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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能量
屏蔽电缆须与此设备配合使用，以保持符合射频能量发射规定并确保对电磁干扰的适当高免疫水平。

FCC 合规声明（美国）
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能辐射射频能量，如果不严格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正确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讯造成干扰。本设
备经测试符合 FCC 规范第 15 部分 J 子部分中关于 A 类信息处理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可为本设备在商业环境下的使用提供合
理保护，防止此类干扰。本设备在居民区使用时可能会造成干扰，在此情况下，用户应自行负责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干扰。未经
制造商的明示许可而擅自进行更改或改装会使用户丧失操作此设备的权利。
此设备遵循 FCC 规定的第 15 部分。操作受下列两项条件限制：(1) 本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接收；(2) 本设备必须接受任何干
扰，包括可能导致不理想操作的干扰。

加拿大通信部 RFI 声明
This Class A digital apparatus complies with Canadian ICES-003.
Cet appareil numérique de la classe A est conforme a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CAN ICES -3(A)/ NMB -3(A)

欧盟
This equipment complies with:
RoHS Directive 2011/65/EU
EMC Directive 2014/30/EU

Vertiv S.R.L.
Via Leonardo da Vinci, 16/18
35028
Piove di Sacco (PD)
Italy

Vertiv Infrastructure Limited
Fraser Road Priory Business Park
BEDFORD, MK44 3BF
United Kingdom

WARNING: This equipment is compliant with Class A of EN55032. In a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this equipment may cause radio
interference.

机架安装的安全注意事项
如果是在设备机架中安装本产品，为确保产品的安全安装和使用，应注意以下因素：
• 环境温度升高：如果安装在封闭式机架中，机架内的工作温度可能会高于室内环境温度。切勿超出本产品额定的最高工作温
度。
• 空气流通减少：将设备安装到机架上时，必须严格保证设备安全操作所需的空气流通量。
• 机械负载：将设备安装到机架上时，当心由于机械负载不均衡而构成危险。
• 电路超载：应考虑设备与供电电路的连接，以及电路超载可能对过电流保护以及供电线路的影响。请遵守设备铭牌上的额
定最大电流值。
• 可靠接地：应保持机架安装设备可靠接地。请特别注意连接到分支电路的非直接式供电连接（例如使用插线板时）。

一般安全信息及说明
• 仅可在干燥无油的室内环境中使用。

警告：电源适配器包含带压部件。
警告：
• 电源适配器内没有用户可自行维修的部件。不要拆开或尝试自行维修模块。
• 将电源适配器插入靠近要供电的模块的接地插座。
• 只能使用制造商批准类型的电源适配器更换有缺陷的电源适配器。请参阅《快速安装指南》和/或产品规格。
• 如果电源适配器盒损坏、裂开或破损，或者如果您怀疑它工作不正常，请不要使用它。
• 不要尝试自行维修装置。

590-1515-511D 1

安全和法规声明
有关产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Vertiv.com 下载用户手册。

• 不适合在危险或易爆环境中或高度易燃材料附近使用。
• 如果您的装置使用电源延长线，请确保插入延长线的装置的额定电流总值不超过延长线的额定电流值。另外，请确保插入
墙上插座的所有装置的额定电流总值不超过墙上插座的额定电流值。
• 电源适配器在工作时会变热，不要将其置于无任何通风的封闭空间。

仅适用于 Vertiv™ Avocent® HMX 高性能 KVM 扩展器系统
重要事项：留出空间以便空气流通。
重要事项：
仅扩展器 — 扩展器及其电源在工作时会产生热量，触及时会感觉温热。不要将其置于空气无法流通以冷却设备的位置。将装置
安装在机架机箱中时，在两排装置之间留出 1/3 U 的空间 (1.5 cm)。
网络 串口 音频 USB DVI 电源

高性能 KVM

1/3 U (1.5 cm)
用于冷却的空间
网络 串口 音频 USB DVI 电源

高性能 KVM

注：不要在环境温度超过 40˚C 的条件下操作设备。不要让产品接触表面温度超过 40˚C 的设备。
注：

仅适用于 Vertiv™ Avocent® HMX 高级管理软件服务器和
Vertiv™ Avocent® HMX6500 高性能 KVM 接收器
锂电池
注意：本产品包含必须以正确方式处理的锂电池。如果更换的电池类型不正确，可能会有引发爆炸的危险：
注意：
• 如果需要更换锂电池，您必须将产品送回离您最近的 Vertiv 代理商处。必须由授权的 Vertiv 代理商更换电池。
• 产品到达其使用寿命后，在设备停用流程中必须取出锂电池并严格按照当地机构的规定进行回收。Vertiv 可应要求提供有
关电池拆卸的建议。

仅适用于 Vertiv™ Avocent® LongView™ 高性能 KVM 扩展器系统
安全信息及说明
•
•
•
•

不要将本产品用于建筑物之间的连接。
确保按照所有适用的布线规定安装所有双绞互连线。
不要将 CATx 链接接口（RJ45 型连接器）连接到任何其他设备，特别是网络或电信设备。
装置不提供接地绝缘，不得用于任何要求接地绝缘或电流隔离的任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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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visit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for important safety information.
Wichtige sicherheitsrelevante Informationen erhalten Sie unter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Veuillez consulter le site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qui contient des informations importantes
concernant la sécurité.
Visitare la pagina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per importanti informazioni sulla sicurezza.
Visite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para obtener información de seguridad importante.
Visite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vai encontrar informações de segurança importantes.
请访问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了解重要的安全信息。
Gå ind på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for vigtige sikkerhedsoplysninger.
Ga naar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voor belangrijke veiligheidsinformatie.
Aby uzyskać ważne informacje dotyczące bezpieczeństwa, odwiedź stronę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Посетите страницу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для получения важ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Důležité bezpečnostní informace naleznete na stránce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A fontos biztonsági információkkal kapcsolatban látogasson el a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webcímre.
Dôležité bezpečnostné informácie nájdete na stránke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Tärkeitä turvallisuustietoja: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Παρακαλούμε επισκεφτείτε την ιστοσελίδα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για σημαντικές πληροφορίες
ασφαλείας.
Apsilankykite svetainėje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joje pateikiama svarbi informacija apie saugą.
Besök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för viktig säkerhetsinformation.

Моля, посетете http://www.Vertiv.com/ComplianceRegulatoryInfo за важна информация з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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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联系 Vertiv 技术支持，请访问：
技术支持，请访问：www.Vertiv.com
© 2021 Vertiv Group Corp. 保留所有权利。Vertiv™ 和 Vertiv 徽标是 Vertiv Group Corp. 的商标或注册商标。本文提及的所有其他名称和徽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产品名称、商标或注册商标。尽管我们已采
取适当措施确保本文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但对于因使用这些信息或任何错误或遗漏而造成的损害，Vertiv Group Corp. 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Vertiv 可能酌情更改产品规格、折扣和其他促销优惠，
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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