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artRow™ 2
单排全封闭微模块



2

SmartRow™ 2 单排全封闭微模块

首发七载，聆听市场，历经迭代，再臻巅峰

SmartRow™ 2为SmartRow™家族最新成员，与前代产品相比，SmartRow™ 2在供配电、热管理、动环安防、人机界面、

外观呈现、线缆管理、安装交付等方面均有重大升级，将接过前代产品树立并保持的小型机房微模块应用标杆，为用

户提供更紧凑、更可靠、更安全、更便利、更美观的全新机房部署体验。

全封闭线槽
强弱电分层   •

300mm   •
600mm   •
800mm   •

全封闭机柜
环境监测   •
安防管理   •
气流管理   •
线缆管理   •
应急散热   •
智能照明   •
氛围灯   •

PDU   •

全封闭供配电柜

 •   UPS

 •   电池模块
 •   完整配电
 •   动环采集
 •   本地触屏
 •   消防单元
 •   应急散热
 •   智能照明
 •   氛围灯

全封闭空调柜

 •   行间空调
 •   封闭组件
 •   漏水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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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单机 /1+1/2N供电，符合 GB50174-2017中 C/B/A级机房要求

• 机柜等高立面水平送风，冷量均匀覆盖所有 U位，无热点隐患

• 全封闭结构，与环境解耦，防尘防潮防异物 • 每柜标配温湿度串，6路测点前后高低均匀分布，精细监测
微环境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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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Row™ 2 单排全封闭微模块

• 制冷范围宽广，按需柔性制冷，避免频繁启停，提高温控精度

• 行间近端送风 +冷热各自封闭，同时提高制冷能效和冷量利用率

• 业界最高双变换供电效率 =最低 PUE供电能效因子

节能



5

• 50kW制冷仅 1柜位，方寸之间气场恢弘 • 水平送风，无需架高地板，降低选址和预算要求

• 颗粒丰富，以极佳弹性匹配用户业务成长

• 既可通过WEB浏览器访问单套微模块，也可通过 Vertiv易睿管理器管理多达 256套微模块。协议预置，无缝兼容，即连即通，
不啻 1-DNA价值的最佳阐述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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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Row™ 2 单排全封闭微模块

• 人机界面与实物架构完全一致，支持现场傻瓜化配置，所见即所得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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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部三色氛围灯，系统状态一目了然；后部智能照明，门开灯亮，门关灯灭

• 移动运维，随时随地，摒弃焦虑，省心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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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Row™ 2 单排全封闭微模块

• 视频、布线工程产品化

• 可通过 Switch型智能 PDU远程重启宕机设备或在停电时关闭非关键设备以节约后备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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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型 PDU可设过压 /过流阈值，遇异常情况提前预警，
避免亡羊补牢

• 可选智能刷卡型门锁，增强微模块环境解耦能力，有效提升
安全性

• 可选内置消防单元，双路探测，自主喷放，最快消除系统内
部火情，对外部环境无影响

安全

• 维修旁路闭合前将触发 UPS关机信号，杜绝误操作导致的
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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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Row™ 2 单排全封闭微模块

• SmartRow™ 2各柜风格统一，尺寸齐整，长延时电池也可入驻共享最佳环境，延长资产寿命，消除颜值死角

• 不论机房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期扩容，不论机房正值生命周期的何时，采用多套各自独立但一脉相承的 SmartRow™ 2组合，
可使机房始终保持规整划一的 IT机柜阵列风格，展示科技之美。

美观

电池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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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供配电一体化柜

柜型 PMC14 PMC28

适配方案 ⒐拖⒒/4/5、2拖 5 2拖 6/7/8/9

UPS容量 20kVA/20kW 30kVA/27kW 
40kVA/36kW

UPS架构 单机 / 1+1 / 2N

智能电表 标配

防雷等级 GB/T17627.1-1998 L, N-PE: In, 20kA（C级）

空调支路 2路

IT支路 8路 16路

前后门 全封闭玻璃门，带微动开关

触摸屏 9 吋，微模块本地管理用

照明 前门三色灯，后门白光灯

环境监测 前后 *上中下，共 6个测点

应急散热 标配

尺寸 W600mm*H2000mm*D1400mm

重量（不含消防）
322kg（UPS单机，无电池） 
345kg（UPS双机，无电池）

373kg（UPS单机） 
445kg（UPS双机）

行间空调

制冷方式 风冷

额定制冷量 12.5kW 25kW

最大风量 3000m3/h 5000m3/h

前后门 全封闭钣金门

尺寸 W300mm*H2000mm*D1400mm

重量 245kg 290kg

内外连管 落差 -8m～ 30m，管长 ≤50m

机柜

前后门 全封闭玻璃门，带微动开关

照明 前门三色灯，后门白光灯

环境监测 前后 *上中下，共 6个测点

应急散热 标配

尺寸 W600mm*H2000mm*D1400mm W800mm*H2000mm*D1400mm

重量 150kg 180kg

PDU
普通型 额定 32A，C13*21+C19*3，0U

Meter型
额定 32A，C13*20+C19*4，0U 额定 32A，C13*18+C19*6，0U
带过载保护器和数字电流表；支持监测电压、电流，统计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电量；

支持过压 /过流预警

Switch型
额定 32A，C13*20+C19*4，0U 额定 32A，C13*18+C19*6，0U
除具备Meter型 PDU的所有功能外，还支持远程插座逐位通断控制、插座顺序延时启动

消防单元

组成 消防控制器、温烟双路 *2、七氟丙烷储罐、声光告警灯、干接点信号接口、后备电池

高度 6U

净重 30kg（≤4机柜适用） 33kg（5～ 8机柜适用）

While every precaution has been taken to ensure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herein, (business unit)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and disclaims all liability, for damages resulting from use of this information or for any errors or omissions.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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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谛技术（Vertiv）

维谛技术（Vertiv）致力于保障客户关键应用的持续运行、发挥最优性能、业务需求扩展, 并为此提供硬件、软件、分析和延展服务技术的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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