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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大胆假设，绝大部分读者在20岁以
上，因此对磁带还算熟悉。20世纪70年代
早期到90年代晚期，盒式磁带和黑胶唱片
是两种最常见的录制音乐载体，后来出现
了CD光盘。进入21世纪，数字录制技术的
出现冲击传统音频产品，磁带销量首当其
冲，其他模拟数据载体同样难逃厄运。数
字技术取代实物形式只用了十年。

很快，数字技术攻占相机、电话、电视等
领域，进入爆发式增长期。如今数字世界
正在经历第二轮增长，打头阵的是物联网
技术。新时代的核心要义不再是企业或人
类的计算机化，而是数字智能技术的全面
覆盖。大到飞机、汽车，小到智能手机、
牙刷，都将具备数据跟踪、监测或传输的
功能。

国际数据公司（IDC）调查称，如果将全
球数据都存储在平板电脑上，那么在2013
年，所需平板电脑堆叠起来的高度将有地
月距离的三分之二。到2020年，堆叠高度
将到达地月距离的6.6倍，数据总量相当于
44泽字节/ZB（44万亿吉字节/GB）。 

数字世界与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需求扶摇直上，数据中心数量成倍增长

据思科预测，到2020年数据中心年流量将
达到15.3泽字节，较2015年增加27%。为
应对飞涨的数据存储需求，全球数据中心
也在迅速增加。DCD Intelligence统计显
示，数据中心的数量已从2012年的7,440
个增加到2016年的9,540个。

现有数据中心多集中在美国，此外在英
国、德国、法国、荷兰也有分布。然而，
当前的地域格局或许会很快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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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数字接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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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数据中心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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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上云端
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数量在迅速增长，而数据中心的总量逐渐趋于稳定

思科最新数据显示，到2020年全球云流量
会达到14.1泽字节，相当于2015年云流量
（3.9泽字节）的3.7倍，占总流量的比例
将高达92%。所谓能者多劳，数据之所以
向云端大规模转移，是因为云端能够迅速
扩容，高效承载更多工作负荷。云计算、
物联网、大数据及视频流将是主要的需求
领域。

最近五年中，云端基础设施人气见涨，超
大规模数据中心的需求也相应地急速攀
升。与传统数据中心相比，超大规模数据
中心的成本效率更高。据思科预测，五年
后这类超级数据中心的流量将达到当前的
五倍。

云端基础设施的成功引领市场参与者跨越
国家界限，理性选择布局/扩张战略。数据
中心再无需以客户为中心就近选址；在满
足网络连接安全且快速的条件下，可以设
在拥有大量廉价清洁能源的国家。毕竟，
数据是全球流动性最强的商品。 

然而，数据的“离岸”存储同时引发了数
据主权相关问题，且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尤其在欧洲2015年废除《安全港协议》之

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数据主权做出严
格法律规定的国家，例如德国，依然是数
据中心的热门市场。

数据中心迅速“圈粉”以及随后的“圈
地运动”导致这一领域出现显著分化，
主要体现在小型企业与信息技术巨头之
间。2015年以来，数据中心服务商之间
的整合日益升温。Synergy Research 
Group数据显示，2017年数据中心的并
购交易总额同比翻番，达到200亿美元。
其中，Digital Reality以76亿美元收购
DuPoint Fabros，是最大的一笔交易。■

3.7倍 
2015至2020年
云流量增长预测

$200亿
2017年数据中心
并购交易总额 

图表5：移步云端
全球数据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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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最大的云服务商

来源：因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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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国家 面积 (平方米)

Lefdal Mine数据中心 挪威 120,000

葡萄牙电信 — 科维良 葡萄牙 75,500

Next Generation Data — 纽波特市（威尔士） 英国 70,000

微软 — 都柏林 爱尔兰 51,000

脸书 — 吕勒奥 瑞典 27,000

Equinix LD5 — 伦敦 英国 21,000

来源：多方

图表4：欧洲现有最大的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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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无底洞
数据中心行业正迅速引入环保技术

数据中心对能量的需求无止无尽。首先，
数据中心内信息技术设备的运行需要耗费
大量电能。其次，服务器运行时会散热，
而为确保服务器的高效、稳定运作，需要
采取冷却措施。这同样产生能耗。据估
计，数据中心耗电量约为730亿千瓦时，相
当于全球的3%-4%。 

除电能以外，数据中心的耗水量也是严峻
问题。据加利福利亚水资源部估算，一个
中等规模数据中心的年耗水量约为1.3亿加
仑（约合49.2万立方米），比两个18洞高
尔夫球场的年耗水量还要多。 

数据中心的碳足迹堪比航空业，因而饱受
环保主义者的诟病。另一方面，迫于巨额
能耗的成本压力，数据中心亦有意使用能
耗效率更高的技术。因此，环保技术迅速
在这一领域得到推广应用。

由互联网巨头以及云服务商（谷歌、脸
书、苹果、亚马逊、Rackspace）设立

的全新大型数据中心成为环保节能的主力
军。■

名称 排名 绿色能耗占比

微软 2 100%

谷歌 3 47%

苹果 4 100%

Digital reality 6 25%

Equinix 7 43%

Rackspace 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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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全球技术及电信企业30强中的绿色
云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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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在信息技术泡沫出现的同时，
数据中心投资市场也开始形成。机遇与挑
战并存，是所有新兴资产类别的必经阶
段。

流动性与透明度的缺乏成为数据中心投资
市场的主要桎梏。在技术飞速发展的背
景下，物业更新换代的频率也成为投资顾
虑。此外，数据中心的专业化程度较高，
导致参与者数量有限。欧洲市场最活跃的
投资者要属专注于数据中心投资的房地产
投资信托（REIT），包括美国的Equinix 
REIT、亚洲的吉宝数据中心REIT以及美国
的Digital Reality。然而，市场也逐渐向非
专业投资者开放，包括投资管理公司以及
普通REIT。  

从用户角度来看，数据中心市场前景广
阔，未来五年数据存储需求将迎来显著增
长。租户通常会签订10年以上的长期租
约，因此投资数据中心可带来持久且有保
障的收益流。这一领域在缓慢成熟，尽
管仍处于发展初期。投资模式也从原先相
对直接的开发或并购升级为售后回租。
与其他资产类型相比，数据中心的流动
性溢价较高——虽然流动性较低，但收
益率更具吸引力。欧洲优质数据中心的
收益率介于5%至7%之间。据富时集团数
据显示，2017年数据中心平均回报率达
28.43%。以上结果基于五大数据中心REIT
的投资活动，即CyrusOne Inc.、Digital 
Reality、QTS Realty Trust Inc.、Equinix 
Inc.以及CoreSite Realty Corporation。

RCA数据显示，2017年欧洲数据中心市
场共达成4.5亿欧元的投资，与2016年的
34亿欧元相比微不足道。2016年，除若
干并购交易外，还有两宗超大宗资产包交
易达成。2007至2017年欧洲所有的数据
中心投资交易有41%发生在英国。近年来
投资活动慢慢向欧洲其他国家延伸，尤其
是德国、法国、荷兰、瑞典。施罗德欧洲
REIT于今年初以约2,000万欧元的价格收购
了荷兰的一家数据中心，净初始收益率约
为10%。该买家并非专业投资数据中心的
REIT。物业现已由KPV NV整栋租下，租约
至2026年12月31日到期。■

投
资

数据中心的房地产价值 
机遇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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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址：且看天时地利人和

数据是全球流动性最高的商品。如
今，数据中心服务商可以自行选址，
以降低运营成本。 

第一太平戴维斯以自然环境、安全、
能源、网络连接等对数据中心发展至
关重要的参数为框架，制作了一个选
址基准，考察在欧洲投建数据中心的
最佳位置。

研究分析覆盖20个欧洲国家，包括：
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
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
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
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
亚、西班牙、瑞典、英国。

这项基准分析基于11个细分指标，包
括年均气温、最高月平均气温、人均
淡水供应、年均自然灾害损失、政治
稳定性、网络安全性、人均产电量、
电费、人均绿色能源供应、平均网速
以及光纤到户/楼渗透率。研究团队
对20个国家的各项指标进行了评分与
排名。

图表7：基准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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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作为一类投资产品正日益成熟，得到包括

安盛、世邦魏理仕环球投资等机构的关注。最近两年

中有大量资本涌入，收益率显著压缩，降至5-7%。 

预期未来数年甚至数月内，收益率还将进一步下

滑。”Marcus Lemli，第一太平戴维斯欧洲研究部

调查结果显示，20个国家中挪威遥遥
领先；前五名中除了荷兰，其余均为北
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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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云端新星
信息技术巨头所见略同，齐齐布局北欧市场

过去五年中，信息技术界龙头企业纷纷扩
张北欧市场现有项目，抑或以北欧国家为
据点布局欧洲市场战略版图。

■  谷歌于2011年在芬兰设立欧洲首个谷
歌数据中心。如今，谷歌在比利时、荷
兰、爱尔兰各有一个数据中心。为推进数
据中心战略布局，谷歌在2017年末买入两
幅地块，其中一块位于距离斯德哥尔摩西
北方向160公里的阿维斯塔（Avesta），
面积109公顷；另一块位于丹麦的奥本罗
（Aabenraa），面积131公顷。苹果公
司已决定在奥本罗设立数据中心，如谷歌
项目确定入驻，则奥本罗将成为全球最大
的数据中心枢纽。谷歌在奥本罗以北80公
里的腓特烈西亚（Fredericia）还持有一
幅73公顷的土地。

■  2013年，脸书位于瑞典吕勒奥的数据
中心投入运营，总建筑面积约2.8万平方
米，这是脸书在美国本土以外设立的首个
数据中心。时隔一年，脸书位于吕勒奥的
第二个数据中心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约
2.5万平方米。2017年1月，脸书宣布将
在丹麦欧登塞新建5.65万平方米的数据中
心，这将是第四个非本土项目；第三个已
确认落户爱尔兰。今年年初，脸书向吕勒
奥当局提出申请，计划在当地打造3.1万平
方米的数据中心。如获批，脸书的吕勒奥
数据中心将增加至三个。 

■  2014年，比特币公司KnCMiner位于瑞
典博登附近的数据中心投入使用。

■  2015年，苹果公司宣布将在丹麦维堡
投建首个数据中心，总建筑面积16.6万平
方米。第二个数据中心位于爱尔兰的戈尔
韦郡。去年，苹果宣布将在奥本罗设立丹
麦第二个数据中心，预期2019年投入运
营。这三个数据中心将成为欧洲规模最大
的数据中心项目。

■  2017年，IBM位于欧洲的第12个数据中
心——Lefdal Mine数据中心投入使用。
该项目位于距离挪威首都奥斯陆30公里的
Fetsund，原址为一个矿井。 数据中心总

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全部用电来自绿色
能源。这也是欧洲现有最大的数据中心。

■  亚马逊网络服务（AWS） 宣布将于
2018年在瑞典建新建三个数据中心，分别
位于韦斯特罗斯（Västerås）、埃斯基尔
斯蒂纳（Eskilstuna）以及卡特琳娜霍尔姆
（Katrineholm）。亚马逊网络服务目前
在法兰克福、爱尔兰、伦敦、巴黎等地设
有12个数据中心。

■  阿里巴巴在欧洲的首个数据中心位于德
国，第二个项目计划设在瑞典。

■  微软在荷兰、爱尔兰、奥地利、德国各
有一个数据中心，此外在英国设有两个。
微软位于法国的数据中心也即将投入运
营，后期有意在丹麦开发新项目。

技术巨头在北欧国家聚首，频频落子打造
数据中心，这并非巧合。北欧国家气候凉
爽，拥有冰凉的淡水及海水资源，冷却条
件得天独厚。能源成本处于世界最低水
平。在绿色能源的生产及供应方面，北欧
也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网络连接性亦处
于欧洲顶尖水平；此外该地区政治稳定，
自然灾害少，网络安全性高。如今，在挪
威和瑞典设立数据中心可享受一定的税收
优惠，丹麦也在落实类似的减税政策。 

挪威 
挪威在排行榜上遥遥领先。不仅总分最
高，各项指标也几乎都排名第一。挪威的
最大优势在于淡水资源、人均能源产量以
及人均绿色能源供应，约为20国平均水平
的8至11倍。 

瑞典
瑞典排名第二，除自然环境温度低、便于
自然冷却以外，还享有淡水资源丰富、连
接性好、能源（尤其绿色能源）充足、安
全风险低等多重优势。瑞典与丹麦及波罗
的海三国之间通过大量海底电缆相连。瑞

典共有90个数据中心，其中斯德哥尔摩最
多（47），随后依次为马尔默、哥德堡、
吕勒奥。

芬兰
20国中以芬兰的气候最为严寒，自然灾害
损失也最低。淡水资源是20国平均水平的
两倍，此外电费较为低廉。  芬兰拥有30个
数据中心，其中20个位于赫尔辛基，3个位
于坦佩雷，其余7个分散在其他区域。

丹麦
丹麦各项指标的评分均高于20国平均水
平，其中网速优势尤为明显。丹麦直接
接入TAT-14光纤电缆系统（连接美国、
丹麦、德国、荷兰、法国和英国），而挪
威、瑞典则需以丹麦为中转站。丹麦现有
45个数据中心，其中31个位于哥本哈根。
后期丹麦还将有约40万平方米的数据中心
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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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机会型投资者良机可期

未
来
前
景

随着信息技术巨头陆续加盟，部分小型服
务商/企业在云端的处境趋于窘迫，因此预
期并购还将继续。售后回租或是一项可行
方案，运营商可以解锁部分资金，投资开
发新的基础设施及技术。

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将继续吞占市场份额，
同时新增项目的数量将逐渐稳定。自然环
境、安全、能源及连通性依然是重要的选
址考量。全新大型项目将日益青睐实现资
源优化配置的国家，尤其是城郊甚至乡村
地区。北欧将继续成为大型数据中心的首
选目标市场。

另一方面，本国中小型数据中心依然面临
刚性需求，因为可同时避免数据传输的延
迟以及数据主权相关的法律问题。这意味
着在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数
据存储需求将继续增长。

信息技术的迅速更新以及数据效率的整体
诉求，对数据中心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

求。  我们认为预制及模块化设计将日益流
行，因为在缩短施工时间的同时还能有效
降低成本。 

虽然数据中心日益向绿色能源倾斜，但从
未来五年的规模增长势头来看，能耗总量
还将继续增长。

创新能给数据中心领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
战，微软的Natick项目就是例证。微软
正在评测打造海底数据中心的长期发展
前景。将数据中心沉入水下的主要优势在
于可以降低冷却成本、缩短施工周期。微
软认为海底数据中心能在三个月内完成部
署。如项目成功下水并且得到推广，将大
大冲击传统数据中心市场。然而，这种海
洋利用方式及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潜在负
面影响亦导致担忧升级，可能会限制海底
数据中心的扩张空间。（译注：微软数据
中心已在今年6月完成投放，进入试运行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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