙良

好的流程與明確的溝通；對於內

外部客戶的承諾，並未被良好的

管理及溝通；儘管大家同意「員

工是資料中心最寶貴的資產」，

但實際上仍把較多心力擺在資本

管理，對人力資源的投入相對較

少；諸如容量規劃、上架過程、

安全及文件管理等維運環節，有

莫大改善空間。

　資料中心人員經常問道，究竟

應該有哪些流程？應該管理到什

麼程度？何謂適當的控制機制？

控制/自動化可做到什麼水平？

可惜截至目前，尚無一個全球標

準可協助資料中心維運。

　 資 有 鑑 於 此 ， E P I 推 出

DCOS，旨在為資料中心的投資

者、業主或營運商提供一個架構

與引導，期能逐步實現資料中心

營運管理與改進、降低風險並提

高流程效率、監管與業務法遵，

終至彈性適應組織的業務需求。

　深究DCOS的內涵，包含幾個

重要特質，分別為由非常有經驗

的資料中心管理者所撰寫、逾50
位業界專家審查、尊重當地法規

並與ISO保持一致、按業務的需

求設立適當的稽核，及管理資料

中心的所有領域(11項)。
　資細數這11項領域，涵蓋了企

業組織、安全與危機管理、安全

維護管理、專案管理、環境可持

續性、組織彈性、管理/風險/法
遵性，及服務級別管理、設施維

護、資料中心營運、監控/報告/
控制，劉紀良建議可針對後四項

優先實施驗證。

　值得一提的，SGS為目前亞洲

區唯一授權執行DCOS稽核的驗

證單位，可藉由一次稽核、產生

DCOS與ISO 27001兩張證書，

亦提供相關培訓課程。

現今企業機房面臨諸多挑

戰。台灣諾基亞(NOKIA)
固網接取事業群總監馮國璋指

出，挑戰之一來自於支援企業營

收業務，因應數據、語音、影

像、監控或IoT等多重業務，是

否需架設多張網路？是否符合投

資報酬最佳化？在在值得深思。

　挑戰之二為支援企業創新服

務，常見課題包括能否在既有平

台新增應用服務？及網路是否具

備升級能力？至於挑戰之三則是

降低企業營運成本，舉凡網路保

護及資安的足夠與否？網路設備

管維護是否簡易？乃至機房線路

管理是否容易？都深深困擾維運

管理人員。

　馮國璋建議企業，不妨關注全

球高效網路趨勢變化，從中找出

克服前述挑戰的解方；其中最值

得留意的題材即是高效被動式光

纖網路(Passive Optical LAN；

POL)，它透過單一光纖提供多

種應用服務，符合各種業務場

景，較諸傳統LAN平均節省50%

投資、符合投資最佳化，且憑藉

全光纖實現低能耗、節省空間

(可縮小主機房空間、無需副機

房)，並大量降低銅線比例(減少

空調與樓承載重量)。
　大致來說，透過高容量及單

芯光纖承載多重服務，與傳統

L2/L3相比，可節省約90%空間

及80%樓層板重量；不僅如此，

POL尚有其他優勢，譬如以刀鋒

式雙電源、雙控制模組、雙數據

模組、雙路由及資安防護功能形

成較高保護能力，而POL中繼達

20公里無需饋電，可較L2/L3大
減40%~60%電力。

　此外相較過去銅纜架構，在

POL環境若欲升級頻寬，無需重

複建置新的傳輸網路，不再有因

銅纜造成的速率限制，更可透過

彈性配置與距離延伸，擺脫銅纜

100公尺限制之束縛。

　馮國璋分享幾個POL實例，首

先某智慧文創園區在18層大樓

內，利用1個光線路終端(OLT)、
16個PON Port、250個光纖網

路終端(ONT)規模，撐起有線、

無線寬頻、語音(IP Phone)監控

(IP Camera)等多重應用之高效

運行，得以減少51%資本支出、

63%營運支出。

　其次某智慧飯店運用 1 個

OLT、32個PON Port及400個 
ONT，支援1,050個有無線寬頻

網點、250個語音網點、200個
電視網路、150個監控網點，創

造30%資本支出、28%營運支出

的節降效果。而NOKIA亟欲以

POL為基礎，協助用戶建構一個

有助於大降成本的簡單網路，帶

動企業業務績效快速起飛。

近年公有雲市場明顯升溫，

主要是因為，多數企業刻

正積極推動數位轉型，需要更靈

活迅速網羅所需IT資源，且隨實

際用量付費、無需負擔龐大建置

成本；如此才能順應市場需求變

遷，施展最精準的對策。

　但不少企業在接入公有雲的過

程，遭遇諸多難題。第一線集團

台灣分公司產品經理高沛辰表

示，為此該公司推出虛擬專有

網路與公有雲之整合方案；以

Cloud Connect服務為例，可讓

客戶利用第一線集團的骨幹，

透過現有專線接入全球雲服務

平台，例如AWS、Azure、阿里

雲，甚至還能接入Salesforce.
com 、Google Cloud Platform、

Oracle Cloud等其他平台。

　值得一提的，第一線集團與

主要的雲平台建立緊密的對接

關係，例如透過AWS Direct 
Connect，提供建立一個可連接

客戶端與AWS各地區的專線網

路；藉由Azure ExpressRoute，

可通過第一線集團提供的專用連

接，將企業網路擴展到Azure；
再者同樣的概念和做法都可以應

用到其他公有雲上面。

　現已採用上述方案的客戶不在

少數。如某美容及保養品公司，

在各地均設有眾多連鎖門市，並

有IDC服務需求，各門市需透過

穩定的網路，連線到IDC及阿里

雲主機，以確保連線品質及安全

性；在第一線集團協助下，該公

司藉由集團VPN服務連接總部與

各分公司，進行語音視訊直接溝

通，並享有QoS與保證頻寬，確

保網路服務的穩定性。

　另一台灣PCB廠，則運用集團

專線VPN服務連接台灣總公司與

香港Azure，並同時建置1條備援

線路，提供QoS與保證頻寬。因

為同時建置了備援線路，故同時

享有第一線集團與微軟所提供之

SLA。
　高沛辰接著介紹SD-WAN方

案，指SD-WAN是一種新型設計

與部署企業廣域網路(WAN)的方

法，採用軟體定義網路(SDN)，
部署成功後能更有效地判斷到

遠端的最優路由；此外可快速且

即時集中化管理控制多條鏈路的

流量，並允許企業IT管理者通過

中央控制器遠端調配各地邊界設

備，減少網路實施配置時間及避

免人為配置錯誤。

　目前第一線集團已提供SD-
WA N服務，使客戶一鍵實施

VPN，且能享有更低的WAN傳

輸成本、更好的SaaS性能，藉

以增加靈活性，快速擴展事業版

圖。

全球的資料流量，每年以28%
幅度成長，預估時至2020

年，資料儲存總量將達915EB，雲

端流量則更驚人，有望達14.1ZB，
大型資料中心5年內將以五倍成

長；舉凡連網裝置數量持續攀

升，及各項創新應用聯袂製造大

量工作負載，都可謂背後驅動資

料中心及其流量成長重要因素。

　在此情況下，不論談如何降低

資訊傳遞的延遲，加速資料交換

及確保資料安全，資料中心都扮

演舉足輕重的要角；因此對於廣

大企業，選擇好的資料中心堪稱

關鍵命題。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

公司科長楊旭斌認為，選擇資料

中心不僅要看基礎設施，亦應關

注網路、安全及經驗等另三大指

標。

　中華電信前年啟用的板橋

IDC，無論從哪項構面來檢視，

都稱得上台灣的標竿資料中心。

首先擁有兼具防洪、防震、防

火、防旱、防水、安防的全方位

安全穩固之基礎設施；其中的防

震為例，透過隔震墊與阻尼器巧

妙設計，造就了台灣第一個耐震

七級IDC機房，由此可見一斑。

　其次在網路部分，提供Cross 
Connection、Inter- Connection
與Cloud Exchange等多重服務，

因應跨資料中心的數據交換，提

供DCI網路服務、VPN(HiLink)
及SD-WAN等相關服務，至於從

資料中心到用戶端的數據流，則

倚靠Internet、海陸纜、固網進

線等深厚網路資源基礎來支撐。

　楊旭斌強調，板橋IDC為網路

中立的資料交換中心，藉由台

灣第一套OTN全光化網路與世

界各個網路中心高速連結，可

提供用戶多重選擇，實現全球

無遠弗屆的資訊交換；截至目

前，中華電信資料中心總出口頻

寬達3Tbps，預計年底可提升至

4Tbps。
　有關安全部分，目前提供四大

面向的資安防護，包含符合國際

11項高規驗證的機房認證，兼具

安全選址及穩固基礎設施的實體

安全，同時擁有TIA-942 Rated4
網路架構與多層次資安防護的網

路安全，乃至於涵蓋人車物安

全管制、資安監控服務暨專業

SOC/NOC管理、各領域專家團

隊等豐富元素的作業安全。

　最後一項強力後盾，則源自於

經驗。綜觀中華電信IDC服務優

勢，除了建構於品牌(IDC 雲端服

務台灣市佔率第一)、機房、網路

與專業等象限外，另在於骨幹網

路、政府網路、企業專案(含括客

製化解決方案、私有雲等)等面向

所累積的深厚歷練，亦是取信於

眾多客戶的關鍵所在。

機房綜合佈線的標準規範

與機房運作關係密切，

Softing行銷總監李楚勤以美國

TIA佈線系統標準為例指出，目

前的市場主流仍是以Cat 5e及
Cat 6系列為主。李楚勤表示，

銅纜佈線系統原本一開始只是在

辦公樓佈線，但接線方式及規範

標準與機房環境要求不同，辦

公環境需要配合電話系統，Cat 
3、Cat 5線常常放在一起，機房

就完全不需要。

　而因為Wi-Fi、監視器等需求

的出現，AP/CCTV環境的需求

增加很多，也需要不同的規範，

因為辦公樓及機房環境，以及

AP/CCTV的插口要求不同，測

試的要求也不同。

　李楚勤強調，企業一定要先了

解為什麼需要綜合佈線系統，除

了因為可以採購不同品牌的產

品，提升成本效益外，更因為其

具備的適應性及靈活性，可以跟

著企業規模一起成長，加上美觀

及易於排除故障及診斷的特點，

對機房佈線有著相當大的價值。

　而在一些真實系統的採用策

略，小系統尤其在少於48條線的

布置上，會偏好使用水晶頭直通

道。雖然在Cat 5/5e的支援通常

沒問題，但要裝置Cat 6/6a時，

就需要特別的工具或水晶頭，通

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凌亂

和不整潔。

　水晶頭到插口鏈接，則是用於

小型辦公樓，在電信插座地點更

為整潔美觀，但並不符合綜合佈

線系統的設計和安裝要求，一旦

發生變化，尤其是在端口數量較

多時，會變得混亂，如果乙太網

交換機移動位置，電纜也會很難

移動。

　李楚勤指出，考量防火安

全、C C T V/ A P 的位置等原

因，Modular Plug Terminated 
Link(MPTL)的安裝會是首選，但

如果機器放在不易接觸的地方，

會比較不容易測試。除了可以使

用特別批准的RJ45耦合器測試

MPTL鏈接外，也可以使用特殊

的跳線，這種方法更簡單，成本更

低，但測試能否達到標準不無疑

慮，需要徵求線材供應商的認可。

　CAT 7A/8綜合佈線系統標

準，主要是用在數據中心、大型

基礎建築、高速和高容量接入

點、4K或更高分辨率的CCTV監
控。主要的要求為30米通道，連

接器(插口)類型為RJ45。
　李楚勤指出，歐洲認為CAT 
7 A / 8的插口設計，可以增加

ARJ45/GG45，但後者由於缺乏

測試儀器，兩者誰能勝出，現在

還很難預料，相關業者仍要時時

注意綜合佈線系統標準的變化。

在2005年，環顧當時新任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就職典

禮，滿坑滿谷的人潮中鮮少出現

手機；反觀2013年教宗方濟的就

職典禮則大異其趣，多數人透過

手持裝置拍照或錄影並上傳，意

謂影音串流服務日趨興盛，勢必

改變電信與網路應用架構。

　台達關鍵基礎架構事業部應用

技術經理陳仲倉認為，隨雲端、

4G/5G通信、IoT及數位電視盛

行，驅使影音視頻服務蓬勃發

展，連帶導致邊緣運算需求攀

升，產生不計其數的模組化資

料中心(Modular Data Center；
MDC)，將服務推向接近用戶的

位置，加速交付服務內容。

　MDC潮流下，資料中心建置

工法將隨之改變。按傳統工法，

從規劃到預構完成，快則6到8個
月、慢則2~3年，其間涉及多個廠

商與單位的溝通，後續還需一番

調校，可謂冗長歷程；但MDC講

求快(建置期短)、廣(到處佈點)與
靈活(規模大小可變化)，不可能靠

傳統工法加以佈建。

　針對MDC議題，台達推出「預

製式(Prefabricated)組合機房」新

產品，標榜全數採用標準構件，

在工廠進行預製及測試，以利於

在現場快速建置，大幅縮短工

期、加快服務上線交付進程。

　他接著說，Prefab解決方案狀

似All-in-One CDC貨櫃式機房，

但這僅是其中之一的構型，還可

依據應用類型與功能性，搭配

實際需求而做調整，將大貨櫃

切成許多小貨櫃、即是Modular 
CDC，為一個個模組化容器，

各自有獨立的空調、UPS與發

電機，據此實現快速組建，彈性

靈活(可隨IT需求成長而漸進投

資)、完全整合/高度可靠、總持

有成本最佳化等顧客價值。

　不可諱言，伴隨MDC應運而

生、IT運算力不斷增加，相對來

說，電力與空調設施的能力亦需

提升，如何讓這些基礎設施在有

限面積下，發揮最大的效益與

性能，而不佔用IT設備的配置空

間，實為重大課題。

　為此台達於今年(2018)推出

Modulon DPH系列新款UPS，

訴求單一3U機櫃功率達業界最

高的500Kva，較過往提升2~2.5
倍，控制器與控制線路皆採全

備援設計，可在單機櫃內垂直擴

充，實現隨需擴充Pay as you go
妙效。

　此外台達也因應大量無人化

M D C的管理需求，提供結構

完整的資料中心基礎設施管理

(DCIM)，透過資料可視化、集

中化與智能化，幫助企業打造永

續機房。

時至今日，台灣的機房維運

管理出現不小問題。以金

控集團為例，多從2008年起藉

由整併一路從小變大，但早年並

未對續維運、環控等事項深思熟

慮；如今10年過去，隨著運算密

度增加，設備老化，導致許多不

安定因子攀高，恐衝擊關鍵服務

的穩定性。

　日昇意定科技顧問公司總經理

朱國權表示，可喜的是，不少

金控業者意識到上述危機，開

始秉持OM Ready(Operations & 
Maintenance Ready)理念，審慎

新建或改造資訊機房，期望為未

來的業務發展奠定良善基礎。

　深究多數業主之猛然覺醒，在

於看出許多環節逐步瀕臨失控，

例如過去靠有經驗的管理者穩定

大局，現今老將們即將退休，能

否完整交接予後續維運團隊，著

實不無疑問，就算有心交接，礙

於一綑綑紙本文件，及幾近全白

的藍曬圖，前輩也不知從何做

起。

　此外隨著老邁設備需要修復或

汰換時，業主才赫然發現，過去

根本未保留足夠的維修空間，更

未做好顏色管理，導致維修與汰

換效率極為低落。當務之急，需

設法讓操作護維與設備的精準度

深切到位，換言之便是導入永

續維運的設計理念，把SOP、

MOP、EOP乃至顏色管理等一

切應有認知，藉由扎實的Kick-
off Meeting與教育訓練，完整烙

印在現場工程師、工班、業主的

心中，並內化於行為舉止，以確

保機房開始運作的第一天，所有

管理維運制度、基礎設施都完整

到位。

　朱國權強調，OM Ready觀念

不僅適用於金控產業，對於任何

需要倚靠資料中心的應用場景，

同樣至關重大。舉例來說醫療照

護、智慧電網乃至車聯網，都是

攸關民眾的生命、健康與財產的

大議題，亟需藉助OM Ready的
落實，建立長治久安的基礎基

礎。

　他認為當下最迫切的問題在於

「傳承」，只因人力資源不足的

情況愈趨顯著，建議企業一定得

趕緊培養建立維運班底，務求把

Lesson Learn做到位，將過去曾

發生的機房問題一條條寫下，並

強化教育訓練，甚至設法催生一

個讓維運人員相互討論與經驗分

享的平台。

　期望隨著OM Ready發酵，讓

今後機房從設計、現場施工、維

運到經驗傳承，都在一致性基礎

脈絡下有條理地進行，孕育更多

能平平安安走過20年以上的資料

中心。

相較於新建機房，改建舊有

機房以符合最新應用需求

的難度可能還更高。中正大學電

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李新林指出，

中正大學電腦機房使用已逾25
年，冷氣、網路及環境控制等設

備老舊且未整體規劃，卻要提供

校方教職員工生14,000人使用，

還要提供雲嘉區域學術網路連線

學校超過501個使用，系統負擔已

經相當沉重，現在更要支援大學

甄選入學委員會，涵蓋校系超過

2,000個，考生超過10萬名，改建

機房的需求可說是在迫在眉睫。

　李新林表示，改建首先要考量

的是選擇一次施工，還是分年改

善。一次施工的預算雖然頗大，

但規劃會比較完整。另外學校例

假日時仍有課程進行，所以無法

利用例假日施工，再加上辦理大

學甄選作業期間，絕對不能斷

網，所以只能在暑假施工，就算

斷線頂多也只有兩天。

　為了配合時程，施工原則採取

「先建後拆」，暑假前的前置作

業，包括先盤點機房所有設備，

並依設備殘值、網段及功能性規

劃配置，並在不中斷主電力及骨

幹網路之下，先將一島(二排)的既

有設備，集中搬遷移置至另外配

置之臨時機櫃空間，同時新設一

島冷熱通道機櫃，舊機櫃、網路、

電力則是全數清除，同時進行新

基礎電力設施及空調系統建置。

　暑假開始後，利用假日或下班

時間，按照施工計畫及前置作業

配置，設備依序停機、停電、中

斷網路服務移入新設冷熱通道機

櫃中。機房改建的一大特色，

網路系統除了透過Top of Rack 
Switch架構減少跨櫃配線外，並

採用色彩管理。

　由於中正大學機房與ISP業者

網路終端設備共構，會影響機

房PUE，若重新配置ISP業者位

置，恐會增加施工難度，因此特

別採用拉門隔離ISP業者設備，

以達成雙贏策略。

　李新林表示，機房改建的經

費規劃比例，包括空調主機系統

(32%)、機房電力系統及配電系統

(25%)、模組式機櫃、光纖及網路

系統(24%)、冷熱通道建置(10%)、
環控系統(4%)、監視系統(1%)、修

繕(2%)、搬遷及拆除(2%)。
　改建成效方面，電腦機房面積

由80坪縮減至62坪，面積縮減

23%，冷氣涵蓋面積也由80坪縮

減至15坪，面積減少81%，配合

建置冷熱通道，提升冷氣效能，

有效提升能源使用效率，PUE值
1.4達黃金級標準，每年減少逾新

台幣170萬元電費，減少約258公
噸二氧化碳排放量，還可融入教

學，展現節能減碳的最佳典範。

伴隨數位轉型蔚為顯學，帶

有混合雲、HCI意涵的微軟

Azure Stack，得以在市場上嶄露

頭角。

　緯謙科技產品顧問林侑緒指

出，Azure Stack是Azure的擴

展，等於落地版Azure，可將

Azure公有雲的敏捷性與創新

性帶到本地環境。有關Azure 
Stack付費模式，在系統環境上

無需額外費用，用戶僅需根據使

用到的IaaS及PaaS服務，按使

用量進行付費(Per vCPU)，此外

客戶可使用自有授權的Windows 
Server或SQL Server。
　至於Azure Stack標準配置，主

要建立於原廠整櫃交付模式，採

獨立交叉備援運算網路設計，單

櫃擁有4、8或12台運算伺服器，

搭配1台管理伺服器與管理網路，

其中最大的12節點規格，可支援

多達600台VM。論及Azure Stack
最大賣點，在於其採用的管理與

自動化工具、快速部署建及擴充

服務，皆與Azure完全一致。

　企業若欲管理分配 A z u r e 
Stack資源，可藉由「配額」為

基礎，進而設定各個群組所能運

用的配額上限，並指派Account
之所定義好的offer來使用資源，

使用者可依照所屬資源開始使

用，讓每位使用者根據所定義好

的offer屬的群組身份，依訂閱方

式使用資源。

　值得一提的，Azure Stack堪稱

高可用性平台架構，每個VM執

行個體在軟體平台上，都會被平

均分配於3個運算伺服器，並以兩

台L3交換器建構獨立的交叉備援

運算網路。針對系統平台的安全

性，除支援VPN外也內建防火牆，

可執行網路連線的存取控制，也

提供虛擬網路功能，使各虛擬網

路無法直接進行網路連線。

　林侑緒表示，若比較Azure 
Stack與一般虛擬化，優勢高下

立判，例如前者全自動化運作，

後者需IT人員持續維運管理；前

者為軟硬體最佳化整合，後者需

購買Server自行建置與搭配；前

者的所有功能及服務來自Azure
提供，後者由用戶自行開發客製

所需功能或服務。

　另外假使用戶欲強化混合雲環

境的服務監控、資安管理，可

搭配使用微軟OMS(Operations 
Management Suite)雲端網管系

統。藉由OMS，企業管理者可

同時監測雲端及On-premise環境

的各種資源運作狀態，在OMS
平台執行相關數據分析，並於

可自行定義的OMS Dashboard
或Power BI查看分析結果；萬一

出現異狀，系統將透過郵件或

SMS，將告警訊息傳送予企業

管理人員。

現今是「機不離手」時代，人

們長時間觀看行動影音視

頻，後續再加上物聯網(IoT)應用，

可以預見，今後分分秒秒皆有巨

量資料穿梭雲端與地面之間，不

停上傳與下載；假使維持傳統集

中式資料架構不變，礙於使用者

與機房的物理距離遠，那麼更多

的資料流，必然導致更顯著的延

遲，使服務交付品質劣化，令服務

供應商承擔營運損失。

　更有甚者，諸如自駕車、遠端

醫療、智慧製造等關鍵應用，皆

要求資料中心必須即時響應。對

此台灣維諦(Vertiv)資深技術顧

問張志銘表示，隨著新應用變化

的步代加快，意謂IT架構部署模

式，必須有所變革。

　他預期，繼1970~1990年
的大型主機、 1 9 9 0 ~ 2 0 1 1
年的Cl ient/Ser ver架構，到

2011~2016年的雲端運算，今

後將由第四代資料中心引領風

騷，此時的軸心，同時涵蓋雲、

本地及邊緣，三處皆有對應的運

算、電源與製冷機制，可被集中

監視、控制與管理，皆講求快速

建置、降低成本及易於管理。

　第四代資料中心的部署，需以

快速高效為前提，並具備「按需

購買」、「消除閒置的容量、採

用適宜的架構」、「安裝成本

低、按需擴充，且能以目標增量

進行擴充」、「易於維護、模組

化、可更換」⋯等等諸多特質。

　著眼於此，Vertiv推出Smart 
Solutions，包含可裝設於探勘

及政府等制高位置的模組化資料

中心、裝設於Colo(託管)或總部

機房的中高功率密度資料中心，

裝設於區域分公司的小型資料中

心，及裝設於網點及邊緣的微型

資料中心，各階層都有不同程度

的IT負載、UPS及製冷能力，並

有整合式監控機制，同步兼管網

路核心到邊緣機房。

　張志銘指出，Smart Solutions
旗下的Smart Aisle 2.0，適用於

中大型機房場景，內建高效可靠

的精密配電、溫濕度精密控制功

能；Smart Row s 2.0則適用於

約20台標準伺服器配套，同樣

是基於封閉式機房建置概念，內

含頂部走線模組、全封閉玻璃門

框體、機架配電單元、系統級觸

控式螢幕、變頻製冷單元、機架

式不間斷電源、應急通風系統、

管理模組、KVM模組等完備機

能。

　至於Smart Cabinet 2.0適合大

樓辦公環境使用，具有或無室外

機可選、全新觸屏、感應卡門

鎖、供電容量可選，及櫃體寬度

可選等靈活特色。

理想的狀態，資料中心的

能耗比例，應集中於 IT設
備，比重愈高愈好；因此如何有

效減少空調、UPS等基礎設施的

能耗，將多數電力留予IT設備所

用，讓PUE(電力使用效率)數值

維持低檔，實為重要課題。

　伊頓電氣事業(EATON)企業

業務協理王子賢認為，欲落實前

述目標，可從選用節能UPS做

起。好的UPS應具備幾個關鍵

特質，首先是「高輸入功因」，

I/P PF(Input Power Factor)應大

於0.99，如此便能節省輸入端

的虛功消耗，亦節省輸入端的

配電成本；其次是「低輸入電

流諧波」，I/P THDi(輸入電流

諧波失真)宜低於3%~5%水準，

以避免影響配電端其他設備的

電源使用。新的UPS設計多採

IGBT高頻整流，至於傳統多相

整流加上濾波器，頂多僅能降到

5%~7%，需付出額外成本來降

低電流諧波，且只有在滿載時才

有較好效果。

　早期UPS採SCR降壓轉換技

術，易產生諧波並回灌電網，導

致設備誤動作、傷害設備或造成

資料不正確；此後從Transistor 
UPS、 IGBT UPS一路演進，

迄至目前眾家UPS廠商皆推出

Eco Mode，各有巧妙不同。以

EATON而論，憑藉專利的節能

系統ESS技術，自動選擇最佳的

電力保護方式，能連續監測輸入

電壓，在需要時以不到 0.002秒
(<2ms)的時間，轉換至逆變器

輸出(電池模式/On line模式)，
有效過濾快速低能量暫態，保障

重要負載。

　針對漸趨熱門的邊緣運算議

題，EATON則推出MDC解決方

案來因應。王子賢指出，該公司基

於客戶所提之多樣化需求，據此

整合資料中心物理基礎設施，包

括UPS、配電系統、機櫃、空調系

統、監控系統及照明系統，所打造

而成的微型機房一體化方案。

　前述的MDC單機櫃，其空調

部份採用冷熱通道全封閉系統，

強化氣流管理效能，此外也提供

獨特的應急冷卻機制，藉由進風

溫度偵測，一旦察覺高溫，旋即

會控制機櫃的前、後門彈開；此

項設計，有助於企業得以放心運

作無人化微型機房。

　另一方面，王子賢也特別介紹

EATON推出的xStorage儲能系

統，強調其存在價值為穩定再生

電力、降低碳足跡，當連接市電

時，可透過在夜間充電(離峰用

電)，並在用電尖峰需求時釋放

儲存的能量，以達削峰填谷功

效，連帶有機會促使契約容量調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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