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电缆管理支架的机架
选件套件
安装说明

关于本设备

安装 1U 电缆管理支架

HP 电缆管理机架选件套件为电缆管理提供帮助，并且可用于
所有 HP 机架。

1.

在 1U 电缆管理支架的两端各插入一个直角塑料锁定器。

1.

在 2U 电缆管理支架的两端各插入两个直角塑料锁定器。

2.

将 1U 电缆管理支架对准机架合适位置上的螺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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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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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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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件内容
需要在安装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包括：
•

1U 电缆管理支架（1 个）

•

2U 电缆管理支架（1 个）

•

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固定夹（10 个）

•

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夹具（10 个）

•

交叉支架（2 个）

•

12.7 厘米（5 英寸）线缆绑扎带（10 个）

•

20.3 厘米（8 英寸）线缆绑扎带及带夹（10 个）

•

M6 锁紧螺母（11 个）

•

M6 x 16 毫米 Torx 螺钉（11 个）

•

M5.5 x 10 毫米 Torx 螺钉（9 个）

•

直角塑料锁定器（6 个）

为便于使用，该套件中可能还装有其它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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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机架的注意事项
开始安装前，务必阅读以下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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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电缆管理 D 环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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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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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线缆绑扎带
侧面支架
2.

将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安装在前支架中（第 2 页上的“前
支架”）。

3.

将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安装在侧面支架中（第 2 页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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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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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带带夹固定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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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完毕。

安装交叉支架
1.

2.

将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对准先前安装的 M6 锁紧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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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ᓖ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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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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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电缆管理 D 环支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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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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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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带带夹固定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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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完毕。

安装交叉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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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电缆管理 D 环支架对准先前安装的 M6 锁紧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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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ᓖ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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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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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