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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自动化 
与优化解决方案 
对于数据中心而言 

着数据中心市场的发展演

变和不断建设，要求设计

师们满足短时间施工、快

速响应市场和设计弹性等方面的要

求。与此同时，其设计更多地还要

能够提升效率。

Armstrong evercool 是一个强大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可部署

在所有的数据中心冷却系统上，包括3级数据中心。访方案

经过精心设计，能够灵活应对特定的项目需求，并提供：
 
设计时间减少25% 

现场工作量减少30%                                                                     

数据中心冷却成本最高可节约40%                            

强大的容错体系结构可以消除各类风险                                        

主动绩效管理最高可节约25%的设备生命周期成
本

evercool 为风冷式和水冷式冷水机组系统提供了一个集

成解决方案，可以支持冷水机、冷冻水泵、冷凝水泵以

及冷却塔。

2025年，80%的企业将放弃其传统数据

中心，转而使用一系列小型分布式站点

来取代集中式设施，以满足特定工作负

荷的需要。Armstrong 的 DE 智能变频 evercoolTM

是一个模块化解决方案，旨在为这一领先的服务

驱动战略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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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可靠 
组冷却系统由各类部件、传感器

和自动化设备组成，有助于确保

可靠的性能。 

建筑物
冷却 
负荷

热量

主泵 冷水机 冷凝水泵 冷却塔

电力

现场能效

evercool 效率极佳，可帮助您降低高达 40%的数据

中心冷却成本。采用创新式控制算法来优化整个机

组的运行，从而节约了水和能源。
 
在开发各种基于需求的冷却技术方面， Armstrong 有着丰富的经验，

是您长期保持数据中心冷却效率的最佳选择。

 

evercool 能够运行不同数量的装置，以实现整

个机组的最佳效率。上图是为两台冷水机和

四个冷却塔服务的三台泵。

 

evercool 可以让所有系统组件

更有效地开展协作，以降低总

体能耗。 
 

有效整合

evercool 是一个解决方案，用于管理整个 HVAC 系统中

组件之间的交互。其嵌入式智能化与自适应学习能

力，可以应付数据中心的冷却需求， 提供：
 
前馈控制 

基于需求的运行顺序                                                                     

机组诊断数字化 

容量报告                       

机



预制式设计 

在冷却机组系统的设计领域，往往在两个设计极端之间做出

取舍，迫使用户要么放弃投入使用时间，要么放弃功能： 

可实现项目的快速部署

凭借 20 年为数据中心行业服务的经验，以及遍布四大洲的安装项目， 

Armstrong 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帮助您的项目取得成功。 我们了解

竞争环境，以及受到细致监控的绩效测量的相关严格要求。没有别

的数据中心冷却方案供应商能够像我们这样，为任务关键型应用场

景提供丰富的功能和系统级视角。 

数据中心
经验与专长

Armstrong 的 EVERCOOL 解决方案兼取二者之长。evercool 采用

成熟的运行顺序，可以减少多达30%的现场调试时间。 

尽管该平台经过了预先设计，并且通过了全面测试，可以实现

快速部署，但仍然可以轻松地实现定制，以满足每个独特应用

场景的需求。 
 

1 系统成本高，且需要为每个项

目进行单独设计与编码，部署和

调试工作需要几天甚至几周的时

间。  

2 现在系统采用“一刀切”的方

法，虽然可以更快地投入使

用，但通常缺乏具体站点所需

的功能集合。 

部署更快， 
但功能性又显不足。

定制化开发， 
但是部署缓慢 
且难以维护。

armstrong 公式

>项目快速部署
可提供快速安装和定

制解决方案，以满足

每个任务关键型应用

场景的特定需求。

85% 
15%

标准化功能

可升级选项



采用技术创新 
实现连续正常运行 

率先投入适应性强、

模块化的高效系统，

可以获得持续性竞争

优势和更好的长期财

务业绩。 
 

Armstrong 的解决方案采用了强大的容错架构，

增加了设备运行的可靠性。

据思科公司称，数据中心的年度流量，

将从2016年的6.0  zb，上升至2021年的 

19.5  zb。 

对设计人员而言，随着数据量的增加，

可靠且节能的解决方案显得尤为关键。 

无论您的数据中心等级是1、2、3还是是4，evercool 

均可以满足您的控制需求，缩短项目建设时间并降低

风险。 

evercool 采用创新式设计，集成了内部冗余设计与分

布式设计功能。 

该方案还采用热备份控制器，以确保足够的冗余度，

并且在故障发生时，能够提供不同控制器之间的无缝

转换（间隔小于300ms）。 

此外，EVERCOOL 通过设备的并行运行控制，将瞬态设备

故障相关的温度波动影响降至最低。 

市面上没有其他关键任务冷却自动化综合解决方案，

能够同时提供同样经济高效的冗余度与性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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