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安装在机架上的配电装置  

安装支架

•

• 

• 

• 

支架型号包括

 
优势

 

 

 

 

 

 

力登支架主要用于简化力登配电产品固定到机架、IT机柜和其
他架构中的安装。可以与力登机架式PDU、在线计量仪表、转换
切换器、智能机架控制器和分支电路监控系统相兼容。支架可
以进行垂直或水平安装使用，提高了安装灵活性并解决了设备
方面的难题。

L或角安装支架以��度角连接两个部件，提供更一致的直角，
进行垂直或水平位置安装。

铰链式B型支架可以将两个部件以不同但可调节的角度/节
距组合在一起，进行垂直或水平位置安装。

垂直安装支架可制成平面、S形或U形模具，用以支持各种不
同的垂直位置安装。

特制的安装支架模压成型，用以解决特定的安装方案。

适用于机架、IT机柜和其他框架中。

支架型号可支持垂直和水平位置安装。

采用重型钢结构，确保了支架强度和耐
用性。

符合ROHS标准和材料的相关规定。

模压成各种形状，应对常见的安装和设
备问题。

多功能孔的设计，便于进行无工具按钮
安装以及螺钉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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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形或角形安装支架

250-70-0094-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扩展宽度L支架，带小尺寸
U形和加长U形
安装�U PDU孔。

250-80-0046-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L支架，圆形，小型
用于安装PDU的U形孔
面向内部或外部的端口。

251-01-0036-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x��毫米x��毫米

L形方支架，泪滴型，
圆形，小型U形孔
安装面向橱柜侧面�U PDU。

 
 
 

250-80-0021-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带锁孔的扩展宽度L支架
带小尺寸U形孔
并排安装两个�U PDU。

 

250-80-7758-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x ��毫米x ��毫米

带泪滴状的扩展宽度L形支架
和小尺寸的U形孔
并排安装两个PDU。

 

251-01-0039-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L形带圆孔支架，用于安装�U
PDU。

250-80-0040-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扩展宽度L形支架，带
安装�U PDU的圆形孔。

 

251-01-0034-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x ��毫米 x ��毫米

L型支架，圆形，小型
U形和加长U形小孔
安装�U PDU。 

251-01-0055-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L型支架，圆形，加长U形孔
用以安装�U PDU。  

常见型号  

 

常见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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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形或角形安装支架

251-01-0056-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L支架，带有小尺寸和
加长U形孔
安装�U PDU。

 
 

251-02-0011-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L型支架，圆形，小尺寸
U形和加长U形孔
用于延长PDU高度

251-01-0054-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铰链支架，带方形和
加长U形孔
安装单个PDU

 
 

251-01-0102-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L支架，带圆形和
小尺寸的U形孔
用以延长PDU的高度

 
 

251-01-0068-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带两个铰链接头的铰链支架和
泪滴状，小尺寸U形，延长
U形孔，用以安装单个PDU。

251-01-0104-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L型支架，圆形，加长
U形孔，用于安装
单个PDU。 

 

铰链安装支架

 

常见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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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型安装支架

250-75-0006-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扩展宽度S形垂直支架
带泪滴状和小尺寸U型孔
用于并排安装两个�U PDU。

251-01-0018-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S形垂直支架，带泪滴状、
小尺寸的U形孔，用以并排安装
两个�U PDU。

251-01-0026-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S形垂直支架
占用�U的EIA*安装空间
带泪滴状和小尺寸
U形孔。

 
 

 

250-80-0012-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x ��.�毫米

U形垂直并排支架
有圆形和泪滴状孔
并排安装两个�U PDU。

 

251-01-0021-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S形垂直支架
带泪滴状和小尺寸U形孔，
用于并排安装两个PDU。 

 
 

251-01-0028-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S形垂直支架，带小尺寸
U形和加长U形孔
用于安装带有端口的、
朝内或朝外的�U PDU。

250-80-0049-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扁平垂直支架，带泪滴状、
小尺寸U形孔
用以安装�U PDU。

 
 

251-01-0025-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x ��毫米 x ��毫米

占用�U的S形垂直支架
使用泪滴状和
小尺寸U形孔。

251-01-0029-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x ���毫米 x ��毫米

U形垂直并排支架
带有圆形和泪滴状孔，便于安装
两个并排�U PDU。

*Electronic Components Industry Association, EIA Standards Co毫米ittee 

 

 

 

常见型号 

常见型号 

常见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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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安装支架

定制款安装支架

251-01-0032-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U形垂直并排支架
带钥匙孔和圆孔用以并排安装
两个�U PDU。

251-01-0086-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特制扁平支架
带圆形和小尺寸
U形孔，用以
罗格朗Minkels系列
Vicon-M机柜的PDU安装。

 

扁平垂直支架  
(250-70-0007-00)

滑动支架  
(252-67-0029-00)

L形支架  
(250-70-0093-01)

纽扣安装*  
(250-80-0011-00)

251-01-0070-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S形垂直支架，带延长支架
U形和泪滴状孔用以
并排安装两个�U PDU。 

251-02-0023-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定制双柱支架
用以安装浅口机架转换
交换机。

A0026-000001-000-1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x �.�毫米x ��.�毫米

定制款支架
带圆形和小尺寸U形孔
用以罗格朗Nexpand机柜里的
PDU安装。 

 

 

A0026-000002-000-1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x �.�毫米x ��.�毫米

定制款支架
带圆形和小尺寸U形孔
用以罗格朗Nexpand机柜里的
PDU安装。

251-01-0092-00

尺寸（宽x深x高）：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扁平垂直并排支架
带圆形和加长
U形孔

 

安装支架套件
G2-RACK-FOR-ZU 
用于安装�U PDU的支架套件。

*纽扣支架是由高强度塑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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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垂直支架  
(250-70-0007-00)

滑动支架  
(250-70-0106-00)

L形支架  
(250-70-0093-01)

纽扣式安装*  
(250-80-0011-00)

安装支架套件
G3-RACK-FOR-ZU 
用于安装�U PDU的支架套件。

扁平垂直支架  
(250-70-0007-00)

纽扣式安装*  
(250-80-0011-00)

250-80-0123-00

PIN针支架  
(250-80-0009-00)

250-80-0125-00

滑动支架  
(250-80-0008-00)

250-70-3017-00

L形支架  
(250-70-0093-01)

250-70-3018-00

ZU机架  
用于安装DPX xxx和PX xxx �U PDU的支架套件。

机架套件-DPX-1U  
用于��英寸机柜中安装�U PDU的支架套件

机架套件PX-2U  
用于将�U PDU安装在��英寸机柜中的支架套件。

*纽扣支架是由高强度塑料制成。



零件号 类型 尺寸（宽x深x高）

250-70-0094-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0-80-0021-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0-80-0040-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0-80-0046-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0-80-7758-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34-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36-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39-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55-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56-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102-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104-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2-0011-00 L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54-00 铰链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68-00 铰链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0-75-0006-00 垂直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0-80-0012-00 垂直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0-80-0049-00 垂直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18-00 垂直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21-00 垂直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25-00 垂直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26-00 垂直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28-00 垂直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29-00 垂直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32-00 垂直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70-00 垂直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92-00 垂直型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1-0086-00 定制款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A0026-000001-000-1 定制款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A0026-000002-000-1 定制款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251-02-0023-00 定制款支架 ���毫米 x ��.�毫米 x ��.�毫米

G2-RACK-FOR-ZU 支架套件 包含各种不同组件

G3-RACK-FOR-ZU 支架套件 包含各种不同组件

RACK-FOR-ZU 支架套件 包含各种不同组件

RACK-KIT-DPX-1U 支架套件 包含各种不同组件

RACK-KIT-PX-2U 支架套件 包含各种不同组件

RACK-KIT-PX3TS-1U 支架套件 包含各种不同组件

包装说明：每个包装包括一（�）个安装支架，支架套件除外，套件会配有多款类型的支架。必要时安装支架会装配螺钉，但不包括笼形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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