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柜及机箱系统

应用：
在多租户和企业数据中心、计算机
室和网络设施中存储服务器

主要特点：

•国际米制占用空间
• 多种尺寸，精确符合场地要求
• 支撑内部挡板，控制前端从前至后
或从前至上的气流

•多种隔热、线缆和电源管理配件
•配置并安装配件后装运
•可调节安装导轨
•机架安装空间 (U) 带有标记和编号
• 6 滑轨或 4 滑轨柜架任选
• 561 种柜架尺寸
• 根据 NWIN 2416 要求获得 UL 认证

高度 (11)：
• 79.4" (2016 mm)，42U 至 96.9" 
(2460 mm)，52U，增量为 1U
高度含脚轮。

宽度 (3)：
• 23.6” (600 mm), 19” EIA
• 27.5” (700 mm), 19” EIA
• 31.5” (800 mm), 19” EIA

深度 (17)：
• 35.4" (900 mm) 至 51.2" (1300 mm)
增量为 0.98” (25 mm)，含柜门

设备承载能力：

• 3,000 lb (1360 kg)，6 滑轨静态
• 2,250 lb (1020 kg)，6 滑轨滚动

4 滑轨型号的负载更小。

构造：
•焊接和栓接，钢和铝

应用：
可安全运输重达 3000 lb (1360 kg) 的
预装设备至数据中心

主要特点：

•国际米制占用空间
•两种配置支持从前至后和从前至上
的气流

•使用抗震托盘运输，环保纸箱包装
•允许工厂集成商在交付至数据中心
之前安装设备和布线

•支持将设备快速部署到数据中心中
•可调节安装导轨
•机架安装空间 (U) 带有标记和编号
• 6 种柜架尺寸

高度 (3)：
• 82.5” (2096 mm), 42U
• 87.7” (2228 mm), 45U
• 91.2” (2316 mm), 47U
高度含脚轮。

宽度 (1)：
• 23.6” (600 mm), 19” EIA

深度 (2)：
• 46.1" (1172 mm) 或 51.0" (1297 mm)

设备承载能力：
•静态承载为 3,000 lb (1360 kg)
•动态承载为 3,000 lb (1360 kg)
•装运承载为 3,000 lb (1360 kg)

构造：
•焊接和栓接，钢和铝

应用：

在多租户和企业数据中心、计算机
室和网络设施中存储网络交换机

主要特点：

• 国际米制占用空间
• 多种尺寸，精确符合场地要求
• 专为高密度网络和存储交换机及布
线而设计的解决方案

• 柜架设计可为设备安装、散热、缆
线和电源管理配件提供最大的灵活
性

• 侧向气流交换机的通用解决方案，
可以完全隔开机柜中的冷热空气。

• 订购预配置型号，气流可从前面到
后面、前面到上面、侧面到后面或
侧面到上面

• 可调节安装导轨
• 机架安装空间 (U) 带有标记和编号
• 198 种柜架尺寸

高度 (11)：
• 78.1" (1984 mm)，42U 至 95.6" 
(2429 mm)，52U，增量为 1U
高度含脚轮。

宽度 (3)：
• 31.5” (800 mm), 19” EIA
• 40.0” (1016 mm), 19” EIA

深度 (9)：
• 43.3" (1100 mm) 至 51.2" (1300 mm)
增量为 0.98” (25 mm)，含柜门

设备承载能力：
• 2,500 lb (1134 kg)，水平调整脚上的
静态负载

构造：
•焊接和栓接，钢和铝

应用：
经济型通用机柜，适用于计算机室
和机房。

主要特点：

• 国际米制占用空间
• 可实现由前向后的空气对流
• 深度可调节的安装导轨
• 机架安装空间 (U) 带有标记和编号
• 4 种机架尺寸

高度 (1):
• 79.3” (2013 mm), 42U
高度含脚轮。

宽度 (2):
• 23.6” (600 mm), 19” EIA
• 31.5” (800 mm), 19” EIA

深度 (2):
• 40.3” (1024 mm)
• 48.4” (1229 mm)
深度含柜门。

机柜承重能力:
• 静态承载为 2315 lb (1050 kg)
• 滚动承载为 100 lb (45 kg)

构造, 材料:
• 焊接和栓接钢

应用：
适用于计算机机房和设备间的工业
标准机柜

主要特点：

• 国际米制占用空间
• 行业标准的尺寸匹配最流行的应用
•两种配置支持从前至后或从前至上
的气流

•选择使用抗震托盘运输的机型，安
装设备后重新装运

•可调节安装导轨
•机架安装空间 (U) 带有标记和编号
• 60 种柜架尺寸
•根据 NWIN 2416 要求获得 UL 认证

高度 (4)：
• 79.4" (2016 mm), 42U
• 84.6" (2149 mm), 45U
• 89.9" (2282 mm), 48U
• 96.9" (2460 mm), 52U
高度含脚轮。

宽度 (4)：
• 23.6” (600 mm), 19”EIA
• 27.6"  (700 mm), 19"EIA
• 29.5" (750 mm), 19"EIA
• 31.5” (800 mm), 19”EIA

深度 (5)：
• 35.4" (900 mm) • 47.3" (1200 mm)
• 43.3" (1100 mm) • 51.2" (1300 mm)
• 45.3" (1150 mm)
深度含柜门。

设备承载能力：

•静态承载为 3,000 lb (1360 kg)
•动态承载为 2,250 lb (1020 kg)
•装运承载为 2,000 lb (907.2 kg)

构造：
•焊接和栓接，钢和铝

应用：
可保护电信、网络、安全和楼宇自动
化设备，并组织您的机房通讯缆线系
统

主要特点：

• 深度可调节的安装导轨
• 选择钢化玻璃或网孔前门
• 网孔后门
• 锁定门和侧板可保护设备
• 包括运输脚轮和水平调整脚
• 机架安装空间 (U) 带有标记和编号
• 6 种机架尺寸

高度 (2)
• 80.0” (2032 mm)，42U
• 53.7” (1364 mm)，27U
高度含脚轮。

宽度 (2)：
• 23.5” (600 mm)，19”EIA
• 31.4” (800 mm)，19”EIA

深度 (3)：
• 23.6” (600 mm)
• 31.5” (800 mm)
• 39.4” (1000 mm)
深度含柜门.

机柜承重能力:
• 静态承载为 1500 lb (680 kg)
• 滚动承载为 100 lb (45 kg)

构造, 材料:
• 焊接和栓接钢

F 系列 TeraFrame® Gen 3 机柜 F 系列 TeraFrame® HD 机柜 N 系列 TeraFrame® Gen 3 机柜系统 GF 系列 GlobalFrame® Gen 2 机柜 GT 系列 GlobalFrame®机柜 DistributionFrame 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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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宽 (600 mm), 19”EIA, 冰川白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FF1N-113B-E42-B 84.6”高x23.6”宽x47.3”深, 45U 386

2149 mm x 600 mm x 1200 mm (175.1)
FF1U-113B-E42-B 84.6”高x23.6”宽x51.2”深, 45U 403

2149 mm x 600 mm x 1300 mm (182.8)
FF1U-111B-E52-B 84.6”高x23.6”宽x51.2”深, 45U 422

2149 mm x 600 mm x 1300 mm (191.4)
带垂直排风管,
20”-34”高 (508 mm – 863 mm)

FF1U-111C-E62-B 84.6”高x23.6”宽x51.2”深, 45U 432
2149 mm x 600 mm x 1300 mm (196.0)
带垂直排风管,
34”-60”高 (863 mm – 1523 mm)

FF1U-111C-E72-B 84.6”高x23.6”宽x51.2”深, 45U 432
2149 mm x 600 mm x 1300 mm (196.0)
带垂直排风管,
14”-20”高 (356 mm - 508 mm)

31.5” 宽 (800 mm), 19”EIA, 冰川白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FF3U-113B-E42-B 84.6”高x31.5”宽x51.2”深, 45U 440

2149 mm x 800 mm x 1300 mm (199.6)
包含垂直排风管的机柜也含有底板。亦提供黑色。

配件

垂直理线器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39120-E03 短销理线器，4" 深 (102 mm)， 22 (10)

适用于 45U x 23.6” 宽 (600 mm)
机柜

39112-E25 销式理线器，8.4" 深 (213 mm)，23 (10.4)
适用于 45U x 31.5” 宽 (800 mm) 
机柜

39124-E03 缆线捆扎托架，45U 机柜， 4 (1.8)
1.6" 宽(41 mm)

39087-E03 环式理线器，适用于 45U 14 (6.4)
x 23.6”宽 (600 mm) 机柜

39089-E03 环式理线器，适用于 45U 14 (6.4)
x 31.5” 宽 (800 mm) 机柜

39077-E00 前后理线器，适用于 31.5” 宽 6 (2.7)
(800 mm) 机柜

39221-E03 全高双电源条宽托架，适用于 11 (5.0)
45U 机柜，5.8” 宽 (147 mm)

数据中心散热管理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39085-E03 空气挡板，适用于 45U 11 (5.0)

x 23.6” 宽 (600 mm) 机柜
39132-E00 底板，适用于 23.6" 宽 23 (10.4)

(600 mm) 机柜
34537-E00 快速拆卸式盲板，1U 1  (0.5)
34538-E00 快速拆卸式盲板，2U 2 (0.9) 
将空气挡板与底板搭配使用。配备垂直排风管的机柜含有

底板。

设备安装硬件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12637-001 M6 锁紧螺母/螺丝 (25) 1 (0.5)

www.chatsworth.com.cn • techsupport@chatsworth.com • +86 21 6880-0266

23.6” 宽 (600 mm), 19”EIA, 黑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FHD-C1M-113B-C42 82.5”高x23.6”宽x46.1”深, 42U 482
2096 mm x 600 mm x 1172 mm (218.6)

FHD-C1U-113B-C42 82.5”高x23.6”宽x51.0”深, 42U 498
2096 mm x 600 mm x 1297 mm (225.9)

FHD-C1U-111B-C52 82.5”高x23.6”宽x51.0”深, 42U 508
2096 mm x 600 mm x 1297 mm (230.4)
带垂直排风管,
20”-34”高 (508 mm – 863 mm)

FHD-C1U-111B-C62 82.5”高x23.6”宽x51.0”深, 42U 525
2096 mm x 600 mm x 1297 mm (238.1)
带垂直排风管,
34”-60”高 (863 mm – 1523 mm)

配件

垂直理线器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16273-C02 缆线捆扎托架，适用于 12 (5.4)
42U 机柜，5” 宽 (125 mm)

数据中心散热管理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16278-C01 底板 19 (8.6)
16270-C02 空气挡板组件，适用于 12 (5.4)

42U x 23.6” 宽 (600 mm) 机柜
34537-000 快速拆卸式盲板，1U 1 (0.5)
34538-000 快速拆卸式盲板，2U 2 (0.9)

设备安装硬件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12637-001 M6 锁紧螺母/螺丝 (25) 1 (0.5)
12638-001 #10-32 锁紧螺母/螺丝 (25) 1 (0.5)
12639-001 #12-24 锁紧螺母/螺丝 (25) 1 (0.5)

安装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16280-C01 卸货跳板， 185 (83.9)

每个场地需要 1 个
16279-C01 螺栓旋紧组件， 14 (6.4)

每个机柜需要 1 个

31.6” 宽 (800 mm), 19”EIA, 黑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NF1N-113C-E42-1 83.4”高x31.5”宽x47.3”深, 45U 435

2117 mm x 800 mm x 1200 mm (197.3)
NF1U-113C-E42-1 83.4”高x31.5”宽x51.2”深, 45U 449

2117 mm x 800 mm x 1300 mm (203.7)
NF1U-114C-E52-1 83.4”高x31.5”宽x51.2”深, 45U 490

2117 mm x 800 mm x 1300 mm (222.3)
带垂直排风管,
20”-34”高 (508 mm – 863 mm)

NF1U-114C-E62-1 83.4”高x31.5”宽x51.2”深, 45UU 506
2117 mm x 800 mm x 1300 mm (229.5)
带垂直排风管,
34”-60”高 (863 mm – 1523 mm)

NF1U-114C-E72-1 83.4”高x31.5”宽x51.2”深, 45U 482
2117 mm x 800 mm x 1300 mm (218.6)
带垂直排风管,
14”-20”高 (356 mm – 508 mm)

40.0” 宽 (1016 mm), 19”EIA, 冰川白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NF5U-113C-E42-1 83.4”高x40.0”宽x51.2”深, 45U 528

2117 mm x 1016 mm x 1300 mm (239.5)
机柜包含针对交换机的侧进气导管。包含垂直排风管的
机柜也含有底板。亦提供黑色。

配件

垂直理线器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39128-E03 环式理线器，适用于 45U 14 (6.4)
x 31.5” 宽 (800 mm) 机柜

39129-E03 环式理线器，适用于 45U 14 (6.4)
x 40.0” 宽 (1016 mm) 机柜

39381-E03 缆线捆扎托架，45U 机柜， 21 (9.5)
9.8”宽 (250 mm)

39377-E01 伸缩式理线器，适用于 5 (2.3)
31.5” 宽 (800 mm) 机柜，
2.5” 高 x 2.6” 深 (64 mm x 173 mm)

39377-E02 伸缩式理线器，适用于 5 (2.3)
40.0” 宽 (1016 mm) 机柜，
3.3” 高 x 6.8” 深 (84 mm x 173 mm)

39327-E01 半径吊顶件，适用于 31.5” 宽 1 (.05)
(800 mm) 机柜，11”L (279 mm)

39221-E03 全高双电源条宽托架， 11 (5.0)
适用于 45U 机柜，5.8” 宽 (147 mm)

数据中心散热管理
部件号 描述 Wt.  lb (kg)

34537-E00 快速拆卸式盲板，1U 1 (0.5)
34538-E00 快速拆卸式盲板，2U 2 (0.9) 

设备安装硬件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12637-001 M6 锁紧螺母/螺丝 (25) 1 (0.5)

23.6” 宽 (600 mm), 19”EIA, 冰川白
部件号 描述 Wt.  lb (kg)

GF-1A520-EB 79.4”高x23.6”宽x47.3”深, 42U 336
2016mm x 600 mm x 1200 mm (152.4)

GF-1A420-EB 79.4”高x23.6”宽x51.2”深, 42U 358
2016mm x 600 mm x 1300mm (162.4)

GF-1A421-EB 79.4”高x23.6”宽x51.2”深, 42U 378
2016 mm x 600 mm x 1300 mm (171.5)
带垂直排风管,
20”-34”高 (508 mm – 863 mm)

GF-1A422-EB 79.4”高x23.6”宽x51.2”深, 42U 392
2016 mm x 600 mm x 1300 mm (177.8)
带垂直排风管,
34”-60”高 (863 mm – 1523 mm)

GF-1A422-EB 79.4”高x23.6”宽x51.2”深, 42U 392
2016 mm x 600 mm x 1300 mm (177.8)
带垂直排风管,
34”-60”高 (863 mm – 1523 mm)

31.5” 宽 (800 mm), 19”EIA, 冰川白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GF-1C220-EB 79.4”高x31.5”宽x43.3”深, 42U 383
2016 mm x 800 mm x 1100 mm (173.7)

GF-1C420-EB 79.4”高x31.5”宽x41.2”深, 42U 479
2016 mm x 800 mm x 1300 mm (217.3)

包含垂直排风管的机柜也含有底板。亦提供黑色。

配件

垂直理线器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39087-E00 环式理线器，4.5" 深 (114 mm)， 2 (0.9)
针对 42U x 23.6” 宽 (600 mm) 机柜

39089-E00 环式理线器，5.0" 深 (127 mm)， 6 (2.7)
适用于 42U x 31.5” 宽 (800 mm) 机柜

39124-E00 缆线捆扎托架，适用于 42U 机柜， 11 (5.0)
1.6" 宽(41 mm)

数据中心散热管理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39085-E00 空气挡板，42U x 23.6” 宽 (600 mm) 2 (0.9)
机柜

39080-E00 底板，23.6" 宽 (600 mm) 机柜 2 (0.9)
39133-001 设备导轨垫环套件，适用于 2 (0.9)

31.5" 宽 (800 mm) 机柜，8 个垫环，黑色
34537-E00 快速拆卸式盲板，1U 1 (0.5)
34538-E00 快速拆卸式盲板，2U 2 (0.9)
将空气挡板与底板搭配使用。配备垂直排风管的机柜含有
底板。

设备安装硬件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12637-001 M6 锁紧螺母/螺丝 (25) 1 (0.5)

CPI 的在线产品配置器是一种易于使用的机密工具，将引导您完
成创建自定义系统所需的步骤和选择。请在
www.chatsworth.com.cn/configurator查看产品配置器。

F 系列 TeraFrame® Gen 3 机柜 F 系列 TeraFrame® HD 机柜 N 系列 TeraFrame® Gen 3 机柜系统 GF 系列 GlobalFrame® Gen 2 机柜 GT 系列 GlobalFrame®机柜 DistributionFrame 机柜

23.6”宽 (600 mm), 19”EIA, 黑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GT-1A220 79.3”高 x 23.6”宽 x 40.3”深, 42U 272)
2013 mm x 600 mm x 1024 mm 123.4 kg

GT-1A420 79.3”高 x 23.6”宽 x 48.4”深, 42U 295)
2013 mm x 600 mm x 1229 mm 133.8 kg

31.5”宽 (800 mm), 19”EIA, 黑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GT-1C220 79.3”高 x 31.5”宽 x 40.3”深, 42U 315)
2013 mm x 800 mm x 1024 mm 142.9 kg

GT-1C420 79.3”高 x 31.5”宽 x 48.4”深, 42U 339)
2013 mm x 800 mm x 1229 mm 153.8 kg

配件
垂直理线器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25104-001 理线环组件, 5.0”深 (127 mm), 适用于 2
23.6”宽 (600 mm) 机柜, 8 套理线环 (0.9)

25106-002 理线环组件, 4.7”深 (119 mm), 适用于 3
31.5”宽 (800 mm ) 机柜, 8 套理线环 (1.4)

25106-001 理线环组件, 9.8”深 (249 mm), 适用于 6
31.5”宽 (800 mm) 机柜, 8 套理线环 (2.7)

25403-701 缆线捆扎板, 适用于 11
42U 机柜, 5”宽 (125 mm) (5.0)

25141-700 全高 PDU 缆线捆扎板, 适用于 11
42U 机柜, 5.2”宽 (132 mm) (5.0)

散热管理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25384-701 4 套缆线孔密封组件 3 (1.4)
25108-001 导轨用嵌入式垫环和栓塞组件, 2 (0.9)

适用于 31.5”宽 (800 mm) 机柜, 
14 个垫环

34537-000 快速拆卸式盲板, 1U 1 (0.5)
34538-000 快速拆卸式盲板, 2U 2 (0.9)

安装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25230-001 脚轮组件, 负载, 8 (3.6)
2250 lb (1020 kg)

25395-001 机柜级联组件 3 (1.4)
08009-001 单安装孔接地端子座 1 (0.5)

设备安装硬件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12637-001 锁紧螺母/螺丝 (25) 1 (0.5)
12638-001 #10-32 锁紧螺母/螺丝 (25) 1 (0.5)
12639-001 #12-24 锁紧螺母/螺丝 (25) 1 (0.5)

26.3”宽 (600 mm), 19”EIA, 黑, 带钢化玻璃前门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IDF-A6642-722 80.0”高 x 23.6”宽 x 23.6”深, 42U 187
2032 mm x 600 mm x 600 mm (84.8)

IDF-A6842-722 80.0”高 x 23.6”宽 x 31.5”深, 42U 210
2032 mm x 600 mm x 800 mm (95.3)

IDF-A6142-722 80.0”高 x 23.6”宽 x 39.4”深, 42U 228
2032 mm x 600 mm x 1000 mm (103.4)

31.5”宽 (800 mm), 19”EIA, 黑, 带钢化玻璃前门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IDF-A6842-722 80.0”高 x 31.5”宽 x 31.5”深, 42U 250
2032 mm x 800 mm x 800 mm (113.4)

IDF-A6142-722 80.0”高 x 31.5”宽 x 39.4”深, 42U 273
2032 mm x 800 mm x 1000 mm (123.8)

26.3”宽 (600 mm), 19”EIA, 黑, 带网孔金属前门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IDF-A6642-712 80.0”高 x 23.6”宽 x 23.6”深, 42U 175
2032 mm x 600 mm x 600 mm (79.4)

IDF-A6842-712 80.0”高 x 23.6”宽 x 31.5”深, 42U 198
2032 mm x 600 mm x 800 mm (89.8)

IDF-A6142-712 80.0”高 x 23.6”宽 x 39.4”深, 42U 218
2032 mm x 600 mm x 1000 mm (98.9)

31.5”宽 (800 mm), 19”EIA, 黑, 带网孔金属前门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IDF-A6842-712 80.0”高 x 31.5”宽 x 31.5”深, 42U 240
2032 mm x 800 mm x 800 mm (108.9)

IDF-A6142-712 80.0”高 x 31.5”宽 x 39.4”深, 42U 263
2032 mm x 800 mm x 1000 mm (119.3)

DistributionFrame 可提供钢化玻璃或网孔金属前门，并可
以完全组装或部分组装的形式购买

配件

垂直理线器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14068-701 理线环配件组件, 5.5”深 3 (1.4)
(140 mm) 适用于 31.5”宽
(800 mm) 机柜, 8 个理线环

25844-701 缆线捆扎板 8 (3.6)
for 42U 机柜, 5”宽 (130 mm)

数据中心散热管理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39133-001 设备导轨过线盒套件, 2 (0.9)
适用于 31.5”宽 (800 mm) 机柜, 
8 个理线环, 黑

25841-701 风扇组件，230 VAC， 10 (4.5)
适用于 42U 机柜

对 39.4 英寸深 (1000 mm) 的机柜使用两个风扇组件。

设备安装硬件
部件号 描述  重量 lb (kg)
25845-001 M6 锁紧螺母/螺丝 (25) 1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