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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Instagram上粉丝最多的
名人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Cristiano Ronaldo)为例

1 数据来自英国第四频道的时事节目《深入报道》(Dispatches) 
* 数据截至2020年 
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2021年亚太区数据中心运营调查 

C罗每向他的2.4亿粉丝* 
发布一张图片

 将消耗36兆瓦时1 

的电力

相当于10个英国家庭 
一年的耗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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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带来了数据中心的指数级增长。数据中心也成为了整个信息技术（IT）行业中碳足迹增长

最快的领域。

数据中心的可持续运营正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其中的重大关切是能源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可再生能源

的使用。 

为什么ESG是数据中心的 
重要愿景？

降低隐含碳 
（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将成为可持续建筑施工的关键

数据中心的能源使用量 
保持每四年翻一番 

的趋势

数据中心占全球 
温室气体（GHG）排放量的 

3%-4%

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2021年亚太区数据中心运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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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2021年亚太区数据中心运营调查 

关于调研2

从亚太区视角看数据中心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战略方面的未来发展方向

505位

亚太区数据中心经理

 （ 7 0 % 来 自 企 业 运 营 的 

数据中心，30%来自服务

提供商运营的数据中心）

13个 
亚太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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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关键洞察

50%

的受访企业将员工多元化及包容性 

纳入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

28%
  

的受访企业了解其能源利用率，

并以此提升业务转型的价值

更可持续、更具社会责任是亚洲地

区数据中心的首要关切 
85%

的受访企业认为，可持续发展 

举 措 的 落 实 将 显 著 影 响 运 营 

及业务决策

50% 

的受访企业将于2023年前在其数据中心部署

人工智能（AI）驱动的冷却技术

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2021年亚太区数据中心运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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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更可持续、更具社会责任 
的 发 展 路 径 是未来两年数据 
中心的首要关切。

3 净零排放是指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接近零（www.un.org） 
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2021年亚太区数据中心运营调查 

数 据 中 心 运 营 商 正 努 力 提 高 能 源 效 率 ， 实 现 净

零 碳 3， 而 E S G 已 成 为 这 项 议 程 中 的 重 中 之 重 。 

在这段绿色旅程中，降低能耗、最大限度地减少浪

费以及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将是数据中心采取的

关键举措。

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
在考虑投资决策、尤其是长期投资时，达不到

ESG标准对于数据中心来说绝对是减分项。

对于企业而言
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在为其数据中心选择托管服务

提供商时，将“可再生能源投资和绿色举措” 

视为关键指标。

数据中心提供商的ESG战略在相关方的合作伙伴和投

资选择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标准：

洞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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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的可持续是实现全球绿色愿景的必要条

件。高达66%的受访数据中心经理认为，实施可持

续发展计划将对日常运营产生影响；另有19%的受访

者认为，这将对他们的数据中心业务的战略决策产

生影响。

 

位置
基于环境因素考量的选址策略意味着，大多

数的能源消耗应来自可再生能源，如风能、

水能和太阳能，并可在当地或通过远程输送

的方式轻松获取。

循环经济原则
约有70%的受访企业强调，在数据中心实施

循环经济策略，企业需要将运营从“获取-使

用-处置”的模式调整为“减排-可再生-再

利用”的经济模式。 

通过应用循环经济模型，数据中心可以在整

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并回

收有价值的材料。

数据中心行业一直专注于降低能耗及最大限度地提

高能源效率，以下两方面被视为影响最大的因素：

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2021年亚太区数据中心运营调查 

85%的受访企业认为，可持续
发展举措的落实将对数据中心的
运营和业务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洞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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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能效指标的透明度和可见性会对业务运营和决

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也至关重要。但只有28%的

受访者表示他们可以访问显示支出与业务绩效相关

性的数据。

ESG及减少数据中心的碳排放 
对企业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企业除了关注生产排放或能源

供应中的排放外，还应在新建和现存的数据中心中

记录产品、服务和设施中的隐含碳排放（范围3碳排

放）。

能耗与绩效及业务价值的

相关性指标是未来数据中

心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因

素；对替代能源的投资量

更大、依赖度更高。

不清楚自身的能源效率。人

工 追 踪 能 耗 并 计 入 每 月 支

出； 未执行 PUE计算；未使

用可再生能源。

能够突破空间限制评估电力成

本，并根据最佳性价比指标做

出数据中心选址和工作负载分

配的决策；大量生产和使用可

持续能源。

变革者16%

落后者14%

领导者12%

安于现状者31%
具备实时查看能耗的能

力，可以消除消耗能源且

对IT无工作量贡献的基础

设施使用；有意识地使用

可持续能源。

许多企业正将ESG因素纳入数据中心运营考量，并审

视包括碳排放和效率措施在内的关键指标，以产生

可持续的长期财务回报。

实时跟踪能耗数据，并设

定与数据中心能效直接相

关的电能利用效率(PUE)和

关键绩效指标(KPI)目标；

对替代能源及离网能源进

行一定的投资。

学习者27%

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2021年亚太区数据中心运营调查

仅有28%的数据中心了解其
能源利用率，并以此提升业务
转型的价值。

洞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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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与包容性（D&I）是数据中心在其企业可持续

发展报告中前三大ESG指标之一，这表明了行业谋求

变革的强烈意愿。

 

打造绿色、可持续、碳中和的数据中心是行业的首

要关切，而发展多元化的人才库，包括提升女性 

人才的占比，将有助于实现这一 目标。 

53%

49%

42%

41%

30%

26%

52%

56%  减少能源使用

 投资于可再生能源

员工多元化与包容性

可回收的IT设备

通过设定供应商KPI对代管
的数据中心设施进行审查

PUE目标优化

分区域供暖

雨水收集

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2021年亚太区数据中心运营调查 

52%的受访企业将员工多元
化与包容性(D&I)指标纳入企
业可持续发展报告。

洞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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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运营商引入了由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

（ML）驱动的自动化的、基于软件的管理、控制及

决策机制，以防止运营系统宕机并提升能源效率。

 

50%的数据中心管理人员计划在2023年前使用人工

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冷却控制设计。谷歌的全自动人

工智能控制的冷却技术就是一个经典案例，该技术

能够节省高达40%的设施冷却系统的总能耗。

热通道/冷通道布局
41%

AI驱动的自动冷却控制
50% 直接芯片冷却或

冷板式液冷

39%

紧耦合冷却
38%

使用燃料电池进
行能源存储

37%
雨水收集系统 
36%

气流管理解决方案
36%

使用锂电池UPS 
进行峰值调节

36%

数据中心计划在2023年前部署的技术

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2021年亚太区数据中心运营调查

50%的数据中心计划于2023年
前部署人 工 智 能 (AI)驱 动 的 
冷却技术。

洞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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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净零碳之路
数据中心需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老式的数据中心建筑和系统创造出了这个充满数字化转型的世界，现在

它们需要更进一步，追逐并迎头赶上互联网技术应用下加速发展的行业步伐。

为了实现净零碳排放，数据中心有必要且必须比大多数行业更快地采用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而由于目前只

有四分之一的数据中心能够被归类为变革者或领导者，投资者需要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方能踏上通往净零碳

之路。

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2021年亚太区数据中心运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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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运营商 
的未来机遇? 

数据收集和透明度非常关键

尽管还没有全球通行的数据中心标准，但运营商

必须制定明确的KPI来获得投资者的信任，这是创

造股东价值、将回报最大化的重要前提。

科技赋能的ESG解决方案是 
必经之路

随着可扩展性、绩效、效率和成本成为数据中心

运营的重点，许多公司正采用AI和ML等技术来最

大化包括ESG战略规划在内的成果。

隐含碳不容忽视

数据中心可以采用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减少建筑生命

周期开端和结束时的隐含碳排放。  

环境、社会和治理是三项同等 
重要的支柱

利益相关者认为，拥抱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降低企业

风险、提高盈利能力的方式。忽视ESG因素的数据

中心在未来可能会面临障碍和更严格的审查。

循环经济将是下一个风口

实现IT硬件和建筑的可持续性意义重大。延长硬件的

更新周期、对硬件和建筑资产的再利用和处置进行

规划，是开启净零碳之路的关键。

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2021年亚太区数据中心运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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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投资者的未来机遇? 

行业转型
目前，数据中心行业仍将ESG视为一个实际的运营

事项，而非深刻影响业务决策。投资者需要更多地

参与到进程中，以弥合ESG认知上的差距，让ESG赋

能数据中心业务的各个方面。

ESG是新建建筑的核心
随着许多全球投资者正式将可持续性纳入自身投

资策略，数据中心的选址和建造可能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设施的环保程度。

帮助现有资产与时俱进
需要仔细准确地审查现有的数据中心，寻找机遇，

促进数据中心的再利用、加快现代化进程、帮助其

与时俱进。通过这种方式，长期投资价值可以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并提高整体回报。

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公司IDC，2021年亚太区数据中心运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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