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指南
ZoneFlex 室內 AP 配件

室內

SKU

相容產品
•
•
•
•
•
•
•
•

ZoneFlex R720
ZoneFlex R710
ZoneFlex R700*
ZoneFlex R600*
ZoneFlex R610*
ZoneFlex R500*
ZoneFlex R510*
ZoneFlex R310

902-0100-0000

•

說明

套件內容

適用於室內 AP 的多用途安裝托架，可安裝於堅硬牆
面、天花板、桿體或桁架。支援 ZoneFlex R710 的掛
鎖安全措施。

(1) 金屬片安裝托架
(2) 6 號木螺絲和固定錨

ZoneFlex R700

適用於 7982 的多用途安裝托架，可安裝於堅硬牆
面、天花板、出線盒、桿體或桁架。支援物理性安全
措施，可使用鎖頭或六角螺絲帽。

(1) 配件安裝托架，可選購安全性配件
(1) 六角螺絲帽
(4) 木螺絲
(2) 管夾

902-0108-0000

•
•
•

ZoneFlex R500
ZoneFlex R510
ZoneFlex R600

適用於 7352 及 7372 等機型的多用途安裝托架，
可安裝於堅硬牆面、天花板、電線插座箱、桿體或
桁架。支援物理性安全措施，可使用鎖頭或六角螺
絲帽。

(1)
(1)
(4)
(1)

902-0119-0000

•

ZoneFlex H500

可用來將 ZoneFlex H500 牆面交換器 AP 安裝至無牆
面接線箱可安裝的位置。請注意，標準的牆面接線箱
安裝作業不需使用此托架。

(1) 塑膠托架
(2) 六角螺絲帽

902-0126-000

•

ZoneFlex H510

選用托架，可用來將 ZoneFlex H510 牆面交換器 AP
安裝至無接線箱可安裝的位置。

1) 塑膠托架
2) 六角螺絲帽*

902-0124-0000

•

ZoneFlex C110

選用托架，可用來將 ZoneFlex C110 牆板 AP 安裝至無
接線箱可安裝的位置。

1) 塑膠托架
2) 六角螺絲帽*

902-0123-0000

•

ZoneFlex R710

適用於 ZoneFlex R710 的平裝框隔音天花板托架。
僅適用於平裝框 - 不適用於標準 (嵌入框) 隔音天花板。

(1) 安裝托架
(2) 安裝指南

902-0118-0000

•

ZoneFlex R300

適用於 R300 Access Point 的安全安裝托架。
可搭配使用者自備的綁帶安裝於堅硬牆面或天花板，
或桿體/桁架。支援物理性安全措施，可使用六角螺
絲帽或十字螺絲。

(1) 安全安裝托架
(2) 8 號螺絲與牆面固定錨
(1) 4 號六角螺絲帽，支援物理性安全措施
(1) 4 號十字螺絲帽，支援物理性安全措施

902-0120-0000

* 適用於 AP，但不支援掛鎖安全措施

配件安裝托架，可選購安全性配件
六角螺絲帽
木螺絲
管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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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指南
ZoneFlex 室外 AP 配件

室外

SKU

902-0182-0003

902-0101-0000

902-0125-0000

相容產品

•
•
•
•

•
•

•
•
•
•

ZoneFlex T300
ZoneFlex T301s
ZoneFlex T301n
ZoneFlex T300e

光纖節點
ZoneFlex 7781CM

ZoneFlex T610
ZoneFlex T610s
ZoneFlex T710
ZoneFlex T710s

說明

套件內容

室外 AP 安裝托架(耐候化鋁材)，方位角與仰角調整範
圍均為 180 度。使用內含的安裝五金零件時，可安裝於
堅硬牆面或天花板上，以及直徑 1 吋至 4 吋的垂直或水
平桿體。可搭配使用者自備的夾子安裝於直徑超過 4 吋
的桿體。

(1) 安裝托架：耐候化鋁材
(1) 懸吊支架：耐候化鋁材
(1) 延長架：耐候化鋁材
(2) M8 六角螺栓，附彈簧鎖及墊圈
(4) SAE32 鋼夾，2.5 吋
(4) M4 x 12 公釐機械螺絲，附彈簧鎖及墊圈
(4) 0.25-28 x 0.625 吋機械螺絲，附彈簧鎖及墊圈

適用於高架導線束的室外產品安裝托架。具有罩板，
可保護安裝的產品不致受到日光直接照射及掉落碎片
擊傷，同時亦可保護外接天線支架。

(1) 導線束托架：鍍鋁
(2) 導線夾
(4) 0.25-20 電鍍鋼質螺栓+六角螺帽+平墊片+彈簧墊圈
(1) 墊塊
(8) 0.25-28 不銹鋼螺栓+平墊片+彈簧墊圈
(4) M4 不銹鋼螺栓+平墊片+彈簧墊圈

適用於 ZoneFlex T610/T610s、T710/T710s 的安裝套件

(1) 安裝托架硬體套件
(1) U 形連接托架
(1) 牆面安裝托架
(1) AP 托架
(2) 連接托架
(1) 安全纜線套件
(1) 快速安裝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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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指南
電氣配件

電氣

SKU

相容產品

902-0162-XX00

•
•
•
•
•
•
•
•
•
•
•
•
•
•
•
•
•

ZoneFlex R720
ZoneFlex R710
ZoneFlex R310
ZoneFlex H500
ZoneFlex H510
ZoneFlex R700
ZoneFlex R600
ZoneFlex R610
ZoneFlex R500
ZoneFlex R510
ZoneFlex R300
ZoneFlex T300
ZoneFlex T301s
ZoneFlex T301n
ZoneFlex T300e
ZoneFlex T610
ZoneFlex T610s

902-1169-xx00

•
•
•
•
•

ZoneFlex R610
ZoneFlex R700
ZoneFlex R710
ZoneFlex R720
ZoneDirector 1200

說明

套件內容

當地電源整流器 (10/100/1000Mbps)

(10入1) PoE 模組 (10/100/1000Mbps)
•
LAN 連接埠：RJ-45插孔
•
PoE 連接埠：RJ-45 插孔，24 瓦 PoE
•
AC 輸入：100-240 VAC ~ 50/60 Hz)
(10入1) AC 纜線 (長 2 英尺/0.6 公尺)

當地電源整流器。

(1) 依各國規格不同的電源線，IEC，6 英尺
(1) 電源整流器
•
輸入：100-240VAC ~ 50/60Hz 0.6A
•
輸出：12VDC 2.0A
•
AC 插頭：依各國規格不同
•
DC 插頭：直角，2.5 x 5.5 x 10 公釐(內徑 x 外徑 x 長)母端，
正極位於中心
•
DC 纜線，長 1.5 公尺

當地電源整流器。

(1) 依各國規格不同的電源線，IEC，6 英尺
(1) 電源整流器
•
輸入：100-240VAC ~ 50/60Hz 0.8A
•
輸出：48VDC 0.68A
•
DC 插頭：0.7 x 2.35 x 13 公釐(內徑x外徑x長)母端，正極位於中心
•
DC 纜線，長 1.5 公尺

902-0170-XX00

•
•

ZoneFlex H500
ZoneFlex H510

902-0173-XX00

•
•
•
•
•

ZoneFlex R310
ZoneFlex R300
ZoneFlex R500
ZoneFlex R510
ZoneFlex R600

當地電源整流器。

(1) 依各國規格不同的電源整流器，直角插頭
• 輸入：100-240VAC ~ 50/60Hz 0.4A
• 輸出：12VDC 1.0A
• AC 插頭：依各國規格不同
• DC 插頭：直角，2.1 x 5.5 x 9.5 公釐 (內徑 x 外徑 x 長)
• 母端，正極位於中心
• DC 纜線，長 1.8 公尺

902-0174-XX00

•
•

ZoneDirector 5000
SmartCell Gateway 200

適用於 ZD5000 及 SCG 200 的當
地 IEC 電源線，1 入，MOQ 10。

(1) 依各國規格不同的電源線，IEC，6 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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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指南
電氣配件

電氣

SKU

相容產品

說明

套件內容

902-0180-XX00

•
•
•
•

ZoneFlex T610
ZoneFlex T610s
ZoneFlex T710
ZoneFlex T710s

乙太網路供電 (PoE) 整流器，適用
於具備 10/100/1000-BaseT PoE
輸入的產品。適用於室內。最高支
援60W電源

(1) 依各國規格不同的電源線，IEC，6 英尺
(1) PoE模組(10/100/1000Mbps)
•
輸入：100-240VAC ~ 50/60Hz 1.0A
•
輸出：48VDC 1250mA (60W)
•
數據埠：RJ-45 插孔
•
PoE/數據埠：RJ-45 插孔
•
尺寸：123 x 61 x 40 公釐

902-0183-0000

•
•
•
•
•
•
•

ZoneFlex T300
ZoneFlex T300e
ZoneFlex T301n
ZoneFlex T301s
ZoneFlex T710
ZoneFlex T710s
ZoneFlex 7781CM

備用電纜接頭，能夠為室外 AP 的
RJ-45 連接埠遮風防雨。

(1) 耐候化電纜接頭

902-0185-0000

•
•

ZoneFlex T710
ZoneFlex T710s

適用於 7762-AC 的備用耐候化 AC
連接器；內含 4 針 AC 連接器。

(1) 4 針母端纜線連接器
•
緊鬆鉤，附有夾環
•
與直徑 6-12.5 公釐的纜線相容

套件，備用，AC 電源供應器，
SZ-300 (搭配 902-1174-xx00
電源線)

(1)
(1)
(1)
(1)
(1)
(1)

電源供應器，AC PSU 模組，1400 瓦
手冊，快速安裝指南，AC 電源供應器，SZ 300
標籤，POD，包裝盒/袋 (1.25 英吋 x 2.25 英吋)
包裝，箱子，電源供應器，1 組 (385 x 151 x 118 公釐)
包裝，泡棉內襯，正面 (145 x 105 x 110 公釐)
包裝，泡棉內襯，背面 (145 x 90 x 110 公釐)

套件，備用，DC 電源供應器，
SZ-300

(1)
(1)
(1)
(1)
(1)
(1)

電源供應器，DC PSU 模組，1200 瓦
手冊，快速安裝指南，DC 電源供應器，SZ 300
標籤，POD，包裝盒/袋 (1.25 英吋 x 2.25 英吋)
包裝，箱子，電源供應器，1 組 (385 x 151 x 118 公釐)
包裝，泡棉內襯，正面 (145 x 105 x 110 公釐)
包裝，泡棉內襯，背面 (145 x 90 x 110 公釐)

套件，備用，DC 電纜線，
SZ-300

(1)
(1)
(1)
(1)
(1)

纜線，DC 電源供應器
手冊，快速安裝指南，DC 電源線配件
標籤，POD，包裝盒/袋 (1.25 英吋 x 2.25 英吋)
包裝，袋子，TBD x TBD 公釐，0.05 公釐厚 LDPE，透明
包裝，箱子，備用 (外徑 TBD x TBD x TBD 公釐)

902-S310-AC00

902-S301-DC00

902-S302-DC00

•

•

•

SmartZone 300

SmartZone 300

SmartZone-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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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指南
電氣配件

電氣

SKU

相容產品

說明

套件內容
(1) 風扇，6 組
(1) 手冊，快速安裝指南，風扇組件 (SZ 300)
(1) 標籤，POD，包裝盒/袋 (1.25 英吋 x 2.25 英吋)
(1) 包裝，箱子，風扇組件 (146 x 96 x 144 公釐)

902-S320-0000

•

SmartZone-300

套件，備用，風扇組件，SZ-300
(6 組風扇)

902-S330-0000

•

SmartZone-300

套件，備用，滑軌機架安裝套
件，SZ-300

(1) 套件，滑軌
(1) 快速安裝指南，SmartZone 300 機架安裝套件

902-S340-0000

•

SmartZone-300

套件，備用，主控台纜線
(RJ45 轉 USB)

(1) 纜線，主控台，USB RS232-RJ45，6 英尺長
(1) 手冊，快速安裝指南，主控台纜線 (SZ 300)
(1) 標籤，POD，包裝盒/袋 (1.25 英吋 x 2.25 英吋)
(1) 包裝，袋子，170 x 240 公釐，0.04 公釐厚，LDPE，透明

套件，備用 (FRU)，硬碟，
SZ-300

(1) 硬碟，1.2TB，10K RPM，64MB 快取 2.5 SAS 6Gb/s，2.5 吋內接
(1) 磁碟托盤，2.5 HDD
(4) 螺絲，M3 x 4 公釐長，x 5.2 公釐直徑，鎳鐵：4 個
(1) 手冊，快速安裝指南，硬碟，SZ 300
(1) 標籤，POD，包裝盒/袋 (1.25 英吋 x 2.25 英吋)
(1) 包裝，袋子，PE，TBD x TBD x TBD 公釐，ESD
(1) 包裝，箱子，HDD，1 組 (196 x 141 x 84 公釐)

902-S350-0000

•

SmartZone-300

902-S351-0000

•

SmartZone-300

套件，備用 (FRU)，固態硬碟
64GB，SZ-300

(1) 儲存模組，SQFlash，64GB SATA III (6.0Gbps)，2.5 SSD
(4) 螺絲，M3 x 4 公釐長，x 5.2 公釐直徑，鎳鐵：4 個
(1) 磁碟托盤，2.5 HDD
(1) 手冊，快速安裝指南，固態硬碟，SZ 300
(1) 標籤，POD，包裝盒/袋 (1.25 英吋 x 2.25 英吋)
(1) 包裝，袋子，PE，TBD x TBD x TBD 公釐，ESD
(1) 包裝，箱子，HDD，1 組 (196 x 141 x 84 公釐)

902-0190-0001

•

SmartZone-300

套件，備用，乙太網路 1G/10G
SFP+ SR 收發器模組

(1)
(1)
(1)
(1)

乙太網路 SFP+ SR 光收發器模組，1G/10G
手冊，快速安裝指南，10GBASE-SR SFP+ 光收發器模組，(SZ 300)
標籤，POD，包裝盒/袋 (1.25 英吋 x 2.25 英吋)
包裝，箱子，外箱 (272 x 140 x 109 公釐) [收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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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指南
光纖配件

光纖

SKU

相容產品

說明

套件內容

902-0202-0000

•
•

ZoneFlex T710
ZoneFlex T710s

完整光纖節點套件(1000Base-LX)。

(1) EPON 棒，可插式 SFP
(1) 跳接線(單模、單芯)，SC/PC，203 公釐

902-0203-0000

•
•

ZoneFlex T710
ZoneFlex T710s

適用於光纖節點的 1000Base-LX 套件。

(1) 可插式 SFP 收發兩用器：1000Base-LX
(1) 跳接線(單模，雙芯)，LC-LC，203 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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