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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rPDU 作为数据中心供电链路“最后一公里”，为机柜内的 IT 设备分配电源。数据中心需求

千变万化，市场上 rPDU 产品千奇百怪，该如何从市场中选择符合自己要求的 rPDU 呢？ 

 

本文将用简单归纳选择 rPDU 几个特点，即能确保您选择的 rPDU 能够适应当今和未来数

据中心的要求。 

rPDU 主要特点 

步骤 选项 特点 

1 安装方式 

竖直安装（0U） 

不占用水平机架空间，输出端口数量一

般不少于 12 口；安装及更换相对不太方

便，与机柜后部空间大小有关 

水平安装（如 1U） 

占用水平机架空间，1U rPDU 输出端口

数量一般不多于 12 口；安装及更换相对

方便，与机柜后部空间大小无关 

2 输入功率 

2.2kw  单相电压 220V，电流 10A 

3.5kw 单相电压 220V，电流 16A 

7kw 单相电压 220V，电流 32A 

10.5kw 三相电压 380V，电流 16A 

21kw 三相电压 220V，电流 32A 

3 输入规格 

C14(10A)  

不同大小的电流的线缆粗细程度不一样 C20(16A)  

裸线(10A、16A、32A) 



IEC60309(10A、16A、32A) 

4 输出端口 

类型（GB/IEC） GB 口与 IEC 口均有 10A、16A 之分 

数量 取决于机柜内设备数量 

防脱 输出端口防脱功能，可防止线缆掉落 

5 机身规格 

材质(铝合金、钣金件) 

铝合金较轻、方便施工及运输 

钣金件较重，不易被损坏 

颜色 不同外壳颜色可用于区分 AB 路 

尺寸（长度、宽度、高度） 

尺寸决定 rPDU 安装方式，并与机柜空

间大小有关 

6 防护功能 

过载保护（断路器） 

使用保险丝、保险管、空气开关断路器、

液磁断路器等器件实现 

防浪涌及防雷 使用特定防雷器实现防雷功能 

7 管理表头 

显示屏 本地显示用电信息及 rPDU 其他信息 

本地调试口 本地调试用 

远程通信口 远程管理端口 

传感器口、等 可监测机柜内微环境信息 

外围接口 可接外部设备 

8 智能功能 

测量功能（整条测量、端口测量） 可测量机柜级及设备级的电气参数 

开关功能（端口开关） 可远程实现对 IT 设备的开、关 



2. 安装类型 

根据您要安装的位置，rPDU 可以水平或垂直安装。水平安装在机架内部（占用水平机架空

间，1U rPDU 输出端口数量一般不多于 12 口；安装及更换方便，与机柜后部空间大小无

关）是一种选择。另一种选择是将 rPDU 垂直安装在机柜的背面或侧面（不占用水平机架空

间，输出端口数量一般不少于 12 口；安装及更换不方便，与机柜后部空间大小有关）。您经

常会在数据中心机柜的左侧看到一个垂直安装的 rPDU，在数据中心机柜的右侧看到一个

（尽管 rPDU 可以根据喜好安装在任一侧）。 

 

rPDU 输入电源线从机柜的底部或顶部伸出。 

 

水平安装示意图 



 

竖直安装示意图 

3. 输入功率 

rPDU 额定输入功率取决于输入电流、输入电压。不同功率其对应的电流电压关系如下： 

功率与电压、电流对应表 

序号 单/三相 电压 电流 功率 

1 单相 220v 10A 2.2kw 

2 单相 220v 16A 3.5kw 

3 单相 220v 32A 7.0kw 

4 三相 380v 16A 10.5kw 

5 三相 380v 32A 21.0kw 

 

电流决定了使用电缆的粗细程度，也就是线缆的横截面积。可以通过下表查询不同额定电流

所需要的线缆横截面积： 



电流大小与线缆横截面积对应表 

序号 电器附件额定电流（A） 标称横截面积（mm2） 

1 额定电流≤10 1 

2 10<额定电流≤16 1.5 

3 16<额定电流≤32 2.5 

4 25<额定电流≤32 4 

5 额定电流>32 按照 GB/T 16895.15 的规定 

4. 输入规格 

您经常会在 rPDU 上看到 IEC60309 航空接头。航空接头很流行，可以确保电气连接并防止

意外断开。除此之外，也可以经常看见 C14、C20、裸线等规格的输入规格。 

rPDU 输入规格表 

序号 规格 外形 

最大负载 

电流（交流） 

rPDU 供电设备 

匹配插座外形 

1 C14 

 

10A 

 

2 C20 

 

16A 

 

3 

IEC60309 2P ＋ PE 

16A 

 

16A 

 

4 

IEC60309 2P ＋ N + 

PE 32A 

32A 



5 

IEC60309 3P＋N+ PE 

16A 

 

16A 

 

6 

IEC60309 3P ＋ PE 

32A 

32A 

7 裸线 

 

10A 、 16A 或

32A 

L 线（红色） 

N 线（蓝色） 

PE（黄绿色） 

8 裸线 

 

16A 或 32A 

A 相线（黄色） 

B 相线（绿色） 

C 相线（红色） 

N 线（蓝色） 

PE（黄绿色） 

注： 

◼ IEC60309 2P＋PE 16A 和 IEC60309 2P＋PE 32A 插头和对应插座外观如图片所示，尺寸

不同 

◼ IEC60309 3P＋N + PE 16A 和 IEC60309 3P + N + PE 32A 插头和对应插座外观如图片

所示，尺寸不同 

 

由以上表格可知，单相和三相输入接线线缆有较大的差别： 

1） 单相 rPDU 输入线缆有三根接线线缆（零线一根、火线一根、地线一根）； 

2） 三相 rPDU 输入线缆内有五根接线线缆（零线一根、火线三根、地线一根） 

 



由于单相和三相输入线缆相差较大，因此不同机柜功率使用不同的规格的 rPDU 时输入接

线线缆数量相差较大： 

序

号 

机柜功率 rPDU 选项 

电压 电流 

单 rPDU 

功率 

rPDU 

数量 

输入接线线 

缆（根） 

1 功率≤2.2kw 单相 220v 10A 2.2kw 2 根 6 根 

2 2.2kw<功率≤3.5kw 

单相 220v 10A 2.2kw 4 根 12 根 

单相 220v 16A 3.5kw 2 根 6 根 

3 3.5 kw <功率≤7kw 

单相 220v 16A 3.5kw 4 根 12 根 

单相 220v 32A 7kw 2 根 6 根 

4 7kw <功率≤10.5kw 

单相 220v 32A 7kw 4 根 12 根 

三相 220v 16A 10.5kw 2 根 10 根 

5 10.5kw <功率≤14kw 

单相 220v 32A 7kw 4 根 12 根 

三相 220v 16A 10.5kw 4 根 20 根 

三相 220v 32A 21kw 2 根 10 根 

6 14kw <功率≤21kw 

单相 220v 32A 7kw 6 根 18 根 

三相 380v 32A 21kw 2 根 10 根 

 

由此可以看出，三相 rPDU 在高功率应用场景下具有更少的接线线缆、占用更少机柜空间的

特点。因此，建议在单机柜功率较高的情况下，建议使用三相输入。 



5. 输出端口 

5.1 数量 

您需要的插座数量不应仅仅基于现在要插入的设备数量，还应考虑到将来机架的增长。 

一般来说 1U 水平安装的 rPDU 端口数基本上不会超过 10-12 口，而垂直安装的 rPDU 往

往会为每个单元提供更多的插座。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三相 rPDU 实现三相平衡。因此 rPDU 的插座数量通常每相都是平衡

的。因此在选择三相 rPDU 时，则优先考虑 24、30 和 42 位数插座 rPDU，因为插座数量

可以被 3 整除。 

 

5.2 类型 

确定机架中的设备上使用的插头类型也很重要。目前国内常用的输出端口电流为 10A、16A

两种，接口类型有国标、IEC 接口等。 

rPDU 输出插座规格 

序号 规格 外形 最大负载电流（交流） 

1 国标 10A 

 

10A 

2 国标 16A 16A 

2 IEC C13 
 

10A 

3 IEC C19 
 

16A 

注：国标 10A 和国标 16A 插座外观如图片所示，尺寸不同 

5.3 防脱 

rPDU 输出端口防脱也是个趋势，可有效降低 IT 设备电源线缆掉落的风险。目前业界端口



防脱主要有以下几种： 

rPDU 端口防脱表 

序号 方式 外形 优点 

1 

插座外部卡扣，插入 IT 设

备电源线缆即可 

 

无需更换 IT 设备电源线 

2 

插座外部卡扣，插入 IT 设

备电源线缆后回拨卡扣 

 

无需更换 IT 设备电源线 

3 

插座外部卡扣，插入 IT 设

备电源线缆后回拨卡扣 

 

无需更换 IT 设备电源线 

4 插座内放入夹片 

 

无需更换 IT 设备电源线 

5 

插座内部卡扣，通过锁 IT

电源线地线实现 

 

无需更换 IT 设备电源线 

6 

插座内部卡扣，插入 IT 设

备电源线缆即可 

 

需更换 IT 设备电源线 



6. 机身规格 

业内 rPDU 机身外壳基本有铝合金、钣金件两种，二者均能满足国家要求。一般来说，主要

关注机身以下几点细微参数： 

rPDU 机身外壳材质表 

序号 参数 作用 

1 长度、宽度、高度 取决于机柜后部空间 

2 是否支持机身彩色 彩色机身可区分 AB 路 

7. 防护功能 

防护功能主要包括过载保护、防浪涌及防雷保护等三方面。 

7.1 过载保护 

输入端电路保护（保险丝、保险管或断路器）与电流大小相关。根据 CE 规定：要求单相 32A 

rPDU、三相 16A rPDU、三相 32A rPDU 必须配备过载保护器，以防止发生短路时造成伤

害。 

 

目前市场常见的过载保护主要有保险丝、保险管、空气开关、液磁断路器等。其主要优劣势

如下： 

不同类型过载保护器对比表 

序号 过载保护器 优势 劣势 

1 保险丝 可更换 需要手动更换 

2 保险管 可更换 需要手动更换 

3 空气开关 可手动复位 受温度影响，并且体积较

大 



4 液磁断路器 可手动复位，可靠不受温度影响，

并且体积较小 

成本相对较高 

 

7.2 防浪涌及防雷保护 

 

rPDU 内的“防雷”装置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浪涌保护器”。电涌保护器（Surge 

protection Device）是电子设备雷电防护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装置，过去常称为“避雷器”

或“过电压保护器”英文简写为 SPD.电涌保护器的作用是把窜入电力线、信号传输线的瞬

时过电压限制在设备或系统所能承受的电压范围内，或将强大的雷电流泄流入地，保护被保

护的设备或系统不受冲击而损坏。 

 

一般情况下，数据中心、机房及楼宇供电链中，上级均带有防雷保护。因此，建议在上级供

电没有防雷保护的情况下考虑 rPDU 增加防雷保护功能,并且 rPDU 防雷保护只要满足

YD/T 944-2007 中 5.2.1 防雷分级 M 级(冲击电流 In(8/20)≥)的规定即可。 

电源设备交流端口冲击测试电流分类规定表 

冲击电流 电源设备交流端口 

H 型（高） M 型（高） L 型（低） 

In(8/20us) ≥20KA ≥15KA ≥5KA 

8. 管理表头 

一般常见的 rPDU 管理表头基本含有：显示屏、本地调试口、远程通信口、传感器口、外围

接口等。 

rPDU 表头接口及功能表 

序号 模块 常见名称 描述 



作用 优势 劣势 

1 显示屏 LED 数码管 显示电流、

电压、IP 等

信息 

寿命长、简单

易维护 

单屏幕显示

内容较少 

LCD 屏幕 可更换，单屏

幕显示内容较

多 

寿命较短 

LED 屏幕 可更换，单屏

幕显示内容较

多 

成本相对较

高 

2 本地调试口 Console 口 本地调试 简单易用  

串口 

3 远程通信口 RS485 一般用于

MODBUS

等电气协议

接入管理及

级联网络 

简单易用、成

本较低 

传输速率较

慢、级联数

较少，级联

容错能力差 

网口 一般用于 IP

网络接入管

理及级联网

络 

简单易用、传

输速率快，级

联数较多，级

联容错能力强 

需要交换机

端口 

4 传感器口 传感器接入口 外界接温湿

度等传感器 

简单安装，方

便监测机柜内

 



微环境 

5 外围按钮及

接口 

重启按钮 重启表头 简单易用  

恢复出厂按钮 将表头恢复

出厂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  

功能键 功能按键 前、中、后按

键 

 

USB 口 可给外设设

备充电或扩

充表头内存 

简单易用  

9. 智能功能 

9.1 测量功能 

目前市场上 rPDU 可支持整条级（或支路级）、端口级功耗、功率(实际功率\视在功率)、功

率因数、电压(实时\最小\最大\峰值)、电流(实时\最小\最大\峰值)等参数的测量，甚至可以

支持温湿度等环境信息的测量。 

测量功能及应用场景表 

序号 测量参数 主要作用 应用场景 

1 功耗 可得知 rPDU 及 IT 设备消耗了多

少电 

需要获取机柜级、设备级设备功

耗 

2 功率 功率越高，说明设备负载越多。功

率过高，则容易引起宕机或过载。 

◼ 机柜功率容量管理，可快速

判断还能放置多少台设备 

◼ 了解每台设备运行实际功耗

范围，为将来电力扩容提供



数据依据 

◼ 及时发现机柜内低性能/高

能耗的老旧 IT 设备，便于

调整下线或虚拟化改造，并

提供数据依据 

◼ 及时发现机柜内 热点(高能

耗/发热大），便于进行部署

位置优化（靠近空调出风口

或出风口温度） 

3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越低不但降低了供电设

备的有效输出，而且加大了供电

设备及线路中的损耗。 

快速查找： 

◼ 供电模块有潜在风险的设备 

◼ 电源使用效率低的设备 

4 电压 可判断电压是否稳定、满足 IT 设

备要求 

判断上级电源是否可靠稳定 

5 电流 功率大小主要取决于电流，电流

大，设备负载高，线缆容易老化，

产生热量较大，容易引起局部热

量过于集中导致设备宕机 

◼ 快速查找机柜/设备引起故

障的原因 

◼ 为机柜容量过载提供及时告

警信息 

6 温湿度 可获取机柜内温湿度信息 可简单快速获取机柜内微环境信

息 

9.2 开关功能 

在数据中心管理工作中，以下常见的场景可以通过 rPDU 端口开关功能实现： 



端口开关功能及应用场景表 

序号 场景 应用场景 

1 宕机修复 70%的 IT 设备故障为软故障，可通过对 IT 设备断电冷启动恢复工作 

2 定期开机 

大部分服务器/PC 可通过 BIOS 设定来电自启动（或端口 Power 

Cycle），即使处于关机状态 

通过 rPDU 管理平台的端口批量操作，实现服务器群关群开实现节能 

（0:00 软关机 / 0:30 端口关 / 6:30 端口开） 

3 授权加电 

机柜内 rPDU 的未用端口日常均处于断电状态，避免未经授权的 IT

设备通过 rPDU 取电发生短路/过载的风险 

4 顺序上电 

机柜内 rPDU 加电时，可逐个端口间隔顺序上电，避免大电流冲击 

可由用户定义每个输出端口的数据，例如 rPDU 加电时，先对数据库

服务器加电，5 分钟后在对中间件服务器加电，避免数据库不可用导

致报错。 

5 批量关机 

部分特殊企业/部门，如电视台、广电、国安等，在遭受网络/卫星信

号攻击或晚上接割时，为以防万一需要快速切断网络/服务器等核心

IT 设备供电，减少攻击造成的损失 

除此之外，rPDU 端口开关功能都是由继电器实现的，但不同的继电器特性及功能差异较大，

也决定了 rPDU 功耗、rPDU 端口开关特性。 

不同类型继电器特性表 

 单态常开型继电器 单态常闭型继电器 双稳态继电器 



继 电 器 结 构 示

意图 

   

自然状态 触点常开 触点常闭 支持开/闭两种自然状态 

开/闭的切换控

制方式 

电磁器通电，吸合触点实

现闭合 

电磁器通电,吸断触点实

现断开 

控制电路脉冲触发开/闭

切换 

rPDU 加电瞬间 无大电流冲击 可能存在大电流冲击 无大电流冲击 

rPDU 静态功耗 

所有加电插座均需提供

吸合电流，PDU 静态功

耗较大（30-40w） 

所有断电输出插座需提

供吸合电流，PDU 静态

功耗较小（20-30w） 

无需为插座电磁铁提供吸

合电流，PDU 静态功耗极

低（5w） 

rPDU 控制模块

故 障 或 控 制 电

路断电 

继电器触点恢复断开的

自然状态，各插座无法供

电 

各继电器触点恢复闭合

自然状态，各插座可正

常供电 

各继电器触点保持故障/

断 电 前 的 的 原 始 自 然 状

态，因此原来加电插座可

正常供电 

10. 快速选型查询 

为了更加清晰、更加快速选型 rPDU，可按照下方表格内容选择 rPDU: 

步骤 面临场景 建议选择 

1 安装方式 

机柜内设备数量≤10 台 水平安装（1U） 

机柜内设备数量> 10 台 竖直安装（0U） 

2 输入功率 

机柜功率总额≤2.2kw 单相电压 220V，电流 10A 

2.2kw <机柜功率总额≤3.5kw 单相电压 220V，电流 16A 

3.5kw <机柜功率总额≤7kw 单相电压 220V，电流 32A 



7kw <机柜功率总额≤10.5kw 三相电压 380V，电流 16A 

10.5kw <机柜功率总额≤14kw 三相电压 220V，电流 32A 

14kw <机柜功率总额≤21kw 三相电压 220V，电流 32A 

3 输入规格 

机柜功率总额≤2.2kw C14(10A) 或裸线 

2.2kw <机柜功率总额≤3.5kw C20(16A)、IEC60309 或裸线  

7kw <机柜功率总额≤10.5kw 

IEC60309 或裸线 10.5kw <机柜功率总额≤14kw 

14kw <机柜功率总额≤21kw 

4 输出端口 

机柜内设备种类多 按实际使用设备数量选择 10A/16A 端口数量 

需要现场维护 选择防脱功能，防止线缆掉落 

5 机身规格 

现场需要区分 AB 路供电 不同外壳颜色可用于区分 AB 路 

现场机柜规格有差异 可现场工勘机柜后部长度、宽度、高度 

6 防护功能 

使用单相 10A rPDU 过载保护为可选项 

使用单相 16A rPDU 过载保护为可选项 

使用单相 32A rPDU 必须选择过载保护 

使用三相 16A rPDU 必须选择过载保护 

使用三相 32A rPDU 必须选择过载保护 

防浪涌及防雷 若上级供电无放浪涌防雷，则必须选择带防浪

涌功能 

7 管理表头 

需要本地巡检，抄表 选择带显示屏的表头 

需要远程管理 选择带本地调试口、远程通信口、传感器口、

外围接口等功能的表头 



8 智能功能 

获取机柜级的耗电信息 选择整条级测量功能 

获取 IT 设备级的耗电信息 选择端口级测量功能 

需要远程对 IT 设备开/关及供电

授权 

选择端口开关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