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ll PowerConnect W-6000 电源
安装指南
Dell PowerConnect W-6000 电源可调节电力，以便在 W-6000 中使用。W-6000 机箱带有可容纳单独电源的
三个插槽，以支持均分负载和容错。

本章描述了该电源的一般特性和物理特性，以及重要的功耗管理信息。本章的最后几节涉及了插入和拆卸
电源所需的步骤。

特性

评级

Dell W-6000 电源 (HW-PSU-400) 的总额定功率为 400 W，并且可进行自动范围调整，以接受 85 至 264 VAC
（50 至 60 Hz）。在 W-6000 中最多可安装三个 400 W 电源。

均分负载

当 W-6000 中安装多个具有相同额定值的电源时，便会出现均分负载。均分负载可将 W-6000 的总电力负荷
分到电源模块中插入的所有组件间。由于这些电源一同工作，每加入一个电源便会增加机箱的有效电能。

冗余

安装多个电源时，如果一个变得不可用（出现故障，以关闭或者已拆卸），则其余电源将尝试为 W-6000 提
供全部电力。如果总电力负荷没有超过其余电源的总额定输出，则 W-6000 将继续运行。有关电源配置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第 2 页上的 “电源管理”。

热交换

应由受过培训的技术人员进行热交换。热交换可使您在其他电源提供全部电力时更换一个故障电源。这样
在更换过程中无需关闭 W-6000。

热交换要求在拆卸目标电源后，总电力负荷没有超过其余电源的总额定输出。

外形描述
图 1  400W 电源

模块固定螺丝：这两个外加固定螺丝可将电源在机箱中固定就位。

O.T.P

DC OK

AC OK

176541 2 3

6.5A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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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把手：该把手用于拆卸该模块或将其插入 W-6000 机箱中。

指示灯 LED

进气口：该进气口有助于内部风扇在设备运行过程中冷却电源。为防止阻塞，使所有物品距离该通风口至少
10 厘米（4 英寸）。

电源线固定夹：将插头插入电源输入插座后，该固定夹安装在电源线上。这有助于防止电源线被意外拉出。

电源输入插座：该电源插座接受带有标准 IEC320 接头的电源线。为实现正确的安全性和性能，电源线必须
为 10 A 的额定电流，并且符合使用本产品所在的国家的接地电气标准。

电源开关：电源开关具有两种状态：关闭 ( ) 和打开 (|)。

电源管理
W-6000 最多支持三个 400 W 电源。如果使用一至两个主电源来提供 400 至 800 W 的主要电力，可使用一
个 400 W 的冗余电源。

为实现最大容量规划，增加您机箱配置中所有模块所需的功率，以确定所需的电源数。

M3 模块与 PSU 配置表
下表显示了 M3 模块配置以及冗余电源配置和用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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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不要使用电源把手提升或移动 W-6000。可能会导致严重破坏。

表 1  400W 电源 LED

LED 名称 位置 状态 说明

O.T.P. 
（过温保护）

顶部 不亮 电源温度正常。

红灯 电源风扇出现故障或温度过高。

直流电正常 中间 绿灯 直流电输出正常。

红灯 直流电输出不在公差内。

交流电正常 底部 绿灯 交流电输入正常。

红灯 交流电输入不在公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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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除 LED 外，还可使用 CLI 查看电源状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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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不要使用电源线固定夹取出电源模块，或者提升或移动 W-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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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电源和 W-6000M3 配置

插入电源

1. 确保您了解此过程和所有防范措施。

开始前，请阅读整个操作程序。确保您了解这些步骤中的所有防范措施，以及第 10 页上的防范措施。

2. 为电源选择电源插槽。

可将 400 W 电源 (HW-PSU-400) 安装到任何电源插槽中，任何电源插槽均可保持为空。即，用于电
源的插槽没有特定的规定顺序。

图 2  安装的 400 W 电源

如果更换先前安装的电源，则首先查看第 5 页上的 “拆卸电源”。

如果正在将电源安装到空插槽中，则可能必须首先拆下空白盖板。要执行此操作，使用 2 号十字螺丝刀。逆
时针转动面板上的外加固定螺丝，直至它们松动为止（不能将它们完全拧下）。拆下盖板，将其放在安全的
地方。

3. 验证将安装的电源上的电源开关是否处于关闭 ( ) 位置。

4. 将电源插入机箱中。

握住沿电源底部连接的电源把手，使 LED 位于左侧，电源开关位于右侧。不要使用电源线固定夹插入
或取出电源。将模块的背面与机箱电源插槽中的导轨对齐，然后朝着底板的方向轻轻推动该模块。不要
用力推该模块；其应几乎可始终轻松推入。当电源碰到机箱后面的接头时可能会有适度的阻力。用力
按，以便接合这些接头，但不要用力过大。

5. 固定电源。

使用螺丝刀推入模块的外加固定螺丝，然后顺时针转动它们，直至感到有适度的阻力为止。不要拧的过紧。

模块 设备数

M3 控制器模块
（每个最大功率为 130 W）

1 2 3 4

总功率 (W) 130 260 390 520

所需的 PSU 数 1 1 1 2

冗余的 PSU 数 1 或 2 个 1 或 2 个 1 或 2 个 1

小心 :  许多维修应仅由已认证的服务技术人员进行。您应仅执行故障排除和简单维修，如在您的产品文件中所授权
的，或者如网上或电话服务与支持团队所指导的。您的保修不涉及因进行 Dell 未授权的维修而导致的损坏。请阅读
并遵守本产品附带的安全说明。

小心:  不要在电源开关处于打开位置 (|) 或在电源线已插入电源模块时插入或拆卸电源。首先验证电源开关是否处于关
闭 ( ) 位置，以及是否从 W-6000 PSU 模块中拔下了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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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电源线连接到电源。

将相应的电源线插入电源输入插座中。该插座接受带有标准 IEC320 插头的电源线。

7. 固定电源线。

连接电源线时，将电源线固定夹转到左侧，如第 4 页上的图 3 中所示。这会将插头固定就位，以及防止
插头被意外拔下。

图 3  使用电源线固定夹

8. 将电源线连接到正确的电插座中。

验证您场点的电力系统能否处理此电力负荷。

每个电源 (HW-PSU-400) 的总额定功率为 400 W，并且可进行自动范围调整，以接受 85 至 264 VAC
（50 至 60 Hz）。

根据 W-6000 的总电力负荷，您可能需要增加您场点的电力系统的容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 页
上的 “电源管理”。

注意:  连接电源线前，将电源线固定夹转到左侧。

小心 :  为实现正确的安全性和性能，电源线必须为 10 A 的额定电流，并且符合运行本产品所在的国家的接地电气
标准。

正确：捕获线 错误：插座周围

小心:  出于安全原因，验证操作员是否可轻松够到电插座和插头，并且在必要时可快速断开它们。

注意 :  使用电力线调节器或不间断电源 (UPS) 可减少或减轻因供电波动导致的问题。验证任何电力定型设备的输出是否
与 W-6000 电源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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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电源

1. 确保您了解此过程和所有防范措施。

开始前，请阅读整个操作程序。确保您了解这些步骤中的所有防范措施，以及第 10 页上的防范措施。

2. 验证要拆卸的电源上的电源开关是否位于关闭 ( ) 位置。

3. 拔下要拆卸的电源。

如果使用电源线固定夹，则首先将其转到左侧，释放插头。然后拔下插头。

4. 卸下电源。

使用 2 号十字螺丝刀逆时针转动电源的外加固定螺丝，直至它们松动为止（不能将它们完全拧下）。抓紧
电源把手，仔细将该模块拉出机箱。

5. 盖上空插槽。

出于安全考虑，以及促进适当的冷却气流通过和防止灰尘进入机箱，使用空白盖板盖上任何未占用的插槽。

小心 :  许多维修应仅由已认证的服务技术人员进行。您应仅执行故障排除和简单维修，如在您的产品文件中所授权
的，或者如网上或电话服务与支持团队所指导的。您的保修不涉及因进行 Dell 未授权的维修而导致的损坏。请阅读
并遵守本产品附带的安全说明。

小心:  不要在电源开关位于打开 (|) 位置时插入或拆卸电源。首先验证电源开关是否为关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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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及合规性

联系支持

版权

版权所有 2011 Aruba Networks, Inc. AirWave®、Aruba Networks®、Aruba Mobility Management System®、及其它注册商标是
Aruba Networks, Inc. 的商标。Dell™、DELL™ 徽标及 PowerConnect™ 是 Dell Inc. 的商标。

版权所有 保留所有权利。本手册规格如有变动，恕不通知。

源于美国。本手册中出现的其它商标都是其各自公司的财产。

开放源代码

某些 Aruba 产品包含由第三方开发的开放源软件代码，包括需要获得 GNU 通用公共许可 (GPL)、GNU 宽通用公共许可 (LGPL) 或其
他开放源许可的软件代码。可在以下站点上找到所使用的开放源代码：

http://www.arubanetworks.com/open_source

法律声明

任何个人或公司，只要其使用 Aruba Networks, Inc. 交换平台和软件来端接其它厂商的 VPN 客户端装置，即表明该人或公司对此行为
承担全部责任，并会代表这些厂商，在 Aruba Networks, Inc. 万一遭受任何以及所有与版权侵犯有关的法律诉讼时，为其承担全部伤
害和损失赔偿。

注意 :  有关其他安全、合规及法规信息，请参见 Dell PowerConnect W-6000 安装指南。要下载最新技术产品文件，包括
用户指南、参考指南和安装指南，请访问 support.dell.com/manuals

网站支持

主网站 dell.com

支持网站 support.dell.com

Dell 文档 support.dell.com/man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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