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源安装说明书

1. 请移除旧电源

1.1. 从墙上的插座和电源背后移除
AC电源线。

1.2. 移除所有DC连接线。

1.3. 拧开四颗螺丝钉。

1.4.  移除旧电源。

开机检测器
10-pin 接口
18-pin 接口

2. 在安装前请先测试您电源 

2.1. 将AC电源线插入电源。确保AC电源线直
接连接墙壁插座。建议您使用高质量防浪涌
插座保护电源和您的设备。

3. 电源安装

3.1. 下置式电源安装方式（电源安装在机箱底部）

3.2. 一体机、SFX或者ITX主机。

通常情况下，建议您安装电源时将通风口朝向主板。由
于存在不同种类的机箱布局，请查阅机箱使用说明书
获取更多信息。

警告！重要安全信息！
•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拆开电源装置。其内部有高电压会导致危险。当产品被拆开后，
质保将失效。

• 请不要将任何物体插入风扇网罩、栅格或电源的通风口。
• 请不要将任何物体放在电源的风扇或通风口前，这会阻碍电源风扇散热气流。
• 仅可使用海韵电源包装提供的原装模组线。
• 请将电源放置于干燥的环境中，远离潮湿的环境。
• 电源仅适用于安装到电脑主机内部，非外接或室外使用。

2.2. 将主板模组线的18-pin和10-pin接头连
接到电源上标示M/B的接口处。

2.3. 如果您的电源带有风扇温控开关，请按
下开关将其调至普通模式（风扇保持转动）。

开关弹起开启混合温控(Hybrid)模式，风扇在无风
扇模式下，不会转动。

2.4. 连接开机检测器和主板的24-pin接头。
24-pin接头请直接插入检测器上的凹口内。

2.5. 将电源AC插口旁边的 I/O开关打到 I ，
启动电源。

如果风扇开始转动，表示电源正常运转。

在混合模式下
建议安装电源时将通风口朝上，也就是
面向主板的方向放置，确保自然散热。

无风扇电源
把电源安装至电脑机箱时，请确保通风
口朝上。

在普通模式下

尽管安装方向是可选的，但是在机箱底部
没有通风孔的情况下，不建议将电源风扇
朝下安装。

请参考机箱的使用说明书，了解您的机箱的散
热风道设计。

2. 在安装前请先测试您电源 

在安装前请先测试您的电源，建议您使用包装内的开机检测器测试电源。

测试方式: 
请扫描下列二微码，观看视频教程，或至官网 https://seasonic.com/zhs/faq 了解更多测试
方式。

开机检测器使用方式：
风扇控制设置决定了电源的最佳位置



3. 电源安装

3.3. 上置式电源安装方式（电源安装在机箱顶部）

建议您在安装电源时将通风口朝下。

请确认主板接口的18Pin和
10Pin两个接口妥善连接电源

4. 安装您的电源

4. 安装您的电源

4.1. 拧紧全部四个螺丝钉。

4.2. 确保电源开关处于关闭状态。

4.4. 连接所有必须的系统模组线（主板，CPU，
显卡，硬盘以及光驱等）。确保接头插好。

注意！只能使用海韵提供的原装线！若您需要
其他额外线材，请与我们联系。 

混合模式：
请保持开关弹起

普通模式：
请按下开关

4.5. 将AC电线连接到电源上。将交流电线
插入墙上的插座内。

4.6. 将电源AC插口旁边的 I/O开关打到 I，
启动电源。

主板线

CPU 和 PCIe 线 (8-pin)

周边设备线 (6-pin)4.3. 选择风扇温控开关温控类型，如果您
的电源带有此选项。

4. 安装您的电源

高端显卡通常有2或者3个PCIe电源接口，请使用二到三根单独的PCIe线去连接显
卡和您的电源。

推荐 标准

如果您希望将电源通风口朝上安装，请确认电
源和机箱之间有最少5cm的散热空间。

微信关注海韵 微博关注海韵

联系我们： cn.support@seasonic.com
注意!标示PSU端接口请连接电源

Bilibili关注海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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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

I. 包装内容物
 � 电源供应器
 � 模组化线材包
 � 使用手册
 � 电源线
 � 配件包

II. 注意事项！重要安全须知 
 � 电源供应器内有危险电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请勿自行打开电源供应器。 一旦拆封或封条

毁损，本公司将不予以保固。
 � 为了您的安全，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请勿将任何物件插入电源供应器的风扇孔或散热孔内。
 � 请勿将任何物件阻挡在电源供应器的风扇孔或散热孔前，以免阻碍风流，影响散热。
 � 本产品仅能搭配海韵所提供的模组化线材。
 � 本电源供应器应放至於适当(乾燥)环境，避免潮湿。
 � 本电源供应器需搭配电脑系统使用，不宜作为其他用途或在室外环境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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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拆除旧电源 
1. 请先研读第二章节：注意事项！重要安全须知
2. 请先确认系统已经关机。电源“I/O”开关切到“O” (关闭)位置，并拔除连接市电的电源

线。
3. 打开电脑机壳。(详细资讯请参阅电脑机壳的使用手册。)
4. 请小心地将各式电源接头自主机板及其他周边设备拔除。
5. 将电源供应器锁在机壳内的螺丝自电脑机壳的背版松开。
6. 小心地将旧电源从电脑系统中取出。

IV. 安装新电源 
1. 请将新购买的海韵电源置换到您的电脑机壳内，并用螺丝包内的螺丝将电源供应器锁在电脑

机壳内，请不要锁太紧，以免滑牙。
a. 有风扇电源：请将电源体带通风孔的一面朝向主机板的位置。(视电脑机壳的类型而定，

电源体带风通风孔的一面可能朝上或朝下。)
b. 无风扇电源：海韵电子建议您将电源体通风口面朝上。若有必要，电源反侧亦附有额外

的螺丝孔，让您朝下安装电源。
2. 连接主机板:

a. 海韵的电源接头有防呆设计，切勿勉强插接，并确认各电源接头都能安全地插入正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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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线材包内24/20-Pin线材与电源供应器连接的接头，插接至电源供应器背板上的对应插
槽内。

c. 将24/20-Pin主输出接头的另一端连接至主机板上的对应插槽。
d. 根据不同主机板的需求，有时需将24/20-Pin主输出接头中的4-Pin移除，使之成为20-

Pin接头以支援主机版。
e. 依据需求，连结+ 12 V 4-Pin连接头或(及)EPS + 12 V连接头。
f. 若您的系统支援双组EPS + 12 V，请将第二组CPU线材的8-Pin接头那一端与电源供应器

对应的8-Pin插槽连接，再将另一端的8-Pin接头连接於主机板的适当位置。
3. 连接周边零件 :

a. 将周边线材插接至电源供应器背板上对应的插槽，再将周边线材的另一端差接至正确的
周边零件。

b. 海韵的电源接头有防呆设计，切勿勉强插接。
c. 确认各电源接头都能安全地插入正确位置。

4. 依照机壳说明书的指示盖上电脑机壳。
5. 插接包装盒内所附的电源线，并将电源供应器上的“I/O”开关切换至“I”(开启)的位置。
6. 恭喜您成功安装海韵电子的PRIME电源供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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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故障排除 
若您的电源供应器无法正常运作，在进行维修检测前，请先依照下列步骤进行检查。
1. 请先检查电源线是否确实与电源供应器及市电插座正确插接。
2. 确认市电供电正常。
3. 确认电源供应器上的“I/O”开关切换至“I” (开启)的位置。
4. 检查所有与主机板及其他周边设备上的电源接头是否有误插或漏接的情形。
5. 必要时可重复切换“I/O”电源开关数次，每次动作至少需间隔半秒以确认电源供应器确实重

新启动。
6. 若您的电源供应器仍无法正常运作，请造访海韵电子官方网站www.seasonic.com取得更多

技术支援。

附注 
 � 电源供应器仅能依据主机板及相关零组件的需求被动运作与供电。
 � 若主机板故障，则电源供应器将无法运作。
 � 若某一周边设备故障，则电源供应器将无法对其供电。
 � 本产品符合最新ErP 2013的标准。为确保正常的系统运作，请务必将主机板BIOS更新至最

新版本，并依照ErP 2013的指示设定您的BIOS。(在休眠与正常模式下请开启所有Energy 
Savings功能并关闭永远开启音效。)若您有任何疑问，请参考主机板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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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保固条款 
针对产品做工或材料上的缺陷，海韵电子提供不可转让之保固服务。保固期间自购买当天起算。
对於符合以下条件，并在保固期限内的产品，海韵电子保留维修或更换良品的权利：
 � 消费者必须将产品寄送至原购买商店，并自行负担邮资。
 � 产品没有在超过规范的使用下遭误用。
 � 产品非因天灾或外力而损坏，这里所指的天灾或外力，包括但不限於雷击丶水灾与火灾。
 � 产品的外壳没有被开启，保固贴纸保持完好，外观保持完整。

更多保固资讯，请参考海韵电子官方网站www.seasonic.com/rma。

备注 
 � 保固条件会因不同地区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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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免责声明
海韵电子已善尽职责提供正确讯息，因此我们将不对消费者在移除旧电源或者组装新电源时因错
误或疏失造成零组件或者电源供应器本体的损坏承担责任。我们将不对非因电源供应器本身造成
的损坏承担责任。

欲取得更多资讯，请参考海韵电子官方网站www.seaso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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