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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符號
您的產品中可能載有以下一個或多個符號。

高溫：此符號用於提醒使用者，在高環境溫度和最大額定負載下運行時，產品封裝溫度可能會超過 70°C。 
說明：此符號用於提醒使用者在產品的使用手冊內含有重要的操作和維護（維修）說明。 

電源開啟：此符號表明主開關處於開啟位置。

電源關閉：此符號表明主開關處於關閉位置。 

保護性接地端子：此符號代表在與設備進行任何連接之前必須接地的端子。 

保管好這些說明
本安全資料表包含重要安全說明。在安裝 Vertiv 機架配電設備 (PDU) 前，閱讀所有安全說明、安裝說明和操作說
明。遵守設備上以及本安全資料表中的所有警告。按照所有說明進行操作。 

• 機架 PDU 專為安裝在限制進入位置的 IT 設備設計。僅應由維修人員安裝和操作 PDU。機架 PDU 並非用於和生
命保障裝置或其他指定關鍵裝置配合使用。如果不確定其預期應用領域，請諮詢當地經銷商或 Vertiv 代表。 

• 將設備連接至分支電路時，遵照標示牌額定值。最大負載不得超過機架 PDU 標示牌上顯示的額定值。考慮電路
超載對過電流保護以及供電線路可能造成的影響。

• 連接到具有獨立接地電源或高阻接地電源的交流配電系統時，額定線路電壓不得超過 240V。

• 僅在室內環境下運行機架 PDU，各型號的適宜環境溫度範圍如下：

 – 升級型型號：0°C 到 60°C

 – GU2 升級型型號：0°C 到 50°C，插座：0°C 到 25°C

 – 所有其他型號：0°C 到 45°C

• 在乾淨且沒有導電污染物、濕氣、易燃液體、氣體和腐蝕性物質的環境中安裝機架 PDU。

• 機架 PDU 必須安裝在限制進入的位置。限制進入的位置是指僅可透過使用工具、鎖和鑰匙或其他安全方式進入
的區域，此等位置受到相關監管機構的控制。 

• 除現場可更換的塑膠載板外（並非在所有型號上安裝），機架 PDU 不含任何使用者可維修的零件，而塑膠載板
僅可由符合資格的維修人員在現場更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嘗試進行內部操作，因為存在觸電或灼傷風險。

• 請告知當地經銷商或 Vertiv 代表任何意外行為或異常故障狀況。

• Vertiv 建議僅透過機架 PDU 為獲得安全機構認證的裝置供電。

• 對於永久連接的機架 PDU（硬連線版本），必須在設備外部配有可隨時操作的斷路裝置。

• 對於帶有集成插頭的機架 PDU，插座或設備耦合器必須安裝在設備附近，且必須能夠方便操作，以便斷開連接
進行維修。



如需聯絡 Vertiv 技術支援：請造訪 Vertiv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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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項

警告：遵循所有注意事項和警告，否則可能導致嚴重傷害或死亡。除現場可更換的塑膠載板外（並非在所有型號上
安裝），機架 PDU 設備不含任何使用者可維修的零件，而塑膠載板設計為僅可由符合資格的維修人員在現場更換。
如需維修或技術支援，請聯絡當地 Vertiv 代表。請勿嘗試自行維修本產品。

注意事項：將機架 PDU 連接到額定電壓或電流錯誤的電源可能會損壞所連接的設備或您的機架 PDU。有關電源連接
的問題，請聯絡您的 Vertiv 代表。

注意事項：確保每個連接裝置的電路額定值與每個分支電路和插座的指定額定值相符。

註： 出於電源管理目的，請記錄每台設備所連接的插座。機架 PDU 上的插座有數字標識。機架 PDU 使用數字標識
插座，插座按分支電路分組並使用一個字母表示相應的斷路器。

注意事項：在嘗試啟動連接到 PDU 的設備前，必須完成所有設定步驟。

歐盟
Notice to European Union Customers: Disposal of Old Appliances
This product uses components that are dangerous for the environment, such as electronic cards and other 
electronic components.Any component that is removed must be taken to specialized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centers. If this unit must be dismantled, this must be done by a specialized center for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of electric and electronics appliances or other dangerous substances.This product has been supplied from an 
environmentally aware manufacturer that complies with the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Directive 2012/19/EU. The “crossed-out wheelie bin” symbol on the bottom of this document is placed on this 
product to encourage you to recycle wherever possible.
Please be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and recycle this product through your recycling facility at its end of life. Do 
not dispose of this product as unsorted municipal waste. Follow local municipal waste ordinances for proper disposal 
provisions to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Fo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scrapping of this equipment, please browse https://www.vertivco.com/en-emea/ or 
call our worldwide technical support.
Toll Free: 00 80011554499 
Toll Number Based in Italy: +39 0298250222

ROHS 合規性
The rack PDU modules comply with the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ROHS Directive 2011/65/EU), restricting use of 
six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electronics,

EMC 合規性
This unit complies with the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Directive 2014/30/EU:

• This device is assessed to EN 55032 for Emissions
• This device is assessed to EN 55024 for I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