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 HP® L 级服务器的安装套件－AR8013A
此套件用于将 HP L 级或 rp5400 系列服务器安装于 NetShelter® SX 或 VX 机柜。

装箱清单

 M6 × 12 Torx 螺钉 （16 个）

 SX 扩展器支架
（4 个）

 M6 笼形螺母
（16 个）

 前适配器支架
（2 个）

 后适配器支架
（2 个）

所需的工具

笼形螺母工具

Torx T30/#2 十字扳手

如何安装和取下笼形螺母
要安装笼形螺母：

警告
Warning

水平安装笼形螺母。不要垂直安装笼形螺母，使笼形螺母的侧面与方孔的上
下边咬合。

1. 将笼形螺母插入到方形孔中，使笼形螺母一侧搭接到
方孔的另一侧。
2. 使用笼形螺母工具（已提供）在另一侧拉住笼形螺母，
并将其卡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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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下笼形螺母：
1. 取下已安装的任何螺钉。
2. 抓住笼形螺母并挤压其两侧将它从方孔中取出。

HP 滑动托盘硬件在 SX 机柜上的安装

ns0945a

1. 在每个安装法兰 （共四个）的两个侧向孔
中安装两个笼形螺母 。

ns0947a

2. 使用八个 M6 x 12 Torx 螺钉  和在第一步
中安装的笼形螺母，在每个安装法兰 （共
四个）上安装一个 SX 支架扩展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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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0956a

ns0955a

3. 向前面的 SX 支架扩展器的两个侧向孔中
安装两个笼形螺母 ，再向后面的 SX 支
架扩展器的两个侧向孔中安装两个笼形螺
母，位置比前面的笼形螺母高一个 U 形空
间。对机柜的另一侧重复此步骤。

机柜前侧

搁板的位置

ns0958a

4. 使用两个 M6 x 12 Torx 螺钉，在已经安装到
机柜上的左前 SX 支架扩展器上安装前适配
器支架。对右侧重复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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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0420a

5. 使用两个 M5 x 30 Torx 螺钉
（由 HP 提供）将左后适配器
支架  固定 到 H P 导轨
(337079-L) 上。 对 右 侧的 导
轨重复相同的步骤。

6. 将 HP 左侧导轨 (337079-L)
固定到机架上。
a. 将后安装支架的凸舌插入到机
架后部的孔中。
b. 使导轨顶部向前倾斜，并将其
L 形连接器插入前适配器支架
的卡槽中。
c. 使用两个 M6 x 12 Torx 螺钉将
后适配器支架固定到 SX 支架
扩展器上。

ns0959a

7. 对右侧重复从 6a 到 6c 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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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左导轨完全拉出，并将一
个 M5 x 16 螺钉和垫圈 （由
HP 提供）穿过该滑动导轨安
装到前适配器支架上。
9. 对右侧重复第 8 步。

ns0934a

10. 转到第 7 页上的 “HP 滑动托
盘搁板的安装”。

HP 滑动托盘硬件在 VX 机柜上的安装
1. 向前面的侧向安装法兰中安装两
个笼形螺母 ，再向后面的安装
法兰中安装两个笼形螺母，位置比
前面的笼形螺母高一个 U 形空间。

ns0424a

2. 对机柜的另一侧重复第 1步。

机柜前侧
ns0421a

搁板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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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0423a

3. 使用两个 M6 x 12 Torx 螺钉 ，将
前适配器支架  安装到机柜的左
前安装法兰上。 对右侧重复此步
骤。

4. 有关如何将后适配器固定到 HP 导轨 (337079-L) 上的信息，请参阅第 4 页上的第 5 步
“HP 滑动托盘硬件在 SX 机柜上的安装”。

5. 将 HP 左侧导轨 (337079L) 固定到机架上。
a. 将后安装支架的凸舌
插入到机架后部的孔
中。
b. 使 导 轨 顶 部 向 前 倾
斜，并将其 L 形连接
器插入前适配器支架
的卡槽中。
c. 使用两个 M6 x 12
Torx 螺钉  将后适配
器支架固定到机架
上。

ns0419a

6. 对右侧重复从 5a 到 5c 的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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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将 左 导 轨 完 全 拉 出，并 将 一 个
M5 x 16 螺钉和垫圈 （由 HP 提
供）穿过该滑动导轨安装到前适
配器支架上。

ns0309a

8. 对右侧重复第 7 步。

HP 滑动托盘搁板的安装

ns0310b

1. 将 HP 搁板安装到导轨上。将搁板
上的卡槽与导轨上的销轴对准。用
六个 M5 x 12 螺钉 （由 HP 提供）
将其固定。

2. 遵照 HP L 级服务器随附的手册中的指导安装该服务器。

用于 HP L 级服务器的安装套件 － AR8013A

7

APC 全球客户支持
可以通过以下任何方式免费获得本产品或其他任何 APC 产品的客户支持：
• 请访问 APC 网站，以查阅 APC 知识库中的文档，并提交客户支持请求。
– www.apc.com （公司总部）
连接到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本地化 APC 网站，每个站点均会提供客户支持信息。
– www.apc.com/support/
通过搜索 APC 知识库和使用 e-support 获取全球支持。
• 以电话或电子- 邮件方式联系 APC 客户支持中心。
– 地区支持中心：
英飞客户支持直拨电话

(1)(877)537-0607 （免费）

APC 美国总部和加拿大

(1)(800)800-4272 （免费）

拉丁美洲

(1)(401)789-5735 （美国）

欧洲、中东和非洲

(353)(91)702000 （爱尔兰）

日本

(0) 35434-2021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地区

(61) (2) 9955 9366 （澳大利亚）

– 国家或地区的当地支持中心：有关联系信息，请访问 www.apc.com/support/contact。
有关如何获取当地客户支持的信息，请与购买 APC 产品处的 APC 代表或其他经销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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