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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存储、电源、网络和机架产品的 
安全和标准信息 

重要！本文档包含紫光恒越服务器、存储、电源、网络和机架产品

的安全预防措施、管制标准通告，在产品上电启动之前，请阅读本

产品的安全与兼容性信息。 

1 安全预防措施 
保留并遵守所有产品安全和操作说明。始终参考您的产品随附的文

档（印刷或电子文档）。如果本指南和设备文档之间发生冲突，则以

设备文档为准。请遵守产品上和操作说明中的所有警告来降低人身

伤害、电击、火灾和设备损坏的风险。 

1.1  一般预防措施 

 

产品的安装和维护必须由专业人员执行。 

 

如果产品遭受损坏，需要维修，应将产品与电源断开，并求助紫光

恒越授权服务提供商进行维修。需要维修的损坏包括： 

• 电源线、延长线或插头损坏。 

• 液体溅到产品上或物品落入产品中。 

• 产品暴露在雨水中。 

• 产品摔落或损坏。 

• 按照操作说明无法正常使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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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人身伤害或产品损坏的危险，请注意以下事项： 

• 使产品远离散热器、调温装置、火炉、功放机或其它产生热量

的产品。 

• 一定不要在潮湿的地方使用产品。 

• 不要将异物插入产品的缝隙。 

• 利用脚轮小心地移动产品。避免急停和途经不平整的表面。 

• 某些产品不适合在儿童可能会出现的场所使用。 

1.2  设备上的符号 

设备上可能会使用以下符号指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 

安全标识 描述 

 
一般注意标识：用于一般安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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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符号表示为了安全目的，必须要阅读使用说明书。在

阅读使用说明书之前不要操作设备。 

 

防静电标识：用于表示设备对静电敏感。 

注意：手指或其它导体所释放的静电可能损坏主板或其

它对静电敏感的设备。为防止发生损坏，请遵守防静电

预防措施。 

 

电击防护标识：此符号表明存在危险电路或触电的危险。 

警告：为了减少触电造成人身伤害的危险，请不要打开

此外壳。所有维护、升级和维修工作都应由具有相关资

格的人员来完成。 

 

激光辐射标识：用于表示强激光辐射。 

警告： 

• 危险等级为 1M 的不可见的激光辐射。不要使用非

衰减的光学仪器直视。 

• 当设备工作时，请不要直视光接口和光纤接头。 

• 不遵守本手册规定而任意改动光模块的功能或性能

可能导致激光辐射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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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识 描述 

 
风扇防打手标识：用于表示产品包含旋转的风扇叶片。 

警告：危险的旋转部件。请远离旋转的风扇叶片。 

 

此符号表明表面或组件过热。如果触摸此表面，可能会

造成人身伤害。 

警告：为了减少因组件过热而造成人身伤害的危险，应

等到表面冷却后再触摸。 

 
或

 

电源或系统上的这些符号表明设备由多个电源供电。 

警告：切断设备的供电时务必断开所有电源输入。 

 
此符号表明存在大漏电流造成电击的危险。 

注意：大接触电流。连接到电源前先连接到地。 

 
尖锐边缘标识：用于标识产品存在尖锐边缘。 

警告：有尖锐边缘，不要接触。 

 
运动零部件标识：用于标识产品存在运动零部件。 

警告：运动零部件，身体部位远离运动零部件。 

 

1.3  维护和维修产品时的预防措施 

在安装、维护或维修产品时，为减小电击或设备损坏的危险，请注

意以下预防措施： 

• 某些产品包含可以产生危险高压的电源。请参阅随产品附带的

文档，确定是否包含此类电源。内部选件的安装以及本产品的

日常维护和维修应由熟悉危险高压的设备相关的规程、注意事

项和危险的人员进行。 

• 先让产品冷却，然后再拆卸盖板并接触内部部件。 

• 不要使用可能连通带电部件的导电工具。 

• 在通电的服务器、存储、网络和机架产品的热插拔区域工作时，

应取下所有手表、戒指或不牢固的珠宝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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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试图克服安全联锁装置（如果提供）。 

• 某些产品具有护盖或盖门用以接触热插拔组件，并且可能允许

接触危险能量电路或运动的风扇。 

 在正常运行期间，这些盖门应锁住。 

或 

 网络或机架产品应安装在只有专业人员能进入的进出受控

位置。 

• 关闭设备并断开所有电源线，然后再拆卸非热插拔区域的检修

门。 

• 在产品通电时不要更换非热插拔部件。应先关闭产品并断开所

有电源线。 

• 不要超过产品文档的规程中指定的修理级别。所有故障排除和

修理步骤的详细说明均止于子装配件或模块级的修理。由于各

个电路板和部件都很复杂，因此不要尝试进行组件级别的修理

或修改任何印刷电路板。维修不当可能会危及安全。 

• 对于立在地面的产品，在安装选件和电路板之前，应先安装并

伸出底部稳定器。 

• 确定为机架供电的交流电源分支电路没有超载。这样可以减少

人身伤害、火灾或设备损坏的危险。机架总负荷不得超过分支

电路电流额定值的  80%。请向管理您的设备的连线和安装要

求的电气机构咨询。 

• 当设备安装模块时，必须使用合适的工具把模块上的两个松不

脱螺钉拧紧。假面板应妥善保存，如果移除模块，必须立即在

原槽位安装假面板。 

• 壁挂式设备，将设备安装到墙上时，请勿将散热孔朝上或朝下。 

• 壁挂式设备，将设备安装到墙上时，必须选取合适的固定方式。 

• 壁挂式设备，进行连接时，请不要向上推动设备，以免设备从

墙上掉落。 

• 对于无线基站或带有天馈线的设备，禁止在雷雨天气下进行高

压、交流电操作及铁塔、桅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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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装有多个发射天线的铁塔、桅杆上对某一天线进行近端安装、

维护等操作时，应先联系相关人员关闭发射天线。 

• 天线站点应规划在公众无法接近的电磁辐射超标区域。在工作

人员进入电磁辐射超标区域前，应先了解辐射超标区域的位置，

并在进入前关闭发射器。这样的区域可能不存在；但是如果存

在，应在距天线 10m 以内的范围，并设置醒目的警告标识。 

• 部分可移动设备的标签在设备底部的外侧。 

1.4  电源线 

为了减少触电或设备损坏的危险，请注意以下事项： 

• 使用经过批准的电源线。如果您不清楚要使用的电源线的类型，

请与紫光恒越提供商联系。 

• 如果您的产品或任何供产品使用的交流供电选件未提供电源

线，应购买您所在国家/地区批准使用的电源线。在中国使用的

交流电源线组件必须通过 CCC 认证。 

• 电源线的额定值必须与产品以及产品的电气额定值标签上标

注的电压和电流负荷相匹配。电源线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必

须高于产品上标注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 

• 不要在交流电源线或电源电缆上放置物品。将它们放置妥当，

以免被人无意中踩踏或踢到。 

• 不要拉扯电线或电缆。从电源插座中拔出插头时，请握住插头

将其拔出。 

• 确保连接到此延长线或接线板的所有产品的额定电流总和不

超过延长线或接线板额定电流限值的 80%。 

• 务必使用电源线的接地插头。接地插头是重要的安全保护功能。 

• 将电源线插入始终易于够到的接地电源插座。 

• 高压直流电源设备，请使用厂家提供或推荐的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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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电源 

热插拔电源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在电源接通电源时拆卸或安装。在接

触热插拔电源时，为减少电击或设备损坏的危险，请注意以下事项： 

• 先安装电源，然后再将电源线连接到电源上。 

• 先拔下电源线，然后再将电源与产品断开。 

• 如果系统配备多个电源，必须拔下电源的所有交流电源线，才

能完全断开系统电源。 

• 确定产品连接的外部电源与电气额定值标签上指示的电源类

型匹配。如果无法确定所需的电源类型，应向紫光恒越授权服

务提供商或当地的电力公司咨询。 

DC 供电时，必须按照当地配电法规要求配备合适的空开，并且空开

必须随时可用， 因为它是主要的切断电源装置。 

RPS1600-A 是 AC 输入设备，N 极有保险丝；该设备必须安装在受

限制接触区域。 

1.6  接地 

• 从主电源到产品的电源线或附带的电源线组必须有不间断安

全接地。进行设备安装时，必须确保接地连接是最先连接和最

后断开。不允许破坏设备的接地导线或是在无接地连接的情况

下操作设备，操作前要进行检查。 

• 单独的接地端子必须永久连接到地。 

对于 LAN 连接： 

• 如果您的 LAN 覆盖由多个配电系统提供服务的区域，请确保

其安全接地端已安全地互连。 

• LAN  电缆有时可能引起有害的瞬态电压（如闪电或电力公司

电网中的扰动）。小心处理网络的暴露金属部件。 

• 此产品和所有互连的设备必须室内安装在同一建筑物内，包括 
IEEE 802.3af 标准的环境 A 中所述的所有关联 LAN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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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漏地电流 

为降低大漏电流造成电击的危险，请在将配电产品连接到交流电源

之前，确保有可靠的接地连接。 

1.8  电池 

 

某些产品可能包含内部可更换电池或电池组。电池组处理不当可能

引起火灾、灼伤或爆炸。为减少人身伤害的危险，请注意以下事项： 

• 请勿尝试给电池重新充电。 

• 不要拆卸、碾压、刺穿电池、使其外部触点短路，或将其投入火中或水中。 

• 只使用专供本产品使用的电池备件来进行更换。废旧电池应根据制造商

的说明和当地的处理要求进行处理。 

更换电池时，请观察正确的两极位置。如果电池安装不正确，则可

能发生爆炸。 

 

1.9  保险丝更换 

 

为了持续防止火灾的危险，只能用相同类型和相同额定值的保险丝

来更换保险丝。更换保险丝之前先切断电源。 

 

1.10  调制解调器、电信或 LAN 的预防措施 

为减小因电话振铃电压造成电击的危险，请注意以下事项： 

• 在雷暴雨时不要连接或使用调制解调器或电话（无绳类型除外）。 

• 不要在靠近煤气泄漏的地方使用电话线报告泄漏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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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潮湿的地方连接或使用调制解调器或电话线。 

• 断开调制解调器电缆，然后再打开产品机箱、接触或安装内部

部件或接触未绝缘的调制解调器电缆或插头。 

• 不要将电信或电话接口插入 NIC 插孔。 

• 为了降低发生火灾的危险，请使用标配或更粗的通信线缆。 

1.11  静电释放 

当处理任何电子组件或配件（如 PCI 卡或 DIMM 内存）时，您必须

采取必要的防静电预防措施以防止发生损坏。 

1.12  安装在机架和机柜中的产品的预防措施 

1.12.1  材料处理： 

为减少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的危险，请注意以下事项： 

• 请遵守当地关于职业病防治与保险的要求以及有关处理材料

的准则。 

• 在安装或拆卸产品时，要有人员协助抬起并安放产品。 

• 取出所有可插拔的电源和模块，以便减轻产品的重量。 

• 在按下导轨释放锁定器并将产品滑入机架时应小心。滑轨可能

会挤到您的手指。 

1.12.2  机架稳定性 

为减少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必须充分保护机架，以防止其变得不

稳定和跌落。 

• 将调准用的螺栓触地。 

• 确保机架的全部重量由调准用的螺栓承担。 

• 在机架上安装稳定支撑脚。 

• 采用多机架安装方式时，应将这些机架牢牢固定在一起。 

• 每次只能扩充一个机架组件。如果扩充了多个组件，机架可能

会变得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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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底部最重的组件开始向上装载机架。 

• 确保组件与导轨正确咬合，否则导轨可能会不稳定。 

• 不要试图移动已装载的机架。取出机架中的组件，然后再移动

机架。 

• 不要试图在与水平方向的夹角超过 10 度的斜坡上移动机架。 

1.12.3  机柜安全 

 

• 机柜即使在空的时候也很沉重。无论设备是否安装在机柜中，在移动机

柜时，都请务必小心。避免在粗糙或不平的地面上滚动机柜，也不要使

倾斜角超过 10 度。从货盘上卸下机柜和移动机柜应至少由两个人来完成。 

• 当设备位于装运货盘上时，可滑动产品将不会从机柜中伸出。在伸出任

何可滑动产品之前，必须将机柜从货盘上卸下并且正确安装所有防倾倒

设备。 

• 安装后，所有防倾倒设备都必须固定不动以保持稳定。一次必须仅伸出

一个可滑动产品。不遵守这些预防措施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或人员伤害。 

 

1.13  非承重把手(适用于带有非承重把手设备) 

注意 

这些把手仅用于调整设备的位置，并非用于提起机箱。要提起机箱，

请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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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制标准通告 
2.1  管制标准标识号 

类别 标准 

电磁兼容 
GB/T 9254 

GB 17625.1（服务器，存储产品） 

安全 GB 4943.1 

 

2.2  中国通告 

2.2.1  A 类设备 

警告 

此为 A 级产品。在生活环境中，该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

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用户对干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2.3  环境保护 

本产品符合欧盟 RoHS 法规，中国 RoHS 法规关于电子电气产品在

环境保护方面的设计要求，产品的存放、使用和弃置应遵照相关国

家法律、法规要求进行。 

 

 

 

Copyright © 2016-2020 紫光恒越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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