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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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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发展历程

l 行业前景

l 行业趋势



专业• 诚信 • 开拓 • 创新
•成立时间：2004年注册成立

•主营业务：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互联网接入服务
                 （ISP）、云计算、数据中心节能产品及应用

•公司总部：深圳南山区百旺信高科技工业园1区1栋

•公司分部：东莞、长沙、上海、郑州、北京、郴州

•人员规模：现有员工200余人，研发团队约占40%

•研发成果：2014年在深圳自建并投入使用的百旺信云数据中
                   心年PUE值1.21；
                   2017、2018年自主研发的精密空调入选国家工信                    
                   部数据中心先进适用技术名录。

•业务成绩：十五年来已为10000+家企业提供数据中心建设、
                   服务器托管、机柜租赁、数据中心节能产品及方
                   案等服务。



2004 | 7月

深圳市易信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2005 | 10月

易信科技获得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批
准的ISP经营许可证资质

2008 | 3月

易信科技与东莞电信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009 | 11月

易信科技与湖南电信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2010 | 6月

易信科技长沙分
公司成立

2012 | 6月

2014 | 3月

深圳数据中心规
划建设

2014 | 10月

易信科技先后被认定为深圳
市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双软企业

2015 | 1月

易信科技获得中国
信息产业部批准的
全网IDC/ISP运行
许可证

2015 | 3月

2016 | 1月

荣获最佳数据
中心应用奖

2016 | 3月

| 5月2017

2018 | 3月

获数据中心优秀节能项目奖，
自主研发的精密空调入选工
信部先进适用技术名录

2018 | 8月

百旺信云数据中心通过三
级等保测评，并建设投产
三期1000个机柜

2019 | 10月

数据中心间接蒸发制冷技
术及大温差高温冷水技术
获得数据中心科技成果奖

2019 | 3月

易信科技与中海油成立海
油发展易信科技有限公司

2019 | 8月

2017 | 3月

易信科技发展历程



深圳百旺信云数据中心、惠州海油易信数据中心、
郴州东江湖数据中心产业园、长沙大数据加速器

数据中心
运营投资

提供从规划、设计、建设、施工、交付全整合服务
数据中心
规划建设

自主研发的数据中心节能产品及解决方案
数据中心
节能产品

易信科技主营业务



易信科技荣誉资质

COMPANY HONOR

2014年11月    全球云联云推动数据中心合作奖

2016年01月    数据中心节能最佳应用奖

2016年04月    中国数据中心最具成长力企业奖

2016年05月    中国IDC行业杰出表现奖

2017年04月    华南IDC年度最具价值贡献奖

2017年05月    高效数据中心优秀解决方案奖

2018年03月    年度中国数据中心优秀节能项目奖

2018年08月    百旺信云数据中心通过三级等保测评

2019年10月    数据中心科技成果奖

ü 授权发明专利40项

ü 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

ü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ü 软件企业认定

ü 全网（IDC、CDN、云)服务资质

ü 软件著作权（14项）

ü 获得深圳市高新技术高成长前20位

ü 获得深圳新三板年报前50位

ü 自主研发的精密空调、数据中心间接蒸发冷却技术
       及机组在2017年与2018年分别入选国家工信部数据
       中心先进适用技术目录



行业前景

2013-2017年，我国IDC市场规模不断提升，年均复合增长率在30%以上，2017年
中国IDC市场总规模为946.1亿元，同比增长率32.4%。

 随着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演进与迭代，中国IDC市场将迎来新一
轮大规模增长。预计2020年底，市场规模将突破2000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IDC圈

2000亿
伴随着5G的规模商用，移动
流量数据将迎来蓬勃的持续
爆发期，势必会进一步带动
作为网络基础设施中重要环
节的IDC行业发展。



行业趋势

作为新兴信息产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随着国
内经济的增速换挡，国家政策的引导，传统企业数
字化升级，数据中心将迎来新的发展趋势。 智能化运维管理

随着新建、及改造数据中心规
模不断扩大，网络设备数量增
加等致使数据中心管理难、运
维负担重等问题凸显，势必导
致数据中心的运维向智能化方
向发展。

设备部署高密度化
单柜功率负载超过8kw,甚至
30kw.且密集摆放,用来对大容
量存储配套建设的数据中心将
成为数据中心主流模式。低能耗、绿色节能化

2019年2月三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的指导意见》。借助节能技术
对数据中心进行改造、改善能
耗及能效水平是相关产业政策
核心内容，到2022年新建及
超大型IDC能耗效率（PUE）
值达到1.4以下。

IDC机房呈现定制化
日益增长的大数据和复杂的系统
需求增加了企业对于安全的、可
扩展的数据中心的需求，而企业
对于数据中心扩展备选方案的思
考则又引发了对隐私、容量、控
制权、可靠性等问题的关注。企
业用户和云服务提供商为数据中
心提出了具有明显差异的设计和
构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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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现状
解决方案

l 行业现状

l 行业政策

l 解决方案

l 痛点分析

l 方案产品



数据中心行业痛点

2011 年，中国数据中心能耗占全国能源耗电总量的5%，是美国的3倍，预计每五年翻一番，IT 行业排放的二氧

化碳已占全球总排放的2%；

2013年三峡发电量约为1000亿度，中国IT设备耗电量超过2000亿度，约占中国整体耗电量的4%；

2018年全国的数据中心用掉了1608.89亿千瓦时电量，超过了上海市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数据来源IT之家）；

数据中心的理想PUE值是1.0，而目前中国的数据中心平均PUE值在2.2-3.0之间；

       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国内新建数

据中心多采用十年前的技术方案，设

计严格遵从国外老标准，相对保守。

而国外的科技公司多喜欢尝试新的系

统性的节能设计方案 。

        在数据业务需求爆炸式增长及 
IT 技术迅速发展的共同推动下，数据
中心在本世纪进入迅猛发展时期，而
与此同时数据中心的能耗问题也随着
其发展变得越来越无法忽视。数据中
心的能耗相对于其他的建筑能耗有其
自身的特殊性：耗能设备的种类繁多、
专业性强，对它的节能研究是一项多
专业综合的系统工程。

9.4倍 8.2倍

占全球整体耗电的10% 占中国整体耗电的14%



业务增长快 能耗上升大

◆ 4G、云计算、物联网等业务快速增长，机房能耗急剧上升；
◆传统数据中心功率密度从≤3kW，上升至7kW+，机柜局部过热成
  机柜安全运行的最大风险。

制冷效率低

◆ 机柜同一朝向布置，级联加热；空调弥漫式送风，冷热气流混合；
◆机柜内无挡风盲板，热气流回流；
◆线缆布置不合理，阻碍气流输送，影响维护性，降低制冷效率。

演进差 更新慢

◆数据中心建设周期1~2年，早期无法准确预测业务发展；
◆无法按需布置和冗余扩展。

缺乏统一的监控管理平台            

DCIM
◆传统数据中心：只监控不管理，物理资产人工统计；
◆IT设备和数据中心物理基础设置实现智能联动，提升管理效率。

传统的数据中心面临的挑战



数据中心能源损耗分析

66.6%

26.7%

6.2 %

IT能耗 制冷能耗 供配电能耗 其他能耗

PUE
1.5 

冷机
38%

冷却泵
12%

冷却塔
12%

冷冻泵
12%

端
20%

HU
 3%

耗
3%

数据中心能源损耗分析



易信科技-自主研发的数据中心节能技术

1   间接蒸发冷却技术

3

4 末端二次泵冷冻水系统

5

高效闭式冷却塔

在深圳地区，夏季可承担30%制冷负荷，春秋季可
承担70%制冷负荷，冬季可承担100%制冷负荷。

2  高温水大温差冷冻水系统

下送风列间空调

冷热隔离、个性化回风控制，采用高效表冷器提高
送回水温度，在供回水18-26℃的情况下，冷水机组
的能效比和制冷量为标准工况下的1.3倍。

额定负荷下湿球温度出水，春秋季可承担70%冷机
制冷负荷，冬季可承担100%冷机制冷负荷。

负荷侧供冷智能控制、供回水管网压差接近于零、
系统灵活扩容，降低水系统能耗40%。

系统风阻小，风机效率高、风量大、靠近热源、精
准送风、避免漂水和漏水影响IT设备的正常运行。



易信科技-间接蒸发精密空调原理图

内循环：服务器运行中产生的热量，以热空气的形
式(约33~40℃)从机柜后部到「回风管」，在「精密
空调」回风机的作用下进入两个「显热交换器」内
侧进行降温，如降温后的温度达不到精密空调出风
的设定值，会通过「精密空调」进行二次降温，直
到达到「精密空调」22±1℃的出风设定值后，从地
板进入机柜前面，再次进入服务器，以此循环；

外循环：室外湿球湿度(≤28℃)较低空气，经过加湿
降温后进入两个「显热交换器」的外侧，低温空气
在「显热交换器」加热后在风机作用下排到大气。

方案特点：室内外只进行热量交换，不进行湿度的
交换，在「精密空调」运行的同时，达到节能降耗
的目的。

1月33℃
4月34.6℃
7月35.4℃
10月32.6℃

1月22℃
4月22.7℃
7月29.2℃
10月26.9℃

1月13.2℃ 96.5%
4月19.4℃ 97%
7月28℃ 96.3%
10月25.1℃  95%

1月22℃ 30%
4月25.1℃ 41%
7月32.1℃ 70%
10月31.8℃ 60%

高效加湿模块

风机



热通道封闭
（热回风管）

机柜群组

架空地板

室外进风通道

间接蒸发精密空调机组

室外排风管

易信科技-间接蒸发精密空调解决方案

数据中心间接蒸发冷却整体方案示范图



深圳百旺信云数据中心能效评估

评测机构：中国赛宝实验室（工业和信息部第五研究所）

2016年12月测PUE值为1.19 2017年03月测PUE值为1.17 2017年08月测PUE值为1.36 2017年11月测PUE值为1.14



易信科技-间接蒸发冷水机组解决方案

百旺信云数据中心示范图

高效闭式冷却塔

热回风管

热通道封闭

机柜群组

 架空地板

外墙

变频磁悬浮冷水机

空调群组



深圳百旺信间接蒸发冷水机组方案能效评估

评测机构：中国赛宝实验室（工业和信息部第五研究所）

最新PUE值：百旺信间接蒸发冷水机组方案

2019年08月测PUE值1.3，2019年10月测PUE值为1.15



易信科技-高效气流组织分布系统

    

配电核心区

客户办公区

监控室

新风机房

气瓶间

电池间

热通道封闭

网络接入间

冷通道封闭



易信科技数据中心节能产品

间接蒸发精密空调 房间级精密空调 下送风列间精密空调 高效热交换器模组 高效闭式冷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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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信数据
中心概览

l 惠州海油易信数据中心

l 郴州东江湖数据中心

l 深圳百旺信云数据中心



建设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

01

低能耗

凭借自研的数据中心节能产品及解
决方案，打造新一代绿色数据中心。

02

高可靠

专业的数据中心运维管理团队，提
供运营商级别的高可靠数据中心。

03

高密度

大电量高密度机柜及部署方案，可
根据客户需要定制数据中心。

04

智能化

易信科技热插拔IP-PDU系统+DCIM
平台，提供数据中心智能化解决方

案。



深圳百旺信云数据中心简介

T3+

高标准建设

1200KG

核心机房承重

每平方承重

99.999%

10KV市政供电加
N+1冗余发电机并机

2000+

单层500+机柜
共4层

1.21

绿色环保
引领国家标准

8000

建筑面积

平方米

9级

高抗震等级

抗震等级国家A级机房 年PUE值机柜数量供电保障

深圳百旺信云数据中心概况：
       深圳百旺信云数据中心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松柏路1002号百旺信
高科技工业园1区1栋，毗邻深圳前海开发区及高新技术园区。百旺信云
数据中心总规划面积8000㎡，机房参照TIA-942标准Tier IV容错级设计，
符合国家A级机房要求，并通过ISO27001信息安全体系认证。核心机房
承重1200kg/㎡，9级抗震等级，耐火等级2级，采用2路10KV市政供电加
N+1冗余发电机并机，机柜容量2000+。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
三大运营商的核心骨干线路直达数据中心，同时接入多线BGP，提供双
冗余路由的光纤线路。采用易信科技数据中心节能产品及解决方案，实
现数据中心年PUE值1.21的节能效果。



5月

二期机房交付

2级

不燃烧性建筑

耐火等级
A级

国家A级机房标准

99.999%

双市政供电及
柴油发电机 

24H11480

建筑面积

平方米

9级

高抗震等级

抗震等级2020年 实时监控供电保障机房标准

惠州海油易信数据中心简介

惠州海油易信数据中心概况：
      惠州海油易信数据中心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区科技创新园内，15分钟车
程直达深圳市坪山区，距深圳宝安机场1小时车程。由易信科技与惠州中海油合
资建设，总占地面积11480㎡，机房参照TIA-942标准Tier IV容错级设计，符合
国家A级机房要求。采用分期建设、分区域部署、分模块、分等级应用等建设思
路，构建适合能源行业、工业实验室、科研机构及互联网企业用户需求，共部
署6个标准模块机房(3.5kw/柜)，每模块318㎡/146个机柜，2个VIP模块机柜
(7kw/柜)，每模块70㎡/24个机柜，合计约1600机柜。采用双市政供电+柴油发
电机(4+1)冗余并机。全天候24小时实时监控，多等级分区权限门禁系统，一体
化服务管理平台，多预警系统+应急方案，强力保障。

全天候预警监控
多应急方案



40000

数据中心面积

9级

高抗震等级

抗震等级
8000

机柜容量

99.999%

双市政供电及
柴油发电机 

20℃±10亿

项目建设总投资

元人民币

T3+

高标准建设

国家A级平方米 恒温环境供电保障机柜数量

精密空调机组

郴州东江湖数据中心简介

郴州东江湖数据中心概况：
郴州东江湖数据中心位于湖南省郴州市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内，是湖南
省人民政府与易信科技招商引资规划建设。以互联网数据中心节能新产
品新技术、建设节能云数据中心及公共云服务平台、提供大数据、物联
网及行业“互联网”整体解决方案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发展方向。项目
总投资规模10亿元人民币，包括4栋研发大厦，每栋5000㎡，合计
20000㎡。4栋数据中心大楼，每栋10000㎡，合计40000㎡。规划建设
8000个机柜的数据中心，联合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基础电
信运营商资源，并规划市政专用电路供电。



数据中心合作模式

运营商合建数据中心

易信科技承揽移动、电
信、联通等运营商合建
机房需求，并严格按照
运营商要求进行建设运

维。

大型数据中心用户定制

易信科技针对大型数据
中心用户（如大型互联
网企业或金融机构）复
杂多样化的应用部署需
求，提供数据中心定制

化的服务。

数据中心投资

针对有意向及能力投资
数据中心的合作伙伴，
易信科技提供数据中心
合建或代建服务，并以
数据中心PUE值进行交

付或包销。

数据中心节能改造

针对此前建立的能耗高、
规模小、有升级需求的
老旧数据中心，易信科
技提供数据中心绿色节

能产品及解决方案。

大数据产业加速园

以大数据应用中心为核
心导向，集中互联网基
础服务、总部办公、产
品研发、创业创新、人
才培训为一体的的综合

大数据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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