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计算的
碳足迹
世界各地的 IT 组织都在寻找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解决方案
随着政府和行业努力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各种环境标

•

实施能够促进资源共享（云计算）并减少数据和计算移动

的影响。在许多国家/地区，企业只有遵守环保指令才能避

•

采用数据中心平面图，减少用于散热的能耗（冷热流分离

准、组织和法规也越来越多，以积极应对人类活动对环境
免罚款。许多企业还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视为一
种竞争优势。他们的客户更喜欢与那些积极采取行动，力
求最大程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组织开展业务。
数据中心能耗

大多数数据中心的单位占地面积能耗量是典型商用办公楼
的 10-50 倍1，因此，对于许多企业来说，采用节能型 IT
解决方案是减少碳足迹的重要步骤。

节能型数据中心的设计旨在从各个方面减少碳足迹，包括

IT 硬件、供暖、通风和空调设备、物理布局和构造等。减
少耗电量的最佳做法包括：
•
•

（边缘计算）的计算模型
和能源再利用）

能耗指令

为了遵守荷兰最高法院的决定——即在 2020 年底之前使温室
气体排放量较 1990 年减少 25%2，荷兰的一个地方政府组织

用 IBM LinuxONETM 环境替代了原有的 x86 服务器 IT 基础架

构的一部分。

通过将 Linux 应用程序从 47 台 x86 刀片式服务器迁移到

LinuxONE 上的 11 台 IFL 设备上，该组织的能耗量预计将减

少 80%，从而在五年内减排 946 公吨二氧化碳3。

选择需要较少物理系统的服务器硬件；
使用节能型系统；

•

由于技术进步通常会减少单位工作量的能耗，所以，应

•

采用合适的系统架构，确保每个系统都能实现较高的计

确保系统保持最新状态；

算和资源利用率及较高的计算和存储密度，以避免服务
器耗用过多资源；

•

采用合适的软件，确保软件能够充分利用系统资源且仅
在必要时才利用虚拟化技术使用目标资源

1 美国能源部， https://www.energy.gov/eere/buildings/data-centers-and-servers

2 荷兰最高法院的决定， https://uitspraken.rechtspraak.nl/inziendocument?id=ECLI:NL:HR:2019:2006

3 节能量是根据 IBM IT 经济学团队为荷兰的一家政府机构进行的碳足迹评估得出的，该机构原来有四个刀片式服务器中心，共有 47 台刀片式服务器，每台功率为 8.5 千瓦（根据供应商公布的功率数据表，刀片式服务器的功率为 4.5 千瓦，机箱的功率为 4 千瓦），每年的服

务器能耗量约为 297,840 千瓦时。改用两台 LinuxONE Rockhopper I 服务器后（每台服务器包含 6 台 IFL 设备，功率为 3.1 千瓦），每年的总能耗量约为 54,312 千瓦时。根据供应商公布的网络交换机的功率数据表，刀片式服务器的网络能耗为 2 千瓦（每个刀片式服务器中

心有 2 台服务器，共 8 台），LinuxONE 服务器的能耗为 1 千瓦（每台服务器配备两台交换机），所以，刀片式服务器中心的能耗量约为 17,520 千瓦时，LinuxONE 服务器的能耗量约为 8,760 千瓦时。散热能耗量是根据服务器架构的效率因数得出的估算值，与网络和服务
器的能耗成正比。在此次评估中，刀片式服务器中心和 LinuxONE 服务器均使用数据中心电源利用效率因数 1.5 作为计算散热量的因数，因此，刀片式服务器中心的能耗量约为 157,680 千瓦时，LinuxONE 服务器的能耗量约为 31,536 千瓦时。欧洲环境署根据荷兰的二氧化
碳排放强度计算得出，1 千瓦时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505.2 克，本次评估采用了这个结论，具体数据参见 https://www.eea.europa.eu。由于客户端环境不同，所以，IBM IT 经济学评估的结果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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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欧洲金融机构正在考虑将现有的 IBMZ® 应用程序之

其他地区也在致力于降低数据中心成本和碳排放量。当时，

耗进行评估。

原有的 x86 数据中心不断扩展，不仅物理空间费用和硬件成

中的一部分迁移到 x86 服务器上，并决定首先对其预期能
碳足迹分析表明，如果该机构将应用程序从目前使用的

IBM z14® 环境迁移到 x86 环境，能耗量可能增至当前能耗
量的三倍（76%）4 。 反之，碳足迹分析表明，如果该机

构将应用程序从 z14 迁移到全新的 IBM z15TM 服务器上进

行部署，能耗量则会减少 14%4。

该欧洲金融机构的年能耗（千瓦时）减少量

与 x86 相比，z14 的年 与 x86 相比，z15 的年 与 z14 相比，z15 的
能耗（千瓦时）减少量 能耗（千瓦时）减少量 年能耗（千瓦时）减

76%

79%

少量

14%

对于从早期的 IBM Z 技术过渡到 z15 的公司来说，能耗量大幅
下降，这主要得益于连续数代的硬件和软件技术效率提升。

我们在 IBM IT 经济学评估中使用来自客户端环境的数据计

算出了五年成本模型的能源成本。在从 IBM zEnterprise®

EC12 (zEC12) 升级为 IBM z13® 的模型中，能源成本降低

亚太地区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 IT 部门正在迅速壮大。随着
本不断增加，电费账单金额越来越高，而且，IT 员工也越来
越难以应对服务器管理的复杂性。

因此，这家公司开始对其运营情况进行评估，想要找到更有
效的扩展方式，以满足新工作负载的要求。我们通过分析发

现，这家公司可以把在 55 台 x86 服务器上运行的工作负载

整合到一个 IBM LinuxONE 系统内，从而显著减少能耗和占
地面积。这样做可使占地面积减少 86%，年能耗量减少

62%8。因此，这家公司就可以通过加强工作负载整合、减少

数据中心的占地面积和减轻员工的管理负担来应对快速增长
带来的挑战。

为亚太地区的一家保险公司进行的 x86 与
LinuxONE 能耗和占地面积对比
数据中心要求
能源

占地面积

x86

LinuxONE

890,016 千瓦时

335,508 千瓦时

42.57 米

6.11 米

节约量
62%
86%

了 8%5，在从 z13 升级为 z15 的模型中, 能源成本降低了

51%6。此外，客户还可以选择为新版 z15 配备智能配电单
元（iPDU），该装置可降低散热器冷却系统的能耗量7。

4 节能量是根据 IBM IT 经济学团队为一家欧洲金融机构进行的碳足迹评估得出的，在评估过程中，该团队将这家机构在 6 台 z14 服务器上运行工作负载的能耗与在 30 台 x86 刀片式服务器上运行等量工作负载的能耗进行了对比。根据 IBM 公布的功率表（总计

54 千瓦），上述 z14 服务器的估算年能耗量为 470,412 千瓦时。根据供应商公布的功率表（总计 170 千瓦），上述规模的刀片式服务器中心的年能耗量约为 1,487,448 千瓦时。散热能耗量是根据服务器架构效率因数得出的估算值，与服务器的能耗成正比。
根据客户端分布式服务器数据中心的能源利用效率（PUE），评估人员以 2 作为因数估算刀片式服务器中心的散热能耗量。根据 IBM 托管的 IBM Z 数据中心的能源利用效率，评估人员以 1.5 作为冷却因数估算 IBM Z 的冷却能耗量。由于客户端环境不同，所
以，IBM IT 经济学评估的结果也不相同。

5 IBM IT 经济学模型用于计算 z15 硬件和软件升级成本。该成本模型比较了五年期间的总运营成本，其中包括硬件、软件、人员、网络、占地面积和能源成本。在将 zEC12 升级为 z15 的方案中，我们假设工作负载在五年期间没有增长。该成本模型分析了 z/OS

工作负载的样本。在将 zEC12 升级为 z15 的方案中，该模型为 zEC12 环境采用了在 z/OS v2 上运行的 CICS v5.1、Db2 v11 和 COBOL v5.1，为 z15 环境采用了在 z/OS v2.3 上运行的 CICS v5.4、Db2 v12 和 COBOL v6.2。根据 IBM IT 经济学研究实验室的调
查结果，将 zEC12 升级为 z15 的方案可使 MIPS 的使用率显著降低，降幅高达 33.5%。对于将 zEC12 升级为 z15 的方案，我们对双框架 zEC12 系统的配置（包含 6,000 台 MIPS 通用处理器和 3 台 zIIP 处理器）和单框架 z15 的配置（包含 3,987 台 MIPS 通
用处理器，数量减少了 33.5%）。在接受对比的环境中，人工成本保持不变。年运营成本是根据五年模型成本的平均值得出的，其中包括硬件维护、软件、人员、能源、网络和占地面积成本。数据中心成本包括能源、网络和占地面积成本。如需有关用例模型
的其他信息，请通过 IT.Economics@us.ibm.com 与 IBM IT 经济学团队联系。

6 IBM IT 经济学模型用于计算 z15 硬件和软件升级成本。该成本模型比较了五年间的总运营成本，其中包括硬件、软件、人员、网络、占地面积和能源成本。在将 z13 升级为 z15 的方案中，我们假设工作负载在五年期间的年同比增长率为 5%。该成本模型分

析了 z/OS 工作负载的样本。在将 z13 升级为 z15 的方案中，该模型为 z13 环境采用了在 z/OS v2.2 上运行的 CICS v5.3、Db2 v12 和 COBOL v6，为 z15 环境采用了在 z/OS v2.3 上运行的 CICS v5.4、Db2 v12 和 COBOL v6.2。根据 IBM IT 经济学研究实验室
的调查结果，将 z13 升级为 z15 的方案可使 MIPS 的使用率降低 5.8%。对于将 z13 升级为 z15 的方案，我们对双框架 z13 系统的初始配置（包含 10,000 台 MIPS 通用处理器和 3 台 zIIP 处理器）和单框架 z15 的配置（包含 9,420 台 MIPS 通用处理器和 3 台
zIIP 处理器，数量减少了 5.8%）。在接受对比的环境中，人工成本保持不变。年运营成本是根据过去五年模型成本的平均值得出的，其中包括硬件维护、软件、人员、能源、网络和占地面积成本。数据中心成本包括能源、网络和占地面积成本。如需有关用
例模型的其他信息，请通过 IT.Economics@us.ibm.com 与 IBM IT 经济学团队联系。

7 平均而言，从早期的 IBM Z 系统切换到 IBM z15 系统的客户在五年内可节省超过 10,000 美元的数据中心能源成本。能耗量可能因配置、工作负载等因素不同而有所不同，能源成本节约额的计算依据为全国平均用电成本。个别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8 节能量是根据 IBM IT 经济学团队为亚太地区的一家保险公司进行的工作负载整合评估结果得出的，该团队对这家保险公司在 55 台 x86 服务器（3,264 x86 核）上运行 Linux 工作负载的能耗与在一套 LinuxONE Emperor II 系统（含 170 台 IFL 设备）上运行等

量工作负载的能耗进行了对比。分析人员估算了总拥有成本（例如，硬件、软件、人工、占地面积和能源成本），最后得出结论：LinuxONE 系统的总功率 38.3 千瓦，而 x86 环境的总功率为 101.6 千瓦。千瓦数是使用 IBM 和供应商公布的服务器功率表计算
得出的，然后乘以根据客户数据中心的能源利用效率（PUE）数值（2）确定的网络和散热能耗因数 2 估算出客户用 LinuxONE 系统替代 x86 服务器实现的能耗节约量（LinuxONE：335,000 千瓦时，x86：5,540,000 千瓦时）。在此次评估中，55 台 x86 服务
器的占地面积为 42.57 平方米，而 LinuxONE 服务器的占地面积约为 6.11 平方米。由于客户端环境不同，计算结果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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