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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请在安装或使用本产品之前仔细阅读本指南的各个章节。

警告！把本产品连接到交流电源，电源电压必须在产品铭牌标明的范围内。 如果在超出铭牌标明的电

压范围之外使用本产品，可能会造成触电、火灾和人员伤亡。

警告！把本产品连接到交流电源，电源必须根据国家和地方电气标准的要求安装合适的熔断器或断路器

限制电流。 如果在没有电流限制措施的情况下使用本产品，可能会造成触电、火灾和人员伤亡。

警告！把本产品连接到接地线。切勿在本产品的插头和墙壁插座之间使用接地开关。 如果不连接接地

线，可能会造成触电、火灾和人员伤亡。

警告！本产品没有用户可维修的零件。不要打开、改动或拆卸本产品。所有维修工作只能由资深人士进

行。在维修本产品之前先切断电源。如果不遵守此项警告，可能会造成触电和人员伤亡。

警告！在干燥的地方使用本产品。 如果不在干燥地方使用本产品，可能会造成触电和人员伤亡。

警告！不要根据本产品的插孔指示灯、插孔继电器开关或其他任何插孔电源指示灯来断定插孔是否有电。

在修理、维护或维修本设备之前，拔掉与本设备相连的设备。如果在维修本设备之前不拔掉相连设备，

可能会造成触电、火灾和人员伤亡。

警告！本产品仅用于给 等级或相当等级的 设备供电。如果尝试给没有标注额定值

的设备供电，可能会造成触电、火灾和人员伤亡。

警告！不要用有出口继电器的 产品给电机或压缩机等大电感性负载供电。如果尝试给大电感性

负载供电，可能会损坏继电器。

警告！不要用本产品给危重病人护理设备、消防系统或烟雾报警系统供电。如果用本产品给此类设备供

电，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

警告！如果本产品是需要安装电源线或插头的型号，必须由持证电工进行安装，必须根据产品铭牌标明

的额定值及国家和地方电气标准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电源线或插头。 如果由不合格电工安装电源线或插

头，或者使用不合格的电源线或插头，可能会造成触电、火灾和人员伤亡。

警告！本产品含有一种被加利福尼亚州认为会引发癌症、出生缺陷或其他生殖危害的化学品。

安全指导方针



 本产品应该由了解电源、经验丰富的电工进行安装。

 确保在物理安装本产品或移动其位置之前，把电源线与电源断开。

 本产品可以安装在电子设备机架上使用。本产品的金属外壳连接电源线的地线。可以利用外壳上的

螺纹接地点给本产品和机架提供附加接地保护。

 检查要给本产品供电的分支电路插座。确保插座的电源线接线柱、零线接线柱和地线接线柱连接正

确无误，电压和相位正确无误。确保用额定值合适的熔断器或断路器给分支电路插座提供保护。

 如果本产品是带开关插座的型号，即使开关关了，插座也可能带电。

安全规程



本文档包含受版权保护的专有信息。保留所有权利。未经 明确的事先书面同意，本文档的

任何部分不得复印、复制或翻译成其他语言。

。本文档中提及的所有第三方软件和硬件均为注册商标或商标，且是其各

自所有者的财产。

项目版权声明

该软件的部分内容版权归 项目 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信息

本设备经测试符合 规则第 部分规定的 类数码装置限制要求。这些限制旨在合理保护商用

安装设备免受有害干扰的影响。本设备产生、使用并辐射射频能量，如果不按说明书安装和使用，可能

会对无线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在居民区使用本设备可能会造成有害干扰。

信息（日本）

事故、灾害、误用、滥用、擅自修改产品或其他不受 合理控制的事件造成的产品损坏，或者在

非正常工作条件下造成的产品损坏， 均不承担责任。

如果本产品附带电源线，则必须将其专门用于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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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用户指南适用于以下所有 系列。

 系列（ 系列）

 包含 系列的 （ 系列）

任何 系列都可以与被称为 系列 的现有计量系统相关联，从 系

列到 系列。

例如， 、 系列和 系列都是入口计量和

出口计量 ，但具有不同的控制器系列。

注意：如需有关其他 、 或 型号的信息，请参看各自在

网站支持页面 中的联机帮助
或用户指南。

 型号比较简述：

适用型号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


适用型号

 、 和 之间的比较：

只有带出口开关的 型号具有出口闭锁继电器。

只有 （第 阶段和 ）具有可更换控制器。

第 阶段型号不支持可更换控制器，且不再销售。

 比较（续）：



根据设备功能增强及设备和 或文档变更情况，修改了 用户指南的下

列章节，或者增加了相应的信息。

适用型号

无线 适配器

双以太网连接（仅适用于 ）

将 连接到计算机

通过 进行初始网络配置

级联多台 设备以共享以太网连接

通过 级联

型号扩展级联

不支持的端口转发级联连接

电源共享限制和连接（仅适用于 ）

建立电源共享连接

电源共享配置和限制

支持的电源共享传感器配置

资产标签简介

连接 网络摄像头

连接 调制解调器

连接模拟调制解调器

连接端口

连接端口功能

设备信息

菜单

仪表盘

电源传感器（仅适用于 ）

出口

设置非关键出口

单个 页面

资产条

用户指南新增内容



用户指南新增内容

创建用户

创建角色

显示默认单位的用户界面

设备设置

配置网络设置

有线网络设置

常用网络设置

以太网接口设置

无线网络设置

静态路由示例

接口名称

设置级联模式

级联模式概述

配置 设置

编辑或删除 访问控制规则

编辑或删除角色访问控制规则

设置 证书

安装 签名证书

添加 服务器

管理外部验证设置

事件规则和操作

内置规则和规则配置

默认日志消息

可用操作

报警

操作组

要求 最大冷却

发送传感器报告

发送 通知

启动或停止 脚本

电子邮件和短信消息占位符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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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数据记录

配置数据推送设置

配置串行端口

脚本

编写或加载 脚本

人工启动或停止脚本 手动启动或停止脚本

检查 脚本状态

修改或删除脚本

设备信息 （设备信息）

标识级联设备

更新 固件

现有 级联链路的升级原则 现有 级联链的升级指南

全面灾难恢复

批量配置 （批量配置）

备份和恢复设备设置

重新启动 设备

将所有设置复位为出厂默认值 将所有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网络配置

配置

仅支持 或仅支持 的配置 仅 或仅 配置

网络接口设置

配置 参数

设置 配置模式

设置 首选主机名

设置 地址

设置 网关

设置 静态路由

设置 配置模式

设置 首选主机名

设置 地址

设置 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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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静态路由

配置 参数

设置 接口参数

启用或禁用 接口

更改 接口速度 配置 接口速度

更改 双工模式

配置级联模式

删除 服务器

临界状态报警

设置 电流阈值

地址

级联设备的位置

步骤 在 设备上配置 验证 步骤 ：在 设备上

配置 验证

在 服务器中预留 地址

在 中预留

在 中预留

断言 和断言超时

反断言 和反断言滞后

级联故障排除

可能的根本原因

从设备连接和断开事件

请参看版本说明，详细了解本版本的 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本用户指南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 指的是 和 带 控

制器的 。在用户指南中，带 控制器的 也称为

或 。

是智能化电源条 ，便于您重新启动数据中心的远程服务

器和其他网络设备，并或监视电源。

的指定用途是给安装在 机房里机架上的计算机和通信设

备等 设备供电。

推出不同类型的 电源条，有的具备出口开关功能，其他的没

有此功能。在系统发生故障和 或系统被锁住时，可以利用出口开关功能远

程恢复系统，不必进行人工干预，不必派遣现场支持人员，这样可以缩短

停机时间和平均维修时间并提高效率。

在本章内

产品型号

包装内容

和链路本地寻址

在开始之前

产品型号

有几种型号，均备有存货，几乎可以立刻发货。 还可以根据

订单要求生产定制设备，只有在客户要求时才生产定制设备。

请从 网站下载 数据表，访问 的网站上的产品选择

器页面 或联系当地分销商，了解可订购的

设备清单。

包装内容

下列子主题介绍产品包装中的设备和其他材料。

简介

http://www.findmypdu.com/


简介

产品

 设备

 螺丝、安装托架和 或锁销

 入口电缆固定夹（仅适用于部分型号）

 出口电缆固定夹（仅适用于部分型号）

 可选 两端配备 连接器的零调制解调器电缆（ 编号：

适用于 型号

对于 ，请使用第三方 至 适配器 电缆 而不是零调

制解调器电缆。 参看有关计算机连接的 到 电缆要求（仅

适用于 ） 。

产品

 设备

 安装托架和螺丝

 入口电缆固定夹（仅适用于部分型号）

 可选 两端配备 连接器的零调制解调器电缆（ 编号：

适用于 型号

对于 ，请使用第三方 至 适配器 电缆 而不是零调

制解调器电缆。 参看有关计算机连接的 到 电缆要求（仅

适用于 ） 。

产品

 设备

 安装托架和螺丝

 入口电缆固定夹（仅适用于部分型号）

 可选 两端配备 连接器的零调制解调器电缆（ 编号：

适用于

对于 ，请使用第三方 至 适配器 电缆 而不是零调

制解调器电缆。 参看有关计算机连接的 到 电缆要求（仅

适用于 ） 。



简介

和链路本地寻址

支持自动专用 寻址 。

使用 ，当无法从 网络中的任何 服务器获取有效

地址时，您的 会自动配置链路本地 地址和链路本地主机名。

只有连接到同一子网的 设备才可以使用链路本地地址 主机名访问

。不同子网中的设备不能访问它。

例外： 在端口转发模式下不支持 。 参看设置级联模式

。

在 可以获得 分配的 地址之后，它将停止使用 ，链

路本地地址被 分配的地址替换。

 适用的场景：

 在 上启用 ，但没有为 分配 地址。

这可能是由于网络中的 服务器缺失或故障引起的。

注意：使用网线将 连接到计算机的配置是此场景的一个应用。参

看将 连接到计算机 。

 之前从 服务器获取 地址，但是该 地址的租约已经

到期，且租约不能更新或没有新的 地址可用。

 链路本地寻址：

 地址：

出厂默认值是仅启用 。链路 本地 地址是 ，

范围在 和 之间。

 地址：

链路本地 地址仅在 中启用 后才可用。参看配置网络

设置 。

 主机名 ：

您可以键入 来访问 ，而无需键入链路 本地

地址。

如需检索链路 本地地址，请参看设备信息 。



简介

在开始之前

在开始安装之前执行下列操作：

 打开产品和部件包装

 准备好安装位置

 检查支路额定值

 填写设备安装工作表

打开产品和部件包装

 把 设备和其他设备从包装箱里取出来。参看包装内容 了解

包装箱里的产品清单。

 把设备序列号与包装箱上装箱单所印的编号进行比较，确保二者相同。

 仔细检查设备。如果发现任何设备损坏或缺失，联系 技术支

持部门寻求协助。

 确认是否在 设备上把所有断路器设置为 （开）。如果还没有

设置，把它们设置为 （开）。

或者确保正确插入了所有熔断器。如果熔断器有盖子，确保盖好盖子。

注意：并非所有 设备都有过电流保护机制。

准备好安装位置

 确保安装区整洁，不存在极端温度或湿度条件。

注意：必要时联系 技术支持部门了解设备的最高工作温度。

参看工作环境最高温度 。

 周围有足够空间进行电缆连接和出口连接。

 查看本用户指南中所列的安全说明 安全规程 。

检查支路额定值

为 供电的支路额定值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电气标准的要求。

填写设备安装工作表

本用户指南附有设备安装工作表。参看设备安装工作表 。在此工作

表上记录与 相连的每台 设备的型号、序列号和用途。

在增加或拆除设备时，要更新此工作表。



在本章内

断路器方向限制

用机架安装

连接锁定电源线

在入口安装电缆固定夹（可选）

在出口安装电缆固定夹（可选）

锁定出口和电源线

断路器方向限制

通常可以按任何方向安装 。但在安装配备断路器的 时，必须遵

守下列安装规则：

 断路器不能面朝下，例如切勿把 水平安装在天花板上。

 如果机架容易发生震动，例如在船舶或飞机上， 不能倒过来安装。

如果倒过来安装，震动压力会使跳闸点下降 。

注意：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电源线向下，倒过来安装时电源线朝上。

用机架安装

本章介绍如何用机架安装 设备。 如要安装 系列 ，

您可以使用 提供的两个 锁销或 型托架。

机架安装安全原则

对于需要在机架上安装的 产品，应该采取下列预防措施：

 封闭式机架环境下的工作温度可能会比室温高，不得超过电源条的

最大额定环境温度。参看用户指南中的规格 。

 确保机架环境空气流通良好。

 小心安装机架中的设备，避免机械负载不均衡。

 仔细连接设备与电源电路，避免电路过载。

 所有设备正确接地至支路，尤其是电源连接。

机架安装、进口和出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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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型托架安装 设备

如果 配有断路器，在安装之前阅读断路器方向限制 。

 用 型托架安装 设备：

 把基板滑到 设备背面。

 把基板固定好。用随附的 形六角扳手松开内六角螺丝，直到稍稍压

紧基板为止。

 让 型托架与基板对齐，使基板上的五个螺孔对准 型托架的槽口。

托架的机架安装面应该面向 设备的左面或右面。

 至少用三个螺丝固定托架（一个螺丝穿过一个槽口），必要时可以增加

固定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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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机架安装螺丝把 型托架固定在机架上，从而固定 设备。

用锁销安装 设备

如果 配有断路器，在安装之前阅读断路器方向限制 。

 用锁销安装 设备：

 把基板滑到 设备背面。 基板之间至少相距 英寸，这样可以

提高稳定性。

 让基板稍稍卡住设备。用随附的 形六角扳手松开内六角螺丝，直到

稍稍压紧基板为止。

 把每个锁销插入每个基板的中央。 建议按钮力矩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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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锁销对齐机柜上的锁销孔，固定好一个锁销，调节另一个锁销。

 松开内六角螺丝，直到锁销固定到位为止。

 确保两个锁销同时插入锁销孔。

 向前推 设备，把锁销推入锁销孔，让设备下落约 。这样可以

把 固定到位，安装结束。

用弓形爪托架安装 设备

如果 配有断路器，在安装之前阅读断路器方向限制 。

 用弓形爪托架安装 设备：

 把基板滑到 设备背面。

 把基板固定好。用随附的 形六角扳手松开内六角螺丝，直到稍稍压

紧基板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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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弓形爪托架与基板对齐，使基板上的五个螺孔对准托架槽口。 托架

的机架安装面应该面向 设备的左面或右面。

 至少用三个螺丝固定托架（一个螺丝穿过一个槽口），必要时可以增加

固定螺丝。

 用机架安装螺丝把弓形爪托架固定在机架上，从而固定 设备。

用两个后锁销安装 设备

下面介绍如何只用两个锁销安装 。 如果 配有断路器，在安装

之前阅读断路器方向限制 。

 用两个后锁销安装 设备：

 转到 背板。

 找到背板上的两个螺孔：一个接近底部，另一个接近顶部（电缆固定头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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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个锁销拧进接近底部的螺孔。 建议按钮力矩为

。

 把另一个锁销拧进接近顶部的螺孔。 建议按钮力矩为

。

 确保两个锁销同时插入机架或机柜上的锁销孔。

 向前推 设备，把锁销推入锁销孔，让设备稍稍下落一点。这样可

以把 固定到位，安装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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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型托架和锁销安装 设备

本节介绍如何用 型托架和两个锁销安装 。 如果 配有断路

器，在安装之前阅读断路器方向限制 。

 用 型托架和两个锁销安装 设备：

 让 型托架的两个中孔对齐 设备顶部的两个锁销孔。

 用螺丝把 型托架固定在设备上，确保托架牢固。

 重复步骤 到 把另一个 型 托架固定在设备底面。

 在把两个 型托架安装 在设备上之后，可以选择下列任一种方式把设

备安装在机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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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每个 型托架边沿附近的两个相同螺孔，用机架安装螺丝把

设备固定 在机架上。

 把锁销插入每个 型托架背面中间的锁销孔，让锁销插入机架上

的锁销孔固定设备。 建议按钮力矩为 。

安装 或 型号

用适当的托架和工具把 或 设备固定在机架或机柜上。

 若要安装 设备：

 用提供的螺丝将机架安装托架固定在 两侧。

 将电缆管理槽插入机架安装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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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提供的端帽螺丝来固定。

 使用自备紧固件将机架安装托架的耳片固定在机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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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锁定电源线

附带下列锁定电源线之一。

 带锁定夹的电源线：这种电源线需要 上带锁定入口。

 带滑动释放按钮的电源线：连接到入口后，该电源线自动锁定。这种电

源线不需要锁定入口。

锁定入口和 或锁定电源线确保电源线牢固地固定到入口上。

 将电源线与锁定夹连接起来：

在将电源线的插头插入 的锁定入口时，请确保电源线的锁定夹适合

入口两侧的锁定孔。

编号 项目

入口锁孔

电源线的锁定夹

 将电源线与滑动释放按钮连接起来：

只需将电源线的插头插入 的入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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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项目

滑动释放按钮

有关拆卸锁定电源线的信息，请参看断开锁定电源线 。

断开锁定电源线

断开锁定电源线的方式视电源线类型而有所不同。

 断开带锁定夹的电源线：

在拔下电源线的同时按下电源线的两个锁定夹。

提示：拉出电源线的同时可以在水平方向稍微移动电源线插头，以方便断
开过程。

 断开带滑动释放按钮的电源线：

在拔下电源线的同时将两个滑动释放按钮推向电源线。

在入口安装电缆固定夹（可选）

如果 设备设计了使用电缆固定夹，要在连接电源线之前安装固定夹。

电缆固定夹防止连接的电源线松弛下垂。

我们强烈建议你在地震频发区或有震动的环境下使用电缆固定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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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入口安装并使用电缆固定夹：

 找到入口旁边的两个小孔。

 把电缆固定夹的两端插入这两个小孔，即可安装固定夹。

设备 设备

 把电源线连接到入口，把固定夹推向电源线，直到牢牢卡住电源线为止。

设备 设备

在出口安装电缆固定夹（可选）

如果 设备设计了使用电缆固定夹，要在连接电源线之前安装固定夹。

电缆固定夹防止连接的电源线松弛下垂。

我们强烈建议你在地震频发区或有震动的环境下使用电缆固定夹。

这些可选固定夹有各种不同的尺寸，可以固定 设备上与 或

出口相连的各种电源线。可以向当地经销商订购不同尺寸的电缆固定夹。

确保使用正好固定电源线的固定夹，从而简化（维修过程中的）安装或拆

卸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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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针对日本市场的、经 认证的 上的部分 插座有内

置锁定功能，不需要电缆固定夹。参看锁定出口和电源线 。

 在出口安装并使用电缆固定夹：

 找到出口两侧的两个小孔。

 把电缆固定夹的两端插入这两个小孔，即可安装固定夹。

 把电源线插入出口，把固定夹推向电源线，直到牢牢卡住电源线为止。

固定夹卡住插头的中间部分应该朝下，就像倒过来的 ，使固定夹在

重力作用下夹到位。

 重复上述步骤，在其他出口安装固定夹和电源线。

锁定出口和电源线

除了电缆固定夹， 还采用其他方法固定 设备和

之间的电源线，包括：

 出口和电源线

 按钮锁出口

注意，并非所有 产品都采用上述任何一种锁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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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和电源线

是 开发的创新设计，牢牢固定住插入

的 插头或 插头。这种固定方法需要下列两个部件：

 配备 出口的 ，出口每边有一个舌槽。

 电源线，插头每边有一个锁销。下图说明这种插头。

项目 说明

电源线插头上的锁销

只有特定 采用 机构。如果您的 不采用这种结

构，切勿使用 电源线。

提示： 出口可以插普通电源线送电，但 锁定机
构不起锁定作用。

 用 机构锁定电源线：

 确认您购买的 电源线是否符合要求。

 电源线的母插头是否匹配 设备上的电源插口类型（ 或

）。

 电源线的公插头是否匹配 上的出口类型（ 或 ）。

 用 电源线连接 设备和 。

 把电源线的母插头插入希望的 设备的电源插口。

 把电源线的公插头插入 上的相应 出口。把插

头推进出口，直到听到咔哒声为止，说明插头上的锁销已经卡进出

口上的舌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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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电源线从 上拔下来：

 如下图所示按住电源线插头上的两个锁销。

 现在拔出电源线。

按钮锁出口

按钮锁出口上有按钮这种出口不要求使用特殊电源线，可以锁定普通电源

线。你要做的就是把普通电源线插头插入按钮锁出口，出口会自动锁住电

源线。

 把电源线从按钮锁出口上拔下来：

 按住出口上的小按钮。对于不同的出口类型，按钮位置有所不同。

 现在拔出电源线。



本章介绍如何安装 设备，如何给它配置网络连接。

在本章内

把 连接到电源

将 连接到网络上

配置

批量配置方法

级联多台 设备以共享以太网连接

电源共享限制和连接（仅适用于 ）

把 连接到电源

 确认是否在 设备上把所有断路器设置为 （开）。如果还没有

设置，把它们设置为 （开）。

或者确保正确插入了所有熔断器。如果熔断器有盖子，确保盖好盖子。

注意：并非所有 设备都有过电流保护机制。

 每台 设备都要连接到额定值合适的支路。参看 设备上的标

签或铭牌，了解相应的输入额定值或范围。

注意： 在接通 设备的电源时，通电自检和软件加载需要一点时

间。此时，出口 依次用几种不同的颜色显示。请注意，出口

仅适用于某些 型号。

 在软件加载结束之后，出口 指示灯常亮，前面板显示器亮。

将 连接到网络上

如要远程管理 ，必须把 设备连接到局域网 。 可以连

接有线网络或无线网络。

注意：如果您的 将在桥接模式下作为主设备，请进行有线连接。参看

通过 级联 。

必须启用以太网端口才能使此连接正常运作。默认情况下，以太网端口是

启用状态。 参看有线网络设置 。

 建立有线连接：

 把标准插塞式网线连接至 设备的以太网端口。

 把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上。

初始安装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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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您还可以连接至以太网端口至 ，但是我们强烈建议连

接标记为 的 绿色 端口，因为此端口支持 。

您也可以将两个以太网端口连接到 。参看双以太网连接（仅适用于

） 。

下图显示的是 型号上的 （以太网）端口。请注意，您的型号中

的端口位置可能有所不同。

 型号：

 型号：

警告：无意间把 接口插入 （以太网）端口，

可能会永久损坏以太网硬件。

 建立无线连接：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将支持的 无线 适配器至 您的 的 端口。

 连接 集线器至 的 端口。然后将支持的

无线 适配器插入集线器上适当的 端口。

参阅 无线 适配器 获得支持的无线 适配器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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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 适配器

支持如下 适配器。

适配器 支持的 协议

注意：若要使用 或 无线

适配器来连接至一个 无线网络，握手超时设置必须变更为
或更大数值，否则无线连接将会失败。

支持的无线 配置

如果首选无线网络，确保您的 的无线 配置与接入点匹配。如下

为 支持的无线 配置。

 网络类型：

 协议：

 密钥管理： 或带 的 ，与

验证

 加密：

重要说明：根据 所使用的无线 适配器情况，所支持的

网络协议也不一样。参阅 无线 适配器 。



初始安装和配置。

双以太网连接（仅适用于 ）

有两个以太网 端口：

 （标记为绿色）最高支持 。这是 。

 （标记为 白色）最高支持 。这是 。

有关两个端口的更多信息，请参看连接端口功能 。

您可以将两个端口连接到不同子网（网络），因此获得两个有线网络 地

址。强烈建议您不要将两个端口连接到相同子网，以避免潜在的问题。如

果您不确定两个以太网端口连接到相同子网还是不同子网，请与 部门联

系。

例外： 级联链路必须连接到 一个 网络。请不要将 主或从

的两个以太网端口连接到 。参看级联多台 设备以共享以太网连

接 。

 将两个端口连接到网络时的检查列表：

 两个以太网接口连接到不同子网。

 两个以太网接口均已启用。默认情况下，两个端口都已启用。参看设备

信息 和以太网接口设置 。

 两个以太网接口都配置了适当的 和 或 设置。参看有线网

络设置 。

 不要求两个以太网接口共享类似的网络设置。例如，您可以在一个

接口中启用 设置，但在另一个接口中启用 设置，或者

在一个接口上应用静态 ，但在另一个接口上应用 。

 级联模式已被禁用。默认情况下，级联模式已被禁用。参看设置级联模

式 。

配置

您可以通过将 连接到计算机或支持 的 网络来进行

初始配置。

 通过启用 的网络进行配置：

 将 连接到 网络。参看将 连接到网络上 。

 检索 分配的 地址。 使用前面板 显示屏进行检索。

参看设备信息 。

 启动网络浏览器来配置 。参看登录 。

 使用连接的计算机进行配置：

 将 连接到计算机。参看将 连接到计算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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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连接的计算机通过命令行或 界面配置 。

 命令行界面：参看通过 进行初始网络配置 。

 界面：在计算机上启动网络浏览器，并键入链路本地 地址

或 访问 。参看登录 。

如需检索链路本地 地址，请参看设备信息 。

提示：如要快速配置多个 设备，请参看批量配置方法 。

将 连接到计算机

可以通过以下端口之一将 连接到计算机进行配置。

 端口（公头）

 （以太网）端口（母头）

 串行端口（与型号有关 公头 或母头 插头）

请注意，您的型号中的端口位置可能有所不同。

 型号：

 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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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命令行界面 来配置，可建立一个 或 连接。

若要使用一个 浏览器来配置，可建立一个与计算机的网络连接。 在

不可用的情况下， 可在任意网络中自动配置如下 寻

址：

 其中 是数字

 

参看 和链路本地寻址 。

建立如下与计算机的连接之一：

 上 连接器 的串口连接：

 将零调制解调器 电缆的一端 与 上标记为

的 端口（公头）连接起来。

 将另一端与您的计算机的 端口 连接起来。

 执行通过 进行初始网络配置 。

 上 连接器 的串行连接：

的串口连接程序与上述相同，除非需要第三方 到

母头 适配器 缆线，例如蓝色的 适配器线。这是因为

上的 端口是一个母头 连接器。

参看有关计算机连接的 到 电缆要求（仅适用于 ）

。

 连接：

 中需要一个 驱动程序。在连接 缆线之

前安装驱动程序。参阅 安装 驱动程序（可选）

安装 串行驱动程序（可选） 。

 在 设备的 端口与 计算机的 端口 之间连接一条

缆线。

 执行通过 进行初始网络配置 。

注意：并非所有串行 转换器都能与 设备一起正常工作，所

以 不介绍此类转换器的用法。

 直接网络连接：

必须启用以太网端口才能使此连接正常运作。默认情况下，以太网端口是

启用状态。

 把标准插塞式网线的一端连接至 设备的以太网端口。

 对于 来说，哪个以太网端口都可以。

 将另一端与计算机以太网端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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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已连接的计算机上，使用任意一个如下 寻址打开一个

浏览器以访问 ： 或 。 参看登录

。

有关计算机连接的 到 电缆要求（仅适用于 ）

需要使用 到 适配器 电缆才能将 连接到计算机（如果不

想使用 电缆）。

第三方 到 适配器 电缆需满足以下要求。

 到 母头

 且控制引脚 交叉

强烈建议使用常见的蓝色 到 适配器电缆，它具有以下

引脚分配：

引脚信号 引脚编号 引脚编号 引脚信号

（未连接）
不适用

（未连接）

注意：蓝色 到 适配器电缆不能用于连接任何调制解调

器。参看有关调制解调器连接的 到 电缆要求（仅适用于 ）

调制解调器连接的 转 电缆要求（仅适用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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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串行驱动程序（可选）

设备可以通过 连接仿真 转换器。

操作系统要求安装名为 的

驱动程序。

从 网站的 支持 页 下载适

用于 串行控制台的 驱动程序。下载的驱动程序名称为

，其中 代表文件的版本号。

有两种安装此驱动程序的方法：自动和手动安装。强烈建议自动安装驱动

程序。

 中的自动驱动程序安装：

 确认 未通过 缆线连接至计算机。

 在计算机上运行 然后根据联机指导

来安装驱动程序。

注意：如果出现任何 安全警告，可接受然后继续安装。

 通过 缆线连接 至计算机。驱动程序自动安装。

 在 中人工安装驱动程序：

 确保 已通过 电缆连接到计算机。

 计算机检测新设备，并出现 （发现新硬

件向导）对话框。

 如果没有出现此对话框，请选择 （控制面板）

（系统） （硬件） （设备管

理器），右键单击 （

串行控制台），然后选择 （更新驱动程序）。

 从特定位置选择驱动程序安装选项，然后指定 和

的存储位置。

注意：如果出现任何 安全警告，请接受它以继续安装。

 等待安装完成。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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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 在尚未安装 串行驱动程序时进入灾难恢复模式，则

它可能会在与其连接的计算机上的设备管理器中显示为

（ 摄像头）。

 在 中：

无需额外驱动程序，但是您必须提供 设备的名称，可在 连接至计

算机后在 输出中找到。通常 设备为 或

，其中 为整数。

例如，如果您使用 程序，且 设备为 ，

执行如下命令：

连接

通过 进行初始网络配置

在将 设备连接到网络之后，必须给它配置 地址和其他一些联网信

息。

本节介绍如何通过串行 或 连接进行初始网络配置。如要使

用 界面配置网络设置，请参看配置网络设置 。

 配置 设备：

 在与 连接的计算机上，启动 或 等通信

程序。

 选择适当的 端口，然后设置如下端口设置：

 （比特率）

 （数据位）

 （停止位）

 （奇偶校验） （无）

 （流控制） （无）

提示：对于 连接来说，您可以选择 （控制面板）

（系统） （硬件） （设备管理

器），然后在 （端口组）下找到

，即可确定 端口。

 在通信程序中，按 以发送一个回车符至 。

 会提示您登录。用户名和密码都区分大小写。

 （用户名）：admin

 （密码）：raritan（如果更改过密码，则为新密码）。

 当提示变更默认密码时，可变更或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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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变更密码，可根据屏幕提示输入新密码。

 若要忽略，按 。

 出现 提示符。

 输入 config，然后按 。

 如要配置网络设置，输入相应的命令，然后按 键。参考如下命

令列表。 命令区分大小写。

 完成网络设置后，输入 apply 以保存变更。若要中止，输入 cancel。

 适用于有线网络的命令：

根据您所配置的 协议的类型，如下命令中的 变量可以是

或 。

对于 和 ，将变量 替换成 。对于 ，

根据您配置的是哪个以太网端口，将变量 替换为 或

。

 一般 设置：

若要设置或启

用

使用此命令

或

协议

网络 <ipvX> 接口 <ETH> 启用 
<option>

或

配置方法 网络 ipv4 接口 <ETH> 
configMethod <mode>

（默认）或 静态

配置方法 网络 ipv6 接口 <ETH> 
configMethod <mode>

自动（默认）或 静态

首选主机名（可

选）

网络 <ipvX> 接口 <ETH> 
preferredHostName <name>

首选主机名称

服务器返

回的 地址

network dns resolverPreference 

<resolver>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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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 配置：

设置 使用此命令

静态 或

地址

网络 <ipvX> 接口 <ETH> 地址<ip 
address>

静态 地址，语法类似

如下示例。

 示例：

静态 或

网关

网络 <ipvX> 网关 <ip address>

网关 地址

或

主 服务

器

network dns firstServer <ip 

address>

服务器的 地址

或

次 服务

器

network dns secondServer <ip 

address>

服务器的 地址

或

第三 服

务器

network dns thirdServer <ip 

address>

服务器的 地址

 适用于无线网络的命令：

 一般无线设置：

若要设置或启

用

使用此命令

（无线

接口）

network wireless enabled 

<option>

或

network wireless SSID <ssid>

network wireless BSSID <bssid>

地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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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设置或启

用

使用此命令

协议 network wireless enableHT 

<option>

或

验证方法 network wireless authMethod 

<method>

或

network wireless PSK <psk>

外部验证 network wireless 

eapOuterAuthentication 

<outer_auth>

内部验证 network wireless 

eapInnerAuthentication 

<inner_auth>

network wireless eapIdentity 

<identity>

输入 验证所用的用

户名

密码 网络无线 eap 密码

提示输入 验证的密码时，输入密

码。

证书 network wireless 

eapCACertificate

在系统提示你输入 证书时，用文本

编辑器打开证书，把证书内容复制并粘

贴到通信程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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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复制的 证书内容不包括第一行 和最后一行

。如果已安装了证书，可按如下配置：

无论是否 使用此命令

验证证书 network wireless 

enableCertVerification 

<option1>

或

接受过期或无

效证书

network wireless 

allowOffTimeRangeCerts 

<option2>

或

忽略 错误的

系统时间以保

证连接成功

network wireless 

allowConnectionWithIncorrectC

lock <option3>

或

 无线 设置：

无线 设置的命令与有线网络的命令相同。只需要将变量 替换为

。下面展示几个示例。

若要设置或启

用

使用此命令

配置方法 network ipv4 interface WIRELESS 

configMethod <mode>

（默认）或

配置方法 network ipv6 interface WIRELESS 

configMethod <mode>

（默认）或

 若要验证网络设置：

退出上述配置模式后，提示符重新出现，输入此命令以验证所有的网络设

置。

show network

配置的 地址可能需要几秒钟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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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配置方法

如果您必须设置多个 设备，则可以使用以下配置方法之一来节省时

间。

 使用批量配置文件：

 要求要配置的所有 设备都具有相同的型号和固件。

 步骤首先配置一个 。然后通过它来保存批量配置文件，并将该文

件复制到所有的其他 设备。

参看批量配置 （批量配置） 。

 使用 服务器：

 要求在网络中启用 且 服务器可用。

 步骤准备特殊配置文件（必须包含 ），并将其复制到

服务器的根目录。将所有 连接到网络并重新启动。

参看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

 使用 闪存驱动器：

 要求必需具有包含特殊配置文件的 或超级软盘格式 闪

存驱动器。

 步骤将此 驱动器插入 。当前面板显示屏上显示愉快的笑脸

时，按住前面板上的其中一个控制按钮，直到显示屏变为空白。

参看使用 驱动器进行配置或固件升级 通过 驱动器

进行配置或固件升级 。

级联多台 设备以共享以太网连接

可以通过下面的接口之一让多个 设备共享一个以太网连接：

 接口 用于级联多个 或多个

 以太网接口 用于级联多个

警告： 固件版本 不兼容旧固件版本的 级联功能，所以链路

中的所有设备都必须运行 或更高版本。否则，会出现网络问题。在

从 之前的任何版本升级现有 级联链路时，升级必须从最后一

个从设备开始，然后是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三个，依此类推，直到主设备。

任何没有遵循此顺序的升级都会导致某些级联设备出现网络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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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联链路中的第一个设备是主设备，所有其他设备都是从设备。 只有主设

备物理连接到 有线或无线。

链路中的每个设备都可以通过网络访问，在主设备上激活桥接或端口转发

级联模式。参看设置级联模式 。

 桥接：级联链路中的每个设备都使用不同的 地址进行访问。

 端口转发：级联链路中的每个设备都使用相同的 地址进行访问，但

会被分配不同的端口号。

 级联限制：

 在 桥接 模式下，主设备与网络之间只能有 一个 连接。 如果主设备

是具有两个以太网端口的 ，请勿将两个端口都连接到网

络，除非网络已启用 协议。

注意： 端口转发 模式没有此限制。在此模式下，您可以启用一个有线

和一个无线网络连接 对于非 产品，或为 启用两个
有线和一个无线网络连接。

 请勿通过标准网络跳线或 无线 适配器将从设备连接到

。

 以太网级联设备必须启用以太网接口才能使网络正常工作。默认情况

下，以太网接口已启用。

 级联提示：

级联 配置可以是支持 级联功能的多种 产品的组

合， 包括 、 、 、切换器、 和 。

 故障排除：

在出现网络问题时，请检查链路中所有设备的级联连接和 或软件设置。参

看级联故障排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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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级联

可以使用任何最长 英尺（ 米）的经认证 电缆。

建议在建立链路之前首先决定级联模式。 所有级联模式在一个链路中最多

支持 个设备。

有关 级联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看级联指南，该指南可从 网

站支持页面 获取。

下图展示的是通过 级联的 。

编号 设备角色

主设备

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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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设备角色

从设备

从设备

 通过 级联 设备：

 确保要级联的所有 设备都运行 或更高固件版本。

 选择适当的设备作为主设备。

 在打算使用通过无线 进行的端口转发模式时，主设备必须是

具有两个 端口的 产品，例如 、 、

或 。

 逐个登录所有设备并选择相同的级联模式。参看设置级联模式

。

 桥接模式：

将所有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为 桥接 。

 端口转发模式：

将所有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为 端口转发 。确保级联角色和下游接

口也正确设置。

 使用以下方法将主设备连接到 。

 桥接模式：

使用标准网络跳线（ 或更高类别）。

 端口转发模式：

使用标准网络跳线或 无线 适配器。 有关

适配器的信息，请参看 无线 适配器

。

 

 

 

 根据需要配置或更改主设备和 或从设备的网络设置。

 桥接：每个级联设备都有自己的网络设置。例如，一些设备可以具

有 分配的 ，而其他设备可以具有静态 地址。

 端口转发：只能配置主设备的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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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扩展级联

只有 支持通过以太网或 端口进行级联。这些 支

持通过以太网端口进行级联，因为它们有两个以太网端口。其他 产

品不支持以太网级联。

虽然不限制使用 的哪个以太网端口进行网络连接、哪个端口进行

级联，但是强烈建议使用 绿色 端口 ）进行网络

连接，因为它最高支持 。

以太网级联设备必须启用以太网接口才能使网络正常工作。默认情况下，

以太网接口已启用。

两个以太网级联的 之间的距离可以达到 米，但是两个 级

联的 之间的距离只能支持 米。

建议在建立链路之前首先决定级联模式。 所有级联模式在一个链路中最多

支持 个设备。

在端口转发模式下建立级联链路时，请确保遵循标题为不支持的端口转发

级联连接 章节中所描述的原则。

特别应用：可以 循环 级联链路以创建网络通信冗余（仅限 桥接 模式），

但前提是您的网络支持 协议。如果使用级联循环（ 桥接 模式），

请确保您的网络已启用 ，否则可能发生网络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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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可以将以太网和 级联混合在 级联链路中。下图

说明了此类链路。

有关 级联的说明，请参看通过 级联 。

编号 设备角色

主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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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设备角色

从设备

 通过以太网端口级联 ：

 确保要级联的所有 设备都运行 或更高固件版本。

 选择一个 作为主设备。

 逐个登录所有设备并选择相同的级联模式。参看设置级联模式

。

 桥接模式：

将所有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为 桥接 。

 端口转发模式：

将所有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为 端口转发 。确保级联角色和下游接

口也正确设置。

 使用以下方法将主设备连接到 。

 桥接模式：

使用标准网络跳线（ 或更高类别）。

 端口转发模式：

使用标准网络跳线或 无线 适配器。 有关

适配器的信息，请参看 无线 适配器

。

 通过标准网络跳线将主设备的可用以太网端口连接到另一个 的

任一以太网端口。这个附加的 设备是从设备 。

 通过标准网络跳线将从设备 的可用以太网端口连接到另一个

的任一以太网端口。第二个附加设备是从设备 。

 重复相同步骤连接更多 设备。

 根据需要配置或更改主设备和 或从设备的网络设置。

 桥接：每个级联设备都有自己的网络设置。例如，一些设备可以具

有 分配的 ，而其他设备可以具有静态 地址。

 端口转发：只能配置主设备的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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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的端口转发级联连接

在转发端口模式中建立级联链路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除了主设备之外，每个级联设备只能有一个上游设备。

 除了最后一个从设备之外，每个级联设备只能有一个下游设备。

 只能使用一根电缆来级联两个设备。 也就是说，两个级联设备之间不

能同时连接 和以太网电缆。

下图说明了不支持的级联连接。

 不支持的连接：

 一个级联设备通过以太网电缆具有两个上游设备。

 一个级联设备通过以太网和 电缆具有两个上游设备。



初始安装和配置。

 一个级联设备具有两个下游设备。

 一个设备通过两个级联电缆（ 和以太网电缆）连接到另一个设备。

电源共享限制和连接（仅适用于 ）

两个 可以通过扩展端口与其控制器共享电源，以便当 控制

器无法从其入口处获得 电源时，它将继续从另一个正常工作的

获得备用电源，因此可让用户继续访问。

就本文档而言，术语 电源共享模式 用于描述的是：从入口到 控制器

的 电源出现故障时， 控制器从另一个 获得电源的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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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电源共享连接之前，请首先阅读电源共享配置和限制 ，并从

两个 中删除不受支持的设备。

当 进入电源共享模式时，某些数据 操作仍然可用，而另一些数据

操作则不再可用。

 在进入电源共享模式的 上不可用的数据或操作：

 所有出口都断电，进入 禁用 状态。

 如果 是具有出口开关功能的 ，则不执行出口开关操作。

 所有内部传感器都变得 不可用 ，包括入口、出口和 传感器。

例外：只有有功电量数据仍然可用。

 与继电器 仪表盘的通信丢失。因此，固件升级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而失

败。

 在进入电源共享模式的 上可用的数据或操作：

 更改软件设置，例如定制名称、修改网络设置、配置阈值等。

注意：出口开关不可用，因为所有出口都会断电。

 监视连接的 环境传感器套装的状态，或者配置 控制其设置。

 操作前面板显示屏。

例外：前面板显示屏的操作在具有剩余电流监视功能的 上不可

用，因为它假设在从入口断开电源时出现 报警。

 在进入电源共享模式时发生的事件：

 电源传感器进入故障状态。参看 电源传感器（仅适用于

） 。

提示：您可以设置当此传感器进入故障状态时发送通知的事件规则。参
看事件规则和操作。

 上述事件记录在内部事件日志中。参看默认日志消息 。

 查看 是否进入电源共享模式：

 检查其 电源传感器的状态。

提示：对于 ，该 电源的传感器类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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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电源共享连接

确保两个 在建立电源共享连接之前遵循配置限制。参看电源共

享配置和限制 。

支持的最大电源共享距离为 米。

 建立电源共享连接：

 拿取标准网络跳线 ，最大长度为 米。

 切勿使用交叉电缆。

 将一端连接到一个 的 （扩展）端口，另一端连

接到另一个 的 （扩展）端口。

 请注意， 上的 （扩展）端口位置可能与下列图像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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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共享配置和限制

当任一 进入电源共享模式时，电源共享连接中的两个 支

持的外部设备都将比平常 更少 。强制建议在建立电源共享连接时从

中删除特定设备。

 两个 的配置限制：

 不能连接 无线 适配器。也就是说，如果需要 访问，

则必须将两个 连接到 有线 网络。

 不能连接资产管理条。

 可以连接的 环境套装或门把手的最大数量减少。有关详情，请参

看在电源共享中支持的传感器配置 支持的电源共享传感器配置

。

 当任一 进入电源共享模式时，不得在两个 中物理移除或添

加环境传感器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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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电源共享传感器配置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中描述的所有信息和限制都适用于电源共享配置中

涉及的两个 。

在电源共享模式下，将 的 或 环境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没有任何限制。参看 传感器套装 或 传感器

套装 。

支持的 环境传感器套装的最大数量保持不变 也就是， 个

套装。参看 传感器套装 。

支持的 环境传感器套装的最大数量也保持不变，只要没有使用

传感器集线器 也就是， 个 传感器套装。参看

传感器套装 。

但是，当使用 时，会有 限制，还会有门把手相关的

限制。

 通过 连接时的 传感器限制：

 支持最多一个 和最多 个 传感器套装。

 通过 连接门把手的限制：

 最多支持将 个把手连接到最多两个 套装。

 所有 个把手必须由同一 控制，以确保一次只有一个把手处于

未锁定状态。也就是说，门把手只能连接到电源共享连接中的一个

，而不是两个。

 当需要多个 时，必须通过标准网络跳线级联，而不是使用

传感器集线器级联。

 存在门把手时的其他传感器限制：

确保门把手的连接符合上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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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限制不适用于没有连接门把手的另一个 。

 当有 或 个把手连接到 （通过最多两个 套装）

时，只能再将 一个 环境传感器套装连接到该 。

不能使用 的传感器集线器。

 当有 个把手连接到 （通过一个 ），可以最多再连

接 个 传感器套装或最多再连接 个 传感

器套装。不能使用 的传感器集线器。

 当仅连接 个把手时，可以最多再连接 个 传感

器套装或最多再连接 个 传感器套装。不能使用 的传感

器集线器。

 连接的传感器套装数量没有任何物理变化：

 当任一 进入电源共享模式时，不得在两个 中物理移除或添

加环境传感器套装。

警告：新添加的传感器套装的浪涌电流可能会导致两个 重新启动。

有关 传感器套装或集线器的信息，请参看连接环境传感器套装

。



如果将 或第三方 外部设备到 ，则可以使用更多功能。

在本章内

连接环境传感器套装

连接资产管理条

连接 网络摄像头

连接 调制解调器

连接模拟调制解调器

连接外部蜂鸣器

连接 热交换器

连接环境传感器套装

支持所有类型的 环境传感器套装，包括 、 、

和 传感器套装。 有关每个传感器套装的详细信息，请参看环境传感器

指南或 网站支持页面 的联

机帮助。

环境传感器套装可以仅包括传感器，也可以是传感器和执行器的组合。

最多可以管理 个传感器和 或执行器。支持的最大布线距离为

英尺（ 米）， 传感器套装除外。

有关连接不同类型传感器套装的信息，请参看：

 传感器套装

 传感器套装

 传感器套装

 传感器套装

连接外部设备（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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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套装

大多数 传感器套装都附有工厂安装的传感器电缆，其传感器插头为

。

有关布线长度限制，请参看支持的最大 传感器距离 。

警告：为了确保正常操作，在每次连接或断开环境传感器套装之后要等

待 秒。

 直接将 与工厂安装的传感器电缆连接：

需要使用 到 适配器将 传感器软件套装连接到 。

 将适配器的 插头连接到 传感器电缆。

 将适配器的 插头连接到 的 （传感器）

端口。

 直接连接气压差传感器：

 将 提供的电话线连接到气压差传感器的 （输入）端口。

 拿取一个 到 适配器。将适配器的 插头连接到电

话电缆的另一端。

 将此适配器的 插头连接到 上的 （传感器）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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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可将一个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气压差传感器的 （输

出）端口。它可以是任何 传感器套装，例如 。

设备

气压差传感器

一个 传感器套装（可选）

到 适配器

使用可选的 传感器集线器

也可以将 传感器集线器连接到 。这样，您可

以通过集线器将最多四个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

该传感器集线器仅支持 传感器套装。请勿将 、 或 传

感器套装与其连接。

传感器集线器不能级联。您只能将一个集线器连接到

上的每个 （传感器）端口。

提示：支持所有类型的 环境传感器套装的 传感器集线器

是 。参看使用可选的 传感器集线器

使用可选的 传感器集线器 。

 通过 集线器连接 传感器套装：

 将 传感器集线器连接到 。

 将 提供的电话线（四 线六针 ）的一端 插入集线器

的 （输入）端口（端口 ）。

 拿取一个 到 适配器。将此适配器的 插头连

接到电话电缆的另一端。

 将此适配器的 插头连接到 的 （传感

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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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到 适配器

提供的电话线

传感器集线器

传感器套装

使用可选的 电缆

电缆将每个 （传感器）端口连接的环境

传感器的数量增加一倍。

该电缆仅支持 传感器套装。请勿将 、 或 传感器套装

与其连接。

 通过 电缆连接 传感器套装：

 使用 到 适配器将 电缆连接到 。

 将适配器的 插头连接到电缆。

 将适配器的 插头连接到 上的 （传感

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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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缆有两个 传感器端口。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电缆的传感器

端口。

 如果您的 上有更多 （传感器）端口，请重复以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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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最大 传感器距离

在将以下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时，必须遵循两个限制。

 

 

 

 

 

 传感器连接限制：

 使用由 预先安装（或提供）的传感器电缆 将 传感器套

装连接到 。不得使用 传感器集线器以外的任何工具来扩

展或修改传感器电缆的长度。

 如果使用 传感器集线器， 和传感器集线器之间的

布线距离可达 英尺（ 米）。

 最大距离示例：

下面说明了通过传感器集线器将具有最长 英尺（ 米）传感器电缆的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时的最大距离。

 传感器电缆的长度总和为 英尺（ 米）。

 和一个 之间的总布线长度是 英尺（ 米），如

下所示。

请注意，长度 英尺（ 米）是每个 传感器电缆的长度，

如上图所示。

英尺（

米）电缆

个传感器集线

器

英尺（

米）电缆

最多 个

传感器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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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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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说明了具有三个插头的 传感器电缆。您的传感器电缆具有

的插头可能较少。

警告：如果 传感器电缆的 插头和最终连接的 传感

器套装之间有空闲插头，则同一电缆上的空闲插头之后的传感器套装不

能正常工作。因此，请始终使用 传感器套装占用最后一个传感器

套装之前的所有插头。

 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

 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传感器电缆的第一个插头。

 将剩余的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第二个和第三个插头。

提示：如果连接的传感器数量小于传感器电缆上的插头数量，请将其连

接到前一个或前两个插头，以确保在连接的最后一个 传感器套
装之前没有任何空闲插头。

 使用 到 适配器将 传感器软件套装连接到 。

 将适配器的 插头连接到 传感器电缆。

 将适配器的 插头连接到 的 （传感器）

端口。

也可以直接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传感器链路，而不使用任

何 到 适配器。参看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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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套装

传感器套装具有以下特点：

 它的连接接口是 。

 您最多可以级联 个 传感器套装。

数字 组成部分

端口，每个端口位于 传感器

套装的一端。

用于指示传感器状态的 。

 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

 将标准网络跳线（ 或更高类别）连接到 传感器套装上的

任一 端口。

 如果要级联 传感器套装，请再拿取一个标准网络跳线（

或更高类别），然后：

 将电缆的一端插入之前的 上的 剩余 端口。

 将另一端插入增加的 上的 任一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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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相同的步骤，级联更多 传感器套装。

 通过将电缆插头插入 的 （传感器）端口， 将第

一个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

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您只能将一个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传感器链路的 末端 。强烈

建议使用 到 适配器将 连接到链路中的最终 。

当涉及 传感器套装时，链路中 传感器套装的最大数量必须小

于 。

 当连接包含三个 传感器的 传感器套装时：

由于 ，因此最多可以级联 个 传感器套装。

 当连接包含两个 传感器的 传感器套装时：

由于 ，因此最多可以级联 个 传感器套装。



连接外部设备（可选）

 当连接包含一个 传感器的 传感器套装时：

由于 ，因此最多可以级联 个 传感器套装。

传感器套装

您最多可以级联 个 传感器套装。

当级联 时，请记住 仅支持最多 个传感器和 或执行器。

如果连接的传感器和执行器超过 个，第 个之后的传感器和 或执行

器不由 管理。

例如，如果您级联 个 套装且每个套装包含 个功能（功能是指传

感器或执行器）， 不管理最后 个功能，因为总数 多

出了 个。

提示：如要管理最后 个功能，您可以释放 个 被管 传感器或执行器，

然后人工将最后 个功能加入管理中。参看外设 （外

设） 。

数字 组成部分

端口，每个端口位于 传感器套装

的任一端。

端口，预留以供将来使用，现在被锁

定。

可移动机架安装支架。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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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

 将标准网络跳线（ 或更高类别）连接到 传感器套装上的任

一 端口。

 

 

 

例外：不能级联 传感器套装。 设备只支持一个

。

 通过将电缆插头插入 的 （传感器）端口， 将第

一个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

 如果需要，可以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链路的末端。参看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

警告： 不支持同时连接 和资产管理条，所以不要同时

连接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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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您只能将一个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传感器链的 末端 。强烈建议

使用 到 适配器将 连接到链路中的最终 。

当涉及 传感器套装时，链路中 传感器套装的最大数量必须小于

。

 当连接包含三个 传感器的 传感器套装时：

由于 ，最多可以级联 个 传感器套装。

 当连接包含两个 传感器的 传感器套装时：

由于 ，最多可以级联 个 传感器套装。

 当连接包含一个 传感器的 传感器套装时：

由于 ，最多可以级联 个 传感器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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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选的 传感器集线器

传感器集线器在物理和功能上类似于

传感器集线器，只是增加了 的传感器端口数量，但

具有以下差异：

 传感器集线器上的所有端口均为 ，代替

了 传感器集线器上 的 。

 传感器集线器支持所有 环境传感器套装，包

括 、 、 和 传感器套装。

如要将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套装连接到此传感器集线器，必须遵循标题为混

合不同的传感器类型 章节中所示的组合方式。

 通过 集线器连接 传感器套装：

 使用标准网络跳线（ 或更高类别）将 传感器

集线器连接到 。

 将电缆的一端插入集线器的 （输入）端口（端口 ）。

 将电缆的另一端插入 的 （传感器）端口。

 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集线器的四个 （输出）端口中的任

何一个。

 需要使用 到 适配器将 或 传感器软件

套装连接到集线器。

下图说明连接一个传感器集线器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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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网线

传感器集线器

任何 传感器套装

混合不同的传感器类型

根据以下传感器组合，您可以在 上混合 、 、 和 传

感器套装。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使用 传感器集线器。

不支持本节中所描述之外的任何其他传感器混合组合。

当混合不同的传感器类型时，请记住， 最多支持 个传感器 执行器。

 ：

 强烈建议使用 到 适配器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传感器套装。

 通过 传感器集线器进行的不同组合：

 必须使用 传感器集线器，而不是旧的

集线器传感器。集线器上的每个端口都支持以下任何

套装：

 传感器套装

 传感器套装链路

 传感器套装

 传感器套装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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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感器套装

 传感器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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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使用 到 适配器将 或 传感器软件套装

连接到 。

 在下图中，可以用 传感器套装替代 绿色 传感器套装。 蓝色

传感器套装可以是 或 传感器套装。

本节仅介绍以下三种组合，但实际上使用 集线器传感器

可以进行数十种不同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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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外部设备（可选）

 在传感器链路中混合 和 ：

链路中的任何 传感器套装都可以由 传感器套装代替，反之亦

然。该链路中传感器套装的总数不得超过 个。

例如，下图显示了包含 和 传感器套装的传感器链路。

如果需要，可以在传感器混合链路的末端添加一个 传感器套装。参

看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或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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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资产管理条

在给 设备贴上电子标签之后，把一个资产管理条（资产条）连接到 ，

最多可以远程跟踪 台 设备在机架上的位置。

为了使用资产管理功能，您需要下列配件：

 资产条：资产条给 发送资产管理标签的 和位置信息。

 资产标签：资产管理标签（资产标签）粘贴到 设备。资产

标签使用电子 来识别和定位 设备。

警告： 不支持同时连接 和资产管理条，所以不要同时

连接二者。

组合常规资产条

常规资产条上的每个标签端口对应一个机架单位，可用于确定 设备在指

定机架（或机柜）中的位置。

每个机架最多可以安装 长资产条，其中一个 （主）资产条，

其余为 （从）资产条。

主资产条和从资产条的差别在于主资产条有一个 接口，而从资产条

没有此插头。

下图说明部分资产条。注意， 提供的资产条类型比下图所示的多。

有 个标签端口的 （主）资

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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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个标签端口的 （从）资产

条

有 个标签端口的 末端 （从）

资产条

注意：常规从资产条每端有一个 插头，而末端从资产条只有一端有

插头。末端资产条安装在资产条组件末端。

 组装资产条：

 把一个 （主）资产条连接到一个 （从）资产条。

 把从资产条的白色 公插头插入主资产条的白色 母插头。

 确保 公插头旁边的 形金属片插入主资产条的后插槽。用螺

丝固定 形金属片加固连接。

 重复第一步，把另一个 从资产条连接到与主资产条相连的从资产

条。

 重复上述步骤连接更多从资产条。资产条组件最长为 。

 最终从资产条可以是 或 ，视机架实际高度而定。

 将 末端 资产条作为组件中的最后一个资产条进行连接。

 把资产条组件垂直安装在机架上的 设备旁边，使每个标签端口水平

对应一个机架单位。

 资产条背面的磁条自动把资产条吸在机架上。

注意：资产条内置了倾斜传感器，所以可以倒过来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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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标签简介

跟踪 设备同时需要资产条和资产标签。

资产标签为每个 设备提供一个 号。资产标签的一端被粘贴到 设

备，另一端插入资产条。

资产条连接到 ，资产标签将 和定位信息发送到资产条。

下图说明资产标签。请注意，有两种类型的资产标签：不可编程标签和可

编程标签。二者的唯一区别是，可编程资产标签允许您定制每个标签的

或条形码编号，而不可编程资产标签具有出厂默认 或条形码编号，您

无法更改。

不可编程 资产标签任一端的条形码（ 号）

标签接口

有胶带纸的粘贴部位

注意：每个 不可编程 资产标签的条形码都是唯一的，并显示在 设备

的 界面中以用于识别。

将常规资产条连接到

资产条组件与 之间的布线距离可达 米。

 将常规资产条连接到 设备：

 利用资产标签上的胶带纸把资产标签粘贴在每台 设备上。

 把每个资产标签上的插头插入资产条的相应资产标签端口。

 使用网络跳线（ 或更高类别）将资产条组件连接到 设备。

 将电缆的一端连接到 （主）资产条上的 插头。

 把电缆的另一端插入 设备的 （功能）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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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为连接的资产条组件供电。如果 正在更新资产条固件，

资产条组件上的所有 在通电过程中可能会循环显示不同的颜色。

在通电之后或固件升级完成之后， 显示固定颜色。注意，连接了

资产标签的标签端口的 颜色不同于没有连接资产标签的标签端

口的 颜色。

（主）资产条

资产标签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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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刀片服务器扩展条

可以用一个刀片服务器扩展条跟踪一个机箱里的每个刀片服务器。

刀片服务器扩展条的功能类似 资产条，但要求用标签接

口电缆连接常规资产条或复合资产条上的标签端口。 刀片服务器扩展条包

含 至 个标签端口。

下图说明标签接口电缆和有 个标签端口的刀片服务器扩展条。

标签接口电缆

标签接口电缆的条形码（ 号）

标签接口

用于连接刀片服务器扩展条的电缆接口

注意：标签接口电缆有一个唯一条形码， 设备的 界面显示此条
形码，便于您确认它连接的每个刀片服务器扩展条。

带 个标签端口的刀片服务器扩展条

有胶带纸的聚酯薄膜部分

标签端口

用于连接标签接口电缆的电缆接口

注意：刀片服务器扩展条的每个标签端口都有一个编号，此编号在 设

备的 界面中显示为插槽号。

 安装刀片服务器扩展条：

 把标签接口电缆插入刀片服务器扩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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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电缆插头插入刀片服务器扩展条任一端的插口。

 把刀片服务器扩展条移向刀片服务器机箱底部，直到聚酯薄膜部分全部

位于机箱底部位置，并确认刀片服务器扩展条不容易滑落。必要时可能

要用胶带纸粘帖聚酯薄膜部分固定条。

 把资产标签的一端插入刀片服务器，把另一端插入刀片服务器扩展条。

 利用资产标签上的胶带纸把资产标签的粘贴部分粘贴在刀片服务

器的一侧。

 把资产标签的标签接口插入刀片服务器扩展条上的标签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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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上述步骤，直到通过资产标签把机箱里的所有刀片服务器都连接到

刀片服务器扩展条为止。

 把刀片服务器扩展条的标签接口插入机架上常规或复合资产条的最近

标签端口。

 重复上述步骤连接更多刀片服务器扩展条。每个 （功能）端

口支持最多 个位于刀片服务器扩展条上的资产标签。

注意：如果必须临时从资产条断开刀片服务器扩展条，等待至少 秒钟再

插上插头，否则 设备可能无法检测它。

连接复合资产条

复合资产条名称为 ，其中 是数字，例如 或

。 它是资产条的一种类型，具备与常规主资产条相同的功能，

但又有下列差异。

 它有两个 插头。

 可以把多个复合资产条连接成菊花链。

 它包含的标签端口比标准资产条少。

例如， 仅包含两个标签端口， 仅包含三个标签

端口。

复合资产条专用于跟踪大型设备，例如机柜里的 设备。

下图说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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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 插头

标签端口

 将复合资产条连接到 设备：

 通过标准网络跳线（ 或更高类别）将复合资产条组件连接到

设备。

 将电缆的一端连接到 复合资产条上标有 （输入）的

端口。

 将电缆的另一端插入 设备的 （功能）端口。

 将资产标签连接到 设备。然后，通过将标签接口插入复合资产条上

的标签端口，将该资产标签连接到复合资产条。有关详情，请参看将常

规资产条连接到 。

 如果需要，可以连接更多复合资产条，以跟踪更多 设备。

 拿取 米内的标准网络跳线。

 将网线的一端连接到 上一个复合资产条上标有 （输出）的

插头。

 将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下一个复合资产条上标有 （输入）

的 插头。

 重复上述步骤连接更多复合资产条。参看复合资产条的菊花链限制

，了解每个链路支持的最大复合资产条数量。

 强烈建议您用线夹支撑连接电缆重量。

 重复步骤 将 设备连接到链路中的其他复合资产条。

重要说明：只有当 升级到 或更高版本时，才可以在链路中混

合不同类型的复合资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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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资产条的菊花链限制

当通过菊花链方式连接复合资产条 （其中 是数字）时，有

一些限制。

 复合资产条之间的最大电缆长度为 米，但总电缆长度不能超过

米。

 可以通过菊花链方式连接的复合资产条的最大数量取决于您购买的

产品。

设备 每个链路的最大资产条数量

、

、

（非 系列）

最多支持 个复合资产条。

、

、

切换器

（ 系列）

最多支持 个复合资产条。

重要说明：从 版本起，不同类型的复合资产条可以在链路中混合使

用。

连接 网络摄像头

将网络摄像头连接到 ，以查看网络摄像头周边地区的录像或快照。

支持下列 视频类 兼容网络摄像头：

 ，型号

也可以使用其他 兼容的网络摄像头。但是， 没有测试过这些

网络摄像头，也不担保它们能正常工作。

提示：您可以在 上方便地查找 兼容网络摄像头列表。

最多支持两个网络摄像头。 在连接网络摄像头值后，可以通过

界面从任何地方检索可视化信息。如果您的网络摄像头支持音频，则

录像中可以包含音频。

参看 网络摄像头用户指南了解详情。

 连接网络摄像头：

 将网络摄像头连接到 设备上的 端口。 自动检测网络

摄像头。



连接外部设备（可选）

 将网络摄像头安装到正确的位置。

重要说明：如果使用 集线器连接网络摄像头，请确保它是 通电 集

线器。

在完成连接之后， 界面立刻显示网络摄像头拍摄的快照或录像。

参看配置网络摄像头和查看实时图像。

连接 调制解调器

以下 调制解调器可以连接到 ，以发送包含事件信息

的短信。

 

 

 

参看可用操作 了解有关短信的更多信息。

注意： 不能接收短信。

 连接 调制解调器：

 将 调制解调器连接到 上标有 （控制台

调制解调器）的串行端口。

 对于 ，需要使用第三方 到 公头 适配器 电缆完成

此连接。参看有关调制解调器连接的 到 电缆要求（仅

适用于 ） 调制解调器连接的 转 电缆要求

（仅适用于 ） 。

 按需要配置 调制解调器。参看支持的 调制解调器帮助，

了解如何配置 调制解调器。

 在 中配置 调制解调器设置，以指定调制解调器的 卡

码和收件人电话号码。参看配置串行端口 。



连接外部设备（可选）

连接模拟调制解调器

支持远程拨入通信，以通过模拟调制解调器访问 。当 访问

不可用时，此拨入功能提供访问 的附加备用选项。如要拨入 ，

远程计算机必须连接调制解调器并拨打正确的电话号码。

以下是 支持的模拟调制解调器：

 

 调制解调器

也可以支持 没有测试的其他模拟调制解调器。

请注意， 不支持通过调制解调器进行拨出或回拨操作。

 连接模拟调制解调器：

 将电话线插入支持的调制解调器的电话插孔。

 将调制解调器的 电缆插入 上标有

（控制台 调制解调器）的串行端口。

 对于 ，需要使用第三方 到 公头 适配器 电缆完成

此连接。参看有关调制解调器连接的 到 电缆要求（仅

适用于 ） 调制解调器连接的 转 电缆要求

（仅适用于 ） 。

您需要启用调制解调器拨入支持才能利用此功能，请参看配置串行端口

。

连接外部蜂鸣器

支持使用外部蜂鸣器进行音频报警。

受支持的外部蜂鸣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产品：

 型号

在连接外部蜂鸣器后，您可以为 创建事件规则，以在特定事件发生时

打开或关闭外部蜂鸣器。参看事件规则和操作。

 连接外部蜂鸣器：

 把标准网络跳线插入 的 （功能）端口。

 将电缆的一端插入外部蜂鸣器的 插座。

蜂鸣器的位置距离 可达 英尺（ 米）。



连接外部设备（可选）

连接 热交换器

如要利用 设备远程监视和管理 、 和

热交换器，必须在热交换器和 设备之间建立连接。

参看 热交换器用户指南了解详情。

需要用 提供的 到 转接电缆连接 和

热交换器。

 连接 或 热交换器：

 将转接电缆的 插头插入 热交换器的

端口。

 把电缆的 插头插入 设备的 （功能）端口。

如要启用 热交换器支持，请参看其他 杂项 。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 设备，包括：

 和 端口简介

 操作前面板显示屏

 过电流保护器的动作

 内部蜂鸣器的动作

 复位按钮

在本章内

面板部件

断路器

熔断器

蜂鸣器

可更换控制器

面板部件

有 、 和 三种尺寸。所有设备的面板上都有下列部件。

 入口

 出口

 连接端口

 点阵 显示屏

 复位按钮

连接端口、 显示屏和复位按钮位于 型号的可更换控制器上。参

看可更换控制器 。

入口

大多数 都附带一根锁定电源线，可以插入 的入口和适当

的插座以接收电源。用户不能改变此类设备的电源线。

锁定电源线有助于固定电线连接。详情请参看连接锁定电源线 。

每台 设备都要连接到额定值合适的支路。参看 设备上的标签或

铭牌，了解相应的输入额定值或范围。

设备没有电源开关。 如要给 重新通电，要把插头从支路上拔下

来， 秒后再插好插头。

此外， 型号支持可重定位入口。参看 型号的可重定位入口

。

组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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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的可重定位入口

您可以在 型号上轻松地将入口的位置从侧面更改为顶部或从顶部更改

为侧面。

 更改 入口的位置：

 让 断电。

 拆掉入口两侧的螺丝，卸下入口模块。

 重新安装入口模块，让入口位于所需位置。

侧面入口 顶部入口

出口

不同的型号配备不同数量的出口。

系列

这些型号没有出口开关功能，所以所有出口始终处于开状态。

没有出口 。

系列

每个出口旁边都有一个小

，指示继电器板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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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出口状态 表示的意义

不亮 断电 出口不连接电源，或者控制电路的电源坏了。

红色

 

开并通电 带电。接通出口电源且有电。

开但不通电 接通出口电源，但没有电，因为断路器跳闸了。

连接端口

可用端口数视你购买的型号而定。

连接端口

连接端口总数取决于您购买的设备型号。请注意，您购买的设备型号上的

端口位置可能与这些图像中的位置不同。

 型号上有 个端口：

 （控制台 调制解调器）端口

 （传感器）端口 （黄色）

 端口

 端口

 （功能）端口 （红色）

 （以太网）端口 （绿色）

 型号上有 个端口：

 （控制台 调制解调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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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感器）端口 （黄色）

 端口

 端口

 （功能）端口 （红色）

 （以太网）端口 （绿色和白色）

注意： （标记为绿色）最高支持 。这是

。 （标记为 白色）最高支持 。这是

。

 （扩展）端口 （灰色）

和 端口位置

、 和 型号之间的区别在于， 型号的所有连接端口都位于前面

板上，而 和 型号的大多数端口分别位于前面板和后面板上。

连接端口功能

下表解释每个端口的功能。

 型号：

端口 用途

 级联 设备以共享网络连接。 参看通过 级联 。

 在计算机和 之间建立 连接，以使用命令行界面或执行灾难恢

复。有关灾难恢复说明，请联系 技术支持部门。 

这是符合 规范的 主机 端口。

 连接 设备，例如 网络摄像头或无线 适配器。

 级联 设备以共享网络连接。

（功能）连接到下列设备之一：

 使用电源 连接 访问产品（例如 、

切换器）。

 、 或 设备，使用 提供的

到 电缆。

 带有 插座的外部蜂鸣器。

 资产管理条，便于跟踪 设备在机架上的位置。

参看连接外部设备（可选） 。

警告：这不是 端口，切勿插 设备，否则会损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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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用途

（控制台

调制解调器）

在 和计算机或调制解调器之间建立串行连接。

这是标准 端口。可以用两端配备 插头的零 调制解调器线

缆将 设备连接到计算机。

（传感

器）

连接到下列设备之一：

 的环境传感器套装。

 的传感器集线器，将传感器端口的数量扩展到四个端口。

（以太

网）

通过标准网络跳线 将 连接到公司网络。在远程管理或访问

时，需要此连接。

端口旁边有两个小 指示灯：

 绿色表示建立了物理连接，且连接处于活动状态。

 黄色表示按 速度通信。

注意：如果首选无线连接或 是 级联配置中的从设备，则不需要连

接到此端口。参看通过 级联 。

 型号：

端口 用途

，

，

（功能），

（传感器）

与上述功能相同。

（控制台 调制解调

器）

与 型号的功能相同。参看上文。

请注意， 上的 （控制台 调制解调器）端口

是 插头而不是 插头。因此，应使用 第三方 到

适配器 电缆 将 连接到计算机。参看有关计算机连接的 到

电缆要求（仅适用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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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用途

有两个以太网端口。

 （标记为绿色）最高支持 。这是

。

 （标记为 白色）最高支持 。这是 。

您可以使用以太网端口进行网络连接或级联。参看 型号扩展级

联 。

注意： 端口的黄色 无效，不管通信状态如何，都不会
点亮。

（扩展） 连接到另一个 的 （扩展）端口，以便在 的

入口上发生电源故障时， 控制器的电源能够继续运行。参看电源共享

限制和连接（仅适用于 ） 。

点阵 显示屏

下图说明不同 型号上的点阵 显示屏。

 型号：

 型号：

您可以使用 显示屏查看 信息，甚至开关出口。它包括：

 一个点阵 显示器

 四个控制按钮

注意 ：用户指南中所示的所有点 阵 显示屏示意图均针对 型

号。如果是 型号，您的点阵 可能会略有不同。

在检测到 安装方向后， 型号自动调整点阵 显示屏上显示内

容的方向。 和 型号不调整内容的方向。

注意 ：有关 第 阶段 型号的字符 显示屏的信息，请参看旧

字符 显示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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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和人工模式

打开或复位 后，前面板 显示屏首先显示 徽标，然后进

入自动模式。

 无可用警报的自动模式：

在此模式下，只要没有警报， 显示屏将循环显示入口信息。

如果 上有过电流保护器，显示屏将循环显示入口和过电流保护器信

息。

注意：您可以让带有过电流保护器的 仅在自动模式下显示入口信息。

参看前面板设置 。

 人工模式：

如果您的 具有出口开关功能，要查看更多信息或控制出口，请进入人

工模式。

按 或 进入人工模式，首先显示主菜单。参看主菜单

。

如要返回自动模式，请按 一次或多次。

 当存在警报时：

 在自动模式下，如果发生警报， 显示屏将停止循环显示入口信息，

并通过在黄色或红色背景中显示警报通知来警告您。参看黄色或红色屏

幕中的警报通知 。

如要进入人工模式，请按 。

 在人工模式下，顶部和底部的状态栏都将变为黄色或红色，表示存在警

报。 参看操作点阵 显示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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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按钮

使用控制按钮在人工模式下导航到菜单。

按钮 按钮 功能

向上

向下

确定

后退

或者

在自动和人工模式之间切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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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点阵 显示屏

当您想要操作点 阵 显示屏时，请进入人工模式。您可以使用点阵

显示屏：

 显示有关 、内置组件或连接的外围设备的信息

 控制出口（如果您的型号支持出口开关）

 控制执行器（如有）

 显示屏顶部和底部状态栏的颜色变化：

 在人工模式下，顶部和底部的状态栏都将变为黄色或红色，表示存在警

报。 有关颜色定义，请参看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的传感器 黄色

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

带黄色状态栏的屏幕 带红色状态栏的屏幕

所有警报仅进入警告级别。 部分或所有警报进入临界级别。

 当没有警报时，两个状态栏都变黑。

带黑色状态栏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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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主菜单包含 到 个菜单命令，具体取决于型号。

可以使用的控制按钮和系统时间显示在 显示屏的底部。

如果有任何警报， 显示屏上的顶部和底部状态栏的颜色将从黑色变为

黄色或红色。参看操作点阵 显示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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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命令 功能

（警报）
指示所有带警报的传感器（如有）。参看警报 。

显示内部蜂鸣器的状态，如果开启，还会显示开启原因。

如果您的 有多个入口，该菜单项也会显示总有功功率和总有功电量。

参看 。

（入口 ）
显示入口 的信息。参看入口 。

（剩余电流）

仅适用于支持剩余电流监视的 型号。参看 前面板操作

的前面板操作 。

显示过电流保护器信息的列表。参看 。

只有具有过电流保护器的 型号具有此菜单项。 

（出口）

此菜单命令在 和 系列中不可用。

显示每个出口的信息。

如果您的 支持出口开关，则可以对出口通电、断电或重新通电。

参看出口。

（外设）

显示连接的 环境传感器或执行器的信息，如温度传感器。

您可以使用此命令打开或关闭连接的执行器。

参看外设 。

（资产）

如果 资产管理设备连接到您的 ，则显示资产管理信息。参看

资产 。

（设备信

息）

显示 设备的信息，例如 和 地址。参看设备信息 。

注意：如要返回自动模式，请按 。参看自动和人工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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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警报）菜单命令显示以下警报传感器的列表，其中包括内部和外

部传感器。

 任何进入警告或临界范围的数字传感器（如果已启用阈值）

 进入警报状态的状态传感器

 任何跳闸的断路器或熔断的熔断器

提示： 界面的仪表盘中提供有相同的信息。参看仪表盘 带警报的

传感器 。

如果没有带警报的传感器，则 显示屏上会显示 （无警报）

信息。

 查看带警报的传感器：

 按 或 ，在主菜单中选择 （警报），然后按

。

 带警报的传感器（如有）以红色或黄色突出显示。 有关颜色定义，请

参看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的传感器 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

 根据可用警报的类型， 显示屏上的顶部和底部状态栏可能显示

为黄色或红色。参看操作点阵 显示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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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传感器名称。

传感器读数和 或状态。

数字传感器显示读数和状态。状态传感器或执行器仅显示状态。

可用状态如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看传感器 执行器状态 。

 报警

 下临界 低于下临界阀值

 下警告 低于下警告阀值

 上警告 高于上警告阀值

 上临界 高于上临界阀值

 打开（过电流保护器）

 按 或 可查看其他页面。当有多个页面时，页码显

示在显示屏的右上角。

根据您购买的型号， 菜单命令可能显示下列数据之一或全部。

 内部蜂鸣器状态 开或关

 的总有功功率 仅适用于多 入口型号和 在线监视器

 的总有功电量 仅适用于多 入口型号和 在线监视器

 电源状态 仅适用于 型号

提示：内部蜂鸣器状态信息也可在 界面中查看。参看

。

 查看或配置 信息：

 按 或 ，在主菜单中选择 ，然后按 。

 显示内部蜂鸣器状态： （活动）或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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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活动）状态下，显示打开蜂鸣器的原因，并且顶部 底

部的状态栏变为红色。

 如果您的 是带有 控制器的 ，请按 以显示控

制器的 电源的状态。有关该传感器的详细信息，请参看 电

源传感器（仅适用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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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 有多个入口，请按 显示有关总有功功率

和总有功电量 的信息。

 如要返回主菜单，请按 。

入口

入口信息分为两页。 页码显示在 显示屏的右上角。

 显示入口信息：

 按 或 ，在主菜单中选择 （入口 ），然

后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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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页显示入口的有功功率 、视在功率 、功率因数 和有

功电量 。

 如要转到其他页面，请按 或 。

 对于单 相型号，第二页显示入口电压 、频率 和电流 。

 对于三 相型号，接下来的几页分别显示不平衡电流百分比、线路频

率、每个线路的电流和电压值。

 如要返回主菜单，请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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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型号具有的过电流保护器 在 显示屏一次显示不完，

会在 显示屏的右上角出现页码。否则，不会出现页码。

 显示过电流保护器信息：

 按 或 ，在主菜单中选择 ，然后按 。

 显示屏显示类似于下图的过电流保护器列表。

编号 说明

过电流保护器名称。

相关线路和额定电流显示在每个过电流保护器的名称下面。

相应过电流保护器的电流读数。

 如果没有看到所需的过电流保护器，请按 或 向上

或向下滚动。

注意：如果断路器跳闸，过电流保护器列表与上图会略有不同。跳闸的过

电流保护器将显示 （打开）而不是当前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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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设

如果 环境传感器套装没有连接到您的 ，则 显示屏将在

（外设）菜单命令中显示 （无被管设

备）信息。

如果已启用前面板执行器控制功能，则可以使用 显示屏打开或关闭连

接的执行器。参看其他 杂项 。

 显示环境传感器或执行器信息：

 按 或 ，在主菜单中选择 （外设），

然后按 。

 显示屏显示类似于下图的环境传感器 执行器列表。

 如果没有看到所需的传感器或执行器，请按 或

向上或向下滚动。

 当列表超过一页时，当前选择的传感器 执行器的 号和被管传感

器 执行器的总和会显示在显示屏的右上角。

 如果任何传感器进入警告、临界或报警状态，例如下图所示的

（篡改检测器 ），则以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

有关颜色定义，请参看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的传感器 黄色或

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

顶部和底部的状态栏也变成黄色或红色。参看操作点阵 显示

屏 。

编号 说明

传感器或执行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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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传感器或执行器状态如下所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看传感器 执行器状态

。

 不可用

 正常

 报警

 下临界 低于下临界阀值

 下警告 低于下警告阀值

 上警告 高于上警告阀值

 上临界 高于上临界阀值

 开

 关

数字传感器显示读数和状态。状态传感器或执行器仅显示状态。

 如要查看环境传感器或执行器的详细信息，请按 或

选择该传感器或执行器，然后按 。显示类似于如下所示的屏

幕。

编号 说明

分配给该传感器或执行器的 号。

 传感器显示 （外围传感器 ）（ 是 号）

 执行器显示 （外围执行器 ）

传感器或执行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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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列出如下信息。

 序列号

 链路位置，其中包含以下信息：

端口 ： 是与此传感器或执行器相连的传感器端口的编号。对于

，此编号始终为 。

链路位置 ： 是传感器或执行器在传感器菊花链中的位置。

注意：只有 、 和 传感器套装提供链路位置信息。

 如果该传感器或执行器位于具有多个通道的传感器套装上，例如 ，

其通道号表示为 （通道 ），其中 为数字。

根据传感器类型，显示以下任一信息：

 状态传感器的状态：正常或报警。

 执行器的状态：开或关。

 数字传感器的读数。

您为此传感器或执行器指定的 、 和 坐标。参看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页面

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 。

 打开或关闭执行器：

 按照上述步骤 至 选择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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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打开或关闭执行器。显示类似于如下所示的确认消息。

 按 或 ，选择 （是）或 （否），然后按

。

 确认 显示屏上显示的执行器状态已更改。

资产

如果没有连接 资产管理条，则 显示屏将在 （资产）

菜单命令中显示 （未连接资产条）。

在连接资产条之后， 显示屏上仅显示检测到资产标签的机架单位的信

息。

 查看资产条信息：

 按 或 ，在主菜单中选择 （资产），然后按

。

 显示屏显示可用的资产条，并指出在该资产条上检测到多少个机架单位

和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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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的数量包括连接到资产条的标签和连接到刀片服务器扩展条

的标签（如有）。

 按 显示此资产条的详细信息，包括：

 状态 资产条的状态。

 主标签 连接到资产条的标签的数量。

在下图中，这个数量是 。

 刀片服务器标签 连接到刀片服务器扩展条的标签的数量（如有）。

在下图中，这个数量是 。

注意：只有在连接的刀片服务器扩展条上检测到标签时，才会显示

（刀片服务器标签）信息。

 类型 资产条的类型。

 编号 编号模式。参看资产条 。

 偏移 机架单位编号的起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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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资产条的方向。

 再次按 显示可用标签及其信息的列表。

 当列表超过一页时，当前选择的主标签和可用主标签的总和会显示

在显示屏的右上角。

 如果没有看到所需的标签，请按 或 向上或向

下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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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每个标签显示两个数字。

 机架单位编号：基于所选编号模式分配给该标签的编号。参看资产条

。

 括号中的索引号：打印在资产条上的物理端口编号。 

资产标签的名称（如果已指定）。在没有可用的名称时，此字段不会显示。

如果连接的标签是刀片服务器扩展条，则显示 （刀片服务器

扩展），并显示此扩展条上有多少标签和插槽。

一个彩色框，表示连接此资产标签的标签端口的当前 颜色。默认为绿色。

 您可以定制颜色。参看资产条 。

连接的资产标签的 号（条形码）。

 如有任何刀片服务器扩展条连接到该资产条，请选择它，然后按

以查看此扩展条上可用的标签和资产 的列表。

编号 说明

所选刀片服务器扩展条的信息，包括：

 机架单位编号

 括号中的索引号

 连接标签端口的当前 颜色

 扩展条的 号（条形码）

每个资产标签的插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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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连接的资产标签的 号（条形码）。

设备信息

显示屏通过各种页面显示设备的信息、网络和 设置。 页码显示

在 显示屏的右上角。

 显示设备信息：

 按 或 ，在主菜单中选择 （设备信息），

然后按 。

 显示与下图所示内容相似的设备信息。

编号 说明

设备名称。

固件版本、型号名称和序列号。

设备额定值，包括额定电压、频率、电流和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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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显示 （网络一般信息）页面。

编号 说明

服务器。

默认网关。

 按 显示 （网络级联）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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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级联状态，可以是以下状态之一：

 无级联：此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为 （无）。参看设置级联模式 。

 启用网络桥接：此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为 （桥接）。其 地址

也显示在此页面上。

 端口转发主设备：此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为 （端口转发），

且它是主设备。

 端口转发从设备：此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为 （端口转发），

且它是从设备。

 已连接从设备：表示是否检测到了从设备的存在 （是）或 （否）。

 级联位置：表示从设备在 （端口转发）模式下的位置。

表示从设备 、 表示从设备 ，依此类推。

 端口转发从设备还将在此页面上显示主设备的 地址。



组件简介

 按 显示 （以太网）页面。

 对于 ， 有两个以太网页面 和 。

编号 说明

以太网接口信息，包括：

 地址。

 速度。

 全双工或半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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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包括：

 网络配置： （或自动）或静态。静态代表静态 。

 地址

 网络掩码或前缀长度，如 。

注意：如果禁用任何以太网接口，将显示 （接口被禁

用）消息。参看以太网接口设置 。

如果不启用 设置，将显示 （ （或

）被禁用）消息。

 按 显示 （无线）页面。

编号 说明

无线网络信息（如启用），如 。

 如要返回主菜单，请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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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或红色屏幕中的警报通知

在自动模式下，如果发生警报， 显示屏会自动显示一个黄色或红色屏

幕，指出带警报的传感器的总数和最近的过渡信息。

当所有带警报的传感器进入警告级别时，屏幕背景为黄色。当所有带警报

的传感器进入临界级别时，屏幕背景为红色。有关颜色的其他信息，请参

看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的传感器 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

以下说明红色屏幕中的警报通知。

编号 说明

达到临界级别的带警报的传感器总数和达到警告级别的带警报的传感器总数。

其读数或状态发生更改的最终带警报的传感器的列表。

每个带警报的传感器更改其读数或状态的最后时间。

 接下来的步骤：

 如要查看所有带警报的传感器的详细信息，请按 。如果详细

信息超过一页，请按 或 在页面之间切换。

 如要返回 （警报通知）屏幕，请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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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固件升级进度

在升级 时，固件升级进度将以百分比形式显示在 显示屏上，类

似于下图。

最后，会显示一条消息，指示固件升级是成功还是失败。

复位按钮

复位按钮位于 显示面板旁边的小孔里。

在使用串行连接时，可以按此按钮把 设备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参看

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 。

如果没有建立串行连接，按此复位按钮重新启动 设备软件，不断开出

口电源。

下图说明 设备上的复位按钮位置。端口位置可能因设备型号而异。

 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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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断路器

额定电流大于 （北美）或 （国际）的 设备配备出口过电流

保护器，通常为支路断路器。当流过这些断路器的电流超过额定值时，断

路器自动跳闸（断开电源）。

如果断路器断开电源， 显示器显示打开。如要查找哪个断路器已打开

（跳闸），请在主菜单中选择 （警报）或 。参看操作点阵

显示屏 。

在断路器跳闸之后，没有电流流向与之相连的所有电源接口。必须人工复

位断路器，受影响的电源接口才能恢复正常工作。

断路器可能采用按钮复位机制，也可能采用手柄复位机制，取决于你购买

的型号。

复位按钮型断路器

按钮型断路器外观可能与本节所示的插图有少许差异，但复位步骤相同。

 复位按钮型断路器：

 找到 （开）按钮弹起来的断路器，弹起来表示断路器跳闸了。

 检查 和相连设备，消除过载或短路原因。此步骤是必需的，否则

不能继续下一步。

 按 （开）按钮，直到不再弹起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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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手柄型断路器

手柄型断路器外观可能与本节所示的插图有少许差异，但复位步骤相同。

 复位手柄型断路器：

 打开装有铰链的断路器盖子。

 检查手柄下面的彩色矩形或三角形是否是绿色，绿色表示断路器跳闸

了。

 检查 和相连设备，消除过载或短路原因。此步骤是必需的，否则

不能继续下一步。

 向上拉手柄，直到彩色矩形或三角形变成红色为止。

熔断器

部分 设备可能配备熔断器而不是断路器。在检测到过载时，熔断器烧

断，起到保护相关出口的作用。

如果 使用熔断器，在熔断器烧掉或发生故障之后，必须更换新熔断

器。新熔断器的额定值必须与原熔断器的额定值相同。

如果使用额定值不合适的熔断器，可能会损坏

和相连的设备，造成触电、火灾、人身

伤害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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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采用不同设计的 ，熔断器更换方法有差异。

更换 设备上的熔断器

本节仅适用于配备了可更换熔断器的 。

 更换 设备上的熔断器：

 打开装有铰链的断路器盖子。

 确认新熔断器的额定值是否与熔断器座盖注明的额定值相同。

 推开熔断器座盖露出熔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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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出熔断器座里的熔断器。

 把新熔断器插入熔断器座内。插入熔断器没有方向限制。

 合上熔断器座盖，然后盖好装有铰链的盖子。

更换 设备上的熔断器

设备上的熔断器安装在熔断器旋钮里，熔断器旋钮插在 的熔断器

座里。

编号 说明

熔断器座

安装熔断器的旋钮

 更换 设备上的熔断器：

 把 电源线插头从电源插座上拔下来。

 用一字螺丝刀取出 熔断器座里要更换的熔断器。

 反时针旋转熔断器旋钮，直到插槽倾斜 度为止。

 把旋钮从熔断器座里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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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出旋钮里原有的熔断器，把新熔断器的任一端插入旋钮里。确保新熔

断器的额定值与原熔断器的额定值相同。

编号 说明

熔断器旋钮

熔断器

 用一字螺丝刀把装有新熔断器的旋钮安装在熔断器座里。

 在把旋钮插入熔断器座时，让旋钮插槽倾斜 度。

 把旋钮轻轻推进熔断器座，然后顺时针旋转旋钮，直到插槽处于水

平位置。

 确认旋钮头是否与熔断器座齐平。如果旋钮头高出或低于熔断器座，重

新安装旋钮。

编号 说明

安装错误

安装正确

 把 电源线插头插入电源插座，确认相应的熔断器 是否亮，

亮表示熔断器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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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鸣器

包括内部蜂鸣器，以便在过电流保护器打开时发出声音警报。

 在断路器跳闸后三秒内，蜂鸣器发出警报。

 在复位所有断路器之后，蜂鸣器停止报警。

您还可以设置内部蜂鸣器，使其发出针对特定事件的声音。参看事件规则

和操作。

提示：如要通过 界面远程检查蜂鸣器的状态，请参看 。

可更换控制器

型号可以灵活地更换控制器。这个包含点阵 显示屏和连接端

口的控制器通常位于 的中间。

如果控制器坏掉，您可以简单地将控制器发回 进行维修，或者从

购买新的控制器。

和所有 系列都不支持此功能。

 请求新的控制器：

联系 以请求新的 控制器。

请在您的请求中包含下列详情：

 的序列号

 控制器板的序列号

 的完整型号

 运行的固件版本（如果已知）。

 更换控制器：

 不需要断电。

 松开 控制器两侧的螺丝，并将其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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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松开螺丝，而不要拆掉它们。

 从控制器断开 的控制器电缆。

 拿取一个新的 控制器，并以相反的顺序将其重新安装到

中。



本章介绍如何用 界面管理 。

在本章内

支持的网络浏览器

登录、退出和密码更改

界面概览

仪表盘

入口

出口

（外设）

（功能端口）

用户管理

设备设置

（维护）

（网络摄像头管理）

支持的网络浏览器

 

 

 和更高版本

 

 和更高版本

 和更高版本

 和更高版本

注意：根据您使用的浏览器，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数字输入字段里出现

类似于 的数值调节钮控件。单击这些箭头调节数值（递增或递减 ）。

登录、退出和密码更改

在首次登录 时，使用出厂默认 （管理员）用户证书。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产品附带的快速安装指南。

在登录之后，可以给其他用户创建用户帐户。参看创建用户 。

使用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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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必须在网络浏览器上启用 ，才能进行正确操作。

 登录 界面：

 打开浏览器并键入 的 地址。

 如果启用了 寻址，则可以输入 ，而不是 地

址。 参看 和链路本地寻址 。

提示：您还可以输入所需页面的 ，以便您可以在登录后立即进入

该页面。参看快速访问特定页面 。

 如果出现任何安全警报消息，请接受。

 显示登录屏幕。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证书区分大小写。

 （可选）如果显示安全协议，请接受。否则，您无法登录。

 如要使用键盘选择协议复选框，请首先按 键进入复选框，然

后按 。

注意：如要配置安全协议，请参阅启用有限服务协议 。

 单击 （登录）按钮，或者按 。打开 界面。

注意：通过非标准端口在 端口转发 模式下访问从设备的地址是协议

（ 或 ）、 地址和端口号的组合。参看端口转发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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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密码

您必须具有 （更改自己的密码）权限才能更改您自

己的密码。参看创建角色 。

您必须具有 （管理员权限）才能更改其他用户的

密码。参看编辑或删除用户 。

 首次登录时的密码更改请求：

在首次登录时，如果您有 更改本地用户管理和更改安全设置权限，您可以
选择更改密码或忽略。

 （现在不更改）仅忽略这一次的请求。

 （不再询问）永久忽略该请求。如果选择此复选框，

则单击 （现在不更改）。

 也可输入新密码，然后单击 （确定）。

不具备所列出的权限的用户必须更改密码。

注意：如果在用户帐户设置中启用了 （强制

更改密码），则也会显示此密码更改请求。参看创建用户 。

 通过更改密码命令更改密码：

 选择 （用户管理） （更改密码）。

 首先键入当前密码，然后输入两次新密码。密码区分大小写。

 密码由 到 个字符组成。

记住用户名和密码

支持常见网络浏览器的密码管理器，包括：

 

 

 

当这些浏览器询问是否记住登录名和密码时，您可以保存登录名和密码。

有关如何激活网络浏览器的密码管理器的信息，请参阅浏览器附带的用户

文档。

不支持其他浏览器密码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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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

完成任务之后，应该退出，防止他人擅自访问 界面。

 退出而不关闭网络浏览器：

 单击右上角的 （退出）。

或者

 在浏览器中有其他选项卡时，关闭 选项卡。

 通过关闭网络浏览器退出：

 单击窗口右上角的 。

或者

 选择 （文件） （关闭）或 （文件） （退出）。

界面概览

界面由四个区域组成，如下所示。

 操作：

 单击 区域中的任意菜单或子菜单项。

 然后在 区域中打开该项目的数据 设置页面。

 现在，您可以在打开的页面上查看或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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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返回主菜单和 （仪表盘）页面，请单击左上角的

。

编号 界面元素

菜单

所选菜单项的数据 设置页面

 左侧：

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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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界面元素

注意：如要定制设备名称，请参看 。

 右侧：

您的登录名，您可以单击查看您的用户帐户设置

退出按钮

从上到下

 您的 型号

 当前固件版本

 联机文档：链接到 联机帮助。

参看浏览联机帮助 。

 支持：链接到 技术支持网页。

 您的用户帐户的上次登录日期和时间

单击 （上次登录）查看您的登录历史记录。

 系统时间

单击 （设备时间）打开日期 时间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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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根据您的型号和硬件配置，您的 可能会显示如下所示的所有或部分菜

单项。

菜单 显示的信息

（仪表盘） 状态的摘要，包括带警报的传感器和警报列表（如有）。

参看仪表盘 。

设备数据和设置，如设备名称和 地址。

参看 。

（入口） 入口状态和设置，如入口阈值。

参看入口 。

（出口） 出口状态、设置和出口控制（如果您的型号具有出口开关功能）。

参看出口 。

菜单项仅在设备型号上配有过电流保护器时出现。

状态和设置，如 阈值。

参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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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 显示的信息

（外设）连接的 环境传感器套装的状态和设置。

参看外设 （外设） 。

（功能

端口）

名称

（功能端口）

将被替换为右侧

列出的设备名称

之一

连接到功能端口的设备的状态和设置，可以是以下之一。

 资产条

 外部蜂鸣器

 

 

 

 电源

参看功能端口 （功能端口） 。

（网络摄像

头），

（网络摄像头快照）

网络摄像头相关的菜单项仅在有网络摄像头连接到 时才会显示。

网络摄像头实时快照 录像和网络摄像头设置。

参看网络摄像头管理 （网络摄像头管理）

。

（用户管理）

用户帐户和组的数据和设置，如密码更改。

参看用户管理 。

（设

备设置）

设备相关设置，包括网络、安全性、系统时间、事件规则等。

参看设备设置 。

（维护）设备信息和维护命令，如固件升级、设备备份和复位。

参看维护 （维护） 。

如果菜单项包含子菜单，则单击该项后将显示子菜单。

 如要返回上一菜单列表，请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带有符号 的最上面链接。例如，单击 。

 按键盘上的 键。

 或者单击左上角的 返回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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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访问特定页面

如果您经常访问 界面中的特定页面，则可以记下其 或使用

浏览器将其加入书签。下一次登录前，只需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

其 即可。登录后， 将立即显示所需的页面，而不是

（仪表盘）页面。

如果需要，您甚至可以将 发送给其他用户，以便他们可以在使用其

自己的用户证书登录后立即看到该页面。

 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假设 的 地址为 。

页面

（外设）

（事件日

志）

排序列表

如果任何列表在其一个列标题中显示此箭头 ，则可以通过单击任何列标

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列表将根据所选列以升序或降序进行重新排序。

 示例：

 默认情况下， （固件更新历史记录）将按照

（时间戳）列的升序进行排序。因此，箭头 显示在时间

戳标题附近。

 如要按照相同的列以降序进行重新排序，请单击 （时间戳）

标题。

 箭头变为 ，表示列表按 降序 排序。

 如要根据不同的列对列表进行重新排序，请单击不同的列标题。

 箭头 现在显示在所选列标题的旁边，表示列表按照该列的升序进行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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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盘

（仪表盘）页面包含四到五个部分，具体取决于您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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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部分 显示的信息

（入口

）

 入口电源数据的概述

 每个相位的当前状态栏，它通过改变颜色来指示 电流状态

绿色：正常

黄色：警告

红色：临界

参看仪表盘 入口 。

（过

电流保护器）

本部分仅在您的 包含过电流保护器 时可用。

 每个 状态的概述

 每个 的当前状态栏，它通过改变颜色来指示 电流状态

绿色：正常

黄色：警告

红色：临界

参看仪表盘 。

（带警报

的传感器）

 当没有传感器进入报警状态时，本部分显示消息

（无带警报的传感器）。

 当任何传感器进入报警状态时，本部分列出所有带警报的传感器。

参看仪表盘 带警报的传感器 。

（入

口历史记录）

默认显示入口的有功功率历史记录的波形图。您可以使其显示不同的

数据类型。

参看仪表盘 入口历史记录 。

（报警） 只有在设置了要求用户采取确认操作的事件规则之后，此部分才能

显示数据。

 当没有未确认的事件时，本部分显示消息 （无报警）。

 当有未确认的事件时，本部分将列出所有这些事件。

请参看仪表盘 警报 仪表盘 报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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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盘 入口

根据型号，入口部分显示的相数有所不同。

 入口页面链接：

如要查看更多信息或配置入口，请单击此部分的标题 （入口 ）

转到 （入口）页面。参看入口 。



使用 界面

 左侧 通用入口电源数据：

左侧列出以下全部或部分数据。可用数据视型号而异。

 有功功率（ 或 ）

 视在功率（ 或 ）

 有功电量（ 或 ）

 功率因数

 线路频率 特定于型号

 不平衡电流 视型号而异

 右侧 入口的电流和电压：

右侧显示每相的电流和电压数据。对于单相设备，它只显示一条线路，但

对于三相设备，它显示三条线路（ 、 和 ）。

从上到下的入口数据包括：

 电流

 显示 电流级别的状态栏

 电压

如果启用阈值， 电流状态栏会自动更改颜色以指示电流状态。如要配

置阈值，请参看入口 。

状态 状态栏颜色

正常

高于上警告阀值

高于上临界阀值

注意： 低于下警告阀值 和 低于下临界阀值 状态也分别显示黄色和红色。
但是，为当前级别启用这两个阈值是没有意义的。



使用 界面

仪表盘

的可用性和总数取决于型号。

 每个 的链接：

如要查看更多信息或配置单个 ，请单击所需的 索引号（ 、

等），转到其设置页面。

 每个 的电源数据：

从上到下的 数据包括：

 电流

 显示 当前级别的状态栏

 状态 打开或关闭

 相关线路对和 电流额定值

如果启用阈值， 当前状态栏会自动更改颜色以指示当前状态。如要配

置阈值，请参看 。

状态 状态栏颜色

正常

高于上警告阀值

高于上临界阀值

注意： 低于下警告阀值 和 低于下临界阀值 状态也分别显示黄色和红色。
但是，为当前级别启用这两个阈值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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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盘 带警报的传感器

当连接到 的任何内部传感器或环境传感器套装进入异常状态时，仪表

盘中的 （带警报的传感器）部分会显示它们以提醒用户注

意。 本部分还列出跳闸的断路器或熔断的熔断器（如有）。

如要查看详细信息或配置每个带警报的传感器，可以单击每个传感器的名

称以转到单个传感器页面。参看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页面 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 。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列标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参看排序列表

。

 部分标题摘要：

标题旁边括号中的信息是带警报的传感器的总数。

例如：

 个临界： 个传感器进入临界或报警状态。

数字传感器进入临界状态。

状态传感器进入报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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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警告： 个 数字 传感器进入警告状态。

 带警报的传感器列表：

两个图标用于指示各个传感器状态。

图标 传感器状态

对于数字传感器：

 高于上警告阀值

 低于下警告阀值

对于数字传感器：

 高于上临界阀值

 低于下临界阀值

对于状态传感器：

 报警状态

有关详情，请参看传感器 执行器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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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盘 入口历史记录

入口的功率波形图可以帮助您观察过去几十分钟内是否有异常事件。默认

值是显示入口的有功功率数据。

您可以显示其他入口电源数据的波形图。只需通过单击图示下方的选择器

选择不同的数据类型。可用的数据类型包括：

 电流

 电压

 有功功率

 视在功率

 多入口型号的入口选择：

如果您的 是多入口型号，可以通过选择所需入口的复选框，使一个

或多个入口显示其功率波形图。

 当显示多个入口时，其波形图颜色不同。您可以根据所选入口的颜

色来识别每个波形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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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盘 报警

如果要配置需要用户采取确认操作的任何事件规则， （报警）部分

将列出事件发生后尚没有人确认的任何事件。

注意：有关事件规则的信息，请参看事件规则和操作。

只有拥有 （确认报警）权限的用户才能人工确认报警。

 确认报警：

 单击 （确认），然后该报警消息从 （报警）部

分中消失。

该表说明了报警列表的每一列。

字段 说明

（名称） 报警操作的定制名称。

（原因） 触发报警的第一个事件。

（首次出现）
（原因）列中所指出的事件第一次发生时的

日期和时间。

（最后出现）
（原因）列中所指出的事件最后一次发生时

的日期和时间。

（数量） （原因）列中所指出的事件的发生次数。

（多种

警报）
只有当多种类型的事件触发此警报时，才会显示

此字段。

如果有其他类型的事件（即其他原因）触发相同的

警报，则会显示其他原因的总数。单击它可查看触

发此警报的所有事件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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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上提供 设备的通用信息和 级全局设置。

如要打开 页面，请在菜单 中单击 。

 显示的设备信息：

 固件版本

 序列号

 地址

 额定值

 内部蜂鸣器状态

 电源传感器（仅适用于 ） 的状态

 配置全局设置：

 单击 （编辑设置）。

 现在，您可以配置这些字段。

 单击 选择一个选项。

 选择或取消选择复选框。

 调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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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与时间有关的字段，如果使用 的选项不是首选，则该值

必须包含时间单位，例如 。参看时间单位 。

在下表中，标有 的字段仅适用于具有出口开关功能的型号。

字段 功能 注意

（名称） 定制设备名称。

（断

电时的继电器动

作）

选择操作模式以确定 断电时的

闭锁继电器动作。

 选项：非闭锁和闭锁

 非闭锁在断电时让所有继电器打开，
而闭锁可使继电器关闭。

参看 闭锁继电器动作 。

（设

备启动时的出口状

态）

决定在接通 电源之后，所有出口

的初始电源状态。

 选项：开、关和上次已知

参看启动时出口状态选项 启动

时出口状态的选项 。

 从 中取出电源后，必须等待至

少 秒钟才能再次通电。否则默

认出口状态设置可能无效。

 您可以针对每个出口覆盖全局出口

状态设置，以便特定出口在启动时会

有不同的动作。参看单个出口页面

。

（设备启动时的出

口初始化延迟）

决定在 设备重新通电或短暂停电

之后恢复供电时，等待多久才给所有接

口供电。

 范围： 秒至 小时

参看初始化延迟用例 。

（重新通电期

间的断电时间）

确定出口关闭后在重新通电期间的断

电时间。

 范围： 秒至 小时

 在给出口重新通电时，先关闭出口电

源，再接通出口电源。

 您可以针对每个出口覆盖此全局重

新通电设置，以便特定出口会有不同

的断电时间。参看单个出口页面

。

（浪涌保护延

迟）

当打开连接到 的许多设备时，防

止由于浪涌电流引起的断路器跳闸。

 范围： 毫秒至 秒

参看浪涌电流和浪涌保护延迟

。

（外围设备

坐标格式）

确定如何描述 环境传感器套

装的垂直位置（ 坐标）。

 选项：机架单位和自由格式

参看 坐标格式 。

如要指定数据中心中任何传感器 执行

器的位置，请参看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页

面 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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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功能 注意

（外围设备自动管

理）

启用或禁用 环境传感器套装

的自动管理功能。

 默认值是启用。

参看自动管理功能的工作方式

。

（海拔） 如果连接 气压差传感器，

必须指定 设备的海拔。

 范围： 至 米（ 至 英
尺）

 设备的海拔与海拔修正因子相关。参

看海拔修正因子 。

 默认海拔计量单位是米。参看设置默

认计量单位 。

 可以根据用户证书选择米和英尺计

量单位。请参看设置您的首选计量单

位 。

 单击 （保存）按钮。

 复位所有有功电量计数器：

即使发生电源故障或 被复位，有功电量读数也是从未复位的总累积电

量的值。但是，您可以人工复位该读数以重新启动电量累积过程。

只有分配了 （管理员）角色的用户才能复位有功电量读数。

 单击 。

 在确认消息中单击 （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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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上的所有有功电量读数都将复位为零。

提示：您可以选择仅复位单个入口的有功电量读数。参看入口 。

 查看多入口型号的总有功电量和功率：

如果您的 是多入口型号，则会在 页面上提供用于显示总有功电

量和总有功功率数据的 （电源）部分。

对于具有多个入口的常规 型号：

 总有功电量 所有入口有功电量值的总和

 总有功功率 所有入口有功功率值的总和

 配置总有功电量和功率的阈值：

对于多入口型号或在 线监视器中， 页面上提供了 （阈值）

部分。参看设置总有功电量或功率的阈值 。

内部蜂鸣器状态

页面指示内部蜂鸣器状态。

 可用蜂鸣器状态：

状态 说明

（关） 蜂鸣器已关闭。

（活动）蜂鸣器已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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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说明

显示 （激活原因），指出蜂鸣器

为什么会发出警报。

例如，如果由于特定事件规则 启用了蜂鸣器，

激活原因如下所示：

事件操作由下列规则触发：XXX

 蜂鸣器发出警报时的场景：

 上的任意过电流保护器（包括熔断器和断路器）跳闸或熔断。参

看蜂鸣器 。

 您设置了要求在特定事件发生时打开内部蜂鸣器的事件规则，并且发生

了该事件。参看事件规则和操作。

 在支持剩余电流监视 的 上，当有 警报时，蜂鸣器

也会发出声音。参看具有剩余电流监视功能的 型号 具有剩

余电流监测功能的 型号 。

提示：如要通过 检查内部蜂鸣器状态，请参看 配置 。

闭锁继电器动作

在具有出口开关的型号中集成了闭锁继电器。与非闭锁继电器不同，

闭锁继电器不需要电源来保持接点闭合。

出口开关可以进行配置，以便作为真正的闭锁继电器运行或模拟非闭

锁继电器。该操作模式确定 断电时的闭锁继电器动作。无论选择哪

种模式，都不需要电源来保持继电器接点闭合。

 非闭锁模式：

 断电时，继电器始终打开。这确保在对 通电时所有继电器都打开。

 如果连接到 的设备的组合浪涌电流在 上电时让断路器跳

闸，则始终选择此模式。

 这是出厂默认操作模式。

 闭锁模式：

 断电时，继电器不打开。

 这是只有当您确信 通电时浪涌电流不会让断路器跳闸时使用的

首选操作模式。

 如果发生 内部故障，则出口电源不会中断。

 在 （闭锁）模式下，禁用以下功能。

 （启动时的 级口状态）：

参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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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时的出口级出口状态）：

参看单个出口页面 。

 （启动时的 级

出口初始化延迟）：参看 。

启动时出口状态的选项

以下是在启动 设备之后出口的初始电源状态的可用选项。

选项 功能

（开） 接通出口电源。

（关） 断开出口电源。

（上

次已知）

把此出口恢复到在断开 电源之前的电源状态。

如果您在单个出口页面 配置单个出口，还有另外一个出口状态选

项。

附加选项 功能

（ 定

义 ）

遵循在 上设置的全局出口状态设置。

括号中的值 是当前选择的全局选项 开、关或上

次已知。

初始化延迟用例

在下列任一种场景下应用初始化延迟。

 电源恢复后最初不稳定

 电池正在充电

 提示：

如果有大量出口，把值设置为较低编号，可以避免所有出口通电要等很长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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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涌电流和浪涌保护延迟

 浪涌电流：

在接通电气设备电源时，电气设备最初会流过很大的电流，称为浪涌电流。

浪涌电流通常持续 毫秒。

 浪涌保护延迟：

浪涌保护延迟功能帮助防止断路器因同时接通多台设备形成的巨大浪涌电

流而跳闸。

例如如果浪涌保护延迟设置为 毫秒，并同时接通两个或多个出口电

源， 将在每个出口延迟 毫秒之后接通出口电源。

坐标格式

可以用机架单位数或描述性文字描述环境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垂直位（ 坐

标），它是在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页面 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 上

配置的。

坐标格式在 中确定。有关 坐标示例，请参看传感器 执

行器位置示例 传感器 执行器位置 。

 可用 坐标格式：

 （机架单位）： 坐标高度是按标准机架测量而得的。如

果选择此选项，可以按机架单位输入一个数值描述任何环境传感器或执

行器的 坐标。

 （自由格式）： 可以用任何字母数字字符串指定 坐标。

值为 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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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管理功能的工作方式

此设置在 上配置。

 启用自动管理功能后：

当被管传感器和执行器总数尚未达到上限时， 将在检测到新连接的环

境传感器和执行器之后自动对其进行管理。

最多可以管理 个传感器 执行器。

 禁用自动管理功能后：

不再自动管理任何新添加的环境传感器和执行器，因此既不分配

号，也不提供新添加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的读数或状态。

您必须人工管理新的传感器 执行器。参看外设 （外设）

。

时间单位

如果您选择在时间相关字段里键入新值，例如 （浪涌

保护延迟）字段，则必须在数值之后添加一个时间单位。例如，对于 秒，

您可以键入 。

请注意，不同的字段具有不同的有效值范围。

 时间单位：

单位 时间

毫秒

秒

分

小时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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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总有功电量或功率的阈值

本节仅适用于多 入口型号，包括在 线监视器。

默认情况下，禁用总有功电量和总有功功率的阈值。您可以启用和设置它

们，以便在有功电量或总有功功率达到某个级别时收到警报。

对于具有多个入口的常规 型号：

 总有功电量 所有入口有功电量值的总和

 总有功功率 所有入口有功功率值的总和

对于具有多个入口 出口的在 线监视器：

 总有功电量 所有出口有功电量值的总和

 总有功功率 所有出口有功功率值的总和

 配置总有功电量和 或功率的阈值：

 单击 。

 在 页面上，还可以查看总有功功率和总有功电量。参看

。

 单击页面底部的 （阈值）标题栏以显示阈值。

 单击所需的传感器（必需），然后单击 （编辑阈值）。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如要启用任何阈值，请选择相应的复选框。

 在随附的文本框中键入一个新值。

关于阈值、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的概念，请参看传感器阈值设置

。

 单击 （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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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传感器（仅适用于 ）

的控制器从其入口获得 电源。传感器监视电源状态，并

在 页面上显示。

状态 说明

（正常） 控制器从其入口获得电源。

（故障） 由于入口电源故障或 电源断开， 控制器无

法从其入口获得电源，而是从另一个 获得

电源。参看电源共享限制和连接（仅适用于 ）

。

进入故障状态后，该传感器列在仪表盘的警报传感器

部分。参看仪表盘 。

（不

可用）

与 电源传感器的通讯丢失。

 查看 电源状态的其他方法：

 点阵 面板。参看 。

 命令： show pdu details参看使用命令行界面 。

入口

您可以在 （入口）页面上查看所有入口信息、配置入口相关设置或复

位入口有功电量。如要打开此页面，请在菜单 中单击 （入口）。

启用入口阈值时，可帮助确定入口是否进入警告还是临界级别。 此外，您

可以让 自动生成警报或临界状态的警报通知。参看事件规则和操作。

注意：如果您的 是多入口型号，请参看配置多入口型号 。

 显示通用入口信息：

 入口电源概述，与仪表盘 入口 相同。

 包含更多详情的入口传感器列表。可用的入口传感器数量取决于型号。

 传感器显示读数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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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警告或临界状态的传感器以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

参看用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

 入口功率波形图，与仪表盘 入口历史记录 相同。

 定制入口名称：

 单击 （编辑设置）。

 输入入口的名称。

 例如，您可以对其命名以标识电源。

 单击 （保存）按钮。

 入口的定制名称显示在 （入口）或 （仪表盘）页面上，

后跟位于括号中的标签。

 复位入口的所有有功电量计数器：

只有分配了 （管理员）角色的用户才能复位有功电量读数。

当您的 有多个入口时，每个入口的电量复位功能特别有用。

 单击 。

 在确认消息中单击 （复位）。

该入口的有功电量读数然后被复位为零。

提示：如要复位 上的所有有功电量计数器，请参看 。

 配置入口阈值：

 单击页面底部的 （阈值）标题栏显示入口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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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所需的传感器（必需），然后单击 （编辑阈值）。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如要启用任何阈值，请选择相应的复选框。

 在随附的文本框中键入一个新值。

关于阈值、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的概念，请参看传感器阈值设置

。

 单击 （保存）按钮。

 配置剩余电流阈值：

如果您的型号支持剩余电流监视，则 （入口）页面上将显示标题为

（剩余电流监视）的部分。参看 界

面操作 的 界面操作 。

配置多入口型号

如果 有多个入口， （入口）页面将列出所有入口。

 查看或配置每个入口：

 单击所需入口的 （显示详细信息）。

 现在，您可以配置所选的入口，例如启用阈值或复位其电量。 参看入

口 。

 如要禁用入口，请参看下列说明。

 禁用一个或多个入口：

 在单个入口的数据页面上，单击 （编辑设置）。

 选择 （启用此入口）复选框。

 单击 （保存）按钮。

 入口状态现在显示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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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禁用其他入口，请重复以上步骤。

 如果禁用入口将导致所有入口被禁用，将出现一个确认对话框，指

出所有入口都将被禁用。然后单击 （是）以确认此操作，或单

击 （否）中止操作。

在禁用任何入口后，下列与被禁用的入口相关联的信息或功能将不再可用：

 与禁用入口相关的传感器读数、状态、警告、报警或事件通知。

 与禁用入口相关的所有出口和过电流保护器的传感器读数、状态、警告、

报警或事件通知。

 与禁用入口相关的所有出口的出口开关功能（如果可用）。

例外：无论是否禁用任何入口，所有有功电量传感器都将继续累积数据。

警告：被禁用的入口（如果连接到电源）继续从连接的电源获得电源，

并向相关的出口和过电流保护器供电。

出口

（出口）页面显示所有出口的列表以及出口状态和读数的概述。 如

要打开此页面，请在菜单 中单击 （出口）。

在此页面上，您可以：

 查看所有出口的状态。

如果任何出口传感器进入报警状态，它将以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参看

用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

 使用右上角的设置 电源控制图标同时对所有或多个出口执行操作。

请注意，只有具有出口开关功能的型号显示电源控制按钮，您必须具有

（开关出口）权限才能执行出口开关操作。 系

列没有电源控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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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单击出口的名称，转到单个出口的数据 设置页面。参看单个出口

页面 。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列标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参看排序列表

。

 显示或隐藏出口概述页面上的特定列：

 单击 显示出口数据类型列表。

 选择要显示的内容，然后取消选择要隐藏的内容。参看出口概述页面的

可用数据 。

系列不支持以下功能。

 配置全局出口设置或执行限电命令：

 单击 显示命令列表。

 选择所需的命令。请注意，只有具有出口开关功能的型号才能显示表中

标有 的命令。

命令 参阅

（顺序设置） 设置出口通电顺序和延迟

（限电

设置）

设置非关键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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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

限电）

或者

（停用限电）

限电模式

 多个出口的电源控制：

无论当前的电源状态如何，都可以开关任何出口。也就是说，您可以打开

任何已经打开的出口，或者关闭任何已经关闭的出口。

 单击 使复选框出现在出口前面。

提示：如要仅在一个出口上执行所需的操作，只需单击该出口，而无需
显示复选框。

 选择多个出口。

 如要选择所有出口，请选择标题行最上面的复选框。

 单击或选择所需的按钮或命令。

按钮 命令 操作

通电。

断电。

重新通电。

 在给出口重新通电时，先关闭

出口电源，再接通出口电源。

复位有功电量
复位所选出口的有功电量读数。

 只有分配了 （管理员）

角色的用户才能复位有功电

量读数。

 在确认信息中确认操作。

提示：如要复位 上的所有有功电量计数器，请参看 。

也可以从单个出口页面 对出口进行电源控制。

 当出口开关操作涉及 多个 出口时，在出口开关过程完成之前，将显示

类似于以下内容的 顺序运行 消息。

 它指出还有多少个选定的出口尚未通电 断电或重新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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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单击 停止出口操作。

出口概述页面的可用数据

所有以下出口数据将根据您的选择显示在出口概述页面上。 如要显示或隐

藏特定数据，请单击 。参看出口 。

 插座类型

 与每个出口相关的线路

设置出口通电顺序和延迟

在给 设备的所有出口通电或重新通电时，出口默认按升序顺序从出口

开始通电。可以更改出口通电顺序。如果某些 设备要按特定顺序通电，

这很有用。

此外，您可以在连续打开的两个出口之间设置延迟。例如如果通电顺序是

从出口 到出口 ，您希望 在给出口 通电之后等待 秒钟再给

出口 通电，可以给出口 指定 秒钟延迟。

 设置出口通电顺序：

 在 （出口）页面上，单击 （顺序设置）。

 在 （出口）列中通过逐个单击选择一个或多个出口。

 单击箭头按钮更改出口位置。

按钮 功能

顶部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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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功能

向下

底部

恢复到默认顺序

下次给 重新通电时，根据新出口顺序接通所有出口电源。

当在部分出口上执行通电或重新通电操作时，也将适用新顺序。

 设置任何出口的通电延迟：

 在相同的出口列表中，单击打开后需要等待的出口的 （延迟）

列。

 键入新值（以秒为单位）。

 单击 （保存）按钮。

在通电过程中， 将在配置的出口和其后的出口之间插入通电延时。

设置非关键出口

在激活限电功能时被断开的出口称为非关键出口，不受限电功能影响的出

口称为关键出口。 参看限电模式 。

默认情况下，所有出口都配置为关键出口。

 确定关键和非关键出口：

 在 （出口）页面上，单击 （限电

设置）。

 如要设置非关键出口，请选择所需的复选框。

 如要选择所有出口，请选择标题行最上面的复选框。

 如要将非关键出口变成关键出口，请取消选择其复选框。

 如要取消选择所有出口，请取消选择标题行最上面的复选框。

 单击 （保存）按钮。

提示：您还可以通过逐个配置出口来设置非关键出口设置。参看单个出口

页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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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电模式

在采用 备用电池给 开关供电时，可能希望断开非关键的出口延

长 电池供电时间。此功能叫做限电。

在激活限电功能时被断开的出口称为非关键出口，不受限电功能影响的出

口称为关键出口。 默认情况下，所有出口都为关键出口。如要设置非关键

出口，请参看设置非关键出口 。

在激活限电功能时， 关闭所有非关键出口。当停用限电功能时， 再

次接通在进入限电模式之前处于通电状态的所有非关键出口。

可以用 界面、 或命令行界面激活限电，也可以通过接点闭合

传感器激活限电。

注意：强烈建议在人工进入限电模式之前检查非关键出口。可以从

（出口）页面检索非关键出口信息。参看出口 或出口概述页面的可

用数据 。

 进入限电模式：

 在 （出口）页面上，单击 （激

活限电）。

 在确认消息中单击 （激活）。

在限电模式下：

 （出口）页面上的所有非关键出口显示锁定图标 ，不能

接通它们中的任何一个。

 （出口）标题旁边显示消息 （限电

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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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使非关键出口列显示在 （出口）页面上。参看出口

或出口概述页面的可用数据 。

 退出限电模式：

 在 （出口）页面上，单击 （停

用限电）。

 在确认消息中单击 （停用）。

现在您可以打开 关闭任何出口。

单个出口页面

在出口概述页面上单击出口的名称后，将打开一个出口的数据 设置页面。

参看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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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出口的页面显示此出口的详细信息。参看出口页面的详细信息

。

此外，您可以在此出口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请注意，只有具有出口开关

功能的型号显示电源控制按钮，您必须具有 （开关出口）权

限才能执行出口开关操作。 因此， 系列不支持以下电源控制操

作。

 此出口的电源控制：

 单击其中一个电源控制按钮。

按钮 命令 操作

通电。

断电。

重新通电。

 在给出口重新通电时，先关闭

出口电源，再接通出口电源。

 在确认信息中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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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此出口：

 单击 （编辑设置）。

 配置可用字段。请注意，标有 的字段仅适用于具有出口开关功能的

型号。

字段 说明

（名称） 键入 个字符以内的出口名称。

（设备启动时

的状态）

单击此字段，选择此出口在 通电后的初始电

源状态。

 选项： （开）、 （关、 （上次

已知）以及 （ 定义）。参看

启动时出口状态选项 启动时出口状态

的选项 。

 请注意，除 （ 定义）之外

的任何选项都将覆盖此特定出口上的全局出口

状态设置。 

（重新通电期间的

断电时间）

选择一个选项，决定此出口在重新打开之前要关

闭多久。

 选项： （ 定义）或定制时间。

参看单个出口的断电时间选项 。

 请注意，除 （ 定义）之外

的任何时间设置都将覆盖此特定出口上的全局

断电时间设置。 

（非关

键）

仅在您要让此出口在限电模式下关闭时，选择此

复选框。参看限电模式 。

 单击 （保存）按钮。

 插座的定制名称（如果可用）显示在插座列表中，后跟位于括号中的标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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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操作：

 您可以通过单击左上角的出口选择器 转到另一个出口的数据 设

置页面。

 您可以通过单击 （详细信息）部分中的 入口 或 过电流保护器

链接进入关联的入口或过电流保护器的数据页面。

出口页面的详细信息

每个出口的数据页面都有 （详细信息）部分，用于显示一般出口信

息。

 详细信息部分：

字段 说明

（标签） （物理出口编号）

（出口状

态）
此信息仅适用于具有出口开关功能的型

号。

开或关

（插座

类型）

这个出口的插座类型

（线路） 与此出口关联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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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入口）
如果您的 上有多个入口，此信息很

有用。

与此出口相关的入口

（过电流保护器） 此信息仅在您的 包含过电流保护器

时可用。

与此出口关联的过电流保护器

单个出口的断电时间选项

在单个出口的页面上，有两个选项可用来设置重新通电期间的断电时间。

参看单个出口页面 。

选项 功能

（ 定

义 ）

遵守在 上设置的全局断电时间设置。括

号中的值 是当前的全局值。

定制时间 如果选择此选项，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单击 选择现有时间选项。

 键入一个新值，加上适当的时间单位。参看时间单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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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仅在您的 包含过电流保护器时可用，例如断路器。

页面列出所有过电流保护器及其状态。如果任何 跳闸或其当前

级别进入警报状态，则以红色或黄色突出显示。参看用黄色或红色突出显

示传感器 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

如要打开 页面，请在菜单 中单击 。

您可以通过单击此页面上的名称来访问每个 的数据 设置页面。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列标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参看排序列表

。

 过电流保护器概述。

 状态 打开（跳闸）或关闭

 流过的电流和电流状态栏

如果已配置和启用 阈值， 电流状态栏将更改颜色以指示状

态。

状态 状态栏颜色

正常

高于上警告阀值

高于上临界阀值

注意：低于下警告阀值 和 低于下临界阀值 状态也分别显示黄色和红
色。但是，为当前级别启用这两个阈值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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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保护的出口，以出口编号表示

 相关线路

 配置多个过电流保护器的电流阈值：

阈值启用时，可帮助您识别其 电流进入黄色或红色的警告或临

界级别的 。 此外，您可以让 自动生成警报或临界状态的警报通

知。参看事件规则和操作。

 单击 （阀值批量设置）按钮。

 选择一个或多个 。

 如要选择所有 ，只需单击标题行最上面的复选框。

 单击 （编辑阈值）按钮。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如要启用任何阈值，请选择相应的复选框。

 在随附的文本框中键入一个新值。

关于阈值、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的概念，请参看传感器阈值设置

。

 单击 （保存）按钮。

单个 页面

在 或 （仪表盘）页面上单击任何 名称后，将打开

该 的数据 设置页面。参看 或仪表盘 。

 一般 信息：

字段 说明

（标签） 这个 的物理编号

（状态） 打开或关闭

（类型） 此 的类型

（额定值） 此 的额定电流

（线路） 与此 关联的线路

（受

保护的出口）

与此 关联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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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入口） 与此 关联的入口

只有当您的 有多个入口时，此信息

才有用。

（ 电

流）

此 的当前状态和读数，包括电流消耗和

当前剩余

 定制此 的名称：

 单击 （编辑设置）。

 键入名称。

 单击 （保存）按钮。

 查看此 的电源波形图：

此 的 电流数据波形图显示在

（过电流保护器历史记录）部分。

 配置此 的阈值设置：

 单击页面底部的 （阈值）标题栏显示阈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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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电流传感器（必需），然后单击 （编辑阈

值）。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如要启用任何阈值，请选择相应的复选框。

 在随附的文本框中键入一个新值。

关于阈值、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的概念，请参看传感器阈值设置

。

 单击 （保存）按钮。

提示：如要一次配置多个 的阈值，请参看 。

 其他操作：

 您可以通过单击在左上角的 选择器 转到另一个 的数

据 设置页面。

 您可以通过单击 （详细信息）部分中的 入口 链接转到相关联

的入口数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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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设）

如果有 环境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它们将列在 （外

设）页面上。参看连接环境传感器套装 。

环境传感器套装包括以下一个或多个传感器 执行器：

 数字传感器显示读数和状态的检测器，如温度传感器。

 状态传感器：仅显示状态的检测器，例如接点闭合传感器。

 执行器：执行器控制系统或机构，因此仅显示状态。

仅与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通信，并检索其数据。它不与非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通信。参看被管与非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 。

当 被管 传感器 执行器的数量尚未达到最大值时，默认情况下， 会自

动对新检测到的传感器 执行器进行管理。

一个 最多可以管理 个传感器 执行器。

注意：如要禁用自动管理功能，请转到 。只有在传感器 执行
器处于非被管状态的情况下，才需要人工管理。

当不再需要任何传感器 执行器时，可以取消管理 释放。

通过单击菜单 中的 （外设）打开 （外设）

页面。然后您可以：

 使用右上角的控制 操作图标对多个传感器 执行器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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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其名称，转到单个传感器或执行器的数据 设置页面。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列标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参看排序列表

。

 本页面中的传感器 执行器概述：

如果任何传感器进入警报状态，它将以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参看用黄色

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执行器

从不突出显示。

列 说明

（名称） 默认情况下， 将给新加入管理的传感器 执行器分

配一个包含以下两个元素的名称。

 传感器 执行器类型，如 温度 或 干接点 。

 相同的传感器 执行器类型的顺序号，如 、 、

等。

您可以定制名称。参看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页面

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 。

（读

数）

只有被管的 数字 传感器显示这些数据，例如温度和

湿度传感器。

（状态） 该数据可用于所有传感器和执行器。参看传感器 执行

器状态 。

（类型） 传感器或执行器类型。

（序列号）

这是印在传感器套装标签上的序列号。它有助于识别

您的 传感器 执行器。参看查找传感器的序列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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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说明

（位

置）

该数据指出传感器或执行器在传感器链路中的位置。

参看识别传感器位置和通道 。

（执行

器）

指出该传感器套装是否为执行器。如果是，显示符号

。

 释放或管理传感器 执行器：

当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的总数达到最大值 时，您不能管理更多传感器

执行器。管理任何传感器 执行器的唯一方法是释放或替换任何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如要更换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请参看管理一个传感器或执行器

。如要释放任何一个，请按照此步骤操作。

 单击 使复选框出现在传感器 执行器前面。

提示：如要仅在一个传感器 执行器上执行所需的操作，只需单击该传

感器 执行器，而无需显示复选框。

 选择多个传感器 执行器。

 如要释放传感器 执行器，您只能选择 被管 传感器 执行器。参看

传感器 执行器状态 。

 如要管理传感器 执行器，您只能选择 非被管 传感器 执行器。

 如要选择所有传感器 执行器，请选择标题行最上面的复选框。

 如要释放所选的传感器 执行器，请单击 （释放。

如要管理它们，请单击 （管理）。

 管理操作触发 （管理外围设备）对话框。

如果您要管理多个传感器 执行器，只需单击 （管理）。



使用 界面

 如果您仅管理一个传感器 执行器，则可以选择

（人工选择传感器编号）来分配 号。参看管理

一个传感器或执行器 。

 现在，释放的传感器 执行器成为 非被管 状态。

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显示被管状态之一。

 配置默认阈值设置：

请注意，对默认阈值设置进行的任何更改不仅会重新确定应用于新添加的

传感器的初始阈值，还会重新确定已使用默认阈值的已被管传感器的阀值。

参看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页面 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 。

 单击 （默认阈值设置）。

 单击所需的传感器类型（必需），然后单击 （编辑阈

值）。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如要启用任何阈值，请选择相应的复选框。

 在随附的文本框中键入一个新值。

关于阈值、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的概念，请参看传感器阈值设置

。

 单击 （保存）按钮。

提示：如要针对每个传感器定制阈值设置，请转到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页面

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 。

 打开或关闭执行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处于相同状态（开或关）的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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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选择多个执行器，请单击 显示复选框，然后选择所需的

执行器。

 单击所需的按钮。

打开。

关闭。

 在出现提示时确认操作。

提示：如果要通过前面板控制执行器，请参看前面板设置 。

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以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进入异常状态的传感器。请注意，数字传感器

只有在启用阈值后才能更改颜色。

提示：当执行器打开时，它也以红色突出显示，以引起注意。

关于阈值、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的概念，请参看传感器阈值设置 。

在下表中， 表示任何数字传感器的读数。符号 表示 小于 或 等于 。

传感器状态 颜色 界面中显示的状

态

说明

未知 （不可

用）

无法检测传感器状态或读数。

（非被

管）

传感器没有被管理。参看被管与非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

。

正常 （正常）  数字或状态传感器在正常范围内。

或者

 数字传感器没有启用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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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状态 颜色 界面中显示的状

态

说明

警告

（高于上

警告阀值）

上警告阈值 上临界阈值

（低于下

警告阀值）

下临界阈值 下警告阈值

临界

（高于上临

界阀值）

上临界阈值

（低于下临

界阀值）

下临界阈值

报警 （报警） 状态传感器进入异常状态。

警报 （打开）  断路器跳闸。

或者

 熔断器熔断。

如果连接了 热交换器，当在该设备上连接的任何传感

器发生故障时，它也以红色突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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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管与非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

如要人工管理或取消管理 释放传感器或执行器，请参看外设

（外设） 。

 被管传感器 致动器：

 与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通信，并检索其数据。

 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始终列在 （外围设备）页面上，

无论它们是否物理连接。

 它们有一个 号，如下所示。

 它们显示被管状态之一。参看传感器 执行器状态 。

 对于被管 数字 传感器，它们的读数将被检索并显示。如果任何数字传

感器断开或无法检索，则显示 （不可用）。

 非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

 不与非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通信，也不检索其数据。

 非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只有在物理连接到 时才会列出。当它们不再

连接时会消失。

 它们没有 号。

 它们显示 （非被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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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执行器状态

环境传感器或执行器在被管之后显示其实时状态。

可显示的传感器状态视传感器类型而定 数字或状态传感器。例如接点闭

合传感器是状态传感器，可以在三个状态之间来回切换 （不

可用）、 （警报）和 （正常）。

当传感器进入异常状态时，传感器将以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参看用黄色

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

执行器的状态在打开时被标记为红色。

 被管传感器状态：

在下表中， 表示任何数字传感器的读数。符号 表示 小于 或 等于 。

状态 说明

正常  对于数字传感器，这意味着读数在正常范围

内。

 对于状态传感器，这意味着它们进入正常状

态。

低于下临界阀值 下临界阈值

低于下警告阀值 下临界阈值 下警告阈值

高于上警告阀值 上警告阈值 上临界阈值

高于上临界阀值 上临界阈值

警报 状态传感器进入异常状态。

不可用  与被管传感器的通讯丢失。

或者

 、 或 传感器套装正在升级其

传感器固件。

请注意，对于接点闭合传感器，正常状态取决于您配置的正常设置。请参

阅位于 的支持页面 上的环

境传感器指南或联机帮助了解详细信息。

 被管执行器状态：

状态 说明

开 执行器已开启。

关 执行器已关闭。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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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说明

不可用  与被管执行器的通讯丢失。

或者

 传感器套装正在升级其传感器固件。

 非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状态：

状态 说明

非被管 传感器或执行器物理连接到 但尚未被管。

注意：非被管传感器或执行器不再物理连接到 之后，将从 界面

中消失。如要管理传感器 执行器，请转到外设 （外设）

。

查找传感器的序列号

环境传感器套装的电缆上有一个序列号标签。

、 或 传感器套装的后侧连接有一个序列号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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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到每个传感器之后， 界面列出每个传感器或执行器的序列

号。 使标签上的序列号与传感器表列出的序列号相匹配。

识别传感器位置和通道

开发出四种环境传感器套装 、 、 和 系列。

只有 、 和 传感器套装可以通过菊花链方式连接。

可以在 （外围设备）页面上指示每个传感器或执

行器连接的位置。

 系列仅显示传感器端口号。

例如，端口 。

 、 和 系列显示传感器端口号及其在传感器链路中的位

置。

例如，端口 ，链路位置 。

 如果包含 传感器集线器，还会显示 、

和 系列的集线器端口信息，但不显示 系列的信息。

例如，集线器端口 。

 如果传感器 执行器包含通道，例如接点闭合或干接点传感器，通道信

息被包含在位置信息中。

例如，通道 。

 传感器 执行器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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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物理位置

端口
连接到传感器端口 。

端口 ，

通道

 连接到传感器端口 。

 传感器 执行器是传感器套装的第二个通道。

端口 ，

链路位置

 连接到传感器端口 。

 传感器 执行器位于传感器链路的第四个传感器套装中。

端口 ，

链路位置 ，

通道

 连接到传感器端口 。

 传感器 执行器位于传感器链路的第三个传感器套装中。

 它是传感器套装的第二个通道。

端口 ，

链路位置 ，

集线器端口 ，

链路位置

 连接到传感器端口 。

 连接到 传感器集线器的第二个端口，其中显示以下两条信息：

 集线器在传感器链路中的位置 链路位置

 该特定传感器套装连接的集线器端口 集线器端口

 传感器 执行器位于连接到集线器端口 的传感器链路的第三个传感器套装中。

管理一个传感器或执行器

如果您仅管理一个传感器或执行器，则可以为其分配所需的 号。请注

意，一次管理多个传感器 执行器时，无法分配 号。

提示： 当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的总数达到最大值 时，您不能管理更多

传感器 执行器。管理任何传感器 执行器的唯一方法是释放或替换任何被管

传感器 执行器。 如要替换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请按照以下步骤为其分配

号。如要释放传感器 执行器，请参看外设 （外设）

。

 仅管理一个传感器 执行器：

 从 非被管 传感器 执行器列表中，单击要管理的那个传感器 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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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管理外围设备）对话框。

 如要让 随机分配 号，请选择

（自动指定传感器编号）。

此方法不删除任何被管传感器或执行器。

 如要给此传感器指定 号，请选择

（人工选择传感器编号）。然后单击 选择 号。

如果您选择的号码已分配给特定的传感器 执行器，则此方法可释放

被管的传感器 执行器。

提示：每个 号后面括号里的信息说明是否给传感器或执行器指定了
编号。如果已经给一个传感器或执行器指定了编号，它显示此其序列号，

否则显示词汇 （未使用）。

 单击 （管理）按钮。

 湿度传感器的特别说明：

湿度传感器能够提供两个测量值 相对湿度和绝对湿度值。

 相对湿度值以百分比为单位 。

 绝对湿度值以克 立方米为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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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启用了自动管理功能，则只有相对湿度传感器才能 自动 被管。

您必须根据需要 人工 管理绝对湿度传感器。

请注意，同一湿度传感器的相对和绝对值不共享相同的 号，尽管它们

共享相同的序列号和位置。

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

单击 （外围设备）页面上的任何传感器或执行器名称后，

将打开传感器或执行器的数据 设置页面。参看外设 （外

设） 。

请注意，只有数字传感器具有阈值设置，而状态传感器或执行器没有阈值。

启用阈值时，可帮助确定数字传感器是否进入警告或临界级别。参看用黄

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 此

外，您可以让 自动生成警报或临界状态的警报通知。参看事件规则和

操作。

 配置数字传感器的阈值设置：

 单击 （编辑阈值）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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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您的需要，选择或取消选择 （使用默认阈

值）。

 如要使此传感器遵循为其传感器类型配置的默认阈值设置，请选择

（使用默认阈值）复选框。

默认阈值设置在外设 （外设） 页面上配

置。

 如要定制此特定传感器的阈值设置，请取消选择

（使用默认阈值）复选框，然后修改其下方的阈值字段。

注意： 关于阈值、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的概念，请参看传感器阈值

设置 。

 单击 （保存）按钮。

 设置传感器或执行器的物理位置和附加设置：

 单击 （编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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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用字段进行更改，然后单击 （保存）。

字段 说明

（二进

制传感器子类

型）

此字段仅适用于接点闭合传感器。

确定接点闭合检测器的传感器类型。

 接点闭合检测门锁或门开 关状态。

 烟雾探测检测是否存在烟雾。

 水检测检测地板上是否有水。

 振动检测地板的振动。

（名称） 传感器或执行器的名称。

说明 您想要的任何描述性文字。

（位置（ 、

和 ））

给 、 、 坐标指定字母数字值，即可在数据中心描述传感器或执行器的位置。

参看传感器 执行器位置示例 传感器 执行器位置 。

如果词汇 （机架单位）出现在 位置的括号中，则必须键入整数。请

注意， 坐标的格式在 页面上确定。

（警报到正常

之间的延迟）

该字段仅适用于 存在检测器。

它确定 在存在检测器实际恢复正常之后，等待多久才会宣布检测器恢复正常。

以秒为单位调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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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数字传感器的读数波形图：

波形图中显示过去几十分钟内的传感器数据。请注意，只有数字传感器具

有此图。状态传感器和执行器不显示此类数据。

 打开或关闭执行器：

 单击所需的控制按钮。

打开。

关闭。

 在确认信息中确认操作。 执行器的状态在打开时被标记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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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操作：

您可以通过单击左上角的选择器 转到另一个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数据

设置页面。

传感器 执行器位置

用 、 、 坐标在数据中心描述每个传感器和执行器的物理位置。参看单

个传感器 执行器页面 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 。

值、 值和 值是附加属性，与任何特定测量模式无关。因此，您可以

使用非测量值。

 示例：

棕色机柜排

第三个机架

机柜顶

 、 、 坐标的值：

 和 ：它们可以是包含 至 个字符的任何字母数字值。

 ： 坐标设置为机架单位时，可以是 至 之间的任意数字。当

其格式设置为自由格式时，它可以是包含 到 个字符的任何字母

数字值。参看 。



使用 界面

（功能端口）

（功能）端口支持下列设备的连接：

设备 说明

资产条 资产条

外部蜂鸣器 带有 插座的外部蜂鸣器。

热交换器。

热交换器。

热交换器。

电源 此类型代表以下 产品之一：

 电源 。此 用于连接

和 数字 切换器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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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检测到任何列出的设备的连接时，它将使用该设备的名称替换菜单

中的 （功能端口），并改为显示设备的数据 设置。 参看资

产条 、外部蜂鸣器 、 和 电源

。

当没有检测到设备时， 显示名称 （功能端口），

（功能端口）页面显示消息 （当前

没有连接设备）。

通过单击菜单 中的 （功能端口）打开

（功能端口）页面。 在此页面中，您可以启用或禁用此端口的检测功能，

或强制它显示特定设备的数据 设置，即使没有检测到设备。

注意： 您必须为 启用 支持以检测是否存在受支持的

热交换器。参看其他 杂项 。

 配置功能端口：

 单击右上角的 。 打开 （功能端口设置）对话

框。

 单击 （检测模式）字段，然后选择一种模式。

（模式） 说明

（自动） 启用端口自动检测设备连接。

（禁用） 禁用端口的检测功能。

资产条

资产条

电源

强制 显示所选设备的数据 设置页面，而不

考虑物理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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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和 在 热交换器的支持被禁

用时不可用。参看其他 杂项 。

资产条

连接和检测 资产管理条（资产条）之后， 会在菜单中显示

（资产条）来代替 （功能端口）。

注意：有关连接说明，请参参看连接资产管理条 。

如要打开 （资产条）页面，请在 菜单 中单击它。 在

此页面上，您可以配置资产条和资产标签的机架单位。 机架单位指的是资

产条上的标签端口。 需要 （更改资产

条配置）权限。

有关右上角这个图标 的功能，请参看功能端口

（功能端口） 。

 配置资产条和机架单位设置：

 单击 编辑设置

 直接键入新值或单击该字段来选择其他选项，更改信息。

字段 说明

（名称） 此资产条组件的名称。

（机架单位数

量）

此资产条组件上可用的标签端口总数为 至

。

 对于在其硬件标签上显示后缀 的最新资

产条， 会自动检测其标签端口（机架单位）

的数量，而您不能改变这个值。

 对于旧的 非 资产条，它们不会自动检测，

因此您必须人工调整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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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编号模式）
机架 机柜中的机架单位编号方法。

 从上到下编号从机架 机柜的最高机架单位开
始。

 从下到上编号从机架 机柜的最低机架单位开
始。

（编号偏移）

机架单位编号的起始编号。

例如，如果此值设置为 ，则第一个数字为 ，

第二个数字为 ，依此类推。

（方向）资产条的方向，通过指示其 插头的位置来

表示。

 顶部插头： 插头位于顶部。

 底部插头： 插头位于底部。

资产条可以检测其条带方向并在此字段里显示。

只有当您的资产条是没有采用倾斜传感器的最旧

版本时，才需要调整此值。

（连

接标签时的颜色）

单击此字段确定存在资产标签时的 颜色。

 默认为绿色。

（不

连接标签时的颜

色）

单击此字段确定不存在资产标签时的 颜色。

 默认为红色。

对于颜色设置，有两种设置颜色的方法。

 单击调色板中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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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颜色的十六进制 值，例如 ＃ 。

 单击 （确定）按钮。机架单位编号和 颜色设置将立即在

（机架单位）列表上更新，如下图所示。

 （索引）号码是打印在资产条上的物理标签端口号，它不可

配置。但是，其顺序会发生改变，以反映最新的机架单位编号。

 刀片服务器扩展条和可编程标签在 （资产 ）列中标有

（可编程）字样。您可以定制其资产 。有关说

明，请在下面参阅本节的最后步骤。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列标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参看排

序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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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制单个机架单位的设置：

您可以使特定机架单位的 与资产条上的其他 具有不同的动作，

包括 灯和颜色。

 在 （机架单位）列表上单击所需的机架单位。打开所选机

架单位对应的设置对话框。

 键入新值或单击该字段来选择其他选项，更改信息。

字段 说明

（名称） 该机架单位的名称。

例如，您可以根据相关的 设备命名。

（操作模式）
确定该机架单位的 状态是否根据资产标签

的存在和不存在而自动更改。

 自动： 动作根据资产标签的存在而有所不

同。

 人工覆盖此选项区分该机架单位的 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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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 模

式）
只有在将 （操作模式）设置为

（人工覆盖）后，该字段才可

配置。

确定这个特定机架单位的 灯的动作。

 开： 保持点亮。

 关： 保持关闭。

 慢闪： 缓慢闪烁。

 快闪： 快速闪烁。

（ 颜

色）
只有在将 （操作模式）设置为

（人工覆盖）后，该字段才可

配置。

确定该机架单位在 指示灯亮起时将显示哪

种 颜色。

 展开刀片服务器扩展条：

与资产条一样，一个刀片服务器扩展条有多个标签端口。扩展条在

（资产条）页面上以灰色标记，其标记端口列表默认处于折叠状态。

注意：如果必须临时从资产条断开刀片服务器扩展条，等待至少 秒钟再

插上插头，否则 设备可能无法检测它。

 找到刀片服务器扩展条连接的机架单位（标签端口）。单击其插槽编号，

其格式类似于 ，其中 是其标签端口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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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片服务器扩展条的所有标签端口都列在下面。它们的端口号显示在

（插槽）列中。

 如要隐藏刀片服务器扩展插槽列表，请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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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可编程资产标签上定制资产 ：

只有当资产标签是 可编程 标签时，才可以定制资产 。不可编程标签不

支持此功能。此外，您还可以定制刀片服务器扩展条的 。

如果打算使用条形码读取器，请将其连接到用于访问 的计算机。

 单击 （编程资产 ）。

 在 （资产 ）列中，通过输入值或扫描条形码来输入定制的

资产 。

 使用条形码读取器时，首先单击所需的机架单位，然后扫描资产标

签。对所需的全部机架单位重复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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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 最多包含 个字符，只能由数字和 或大写字母字母组

成。不接受小写字母。

 验证定制资产 的正确性，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单击页面底部的 （应用）或 （机架单位）（见下图）

以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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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条自动固件升级

在把资产条连接到 之后，资产条自动比较 固件保存的资产条固

件版本和自己的固件版本。如果两个版本不相同，资产条自动开始下载

上的新固件。

在固件升级过程中会发生下列事件：

 资产条完全点亮，闪烁的 循环显示各种颜色。

 界面显示固件升级过程。

 发送一个 陷阱，说明发生固件升级事件。

外部蜂鸣器

连接和检测支持的外部蜂鸣器之后， 会在菜单中显示

（外部蜂鸣器）来代替 （功能端口）。

注意：有关连接说明，请参看连接外部蜂鸣器 。

如要打开 （外部蜂鸣器）页面，请在菜单 中单击

它。 此页面显示外部蜂鸣器的状态，包括：

 此外部蜂鸣器连接的 （功能）端口的编号

 其设备类型

 其连接状态

 蜂鸣器的状态 关闭或活动

有关右上角这个图标 的功能，请参看功能端口

（功能端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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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为 启用 支持以检测是否存在受支持的

热交换器。参看其他 杂项 。

在启用 支持并将支持的 热交换器连接到

之后， 在菜单中显示连接的设备类型来代替 （功

能端口） 、 或 。

注意：有关连接说明，请参看连接 热交换器 。

如要打开 页面，请在菜单 中单击 、

或 。 然后，您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监视和管理连接的 设

备。

 命名热交换器

 监视 内置传感器和设备状态

 配置出气口预设温度

 配置默认风扇速度

 配置空气温度 风扇速度阈值（用于生成警报）

 要求使用风扇速度和打开冷水阀来进行最大冷却

 远程确认警报或错误，例如发生故障的 传感器或紧急冷却激

活

 累计运行时间

 指示存在的电源数量以及是否存在冷凝器泵

可用信息 操作视型号而异。例如，只有 设备可以显示传感器警报。

请参看您的 用户文档了解详细信息。

重要说明： 设置存储在连接 设备的端口，在把热交换

器重新连接到另一个 端口时丢失这些设置。

有关右上角这个图标 的功能，请参看功能端口

（功能端口） 。

 查看 设备状态：

（操作状态）字段指示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开

关状态）字段表示其电源状态。

如果设备运行不正常，例如某些传感器故障，则显示 （临界）和

符号 。

 打开或关闭 功能：

 在右上角单击所需的电源控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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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

断电。

 在确认信息中确认操作。

 配置 设置：

 单击 （编辑设置）。

 根据需要配置设置。

 提供定制的名称。

 指定所需的出气口预设温度。

 指定默认风扇速度。

 单击 （保存）按钮。

 查看所有传感器数据和配置阈值：

 找到 （传感器）部分，其中列出了所有出气口 进气口温度和

风扇速度，并指示 设备的门关闭 打开状态。

 设置在 设备上采用的任何温度或风扇速度传感器的阈值：

 单击所需的传感器。

 单击 （编辑阈值）按钮。

 启用并设置所需的阈值和反断言滞后。

请注意，断言超时在 上不可用。

 单击 （保存）按钮。

 启用阈值后，如果传感器进入警告或临界范围，可能会以黄色或红色突

出显示。参看用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

传感器 。

提示：您还可以创建事件规则来向您通知警告或临界级别。参看事件规则
和操作。

 查看传感器警报和 事件日志：

和 支持远程警报确认。 不支持此功能。

 找到 （警报状态）部分。

 如果任何 传感器出现故障，则会将其显示出来。单击

（确认），以确认传感器故障。

 如要查看 事件的历史记录，请单击 （显示事件

日志）以转到 （事件日志）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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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时间统计：

本部分表示 设备及其风扇从连接到 并打开后的累计运行

时间。

统计中可用的时间单位

 ：小时

 ：天

 要求最大冷却：

只有 支持此功能。请参看 要求最大冷却 。

要求最大冷却

允许您远程激活 的最大冷却功能。 和

都不支持远程激活最大冷却。

要求最大冷却 功能仅在 检测到 后才可用。有关 最

大冷却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看 文档。

 执行最大冷却：

 转到 页面，并单击 （要求最大冷却）。

然后， 进入紧急冷却模式，并以 ％ 的最大冷却级别运行

以冷却设备。

当要求 最大冷却时，显示 （已

要求最大冷）信息。

 停止最大冷却：

 单击 （取消最大冷却）。

电源

连接和检测 电源 后， 会在菜单中显示 （电

源 ）代替 （功能端口）。参看 配

置 或 、 或 配置 。

通过在菜单 中单击 （电源 ）页面将其打开。此页

面显示 的状态，包括：

 此 连接的 （功能）端口的编号

 其设备类型

 其连接状态

有关右上角这个图标 的功能，请参看功能端口

（功能端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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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菜单针对每个用户来处理用户帐户、权限

和首选计量单位。

自带一个管理员帐户： （管理员），该帐户适合用于初次登录

和系统管理员。您不能删除 （管理员）帐户，也不能更改其权限。

（角色）确定用户可以在 上执行的任务 操作，因此您必须为每

个用户分配一个或多个角色。

单击菜单 中的 （用户管理），将显示以下子菜

单。

子菜单命令 参阅

（用户） 创建用户

（角色） 创建角色

（更

改密码）

更改密码

（首选项） 设置您的首选计量单位

（默认首选项）
设置默认计量单位

创建用户

所有用户必须具有包含登录名和密码的用户帐户。多个用户可以用同一个

登录名同时登录。

如要添加用户，请选择 （用户管理） （用户）

。

请注意，您必须在显示消息 （必填）的字段里输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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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信息：

字段 设置 说明

（用户

名）

用户为登录 而输入的名称。

 至 个字符

 区分大小写

 不允许使用空格。

（全名） 用户的姓氏和名字。

（密码），

（确认密码）

 至 个字符

 区分大小写

 允许使用空格。

（电话号码）

用户的电话号码

（电子

邮件地址）

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最长 个字符

 区分大小写

（启用） 在选择此项时，用户可以登录 。

（强制下次登录

时更改密码）

在选择此项时，下次用户登录时会自动显示密码更

改请求。

有关详细详细，请参看更改您的密码 更改密

码 。

 ：

只有启用 公用密钥验证时，才需要输入 公用密钥。参看更改

设置 。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公用密钥。

 将文本编辑器中的所有内容复制并粘贴到 （ 公用

密钥）字段里。

 ：

访问权限默认被禁用。

字段 设置 说明

（启

用 ）

在打算允许此用户访问 时，选择此复选

框。



使用 界面

字段 设置 说明

注意：必须启用 协议，才能进行

访问。参看配置 设置 配置 设

置 。

（安全

级别）

单击该字段，在列表上选择一个首选安全级别。

 （无）：无验证和隐私。这是默认设置。

 （验证）：验证但无隐私。

 （验证和隐私）：验证

并有隐私。

 验证密码：仅当选择 （验证）或

（验证和隐私）时，此部分才可配置。

字段 设置 说明

（与用户

密码相同）

如果验证密码与用户密码相同，选择此复选框。

如要指定不同的验证密码，请禁用此复选框。

（密码），

（确认密码）

如果取消选择 （与用户密

码相同）复选框，请键入验证密码。

密码必须由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

 隐私密码：仅当选择 （验证和隐私）时，此

部分才可配置。

字段 设置 说明

（与验证

密码相同）

如果隐私密码与验证密码相同，请选择此复选框。

如要指定不同的隐私密码，请禁用此复选框。

（密码），

（确认密码）

如果取消选择

（与验证密码相同）复选框，请键入隐私密码。

密码必须由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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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仅当选择 （验证）或

（验证和隐私）时，此部分才可配置。

字段 设置 说明

（验

证）

单击此字段选择所需的验证协议。可以使用两种协

议：

 

 （默认设置）

（隐私） 单击此字段选择所需的隐私协议。可以使用两种协

议：

 （默认设置）

 

 首选项

本部分确定在 界面和命令行界面中为该用户显示的计量单位。

字段 说明

（温度单位）
首选温度单位 （摄氏度）或 （华氏度）。

（长度单

位）

首选长度或高度单位 米或英尺。

（压力

单位）

首选压力单位 帕斯卡或 。

 帕斯卡等于 牛顿 平方米。

 磅 平方英寸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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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用户可以随时通过设置自己的首选项来更改计量单位。请参看设置

您的首选计量单位 。

 角色：

选择一个或多个角色来确定用户的权限。如要选择所有角色，请选择标题

行最上面的复选框。

如果内置角色不能满足您的需求，请单击 添加新角

色。参看创建角色 。

默认给新创建的用户配置文件指定操作员角色。

内置角色 说明

（管理员） 提供完整权限。

（操作员） 提供常用权限，包括：

 确认警报

 更改自己的密码

 更改 配置、入口配置、出口配置和过电流

保护器配置

 开关出口（如果您的 具有出口开关功能）

 查看事件设置

 查看本地事件日志

注意：如果选择多个角色，用户拥有所有角色的权限。

编辑或删除用户

如要编辑或删除用户，请选择 （用户管理） （用

户）打开 （用户）页面，其中列出所有用户。

在 （已启用）列中：

 此用户已启用。

 此用户被禁用。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列标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参看排序列表

。

 编辑或删除用户帐户：

 在 （用户）页面上，单击所需的用户。打开该用户的

（编辑用户）页面。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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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每个字段的信息，请参看创建用户 。

 如要更改密码，请在 （密码）字段和

（确认密码）字段里输入新密码。如果密码字段保留空白，则不更

改密码。

 如要删除此用户，请单击 ，并确认操作。

 单击 （保存）按钮。

 删除多个用户帐户：

 在 （用户）页面上，单击 以使复选框出现在用户名前面。

提示：如要仅删除一个用户，只需单击该用户，而无需显示复选框。参
看上述步骤。

 选择一个或多个用户。

 如要选择除 （管理员）角色之外的所有角色，请选择标题行

中最上面的复选框。

 单击 。

 在确认消息中单击 （删除）。

创建角色

角色是权限的组合。每个用户至少要有一个角色。

提供两个内置角色。默认给新创建的用户帐户指定操作员角色。参看

创建用户 。

内置角色 说明

（管理员） 提供完整权限。

（操作员） 提供常用权限，包括：

 确认警报

 更改自己的密码

 更改 配置、入口配置、出口配置和过电流

保护器配置

 开关出口（如果您的 具有出口开关功能）

 查看事件设置

 查看本地事件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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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两个角色不能满足您的需求，请添加新角色。

 创建角色：

 选择 （用户管理） （角色） 。

 分配角色名称。

 长度为 至 个字符

 区分大小写

 从 版本开始允许使用空格

 在 （说明）字段里输入角色说明。

 选择所需的权限。

 （管理员权限）包括所有权限。

 （无限制查看权限）包括所有

（查看）权限。

 如要选择需要参数设置的任何权限，请单击 选择所需的参数。

 例如，在具有出口开关功能的型号上，您可以指定能够通过

（开关出口）权限打开 关闭的出口，如下所示。

 单击 （保存）按钮。

现在可以给任何用户指定角色。参看创建用户 或编辑或删除用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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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或删除角色

选择 （用户管理） （角色）打开 （角色）

页面，其中列出所有角色。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列标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参看排序列表

。

（管理员）角色不能由用户配置，因此显示锁定图标 ，表示您不

能配置它。

 编辑角色：

 在 （角色）页面上，单击所需的角色。打开 （编辑角

色）页面。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不能更改角色名称。

 如要删除此角色，请单击 ，并确认操作。

 单击 （保存）按钮。

 删除任何角色：

 在 （角色）页面上，单击 以使复选框出现在角色前面。

提示：如要仅删除一个角色，只需单击该角色，而无需显示复选框。参
看上述步骤。

 选择一个或多个角色。

 如要选择除 （管理员）角色之外的所有角色，请选择标题行

中最上面的复选框。

 单击右上角的 。

 在确认消息中单击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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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您的首选计量单位

无论您拥有的权限如何，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更改 用户界面中显

示的计量单位。

提示： 对于 （编辑用户）页面上的特定用户，管理员也可以更

改其首选项。参看编辑或删除用户 。

计量单位更改只适用于 界面和命令行界面。

设置自己的首选项不会更改默认计量单位。参看设置默认计量单位

。

 选择您喜欢的计量单位：

 选择 （用户管理） （首选项）。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字段 说明

（温度单位）
首选温度单位 （摄氏度）或 （华氏度）。

（长度单

位）

首选长度或高度单位 米或英尺。

（压力

单位）

首选压力单位 帕斯卡或 。

 帕斯卡等于 牛顿 平方米。

 磅 平方英寸的缩写

 单击 （保存）按钮。

设置默认计量单位

默认计量单位适用于所有用户的所有 用户界面，包括通过外部验证服

务器访问 的用户。有关受影响的用户界面的列表，请参看显示默认单

位的用户界面 。 前面板显示屏还显示默认计量单位。

注意：任何由单个用户或管理员分别设置的首选计量单位都将覆盖

界面和命令行界面中的默认单位。参看设置您的首选计量单位 或创

建用户 。

 设置默认用户首选项

 单击 （用户管理） （默认首

选项）。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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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温度单位）
首选温度单位 （摄氏度）或 （华氏度）。

（长度单

位）

首选长度或高度单位 米或英尺。

（压力

单位）

首选压力单位 帕斯卡或 。

 帕斯卡等于 牛顿 平方米。

 磅 平方英寸的缩写

 单击 （保存）按钮。

显示默认单位的用户界面

默认计量单位将适用于以下用户界面或信息：

 新创建 的本地用户的 界面（当他们没有配置自己的首选计量单

位时）。参看创建用户 。

 通过 服务器进行验证的用户的 界面。

 因 发送传感器报告 操作而发送的传感器报告。参看发送传感器报告

。

 前面板 显示屏。

设备设置

单击菜单 中的 （设备设置），然后显示以下子菜

单。

菜单命令 子菜单命令 参阅

（网络） 配置网络设置

（网络服务）

 

更改 设置

配置 设置

（

服务器）

配置 设置 配置 设置

更改 设置

更改 设置

更改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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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命令 子菜单命令 参阅

（服

务器广播）

启用服务广播

（安全）

 

（

访问控制）

创建 访问控制规则

（角色访问控制）

创建角色访问控制规则

（

证书）

设置 证书

（验证）设置外部验证

（登录

设置）

配置登录设置

（密码

策略）

配置密码策略

（服务协议）
启用有限服务协议

（日期

时间）

设置日期和时间

（事件

规则）

 事件规则和操作

（数

据记录）

 设置数据记录

（数据推

送）

配置数据推送设置

（服务

器可访问性）

监视服务器可访问性

（前面

板）

前面板设置

（串行端

口）

配置串行端口

（

脚本）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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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命令 子菜单命令 参阅

（其

他）

其他 杂项

前面板 的可用性取决于型号。

配置网络设置

将 连接到您的网络 将 连接到网络上 之后，在

（网络）页面上配置有线、无线和 协议相关的设置。

您可以在 上启用有线和无线网络，以便它具有多个 地址 有线

和无线 。例如，您可以通过启用一个以太网接口获得一个 和 或

地址，然后通过启用 配置无线接口再获得一个 和 或 地

址。这也适用于 进入端口转发模式的情况，这样 在端口转发模

式下会有多个 或 地址。

但是，桥接模式中的 只能为有线网络获得 一个 地址。此模式不

支持无线网络。

重要说明： 在桥接模式下，只有 （桥接）接口的 参数有效。

（以太网） 或者 和 （无线）接口的

参数不起作用。

 设置网络模式：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

 如要使用 分配的 服务器和网关而不是静态 服务

器和网关，请转到步骤 。如要人工指定 服务器和默认网关，请

配置 （常用网络设置）部分。参看常用网

络设置 。

 静态路由和级联模式位于本部分中。只有当存在此类本地要求时，

才需要配置它们。请参阅设置级联模式 和静态路由示例

。

 如要配置有线网络的 设置，请单击 （以太网）

或者 和 （无线）部分。参看有线网络设置

。

 如果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为 （桥接），则会显示

（桥接）部分。然后，您必须单击 （桥接）部分进行

设置。

 如要配置无线网络的 设置，请单击 （无线）部

分。参看无线网络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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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必须将 无线 适配器连接到 才能使用无线网

络。

注意： 如果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为 （桥接），或者在端口

转发模式下将其角色设置为 （从设备），则无线设置将被禁用。

 如要配置 （以太网） 或者 接口设置，请参

看以太网接口设置 。

 单击 （保存）按钮。

 在启用一种或两种 协议之后：

在启用 和 或 之后，下列所有协议（但并不仅限于此）都将符

合选择的 协议：

 

 

 

 

 

 

 

 

 

注意： 支持 、 和 。

有线网络设置

在 （网络）页面上，单击 （以太网） 或者

部分配置 设置。

如果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为 （桥接），则会显示 （桥接）

部分。然后，您必须单击 （桥接）部分进行 设置。 参

看设置级联模式 。

 启用接口：

确保以太网接口已启用，否则通过此接口进行的所有网络都将发生故障。

此设置在 （以太网） 或者 部分提供，但在

（桥接）部分中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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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字段 设置 说明

（启用

）

启用或禁用 协议。

（

自动配置）

选择配置 设置的方法。

 ：通过 服务器设置自动 。

 静态：人工配置 设置。

 设置：（可选）指定首选主机名，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由字母数字字符和 或连字符 组成

 不能以连字符 开头或结尾

 不得超过 个字符

 不能使用标点符号、空格和其他符号

 静态设置：分配一个静态的 地址，遵循此语法

（ 地址 前缀长度）。

示例：

 设置

字段 设置 说明

（启用

）

启用或禁用 协议。

（

自动配置）

选择配置 设置的方法。

 自动：通过 自动配置 设置。

 静态：人工配置 设置。

 自动设置：（可选）指定首选主机名，必须满足上述要求：

 静态设置：分配一个静态的 地址，遵循这个语法 地址 前缀长

度 。

示例：



使用 界面

常用网络设置

常用网络设置是可选项，不是必需的。因此，如果没有特定的本地网络要

求，请保持不变。

字段 说明

（级

联模式）

将其保留为默认值 （无），除非您要建立一

个级联链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级联多台 设备以共享以太网连接

 设置级联模式

（ 解

析器参考）

决定在 解析器返回 地址和 地址

时，使用哪个 地址。

 地址：使用 地址。

 地址：使用 地址。

（ 后

缀 可选 ）

如果需要，请指定 后缀名称。

（第一

第二 第三 服

务器）

人工指定静态 服务器。

 如果在这些字段里指定了任何静态 服务

器，它将覆盖 分配的 服务器。

 如果为 设置选择 （或自动），

并没有指定静态 服务器，则 将使用

分配的 服务器。

（ 路由）

只有在本地网络包含两个子网并且您希望 与

其他子网进行通信时，您才需要配置这些设置。

在这种情况下，请确保网络中已启用 转发，然

后单击 （添加路由）以添加静态路由。

参看静态路由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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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接口设置

默认情况下， 的以太网接口或 接口处于启动状态。

 启用接口：

确保以太网接口已启用，否则通过此接口进行的所有网络都将发生故障。

此设置在 （以太网） 或者 部分提供，但在

（桥接）部分中不可用。

 其他以太网设置：

字段 说明

（速度） 选择 速度。

 自动：系统通过自动协商机制确定最佳 速

度。

 ：速度始终为 。

 ：速度始终为 。

 速度始终为 （ ）。

仅适用于 或具有后缀 的特定

型号。

（双工） 选择双工模式。

 自动： 通过自动协商机制选择最佳传输模

式。

 全双工：同时在两个方向传输数据。

 半双工：每次在一个方向传输数据（进或出

设备）。

（当前

状态）

显示 的当前状态，包括当前速度和双工模式。

注意：如果在将 的速度和双工设置设置为 （非 自动）值
后禁用自动协商，可能会导致双工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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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设置

如果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为 （桥接），或者在端口转发模式下将

其角色设置为 （从设备），则无线设置将被禁用。 参看设置级联模

式 。

默认情况下，无线接口被禁用。如果需要无线网络，应该启用它。

 界面设置：

字段 设置 说明

（启

用接口）

启用或禁用无线接口。

禁用时，无线网络失败。

（硬

件状态）

选中此字段，确保 设备检测到无线

适配器。如果检测不到 适配器，确定适

配器是否插好，或者是否支持所用的适配器。

输入无线接入点 名称

（强

制 ）

如果 可用，请选择此复选框

键入接入点的 地址

（启用高吞

吐量 ）

启用或禁用 协议。

（验

证）

选择验证方法。

 （不验证）：不需要验证数据。

 ：需要预共享密钥。

 使用受保护的可扩展验证协议。只

支持 。在出现的字段里输入所需的

验证数据。

（预

共享密钥）
此字段仅在选择 时显示。

键入 字符串

（身份）：
此字段仅在选择 时显示。

键入您的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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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设置 说明

（密码）
此字段仅在选择 时显示。

输入密码。

（

证书）
此字段仅在选择 时显示。

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第三方 证书。如果需要，请

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证书的可用设置：

字段 设置 说明

（启用 证

书链验证）

选择此复选框，让 验证将要安装的 证书

的有效期。

 例如， 将根据系统时间检查证书的有效期。

单击此按钮安装证书文件。然后您可以：

 单击 （显示）以查看证书的内容。

 单击 （删除）以删除已安装的不合适证

书。

（允许过

期和尚未生效的证

书）

 选择此复选框会使验证成功，而不管证书的有效

期如何。

 取消选择此复选框后，只要所选证书链中的任何

证书过期或无效，验证就会失败。

如果系统时钟不正

确，允许无线连接

取消选择此复选框时，如果系统时间不正确，则认

为已安装的 证书无效，并导致无线网络连接失

败。

选择此复选框时，在与任何 服务器同步之前，

如果 系统时间早于固件版本，则让无线网络连

接成功。

 当 长时间关机时，可能会出现系统时间不

正确的问题。

 设置：

字段 设置 说明

（启用 启用或禁用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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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设置 说明

）

（

自动配置）

选择配置 设置的方法。

 ：通过 服务器设置自动 。

 静态：人工配置 设置。

 设置：（可选）指定首选主机名，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由字母数字字符和 或连字符 组成

 不能以连字符 开头或结尾

 不得超过 个字符

 不能使用标点符号、空格和其他符号

 静态设置：分配一个静态的 地址，遵循此语法

（ 地址 前缀长度）。

示例：

 设置

字段 设置 说明

（启用

）

启用或禁用 协议。

（

自动配置）

选择配置 设置的方法。

 自动：通过 自动配置 设置。

 静态：人工配置 设置。

 自动设置：（可选）指定首选主机名，必须满足上述要求：

 静态设置：分配一个静态的 地址，遵循这个语法 地址 前缀长

度 。

示例：

 （可选）查看无线 诊断日志：

 单击 （显示 诊断日志）。请参看

无线 诊断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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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 诊断日志

提供诊断日志，用于检查无线网络接口发生的连接错误。该信息对技

术支持很有用。

请注意， 诊断日志仅在网络接口设置为无线后显示数据。

日志中的每个项都包括：

 号

 日期和时间

 说明

 查看日志：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 （无

线） （显示 诊断日志）。参看配

置网络设置 。

 如要转到日志的其他页面，请单击页面底部的分页栏。

 如果超过 页并且栏中显示的页码没有显示所需页面，请单击

让它显示后五个或前五个页码（如有）。

 如要刷新诊断，请单击右上角的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列标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参看排序列

表 。

 清除诊断日志：

 在日志的右上角，单击 。

 在确认消息中单击 （清除日志）。



使用 界面

静态路由示例

本节介绍两个静态路由示例： 和 。两个示例都假定在一个网络服

务器中安装了两个网络接口控制器 ，形成两个可用子网并且已经启用

了 转发。示例中的所有 和 设备都使用静态 地址。

大多数本地多重网络不可直接访问，并且需要使用网关。因此，我们将在

以下示例中选择网关。如果您的本地多重网络可直接访问，则应选择 接口

而不是 网关 。

注意：如果选择 接口 ，则应选择接口名称而不是输入 地址。参看接口

名称 。

 示例

 您的 ：

 两个 ： 和

 两个网络： 和

 子网掩码：



使用 界面

在此示例中， 是您的 与另一个子网

中的任何设备进行通信下一跳路由器。在 的

（静态路由）部分，您应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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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如果配置了多个静态路由，您可以单击任何路由进行更改、使用

或 重新排序优先级，或单击 将其删除。

 示例

 您的 ：

 两个 ： 和

 两个网络： 和

 前缀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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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示例中， 是您的 与另一个子网

中的任何设备进行通信下一跳路由器。在 的

（静态路由）部分，您应该指定：

提示：如果配置了多个静态路由，您可以单击任何路由进行更改、使用

或 重新排序优先级，或单击 将其删除。

接口名称

如果您的本地多重网络 可直接访问 ，则应选择静态路由的接口。然后选择

连接另一个网络的接口。

 的接口列表：

接口名称 说明

（桥接） 当另一个有线网络连接到 的以太网端口，并且

您的 已设置为桥接模式时，请选择此接口名称

而不是以太网接口。

（以太

网）

当另一个有线网络连接到您的 的以太网端口

时，请选择此接口名称。

（无线） 当另一个无线网络连接到您的 时，请选择此接

口名称。

 的接口列表

接口名称 说明

（桥接） 当另一个有线网络连接到 的以太网端口，并且

您的 已设置为桥接模式时，请选择此接口名称

而不是以太网接口。

当另一个有线网络连接到您的 的 端口

时，请选择此接口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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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名称 说明

当另一个有线网络连接到您的 的 端口

时，请选择此接口名称。

（无线） 当另一个无线网络连接到您的 时，请选择此接

口名称。

设置级联模式

最多可以级联 台 设备来共享一个以太网连接。参看级联多台

设备以共享以太网连接 。

主设备上配置的级联模式确定以太网共享方式，即网络桥接或端口转发。

参看级联模式概述 。

只有具有 （更改网络设置）权限的用户才能配置

级联模式。

注意： 在端口转发模式下不支持 。 参看 和链路本地

寻址 。

 配置级联模式：

 将 设备连接到 并找到其 地址，或将其连接到计算

机。

 有关计算机连接说明，请参看将 连接到计算机 。

 如要查找 地址，请参看设备信息 。

 登录其 界面。参看登录 。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

 在 （级联模式）字段里选择喜欢的模式。

 （无）：不启用级联模式。这是默认设置。

 桥接：级联链路中的每个设备都使用不同的 地址进行访问。

 端口转发：级联链路中的每个设备都使用相同的 地址进行访问，

但会被分配不同的端口号。 有关端口号的详细信息，请参看端口

号语法 。

提示：如果选择 （端口转发），
（设备信息）页面将显示所有级联设备的端口号列表。

 对于端口转发模式，必须多配置一到两个字段。请注意，如果任一设置

配置不正确，则会出现网络问题。

 （角色）：主设备或从设备。这是为了确定哪个设备是主设备，
哪些设备是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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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游接口）： 或以太网 或者

。这是为了确定主设备的哪个端口连接到从设备 。

在 中始终选择 ，但是您可以在 设备上选择

或以太网 。

如果以太网 被选择为下游接口，请确保启用了以太网接

口。

 （可选）根据需要配置网络设置。

 桥接模式：在同一页面中单击 （桥接）部分。

 端口转发模式：根据您应用的网络方法，单击同一页面上的

（以太网） 或者 或 （无线）

部分。

 单击 （保存）按钮。

有关在端口转发模式下访问每个级联设备的信息，请参看端口转发示例

。

有关有线或无线网络设置的信息，请参看有线网络设置 或无线网络

设置 。

特别应用：可以 循环 级联链路以创建网络通信冗余（仅限 桥接 模式），

但前提是您的网络支持 协议。如果使用级联循环（ 桥接 模式），

请确保您的网络已启用 ，否则可能发生网络循环。

 联机 级联信息：

有关 级联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看级联指南，该指南可从 网

站支持页面 获取。

级联模式概述

您必须对级联配置应用级联模式。参看设置级联模式 。

 概述：

 桥接 模式仅支持有线网络，而 端口转发 模式支持有线和无线网络。

 所有级联模式在一个链路中最多支持 个设备。

 所有级联模式都支持 和静态 寻址。

 在 桥接 模式下，每个级联设备都具有唯一的 地址。在 端口转发

模式下，所有级联设备共享相同的 地址。

 无论级联模式如何，都可以通过网络远程访问每个级联设备。

 示例：

在下图中，假设用户在包含四个设备的级联配置中启用了 组网。

是主设备， 是从设备。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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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接 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服务器分别与每个级联设备进行通信，并分配四

个不同的 地址。每个级联设备都有自己的 地址。远程访问每个

级联设备的方法与访问网络中的独立设备完全相同。

 端口转发 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服务器单独与主设备进行通信，仅分配一个

地址。所有从设备共享与主设备相同的 地址。当通过共享 地址

远程访问任何从设备时，必须指定一个 端口号（其中 是一

个数字）。请参看端口号语法 。

端口号语法

在 端口转发 模式下，级联链路中的所有设备共享相同的 地址。如要访

问任何级联的设备，您必须为其分配适当的端口号。

 主设备：端口号是 或标准 端口。

 从设备：端口号是 。

 端口号语法：

 是表示网络协议的两位数字，如下所示：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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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是表示设备位置的两位数字，如下所示：

位置 位置

主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例如，要通过 访问从设备 ，端口号为 。请参看端口

转发示例 ，了解进一步说明。

提示：可以从 界面检索每个级联设备的端口号的完整列表。 选择

（维护） （设备信息） 转发端口

 标准 端口：

还可以通过标准 端口访问主设备，如下表所列。

协议 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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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端口号

在 端口转发 模式下， 不允许您修改标准 端口配置，包括

、 、 、 和 。

端口转发示例

如要在 端口转发 模式下访问级联设备，请为 地址分配端口号。

 主设备：分配适当的 端口号或标准 端口。请参看

端口号语法 了解详细信息。

 从设备：分配适当的 端口号。

假设： 端口转发 模式被应用于包含三个 设备的级联链路。 地

址是 。

 主设备：

主设备的位置代码为 ，因此每个端口号为 ，如下所示。

协议 端口号

使用 端口的示例：

 如要通过 访问主设备， 地址为：

 如要通过 访问主设备， 地址为：

 如要通过 访问主设备，命令为：

使用标准 端口的示例：

 如要通过 访问主设备， 地址为：

 如要通过 访问主设备， 地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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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通过 访问主设备，命令为：

 从设备 ：

从设备 的位置代码为 ，因此每个端口号为 ，如下所示。

协议 端口号

示例

 如要通过 访问从设备 ， 地址为：

 如要通过 访问从设备 ， 地址为：

 如要通过 访问从设备 ，命令是：

 从设备 ：

从设备 的位置代码为 ，因此每个端口号为 ，如下所示。

协议 端口号

示例

 如要通过 访问从设备 ， 地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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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通过 访问从设备 ， 地址为：

 如要通过 访问从设备 ，命令是：

添加、删除或交换级联设备

在将任何设备添加到级联链路之前，或在将级联设备从链路断开之前，首

先要更改级联模式。

如果您只想更改现有链路的级联模式，或者交换主设备和从设备，则始终

要从从设备开始。

注意：如果不遵循以下步骤，会出现网络问题。 在出现网络问题时，请检

查链路中所有设备的级联连接和 或软件设置。参看级联故障排除 。

 将设备添加到现有链路：

 将 设备连接到 并找到其 地址，或将其连接到计算

机。

 登录到此设备，并将其级联模式设置为与现有链路级联模式相同。参看

设置级联模式 。

 使用 或以太网电缆将其连接到链路。

 删除链路里的设备：

 登录到所需的级联设备，并将其级联模式更改为 （无）。

例外：如果要将删除的设备连接到另一个级联链路，请将其级联模式设
置为与另一个链路的级联模式相同。

 现在断开它与级联链路的连接。

 交换主设备和从设备：

 在 桥接 模式下，您只需断开所有级联电缆，然后重新连接级联电缆即

可交换主设备和从设备。不需要更改软件设置。

 在 端口转发 模式下，必须遵循以下步骤：

 访问将替换主设备的从设备，将其角色设置为 （主设备），

并正确设置下游接口。

 访问主设备，将其角色设置为 （从设备）。

 现在，交换主设备和从设备。在交换主设备和从设备并重新连接级

联电缆之前，必须首先断开连接到两个设备的所有级联电缆。

 更改应用于链路的级联模式：

 访问最后一个从设备，并更改其级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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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新的级联模式是 端口转发 ，您还必须将其角色设置为

（从设备）。

 访问倒数第二个、第三个等，直到第一个从设备，逐个改变它们的级联

模式。

 访问主设备，并更改其级联模式。

 如果新的级联模式是 端口转发 ，您还必须将其角色设置为

（主设备），并正确选择下游接口。

配置网络服务

支持下列网络通信服务。

和 可以访问 界面。 和 可以访问命令行

接口。参看使用命令行界面 。

默认启用 ，禁用 ，支持服务所需的所有 端口设置为标准

端口。可以在必要时更改默认设置。

注意：默认禁用 访问，因为它进行开放式通信，所以不安全。

子菜单命令 参阅

更改 设置

配置 设置 配置 设置

（ 服

务器）

配置 设置

更改 设置

更改 设置

更改 设置

（服

务广播）

启用服务广播

重要说明：由于发布了 安全漏洞， 使用 而不是

。确保您的网络基础设施（如 和邮件服务）使用 而

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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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设置

采用传输层安全 技术加密进出 的所有流量，所以比

协议更安全。 支持 、 和 。

默认情况下，利用 对 进行的所有访问被自动重定向到

。如果需要，您可以禁用此重定向。

 更改 或 端口设置：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服务）

。

 通过选择相应的 （启用）复选框来启用任一或两个协议。

 如要使用不同的 端口或 端口，请输入新端口号。

警告：不同的网络服务不能共享同一个 端口。

 如要将 对 的访问重定向到 ，请选择

（将 连接重定向到 ）。

 重定向复选框仅在启用 和 的情况下才可配置。

加密算法特别注意事项：

设备的基于 的协议（包括 ）支持 位和

位加密算法。要使用的具体加密算法在 和客户端（如网络浏览器）之

间进行协商，这受到 的加密算法优先级和客户端的加密算法可用性
设置的影响。

提示：如果要强制 使用特定的 加密算法，请参阅客户端的用户

文档，了解有关配置 设置的信息。 例如，您可以通过

命令在 中启用一种加密算法并禁用另一种加密算法。

配置 设置

可以启用或禁用在 管理器和 设备之间的 通信。在启

用 通信之后，管理器可以检索并控制每个出口的电源状态。

此外，如果启用设备自带的 （系统

通知规则），但尚未设置 目的地，可能必须配置 目的地。

参看事件规则和操作。

 配置 通信：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服务）

。

 通过单击相应的复选框来启用或禁用 和 或 。



使用 界面

 默认启用 只读访问。默认

（读公用串）是 （公共）。

 如要启用读写访问，请键入 （写公用串）。

此字符串通常是 （专有）。

 输入 系统组信息（如果适用）。

 负责系统的联系人

 给系统分配的名称

 系统的位置

 配置 通知：

 选择 （启用 通知）复选框。

 选择通知类型 陷阱、 通知、 陷阱

和 通知。

 指定 通知目的地并输入必要的信息。有关详情，请参阅：

 通知

 通知

注意： 对 页面上的 （ 通知）部分

所做的任何更改将更新 系统 通知操作 的设置，反之亦然。参

看可用操作 。如要添加三个以上的 目的地，您可以创

建新的 通知操作。参看发送 通知 。

 必须下载适用于 的 ，才能与 管理器通信。

 单击 （下载 ）标题栏以显示下载链接。

 单击 下载链接。参看下载 。

 单击 （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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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设置

可以配置 ，让它采用电子邮件把警报或事件消息发送给特定管理员。

参看事件规则和操作。

如要发送电子邮件，必须配置 设置，输入 服务器 地址和

发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任何电子邮件无法成功发送，则事件日志中提供失败事件和原因。参

看查看或清除本地事件日志 。

 设置 服务器设置：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服务）

（ 服务器）。

 输入所需要的信息。

字段 说明

（服务

器名称）

键入邮件服务器名称或 地址。

（端口） 键入端口号。

 默认端口是

（发件人电

子邮件地址）

键入发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发送重试次

数）

键入电子邮件重试次数。

 默认重试 次

（发

送重试之间的时间）

键入电子邮件重试之间的间隔（分钟）。

 默认值是 分钟。

（服

务器需要验证）

如果 服务器需要密码验证，请选择此复选

框。

（用户

名）

（密码）

选择上述复选框后，键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验证。

 用户名和密码的长度介于 至 之间。区分

大小写。

 用户名不允许使用空格，但密码允许使用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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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启

用

）

如果您的 服务器支持传输层安全 ，请

选择此复选框。

 证书的设置：

字段 设置 说明

单击此按钮安装证书文件。然后您可以：

 单击 （显示）以查看证书的内容。

 单击 （删除）以删除已安装的不合适证

书。

（允许过

期和尚未生效的证

书）

 选择此复选框会使验证成功，而不管证书的有效

期如何。

 取消选择此复选框后，只要所选证书链中的任何

证书过期或无效，验证就会失败。

 在配置 设置之后，可以测试这些设置，确保它们可以正常工作。

 在 （收件人电子邮件地址）字段里输入

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用逗号把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分隔开。

 单击 （发送测试电子邮件）按钮。

 确认收件人是否成功收到电子邮件。

 单击 （保存）按钮。

 加密算法特别注意事项：

设备的基于 的协议（包括 ）支持

位和 位加密算法。要使用的具体加密算法在 和客户端（如网络

浏览器）之间进行协商，这受到 的加密算法优先级和客户端的加密算

法可用性 设置的影响。

提示：如果要强制 使用特定的 加密算法，请参阅客户端的用户

文档，了解有关配置 设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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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设置

您可以启用或禁用对命令行界面的 访问、更改 端口，或设置通

过 连接进行登录的密码或公用密钥。

 更改 设置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服务）

。

 如要启用或禁用 访问，请选择或取消选择该复选框。

 如要使用不同的端口，请输入端口号。

 选择验证方法之一。

 仅密码验证： 启用密码登录。

 仅公用密钥验证： 启用公用密钥登录。

 密码验证和公用密钥验证： 启用密码加公用密钥登录。这是默认

设置。

 单击 （保存）按钮。

如果选择了公用密钥验证，必须输入每个用户配置文件对应的有效 公

用密钥，才能通过 连接登录。 参看创建用户 。

更改 设置

可以允许或禁止利用 访问命令行界面，也可以更改 端口。

 更改 设置：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服务）

。

 如要启用 访问，请选择该复选框。

 如要使用不同的端口，请输入新端口号。

 单击 （保存）按钮。

更改 设置

可以允许或禁止利用 访问 、将其设置为只读模式，也可

以更改 端口。

 更改 设置：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服务）

。

 如要启用 访问，请选择

（ 访问）复选框。



使用 界面

 如要使用不同的端口，请输入新端口号。

 如要启用 只读模式，请选择 （只读模式）

字段。如要启用读写模式，请取消选择该字段。

启用服务广播

广播可用 网络访问的所有已启用的服务。此功能使用 （域

名系统服务发现）和 （组播 ）。使用 和 的

客户机发现这些已广播的服务。

广播的服务包括：

 

 

 

 

 

 

 

默认启用此功能。

启用此功能还将启用链路本地组播名称解析 和 或 ，这是

解析 主机名所需的。参看 和链路本地寻址 。

服务广播功能支持 和 协议。

如果您为 和 或 设置了首选主机名，则该主机名可以用作零配

置本地主机名，即 ，其中

是您为 指定的首选主机名。 主机名是

第一优先选择。如果 主机名不可用，则使用 主机名。

注意：有关配置 和 或 网络设置的信息，请参看有线网络设置

。

 启用或禁用服务广播：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服务）

（服务广播）。

 如要启用服务广播，请选择任一或两个复选框。

 如要通过 进行广播，请选择 （组播 ）

复选框。

 如要通过 进行广播，请选择

（链路本地组播名称解析）复选框。

 单击 （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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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安全设置

提供访问控制工具。可以启用内部防火墙、创建防火墙规则并设置登

录限制。 此外，还可以创建并安装证书，也可以设置外部验证服务器来进

行访问控制。本产品支持 证书。

提示：如要强制将 的所有 访问重定向到 ，请参看更改

设置 。

子菜单命令 参阅

（

访问控制）

创建 访问控制规则

（角

色访问控制）

创建角色访问控制规则

（ 证

书）

设置 证书

（验证） 设置外部验证

（登录设

置）

配置登录设置

（密码

策略）

配置密码策略

（服

务协议）

启用有限服务协议

创建 访问控制规则

访问控制规则（防火墙规则）根据发送或接受流量的主机的 地址，

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发往 来自 的流量。在创建规则时，请牢记下列

原则：

 规则顺序非常重要。

当流量到达或来自 设备时，按数字顺序执行规则。与 地址相

匹配的第一个规则，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流量。忽略与 地址相匹配

的任何后续规则。

 需要子网掩码。

在输入 地址时，必须同时指定 地址和子网掩码。例如用此格式

指定 网里的一个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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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子网掩码 。

如要指定整个子网或一个地址范围，请相应地更改子网掩码。

注意：有效 地址范围是 到 。

 配置 访问控制规则：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 访问控制）。

 选择 （启用 访问控制）复选框以启

用 访问控制规则。

 确定 的默认策略。

 （接受）：接受来自所有 地址的流量。

 （丢弃）：丢弃来自所有 地址的流量，不给源主机发送

任何失败通知。

 （拒绝）：拒绝来自所有 地址的流量，并给源主机发

送一条 消息作为失败通知。

 根据您的需要，转到 （入站规则）部分或

（出站规则）部分。

 入站规则控制发送到 的数据。

 出站规则控制来自 的数据。

 创建规则。参看表格，了解不同的操作。

把规则添加到规则列表末尾。

 单击 （附加）。

 在 （ 掩码）字段里输入 地址和子网掩码。

 在 （策略）字段里选择一个选项。

 （接受）：接受来自 发往指定的 地址的流量。

 （丢弃）：拒绝来自 发往指定的 地址的流量，不给源主机或目的地主机发

送任何失败通知。

 （拒绝）：拒绝来自 发往指定的 地址的流量，并给源主机或目的地主机

发送一条 消息作为失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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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规则之间插入一个规则

 选择要在哪个规则之前插入新规则。例如在规则 和规则 之间插入一个规则，选

择 。

 单击 （在之前插入）。

 在 （ 掩码）字段里输入 地址和子网掩码。

 在 （策略）字段里选择 （接受）、 （丢弃）或 （拒绝）。请

参阅上文了解相关说明。

系统自动给规则编号。

 完成后，列出规则。

 您可以选择任何现有规则，然后单击 或 改变其

优先级。

 单击 （保存）按钮。 应用这些规则。

 配置 访问控制规则：

 在同一页面上，选择 （启用 访问控

制）复选框以启用 访问控制规则。

 按照与上述 规则设置相同的步骤来创建 规则。

 确保单击 部分中的 （保存）按钮，否则不会保存对 规

则所做的更改。

编辑或删除 访问控制规则

如果现有 访问控制规则需要更新 地址范围和 或策略，请相应地修

改规则。您也可以删除任何不必要的规则。

 修改或删除规则：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 访问控制）。

 转到 或 部分。

 在列表上选择所需的规则。

 确保选择了 或 复选框，否则您无法编辑或删除任何规

则。

 执行所需的操作。

 对所选规则进行更改，然后单击 （保存）。有关每个字段的

信息，请参看创建 访问控制规则。

 单击 以删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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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重新进行排序，请单击 或 。

 单击 （保存）按钮。

 规则： 确保单击 部分中的 （保存）按钮，否则

不会保存对 规则所做的更改。

 规则： 确保单击 部分中的 （保存）按钮，否则

不会保存对 规则所做的更改。

创建角色访问控制规则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类似 访问控制规则，区别在于它们应用于具

备特定角色的成员。这样，您可以根据特定角色的 地址，给他们指定

系统权限。

与 访问控制一样，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顺序非常重要，因为规则

是按数字顺序执行的。

 创建基于角色的 访问控制规则：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角色访问控制）。

 选择 （启用基于角色的

访问控制）复选框以启用 访问控制规则。

 确定 的默认策略。

 （允许）：不管用户角色如何，均接受来自所有 地址的

流量。

 （拒绝）：不管用户角色如何，均拒绝来自所有 地址的

流量。

 创建规则。参看表格，了解不同的操作。

把规则添加到规则列表末尾。

 单击 （附加）。

 在 （开始 ）字段里输入开始 地址。

 在 （结束 ）字段里输入结束 地址。

 在 （角色）字段里选择一个角色。此规则只应用于具有此角色的成员。

 在 （策略）字段里选择一个选项。

 （允许）：当用户是指定角色的成员时，接受来自指定的 地址范围的流量

 （拒绝）：当用户是指定角色的成员时，拒绝来自指定的 地址范围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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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规则之间插入一个规则

 选择要在哪个规则之前插入新规则。例如在规则 和规则 之间插入一个规则，选

择 。

 单击 （在之前插入）。

 在 （开始 ）字段里输入开始 地址。

 在 （结束 ）字段里输入结束 地址。

 在 （角色）字段里选择一个角色。此规则只应用于具有此角色的成员。

 在 （策略）字段里选择 （允许）或 （拒绝）。请参阅上文了解相关

说明。

系统自动给规则编号。

 完成后，在此页面中列出规则。

 您可以选择任何现有规则，然后单击 或 改变其

优先级。

 单击 （保存）按钮。 应用这些规则。

 配置 访问控制规则：

 在同一页面上，选择 （启

用基于角色的 访问控制）复选框以启用 访问控制规则。

 按照与上述 规则设置相同的步骤来创建 规则。

 确保单击 部分中的 （保存）按钮，否则不会保存对 规

则所做的更改。

编辑或删除角色访问控制规则

您可以修改现有规则来更新其角色 地址，或者在不再需要时将其删除。

 修改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角色访问控制）。

 转到 或 部分。

 在列表上选择所需的规则。

 确保选择了 或 复选框，否则您无法选择任何规则。

 执行所需的操作。

 对所选规则进行更改，然后单击 （保存）。有关每个字段的

信息，请参看创建角色访问控制规则。

 单击 以删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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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重新进行排序，请单击 或 。

 单击 （保存）按钮。

 规则： 确保单击 部分中的 （保存）按钮，否则

不会保存对 规则所做的更改。

 规则： 确保单击 部分中的 （保存）按钮，否则

不会保存对 规则所做的更改。

设置 证书

重要说明：由于发布了 安全漏洞， 使用 而不是

。确保您的网络基础设施（如 和邮件服务）使用 而

不是 。

使用 数字证书，确保 连接各方就是它们各自声称的各方。

 获得 签发的证书：

 在 上创建证书签名请求 。参看创建 。

 将其提交给证书机构 。在 处理 中的信息后，它将为您

提供证书。

 将 签名证书安装到 上。参看安装 签名证书 。

注意：如果您使用的证书是证书链的一部分，那么链中的每个部分都将在
验证过程中进行签名。

 在下列任一种情况下不需要 ：

 使 创建自签名证书。参看创建自签名证书 。

 适当的有效证书和密钥文件已经可用，您只需要安装它们即可。请参看

安装或下载现有证书和密钥 。

创建

根据此步骤给 设备创建 。

请注意，您必须在显示消息 （必填）的字段里输入信息。

 创建 ：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 证书）。

 输入必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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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字段 说明

国家 地区 公司所在的国家。使用标准的 代码。访问 网站

了解 代码清单。

（省

市 自治区）

公司所在省市的名称。

（区域） 公司所在城市。

（机构）公司注册名称。

（机构单位）

部门名称。

（通

用名称）

设备的完全符合标准的正式域名 。

（电子

邮件地址）

你或其他可联系的管理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警告：如果不在必填字段里输入值就创建 ，不能获得第三方证书。

 密钥创建参数：

字段 步骤

（密钥长

度）

选择一个可用的密钥长度（位）。密钥长度越大越安全，但会使 设

备的响应速度下降。

 现在只支持 位。

（自签名） 对于请求 签名的证书，确保不选择此复选框。

（挑战），

（确认挑战）

输入密码。 用密码保护证书或 。 此信息是可选的。

值为 个字符。区分大小写。

 单击 （创建新 密钥）按钮，创建 和

私有密钥。 这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

 单击 （下载证书签名请求），

将 下载到您的计算机。

 系统提示你打开或保存文件。 单击 （保存）按钮，把它保存

到计算机上。

 将其提交给 以获取数字证书。

http://www.iso.org/iso/country_codes/iso_3166_code_lis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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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包含不正确的数据，请单击

（删除证书签名请求）以将其删除，然后重复上述步骤重

新创建它。

 如要把新创建的私有密钥存储到计算机上，请单击

（新 证书）部分的 （下载密钥）按钮。

注意： （活动 证书）部分中的
（下载密钥）按钮用于下载当前安装的证书而不是新创建的证书的私有
密钥。

 系统提示你打开或保存文件。 单击 （保存）按钮，把它保存

到计算机上。

 获取 签名证书后，安装它。参看安装 签名证书 。

安装 签名证书

如要从证书机构 获取证书，请首先创建一个 并将其发送给

。参看创建 。

在收到 签名证书之后，将其安装到 上。

 安装 签名证书：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 证书）。

 单击 找到 签名证书。

 单击 （上传）安装。

 如要验证证书是否已成功安装，请检查 （活动

证书）部分中显示的数据。

创建自签名证书

如果没有相应的 设备证书和密钥文件，除了向 提交 ，还可

以创建自签名证书。

请注意，您必须在显示消息 （必填）的字段里输入信息。

 创建和安装自签名证书：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 证书）。

 输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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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国家 地区 公司所在的国家。使用标准的 代码。访问 网站

了解 代码清单。

（省

市 自治区）

公司所在省市的名称。

（区域） 公司所在城市。

（机构）公司注册名称。

（机构单位）

部门名称。

（通

用名称）

设备的完全符合标准的正式域名 。

（电子

邮件地址）

你或其他可联系的管理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密钥长

度）

选择一个可用的密钥长度（位）。密钥长度越大越安全，但会使 设

备的响应速度下降。

 现在只支持 位。

（自签名） 确保选择此复选框，说明要创建自签名证书。

（有效

天数）

在选择 （自签名）复选框之后，显示此字段。

输入自签名证书的有效天数。

自签名证书不需要密码，所以不显示 （挑战）字段和

（确认挑战）字段。

 单击 （创建新 密钥）按钮，创建自签名证

书和私有密钥。 这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

 完成后，执行以下操作：

 仔细检查 （新 证书）部分中显示的数据。

 如果正确，单击 （安装密钥和证书）按

钮，安装自签名证书和私有密钥。

提示： 如要验证证书是否已成功安装，请检查

（活动 证书）部分中显示的数据。

如果不正确，单击 （删除密钥和证书）

以删除自签名证书和私有密钥，然后重复上述步骤重新创建它们。

http://www.iso.org/iso/country_codes/iso_3166_code_lis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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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如要下载自签名证书或私有密钥，请单击

（新 证书）部分中的 （下载证书）按钮和

或 （下载密钥）按钮。

 系统提示你打开或保存文件。 单击 （保存）按钮，把它保存

到计算机上。

注意： （活动 证书）部分中的
（下载密钥）按钮用于下载当前安装的证书而不是新创建的证书的私有
密钥。

安装或下载现有证书和密钥

您可以从任何 下载已安装的证书和私有密钥进行备份或文件传输。例

如可以把这些文件安装在更换的 设备上，把证书添加到浏览器等。

如果有可用的有效证书和私有密钥文件，可以在 上安装它们，无需创

建 或自 签名证书。

注意：如果您使用的证书是证书链的一部分，那么链中的每个部分都将在
验证过程中进行签名。

 从 下载活动密钥和证书文件：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 证书）。

 在 （活动 证书）部分中，分别单击

（下载密钥）按钮和 （下载证书）

按钮。

注意： （新 证书）部分中的
（下载密钥）按钮（如果存在）用于下载新创建的私有密钥而不是当前
安装的证书的私有密钥。

 系统提示你打开或保存文件。 单击 （保存）按钮，把它保存到

计算机上。

 将可用密钥和证书文件安装到 ：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 证书）。

 选择页面底部的 （上传密钥和证书）复选

框。

 显示 （密钥文件）字段和 （证书文件）字段。

单击 选择密钥和 或证书文件。

 单击 （上传）。所选文件已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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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验证证书是否已成功安装，请检查 （活动

证书）部分中显示的数据。

设置外部验证

重要说明：由于发布了 安全漏洞， 使用 而不是

。确保您的网络基础设施（如 和邮件服务）使用 而

不是 。

为安全起见，必须验证那些尝试登录 的用户。 支持下列验证机

制：

 上的本地用户数据库

 （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

 协议

默认配置为使用本地验证。如果您使用此方法，只需创建用户帐户即

可。参看创建用户 。

如果您喜欢外部验证，则必须向 提供有关外部验证和授权 服务

器的信息。

如果需要本地和外部验证，除了提供外部 服务器数据之外，还要在

上创建用户帐户。

在配置使用外部验证时，所有 用户必须在外部 服务器上有一个

帐号。除了管理员， 本地验证用户不能访问 ，管理员始终可以访问

。

如果外部验证失败，则显示 （验证失败）消息。事

件日志中提供有关验证失败的详细信息。参看查看或清除本地事件日志

。

请注意，只有同时具有 （更改验证设置）

和 （更改安全设置）权限的用户才能配置或修

改验证设置。

 启用外部验证：

 收集外部 服务器信息。参看收集 设置 收集

信息 。

 在 上输入所需的外部 服务器数据。参看添加

服务器 或添加 服务器 。

 有关说明，请参看 配置示例 或 配置示例

。

 如果需要外部和本地验证，或者必须返回到本地验证，请参看管理外部

验证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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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加密算法的特别注意事项

设备的基于 的协议（包括 ）支持 位和

位加密算法。要使用的具体加密算法在 和客户端（如网络浏览器）之

间进行协商，这受到 的加密算法优先级和客户端的加密算法可用性
设置的影响。

提示：如果要强制 使用特定的 加密算法，请参阅客户端的用户

文档，了解有关配置 设置的信息。

收集 信息

必须了解 服务器设置，才能配置 使用外部验证。如果您不熟悉

这些设置，可以请 服务器管理员协助您。

 验证所需的信息：

 服务器 地址或主机名

 是否正在使用 协议（基于 的 ）

 如果正在使用 ，向 管理员索取 证书文

件。

 服务器使用的网络端口

 服务器类型，通常是下列其中一种选项：

 

 如果使用 服务器，向 管理员索取

（绑定标识名）和密码。

 

 如果使用 服务器，向 管理员索

取 （ 域）名称。

 绑定标识名 和密码（如果不使用匿名绑定）

 服务器基本 （用于搜索用户）

 登录名属性（或 ）。

 用户项对象类

 用户搜索子过滤器（或 ）。

 验证所需的信息：

 服务器 地址或主机名

 服务器使用的验证协议

 进行安全通信的共享密码

 服务器使用的 验证端口和记帐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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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服务器

如要使用 身份验证，请启用它，并输入您收集的信息。

请注意，您必须在显示消息 （必填）的字段里输入信息。

 添加 服务器：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验证）。

 单击 （ 服务器）部分中的 （新建）。

 输入信息。

字段 设置 说明

（ 地址 主机名）

服务器 地址或主机名。

 重要说明：如果不启用加密，可以在此字段里输入域名或 地址，

但如果启用加密，必须输入完全符合标准的正式域名。

（从现有 服

务器复制设置）

此复选框仅在 上存在现有 服务器设置时才会显示。如要复制

任何现有 服务器设置，请参阅下面的复制过程。

（ 服务器类

型）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是 实现的、

在 环境下使用的 目录服务。

（安全） 确定是否要使用传输层安全 加密，它允许 与 服务

器安全通信。

有三个选项可供选择：

 

 

 无

（端口）（无

）

默认端口是 。既可以使用标准 端口，也可以指定另一

个端口。

（端口） 只有在 （安全）字段里选择 时才可配置。

默认设置是 。既可以使用默认端口，也可以指定另一个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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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设置 说明

启用 服务器

证书的验证

如果需要在连接之前通过 验证 服务器的证书，请选择此复

选框。

如果证书验证失败，则拒绝连接。

（

证书）

向 服务器管理员索取 服务器的 证书文件。

单击 选择并安装证书文件。

 单击 （显示）以查看所安装证书的内容。

 单击 （删除）以删除已安装的不合适证书。

（允许过

期和尚未生效的证

书）

 选择此复选框会使验证成功，而不管证书的有效期如何。

 取消选择此复选框后，只要所选证书链中的任何证书过期或无效，

验证就会失败。

（匿

名绑定）

使用此复选框启用或禁用匿名绑定。

 如要使用匿名绑定，请选择此复选框。

 如果需要把 和密码绑定到外部 服务器，取

消此复选框。

（绑定 ） 取消选择 （匿名绑定）复选框后需要此项。

指定允许在定义的搜索范围内搜索 目录的用户的 。

（绑定

密码），

（确认绑定

密码）

取消选择 （匿名绑定）复选框后需要此项。

输入绑定密码。

（用于搜索的基本

）

搜索库的标识名 ，这是 搜索的起点。

 示例：ou=dev,dc=example,dc=com

（登录名属

性）

表示登录名的 用户类的属性。

 通常是 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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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设置 说明

（用户项对象

类）

用户项的对象类。

 通常是 inetOrgPerson。

（用户搜索

子过滤器）

用于在目录树中查找 用户对象的搜索条件。

（

域）

域的名称。

 示例：testradius.com

 如要检查验证配置是否设置正确，可以单击 （测试连

接）按钮检查 是否能成功连接新服务器。

提示：在完成添加服务器之后，您还可以在 （验证）页

面上测试连接。参看管理外部验证设置 。

 单击 （添加服务器）。 （验证）页面列出新

的 服务器。

 如要添加更多服务器，请重复相同的步骤。

 在 （验证类型）字段里，选择 。否则，

验证不起作用。

 单击 （保存）按钮。 应用 验证。

 复制 服务器设置：

如果您已将任何 服务器添加到 ，并且您将添加与现有

服务器共享相同设置的服务器，最方便的方法是复制 服务

器的数据，然后修改 地址 主机名。

 重复上述步骤中的步骤 到 。

 选择 （从现有 服务

器复制设置）复选框。

 单击 （选择 服务器）字段以选择要复制其

设置的 服务器。

 修改 （ 地址 主机名）字段。

 单击 （添加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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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 时钟和 服务器时钟不同步，则安装的 证书

（如有）可能被视为已过期。为了确保时钟正确同步，管理员应该配置

和 服务器使用同一个 服务器。

添加 服务器

如要使用 验证，请启用它，并输入您收集的信息。

请注意，您必须在显示消息 （必填）的字段里输入信息。

 添加 服务器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验证）。

 单击 部分的 （新建）按钮。

 输入信息。

字段 设置 说明

（ 地址 主机名）

服务器 地址或主机名。

（ 验证类

型）

选择一个验证协议。

 

 

被认为是更安全的协议，因为它加密用户名和密码，而 采

用明文方式发送用户名和密码。

（验证端口），

（记

帐端口）

默认值为标准端口 和 。

如要使用非标准端口，输入新端口号。

（超时） 此参数设置在超时之前，与 服务器建立连接的最长时间。

键入超时时间（以秒为单位）。

（重试次数） 键入重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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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设置 说明

（共享

密码），

（确认共享密

码）

共享密码是保护与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安全所必需的。

 如要检查验证配置是否设置正确，可以单击 （测试连

接）按钮检查 是否能成功连接新服务器。

提示：在完成添加服务器之后，您还可以在 （验证）页

面上测试连接。参看管理外部验证设置 。

 单击 （添加服务器）。 （验证）页面列出新

的 服务器。

 如要添加更多服务器，请重复相同的步骤。

 在 （验证类型）字段里，选择 。否则，

验证不起作用。

 单击 （保存）按钮。 应用 验证。

管理外部验证设置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验

证），以打开 （验证）页面，您可以在其中：

 启用外部和本地验证

 编辑或删除服务器

 重新排序服务器的访问顺序

 测试至服务器的连接

 禁用外部验证而不删除服务器

 测试、编辑或删除服务器，或重新排序服务器列表：

 在列表中选择服务器。

 执行所需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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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编辑）以编辑其设置，然后单击 （修改

服务器）以保存更改。有关每个字段的信息，请参看添加

服务器 或添加 服务器 。

 单击 （删除）按钮以删除服务器，然后确认操作。

 单击 （测试连接）按钮，测试至选定服务器的连

接。可能需要用户证书。

 单击 或 更改服务器顺序（确定访问优先级），然后

单击 （保存顺序）按钮以保存新顺序。

注意：每当 成功连接到一个外部验证服务器时，它将停止尝试访
问验证列表中的其余服务器，而不管用户验证结果如何。

 启用外部和本地验证：

 在 （验证类型）字段里，选择所需的外部验证

或 。

 选择下列复选框。然后， 总是首先尝试外部验证。每当外部验证

失败时， 切换到本地验证。

 单击 （保存）按钮。

 禁用外部验证：

 在 （验证类型）字段里，选择 （本地）。

 单击 （保存）按钮。

配置登录设置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登

录设置），以打开 （登录设置）页面，您可以在其中：

 配置用户锁定功能。

注意：用户锁定功能只适用于本地验证，不适用于通过 服务器进
行的外部验证。

 确定任何非活动用户的超时时间。

 使用相同的登录名来防止同时登录。

 配置用户锁定：

 如要启用用户锁定功能，请选择 （登录失

败后锁定用户）复选框。



使用 界面

 在 （最大登录失败次数）字段里，

输入一个数字。这是在锁定用户、禁止他 她访问 之前，允许此用

户尝试的最大登录失败次数。

 在 （锁定超时）字段里，键入值或单击 选择时间

选项。此设置确定用户被锁定的时间。

 如果键入值，则该值必须后跟一个时间单位，例如 。请参看

时间单位 。

 单击 （保存）按钮。

提示：如果发生任何用户锁定事件，可以通过本地连接用 命令

解除用户锁定。参看解除用户锁定 。

 设置登录超时和使用相同登录名的限制：

 在 （空闲超时期）字段里，键入值或单击 选

择时间选项。此设置确定在强制退出之前，用户被允许保持空闲的时间。

 如果键入值，则该值必须后跟一个时间单位，例如 。请参看

时间单位 。

 尽可能让空闲超时不超过 分钟。 这样可以减少空闲会话数，

减少同时给 发送的命令数。

 如果要防止多个人同时使用相同的登录名，请选择

（阻止用同一个用户名同时登录）复选框。

 单击 （保存）按钮。

配置密码策略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密码策略），以打开 （密码策略）页面，您可以在其中：

 强制用户使用强密码：

 强制用户定期更改密码 即密码有效期。

强制用户使用强密码，使黑客更难破解用户密码并访问 设备。

 配置密码有效期：

 选择 （密码有效期）的 （启用）复选框。

 在 （密码有效期间隔时间）字段里，键入值

或单击 选择时间选项。此设置确定用户被要求更改密码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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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键入值，则该值必须后跟一个时间单位，例如 。请参看

时间单位 。

 单击 （保存）按钮。

 强制用户创建强密码：

 选择 （强密码）的 （启用）复选框，激活

强密码功能。下列设置是默认设置：

（最小长度） 个字符

（最大长度） 个字符

（至少一个

小写字符）

必填

（至少一

个大写字符）

必填

（至少一个

数字字符）

必填

（至少一个特

殊字符）

必填

禁止以前的密码数

注意： 可接受的最大密码长度是 个字符。

 根据需要对默认设置进行更改。

 单击 （保存）按钮。

启用有限服务协议

有限服务协议功能（如果启用）强制用户在登录到 时阅读安全协议。

用户必须接受协议，否则无法登录。

如果用户接受或拒绝了该协议，则可以生成通知您的事件。参看默认日志

消息

 启用服务协议：

 单击 （设备设置） （安全）

（服务协议）。

 选择 （强制有限服务协议）复

选框。

 根据需要编辑或粘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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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可以输入 个字符。

 单击 （保存）按钮。

 启用服务协议后的登录方式：

启用 有限服务协议 功能后，协议的内容将显示在登录屏幕中。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否则登录会失败：

 在 界面中，选择标有

（我理解并接受有限服务协议）的复选框。

提示： 如要使用键盘选择协议复选框，请首先按 键进入复选框，

然后按 。

 在 中，当显示确认消息

（我理解并接受有限服务协议）时键入 y。

设置日期和时间

人工设置 设备上的内部时钟，或链接到网络时间协议 服务器。

注意：如果要用 管理 ，必须配置 和

使用相同的日期 时间设置或 设置。

 设置日期和时间：

 选择 （设备设置） （日期 时间）。

 单击 （时区），在列表上选择您所在的时区。

 如果夏令时适用于您的时区，选择

（自动调节夏令时）复选框。

 如果夏令时规则不适用于所选时区，不能配置此复选框。

 选择设置日期和时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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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日期和时间

 选择 （用户指定的时间）。

 使用 格式在 （日期）字段里键入值，或单击 选择日期。有

关详情，请参看日历 。

 使用 格式在 （时间）字段里键入值，或单击 调整值。

 时间以 小时格式计量，因此您必须通过单击 或 按钮正确地指定

或 。

使用 服务器

 选择 （与 服务器同步）。

 可以采用两种方法指定 服务器。

 如要使用 分配的 服务器，请勿为第一个和第二个 服务器输入任

何 服务器。

只有在启用 或 之后，才能使用 分配的 服务

器。

 如要使用人工指定的 服务器，请在 （第一时间服务器）字

段里指定主 服务器。备用 服务器是可选的。

单击 （检查 服务器），以验证人工指定的 服务器

的有效性和可访问性。

 单击 （保存）按钮。

遵循 的 服务器状态检查。如果您的 与

服务器同步时有问题，请参看 服务器同步

解决方案 。

日历

（日期）字段里的日历图标 是选择定制日期的方便工具。单

击它，会出现一个日历，。

按钮 功能

箭头键 在月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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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功能

日期 单击一个日期。

（今

天）

选择今天。

（清

除）

清除 （日期）字段里的条目（如有）。

（关

闭）

关闭日历。

服务器同步解决方案

上的 客户端遵循 ，因此 拒绝根分散超过 秒的

任何 服务器。分散性超过一秒的 服务器被 视为不准确的

服务器。

注意：有关 的信息，请访问

并参阅第 节。

服务器的根分散性可能超过一秒，因此无法与 同步。

发生 同步问题时，请更改分散性设置以解决此问题。

 更改 的根分散设置：

 访问与 服务器上的根分散有关的注册表设置。

 必须设置为 或 。

 （始终采用时间服务器）和 （始终采用可靠时间

服务器）

 （自动时间服务器） （始终采用可靠时间服务器）

注意：不要使用 （自动可靠时间服务器），因为其分散性从高值

开始，然后逐渐降低到 秒或更低。

 必须设置为 。

http://tools.ietf.org/html/rfc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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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规则和操作

产品智能的好处是可以通知您环境条件发生的变化，您可以作出反应。此

事件通知或响应就是 事件规则 。

事件规则由两部分组成：

 事件：这是 或设备符合某种条件之情况。例如电源进线口电压超

过警告级别。

 操作：这是对事件做出的响应。例如， 通过电子邮件向系统管理

员通知事件。

如果希望 以一定的时间间隔执行一个操作，而不是等到事件发生，您

可以计划该操作。例如，您可以使 每小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温度报告。

请注意，您需要具有 管理员权限 才能配置事件规则。

 创建事件规则：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如果所需的操作不可用，请通过单击 来创建它。

 为此操作指定名称。

 选择所需的操作，并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单击 （创建）按钮。

有关详情，请参看可用操作 。

 单击 创建新规则。

 为此规则指定名称。

 确保选择 （已启用）复选框，否则新事件规则不起作用。

 在 （事件）字段里，选择您希望 作出反应的事件。

 在 （可用操作）字段里，选择响应所选事件时需

要的操作。

 单击 （创建）按钮。

有关详情，请参看内置规则和规则配置 。

 创建计划的操作：

 如果所需的操作不可用，请通过单击 来创建它。

参见上文。

注意：在创建计划的操作时，可用操作比平常要少，因为计划某些操作

（如 报警 、 日志事件消息 、 发送电子邮件 、 系统日志消息 等）
是无意义的。

 单击 计划所需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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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计划的操作指定名称。

 确保选择 （已启用）复选框，否则 不执行此计划的

操作。

 设置间隔时间，范围从每分钟到每年。

 在 （可用操作）字段里，选择所需的操作。

 单击 （创建）按钮。

有关详情，请参看计划操作 。

内置规则和规则配置

有两个不能删除的内置事件规则。如果这些内置事件规则不能满足您

的需求，可以创建新规则。

 内置规则：

 （系统事件日志规则）：

此规则把 发生的任何事件记录到内部日志里。此规则默认启用。

注意：如需了解针对每个事件生成的默认日志消息，请参看默认日志消

息 。

 （系统 通知规则）：

当 发生任何事件时，此规则把 陷阱或通知发送到指定的

地址或主机。此规则默认禁用。

 （系统篡改检测报警）：

如果已连接 篡改传感器，并且 检测到篡改传感器进入报警状

态，则此规则会命令 发送报警通知。此规则默认启用。

 （系统篡改检测不可用）：

如果 篡改传感器曾经连接或保持连接，但是 不检测篡改传感

器是否存在，则此规则会命令 发送报警通知。此规则默认启用。

 事件规则配置示例：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单击 （事件）字段以选择事件类型。

 （任何子事件）表示列表中显示的所有事件。

 （任何数字传感器）表示 的所有数字

传感器，包括内部和环境传感器。如果您希望在任何数字传感器的

读数通过特定阈值时收到通知，则 （任何

数字传感器）特别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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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例中，选择了与环境传感器套装有关的 外围设备插槽 。然后出现

此事件类型的传感器 字段。单击此附加字段以指定哪个传感器应该

是此事件的主题。

 在该示例中，选择传感器 （插槽 ），其是温度传感器。然后出

现此传感器的新字段。单击此字段以指定所需事件的类型。

 在此示例中，选择 （数字传感器），因为我们要选择

数字传感器相关的事件。然后出现此数字传感器相关的新字段。单击此

字段，从列表中选择一个与数字传感器相关的事件。

 在此示例中，选择 （高于上限临界阈

值），因为我们希望 仅在所选温度传感器的读数进入上限临界范

围时作出反应。出现 （触发条件）字段时，要求您

定义与 上限临界 事件相关的 具体 条件。

 选择所需的单选按钮完成事件配置。有关不同类型的单选按钮，请参阅

下表。

 如果需要，您可以参阅标题为事件规则示例 的部分中的事

件规则示例。

 如要选择任何操作，请从 （可用操作）列表中逐个选

择。

 如要选择所有可用操作，请单击 （全选）。

 如要从 （已选操作）字段里删除任何操作，请单击该

操作的 。

 如要删除所有操作，请单击 （全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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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事件的单选按钮：

根据所选择的事件， （触发条件）字段可能显示三个单选

按钮，也可能一个也不显示。

事件类型 单选按钮

数字传感器阈值交叉

事件，或发生所选事

件 或

可用的单选按钮是 （断言）、

（反断言）和 （二者）。

 （断言）：只有在发生选择的事件时，

才执行操作。这意味着事件的状态从

变成 。

 （反断言）：只有在选择的事件消

失或停止时， 才执行操作。这意味着事件

的状态从 变成 。

 （二者）：在发生事件时（断言）和在事

件条件停止 消失时（反断言）， 都执行

操作。

状态传感器状态变化 可用的单选按钮是 （报警 打

开 开启）、 （不

再报警 闭合 关闭）和 （二者）。

 （报警 打开 开启）：只有

在选择的传感器进入报警、打开或开启状态

时， 才执行操作。

 （不再报警 闭

合 关闭）：只有在选择的传感器返回正常、闭

合或关闭状态时， 才执行操作。

 （二者）：只要选择的传感器切换状态，

就执行操作。

传感器可用性 可用的单选按钮是 （不可用）、

（可用）和 （二者）。

 （不可用）：只有在检测不到且无

法使用选择的传感器时， 才执行操作。

 （可用）：只有在检测到且可以使用

选择的传感器时， 才执行操作。

 （二者）：在选择的传感器可用或不可用

时， 均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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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 单选按钮

网络接口链路状态  （链路状态打开）：只有在网

络链路状态从关闭变成打开时， 才执行操

作。

 （链路状态关闭）：只有在

网络链路状态从打开变成关闭时， 才执行

操作。

 （二者）：在链路状态发生变化时， 均

执行操作。

功能启用或禁用  （启用）：只有在启用选择的功能时，

才执行操作。

 （禁用）：只有在禁用选择的功能时，

才执行操作。

 （二者）：在启用或禁用选择的功能时，

均执行操作。

有限服务协议  （接受）：仅当指定的用户接受有限

服务协议时， 才执行操作。

 （拒绝）：仅当指定的用户拒绝有限

服务协议时， 才执行操作。

 （二者）：指定的用户接受或拒绝有限服

务协议时， 均执行操作。

服务器监视事件  （开始监视）：只有在开始

监视任何指定服务器时， 才执行操作。

 （停止监视）：只有在停

止监视任何指定服务器时， 才执行操作。

 （二者）：在开始或停止监视任何指定服

务器时， 均执行操作。

服务器可访问性  （不可访问）：只有在不能访问

任何指定服务器时， 才执行操作。

 （可访问）：只有在可以访问任何

指定服务器时， 才执行操作。

 （二者）：在可以访问或不能访问任何指

定服务器时， 均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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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 单选按钮

设备连接或断开，如

级联的从设备

 （连接）：只有所选设备物理连接

到 之后， 才执行操作。

 （断开）：只有所选设备物理断

开 之后， 才执行操作。

 （二者）：在所选设备物理连接到 或

与之断开时， 均执行操作。

电源 状态 可用的单选按钮是 （故障）、 （正常）

和 （二者）。

 （故障）：仅当选择的 控制器电源

进入故障状态时， 才执行操作。

 （正常）：仅当选择的 控制器电源进

入正常状态时， 才执行操作。

 （二者）： 电源的状态发生变化时，

均执行操作。

默认日志消息

下面列出在 发生事件 或在某些情况下停止或变得不可用

时要在内部记录并用电子邮件发送的默认日志消息。参看发送电

子邮件 了解如何配置在发生指定的事件时要发送的电子邮件消息。

事件 上下文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资产管理 状态 资产条 的

状态已变成 。

资产管理 机架单位 标

签已连接

为 的资产标签已连接资产

条 上插槽

的机架单位

。

为 的资产标签已断开

资产条

上插槽 的机架单位

。

资产管理 机架单位 刀

片服务器扩展已连接

为 的刀片服务器扩展已连

接资产条

上的机架单位 。

为 的刀片服务器扩展

已断开资产条

上的机架单位

。

资产管理 固件更新 资产条 固

件更新：状态已变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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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上下文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资产管理 设备配置已更改 用户 已把资产条

配置参数

更改为 。

资产管理 机架单位配置已更

改

用户 已把资产条

机架单位配

置 更改为： 工作模

式 、 颜色

、 模式

。

资产管理 刀片服务器扩展槽

溢出

资产条 发

生刀片服务器扩展槽溢出。

已清除资产条

发生的刀片服务器

扩展槽溢出。

资产管理 复合资产条组成已

更改

在资产条

上更改了组成。

读卡器管理 卡已插入 已连接 为 的

读卡器。

读卡器管理 读卡器已连接 已断开 为 的

读卡器。

读卡器管理 读卡器已断开 已插入 为 的

类型的卡。

读卡器管理 卡已取出 已取出 为 的

类型的卡。

设备 系统已启动 系统已启动。

设备 系统已复位 用户 在主机

上执行了系统复位。

设备 固件确认失败 用户 在主机

上确认固件失败。

设备 固件更新已开始 用户 已开始在主机

上把固件从

版本升级到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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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上下文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设备 固件更新已完成 用户 成功在主机

上把固件从

版本升级到

版本。

设备 固件更新失败 用户 在主机

上把固件从

版本升级到

版本失败。

设备 设备标识已更改 用户 在主机

上把配置参数

更改为 。

设备 设备设置已保存 在主机 上保存了设备设置。

设备 设备设置已恢复 在主机 上恢复了设备设置。

设备 数据推送失败 数据推送到 失

败。 。

设备 事件日志已清除 用户 在主机

上清除了事件日志。

设备 批量配置已保存 在主机 上保存了批量配置。

设备 批量配置已复制 在主机 上复制了批量配置。

设备 网络接口链路状态打开 网络接口链路已打开。 网络接口链路已关闭。

设备 外围设备固件更新 外围设备 的固

件从 更新到

。

设备 发送 消息失败 通过服务器 给

发送 消息失败。

设备 发送 通知失败

或无响应

向管理器

发送 通知失败或无响应。

。

设备 发送系统日志消息失败 向服务器

发送系

统日志消息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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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上下文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设备 发送 消息失败 向 发送短信失败。

设备 发生 错误 发生 错误： 。

设备 发生 错误 发生 错误：

。

设备 已连接未知外围设备 代码为 的未知外

围设备连接到位置

。

设备 从设备已连接 从设备已连接。 从设备已断开。

设备 通过 进行

验证，系统时钟错误

使用具有错误系统时钟的

验证通过 为

的接入点建立与无线网络

的连接。

启用 用户 在主机

上启用了 。

用户 在主机

上禁用了 。

外围设备插槽 数字传感

器 不可用

插槽 里的外围设

备 不可用。

插槽 里的外围

设备 可用。

外围设备插槽 数字传感

器 高于上临界阈值

插槽 里的外围设

备 断言

高于上临界阈值 。

插槽 里的外围

设备 反断言

高于上临界阈值 。

外围设备插槽 数字传感

器 高于上警告阈值

插槽 里的外围设

备 断言

高于上警告阈值 。

插槽 里的外围

设备 反断言

高于上警告阈值 。

外围设备插槽 数字传感

器 低于下警告阈值

插槽 里的外围设

备 断言

低于下警告阈值 。

插槽 里的外围

设备 反断言

低于下警告阈值 。

外围设备插槽 数字传感

器 低于下临界阈值

插槽 里的外围设

备 断言

低于下临界阈值 。

插槽 里的外围

设备 反断言

低于下临界阈值 。

外围设备插槽 状态传感器

执行器 不可用

插槽 里的外围设

备 不可用。

插槽 里的外围

设备 可用。

外围设备插槽 状态传感器

执行器 报警 打开 开启

插槽 里的外围设

备 是

。

插槽 里的外围

设备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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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上下文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入口 启用 用户 在主机

上启用了入口 。

用户 在主机

上禁用了入口 。

入口 传感器 不可用 入口 上的传感器

不可用。

入口 上的传感器

可用。

入口 传感器 高于上

临界阈值

入口 上的传感器

断言 高于上临界阈

值 。

入口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高于上临

界阈值 。

入口 传感器 高于上

警告阈值

入口 上的传感器

断言 高于上警告阈

值 。

入口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高于上警

告阈值 。

入口 传感器 低于下

警告阈值

入口 上的传感器

断言 低于下警告阈

值 。

入口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低于下警

告阈值 。

入口 传感器 低于下

临界阈值

入口 上的传感器

断言 低于下临界阈

值 。

入口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低于下临

界阈值 。

入口 传感器 有功电

量 复位

用户 从主机

复位了入口 上的

传感器 。

调制解调器 拨入链路已建立 收到来自呼叫者 的来电。断开来自呼叫者 的来

电。 。

调制解调器 调制解调器已连

接

调制解调器已连接。

调制解调器 调制解调器已断

开

调制解调器已删除。

出口 电源控制 通电 用户 在主机

上给出口 通电

了。

出口 电源控制 断电 用户 在主机

上给出口 断电

了。

出口 电源控制 重新通

电

用户 在主机

上给出口 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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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上下文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通电了。

出口 传感器 不可用 出口 上的传感器

不可用。

出口 上的传感器

可用。

出口 传感器 高于上

临界阈值

出口 上的传感器

断言 高于上临界

阈值 。

出口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高于上

临界阈值 。

出口 传感器 高于上

警告阈值

出口 上的传感器

断言 高于上警告

阈值 。

出口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高于上

警告阈值 。

出口 传感器 低于下

警告阈值

出口 上的传感器

断言 低于下警告

阈值 。

出口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低于下

警告阈值 。

出口 传感器 低于下

临界阈值

出口 上的传感器

断言 低于下临界

阈值 。

出口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低于下

临界阈值 。

出口 传感器 有功电量

复位

用户 从主机

复位了出口 上的

传感器 。

出口 传感器 出口状

态 开

出口 状态变成开。 出口 状态变成关。

出口 接线柱 传感

器 不可用

出口 接线柱

上的传感器

不可用。

出口 接线柱

上的传感器

可用。

出口 接线柱 传感

器 高于上临界阈值

出口 接线柱

上的传感器

断言 高于上临界阈

值 。

出口 接线柱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高于上临

界阈值 。

出口 接线柱 传感

器 高于上警告阈值

出口 接线柱

上的传感器

断言 高于上警告阈

值 。

出口 接线柱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高于上警

告阈值 。

出口 接线柱 传感

器 低于下警告阈值

出口 接线柱

上的传感器

断言 低于下警告阈

出口 接线柱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低于下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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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上下文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值 。 告阈值 。

出口 接线柱 传感

器 低于下临界阈值

出口 接线柱

上的传感器

断言 低于下临界阈

值 。

出口 接线柱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低于下临

界阈值 。

过电流保护器 传感器

不可用

过电流保护器 上的传感器

不可用。

过电流保护器 上的传感器

可用。

过电流保护器 传感器

高于上临界阈值

过电流保护器 上的传感器

断言 高于上临界阈

值 。

过电流保护器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高于上临界

阈值 。

过电流保护器 传感器

高于上警告阈值

过电流保护器 上的传感器

断言 高于上警告阈

值 。

过电流保护器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高于上警告

阈值 。

过电流保护器 传感器

低于下警告阈值

过电流保护器 上的传感器

断言 低于下警告阈

值 。

过电流保护器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低于下警告

阈值 。

过电流保护器 传感器

低于下临界阈值

过电流保护器 上的传感器

断言 低于下临界阈

值 。

过电流保护器 上的传感器

反断言 低于下临界

阈值 。

过电流保护器 传感器

打开

过电流保护器 上的传感器

打开。

过电流保护器 上的传感器

闭合。

限电设置 启用 用户 在主机

上让 进入了限电模式。

用户 在主机

上让 退出了限电模

式。

传感器 电源

状态 故障

全局传感器 进

入故障状态。

传感器 电源 状

态 故障

传感器 电源

状态 不可用

全局传感器 不

可用。

全局传感器

可用。

服务器监视 错误 监视服务器 错

误：

服务器监视 已监视 服务器 已被监视。 服务器 不再被监视。

服务器监视 不可访问 服务器 不可访问。 服务器 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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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上下文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服务器监视 不可恢复 与服务器 的连接

无法恢复。

用户活动 用户登录状态 用户 已在主机

上登录。

用户 已在主机

上退出。

用户活动 验证失败 用户 在主机

上验证失败。

用户活动 用户理解并接受

有限服务协议

来自主机 的用户

接受了有限服务协议。

来自主机 的用户

拒绝了有限服务协

议。

用户活动 用户被锁定 用户 在主机

上被锁定。

用户活动 会话超时 用户 在主机

上会话超时。

用户管理 用户已添加 用户 在主机

上添加了用户

。

用户管理 用户已修改 用户 在主机

上修改了用户

。

用户管理 用户已删除 用户 在主机

上删除了用户

。

用户管理 密码已更改 用户 在主机

上更改了用户

的密码。

用户管理 密码设置已更改 用户 在主机

上更改了密码设置。

用户管理 角色已添加 用户 在主机

上添加了角色

。

用户管理 角色已修改 用户 在主机

上修改了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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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上下文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用户管理 角色已删除 用户 在主机

上删除了角色

。

网络摄像头管理 网络摄像头

已连接

网络摄像头

已添加到端口

。

网络摄像头管理 网络摄像头

已断开

网络摄像头

已从端口

删除。

网络摄像头管理 网络摄像头

设置已更改

用户 更改了网络摄像

头 设置。

已连接 已连接 端口

。

已断开 端口

。

操作状态 与 端口 相连

的 已通电。

与 端口 相

连的 已断电。

传感器 不可用 与 的 端口

相连的传感器

不可用。

与 的 端口

相连的传感器

可用。

传感器 高于上临

界阈值

与 的 端口

相连的传感器

断言 高于上临界阈

值 。

与 的 端口

相连的传感器

反断言 高于上临

界阈值 。

传感器 高于上警

告阈值

与 的 端口

相连的传感器

断言 高于上警告阈

值 。

与 的 端口

相连的传感器

反断言 高于上警

告阈值 。

传感器 低于下警

告阈值

与 的 端口

相连的传感器

断言 低于下警告阈

值 。

与 的 端口

相连的传感器

反断言 低于下警

告阈值 。

传感器 低于下临

界阈值

与 的 端口

相连的传感器

断言 低于下临界阈

值 。

与 的 端口

相连的传感器

反断言 低于下临

界阈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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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上下文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基本电子故障 的 端口

发生基本电子故障。

冷凝器泵故障 的 端口

发生冷凝器泵故障。

的 端口

冷凝器泵恢复正常。

紧急冷却 的 端口

已激活紧急冷却。

的 端口

已停用紧急冷却。

最大冷却要求 的 端口

已要求最大冷却。

的 端口

不再要求最大冷却。

参数数据丢失 在 的 端口

检测到参数存储器丢失数

据。

总线通信故障 在 的 端口

检测到 总线通信故障。

整体故障 的 端口

发生整体故障。

门触点 的 端口

门打开了。

的 端口

门关上了。

传感器故障 的 端口

连接的传感器 发生

传感器故障（开路或短路）。

风扇故障 的 端口

连接的风扇 发生风扇电

机故障。

电源故障 的 端口

连接的电源

发生电源故障。

进气口阈值 的 端口

超过进气口温度阈值。

的 端口

在进气口温度阈值范围

内。

出气口阈值 的 端口

超过出气口温度阈值。

的 端口

在出气口温度阈值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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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上下文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事件为 时的默认消息

进水口阈值 的 端口

超过进水口温度阈值。

的 端口

在进水口温度阈值范围

内。

出水口阈值 的 端口

超过出水口温度阈值。

的 端口

在出水口温度阈值范围

内。

电压低 的 端口

电源电压低。

的 端口

电源电压恢复正常。

湿度阈值 的 端口

超过湿度阈值。

的 端口

湿度在阈值范围内。

外部水冷故障 的 端口

发生外部水冷故障。

漏水 的 端口

检测到漏水。

星号符号 表示您为 触发 事件选择的任何内容。

可用操作

有三个不能删除的内置操作。您可以创建其他操作来响应不同的事件。

 内置操作：

 （系统事件日志操作）：

在发生所选事件时，此操作把此事件记录到内部日志里。

 （系统 通知操作）：

在发生所选事件之后，此操作把 通知发送到一个或多个 地

址。

注意：默认不给此通知操作指定 地址，所以您必须在把此操作应用

于任何事件规则之前输入 地址。参看编辑或删除规则 操作

编辑或删除规则 操作。 。 对 页面上的

（ 通知）部分所做的任何更改将更新 系统

通知操作 的设置，反之亦然。 参看配置 设置 配置

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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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篡改报警）：

此操作会让 在 （仪表盘）页面上显示 篡改传感

器的报警（如有），直到某人确认为止。默认情况下，此操作已分配给

内置的篡改检测事件规则。有关确认报警的信息，请参看仪表盘 报

警 。

 您可以创建的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单击 （操作）字段，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操作类型。

 以下是可用操作的列表。

注意：只有具备出口开关功能的型号能使用

（更改限电状态）选项和 （开关出口）选项。

操作 功能

（报警） 生成后需要用户确认报警。如果需要，您可以定

期生成报警通知，直到某人采取确认操作。请参

阅报警 。

（更改

限电状态）

进入或退出限电模式。参看更改限电状态

（更改限电状态）

。

（执行一个操作

组）

创建包含现有操作的操作组。参看操作组

。

（外部

蜂鸣器）

启用或禁用连接的外部蜂鸣器，或使其进入报警

循环。参看外部蜂鸣器 。

（内部

蜂鸣器）

打开或关闭内部蜂鸣器。参看内部蜂鸣器

（内部蜂鸣器） 。

（记录事件消息）

把所选事件记录到内部日志里。参看记录事件消

息 （记录事件消

息） 。

（推送传感器

读数）

使用 请求将内部传感器日志、环境

传感器日志或资产管理条数据发送到远程服务

器。参看推送传感器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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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功能

（把

快照记录在网络摄像

头存储器里）

使连接的网络摄像头启动或停止拍摄快照。参看

把快照记录在网络摄像头存储器里 。

（要

求 最大冷

却）

将最大冷却应用到 设备。参看要求

最大冷却 。

此选项仅在启用 支持时可用。 

（发送电子

邮件）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文字信息。参看发送电子邮件

。

（发送传感器报告）

报告所选传感器的读数或状态，包括内部或外部

传感器。参看发送传感器报告 。

（发送短信）
给指定的手机发送短信。参看发送短信 。

（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快照）

发送由连接的 网络摄像头拍摄的快

照（如果可用）。参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快照

。

（发送

通知）

给一个或多个 目的地发送 陷阱

或通知。参看发送 通知 。

（启动 停止 脚

本）

如果您是可以创建的 脚本的开发人员，则

可以将其上传到 ，并使 自动执行或停

止脚本以响应事件。参看启动或停止 脚本

。

（开关

）

打开或关闭 设备。请参看开关

。

此选项仅在启用 支持时可用。 

（开关

出口）

给指定的出口通电、断电或重新通电。参看开关

出口 （开关出口） 。

（开关外围执

行器）

打开或关闭连接到指定执行器的机构或系统。参

看开关外围执行器

（开关外围启动器） 。

（系统

日志消息）

让 自动把事件消息转发到指定的系统日志

服务器。参看系统日志消息 。

 根据需要输入信息，然后单击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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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您可以将新创建的操作分配给事件规则或计划规则。参看事件规

则和操作。

报警

报警是一种需要用户确认警报的动作。这有助于确保用户知道警报。

如果报警操作已包含在特定事件规则中，并且没有人在发生报警后确认该

警报，则 会定期重新发送或重新生成报警通知，直到警报被确认或发

送了最大警报通知次数。

有关确认警报的信息，请参看仪表盘 。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报警。

 在 （报警通知）列表框中，指定一种或多种发出警

报通知的方式。可用的方法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创建的基于通知的

操作数量。基于通知的操作类型包括：

 （外部蜂鸣器）

 （系统日志消息）

 （发送电子邮件）

 （发送短信）

 （内部蜂鸣器）

如果没有适当的操作可用，请先创建它们。

 如要选择任何方法，请从 （可用）字段里逐个选择。

如要添加所有可用方法，只需单击 （全选）。

 如要删除任何方法，请在 （已选）字段里单击方法的 。

如要删除所有方法，只需单击 （全部取消）。

 如要启用通知重新发送功能，请选择

（启用重新计划报警通知）复选框。

 在 （重新计划期间）字段里，指定定期重新发

送或重新生成警报通知的时间间隔（以分钟为单位）。

 在 （重新计划限制）字段里，指定重新发送警报

通知的最大次数。值范围从 到无限。

 （可选）可以命令 在 （确认通知）

字段里确认报警后发送确认通知。可用的方法与生成报警通知的方法相

同。

 在 （可用）字段里，逐个选择所需的方法，或单击

（全选）。参看步骤 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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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已选）字段里，单击任何方法的 删除不必要的

方法，或单击 （全部取消）。

操作组

可以创建一个最多执行 个操作的操作组。在创建操作组之后，很容易

给任何事件规则指定这组特定操作，无需给每个规则逐个选择所有需要的

操作。

如果所需的操作不可用，请先创建它。参看可用操作 。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从 （操作）列表中选择 （执行一个操

作组）。

 如要选择任何操作，请从 （可用操作）列表中逐个选

择。

 如要选择所有可用操作，请单击 （全选）。

 如要从 （已选操作）字段里删除任何操作，请单击该

操作的 。

 如要删除所有操作，请单击 （全部取消）。

（更改限电状态）

只有当您的 能够控制出口电源时， （更

改限电状态）操作才可用。使用此操作激活或停用限电模式以响应特定事

件。有关其他信息，请参看限电模式 。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从 （操作）列表中选择 （更改限

电状态）。

 在 （操作）字段里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开始限电）：当指定的事件发生时，进入限

电模式。

 （停止限电）：当指定的事件发生时，退出限

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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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蜂鸣器

如果外部蜂鸣器连接到 ，则 可以更改蜂鸣器的动作或状态以响

应某个事件。

 控制连接的外部蜂鸣器：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 （外部蜂鸣器）。

 在 （蜂鸣器端口）字段里，选择连接外部蜂鸣器的端口。

该端口是 （功能）端口。

 在 （蜂鸣器器操作）字段里，选择要让外部蜂鸣器执行

的操作。

 （报警）：使外部蜂鸣器每 秒发出一个报警循环 保持

开启 秒，然后关闭 秒。

 （开）：打开外部蜂鸣器，使其持续发出蜂鸣声。

 （关）：关闭外部蜂鸣器，使其停止发出蜂鸣声。

警告：如果您为外部蜂鸣器创建事件规则，但在事件命令其发出蜂鸣声时
断开连接，即使触发蜂鸣动作的事件仍然被断言，蜂鸣器在重新连接后也
不会发出蜂鸣声。

（内部蜂鸣器）

当某个事件发生时，您可以打开或关闭 的内置蜂鸣器。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 （内部蜂鸣器）。

 在 （操作）字段里选择一个选项。

 （打开蜂鸣器）：打开内部蜂鸣器，使其发出蜂鸣

声。

 （关闭蜂鸣器）：关闭内部蜂鸣器，使其停止发出

蜂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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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事件消息）

（记录事件消息）选项把所选事件记录到内部日志里。

为每种类型的事件生成的默认日志消息位于标题为默认日志消息
的部分中。

推送传感器读数

您可以将 配置为在某些事件发生后将传感器日志推送到远程服务器，

包括内部传感器、环境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日志。

如果将 的资产条连接到 ，您还可以将 配置为向服务器

推送数据。

在创建此操作之前，请确保已在 （数据推送）页面上正确定义

了目标服务器和要发送的数据。参看配置数据推送设置 。

提示：如要定期发送数据，请计划此操作。参看计划操作 。请注意，
仅当对任何资产条或资产标签进行更改（如连接或断开事件）时才会生成

（资产管理日志）。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 （推送传感

器读数）。

 在 （目的地）字段里选择接收资产条数据或传感器日志的

服务器或主机。

 如果所需目的地不可用，请转到 （数据推送）页面进行

指定。

把快照记录在网络摄像头存储器里

选择此选项定义一个操作，让特定网络摄像头开始或停止拍摄快照。

默认情况下，快照存储在 上。您可以指定远程服务器来存储快照。参

看查看已保存的快照和管理存储 查看保存的快照和管理存储

。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从 （操作）列表中选择

（把快照记录在网络摄像头存储器里）。

 在 （网络摄像头）字段里选择一个网络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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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要执行的操作 （开始记录）或

（停止记录）。

如果选择 （开始记录），请调整以下值：

 （快照数） 在发生事件时要拍摄的快照数。

最多可以存储 张快照。如果设置的快照数大于 且存储

位置是在 上，在拍摄第 个快照之后，要覆盖最早拍摄的

快照。 在远程服务器上存储快照没有此类限制。

 （第一张快照之前的时间） 从触发事

件到网络摄像头开始拍摄快照所需的时间（秒）。

 （快照间隔时间） 每张快照的拍摄间

隔时间。

要求 最大冷却

如果启用了 支持， 相关操作将可用。参看其

他 杂项 。

（要求 最大冷却）操作

仅将最大冷却应用于 设备。 和 设备不支持此功

能。

在最大冷却模式下， 设备以 ％ 风扇速度运行，冷水阀打开

％。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从 （操作）列表中选择

（要求 最大冷却）。

 在 （可用 ）字段里，逐个选择所需的

设备，或单击 （全选）。

 如要从 （已选 ）字段里删除任何

设备，请单击该设备的 或单击 （全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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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电子邮件

您可以配置在事件发生时发送电子邮件，并可以定制消息。

消息由自由格式文本和 占位符构成。占位符表示在 上提取并插

入消息的信息。

例如：

[USERNAME] 于 [TIMESTAMP] 记录在设备上。

意思是

JQPublic 于 2012 年 1 月 30 日 21:00 记录在设备上

有关可用变量的列表和定义，请参看电子邮件和短信消息占位符 。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 （发送电子邮件）。

 在 （收件人电子邮件地址）字段里输入收

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用逗号把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分隔开。

 如要使用在 （ 服务器）页面上指定的 服务

器，请确保没有选择 （使用定制 服

务器）复选框。

如要使用不同的 服务器，请选择该复选框。出现有关定制

设置的字段。有关每个字段的信息，请参看配置 设置 。

根据事件发送默认邮件。有关默认日志消息和触发它们的事件的列表，

请参看默认日志消息 。

 必要时选择 （使用定制日志消息）复选框，

然后在提供的字段里创建最多 个字符的定制消息。

 当单击文本框中的任意位置时，将显示事件上下文信息，其中包括

占位符及其定义的列表。 只需单击所需的占位符。有关详情，请

参看电子邮件和短信消息占位符 。

 如要在文本框中开始新行，请按 键。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拖动右下角来调整文本框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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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传感器报告

您可以设置 ，以便通过发送消息或电子邮件自动报告一个或多个传感

器的最新读数或状态，或仅将报告记录在日志中。这些传感器可以是如下

所列的内部或环境传感器。

 入口传感器，包括 电流、 电压、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

率因数和有功电量。

 出口传感器，包括 电流、 电压、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

率因数、有功电量和出口状态（仅适用于具有出口开关功能的 ）。

 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包括 电流和跳闸状态。

 外围设备传感器，可以是连接到 的任何 环境传感器套

装，如温度或湿度传感器。

此操作的示例在标题为发送传感器报告示例 的部分中提供。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 （发送传感器报告）。

 在 （目标操作）部分中，选择报告传感器读数或状

态的方法。可用的方法数量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创建的消息传递操

作数量。

消息传递操作类型包括：

 （记录事件消息）

 （系统日志消息）

 （发送电子邮件）

 （发送短信）

 如果没有可用的消息传递操作，请现在创建它们。参看可用操作

。

 如要选择任何方法，请从 （可用）字段里逐个选择。

如要添加所有可用方法，只需单击 （全选）。

 如要删除任何方法，请在 （已选）字段里单击方法的 。

如要删除所有方法，只需单击 （全部取消）。

 在 （可用传感器）字段里，选择所需的目标传感器。

 单击第一个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目标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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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第二个 从列表中选择目标的特定传感器。

 单击 将选定的传感器添加到 （报告传感

器）列表框中。

例如，如要监视入口 的当前读数，请从左侧字段里选择 （入

口 ），然后从右侧字段里选择 （ 电流）。

 如要同时报告其他传感器，请重复上述步骤以添加更多传感器。

 如要从 （报告传感器）列表框中删除任何传感器，

请选择它并单击 。如要进行多个选择，按住 或

单击鼠标选择多项。

 如要立即发送传感器报告，请单击 （立即发送报告）。

提示：在打算使用定制消息发送传感器报告时，请使用占位符

报告传感器读数。参看电子邮件和短信消息占位符

。

发送短信

您可以配置在事件发生时发送短信，并可以定制消息。

消息由自由格式文本和 占位符构成。占位符表示在 上提取并插

入消息的信息。

受支持的调制解调器，例如 调制解调器，必须插入

，才能发送短信。参看连接 调制解调器 。

注意： 不能接收短信。

例如：

[USERNAME] 于 [TIMESTAMP] 记录在设备上。

意思是

JQPublic 于 2012 年 1 月 30 日 21:00 记录在设备上

有关可用变量的列表和定义，请参看电子邮件和短信消息占位符 。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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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 （发送短信）。

 在 （收件人电话号码）字段里，指定收件人

的电话号码。

 选择 （使用定制日志消息）复选框，然后在

提供的字段里创建定制消息。

 当单击文本框中的任意位置时，将显示事件上下文信息，其中包括

占位符及其定义的列表。 只需单击所需的占位符。有关详情，请

参看电子邮件和短信消息占位符 。

 如要在文本框中开始新行，请按 键。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拖动右下角来调整文本框的大小。

注意：短信只支持 位 字符集。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快照

此选项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相连的 网络摄像头拍摄的快照或录

像，向一个或多个人通知所选择的事件。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 （通过电子

邮件发送快照）。

 在 （收件人电子邮件地址）字段里输入收

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用逗号把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分隔开。

 如要使用在 （ 服务器）页面上指定的 服务

器，请确保没有选择 （使用定制 服

务器）复选框。

如要使用不同的 服务器，请选择该复选框。出现有关定制

设置的字段。有关每个字段的信息，请参看配置 设置 。

 选择要由哪个网络摄像头拍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图像。

 调整下列值：

 （快照数） 在发生事件时要拍摄的快照数。

例如，可以指定在此事件触发操作时拍摄 个图像。

 （每个邮件的快照） 电子邮件中一次发送的

快照数。

 （第一张快照之前的时间） 从触发事

件到网络摄像头开始拍摄快照所需的时间（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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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照间隔时间） 每张快照的拍摄间

隔时间。

发送 通知

选择此选项把 通知发送到一个或多个 目的地。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 （发送

通知）。

 选择 通知的类型。根据您的选择参看以下任一步骤。

 发送 通知：

 在 （通知类型）字段里，选择

（ 陷阱）或 （ 通知）。

 对于 通知通信，请将重新发送设置保留为默认值，或执行以下

操作：

 在 （超时）字段里，指定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之后

如果未接收到第一个通知，则重新发送新的通知通信。例如，每

秒重新发送一次新的通知通信。

 在 （重试次数）字段里，指定要在失败时重新

发送通知通信的次数。例如，当初始通信失败时，通知通信重新发

送 次。

 在 （主机）字段里，输入要访问的设备的 地址。 这是

系统代理要把陷阱发送到的地址。

 在 （端口）字段里，输入用于访问设备的端口号。

 在 （公用串）字段里，输入访问设备的 公用串。公

用串是代表 和所有 管理站的组。

提示： 通知操作最多只允许三个 目的地。如要向特定规

则分配三个以上的 目的地，首先要创建多个 通知操作，

每个通知操作都包含完全不同的 目的地，然后将所有这些

通知操作添加到同一规则。

 发送 通知：

 在 （通知类型）字段里，选择 （

陷阱）或 （ 通知）。

 对于 陷阱，引擎 是预填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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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通知通信，请将重新发送设置保留为默认值，或执行以下

操作：

 在 （超时）字段里，指定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之后

如果未接收到第一个通知，则重新发送新的通知通信。例如，每

秒重新发送一次新的通知通信。

 在 （重试次数）字段里，指定要在失败时重新

发送通知通信的次数。例如，当初始通信失败时，通知通信重新发

送 次。

 对于 陷阱和通知，请根据需要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 （确

定）应用设置：

 （主机名）

 （端口号）

 访问主机的用户 确保用户 具有 权限。

 选择主机安全级别

（安

全级别）

说明

如果不需要授权或隐私协议，请选择此项。

如果需要授权但是不需要隐私协议，请选择此项。

 选择验证协议 或

 输入验证密码，然后确认验证密码

如果需要验证或隐私协议，请选择此项。

 选择验证协议 或

 输入验证密码，然后确认验证密码

 选择验证协议 或

 输入隐私密码，然后确认隐私密码

启动或停止 脚本

如果您已在 中创建或加载 脚本文件，则可以使脚本自动运行或

停止以响应特定事件。

有关在本产品中创建或加载 脚本的说明，请参看 脚本 。

 自动启动或停止 脚本：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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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 （启动 停止

脚本）。

 在 （操作）字段里，选择 （启动脚本）或

（停止脚本）。

 在 （脚本）字段里，选择要在发生事件时启动或停止的脚本。

 如果您尚未在 中创建或加载脚本，则无脚本可用。

 如要应用与默认值不同的参数，请执行以下操作。请注意，新添加的参

数将覆盖此脚本的默认参数。

 单击 。

 键入键值和值。

 根据需要重复相同的步骤，输入更多参数。

 如要删除任何现有参数，请单击相邻的 。

开关

如果启用了 支持， 相关操作将可用。参看其

他 杂项 。

当达到温度阈值时（例如），使用此操作打开或关闭 。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从 （操作）列表中选择 （开关 ）。

 在 （操作）字段里，选择 （打开 ）

或 （关闭 ）。

 在 （可用 ）字段里，选择要打开或关闭

的 设备。如要选择所有 设备，请单击

（全选）。

如要从 （已选 ）字段里删除任何

设备，请单击该设备的 。如要删除所有设备，请单击

（全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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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出口）

只有当您的 具有出口开关功能时， （开关出口）操作

才可用。此操作给指定出口通电、断电或重新通电。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 （开关出口）。

 在 （操作）字段里给所选出口选择一个操作。

 （接通出口电源）：接通所选出口的电源。

 （断开出口电源）：断开所选出口的电源。

 （给出口重新通电）：给所选出口重新通电。

 如要指定应用此操作的出口，请从 （可用出口）列表

中逐个选择它们。

 如要添加所有出口，请单击 （全选）。

 如要从 （已选出口）字段里删除任何出口，请单击该

出口的 。

 如要删除所有出口，请单击 （全部取消）。

 如果在步骤 中选择了 （接通出口电源）或

（给出口重新通电），您可以选择

（使用顺序和延迟）复选框，以便所有选定的出口都将按照在

出口 （出口）页面上定义的通电顺序。

（开关外围启动器）

如果有任何执行器连接到 ，您可以设置 ，以便在特定事件发生

时，自动打开或关闭由执行器控制的系统。

注意：有关连接执行器的信息，请参看 传感器套装 。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 （开关外围

启动器）。

 在 （操作）字段里给所选执行器选择一个操作。

 （打开）：打开所选的执行器。

 （关闭）：关闭所选的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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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选择应用此操作的执行器，请从 （可用执行器）

列表中逐个选择它们。

 如要添加所有执行器，请单击 （全选）。

 如要从 （已选执行器）字段里删除任何执行器，请

单击该执行器的 。

 如要删除所有执行器，请单击 （全部取消）。

系统日志消息

使用此选项，自动将事件消息转发到指定的系统日志服务器。确定您在设

置时希望使用的系统日志传输机制 、 或 。

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检测系统日志消息传输失败。如果检测，它将在事

件日志中记录此系统日志失败以及故障原因。参看查看或清除本地事件日

志 。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在 （操作）列表中选择 （系统日志消息）。

 在 （系统日志服务器）字段里，指定向其转发系统日志

的 地址。

 在 （传输协议）字段里，选择一个系统日志协议：

、 或 。默认设置是 。

传输协议 接下来的步骤

 在 （ 端口）字段里，输入合适的端口号。默认为 。

 选择 （传统 系统日志协议）复选框（如果适用）。

不需要 证书。在 （ 端口）字段里，输入合适的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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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协议 接下来的步骤

需要 证书。执行下列操作：

 在 （ 端口）字段里，输入合适的端口号。默认为 。

 在 （ 证书）字段里，单击 选择一个 证书。安装证

书后，您可以：

 单击 （显示）以查看其内容。

 单击 （删除）以删除不合适的证书。

 确定是否选择 （允许过期和尚未生效的证书）

复选框。

 如要在 证书可用时始终将事件消息发送到指定的系统日志服务器，请选择此复选

框。

 如要防止在所选证书链中的任何 证书过期或尚未生效时将事件消息发送到指定

的系统日志服务器，请取消选择此复选框。

计划操作

操作可以以预设的时间间隔定期执行而不是由特定事件触发。例如，您可

以通过计划 （发送传感器报告）操作，使 定期

报告特定传感器的读数或状态。

在计划操作时，请确保在此操作的创建时间和第一次执行时间之间至少有

分钟的缓冲。否则，如果缓冲时间太短，计划的操作不会在指定的时间

执行。例如，如果您希望在上午 执行某个操作，则应在上午 或

更早时间完成计划。

如果所需的操作不可用，请先创建它。参看可用操作 。

 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如要选择任何操作，请从 （可用操作）列表中逐个选

择。

 如要选择所有可用操作，请单击 （全选）。

 如要从 （已选操作）字段里删除任何操作，请单击该

操作的 。

 如要删除所有操作，请单击 （全部取消）。

 在 （执行时间）字段里选择所需的频率，然后在出现

的字段里指定时间间隔或特定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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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时间 频率设置

（分

钟）

单击 （频率）字段以选择一个选项。

频率范围从每分钟、每 分钟、每 分钟，直到每 分钟。

（每小

时）

在 （分）字段里键入一个值，该值设置为以下任一项：

 （分）字段设置为 。那么在凌晨 、凌晨 、

凌晨 等执行操作。

 （分）字段设置为非零值。例如，如果设置为 ，

则在凌晨 、凌晨 、凌晨 等执行操作。

（每天）
键入值或单击 。

时间以 小时格式计量，因此您必须通过单击 或

按钮正确指定 或 。

例如，如果您指定 ，则将在每天下午 执行操作。

（每周）
必须为每周选项指定周几和时间。

 周几是指从周日至周六。

 时间以 小时格式计量，因此您必须通过单击 或

按钮正确指定 或 。

（每

月）

必须为每月选项指定日期和时间。

 日期范围是 到 。

 时间以 小时格式计量，因此您必须通过单击 或

按钮正确指定 或 。

请注意，不是每个月都有 日，特别是 月，没有 日，

甚至没有 日。在选择 、 或 时，请检查日历。

（每年）
此选项需要三个设置：

 月份 月至 月。

 每月中的日期 至 。

 时间 值以 小时格式计量，因此您必须通过单击

或 按钮正确指定 或 。

计划操作的示例在标题为发送传感器报告示例 的部分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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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传感器报告示例

如要创建一个计划的操作，以便每小时发送温度传感器报告，需要：

 （发送电子邮件）操作

 （发送传感器报告）操作

 定时器 也就是计划的操作

 步骤：

 单击 创建 （发送电子邮件）操作，

向所需的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有关详情，请参看发送电子邮件

。

 在这个例子中，此操作的名称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传感器报告。

 如果需要，您可以在此操作中定制电子邮件消息。

 单击 创建 （发送传感器报

告）操作，其中包括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传感

器报告）作为其目标操作。有关详情，请参看发送传感器报告 。

 在这个例子中，此操作的名称是发送温度传感器读数。

 根据需要，可以在此操作中指定多个温度传感器。

 单击 创建一个定时器，每小时执行

一次 发送温度传感器读数 操作。有关详情，请参看计划操作 。

 在这个例子中，定时器的名称是每小时发送温度传感器报告。

 如要在凌晨 、凌晨 、凌晨 等执行指定的操作，

请选择 （每小时），并将 （分）设置为 。

然后， 将每天发送一个包含指定温度传感器读数的电子邮件。

在您希望 停止发送温度报告时，只需取消选择定时器中的

（启用）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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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和短信消息占位符

（发送电子邮件）和 （发送短信）操作

允许您定制事件消息。参看发送电子邮件 或发送短信 。

当单击文本框中的任意位置时，将显示事件上下文信息，其中包括占位符

及其定义的列表。 只需拖动滚动条，然后单击所需的占位符将其插入定制

消息。也可以在 （搜索）框中键入关键字，以快速找到所需的占

位符。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列标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参看排序列表

。

如要使 （事件上下文信息）消失，请单击其窗

口之外的任何位置。

下面说明可以在定制消息里使用的占位符。

占位符 定义

新激活的入口的标签

要应用操作的（水平）插槽位置

颜色

指示模式

操作模式

资产条名称

资产条数字

要应用操作的（垂直）机架单位位置

人可读的资产条状态

资产标签

电路 额定值

电路电流额定值

电路名称

电路电源线

电路传感器名称

电路

配置参数的名称

参数的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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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位符 定义

人可读的事件发生时的时间戳

发生事件的设备的 地址

发生事件的设备的名称

错误消息

匹配事件规则的名称

外围设备的名称

外围设备插槽

外围设备

人可读的网络接口名称

入口电源线

入口传感器名称

电源入口标签

布尔标志，说明是否输入事件条件， 表示输入， 表

示不输入

发生 错误

与 相连的风扇的

电源

传感器探头

被监视的主机的名称或 地址

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名称

过电流保护器标签

设备升级前的固件版本

出口名称

注意：如果任何出口没有名称，则定制消息中将不会显
示出口名称和出口编号。因此，如果打算使用此占位符，
建议检查所有出口名称的可用性。

出口电源线

出口传感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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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位符 定义

出口标签

特定电源线的传感器名称

传感器名称

连接的外围设备的位置

向其发送短信的手机号码

事件触发设备相连的外部端口的

事件触发设备相连的外部端口的类型（例如 或

辅助 ）

功率计线路

功率计传感器名称

功率计

发生 错误

连接的外围设备的 代码

传感器读数的单位

传感器读数的值

格式化的传感器报告内容

人可读的传感器状态

要接收 消息的收件人的列表

服务器名称或 地址

为 配置的系统联系人

为 配置的系统位置

为 配置的系统名称

定时器事件的

事件发生时的时间戳

转换原因

切换器传感器名称

切换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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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位符 定义

已应用操作的用户管理角色的名称

针对哪个用户触发了操作

用户连接所用的 地址

触发了操作的用户

设备升级后的固件版本

编辑或删除规则 操作。

您可以更改事件规则、操作或计划的操作的设置，也可以删除它们。

例外：内置事件规则或操作的某些设置不是用户可配置的。此外，您不能

删除内置规则和操作。参看内置规则和规则配置 或可用操作

。

 编辑或删除事件规则、操作或计划的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在规则、操作或计划的操作列表中单击所需的一个。打开其设置页面。

 执行所需的操作。

 如要修改设置，请进行必要的更改，然后单击 （保存）。

 如要将其删除，请单击右上角的 然后，在确认消息中

单击 （删除）。

事件规则示例

级事件规则示例

在此示例中，我们希望 把发生的固件升级失败事件记录到内部日志

里。

事件规则包括：

 事件：设备 固件更新失败

 操作：系统事件日志操作

 创建 级事件规则：

 对于 级事件，在 （事件）字段里选择 （设备）。

 选择 （固件更新失败），以便 对与固件

升级失败有关的事件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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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使 在内部日志中记录固件更新失败事件，请在

（可用操作）字段里选择 （系统事件

日志操作）。

出口级事件规则示例

在此示例中，我们希望 对于出口 的任何传感器更改事件向

管理器发送 通知。

事件规则包括：

 事件：出口 出口 传感器 任何子事件

 操作：系统 通知操作

 创建出口级事件规则：

 对于出口级事件，在 （事件）字段里选择 （出口）。

 选择 （出口 ），因为这是所需的出口。

 选择 （传感器）引用传感器相关的事件。

 选择 （任何子事件）以包括与此出口的各种出口传感

器和阈值有关的所有事件，例如电流、电压、上临界阈值、上警告阈值、

下临界阈值、下警告阈值等。

 如要使 发送 通知，请在 （可用操作）

字段里选择 （系统 通知操

作）。

注意： 通知可能是 或 陷阱 通知，具体取

决于 （系统 通知操作）的设

置。参看启用和配置 。

然后，在以下情况下发送 通知：

 任何数字传感器的读数进入警告或临界范围。

 任何传感器读数或状态恢复正常。

 任何传感器都不可用。

 有功电量传感器复位。

 任何状态传感器的状态发生改变。

例如当出口 的电压超过上警告阈值时，发送 通知；当电压

下降到上警告阈值以下时，再次发送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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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级事件规则示例

在此示例中，我们希望 对于入口 的任何传感器更改事件向

管理器发送 通知。

事件规则包括：

 事件：入口 传感器 任何子事件

 操作：系统 通知操作

 创建上述事件规则：

 对于入口级事件，在 （事件）字段里选择 （入口）。

 选择 （传感器）引用传感器相关的事件。

 选择 （任何子事件）以包括与此入口的各种出口传感

器和阈值有关的所有事件，例如电流、电压、上临界阈值、上警告阈值、

下临界阈值、下警告阈值等。

 如要使 发送 通知，请在 （可用操作）

框中选择 （系统 通知操

作）。

注意： 通知可能是 或 陷阱 通知，具体取

决于 （系统 通知操作）的设

置。参看启用和配置 。

然后，在以下情况下发送 通知：

 任何数字传感器的读数进入警告或临界范围。

 任何传感器读数或状态恢复正常。

 任何传感器都不可用。

 有功电量传感器复位。

例如当入口 的电压超过上警告阈值时，发送 通知；当电压

下降到上警告阈值以下时，再次发送 通知。

环境传感器级事件规则示例

在此示例中，我们希望 在接点闭合传感器进入报警状态时激活限电功

能。此事件规则要求在创建规则之前创建一个新操作。

 步骤 ：创建一个激活限电模式的新操作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

 在此示例中，为新操作分配名称 激活限电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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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操作）字段里选择 （更改限电

状态）。

 在 （操作）字段里选择 （开始限电）。

 单击 （创建）完成创建过程。

 

在创建新操作之后，按照下面的步骤创建一个事件规则，在接点闭合传感

器进入报警状态时触发限电模式。 此事件规则包括：

 事件：外围设备插槽 插槽 状态传感器 执行器 报警 打开 开

启

 触发条件：报警

 操作：激活限电

 步骤 ：创建接点闭合触发限电事件规则

 单击 （事件规则）页面上的 。

 在此示例中，为新规则分配名称 接点闭合触发限电 。

 在 （事件）字段里，选择 （外围设备

插槽），说明要指定与环境传感器套装有关的事件。

 选择希望的接点闭合传感器的 号。在此示例中，希望的接点闭合传

感器的 号是 ，所以选择 （插槽 ）。

注意：所有传感器 执行器的 号均可在 （外设）页面上

找到。参看外设 （外设） 。

 选择 （状态传感器 执行器），因为接点闭合传

感器是状态传感器。

 选择 （报警），因为我们希望 在选择的接点闭合传感

器的状态变成 报警 状态时做出响应。

 在 （触发条件）字段里，选择 （报

警 打开 开启）单选按钮，以便只有在接点闭合传感器进入报警状态时

才采取操作。

 从 （可用操作）列表中选择

（激活限电）。

死循环注意事项

在创建事件规则时，应该避免出现死循环。

死循环指的是当 忙于针对某个事件执行操作或其中一个操作时，触发

另一个相同或相似的事件，再次执行一个操作时又触发一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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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此示例说明事件规则命令 连续发送电子邮件消息。

选择的事件 包括的操作

设备 发送 消息失败 发送电子邮件

示例

此示例说明在发生 （设备）菜单列出的选择事件时，事件规则命令

连续发出 消息。注意， （设备）菜单下的

（任何子事件）包括 （发送

消息失败）事件。

选择的事件 包括的操作

设备 任何子事件 发送电子邮件

示例

此示例说明在组合两个有关出口状态变化的事件规则时，命令 连续给

出口 和出口 重新通电。

选择的事件 包括的操作

出口 出口 传感器 传感器状

态 开 关 二者（触发条件）

给出口 重新通电

（开关出口 给出口重新通电

出口 ）

出口 出口 传感器 传感器状

态 开 关 二者（触发条件）

给出口 重新通电

（开关出口 给出口重新通电

出口 ）

非触发规则注意事项

在某些情况下，测量值超过阈值会导致 触发警报。测量值然后恢复到

阈值范围内的一个值，但 并不针对此反断言事件触发警报。由于

采用滞后跟踪，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参看 反断言 和反断言滞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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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数据记录

的存储缓冲区可以存储每个传感器的 个测量值。此存储缓冲区叫

做数据日志。可以用 检索数据日志里的传感器读数。

可以用 （每个日志项的测量次数）字段配置

测量值写入数据日志的频率。 由于每秒钟测量一次 的内置传感器，

如果指定值 ，测量值每分钟写入数据日志一次。由于每个传感器存储

个测量值，指定值 意味着数据日志可以存储两个小时的测量值，

之后开始覆盖最旧的测量值。

每当把测量值写入数据日志时，写入每个传感器的这些值：平均值、最小

值和最大值。例如如果每分钟写入一次测量值，要把前面 秒记录的所

有测量值的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写入数据日志。

注意： 必须启用 设备的 代理，此功能才能正常工作。参看

启用和配置 。此外，使用 时间服务器可以确保时间戳
相同。

默认启用数据记录。您必须具有 管理员权限 或 更改 配置、入口配

置、出口配置和过电流保护器配置 权限才能更改设置。

 配置数据记录功能：

 选择 （设备设置） （数据记录）。

 如要启用数据记录功能，请选择 （一般设置）部分中

的 （启用）复选框。

 在 （每个日志项的测量次数）字段里输

入次数。有效范围是 。默认设置是 。

 确认是否启用了所有传感器记录。如果尚未启用，单击页面底部的

（全部启用）选择所有传感器。

 您还可以在每个部分的标题行中单击标记为 （启

用记录）的最上面复选框，以选择所有相同类型的传感器。

 如果任何部分的传感器数量超过 个，其余的传感器将在下一页

列出。如果是这样，本部分将显示类似于下图的分页栏，您可以单

击任意按钮在页面之间切换。

 单击 （保存）按钮。 该按钮位于页面底部。

重要说明：虽然可以在第四步有选择地在 上给各个传感器启用 禁用

记录，但建议您不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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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数据推送设置

您可以将传感器或资产条数据推送到远程服务器进行数据同步。 数据将使

用 请求以 格式发送。需要为 的数据推送设置目

的地和验证。

有关连接资产条的说明，请参看连接资产管理条 。

配置目标和验证设置后，请执行以下 一个或两个操作：

 如要在发生某个事件后执行数据推送，请创建数据推送操作并将其分配

给事件规则。

 如要定期推送数据，请计划数据推送操作。

参看事件规则和操作。

 配置数据推送设置：

 选择 （设备设置） （数据推送）。

 如要指定目的地，请单击

 执行以下操作以设置 字段。

 单击 ，选择 或 。

 在随附的文本框中键入 或主机名。

 如果选择 ，则需要使用 证书进行连接。单击

以安装它。然后您可以

 点击 （显示）来查看证书内容。

 如果证书不正确，点击 （删除）来删除已安装证书。

 如果目标服务器需要认证，选择 （用户认证）复选

框，并输入下列数据。

 用户名

 密码

 在 （条目类型）字段中，确定要传输的数据。

 资产管理标签列表：发送指定资产条的信息，包括指定资产条的一

般状态和资产标签列表。资产标签列表还包括刀片服务器扩展条的

资产标签（如有）。

 资产管理日志：发送所有资产条的日志，这些日志是在对资产标签

和资产条进行更改（包括资产标签连接或断开事件）时生成的。

 传感器日志：传输所有记录的传感器的记录，包括其传感器读数和

或状态。记录的传感器是指您在 （数据记录）页面

上选择的所有内部和 或环境传感器 执行器。查看

（设置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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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上述步骤中选择了 （资产管理标签

列表），请指定要发送其信息的资产条。对于只有一个 （功

能）端口的 ，只有一个可用资产条。

 如要指定资产条，请从 （可用 端口）列

表中逐个选择。也可单击 （全选）以添加全部资产条。

 如要删除资产条，请在 （已选 端口）字

段里单击该资产条的 。也可单击 （全部取消）以

删除全部资产条。

 单击 （创建）按钮

 针对其他目标重复相同步骤。

 修改或删除数据推送设置：

 在 （数据推送）页面上，单击列表中所需项。

 请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修改设置，进行必要的更改，然后单击 （保存）。

 要删除设置，单击 ，然后在确认消息上确认。

监视服务器可访问性

可以让 设备连续 特定的 设备，监视这些设备是否在线。如

果一台 设备成功应答 命令，表明此 设备仍然在线并可以远程

访问。

当你身处没有 连接的地方时，此功能尤其有用。

可以监视任何 设备（如数据库服务器、远程验证服务器，

（ ，配电单元）等）的可访问性。它支持监控最多 个

设备。

默认的 设置可能不适合监视需要高连接可靠性的设备，因此强烈建

议您调整 设置以获得最佳结果。

提示：要使 针对任何服务器监视事件进行自动记录、发送通知或执行

其他操作，可以创建事件规则。请参阅事件规则和操作。示例： 监视

和 通知 中提供了一个示例。

 添加 设备进行 监视：

 选择 （设备设置） （服务器可访

问性）。

 单击 。

 默认选择 （启用 监视此

服务器）复选框。如果尚未选择此复选框，选择此复选框以启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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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以下内容。

字段 说明

地址 主机名 要监视的 设备的 地址或主机名。

（激活

功能所需的 成

功次数）

声明受监视设备 可访问 所需的 成功

次数。有效范围是 次。

成功 之后的等待

时间

在上次 成功收到响应之后，到下次

的等待时间，有效范围是 秒。

不成功 之后的等

待时间

在上次 没有收到响应之后，到下次

的等待时间，有效范围是 秒。

（连续

因故障而失败的次数）

在受监视设备声明为 不可访问 之前，没有

响应的连续 次数，有效范围是

次。

（失败后

恢复 之前的等

待时间）

受监视设备声明为 不可访问 之后，到

恢复 之前的等待时

间。有效范围是 秒。

（禁用功能

之前的连续失败次数

（ 无限制））

在 禁用 监视功能并显示

（等待可靠

连接）之前，受监视设备连续声明为 不可访

问 的次数。有效范围是 次。

 单击 （创建）按钮

 要添加更多的 设备，请重复相同的步骤。

起初，添加的 设备的状态显示 （等待

可靠连接），这意味着在 可以声明受监视的设备可访问或不可访问之

前，尚未达到所请求的连续成功或不成功的 次数。

 检查服务器监视状态和结果：

 添加 设备以便监视后，所有 设备都列在

（服务器可访问性）页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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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 ）列说明相应 设备是否激活了监视。

 （状态）列说明每个被监视的设备的可访问性。

状态 说明

（可访问）监控设备可访问。

（不可

访问）

监控设备不可访问。

（正在等

待可靠连接）

尚未在 设备与被监视设备之间建立可靠连

接。

编辑或删除 监视设置

您可以编辑任何 设备的 监视设置，如果不再需要该设置，可以将

其删除。

 修改或删除任何受监视的 设备：

 选择 （设备设置） （服务器可访

问性）。

 单击列表中所需项。

 执行所需操作。

 要修改设置，进行必要的更改，然后单击 （保存）。有关每

个字段的信息，请参阅监视服务器可访问性 。

 要删除设置，单击右上角的 。

示例： 监视和 通知

在此示例中，假设您的 将监视一个重要的 （ 地址：

），以确保该 始终正常运行，如果由于电源或网络故

障声明该 不可访问，则 必须发出 通知（陷阱或通知）。

此示例的先决条件是您的 和被监视的 之间的电源不同。

这需要以下两步。

 第一步：设置目标 的 监视

 选择 （设备设置） （服务器可访

问性）。

 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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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选中 （启用 监视此

服务器）复选框。

 输入下面显示的数据。

 输入服务器的数据。

字段 输入的数据

地址 主机名

 当受监视 可访问时，要使 每 秒（ 次 秒）

声明该 的可访问性，请输入以下数据。

字段 输入的数据

（激活功能所需的 成功次数）

成功 之后的等待时间

 当受监视 变得无法访问且持续约 秒（ 秒 次 ）

时，要使 声明该 的不可访问性，请输入以下数据。

字段 输入的数据

不成功 之后的等待时间

失败后连续不成功 的次数

 在声明 不可访问性之后，使 停止对目标 进行

操作，且持续 秒（ 分钟）。 秒后， 将重新

目标 ，输入以下数据。

字段 输入的数据

（失败后恢复 之前的等待时间）

 

（禁用功能之前的连续失败次数（ 无限制））可以

设置为您想要的任何值。

 单击 （创建）按钮

 第二步：创建事件规则以发送目标 的 通知

 选择 （设备设置） （事件规则）。

 单击 。

 选择 （启用）复选框，启用此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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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以下内容。

字段 设置 指定的数据

（规则名

称）

发送 不可访问性的

通知

（事件） 选择 （服务器监控）

（无法访问）

（触

发条件）

选择 （无法访问）单选按钮

这将使 仅在目标 变得无法访问时才作出反应。

 选择 （系统 通知操作）。

注意：如果尚未配置 （系统 通

知操作）以指定 目标，请参阅编辑或删除规则 操作 编辑或

删除规则 操作。 。

前面板设置

您可以设置前面板显示的默认模式，以及针对出口开关、执行器控制或

自检的前面板功能。

请注意，可用的前面板设置依赖于型号。

 出口开关 仅在具备出口开关功能的型号上可用。

 执行器控制 在所有型号上可用。

 默认的前面板模式设置 在所有型号上可用，但 系列除

外，该系列不提供入口传感器信息。

 自检 在支持剩余电流监测的型号上可用。请参阅具有剩余电流

监测功能的 型号 。

 配置前面板设置：

 选择 （设备设置） （前面板）。

 配置以下内容：

 要配置 显示屏的默认视图，请选择以下模式之一。

注意：在自动模式下显示默认视图。请参阅自动和手动模式 自动

和人工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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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输入的数据

自动模式 显示屏循环显示入口和过电流保护器

信息。这是默认设置。

仅当 具有过电流保护器时，过电流保

护器信息才可用。

入口概览 显示屏仅循环显示入口信息。

 要启用前面板出口开关功能，请选择 （出口开关）

复选框。

 要启用前面板执行器控制功能，请选择

（外围执行器控制）复选框。

 默认情况下，前面板 自检功能（如果可用）已启用。请参阅

禁用或启用前面板 自检 。

 现在，您可以通过操作前面板打开或关闭出口 执行器。请参阅电源控

制和外围设备 外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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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串行端口

可以更改 上 （控制台 调制解调器）串行端口的

比特率。控制台和调制解调器操作的默认比特率为 。

支持通过串行接口使用以下设备：

 用于控制台管理的计算机或 产品。

 用于远程拨入和访问 的模拟调制解调器。

 用于向移动电话发送 消息的 调制解调器。

可能需要调整比特率。在通过串行端口将支持的设备连接到 之前更改

比特率，否则通信会出错。

注意：当 与 切换器一起工作时，需要更

改串行端口比特率。 只支持通过串行接口用 速率
通信。

您可以为控制台和调制解调器操作设置不同的比特率设置。通常 可以

检测设备类型，并自动应用预设比特率。

将在 （串行端口）页面的 （端口状态）部分中

指示检测到的设备。例如，如果检测到模拟调制解调器， （端口

状态）部分的外观如下所示。

要配置串行端口或调制解调器设置，请选择

（设备设置 串行端口）。

 更改串行端口波特率设置：

 单击 （连接的设备）字段使串行端口进入适当的状

态。

选项 说明

（自

动检测）

会自动检测连接到串行端口的设备的类型。

选择此选项，除非您的 无法正确检测设备类型。

（强制控制

台）

尝试识别连接的设备已针对控制台模式进行设

置。

（强

制模拟调制解调）

尝试识别连接的设备是模拟调制解调器。

（强制

调制解调器）

尝试识别连接的设备是 调制解调器。

 单击 （控制台波特率）字段以选择用于控制台管理

的波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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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计算机 和 之间的串行 或 连接，请将

其保留为默认值（ ）。

 单击 （调制解调器波特率）字段以选择连接到

的调制解调器的波特率。

在 检测到模拟或 调制解调器的连接之后，以下调制解调器设置

字段出现在 界面中。

 配置模拟调制解调器：

 选中 （应答呼入）复选框以启用通过调制解调

器的远程访问。否则，取消选中该复选框。

 在 （应答前的响铃次数）字段中键

入一个值，以确定在应答呼叫之前 必须等待的响铃次数。

 配置 调制解调器：

 输入 码。

 如果使用自定义 中心，请选中

（使用自定义 中心号码）复选框。

 在 （ 中心）字段中输入 中心号码。

 如果需要，单击 （高级信息）以查看有关调制

解调器、 和移动网络的详细信息。

 要测试 是否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设置成功发送 消息：

 在 （接收者电话）字段中输入接收者的电话号码。

 单击 （发送 测试）以发送测试 消息。

脚本

如果您可以编写或获取任何 脚本，则可以创建或将其加载到 以

控制其行为。

还提供了一些 脚本示例，您可以根据需要加载。

注意：并非所有 脚本示例都可以应用于您的 型号。在应
用之前，您应该阅读每个示例的介绍。

您必须拥有管理员权限以管理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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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或加载 脚本

最多可以将 个脚本输入或加载到 。

提示：如果在达到上限之后无法再输入或加载新脚本，则可以删除任何现

有脚本，也可以只修改 替换现有脚本的代码。请参阅修改或删除脚本

。

 编写或加载 脚本：

 选择 （设备设置 脚本）

 键入此脚本的名称。其长度介于 到 个字符之间。

名称只能包含以下字符。

 字母数字字符

 下划线

 减号

注意：不允许使用空格。

 确定是否以及何时自动执行加载的脚本。

复选框 选中时的行为

（在系统启

动时自动启动）

每当 重新启动时，脚本将自动执行。

（终止后重

新启动）

脚本执行完成后，经过 秒钟脚本将再次自动执行。

 （可选）确定默认执行的参数。

 单击 。

 键入键值和值。

 根据需要重复相同的步骤，输入更多参数。

 如要删除任何现有参数，请单击相邻的 。

注意：默认参数将被通过 （以参数启动）命令或

任何与 脚本相关的事件规则指定的新参数覆盖。请参阅手动启动

或停止脚本 或启动或停止 脚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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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源代码）部分中，执行以下操作之一。建议选中

（启用语法突出显示）复选框，除非您不需

要不同的文本颜色来标识不同的代码语法。

 要编写 脚本，请在 （源代码）部分中键入代码。

 要加载现有的 脚本文件，请单击 （加载本地

文件）。

 要使用 的 脚本示例之一，请单击 （加

载示例）。

警告：新加载的脚本将覆盖 （源代码）部分中的所有现
有代码。因此，如果当前脚本满足您的需要，请勿加载新脚本。

 如果您在上一步中选择加载脚本或 的示例，则其代码将显示

在 （源代码）部分。仔细检查代码。如果需要，修改代

码以满足您的需要。

 单击 （创建）按钮

 下一步：

 要立即执行新添加的脚本，请单击 ，或单击

（以参数启动）。请参阅手动启动或停止脚本 。

 要添加更多脚本，请在菜单 中再次单击 （ 脚

本），返回到脚本列表，然后重复上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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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启动或停止脚本

您可以随时手动启动或停止现有的 脚本。

启动脚本时，您可以选择启动带有其默认参数或新参数的脚本。

提示：要使 自动启动或停止脚本以响应事件，请创建一个事件规则。

请参阅事件规则和操作和启动或停止 脚本 。

 手动启动脚本：

 选择 （设备设置 脚本）显示

脚本列表。

 单击所需脚本，其状态为 （终止）或 （新）。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检查 脚本状态 。

 要以默认参数启动，请单击 。

要以新参数启动，请单击 （以参数启动）。

新分配的参数将覆盖默认参数。

 如果您在上述步骤中选择了 （以参数启动），请

在 （启动 脚本）对话框中输入关键字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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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其他参数，请单击 。

 单击 （启动）。

 脚本输出将显示在 （脚本输出）部分。

 如果需要，单击 以删除现有的输出数据。

 手动停止脚本：

 选择 （设备设置 脚本）

 单击所需脚本，其状态为 （正在运行）或 （正在

重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检查 脚本状态 。

 单击右上角的 。

 单击确认消息上的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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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脚本状态

选择 （设备设置 脚本） 以显示脚本

列表，该列表指示每个脚本的当前状态和设置。

 （状态）：

有四种脚本状态可用。

 新从设备启动以来没有执行过该脚本。

 （正在运行）：该脚本当前正在执行。

 （终止）：该脚本曾经执行，但现在停止。

 （正在重启）：将执行该脚本。仅 （重新启动）列

设置为 （是）的脚本将显示此状态。

 （自动启动）：

此列指示 （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复

选框是否启用。请参阅编写或加载 脚本 。

 （重新启动）：

此列指示 （终止后重新启动）复选框是否启用。

请参阅编写或加载 脚本 。

修改或删除脚本

您可以编辑现有脚本的代码，甚至用新的脚本来替换它。或者您可以从

中删除不必要的脚本。

 修改或替换脚本：

 选择 （设备设置 脚本）

 单击脚本列表中的所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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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编辑脚本）。

 对显示的信息进行更改，但脚本的名称不能修改。

 要替换当前脚本，请单击 （加载本地文件）或

（加载示例）以选择新脚本。

 删除脚本：

 选择 （设备设置 脚本）

 单击脚本列表中的所需项。

 单击 （删除）。

 单击确认消息上的 （删除）。

杂项

默认情况下，在 上实现的 热交换器支持和

功能被禁用。

需要启用支持以使 信息显示在 界面中。此外，必须

启用 支持以便可通过 访问 。

如果你实现了 电源管理体系结构，可以启用在

上实现的 终端，使此 成为 域

的一部分。

要启用这两个功能，请选择 （设备设置

杂项）

 启用 支持：

 选择 （ 支持）复选框。

 单击 （功能）部分中的 （保存）。

 单击确认消息上的 （应用）。

 重新启动。

 设置 配置：

 选择 （启用 ）复选框。

 配置以下内容：

字段 说明

（域名）输入 所属的 域的名称

 最多允许使用 个可打印 字符。

 不允许使用空格或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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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域密码 输入进入 域所用的验证密码

 最多允许使用 个可打印 字符。

 不允许使用空格或星号。

端口 输入在 域里通信所用的

（ ，用户数据报协议）端口号。

 范围从 到 。

 默认值是 。

（轮询

间隔时间）

输入轮询间隔时间，决定在 域里多久

查询一次 。

 范围从 到 。

 默认值是 。

 单击 部分中的 （保存）。

（维护）

单击菜单 中的 （维护），将显示以下子菜单。

子菜单命令 参考

（设

备信息）

（设备信息）

（连接

的用户）

查看连接用户

（事件日志） 查看或清除本地事件日志

（更

新固件）

更新 固件

（固

件历史记录）

查看固件更新历史记录

（批

量配置）

（批量配置）

（备份

恢复）

备份和恢复设备设置

（网络诊断）
网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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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菜单命令 参考

下载诊断 下载诊断信息

设备复位  重新启动 设备

 将所有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关于

）

检索软件包信息

（设备信息）

使用 界面，您可以检索连接到 的组件或外围设备的硬件和软件

信息。

提示： 如果此页面显示的信息与最新状态不符，请按 重新加载。

 显示设备信息：

 选择 （维护） （设备信息）。

 单击所需部分的标题栏以显示该部分的信息。例如，单击 （网

络）部分。

可用部分的数量与型号有关。

部分标题 显示的信息

信息 常规设备信息，例如型号名称、序列号、固件

版本、硬件版本、 下载链接等。

请注意，仅当启用 支持后

的下载链接才可用。请参阅杂项

。

（网络） 网络信息，例如当前联网模式、 地址和

或 地址等。

此选项卡还指示 是否是级联配置的组成

部分。请参阅标识级联设备 。

（端口转

发）

如果端口转发模式激活，此部分将显示所有级

联设备的端口号列表。

（出口） 每个出口的插孔类型、工作电压和额定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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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标题 显示的信息

（过电流保护器）

每个过电流保护器的类型、额定电流和它保护

的出口。

（控制器） 每个入口控制器或出口控制器的序列号、板

、固件版本和硬件版本。

（入口） 每个入口的插头类型、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

（外围

设备）

连接的环境传感器包的序列号、型号名称、位

置和固件相关信息。

资产管理 每个资产条的 、启动版本、应用程序版本和

协议版本。

标识级联设备

有关如何级联 设备的信息，请参阅级联多个 设备以共享以太网

连接 级联多台 设备以共享以太网连接 。

本节介绍如何在 （设备信息）页面上标识级联设备。

注意： 有关 级联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看级联指南，该指南可从

网站支持页面 获取。

 标识 级联状态：

 选择 （维护） （设备信息）

 单击 （网络）标题栏。

 如果此页面显示的信息与最新状态不符，请按 重新加载。

 桥接模式下的级联信息：

 （公共）部分包含两个只读字段，用于指示级联状态。请注意，

级联位置在桥接模式下不可用。

字段 说明

（端口转发）
指示端口转发功能已禁用。请参阅设置级联模式

。

部分 指示设备处于桥接模式及其 地址。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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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口转发模式下的级联信息：

 （公共）部分包含三个只读字段，用于指示级联状态。

字段 说明

（端口转发）
指示端口转发功能已启用。请参阅设置级联模式

。

（级联位置）
指示级联链中 的位置。

 （零）表示主设备。

 非零数字表示从设备。 是从设备 ， 是从设

备 ， 是从设备 ，依此类推。

（级联

设备已连接）

指示是否在 或以太网端口 上检测到从设备。

 是：检测到与从设备的连接。

 否：没有检测到与从设备的连接。



使用 界面

 主设备在 （级联位置）字段中显示 （零），在

（级联设备已连接）字段中显示

（是）。

 中间位置的从设备 在 （级联位置）字段中显示

非零数字（指示其确切位置），并在

（级联设备已连接）字段中显示 （是）。

下图显示 ，表示它是第一个从设备 从设备 。

 最后的从设备 在 （级联位置）字段中显示非零

数字（指示其位置），并在 （级联设

备已连接）字段中显示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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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 ，表示它是第二个从设备 从设备 。

（级联设备已连接）字段中显示 （否），表示它是链
中的最后一个设备。

 有关在端口转发模式下访问每个级联设备所需的端口号的列表，请单击

同一页面上的 （端口转发）标题栏。

查看连接用户

您可以检查哪些用户已登录到 设备及其状态。如果您具有管理员权

限，则可以终止任何用户与 的连接。

 查看和管理连接的用户：

 选择 （维护） （连接的用户）。显示

登录用户列表。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列标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参看排序列

表 。

列 说明

用户名 每个已连接用户的登录名。

（

地址）

每个用户的主机的 地址。

对于通过本地连接进行的登录 （串行 或

）， 显示 而不是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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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说明

（客

户机类型）

用户连接 所用的界面。

 ：指的是 界面。

 ：指的是命令行界面 。

后面括号里的信息说明此用户如何连接此命令

行界面。

（串行）：本地连接，如串行 或

连接。

： 连接。

： 连接。

 网络摄像头实时预览：指实时网络摄像头图像会话。

见下文。

（空

闲时间）

用户空闲的时长。

 要断开任何用户，单击相应的 。

 单击确认消息上的 （断开连接）。

 强制断开连接的用户退出系统。

 如果有实时网络摄像头会话：

共享相同 的所有实时预览会话，包括发送者的一个

（主要独立实时预览）窗口和远程接收者的两个会

话，在 （连接的用户）列表中标识为一个

用户。您可以断开 用户，以终止特定 的全部三个会话。

地址是指存在 （主要独立实时预览）

窗口的主机的 地址，而不是其他两个关联会话的 地址。

有关网络摄像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网络摄像头管理

（网络摄像头管理） 。

查看或清除本地事件日志

默认捕捉某些系统事件，并把它们保存在本地（内部）事件日志里。

您可以在本地事件日志中查看 上发生的超过 个历史事件。当日

志大小超过 时，每个新条目将覆盖最早的条目。

 显示本地日志：

 选择 （维护） （事件日志）。

每个事件条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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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 号

 事件时间和日期

 事件类型

 事件描述

 要仅查看特定类型的事件，请在 （过滤事件类别）

字段中选择所需的事件类型。

 要刷新数据，请根据需要按 。

 如要转到日志的其他页面，请单击页面底部的分页栏。

 如果超过 页并且栏中显示的页码没有显示所需页面，请单击

让它显示后五个或前五个页码（如有）。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列标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参看排序列

表 。

 清除本地日志：

 单击右上角的 。

 单击确认消息上的 （清除日志）。

更新 固件

固件文件可在 网站的支持页面

上找到。

执行固件升级时， 保持每个出口的电源状态不变，以免服务器操作中

断。 在固件升级期间和之后，在固件升级之前已通电的出口仍然通电，已

断电的出口仍然断电。

您必须是管理员或具有固件更新权限或用户，才能更新 固件。

在开始升级之前，请阅读从 网站的支持页面

下载的发行说明。如果对升级有疑问

或担心，请在升级之前联系 技术支持部门。

在多入口 （具有 或 后缀的任何型号）上，所有入口必须连接

到电源， 才能成功升级其固件。

请注意，通过某些移动设备（如 ）进行的固件升级需要使用文件管理

器应用程序。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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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如果要从 之前的固件版本升级现有的 级联链，则

必须遵循特定准则以避免网络问题。请参阅现有 级联链的升级指南

。

 更新固件：

 选择 （维护） （更新固件）。

 单击 以选择适当的固件文件。

 单击 （上载）按钮，出现进度条，以指示上传过程。

 完成后，将显示已安装和上传的固件版本信息以及兼容性和签名检查结

果。

 如果出现问题，请单击 （放弃上传）。

 如要继续更新，单击 （更新固件）按钮。

警告：在更新过程中，切勿断开 电源。

 在更新固件过程中：

 界面显示进度条，指示更新状态。

 前面板显示屏显示固件升级消息。 请参阅显示固件升级进度

。

 如果正在更新继电器板，出口 闪烁。如果固件更新不包括继

电器板固件更新，出口 不闪烁。

 用户现在不能成功登录 。

 系统强制暂停其他用户的操作（如果有）。

 更新完成后， 重置，然后重新显示 （登录）页面。

 在固件更新完毕时，让其他登录用户退出。

重要说明：如果您使用具有 管理器的 ，请在固件更新后再次

下载其 ，以确保您的 管理器具有正在使用的最新版本的正确

。 请参阅使用 。

 备择方案：

要使用其他方法更新固件，请参阅：

 通过 进行固件更新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通过 升级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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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 级联链的升级指南

 固件版本 不兼容旧固件版本的 级联功能，所以链路中的

所有设备都必须运行 或更高版本。否则，会出现网络问题。

替代方案：您还可以选择使现有 级联链继续运行旧固件，而不将

任何设备升级到 或更高版本。

 在从 之前的任何版本升级现有 级联链路时，升级必须从

最后一个从设备开始，然后是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三个，依此类推，直

到主设备。任何没有遵循此顺序的升级都会导致某些级联设备出现网络

故障。

固件升级时间注意事项

对于不同的设备， 固件升级时间不同，取决于多种内外因素。

外部因素包括但不仅限于：网络吞吐量、固件文件大小和在存储位置检索

固件的速度。内部因素包括：升级微控制器固件的必要性和需要升级的微

控制器数量（取决于出口数）。只有在必要时才升级微控制器。因此，固

件升级时间在 分钟（不更新任何微控制器）到 分钟（更新有 个

出口的所有微控制器）之间。在估计 固件升级时间时，要考虑上述

因素。

这里所说的升级时间指的是利用 界面升级所需的时间。如果利用

的 等其他管理系统升级 ，所需的时间较长。这里

不讨论用其他管理系统进行升级。

全面灾难恢复

如果固件升级失败，致使 设备停止工作，可以用特殊工具恢复设备，

无需将其返回 。

联系 技术支持部门，了解在 和 上

运行的恢复工具。此外，在恢复过程中需要合适的 固件文件。

注意：除了 之外，所有 都可以通过 或串行

连接恢复。对于 ，只能通过 连接进行灾难恢复。

查看固件更新历史记录

固件升级历史记录永久存储在 设备上。即使您执行设备重启或任何固

件更新，它仍然可用。

 查看固件更新历史记录：

 选择 （维护） （固件历史记录）。

每个固件更新事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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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和时间

 旧固件版本

 更新固件版本

 更新结果

 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单击所需的列标题来重新排序列表。参看排序列

表 。

（批量配置）

可以用批量配置功能把一台已配置的 设备的通用设置保存到计算机。

您可以使用此配置文件将常用设置复制到相同型号和固件版本的其他

设备。 请参阅批量配置限制 。

请注意，设备特定的数据不会将保存到批量配置文件，如环境传感器或某

些网络设置。有关未保存的设备特定设置列表，请参阅不包含设备特定设

置 。

由于日期和时间设置保存在配置文件里，所以用户在把源设备的配置文件

分发到位于不同时区的 设备时，务必要谨慎。

提示：要备份或恢复特定 设备的 所有 设置，请改用备份 恢复功能。

请参阅备份和恢复设备设置 。

 保存批量配置文件：

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或 无限制查看权限 才能下载配置。

 登录到要复制其设置的 。

 选择 （维护） （批量配置）。

 单击 （下载批量配置）按钮。

 当提示打开或保存配置文件时，单击 （保存）。

 配置文件按 格式保存，文件内容采用 加密算法加

密。

 执行批量配置：

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才能上传配置。

 登录到运行相同固件的同一型号的另一台 。

 选择 （维护） （批量配置）。

 单击 以选择配置文件。

 单击 （上载并恢复批量配置）按

钮复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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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确认操作并输入管理员密码。

输入管理员密码，然后单击 （恢复）。

 等到 设备重置，并重新出现登录页面。

注意：在启动时， 根据您复制的新配置而不是设备复位之前的先前配

置，执行其所有功能，包括事件规则和日志。例如，仅当新配置文件包含 批

量配置已复制 事件规则时，才会记录 批量配置已复制 事件。

 最后配置 复制记录：

如果您将任何批量配置或设备备份文件复制到 ，则与以下内容类似的

最后一条记录显示在 （批量配置）和

（备份 恢复）页面的底部。

 备择方案：

要使用其他方法执行批量配置，请参阅：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通过 驱动器进行配置或固件升级

批量配置限制

源设备是下载 保存批量配置文件的 设备。

目标设备是加载此批量配置文件的 设备。

 批量配置的限制：

 目标设备必须与源设备运行相同版本的固件。

 目标设备的型号必须与源设备相同。

 如果目标设备和源设备之间的差异仅为 机械 设计（在下面列出的型号

名称后缀中加以指示），则允许批量配置。在下面的列表中， 表示数

字。

机架颜色，以 表示，如 和

电线颜色，以 表示，如 和

电线长度（米），以 表示，如 和

电线长度（厘米），以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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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您可以在 的 和 之间执

行批量配置。

 原因：这两款机型具有相同的技术规格，唯一的区别是它们的机架颜色

（由 （蓝色）和 （灰色）表示）。

不包含设备特定设置

保存在批量配置文件中的设置包括用户和角色配置、阈值、事件规则、安

全设置、日期 时间等。

注意： 由于日期和时间设置保存在配置文件里，所以用户在把源设备的配

置文件分发到位于不同时区的 设备时，务必要谨慎。

批量配置文件不包含设备特定的信息，包括：

 设备名称

 系统名称、联系人和位置

 网络设置（ 地址、网关地址和子网掩码等）

 设备日志

 环境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名称、状态和值

 证书

 服务器监控条目

 资产条名称和机架单元名称

 出口名称和状态

备份和恢复设备设置

与批量配置文件不同，备份文件包含所有设备设置，包括设备特定的数据，

如设备名称和网络设置。要备份或恢复 设备的设置，应执行备份 恢

复功能。

在 备份文件中捕获所有 信息，但设备日志和 证书除外。

注意：要在多个 设备之间执行批量配置，请改用批量配置功能。请参

阅批量配置 （批量配置） 。

 下载备份 文件：

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或 无限制查看权限 才能下载备份文件。

 选择 （维护） （备份 恢复）。

 单击 （下载设备设置）按钮。将文件保存到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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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文件按 格式保存，文件内容采用 加密算法加

密。

 使用备份 文件恢复 ：

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才能恢复设备设置。

 选择 （维护） （备份 恢复）。

 单击 以选择备份文件。

 单击 （上传并恢复设备设置）以上

传文件。

 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确认操作并输入管理员密码。

 输入管理员密码，然后单击 （恢复）。

 等到 设备复位，并重新出现 （登录）页面，指示恢复已完

成。

注意：在启动时， 根据您复制的新配置而不是设备复位之前的先前配

置，执行其所有功能，包括事件规则和日志。例如，仅当新配置文件包含 批

量配置已复制 事件规则时，才会记录 批量配置已复制 事件。

 最后配置 复制记录：

如果您将任何批量配置或设备备份文件复制到 ，则与以下内容类似的

最后一条记录显示在 （批量配置）和

（备份 恢复）页面的底部。

 替代方案：

要使用其他方法执行备份 恢复，请参阅：

 通过 进行备份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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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诊断

界面上有诊断潜在联网问题的工具。

 ：可以用该工具检查是否可以通过网络或 访问主机。

 跟踪路由：可以用该工具确定两台主机或系统之间的网络路由。

 列出 连接可以使用该功能显示 连接列表。

提示：这些网络诊断工具也可以在命令行界面上使用。请参阅网络故障排

除 。

选择 （维护） （网络诊断），然后执

行以下任何功能。

 ：

 在以下字段中键入值。

字段 说明

（网

络主机）

要检查的主机的名称或 地址。

（请求数）

数字，最大值为 。

此数字决定在 主机时要发送多少数据包。

 单击 （运行 ）按钮以 主机。然后显示 结果。

 跟踪路由：

 在以下字段中键入值。

字段 设置 说明

主机名 要检查路由的主机的 地址或名称。

（超时

）

以秒为单位的超时值，用于结束跟踪路由操作。

（使用 数据

包）

要使用 （ ，

控制消息协议）数据包执行跟踪路由命令，

请选中此复选框。

 单击 （运行）按钮。然后显示跟踪路由结果。

 列出 连接

 单击 （列出 连接）标题栏以显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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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诊断信息

重要说明：此功能仅供 现场工程师使用，或者在 技术

支持人员的指导下使用。

可以把 上的诊断文件下载到客户机上。诊断文件压缩成 文件，

应该把它发送给 技术支持部门解读。

只有拥有管理权限或无限制查看权限的用户才能使用此功能。

 检索诊断文件：

 选择 （维护） （下载诊断）

。

 系统提示您保存或打开文件。单击 （保存）按钮。

 技术支持部门的要求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此文件。

重新启动 设备

可以通过 界面远程重新启动 设备。

复位 不会中断连接的服务器的操作，因为出口没有断电。 在重启期

间和之后，在重启之前已通电的出口仍然通电，已断电的出口仍然断电。

警告：重新启动 将删除本地保存在 上的所有网络摄像头快

照。请参阅查看保存的快照和管理存储 。

 重新启动设备：

 选择 （维护） （设备复位）

。

 单击 （重新启动）按钮重新启动 。

 出现一条消息，倒数计时器显示操作的剩余时间。复位操作大约需要一

分钟时间才能完成。

 重新启动完成后，将打开登录页面。

注意：如果在重新启动完成后未重定向到登录页面，请在倒计时消息中单

击文本 （此链接）。

将所有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才能将 的所有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重要说明：在把 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之前，务必要谨慎。这将删除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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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所有信息和定制设置，包括用户配置文件、阈值等。 只保留有功电量

数据和固件升级历史记录。

 将设备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选择 （维护） （设备复位）

。

 单击 （恢复出厂设置）将 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出现一条消息，倒数计时器显示操作的剩余时间。操作大约需要两分钟

时间才能完成。

 复位完成后，将打开登录页面。

注意：如果在复位完成后未重定向到登录页面，请在倒计时消息中单击文

本 （此链接）。

 替代方案：

还有两种方法可以将设备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使用 （机械）复位按钮

 执行 命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

。



使用 界面

检索软件包信息

可以用 界面查看 设备嵌入的当前固件版本和所有开放源代码

软件包的信息。

 检索嵌入软件包信息：

 选择 （维护） （关于 ）。显示开源包

的列表。

 可以单击任何链接以访问相关信息，或者下载任何软件包。

（网络摄像头管理）

网络摄像头相关的菜单项仅在有网络摄像头连接到 时才会显示。 请

参阅连接 网络摄像头 。

使用连接到 的 网络摄像头，您可以通过网络摄像头拍摄

的快照或视频直观地监视 周围的环境。

 要查看快照和视频，您需要 更改网络摄像头配置 或 查看网络摄像头

快照和配置 的权限。

 要配置网络摄像头设置，您需要 更改网络摄像头配置 权限。

如果您的网络摄像头支持音频传输，音频将在实时视频中可用。

您可以将网络摄像头拍摄的快照手动存储到 或远程服务器上。请参阅

查看保存的快照和管理存储 。

可以利用电子邮件或即时消息发送网络摄像头拍摄的快照或视频的链接。

请参阅用电子邮件或即时消息发送快照或视频。

您可以创建事件规则来触发包含网络摄像头快照的电子邮件。请参阅可用

操作 。

有关 网络摄像头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随附的用户文档。

配置网络摄像头和查看实时图像

要配置网络摄像头或查看实时快照 视频会话，请在菜单 中选择

（网络摄像头）。

 实时预览：

 单击 （实时预览）标题栏将其展开。

 显示网络摄像头捕获的实时快照 视频会话。

 默认设置是显示实时快照。间隔时间和图像捕获时间显示在图像的

顶部。

 要保存当前图像，请单击 （保存快照）。请参阅查看保

存的快照和管理存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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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使实时会话也显示在 （主要独立

实时预览）窗口中，请单击 （新建实时预览

窗口）。

 您可以发送此窗口的 以与其他用户共享实时图像。请参阅用

电子邮件或即时消息发送快照或视频。

 要在快照和视频模式之间切换，请参阅下面的设置部分。

 在视频模式下，每秒拍摄的帧数（ ）和拍摄时间将显示在图像的

顶部。

 图像控制：

 单击 （图像控制）标题栏将其展开。

 通过调整相应的滑动条来调节亮度、对比度和饱和度。

 或单击 （设置为网络摄像头默认值）将所

有设置恢复到此网络摄像头的出厂默认值。

 设置

 单击 （编辑设置）按钮。

 输入网络摄像头的名称。最多支持 个字符。

 如果需要，请在每个位置字段中键入位置信息。最多支持 个字符。

 选择网络摄像头的分辨率。

 如果使用通电的 集线器将两个网络摄像头连接到一个

端口，请将分辨率设置为 或更低，以获得最佳性

能。

 选择网络摄像头模式。

 视频 网络摄像头进入视频模式。设置 （每秒帧数）

速率。

 快照 网络摄像头显示来自网络摄像头的静态图像。设置

（快照之间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单击 （保存）按钮。 对设置所做的更改将应用于实时会话。请

参阅上述实时预览部分。

注意：设置更改不适用于在更改之前捕获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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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子邮件或即时短信发送快照或录像

每当您打开 （主要独立实时预览）窗口

时，将为此窗口会话生成唯一的 。一个 最多支持三个会话。因

此，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即时消息向最多两人发送此 。接收者然后

可以单击提供的链接并同时查看实时快照或视频。

提示： 共享相同 的所有实时预览会话，包括发送者的一个

（主要独立实时预览）窗口和远程接收者的两个会

话，在 （连接的用户）列表中标识为一个

用户。您可以断开 用户，以终止特定 的全部三个会话。

请参阅查看连接的用户 查看连接用户 。

为了解释这个主题，消息发送者是用户 ，两个收件人是用户 和 。

在以下任何场景中用户 能够通过链接访问快照或视频图像：

 （主要独立实时预览）窗口在用户

的计算机上保持打开状态。如果是这样，即使用户 退出 界面

或登录会话超时，该链接仍然可用。

 基于相同 的另一个收件人的实时预览会话保持打开状态。也就是

说，用户 的会话保持打开状态。如果是这样，即使用户 关闭了

（主要独立实时预览），该链接仍然

可用。

 用户 的 （主要独立实时预览）窗

口或基于相同 的用户 的会话都未保持打开状态，但空闲超时

期间自上次实时预览窗口会话关闭以来尚未过期。有关空闲超时的信

息，请参阅配置登录设置 。

提示：当空闲超时尚未过期时，该实时预览 的 用户仍然

显示在 （连接的用户）页面上。

最佳实践

作为最佳做法，用户 应使用 （主要独

立实时预览）窗口打开实时快照或视频会话，并保持该窗口打开，直到用

户 通过链接打开实时图像会话。

用户 通过链接打开实时会话后，用户 可以关闭

（主要独立实时预览）窗口。

用户 应该让用户 知道链接已经打开。

 用电子邮件或即时短信发送快照或录像链接：

 通过在菜单 中单击来打开 （网络摄像头）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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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实时预览 新建实

时预览窗口）。独立实时预览窗口中的实时快照或视频将打开。请参阅

配置网络摄像头和查看实时图像。

 复制实时预览窗口中的 ，并通过电子邮件或即时消息应用程序进

行发送。

 让实时预览窗口保持打开状态，直到收件人单击链接打开快照或视频为

止。

查看保存的快照和管理存储

保存快照后，默认将其本地存储在 上。有关保存快照的说明，请参阅

配置网络摄像头和查看实时图像。

最多可以同时将 个图像存储在 上。除非手动删除快照，否则当快

照总数超过 时，最旧的快照会自动被最新的快照覆盖。

要保存 个以上的快照，必须将图像保存在

（ ，通用 文件系统） 上。

快照保存为 文件，并基于连续数字命名，如 、 、 等

等。

警告：重新启动 将删除本地保存在 上的所有网络摄像头快

照。请参阅查看保存的快照和管理存储 。

要查看保存的图像或配置存储设置，请在菜单 中选择

（网络摄像头快照）。

 查看和管理保存的图像：

 从列表中单击要查看的快照。

 如果指定的 服务器中保存的快照列表超过一页，则

可以通过单击顶部的分页栏在可用页面之间进行切换。

如果超过 页并且栏中显示的页码没有显示所需页面，请单击

让它显示后五个或前五个页码（如有）。

 所选快照及其信息（如捕获的时间和分辨率）显示在同一页面上。

 如果尚未列出最新保存的快照，请单击列表顶部的 （刷

新）。

 手动删除任何图像：

 选择要删除的图像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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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选择所有图像，请选择标题行中最上面的复选框。

 在列表的顶部，单击 （删除所选项）。

 单击确认消息上的 （删除）。

 配置存储设置：

 单击 （设置）。

 单击 （存储类型）字段以选择所需的存储位置，并根据

需要进行配置。

存储位置 说明

本地 本地表示 。这是默认设置。

快照将保存在通用 文件系统 上。

为此服务器配置以下字段：

 （服务器） 所需的 服务

器

 （共享 文件夹） 这是共享驱动器

文件夹

 （用户名） 用于服务器访问

 （密码） 用于服务器访问

 在 （容量）字段中，键入值以确定可以在所选存储位置保存

的最大快照数。

 单击 （保存）按钮。



本 节协助你设置 使用 管理器。可以配置 把陷

阱或通知发送到 管理器，同时接受 和 命令以检索状态

并配置一些基本设置。

在本章内

启用和配置

下载

和

启用和配置

要与 管理器通信，必须在 上启用 协议。默认情况下，

启用 的 只读 模式。

协议支持加密通信。要利用此功能，必须配置具有 访

问权限的用户，并设置身份验证密码短语和隐私权密码短语，这些作为

和 之间的共享密钥。

重要说明：必须下载适用于 的 ，才能与 管理器

通信。请参阅下载 。

 启用 和 或 协议：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服务）

。

 在 （ 代理）部分，启用 或

，并配置相关字段，如公用串。

 如果启用了 ，则必须确定哪些用户应具有 访问

权限。见下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 设置 配置 设置

。

 配置用户进行 访问：

 选择 （用户管理） （用户）。

 创建或修改用户以启用其 访问权限。

 如果启用了身份验证和隐私，请在用户设置中配置 密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用户 。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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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用 通知：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服务）

。

 在 （ 通知）部分中，启用 通知功

能，并配置相关字段。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通知

 通知

注意： 对 页面上的 （ 通知）部分所

做的任何更改将更新 系统 通知操作 的设置，反之亦然。 请参阅

可用操作 。

通知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服务）

。

 在 （ 代理）中，确保选中

（启用 ）复选框。

 在 （ 通知）部分中，确保选中

（启用 通知）复选框。

 选择 （ 陷阱）或 （

通知）作为通知类型。

 在以下字段中键入值。

字段 说明

（超时） 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经过此时间后，如果没有

收到第一个通知，则重新发送新的通知通信。

 例如，每 秒重新发送一次新的通知通信。

（重试次数）

如果通信失败，您要重新发送通知通信的次数。

 例如，当初始通信失败时，通知通信最多重新发

送 次。

（主机） 要访问的设备的 地址。这是 代理要将通

知发送到的地址。

您最多可以指定 个 目的地。

端口 用于访问设备的端口号。

（公用

名）

用于访问设备的 公用串。公用名是代表

和所有 管理站的组。

 单击 （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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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服务）

。

 在 （ 代理）中，确保选中

（启用 ）复选框。

 在 （ 通知）部分中，确保选中

（启用 通知）复选框。

 选择 （ 陷阱）或 （ 通

知）作为通知类型。

 对于 ，预填充引擎 。

 在以下字段中键入值。

字段 说明

（主机） 要访问的设备的 地址。

这是 代理要将通知发送到的地址。

端口 用于访问设备的端口号。

（用户 ）用于访问设备的用户名。

 确保用户具有 访问权限。

（超时） 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经过此时间后，如果没有

收到第一个通知，则重新发送新的通知通信。

 例如，每 秒重新发送一次新的通知通信。

（重试次数）

指定通信失败时，您要重新发送通知通信的次数。

 例如，当初始通信失败时，通知通信最多重新发

送 次。

（安

全级别）

有三种类型可供选择。

 不需要身份验证和隐私协议。

 只需要身份验证。

 需要身份验证和隐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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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说明

（验证协

议），

（验证

密码），

（确认

验证密码）

当安全级别设置为 或 时，这

三个字段可用。

 选择验证协议 或

 输入验证密码

（隐私协议），

（隐私

密码），

（确认

隐私密码）

当安全级别设置为 时，这三个字段可用。

 选择隐私协议 或

 输入隐私密码，然后确认隐私密码

 单击 （保存）按钮。

下载

您必须下载适当的 文件才能成功进行 通信。始终使用

从 的当前固件下载的最新 。

您可以通过 界面的两个不同页面下载 。

 通过 页面下载 ：

 选择 （设备设置） （网络服务）

。

 单击 （下载 ）标题栏。

 选择要下载的 文件。

 ： 电源管理所用的 文件。

 ：资产管理所用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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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管理 热交换器的 文件。

 单击 （保存）按钮，把文件保存到计算机上。

 通过设备信息页面下载 ：

 选择 （维护） （设备信息）。

 在 （信息）部分中，单击所需的下载链接：

 

 

 

 单击 （保存）按钮，把文件保存到计算机上。

注意：仅当启用 支持后， 才可用。请参阅杂项 。

和

除了发送通知， 还能接受第三方 管理器发出的 请

求和 请求。

 请求用于检索有关 的信息，如系统位置。，以及特定出口上

的电流。

 请求用于配置这些信息中的一部分，例如 系统名称。

注意： 系统名称是 设备名称。在更改 系统名称时，

同时更改 界面显示的设备名称。

不支持使用 请求配置与 相关的参数。

这些请求的有效对象仅限于在 和定制

里找到的那些对象。

同时使用 设备和 管理器需要 文件。

文件描述 功能。



使用

布局

打开 ，显示在设备层和各个出口层描述 系统的定制对象。

在文件开头的父组下面列出这些对象，这是标准做法。这些对象分别在后

面的不同地方出现，并加以定义和详细描述。

例如 组包含整个 的传感器读数对象。本组下

面列出的 对象稍后在 里被描述为

。 是 组的一部分，描

述 额定电流。

和阈值

可以在 管理器上用 命令配置几个对象。在 里，

可以配置的对象拥有 级 权限。

这些对象包括阈值对象，让 在超过某些参数时发出警告，并发送

通知。有关阈值如何工作的说明，请参阅传感器阈值设置 。

注意：在用 命令配置阈值时，确保上临界阈值大于上警告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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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服务器设置

使用 ，您可以在 中更改以下与 服务

器相关的设置：

 启用或禁用通过 服务器同步设备的日期和时间

（ ）

 启用或禁用 分配的 服务器的使用（如果启用与 服

务器的同步）（ ）

 手动分配主要 服务器（如果禁止使用 分配的 服务

器）（ 和

）

 手动分配次要 服务器（可选）

（ 和

）

提示：要指定时区，请改用 或 界面。对于 ，请参阅设置时

区 。有关 界面，请参阅设置日期和时间 。

当使用 命令指定或更改 服务器时，需要同时在命令行中

设置 服务器的地址类型和地址。

例如，将主 服务器地址从 （ ）更改为主机名的

命令如下所示：

snmpset -v2c -c private 192.168.84.84 

firstNTPServerAddressType = dns firstNTPServerAddress = 

"angu.pep.com"

启用阈值注意事项

在通过 启用此前被禁用的阈值时，确保在实际启用所有阈值之前先

给它们设置合适的值。否则，可能会显示错误消息。



本节介绍如何用命令行界面 管理 设备。

命令区分大小写。

在本章内

关于命令行界面

登录命令行界面

命令

查询可用的命令参数

显示信息

清除信息

配置 设备和网络

限电配置命令

电源控制操作

执行器控制操作

解除用户锁定

复位

网络故障排除

获取上一个命令

自动完成命令

退出命令行界面

关于命令行界面

有命令行界面，数据中心管理员可以用它执行一些基本管理任务。

可以用此界面执行下列任务：

 复位 设备

 显示 信息和网络信息，例如设备名称、固件版本、 地址等

 配置 设置和网络设置

 排除网络问题

可以使用 等终端仿真程序或 等 或

客户机，通过本地连接访问此界面。

注意：默认禁用 访问，因为它进行开放式通信，所以不安全。 要

启用 ，请参阅更改 设置 。

使用命令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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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命令行界面

使用 通过串行连接登录，与使用 或 登录有

少许差异。

如果启用了安全登录协议，则必须接受协议才能完成登录。 首先对用户进

行身份验证，然后检查安全标题。

使用

可以使用任何终端仿真程序，在本地访问命令行界面。

本节说明 ，这是 之前的 操作系

统的一部分。

 用 登录：

 通过本地连接将计算机连接到 。

 在计算机上启动 ，打开控制台窗口。打开的第一个窗

口是空白窗口。

确保 端口设置使用此配置：

 （比特率）

 （数据位）

 （停止位）

 （奇偶校验） （无）

 （流控制） （无）

提示：对于 连接来说，您可以选择 （控制面板）

（系统） （硬件） （设备管理

器），然后在 （端口组）下找到

，即可确定 端口。

 在通信程序中，按 以发送一个回车符至 。 出现用户名提

示符。

 输入名称，然后按 。 名称区分大小写。 系统提示你输入密码。

 输入密码，按 键。密码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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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确输入密码之后，显示 或 系统提示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 用户指南 中的不同 模式和提示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模式

和提示符 。

提示：如果在此之前曾经用同一个用户配置文件登录此产品的 界

面或 ，还显示 （上次登录）信息，包括登录日期和时
间。

 现在登录到命令行界面，可以开始管理 了。

使用 或

可以用 等 或 客户机远程登录命令行界面 。

注意： 是免费程序，可以在 上下载。参看 文档了
解配置详情。

 用 或 登录：

 确保启用了 或 。请参阅 用户指南 中的配置网络服务。

 启动 客户机或 客户机，打开控制台窗口。显示 提

示符。

 输入名称，然后按 。 名称区分大小写。

注意：如果使用 客户机，名称长度不得超过 个字符。否则登
录失败。

系统提示你输入密码。

 输入密码，按 键。密码区分大小写。

 在正确输入密码之后，显示 或 系统提示符。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 用户指南 中的不同 模式和提示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

模式和提示符 。

提示：如果在此之前曾经用同一个用户配置文件登录此产品的 界

面或 ，还显示 （上次登录）信息，包括登录日期和时
间。

 现在登录到命令行界面，可以开始管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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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通过连接的模拟调制解调器远程访问 。当 访问不可用

时，此功能特别有用。

 通过调制解调器连接到 ：

 确保 已连接模拟调制解调器。请参阅连接模拟调制解调器

。

 确保您正在使用的计算机已连接相应的调制解调器。

 启动终端仿真程序，并根据为连接到 的模拟调制解调器设置的波

特率配置其波特率设置。请参阅配置串行端口 。

 键入以下 命令以便与 建立连接。

ATD<modem phone number>

 成功建立连接后，会出现 登录提示。然后键入用户名和密码以登

录 。

 断开与 的连接：

 使用转义码 返回到调制解调器的命令模式。

 出现 提示后，键入以下 命令以断开与 的连接。

ATH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模式和提示符

命令行界面显示的系统提示符取决于你使用的登录名和进入的模式。

 用户模式当你作为没有配置 设备所需的完整权限的普通用户登

录时，显示 提示符。

 管理员模式当你作为具有配置 设备所需的完整权限的管理员登

录时，显示 提示符。

 配置模式可以从管理员或用户模式进入配置模式。在此模式下，提示

符变成 或 ，你可以更改 设备和网络配置。

请参阅进入配置模式 。

 诊断模式可以从管理员或用户模式进入诊断模式。在此模式下，提示

符变成 或 ，你可以执行网络故障排除命令，例如

命令。请参阅进入诊断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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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本地连接

在通过本地连接访问 设备完毕之后，关闭窗口或终端仿真程序。

在访问或升级多台 设备时，不要在不关闭本地连接窗口的情况下

把本地连接电缆从一台设备移到另一台设备上。

命令

帮助 命令显示可用于当前模式的主要 命令的列表。如果你不熟悉

命令，这很有用。

 管理员模式下的帮助命令：

#

 配置模式下的帮助命令：

config:#

 诊断模式下的帮助命令：

diag:#

键入帮助命令后按 键，显示当前模式的主要命令列表。

提示：可以在查询的命令之后加上帮助命令，了解可在特定 命令上使

用哪些参数。请参阅查询可用的命令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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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可用的命令参数

如果您不确定特定类型的 命令可以使用哪些命令或参数（或其语法），

可以在此命令后面添加一个空格和帮助命令 ， 即可显示相关信息。

显示可用参数列表及其说明。

下面说明几个查询示例。

 查询 命令的可用参数：

# show ?

 查询 命令的可用参数：

# show user ?

 查询可用的网络配置参数：

config:# network ?

 查询可用的角色配置参数：

config:# role ?

 查询 命令的可用参数：

config:# role create ?

显示信息

您可以使用 命令查看当前设置或 设备或其部件的状态，例如

地址、联网模式、固件版本、内部或外部传感器的状态或读数、用户配

置文件等

部分 命令有两种格式，其中一种带 参数，另一种不带

参数。二者的区别在于不带 参数的命令显示简短信息，而

带 参数的命令显示详细信息。

在输入 命令之后，按 执行命令。

注意： 提示符可能被 提示符取代，视登录名而定。请参阅不同的

模式和提示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模式和提示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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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置

此命令显示所有网络配置和所有网络接口的信息，如 地址、 地址、

以太网接口的双工模式和无线接口的状态 设置。

# show network

配置

此命令仅显示与 有关的配置，例如 和 配置、地址、网关和

子网掩码。

提示：要显示仅 和仅 配置数据，请参阅仅 或仅 配

置 。

# show network ip common

要显示特定网络接口的 相关配置，请使用以下命令。

# 显示网络 ip 界面 <ETH>

变量：

 是网络接口之一：以太网 或者 、无线、桥接或全

部。 请注意，如果您的 设置为桥接模式，则必须选择 配置桥接

口。

注意： 在桥接模式下，只有 （桥接）接口的 参数有效。

（以太网） 或者 和 （无线）接口

的 参数不起作用。

选项 说明

显示 接口的 相关配置。

显示 接口的 相关配置。

显示 接口的 相关配置。

显示 接口的 相关配置。

显示 接口的 相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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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显示所有接口的 相关配置。

可以键入不带单词 的 命令。 例如，显示

网络 界面。

仅 或仅 配置

要显示仅 配置或仅 配置，请使用以下任何命令。

提示：要显示 和 配置数据，请参阅 配置 。

 显示所有 配置：

# show network ipv4 common

 显示所有 配置：

# show network ipv6 common

 显示特定网络接口的 配置：

# show network ipv4 interface <ETH>

 显示特定网络接口的 配置：

# show network ipv6 interface <ETH>

变量：

 是网络接口之一：以太网 或者 、无线、桥接或全

部。 请注意，如果您的 设置为桥接模式，则必须选择 配置桥接

口。

注意： 在桥接模式下，只有 （桥接）接口的 参数有效。

（以太网） 或者 和 （无线）接口

的 参数不起作用。

选项 说明

显示 接口的 或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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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显示 接口的 或 配置。

显示 接口的 或 配置。

显示 接口的 或 配置。

显示 接口的 或 配置。

显示所有接口的 或 配置。

可以键入不带单词 的 命令。 例如，

。

网络接口设置

此命令显示与 配置无关的指定网络接口的信息。例如，以太网端口的

接口速度和双工模式，或无线接口的 参数和验证协议。

# show network interface <ETH>

变量：

 是网络接口之一：以太网 或者 、无线、桥接或全

部。 请注意，如果您的 设置为桥接模式，则必须选择 配置桥接

口。

注意： 在桥接模式下，只有 （桥接）接口的 参数有效。

（以太网） 或者 和 （无线）接口

的 参数不起作用。

选项 说明

显示 接口的非 设置。

显示 接口的非 设置。

显示 接口的非 设置。

显示 接口的非 设置。

显示 接口的非 设置。



使用命令行界面

选项 说明

显示所有接口的非 设置。

可以键入不带单词 的 命令。 例如，

。

网络服务设置

此命令仅显示网络服务设置，包括 设置， 、 、 和

服务的 端口，以及 设置。

# show network services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 、 、 、 、

和 。

选项 说明

显示所有网络服务的设置，包括 、 、

、 和 。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取相同
数据。

只显示 服务 端口。

只显示 服务 端口。

只显示 服务设置。

只显示 服务设置。

只显示 设置。

只显示 服务设置。

只显示零配置广播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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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此命令显示 配置，例如设备名称、固件版本和型号。

# show pdu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pdu details

出口信息

此命令语法显示出口信息。

# show outlets <n>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outlets <n>details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一个数字。

选项 说明

显示所有出口的信息。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取相同
数据。

特定出口编号 只显示指定出口的信息。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出口名称和状态。

 如果带 参数，除了显示出口状态，还显示更多出口信息，例如

额定电流、电压、有功功率、有功电能和出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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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信息

此命令语法显示入口信息。

# show inlets <n>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inlets <n> details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一个数字。

选项 说明

显示所有入口的信息。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取相同
数据。

特定入口编号 只显示指定入口的信息。

只有在 有多个入口时，才需要指定入口编号。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入口名称和 电流。

 如果带 参数，除了显示入口名称和 电流之外，还显示更

多入口信息，例如入口的 电压、有功功率和有功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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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流保护器信息

此命令仅适用于带有用于保护出口的过电流保护器的型号。

此命令语法显示过电流保护器信息，如断路器或保险丝。

# show ocp <n>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ocp <n> details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一个数字。

选项 说明

显示所有过流保护器的信息。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取相同
数据。

特定的过电流保

护器编号

仅显示指定的过电流保护器的信息。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过电流保护器状态和名称。

 如果带 参数，除了显示状态，还显示更多过电流保护器信息，

例如额定值和 电流值。

日期和时间设置

此命令显示 设备上的当前日期和时间设置。

# show time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tim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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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计量单位

此命令显示应用于所有用户（特别是通过远程验证服务器验证的用户）的

和 界面的默认计量单位。

# show user defaultPreferences

注意：如果用户设置了自己的首选计量单位，或者管理员更改了任何用户

的首选单位，则该用户登录到 后， 和 界面将显示该用户的
首选计量单位，而不是默认单位。有关特定用户的首选计量单位，请参阅

现有用户配置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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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传感器信息

此命令语法显示环境传感器信息。

show externalsensors <n>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show externalsensors <n> details

外部传感器 3 (‘温度 1')

传感器类型：温度

读数：     31.8 deg C (正常)

序列号：          AEI0950133

描述：            未配置

位置：               X 未配置

                        Y 未配置

                        Z 未配置

位置                端口 1

使用默认阈值：是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一个数字。

选项 说明

所有 显示所有环境传感器的信息。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取相同
数据。

特定环境传感器

编号

只显示指定环境传感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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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传感器编号是给传感器指定的 号，可以在 界面的

（外围设备）页上找到传感器编号。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传感器 、传感器类型和读数。

注意：状态传感器显示传感器状态而非读数。

 如果带 参数，除了显示 号和传感器读数，还显示更多信息，

例如序列号、传感器位置和 坐标。

注意： 传感器包不提供链位置信息。

环境传感器包信息

与 显示外部传感器 命令不同，该命令显示单个环境传感器的读取、状态和

配置，以下命令显示所有连接的环境传感器包的信息，每个传感器包可能

包含多个传感器或执行器。

# 显示 peripheralDevicePackages

显示类似于以下内容的信息。环境传感器包是外围设备包。

外围设备包装 1

序列号： AEI7A00022

包装规格： DPX-T1H1

位置  端口 1

包装状态： 动态

固件版本 不可用

外围设备包装 2

序列号： AEI7A00021

包装规格： DPX-T3H1

位置  端口 1

包装状态： 动态

固件版本 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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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器信息

此命令语法显示执行器的信息。

# 显示执行器 <n>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显示执行器 <n> details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一个数字。

选项 说明

所有 显示所有执行器的信息。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取相同
数据。

特定执行器编号 只显示指定执行器的信息。

执行器编号是分配给执行器的 号。 可以使用 界面或

找到 号。它是从 开始的整数。

显示的信息：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执行器 、类型和状态。

 如果带 参数，除了显示 号和执行器状态，还显示更多信息，

例如序列号和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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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传感器阈值信息

此命令语法显示与指定出口传感器阈值有关的信息。

# show sensor outlet <n> <sensor type>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sensor outlet <n> <sensor type> details

变量：

 是要查询其传感器的出口的编号。

 是下列其中一种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类型 说明

电流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

有功功率传感器

视在功率传感器

功率因数传感器

有功电量传感器

线路频率传感器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指定出口传感器的读数、状态、阈值、

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设置。

 如果带 参数，可以显示更多传感器信息，包括分辨率和范围。

 如果不支持请求的传感器类型，显示 （传感器

不可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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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接线柱传感器阈值信息

此命令仅适用于在线 监视器，包括 和

此命令语法显示与指定出口接线柱传感器阈值有关的信息。

# show sensor outletpole <n> <p> <sensor type>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sensor outletpole <n> <p> <sensor type> details

变量：

 是要查询其接线柱传感器的出口的编号。

 是要查询其传感器的出口接线柱的标签。

接线柱 标签 电流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

 是下列其中一种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类型 说明

电流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

有功功率传感器

视在功率传感器

功率因数传感器

有功电量传感器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指定出口接线柱传感器的读数、状态、

阈值、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设置。

 如果带 参数，可以显示更多传感器信息，包括分辨率和范围。

 如果不支持请求的传感器类型，显示 （传感器

不可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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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传感器阈值信息

此命令不适用于在线 监视器（ 系列）。

此命令语法显示与指定入口传感器阈值有关的信息。

# show sensor inlet <n> <sensor type>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sensor inlet <n> <sensor type> details

变量：

 是要查询其传感器的入口的编号。 对于单入口 ， 始终

是 。

 是下列其中一种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类型 说明

电流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

有功功率传感器

视在功率传感器

功率因数传感器

有功电量传感器

不平衡负载传感器

线路频率传感器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指定的入口传感器的读数、状态、阈值、

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设置。

 如果带 参数，可以显示更多传感器信息，包括分辨率和范围。

 如果不支持请求的传感器类型，显示 （传感器

不可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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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接线柱传感器阈值信息

此命令只适用于三相 ，不包括有在线 监视器（ 系列）。

此命令语法显示与指定入口接线柱传感器的阈值有关的信息。

# show sensor inletpole <n> <p> <sensor type>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sensor inletpole <n> <p> <sensor type> details

变量：

 是要查询其接线柱传感器的入口的编号。 对于单入口 ，

始终是 。

 是要查询其传感器的入口接线柱的标签。

接线柱 标签 电流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

 是下列其中一种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类型 说明

电流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

有功功率传感器

视在功率传感器

功率因数传感器

有功电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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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指定的入口接线柱传感器的读数、状态、

阈值、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设置。

 如果带 参数，可以显示更多传感器信息，包括分辨率和范围。

 如果不支持请求的传感器类型，显示 （传感器

不可用）消息。

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阈值信息

此命令仅适用于带有用于保护出口的过电流保护器的型号。

此命令语法显示与指定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的阈值有关的信息。

# show sensor ocp <n> <sensor type>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sensor ocp <n> <sensor type> details

变量：

 是要查询其传感器的过电流保护器的编号。

 是下列其中一种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类型 说明

电流传感器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指定的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的读数、状

态、阈值、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设置。

 如果带 参数，可以显示更多传感器信息，包括分辨率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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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传感器阈值信息

此命令语法显示与指定环境传感器阈值有关的信息。

# show sensor externalsensor <n>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sensor externalsensor <n> details

外部传感器 3 (温度):

读数：31.8 deg C

状态：   常态

有效阈值:传感器特定阈值

温度传感器默认阈值：

下限临界阈值:10.0 deg C

下限警告阈值:15.0 deg C

上限警告阈值：30.0 deg C

上限临界阈值：35.0 deg C

反断言滞后:   1.0 deg C

断言超时:        0 示例

传感器特定阈值：

下限临界阈值:8.0 deg C

下限警告阈值:13.0 deg C

上限警告阈值：28.0 deg C

上限临界阈值：33.0 deg C

反断言滞后:   1.0 deg C

断言超时:        0 示例

变量：

 是环境传感器编号。 环境传感器编号是给传感器指定的 号，

可以在 界面的 （外围设备）页上找到传感器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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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指定环境传感器的读数、阈值、反断言

滞后和断言超时设置。

 如果带 参数，可以显示更多传感器信息，包括分辨率和范围。

注意：状态传感器没有与阈值和精度相关的数据。

环境传感器默认阈值

此命令语法显示某种传感器类型的默认阈值，这些阈值是应用于指定类型

传感器的初始阈值。

# show defaultThresholds <sensor type>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defaultThresholds <sensor type> details

变量：

 是以下数字传感器类型之一：

传感器类型 说明

绝对湿度传感器

相对湿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气压传感器

空气流量传感器

振动传感器

所有上述数字传感器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取
相同数据。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指定传感器类型的默认上限和下限阈

值、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设置。

 如果带 参数，除了默认阈值设置之外还显示阈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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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置

此命令显示 的安全设置。

# show security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security details

 如果不带 参数，显示 访问控制、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密

码策略和 加密等信息。

 如果带 参数，显示更多安全信息，例如用户锁定时间、用户空

闲超时和前面板权限（如果您的型号支持）。

现有用户配置文件

此命令显示一个或所有现有用户配置文件的数据。

# show user <user_name>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user <user_name> details

变量：

 是要查询其配置文件的用户的名称。此变量可以是下列

其中一个选项： 或用户的名称。

选项 说明

此选项显示所有现有用户配置文件。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
取相同数据。

特定用户的名称 此选项只显示指定用户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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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四种用户信息：用户名、用户 启用

状态、 访问权限和角色。

 如果带 参数，显示更多用户信息，例如电话号码、 电子邮件

地址、首选计量单位等。

现有角色

此命令显示一个或所有现有角色的数据。

# show roles <role_name>

变量：

 是要查询其权限的角色的名称。此变量可以是下列其中

一个选项：

选项 说明

此选项显示所有现有角色。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
取相同数据。

特定角色的名称 此选项只显示指定角色的数据。

 显示角色设置，包括角色说明和权限。

限电设置

此命令语法显示限电设置。

# show loadshedding

 显示限电状态和非 关键出口。

注意：限电模式与关键出口和非关键出口关联。要通过 指定关键出口

和非关键出口，请参阅指定非关键出口 。



使用命令行界面

串行端口设置

此命令显示 设备上 （控制台 调制解调器）串行

端口的波特率设置。

# show serial

设置

此命令显示 管理的 设备的电流配置。

# show energywise

资产条设置

此命令显示资产条设置，例如机架单元（标签端口）总数、资产条状态、

编号模式、方向、可用标签和 颜色设置。

# show assetStrip <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一个数字。

选项 说明

显示所有资产条信息。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取相同
数据。

特定资产条编号 显示连接到指定 端口号的资产条的设

置。

对于仅具有一个 端口的 设备，有效

编号始终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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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条的机架单元设置

机架单位指的是资产条上的标签端口。 此命令显示资产条上特定机架单元

或所有机架单元的设置，例如机架单元的 颜色和 模式。

# 显示 rackUnit <n> <rack_unit>

变量：

 是用于物理连接所选资产条的 端口的编号。对于仅具

有一个 端口的 设备，编号始终为 。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特定机架单元的索引号。

选项 说明

显示指定资产条上所有机架单元的设置。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取相同
数据。

特定编号 显示指定资产条上特定机架单元的设置。

使用索引号指定机架单元。 可在资产条或 界

面的 （资产条）页面上找到索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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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片扩展条设置

此命令显示刀片扩展条的信息，包括标签端口的总数，任何已连接标签的

（条形码）编号（如果可用）。

# 显示 bladeSlot <n> <rack_unit> <slot>

变量：

 是用于物理连接所选资产条的 端口的编号。对于仅具

有一个 端口的 设备，编号始终为 。

 是所选资产条上所需机架单元（标签端口）的索引号。可

在资产条或 界面的 （资产条）页面上找到索引号。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刀片扩展条上特定编号的标签端

口。

选项 说明

显示连接到特定机架单元的指定刀片扩展条上的所

有标签端口的信息。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取相同
数据。

特定编号 显示连接到特定机架单元的刀片扩展条上的指定标

签端口的信息。

（资产条）页面上提供刀片扩展条上的每

个标签端口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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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日志）

用于显示事件日志的命令以 show eventlog 开头。您可以添加 或

参数或两者来显示特定事件。

 显示最后 个条目：

# show eventlog

 显示事件日志中特定数量的最后条目：

# show eventlog limit <n>

 仅显示特定类型的事件：

# show eventlog class <event_type>

 仅显示与特定类型的事件相关联的特定数量的最后条目：

# show eventlog limit <n> class <event_type>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一个数字。

选项 说明

显示事件日志中的所有条目。

一个整数 显示事件日志中指定数量的最后条目。数字范围介于

到 之间。

 是以下事件类型之一。

事件类型 说明

所有事件。

与设备相关的事件，如系统启动或固件升级事

件。

用户管理事件，如新用户配置文件或新角色。

用户活动，如登录或注销。

显示与 相关的事件，如进入或退出限电

模式。

内部或外部传感器事件，如任何传感器的状态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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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 说明

服务器监视记录，例如服务器声明为可访问或

不可访问。

资产管理事件，如资产标签连接或断开

连接。

热交换器事件。

调制解调器相关事件。

计划的操作事件。

网络摄像头管理的事件（如果有）。

读卡器管理的事件（如果有）。

相关事件，如启用

功能的支持。

无线 诊断日志

此命令显示无线 连接的诊断日志。

# show wlanlog

服务器可访问性信息

此命令显示所有服务器可访问性信息以及受监视服务器和状态的列表。

# show serverReach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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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服务器的服务器可访问性信息

要仅显示某个 设备的服务器可访问性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show serverReachability server <n>

如要显示详细信息，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

# show serverReachability server <n> details

变量：

 是一个数字，表示 设备在受监视服务器列表中的顺序。

您可以使用 命令找到每个 设备的序号， show 

serverReachability 如下图所示。

 如果不带 参数，只显示指定设备的 地址、监控启用 禁用

状态和当前状态。

 如果带有 参数，将显示指定设备的更多设置，例如 次数

和下一次 之前的等待时间。

命令历史记录

此命令语法显示在当前连接会话中输入的命令历史记录。

# show history

 显示之前在当前会话中输入的命令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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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录缓冲区大小

此命令语法显示存储历史命令的历史记录缓冲区的大小。

# show history bufferlength

 显示当前历史缓冲区大小。

可靠性数据

此命令显示可靠性数据。

# show reliability data

可靠性错误日志

此命令显示可靠性错误日志。

# show reliability errorlog <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零）或其他任何整数。

选项 说明

显示可靠性错误日志里的所有项。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取所有数
据。

特定整数 显示可靠性错误日志里指定编号的项。

示例

本节举例说明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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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基本安全信息

下图显示 命令的输出。

示例 详细安全信息

输入 命令时将显示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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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基本 信息

下图说明 命令输出。

示例 详细 信息

输入 命令显示更多信息。 显示的信息因您购买的型号

而异。

清除信息

您可以使用 命令从 中删除不必要的数据。

在输入 命令之后，按 键执行命令。

注意： 提示符可能被 提示符取代，视登录名而定。请参阅不同的

模式和提示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模式和提示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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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事件日志

此命令从事件日志中删除所有数据。

# clear eventlog

或者

# clear eventlog

如果输入了不带 /y 的命令，显示一条消息提示你确认操作。键入 y 以

清除事件日志，或键入 n 以中止操作。

如果键入 ，则删除事件日志中的所有数据后，将显示消息

（事件日志已成功清除）。

清除 日志

此命令从无线 （ ）连接的诊断日志中删除所有数据。

# clear wlanlog

或者

# clear wlanlog /y

如果输入了不带 /y 的命令，显示一条消息提示你确认操作。键入 y 以

清除 日志，或键入 n 以中止操作。

如果键入 ，将显示消息 （ 日

志已成功清除），以指示已删除 日志中的所有数据。

配置 设备和网络

要通过 配置 设备或网络设置，强烈建议以管理员身份登录，以

便具有完全权限。

要配置任何设置，进入配置模式。 配置命令区分大小写，必须正确输入大

小写字母。

进入配置模式

配置命令只能在配置模式下使用。

 进入配置模式：

 确保进入管理员模式，并显示 提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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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从用户模式进入配置模式，配置更改权限可能会有限制。请

参阅不同的 模式和提示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模式和提示符

。

 输入 config，然后按 。

 显示 提示符，表示你进入了配置模式。

 现在可以输入任何配置命令，然后按 键更改设置。

重要说明：为了应用新配置设置，必须在关闭终端仿真程序之前发出

命令。在关闭终端仿真程序时，并不保存任何配置更改。请参阅退出配置

模式 。

退出配置模式

可以输入 或 命令退出配置模式。二者的区域在于 保

存你在配置模式下进行的所有更改，而 放弃所有更改。

 输入任一个命令退出配置模式：

config:# apply

或者

config:# cancel

在按 键之后显示 或 提示符，表示你进入了管理员或用户模

式。请参阅不同的 模式和提示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模式和提示符

。

配置命令

配置命令以 开头。可以使用 配置命令更改应用于整个

设备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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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名称

此命令更改 设备的名称。

config:# pdu name "<name>"

变量：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如果

变量包含空格，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设置出口继电器行为

此命令语法确定 型号上所有出口的继电器行为。

config:# pdu relayBehaviorOnPowerLoss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注意：有关出口继电器行为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锁定继电器行为

闭锁继电器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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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出口通电顺序

此命令设置在 通电时的出口通电顺序。

config:# pdu outletSequence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用逗号分隔开的出口编号

列表。

选项 说明

在 设备通电时，按升序顺序（从出口 到最

后一个出口）给所有出口通电。

用逗号分隔开的

出口编号列表

给用逗号分隔开的列表指定的所有出口通电。

列表必须包括 的所有出口。

注意：在锁定模式下禁用通电顺序。请参阅 锁定继电器行为

闭锁继电器动作 。

设置出口通电顺序延迟

此命令设置在所有出口按顺序通电时的出口通电延迟（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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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pdu outletSequenceDelay <outlet1>:<delay1>;<outlet2>:<delay2>;

<outlet3>:<delay3>;...

用冒号把出口编号和延迟设置分隔开。用分号把带延迟的出口分隔开。

变量：

 、 、 等是各个出口编号或使用破折号的出

口范围。 例如， 表示出口 到 。

 、 、 等是以秒为单位的延迟时间。

注意：在锁定模式下禁用通电顺序。请参阅 锁定继电器行为

闭锁继电器动作 。

设置 定义的默认出口状态

此命令决定在 通电后所有出口的初始电源状态。

config:# pdu outletStateOnDeviceStartup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或 。

选项 说明

在 设备通电时，给所有出口断电。

在 设备通电时，给所有出口通电。

在 再次通电时，把所有出口恢复到在断开

设备电源之前的先前状态。

闭锁继电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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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重新通电期间的 定义的断电时间

此命令设置重新通电期间所有出口的断电时间。

config:# pdu cyclingPowerOffPeriod <timing>

变量：

 是重新通电期间的断电时间（秒），这是在 之间的

整数，或者是 ，表示遵循 定义的定时。

设置浪涌保护延迟时间

此命令设置浪涌保护延迟。

config:# pdu inrushGuardDelay <timing>

变量：

 是在 毫秒之间的延迟时间。

设置出口初始化延迟

此命令决定在设备启动过程中的出口初始化延迟。有关出口初始化延迟的

信息，请参阅 。

config:# pdu outletInitializationDelayOnDeviceStartup <timing>

变量：

 是在 秒之间的延迟时间。

闭锁继电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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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非关键出口

此命令决定关键出口和非关键出口，与限电模式关联。请参阅限电模式

。

config:# pdu nonCriticalOutlets <outlets1>:false;<outlets2>:true

用冒号把出口编号和设置分隔开。用分号把 和 分隔开。

变量：

 是一个或多个要设置为关键出口的出口编号。用逗号把出

口编号分隔开。

针对连续出口范围使用破折号。 例如， 表示出口 到 。

 是一个或多个要设置为非 关键出口的出口编号。用逗号把

出口编号分隔开。

针对连续出口范围使用破折号。 例如， 表示出口 到 。

启用或禁用数据记录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数据记录功能。

config:# pdu dataRetrieval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数据记录功能。

禁用数据记录功能。

参看设置数据记录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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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每个日志条目的数据记录次数

此命令定义每个日志条目累积的测量次数。

config:# pdu measurementsPerLogEntry <number>

变量：

 是在 之间的整数，默认设置是每个日志项 次采

样。

参看设置数据记录了解详情。

指定设备海拔

此命令指定 设备的海拔（米）。 如果连接 的 差分气

压传感器，必须指定 设备的海拔，这是因为设备的海拔与海拔修正因

子相关。参看海拔修正因子 。

config:# pdu deviceAltitude <altitude>

变量：

 是在 米之间的整数。

设置环境传感器 坐标格式

此命令允许或禁止使用机架单元指定环境传感器高度（ 坐标）。

config:# pdu externalSensorsZCoordinateFormat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坐标高度是按标准机架测量而得的。如果选择此

选项，可以按机架单位输入一个数值描述任何环境

传感器或执行器的 坐标。

可以用任何字母数字字符串指定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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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确定 坐标格式之后，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值。参看设置 坐标

。

启用或禁用外围设备自动管理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外围设备自动管理功能。

config:# pdu peripheralDeviceAutoManagement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环境传感器包的自动管理功能。

禁用环境传感器包的自动管理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动管理功能的工作原理 自动管理功能的工

作方式 。

示例

本节说明了几个 配置示例。

示例 命名

下列命令给 指定 名称。

config:# pdu name "my px12"

示例 出口顺序

在有 个出口的 通电之后，下列命令先给 的第 个到第

个出口通电，然后按升序顺序给其他出口通电。

config:# pdu outletSequence 8-6,1-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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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出口顺序延迟

下列命令决定出口 延迟 秒，出口 延迟 秒，出口 到出口

各延迟 秒。

config:# pdu outletSequenceDelay 1:2.5;2:3;3-5:10

示例 非关键出口

下列命令把有 个出口的 的出口 、 、 、 和 设置为关键出

口，把出口 、 、 、 、 、 和 设置为非关键出口。

config:# pdu nonCriticalOutlets 1-3,7,9:false;4-6,8,10-12:true

网络配置命令

网络配置命令以 开头。可以利用命令行界面更改很多网络设置，

例如 地址、传输速度、双工模式等。

配置 参数

配置命令以 开头。

设置 配置模式

此命令决定 配置模式。

config:# network ipv4 interface <ETH> configMethod <mode>

变量：

 是网络接口之一：以太网 或者 、无线、桥接或全

部。 请注意，如果您的 设置为桥接模式，则必须选择 配置桥接

口。

注意： 在桥接模式下，只有 （桥接）接口的 参数有效。

（以太网） 或者 和 （无线）接口

的 参数不起作用。

界面 说明

确定 接口（即有线网络）的 配

置模式。

确定 接口（有线网络）的 配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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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 说明

确定 接口（有线网络）的 配置模式。

确定 接口（即无线网络）的 配置

模式。

确定 接口（即桥接模式）的 配置模

式。

 是下列其中一种模式： 或 。

模式 说明

配置模式设置为 。

配置模式设置为静态 地址。

设置 首选主机名

在选择 作为 配置模式之后，可以指定首选主机名，这是可选

的。命令如下：

config:# network ipv4 interface <ETH> preferredHostName <name>

变量：

 是网络接口之一：以太网 或者 、无线、桥接或全

部。 请注意，如果您的 设置为桥接模式，则必须选择 配置桥接

口。

注意： 在桥接模式下，只有 （桥接）接口的 参数有效。

（以太网） 或者 和 （无线）接口

的 参数不起作用。

界面 说明

确定 接口（即有线网络）的 首

选主机名。

确定 接口（即有线网络）的 首选主机

名。

确定 接口（即有线网络）的 首选主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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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 说明

确定 接口（即无线网络）的 首选

主机名。

确定 接口（即桥接模式）的 首选主

机名。

 是主机名，其：

 由字母数字字符和 或连字符 组成

 不能以连字符 开头或结尾

 不得超过 个字符

 不能使用标点符号、空格和其他符号

设置 地址

在选择静态 配置模式之后，可以用此命令给 设备指定永久 地

址。

config:# network ipv4 interface <ETH> address <ip address>

变量：

 是网络接口之一：以太网 或者 、无线、桥接或全

部。 请注意，如果您的 设置为桥接模式，则必须选择 配置桥接

口。

注意： 在桥接模式下，只有 （桥接）接口的 参数有效。

（以太网） 或者 和 （无线）接口

的 参数不起作用。

界面 说明

确定 接口（即有线网络）的 地

址。

确定 接口（即有线网络）的 地址。

确定 接口（即有线网络）的 地址。

确定 接口（即无线网络）的 地址。

确定 接口（即桥接模式）的 地址。

 是要给 设备指定的 地址。 其格式为 地址

前缀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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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网关

在选择静态 配置模式之后，可以用此命令指定网关。

config:# network ipv4 gateway <ip address>

变量：

 是网关 地址。 值范围是 到

。

设置 静态路由

如果 网络模式设置为静态 ，并且本地网络包含两个子网，则可以

配置静态路由以启用或禁用 与另一个子网中的设备之间的通信。

这些命令前缀为 。

根据另一个网络是否可以直接访问，有两种添加静态路由的方法。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静态路由示例 。

 方法 ：当另一个网络不可直接访问时添加静态路由：

config:# network ipv4 staticRoutes add <dest-1> <hop>

 方法 ：当另一个网络可直接访问时添加静态路由：

config:# network ipv4 staticRoutes add <dest-1> interface <ETH>

 删除现有静态路由：

config:# network ipv4 staticRoutes delete <route_ID>

 修改现有静态路由：

config:# network ipv4 staticRoutes modify <route_ID> <dest-2> <hop>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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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network ipv4 staticRoutes modify <route_ID> <dest-2> interface <ETH>

变量：

 是另一个子网的 地址和子网掩码的组合。格式为 地

址 子网掩码。

 是下一跳跃路由器的 地址。

 是以下接口之一： 或者 、 和

。 仅当您的 处于桥接模式时才键入 。

 是要删除或修改的路由设置的 号。

 是修改的路由设置，它将替换原始路由设置。其格式为 地

址 子网掩码。您可以修改 地址或子网掩码或两者。

配置 参数

配置命令以 开头。

设置 配置模式

此命令决定 配置模式。

config:# network ipv6 interface <ETH> configMethod <mode>

变量：

 是网络接口之一：以太网 或者 、无线、桥接或全

部。 请注意，如果您的 设置为桥接模式，则必须选择 配置桥接

口。

注意： 在桥接模式下，只有 （桥接）接口的 参数有效。

（以太网） 或者 和 （无线）接口

的 参数不起作用。

界面 说明

确定 接口（即有线网络）的 配

置模式。

确定 接口（有线网络）的 配置模式。

确定 接口（有线网络）的 配置模式。

确定 接口（即无线网络）的 配置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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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 说明

确定 接口（即桥接模式）的 配置模

式。

 是下列其中一种模式： 或 。

模式 说明

配置模式设置为自动。

配置模式设置为静态 地址。

设置 首选主机名

在选择 作为 配置模式之后，可以指定首选主机名，这是可选

的。命令如下：

config:# network ipv6 interface <ETH> preferredHostName <name>

变量：

 是网络接口之一：以太网 或者 、无线、桥接或全

部。 请注意，如果您的 设置为桥接模式，则必须选择 配置桥接

口。

注意： 在桥接模式下，只有 （桥接）接口的 参数有效。

（以太网） 或者 和 （无线）接口

的 参数不起作用。

界面 说明

确定 接口（即有线网络）的 首

选主机名。

确定 接口（有线网络）的 首选主机名。

确定 接口（有线网络）的 首选主机名。

确定 接口（即无线网络）的 首选

主机名。

确定 接口（即桥接模式）的 首选主

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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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机名，其：

 由字母数字字符和 或连字符 组成

 不能以连字符 开头或结尾

 不得超过 个字符

 不能使用标点符号、空格和其他符号

设置 地址

在选择静态 配置模式之后，可以用此命令给 设备指定永久 地

址。

config:# network ipv6 interface <ETH> address <ip 

address>

变量：

 是网络接口之一：以太网 或者 、无线、桥接或全

部。 请注意，如果您的 设置为桥接模式，则必须选择 配置桥接

口。

注意： 在桥接模式下，只有 （桥接）接口的 参数有效。

（以太网） 或者 和 （无线）接口

的 参数不起作用。

界面 说明

确定 接口（即有线网络）的 地

址。

确定 接口（有线网络）的 地址。

确定 接口（有线网络）的 地址。

确定 接口（即无线网络）的 地址。

确定 接口（即桥接模式）的 地址。

 是要给 设备指定的 地址。 此值使用 地

址格式。 请注意，必须将 （它表示位的前缀长度，例如 ）添

加到此 地址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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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网关

在选择静态 配置模式之后，可以用此命令指定网关。

config:# network ipv6 gateway <ip address>

变量：

 是网关 地址。 此值使用 地址格式。

设置 静态路由

如果 网络模式设置为静态 ，并且本地网络包含两个子网，则可以

配置静态路由以启用或禁用 与另一个子网中的设备之间的通信。

这些命令前缀为 。

根据另一个网络是否可以直接访问，有两种添加静态路由的方法。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静态路由示例 。

 方法 ：当另一个网络不可直接访问时添加静态路由：

config:# network ipv6 staticRoutes add <dest-1> <hop>

 方法 ：当另一个网络可直接访问时添加静态路由：

config:# network ipv6 staticRoutes add <dest-1> interface <ETH>

 删除现有静态路由：

config:# network ipv6 staticRoutes delete <route_ID>

 修改现有静态路由：

config:# network ipv6 staticRoutes modify <route_ID> <dest-2> <hop>

或



使用命令行界面

config:# network ipv6 staticRoutes modify <route_ID> <dest-2> interface <ETH>

变量：

 是 所属的子网的 地址和前缀长度。格式为 地址

前缀长度。

 是下一跳跃路由器的 地址。

 是以下接口之一： 或者 、 和

。 仅当您的 处于桥接模式时才键入 。

 是要删除或修改的路由设置的 号。

 是修改的路由设置，它将替换原始路由设置。其格式为 地

址 前缀长度。您可以修改 地址或前缀长度或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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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参数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 相关设置。

 指定主 服务器：

config:# network dns firstServer <ip address>

 指定第二 服务器：

config:# network dns secondServer <ip address>

 指定第三 服务器：

config:# network dns thirdServer <ip address>

 决定在 服务器返回 地址和 地址时，使用哪个 地

址。

config:# network dns resolverPreference <resolver>

变量：

 是 服务器 地址。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使用 服务器返回的 地址。

使用 服务器返回的 地址。

设置 接口参数

接口配置命令以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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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或禁用 接口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 接口。

config:# network ethernet <ETH> enabled <option>

变量：

 是以下选项之一： 、 或 ，具体取决于您的型

号。

选项 说明

型号的 端口。

型号的 端口。

型号的 端口。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指定的网络接口。

禁用指定的网络接口。

配置 接口速度

此命令决定 接口速度。

config:# network ethernet <ETH> speed <option>

变量：

 是以下选项之一： 、 或 ，具体取决于您的型

号。

选项 说明

型号的 端口。

型号的 端口。

型号的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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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自动 或

选项 说明

系统通过自动协商机制确定最佳 速度。

速度始终是 。

速度始终是 。

此选项仅适用于 型号或具有后缀

的特定 型号。

速度始终是 。

更改 双工模式

此命令决定 接口双工模式。

config:#

变量：

 是以下选项之一： 、 或 ，具体取决于您的型

号。

选项 说明

型号的 端口。

型号的 端口。

型号的 端口。

 是下列其中一种模式： 、 或 。

选项 说明

通过自动协商机制选择最佳传输模式。

半双工：

每次在一个方向传输数据（进或出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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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全双工：

同时在两个方向传输数据。

设置无线参数

在启用无线联网模式后，您必须配置无线参数，包括服务集标识符 、

验证方法、预共享密钥 和基本服务集标识符 。

无线配置命令以 开头。

注意：如果当前联网模式不是无线，在把联网模式切换到无线之前，不应

用 值、 值和 值。此外，显示一条消息说明当前活动的
网络接口不是无线接口。

设置

此命令指定 字符串。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SSID <ssid>

变量：

 是由下列几部分组成的无线接入点的名称：

最长 个 字符。

无空格

代码

设置验证方法

此命令把无线验证方法设置为 或

（ ，可扩展验证协议）。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authMethod <method>

变量：

 是以下验证方法之一： 或者

方法 说明

把无线验证方法设置为 。

把无线验证方法设置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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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如果选择预共享密钥 验证方法，必须用此命令指定 密码。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PSK <psk>

变量：

 是由下列几部分组成的字符串或密码：

到 个字符

无空格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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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参数

如果无线验证方法设置为 ，必须配置 验证参数，包括外部验证、

内部验证、 、密码和 证书。

 决定外部验证协议：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eapOuterAuthentication <outer_auth>

 决定内部验证协议：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eapInnerAuthentication <inner_auth>

 设置 ：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eapIdentity <identity>

 设置 密码：

config:# 网络无线 eap 密码

在执行上述命令之后， 提示你输入密码。然后输入密码，并按

键。

 提供 证书：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eapCACertificate

在执行上述命令之后，系统提示您输入 证书的内容。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证书示例 。

 启用或禁用 证书链的验证：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enableCertVerification <option1>

 允许过期和尚未生效的 证书：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allowOffTimeRangeCerts <option2>

 允许带有错误的系统时间的无线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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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network wireless allowConnectionWithIncorrectClock <option3>

变量：

 的值是 ，因为 仅支持

（ ，受保护的可扩展验证协议）作为外部

验证方法。

 的值是 ，因为 仅支持 的质

询验证协议版本 （ ）作为内部验证方法。

 是进行 验证所用的用户名。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 证书链的验证。

禁用 证书链的验证。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始终使无线网络连接成功，即使 证书链包含任

何已过期或尚未生效的证书。

当 证书链包含任何已过期或尚未生效的证书

时，不会成功建立无线网络连接。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在与 服务器同步之前，当 系统时间早于

固件版本时（导致 证书无效），使无线网络连

接成功。

当 发现 证书由于系统时间不正确而无

效时，不会成功建立无线网络连接。

证书示例

本节举例说明 证书。你的 证书内容应该不同于在此示例中显示的

证书内容。

 提供 证书：

 确保进入了配置模式。请参阅进入配置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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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下列命令，然后按 键。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eapCACertificate

 系统提示你输入 证书内容。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证书。你应该看到类似下面这些的证书内容。

 如下所示，选择并复制内容，不包括包含 的起始

行和包含 的结束行。

MIICjTCCAfigAwIBAgIEMaYgRzALBgkqhkiG9w0BAQQwRTELMAk

GA1UEBhMCVVMxNjA0BgNVBAoTLU5hdGlvbmFsIEFlcm9uYXV0aW

NzIGFuZCBTcGFjZSBBZG1pbmlzdHJhdGlvbjAmFxE5NjA1MjgxM

zQ5MDUrMDgwMBcROTgwNTI4MTM0OTA1KzA4MDAwZzELMAkGA1UE

BhMCVVMxNjA0BgNVBAoTLU5hdGlvbmFsIEFlcm9uYXV0aWNzIGF

uZCBTcGFjZSBBZG1pbmlzdHJhdGlvbjEgMAkGA1UEBRMCMTYwEw

YDVQQDEwxTdGV2ZSBTY2hvY2gwWDALBgkqhkiG9w0BAQEDSQAwR

gJBALrAwyYdgxmzNP/ts0Uyf6BpmiJYktU/w4NG67ULaN4B5CnE

z7k57s9o3YY3LecETgQ5iQHmkwlYDTL2fTgVfw0CAQOjgaswgag

wZAYDVR0ZAQH/BFowWDBWMFQxCzAJBgNVBAYTAlVTMTYwNAYDVQ

QKEy1OYXRpb25hbCBBZXJvbmF1dGljcyBhbmQgU3BhY2UgQWRta

W5pc3RyYXRpb24xDTALBgNVBAMTBENSTDEwFwYDVR0BAQH/BA0w

C4AJODMyOTcwODEwMBgGA1UdAgQRMA8ECTgzMjk3MDgyM4ACBSA

wDQYDVR0KBAYwBAMCBkAwCwYJKoZIhvcNAQEEA4GBAH2y1VCEw/

A4zaXzSYZJTTUi3uawbbFiS2yxHvgf28+8Js0OHXk1H1w2d6qOH

H21X82tZXd/0JtG0g1T9usFFBDvYK8O0ebgz/P5ELJnBL2+atOb

EuJy1ZZ0pBDWINR3WkDNLCGiTkCKp0F5EWIrVDwh54NNevkCQRZ

ita+z4I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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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证书内容粘贴到终端上。

 按 键。

 确认系统是否显示下列命令提示符，说明提供的 证书有效。

config:#

设置

此命令指定 。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BSSID <bssid>

变量：

 是无线接入点的 地址，也可以是 （表示自动选

择）。

配置级联模式

此命令决定级联模式。

config:# network <mode> enabled <option1>

变量：

 是以下级联模式之一。

模式 说明

桥接模式，其中每个级联设备被分配唯一的

地址。

端口转发模式，其中链中的每个级联设备共

享相同的 地址，并分配不同的端口号。

重要说明：启用级联模式时，必须确保其他级联模式被禁用，否则可能无

法成功启用首选的级联模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选项 说明

启用所选级联模式。

禁用所选级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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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启用端口转发模式，则必须再配置两个以上的设置才能完成配置：

在所有级联设备上，必须逐个配置 角色 设置。

config:# network portForwarding role <option2>

在主设备上，您必须配置 下游接口 设置。

config:# network portForwarding 

masterDownstreamInterface <option3>

变量：

 是以下级联模式之一。

角色 说明

该设备是主设备。

该设备是从设备。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选项 说明

以太网 或者 或者 端口是连接第

一个从设备所用的端口。

端口是连接第一个从设备所用的端口。

设置网络服务参数

网络服务命令以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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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端口

用于配置 端口设置的命令以 开头。

 更改 端口：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http port <n>

 启用或禁用 端口：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http enabled <option>

变量：

 是在 之间的 端口号。 默认 端口是 。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 端口。

禁用 端口。

设置 端口

用于配置 端口设置的命令以 开头。

 更改 端口：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https port <n>

 启用或禁用 访问：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https enabled <option>

变量：

 是在 之间的 端口号。 默认 端口是 。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强制通过 对 进行的任何访问重定向到

。



使用命令行界面

选项 说明

不将 访问重定向到 。

更改 配置

可以启用或禁止 服务，也可以用命令行界面命令更改其 端

口。

命令以 开头。

启用或禁用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 服务。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telnet enabled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 服务。

禁用 服务。

更改 端口

此命令更改 端口。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telnet port <n>

变量：

 是在 之间的 端口号。默认 端口是 。

更改 配置

可以启用或禁止 服务，也可以用命令行界面命令更改其 端口。

命令以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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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或禁用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 服务。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ssh enabled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 服务。

禁用 服务。

更改 端口

此命令更改 端口。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ssh port <n>

变量：

 是在 之间的 端口号。默认 端口是 。

决定 验证方式

此命令语法决定 验证方法。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ssh authentication <auth_method>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密码登录。

启用公用密钥登录。

启用密码加公用密钥登录。这是默认设置。

如果选择了公用密钥验证，必须输入每个用户配置文件对应的有效 公

用密钥，才能通过 连接登录。 请参阅指定 公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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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配置

可以用命令行界面启用或禁用 代理或 代理，配置

读写公用串，设置 等 参数。

命令以 开头。

启用或禁用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 协议。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snmp v1/v2c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 协议。

禁用 协议。

启用或禁用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 协议。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snmp v3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 协议。

禁用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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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读公用名

此命令设置 只读公用串。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snmp readCommunity <string>

变量：

 是由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字符串不能包括空格。

设置 写公用名

此命令设置 读写公用串。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snmp writeCommunity <string>

变量：

 是由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字符串不能包括空格。

设置 值

此命令设置 值。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snmp sysContact <value>

变量：

 是由 个字母数字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设置 值

此命令设置 值。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snmp sysName <value>

变量：

 是由 个字母数字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设置 值

此命令设置 值。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snmp sysLocation <value>

变量：

是由 个字母数字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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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配置

可以启用或禁用 代理，配置只读功能，更改 端口。

命令以 开头。

启用或禁用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 协议。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modbus enabled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 代理。

禁用 代理。

启用或禁用只读模式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 代理只读模式。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modbus readonly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只读模式。

禁用只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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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端口

此命令更改 端口。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modbus port <n>

变量：

 是在 之间的 端口号。默认 端口是 。

启用或禁用服务广播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零配置协议，从而启用网络服务广播或自动发现。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启用服务广播 。

config:# network services zeroconfig enabled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零配置协议。

禁用零配置协议。

示例

本节说明了几个网络配置示例。

示例 联网模式

下列命令启用有线联网模式。

config:# network mode wired

示例 启用两个 协议

下列命令决定同时启用 协议和 协议。

config:# network ip proto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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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无线验证方法

下列命令把无线验证方法设置为 。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authMethod PSK

示例 静态 配置

下列命令启用静态 配置模式。

config:# network ipv4 ipConfigurationMode static

时间配置命令

时间配置命令以 开头。

决定时间设置方法

此命令决定系统日期和时间配置方法。

config:# time method <method>

变量：

 是以下时间设置选项之一： 或 。

模式 说明

定制日期和时间设置。

日期和时间设置与指定的 服务器同步。

设置 参数

用于设置 参数的时间配置命令以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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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主 服务器

如果启用了与 服务器同步，此命令指定主时间服务器。

config:# time ntp firstServer <first_server>

变量：

 是主 服务器 地址或主机名。

指定备用 服务器

如果启用了与 服务器同步，此命令指定备用时间服务器。

config:# time ntp secondServer <second_server>

变量：

 是备用 服务器 地址或主机名。

覆盖 指定的 服务器

此命令决定是否用定制的 服务器设置覆盖 指定的 服

务器。

config:# time ntp overrideDHCPProvidedServer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模式 说明

定制的 服务器设置覆盖 指定的

服务器。

定制的 服务器设置不覆盖 指定的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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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服务器

以下命令删除主和 或备用时间服务器。

 删除主时间服务器：

config:# time ntp firstServer ""

 删除备用时间服务器：

config:# time ntp secondServer ""

设置时区

具有用于配置 的日期和时间的时区列表。

config:# time zone

显示时区列表后，键入时区的索引编号或按 键取消。

示例

 设置时区：

 如下所示输入时区命令，然后按 键。

config:# time zone

 系统显示时区列表。键入所需时区的索引编号，然后按 键。

 键入 apply 以便所选时区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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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日期和时间

如果要手动配置日期和时间，请使用以下 命令指定它们。

注意：在定制日期和时间之前，您应将时间配置方法设置为 。请

参阅决定时间设置方法 。

 分配日期：

config:# time set date <yyyy-mm-dd>

 分配时间：

config:# time set time <hh:mm:ss>

变量：

变量 说明

以

例如，输入 表示 年 月

日。

以 小时格式输入 格式的时间。

例如，输入 表示 。

设置自动夏时制

此命令确定夏时制是否应用于时间设置。

config:# time autoDST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模式 说明

启用夏时制。

禁用夏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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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本节说明了几个时间配置示例。

示例 时间设置方法

下列命令利用 服务器配置日期和时间设置。

config:# time method ntp

示例 主 服务器

下列命令把主时间服务器设置为 。

config:# time ntp firstServer 192.168.80.66

检查 服务器的可访问性

此命令验证在 上手动指定的 服务器的可访问性，然后显示结

果。有关通过 指定 服务器的说明，请参阅设置 参数

。

要成功执行此命令，您必须：

 拥有 更改日期 时间设置 权限。

 定制 服务器。请参阅设置 参数 。

 使定制的 服务器覆盖 指定的 服务器。请参阅覆盖

指定的 服务器 。

此命令在管理员 用户模式或配置模式下可用。请参阅不同的 模式和

提示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模式和提示符 。

 在管理员 用户模式下：

# check ntp

 在配置模式下：

config# check ntp

安全配置命令

安全配置命令以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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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控制

可以通过命令行界面管理防火墙控制功能。可以利用防火墙控制功能设置

角色，允许或拒绝用特定 地址或 地址范围访问 设备。

 防火墙配置命令以 开头。

 防火墙配置命令以 开头。

修改防火墙控制参数

可以采用不同的命令修改防火墙控制参数。

 命令

 启用或禁用 防火墙控制功能：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4 enabled <option>

 确定入站流量的默认 防火墙控制策略：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4 defaultPolicyIn <policy>

 确定出站流量的默认 防火墙控制策略：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4 defaultPolicyOut <policy>

 命令

 启用或禁用 防火墙控制功能：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6 enabled <option>

 确定入站流量的默认 防火墙控制策略：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6 defaultPolicyIn <policy>

 确定出站流量的默认 防火墙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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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6 defaultPolicyOut <policy>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 访问控制功能。

禁用 访问控制功能。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或 。

选项 说明

接受来自所有 地址的流量。

拒绝来自所有 地址的流量，不给源主机发送任

何失败通知。

拒绝来自所有 地址的流量，并给源主机发送一

条 消息作为失败通知。

提示：可以把两个命令组合起来，同时修改所有防火墙控制参数。请参阅

多命令语法 。

管理防火墙规则

可以用命令行界面添加、删除或修改防火墙规则。

 防火墙控制规则命令以 开

头。

 防火墙控制规则命令以 开

头。

添加防火墙规则

添加规则的命令视你要在列表上的哪个位置添加新防火墙规则而定。

 命令

 将新规则添加到 规则列表的底部：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4 rule add <direction> <ip_mask> <policy>

 通过在特定规则上方或下方插入新的 规则，添加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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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4 rule add <direction> <ip_mask> <policy> <insert> 

<rule_number>

 或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4 rule add <direction> <insert> <rule_number> 

<ip_mask> <policy>

 命令

 将新规则添加到 规则列表的底部：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6 rule add <direction> <ip_mask> <policy>

 通过在特定规则上方或下方插入新的 规则，添加此规则：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6 rule add <direction> <ip_mask> <policy> <insert> 

<rule_number>

 或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6 rule add <direction> <insert> <rule_number> 

<ip_mask> <policy>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方向 说明

入站流量。

出站流量。

 是 地址和子网掩码值（或前缀长度）的组合，二者用

斜杠分隔开，例如， 组合如下所示：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或 。

策略 说明

接受进出指定的 地址的流量。

丢弃进出指定的 地址的流量，不向源或目标主

机发送任何失败通知。

丢弃进出指定 地址的流量，并给源或目标主机

发送一条 消息作为失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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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在指定的规则编号之前插入新规则。然后：

新规则编号 指定的规则编号

在指定的规则编号之后插入新规则。然后：

新规则编号 指定的规则编号

 是要在之前或之后插入新规则的现有规则的编号。

修改防火墙规则

根据现有规则中要修改的内容，命令有所不同。

 命令

 修改 规则的 地址和 或子网掩码：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4 rule modify <direction> <rule_number> ipMask 

<ip_mask>

 修改 规则的策略：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4 rule modify <direction> <rule_number> policy 

<policy>

 修改现有 规则的所有内容：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4 rule modify <direction> <rule_number> ipMask 

<ip_mask> policy <policy>

 命令

 修改 规则的 地址和 或前缀长度：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6 rule modify <direction> <rule_number> ipMask 

<ip_mask>

 修改 规则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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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6 rule modify <direction> <rule_number> policy 

<policy>

 修改现有 规则的所有内容：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6 rule modify <direction> <rule_number> ipMask 

<ip_mask> policy <policy>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方向 说明

入站流量。

出站流量。

 是要修改的现有规则的编号。

 是 地址和子网掩码值（或前缀长度）的组合，二者用

斜杠分隔开，例如， 组合如下所示：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或 。

选项 说明

接受进出指定的 地址的流量。

丢弃进出指定的 地址的流量，不向源或目标主

机发送任何失败通知。

丢弃进出指定 地址的流量，并给源或目标主机

发送一条 消息作为失败通知。

删除防火墙规则

以下命令从列表中删除特定的 或 规则。

 命令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4 rule delete <direction> <rule_number>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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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6 rule delete <direction> <rule_number>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方向 说明

入站流量。

出站流量。

 是要删除的现有规则的编号。

受限服务协议

用于设置受限服务协议功能的 命令以 security 

restrictedServiceAgreement 开头，

启用或禁用受限服务协议

此命令激活或取消激活受限服务协议。

config:# security restrictedServiceAgreement enabled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受限服务协议功能。

禁用受限服务协议功能。

启用 有限服务协议 功能后，协议的内容将显示在登录屏幕中。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否则登录会失败：

 在 界面中，选择标有

（我理解并接受有限服务协议）的复选框。

提示： 如要使用键盘选择协议复选框，请首先按 键进入复选框，

然后按 。

 在 中，当显示确认消息

（我理解并接受有限服务协议）时键入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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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协议内容

此命令允许您创建或修改受限服务协议的内容。

config:# security restrictedServiceAgreement bannerContent

执行上述命令后，执行以下操作：

 当 提示您输入内容时，键入最多包含 个 字符的文

本。

 要结束内容：

 按 键。

 键入 --END-- 以指示内容的结束。

 再次按 键。

如果成功输入了内容， 将显示消息

（成功输入受限服务协议），然后在括号中显示输入的

字符总数。

注意：仅在键入 apply 命令后，才能保存受限服务协议的新内容。请参

阅退出配置模式 。

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指定受限服务协议的内容。

 键入以下命令，然后按 键开始输入内容。

config:# security restrictedServiceAgreement bannerContent

 当 提示您输入内容时，键入以下内容。

重要提示!!您正在访问一个 PDU。如果您不是系统管理员，未经系统

管理员批准，请勿关闭或者重启任何出口。

 按 键。

 键入以下内容：

--END--

 再次按 键。

 验证显示消息

（成功输入受限服务协议），指示成功输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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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限制

登录限制功能控制与登录有关的限制，例如密码有效期、用同一个用户名

同时登录、在强制用户退出之前允许的空闲时间。

登录限制命令以 开头。

可以把多个命令组合起来，以同时修改不同的登录限制参数。请参阅多命

令语法 。

单点登录限制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单点登录功能，该功能控制是否允许多个用户同时用同

一个登录名登录。

config:# security loginLimits singleLogin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单点登录功能。

禁用单点登录功能。

密码有效期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密码有效期功能，该功能控制是否应该定期更改密码。

config:# security loginLimits passwordAging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密码有效期功能。

禁用密码有效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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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有效期间隔时间

此命令决定应该多久更改一次密码。

config:# security loginLimits passwordAgingInterval <value>

变量：

 是表示密码有效期间隔时间的、以天为单位的数值，间隔时间

在 天之间。

空闲超时

此命令决定在用户空闲多久之后强制该用户退出 界面 或 。

config:# security loginLimits idleTimeout <value>

变量：

 是以分钟为单位的空闲超时数值，超时范围在 分钟

（ 小时）之间。

用户锁定

可以采用不同的命令更改不同的用户锁定参数。这些命令以 security 

userBlocking 开头。

可以把多个命令组合起来，同时修改用户锁定参数。请参阅多命令语法

。

 决定在锁定用户之前允许的最大登录失败次数：

config:# security userBlocking maximumNumberOfFailedLogins <value1>

 决定锁定用户多长时间：

config:# security userBlocking blockTime <value2>

变量：

 是在 之间的整数，也可以是 ，即不设置最

大登录失败次数限制，从而禁用用户锁定功能。

 是从 到 分钟（一天）的数值，也可以是 ，

即一直锁定用户，直到手动解除用户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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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密码

强密码命令决定是否要求用强密码登录，以及强密码至少应该包含哪些字

符。

强密码命令以 security strongPasswords 开头。

可以把多个强密码命令组合起来，同时修改不同的参数。请参阅多命令语

法 。

启用或禁用强密码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强密码功能。

config:# security strongPasswords enabled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强密码功能。

禁用强密码功能。

最小密码长度

此命令决定最小密码长度。

config:# security strongPasswords minimumLength <value>

变量：

 是在 之间的整数。

最大密码长度

此命令决定最大密码长度。

config:# security strongPasswords maximumLength <value>

变量：

 是在 之间的整数。

小写字符要求

此命令决定强密码是否要包括至少一个小写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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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curity strongPasswords enforceAtLeastOneLowerCaseCharacter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要求至少一个小写字符。

不要求小写字符。

大写字符要求

此命令决定强密码是否要包括至少一个大写字符。

config:# security strongPasswords enforceAtLeastOneUpperCaseCharacter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要求至少一个大写字符。

不要求大写字符。

数字字符要求

此命令决定强密码是否要包括至少一个数字字符。

config:# security strongPasswords enforceAtLeastOneNumericCharacter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要求至少一个数字字符。

不要求数字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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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字符要求

此命令决定强密码是否要包括至少一个特殊字符。

config:# security strongPasswords enforceAtLeastOneSpecialCharacter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要求至少一个特殊字符。

不要求特殊字符。

最大密码历史

此命令决定在更改密码时不能重复使用的先前密码的数量。

config:# security strongPasswords passwordHistoryDepth <value>

变量：

 是在 之间的整数。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除了基于 地址的防火墙访问控制，还可以配置其他同时基于 地址和

用户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命令以

开头。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命令以

开头。

修改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参数

可以采用不同的命令修改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参数。

 命令

 启用或禁用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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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4 enabled <option>

 决定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策略：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4 defaultPolicy <policy>

 命令

 启用或禁用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功能：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6 enabled <option>

 决定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策略：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6 defaultPolicy <policy>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功能。

禁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功能。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策略 说明

不管用户角色如何，均接受来自所有 地址的流

量。

不管用户角色如何，均拒绝来自所有 地址的流

量。

提示：可以把两个命令组合起来，同时修改所有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参数。

请参阅多命令语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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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可以添加、删除或修改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用于管理规则的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命令以

开头。

 用于管理规则的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命令以

开头。

添加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添加规则的命令语法视你要在列表上的哪个位置添加新规则而定。

 命令

 将新规则添加到 规则列表的底部：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4 rule add <start_ip> <end_ip> <role> 

<policy>

 通过在特定规则上方或下方插入新的 规则，添加此规则：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4 rule add <start_ip> <end_ip> <role> 

<policy> <insert> <rule_number>

 命令

 将新规则添加到 规则列表的底部：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6 rule add <start_ip> <end_ip> <role> 

<policy>

 通过在特定规则上方或下方插入新的 规则，添加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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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6 rule add <start_ip> <end_ip> <role> 

<policy> <insert> <rule_number>

变量：

 是开始 地址。

 是结束 地址。

 是要创建访问控制规则的角色。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策略 说明

当用户是指定角色的成员时，接受来自指定的

地址范围的流量

当用户是指定角色的成员时，拒绝来自指定的

地址范围的流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在指定的规则编号之前插入新规则。然后：

新规则编号 指定的规则编号

在指定的规则编号之后插入新规则。然后：

新规则编号 指定的规则编号

 是要在之前或之后插入新规则的现有规则的编号。

修改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命令语法视你要修改哪个参数而定。

 命令

 修改规则的 地址范围：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4 rule modify <rule_number> 

startIpAddress <start_ip> endIpAddress <end_ip>

 修改 规则的角色：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4 rule modify <rule_number> role <role>

 修改 规则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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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4 rule modify <rule_number> policy 

<policy>

 修改现有 规则的所有内容：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4 rule modify <rule_number> 

startIpAddress <start_ip> endIpAddress <end_ip> role <role> policy <policy>

 命令

 修改规则的 地址范围：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6 rule modify <rule_number> 

startIpAddress <start_ip> endIpAddress <end_ip>

 修改 规则的角色：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6 rule modify <rule_number> role <role>

 修改 规则的策略：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6 rule modify <rule_number> policy 

<policy>

 修改现有 规则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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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6 rule modify <rule_number> 

startIpAddress <start_ip> endIpAddress <end_ip> role <role> policy <policy>

变量：

 是要修改的现有规则的编号。

 是开始 地址。

 是结束 地址。

 是现有角色之一。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策略 说明

当用户是指定角色的成员时，接受来自指定的

地址范围的流量

当用户是指定角色的成员时，拒绝来自指定的

地址范围的流量

删除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以下命令从列表中删除特定规则。

 命令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4 rule delete <rule_number>

 命令

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6 rule delete <rule_number>

变量：

 是要删除的现有规则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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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或禁用前面板出口开关

以下 命令通过操作前面板显示屏来控制是否可以打开或关闭出口。

 启用前面板出口控制功能：

config:# security frontPanelPermissions add switchOutlet

 禁用前面板出口控制功能：

config:# security frontPanelPermissions remove switchOutlet

启用或禁用前面板执行器控制

以下 命令通过操作前面板 显示屏来控制是否可以打开或关闭连

接的执行器。

 启用前面板执行器控制功能：

config:# security frontPanelPermissions add switchActuator

 禁用前面板执行器控制功能：

config:# security frontPanelPermissions remove switchActuator

提示：如果您的 支持多个前面板权限，则可以通过在不同权限之间

添加分号 将它们组合成一个命令。例如，以下 命令同时启用前面
板执行器控制和出口开关功能。
security frontPanelPermissions add 

switchActuator;switchOutlet

示例

本节说明了几个安全配置示例。

示例 防火墙控制配置

下列命令设置 访问控制功能的两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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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4 enabled true defaultPolicyIn accept 

defaultPolicyOut accept

结果：

 启用 访问控制功能。

 将入站流量的默认策略设置为 。

 将出站流量的默认策略设置为 。

示例 添加 防火墙规则

下列命令添加一个新的 访问控制规则，并指定它在列表上的位置。

config:# security ipAccessControl ipv4 rule add 192.168.84.123/24 accept 

insertAbove 5

结果：

 添加了新的 防火墙控制规则，以接受从 地址

发送的所有数据包。

 新添加的规则插入第五个规则之前。也就是说，新规则变成第五个规则，

原来的第五个规则变成第六个规则。

示例 用户锁定

下列命令设置两个用户锁定参数。

config:# security userBlocking maximumNumberOfFailedLogins 5 blockTime 30

结果：

 把最大登录失败次数设置为 次。

 把用户锁定时间设置为 分钟。

示例 添加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下列命令创建一个新的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并指定它在列表上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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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curity roleBasedAccessControl ipv4 rule add 192.168.78.50 192.168.90.100 

admin deny insertAbove 3

结果：

 添加一个新的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当用户是 角色

的成员时，丢弃来自 到 的 地址

的所有数据包。

 新添加的 规则插入第三个规则之前。也就是说，新规则变成第三

个规则，原来的第三个规则变成第四个规则。

出口配置命令

出口配置命令以 开头。可以用此类命令配置个别出口。

更改出口名称

此命令命名一个出口。

config:# outlet <n> name "<name>"

变量：

 是要配置的电源接口编号。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如果

变量包含空格，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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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出口的默认状态

此命令决定在 通电后一个出口的初始电源状态。

config:# outlet <n> stateOnDeviceStartup <option>

变量：

 是要配置的电源接口编号。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 和

。

选项 说明

断开出口电源。

接通出口电源。

将出口恢复到上一次 掉电之前的状态。

定义的设置。

注意：在把出口的默认状态设置为除 之外的选项时，将覆盖

该出口上 定义的默认状态。请参阅设置 定义的默认出口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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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出口在重新通电期间的断电时间

此命令决定特定出口在重新通电操作期间的断电时间。

config:# outlet <n> cyclingPowerOffPeriod <timing>

变量：

 是要配置的电源接口编号。

 是重新通电期间的断电时间（秒），这是在 之间的

整数，或者是 ，表示遵循 定义的定时。

注意：此设置覆盖特定端口的、 定义的重新通电期间的断电时间。请

参阅设置 定义的重新通电期间的断电时间 设置重新通电期间

的 定义的断电时间 。

示例 出口命名

下列命令给出口 指定 名称。

config:# outlet 8 name "Win XP"

入口配置命令

入口配置命令以 开头。可以用入口配置命令配置入口。

更改入口名称

此命令语法命名一个入口。

config:# inlet <n> name "<name>"

变量：

 是要配置的入口编号。 对于单入口 ， 始终是 。 值是

之间的整数。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如果

变量包含空格，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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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或禁用入口（针对多入口 ）

启用或禁用入口仅在多入口 上生效。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入口。

config:# inlet <n> enabled <option>

变量：

 是要配置的入口编号。 对于单入口 ， 始终是 。 值是

之间的整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指定的入口。

禁用指定的入口。

注意：如果执行此命令导致所有入口被禁用，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提示

您确认。发生这种情况时，按 进行确认，或按 取消操作。

示例 入口命名

下列命令把入口 命名为 。如果 设备有多个入口，此命

令命名第一个入口。

config:# inlet 1 name "AC source"

过电流保护器配置命令

过电流保护器配置命令以 开头。该命令配置保护出口的各个断路器或

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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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过电流保护器名称

该命令命名保护您的 上的出口的断路器或保险丝。

config:# ocp <n> name "<name>"

变量：

 是要配置的过电流保护器的编号。 值是 之间的整数。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如果

变量包含空格，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示例 命名

该命令将名称 分配给标有 的过电流保护器。

config:# ocp 2 name "Email servers CB"

用户配置命令

大多数用户配置命令以 开头，只有密码更改命令例外。

创建用户配置文件

此命令创建一个新用户配置文件。

config:# user create <name> <option> <roles>

在执行用户创建命令之后， 提示你给新 创建的用户指定密码。然后：

 输入密码，然后按 键。

 再次输入密码确认，然后按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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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变量不能包含空格。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新 创建的用户配置文件。

禁用新 创建的用户配置文件。

 是给指定用户配置文件指定的角色或用逗号分隔开的角色列

表。

修改用户配置文件

用户配置文件包含你可以修改的多种参数。

提示：可以把所有命令组合起来，同时修改特定用户配置文件的参数。请

参阅多命令语法 。

更改用户密码

如果你拥有管理员权限，可以用此命令更改现有用户的密码。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password

在执行上述命令之后， 提示你输入新密码。然后：

 输入新密码，然后按 键。

 再次输入新密码确认，然后按 键。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示例

下列步骤说明如何更改用户 的密码。

 确认你是否进入了配置模式。请参阅进入配置模式 。

 输入下列命令更改用户配置文件 的密码。

config:# user modify May password

 在系统提示时输入新密码，然后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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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新密码，然后按 。

 在成功更改密码之后，显示 提示符。

修改用户个人数据

可以更改用户个人数据，包括用户全名、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可以把不同命令组合起来，同时修改特定用户配置文件的参数。请参阅多

命令语法 。

 更改用户的命名：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fullName "<full_name>"

 更改用户的电话号码：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telephoneNumber "<phone_number>"

 更改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eMailAddress <email_address>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变量包含空格时，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是用于联系指定用户的电话号码。

变量包含空格时，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是指定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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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或禁用用户配置文件

此命令启用或禁用用户配置文件。只有在启用用户配置文件之后，用户才

能登录 设备。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enabled <option>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指定的用户配置文件。

禁用指定的用户配置文件。

强制更改密码

此命令决定在用户下次登录指定的用户配置文件时，是否强制他 她更改密

码。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forcePasswordChangeOnNextLogin <option>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强制用户在下次登录时更改密码。

不强制用户在下次登录时更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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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设置

可以采用不同的命令修改特定用户配置文件的 参数。可以把下列

所有命令组合起来，同时修改 参数。请参阅多命令语法 。

 允许或禁止指定用户用 协议访问 ：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snmpV3Access <option1>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给指定用户启用 访问权。

给指定用户禁用 访问权。

 决定安全级别：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securityLevel <option2>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或

。

选项 说明

无验证和隐私。

验证但无隐私。

验证并有隐私。

 决定验证密码是否与用户密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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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user modify <name> userPasswordAsAuthenticationPassphrase <option3>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验证密码与用户密码相同。

验证密码与用户密码不相同。

 决定验证密码：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authenticationPassPhrase <authentication_passphrase>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由 到 个 可打印字符组

成的验证密码字符串。

 决定隐私口令是否与验证密码相同：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useAuthenticationPassPhraseAsPrivacyPassPhrase <option4>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隐私口令与验证密码相同。

隐私口令与验证密码不相同。

 决定隐私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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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user modify <name> privacyPassPhrase <privacy_passphrase>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由 到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隐

私口令字符串。

 决定验证协议：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authenticationProtocol <option5>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使用 验证协议。

验证协议。

 决定隐私协议：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privacyProtocol <option6>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使用 隐私协议。

隐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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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角色

此命令更改特定用户的角色。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roles <roles>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给指定用户配置文件指定的角色或用逗号分隔开的角色列

表。 请参阅所有权限 。

更改计量单位

可以更改针对特定用户配置文件的温度、长度和压力显示的计量单位。可

以把不同的计量单位命令组合起来，同时设置所有计量单位。要组合所有

命令，请参阅多命令语法 。

注意：计量单位更改只适用于 界面和命令行界面。

提示：要通过 设置应用于所有用户的 用户界面的默认计量单位，

请参阅设置默认计量单位 。

 设置首选温度单位：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preferredTemperatureUnit <option1>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此选项显示摄氏温度。

此选项显示华氏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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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首选长度单位：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preferredLengthUnit <option2>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此选项显示以米为单位的长度或高度。

此选项显示以英尺为单位的长度或高度。

 设置首选压力单位：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preferredPressureUnit <option3>

变量：

 是要更改设置的用户的名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此选项显示以帕斯卡 为单位的气压值。

此选项显示以磅 平方英寸 为单位的气压值。

指定 公钥

如果启用基于 密钥的身份验证，请使用以下步骤为每个用户配置文件

指定 公钥。

 指定或更改特定用户的 公钥：

 如下所示键入 公钥命令，然后按 键。

config:# user modify <name> sshPublicKey

 系统提示你输入 公钥内容。执行下列操作输入证书内容：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公钥。

 在文本编辑器中复制所有内容。

 把内容粘贴到终端上。

 按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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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除现有 公钥：

 键入与上述相同的命令。

 当系统提示您输入内容时，按 键，而不输入或粘贴任何内容。

示例

下列步骤说明如何更改用户 的 公钥。

 确认你是否进入了配置模式。请参阅进入配置模式 。

 输入下列命令，然后按 键。

config:# user modify assistant sshPublicKey

 系统提示你输入新的 公钥。

 输入新公钥，然后按 键。

删除用户配置文件

此命令删除一个现有用户配置文件。

config:# user delete <name>

更改自己的密码

如果每个用户拥有 更改自己的密码 权限，可以用此命令更改自己的密码。

注意此命令不以 开头。

config:# password

在执行此命令之后， 提示你分别输入当前密码和新密码。

重要说明：在成功更改密码之后，无论你是否输入 命令，无论你是

否保存更改，新密码均立刻生效。

示例

用此步骤更改自己的密码：

 确认你是否进入了配置模式。请参阅进入配置模式 。

 输入下列命令，然后按 。

config:# password

 在显示下列提示符之后输入当前密码，然后按 。

Current password:

 在显示下列提示符之后输入新密码，然后按 。

Enter new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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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显示下列提示符之后再次输入新密码确认，然后按 。

Re-type new password:

设置默认计量单位

默认计量单位，包括温度、长度和压力单位，适用于所有用户的 用户

界面，但用户自己或管理员以不同方式设置首选计量单位的用户除外。可

以把不同的计量单位命令组合起来，以便可以同时设置所有默认计量单位。

要组合所有命令，请参阅多命令语法 。

注意：计量单位更改只适用于 界面和命令行界面。

提示：要通过 更改特定用户的 用户界面中显示的首选计量单位，

请参阅更改计量单位 。

 设置默认温度单位：

config:# user defaultpreferences preferredTemperatureUnit <option1>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此选项显示摄氏温度。

此选项显示华氏温度。

 设置默认长度单位：

config:# user defaultpreferences preferredLengthUnit <option2>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此选项显示以米为单位的长度或高度。

此选项显示以英尺为单位的长度或高度。

 设置默认压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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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user defaultpreferences preferredPressureUnit <option3>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此选项显示以帕斯卡 为单位的气压值。

此选项显示以磅 平方英寸 为单位的气压值。

示例

本节说明了几个用户配置示例。

示例 创建用户配置文件

下列命令创建一个新用户配置文件，并给新用户设置两个参数。

config:# user create May enable admin

结果：

 创建新用户配置文件 。

 启用新用户配置文件。

 给新用户配置文件指定 角色。

示例 修改用户的角色

下列命令给用户 指定两个角色：

config:# user modify May roles admin,tester

结果：

 用户 拥有 和 的所有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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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默认计量单位

下列命令同时设置所有默认计量单位。

config:# user defaultpreferences preferredTemperatureUnit F preferredLengthUnit feet 

preferredPressureUnit psi

结果：

 默认温度单位设置为 。

 默认长度单位设置为 。

 默认压力单位设置为 。

角色配置命令

角色配置命令以 开头。

创建角色

此命令创建一个新角色，在列表上用分号 把给角色指定的权限分隔开。

config:# role create <name> <privilege1>;<privilege2>;<privilege3>...

如果特定权限包含任何自变量，应该在此权限后面加上冒号和自变量。

config:# role create <name> <privilege1>:<argument1>,<argument2>...;

<privilege2>:<argument1>,<argument2>...;

<privilege3>:<argument1>,<argument2>...;

...

变量：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 、 等是给此角色指定的权限的

名称。用分号把每个权限分隔开。参看所有权限 。

 、 等是特定权限的自变量。使用冒号分隔

权限及其自变量，如果一个权限有多个自变量，则用逗号分隔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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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限

下表列出所有权限。 注意可用权限视你购买的型号而定， 例如不具备出

口开关功能的 没有 权限。

权限 说明

管理员权限

更改资产标签配置

更改验证设置

更改日期 时间设置

更改外围设备配置

更改 配置

更改调制解调器配置

更改网络设置

更改自己的密码

更改 配置、入口配置、出

口配置和过电流保护器配置

更改安全设置

更改 设置

更改本地用户管理

更改网络摄像头配置

清除本地事件日志

固件更新

复位（热启动）

开关出口

开关执行器

开关转换开关

查看事件设置

无限制查看权限

查看本地事件日志

查看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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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 说明

查看 设置

查看本地用户管理

查看网络摄像头快照和配置

权限需要一个用冒号分隔开的自变量。自变量可以是：

 所有出口，也就是

switchOutlet:all

 一个出口编号。例如：

switchOutlet:1

switchOutlet:2

switchOutlet:3

 用逗号分隔开的出口列表。例如：

switchOutlet:1,3,5,7,8,9

权限需要一个用冒号分隔开的自变量。自变量可以是：

 所有执行器，也就是

switchActuator:all

 执行器的 号。例如：

switchActuator:1

switchActuator:2

switchActuator:3

 用逗号分隔开的不同执行器的 号列表。例如：

switchActuator:1,3,6

注意：每个执行器的 号显示在 界面中。它是在 之间的
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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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角色

可以修改现有角色的各种参数，包括权限。

 修改角色说明：

config:# role modify <name>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变量：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是由字母数字字符组成的说明。 变量包含

空格时，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给特定角色添加更多权限：

config:# role modify <name> addPrivileges 

<privilege1>;<privilege2>;<privilege3>...

如果特定权限包含任何自变量，应该在此权限后面加上冒号和自变量。

config:# role modify <name> addPrivileges 

<privilege1>:<argument1>,<argument2>...;

<privilege2>:<argument1>,<argument2>...;

<privilege3>:<argument1>,<argument2>...;

...

变量：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 、 等是给此角色指定的权限的

名称。用分号把每个权限分隔开。参看所有权限 。

 、 等是特定权限的自变量。使用冒号分隔

权限及其自变量，如果一个权限有多个自变量，则用逗号分隔自变量。

 删除角色的特定权限：

config:# role modify <name> removePrivileges 

<privilege1>;<privilege2>;<privilege3>...

如果特定权限包含任何自变量，应该在此权限后面加上冒号和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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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role modify <name> removePrivileges 

<privilege1>:<argument1>,<argument2>...;

<privilege2>:<argument1>,<argument2>...;

<privilege3>:<argument1>,<argument2>...;

...

注意：在删除特定角色的权限时，确保指定的权限和自变量（如有）与此
前给此角色指定的权限相同。否则，此命令不能删除不存在的指定权限。

变量：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 、 等是给此角色指定的权限的

名称。用分号把每个权限分隔开。参看所有权限 。

 、 等是特定权限的自变量。使用冒号分隔

权限及其自变量，如果一个权限有多个自变量，则用逗号分隔自变量。

删除角色

此命令删除一个现有角色。

config:# role delete <name>

示例 创建角色

下列命令创建一个新角色，并给此角色指定权限。

config:# role create tester firmwareUpdate;viewEventSetup

结果：

 创建新的 角色。

 给此角色指定两个权限： （固件更新）和

（查看事件设置）。

环境传感器配置命令

环境传感器配置命令以 开头。可以配置各个环境传感器的

名称参数和位置参数。

注意：要配置执行器，请参阅执行器配置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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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传感器名称

此命令命名一个环境传感器。

config:# externalsensor <n> name "<name>"

变量：

 是要配置的环境传感器的 号。可以通过 界面或

中的命令 show externalsensors <n>找到 号。它是在 之

间的整数。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如果

变量包含空格，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注意：要命名执行器，请参阅执行器配置命令 。

指定 传感器类型

的触点闭合传感器 支持不同的第三方或

的检测器 开关的连接。您必须指定连接的检测器 开关的类型以进行正确操

作。当您需要指定传感器类型时，请使用此命令。

config:# externalsensor <n> sensorSubType <sensor_type>

变量：

 是要配置的环境传感器的 号。可以通过 界面或

中的命令 show externalsensors <n>找到 号。它是在 之

间的整数。

 是以下类型之一： 、 、

或 。

类型 说明

连接的检测器 开关用于检测门锁或门开关状态。

连接的检测器 开关用于检测烟雾。

连接的检测器 开关用于检测水。

连接的检测器 开关用于检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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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坐标

此命令指定环境传感器的 坐标。

config:# externalsensor <n> xlabel "<coordinate>"

变量：

 是要配置的环境传感器的 号。可以通过 界面或

中的命令 show externalsensors <n>找到 号。它是在 之

间的整数。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必须

用引号引起来。

设置 坐标

此命令指定环境传感器的 坐标。

config:# externalsensor <n> ylabel "<coordinate>"

变量：

 是要配置的环境传感器的 号。可以通过 界面或

中的命令 show externalsensors <n>找到 号。它是在 之

间的整数。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必须

用引号引起来。

设置 坐标

此命令指定环境传感器的 坐标。

config:# externalsensor <n> zlabel "<coordinate>"

变量：

 是要配置的环境传感器的 号。可以通过 界面或

中的命令 show externalsensors <n>找到 号。它是在 之

间的整数。

 根据你设置的 坐标格式， 变量有两种类型的值：

类型 说明

自由形式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

组成的字符串，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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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说明

机架单位 是以机架单位表示的整数。

注意：要使用机架单位指定 坐标，请参阅设置环境传感器的 坐标格

式 设置环境传感器 坐标格式 。

更改传感器说明

此命令添加特定环境传感器的说明。

config:# externalsensor <n>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变量：

 是要配置的环境传感器的 号。可以通过 界面或

中的命令 show externalsensors <n>找到 号。它是在 之

间的整数。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必须

用引号引起来。

使用默认阈值

此命令确定是否将默认阈值（包括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应用于特定的

环境传感器。

config:# externalsensor <n> useDefaultThresholds <option>

变量：

 是要配置的环境传感器的 号。可以通过 界面或

中的命令 show externalsensors <n>找到 号。它是在 之

间的整数。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选择默认阈值作为指定传感器的阈值选项。

选择传感器特定的阈值作为指定传感器的阈值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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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的警报到正常延迟

此命令确定 存在检测器的 （警报到正

常延迟）设置的值。

config:# externalsensor <n> alarmedToNormalDelay <time>

变量：

 是要配置的环境传感器的 号。可以通过 界面或

中的命令 show externalsensors <n>找到 号。它是在 之

间的整数。

 是以秒为单位的整数，取值范围为 〜 。

示例

本节说明了几个环境传感器配置示例。

示例 环境传感器命名

下列命令给 为 的环境传感器指定 名称。

config:# externalsensor 4 name "Cabinet humidity"

示例 传感器阈值选择

以下命令将 号环境传感器设置为使用默认阈值（包括反断言滞后和断言

超时）作为其阈值设置。

config:# externalsensor 1 useDefaultThresholds true

配置环境传感器的默认阈值

您可以根据传感器类型（包括温度、湿度、气压和气流传感器）设置上限

和下限阈值、反断言滞后和断言超时的默认值。默认阈值自动应用于新检

测或添加的所有环境传感器。

默认阈值配置命令以 开头。

您可以通过组合多个命令，同时为相同传感器类型配置各种默认阈值设置。

请参阅多命令语法 。

 设置特定传感器类型的默认上临界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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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defaultThresholds <sensor type> upperCritical <value>

 设置特定传感器类型的默认上警告阈值：

config:# defaultThresholds <sensor type> upperWarning <value>

 设置特定传感器类型的默认下临界阈值：

config:# defaultThresholds <sensor type> lowerCritical <value>

 设置特定传感器类型的默认下警告阈值：

config:# defaultThresholds <sensor type> lowerWarning <value>

 设置特定传感器类型的默认反断言滞后：

config:# defaultThresholds <sensor type> hysteresis <hy_value>

 设置特定传感器类型的默认断言超时：

config:# defaultThresholds <sensor type> assertionTimeout <as_value>

变量：

 是以下数字传感器类型之一：

传感器类型 说明

绝对湿度传感器

相对湿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气压传感器

空气流量传感器

振动传感器

 是指定传感器类型的指定阈值。 请注意，各种传感器类型使

用不同的计量单位。

传感器类型 计量单位

（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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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类型 计量单位

摄氏度 或华氏度 ，取决于您的计量单位

设置。

或 ，取决于您的计量单位设置。

 是应用于指定传感器类型的反断言滞后值。

 是应用于指定传感器类型的断言超时值。范围从 到

（示例）。

示例 温度的默认上限阈值

假设您首选的温度计量单位设置为摄氏度。然后，以下命令将所有温度传

感器的默认上警告阈值设置为 ，将上临界阈值设置为 。

config:# defaultThresholds temperature upperWarning 20 

upperCritical 24

传感器阈值配置命令

传感器配置命令以 开头。可以用这些命令配置与下列各项关联的

任何传感器的阈值、滞后值和断言超时值：

 （出口）

 

 

 

 

无论是否启用了阈值，随时可以给阈值指定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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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传感器命令

出口传感器配置命令以 开头。

您可以通过组合多个命令，同时配置各种出口传感器阈值设置。请参阅多

命令语法 。

 设置出口传感器的上临界阈值：

config:# sensor outlet <n> <sensor type> upperCritical <option>

 设置出口传感器的上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outlet <n> <sensor type> upperWarning <option>

 设置出口传感器的下临界阈值：

config:# sensor outlet <n> <sensor type> lowerCritical <option>

 设置出口传感器的下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outlet <n> <sensor type> lowerWarning <option>

 设置出口传感器的反断言滞后：

config:# sensor outlet <n> <sensor type> hysteresis <hy_value>

 设置出口传感器的断言超时：

config:# sensor outlet <n> <sensor type> assertionTimeout <as_value>

变量：

 是要配置的电源接口编号。

 是下列其中一种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类型 说明

电流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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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类型 说明

有功功率传感器

视在功率传感器

功率因数传感器

有功电量传感器

线路频率传感器

注意： 如果不支持请求的传感器类型，显示
（传感器不可用）消息。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或数值。

选项 说明

启用特定出口传感器的指定阈值。

禁用特定出口传感器的指定阈值。

数值 设置特定出口传感器的指定阈值，同时启用此阈值。

 是给指定出口传感器指定的滞后数值。 请参阅 反断言

和反断言滞后 。

 是给指定出口传感器断言超时指定的采样次数。 请参阅

断言 和断言超时 。

入口传感器命令

入口传感器配置命令以 开头。

您可以通过组合多个命令，同时配置各种入口传感器阈值设置。请参阅多

命令语法 。

 设置入口传感器的上临界阈值：

config:# sensor inlet <n> <sensor type> upperCritical <option>

 设置入口传感器的上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inlet <n> <sensor type> upperWarning <option>

 设置入口传感器的下临界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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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nsor inlet <n> <sensor type> lowerCritical <option>

 设置入口传感器的下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inlet <n> <sensor type> lowerWarning <option>

 设置入口传感器的反断言滞后：

config:# sensor inlet <n> <sensor type> hysteresis <hy_value>

 设置入口传感器的断言超时：

config:# sensor inlet <n> <sensor type> assertionTimeout <as_value>

变量：

 是要配置的入口编号。 对于单入口 ， 始终是 。

 是下列其中一种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类型 说明

电流传感器

峰值电流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

有功功率传感器

视在功率传感器

功率因数传感器

有功电量传感器

不平衡负载传感器

线路频率传感器

剩余电流传感器

入口相位角传感器

注意： 如果不支持请求的传感器类型，显示
（传感器不可用）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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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或数值。

选项 说明

启用特定入口传感器的指定阈值。

禁用特定入口传感器的指定阈值。

数值 设置特定入口传感器的指定阈值，同时启用此阈值。

 是给指定入口传感器指定的滞后数值。 请参阅 反断言

和反断言滞后 。

 是给指定入口传感器断言超时指定的数值。请参阅 断言

和断言超时 。

入口接线柱传感器命令

入口接线柱传感器配置命令以 开头。此类命令只适用于

三相 。

您可以通过组合多个命令，同时配置各种入口接线柱传感器阈值设置。请

参阅多命令语法 。

 设置入口接线柱的上临界阈值：

config:# sensor inletpole <n> <p> <sensor type> upperCritical <option>

 设置入口接线柱的上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inletpole <n> <p> <sensor type> upperWarning <option>

 设置入口接线柱的下临界阈值：

config:# sensor inletpole <n> <p> <sensor type> lowerCritical <option>

 设置入口接线柱的下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inletpole <n> <p> <sensor type> lowerWarning <option>

 设置入口接线柱的反断言滞后：

config:# sensor inletpole <n> <p> <sensor type> hysteresis <hy_value>

 设置入口接线柱的断言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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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nsor inletpole <n> <p> <sensor type> assertionTimeout <as_value>

变量：

 是要配置接线柱传感器的电源进线口编号。

 是要配置的电源进线口接线柱标签。

接线柱 标签 电流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

 是下列其中一种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类型 说明

电流传感器

电压传感器

有功功率传感器

视在功率传感器

功率因数传感器

有功电量传感器

不平衡负载传感器

注意： 如果不支持请求的传感器类型，显示
（传感器不可用）消息。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或数值。

选项 说明

启用指定入口接线柱传感器的指定阈值。

禁用指定入口接线柱传感器的指定阈值。

数值 给指定入口接线柱传感器设置指定阈值，同时启用

此阈值。

 是给指定入口接线柱传感器指定的滞后数值。 请参阅 反

断言 和反断言滞后 。

 是给指定入口接线柱传感器断言超时指定的采样次数。请

参阅 断言 和断言超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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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命令

过电流保护器的传感器配置命令以 开头。

您可以通过组合多个命令，同时配置各种过电流保护器阈值设置。请参阅

多命令语法 。

 设置过电流保护器的上临界阈值：

config:# sensor ocp <n> <sensor type> upperCritical <option>

 设置过电流保护器的上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ocp <n> <sensor type> upperWarning <option>

 设置过电流保护器的下临界阈值：

config:# sensor ocp <n> <sensor type> lowerCritical <option>

 设置过电流保护器的下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ocp <n> <sensor type> lowerWarning <option>

 设置过电流保护器的反断言滞后：

config:# sensor ocp <n> <sensor type> hysteresis <hy_value>

 设置过电流保护器的断言超时：

config:# sensor ocp <n> <sensor type> assertionTimeout <as_value>

变量：

 是要配置的过电流保护器的编号。

 是下列其中一种传感器类型：

传感器类型 说明

电流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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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不支持请求的传感器类型，显示
（传感器不可用）消息。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或数值。

选项 说明

启用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的指定阈值。

禁用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的指定阈值。

数值 给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设置指定阈值，同时启用此

阈值。

 是给指定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指定的滞后数值。 请参阅

反断言 和反断言滞后 。

 是给指定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断言超时指定的采样次数。

请参阅 断言 和断言超时 。

环境传感器命令

环境传感器的传感器阈值配置命令以 开头。

您可以通过组合多个命令，同时配置各种环境传感器阈值设置。请参阅多

命令语法 。

 设置环境传感器的上临界阈值：

config:# sensor externalsensor <n> <sensor type> upperCritical <option>

 设置环境传感器的上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externalsensor <n> <sensor type> upperWarning <option>

 设置环境传感器的下临界阈值：

config:# sensor externalsensor <n> <sensor type> lowerCritical <option>

 设置环境传感器的下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externalsensor <n> <sensor type> lowerWarning <option>

 设置环境传感器的反断言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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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nsor externalsensor <n> <sensor type> hysteresis <hy_value>

 设置环境传感器的断言超时：

config:# sensor externalsensor <n> <sensor type> assertionTimeout <as_value>

变量：

 是要配置的环境传感器的 号。可以通过 界面或

中的命令 show externalsensors <n>找到 号。它是在 之

间的整数。

 是以下传感器类型之一： 、

、 、 、 或

。

注意：如果指定的传感器类型不匹配指定的环境传感器的类型，显示此

错误消息：

（指定的传感器类型 不匹配传感器类型

），其中 是指定的传感器类型， 是
正确的传感器类型。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或数值。

选项 说明

启用特定环境传感器的指定阈值。

禁用特定环境传感器的指定阈值。

数值 设置特定环境传感器的指定阈值，同时启用此阈值。

 是给指定环境传感器指定的滞后数值。 请参阅 反断言

和反断言滞后 。

 是给指定环境传感器断言超时指定的采样次数。范围在

之间。 请参阅 断言 和断言超时 。

示例

本节说明了几个环境传感器阈值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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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温度传感器的上临界阈值

下列命令把 为 的环境温度传感器的上临界阈值设置为 。如果

尚未启用上临界阈值，还启用此阈值。

config:# sensor externalsensor 2 temperature upperCritical 40

示例 入口传感器的警告阈值

以下命令设置入口 电流的上警告和下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inlet 1 current upperWarning 20 lowerWarning 12

结果：

 入口 电流的上警告阈值设置为 。如果尚未启用上警告阈

值，还启用此阈值。

 入口 电流的下警告阈值设置为 。如果尚未启用下警告阈

值，还启用此阈值。

示例 过流保护器传感器的上限阈值

以下命令设置第二个过流保护器的上临界和上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ocp 2 current upperWarning enable upperCritical 16

结果：

 第二个过流保护器的 电流的上临界阈值设置为 。如果尚未

启用上临界阈值，还启用此阈值。

 启用第二个过流保护器的 电流的上警告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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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器配置命令

执行器配置命令以 开头。可以配置各个执行器的名称参数和位置

参数。

可以同时为一个执行器配置各种参数。请参阅多命令语法 。

 更改名称：

config:# actuator <n> name "<name>"

 设置 坐标：

config:# actuator <n> xlabel "<coordinate>"

 设置 坐标：

config:# actuator <n> ylabel "<coordinate>"

 设置 坐标：

config:# actuator <n> zlabel "<z_label>"

 修改执行器说明：

config:# actuator <n>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变量：

 是分配给执行器的 号。可以使用 界面或 找到

号。它是从 开始的整数。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如果

变量包含空格，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必须

用引号引起来。

 根据您设置的 坐标格式， 变量有两种类型的值：

类型 说明

自由形式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

组成的字符串，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机架单位 是以机架单位表示的整数。

注意：要使用机架单位指定 坐标，请参阅设置环境传感器的 坐

标格式 设置环境传感器 坐标格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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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句子或段落，

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示例 执行器命名

以下命令为 号为 的执行器分配名称 。

config:# actuator 9 name "Door lock"

服务器可访问性配置命令

您可以使用 从服务器可访问性列表中添加或删除 设备（如服务

器），或修改受监视 设备的设置。服务器可访问性配置命令以

开头。

添加受监视设备

此命令将新的 设备添加到服务器可访问性列表。

config:# serverReachability add <IP_host> <enable> <succ_ping> 

<fail_ping> <succ_wait> <fail_wait> <resume> <disable_count>

变量：

 是要添加的 设备的 地址或主机名。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新添加设备的 监控功能。

禁用新添加设备的 监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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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用于声明受监视设备 可访问 的成功 次数。有

效范围是 次。

 是 用于声明受监视设备 不可访问 的连续失败 次

数。 有效范围是 次。

 是 成功后发送下一次 的等待时间。 有效范

围是 秒。

 是 失败后发送下一次 的等待时间。 有效范围

是 秒。

 是在声明受监视设备 不可访问 之后， 恢复 之前

的等待时间。 有效范围是 秒。

 是 禁用受监视设备的 监视功能并返回到

（等待可靠连接）状态之前，连续 不

可访问 声明的数量。 有效范围是 次或 。

删除受监视设备

此命令从服务器可访问性列表移除受监视 设备。

config:# serverReachability delete <n> 

变量：

 是一个数字，表示 设备在受监视服务器列表中的顺序。

您可以使用 命令找到每个 设备的序号， show 

serverReachability 如下图所示。

修改受监视设备的设置

用于修改受监控 设备设置的命令以 开头。

您可以同时修改受监视设备的各种设置。请参阅多命令语法 。

 修改设备的 地址或主机名：

config:# serverReachability modify <n> ipAddress <IP_host>

 启用或禁用设备的 监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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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rverReachability modify <n> pingMonitoringEnabled <option>

 修改用于声明 可访问 的成功 次数：

config:# serverReachability modify <n> numberOfSuccessfulPingsToEnable 

<succ_number>

 修改用于声明 不可访问 的失败 次数：

config:# serverReachability modify <n> numberOfUnsuccessfulPingsForFailure 

<fail_number>

 修改 成功之后的等待时间：

config:# serverReachability modify <n> waitTimeAfterSuccessfulPing 

<succ_wait>

 修改 失败之后的等待时间：

config:# serverReachability modify <n> waitTimeAfterUnsuccessfulPing 

<fail_wait>

 修改用于声明 不可访问 的 之前的等待时间：

config:# serverReachability modify <n> waitTimeBeforeResumingPinging 

<resume>

 修改在禁用 监视功能之前连续 不可访问 声明的数量：

config:# serverReachability modify <n> numberOfFailuresToDisable 

<disable_count>

变量：

 是一个数字，表示 设备在服务器监视列表中的顺序。

 是要修改其设置的 设备的 地址或主机名。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受监视设备的 监控功能。

禁用受监视设备的 监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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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用于声明受监视设备 可访问 的成功 次数。

有效范围是 次。

 是 用于声明受监视设备 不可访问 的连续失败

次数。 有效范围是 次。

 是 成功后发送下一次 的等待时间。 有效范

围是 秒。

 是 失败后发送下一次 的等待时间。 有效范围

是 秒。

 是在声明受监视设备 不可访问 之后， 恢复 之前

的等待时间。 有效范围是 秒。

 是 禁用受监视设备的 监视功能并返回到

（等待可靠连接）状态之前，连续 不

可访问 声明的数量。 有效范围是 次或 。

示例 服务器设置已更改

以下命令修改服务器可访问性列表中第二台服务器的多个 监视设

置。

config:# serverReachability modify 2 numberOfSuccessfulPingsToEnable 10 

numberOfUnsuccessfulPingsForFailure 8 

waitTimeAfterSuccessfulPing 30

配置命令

配置命令以 开头。

启用或禁用

此命令语法决定是否启用在 设备上实现的 端

点。

config:# energywise enabled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启用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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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禁用 功能。

打开 域

此命令语法指定 设备属于哪个 域。

config:# energywise domain <name>

变量：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不允许

使用空格或星号。

指定 密码

此命令语法指定进入 域所用的密码。

config:# energywise secret <password>

变量：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不

允许使用空格或星号。

更改 端口

此命令语法指定在 域里通信所用的 端口。

config:# energywise port <port>

变量：

 是在 之间的 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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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轮询间隔时间

此命令语法决定 域查询 设备的轮询间隔时间。

config:# energywise polling <timing>

变量：

 是以秒为单位的整数，在 秒之间。

示例 设置

以下命令设置了两个与 相关的功能。

config:# energywise enabled true port 10288

结果：

 启用在 上实现的 功能。

 端口设置为 。

资产管理命令

可以使用 命令更改连接的资产条（如有）的设置或资产条上 的

设置。

资产条管理

资产条管理配置命令以 assetStrip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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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产条

此命令语法命名或更改与 设备相连的资产条的名称。

config:# assetStrip <n> name "<name>"

变量：

 是用于物理连接所选资产条的 端口的编号。对于仅具

有一个 端口的 设备，编号始终为 。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如果

变量包含空格，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指定机架单位数

此命令语法指定与 设备相连的资产条上的机架单元总数。

config:# assetStrip <n> numberOfRackUnits <number>

注意： 机架单位指的是资产条上的标签端口。

变量：

 是用于物理连接所选资产条的 端口的编号。对于仅具

有一个 端口的 设备，编号始终为 。

 是连接的资产条上可用的机架单元总数，此值在 之

间。

指定机架单位编号模式

此命令语法指定与 设备相连的资产条上的机架单元的编号模式。编号

模式更改机架单元号。

config:# assetStrip <n> rackUnitNumberingMode <mode>

变量：

 是用于物理连接所选资产条的 端口的编号。对于仅具

有一个 端口的 设备，编号始终为 。

 是下列其中一种编号模式： 或 。

模式 说明

机架单位按升序顺序从最高机架单位到最低机架单

位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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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说明

机架单位按降序顺序从最高机架单位到最低机架单

位编号。

指定机架单位编号起点

此命令语法指定与 设备相连的资产条上的机架单元的起始编号。

config:# assetStrip <n> rackUnitNumberingOffset <number>

变量：

 是用于物理连接所选资产条的 端口的编号。对于仅具

有一个 端口的 设备，编号始终为 。

 是连接的资产条上的机架单位的起始编号，此值是整数。

指定资产条方向

此命令语法指定与 设备相连的资产条的方向。通常您不需要执行此命

令，除非您的资产条不带有倾斜传感器，导致 无法检测资产条的方向。

config:# assetStrip <n> assetStripOrientation <orientation>

变量：

 是用于物理连接所选资产条的 端口的编号。对于仅具

有一个 端口的 设备，编号始终为 。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方向 说明

此选项指定在安装资产传感器时， 连接器

朝上。

此选项指定在安装资产传感器时， 连接器

朝下。



使用命令行界面

设置连接标签的 颜色

此命令语法设置资产条 上所有机架单位的 颜色，以指示连接了资

产标签。

config:# assetStrip <n> LEDColorForConnectedTags <color>

变量：

 是 格式的十六进制 颜色值。 变量范围

是 到 。

设置断开标签的 颜色

此命令语法设置连接的资产条上所有机架单位的 颜色，以指示断开了

资产标签。

config:# assetStrip <n> LEDColorForDisconnectedTags <color>

变量：

 是 格式的十六进制 颜色值。 变量范围

是 到 。

机架单位配置

机架单位指的是资产条上的标签端口。 机架单位配置命令以 rackUnit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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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机架单元

此命令语法分配或更改指定资产条上指定机架单元的名称。

config:# rackUnit <n> <rack_unit> name "<name>"

变量：

 是用于物理连接所选资产条的 端口的编号。对于仅具

有一个 端口的 设备，编号始终为 。

 是希望的机架单位的索引号。 可在资产条或 界面

的 （资产条）页面上找到索引号。

 是由最多 个 可打印字符组成的字符串。 如果

变量包含空格，必须用引号引起来。

设置 工作模式

此命令语法决定指定资产条上的特定机架单位是否采用全局 颜色设

置。

config:# rackUnit <n> <rack_unit> LEDOperationMode <mode>

变量：

 是用于物理连接所选资产条的 端口的编号。对于仅具

有一个 端口的 设备，编号始终为 。

 是希望的机架单位的索引号。 可在资产条或 界面

的 （资产条）页面上找到索引号。

 是下列其中一种 模式： 或 。

模式 说明

此选项让指定机架单位的 采用全局 颜

色设置。请参阅设置连接标签的 颜色

和设置断开标签的 颜色 。

这是默认设置。 

在选择此选项之后，可以给指定机架单位选择不同

的 颜色和 模式。

在选择此选项之后，参看设置机架单位 颜色

和设置机架单位 模式 以设置

不同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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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机架单位 颜色

此命令语法设置指定资产条上特定机架单位的 颜色。只有在把机架单

位的 工作模式设置为 之后，才需要设置此机架单位的

颜色。

config:# rackUnit <n> <rack_unit> LEDColor <color>

变量：

 是用于物理连接所选资产条的 端口的编号。对于仅具

有一个 端口的 设备，编号始终为 。

 是希望的机架单位的索引号。 可在资产条或 界面

的 （资产条）页面上找到索引号。

 是 格式的十六进制 颜色值。 变量范围

是 到 。

注意：机架单位的 颜色设置覆盖其全局 颜色设置。请参阅设置

连接标签的 颜色 和设置断开标签的 颜色 。

设置机架单位 模式

此命令语法设置指定资产条上特定机架单位的 模式。只有在把机架单

位的 工作模式设置为 之后，才需要设置此机架单位的

模式。

config:# rackUnit <n> <rack_unit> LEDMode <mode>

变量：

 是用于物理连接所选资产条的 端口的编号。对于仅具

有一个 端口的 设备，编号始终为 。

 是希望的机架单位的索引号。 可在资产条或 界面

的 （资产条）页面上找到索引号。

 是下列其中一种 模式： 、 、 或 。

模式 说明

此模式让 常亮。

此模式让 常灭。

此模式让 慢速闪烁。

此模式让 快速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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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本节说明了几个资产管理示例。

示例 断开标签的资产条 颜色

此命令语法把资产传感器 上所有机架单位的 颜色设置为

（即 ），说明断开了资产标签。

config:# assetStrip 1 LEDColorForDisconnectedTags #000000

注意：黑色让 保持熄灭状态。

示例 机架单元命名

下列命令给资产传感器 上的 号机架单位指定 名

称。

config:# rackUnit 1 25 name "Linux server"

串行端口配置命令

串行端口配置命令以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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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波特率

以下命令设置 设备上 （控制台 调制解调器）串

行端口的波特率 。在通过串行端口连接到所需设备（如计算机，

的 或调制解调器）之前，请更改波特率，否则通信

会出错。如果在连接完成后动态更改波特率，则必须重置 或对连接的

设备循环上电，以进行正确的通信。

 确定 波特率：

config:# serial consoleBaudRate <baud_rate>

注意：当 与 切换器一起工作时，需要更

改串行端口比特率。 只支持通过串行接口用 速率
通信。

 确定 波特率：

config:# serial modemBaudRate <baud_rate>

变量：

 是下列波特率选项之一： 、 、 、 、 、

、 、 。

强制设备检测模式

此命令强制 上的串行端口进入特定的设备检测模式。

config:# serial deviceDetectionType <mode>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种检测模式： 、 、

或 。

选项 说明

会自动检测连接到串行端口的设备的类

型。

选择此选项，除非您的 无法正确检测设

备类型。

尝试识别连接的设备已针对控制台模式

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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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尝试识别连接的设备是模拟调制解调

器。

尝试识别连接的设备是 调制解调

器。

示例

下列命令把 设备串行端口的 波特率设置为 。

config:# serial consoleBaudRate 9600

设置历史记录缓冲区大小

该命令语法设置历史记录缓冲区大小，该值决定缓冲区中可保留的历史命

令量。默认大小是 。

config:# history length <n>

变量：

 是在 之间的整数。

多命令语法

为了缩短配置时间，可以把多个配置命令组合成一个命令，一次执行所有

这些命令。所有组合的命令必须属于相同的配置类型，如带有 、

、 等前缀的命令。

多命令语法如下：

<configuration type> <setting 1> <value 1> <setting 2> 

<value 2> <setting 3> <value 3> ...

示例 参数、子网掩码参数和网关参数组合

下列多命令语法同时配置网络连接的 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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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network ipv4 ipAddress 192.168.84.225 subnetMask 255.255.255.0 

gateway 192.168.84.0

结果：

 把 地址设置为 。

 把子网掩码设置为 。

 把网关设置为 。

示例 上临界设置和上警告设置组合

下列多命令语法同时配置第二个过电流保护器 电流的上临界阈值和

上警告阈值。

config:# sensor ocp 2 current upperCritical disable upperWarning 15

结果：

 禁用第二个过流保护器的 电流的上临界阈值。

 把第二个过流保护器 电流的上警告阈值设置为 ，同时启用

此阈值。

示例 和 参数组合

此多命令语法同时配置无线联网功能的 和 参数。

config:# network wireless SSID myssid PSK encryp_key

结果：

 把 值设置为 。

 把 值设置为 。

示例 上临界设置、上警告设置和下警告设置组合

下列多命令语法同时配置出口 电流的上临界阈值、上警告阈值和下

警告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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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sensor outlet 5 current upperCritical disable upperWarning enable 

lowerWarning 1.0

结果：

 禁用出口 电流的上临界阈值。

 启用出口 电流的上警告阈值。

 把出口 电流的下警告阈值设置为 ，同时启用此阈值。

限电配置命令

限电配置命令以 开头。

与其他 命令不同的是，限电配置命令在管理员模式下执行，而不是在

配置模式下执行。请参阅不同的 模式和提示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

模式和提示符 。

启用或禁用限电

此命令确定是否进入或退出限电模式。

# loadshedding <option>

在执行上述命令之后， 提示你确认操作。按 y 确认，或按 n 中止操

作。

如要跳过确认步骤，可以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立刻执行操作。

# loadshedding <option> /y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进入限电模式。

退出限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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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以下命令让 进入限电模式。

config:# loadshedding start

电源控制操作

可以通过 给 设备上的出口通电、断电或重新通电。

此外，您可以在 正在给所有出口通电时取消通电过程。

必须在管理员模式下执行此操作。请参阅不同的 模式和提示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模式和提示符 。

接通出口电源

此命令接通一个或多个出口电源。

# power outlets <numbers> on

如要加快操作执行速度，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确认操作。

# power outlets <numbers> on /y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一个出口编号、一个列表或一

个出口范围。

选项 说明

接通所有出口电源。

特定出口编号 接通指定出口电源。

用逗号分隔开的

出口列表

接通多个连续出口电源或不连续出口电源。

例如如要指定 个出口 、、、 、 、 和

，输入 outlets 2,4,9,1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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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用短划线表示的

出口范围

接通多个连续出口电源。

例如如要指定 个连续出口 、 、 、 、 、 ，

输入 outlets 3-8。

如果输入了不带 的命令，显示一条消息提示你确认操作。然后：

 输入 y 确认操作，或者

 输入 n 取消操作

断开出口电源

此命令断开一个或多个出口电源。

# power outlets <numbers> off

如要加快操作执行速度，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确认操作。

# power outlets <numbers> off /y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一个出口编号、一个列表或一

个出口范围。

选项 说明

断开所有出口电源。

特定出口编号 断开指定出口电源。

用逗号分隔开的

出口列表

断开多个连续出口电源或不连续出口电源。

例如如要指定 个出口 、、、 、 、 和

，输入 outlets 2,4,9,11-13,15。

用短划线表示的

出口范围

断开多个连续出口电源。

例如如要指定 个连续出口 、 、 、 、 、 ，

输入 outlets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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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输入了不带 的命令，显示一条消息提示你确认操作。然后：

 输入 y 确认操作，或者

 输入 n 取消操作

给出口重新通电

此命令给一个或多个出口重新通电。

# power outlets <numbers> cycle

如要加快操作执行速度，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确认操作。

# power outlets <numbers> cycle /y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一个出口编号、一个列表或一

个出口范围。

选项 说明

给所有出口重新通电。

特定出口编号 给指定出口重新通电。

用逗号分隔开的

出口列表

给多个连续出口或不连续出口重新通电。

例如如要指定 个出口 、、、 、 、 和

，输入 outlets 2,4,9,11-13,15。

用短划线表示的

出口范围

给多个连续出口重新通电。

例如如要指定 个连续出口 、 、 、 、 、 ，

输入 outlets 3-8。

如果输入了不带 的命令，显示一条消息提示你确认操作。然后：

 输入 y 确认操作，或者

 输入 n 取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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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通电过程

发出命令以所有出口通电后，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停止通电过程。

# power cancelSequence

如要加快操作执行速度，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确认操作。

# power cancelSequence /y

示例 给特定出口重新通电

下列命令给以下出口重新通电： 、 、 、 、 、 、 、 和 。

# power outlets 2,6-8,10,13-16 cycle

执行器控制操作

连接到 传感器的干触点信号通道的执行器可以控制机构或系统。您可

以通过 中的执行器控制命令打开或关闭该机构或系统。

在管理员或用户模式下执行这些命令。请参阅不同的 模式和提示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模式和提示符 。

接通一个执行器电源

此命令语法接通一个执行器电源。

# control actuator <n> on

如要加快操作执行速度，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确认操作。

# control actuator <n> on /y

变量：

 是执行器的 号。

可以通过 界面或 中的 命令查看 号。它是在

之间的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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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输入了不带 的命令，显示一条消息提示你确认操作。然后：

 输入 y 确认操作，或者

 输入 n 取消操作

断开一个执行器电源

此命令语法断开一个执行器电源。

# control actuator <n> off

如要加快操作执行速度，在命令末尾加上 参数确认操作。

# control actuator <n> off /y

变量：

 是执行器的 号。

可以通过 界面或 中的 命令查看 号。它是在

之间的整数。

如果输入了不带 的命令，显示一条消息提示你确认操作。然后：

 输入 y 确认操作，或者

 输入 n 取消操作

示例 打开特定执行器电源

以下命令打开 号为 的执行器电源。

# control actuator 8 on

解除用户锁定

如果任何用户被锁定不能访问 ，可以在本地控制台上解除用户锁定。

 解除用户锁定：

 使用终端程序通过本地连接登录 。请参阅使用

。



使用命令行界面

 在显示 （用户名）提示符之后，输入 unblock，然后按

键。

 在显示 （要解锁的用户名）提示符之后，输入被

锁定用户的名称，然后按 键。

 显示一条消息，说明成功解除了指定用户的锁定。

复位

可以用 命令把 设备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或者重新启动设备。

重新启动

此命令重新启动 设备，但并不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

 重新启动 设备：

 确保进入管理员模式，并显示 提示符。

 输入下列任一个命令重新启动 设备。

# reset unit

或者

# reset unit /y

 如果在步骤 中输入了不带 /y 的命令，则会出现一条消息，提示

您确认操作。输入 确认复位。

 等到显示 提示符，表示复位完成了。

注意：如果您通过 连接执行此命令，请在复位完成后重新连接

电缆，否则 通信丢失。

复位有功电量读数

您可以一次复位一个有功电量传感器或所有有功电量传感器，以重新启动

电量积累过程。

只有分配了 （管理员）角色的用户才能复位有功电量读数。

 复位 的所有有功电量读数：

# reset activeEnergy pdu

或者

# reset activeEnergy pdu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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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位一个入口的有功电量读数：

# reset activeEnergy inlet <n>

或者

# reset activeEnergy inlet <n> /y

 复位一个出口的有功电量读数：

# reset activeEnergy outlet <outlet_n>

或者

# reset activeEnergy outlet <outlet_n> /y

如果输入了不带 的命令，显示一条消息提示你确认操作。输入 确

认复位，或输入 中止操作。

 

 是出口编号。

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

以下命令把 设备的所有设置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

 要在登录后复位 设置，请使用以下任一命令：

# reset factorydefaults

或者

# reset factorydefaults/y

 登录前复位 设置：

Username: factorydefaults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命令 使用命令行界面命令 。

网络故障排除

提供了 个诊断命令来解决网络问题： 、 、 和

。这些诊断命令充当相应的 命令，可以获得相应的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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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诊断模式

诊断命令只能在诊断模式下使用。

 进入诊断模式：

 进入以下任一模式：

 管理员模式：显示 提示符。

 用户模式：显示 提示符。

 输入 diag，按 键。显示 或 提示符，表示你进

入了诊断模式。

 现在可以输入任何诊断命令排除故障。

退出诊断模式

 输入此命令退出诊断模式：

diag> exit

在按 键之后显示 或 提示符，表示你进入了管理员或用户模

式。请参阅不同的 模式和提示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模式和提示符

。

诊断命令

不同的诊断命令使用不同的语法。

查询 服务器

此命令语法查询网络主机的 域名服务器 信息。

diag> nslookup <host>

变量：

 是你要查询其 信息的主机的名称或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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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网络连接

此命令语法显示网络连接和 或端口状态。

diag> netstat <optio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 。

选项 说明

显示 端口。

显示网络连接。

测试网络连接

此 命令向网络主机发送 消息以检查其网络

连接。如果输出显示主机响应正常，则网络连接良好。如果没有，则主机

关闭或者没有正确连接到网络。

diag> ping <host>

变量：

 是你要检查其网络连接的主机名或 地址。

选项：

 可以在 命令中使用下面列出的任何一个选项或所有选项。

选项 说明

决定要发送的消息数。 是在

之间的整数。

决定数据包大小。 是在

之间的整数，以字节为单位。

决定超时之前的等待时间。 是以秒为

单位的整数，取值范围为 。

包括所有选项时，命令如下所示：



使用命令行界面

diag> ping <host> count <number1> size <number2> timeout <number3>

跟踪路由

此命令语法跟踪 和网络主机之间的网络路由。

diag> traceroute <host>

变量：

 是要跟踪的主机的名称或 地址。

示例 命令

下列命令给主机 发送五次 消息

检查主机网络连接。

diag> ping 192.168.84.222 count 5

获取上一个命令

如果要获取此前在同一个连接会话中输入的任何命令，按键盘上的 （向

上）箭头键 ，直到显示所需命令为止。

自动完成命令

命令行界面命令始终由几个单词构成。您可以通过键入第一个单词或字母，

然后按 或 ，轻松输入命令，而不是逐个单词输入整个命令。

 自动完成命令输入：

 输入所需命令的初始字母或单词。确保您键入的字母或单词是唯一的，

以便 可以识别所需的命令。

 按 或 键，直到显示完整命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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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键入 reset factorydefaults 命令的第一个单词和第二个单词的第一

个字母，即 reset f。然后按 或 完成第二个单词。

示例 ：

键入 security enforceHttpsForWebAccess 命令的第一个单词和第

二个单词的前几个字母，即 security enf。然后按 或 完

成第二个单词。

退出命令行界面

在用命令行界面完成配置任务之后，始终要退出命令行界面，防止他人擅

自访问命令行界面。

 退出命令行界面：

 确保进入管理员模式，并显示 提示符。

 类型 exit 并按 键。



您可以执行安全副本（ ）命令来更新 固件，进行批量配置或备份

和恢复配置。

在本章内

通过 进行固件更新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

通过 进行备份和恢复

通过 下载诊断数据

通过 进行固件更新

与任何 固件更新相同，在 固件更新期间，所有用户管理操作都

将被暂停，并且所有登录尝试都会失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更新 固

件 。

 通过 更新固件：

 输入下列 命令，然后按 键。

scp <firmware file> <user name>@<device ip>:/fwupdate

 是 固件的文件名。如果固件文件不在当前目

录中，则必须在文件名中包含该路径。

 是 或具有固件更新权限的任何用户配置文

件。

 是要更新的 的 地址。

 当系统提示您输入指定的用户配置文件的密码时，键入密码并按

键。

 系统将指定的固件文件传输到 ，并显示传输速度和百分比。

 当传输完成时，显示以下消息，表示 现在开始更新其固件。等待

升级完成。

Starting firmware update.（启动固件更新。）The connection 

will be closed now.（连接将立即关闭。）

使用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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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scp  pdu-px2-030000-41270.bin  

admin@192.168.87.50:/fwupdate

 命令：

中的 以类似于 的方式工作。

 pscp <firmware file> <user name>@<device 

ip>:/fwupdate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

像通过 界面执行批量配置一样，使用 命令的批量配置有两个步

骤：

 保存来自源 的配置。

 将配置文件复制到一个或多个目标 。

有关批量配置要求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批量配置

（批量配置） 。

 通过 保存配置：

 输入下列 命令，然后按 键。

scp <user name>@<device ip>:/bulk_config.xml

 是 或具有管理权限的任何用户配置文件。

 是要保存其配置的 的 地址。

 出现提示时键入用户密码。

 系统将来自 的配置保存到名为 的文件中。

 通过 复制配置：

 输入下列 命令，然后按 键。

scp bulk_config.xml <user name>@<device 

ip>:/bulk_restore

 是 或具有管理权限的任何用户配置文件。

 是要复制其配置的 的 地址。

 出现提示时键入用户密码。

 系统将文件 中包含的配置复制到另一个 ，并显

示以下消息。

Starting restore operation.（开始恢复操作。）The 

connection will be closed now.（连接将立即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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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

 保存操作：

scp  admin@192.168.87.50:/bulk_config.xml

 复制操作：

scp  bulk_config.xml 

admin@192.168.87.47:/bulk_restore

 命令：

中的 以类似于 的方式工作。

 保存操作：

pscp <user name>@<device ip>:/bulk_config.xml

 复制操作：

pscp bulk_config.xml <user name>@<device 

ip>:/bulk_restore

通过 进行备份和恢复

要备份 的所有设置，包括特定于设备的设置，应执行备份操作，而不

是批量配置。

备份文件可用后，您可以将所有设置恢复到以前的设置。

 通过 备份设置：

 输入下列 命令，然后按 键。

scp <user name>@<device ip>:/backup_settings.xml

 是 或具有管理权限的任何用户配置文件。

 是要备份其设置的 的 地址。

 出现提示时键入用户密码。

 系统将来自 的设置保存到名为 的文件中。

 通过 恢复设置：

 输入下列 命令，然后按 键。

scp backup_settings.xml <user name>@<device 

ip>:/settings_restore

 是 或具有管理权限的任何用户配置文件。

 是要恢复其设置的 的 地址。

 出现提示时键入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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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将文件 中包含的配置复制到 ，并显示

以下消息。

Starting restore operation.（开始恢复操作。）The 

connection will be closed now.（连接将立即关闭。）

 示例：

 备份操作：

scp  admin@192.168.87.50:/backup_settings.xml

 恢复操作：

scp  backup_settings.xml 

admin@192.168.87.50:/settings_restore

 命令：

中的 以类似于 的方式工作。

 备份操作：

pscp <user name>@<device ip>:/backup_settings.xml

 恢复操作：

pscp backup_settings.xml <user name>@<device 

ip>:/settings_restore

通过 下载诊断数据

您可以通过 下载诊断数据。

 通过 下载诊断数据：

 输入下列 命令，然后按 键。

scp <user name>@<device ip>:/diag-data.tgz

 是 或具有管理员权限或 无限制查看权限 的

任何用户配置文件。

 是要下载其诊断数据的 的 地址。

 当系统提示您键入密码时键入密码。

 系统将来自 的诊断数据保存到名为 的文件中。

 示例：

scp  admin@192.168.87.50:/diag-data.tgz

 命令：

中的 以类似于 的方式工作。

 pscp <user name>@<device ip>:/diag-data.t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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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内

工作环境最高温度

串行 端口引脚

串行 端口引脚（仅适用于 ）

传感器 端口引脚

功能 端口引脚

扩展 端口引脚（仅适用于 ）

工作环境最高温度

的工作环境最高温度 在 之间，视型号和认证标准

（ 或 ）而定。 必要时联系 技术支持部门了解设备的最高

工作温度。

规格 度数

最高环境温度

串行 端口引脚

引脚 信号定义

引脚编号 信号 方向 说明

输入 数据

输入 接收数据（数据输入）

输出 发送数据

输出 数据终端就绪

信号地

输入 数据装置就绪

输出 请求发送

输入 清除发送

输入 振铃指示器

规格



规格

串行 端口引脚（仅适用于 ）

引脚 信号定义

引脚编号 信号 方向 说明

输出 请求发送

输出 数据终端就绪

输出 发送数据

信号地

输入 数据

输入 接收数据（数据输入）

输入 数据装置就绪

输入 清除发送

传感器 端口引脚

引脚 信号定义

引脚编

号

信号 方向 说明

电源（熔断器保护）

电源（熔断器保护）

信号地

双向 总线的正向数据

双向 总线的负向数据

信号地

线 用于 端口

信号地

注意：引脚 和引脚 总共最多允许 的功率。



规格

功能 端口引脚

引脚 信号定义

引脚编号 信号 方向 说明

输出 保留

信号地

电源

（ ，熔断器保护）

警告：引脚 仅适用于

设备。

输出 发送数据（数据输出）

输入 接收数据（数据输入）

警告：引脚 仅适用于

设备。不要连接。

信号地

输入 保留

扩展 端口引脚（仅适用于 ）

引脚 信号定义

引脚编

号

信号 方向 说明

电源（熔断器保护）

电源（熔断器保护）

信号地

双向 总线的正向数据

双向 总线的负向数据



规格

引脚 信号定义

信号地

不连接

信号地



系列型号

系列序列号

 

型号 型号
型号

序列号 序列号 序列号

用途 用途 用途

 

型号 型号 型号

序列号 序列号 序列号

用途 用途 用途

设备安装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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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型号 型号

序列号 序列号 序列号

用途 用途 用途

 

型号 型号 型号

序列号 序列号 序列号

用途 用途 用途

 

型号 型号 型号

序列号 序列号 序列号

用途 用途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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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型号 型号

序列号 序列号 序列号

用途 用途 用途

 

型号 型号 型号

序列号 序列号 序列号

用途 用途 用途



设备安装工作表

 

型号 型号 型号

序列号 序列号 序列号

用途 用途 用途

适配器类型

电缆类型

软件程序名称



您可以通过将包含一个或多个特殊配置文件的 闪存驱动器插入到

中来同时完成部分或全部以下任务。

 配置更改

 固件升级

 下载诊断数据

提示：也可以通过 网络中的 服务器完成相同的任务。请参

阅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

在本章内

设备配置 升级过程

系统和 要求

配置文件

通过 升级固件

设备配置 升级过程

您可以使用一个 驱动器一个接一个地配置或升级多个 设备（只

要该 驱动器包含有效的配置文件）。

 使用 驱动器配置 或升级固件：

 验证 驱动器和您的 是否符合要求。请参阅系统和 要

求 。

 准备所需的配置文件。请参阅配置文件 。

 将所需的配置文件复制到 驱动器的根目录。

 对于固件升级，还需要一个相应的固件二进制文件。

 将 驱动器插入 的 端口。

 前面板显示屏上显示的初始消息取决于 执行的第一个任务。

 如果不执行任何固件升级任务，大概 秒后会显示一个快乐的表

情符号。

快乐的表情符号如下所示，具体取决于你的 产品。

 如果 驱动器包含固件升级数据，则 ：

通过 驱动器进行配置或固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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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执行固件升级，在前面板显示屏上显示升级消息。

 然后，当固件升级成功完成时，会显示快乐的表情符号。请参阅通

过 升级固件 。

 出现快乐的表情符号后，按下显示屏旁边的其中一个控制按钮一秒钟，

直到表情符消失。

提示：显示快乐的表情符号或固件升级消息后，可以取下 驱动器

并插入另一个 中以执行相同的任务。

 等待几秒钟，直到 恢复正常操作，这由显示屏的正常消息加以指

示。

如果插入 驱动器后显示屏上没有显示任何内容，并且不执行任何任

务，请检查 驱动器中的日志文件。

系统和 要求

在使用 闪存驱动器执行设备配置和 或固件升级之前，您必须满足以

下所有要求。

 系统要求：

 您的 设备上至少有一个可用的 端口。

 您的 必须是 或更高版本。

请注意， 使用在插入 驱动器时运行的固件（而不是固件升级

后的新固件）解释 驱动器的内容。

 驱动器要求：

 驱动器包含格式化为 文件系统的单个分区，或没有分

区表（即超级软盘格式的驱动器）。

 驱动器在其根目录中包含一个名为 的配置文件。请参阅

。

配置文件

有三种类型的配置文件。

 ：

要执行配置或固件升级任务，该文件必须始终存在。请参阅

。

 ：

该文件用于配置设备设置。请参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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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仅当要为多个 设备配置设备特定设置时，才需要此文件。请参阅

。

提供了 ，可帮助您快速生成 的所有

配置文件。请参阅通过 创建配置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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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 是包含关键字 值对的 文本文件，每行一

个。

文件中的每个值必须用等号（ ）分隔，周围没有空格。 关键字不区分大

小写。

示例：

本节仅介绍文件中的常见选项。

注意：要使用版本 之后开发的任何选项，您的 上运行的固件
版本必须能够支持它们。

 

 必需选项。

 使用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帐户的名称。

 对于具有出厂默认配置的 ，将此选项设置为 admin。

 

 必需选项。

 指定指定的 用户的密码。

 对于具有出厂默认配置的 ，将此选项设置为 raritan。

 

 指定文本文件的名称，解释 驱动器 内容时， 将在该文件中

附加日志消息。

 如果 驱动器 中不存在指定的文件，将自动创建。

 如果未设置此选项，则不记录日志消息。缺点是如果 检测到

驱动器 内容有问题，则不会有任何反馈。

 

 指定用于升级 的固件二进制文件的名称。

 指定的固件文件必须与您的 兼容，并具有官方 签名。

 如果指定的固件文件与 的当前固件版本相同，则不进行固件升

级，除非将 选项设置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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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此选项设置为 true，即使您的 正在运行的固件版本与指定

的固件文件相同，也会始终执行固件升级。

 此选项不能打破其他约束条件，如最小降级版本。

 

 从版本 起支持。

 指定包含设备设置的配置文件的名称。

 建议的文件名是 。请参阅 。

 

 指定配置文件的名称，该文件列出要配置的所有 设备及其设备特

定设置。

 如果在设备配置文件 中使用了任何宏，则此文件是必需的。

 建议的文件名是 。请参阅 。

 

 指定用于标识设备配置文件 中的行或 设备的匹配条

件。

该选项的值包含一个词和一个数字，如下所述：

 冒号之前的词是一个标识属性，针对序列号为 serial，针对

地址为 mac。

 冒号后的数字表示 文件中的列。

例如，mac:7 指示 在 文件的第 列中搜索

地址。

 默认值为 serial:1，使 在第一列中搜索其序列号。

 仅当设置了 选项时，才使用此选项。

 

 如果此选项设置为 true，则将 的诊断数据下载到 驱动器。

 根据 固件版本，写入 驱动器 的诊断数据的文件名有所不

同：

 版本 之前的文件名： ，其中

是 的序列号。

 自版本 起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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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诊断数据写入 驱动器 时， 会发出短暂的哔哔声。

 

 从版本 起支持。

 如果此选项设置为 true， 将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如果同时更新设备配置，则在更新设备配置之前，将执行出厂重置。

 

 从版本 起支持。

 指定用于配置或恢复 的批量配置文件的名称。

注意：有关生成批量配置文件的说明，请参阅批量配置

（批量配置） 。

 在执行批量恢复操作后，将应用通过 文件设置的其他配置

关键字。

 此选项不能与选项 一起使用。

 如果同时执行固件升级，则必须根据新固件版本而不是当前的固件版本

生成批量配置文件。

 

 从版本 起支持。

 指定用于恢复 的完整配置备份文件的名称。

注意：有关生成完整配置备份文件的说明，请参阅备份和恢复设备设置

。

 在执行配置恢复操作后，将应用通过 文件设置的其他配置

关键字。

 此选项不能与选项 一起使用。

 如果同时执行固件升级，则必须根据新固件版本而不是当前的固件版本

生成完整配置备份文件。

 

 从版本 起支持。

 指定 绑定脚本文件。例如：

execute_lua_script=my_script.l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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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本输出将记录到日志文件

。请注意，在

上限制此日志文件的大小。

 位置的脚本的超时时间为 秒。经过该时间后，脚本将被

删除。

 如果在 脚本仍在运行时拔下 驱动器，则脚本将被删除。

 可以使用退出处理程序，但执行时间限制为三秒。请注意，这还没有在

上实现。

 此功能可用于管理 ，如上传、启动、获取输出等。

要使用 驱动器执行设备配置，您必须：

 将设备配置文件 复制到 驱动器的根目录。

 在 文件的 选项中引用 文件。请参阅

。

文件 是一个文本文件，其中包含要配置或更新的多个配置关键

字和值。

本节仅简要介绍设备配置文件，不涉及所有配置关键字，这些关键字根据

固件版本和 型号而有所不同。

您可以使用 的 自行创建此文件，也可

以联系 以获取特定于您的 型号和固件版本的设备配置文

件。

提示：从版本 起，您可以选择加密 文件中的重要数据，

以便人们无法轻易识别，例如 写公用串。请参阅 中的

数据加密 。

 常规配置关键字语法：

 每个配置关键字和值对在一行中，如下所示：

key=value

注意： 文件中的每个值必须用等号（ ）分隔，周围没有空格。

 从版本 起，通过使用带有用户选择的分隔符的文档语法支持多
行值。

以下示例在两行中声明了一个值。您可以用其他分隔符字符串替换分隔

符 EOF。

key<<EOF

value line 1

value li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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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F

注意：结束 之前的换行符不属于该值。如果值中需要换行符，则

在结束 之前再插入一个空行。

 特殊配置关键字：

有 个特殊配置关键字，带有前缀 magic:。

 自 版本起，实现了一个特殊关键字，可以设置用户帐户密

码，而无需知道固件的内部加密 散列算法。

示例：

magic:users[1].cleartext_password=joshua

 自 版本起，实现了两个特殊关键字，可以设置 密

码，而无需知道固件的内部加密 散列算法。

示例

magic:users[1].snmp_v3.auth_phrase=swordfish

magic:users[1].snmp_v3.priv_phrase=opensesame

 配置设备 特定设置：

 确保 驱动器中提供设备列表配置文件 。请参阅

 在 文件中，将每个设备特定配置关键字引用到

文件中的特定列。语法为：${column}，其中 是列号。

示例

network.interfaces[eth0].ipaddr=${2}

pdu.name=${16}

 重命名 用户：

从版本 开始，您可以通过添加以下配置关键字来重命名 用

户：

users[0].name=new admin name

示例：

users[0].name=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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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配置设备特定设置，则必须创建一个设备列表配置文件

来存储每个 的唯一数据。

该文件必须：

 是 格式的 文件。

 已复制到根目录。

 在 文件的 选项中引用。请参阅

。

每个 通过将其序列号或 地址与文件中的一列进行比较，来标识

其在 文件中的条目。

 确定列以标识 设备：

 默认情况下， 在第 列中搜索其序列号。

 要覆盖默认值，请将 文件中的 选项设置为不同

的列。

 语法：

 版之前，只支持不含逗号的单行值。逗号被视为字段分隔符。

例如：

Value-1,Value-2,Value-3

 从版本 起，支持包括逗号、换行符或双引号的值。要包含在值

中的逗号和换行符必须用双引号括起来。要包含在值中的每个双引号必

须用另一个双引号进行转义。

例如：

Value-1,"Value-2,with,three,commas",Value-3

Value-1,"Value-2,""with""three""double-quotes",Valu

e-3

Value-1,"Value-2

with a line break", Value-3



通过 驱动器进行配置或固件升级

通过 创建配置文件

是一个 文件，可以填写三个配置文件所需

的基本信息，例如管理员帐户和密码。

输入所需信息后，您只需单击一下即可生成所有配置文件，包括

、 和 。

 使用 ：

 从 网站下载 。

 该实用程序命名为 （其中 是固件版本

号）。

 可从支持页面 的 部分

获取该实用程序。

 启动 以打开此实用程序。

注意：不支持其他办公套件，如 和 。

 阅读该实用程序的第一个工作表中的说明，并确保 的

安全级别已设置为 中 或等效级别，以执行此实用程序的无符号宏。

 在第二和第三个工作表中输入信息。

 第二个工作表包含 和 所需的信息。

 第三个工作表包含 的设备特定信息。

 返回到第二个工作表以执行导出宏。

 在 （目标目录）字段中，指定要在其中生成配置

文件的文件夹。例如，您可以指定连接的 驱动器的根目录。

 单击 （导出列表）以生成配置文件。

 验证是否至少创建了 个配置文件 、 和

。您可以使用这些文件配置或升级任何 。 请参阅通过

驱动器进行配置或固件升级 。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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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数据加密

从版本 起，支持文件 中的任何设置的加密。

要防止人们识别任何设置的值，可以进行加密。加密的数据仍然可以由运

行固件版本 或更高版本的任何 进行正确解释和执行。

 数据加密过程：

 打开 文件以确定要加密的设置。

 如果尚未创建适当的 ，请参阅通过

创建配置文件 。

 启动终端以登录运行版本 或更高版本的 的 。请参阅

登录到 登录命令行界面 。

 键入加密命令和要加密的设置值。

 该值不能包含任何双引号 或反斜杠 。

 如果值包含空格，则必须用双引号括起来。

# config encrypt <value>

— 或者 —

# config encrypt "<value with spaces>"

 按 键。 生成并显示键入值的加密形式。

 转到 文件，并通过键入或复制来自 的加密值将所选值

替换为加密值。

 将文本 添加到已加密设置的开头。

 针对要加密的其他设置，重复步骤 到 。

 保存对 文件所做的更改。现在，您可以使用此文件配置运行

或更高版本的任何 。请参阅通过 驱动器进行配置或

固件升级 。

 示例：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加密 一词，这是 文件中

写公用名的值。

 在 中，键入以下命令加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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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并显示 的加密形式。

 在 文件中，对 写公用名设置进行以下更改。

 用 显示的加密值替换单词 。

 将 添加到该设置的开头。

通过 升级固件

固件文件可在 网站的支持页面

上找到。

请注意，如果用于固件升级的固件文件与 上运行的固件版本相同，则

不会执行固件升级，除非在 文件中将 设置为

。请参阅 。

 使用 驱动器升级 ：

 将配置文件 和适当的固件文件复制到 驱动器的根

目录。

 在 文件的 选项中引用该固件文件。

 将 驱动器插入 的 端口。

 执行固件升级。

 前面板显示屏显示固件升级进度。

提示：当显示固件升级消息时，您可以取下 驱动器并将其插入另

一个 进行固件升级。

 根据您的产品，完成固件升级可能需要一到五分钟。

 固件升级完成后，前面板显示屏指示固件升级结果。

 快乐的表情符号：成功。

快乐的表情符号如下所示，具体取决于您的产品。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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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伤的表情符号：失败。检查 驱动器中的日志文件或联系

技术支持以查看故障原因。

悲伤的表情符号如下所示。



如果 服务器可用，则可以使用它和相应的配置文件对同一网络中的

大量 设备执行以下任何或全部任务。

 初始部署

 配置更改

 固件升级

 下载诊断数据

如果您有数百甚至数千个 设备需要进行配置或升级，则此功能非常有

用。

警告：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功能仅适用于直接连

接到网络的独立 设备。此功能不适用于 级联配置中的从设

备。

提示： 有关其他备选方案，请参阅通过 驱动器进行配置或固件升级

。

在本章内

批量配置 升级过程

要求

中的 配置

中的 配置

中的 配置

中的 配置

批量配置 升级过程

从版本 起支持 功能，因此请确保要配置或升级的所有

设备正在运行固件版本 或更高版本。

 使用 进行批量配置 升级的步骤：

 创建特定于您的 型号和固件版本的配置文件。请参阅配置文件

或联系 技术支持，以正确准备以下部分或全部文件：

 （始终需要）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

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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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支持的 和 的语法可能会根据不同的固
件版本而有所不同。如果您具有现有的配置文件，建议在使用此功能之

前，与 技术支持部门一起仔细检查这些文件的正确性。

 正确配置 服务器。请参阅 要求 。

 将所有必需的配置文件复制到 根目录。如果您将执行的任务包

括固件升级，则还需要相应的固件二进制文件。

 正确配置您的 服务器，以便引用您的 的 服务器上

的文件 。

根据您的系统和 地址类型，单击以下一个或多个链接以获取详细的

配置说明。

 中的 配置

 中的 配置

 中的 配置

 中的 配置

 确保所有所需的 设备使用 作为 配置方法，并已直接
连接到网络。

 重新 启动这些 设备。 服务器将执行 服务器上的

文件中的命令，以配置或升级同一网络中支持

的那些 设备。

如果在 中正确配置了 和 设置， 将分别针对

和 各执行一次 命令。

要求

要成功执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您的 服务器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服务器支持 和 。

在 中，从 中删除任何 或 标志。

注意：如果在 中正确配置了 和 设置， 将分

别针对 和 各执行一次 命令。

 所有必需的配置文件在 根目录中可用。请参阅批量配置 升级过

程 。

如果要上传任何 诊断文件或在 服务器中创建日志文件，还需

要满足以下要求中的第一个。

 服务器支持写操作，包括文件创建和上传。

在 中，提供选项 以支持写操作。

 仅上传诊断文件时需要 文件上传的超时设置为 分钟或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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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配置

对于使用 地址的 设备，请按照以下步骤配置 服务器。

以下示例基于 系统。

 中的必需 设置：

 在 下为 添加新的供应商类别。

 右键单击 中的 节点以选择

（定义供应商类别）。

 单击 （添加）以添加新的供应商类别。

 为此供应商类别指定唯一名称，并在 （新类别）对话框

中键入 的二进制代码。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在此示例中供应商类别被命名为 。

 定义一个 标准选项 （供应商类别标识

符）。

 右键单击 中的 节点以选择

（设置预定义选项）。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在 （选项类别）字段中选择

（ 标准选项），在 （选项名称）字段中选择

（供应商类别标识符）。将 （字符

串）字段留空。

 在同一个对话框中向新的供应商类别 添加三个选项。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在 （选项类别）字段中选择 。

 单击 （添加）以添加第一个选项。在 （名称）字段中

键入 ，选择 （ 地址）作为数据类

型，然后在 （代码）字段中键入 。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单击 （添加）以添加第二个选项。在 （名称）字段中

键入 ，选择 （字符串）作为数据

类型，然后在 （代码）字段中键入 。

 单击 （添加）以添加第三个选项。在 （名称）字段中

键入 ，选择 （字符串）作为数据类型，

然后在 （代码）字段中键入 。

 创建与 供应商类别相关联的新策略。

 右键单击 下的 （策略）节点以选择 （新

建策略）。

 指定策略名称，然后单击 （下一步）。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在此示例中策略被命名为 。

 单击 （添加）以添加新的条件。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在 （值）字段中选择供应商类别 ，单击

（添加），然后单击 （确定）。

 单击 （下一步）。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在 （供应商类别）字段中选择

（ 标准选项），从 （可用选项）

列表中选择 （ 供应商类别标识

符），然后在 （字符串值）字段中键入

。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在 （供应商类别）字段中选择 ，从

（可用选项）列表中选择 ，

并在 （ 地址）字段中输入 服务器的 地

址。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从 （可用选项）列表中选择

，并在 （字符串值）字段中

键入文件名 。

 从 （可用选项）列表中选择

，并在 （字符串值）字段中键入

任意字符串。第三个选项 代码是用于防止重复执行

命令的 。 与

相同还是不同，这并不重要。

是包含任何格式的数字和 或字母数字的字符串。在

下图中，它是日期和序列号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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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在执行 命令时，将 传输到

并存储在其中。仅当 中的 与存储在 中的

之间不匹配时，才触发 操作。因此，下次

打算执行 命令时，必须修改 中的
值。

中的 配置

对于使用 地址的 设备，请按照以下步骤配置 服务器。

以下示例基于 系统。

 中的必需 设置：

 在 下为 添加新的供应商类别。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右键单击 中的 节点以选择

（定义供应商类别）。

 单击 （添加）以添加新的供应商类别。

 为此供应商类别指定唯一名称，在 （供应商

）字段中键入 ，并在 （新类别）对话框

中键入 的二进制代码。

在此示例中供应商类别被命名为 。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向 供应商类别添加三个选项。

 右键单击 中的 节点以选择

（设置预定义选项）。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在 （选项类别）字段中选择 。

 单击 （添加）以添加第一个选项。在 （名称）字段中

键入 ，选择 （ 地址）作为数据类

型，然后在 （代码）字段中键入 。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单击 （添加）以添加第二个选项。在 （名称）字段中

键入 ，选择 （字符串）作为数据

类型，然后在 （代码）字段中键入 。

 单击 （添加）以添加第三个选项。在 （名称）字段中

键入 ，选择 （字符串）作为数据类型，

然后在 （代码）字段中键入 。

 配置与 供应商类别相关联的服务器选项。

 右键单击 下的 （服务器选项）节点以选择

（配置选项）。

 单击 （高级）选项卡。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在 （供应商类别）字段中选择 ，从

（可用选项）列表中选择 ，

并在 （ 地址）字段中输入 服务器的 地

址。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从 （可用选项）列表中选择

，并在 （字符串值）字段中

键入文件名 。

 从 （可用选项）列表中选择

，并在 （字符串值）字段中键入

任意字符串。第三个选项 代码是用于防止重复执行

命令的 。 与

相同还是不同，这并不重要。

是包含任何格式的数字和 或字母数字的字符串。在

下图中，它是日期和序列号的组合。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重要说明：在执行 命令时，将 传输到

并存储在其中。仅当 中的 与存储在 中的

之间不匹配时，才触发 操作。因此，下次

打算执行 命令时，必须修改 中的
值。

中的 配置

当您的 服务器正在运行 时，修改 文件以进行

设置。

 中的必需 设置：

 查找并打开 服务器的 文件。

 将提供 （供应商类别标识符）选项（选项

）的以下值。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相应地在 中配置相同的选项。仅当 中的此值匹配时，

才接受配置或固件升级。

 在 （供应商封装选项）选项（选项 ）

中设置以下三个子选项。

 代码 （ ） 服务器的 地址

 代码 （ ） 控制文件 的名

称

 代码 （ ） 任何字符串

第三个选项 代码是用于防止重复执行 命令的

。 与 相同还

是不同，这并不重要。

是包含任何格式的数字和 或字母数字的字符串。在

下图中，它是日期和序列号的组合。

重要说明：在执行 命令时，将 传输到

并存储在其中。仅当 中的 与存储在 中的

之间不匹配时，才触发 操作。因此，下次

打算执行 命令时，必须修改 中的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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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 图示示例：

中的 配置

当您的 服务器正在运行 时，修改 文件以进行

设置。

 中的必需 设置：

 查找并打开 服务器的 文件。

 将为 （供应商类别）选项（选项 ）提供以下值。

相应地在 中配置相关设置。

 （ 的 编号）

 

 （上述字符串 的长度）

 在 （供应商选择） （选项 ）中设置以下三个子选项。

 代码 （ ） 服务器的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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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 （ ） 控制文件 的名

称

 代码 （ ） 任何字符串

第三个选项 代码是用于防止重复执行 命令的

。 与 相同还

是不同，这并不重要。

是包含任何格式的数字和 或字母数字的字符串。在

下图中，它是日期和序列号的组合。

重要说明：在执行 命令时，将 传输到

并存储在其中。仅当 中的 与存储在 中的

之间不匹配时，才触发 操作。因此，下次

打算执行 命令时，必须修改 中的
值。

 中的 图示示例：



可以用复位按钮或命令行界面复位 。

重要说明：在把 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之前，务必要谨慎。这将删除现

有的所有信息和定制设置，包括用户配置文件、阈值等。 只保留有功电量

数据和固件升级历史记录。

 替代方案：

将其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 界面。请参阅将所有

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

在本章内

使用复位按钮

使用命令行界面命令

使用复位按钮

要使用复位按钮，需要与计算机进行 串行连接。

 用复位按钮复位到出厂前默认设置：

 把计算机连接到 设备。参看把 连接到计算机 将

连接到计算机 。

 在 上启动 、 或 等终端仿真程序，

打开一个对话框。有关串行端口配置的信息，请参阅通过 进行初

始网络配置 的步骤 。

 迅速按几次键盘上的 键，再按一下 上的 （复位）按

钮，大约一秒钟之后应该显示 提示符。

 输入 ，把 复位到出厂前默认设置。

 等到显示 提示符，表示复位完成了。

这些图说明了 型号上的复位按钮。端口位置可能因您的型号而

异。

 型号：

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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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注意： 之前的 操作系统均有 。

对于 或更新版本，可以在 下载并使用免费的

程序。参看 文档了解配置详情。

使用命令行界面命令

命令行界面 提供一个复位命令，把 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有关

信息，请参阅使用命令行界面 。

 在登录 后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

 连接到 设备。请参阅登录到 登录命令行界面

或将 连接到计算机 。

 启动 、 或 等终端仿真程序，并在

上打开一个窗口。有关串行端口配置的信息，请参阅通过 进行初

始网络配置 的步骤 。

 输入用户名 和密码登录命令行界面。

 在显示 提示符之后，输入下列任一个命令，并按 。

# reset factorydefaults

或者

# reset factorydefaults/y

 如果在第四步输入的命令不带 /y，显示一条消息提示你确认操作。输

入 确认复位。

 等到显示 提示符，表示复位完成了。

 在不登录 的情况下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

提供一种更方便的方法，可以在登录之前在 中将产品复位到出厂

默认设置。

 按照以上过程中所述，连接到 并启动终端仿真程序。

 在 中的 （用户名）提示符下，键入 ，

然后按 键。



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

Username: factorydefaults

 在确认消息上输入 y 以执行复位。



具有剩余电流监测 功能的 型号检测并报告剩余电流 即电

流异常流入保护接地导体。

剩余电流是一个安全问题，因为如果触摸机架或其中的任何设备，则可能

触电。

警告： 无法断开电源以停止剩余电流。当检测到剩余电流时

和 等设备会断开电源，但具有 的 不是受

或 保护的设备。

在本章内

电流传感器

状态传感器

符合

自检

的 界面操作

的前面板操作

操作

的 操作

电流传感器

电流传感器检测电流不平衡，这指示电流流向地。传感器无法确定确

切位置。它只报告 和插入其中的设备中所有剩余电流的总和。

大多数设备泄漏了少量电流， 设备的 标准允许高达

的泄漏电流。 报告总和，因此，如果有二十个插入设备，每个

泄漏 ，则 传感器报告 。

提供两种类型的 传感器。

 类型 ：检测交流漏电，灵敏度低至 漏电。以 结尾的型号。

 类型 ：检测交流和直流漏电，灵敏度低至 。以 结尾的

型号。

具有剩余电流监测功能的 型号



具有剩余电流监测功能的 型号

状态传感器

状态传感器根据剩余电流阈值或 自检故障报告事件。

状态 说明

正常 剩余电流在正常范围内。

警告 剩余电流高于警告级别。

临界 剩余电流高于临界级别。除了事件之外， 状态会导致

前面板显示特殊的错误消息。

自检激活 诊断正在运行。

故障 电流传感器发生故障。联系 技术支持。

注意：出厂默认设置是禁用警告状态。要定义和启用此状态，请参阅设置

电流阈值 。

符合

是剩余电流监测方面的国际标准。具有 的所有 都符

合 标准。

使用术语额定剩余工作电流（ ）来指定剩余电流，等于或高

于该电流时将导致报警。 建议首选值为 、 、 、

、 和 。在具有 的 中，使用临界额定剩

余工作电流阈值指定 。

注意：当剩余电流值高于（但不等于）阈值时， 触发事件。例如，您

将临界阈值设置为 ，以指定 的 。

使用术语剩余非工作电流（ ）来指定剩余电流，低于此值不

会导致报警。 规定 不高于 。在具有 的

中，使用 反断言滞后设置 ，该值必须不高于 临界阈值的

倍。

具有 的 允许您建立一个可选的 状态，这不是

规范的一部分。正确配置 反断言滞后， 符合

标准。

规范 具有 的 特性

操作方法 取决于线电压。仅当存在线电压时， 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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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具有 的 特性

安装类型 带有柔性线缆和插头的 适合移动安装和有线连

接。

电流通路 相 是两个电流通路 。

相 是三个电流通路 。

相 是四个电流通路 。

能够调整剩余工作电流 可调。

 类型 ：

 类型 ：

可调延时 不 可调延时。

防止受外部影响 封闭 型 。

安装方法 面板型 。

连接方法 与机械安装无关。

负载导体的连接 直接连接监控线路。

故障指示方法 视觉，以及其他输出信号。

能够直接辨别 不能定向辨别

额定剩余工作电流 （最高值）。

具有直流分量的残余电流 与型号有关。

以 结尾的型号是类型 型，以 结尾的

型号是类型 。

自检

具有 的 具有内置的自检功能，可执行以下功能：

 当剩余电流小于 时，立即增加 以确定低读数是否因传感

器故障所致。以安全的方式增加剩余电流，电流不会流向地面或造成操

作员风险。

 状态传感器切换到 状态，如果自检通过，则返回到

原始状态，如果自检失败，则返回到 状态。对于验证是否正

确设置您的监控系统（ 、 或电子邮件）以接收 事件

通知，这些状态更改非常有用。

注意：如果自检失败，则 状态将持续到另一次自检运行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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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界面操作

是 入口传感器。要查看、配置或运行自检，请单击菜单

中的 （入口）。

检查 状态和电流

在 （入口）页面上有一个名为 （剩余电流

监测器）的部分，显示了当前的 状态和剩余电流。

 在 （入口）页面上检查 状态和电流：

 单击 （入口）。请参阅 的 界面操作 。

 找到 （入口）页上的 （剩余电流监测

器）部份。

 状态：有五个状态 正常、警告、临界、自检激活和故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状态传感器 。

 剩余工作电流：检测剩余电流的大小。

注意：要确定 的正常、警告和临界级别，请配置 电流阈值。

请参阅设置 电流阈值 。

临界状态报警

当 设备的 进入临界状态时， 发出蜂鸣声，并且该报警显

示在 （仪表盘）页面的 （报警传感器）部分。

编号 说明

电流传感器报告的剩余电流大小。

状态传感器报告的临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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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也会在 （入口）页面和 页面的 （内部

蜂鸣器）部分指示 临界状态。请参阅检查 状态和电流

或内部蜂鸣器状态 。

设置 电流阈值

电流阈值定义了剩余电流的临界、警告和正常范围。

 配置 电流阈值并运行自检：

 单击 （入口）以打开 （入口）页面。

 在 （剩余电流监测器）部份，单击 （设

置）。

 设置 阈值。

 启用或禁用 临界阈值。大于此值的剩余电流将触发临界

状态。

 启用或禁用 警告阈值。大于此值的剩余电流将触发警告

状态。

 确定剩余电流下降以结束警告或临界 状态。

 单击 （保存）按钮。

 单击 （开始自检）以运行 自检。

安排 自检

您可以让 以有规律的时间间隔或在特定的日期和时间自动运行

自检。请参阅安排操作 计划操作 以了解过程，并选择

（启动剩余电流监视器自检）以创建计划

的 自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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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或启用前面板 自检

您可以通过操作前面板按钮来启用或禁用执行 自检的功能。默认情

况下，启用此功能。

 禁用或启用前面板 自检：

 选择 （设备设置） （前面板）。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要禁用此功能，请取消选中 （执行 自

检）复选框。

 要启用此功能，请选中 （执行 自检）

复选框。

 单击 （保存）按钮。

的前面板操作

当 进入临界状态时，前面板 显示屏显示报警消息。此外，您

可以操作 显示屏来检查 状态。

本节介绍点阵 显示屏上显示的 信息。

注意：有关旧 型号的字符 显示屏上显示的 信息，请参阅

信息 。

临界状态的 消息

在 临界状态下， 发出蜂鸣声，并且 显示屏指示 临

界状态。

只要 处于临界状态， 报警信息将继续显示。 显示屏的顶部和

底部条同时变为红色。

 临界状态下的 报警信息：

 显示屏显示入口的两类 报警信息：

 状态：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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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电流：剩余电流值（安培）。

如果您的 有多个入口，仅具有 报警的入口进入临界状态。

 如果需要，您可以按 执行此入口的 自检。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运行 自检 主题中的步骤 至 。

检查 状态和电流

您可以从 显示屏检索 信息。

 检查 信息：

 按 或 以访问主工菜单 主菜单 。

 按 或 以选择 （剩余电流），然

后按 。

 显示屏显示入口 的两类信息：

 状态：正常或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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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数：剩余电流值（安培）。

如果您的 有多个入口，则会显示入口列表以及每个入口的

状态和读数。

 如要返回主菜单，请按 。

运行 自检

您可以通过操作前面板按钮执行 自检。

要禁用或启用此前面板功能，请参阅禁用或启用前面板 自检

。默认情况下，启用此功能。

 运行 自检：

 按 或 以访问主工菜单 主菜单 。

 按 或 以选择 （剩余电流），然

后按 。

 显示屏显示入口的 信息。

 按 执行所选入口的 自检。

 如果您的 有多个入口，请按 或 选择所

需入口，然后按 。

 显示一条确认消息。默认情况下， （是）已选中。

 要执行 自检， 按 。

 要取消 自检，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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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按 或 以选择 （否），然后按 。

 完成 自检后， 显示屏显示 自检 结果：通过或失败。

 按 或 以返回到 信息页面。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如要返回主菜单，请按 。

 要对附加入口执行 自检， 请按 或 选择

不同的入口并重复相同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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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确保您具有正确版本的 。 支持自固件版本 起的

功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载 。

陷阱

当 状态传感器更改时，将发送 陷阱。

是为所有入口传感器发送的通用陷阱。 的

特定陷阱将对象 设置为 。随陷阱一起提供

（剩余电流值）和

（导致陷阱的 状态）。

剩余电流和状态对象

包含 剩余电流和状态的条目。

使用索引 检索剩余电流行。列

包含剩余电流。

使用索引 检索 状态行。列

包含 状态枚举值。

设置 阈值

包含用于配置 阈值的行。使用索引

引用该行。列 、

和 分别为

警告、临界和反断言滞后设置值。

注意：当剩余电流值高于（但不等于）阈值时， 触发事件。例如，您

将临界阈值设置为 ，以指定 的 。 请参阅符合

。

运行 自检

要使用 启动 自检，请将表 中的列

设置为值 。

的 操作

有关进入和使用 的信息，请参阅使用命令行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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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剩余电流监视信息

此命令语法显示剩余电流监视（ ）信息，该信息仅在具有 的型

号上可用。显示的信息包括 电流、状态和阈值。

# show residualCurrentMonitor <n>

变量：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或一个数字。

选项 说明

显示所有入口的 信息。

提示：也可以输入不带此 选项的命令获取相同
数据。

特定入口编号 只显示指定入口的 信息。

只有在 有多个入口时，才需要指定入口编号。

设置 电流阈值

警告额定剩余工作电流是 传感器的上警告阈值，临界额定剩余

工作电流是 传感器的上临界阈值。在配置模式下设置这些阈值。请

参阅进入配置模式 。

注意：剩余电流传感器的下警告和下临界阈值不影响 状态传感器的
操作，因此可以忽略它们。

 配置 的临界级别：

config:# residualCurrentMonitor <n> criticalRatedResidualOperatingCurrent <value>

注意：当剩余电流值高于（但不等于）阈值时， 触发事件。例如，您

将临界阈值设置为 ，以指定 的 。 请参阅符合

。

 配置 的警告级别：

config:# residualCurrentMonitor <n> warningRatedResidualOperatingCurrent <value>

 配置 的反断言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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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 residualCurrentMonitor <n> deassertionHysteresis <hy_value>

变量：

 是安装所需 电流传感器的入口的编号。对于单入口 ，

此数字始终是 。

 是下列其中一个选项： 、 或以安培为单位的数

值。

选项 说明

启用指定入口的指定 电流阈值。

禁用指定入口的指定 电流阈值。

数值 设置指定入口的指定 电流阈值，并同时启用

此阈值。

请注意，该值以 为单位，而不是 。因此，

要将值设置为 ，请键入 。

 是以安培（ ）而不是毫安（ ）为单位测量的数值。例

如，要将值设置为 ，请键入 。

设置前面板 自检

除了 界面，您还可以通过 启用或禁用前面板 自检功能。

 启用前面板 自检：

# security frontPanelPermissions add rcmSelfTest

 禁用前面板 自检：

# security frontPanelPermissions remove rcmSelf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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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自检

您可以通过 对 特定入口执行 自检。自检完成后， 显示测试结

果：通过或失败。

 执行 自检：

# rcm selfTest inlet <n>

变量：

 是入口编号。对于单 入口 ， 始终是 。

型传感器消磁

只有具有 型 传感器的型号支持消磁 传感器。具有

型传感器的型号不支持此功能。

在电流浪涌（例如短路）之后，可以对 传感器进行消磁。

 消磁 型传感器：

# rcm degauss



下图显示了 旧 型号（这是第一代 型号）的前面板。

面板上的 显示屏可以显示 上的不同组件的读取或状态，或其

地址和 地址。

它包括：

 一个字符 显示屏

 控制按钮

在本章内

显示屏概述

控制按钮

操作 显示屏

旧 字符 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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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概述

不同类型的信息显示在 显示屏的不同部分。下图指示各部分。

部分 显示的信息

所选模式和目标，如 、 ， 、

等。

显示以下信息：

 所选目标的读数、数据或状态。

 在固件升级过程中，显示 。

可能显示两种类型的信息：

 所选目标的 报警 状态。

 所选入口线路编号（如果您的 是三相型号）。

显示的数据的计量单位，如 ％ 或 。

本部分指示：

 资产条模式（如果资产条已连接到 ）。

 设备的 级联状态 或 。如果是

独立设备，则不显示 或 。

注意：在固件升级过程中，部分 型号可能在部分 显示 x，以指示
正在更新编号为 x 的继电器或仪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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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按钮

有四个控制按钮。

 用于选择特定目标的向上和向下按钮，目标可以是入口、出口、过电流

保护器、环境传感器或设备设置

 按钮，用于切换各种模式，包括：

入口模式

出口模式

过电流保护器模式

设备模式

传感器模式

资产条模式，由 一词指示，用于显示资产条信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显示屏概述 。

 （功能）按钮，用于在所选目标的不同数据之间切换，例如特定

出口的电流、电压或功率读数

操作 显示屏

打开或重置本产品后，在选择其他目标之前 显示屏面板默认显示

的电流读数。

出口信息

出口模式在 显示屏上显示为 。默认情况下， 显示

的电流读数。

下面说明 显示屏上显示的出口信息。

部分 示例信息

所选目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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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示例信息

此出口的电流读数为 安培。

一词表示 是级联链中的主设备。

对于从设备，则显示 。

注意：从版本 起，桥接模式下
信息不再可用，但在端口转发模式下仍然可用。

计量单位为 （安培），表示读数为 电流。

 显示单相出口的信息：

 默认情况下，此产品进入出口模式。

 在出口模式下，按向上或向下按钮，直到 显示屏顶部显示所需出

口的编号。

 按 按钮，在所选目标的电压、有功功率和电流读数之间切换。

 针对电流读数显示 。 表示安培。

 针对电压读数显示 。 表示伏特。

 针对功率读数显示 。 表示瓦特。

如果单词 出现在读数的下方，则表示当前显示的读数已达到或

超过上阈值或下阈值。

 显示 相出口的信息

 在出口模式下，按向上或向下按钮， 直到选中所需的 相出口。

 在选中 相 出口的同时，按向上或向下按钮可在显示屏底部的各行

（指示为 、 或 ）之间切换。

 当显示所需的线路时，按 按钮在此特定线路的电压、有功功率

和电流读数之间切换。

 针对电流读数显示 。 表示安培。

 针对电压读数显示 。 表示伏特。当选择电压时， 、

或 显示在显示屏的底部。

 针对功率读数显示 。 表示瓦特。

 要显示此 相出口的不平衡负载和有功功率， 请执行以下操作：

 切换到 的电流读数。

 按向下按钮，直到显示屏右侧显示 ％ 或 。确保显示屏底部不

显示线路（ 、 、 、 、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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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衡负载 针对不平衡电流值显示 ％。

 有功功率 针对功率读数显示 。 表示瓦特。

入口信息

入口模式在 显示屏上显示为 。下面说明 显示屏上显示

的入口信息。

部分 示例信息

所选目标为 。

此入口的 电流读数为 安培。

所选入口线路为 。

一词表示 是级联链中的主设备。

对于从设备，则显示 。

注意：从版本 起，桥接模式下
信息不再可用，但在端口转发模式下仍然可用。

计量单位为 （安培）。

 显示入口信息：

 按 按钮，直到显示术语 。

 在多入口型号上，按向上或向下按钮，直到顶部显示所需的入口编号。

 如果您的 是 相型号， 则在读数下方指示所选入口线路。按向

上或向下按钮，直到显示所需的入口线路编号（ 、 、 、 、

或 ）。

 按 按钮，在所选目标的电压、有功功率和电流读数之间切换。

 针对电流读数显示 。 表示安培。

 针对电压读数显示 。 表示伏特。

 针对功率读数显示 。 表示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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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词 出现在读数的下方，则表示当前显示的读数已达到或

超过上阈值或下阈值。

 显示 相入口的不平衡负载 和有功功率：

 切换到任何入口线路的电流读数。

 按向上或向下按钮，直到 显示屏右侧显示 或 ％ 。确保显示

屏底部不显示入口的线路编号。

 不平衡负载 针对不平衡电流值显示 ％。

 有功功率 针对功率读数显示 。 表示瓦特。

过电流保护器信息

过电流保护器模式在 显示屏上显示为 或 ，根据 上

实现的过电流保护器的类型而有所不同。 指的是断路器， 指的是

保险丝。

下面说明过电流保护器的信息。

部分 示例信息

所选目标是第二个断路器 。

此断路器的电流读数为 安培。

单词 表示所选断路器的状态是闭合。

一词表示 是级联链中的主设备。

对于从设备，则显示 。

注意：从版本 起，桥接模式下
信息不再可用，但在端口转发模式下仍然可用。

计量单位为 （安培），表示读数为电流。

 显示过电流保护器信息：

 按 按钮，直到显示 或 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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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电流保护器模式下，按向上或向下按钮，直到 显示屏顶部显

示所需的过电流保护器的编号。

 检查读数和读数下面显示的文本： 或 。

 ：所选断路器闭合，或所选保险丝正常。

 ：所选断路器断开，或所选保险丝烧坏。发生这种情况时，

在读数位置显示术语 ，并在单词 旁边显示闪烁的单词

。

地址

地址在设备模式下可用，通过 显示屏顶部显示的字母 指示设备

模式。请注意，此类型的 显示屏仅显示 地址（如果可用）。

下面说明 地址信息。

部分 示例信息

表示 显示屏已进入设备模式。

显示屏显示 ，这是四个 地址八位字节

之一。将循环显示四个八位字节。

表示 显示屏上显示的 地址是 地

址。

一词表示 是级联链中的主设备。

对于从设备，则显示 。

注意：从版本 起，桥接模式下

信息不再可用，但在端口转发模式下仍然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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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将 连接到无线网络，则右上角将显示 图标。

 显示 地址：

 按 按钮以进入设备模式，通过显示屏左上方的字母 加以指

示。

 显示屏在 地址的四个八位字节之间循环，通过显示屏右上

角的 加以指示。

例如， 以如下顺序循环：

地址

可通过操作 显示屏检索此产品的 地址。

下面说明 地址信息。

部分 示例信息

表示 显示屏已进入设备模式。

表示显示的信息是 地址。

一词表示 是级联链中的主设备。

对于从设备，则显示 。

注意：从版本 起，桥接模式下
信息不再可用，但在端口转发模式下仍然可用。

显示屏显示 ，它是 地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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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地址：

 按 按钮以进入设备模式，通过显示屏左上方的字母 加以指

示。

 按 按钮，直到显示 地址。字符 出现在 显示屏

的左侧。

 地址显示为 ，其中 是 地址的两位数字。 将

从前两位到最后两位循环显示 地址。

例如，如果 地址为 ， 显示屏将相继显示

以下信息：

请注意，当显示 地址的前两位数字时， 后面不会有冒号。

出口开关

您可以在出口开关模式下使用 显示屏打开或关闭任何出口。 为此，

您必须首先启用前面板出口控制功能。请参阅杂项 。

 打开或关闭出口：

 按 按钮，直到 显示屏进入出口开关模式，这通过

的电源状态加以指示。

 当出口 上电时，显示 字样，如下所示。

 当出口 断电时，显示 字样。

 按向上或向下按钮以选择所需出口。所选出口的编号显示在 显示

屏的顶部。

 按 按钮执行出口开关操作。 显示屏在两个消息之间循环，

如下图所示。在下图中， 表示所选出口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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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消出口开关操作，请再次按 按钮。

 要打开出口，请按向上按钮。显示 确认信息。

要关闭出口，请按向下按钮。显示 确认信息。

 再次按与步骤 相同的按钮确认操作。

注意：如果在此步骤中按其他按钮，例如，在步骤 中按向下按钮，

但在步骤 中按向上按钮，出口开关操作未确认， 显示屏将返回

到步骤 中的消息。

 现在确认出口开关换操作， 显示屏指示所选出口的最新电源状态。

 （开）：出口已打开。

 ：出口已关闭。

 您可以通过检查其 颜色来验证所选出口的电源状态。绿色表示断

电状态，红色表示通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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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传感器信息

环境传感器模式在 显示屏上显示为 。

一词表示 是级联链中的主设备。

对于从设备，则显示 。

注意：从版本 起，桥接模式下 信
息不再可用，但在端口转发模式下仍然可用。

 

 

 按向上或向下按钮，直到显示所需的环境传感器 号。

 例如， 是指 界面上列出的 号传感器。

 显示屏在中间位置显示所选传感器的读数或状态。

 当显示数字传感器的读数时，相应的计量单位显示在读数的右侧。

计量单位 传感器类型

相对湿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空气流量传感器

气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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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 传感器类型

无计量单位 对于 绝对 湿度传感器，计量单位为 ，无法显

示在 上。

 状态传感器的可用状态：

状态 说明

正常状态。

报警状态。

 在此状态下面显示 一词。

 干式触点信号执行器（ 传感器系列）的可用状态：

状态 说明

执行器已打开。

执行器已关闭。

注意：数字传感器显示数字读数和传感器状态，以指示环境或内部条件，
而状态传感器仅显示传感器状态以指示状态变化。

 按 按钮显示传感器的端口位置。有两种类型的信息。

 （其中 是 端口号）：该信息表示 端口

号。

 （其中 是传感器链中传感器的位置）：该信息表示传感器在

链中的位置，仅适用于 、 和 传感器。 显示

屏将在端口信息 和链位置信息 之间循环。

请注意，如果使用 传感器集线器连接 、

或 传感器，则链位置信息 将显示两次 第一个

指示传感器集线器的链位置（始终为 ），第二个指示传感器的

链位置。

 按 按钮分别显示传感器的 ， 和 坐标。

 坐标显示为 ，其中 是在 界面中为 坐标输入

的前两个数字。

 坐标显示为 ，其中 是在 界面中为 坐标输入

的前两个数字。

 坐标显示为 ，其中 是在 界面中为 坐标输入

的前两个数字。

如果特定坐标的前两个数字中的一个或两个是字母字符，则这些字母字

符将用破折号 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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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按钮以显示传感器的序列号，序列号显示为 ，其中

是序列号的两位数字。 将从前两位到最后两位循环显示序列号。

例如，如果序列号为 ，则 显示屏将相继显示以下信

息：

注意：由于 显示屏限制，有些字母不能正确显示。例如， 看起

来像 ， 看起来像 ， 看起来像 。当有疑问时，请检查传感

器的标签或 界面。

资产条信息

如果有连接到 的资产条，您可以进入资产条带模式，以显示资产条上

每个机架单元的资产标签状态。 机架单位指的是资产条上的标签端口。

当没有连接的资产条时，此模式不可用。

下面说明资产条信息。

部分 示例信息

是指连接到第一个 端口的资产条。

此符号 表示您现在可以通过按向上或向下按钮在不同

的机架单元之间切换。

表示所选择的目标是第 个机架单元。

一词表示 是级联链中的主设备。

对于从设备，则显示 。

注意：从版本 起，桥接模式下
信息不再可用，但在端口转发模式下仍然可用。

表示 显示屏进入资产条模式。

 显示资产管理信息：

 按 按钮，直到 进入资产条状模式，通过 显示屏右

侧的 加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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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情况下， 选择连接到第一个 端口的资产条，因此

在顶部显示 。因为 只有一个 端口， 是唯一的选

项。

 按 按钮。当 显示屏左侧出现闪烁的双箭头符号 时，

按向上或向下按钮选择资产条上所需的机架单元。机架单元编号出现在

显示屏的中间。

注意：按住向上或向下按钮至少两（ ）秒，以便立刻快速移动通过几
个项目。

 如果 一词出现在机架单元编号下方，则表示没有资产标签

与该机架单元物理连接。

 如果 一词不出现，则表示在机架单元上检测到连接的资产

标签。

级联设备的位置

注意：从版本 起，桥接模式下以下级联信息不再可用，但在端口

转发模式下仍然可用。

通过操作 显示屏可以获得级联设备的位置。

下图说明从设备的位置。

部分 示例信息

表示 显示屏已进入设备模式。

表示正在显示级联信息。

表示此 是从设备。

注意：对于主设备，则显示 一词。

数字 表示设备位置为从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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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设备的级联位置信息：

 按 按钮以进入设备模式，通过显示屏左上方的字母 加以指

示。

 按 按钮，直到 显示在显示屏的右上角。

 设备的位置由以下定义的任何编号表示：

编号 设备位置 编号 设备位置

主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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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如果您的 旧 型号支持剩余电流监视（ ），则在前面板 显

示屏上提供此信息。有关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具有剩余电流监测功

能的 型号 。

当 进入临界状态时，前面板 显示屏显示报警消息。此外，您

可以操作 显示屏来检查 状态。

注意：有关点阵 显示屏上显示的 信息，请参阅 的前面

板操作 。

 临界状态下的 报警信息：

在 临界状态下， 发出蜂鸣声，并且 显示屏指示 临

界状态。

只要 处于临界状态， 报警信息将继续显示。 在临界状态下逐

个显示下列 报警消息。

rCA --> rCA --> 剩余电流值 (mA)

下图说明了 显示屏上的 报警。

 显示 电流：

 按 按钮，直到显示术语 。

 验证 显示屏是否显示入口的电流，这通过字母 加以指示。如

果没有，按 按钮切换到电流。

 根据 的类型，显示剩余电流的步骤略有不同。

 单相 ：按向上或向下按钮，直到显示 字样。

 相 ：按向上按钮，直到显示 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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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明 显示屏上显示的剩余电流信息。

部分 示例信息

包含 传感器的入口为 。

该剩余电流为 。

针对剩余电流传感器始终显示 。

针对剩余电流传感器始终显示 。

计量单位为 。

 运行 自检：

 按 按钮，直到 显示屏在 和 之间交替显示，这

表示 。

 按 按钮启动 自检。

 显示屏在 自检期间显示破折号。

 完成后， 自检结果将显示 秒，或直到按任意按钮。

 自检通过。

 自检失败（ 也会发出蜂鸣声）。

下图说明 自检模式。

部分 示例信息

包含 传感器的入口为 。

在 和 之间交替显示以指示这是自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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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示例信息

针对剩余电流传感器始终显示 。

针对剩余电流传感器始终显示 。

注意： 要禁用或启用此前面板功能，请参阅禁用或启用前面板 自检

。默认情况下，启用此功能。



本节举例说明在使用 时，如何配置

。配置 验证需要四个主要步骤：

 决定用于 的用户帐号和角色（组）

 在 服务器上创建 用户组

 在 设备上配置 验证

 在 设备上配置角色

重要说明：由于 中发布的安全漏洞， 会禁用 ，

并将 用于 、 及以后版本。确保您的网络基础设施（如

和邮件服务）使用 而不是 。

在本章内

步骤 ：确定用户帐号和角色

第 步：在 服务器上配置用户组

步骤 ：在 设备上配置 验证

步骤 ：在 设备上配置角色

步骤 ：确定用户帐号和角色

确定在访问 时要验证的用户帐号和角色（组）。在此示例中，我们将

创建两个有不同权限的角色，每个角色（组）包含两个在 服务器上可

用的用户帐号。

用户角色 用户帐号（成员）

用户组权限：

 角色既没有系统权限，也没有出口权限。

 角色具有全部系统权限和出口权限。

配置示例



配置示例

第 步：在 服务器上配置用户组

必须在 服务器上给 创建多个用户组（角色），然后让适当的用

户成为这些用户组的成员。

在此示例中，我们假设：

 的组（角色）命名为 和 。

 用户帐户 、 、 和 已经存在于 服务器

上。

 在 服务器上配置用户组：

 在 服务器上创建新用户组 和 。

注意：阅读 文档或联机帮助了解详细说明。

 将 和 帐户添加到 用户组。

 将 和 帐户添加到 用户组。

 确认每个用户组是否包含合适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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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在 设备上配置 验证

必须在 设备上启用并正确设置 验证，才能使用外部验证。

在此示例中，我们假设：

 正确配置了 服务器设置。请参阅有线网络设置 有线网络设

置 和 服务器的角色 服务器的作用 。

 服务器域名是 ， 地址是 。

 协议不通过 加密。

 服务器使用默认 端口 。

 使用匿名绑定。

 配置 验证：

 选择 （设备设置） （安全）

（验证）。

 在 （ 服务器）部分，单击 （新建）按钮以

添加 服务器。

 在 上设置 服务器信息。

字段 设置 步骤

（ 地址 主机名）

输入域名 techadssl.com 或 地址 192.168.56.3。

重要说明：如果不启用加密，可以在此字段里输入域名或 地址，
但如果启用加密，必须输入完全符合标准的正式域名。

（从

现有 服务器复制

设置）

取消选中该复选框，除非新的 服务器的设置与任何现有

设置相似。

（ 服务器的类型）

选择 。

（安全） 选择 （无），因为在此示例中不应用 加密。

（端

口（无 ））

确保此字段设置为 389。

（端口（ ）），

（ 证书）

由于 加密未启用，请跳过这两个字段。

（匿名绑

定）

选中此复选框，因为使用匿名绑定。



配置示例

字段 设置 步骤

（绑定 ），

（绑定密

码），

（确认绑定密码）

由于匿名绑定，跳过这三个字段。

用于搜索的基本 输入 dc=techadssl,dc=com 作为 服务器上的搜索起点。

（登

录名属性）

确保此字段设置为 sAMAccountName，因为 服务器是

。

（用户项对象类）
确保此字段设置为 user，因为 服务器是

。

（用户搜索子过滤器）

此字段是可选的。还可以用子过滤器信息过滤大型目录结构里的其他

对象。在此示例中，让它保留空白。

（ 域）

输入 techadssl.com。

 单击 （添加服务器）。 服务器已保存。

 在 （验证类型）字段中，选择 。

 单击 （保存）按钮。 验证已激活。

注意：如果 时钟和 服务器时钟不同步，则安装的 证书

（如有）可能被视为已过期。为了确保时钟正确同步，管理员应该配置

和 服务器使用同一个 服务器。

步骤 ：在 设备上配置角色

设备上的角色决定系统权限和出口权限。 必须创建角色，其名称与在

服务器上创建的 用户组相同，否则验证失败。 因此，我们将在

上创建名为 和 的角色。

在此示例中，我们假设：

 分配给 角色的用户只能查看设置，但不能配置 也不能

访问出口。

 分配给 角色的用户具有管理员权限，因此可以配置

和访问出口。

 创建 角色并指定适当权限：

 选择 （用户管理）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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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添加新角色。

 在 （角色名称）字段里输入 PX_User。

 在 （说明）字段里输入 角色说明。在此示

例中，我们输入 （查看 设置）以描述此角色。

 在 （权限）列表中，选择

（无限制查看权限），其中包括所有 查看 权限。无限制查看权限

允许用户查看所有设置，但不能配置或更改它们。

 单击 （保存）按钮。

 角色已创建。

 让 （角色）页面保持打开状态，以创建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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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角色并指定完整权限：

 点击 添加另一个角色。

 在 （角色名称）字段里输入 PX_Admin。

 在 （说明）字段里输入 角色说明。在此示

例中，我们输入 （包括所有 权限）

以描述此角色。

 在 （权限）列表中，选择 （管

理员权限）。管理员权限允许用户配置或更改所有 设置。

 单击 （保存）按钮。

 角色已创建。



在本章内

返回用户组信息

设置注册表，允许对模式执行写操作

创建新属性

给类添加新属性

更新模式高速缓存

编辑用户成员的 属性

返回用户组信息

在成功验证之后，用本节中的信息返回用户组信息（有助于授权）。

从 返回

当 验证成功时， 根据给定用户角色的权限确定他 她

的权限。远程 服务器可以返回一个如下所述的属性，从而提供这些

用户角色名称：

属性类型：字符串

这可能需要 服务器上的模式扩展。请验证服务器管理员启

用此属性。

此外，对于 ，还使用标准 。

自

注意：仅供有经验的 管理员尝试使用。

从 操作系统服务器上的 返

回用户角色信息，需要更新 模式。参看 文档了

解详情。

 安装 模式插件。参看 文

档了解说明。

 运行 （ 控制台），选择

（ 模式）。

更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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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注册表，允许对模式执行写操作

为了让域控制器写入模式，必须设置一个注册表项允许更新模式。

 允许对模式执行写操作：

 用右键单击窗口左面板上的 根节点，然后

单击 （主操作）打开 （更

改主模式）对话框。

 选择 （可以在此域

控制器上修改模式）复选框。可选

 单击 （确定）按钮。

创建新属性

 给 类创建新属性：

 单击窗口左面板上 前面的 号。

 用右键单击左面板上的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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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新建），然后选择 （属性）。在显示警告消息时，

单击 （继续）按钮，打开 （创建新属

性）对话框。

 在 （公用名）字段里输入 。

 在 （ 显示名称）字段里输入 。

 在 （唯一 对象 ）字段里输入

。

 在 （说明）字段里输入有意义的说明。

 单击 （语法）下拉箭头，在列表上选择

（不区分大小写的字符串）。

 在 （最小值）字段里输入 。

 在 （最大值）字段里输入 。

 单击 （确定）按钮创建新属性。

给类添加新属性

 给类添加新属性：

 单击窗口左面板上的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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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右面板上找到用户类，用右键单击它。

 在菜单上选择 （属性）。打开 （用户属性）

对话框。

 单击 （属性）选项卡打开它。

 单击 （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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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选择模式对象）列表上选择 。

 单击 （选择模式对象）对话框上的 （确定）

按钮。

 单击 （用户属性）对话框上的 （确定）按钮。

更新模式高速缓存

 更新模式高速缓存：

 用右键单击窗口左面板上的 ，选择

（重新加载模式）。

 最小化

控制台。

编辑用户成员的 属性

如要在 上运行 脚本，要使用

提供的脚本（在 安装 上）。在安

装 时，把这些脚本加载到系统上。

充当低级 编辑器，允许你利

用目录服务执行添加对象、删除对象和移动对象等常见管理任务。

 编辑组 的个别用户属性：

 在安装 上选择 （支持） （工具）。

 双击 安装支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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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支持工具安装目录，运行 。打开 （ 编

辑）窗口。

 打开 （域）。



更新 模式

 在窗口左面板上选择 文件夹。

 在右面板上找到要调节其属性的用户名。用右键单击用户名，选择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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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属性编辑器）选项卡尚未打开，单击它。在

（属性）列表上选择 。

 单击 （编辑）按钮。打开 （字符串属性编

辑器）对话框。

 在 （编辑属性）字段里输入（在 上创建的）用户

角色。单击 （确定）。



本节提供了配置 验认示例。一个示例基于

（ ，网络策略服务器），另一个基于 服务

器。

任何 验证需要以下步骤：

 在 上配置 验证。请参阅添加 服务器 。

 在 上配置角色。请参阅创建角色 。

 在 服务器上配置 用户凭据和角色。

 要使用标准属性进行配置，请参阅标准属性 。

 要使用供应商特定的属性进行配置，请参阅供应商特定的属性

。

请注意，在 示例中我们假设 在 系统上运行。

在本章内

标准属性

供应商特定的属性

相关配置

标准属性

标准属性 用于传递组成员资格，即角色。

 如果用户具有多个角色，请为此用户配置多个标准属性。

 标准属性的语法是：

Raritan:G{role-name}

有关 上的配置，请参阅 标准属性示例 。

有关 上的配置，请参阅 标准属性示例

。

标准属性示例

要使用标准属性配置 ，您必须：

 将您的 添加到 。请参阅步骤 ：添加 作为

客户端 。

 在 上，配置连接请求策略和标准属性。请参阅步骤 ：配置连

接策略和标准属性 。

配置示例



配置示例

对于 验证，还需要与 （ ）关联的一

些配置。请参阅 相关配置 。

步骤 ：添加 作为 客户端

上的 实现遵循标准的

（ ， 工程任务组）规范，因此在配置 服务器时必

须选择 （ 标准）作为其供应商名称。

 示例中的假设：

 的 地址 192.168.56.29

 为 指定的 验证端口：

 为 指定的 计账端口：

 将您的 添加到 ：

 选择 （开始） （管理工具）

（网络策略服务器）。将打开 （网络策

略服务器）控制台窗口。



配置示例

 右键单击 （ （本地）），然后选择 （属性）。

验证属性对话框中显示的身份验证和计帐端口号与 上指定的相

同。在此示例中，它们是 和 。然后关闭此对话框。



配置示例

 在 （ 客户端和服务器）下，右键

单击 （ 客户端），然后选择

（新建 客户端）。将显示 （新建

客户端）对话框。

 执行以下操作将您的 添加到 ：

 验证 （启用此 客户端）复选

框已选中。

 在 （友好名称）字段中键入用于标识 的名称。

 在 （地址（ 或 ））字段中键入

。

 在 （供应商名称）字段中选择

（ 标准）。

 选择 （手动）单选按钮。



配置示例

 在 （共享密码）和 （确认共

享密码）字段中键入共享密码。共享密码必须与在 上指定的

密码相同。

 单击 （确定）按钮。



配置示例

步骤 ：配置连接策略和标准属性

您需要为连接请求策略配置以下内容：

 的 地址或主机名

 连接请求转发方式

 验证方法

 标准 属性

 示例中的假设：

 的 地址 192.168.56.29

 使用本地 服务器

 在 上选择的 协议 CHAP

 您的 的现有角色 Admin

 示例：

 打开 控制台，然后展开 （策略）文件夹。



配置示例

 右键单击 （连接请求策略），然后选择

（新建）。将显示 （新建连接请

求策略）对话框。

 在 （策略名称）字段中键入用于标识此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配置示例

 您可以将 （网络访问服务器类型）

字段保留为默认值 （未指定）。



配置示例

 单击 （下一步）显示 （指定条件）屏幕。单

击 （添加）按钮。

 显示 （选择条件）对话框。单击 （添加）按钮。



配置示例

 显示 （ 地址）对话框。键入 地址

，然后单击 （确定）。

 在 （新建连接请求策略）对话框中单

击 （下一步）。

 选择 （验证此服务器上的请求），

因为在此示例中使用本地 服务器。然后单击 （下一步）。



配置示例

注意： （连接请求转发）选项必须与
您的环境相匹配。

 当系统提示您选择验证方法时，请选择以下两个选项：

 （覆盖网络策略验

证设置）

 在此示例中， 使用



配置示例

注意：如果您的 使用 ，则选择 。



配置示例

 选择对话框左侧的 （标准），然后单击 （添加）。



配置示例

 从属性列表中选择 ，然后单击 （添加）。



配置示例

 在 （属性信息）对话框中，单击 （添加）。

 选择 （字符串），在文本框中键入 ，然后单

击 （确定）。



配置示例

弯曲括号 中的 是 上现有的角色。建议使用 角

色来测试此配置。角色名称区分大小写。



配置示例

 新属性已添加。单击 （确定）按钮。



配置示例

 单击 （下一步）继续。



配置示例

 显示摘要，其中显示连接请求策略设置。单击 （完成）关闭对

话框。

标准属性示例

对于标准属性，不需要字典文件。您只需在以下 路径中添加

所有用户数据，包括用户名、密码和角色。

/etc/raddb/users

 示例中的假设：

 用户名 steve

 的密码 test123

 的角色 Admin 和 SystemTester

 在 中创建 的用户配置文件：

 转到此位置：/etc/raddb/users。

 通过键入以下内容添加用户 的数据。请注意，等号 之后的

值必须用双引号 括起来。



配置示例

steve Cleartext-Password := "test123"

Filter-ID = "Raritan:G{Admin}",

Filter-ID = "Raritan:G{SystemTester}"

供应商特定的属性

使用 供应商特定属性（ ）时，必须指定以下属性。

 供应商代码 13742

 供应商分配的属性编号 26

 属性格式 String

用于指定一个或多个角色的供应商特定属性的语法是：

Raritan:G{role-name1 role-name2 role-name3}

有关 上的配置，请参阅 示例 。

有关 上的配置，请参阅 示例 。

示例

要使用供应商特定属性配置 ，您必须：

 将您的 添加到 。请参阅步骤 ：添加 作为

客户端 。

 在 上，配置连接请求策略和供应商 特定属性。请参阅步骤 ：

配置连接策略和供应商特定属性 。

对于 验证，还需要与 （ ）关联的一

些配置。请参阅 相关配置 。



配置示例

步骤 ：添加 作为 客户端

上的 实现遵循标准的

（ ， 工程任务组）规范，因此在配置 服务器时必

须选择 （ 标准）作为其供应商名称。

 示例中的假设：

 的 地址 192.168.56.29

 为 指定的 验证端口：

 为 指定的 计账端口：

 将您的 添加到 ：

 选择 （开始） （管理工具）

（网络策略服务器）。将打开 （网络策

略服务器）控制台窗口。



配置示例

 右键单击 （ （本地）），然后选择 （属性）。

验证属性对话框中显示的身份验证和计帐端口号与 上指定的相

同。在此示例中，它们是 和 。然后关闭此对话框。



配置示例

 在 （ 客户端和服务器）下，右键

单击 （ 客户端），然后选择

（新建 客户端）。将显示 （新建

客户端）对话框。

 执行以下操作将您的 添加到 ：

 验证 （启用此 客户端）复选

框已选中。

 在 （友好名称）字段中键入用于标识 的名称。

 在 （地址（ 或 ））字段中键入

。

 在 （供应商名称）字段中选择

（ 标准）。

 选择 （手动）单选按钮。



配置示例

 在 （共享密码）和 （确认共

享密码）字段中键入共享密码。共享密码必须与在 上指定的

密码相同。

 单击 （确定）按钮。



配置示例

步骤 ：配置连接策略和供应商特定属性

您需要为连接请求策略配置以下内容：

 的 地址或主机名

 连接请求转发方式

 验证方法

 标准 属性

 示例中的假设：

 的 地址 192.168.56.29

 使用本地 服务器

 在 上选择的 协议 CHAP

 您的 的现有角色 Admin、User 和 SystemTester

 示例：

 打开 控制台，然后展开 （策略）文件夹。



配置示例

 右键单击 （连接请求策略），然后选择

（新建）。将显示 （新建连接请

求策略）对话框。

 在 （策略名称）字段中键入用于标识此策略的描述性名称。



配置示例

 您可以将 （网络访问服务器类型）

字段保留为默认值 （未指定）。



配置示例

 单击 （下一步）显示 （指定条件）屏幕。单

击 （添加）按钮。

 显示 （选择条件）对话框。单击 （添加）按钮。



配置示例

 显示 （ 地址）对话框。键入 地址

，然后单击 （确定）。

 在 （新建连接请求策略）对话框中单

击 （下一步）。

 选择 （验证此服务器上的请求），

因为在此示例中使用本地 服务器。然后单击 （下一步）。



配置示例

注意： （连接请求转发）选项必须与
您的环境相匹配。

 当系统提示您选择验证方法时，请选择以下两个选项：

 （覆盖网络策略验

证设置）

 在此示例中， 使用



配置示例

注意：如果您的 使用 ，则选择 。

 选择对话框左侧的 （供应商特定），然后单击 （添

加）。将显示 （添加供应商特定属性）

对话框。

 在 （供应商）字段中选择 （定制），然后单击 （添

加）。将显示 （属性信息）对话框。

 单击 （添加），然后单击 （供应商）。 将显示

（特定属性信息）对话框。

 单击 （输入供应商代码），然后键入 。

 选择 （是，它符合）以指示自定义属性符合

（ ，请求注释）。

 单击 （配置属性），然后：

 在 （供应商分配的属性编号）

字段中键入 。

 在 （属性格式）字段中选择 （字符串）。



配置示例

 在 （属性值）字段中键入

。在此示例中，曲括号 中指定了三个角色

、 和 。

请注意，多个角色用空格分开。

 单击 （确定）按钮。

示例

上的供应商特定属性配置需要供应商特定的字典文件。因此，

有两个主要的配置步骤。

 使用字典来定义 供应商特定的属性

 添加所有用户数据，包括用户名、密码和角色



配置示例

 示例中的假设：

 属性 Raritan-User-Roles

 用户名 steve

 的密码 test123

 的角色 Admin、User 和 SystemTester

 步骤 在 中定义供应商特定属性：

 转到此位置：/etc/raddb/dictionary。

 在 字典文件中键入以下内容。

VENDOR Raritan 13742

BEGIN-VENDOR Raritan

ATTRIBUTE Raritan-User-Roles 26 string

END-VENDOR Raritan

 步骤 在 中创建 的用户配置文件：

 转到此位置：/etc/raddb/users。

 通过键入以下内容添加用户 的数据。请注意，等号 之后的

值必须用双引号 括起来。

steve Cleartext-Password := "test123"

Raritan-PDU-User-Roles = "Raritan:G{Admin User SystemTester}"

相关配置

当使用 验证时，请确保您还配置与

（ ）相关的以下设置：

 在 中注册 服务器

 为 中的用户配置远程访问权限

只有当第一次配置 并且在 中创建用户帐户时，才会在 中注

册 服务器。

如果使用 验证，则必须为在 中创建的用户帐户启用以下功能：

 使用可逆加密存储密码

重要说明：如果在启用 使用可逆加密存储密码 功能之前设置密码，则重

置用户密码。

 注册 ：

 打开 控制台。



配置示例

 右键 单击 （ （本地）），然后选择

（在 中注册服务器）。

 单击 （确定），然后再次单击 （确定）。

 授予 用户远程访问权限：

 打开 用户和计算机。



配置示例

 打开要授予访问权限的用户的属性对话框。

 单击 （拨入）选项卡，然后选中 （允许访问）复

选框。

 为 验证启用可逆加密：

 打开 用户和计算机。

 打开要配置的用户的属性对话框。



配置示例

 单击 （帐户）选项卡，然后选择

（使用可逆加密存储密码）复选框。



在本章内

调制解调器连接的 转 电缆要求（仅适用于 ）

在 服务器中预留 地址

传感器阈值设置

用于查看 的 应用程序

海拔修正因子

不平衡电流计算

计算所用的数据

探索现有用户配置文件的方法

培训网站

服务器的作用

级联故障排除

浏览联机帮助

调制解调器连接的 转 电缆要求（仅适用于 ）

将调制解调器 连接 到 需要 转 适配器 电缆。

第三方 转 适配器 电缆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转 公头

 和相应的控制引脚不会相互交叉

 使用以下引脚分配：

引脚信号 引脚编号 引脚编号

其他 信息



其他 信息

注意：用于 连接 调制解调器的 转 适配器 电缆不能用于将

连接到计算机。请参阅计算机连接的 转 电缆要求（仅适

用于 ） 有关计算机连接的 到 电缆要求（仅适用

于 ） 。

在 服务器中预留 地址

在 请求中使用其序列号作为客户端标识符。因此，要在

服务器为 成功预留 地址，请使用 设备的序列号作为唯一

而不是 地址。

由于 的所有网络接口都可以同时启用并用不同的静态 地址进行

配置，因此每个网络接口的客户端标识都不同。主要的区别是是否存在后

缀，后缀是添加到序列号末尾的接口名称。下表列出了所有网络接口的客

户端标识符。

界面 客户端标识符

以太网 序列号

序列号

序列号加上大写后缀

序列号加上大写后缀

序列号

如果愿意，可以在 服务器中预留多个接口的 地址。 请注意，

如果您的 设置为桥接模式，则必须选择 配置桥接口。

重要说明： 在桥接模式下，只有 （桥接）接口的 参数有效。

（以太网） 或者 和 （无线）接口的

参数不起作用。

在 中预留

要在 服务器中预留任何网络接口的 地址，必须将该接

口的客户端标识转换为十六进制 码。

有关每个接口的客户端标识符，请参阅在 服务器中预留 地址

。

在以下示例中，假设 序列号是

 地址预留示例：

 将所需网络接口的客户端标识符转换为 码（十六进制）。



其他 信息

界面 客户端标识符转换

以太网

 包含破折号和 一词的后缀也被转换。

 包含破折号和 一词的后缀也被转换。

 在您的 服务器中，打开 （新建预留）对话框，

并用空格将转换的 代码分开。

例如，要预留 或 接口的 地址，请在对话框中

输入以下数据。

字段 输入的数据

（

地址）

要预留的 地址。

（ 地址）

以下 码。

50 45 47 31 41 30 30 30 30 33

其他字段 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其他 信息

在 中预留

要在标准 服务器（ 服务器）中预留任何网络接口

的 地址，可采用两种方法：

 将接口的客户端标识转换为十六进制 码。

 使用接口的原始客户端标识符，而不将其转换为 码。

有关每个接口的客户端标识符，请参阅在 服务器中预留 地址

。

在以下示例中，假设 序列号是 ，要预留的 地址是

。

 带 码转换的预留示例：

 将所需网络接口的客户端标识符转换为 码（十六进制）。

界面 客户端标识符转换

以太网

 包含破折号和 一词的后缀也被转换。



其他 信息

界面 客户端标识符转换

 包含破折号和 一词的后缀也被转换。

 用冒号将转换的 码分开，并且必须将前缀 添加到转换的代

码的开头。

例如， 或 接口的转换后的客户端标识符如下所示：

00:50:45:47:31:41:30:30:30:30:33

 现在使用以下语法输入转换的客户端标识符。

 不带 码转换的预留示例：

 使用所需网络接口的原始客户端标识符。不要将它们转换为 码。

 前缀 必须添加到客户端标识符的开头。

例如， 或 接口的客户端标识符如下所示：

\000

 现在使用以下语法输入原始客户端标识符。客户端标识符用引号括起

来。



其他 信息

传感器阈值设置

本节介绍数字传感器的阈值设置。

阈值和传感器状态

数字传感器有四个阈值： （下临界）、 （下

警告）、 （上警告）和 （上临界）。

阈值设置可确定特定传感器可用的传感器状态和每个传感器状态的范围。

下图显示了每个阈值与每个状态的关系。



其他 信息

（高于上临界）

   上临界阈值

（高于上警告）

   Upper Warning（上警告）

   Lower Warning（下警告）

（低于下警告）

   下临界阈值

（低于下临界）

 可用传感器状态：



其他 信息

为传感器启用的阈值越多，该传感器的可用状态就越多。无论是否启用任

何阈值， 正常 状态始终可用。

例如：

 当传感器仅启用上临界阈值时，它具有两个传感器状态：正常和高于上

临界。

 当传感器同时启用了上临界和上警告阈值时，它具有三个传感器状态：

正常，高于上警告，高于上临界。

高于上警告 和 低于下警告 状态是警告状态，要求您注意。

高于上临界 和 低于下临界 状态是要求您立即处理的临界状态。

 每个可用传感器状态的范围：

每个启用阈值的值决定每个可用传感器状态的读取范围。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的传感器 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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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 和断言超时

如果多种传感器状态可用于特定传感器，则当发生不良状态变化时， 会

为其断言一种状态。

 断言状态：

断言状态是宣布一个新的 更糟 的状态。

以下是导致 断言的不良状态变化。

高于上警告 高于上临界

正常 高于上警告

正常 低于下警告

低于下警告 低于下临界

 断言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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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阈值设置中， （断言超时）字段推迟甚至取消 断言

操作。它决定了在 触发 断言 操作之前传感器必须处于 更差 的新状

态的时间。如果该传感器在指定的等待时间内再次更改其状态，则 不

会断言更差的状态。

要禁用断言超时，将其设置为 （零）。

注意：对于大多数传感器， （断言超时）的计量单位是

采样时间。每秒测量传感器一次，因此采样时间等于一秒钟。 是一

个例外，采样时间为 秒。

 断言超时 如何起作用：

如果您创建了指示 发送断言事件通知的事件规则，则传感器的读数在

某个阈值周围波动时，设置 断言超时 有助于消除您可能会收到的一些通

知。

温度传感器的断言超时示例

假设：

启用上警告阈值。 

上警告 = 25（摄氏度）

断言超时 = 5 次采样（即 5 秒）

当温度传感器的读数超过 摄氏度时，即从 正常 范围移动到 高于上警

告 范围， 不立即声明此警告状态。而是等待 秒钟，然后执行以下

任一操作：

 如果温度保持在 摄氏度以上（即处于 高于上警告 范围）达 秒

钟，则 会执行 断言 操作，以宣布 高于上警告 状态。

 如果温度在 秒内降到 摄氏度以下，则 不执行 断言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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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断言 和反断言滞后

在 断言传感器的更差状态之后，如果读数改进， 可能稍后反断言该

状态。

 反断言状态：

反 断言状态是宣布先前断言的更差状态的结束。

以下是导致 反断言先前状态 的良好状态变化。

高于上临界 高于上警告

高于上警告 正常

低于下警告 正常

低于下临界 低于下警告

 反断言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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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阈值设置中， （反断言迟滞）字段决定了一个新

等级，以触发 反断言 操作。

该功能类似于恒温器，当温度超过预定等级时，该恒温器指示空调器打开

冷却系统。只有当该传感器的读数达到预先确定的 反断言 等级时， 反断

言滞后 才指示 反断言传感器的更差状态。

对于上阈值，此 反断言 等级是针对每个阈值的减小。对于下阈值，此等级

是针对每个阈值的增加。减少 增加的绝对值正好是滞后值。

例如，如果反断言迟滞 ，则：

 上临界 ，因此其 反断言 等级 。

 上警告 ，因此其 反断言 等级 。

 下临界 ，因此其 反断言 等级 。

 下警告 ，因此其 反断言 等级 。

要将每个阈值用作 反断言 等级而不是确定新等级，请将

（反断言迟滞）设置为 （零）。

 反断言滞后 如何起作用：

如果您创建了指示 发送反断言事件通知的事件规则，则传感器的读数

在某个阈值周围波动时，设置 反断言滞后 有助于消除您可能会收到的一些

通知。

温度传感器的反断言滞后示例

假设：

启用上警告阈值。 

上警告 = 20（摄氏度）

反断言滞后 = 3（摄氏度）

“反断言”等级 = 20-3 = 17（摄氏度）

当 检测到温度传感器的读数下降到 摄氏度以下时，即从 高于上

警告 范围移动到 正常 范围，可能会发生以下任一情况：

 如果温度下降到 摄氏度到 摄氏度之间，则 不执行 反断

言 操作。

 如果温度下降到 摄氏度或更低，则 执行 反断言 操作，以宣

布 高于上警告 状态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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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查看 的 应用程序

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可以将您的 或 或 移动设备

转换为 的本地显示器。

此应用程序称为 ，可以免费下载。

当您的 未连接到网络但您需要检查 状态，检索基本信息，甚至

更改网络设置时， 特别有用。

 使用 的要求：

 正在运行固件版本 或更高版本。

 如果您使用的是 设备，则它必须支持 便携式 。

 需要适当的 电缆。

 对于 ，您需要 适配器电缆

 对于 ，使用 移动设备附带的 电缆。

 安装 ：

 使用您的移动设备从 或 的 下载

应用程序。

 安装 后，启动它。 下面说明了 设备的 屏

幕。



其他 信息

 将您的移动设备连接到 的 端口。

您的移动设备类型决定将使用 上的哪个 端口连接移动设

备。 将自动检测并指示用于连接您的移动设备的适当 端

口。

当 检测到与 的物理连接时，显示 （已连接）

消息。

 在登录提示符下登录 应用程序。现在，您可以查看有限的

信息，甚至可以更改一些设置。

提示：要跳过最终登录步骤，您可以单击 的右上图标来保存

一个或多个用户凭据。下次应用程序在检测到 时会自动登录。

海拔修正因子

如果设备连接 差分气压传感器，输入的设备海拔可以充当海拔修

正因子。也就是说，差分气压传感器的读数乘以修正因子，即为正确读数。

下表列出不同海拔下的修正因子。

海拔（米） 海拔（英尺） 修正因子



其他 信息

海拔（米） 海拔（英尺） 修正因子

不平衡电流计算

不平衡电流信息仅在三相型号上可用。本节说明 如何计算不平衡电流

百分比。

 计算：

 计算所有 个线路的平均电流。

平均电流 = (L1+L2+L3) / 3

 如下计算每个线路的不平衡电流：每个线路电流减去平均电流，然后再

除以平均电流。

L1 不平衡电流 = (L1 - 平均电流)/平均电流

L2 不平衡电流 = (L2 - 平均电流)/平均电流

L3 不平衡电流 = (L3 - 平均电流)/平均电流

 确定三个线路的不平衡电流值中的最大绝对值。

Maximum (|L1 current unbalance|, |L2 current unbalance|, 

|L3 current unbalance|)

 将最大值转换为百分比。

Unbalanced load percent = 100 * maximum current unbalance

 示例：

 每个线路的电流：

安培

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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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培

 平均电流： 安培

 不平衡电流：

 不平衡电流：

 不平衡电流：

 最大不平衡电流：

 不平衡电流转换为百分比：

计算所用的数据

设备产生的热量视你购买的型号而定。在计算热量 时，在

计算公式里使用下列视型号而定的电源数据。

型号名称 最大功率（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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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现有用户配置文件的方法

本节说明了可在 上查询现有用户帐户的方法。

 已激活的情况下，用于验证的用户名不存在时，会出现 用户

未知 错误。

 任何具有查看事件规则权限的用户都可以通过 查询所有

本地现有用户。

 任何具有查看事件日志权限的用户都可以从日志条目中获取有关现有

用户的信息。

 任何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都可以查询当前存在的连接会话，包括网络摄

像头实时预览会话，该会话显示关联的用户名列表。

培训网站

在 培训网站 上提供

各种 产品的免费培训材料。此网站上介绍的 产品包括智

能 、 、 、 、 、 和

将根据 产品的最新发展不定

期更新培训资料。

要访问这些培训材料或课程，您需要通过 培训网站申请用户名和

密码。通过验证后，您可以随时访问 培训网站。

访问培训网站可能有助于了解或获得有关 产品的一些概念，并作

出正确的购买决定。例如，您可以在实施或使用 之前进行相关视

频培训。

服务器的作用

在根据 地址进行 通信时，需要用适当的 服务器设置把

域名（主机名）映射成相应的 地址，否则 可能不能连接到指定主

机。

因此， 服务器设置对于外部验证非常重要。在配置合适的 设置

之后， 可以把外部验证服务器的名称解析成 地址，从而建立连接。

如果启用 加密，由于只能用全限定域名指定 服务器，所

以 服务器设置是必不可少的。

有关外部验证的信息，请参阅设置外部验证 。

级联故障排除

在级联链中的一个设备上发生的任何可访问性问题可能导致无法访问与其

连接的所有下游从设备。

http://www.raritantrai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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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根本原因

以下列出了网络可访问性问题和可能的根本原因。

如果 的网络访问失败，则始终可以通过将 连接到计算机来解决

软件设置问题。请参阅将 连接到计算机 。

症状 可能的原因

无法访问主设备  到主设备的网络连接丢失。

 没有给主设备提供电源。

 主设备上的以太网或无线接口被禁用。

 在主设备上禁用 （或 ）设置。

 在端口转发模式下，主设备的角色错误地设置为 从设备 。

 在端口转发模式下，用于连接网络的接口被错误地选择为

下游接口。

 对于无线网络，以下之一可能导致可访问性故障：

 连接到主设备的 无线 适配器不是

适配器。请参阅 无线 适配

器 。

 不支持无线 配置。请参阅支持的无线 配置

。

 已安装的 证书链包含已过期或尚未生效的任何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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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 可能的原因

无法访问从设备  到主设备的网络连接丢失。

 连接到有问题的从设备或任何上游设备（如果可用）的级

联电缆松动或丢失。

 没有给有问题的从设备或任何上游设备提供电源。

 主设备上的以太网或无线接口被禁用。

 在有问题的从设备上禁用 （或 ）设置。

 有问题的从设备或任何上游设备的级联模式设置不正确。

例如，主设备设置为桥接，但其中一个从设备设置为端口

转发。

 在端口转发模式下，主设备的角色错误地设置为 从设备 。

 在端口转发模式下，主设备的下游接口设置不正确。例如，

使用 电缆连接第一个从设备，但选择以太网端口作为

下游接口。

 在端口转发模式下，有问题的从设备或任何上游设备的角

色被设置为 主设备 而不是 从设备 。

 在端口转发模式下，您添加到 地址的端口号不正确。请

参阅端口号语法 。

 有问题的从设备或任何上游设备的固件版本早于 。

提示：要确定哪个 可能是网络的故障点，您可以 级联链中的每

个 ，或检查每个 的事件日志中的从设备相关事件。请参阅从设

备连接和断开事件 。

 对于 级联链，还要查看以下内容：

 用于连接网络或级联电缆的以太网接口（ 或 ）是否在有问

题的从设备或任何上游设备上被禁用。

 如果将连接设置为端口转发模式，则连接是否符合级联准则。请参阅不

支持的端口转发级联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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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备连接和断开事件

对于 级联链和以太网级联链，与连接 断开级联设备相关的日志消息

是不同的。

 以太网级联链的消息：

每当检测到主 从设备的连接或断开时，通过该网络电缆连接的两个

设备都会在其内部日志中记录此事件。

有两个与从设备相关的事件：

事件 说明

网络接口链路已打

开。

当 检测到在其以太网端口之一上连

接上游或下游级联设备时，将生成此日志

条目。

网络接口链路已关

闭。

当 检测到在其以太网端口之一上断

开上游或下游级联设备时，将生成此日志

条目。

 级联链的消息：

在桥接模式下，不会记录有关通过 连接 断开下游从设备的事件。

但是，在端口转发模式下，每当检测到通过 连接或断开下游从设备

时， 电缆的 端的 将其记录在内部日志中。请注意，电

缆的 端的 不记录这些事件。

有两个与从设备相关的事件：

事件 说明

从设备已连接 当 在其 端口断开时，将生成此日志条

目。

从设备已断开 当它检测到从设备从其 端口断开时，将生成

此日志条目。

工具

在 界面和 中提供了一个 工具，因此您可以 数

据中心中的任何主机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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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界面

要登录 界面，请参阅 访问 登录 。

可以用 工具检查是否可以通过网络或 访问主机。

 主机：

 选择 （维护） （网络诊断）

 在以下字段中键入值。

字段 说明

（网

络主机）

要检查的主机的名称或 地址。

（请求数）

数字，最大值为 。

此数字决定在 主机时要发送多少数据包。

 单击 （运行 ）按钮以 主机。然后显示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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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您可以通过将计算机连接到 或使用 来访问 界面。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访问 使用 或

。

必须在诊断模式下执行 命令。要进入诊断模式，请键入以下命令，

然后按 键。

# diag

出现 或 ＃ 提示符后，可以执行 命令。

此 命令向网络主机发送 消息以检查其网络

连接。如果输出显示主机响应正常，则网络连接良好。如果没有，则主机

关闭或者没有正确连接到网络。

diag> ping <host>

变量：

 是你要检查其网络连接的主机名或 地址。

选项：

 可以在 命令中使用下面列出的任何一个选项或所有选项。

选项 说明

决定要发送的消息数。 是在

之间的整数。

决定数据包大小。 是在

之间的整数，以字节为单位。

决定超时之前的等待时间。 是以秒为

单位的整数，取值范围为 。

包括所有选项时，命令如下所示：

diag> ping <host> count <number1> size <number2> timeout <numb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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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联机帮助

可以通过 访问 联机帮助。

必须在浏览器上启用 （活动内容），才能使用联机帮助。

如果使用 ，必须启用 （代码块）。阅读浏览

器帮助文件，了解如何启用这些功能。

 使用 联机帮助：

 单击 （联机文档）。请参阅 界面概述

界面概览 。

 用默认网络浏览器打开联机帮助。

 如要查看任何主题的内容，单击左面板上的主题，右面板显示其内容。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选择不同的主题：

 如要查看下一个主题，单击工具栏上的 （下一个）图标 。

 如要查看上一个主题，单击 （上一个）图标 。

 如要查看第一个主题，单击 （主页）图标 。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展开或折叠有子主题的主题：

 如要展开任何主题，单击此主题前面的白色箭头 ，或者双击此主

题。箭头变成黑色渐变箭头 ，在此主题下面显示子主题。

 如要折叠任何已展开的主题，单击此主题前面的黑色渐变箭头 ，

或者双击展开的主题。箭头变成白色箭头 ，隐藏此主题下的所有

子主题。

 如要搜索特定信息，在 （搜索）文本框中输入关键词或字符串，

然后按 或单击 （搜索）图标 开始搜索。

 必要时选择 （匹配部分词）复选框，包括与在

（搜索）文本字段里输入的多个词的一部分相匹配的信息。

左面板显示搜索结果。

 如要让左面板显示主题列表，单击底部的 （目录）选项卡。

 如要显示 （索引）页，单击 （索引）选项卡。

 如要把当前所选主题的链接发给他人，单击工具栏上的

（用电子邮件发送本页）图标 。

 如要通过电子邮件向 发送有关联机帮助的意见和建议，单击

（发送反馈）图标 。

 如要打印当前选择的主题，单击 （打印本页）图标 。



设备可以与某些 产品一起工作，以提供多种电源解决方案。

在本章内

配置

、 或 配置

配置

配置

、 或 系列可连接到 的

或 设备（数字 切换器），以提供一种替代电源管理方案。

注意这种集成方式要求运行下列固件版本：

 或更高版本

 

 系列 或更高版本

 系列 或更高版本

 系列 或更高版本

或 集成需要 和直连五类电缆。

有关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支持页面 上的 或

用户指南

 产品联机帮助页面

上的 或 联机帮助

注意：为了便于文档描述， 和 产品在以下部分中称

为 。

配置机架式 目标

可以利用 把机架式 （电源条）连接到 端口。

在 （端口配置）页上配置 机架式 。

注意： 建议每次不超过八 个机架 （电源条）连接在
上，否则性能可能受到影响。

集成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online-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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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用 把 系列机架式 （电源条）连接到

设备。

 连接机架式 ：

 将 的 连接器（阳）插入下列机架式 的

连接器（阴）。

 系列： （串行）端口

 或 系列： （功能）端口

 用直通五类电缆将 的 连接器（阴）连接到

的任何一个可用系统端口连接器（阴）。

 用交流电源线连接目标服务器和可用的机架式 出口。

 把 连接到交流电源。

 接通设备电源。

图中关键字

机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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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机架式

通过五类电缆将 连接到 目标设备端

口

命名机架式 （电源条的端口页）

注意：可以在 和 上命名 机架式 （电源条）。

在把 远程机架式 连接到 之后，

（端口配置）页显示此 。单击页面上的电源端口名称访问它。自动填

充 （类型）字段和 （名称）字段。

注意：不能更改 类型。

显示机架 上每个出口的下列信息： （出口） （编号）、

（名称）和 （端口关联）。

在本页上命名机架式 及其接口。名称最长为 个字母数字字符，

可以包含特殊字符。

注意：在使机架式 与目标服务器（端口）关联时，用目标服务器名
称取代出口名称（即使给此出口指定了其他名称也如此）。

 命名机架式 和出口：

注意： 不能识别包含空格的机架式

名称。

 在 （名称）字段里输入机架式 的名称（如有必要）。

 根据需要更改 （出口） （名称）。（出口名称默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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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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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出口与目标设备关联

单击 （端口配置）页上的一个端口，打开 （端口）

页。

如果出口被连接到与端口相连的相同服务器，可以与目标设备产生电源关

联。

一台服务器最多可以有四个电源插头，可以使每个电源插头与不同的机架

式 （电源条）关联。可以在本页上定义这些关联，以便在

（端口访问）页上对服务器执行通电、断电和重新通电操作。

为了使用此功能，你需要：

 远程机架式

 电源

创建电源关联

 创建电源关联（使机架式 出口与 目标服务器关联）：

注意：在使机架式 与目标服务器（端口）关联时，用目标服务器名
称取代出口名称（即使给此出口指定了其他名称也如此）。

 在端口配置页面，选择你要与 关联的目标服务器。

 在 （电源条名称）下拉列表上选择机架式 。

 在 （出口名称）下拉列表上选择此机架式 的出口。

 对于所有期望的电源关联，重复第一步和第二步。

 单击 （确定）。显示一条确认消息。

接通 断开出口电源和重新通电

 接通出口电源：

 单击 （电源）菜单访问 （电源条）页。

 在 （电源条）下拉列表上选择要接通哪个 机架式

（电源条）的电源。

 单击 （刷新）按钮查看电源控制。

 点击你想打开电源的出口旁边的 （开启）。

 单击 （确定）按钮关闭 （通电）确认对话框。接通出口

电源，其状态为 （开）。

 断开出口电源：

 点击你想关闭电源的出口旁边的 （关闭）。

 单击 （确定）。单击 （断电）对话框上的 （确定）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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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断电）确认对话框上的 （确定）按钮。断开出口

电源，其状态为 （关）。

 给出口重新通电：

 点击你想重新通电的出口旁边的 （重新通电）。打开

（给端口重新通电）对话框。

 单击 （确定）。给出口重新通电（注意这可能需要几秒钟时间）。

 在重新通电结束之后，打开对话框。单击 （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 或 配置

支持与 的串行接入产品 、

和 的集成。

用于将 连接到不同 接入产品的电缆是不同的。

 标准网络跳线（ 或更高版本）

 电缆

 电缆

注意：要通过 访问 的 ，将 连接到 的

串行端口而不是 端口，从而将 视为串行设备。

有关这些 串行接入产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支持页面 上的 、 或

用户指南

 产品联机帮助页面

上的 、 或 联机帮助

将 连接到 后，如果该 是具有出口开

关功能的型号，则可以监控 甚至控制其出口。

连接机架式

 将 连接到 ：

 将 电缆的一端连接到不同 的以下端口。

 系列： （串行）端口

 或 系列： （功能）端口

 将 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背面的 或

端口。

 用交流电源线连接目标服务器和可用的机架式 出口。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
http://www.raritan.com/support/online-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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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连接到交流电源。

 

重要说明：使用 时，在连接在电源端口之间交换的机架式 之

前，电源端口应该处于非活动状态。否则，可能无法正确检测电源出口的

编号，尤其是在交换 和 出口机架式 型号之后。

图中关键字

或

端口

端口或

端口

电缆

 

电源控制

接通、断开和重新接通 电源的 操作与 操作相同。请参

阅接通、断开和重新接通出口电源 接通 断开出口电源和重新通电

。

和

通过连接到 或 设备，可以将 设备上的一个或多

个出口与特定的 或 端口关联。



集成

使用 配置和控制 的方式与使用

类似，但连接方法与 不同。

注意：如果使用 电缆进行连接，则该电缆必须为 。

如果使用 电缆，则必须为 。

请注意，图中使用的设备可能与您的特定型号不符。但是，不同型号中使

用的连接和端口是相同的。

 将 连接到 上的功能端口：

 将 交叉 电缆的灰色端连接到 上的功能端口。

 将 交叉 电缆的黄色端连接到 上的端口。

 接通 电源（如果还没有）。

 您现在可以将 作为受管电源条添加到 中。请参阅从远程控

制台配置电源条或使用 配置电源条 用户指南或联机帮助

中。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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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上配置

 选择 （设置） （电源条配置）。

 单击 （添加）按钮，打开 （电源条配

置）屏幕。

 分别在 （名称）和 （说明）字段里输入名称和说明。

 在 （出口数）下拉列表上选择出口数。

 在 （端口）字段里输入端口号。

 单击 （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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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控制

 选择 （电源控制） （电源

条电源控制），打开 （出口控制）屏幕。

 选择要控制的出口编号对应的复选框，单击 （通电） （断电）

按钮给选择的出口通电 断电。

 显示一条确认消息，说明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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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电源条状态

 选择 （电源控制） （电源条状态）。

 显示状态框，显示受控 的详细信息，包括此设备每个出口的电源

状态。

配置

应用软件用于通过安装在服务器机房或数据中心的不同

收集和管理数据。可以用此软件：

 批量配置多台

 命名不同 的出口

 通断有出口开关功能的出口的电源

有关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网站上的 在线帮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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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是一款允许您管理数据中心的产品。 被分类为

中的电源项。 提供了一个导入向导，可方便地将 以

及其他 设备添加到 进行管理。

您可以使用 ：

 记录和管理数据中心的基础设施和资产

 监控数据中心的耗电量

 跟踪数据中心的环境因素，如温度和湿度

 优化数据中心增长

有关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可从 应用程序访问的在线帮

助，或 网站上提供的用户文档： 。

概述

是一款强大而智能的数据中心管理和自动化应用程序。

它由数据中心和 专业人员设计，可广泛而深入地洞见数据中心。它通过

优化其当前的运营、资产和基础架构，使数据中心管理人员能够针对增长

和变化进行规划。

通过 ，您可以查看数据中心的所有内容，从服务器、刀片式服务

器、虚拟服务器和应用程序到数据网络、 寻址空间和布线。 还

允许您跟踪实时功耗并管理高架建筑空间和机架高度。

使用 直接在应用程序中构建楼层地图数据中心地图，或将现有楼

层地图导入到 中。此外， 允许您导入

对象来构建数据中心地图。

如果您目前以电子表格格式维护数据中心信息，则可以使用导入向导将该

数据导入到 中。

通过视觉跟踪来隔离端到端电源和数据电路的潜在问题。这允许您识别所

有中间电路点并找到问题。

通过使用 的工作流程和变更管理功能，数据中心经理能够更好地

在整个企业中实施最佳实践，并满足 框架准则。您也可以选择跳过

中的 进程和工作，以便立即处

理请求。

可用作独立产品，或与 集成，用于电源和环境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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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条和

如果任何资产条连接到 ，则 可将其信息传输到 的

。您只需要将 添加到 ，并添加在其中将资源标签附

加到 的每个 项目。

注意：有关连接资产条的说明，请参阅连接资产管理条 。

如果启用了 ，事件信息可以传输到 。具体来说，当资产标

签连接到资产条或断开连接时， 的 会检测到此情况。

然后 会生成连接或断开事件。当 轮询 时，

连接 断开事件进入 ，并显示在 中。

 在 中轮询和显示资产管理事件

 资源条连接到的 必须存在于 中。

设备在 中被识别为探针； 被识别为传感

器。

 通过资产标签连接到资产条的每个 项目都必须存在于

中。

无需手动输入 中已存在的 项目的资产标签 ，只要这些

项目处于已安装状态。

只需将项目的资产标签插入资产条，该资产条连接到 中存在

的 。 会自动将资产标签 分配给现有的 项目。

注意：如果需要，可以覆盖资产标签号。

有关 的更多信息以及资产条如何与 一起使用，请通过

联系

。





符号 

电源传感器（仅适用于 ）

０ 

产品

连接端口

型号的可重定位入口

１ 

产品

和 端口位置

２ 

产品

Ａ 

相关配置

和链路本地寻址

Ｂ 

计算所用的数据

（批量配置）

Ｃ 

（更改限电状态）

符号 

中的数据加密

Ｄ 

概述

（设备信息）

服务器的作用

、 或 配置

配置

和

传感器套装

传感器套装

传感器套装

传感器套装

Ｅ 

证书示例

设置

配置命令

（事件日志）

Ｆ 

（功能端口）

示例

标准属性示例

Ｈ 

命令

Ｉ 

（内部蜂鸣器）

配置

地址

Ｌ 

显示屏概述

配置示例

中的 配置

中的 配置

（记录事件消息）

脚本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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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地址

（维护）

Ｎ 

示例

标准属性示例

Ｏ 

Ｐ 

级事件规则示例

组件简介

配置

配置命令

（外设）

工具

配置

用户指南新增内容

闭锁继电器动作

系列

系列

型号扩展级联

Ｒ 

配置示例

培训网站

型传感器消磁

操作

电流传感器

自检

状态传感器

的 操作

的 界面操作

的前面板操作

临界状态报警

临界状态的 消息

信息

陷阱

剩余电流和状态对象

Ｓ 

出口和电源线

要求最大冷却

和

和阈值

通知

通知

（开关出口）

（开关外围启动器）

Ｔ 

要求

Ｕ 

无线 适配器

级联设备的位置

Ｗ 

界面概览

（网络摄像头管理）

服务器同步解决方案

中的 配置

中的 配置

Ｚ 

坐标格式

二划 

入口

入口传感器命令

入口传感器阈值信息

入口级事件规则示例

入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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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配置命令

入口接线柱传感器命令

入口接线柱传感器阈值信息

刀片扩展条设置

三划 

工作环境最高温度

下载

下载诊断信息

大写字符要求

小写字符要求

四划 

开关

无线 诊断日志

无线网络设置

支持的无线 配置

支持的电源共享传感器配置

支持的网络浏览器

支持的最大 传感器距离

不支持的端口转发级联连接

不平衡电流计算

不包含设备特定设置

不同的命令行界面模式和提示符

历史记录缓冲区大小

日历

日期和时间设置

内部蜂鸣器状态

内置规则和规则配置

手动启动或停止脚本

仅 或仅 配置

从 返回

从设备连接和断开事件

计划操作

以太网接口设置

双以太网连接（仅适用于 ）

五划 

示例

示例 命名

示例 命令

示例 入口命名

示例 打开特定执行器电源

示例 出口命名

示例 执行器命名

示例 创建角色

示例 设置

示例 服务器设置已更改

示例 给特定出口重新通电

示例 温度的默认上限阈值

示例

示例 参数、子网掩码参数和网关参数组

合

示例 防火墙控制配置

示例 命名

示例 创建用户配置文件

示例 时间设置方法

示例 环境传感器命名

示例 — 基本安全信息

示例 断开标签的资产条 颜色

示例 联网模式

示例 温度传感器的上临界阈值

示例

示例 入口传感器的警告阈值

示例 上临界设置和上警告设置组合

示例 主 服务器

示例 出口顺序

示例 机架单元命名

示例 传感器阈值选择

示例 启用两个 协议

示例 详细安全信息

示例 修改用户的角色

示例 添加 防火墙规则

示例

示例 和 参数组合

示例 无线验证方法

示例 用户锁定

示例 出口顺序延迟

示例 过流保护器传感器的上限阈值

示例 — 基本 信息

示例 默认计量单位

示例 上临界设置、上警告设置和下警告设

置组合

示例 非关键出口

示例 详细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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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添加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示例 静态 配置

示例： 监视和 通知

打开 域

打开产品和部件包装

功能 端口引脚

可用操作

可更换控制器

可能的根本原因

可靠性错误日志

可靠性数据

布局

旧 字符 显示屏

电子邮件和短信消息占位符

电源

电源共享限制和连接（仅适用于 ）

电源共享配置和限制

电源控制

电源控制操作

仪表盘

仪表盘

仪表盘 入口

仪表盘 入口历史记录

仪表盘 报警

仪表盘 带警报的传感器

用 型托架安装 设备

用 型托架和锁销安装 设备

用于查看 的 应用程序

用弓形爪托架安装 设备

用户配置命令

用户锁定

用户管理

用电子邮件或即时短信发送快照或录像

用机架安装

用两个后锁销安装 设备

用锁销安装 设备

外设

外部蜂鸣器

包装内容

主菜单

记住用户名和密码

出口

出口开关

出口页面的详细信息

出口传感器命令

出口传感器阈值信息

出口级事件规则示例

出口信息

出口配置命令

出口接线柱传感器阈值信息

出口概述页面的可用数据

发送 通知

发送电子邮件

发送传感器报告

发送传感器报告示例

发送短信

六划 

执行器信息

执行器配置命令

执行器控制操作

扩展 端口引脚（仅适用于 ）

机架安装、进口和出口连接

机架安装安全原则

机架单位配置

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命令

过电流保护器传感器阈值信息

过电流保护器信息

过电流保护器配置命令

在 服务器中预留 地址

在 上配置

在 中预留

在 中预留

在入口安装电缆固定夹（可选）

在开始之前

在出口安装电缆固定夹（可选）

有关计算机连接的 到 电缆要求

（仅适用于 ）

有线网络设置

死循环注意事项

网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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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设置

网络故障排除

网络配置

网络配置命令

网络接口设置

传感器 端口引脚

传感器 执行器位置

传感器 执行器状态

传感器阈值设置

传感器阈值配置命令

自

自动完成命令

自动和人工模式

自动管理功能的工作方式

全面灾难恢复

创建

创建 访问控制规则

创建电源关联

创建用户

创建用户配置文件

创建自签名证书

创建角色

创建角色访问控制规则

创建新属性

杂项

多命令语法

产品型号

决定 验证方式

决定时间设置方法

关于命令行界面

关闭本地连接

安全设置

安全规程

安全指导方针

安全配置命令

安排 自检

安装 或 型号

安装 签名证书

安装 串行驱动程序（可选）

安装或下载现有证书和密钥

设备安装工作表

设备设置

设备信息

设备配置 升级过程

设置

设置 的警报到正常延迟

设置 参数

设置 端口

设置 端口

设置 地址

设置 网关

设置 首选主机名

设置 配置模式

设置 静态路由

设置 地址

设置 网关

设置 首选主机名

设置 配置模式

设置 静态路由

设置 接口参数

设置 工作模式

设置 参数

设置 定义的默认出口状态

设置

设置 电流阈值

设置 阈值

设置 写公用名

设置 配置

设置 读公用名

设置

设置 证书

设置 值

设置 值

设置 值

设置 坐标

设置 坐标

设置 坐标

设置无线参数

设置历史记录缓冲区大小

设置日期和时间

设置外部验证

设置出口在重新通电期间的断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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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出口初始化延迟

设置出口通电顺序

设置出口通电顺序延迟

设置出口通电顺序和延迟

设置出口继电器行为

设置机架单位 模式

设置机架单位 颜色

设置网络服务参数

设置自动夏时制

设置级联模式

设置连接标签的 颜色

设置时区

设置每个日志条目的数据记录次数

设置环境传感器 坐标格式

设置轮询间隔时间

设置非关键出口

设置注册表，允许对模式执行写操作

设置波特率

设置重新通电期间的 定义的断电时间

设置前面板 自检

设置总有功电量或功率的阈值

设置浪涌保护延迟时间

设置验证方法

设置您的首选计量单位

设置断开标签的 颜色

设置数据记录

设置默认计量单位

收集 信息

防火墙控制

级联多台 设备以共享以太网连接

级联故障排除

级联模式概述

七划 

进入诊断模式

进入配置模式

运行 自检

批量配置 升级过程

批量配置方法

批量配置限制

把 连接到电源

把快照记录在网络摄像头存储器里

报警

更改 设置

更改 双工模式

更改 设置

更改 配置

更改 端口

更改 名称

更改 设置

更改 配置

更改 端口

更改 设置

更改 配置

更改 端口

更改 端口

更改入口名称

更改计量单位

更改用户密码

更改出口名称

更改出口的默认状态

更改过电流保护器名称

更改传感器名称

更改传感器说明

更改自己的密码

更改角色

更改密码

更换 设备上的熔断器

更换 设备上的熔断器

更新 模式

更新 固件

更新模式高速缓存

连接 调制解调器

连接 网络摄像头

连接

连接 热交换器

连接刀片服务器扩展条

连接外部设备（可选）

连接外部蜂鸣器

连接机架式

连接环境传感器套装

连接复合资产条

连接资产管理条

连接锁定电源线

连接模拟调制解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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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端口

连接端口功能

步骤 ：添加 作为 客户端

步骤 ：确定用户帐号和角色

步骤 ：配置连接策略和供应商特定属性

步骤 ：配置连接策略和标准属性

步骤 ：在 设备上配置 验证

步骤 ：在 设备上配置角色

时间单位

时间配置命令

串行

串行端口设置

串行端口配置命令

返回用户组信息

角色配置命令

删除 服务器

删除用户配置文件

删除防火墙规则

删除角色

删除受监视设备

删除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系统日志消息

系统和 要求

快速访问特定页面

启用有限服务协议

启用或禁用

启用或禁用 接口

启用或禁用

启用或禁用

启用或禁用

启用或禁用

启用或禁用

启用或禁用入口（针对多入口 ）

启用或禁用只读模式

启用或禁用用户配置文件

启用或禁用外围设备自动管理

启用或禁用受限服务协议

启用或禁用服务广播

启用或禁用限电

启用或禁用前面板出口开关

启用或禁用前面板执行器控制

启用或禁用强密码

启用或禁用数据记录

启用和配置

启用服务广播

启用阈值注意事项

启动时出口状态的选项

启动或停止 脚本

初始化延迟用例

初始安装和配置。

识别传感器位置和通道

诊断命令

八划 

环境传感器包信息

环境传感器级事件规则示例

环境传感器命令

环境传感器信息

环境传感器配置命令

环境传感器阈值信息

环境传感器默认阈值

现有 级联链的升级指南

现有用户配置文件

现有角色

规格

其他 信息

取消通电过程

事件规则示例

事件规则和操作

非触发规则注意事项

具有剩余电流监测功能的 型号

固件升级时间注意事项

供应商特定的属性

使用

使用 命令

使用

使用 或

使用 界面

使用可选的 传感器集线器

使用可选的 电缆

使用可选的 传感器集线器

使用命令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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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命令行界面命令

使用复位按钮

使用默认阈值

使出口与目标设备关联

所有权限

命令历史记录

命名机架式 （电源条的端口页）

命名机架单元

受限服务协议

服务器可访问性信息

服务器可访问性配置命令

备份和恢复设备设置

单个 页面

单个出口页面

单个出口的断电时间选项

单个传感器 执行器

单点登录限制

定制日期和时间

空闲超时

建立电源共享连接

限电设置

限电配置命令

限电模式

组合常规资产条

九划 

指定 传感器类型

指定 密码

指定 公钥

指定主 服务器

指定机架单位编号起点

指定机架单位编号模式

指定机架单位数

指定协议内容

指定设备海拔

指定非关键出口

指定备用 服务器

指定资产条方向

按钮锁出口

标识级联设备

标准属性

查找传感器的序列号

查询 服务器

查询可用的命令参数

查看连接用户

查看或清除本地事件日志

查看固件更新历史记录

查看保存的快照和管理存储

要求 最大冷却

面板部件

点阵 显示屏

显示网络连接

显示固件升级进度

显示信息

显示剩余电流监视信息

显示默认单位的用户界面

适用型号

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 设备

复合资产条的菊花链限制

复位

复位手柄型断路器

复位有功电量读数

复位到出厂默认设置

复位按钮

复位按钮型断路器

修改 设置

修改用户个人数据

修改用户配置文件

修改防火墙规则

修改防火墙控制参数

修改角色

修改或删除脚本

修改受监视设备的设置

修改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修改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参数

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将 传感器套装连接到

将 连接到计算机

将 连接到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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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值

将常规资产条连接到

前面板设置

测试网络连接

浏览联机帮助

退出

退出诊断模式

退出命令行界面

退出配置模式

给出口重新通电

给类添加新属性

十划 

获取上一个命令

配置 参数

配置 参数

配置 参数

配置 接口速度

配置 服务器设置

配置

配置 设备和网络

配置 设置

配置文件

配置机架式 目标

配置网络设置

配置网络服务

配置网络摄像头和查看实时图像

配置多入口型号

配置安全设置

配置级联模式

配置串行端口

配置环境传感器的默认阈值

配置密码策略

配置登录设置

配置数据推送设置

监视服务器可访问性

特定服务器的服务器可访问性信息

特殊字符要求

准备好安装位置

资产

资产条

资产条自动固件升级

资产条设置

资产条的机架单元设置

资产条信息

资产条管理

资产标签简介

资产管理条和

资产管理命令

海拔修正因子

浪涌电流和浪涌保护延迟

被管与非被管传感器 执行器

调制解调器连接的 转 电缆要求

（仅适用于 ）

通过

通过 进行初始网络配置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或固件升级

通过 创建配置文件

通过 下载诊断数据

通过 进行批量配置

通过 进行固件更新

通过 进行备份和恢复

通过 升级固件

通过 级联

通过 驱动器进行配置或固件升级

通过 界面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快照

十一划 

排序列表

推送传感器读数

接口名称

接通 断开出口电源和重新通电

接通一个执行器电源

接通出口电源

控制按钮

探索现有用户配置文件的方法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黄色或红色突出显示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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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或红色屏幕中的警报通知

菜单

检查 脚本状态

检查 服务器的可访问性

检查 状态和电流

检查支路额定值

检查电源条状态

检索软件包信息

常用网络设置

符合

第 步：在 服务器上配置用户组

阈值和传感器状态

断开一个执行器电源

断开出口电源

断开锁定电源线

断路器

断路器方向限制

清除 日志

清除事件日志

清除信息

添加 服务器

添加 服务器

添加、删除或交换级联设备

添加防火墙规则

添加受监视设备

添加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混合不同的传感器类型

密码有效期

密码有效期间隔时间

十二划 

最大密码历史

最大密码长度

最小密码长度

锁定出口和电源线

集成

温度传感器的反断言滞后示例

温度传感器的断言超时示例

强制设备检测模式

强制更改密码

强密码

登录

登录、退出和密码更改

登录命令行界面

登录限制

编写或加载 脚本

编辑用户成员的 属性

编辑或删除 访问控制规则

编辑或删除 监视设置

编辑或删除用户

编辑或删除角色

编辑或删除角色访问控制规则

编辑或删除规则 操作。

十三划 

填写设备安装工作表

禁用或启用前面板 自检

跟踪路由

蜂鸣器

简介

解除用户锁定

数字字符要求

十四划 

静态路由示例

管理一个传感器或执行器

管理外部验证设置

管理防火墙规则

管理资产条

管理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规则

端口号语法

端口转发示例

熔断器

十六划 

操作 显示屏

操作组

操作点阵 显示屏

默认日志消息

默认计量单位

十八划 

覆盖 指定的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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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划 

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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