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M/KWH PDU 
數位排插 

每一插座輸出電流監視 
Per outlet current monitoring 

瓦時監視 

Total kWh monitoring 

輸出控制 

Per outlet control 

 

 

 

User Manual 

使用手冊 
  



安全須知 

為了避免使用 PDU 時的潛在問題： 

 如果建築物具有三相交流電源，請確保服務器和顯示器處於

同一相位。 為了獲得最佳效果，他們應該在同一迴路上。 

 為避免潛在的致命的電擊危險和設備的可能損壞，在服務器

和監視器上測試交流電源插座是否正確極性和接地。 

 

安全規範 

請閱讀以下所有安全準則，以保護您和您的 PDU。 

警示:  PDU 的所有出口都為高電壓輸出。 應採取必要的預防措

施。 

警示: 請勿用任何物體伸入 PDU 的孔洞。 否則可能會導致內部

部件短路而導致火災或觸電。 

警示: 即使其中一個斷路器被驅動，也可能出現任何電源插座或

其接線的或中性線的嚴重電擊。 

警示: PDU 僅供室內使用。 

警示: 為了保護 PDU 免受電力波動，請使用突波抑制器，線路調

節器或不間斷電源。 

警示: 請確保 PDU 上的電纜沒有任何東西位置，並且它不在位於

可能踩踏或跳過的位置。 



警示:  請勿將食物或液體潑灑在 PDU 上。 如果 PDU 變濕，請立即

斷開電源。 

警示:  將 PDU 遠離熱源。 

 

機架安裝考慮 

工作環境溫度升高：如果 PDU 安裝在封閉或多單元機架組件中，

則機架環境的工作環境溫度可能大於室內環境溫度。因此，應考

慮在與製造商的最高額定環境溫度兼容的環境中安裝設備。 

減少空氣流量：將設備安裝在機架中應使設備安全運行所需的空

氣流量不受影響。 

電路過載：應考慮設備與供電電路的連接以及電路過載對過流保

護和電源接線可能產生的影響。 

可靠的接地：應保持機架式設備的可靠接地。 

應特別注意供電連接，而不是直接連接到分支電路，如延長線。  



特徵與功能 
採用全新的網路介面，具備多項功能，滿足客戶對於機房電力管

理的要求。Cloud PDU 可以説明管理員輕鬆監視所有用電狀況。 
可監視每一個插座的用電量，並且控制其開關。可隨時監視所有

設備用電量，保護機房的用電安全。 
另外附加數位排插管理軟體，可管理大量數位排插，有效提高企

業用電的效率及安全。 

 

 

 

功能 描述 

Ethernet RJ45 乙太網路埠 

聲音警示  1. 警示（Warning）- 約每秒鳴叫一次。 

2. 過載（Overload）- 約每秒鳴響三次。 

注意: 當電流值回復，低於警示或過載設定值 0.5 
AMP 時，蜂鳴音才會改變狀態. 

Function 鍵  壓住按鍵,聽到 1 響蜂鳴聲後放開，顯示器會依序

顯示多迴路排插的電流與溫濕度值。 

 壓住按鍵,聽到 2 響蜂鳴聲後放開，可由顯示器讀

出目前網路位置 IP Address。 

 壓住按鍵,聽到 6 響蜂鳴聲後放開，可將網路系統



重置，回復到出廠設定值。 

Meter 由功能鍵切換,顯示電流或網址。  

ID 多迴路排插的各迴路指示燈. 

LED Indicator SSL (yellow): 燈亮表示網頁經由加密保護傳輸資

訊。 

DHCP (Green): 燈亮表示排插網址以動態方式取

得。 

PDU (Green):  
亮表示該插座有提供電力輸出。 

Status (Red):  
燈亮表示該迴路系統發生問題。 

ENV1/ENV2 透過 RJ11 連結選購的溫濕度器 

Circuit Breaker 可復歸式過載斷路保護. 

 
功能 

 內建網頁伺服器提供遠端系統管理排插 
 七段顯示器可顯示電流，網址與溫濕度數值 
 10/100 Base-T 乙太網路埠 
 IPv4 and IPv6 支援 
 SNMP (v1,v2c,v3) 支援 
 Telnet, SSHv2 支援 
 Radius 認證 
 多群組帳戶管理系統。並提供三層式許可權管理 
 事件警示，可透過郵件，TRAP，SYSLOG，與警示音 
 加密式網頁管理 TLS1.0, 1.1, 1.2 
 網址過濾管理 
 可儲存多達 5000 筆電力與事件資料 



 提供遠端更新韌體機制 
 排插正常運作訊息自動發送 
 可自行定義重置按鍵功能 
 攝氏與華氏溫度單位切換 
 支援系統設置的輸出與輸入 

電力管理 
 精密型真均方根電流錶. 
 提供電流，頻率，功率因數，實功，視在功與千瓦小

時資訊 
 遠端個別輸出插座控制 
 遠端個別輸出插座電流監視 
 提供警示值自行設定功能. 
 自行定義順序上電時間 
 自行定義排程式控制制輸出 
 複電時，輸出狀態設定  
 設備對 PING 功能無回應的輸出自動控制設定 
 依據事件設定插座關關動作 
 超載斷路保護 
 免費提供集中管理軟體 

 

 
  



開始使用 

智能型數位排插的標準包裝，包含： 

• 智能型數位排插 

• 機架掛耳 

• 安裝與說明光碟，內容包含： 

1. 使用手冊. 
2. PDU Software. 
3. MIB  



機架安裝方式 

 

硬體 

安裝掛耳. 

水平: 

 

垂直 1 



 

垂直 2 

 

  



網頁介面:  

鍵入 PDU 網址後，系統會先要求輸入名稱與密碼. 

出廠設定名稱為 snmp，密碼是 1234. 

 

登入網頁後，可先至 Configuration 功能下方的 System 頁面，修改

語言顯示 

 



網頁功能說明 

一般狀態 Information 

概觀 Overview 
電力資訊顯示: 迴路電流，瓦時與溫濕度資訊 
事件資訊顯示 
插座狀態顯示: 插座狀態代號說明如下: 

S: 表示插座排程控制功能已啟動. 
P: 表示插座 PING 功能已啟動 
E: 表示插座的事件反應控制功能已啟動 

 

電源 Power 
顯示 PDU 所有電力資訊 

 

系統 System 
顯示系統資訊 

 

事件紀錄 Event Log 
可以記錄最多 5000 筆事件 

 

資料紀錄 Data Log 
PDU 可以記錄最多 5000 筆事件 

  
  



管理 Management 

手動控制 Control 
手動控制輸出 

 

排程控制 Schedule 
預設時間開關輸出 

 

PING 設定 Ping Action 
PING 某 IT 設備，若設備無回應，則開關輸出 

 

事件設定 Event Action 
當電流，溫濕度超過警戒值時，可設定 PDU 開關指定輸出。可

傳送 SNMP TRAP。. 

 

裝置 Device 
PDU 迴路，插座命名: 插座名稱最多 36 個字元 

輸出延遲時間設定: 最長 9999 秒 
輸出控制權限設定: 三種模式 
重開前狀態:   PDU 重新上電後，維持斷電前狀態    
開啟:    PDU 重新上電後，開啟輸出 

關閉:    PDU 重新上電後，關閉輸出 

碳排放係數設定 

 

警戒設定 Threshold 
設定電流與溫濕度警戒值  

 
  



設定 Configuration 

網路設定 Network 
設定網路各項參數 

 

安全設定 Security 
設定 web, SSL, SSH and Telnet  
Telnet 與 SSH 登入帳密與 WEB 相同 

 

使用者設定 User 
最多新增八組帳號. 
權限分類 

Admin:  最高權限，可進入 
Power user: 可監視控制 PDU，但無法設定 
View Only:  僅可監視 PDU 

 

電子郵件 Mail 
設定郵件伺服器 

 

SNMP 
設定 SNMP 參數 

 

時間設定 Time 
支援網路時間與手動對時 
時間必須設置正確，排程控制才能按時執行. 

 

遠端認證 Radius 
進階帳戶認證 

 

紀錄設定 Log 



資料匯出設定 輸出事件與資料紀錄 
系統紀錄設定 系統紀錄伺服器設定. 
資料紀錄設定 設定資料紀錄間隔時間 
系統正常運作回報 定時發送 SNMP TRAP，表示 PDU 正常

運作 
事件紀錄設定 事件紀錄項目選擇 

 

系統設定 System 
語言 切換各國語言 
系統設定 輸出或輸入系統參數 
韌體更新 更新: 更新後 PDU 保存設定參數 
更新並重置  更新後 PDU 回到出廠值。(重大更新僅

能選此重置) 
系統重置 透過網頁，手動重置系統 
按鈕重置設定 硬體按鍵六響功能設定 
溫度量測設定 攝氏華氏單位切換 
自動登出設定 網頁自動登出時間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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