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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光磁混合架构大数据云存储研发应用中心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 15 号院 

主要产品名称 数据存储中心 

设计生产能力 项目达产后可达到拥有 7500 个光存储阵列柜、3000 个磁存储阵

列柜，可为 50 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规模 

实际生产能力 具备设计生产能力，产污设备已全部建成 

建设项目环评

时间 
2015-8-16 

开工建设时

间 
2016-5-6 

调试时间 2018-4-30 
验收现场监

测时间 
2018-5-29、30 
2018-7-13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环境保护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北京博诚立新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

单位 
华北利星行机械

(北京)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

工单位 
华北利星行机械(北京)有限

公司 

投资总概算 85000 万元 
环保投资总

概算 
200 万元 比例 0.2% 

实际总概算 85000 万元 环保投资 432 万元 比例 0.5%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  

3．《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通知》（环

办[2010]62 号）； 

4．《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

响类>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第 9 号）； 

5．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光磁混合架构大数据

云存储研发应用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京技环审

字[2015]267号，2015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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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光磁混合架构大数据云存储研发应用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北京博诚立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15 年 8 月)。 

 

 

 

 

 

 

 

 

 

验收监测评价

标准、标号、

级别、限值 

1．一般工业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9-2001）相关规定。 

2．运营期生活垃圾处置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2005 年 4 月 1 日)“第三节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

治”和北京市《关于加强城乡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

通告（2004 年通告第 2 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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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一．建设地点及周围环境 

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简称：中经云公司）租用北京皓海

嘉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浩海嘉业公司）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

15 号院已建成的 5 号楼和 6 号楼进行本项目建设，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2-1，项目

周围环境见图 2-2，项目总平面布置见图 2-3。 

 

图 2-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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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项目周围环境图 

 

图 2-3  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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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规模及功能布局 

浩海嘉业公司已建成的 5 号楼和 6 号楼，两座建筑物总占地面积 16142m2，

总建筑面积 52175.02m2。 

各建筑物建筑指标及功能布局： 

5 号楼：占地面积 14618m2，建筑面积 43377.21m2，为地上 3 层（局部 4

层），建筑高度（3 层主体）20.55m，作为本项目的云存储中心。 

6 号楼：占地面积 1524m2，建筑面积 8797.81m2，为地上 5 层（局部 6

层）、地下 1 层，建筑高度（5 层主体）19.80m，作为本项目的研发中心。 

三．建设内容 

(1) 租赁浩海嘉业公司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 15 号院的两栋建筑，

对租用场地按照光磁数据存储研发及云存储中心对于环境的需求进行装修改造，

购置相应的软硬件设备，搭建光磁混合架构大数据云存储研发中心环境，打造中

国的大数据云存储中心。 

 (2) 开展光磁混合存储技术以及相关系统和软件的研究与开发，实现磁盘阵

列服务器集群和大容量光存储阵列集群融合发展，对热数据、温数据、冷数据进

行分级优化管理。 

(3) 利用云存储中心屋顶建 0.8MW 光伏发电站，预计年平均发电量约为 88

万 kWh，所发电就近接入用户的变压器低压侧（380/400V），电站设计运行寿命

25 年。 

(4) 购置光存储阵列柜、磁存储阵列柜、UPS 系统、中压配电柜、变频离心

式冷机等先进的软硬件设备，打造先进的国家级光存储示范中心和国家量子通信

北京节点的总控中心。 

(5) 针对政府、军队、金融、能源等不同行业，并采取多种渠道和方式，拓

展市场，提供定制化的大数据存储解决方案，满足客户需求。 

四． 建设规模 

本项目预计达产时达到拥有 7500 个光存储阵列柜、3000 个磁存储阵列柜，

可为 50 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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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见表 2-1。 

表 2-1  工程建设内容对比表 

项目 环评文件 实际建设 
批建符合

性分析 
建筑

规模 
利用已建成的 5 号楼、6 号楼，

总建筑面积 52175.02m2。 
利用已建成的 5 号楼、6 号楼，

总建筑面积 52175.02m2。 
符合 

功能

布局 
5 号楼作为云存储中心，6 号楼作

为研发中心。 
5 号楼作为云存储中心，6 号楼作

为研发中心。 
符合 

建设

内容 

对租用的两栋建筑进行装修改

造，购置相应的软硬件设备，搭

建光磁混合架构大数据云存储研

发中心；开展光磁混合存储技术

以及相关系统和软件的研究与开

发；在云存储中心屋顶建 0.8MW
光伏发电站 。 

对租用的两栋建筑进行装修改

造，购置相应的软硬件设备，搭

建光磁混合架构大数据云存储研

发中心；开展光磁混合存储技术

以及相关系统和软件的研究与开

发；在云存储中心屋顶建有

0.7MW 光伏发电站。 

符合 
因屋顶面

积所限，

只建设了

0.7MW 光

伏发电站

生产

规模 

达产时拥有 7500 个光存储阵列

柜、3000 个磁存储阵列柜，可为

50 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已拥有 7500 个光存储阵列柜、

3000 个磁存储阵列柜，具备为 50
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目

前为 15 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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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原理 

(1) 云储存平台技术原理 

通过将光存储技术融入到存储系统中，形成光磁混合存储系统，用光盘阵列

柜来保存重要的、需要长时间保存、但访问不频繁的档案级数据，通常这种数据

占到整体数据的 80%；用磁存储阵列柜来保存一般数据及在线频繁访问的即时性

数据。本项目研发的光磁混合存储系统，可以使数据存储寿命增长到 50 年以

上，数据保存的维护成本降低到传统磁存储系统的 10%以下。 

 

图 2-4  云存储平台技术原理示意图 

 

(2) 云存储平台硬件系统 

环评时云存储平台建设规模光存储阵列柜 7500 台，磁存储阵列柜 3000 台。

通过连接，将磁存储空间和光存储空间融合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存储资源池，为

用户提供绿色、安全的存储服务。云存储平台硬件系统配置见表 2-2。 

表 2-2  云存储平台硬件系统设计所需设备数量及容量列表 

项目 数量（台） 单柜容量（TB） 总容量（PB） 

光存储阵列柜 7500 356TB 2670 

磁存储阵列柜 3000 200TB 600 

合计 10500  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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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存储平台软件系统 

        云存储平台软件系统包括大数据归档管理系统、用户管理系统、归档任务管

理服务器系统、数据库服务器系统、磁盘阵列服务器系统组成。 

 

图 2-5  云存储平台软件系统框架示意图 

项目工作原理与环评时的工作原理一致，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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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主要设备 

本项目主要设备配置情况见表 2-3 。 

表 2-3  主要设备配置情况  

序

号 设备名称 
环评文件 实际建设 

备注 批建符合性

分析 规格 数量 
(台/套) 规格 数量 

(台/套)

1 光存储阵列柜 356T 7500 356T 7500 / 符合 

2 磁存储阵列柜 200T 3000 200T 3000 / 符合 

3 中压配电柜 10kV 80 10kV 114 
云存储中

心(5 号楼)
配电室改

造 

符合 

4 变压器 500kVA 10 500kVA 10 符合 

5 变压器 800kVA 12 800kVA 12 符合 

6 变压器 600kVA 4 600kVA 4 符合 

7 低压配电柜 400V 200 400V 200 / 符合 

8 UPS 系统 400kVA 36 400kVA 36 / 符合 

9 UPS 系统 300kVA 30 300kVA 30 / 符合 

10 中压发电机 2000kW 11 1800kW 12 备用 

符合 
总功率为
21600kW
较环评减

少 400kW 
11 列头配电柜 / 500 / 549 / 符合 

12 变频离心式冷机 600RT 8 600RT 8 

中央空调

系统 

符合 

13 变频冷却塔 600RT 8 600RT 8 符合 

14 变频水泵  16  16 符合 

15 板式换热器 600RT 8 600RT 8 符合 

16 精密空调 60kW 393 60kW 393 符合 

17 气体钢瓶 90L 1200 80L 1323 消防设备 

符合 
气体总量

为 105840L
较环评减

少 2160L 

18 多晶硅太阳能光

伏组件 250W 3200 265W 2640 
光伏发电

设备 

符合 
因屋顶面

积有限规

模减少为
0.7MW 

19 组串式光伏逆变

器 20kW 40 33kW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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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制度与劳动定员 

按照环评文件设计规模，项目达产时，职工总数约 300 人，其中技术人员

200 人，管理人员 20 人，销售人员 80 人。实际职工总数约 200 人，其中技术人

员 150 人，管理人员 20 人，销售人员 30 人。建设单位预计，未来公司人数变化

不大。 

云存储中心值班维护人员为三班制，每班工作 8 小时，年工作 365 天；其他

人员为单班制，每天工作 8 小时，年工作日 250 天。 

表 2-4  工作制度与劳动定员对比表 

项目 环评文件 实际建设 批建符合

性分析 

劳

动

定

员 

总人数（人） 300 200 符合 
较环评减

少 100
人，未来

变化不大

其

中 

技术人员（人） 200 150 

管理人员（人） 20 20 

销售人员（人） 80 30 

工作制度 

云存储中心维护人员三

班制，每班 8 小时，年

工作 365 天；其他人员

单班制，每天 8 小时，

年工作 250 天。 

云存储中心维护人员三

班制，每班 8 小时，年

工作 365 天；其他人员

单班制，每天 8 小时，

年工作 250 天。 

符合 

 

八．投资规模及资金筹措方案 

按照环评文件，项目总投资 85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80000 万元，流动

资金 5000 万元。项目实际投资为 85000 万元。资金全部由建设单位自筹解决。 

按照环评文件，项目环保投资 200 万元。实际建设过程中，因备用柴油发电

机安装在室外，每台柴油发电机均加装集装箱隔声间，所以造成环保投资有所增

加，为 432 万元。 

表 2-5  投资规模及资金筹措方案 

项目 环评文件 实际建设 批建符合性分析 

投资规模

（万元） 

总投资 85000 万

元，其中：环保投

资 200 万元。 

总投资 85000 万

元，其中：环保投

资 432 万元。 

符合 
因备用柴油发电机安装

在室外，每台柴油发电

机均加装集装箱隔声

间，使环保投资增加。

资金筹措 
资金全部由建设单

位自筹解决。 
资金全部由建设单

位自筹解决。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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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辅材料消耗及水平衡： 

本项目为数据存储中心，无原材料消耗。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附处理工艺流程图，标出产污节点） 

本项目是开展光磁混合存储技术及相关系统和软件的研究与开发，为企业提

供大数据信息云存储解决方案，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2-6。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职工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 

 

 

 

 

 

 

 

 

 

 

图 2-6  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图 

 

 

客户提出需求

确定服务方案

硬件采购 软件设计 

硬、软件安装

服务系统调试

正常运行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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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附处理流程示意图，标出废水、废

气、厂界噪声监测点位） 

本项目为数据存储中心，无工业固废产生。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职工工

作过程产生的办公垃圾和生活垃圾。 

按照环评文件，项目计划职工总人数为 300 人，按平均每人每天产生 0.5kg 生

活垃圾进行计算，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37.5t/a。 

项目实际职工总数约 200 人，建设单位预计，未来公司人数变化不大，因此生

活垃圾产生量实际为 25t/a。 

表 3-1  项目固体废物排放汇总表 

项目 环评文件 实际建设 批建符合性分析 

固体废物 
（t/a） 生活垃圾 37.5 25 

符合 
固体废物排放量比

环评时少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办公垃圾集中桶装存放，由当地的环境部门定期清运

至指定地点消纳，对环境影响较小。 

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主要有： 

 (1) 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减少浪费，也减少废物产生，提倡使用绿色环保型

产品。 

(2) 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对可再利用的资源进行回收。 

(3) 建立和健全垃圾管理体制，制定严格的垃圾收集、存放、外运管理制度，

指定专人负责，严格进行监督和管理。 

(4) 采用封闭的垃圾存放和外运措施，防止垃圾飞扬、异味溢散和运输过程中

的遗撒，做到及时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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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1．中经云公司是一家提供云计算设施服务的企业，2013 年 8 月在中关村注册

成立。现拟投资 85000 万元，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 15 号院北京浩海嘉

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建设光磁混合架构大数据云存储研发应用中心。中经

云公司租用皓海嘉业公司已建成的 5 号楼和 6 号楼建设本项目，两座建筑物总占地

面积 16142m2，总建筑面积 52175.02m2。5 号楼将作为本项目的云存储中心，包括

国家光存储示范中心和国家量子通信北京节点的总控中心；6 号楼将作为本项目的

研发中心，包括北斗导航应用研究所和光存储研发中心。本项目预计 2021 年达

产，届时可达到拥有 7500 个光存储阵列柜、3000 个磁存储阵列柜，可为 50 家企业

提供技术服务的规模。 

2．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职工工作过程产生的办公垃圾和生活垃圾，

产生量约为 37.5t/a。生活垃圾和办公垃圾集中桶装存放，由当地的环境部门定期清

运至指定地点消纳，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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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中经云数据存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你公司委托编制的《光磁混合架构大数据云存储研发应用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收悉，经审查，我局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 15 号院 5 号楼、6 号楼，总建筑面

积为 52175.02 平方米。建设光磁混合架构大数据云存储研发应用中心，项目达产后

可达到拥有 7500 个光存储阵列柜、3000 个磁存储阵列柜。项目供热通过云存储中

心热回收利用，屋顶拟建 0.8MW 光伏发电站。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和本批复要求后，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同意项目建设。 

二．该项目应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表所提及工艺、内容进行建设，如有项目内容

或工艺流程发生变化，须向环保局重新申报。 

三．该项目污水执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307-2013）“排入公共污

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的相关标准，如 CODCr 500mg/L，BOD5 

300mg/L，pH 6.5-9，SS 400mg/L，氨氮 45mg/L、可溶解性总固体 1600mg/L。 

四．该项目设置 11 台 2000kW 备用柴油发电机，排放标准执行《非道路移动

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20891-2014）第三阶段标准限

值中 P（功率）>560kW 的限值标准。排气筒高度 22.6 米。 

五．固体废弃物须分类妥善贮存、处理，尽可能回收利用。 

六．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 

七．加强环境风险防范，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

案，报开发区环保部门备案，并与开发区应急预案联动。加强柴油在运输和使用过

程中的管理。贮存场所须按标准建设，应设自动报警装置和必要的应急防范措施，

防止火灾、泄漏、爆炸。 

八．本项目需按国家规定建设规范的污染物排口、贮存场所并设置标志牌。 

九．该项目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定，工程竣工后三个月内须向开

发区环保局申请办理环保验收手续，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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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一．项目实际建设情况概述 

中经云公司租用皓海嘉业公司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九街 15 号院已建成

的 5 号楼和 6 号楼进行项目建设，两座建筑物总占地面积 16142m2，总建筑面积

52175.02m2。购置相应的软硬件设备，搭建光磁混合架构大数据云存储研发中心环

境，打造中国的大数据云存储中心。 

项目建设规模可为 50 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已具备环评时的设计生产能力，

目前为 5 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因屋顶面积所限，建设了 0.7MW 光伏发电站。 

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本项目的生活垃圾做到妥善贮存和处理，对当地环境影响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