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P 机架选件安装指南
适用于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
摘要
本文提供了有关在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中安装机架选件的指导。



© Copyright 2012, 2015 Hewlett-
Packard Development Company, L.P.

本文档中包含的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
行通知。 随 HP 产品和服务附带的明确
保修声明中阐明了此类产品和服务的全
部保修服务。 本文档中的任何内容均不
应理解为构成任何额外保证。 HP 对本
文档中出现的技术错误、编辑错误或遗
漏之处概不负责。

部件号：669048-AA9

2015 年 8 月

版本：9



目录

1  关于本指南 ........................................................................................................................................................  1
机架选件安装指南 ................................................................................................................................. 1
重要安全信息 ........................................................................................................................................ 1
警告标签 ...............................................................................................................................................  1

2  机架选件 ............................................................................................................................................................ 3
订购机架选件 ........................................................................................................................................ 3

3  承重 100 千克的滑动式搁板套件 ....................................................................................................................... 6
关于本设备 ...........................................................................................................................................  6

套件内容 ..............................................................................................................................  6
必备工具 ..............................................................................................................................  6

准备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以进行安装 .................................................................................................... 6
安装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 ...................................................................................................................... 7
安装滑动式搁板 ....................................................................................................................................  9
使用承重 100 千克的滑动式搁板 ........................................................................................................  11

4  通风管套件 ......................................................................................................................................................  12
关于本设备 .........................................................................................................................................  12

套件内容 ............................................................................................................................  12
必备工具 ............................................................................................................................  12

组装通风管 .........................................................................................................................................  12
调整通风管 .........................................................................................................................................  15
安装通风管组件 ..................................................................................................................................  16

5  通风优化套件 ..................................................................................................................................................  18
关于本设备 .........................................................................................................................................  18

套件内容 ............................................................................................................................  18
必备工具 ............................................................................................................................  18

在机架间安装泡沫导轨垫片 ................................................................................................................  18
安装底板垫片 ...................................................................................................................................... 20

6  连接套件 .......................................................................................................................................................... 22
关于本设备 .........................................................................................................................................  22

套件内容 ............................................................................................................................  22

ZHCN iii



安装连接套件 ...................................................................................................................................... 22

7  自定义门品牌套件 ...........................................................................................................................................  24
关于本设备 .........................................................................................................................................  24

套件内容 ............................................................................................................................  24
必备工具 ............................................................................................................................  24

安装自定义门品牌套件 .......................................................................................................................  24

8  电缆管理支架套件 ...........................................................................................................................................  26
关于本设备 .........................................................................................................................................  26

套件内容 ............................................................................................................................  26
必备工具 ............................................................................................................................  26

安装 1U 电缆管理支架 ........................................................................................................................  26
安装 2U 电缆管理支架 ........................................................................................................................  27
安装电缆管理 D 环支架 ......................................................................................................................  28

前支架 ................................................................................................................................  29
侧面支架 ............................................................................................................................  30

安装交叉支架 ...................................................................................................................................... 30
安装线缆绑扎带 ..................................................................................................................................  31

9  电缆管理托架套件 ...........................................................................................................................................  33
关于本设备 .........................................................................................................................................  33

套件内容 ............................................................................................................................  33
必备工具 ............................................................................................................................  33

安装电缆管理托架 ............................................................................................................................... 34
安装电缆管理传送托架 .......................................................................................................................  36
接地连接头位置 ..................................................................................................................................  38

10  前门套件 ........................................................................................................................................................ 39
关于本设备 .........................................................................................................................................  39

套件内容 ............................................................................................................................  39
必备工具 ............................................................................................................................  39

安装铰链支架和锁扣 ...........................................................................................................................  39
安装前门 .............................................................................................................................................  40

11  接地连接套件 ................................................................................................................................................  42
关于本设备 .........................................................................................................................................  42

套件内容 ............................................................................................................................  42
必备工具 ............................................................................................................................  42

安装接地机架选件套件 .......................................................................................................................  42

iv ZHCN



在侧面板上安装接地机架选件套件 .....................................................................................................  48
在风扇套件中安装接地机架选件套件 .................................................................................................. 49

12  填充板套件 ....................................................................................................................................................  51
关于本设备 .........................................................................................................................................  51

套件内容 ............................................................................................................................  51
必备工具 ............................................................................................................................  51

安装填充板 .........................................................................................................................................  51

13  重型机架稳定器套件 ...................................................................................................................................... 53
关于本设备 .........................................................................................................................................  53

套件内容 ............................................................................................................................  53
必备工具 ............................................................................................................................  53

安装机架稳定器选件套件 .................................................................................................................... 53

14  直角线缆绑扎带套件 ...................................................................................................................................... 56
关于本设备 .........................................................................................................................................  56

套件内容 ............................................................................................................................  56
必备工具 ............................................................................................................................  56

安装线缆绑扎带夹 ............................................................................................................................... 56

15  线缆绑扎带夹套件 .........................................................................................................................................  58
关于本设备 .........................................................................................................................................  58

套件内容 ............................................................................................................................  58
必备工具 ............................................................................................................................  58

安装线缆绑扎带夹 ............................................................................................................................... 58

16  LED 照明套件 ................................................................................................................................................ 61
关于本设备 .........................................................................................................................................  61
套件内容 .............................................................................................................................................  61

LED 照明灯安装硬件套件物品 ...........................................................................................  61
LED 照明灯开关安装硬件套件物品 ....................................................................................  62

安装 LED 照明套件 ............................................................................................................................. 62

17  位置发现套件 ................................................................................................................................................  68
关于本设备 .........................................................................................................................................  68

套件内容 ............................................................................................................................  68
注意事项 ............................................................................................................................  68

安装模块 .............................................................................................................................................  69

ZHCN v



18  位置发现触点挡板套件 ..................................................................................................................................  71
关于本设备 .........................................................................................................................................  71

套件内容 ............................................................................................................................  71
安装触点挡板 ...................................................................................................................................... 71

19  偏移连接套件 ................................................................................................................................................  72
关于本设备 .........................................................................................................................................  72

BW941A 套件内容 .............................................................................................................  72
BW952A 套件内容 .............................................................................................................  73

安装连接套件 ...................................................................................................................................... 73

20  PDU 支架套件 ...............................................................................................................................................  76
关于本设备 .........................................................................................................................................  76

套件内容 ............................................................................................................................  76
必备工具 ............................................................................................................................  76

安装 PDU 支架 ...................................................................................................................................  76

21  服务器/实用工具搁板套件 .............................................................................................................................  79
关于本设备 .........................................................................................................................................  79

套件内容 ............................................................................................................................  79
必备工具 ............................................................................................................................  79

安装服务器/实用工具搁板 ................................................................................................................... 79

22  侧面板套件 ....................................................................................................................................................  83
关于本设备 .........................................................................................................................................  83

套件内容 ............................................................................................................................  83
必备工具 ............................................................................................................................  83

安装侧面板 .........................................................................................................................................  83

23  机架稳定器套件 ............................................................................................................................................. 85
关于本设备 .........................................................................................................................................  85

套件内容 ............................................................................................................................  85
必备工具 ............................................................................................................................  85

安装机架稳定器 ..................................................................................................................................  85

24  固定套件 ........................................................................................................................................................ 88
关于本设备 .........................................................................................................................................  88
必备工具 .............................................................................................................................................  88
Advanced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 .............................................................................................................. 88

Advanced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内容 ...................................................................................... 88

vi ZHCN



安装 Advanced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 ..................................................................................... 88
将机架固定到地面上 ..........................................................................................................  89

Enterprise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 .............................................................................................................  90
Enterprise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内容 .....................................................................................  90
安装 Enterprise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 ....................................................................................  90
将 1075 毫米机架固定到地面上 .........................................................................................  91
将 1200 毫米机架固定到地面上 .........................................................................................  92

25  支持和其它资源 ............................................................................................................................................. 93
与 HP 联系之前的准备工作 ................................................................................................................  93
HP 联系信息 .......................................................................................................................................  93

26  管制信息 ........................................................................................................................................................ 94
安全和管制标准 ..................................................................................................................................  94
土耳其 RoHS 材料内容声明 ...............................................................................................................  94
乌克兰 RoHS 材料内容声明 ...............................................................................................................  94
保修信息 .............................................................................................................................................  94

27  缩略语和缩写 ................................................................................................................................................  95

28  文档反馈 ........................................................................................................................................................ 96

索引 ..................................................................................................................................................................... 97

ZHCN vii



1 关于本指南

机架选件安装指南
本安装指南包含与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兼容的机架选件套件的安装说
明。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P 网站 (http://www.hp.com/go/rackandpower) 上的《HP Advanced 系列机架
用户指南》或《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用户指南》。

重要安全信息
警告！为减少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的危险，请注意以下事项：

调准用的后支撑脚要触地。

机架的全部重量均应由调准用的后支撑脚和稳定器的前支撑脚承担。

警告！为减少人身伤害或机架与设备损坏的危险，请务必按照下述说明将机架连接并固定在一起。 否
则，可能会导致安装不稳定。

警告！某些组件可能会很重。 为减少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的危险，请注意以下事项：

在抬起产品之前，取出所有可插拔的电源和模块，以便减轻产品的重量。

遵守当地关于职业病防治与保险的要求以及关于人工接触材料的准则。

在安装或拆卸产品时，应请求其他人帮助抬起和稳定产品，尤其在产品没有固定到导轨上时。 当组件
重量超过 22.5 千克（50 磅）时，必须至少需要两个人来一起将组件抬起放到机架上。 如果组件装入
机架的位置在胸部以上，则必须在两人抬起组件的时候由第三个人帮助使组件与机架对准。

在将组件安装到机架中或从机架中拆卸组件时一定要小心；如果组件没有固定到导轨上，会不稳定。

警告标签
以下警告标签贴在机架上。

ZHCN 机架选件安装指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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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1 该符号与以下任意符号组合使用，指示存在潜在的危险。 如果不遵守警告，
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详细信息请参阅相关文档。

2 此标志表明存在造成人身伤害的风险，因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拉出机架中的
多个组件，机架可能会变得不稳定。

警告：为减少造成伤害的风险，每次只应拉出一个组件。

3 此标志用于确保在将组件拉出到机架外部之前将机架保持足够稳定。 有关如
何稳定机架的特定详细信息，请参阅您的文档。

警告：为减少造成伤害的风险，请确保将机架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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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架选件

订购机架选件
HP 提供了几种机架选件套件来补充或完善您的机架解决方案。 下表列出了每个系列可用的机架选件套
件。

有关订购机架选件套件的信息，请与离您 近的 HP 授权经销商联系或访问 HP 网站 
(http://www.hp.com/go/rackandpower)。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

机架选件套件 部件号 说明

固定套件（第 88 页的固定套件） AF076A

-- 或 --

BW926A

-- 或 --

BW927A

抗震机架锚固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

机架选件套件 部件号 说明

通风管套件 1 BW937A 通过将热风排到数据中心天花板回
风区，从机架中排出热风

固定套件 BW926A 抗震机架锚固

HP LED 照明套件 BW939A 用于在机架中添加照明灯
1 仅适用于机架部件号 BW910A 和 BW936A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

机架选件套件 部件号 说明

承重 100 千克的滑动式搁板套件 234672-B21 便于检修各种机架组件

1U 通用填充板 BW928A

-- 或 --

BW929A

确保机架中具有良好的通风

通风优化套件 BW930A 防止热空气回流到机架前部，从而
改善机架的通风条件

配重套件 120672-B21 在机架中安装、卸下或检修重型设
备时，帮助保持稳定和提供支撑

ZHCN 订购机架选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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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选件套件 部件号 说明

连接套件 BW902A 连接多个高度和厚度相同的同系列
机架

电缆管理支架套件 AF099A 便于管理电缆配置

电缆管理环 168233-B21 用于在机架中布置和整理电缆

电缆管理托架套件 383982-B21

-- 或 --

383983-B21

-- 或 --

383984-B21

便于管理电缆配置

自定义门品牌套件 BW935A 您可以将自己的品牌名称标签添加
到机架中

Enterprise 系列前门套件 BW934A 与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兼容的替换门

接地连接套件 BW891A 减少机架周围电磁辐射量

重型 V2 机架稳定器套件 BW961A 提高无支撑机架的稳定性

线缆绑扎带夹套件 379820-B21 便于管理电缆配置

直角线缆绑扎带套件 BW963A (10 PK)

-- 或 --

BW964A (100 PK)

便于管理电缆配置

位置发现触点挡板套件 BW942A 位置发现触点挡板

位置发现套件 BW945A

-- 或 --

BW946A

-- 或 --

BW947A

-- 或 --

F9V74A

用于发现服务器所处的机架以及在
机架内部所处的位置

偏移连接套件 BW941A

-- 或 --

BW952A

用于连接多个不同高度的机架

机架硬件套件 H6J85A 安装硬件套件

顶部安装风扇套件 257413-B21

-- 或 --

257414-B21

改善机架中的自然对流散热

服务器/实用工具搁板套件 253449-B21 将机架组件固定在机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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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选件套件 部件号 说明

侧面板套件 BW898A

-- 或 --

BW901A

-- 或 --

BW906A

-- 或 --

BW909A

-- 或 --

BW915A

-- 或 --

BW916A

-- 或 --

H6J91A

为机架侧面添加外壳

机架稳定器套件 BW932A

-- 或 --

BW933A

-- 或 --

BW961A

提高无支撑机架的稳定性

ZHCN 订购机架选件 5



3 承重 100 千克的滑动式搁板套件

关于本设备
使用承重 100 千克的 HP 滑动式搁板套件，您可以在机架安装系统中安装一个滑动式搁板，用来放置
各种组件以便于检修这些组件。 此选件占用 2U 机架空间。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带有手柄的搁板 1

带有固定支架的右导轨 1

带有固定支架的左导轨 1

滑轨套件 2

带硬件的电缆管理臂 1

机架模板 1

硬件套件

● M4 x 12 平头螺钉

● M4 外部垫圈

● M4 x 10 盘头螺钉

● M6 x 12 盘头螺钉

● M4 平垫圈

● M4 螺母

● M6 外部垫圈

● 8

● 8

● 2

● 12

● 2

● 6

● 10

为了便于使用，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在安装过程中，需必备以下工具：

● 2 号 十字螺丝刀

● 3 号 十字螺丝刀

准备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以进行安装
每个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包含一个导轨，在滑动式导轨上连接有固定支架。 组装滑动式搁板导轨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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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带有固定支架的左导轨的平边朝向您。

2. 将滑动导轨放在带有固定支架的左导轨之上。

3. 拉伸滑动导轨的里层，直到滑动导轨上的螺孔与带有固定支架的左导轨对齐。 在滑动导轨上轻轻
向下按，使其锁定到位。

4. 使用两个 M4 x 12 平头螺钉和 M4 外部垫圈将导轨固定在一起。

5. 重复步骤 1 至 4 ，安装带有固定支架的右导轨。

安装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
警告！为减小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的风险，在移动机架时请务必固定好安装的机架组件。

在安装滑动式搁板之前，您必须安装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 严格按照以下这些步骤，将滑动导轨组件
安装到机架中：

ZHCN 安装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 7



1. 使用模板在前后机架框上标出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的定位点，从滑动式搁板目标位置下面所安装
组件顶端开始测量。

注：在机架框后部使用模板时，为了便于对准下一个机架组件，应在模板上面标出机架记号。

2. 将左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的后部与机架框的后部对齐，并且使用两个 M6 x 12 盘头螺钉和 M6 外
部垫圈将它们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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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两个 M6 x 12 盘头螺钉和 M6 外部垫圈，将左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的前面固定到机架框的前
面。

4. 重复步骤 2 和 3 ，安装右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

安装滑动式搁板
1. 使搁板正面向上倾斜，将滑动式搁板移入机架。 将滑动式搁板的后凹槽与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的

后卡舌对齐。

2. 将滑动式搁板向下按到后卡舌上，使其前凹槽与导轨组件的前卡舌对齐。

3. 将滑动式搁板的前面放到滑动式搁板导轨组件前面的卡舌上，轻轻向下按，使搁板锁定到位。

ZHCN 安装滑动式搁板 9



4. 使用一个 M4 x 12 平头螺钉和 M4 外部垫圈以及一个 M4 螺母（搁板里侧）将滑动式搁板固定到
每个滑动导轨。

5. 将电缆管理臂连接到滑动式搁板，电缆管理臂固定架的平边与滑动搁板齐平。

6. 使用两个 M4 x 12 平头螺钉和 M4 外部垫圈以及两个 M4 螺母（搁板里侧）将电缆管理臂固定到
滑动式搁板。

注：电缆管理臂与滑动式搁板背面的左右两侧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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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两个 M6 x 12 盘头螺钉和 M6 外部垫圈，将电缆管理臂的对接接头固定到机架。

安装完毕。

使用承重 100 千克的滑动式搁板
使用滑动式搁板前面的手柄，将搁板滑入和滑出机架。 将搁板滑回机架时，可能存在一些阻力。 根据
需要用力将搁板完全压入机架。

注：在将搁板移出机架时，请务必固定好所有机架安装系统组件。

ZHCN 使用承重 100 千克的滑动式搁板 11



4 通风管套件

关于本设备
通风管套件通过将来自 HP 42U 600x1200 毫米 Enterprise 通风管机架和 HP 47U 600x1200 毫米 
Enterprise 通风管机架的热风排到数据中心天花板回风区，从机架中排出热风。 通风管位于机架顶
部，并直接连接到天花板回风区。 通风管的位置可以防止热风进入数据中心过道。

对于 HP Enterprise 系列通风管机架 BW910A 和 BW936A，此套件是必需的。

套件内容

部件号 选件套件名称 说明

BW937A 通风管套件 此套件包括顶部管道和底部管道。

必备工具
在安装过程中，需必备以下工具：

● T-25 Torx 螺丝刀

● T-30 Torx 螺丝刀

● 活动扳手或 17 毫米扳手

● 剪刀

● 电钻

● 2.38 毫米（3/32 英寸）钻头

组装通风管
1. 组装下通风管：

a. 将侧面板的挂钩与前面板和背面板的插槽对齐 (1)。

b. 将 6 个挂钩滑入插槽中，然后将该面板向下滑动，直至锁定到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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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组件的各个底角插入一个 M5.5 自攻螺钉 (3)。

d. 重复步骤 a 到 c 以安装另一个侧面板。

2. 组装上通风管。

a. 将侧面板的挂钩与前面板和背面板的插槽对齐 (1)。

b. 将 6 个挂钩滑入插槽中，然后将该面板向下滑动，直至锁定到位 (2)。

c. 从组件内部，将两个 M6 有帽螺钉插入到组件中间。 使用活动扳手，从组件外部使用 M6 星
形垫圈、M6 平垫圈以及螺母固定这两个螺钉 (3)。

d. 重复步骤 a 到 c 以安装另一个侧面板。

3. 在上通风管组件中安装拉扣带。

a. 沿上通风管组件底部滑动拉扣带 (1)。

b. 将拉扣带的孔与上通风管组件的孔对齐。

ZHCN 组装通风管 13



c. 在组件两侧的孔中插入两个塑料推动紧固件，将拉扣带固定到上通风管组件上 (2)。

d. 重复步骤 a 到 c 以安装第二个拉扣带。

4. 在拉扣带处于松开位置时，将上通风管向下滑动到下通风管上。

5. 锁紧拉扣带。

注：两个 510 毫米垫片位于两个 520 毫米垫片的内边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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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剥开不干胶衬纸并将泡沫垫片与上通风管顶部边缘对齐，以便将垫片铺在上通风管顶部。

调整通风管
在将通风管安装到机架顶部后：

1. 松开两个拉扣带 (1)。

2. 抬起上通风管，直至到达天花板开口，用力按垫片以使其紧贴天花板 (2)。

3. 拧紧并锁定两个拉扣带，以便将上通风管固定到位 (1)。

4. 要将通风管锁定在抬起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a. 标记上通风管上的预钻孔，以使您知道该孔在下通风管上的对应位置。

b. 使用电钻，在下通风管上的标记位置钻一个 2.38 毫米（3/32 英寸）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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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上下通风管的孔中插入一个 M3.5 自钻螺钉 (2)。

安装通风管组件
警告！机架通风管重量约为 22.5 千克（50 磅）。 为减少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的危险，请注意以下事
项：

遵守当地关于职业病防治与保险的要求以及关于人工接触材料的准则。

在安装或拆卸产品时，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起并平稳安放产品。

使用梯凳将产品安装到机架顶部。 切勿将通风管举过头顶。

1. 使用 T-30 Torx 螺丝刀，拧下机架后部角上的两个螺钉，然后卸下支架。

2. 将通风管向机架前面滑动，直至前边缘滑到机架顶部挡板的金属插槽下面 (1)。

3. 将支架归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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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两个螺栓（在步骤 1 中卸下的）通过支架的孔插入到机架背面的两个孔中 (3) ，并使用 T-30 
Torx 螺丝刀拧紧。

ZHCN 安装通风管组件 17



5 通风优化套件

关于本设备
通过使用通风优化套件，您可以将泡沫导轨垫片安装到 HP Advanced 系列和 Enterprise 系列 36U、
42U 和 47U 600 毫米（24 英寸）宽机架和 42U 800 毫米（31 英寸）宽机架中，以改善数据中心冷热
通道的隔离效果。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泡沫导轨垫片卷 4

600 毫米（24 英寸）穿孔底板垫片

- 或 -

800 毫米（31 英寸）穿孔底板垫片

1

为了便于使用，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该步骤中不需要使用工具。

在机架间安装泡沫导轨垫片
注意：在连接多个机架连接前，机架内必须安装泡沫导轨垫片。 有关连接机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P 连接机架选件套件》。

如果在已安装连接套件的机架间安装泡沫导轨垫片，在安装泡沫导轨垫片前必须先将连接支架卸下。

1. 将机架并排放置。

2. 将泡沫导轨垫片剪裁到适合机架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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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泡沫导轨垫片插入机架间的空隙，使泡沫导轨垫片闭孔一侧面向机架前方。

注：在使用 24 英寸连接支架将机架连接之前，按照步骤 1 到 3 将泡沫导轨垫片安装到机架内。

如果该机架将使用 600 毫米连接支架连接，在安装到机架间的空隙之前先将泡沫导轨垫片转动 90 
度。

ZHCN 在机架间安装泡沫导轨垫片 19



4. 将泡沫导轨垫片轻轻按压进入机架间的空隙，使其与垂直框架齐平。

安装底板垫片
1. 根据机架的尺寸，从穿孔处将底板垫片从 800 毫米（31 英寸）裁剪为 600 毫米（24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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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保护膜从底板垫片底端撕下，然后将底板垫片铺在机架底部，胶带朝向机架前方。

安装完毕。

ZHCN 安装底板垫片 21



6 连接套件

关于本设备
通过使用连接套件，您可以连接多个高度和厚度相同的同系列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Enterprise 系
列机架。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24 英寸连接支架 6

600 毫米连接支架 6

T-30 Torx 螺钉 15

为了便于使用，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安装连接套件
警告！为减少人身伤害或机架与设备损坏的危险，请务必按照下述说明将机架连接并固定在一起。 否
则，可能会导致安装不稳定。

注：机架的外观可能因所购买机架的机型的不同而异。

1. 卸下机架的前门和后盖。

2. 取下侧面板（如果机架之间装有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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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机架并排放置，确保机架的支撑脚处在牢固的地面上（没有裂纹或开口）。

4. 通过在每个连接支架中使用两个 T-30 Torx 螺钉，将三个连接支架固定到每组机架的前后机架框
中（根据地面布局，请使用 24 英寸或 600 毫米的连接支架）。

5. 将所有其它机架连接在一起。

6. 将侧面板固定到连接的机架的每一端，然后重新装上各机架的前门和后盖。

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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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定义门品牌套件

关于本设备
通过使用自定义门品牌套件，您可以在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Enterprise 系列机架上方安装带有您
公司名称的挡板。

套件内容
如果以下任何一项丢失或损坏，请与 HP 授权经销商联系。

编号 说明 数量

1 挡板 1

2 10.5 毫米 OD 平垫圈，内孔 8 毫米 2

3 6 毫米 T-10 Torx 平头螺钉 2

必备工具
T-10 Torx 螺丝刀

安装自定义门品牌套件
从自定义门品牌套件上卸下挡板、两个平垫圈和两个螺钉。 请另外一个人来协助安装挡板将会十分有
帮助。

1. 将挡板放在机架门上方附近，对准门上部的两个孔。

2. 打开机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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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机架门的背面，将其中一个平垫圈放在上部附近的孔上。

4. 按住平垫圈，插入螺钉，并使用螺丝刀拧紧。

5. 重复步骤 4 和 5 以便安装第二组平垫圈和螺钉。

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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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缆管理支架套件

关于本设备
HP 电缆管理机架套件为电缆管理提供帮助，并且可用于所有 HP 机架。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1U 电缆管理支架 1

2U 电缆管理支架 1

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固定夹 10

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夹具 10

交叉支架 2

12.7 厘米（5 英寸）线缆绑扎带 10

20.3 厘米（8 英寸）线缆绑扎带夹 10

直角线缆绑扎带 10

M6 锁紧螺母 11

M6 x 16 毫米 Torx 螺钉 11

M5.5 x 10 毫米 Torx 螺钉 9

直角塑料锁定器 6

为了便于使用，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在安装过程中，需必备以下工具：

● T-25 Torx 螺丝刀

● 锁紧螺母插入工具（原装硬件套件中附带）

安装 1U 电缆管理支架
1. 在 1U 电缆管理支架的两端各插入一个直角塑料锁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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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1U 电缆管理支架对准机架合适位置上的螺孔 (1)。

3. 顺时针旋转 1U 电缆管理支架两端上的直角塑料锁定器，直到将其锁定到位 (2)。

安装 2U 电缆管理支架
1. 在 2U 电缆管理支架的两端各插入两个直角塑料锁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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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 2U 电缆管理支架对准机架合适位置上的螺孔 (1)。

3. 顺时针旋转 2U 电缆管理支架两端上的两个直角塑料锁定器，直到将它们锁定到位 (2)。

安装电缆管理 D 环支架
根据您的机架配置，可以将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安装在前支架或侧面支架中。

1. 将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固定夹 (1) 安放在 D 环支架夹具 (2) 上。

28 第 8 章   电缆管理支架套件 ZHCN



2. 将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安装在前支架中（第 29 页的前支架）。

3. 将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安装在侧面支架中（第 30 页的侧面支架）。

前支架
1. 使用锁紧螺母插入工具，将 M6 锁紧螺母装入机架前面的合适位置上。

2. 将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对准先前安装的 M6 锁紧螺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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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T-25 Torx 螺丝刀，插入一个 M6 x 16 毫米 Torx 螺钉，将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固定到机架
上 (2)。

侧面支架
1. 将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对准机架侧面合适位置上的螺孔 (1)。

2. 使用 T-25 Torx 螺丝刀，插入一个 M5.5 x 10 毫米 Torx 螺钉，将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固定到机架
上 (2)。

安装交叉支架
1. 将交叉支架对准横跨机架后部的合适位置上的对应螺孔 (1)。

注：用于安装交叉支架的螺孔位于后机架的一排螺钉侧面，朝向机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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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T-25 Torx 螺丝刀，在交叉支架两侧各插入两个 M5.5 x 10 毫米 Torx 螺钉，并固定到机架框
上 (2)。

安装线缆绑扎带
在下面任一位置将固定夹扣到机架上，然后布线并使用线缆绑扎带夹固定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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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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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缆管理托架套件

关于本设备
HP 电缆管理托架套件使您可以将电缆管理托架固定到 HP 机架顶端，改善电缆管理。

套件内容
根据您所订购的套件的不同，本套件包括以下物品：

HP 600 毫米机架顶部电缆管理托架

编号 数量

600 毫米宽电缆线槽 8

600 毫米宽电线线槽 16

线槽盖 8

- 或 -

HP 800 毫米机架顶部电缆管理托架

编号 数量

800 毫米宽电缆线槽 1

800 毫米宽电线线槽 2

线槽盖 1

- 或 -

HP 机架顶部电缆管理传送托架

编号 数量

内部托架线槽 1

外部托架线槽 1

为了便于使用，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您需要使用 T-30 Torx 螺丝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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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电缆管理托架
1. 将线槽金属架固定到电缆管理托架

2. 卸下机架顶部的两只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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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步骤 2 取下的两颗螺钉将电缆管理托架固定在机架顶部。

4. 沿电缆管理托架进行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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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齐并滑动挡板，使其入位。

安装电缆管理传送托架
1. 将电缆管理外部托架固定到电缆管理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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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内部托架从外部托架中滑出，调整至理想长度。

3. 将电缆管理内部托架固定到电缆管理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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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沿电缆管理托架进行布线。

接地连接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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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前门套件

关于本设备
Enterprise 系列前门套件是与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兼容的替换套件。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前门 1

钥匙 2

铰链支架 2

锁扣 2

为了便于使用，该套件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在安装过程中，需必备以下工具：

● T-25 Torx 螺丝刀

● 十字螺丝刀

安装铰链支架和锁扣
下列表格指明了 42U 前门安装中的铰链支架和锁扣安装位置。 表中的距离是机架底部到铰链支架或锁
扣安装孔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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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链支架离机架底部的安装距离

位置编号 42U

1 1856 毫米（73.1 英寸）

2 98.5 毫米（3.9 英寸）

锁扣离机架底部的安装距离

位置编号 42U

3 698.5 毫米（27.5 英寸）

4 1256.5 毫米（49.5 英寸）

安装前门
1. 将前门底部铰链滑入机架框上的铰链支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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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上提起顶部铰链销栓，然后将前门顶部铰链滑入到位。

3. 要将前门固定到机架上，请松开顶部铰链销栓。

4. 关闭前门。

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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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接地连接套件

关于本设备
接地连接套件可以减少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周围的电磁辐射量。 这些辐
射是机架内的电子组件在正常运行时产生的。 通常，机架中安装的设备必须满足 A 类辐射等级，但是
您可能希望进一步降低辐射水平。 请使用本套件将所有导电结构件用导电电缆连在一起，然后将其连
接到机架交流电源配电设备或建筑物的接地端。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15.24 厘米（6 英寸）接地母线 3

36.83 厘米（14.5 英寸）接地母线 3

15.24 厘米（6 英寸）接地母线（一端带有接口） 6

36.83 厘米（14.5 英寸）接地母线（一端带有接口） 6

M8 螺母 12

内锯齿锁紧垫圈 11

M8 x 20 六角头螺钉 1

5.5 x 10 自攻螺钉 10

6.2 油漆刀具垫圈 1

8.4 油漆刀具垫圈 1

M6 x 10 低头帽螺钉 1

为了便于使用，该套件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在安装过程中，需必备以下工具：

● T-25 Torx 螺丝刀

● M8 插槽

安装接地机架选件套件
将相应的接地母线连接到以下位置。

系统机箱与前门之间（不带接地线耳）：

1. 卸下机架前门。

a. 解除前门的锁定并打开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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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上拉出顶部铰链销栓，将前门倾斜地从机架上卸下。

c. 提起前门，使其脱离底部铰链。

2. 在连接到框架外部的 15.24 厘米（6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插入 M6 T-25 Torx 螺钉，然后将该螺
钉插入前门上部铰链下的第二个孔中。 拧紧螺钉。

3. 安装机架前门。

4. 在同一接地母线的另一端插入 T-25 Torx 螺钉，然后将该螺钉插入到机架前门的孔中。 拧紧螺
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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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门（带有接地线耳）：

1. 在接地母线的另一端插入 T-25 Torx 螺钉，然后将其固定到前门上。

2. 在前门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系统机箱导轨与右后门之间：

1. 在 36.83 厘米（14.5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插入 T-25 Torx 螺钉，然后将该螺钉固定到系统机箱
导轨上。

2. 将同一接地母线的另一端接到右后门的接地线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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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右后门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注：焊接头位置可能因机型而异。

系统机箱导轨与左后门之间：

1. 在 36.83 厘米（14.5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插入 T-25 Torx 螺钉，然后将该螺钉固定到系统机箱
导轨上。

2. 将接地母线的另一端接到左后门的接地线耳上。

3. 在左后门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注：焊接头位置可能因机型而异。

系统机箱导轨与机架顶部之间：

ZHCN 安装接地机架选件套件 45



1. 在 15.24 厘米（6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插入 T-25 Torx 螺钉，然后将该螺钉固定到系统机箱导
轨上。

2. 将同一接地母线的另一端接到机架顶部的接地线耳上。

3. 在机架顶部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机架顶部的接地线耳与穿孔面板的接地线耳之间：

1. 将 36.83 厘米（14.5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接到机架顶部的接地线耳上。

2. 在机架顶部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3. 将同一接地母线的另一端接到穿孔面板的接地线耳上。

4. 在穿孔面板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穿孔面板或风扇套件上的接地线耳与输出插槽的接地线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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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 15.24 厘米（6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接到穿孔面板或风扇套件的接地线耳上。

2. 在穿孔面板或风扇套件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
紧。

3. 将同一接地母线的另一端接到输出插槽的接地线耳上。

4. 在输出插槽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从机架到建筑设施：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您所在地的大厦管理员。 下图介绍了此步骤中使用的部件。

参考信息 编号

1 48.26 厘米（19 英寸）支撑轨（安装孔位于支撑轨的顶端或底端）

2 M8 六角螺母

3 M8 Belleville 齿形防松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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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信息 编号

4 接地设备（此套件未附带）

5 M8 x 20 螺栓

在侧面板上安装接地机架选件套件
系统机箱导轨中部与底部侧面板之间：

1. 将 36.83 厘米（14.5 英寸）和 15.24 厘米（6 英寸）接地母线用接口连起来。

2. 在 36.83 厘米（14.5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插入 T-25 Torx 螺钉，然后将该螺钉固定到中间系统
机箱导轨上。

3. 将 15.24 厘米（6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接到底部侧面板的接地线耳上。

4. 在底部侧面板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5. 重复步骤 1 到 4 以便安装另一个底部侧面板。

注：焊接头位置可能因机型而异。

系统机箱导轨中部与中部侧面板之间：

1. 将 36.83 厘米（14.5 英寸）和 15.24 厘米（6 英寸）接地母线用接口连起来。

2. 在 36.83 厘米（14.5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插入 T-25 Torx 螺钉，然后将该螺钉固定到中间系统
机箱导轨上。

3. 将 15.24 厘米（6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接到中间侧面板的接地线耳上。

4. 在中间侧面板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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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在另一个中部侧面板上安装，请重复步骤 1 到 4。

系统机箱导轨中部与顶部侧面板之间：

1. 将 36.83 厘米（14.5 英寸）和 15.24 厘米（6 英寸）接地母线用接口连起来。

2. 在 36.83 厘米（14.5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插入 T-25 Torx 螺钉，然后将该螺钉固定到中间系统
机箱导轨上。

3. 将 15.24 厘米（6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接到顶部侧面板的接地线耳上。

4. 在顶部侧面板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5. 重复步骤 1 到 4 以便安装另一个顶部侧面板。

在风扇套件中安装接地机架选件套件
机架顶部的接地线耳与风扇套件的接地线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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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 15.24 厘米（6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接到机架顶部的接地线耳上。

2. 在机架顶部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3. 将同一接地母线的另一端接到穿孔面板的接地线耳上。

4. 在穿孔面板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风扇套件的接地线耳与输出插槽的接地线耳之间：

1. 将 36.83 厘米（14.5 英寸）接地母线的一端接到风扇套件的接地线耳上。

2. 在风扇套件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3. 将同一接地母线的另一端接到输出插槽的接地线耳上。

4. 在输出插槽的接地线耳上套上 M8 内锯齿锁紧垫圈和 M8 六角螺母，然后将该垫圈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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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填充板套件

关于本设备
通过使用填充板套件，您可以遮盖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的空隙以更好地
控制气流。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1U 填充板

- 或 -

1U 填充板

10

100

为了便于使用，该套件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该步骤中不需要使用工具。

安装填充板
1. 将填充板放入合适的机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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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填充板卡入到位。

注意：对于机架前面板上所有剩下的空的 U 形空间，请务必在其中装上填充板。 这种布置可以确
保通风良好。 使用不带填充板的机架将导致散热不充分，从而因温度过高而导致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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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型机架稳定器套件

关于本设备
重型机架稳定器套件可以稳固和支撑机架，以避免在安装、拆卸或检修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中的设备时发生倾倒。

如果您的独立式机架带有一个重量超过 99.8 千克（220 磅）的机架式一体化组件，或者，如果有不多
于三个连接的机架带有一个重量超过 99.8 千克（220 磅）机架式一体化组件，则必须使用这种安装在
前面的重型机架稳定器套件。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重型机架稳定器的前支架 1

重型机架稳定器支撑脚 2

M8 x 16 毫米螺栓 8

M8 x 30 毫米螺栓 2

M8 平垫圈 10

为了便于使用，该套件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在安装过程中，需必备以下工具：

● 棘轮套筒扳手

● 活动扳手

安装机架稳定器选件套件
1. 安装机架稳定器的前支架。

a. 将机架稳定器的前支架对准机架前脚轮板上的安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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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插入并稍微拧紧四个带垫圈的 M8 x 16 毫米螺钉，将机架稳定器的前支架固定到前脚轮板
上。

c. 在脚轮板边缘的每个侧面插入两个带垫圈的 M8 x 16 毫米螺钉并稍微拧紧，将机架稳定器的
前支架固定到前脚轮板上。

d. 拧紧步骤 b 中的螺钉。

e. 拧紧步骤 c 中的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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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机架滑入 终位置。

3. 通过降低支撑脚抬高机架，使脚轮离地面约 6.4 毫米（0.25 英寸）。

4. 在每个支撑脚上插入一个 M8 x 30 螺钉和垫圈并稍微拧紧 (2) ，即可在机架稳定器的前支架 (1) 的
每一边安装一个稳定器支撑脚。

5. 将每个稳定器支撑脚完全固定到机架稳定器的前支架中，并拧紧步骤 4 中的螺钉。

6. 降低机架从而使后支撑脚和稳定器的前支撑脚承受机架的全部重量。

警告！为减少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的危险，请注意以下事项：

调准用的后支撑脚要触地。

机架的全部重量均应由调准用的后支撑脚和稳定器的前支撑脚承担。

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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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直角线缆绑扎带套件

关于本设备
通过使用线缆绑扎带夹套件，您可以使用线缆绑扎带夹管理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的电缆配置。 将线缆绑扎带固定到后部电缆管理支架。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直角线缆绑扎带 10 PK 10

直角线缆绑扎带 100 PK 100

为了便于使用，该套件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该步骤中不需要使用工具。

安装线缆绑扎带夹
1. 布线并使用线缆绑扎带夹固定线缆。

2. 略微倾斜线缆绑扎带夹，以将方形螺母与机架上的方孔对准。

56 第 14 章   直角线缆绑扎带套件 ZHCN



3. 将方形螺母插入机架上的方孔中，然后旋转 45 度以将其锁定到位。

4. 根据需要，捆绑机架电缆。

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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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线缆绑扎带夹套件

关于本设备
通过使用线缆绑扎带夹套件，您可以使用线缆绑扎带夹管理电缆配置。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12.7 厘米（5 英寸）线缆绑扎带夹 20

20.3 厘米（8 英寸）线缆绑扎带夹 20

30.5 厘米（12 英寸）线缆绑扎带夹 10

为了便于使用，该套件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该步骤中不需要使用工具。

安装线缆绑扎带夹
布线并使用线缆绑扎带夹固定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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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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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ED 照明套件

关于本设备
通过使用 LED 照明套件，您可以在机架中安装照明灯。

套件内容
如果以下任何一项丢失或损坏，请与 HP 授权经销商联系。

编号 说明 数量

1 电源适配器 1

2 LED 照明灯 1

3 电源线（两根） 2

4 LED 照明灯开关 1

5 双面胶带，1.97 x 3.94 英寸 2

为了便于使用，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LED 照明灯安装硬件套件物品
如果以下任何一项丢失或损坏，请与 HP 授权经销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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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数量

1 螺钉，5.5x10，自攻 2

2 垫圈，M6 扁平 2

3 安装平板 2

为了便于使用，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LED 照明灯开关安装硬件套件物品
如果以下任何一项丢失或损坏，请与 HP 授权经销商联系。

编号 说明 数量

1 螺钉，5.5x10，自攻 2

2 螺钉，PT4 x8，Z/P，自攻 1

为了便于使用，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安装 LED 照明套件
注：显示的说明是一般性准则。 可以用左手或右手安装 HP LED 照明套件，并且可以进行调节以适合
不同的机架配置。

1. 打开机架后门以安装 HP LED 照明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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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一个安装平板滑到 LED 照明灯一端的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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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一个螺钉通过垫圈穿过安装平板正面的孔。 对于 LED 照明灯的另一端，重复该步骤，然后将 
LED 照明灯连接到机架顶部背面。

4. 将电源线连接到电源适配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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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 LED 照明灯开关接头的较短一端连接到电源适配器上。

6. 将 LED 照明灯开关接头的较长一端连接到 LED 照明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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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双面胶带中撕下塑料薄膜，然后将带粘胶的一面粘贴到电源适配器上。

8. 从第二个双面胶带中撕下塑料薄膜，然后将它粘贴到机架内的电缆管理支架上。

注：可以沿电缆管理支架将电源适配器安装到任何有可用空间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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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将两个双面胶带粘贴在一起。

10. 使用提供的螺钉将开关固定到机架上。

注：可以沿垂直框架组件将照明灯开关安装到任何有可用空间的位置。

11. 确保使用相应的电源线将套件插入到 PDU 中。

12. 确保 LED 照明灯处于“打开”位置。 在打开或关闭机架门时，将通过 LED 照明灯附带的开关自动
打开或关闭照明灯。

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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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位置发现套件

关于本设备
HP 在新的 ProLiant 服务器中提供了内置位置识别功能，该功能与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中的技术密切配合使用。 这些技术共同提供了机架标识号和精确的服务器 
U 位置。 将通过 SIM、ICPM 和 HP iPDU 传递此信息。

有关 LDS 软件要求，请参阅 HP 网站 (http://www.hp.com/go/rackandpower) 上的规格说明简介。

套件内容

套件 模块

HP 14U 位置发现套件 两个模块（两个 7U 模块）

HP 22U 位置发现套件 三个模块（两个 7U 模块和一个 8U 模块）

HP 36U 位置发现套件 五个模块（四个 7U 模块和一个 8U 模块）

HP 42U 位置发现套件 六个模块（六个 7U 模块）

HP 47U 位置发现套件 六个模块（一个 7U 模块和五个 8U 模块）

HP 48U 位置发现套件 六个模块（六个 8U 模块）

每个套件选件都包括位置查找服务序列号标签，标记机架中的位置。

注意事项
警告！可能存在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的危险。 在装有设备的机架中安装 LDS 模块之前，请确保按照所
有产品和机架警告固定好机架。 在安装这些模块时，您每次只能将一个或多个机架安装的设备（ 多
设备 8U）部分拉出。 只能将安装在滑轨上的单个设备从机架中完全拉出，并保持在安全的直立位置。

为减少人身伤害、设备损坏或机架不稳定的危险，请注意以下事项：

不要拉出超过安装单个 7U 或 8U 模块所需数量的设备。 为了防止机架变得不稳定，不要将任何设备从
机架中拉出超过 9 厘米（3.5 英寸）。

如果设备安装在不滑动的静止导轨上，并且必须将设备拉出超过 9 厘米（3.5 英寸），请将设备从机架
中完全卸下。 有关从机架中卸下设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设备安装说明。

如果设备固定到机架上，而不是安装在导轨上，请将设备从机架中完全卸下。

有关将设备从机架中拉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P 网站 (http://www.hp.com/go/infrastructure) 上的《机
架 佳实践》。

注：必须按正确的数字顺序安装模块。 安装标签上列出了顺序号，而拉片上列出了 U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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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模块
1. 如果设备安装在机架前面，请拉出设备以便安装模块。 如果机架中安装了空闲挡板，请卸下挡

板。

有关拉出设备的说明，请参阅具体设备的用户指南。

有关安全注意事项，请参阅“注意事项（第 68 页的注意事项）”。

2. 按正确的数字顺序安装模块，从机架底部开始。 每个模块上的安装标签列出了机架中的数字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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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安装所有模块后，您可以从模块上撕下安装标签。

每个模块具有一个拉片，其中包含模块序列号/机架标识号和安装 U 位置。

4. 将安装在机架前面的设备滑入机架，然后将设备固定到机架上。

5. 重置 iLO。

6. 将位置发现服务序列号标签贴到机架上，紧邻机架的序列号标签。

套件中提供了位置发现服务标签。

7. 接通服务器电源，然后便可使用发现服务数据了。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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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位置发现触点挡板套件

关于本设备
此套件包含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中的位置发现触点挡板。

套件内容
触点挡板

安装触点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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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偏移连接套件

关于本设备
通过使用偏移连接套件，您可以连接多个厚度不同的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
架。 套件内容包括用于连接机架的硬件和用于遮盖两个机架后部间隙的面板。

BW941A 套件内容

编号 说明 数量

1 面板 1

2 600 毫米前部连接支架 3

3 24 英寸前部连接支架 3

4 600 毫米后部适配支架 4

5 24 英寸后部适配支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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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952A 套件内容

编号 说明 数量

1 面板 1

2 600 毫米前部连接支架 3

3 24 英寸前部连接支架 3

4 600 毫米后部适配支架 3

5 24 英寸后部适配支架 3

安装连接套件
警告！为减少人身伤害或机架与设备损坏的危险，请务必按照下述说明将机架连接并固定在一起。 否
则，可能会导致安装不稳定。

注：机架的外观可能因所购买机架的机型的不同而异。

1. 卸下机架的前门和后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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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下侧面板（如果机架之间装有面板）。

3. 将机架并排放置，确保机架的支撑脚处在牢固的地面上（没有裂纹或开口）。

4. 将面板放到机架上，然后将后支架放到面板上。

5. 通过在每个连接支架中使用两个 T-30 Torx 螺钉，将三个连接支架固定到每组机架的前后机架框
中（根据地面布局，请使用 24 英寸或 600 毫米的连接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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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所有其它机架连接在一起。

7. 将侧面板固定到连接的机架的每一端，然后重新装上各机架的前门和后盖。

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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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DU 支架套件

关于本设备
通过使用 PDU 支架套件，您可以将额外的 PDU 支架固定到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上。

套件内容
如果以下任何一项丢失或损坏，请与 HP 授权经销商联系。

编号 说明 数量

1 PDU 管理支架（右侧） 1

2 PDU 管理支架（左侧） 1

3 锯齿头螺钉，接地 2

4 螺钉，M5，5X10，自攻丝 18

必备工具
在安装过程中，需必备以下工具：

T-25 Torx 螺丝刀

安装 PDU 支架
要安装右侧支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机架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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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两个 M5 自攻丝螺钉连接支架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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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三个 M5 自攻丝螺钉以及一个锯齿头接地螺钉连接支架中段。

4. 用两个 M5 自攻丝螺钉连接支架底部。

按相同步骤安装左侧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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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服务器/实用工具搁板套件

关于本设备
通过 HP 服务器/实用工具搁板套件，您可以在机架安装系统中便捷地安装搁板。 本套件可与所有 
HP 机架配合使用。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服务器/实用工具搁板 1

锁紧螺帽 2

M6 螺钉 2

快速释放固定带 2

为了便于使用，该套件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在安装过程中，需必备以下工具：

● 十字螺丝刀

● 锁紧螺母插入工具

安装服务器/实用工具搁板
一定要做好机架安装的部署工作，将 重的装置放在机架的底部。 首先安装 重的装置，然后按照从
下到上的顺序依次将各个装置装入机架。

1. 将锁紧螺母对准搁板前端的方形导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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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锁紧螺母插入工具（此套件未附带）将锁紧螺母固定到搁板上。

a. 在方形导轨孔处钩住锁紧螺母的下边缘。

b. 使插入工具的尖端穿过该孔，并钩住锁紧螺母的上边缘。

c. 将锁紧螺母穿过方形导轨孔，直到上边缘卡入到位。

3. 牢牢抓住搁板并将其插入机架，使其略微倾斜以便搁板背面齿销可装入机架背面。

4. 将搁板放平，然后将背面齿销插入机架背面的安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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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各个锁紧螺母组件对准机架内部前端的安装孔。

6. 使用十字螺丝刀将搁板用两只 M6 螺钉固定在机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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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快速释放固定带将服务器固定到搁板上。

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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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侧面板套件

关于本设备
通过使用侧面板套件，您可以将侧面板固定到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上。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顶部侧面板 2

中部侧面板 2

底部侧面板 2

按键 4

为了便于使用，该套件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该步骤中不需要使用工具。

安装侧面板
1. 此过程涉及三个侧面板套件。 将侧面板上的支架沿机架框卡舌后侧滑入，以安装顶部和底部侧面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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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锁定侧面板锁以安装中部侧面板，将其固定到机架上。

3. 重复步骤 1 和 2 以便安装机架的另一侧。

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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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机架稳定器套件

关于本设备
机架稳定器套件可以稳固和支撑机架，以避免在安装、拆卸或检修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中的设备时发生倾倒。

根据您的机架配置，要求或建议使用稳定套件。 有以下四种稳定器套件可供选择。

● 部署独立式机架需要 600 毫米（23.6 英寸）或 800 毫米（31.5 英寸）标准前支撑脚。 具有 4 个
或更多的连接机架的机架组（不包括重量超过 99.8 千克/220 磅的单个机架安装组件）不需要安装
稳定器套件。

● 如果要在单独机架或连接机架数不超过三个的机架组的其中一个机架中安装一个重量为 99.8 千克
（220 磅）或更重的机架安装组件，则需要使用 600 毫米（23.6 英寸）的重型前支撑脚。

套件内容

编号 数量

600 毫米（23.62 英寸）机架稳定器前支架 1

机架稳定器支撑脚 2

M8 x 30 毫米螺栓 8

M8 平垫圈 8

为了便于使用，该套件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必备工具
在安装过程中，需必备以下工具：

● 棘轮套筒扳手

● 活动扳手

安装机架稳定器
注：HP 建议使用随此套件提供的侧面支撑脚从侧面稳定独立式机架。 如果要稳固使用连接套件固定在
一起的机架，可选择在这排机架的任意一端安装侧面支撑脚。

1. 通过支撑脚抬高机架，将前支撑脚与前脚轮板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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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插入并稍微拧紧 4 个带垫圈的螺钉，将前支撑脚固定到前脚轮板上。

3. 如果使用侧面支撑脚，请将侧面支撑脚与脚轮板边缘和前支撑脚上的孔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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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插入并稍微拧紧 2 个带垫圈的螺钉，将侧面支撑脚（如果已安装）和前支撑脚与前脚轮板边缘固
定在一起。

5. 拧紧步骤 2 中的螺钉。

6. 拧紧步骤 4 中的螺钉。

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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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固定套件

关于本设备
可以使用两个单独的固定套件来固定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和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

● Advanced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支持所有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

● Enterprise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支持所有 HP Enterprise 系列机架。

必备工具
在安装过程中，需必备以下工具：

● 棘轮套筒扳手

● 活动扳手

Advanced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
Advanced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内容

Advanced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包含以下物品。

编号 数量

前固定支架 1

后固定支架 1

M8 x 20 毫米螺栓 8

M8 平垫圈 8

M8 弹簧夹 4

为了便于使用，该套件可能还包含其它硬件。

安装 Advanced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
此步骤适用于所有 HP Advanced 系列机架。

要安装固定套件，请：

1. 调节机架上的支撑脚，使机架的全部重量由调准用的支撑脚承担。

2. 将前固定板上的安装孔对准前脚轮板上的安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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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插入并稍微拧紧 4 个带垫圈的螺钉，将前固定板固定到前脚轮板上。

4. 将后固定板上的安装孔对准后脚轮板上的安装孔。

5. 插入 4 个弹簧夹，稍微拧紧 4 个带垫圈的螺钉，将后固定板固定到后脚轮板上。

6. 拧紧步骤 3 中的螺钉。

7. 拧紧步骤 5 中的螺钉。

8. 将机架固定到地面上（第 89 页的将机架固定到地面上）。

安装完成。

将机架固定到地面上
下图表示将机架固定到地面的钻孔位置。 表中的距离是固定板上安装孔之间的距离。 请让建筑结构工
程师进行钻孔。 孔钻好之后，将带有垫圈的螺栓插入各个孔中，以便将机架固定到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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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
Enterprise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内容

Enterprise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包含以下物品。

编号 数量

固定支架 2

M8 x 20 毫米螺栓 10

M8 平垫圈 10

为便于使用，这些套件中可能还含有其它硬件。

安装 Enterprise 系列机架固定套件
1. 调节机架上的支撑脚，使机架的全部重量由调准用的支撑脚承担。

2. 将前固定板上的安装孔对准前脚轮板上的安装孔。

90 第 24 章   固定套件 ZHCN



3. 插入并稍微拧紧 4 个带垫圈的螺钉，将前固定板固定到前脚轮板上。

4. 将后固定板上的安装孔对准后脚轮板上的安装孔。

5. 插入 4 个弹簧夹，稍微拧紧 4 个带垫圈的螺钉，将后固定板固定到后脚轮板上。

6. 拧紧步骤 3 中的螺钉。

7. 拧紧步骤 5 中的螺钉。

8. 将机架固定到地面上（第 89 页的将机架固定到地面上）。

安装完成。

将 1075 毫米机架固定到地面上
下图表示将 1075 毫米机架固定到地面的钻孔位置。 表中的距离是固定板上安装孔之间的距离。 请让
建筑结构工程师进行钻孔。 孔钻好之后，将带有垫圈的螺栓插入各个孔中，以便将机架固定到地面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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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1200 毫米机架固定到地面上
下图表示将 1200 毫米机架固定到地面的钻孔位置。 表中的距离是固定板上安装孔之间的距离。 请让
建筑结构工程师进行钻孔。 孔钻好之后，将带有垫圈的螺栓插入各个孔中，以便将机架固定到地面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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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支持和其它资源

与 HP 联系之前的准备工作
在致电 HP 之前，应准备好下列信息：

● Active Health System 日志（HP ProLiant Gen8 或更高版本的产品）

下载并准备好检测到故障之前 7 天内的 Active Health System 日志。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P 网站 (http://www.hp.com/go/ilo/docs) 上的《HP iLO 4 用户指南》或《HP Intelligent 
Provisioning 用户指南》。

● Onboard Administrator SHOW ALL 报告（仅限 HP BladeSystem 产品）

有关获取 Onboard Administrator SHOW ALL 报告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P 网站 
(http://www.hp.com/go/OAlog)。

● 技术支持注册号（如果适用）

● 产品序列号

● 产品型号名称及编号

● 产品标识号

● 适用的错误消息

● 加装板卡或硬件

● 第三方硬件或软件

● 操作系统类型和修订级别

HP 联系信息
有关美国和全球联系信息，请访问 Contact HP（联系 HP）全球网站 (http://www.hp.com/go/
assistance)。

美国境内：

● 要通过电话联系 HP，请致电 1-800-334-5144。 为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HP 可能会进行电话记
录或跟踪。

● 如果已购买 Care Pack（服务升级），请参阅支持和驱动程序网站 (http://www8.hp.com/us/en/
support-drivers.html)。 如果在该网站上无法解决问题，请致电 1-800-633-3600。 有关 Care 
Pack 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P 网站 (http://pro-aq-sama.houston.hp.com/services/cache/
10950-0-0-225-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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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管制信息

安全和管制标准
有关安全、环境和管制信息，请参阅 HP 网站 (http://www.hp.com/support/Safety-Compliance-
EnterpriseProducts) 上的 Safety and Compliance Information for Server, Storage, Power, Networking, 
and Rack Products（服务器、存储器、电源、网络和机架产品的安全和标准信息）。

土耳其 RoHS 材料内容声明

乌克兰 RoHS 材料内容声明

保修信息
HP ProLiant 和 X86 服务器和选件 (http://www.hp.com/support/ProLiantServers-Warranties)

HP 企业级服务器 (http://www.hp.com/support/EnterpriseServers-Warranties)

HP 存储产品 (http://www.hp.com/support/Storage-Warranties)

HP 联网产品 (http://www.hp.com/support/Networking-Warra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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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缩略语和缩写

ICPM

Insight Control power management

iPDU

Intelligent Power Distribution Unit（智能配电装置）

LDS

Location Discovery Services（位置查找服务）

PDU

Power Distribution Unit（配电设备）

SIM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不间断电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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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文档反馈

HP 致力于提供可满足您需求的文档。 为了帮助我们改进文档，请将任何错误、意见或建议发送到文档
反馈部门 (mailto:docsfeedback@hp.com)。 在提交反馈时，请注明文档标题和部件号、版本号
或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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