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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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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3000VA 120/230 Vac

組件型
不斷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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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APC Smart-UPS 是組件型不斷電系統版，針對高可用性應用系統（例如資料中心與關鍵應用流
程）而設計，防止您的系統停電、電壓變低、突降與突波。此 UPS 能過濾掉市電線路上小的
電壓脈動，並且在發生大的電壓干擾時，通過從內部將市電線路斷開來避免影響您的設備。
此 UPS 用其內部的電池提供不間斷電源，直到市電線路恢復正常或電池完全放電為止。

1： 安裝
用戶手冊及安全指南可由用戶手冊光碟及 APC 網站 www.apc.com 上取得。

打開包裝
注意：安裝前請詳讀安全指示表。
到貨後，請對 UPS 進行檢查。如有損壞請通知運貨商或經銷商。
此包裝是可以回收的；請保管好以便下次使用或妥善處理。
檢查包裝內容：
!

UPS

!

傾槽

!

直立式改裝上板以及安裝穩定座

!

導軌套件

!

UPS 全套文件資料包括：
!

產品文檔、安全

!

和保證事項
!

串列及 USB 通信
電纜

只 230 V 型號：

Smart-UPS 用戶手冊光碟

!

®

PowerChute 光碟

!

兩組輸入電源線

!

網管卡光碟

!

四組輸出電源跳線

!

安裝硬體

將 UPS 安裝於指定環境
0-40°C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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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UPS 安裝於機架並連接電池
注意：按照導軌套件中的指示安裝導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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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背

直立式配置

#

$

取出電源處理模組時，請按下黑色開關
向右（請參考 UPS 標示的位置設計）。

%

&

注意： 將模組重新安裝之前，請將 UPS 安
放於最後使用位置。

' 將展示槽靠後扳，然後旋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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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背

2： 啟動
將設備連接到 UPS
後面崁板
1500 VA，120 V：

1500 VA，230 V：

3000 VA，120 V：

3000 VA，230 V：

注意：
•

請參閱網管卡說明文件。

•

與其他類型的設備相比，雷射印表電許多，因此可能會導致 UPS 過載。

將 UPS 連接到網路（如果適用）
網路接頭
序列埠

USB 埠

乙太網路埠

注意：
•

在與電腦介面埠連接時，應使用隨 APC 提供的電纜。本啐 S 無法相容於標準序列介面電
纜。不可同時使用序列及 USB 通訊埠。

•

如果您要使用選購的智慧插槽附件，請在安裝前先移除預先裝設的網管卡。

啟動 UPS
注意：UPS 接到市電電源後，就會自動啟動。
1.

僅將 UPS 插入兩相三線繞線接地的插座中。
輸入插頭：

1500VA 型號：120 V = NEMA 5-15P；230 V = 使用特定國家專用的 10 A，及 C14 輸出線
（不提供）。

3000VA 型號：120 V = NEMA L5-30P；230 V = 使用提供的線或特定國家專用的同質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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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幾小時的正常操作中，電池便會達到充飽狀態。不要指望此初始充電期間便可獲
得充足的運行時間。
2.

UPS 結束即時自我測試並亮起線上 LED 指示燈時，請檢查前置顯示面板的錯誤指示（請
參閱故障檢測）。

3.

120 V 型號：檢查場地佈線故障 LED 指示燈在後面崁板。如果 UPS 被插入一個不正確繞
線的電源插座時，該指示燈會點亮（參考故障檢測）。

4.

打開所有連接設備的電源開關。要選擇 UPS 作為主要的 on/off 開關，請確保所有連接的
設備都打開。

現在，設備已通電並在保護中。現在起可依需要來進行基本操作、用戶配置與軟體利用。

電池運作
如果供應市電電源中斷，UPS 將自動切換到電池運行。由電池供電時，UPS 每隔 30 秒鐘發出
4 聲短鳴的警報。按

按鈕可停止 UPS 警報。

如果供應電源沒有恢復，UPS 將繼續向連接的設備供電，直至電池完全放電爲止。
請參閱www.apc.com的電池運行時間圖表。
UPS 出現電池電壓過低的關機警告（預設值為兩分鐘）時，警鐘會持續嗶聲直到完全關機為
止。此時必須關閉連線設備，除非設備是由網路監控軟體所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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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操作
前置顯示面板

指示器

說明

線上作業

UPS 向連接的設備提供市電電力。

自動電壓調節器

UPS 可補償市電電壓過高或過低。

電池供電

UPS 向連接的設備提供電池電力。

過載

相接設備所需電量超過 UPS 能提供的電源。

旁通

連線負荷設備是直接由市電連線來供電，而非透過電源處理模組。此種錯
誤情況可能肇因於電源過載或模組內發生故障（請參閱故障檢測）。

更換電池／
電力中斷

電池斷開或必須更換。

特性

功能

關機

按下此按鈕關閉 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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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自我測試

功能
自動：開機時，UPS 執行自動化檢測，並且在以後每兩週自我測試一次
（預設裝置下）。在自我測試期間，UPS 短暫地使用電池來操作連接設
備。
人工：按住

立刻開機

按鈕並保持幾秒鐘以啓動自我測試。

在喪失市電電壓時提供電池電源至 UPS 及與其相連之設備（請參照故障檢

測）。按一下

此鈕 1 秒鐘後放鬆。UPS 將發出短暫嗶聲然後安靜下
來。再度按住並保持按鈕，但接近 3 秒鐘。此設備將發出持續的嗶聲。在
此嗶聲時放開按鈕。

市電電壓診斷

UPS 具有診斷功能，可顯示市電電壓。
UPS 將啓動自檢，這是此過程的一部分。該自我測試不影響電壓顯示。
按住

按鈕查看市電電壓條形圖。數秒鐘之後，這 5 個前面板右邊的

LED 指示燈電池充電

將顯示市電的輸入電壓。

參考左圖，讀出電壓（UPS 上未標明數值）。
指示燈所指示的電壓實際值介於指示數值和相鄰較高數值之間（參考故障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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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戶配置項目
注意：設定是透過隨附的 POWERCHUTE 軟體或
網路介面連線。詳細內容請參閱軟體輔助說明指南。

功能
自動自檢

原廠預設

用戶選項

說明

每 14 天
（336 小時）

每隔 14 天
（336 小時），
每隔 7 天
（168 小時），
僅在開機時，
無自我測試

本功能設定 UPS 執行自我測試的閒隔時
間。

UPS ID

UPS_IDEN

最多八個字元

此欄位可識別 UPS（即伺服器名稱或位
置），以便進行網路管理。

上次更換電池的日期

製造日期

月月/日日/年年

更換電池模組時請將此日期重定。

由關閉狀態返回前的
最小容量

0%

0%、15%、30%、45%
、60%、75%、90%

在由於低電壓的關閉後，電池將充電至
此指定的百分比，其後方可向連接設備
供電。

電壓敏感度

高

高，中，低

UPS 能夠檢測和反應到各種線路電壓失
常現象，並轉換為電池運行狀態，以保
護連接的設備。在電力品質差的地方，
UPS 通常會由頻繁轉為電池運行狀態。
如果連接的設備在電力質量差的地方可
以正常運行，則可以通過降低 UPS 的敏
感度來保存電池能量和使用期。

警報控制

啟用

啟用、靜音、禁用

用戶可以選擇目前警報靜音或讓所有警
報永久靜音。

關閉延遲

90 秒

90 秒、180 秒、270 秒
、360 秒、450 秒、540
秒、630 秒、0 秒

間隔時間的設定是在於，UPS 收到關機
指令時以及 UPS 關閉插座電源時，兩者
的時間差。

電池不足警訊

2 分鐘

2、5、8、11、14、17
、20、23 分鐘

當 UPS 使用電池供電時，若電池的剩餘
執行時間符合此設定，PowerChute 軟體
會自動進行無人關機。
更改低電池警訊時間，設定操作系統或
系統軟體所需之安全關機時間。

同步開機延遲

0秒

0 秒、60 秒、120 秒、
180 秒、240 秒、300
秒、360 秒、42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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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電恢復後，UPS 開機前將等待的設
定時間，這可避免支路過載等問題。

注意：設定是透過隨附的 POWERCHUTE 軟體或
網路介面連線。詳細內容請參閱軟體輔助說明指南。

功能
高轉換點

原廠預設
120 V：
127 VAC
230 V：
253 VAC

低轉換點

120 V：
106 VAC
230 V：
208VAC

用戶選項
120 V：
127、130、133、136
VAC

說明
如果市電電壓長期偏高，而連接設備已
被設定為高電壓負載工作，可將高轉換
點設高一些避免無謂的耗費電池。

230 V：
253、257、261、265
VAC
120 V：
106、103、100、97
VAC
230 V：
208、204、200、
196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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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電電壓長期偏低，而連接設備已
被設定為低電壓負載工作，可將低轉換
點設低一些避免無謂的耗費電池。

5： 儲放、維修、運輸和客服
儲放
將 UPS 置放於陰涼、乾燥處，使電池完全充電。
當溫度為攝氏 15 至+30°度（華氏+5 至+86°度）時，應每 6 個月對 UPS 充電一次。
當溫度為攝氏 15 至+45°度（華氏+86 至+113°度）時，應每 3 個月對 UPS 充電一次。

電池組之維護
電池的壽命取決於使用方法和環境。考慮每 3 年更換電池。
此 UPS 具有便於更換的可帶電插拔的電池。更換電池的過程很安全，無觸電危險。在更換過程中可以
保持 UPS 和連接的設備開啟。
注意：一旦電力中斷，停電時間設備將無法被保護。
請向經銷商或 APC 詢問關於更換電池的資訊（請參閱聯繫資訊）。
關於取出與更換電池的指示，請參閱 機架安裝 UPS 及連接電池。

更換電源處理模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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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出電源處理模組時，請按下黑色開關
向右（請參考下方標示的位置設計）。

*從步驟 4 返回步驟 1，安裝新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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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
1.

關掉並斷開與 UPS 連接的所有設備。

2.

關掉 UPS，並拔除 UPS 的市電供電插座斷開。

3.

斷開電池接頭。

請聯繫 APC 詢問關於運送的進一步指示並取得適當的包裝材料（請參閱聯繫資訊）。

客服
如果 UPS 需要檢修，不要將其送回經銷商。根據以下步驟處理：

1.

查明問題所在並參考故障檢測去排除一般問題。

2.

如果問題持續存在，請經由 APC 的網站與 APC 的客服中心聯絡，www.apc.com/support。

3.

)

請記錄 UPS 設備的型號、序號和購買日期。如果打電話給 APC 客服中心，則技術人員能會要求
您描述故障並試圖在電話中解決故障。如果問題不能在電話中解決，技術人員將安排設備的修
理或簽發給您一張「返回商品授權號碼」（RMA 號碼）。

)

UPS 設備在保修期內，可以免費修理，

將 UPS 裝入原包裝。如果不能，請參考www.apc.com/support詢問如何得到新包裝的訊息。
)

將 UPS 妥善包裝，以免在運輸中受損。不要使用發泡聚苯乙烯作為包裝材料。在運輸中的損壞
不予保修。

)

美國聯邦運輸署要求，在運輸 UPS 前須將電池斷開。電池模組可以放在 UPS 中。不須將其拆除
。

4.

在包裝外面註明 RMA 號碼。

5.

按照顧客服務部門提供的地址將設備寄回，郵寄時應保險並預付郵資。

聯絡資訊
美國顧客 - 請參考www.apc.com/support。
國際客戶 - 請參考www.apc.com，在國家欄內選擇正確的國家名，並選擇支援網頁頂端的標籤。

11

6： 故障檢測
使用下方圖表去解決 UPS 安裝和操作問題的小問題。請聯絡 IBM 協助處理複雜的 UPS 問
題。
問題和／或可能原因

解決辦法

UPS 不能開機
UPS 未接入交流電源。

檢查 UPS 通向市電的電源線是否均已連接妥當。

電池連接不當。

檢查電池連接器是否完全正常連接。

市電電壓過低或沒有。

使用檯燈測試與 UPS 相連的交流電源。如果燈非常暗，則應檢查市電
電壓。

UPS 不能關閉
插座已接電，但前置顯示面
板不發亮。

輕輕將黑色開關往左推，模組就會啟動。

黑色開關卡在 off（右邊）位
置。開關位在此位置時，會
停用電池模組運作，負荷設
備的供電則跳過電池模組。

UPS 偶爾發出警報
當使用電池能量時的 UPS 正
常操作嗶聲。

無。在偶爾不穩定市電環境下，UPS 正保護連接設備。

UPS 無法提供足夠的備援時間
由於最近曾經斷電或其壽命
將盡，導致 UPS 電池電力不
足。

對電池充電。當長時間斷電後電池充電，且當時常需要使用它或在高
溫操作時電力會很快耗盡。如果電池壽命將盡，考慮更換電池，即使
更換電池 LED 指示燈沒亮。

輸出電壓不符合預期
電池輸出電壓過低或過高。

檢查電壓選擇波段開關是否設好（請參閱安裝）。注意：為了要記錄

電壓選擇的修改，請關閉 UPS 然後再重開機。
線上電池輸出電壓過低或過
高。

輸出電壓進入電池之前，UPS 允許從輸入電壓篩選一部份範圍的輸出
電壓。如果此範圍對負荷設備而言太大，可以藉由軟體針對您的應用
系統來自訂上限與下限。

插座供電不完全
網路介面連線關閉一或多個
插座組（標記‘1’、
‘2’、‘3’）。

透過網路介面連線存取 UPS 控制面板，並檢查插座狀態。如果設定不
符合預期，請酌情更改並複查安全設定（密碼等）。

僅適用 3000 VA，120 V 型
號：一或多個插座組過載，

三個插座組分別由不同斷路器保護，有時候電壓會低於 UPS 的總限
制。如果其中之一發生跳脫，請減低插座組負荷及／或適當地分散負
荷，並重設斷路器。

斷路器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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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或可能原因

解決辦法

執行時間充足，但是電池電壓過低警告間隔時間卻太長
UPS 偵測到的電池比實際連
線數量少，且警告時間太長

使用 PowerChute 來配置 UPS，記錄已連線的外部電池套件數量（請參
閱用戶配置項目）。

電池電壓過低警告間隔時間
不必要，或比配置好的設定
還長。

使用 PowerChute 來配置 UPS，設定適當的電池電壓過低警告間隔時間
（請參閱用戶配置項目）。

電池列圖形的 LED 指示燈閃爍不明
在線上狀態或電池供電狀態
時，預期剩餘執行時間少於
設定好的電池電壓過低警告
間隔時間。

如果執行時間太短無法讓連線設備正常關機，則必須連接其他的電池
套件。
如果電池電壓過低警告間隔時間比正常關機所需時間還常，請使用
PowerChute 適當調整。

注意：LED 閃爍不明的指示
燈數表示連線電池的充電狀
態。
電池執行時間錶不準確，需
要重新校正。

使用 PowerChute 來設定 UPS，進行執行時間校正測試。

全部指示燈亮且 UPS 發出持續的嗶聲
UPS 內部錯誤。

請勿使用 UPS。請更換電池處理模組（請參閱儲存、維護、運送與客

服）。

前面板指示燈順序閃亮
UPS 藉由軟體或網路介面連
線在遠端關機。

無。市電恢復時，該 UPS 將自動重新啟動。

全部指示燈滅且 UPS 已插入到牆壁的插座上
UPS 被關閉，電池由於長時
間斷電而耗盡。

無當電力恢復，電池電量充足時，UPS 將恢復正常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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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或可能原因

解決辦法

過載指示燈已亮，UPS 發出持續的警報聲
UPS 過載連上 UPS 的設備需
要的 VA 超過 UPS 所能維持
的量。

連上的設備超出規定的「最大負載」。
在過載消除前，警報將會持續。斷開與 UPS 連接的非必要設備以消除
過載。
只要 UPS 在線且斷路器不脫跳﹐UPS 將持續供應電源﹔一旦市電中
斷﹐UPS 將不再由電池提供電力。如果 UPS 處於電池供電狀態時發生持續過載，機器會關掉，以防止可
能的損壞。
（請參閱最大電源與 VA 規格）

此情況持續數秒，停止，然
後每分鐘重複進行。

雷射印表機等設備需要定時在短時間內取得大量電源。舉例，雷射印
表機通常在數秒內擷取將近 1000 W 電源（各種印表機有所差異），
然後停止擷取電源，數秒後才重新擷取。UPS 則必須定時處理大量電
源擷取，而會暫時發生過載。如果 UPS 必須對雷射印表機供電，請確
認 UPS 是否符合雷射印表機的最大擷取電源。

更換電池 LED 指示燈亮
更換電池指示燈閃亮，且每

確保電池的接頭連接完好。

兩秒發出一次短鳴，顯示電
池連接斷開。
電池電力不足。

請讓電池充電 24 小時。然後，進行自我檢測。如果重新充電後還有問
題，則需要更換電池。

電池自檢失敗。

UPS 發出短鳴一分鐘後，更換電池指示燈亮。UPS 每五小時重複一次
警報。電池充電 24 小時後再進行自檢程式，以核實更換電池狀態。如
果電池通過自檢，警報即會停止，LED 指示燈會滅掉。

後面面板的佈線錯誤導致指示燈閃亮（僅 120 V 型號）
UPS 連接到市電供應電源繞
線不正確。

可偵測到的繞線錯誤包括：未接地、電源中相極位相反、及中相位線
回路過載。
請找專業資格電工來改正繞線。

輸入斷路器發生跳脫（僅適用 230 V 型號和 1500 VA，120 V 型號）
斷路器關閉

藉著拔掉設備插頭降低 UPS 負載。重新調整斷路器。

自動電壓調節器 LED 指示燈亮
系統電源電壓過低或過高的
持續時間太長。

請找合格的客服人員檢查電氣問題。如故障不能排除，請與市電公司
聯絡要求解決。

旁通 LED 指示燈亮
在開機期間，UPS 讓電源暫
時跳過電源處理模組。

正常。這是 UPS 在開機期間的正常動作。

UPS 因為內部錯誤而讓電源
跳過電源處理模組。

更換電源處理模組（請參閱儲存、維護、傳輸與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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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和／或可能原因

解決辦法

沒有市電
沒有市電而且 UPS 是關閉
的。

使用立刻開機功能從 UPS 電池提供能量給連接設備。
按一下

此鈕 1 秒鐘後放鬆。UPS 將發出短暫嗶聲然後安靜下來。

再度按住並保持按鈕，但接近 3 秒鐘。此設備將發出持續的嗶聲。
在此嗶聲時放開按鈕。如此，UPS 和連接設備會立即獲得電力。

雖然市電正常，UPS 卻由電池供電
僅適用 230 V 型號與

為了減少 UPS 負荷，請拔掉設備插頭，重設斷路器。

1500VA，120 V 型號：UPS
的輸入斷路器跳閘。
線路電壓過高、過低或電壓
不穩。

將 UPS 移到使用不同電路的插座，因為廉價的燃油發電機可能會擾亂
電壓。使用市電電壓指示燈測試輸入電壓（見操作）。如果電壓能被
連接的設備接受，則應降低 UPS 的敏感度。

電池充電和負載指示燈同時閃亮
UPS 內部溫度太高，超出安
全操作極限。

檢查室溫是否在規定的溫度範圍內。
檢查 UPS 的擺放是否允許足夠的通風。
按下電源處理模組正面的黑色開關往右。此動作會關閉電源處理模
組，讓 UPS 位於直通模式，同時確認溫度是否仍舊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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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理和保證事項
120 V 型號

依照 FCC 規則第 15 部分的規定，本設備經檢測符合資料裝置 A 級標準。該標準是為了確保
在商業環境中使用本設備時，提供合理保護以防止有害的干擾。本設備產生、使用並輻射無
線電波。如果不按指導手冊安裝和使用，對無線電通訊可能會產生有害干擾。在居住環境中
使用時，很有可能產生有害干擾；如果有害干擾發生，用戶必須自行改正。
為遵照 FCC 的 A 級要求，必須使用遮罩的信號電纜。

230 V 型號

這是 A 級的資訊產品。在居住的環境中使用時，可能會造成射頻干擾，在這種情況下，用戶
會被要求採取某些適當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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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擔保
APC（American Power Conversion）公司保證其產品在購買之日起的兩年內不會出現材料和工藝缺陷。在
本保證下，APC 的義務僅限於根據其單獨的意願，維修或更換任何此類有缺陷的產品。如果需要保修服
務，您必須擁有一個顧客服務部門簽發的「返回商品授權」（RMA 號碼）。您必須為寄回的商品預付
郵資，並隨產品附上所遇故障的簡要描述以及購買日期和地點的證明。因意外事故、疏忽或誤用而損壞
的設備或以任何方式改變和修改後的設備均不適用於本保證。本保證僅適用於在購買之日起 10 日內正
確註冊產品的最初購買者。
除了此處所提到的之外，APC 不做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包括對某種專門用途的適銷性的保證。有些
州並不允許就擔保予以限制或排除，因此，前述限制或排除約定可能不適用於購買者。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在任何情況下，APC 都不會對由使用本產品所造成的直接、間接、特殊、意外
或連帶損壞負責，即使事先知道可能造成這些損壞。具體而言，APC 不對任何費用負責，包括利潤或收
入的損失、設備的損失、設備使用的損失、軟體的損失、資料的損失、替代品的費用或第三方索賠等。

© 2004 American Power Conversion 公司對全部內容擁有版權。版權所有。未經許可，嚴禁複製
全部或部分內容。
APC、Smart-UPS 和 PowerChute 是 APC 公司的註冊商標。所有其他商標均屬其相應所有者之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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