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告：安全说明 

请遵循下列安全原则以帮助确保您个人的人身安全，并且帮助避免系统和工作环境遭受

潜在的损害。 

 注：有关本文介绍的设备的附加管制信息，可从规章符合性网站上找到，网址为 
dell.com/regulatory_compliance。 

 注：有关您设备（如存储驱动器、PC 卡和其他外围设备）的附加用户信息，可从 
support.dell.com 的“Manuals”（手册）部分获取。 

安全：一般安全 

 警告：系统中的电源设备可能产生高电压和危险电能，高电压和危险电能可造成

人身伤害。 除非 Dell 以其它方式指示，否则只有经过培训的维修技术人员才有

权卸下盖板和对系统内部的任何组件进行操作。 此警告适用于 Dell™ 
PowerEdge™ 服务器和 Dell PowerVault™ 存储系统。 

  警告：本系统可能配有多根电源电缆。为了降低电击风险，经过培训的维修

技术人员可能需要在维修系统之前断开所有电源设备电缆。 

在医疗环境中使用时的重要注意事项：Dell 产品不属于医疗设备，未列在 UL 或 IEC 
60601 标准（或同类标准）下。由此，不能在距病人 6 英尺的范围内使用这些产品，无

论是以直接或是间接方式同病人接触都不可行。 

 注：某些设备可以作为独立设备或机架固定式系统组件使用。请在产品说明文件中

确认您的设备是否是仅可以机架固定形式安装的。另外，请参阅此说明文件中关于

机架固定安装的附加说明和安全信息。 

安装设备准备使用时： 

• 将设备置于坚固水平面上。 

• 请勿将设备置于封闭的墙壁角落、或软的织物表面上，例如床、沙发、地毯或毛毯

上。 

• 在设备的通风侧至少留出 10.2 cm（4 英寸）的空隙，使必要的气流可以通过，以保

证通风良好。通风不畅会损坏设备或导致起火。 

 



• 确保没有任何物品压在设备的电缆上，且电缆所在的位置不会被踩到或导致绊跌。 

• 使设备远离辐射体或热源。 

• 不要让设备在极热或极冷的温度下工作，确保其在指定的操作条件范围内工作。 

• 请勿堆叠设备或将设备靠得太近，因为这样会导致空气回流或空气预热。 

• 移动设备时请小心；确保所有脚轮和/或支脚稳固地与系统连接。避免急停或凸凹

不平的地面。 

以下说明仅针对支架安装式 PowerEdge 和 PowerVault 产品（具有 GS 标记）： 依照

德国关于配备视觉显示装置的工作场所的条例第 2 款，此设备不适用于配备视觉显示装

置的工作场所。 

 注：将显示器或其他设备放置在此设备上之前，请查看设备说明文件中的重量限制。 

 注意：为避免破坏设备，请确保电源设备中电压选择开关（如果提供）的电压最大

程度地符合您所在地区的可用交流电源。还要确保显示器和连接的设备是利用您所

在地区的可用电源运行并符合电气规格的。 
 

严重警告：为避免火患，请始终保持该产品远离蜡烛或其它明火。 

     

 

操作设备时： 

 警告：请勿在卸下任何盖板（包括主机盖、挡板、填充挡片和前面板插件等）的情

况下操作设备。 

• 仅将本产品与经认可的设备联合使用。 

• 操作设备时只能使用电气额定值标签所指示的外部电源类型。如果无法确定所需电

源的类型，请向服务提供者或当地电力公司咨询。 

• 请勿在独立的封闭空间中操作设备，除非该封闭空间具有符合上述原则的进气口和

排气口。 

• 请勿以堵塞任何通风口或进气口的形式阻碍进入设备的气流。 

 



• 避免在设备下方铺放松散的纸张。 

• 请勿将任何物品塞入设备的通风口或开口。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内部组件短路，从而

引起火灾或使人遭受触电。 

• 请勿在受潮环境中使用本设备；例如，浴缸、水池、游泳池或潮湿的底下室。 

• 仅使用认可的电源电缆。如果设备或交流电源选件没有附带电源电缆，请购买符合

您所在国家规定的电缆。电源电缆必须与设备相匹配，并符合设备电气额定值标签

上所标记的电压和电流。电缆的电压和电流额定值应该大于设备上标记的额定值。 

• 为避免电击，请将设备和外部电源电缆连接到正确的接地电源插座中。这些电缆均

配有三芯插头以确保正确接地。请勿使用转接插头或卸下电缆的接地插脚。如果您

必须使用延长电缆，请使用配有正确接地插头的三线电缆。 

• 遵守延长电缆和配电盘的额定值。对于所有连接到延长电缆或配电盘的设备，确保

其总安培额定值不超过延长电缆或配电盘安培额定值之 80％。 

• 为了在电力突发性瞬时增加和减少时保护设备，请使用电涌保护器、线路调节器或

不间断电源设备 (UPS)。 

• 小心布置设备电缆和电源电缆；布置电缆以免被踩到或绊倒。确保没有任何物品放

置在任何电缆上。 

• 请勿修改电源电缆或插头。如果需要改变地点，请向经许可的电工或电力公司咨询。

始终遵循当地或所在国家的配线规则。 

• 连接或断开热插拔电源时，遵守以下原则： 

• 在将电源电缆连接至电源设备之前，请先安装电源设备。 

• 卸下电源设备之前，请先拔下电源电缆。 

• 如果设备具有多个电源，请在断开系统电源时，从所有电源上拔出电源电缆。 

• 请勿在雷暴期间使用由交流电源供电的设备。如果断开了所有电缆的连接，则可以

使用由电池供电的设备。 

• 清洁设备之前，请断开与电源插座的连接。使用浸水的软布清洁设备。请勿使用液

体或气雾清洁剂，因为它们可能包含可燃物质。 

 



• 使用干净、潮湿的布料清洁系统的前、后和侧面通风孔。棉绒、灰尘及其它异物会

堵塞通风孔并影响通风。 

• 不要把食物残渣和液体溅到设备组件上，并切勿在潮湿环境下操作设备。如果系统

受潮，请参阅“安全：如果系统受潮。”  

•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请断开设备与电源插座的连接并更换受损部件，或联系经过培

训的服务提供商： 

• 电源电缆、延长电缆或电源插头受损。 

• 物体落入设备中。 

• 设备沾水。 

• 设备摔落或损坏。 

• 在遵守了操作说明的情况下设备不能正确运行。 

 警告：电池安装不正确或使用不兼容电池可能会增加火灾或爆炸的风险。只能使用

制造商推荐的相同或相近类型的电池进行更换，并要严格遵守安装说明。正确处理

耗尽的电池（请参阅“安全：电池的处理”）。 

• 小心拿放电池。请勿分解、压碎或刺穿电池。不要短接电池、将电池投入火或水中，

或将电池暴露在高于 60 摄氏度（140 华氏度）的温度下。请勿尝试打开或维修电池。

只能以设备专用电池进行电池更换。 

安全：调制解调器、电信或局域网选件  
如果您的系统带有调制解调器，则调制解调器的电缆应该使用 26 美国线规 (AWG) 的
最小线缆型号，并配有符合 FCC 的 RJ-11 模块化插头。 

• 如果出现雷电天气，请勿连接或使用调制解调器。否则可能会遭受电击。 

• 禁止在潮湿环境中连接或使用调制解调器。 

• 请勿将调制解调器或电话电缆插入网络接口控制器 (NIC) 插座。 

• 在打开设备机壳、接触或安装内部组件，或接触非绝缘调制解调器电缆或插孔之前，

请断开调制解调器电缆的连接。 

 



安全：带有激光组件的设备  
 警告：除非 Dell 说明文件中以其它方式明确说明，否则只有经过培训的维修技术人

员才有权卸下系统盖板和对系统内部的任何组件进行操作。 

• 此设备可能包含光盘驱动器 (ODD)，例如 CD-ROM、CDR/W、DVD 驱动器等，这

些设备具有内置激光部件。为避免暴露于激光辐射的风险，不论出于什么原因，请

不要破坏或打开任何 ODD 部件。 

• 此设备可能包含一块主机总线适配器（HBA），其中可能有内置激光设备。 

• 这些 ODD 符合安全要求，且根据美国 DHHS 标准及 IEC/EN60825-1 激光安全标准

被归类为 1 类激光产品。ODD 设备不包含调节器件或任何用户可维修或可更换部

件。 

安全：在设备中操作时  
除非您的 Dell 说明文件或 Dell 提供的其它说明中有所介绍，否则请勿尝试自行维修设

备。请始终严格遵循安装与维修说明。 

 警告：打开或卸下带有三角形标记（内含闪电符号）的盖板时，可能会受到电击。

这些隔室内部的组件只能由经过培训的维修技术人员来进行维修。 

• 卸下盖板或接触内部组件之前，请等待设备降温。正常运行期间，PC 卡可能会变

热。在 PC 卡连续运行后将其卸下时，请务必小心。 

 警告：操作过程中，内存模块可能出现高温。进行处理之前，请等待足够长的时间

以使模块冷却。 

• 为避免可能对系统板造成的伤害，请在关闭设备后等待 5 秒钟，再从系统板卸下组

件或从设备断开外围设备连接。 

• 为避免潜在的电击危险，请勿在雷电天气连接或断开任何电缆、维修或重新配置设

备。 

安全：如果设备受潮。 
 警告：在开始执行本节中的任何步骤之前，请参阅“安全：一般安全。 

 



 警告：只有在您确定这样做是安全的情况下才可执行该步骤。如果计算机连接到电

源插座上，请先在断路器上关闭交流电源（如果可能），再从电源插座卸下电源电

缆。从带电电源上拔下受潮的电缆时请务必小心。 

1 将显示器、计算机或交流适配器从电源插座上断开。如果提供了交流适配器，则断开

其与设备的连接。 

2 关闭所有连接的外部设备、断开它们与电源的连接，然后将它们与设备上断开。 

3 联系 Dell 支持中心（请在产品用户说明文件中查找相关联系信息）。 

 注：有关担保范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有限担保和退回规定”，或者显示器或计算

机随附的独立担保文档。 

安全：系统组件的机架式安装 
请遵循下列预防措施以确保机架的稳定和安全。有关特定警告说A明和步骤等信息，另

请参阅设备和机架随附的机架安装说明文件。 

 注意：您的设备经过安全验证，可作为独立式单元，或作为机架固定组件用于 Dell 
机柜（使用客户机架套件）。系统被视为机架中的组件； 因此，“组件”是指任何系

统以及各种外围设备或支持硬件。 
 
您的设备和机架套件尚未获得任何安全机构的批准，不能安装于其他机柜中。您有

责任确保设备与机架的最终组合符合所有适用的安全标准和当地电器规范要求。

Dell 不承担与此类组合有关的任何责任和担保。 
 
系统机架套件应由经过培训的维修技术人员装入机架。 

在机架中安装系统组件 

 警告：在机架中安装系统之前，请在独立机架中安装前、侧支脚，或在连接其它机

架的机架上安装前支脚。安装系统前无法安装支脚可能会造成机架翻倒，在某些情

况下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所以，务必安装支脚后再在机架中安装组件。 

• 总是按照从下到上的顺序将部件装入机架，并且首先装入最重的部件。 

• 从机架中拉出组件时，应确保机架保持平衡和稳定。 

 



• 按下组件滑轨释放闩锁以及使组件滑入或滑出机架时，务必小心。滑轨可能会夹痛

您的手指。 

• 将组件插入机架后，请小心地将滑轨伸入锁定位置，然后将组件滑入机架。 

• 请勿使为机架提供电源的交流电源分支电路过载。机架负载总和不应超过分支电路

额定值的 80%。 

• 确保机架中的组件保持良好的通风。 

• 维修机架中的其它组件时，请勿踩踏或站立在任何组件上。 

在机架或机架安装式组件上操作 

 警告：请勿独自移动机架。根据机架的高度和重量，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此任

务。 

• 在机架上操作之前，确保支脚已固定在机架上并延伸到地面，并且整个机架的重量

由地面支撑。在操作机架前，如果是单个机架，请安装正面和侧面支脚；如果是多

个相连机架，请安装正面支脚。 

• 在机架中安装设备/组件后，请勿一次性将多个组件从滑动装置中拉出。 

• 多个拉出的组件的重量可能会导致机架倾翻，并可能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安全：使用 -48V 直流电源的设备  
使用 -48V 直流电源的系统专用于受限的操作位置（专用设备室、设备隔室等），符合

美国国家电气规范和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NSI)/美国国家消防协会 (NFPA) 70 的第 
110-5、110-6、110-11、110-14 和 110-17 条。 

• 将设备连接到从交流电源电隔离出来的 48-V 直流 (DC) 电源。48V 直流电源要正确

接地。 

 警告：必须由合格的电工来执行直流电源与安全接地线的所有连接工作。所有电路

布线必须符合相关的所在地区或所在国家的规范和惯例。 

 警告：在将安全接地电缆或电源电缆连接至连接器之前，请确保已切断直流电路的

电源。为确保断开电源，请找到直流电源电路上的断路器（通常位于电池配电保险

 



丝的托架的配电板上）。将断路器切换到关闭位置，并在断路器或开关上安装经过

认可的安全锁定设备（如果有的话）。 

 警告：接地技术可以不同，但是要求必须安全地实际连接至地面。 

 警告：安装本设备时，接地连接必须最先执行并最后断开，以避免危险电能。 

 警告：请勿禁用接地导线，也请勿在未适当安装接地导线的情况下操作设备。如果

您不确定是否已有适当的接地保护，请与相应的电气检查机构或电工联系。 

 警告：系统机箱必须安全地接地至机架柜。在还没有连接接地电缆之前，请勿将电

源线连接至系统。必须由合格的电气检查员对完成后的电源和安全接地布线进行检

查。如果未连接安全接地电缆或其连接被断开，将会存在危险电能。 

• 使用铜线进行设备布线，除非另有指定，否则使用 14 美国线规 (AWG) 的线缆，然

后使用电流从 7.2 安培 (A) 到 20-A 的保护设备对线缆进行保护（使用 90ºC 线缆时

则使用最大为 25-A 的保护设备）。 

 警告：如果需要绞合电缆布线，请使用经认证的布线终结处理设备，例如闭合回路

或带上翻接线片的铲形设备。此类终结处理设备的大小应该适合于电线，并且必须

分为两层，一层在导电体上，一层在绝缘体上。 

 
防止静电释放 
 

  警告：为遵循位于此 Web 站点上的“安全信息”部分，将产品断开与主电源的

连接。 
 
静电释放（ESD）事件会损坏计算机内部的电子组件。在某些情况下，静电释放可能会

在您的身体上或一个物体如外围设备上积聚，然后释放到另一个物体如计算机上。为防

止静电释放造成损坏，在接触任何计算机的内部电子组件如内存模块之前，应先释放身

体上的静电。 

您可以保护静电释放并在您与任何电气互动之前通过接触金属接地物件来释放您身体

上的静电（例如您的计算机的输入/输出面板的未油漆过的金属表面）。将外围设备（包

括掌上数字辅助设备）连接到计算机时，您应总是先将自己和该外围设备接地，然后再

 

http://www.dell.com/content/topics/global.aspx/corp/environment/en/safety_information?c=us&l=en&s=corp&%7Eck=anavml


将其连接到计算机上。此外，拆装计算机内部组件时，应不时地触摸金属接地物件，

以导去身上可能已积聚的静电。 

也可采取以下措施来防止静电释放造成损坏： 

• 打开静电敏感组件的包装箱时，在尚未准备好安装此组件之前，请勿将组件从防

静电的包装材料中取出。打开防静电包装之前，应确保已导去身上的静电。 
• 运送对静电敏感的组件时，应先将其置于防静电的容器或包装内。 
• 在无静电的工作区域内拿放所有静电敏感组件。如果可能，请使用防静电的地板

垫和工作台垫。 

 

安全：电池处理 
您的系统可能使用镍氢 （NiMH） 电池、锂币电池和/或锂离子电池。镍氢电

池、锂币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的使用寿命很长，您很有可能永远都不需要对它们

进行更换。但是，如果确实需要更换电池，请参阅系统说明文件了解有关说明。 

请勿将电池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理。请与当地废品处理机构联系以获知最近的电

池回收点位置。 

 

 注：系统可能还附带了包含电池的电路卡或其它组件。这些电池也必须在电池回收

地点进行处理。有关此类电池的信息，请参阅特定卡或组件的说明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