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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S资讯 

 本设备符合RoHS规范。 

  

SJ/T 11364-2006 

部件名

称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铅 汞 镉 
六价

铬 

多溴联

苯 

多溴二苯

醚 

电子部

件 
● ○ ○ ○ ○ ○ 

结构部

件 
○ ○ ○ ○ ○ ○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在SJ/T 11363-2006规定的限量要求之下。 

●：表示符合欧盟的豁免条款，但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SJ/T 

11363-2006的限量要求。 

×：表示该有毒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SJ/T 11363-2006的限量要求。 

 

安全警告 

本设备仅可连接到有接地的电源插座或者是有接地的系统。 

请确认所有连接系统的电流输出总额未超过本设备输入所允许的额定电流。 

请确认本设备的供电电压未超过本设备所允许的额定电压。 

 

生命保障策略 

不建议在以下情况使用本设备： 

在本设备的故障或失效可能导致生命保障设备的故障，或极大地影响其安全性或效率的生命保障

应用中。 

 

包装明细 

 

本设备包装明细，包含如下： 

1PCS 电源管理单元 

1PCS 软件光盘 

1PCS 输入接口 

4PCS 输出接口 

请确认以上物品是否完整，且于运送过程中是否受到损坏。如果您有遇到任何问题，请联络您购

买的商家。 

    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遵守安装与操作程序以避免对本设备或任何于本产品安装架构下与

其连接的装臵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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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电源管理单元是远程电源集中管理解决方

案，该设备同时具有远程监控、集中管理、承载

功率大、保护功能齐全、控制功能灵活、使用方

便、智能化管理及体积小等多方面的优点。 

能同时对多台设备的供电进行远程配臵、状

态查询、控制；支持定时开关、各通道独立控制

等功能；具有独立的智能控制；设备采用多级防

雷设计，使设备能应用于复杂的具有高可靠要求

的工业应用环境。 

可以精确测量电压电流，可以记录电压电流

波形和长期的电压电流变化情况，可以设定过

压、欠压、过流、漏电告警与保护。 

可以自动恢复因瞬时性故障造成的电源断

电问题。 

可远程恢复设备死机或设备失败等问题，避

免了手动干预；减少了现场人员的维护，降低排

除故障、设备恢复的时间，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

和稳定性。 

具有多重保护及检测功能：接地检测、火零

线反接检测、网口防雷保护、自动重合闸保护。 

安装和操作十分便捷：只要将电源线连接至

对应的输入/输出单元，使用网管系统操作界面

进行管理和设定。 

 

1.1 适用范围 

本产品是适用于系统集成商、自动化公司、研究所等行业各种大型机房或无人值守机房，其他对

用电统计、用电规划、用电安全管理、设备运行维护管理以及绿色节能等方面有要求的行业等。 

1.2 功能简介 

 以太网通讯接口 

 1路以太网电口；支持SNMP、SNTP、TFTP、Telnet等协议 

 电源开关 

 使用断路器做为电源总闸开关 

 设备配臵 

 设备支持SNMP网管设臵、Web界面配臵、CLI配臵 

 设备管理 

 设备支持SNMP、Web、CLI远程管理和Web、CLI现场管理 

 电流电压漏电监控 

 可以精确测试后级工作设备的工作电流、电压与漏电值 

 其他功能 

 接地检测 

 火零线反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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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口防雷保护 

 恢复出厂设臵 

 设备远程升级等 

 安装方式 

 钣金外壳，标准导轨安装 

 电源接口采用凤凰端子 

1.3 产品特性 

  远程管理控制 

 轻松透过网络重新启动和管理机后级设备 

 集中式管理控制 

 通过网管系统集中对设备进行状态查看及控制等管理 

 智能化管理控制 

 自动统计及显示所连接设备的使用情况 

 自动恢复因瞬时性故障造成的电源断电问题 

 若发现设备服务停止或宕机，能根据预先设定的方案自动重启以排除故障 

 管理控制灵活 

 输出单元电源可独立控制，包括：开/关、重启及供电先后顺序 

 高可靠性 

 提供可靠的多重保护，包括：过压/欠压保护、雷击保护、浪涌保护 

 断电恢复后自动恢复断电前的端口的状态 

 支持现场巡检，可检验设备的保护功能是否失效 

 监测告警 

 根据设定的门限值告警，包括：过压/欠压告警、过载告警、漏电告警等 

 防雷保护/设计标准IEC61000-4-5  

 电源防雷：8/20µs、20KA 

 网口防雷：8/20µs、共模6KV，差模4KV 

 配臵 

 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设备的软件升级和复制、设备的配臵升级和复制及设备的运行状态记录 

 单元输出控制 

 支持远程控制、定时开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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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产品视图 

 

（图1） 正视图 

 

（图2） 后视图 

 

（图3） 前视图 

1.5 指示灯及接口介绍 

编号 项目 描述 

1 交流电源输出接口×4 凤凰端子接口 

2 以太网接口 10M/100M 自适应 

3 交流电源输入接口 凤凰端子接口 

4 电源总开关 断路器开关 

5 LED指示灯  

6 过载检测按键  

7 漏电检测按键  

8 复位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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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指示灯 

○1  CPU运行指示灯 绿色LED:CPU正常运行时LED闪烁 

○2  接地/反接指示灯 红色LED：未接地时LED常亮；火零线反接时LED闪烁 

○3  防雷失效指示灯 红色LED：防雷电路失效时LED常亮 

○4  过压/欠压指示灯 红色LED：工作电压过压时LED常亮；欠压时LED闪烁 

○5  过载/漏电指示灯 红色LED：负载电流过载时LED常亮；漏电时LED闪烁 

○6  交流输出1指示灯 红色LED：交流通道1闭合时LED常亮；断开时LED熄灭 

○7  交流输出2指示灯 红色LED：交流通道2闭合时LED常亮；断开时LED熄灭 

○8  交流输出3指示灯 红色LED：交流通道3闭合时LED常亮；断开时LED熄灭 

○9  交流输出4指示灯 红色LED：交流通道4闭合时LED常亮；断开时LED熄灭 

○10  交流输入指示灯 红色LED：交流电源正常输入时LED常亮 

1.6 性能规格 

技术参数 性能指标 接口类型 

额定工作电压 220VAC,50/60Hz  

输出单元额定负载电流 8A 凤凰端子接口 

输出额定总负载电流 8A 凤凰端子接口 

以太网 1路 10M/100M 自适应     RJ45接口 

最大放电电流 8/20µs、20KA 

最低功率（无负载） ＜1W 

工作温度 0℃～+70℃ 

工作湿度 ≤95%HR 无凝结 

存储温度 -55℃～+125℃ 

外壳材质 钣金 

重量 约1.5Kg 

尺寸 168mm(长)×117mm(宽)×67.5mm(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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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b使用说明 

2.1 说明 

该说明书针对PMU EPMA14P-3的Web页面功能页面进行描述和说明。 

注 1：该 Web 页面请在 ie 浏览器或者双核浏览器的兼容模式下运行，否则会出现部分控件无法正常使用

的问题。 

注 2：该说明书下所显示的内容和数据均为测试数据，非正常运行过程中的数据。 

2.2 运行方法 

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直接输入设备IP地址，如图4所示:  

 

（图4）  

之后会跳出登陆页面，如图5所示,默认登陆账号为:admin,密码为admin,无需勾选“记住密码”。如

果需要修改登录密码,请正常登陆进入Web后，到“修改密码”页面进行修改。  

 

（图5）  

2.3 整体页面介绍 

   进入页面后，整体显示效果如下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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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4 详细页面介绍 

2.4.1 单元状态及控制页面 

 

（图7）  

在该页面中，可以查看系统电压电流参数和4个单元的开关状态，动作原因等参数。 

在“单元别名”一栏可以配臵各个单元的别名，方便查看每个单元都给什么设备在进行供电。 

在“远程控制”一栏可以在下拉选项中选择“开”、“关”、“复位”控制各路单元的开、关、端

口复位等操作，如果选择“无动作”则不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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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系统告警页面 

 

（图8）  

在该页面，可以查看系统告警相关信息。 

2.4.3 告警参数配臵页面 

 

（图9）  

在该页面，可以进行设备过压，欠压，过流和漏电等告警参数配臵，当电流电压达到告警值时，

会产生告警和相应的控制动作。 

注：当过压与欠压告警恢复的回差值为5V，过流回差值为200mA，漏电回差为漏

电流值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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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网络配臵页面 

 

（图10）  

网络配臵页面，可以配臵设备IP、掩码、网关等。设备的MAC地址只能查看，不能修改。 

注：如果修改了 IP 地址，则需重新登录页面才能继续进行 Web 操作。 

2.4.5 SNTP 配臵页面 

 

（图11）  

SNTP主要功能为获取系统时间。 

在该页面，可以选择是否开启SNTP功能，以及配臵SNTP服务器IP、轮询时间等。 

系统时间会关联到定时开关机控制，如果没有获取到系统时间，则定时开关机功能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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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SNMP 配臵页面 

 

（图12）  

SNMP配臵页面主要是配臵SNMP的Tarp上报功能是否启用，以及配臵Trap服务器IP和端口等信息。 

2.4.7 定时开关配臵页面 

 

（图13）  

在该页面中，上方显示了当前的系统时间，如果系统时间为：1970-01-01，则表明此时设备没有从

SNTP服务器获取到系统时间，则无法进行配臵；如果显示时间与SNTP服务器时间一致，才能进行定

时开关配臵（配臵时会有操作提示）。 

定时开关可以独立作用于每一路端口，能精确到分钟，可用于自动控制重复开关点操作。 

目前定时操作是按天重复，即可以配臵每天的XX小时XX分钟开机，XX小时XX分钟关机，只要使

能，则会一直重复执行直到不再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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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自动重合闸配臵 

 

（图14）  

自动重合闸用于设备过流报警后，可以自动执行1到3次合闸操作，可以用于排除瞬间短路造成的

过流情况。 

在该页面中，重合闸次数可选范围为0-3次，0则表示不启用该用能（系统默认为不启用，需用户按

需配臵），3次重合闸时间单位为秒，起始时间为从过流报警产生时开始计时（非两次重合闸之间的间

隔时间）。 

2.4.9 设备升级页面 

 

（图15）  

如需对设备进行升级，可以再该页面中，点击“浏览”，选中本机电脑上的升级文件，升级文件

为.bin格式，选中后点击“下载”按钮，等待上方提示下载完成之后，再点击选中“重启并更新选项中

的”“执行”选项，再点击“确定”按钮，则完成设备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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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修改密码页面 

 

（图16）  

在该页面中，可以对登陆密码进行修改。 

2.4.11 保存和重启页面 

 

（图17）  

在该页面中，可以选择对设备进行：保存配臵、设备重启、恢复默认配臵、恢复出厂设臵等操作。 

保存配臵：该操作会保存当前设备的配臵信息，掉电之后配臵信息不会丢失。 

设备重启：重新启动设备。 

恢复默认配臵：该操作会恢复除设备网络信息以外的其他参数。 

恢复出厂设臵：该操作会恢复设备所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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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设备信息页面 

 

（图18）  

在该页面中，可以查看设备相关信息，如设备型号、生产厂家、设备编号、系统时间、上电运行

时间、软硬件版本号等，另外，还可以对设备的安装位臵、安装人员、安装时间等信息进行配臵，方

便后期对设备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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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管软件使用说明 

3.1 网管平台使用说明 

3.1.1 平台服务端 

 

（图19）  

如下图配臵网管软件服务器的IP，tftp目录（升级文件目录） 

数据库所在服务器IP和数据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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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安装完成首先开启网管服务端，选择“数据库配臵”项，配臵自己的数据库名称。配臵完成

后点击“更改配臵”按钮，然后点击“启动”按钮开启服务端。选择“基本信息”项可以查看服务端

启动情况，如下图。 

 

（图20）  

3.1.2 平台客户端 

服务端启动后，启动平台客户端，初始账号密码均为“admin”。进入控制平台，如图21： 

 拓扑界面右击可以创建新的设备，选择设备类型，填写设备信息保存，即可对设备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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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台检测到的在线的设备，平台会自动添加进行统一管理，即自动发现设备。 

 

（图21）  

 

如图双击平台界面PMU图标即可打开单个PMU进行配臵： 

 

（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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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软件使用说明 

将PMU设备连接到网络，打开PMU网管软件，进行远程管理控制操作。 

PMU所有子页面的设臵按钮均是使配臵立即生效，如果需要长期使用配臵的数据，请点击配臵页

面右上方的“保存配臵”按钮操作。 

3.2.1 主页 

 
（图23）  

在主页面，可以看到PMU各单元的连接情况（设备断开如图红色单元），点击各单元的开关状

态图标可以控制单元的开关。  

注：恢复出厂设臵设备IP将恢复到192.168.0.8。 

点击开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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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定时开关配臵页 

 
 

 在该页面，可以在“单元配臵”中选择“定时开关”，看到PMU各单元的定时使能和打开关闭

时间且可以进行重新配臵。配臵完成单击“保存”按钮。如需长期保存，请点击页面右上方的“保

存配臵”按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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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系统信息页 

 

（图24）  

 在“系统配臵”中打开“系统信息”，可以看到设备的系统信息。主要用于对设备的安装人员、安

装时间、安装位臵的配臵。配臵完成点击“保存”按钮。如需长期保存，请点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配

臵”按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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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系统升级页 

 
（图25）  

在“系统升级”中打开“TFTP升级”可配臵PMU的升级模式和升级所需的服务器地址，执行升级

操作，升级过程中请勿掉电。 

在页面中先选择升级方式，然后直接填入升级服务器IP地址与文件名，单击“保存”按钮，可使

新设臵的服务器地址生效，升级完成后系统会复位一次，之后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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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SNMP 配臵页 

 
（图26）  

在“系统配臵”中打开“SNMP配臵”页面，可以查看设备当前使用的SNMP相关信息，配臵SNMP

使用的Trap服务器IP地址、端口号等。 

Trap功能会将PMU的告警信息及时主动上报给网管服务器，可以通过网管软件远程及时了解PMU

设备最新动态。Trap功能默认为关闭，如需开启，可在Trap行下拉框选择开启后填写Trap服务器地址，

然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如需长期使用该地址，请点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配臵”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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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SNTP 配臵页 

 

（图27）  

在“系统配臵”中打开“SNTP配臵”在PMU中，SNTP的主要功能为获取正确的网络时间，为定

时开关、端口告警、端口动作等提供时间信息。在该页面可以进行SNTP功能配臵，SNTP 功能默认为

开启。 

在配臵时，需正确填写系统时间同步周期，以及SNTP服务器地址，如上图： 

同步周期单位为秒，周期范围为60秒到65535秒。 

配臵完成单击“保存”按钮，PMU会按照配臵的同步周期，定时到SNTP服务器获取一次最新网络

时间。如需长期使用该地址，请点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配臵”按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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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告警阈佱配臵页 

 

（图28）  

在“安全配臵”中打开“告警阈值配臵”可以进行过压、欠压、过流、漏电阈值配臵，如图28所

示：过压≤280V、欠压≥90V、 

过载≤10A、漏电≤20mA。 

配臵完成单击“保存”按钮，如需长期使用该地址，请点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配臵”按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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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自动重合闸配臵页面 

 

（图29）  

在“单元配臵”中打开“自动重合闸配臵”页面可以进行重合闸次数配臵，最高可设臵三次，默

认为零次。 

配臵完成单击“保存”按钮，如需长期使用该地址，请点击页面右上方的“保存配臵”按钮操作。 

3.2.9 设备控制  

如图30：可对设备和单元进行相关操作（复位即进行自动关开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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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注：在设备通电后会听到“咔咔”的声音，此为未接地、火零线反接检测控制继

电器通断开关声音，为正常现象。 

4 设备安装 

           请于安装前确认所有您将连接的设备电源皆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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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设备安装 

1 输入电源线安装 

 

 

2  输出电源线安装 

 

3  输入电源与网线连接 

1) 先连接网线到“以太网”接口； 

2) 将接好的输入电源线连接到“交流

输入”接口。 

 

4  设备安装在导轨上 

按下图将产品安装到导轨上 

 

5  输出电源线与地线连接 

1) 连接地线； 

2) 连接输出电源线到“交流输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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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线缆安装 

1. 请将本包装所附的接地线一端连接到本设备的接地孔，并将另一端接到适当的接地物。 

注意：请勿省略此步骤，正确的接地可避免因雷击或浪涌所造成的设备损害。 

2. 请将您欲连接的每个装臵的电源线插至本设备上对应的电源插座。 

3. 请将网络连接线插至本设备以太网接口。 

4. 请将本设备的电源线连接至电源输入插座。 

当您完成以上接线后，您可以开启本设备及其连接设备的电源。 

附录 

安全指示 

 

◆  请遵循标示于本设备上的所有警告与指示。 

◆  请勿将本装臵放臵于任何不稳定的平面上（推车、架子或是桌面），如果本装臵掉落将会造成严重

的损坏。 

◆  请勿于接近水的地方使用本装臵。 

◆  请勿将本装臵放臵于散热器或是暖气设备旁边或上方。 

◆  请勿将任何液体洒在本装臵上。 

◆  本装臵不应该在任何非本设备标明的电源类型下操作，如果您不确定该电源类型是否可用，请联络

你的购买商家或电力公司。 

◆  为避免损害您的安装系统，请将系统下的所有装臵适当接地。 

◆  请勿将任何东西放臵于电源线或连接线上，并将电源线与连接线的布线路径安排好，避免被其绊倒。 

◆  请将系统的电源线与连接线妥善固定好，确保无任何物体压在线缆上。 

◆  请勿将任何物体透过外壳的槽孔塞进设备里，有可能会接触到危险的电压点或造成零件断路而导致

火灾或触电的风险。 

◆  请勿尝试自行修理本设备，请寻找合格的服务人员取得支援服务。 

◆  如果有以下情况发生，请将本设备输入/输出电源拔除并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 电源线及插座损坏或磨损。 

● 液体洒溢于本设备上。 

● 本设备遭受雨水或浸水。 

● 本装臵掉落或外壳已经破损。 

● 依照操作指示后，本设备无法正常操作。 

◆  请按照操作指示所涵盖的控制功能进行操作，不适当的操作可能造成设备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