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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准备和计划

本手册介绍安装��������
*)+�0�5����系列或��������
*)+��6����系列系统时的设备计
划要求

要确定包装中附带的所有部件和存储系统 请向当地的�����销售代表联系

准备安装工作单
该工作单用于收集和记录成功安装��������
*)+��5����系列或��������
*)+��6����系列
系统所需的信息 使用该工作单预先计划数据主机和系统服务处理器的数据连接和以太

网连接

�����安装所需的��-�地址数取决于所选的配置 有关每种支持的配置所需的��-�地址
数 请参见����������	
������和�����系列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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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概述
计划安装时应遵照本文档中介绍的指南

� 第�5页的 客户义务

� 第��页的 当地设备安全性

� 第��页的 设备要求

� 第�8页的 缆线连接要求

有关产品概述和安装说明 请参阅����������	
������和�����系列安装和维修手册
本文档及大量其它�����系统文档位于

http://www.sun.com/products-n-solutions/hardware/docs

客户义务
客户有义务通知�������	
�����������	��任何或所有将影响安装的条例和规章 客户负

责符合所有与设备有关的政府法令和规章 客户还负责符合以下要求

���该规范中涉及的所有当地 国家和国际法令 涉及的主题包括防火及安全 建筑物

以及电气法令

���记录并通知�������	
�����������	��任何与该规范的差异

�����完整配置的存储系统机柜重量可能会超过������磅 6�7�公斤 该系统经过的

任何地面必须能够支撑该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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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设备安全性
根据设备站点的当地安全法令和规章安装��������
*)+��5����和�6����系列系统 一定

要阅读����������	
������和�����系列规章和安全符合性手册�中的安全预防措施 以

下各节包含有关当地设备的其它安全信息

� 第��页的 处置预防措施

� 第��页的 安全安装要求

� 第��页的 ����产品的放置

�����请勿对设备进行机械或电气改装 ������	
�����������	��不对因改装�����产
品而导致的规章符合性负责

处置预防措施

完整配置的��������
*)+��5����或�6����系列机柜的重量超过������磅 6�7�公斤 这

些系统经过的任何地面必须能够支撑该重量

机柜配有用于移动的滚轮 在移动机柜时 尤其在倾斜的安装位和斜坡上 应有足够

的人员 以便进入计算机房凸起的地面 小心地慢慢移动机柜 确保地面上没有机柜会

滚过的异物和缆线

������	
��������建议所有移动机柜的人员均应穿保护性的鞋袜

将机柜安装在水平表面上 机柜底座的每个角都有可调整的防滑垫 安装机柜时 必须

将这些防滑垫伸出 以防止机柜滚动 这些防滑垫并非用于使机柜水平

安全安装要求

为在地震时尽量避免人身伤害 ������	
��������建议将机柜牢固固定到从地面伸到
天花板上或从机柜所在房间的墙中伸出的坚固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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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放置

如果订购的��������
*)+��5�6��或�6�6��系统没有辅助机柜 一定要留出足够的空间

以便在扩展系统时安装第二个机柜

不要堵塞或遮住�����产品的开口部位 请勿将�����产品靠近散热器或热通风器 如果

不遵照上述指导原则 则可导致设备过热 从而影响�����产品的稳定性

空气从前至后冷却��������
*)+��5����和�6����系列机柜 空气从前面进入 循环 然

后从设备后部的上下位置排出 前后盖门的空隙应提供足够的冷却空间 有关具体的空

隙规格 请参见表��

设备要求
以下各节对��������
*)+��5����和�6����系列系统有以下设备要求

� 第��页的 环境规格

� 第�6页的 电气和电源规格

� 第�6页的 物理规格

环境规格

避免温度异常 并保证工作环境清洁 保持所述的运行条件 存储系统应在计算机房环

境中 可以控制温度 湿度和空气中的灰尘等环境因素 在计算机房中安装还有助于使

设备免受建筑物中发生的火灾 水灾或其它危险的侵害

���� 设备环境规格

 ! "# $"#

温度 ��摄氏度到�5��摄氏度
���华氏度到����华氏度

9���摄氏度到�6��摄氏度
9���华氏度到�����华氏度

相对湿度 ���到�8�:�无凝结 最大变化为

每小时���:
��到���:�无凝结 最大变化为

每小时���:

海拔高度 9������到�;�������英尺
95���到�;5���8�米

9������到�;�������英尺
95���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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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和电源规格

所有��������
*)+��5����和�6����系列系统均要求使用两个独立的电源 每个存储系统

机柜均拥有两个冗余电源调节器 配电 安装在机柜的底座中 为保证电源冗余 每

个调节器必须连接独立的电源 表���列出每个�调节器要求的电源

所有安装均应遵循以下建议

� 如果当地 国家和�%�或其它适用政府法令和规章规定 机柜系统和台式机系统配电盒

的所有交流电网和供电导体必须使用金属管道或线槽围起 供电导体和配电盒 或

类似的金属盒 必须两端接地

� 提供的存储系统要求电压波动最小 客户�%�最终用户提供的设备电压必须保持在不超

过�2;%94��:

� 客户设备必须提供适当的电涌保护

物理规格

本节包含��������
*)+��5����和�6����系列系统的物理要求

���� 系统机柜的电源规格

 ! %&'

电压 ����至�����<��

频率 �7�至�65�=>

电流 最大�5��

额定功率

� �������
*)+��5����或�6����系统

� �������
*)+��5�6��或�6�6��系统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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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尺寸

空隙和维修访问空间

���� 存储系统的物理规格

�( )* +* ,* -.

�������
*)+��5����系统 7��英寸
������厘米

�5���英寸
6��7�厘米

57�英寸
���厘米

��6��磅 66��公斤

�������
*)+��5�6��系统 7��英寸
������厘米

�7�8�英寸
������厘米

57�英寸
���厘米

�8���磅 �����公斤

�������
*)+��6����系统 7��英寸
������厘米

�5���英寸
6��7�厘米

57�英寸
���厘米

�����磅 ����公斤

�������
*)+��6�6��系统 7��英寸
������厘米

�7�8�英寸
������厘米

57�英寸
���厘米

�8���磅 �5���公斤

���� �������
*)+��5����和�6����系统的空隙和维修访问空间

/0 12�3456 712�3456

前端 �8�英寸 ����厘米 ���英寸 6��厘米

后端 56�英寸 ���厘米 ���英寸 6��厘米

左侧 56�英寸 ���厘米 ��

�� 某些维修步骤可能需要从侧面访问 有关具体的维修步骤 请参阅����������	
������和�����系列安装和维修
手册

��英寸 ����厘米

右侧 56�英寸 ���厘米 � �

���� �������
*)+��5�6��和�6�6��系统的空隙和维修访问空间

/0 12�3456 712�3456

前端 �6�英寸 ����厘米 �8�英寸 ����厘米

后端 6��英寸 ��5�厘米 �8�英寸 ����厘米

左侧 6��英寸 ��5�厘米 ��

�� 某些维修步骤可能需要从侧面访问 有关具体的维修步骤 请参阅����������	
������和�����系列安装和维修
手册

��英寸 ����厘米

右侧 6��英寸 ��5�厘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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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连接要求
本节包含��������
*)+��5����和�6����系列系统的缆线连接要求 对系统进行缆线连接

时 应确保

� 保证电源线和接口缆线不在过道位置 缆线在墙内 地板下 天花板上或保护管道

或线槽中布线 接口缆线 光纤缆线除外 在布线时必须远离发电机及其它磁性源

或无线电干扰源

� 不要超过缆线长度限制 有关缆线的规格和长度 请参见表�6

电源线是随��������
*)+��扩展机柜附带的标准缆线 连接两个机柜的缆线是标准的光

纤通道缆线

���� 缆线规格

89:( ;<= >?@*

屏蔽以太网

��%��� ��*9, ��类
.@9�� 5�8��8��英尺 ����米

串行

仅供合格的现场服务代表使用

.@9�� 8������英尺 ���米

电源�2���<4 标准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