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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v™ SmartCabinet™ 2 机柜式微模块

分体机

参数表

系统尺寸 宽 600/800mm *  深 1200mm * 高 2000mm

系统外观
9 吋触摸屏

双层玻璃前门，单层玻璃后门

防护等级 IP5X

可用 U位 29U*

额定 IT容量 3kW

市电输入制式 单相 220v

防雷等级 C级

PDU 32A竖直 Switch型，24口国标
支持电力监测、过载预警、延时启动、远程通断控制

空调内外落差 -5m≤△ H≤10m

应急散热 具备

环境监测 温度、漏水

安防措施
可选机械锁 /智能锁

标配微动开关侦测柜门开合

远程管理 WEB浏览器访问

实时告警 可选短信 /电话语音

照明 前后 LED灯，门开灯亮，门关灯灭

消防 可选内置气体消防，温烟双路告警，3U

*：对应柜内已有 1台 UPS主机和 1个电池模块的情况

用户价值

• 机柜即机房，快速交付，节地美观

• 全封闭 +变频制冷，IT环境更舒适

• 刷卡开门，安全无虞

• 智能 PDU，过载预警，防微杜渐

• 短信语音通知，风吹草动早知悉

• 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省事省心

600宽分体机

800宽分体机

内部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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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机

参数表

系统尺寸 宽 600mm *  深 1200mm * 高 2100mm

系统外观
9 吋触摸屏

双层玻璃前门，单层玻璃后门

防护等级 IP5X

可用 U位 19U*

额定 IT容量 3kW

市电输入制式 单相 220v

防雷等级 C级

PDU 16A竖直 Switch型，16口国标
支持电力监测、过载预警、延时启动、远程通断控制

空调内外落差 -5m≤△ H≤10m

应急散热 具备

环境监测 温度、漏水

安防措施
可选机械锁 /智能锁

标配微动开关侦测柜门开合

远程管理 WEB浏览器访问

实时告警 可选短信 /电话语音

照明 前后 LED灯，门开灯亮，门关灯灭

消防 可选内置气体消防，温烟双路告警，3U

*：对应柜内已有 1台 UPS主机和 1个电池模块的情况

用户价值

内部布局

一体机

• 免室外机安装，选址无忧，极速交付

• 全封闭 +变频制冷，IT环境更舒适

• 刷卡开门，安全无虞

• 智能 PDU，过载预警，防微杜渐

• 短信语音通知，风吹草动早知悉

• 全生命周期一站式服务，省事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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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v™ SmartCabinet™ 2 机柜式微模块

SmartCabinet 2-P

参数表

系统尺寸 宽 800mm *  深 1100mm * 高 2000mm

系统外观
9 吋触摸屏
前后玻璃门

防护等级 IP54

可用 U位 42U*

额定 IT容量 3kW

市电输入制式 单相 220v

防雷等级 C级

PDU 16A竖直 Switch型，16口国标
支持电力监测、过载预警、延时启动、远程通断控制

空调内外落差 -5m≤△ H≤20m

应急散热 具备

环境监测 温度、漏水

安防措施
可选机械锁 /智能锁

标配微动开关侦测柜门开合

远程管理 WEB浏览器访问

实时告警 可选短信 /电话语音

照明 前后 LED灯，门开灯亮，门关灯灭

消防 可选内置气体消防，温烟双路告警，3U

*：对应柜内侧装 1台 UPS主机和 1个电池模块的情况

用户价值

SmartCabinet 2-P

内部布局

• 基础设施“0U”化，IT空间不打折

• IP54级高防护，不惧恶劣环境

• 不间断制冷，业务保障无短板

• 工厂预装，快速交付

• 支持移动 APP，一切尽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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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Cabinet 2-E

参数表

系统尺寸 宽 600mm *  深 1200mm * 高 2150mm

系统外观
9 吋触摸屏可选

【双层玻璃前门，单层玻璃后门】或【前后钣金门】

防护等级 IP5X

可用 U位 24U*

额定 IT容量 3kW

市电输入制式 单相 220v

防雷等级 C级

PDU 16A竖直 Switch型，16口国标
支持电力监测、过载预警、延时启动、远程通断控制

应急散热 具备

环境监测 温度、漏水

安防措施
可选机械锁 /智能锁

标配微动开关侦测柜门开合

远程管理 WEB浏览器访问

实时告警 可选短信 /电话语音

照明 前门蓝白红三色灯，后门白光 LED灯

消防 可选内置气体消防，温烟双路告警，3U

*：对应柜内侧装 1台 UPS主机和 1个电池模块的情况

SmartCabinet 2-E

内部布局

ECO模式

用户价值

• 免室外机安装，选址无忧，极速交付

• IT空间相比老款提升 26%

• 支持 ECO模式，降噪节能

• 三色氛围灯，美观实用

• 可选钣金门，融入工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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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v™ SmartCabinet™ 2 机柜式微模块

SmartCabinet 2-I

参数表

系统尺寸 宽 600mm *  深 1000mm * 高 1650mm

系统外观 双层玻璃前门，单层玻璃后门

防护等级 IP5X

可用 U位 17U*

额定 IT容量 1.5W

市电输入制式 单相 220v

防雷等级 C级

PDU 16A水平 Switch型，10口国标
支持电力监测、过载预警、延时启动、远程通断控制

应急散热 具备

环境监测 温度、漏水

安防措施 标配微动开关侦测柜门开合

远程管理 WEB浏览器访问

实时告警 可选短信 /电话语音

照明 前门蓝白红三色灯，后门白光 LED灯

消防 可选内置气体消防，温烟双路告警，3U

*：对应柜内侧装 1台 UPS主机和 1个电池模块的情况

SmartCabinet 2-I

内部布局

用户价值

• 免室外机安装，选址无忧，极速交付

• 结构更紧凑，每 IT U位成本更低

• 不间断制冷，业务保障无短板

• 三色氛围灯，美观实用

• 家居风格，沉静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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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表

系统尺寸
宽 750mm *  深 300mm * 高 600mm（网络接入型）
宽 750mm *  深 300mm * 高 1000mm（边缘计算型）

系统外观 银白边框，木纹贴面

防护等级 IP5X

可用 U位 4U*

额定 IT容量 1.5kW

市电输入制式 单相 220v

PDU 16A水平 Basic型，8口国标

散热 风扇

环境监测 可选配温湿度、漏水、烟感

安防措施 可选配门磁

远程管理 WEB浏览器访问

实时告警 可选配短信告警

*：可定制更多 U位

SmartCabinet 2-W

SmartCabinet 2-W

4U IT空间

内部布局

用户价值

• 免室外机安装，选址无忧，极速交付

• IT空间相比老款提升 26%

• 支持 ECO模式，降噪节能

• 三色氛围灯，美观实用

• 可选钣金门，融入工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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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v™ SmartCabinet™ 2 机柜式微模块

网络间 微型机房 仓储站点 办公场所

连锁门店
典型应用

生产车间 有外部冷源的场所 IT设备较少且 
不便安放外机

替代多联柜 恶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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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every precaution has been taken to ensure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herein, (business unit)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and disclaims all liability, for damages resulting from use of this information or for any errors or omissions.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2013　         2017　      

   2020　         2019　      

-w -l -E

初代机（已退市） 分体机 一体机

SmartCabinet 2

SmartCabinet 2-P

从创所未有到蓬勃壮大，

从锐意传承到领袖群伦，

从潜心磨砺到高歌猛进，

这便是 SmartCabinet家族的发展史，

也是维谛人矢志不渝的创新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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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谛技术（Vertiv）

维谛技术（Vertiv, NYSE: VRT）致力于保障客户关键应用的持续运行、发挥最优性能、业务需求扩展，并为此提供硬件、软件、分析和延
展服务技术的整体解决方案。维谛技术（Vertiv）帮助现代数据中心、通信网络、商业和工业设施克服所面临的艰巨挑战，提供全面覆盖云
到网络边缘的电力、制冷和 IT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和技术服务组合。维谛技术（Vertiv）拥有约2万员工，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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