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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iewPowerMini 概述

1.1 簡介

ViewPowerMini 是一套 UPS 管理軟體，適用於家庭用戶和企業;它可以通

過USB和串口監控多個設備，同時可以在網絡環境中監控和管理一台到多台 U

PS，包括區域網路，網際網路和基於RS485的網絡。 ViewPowerMini監控軟體

的主要功能包括設備數據日誌，電力輸出統計，報警信息，故障信息和設備參

數設置;它不僅可以防止斷電造成的數據丟失和安全關閉系統，還可以存儲編

程數據和預定的關機UPS。

1.2 各部構造

ViewPowerMini 包括 ViewPowerMini 服務， GUI （使用者的介面）和

ViewPowerMini 圖示。

ViewPowerMini 服務是 ViewPowerMini 軟體的核心。這是一個在後端運行

的系統程序。它將與 UPS 通訊，記錄事件，通知用戶有關發生的事件內容，並

根據使用者的指示執行命令。

GUI 在瀏覽器中運行並與後端程序通訊的圖行介面。使用者可以通過 GUI

監控 UPS 的即時狀態，信息和修改 UPS 設置參數。

ViewPowerMini圖標是ViewPowerMini軟體的管理工具。ViewPowerMini啟

動時，工具列上會出現一個橙色插頭圖標，能夠彈出一個對話方塊來顯示目前

的UPS 狀態。

注意：工具列圖示僅存在於 Windows 操作系統下。

1.3 功能

 UPS 數據的即時動態圖表（電壓，頻率，負載水平，電池容量）。

 意外停電時和電源故障期間，能安全地關閉作業系統而防止資料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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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警告事件發生，可透過警音、彈出式對話框、廣播、行動設備簡訊、

及電子郵件來通知並提醒使用者。

 可規劃定期實施UPS 的開關機、電池測試、可程式輸出控制、及警音控制

 密碼安全保護 

2.ViewPowerMini 的安裝和移除

2.1 系統需求

 最少 512 MB 的記憶體容量 (建議 1 GB )

 最少 1 GB 的硬碟空間

 擁有管理員權限

 螢幕解析度為 16 位元色彩的 800 x 600 或以上

 預留一個通訊埠 (RS232 串列埠或USB 埠)

 支援的作業系統平台如下：

 Windows Server 2000 / 2003 / 2008 / 2012 (32-bit & x64-bit)/2016
 Windows XP / Vista / 7 / 8/8.1 / 10 (32-bit & x64-bit)
 Windows SBS 2011
 Linux RedHat Enterprise AS3, AS5 (32位元)
 Linux RedHat Enterprise 5.x / AS6 / 8 / 9 (32位元 & x64位元)
 Linux Cent OS 5.x / 6.x / 7 (32位元 & x64位元)
 Linux Ubuntu 8.X, 9.X (32位元)
 Linux Ubuntu 10.x/ 12.x / 14.x / 15.x (32位元 & x64位元)
 Linux Mint 14.x (32位元 & x64位元)
 Linux Fedora 5
 Linux OpenSUSE 10.x/ 11.x / 12.x / 13.x (32位元 & x64位元)
 Linux Debian 5.x (32位元)
 Linux Debian 6.x / 8.x (32位元 & x64位元)
 Mac OS 10.6 (x64 位元)/ 10.7 (x64 位元)/ 10.8(x64 位元)/10.9(x64 位

元)/10.10(x64位元)/10.11(x64位元)/10.12(x64位元)/10.13(x64位元)

2.2 軟體安裝

步驟1 點<Install>後，將顯示正在進行的安裝。請參閱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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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步驟2 點<Next>進入下一個屏幕，如圖 2-2所示。

圖 2-2

步驟3 如要變更預設安裝路徑，點<Choose >按鈕，選擇要用來安裝的文件夾

後，點<next>按鈕。請參閱下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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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步驟4 選擇您的程式捷徑出現的位置< shortcut folder>然後單擊<Next>按鈕。

請參閱下圖2-4。

圖 2-4

步驟5 在正式進行安裝之前，螢幕上會顯示相關設定摘要訊息，供您在開始

安裝前做最後的確認。確認後，在此，點< Install>鈕來開始進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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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照圖 2-5。

圖 2-5

步驟6 點<Done>鈕來確認安裝已完成。請參照圖 2-6。

圖 2-6

註：請在安裝新版本軟體之前請卸載以前的版本。如果在安裝過程中檢測到已

安裝的 ViewPowerMini，則會提醒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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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軟體解除安裝

註：在移除本程式之前，務必請先關閉所有執行中的程式，並登入成為「 管理員

(Administrator)」！否則，將無法完整移除本程式。

請選擇 <Start> → <All Programs> → <ViewPowerMini> → <Uninstall>。接

下來，請依照螢幕上出現的指示，便可完成本程式的移除。

3.工具列服務應用程式

3.1 啟動監控功能

安裝程式會自動在您的桌面上增加本程式的捷徑圖示。您只要點選此捷徑，

程式便會開始執行，並在工具列上顯示一個橘色插頭圖示。如果您要開啟本程

式的圖形介面，可雙擊此橘色插頭圖示，或者，可先右擊該圖示而由如下圖所

示的選單中選擇<Open Monitor>。請參照下圖。

另外一個啟動此介面的方式，則是利用<開始選單（Start Menu）>來啟動

本功能。此時，請選擇 <Start>  → <All  Programs>  →  <ViewPowerMini>  →

<ViewPowerMini>。

        捷徑圖示                                  ViewPowerMini 圖示

3.2 圖標與軟體狀態

 監控程式程式未能成功啟動：

 監控程式程式是以服務模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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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組態設定

3.3.1 SNMP Manager（SNMP 管理員）

SNMP Manager 是 ViewPowerMini提供的外掛工具，用於搜索和操作區域

網路中的所有 SNMP 設備。

點“SNMP Manager”以訪問 SNMP 管理工具。

它有四個部分，如下圖所示：

圖 3-1

A. 功能表單：提供用於設置 SNMP 設備的工具集。

B. SNMP 設備列表：可以列出所有具有 IP 地址的 SNMP 設備。

C. 配置區域： 包括基本信息(Basic info），IP 設置（IP settings），在線升級

（Online upgrade），系統管理（System management）和靜態位址（Static trap

address）。

D. 輸出視窗： 顯示所有操作消息

3.3.1.1 SNMP 裝置清單

視窗列表中的默認值是當前電腦 IP 地址。例如，如果當前電腦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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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192.168.102.10”，則首次啟用 SNMP 管理員（SNMP Manager）時，它將在

列表中顯示“192.168.102”。

掃描（Scan）

您可以輸入特定的 IP 地址，然後點 <Scan> 按鈕進行搜索。

新增（Add）

點 “Add” 按扭將彈出一個窗口，要求輸入特定的 IP 地址。然後，點<Apply>按

鈕添加 IP 地址（子網域）。參見圖 3-2。

圖 3-2

移除 （Delete）

您可以從列表中選擇 IP 地址，然後<Del> 按鈕將其刪除。

SNMP 狀態（SNMP Status）

從 IP 列表中選擇 IP 後，它將顯示 SNMP 狀態，0或 1。如果所選 SNMP卡

內有程序，則狀態變為 1，如果沒有，則顯示 0。如果未選擇 IP 地址，則默認

顯示<--->。參見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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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重置（Reset）

如果需要重啟設備的 IP 地址，請選 "SNMP reset enable" 複選框，然後點

"Reset" 按鈕。然後，如果確認登錄，則可以重新啟動設備。步驟如下：

步驟 1： 從列表中選擇重置 IP所需的 IP 地址。然後，"SNMP reset enable" 將可

供選擇。參見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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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步驟 2：點 "SNMP reset enable"複選框。然後，點 "Reset" 按鈕生效可點擊，參

見圖 3-5.

圖 3-5

步驟 3：點 "Reset" 按鈕，將彈出一條消息以確認此操作。參見圖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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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步驟 4：如果選擇 "Yes" 則要求先登錄；如果選擇"No" 則將停止此操作。參見

圖 3-7。

圖 3-7

步驟 5: 輸入正確的密碼，然後點 "Login" 按鈕。目標設備將重新啟動。

注意：如果在重新引導之前更改當前設備的 MAC 地址並且當前設備正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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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自動獲取 IP 地址）方法，則需要手動點 "Scan" 按鈕進行掃描。

使用系統時間(Use system time）

如果選擇“Use system time” 則 SNMP卡將應用個人電腦系統時間。請參閱圖 3-8。

圖 3-8

3.3.1.2 功能選單

3.3.1.2.1 System（系統）

3.3.1.2.1.1 Login（登錄）

必需驗證 ID 以遠程訪問 SNMP 設備。預設密碼為<12345678>。

步驟 1：選擇“System”>> Login

步驟 2：輸入預設密碼，然後點“Login” 按鈕。或點“Cancel” 取消登錄。參見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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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Logout（登出）

清除所有當前保存的密碼。

Quit（退出）

選擇“Quick”以退出 SNMP 管理系統。

3.3.1.2.2. Settings（設定）

Basic Info（基本資料）

用戶可以手動輸入 SNMP卡的基本資料，如 UPS名稱，地址和註釋，以

便進行驗證。參見圖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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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IP Setting（IP設置）

圖 3-11

A 部分：有兩種獲取 IP 地址的方法。請參閱圖 3-11 中的 A 部分。

 Automatically obtain IP address (DHCP)（自動獲取 IP 地址（DHCP））

它將允許系統自動獲取 IP 地址。如果區域網路（LAN）的話，無法使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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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服務，則預設 IP 將顯示為“192.168.102.230”，網絡掩碼顯示為“255.255.255.

0”，預設網關顯示為“0.0.0.0”。只需點“Apply” ”按鈕即可應用此更改。

 Use a static IP address（使用靜態 IP 地址）

它將允許使用者輸入 SNMP 設備設定固定 IP 位址。輸入 IP 位址、子網路

遮罩和閘道位址時, 只需按一下“Apply” 按鈕即可應用此更改。 

B 部分： 輸入 DNS, 然後點擊  “Apply” 按鈕。請參閱圖 3-11 中的 B 部分。

Online upgrade（在線升級）

圖 3-12

在線升級有三種方法：

Upgrade the selected devices（升級選取的裝置）：它將升級 IP 列表中列出

的所有 SNMP 設備。

Upgrade all un-upgraded devices:（升級所有尚未升級的裝置）：僅升級未

使用與當前 SNMP 設備相同版本的 SNMP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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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 to upgrade all devices（強制升級所有裝置）: 無論 IP 列表中列出的 SN

MP 設備使用何種類型的版本，它都將升級到所有 SNMP 設備的最新版本。參

見圖 3-12。

步驟 1: 單擊“Browse” 按鈕選擇所要的程式檔。參見圖 3-13。

圖 3-13

步驟 2:點擊 “Upgrade” 以執行升級操作。參見圖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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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步驟3:升級完成後，您可以在〝output window〞（輸出視窗）中查看訊息。參

見圖 3-15。 

圖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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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在升級過程中出現異常情況，系統將自動重新啟動升級操作。如果

此中斷發生達五次，則系統將自動停止此操作。此時，請檢查區域網路是否運

行良好。

System management 系統管理

圖 3-16

A部分：您可以為選定或所有設備設置 SNMP 通訊協定版本。只需先選擇 SNMP

通訊協定版本，預設設置為 V2。如果選擇 V3，則還需要設置加密。選擇要應用

此設置的設備。

 Select device（選擇裝置）：從設備列表中為所選 SNMP 設備設置 SNMP

通訊協定版本。

 Select all（全部選擇）：從設備列表中為所有SNMP設備設置SNMP通訊協

定版本。然後，單擊“Apply”按鈕以完成版本

設置。

B部分：您可以修改一個 SNMP設備的單個密碼或所有 SNMP設備的所有密碼。

20



請輸入原始密碼與新密碼並重新輸入新密碼，選擇要應用此設置的設備。

 Select device（選擇裝置）:從設備列表中選擇更改所選 SNMP設備的密

碼。

 Select all（全部選擇）:選擇更改窗口列表中所有SNMP設備的密碼。然

後，單擊〝Apply〞按鈕更改密碼。

注意：密碼長度為 8~15位。如果密碼更改適用於所有SNMP設備，則所有SNMP

設備的密碼都將保持一致。

靜態位置(Static trap address）

您可以在 SNMP Manager(SNMP管理員）中配置兩個靜態 IP地址並更改 IP

端口。預設 IP端口為162.請參見圖 3-17。

圖 3-17

注意：此軟體允許 SNMP設備將 IP消息發送到 2個靜態 IP地址和8個動態 IP

地址。它將預設定義主機，並將軟體安裝為動態 IP地址。如果 SNMP卡

和主機之間發生通信故障超過 10分鐘，它將停止發送IP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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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軟體升級

有關在線升級的詳細配置，請參見圖 3-18：

 Specify the URL for update files(指定更新文件的 URL):在此指定的路徑

取得所需的線上升級軟體。除非軟體供應商指示，否則請不要更改它。

 Save files to(將文件保存到):保存文件的儲存路徑。

 Close the window and exit to Monitor(關閉窗口並退出監控)：如果選中，

當關閉監控軟體窗口時，監控服務將同時退出;否則，監控軟體窗口將被

隱藏，監控服務將不會退出。

 Running in silent mode(以靜音模式運行):如果選中此項目，則不會

彈出所有消息。

 Online auto-update(在線自動更新):如果選中此項目，它將自動檢查

是否每1小時在線啟動一個新版本。

 如果申請在線升級，請按照以下配置：

1. 選擇〝Apply the proxy configuration（套用代理伺服器配置）”; 

2. 輸入服務器的 IP地址和端口;

3. 如果請求 ID標識，請選擇“Enable authentication（啟用驗證功能）

”並在User Name 欄 和 Password欄輸入用戶名和密碼。

 Connection test(連接測試):單擊此按鈕可測試是否所有配置都已正確

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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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3.3.3 儲存設定(Configuration Saved)

點擊〝Apply〞按鈕以保存“Configuration（配置）”頁面中的所有更改

點擊〝Cancel〞鈕以停止更改。

3.4軟體更新（Software Update）

軟體升級包括在線和手動更新：

 線上更新（Online Update）:點擊〝Online Update〞以搜索最新的軟件

版本。如果有新版本，它將自動下載和更新。參見圖 3-19：

圖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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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動更新（Manually Update）：

用戶可以手動更新軟體。請遵循以下步驟：

1.點擊功能選單中的〝Manually Update（手動更新）〞參見圖 3-20.

圖 3-20

2.點擊〝Browse（瀏覽）〞選擇檔案路徑。然後點擊〝Upgrade（升級）〞

以升級軟體。參見圖 3-21。

圖 3-21

3.5 除錯模式（Debug Mode）
如果開啟除錯模式，軟體會將 UPS搜索過程和通信結果記錄到日誌中，以

便在發生通信故障時進行分析。

Start(開啟):點擊〝Start〞以開啟除錯模式。參見圖 3-22。點擊〝Stop〞
以停止記錄，參見圖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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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圖3-23

 Logs(日誌):點擊〝Logs〞以檢查日誌記錄。參見圖 3-24。

圖3-24

3.6 開啟監控（Open Monitor）

點擊 “Open Monitor”便可開啟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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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訊息留言板（Message Board）

用戶可以在留言板上查看事件列表，以了解過去發生的事件。參見圖 3-25：

圖 3-25

3.8 離開（Exit）

點擊〝Exit〞以退出存在的服務應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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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ViewPowerMini 圖型使用者介面

本軟體的圖形使用者介面有五個部分，如下圖所示：

圖 4-1

A. 功能選單：提供在瀏覽和設定此圖形使用者介面上所需的一切工具組。

B. 快速選單：提供了對更常用功能的快速捷徑。

C. 同步監控資訊：顯示使用者 ID和受監控的UPS名稱。

D. UPS瀏覽：網絡環境中的所有UPS位置。

E. 主視窗：會依使用者在功能選單或快速選單中的選擇，顯示相關的資訊

及/或控制元件。

4.1 UPS 瀏覽

它顯示通過 UPS搜索功能找到的所有 UPS，節點（Parent node）表示當前連

接的PC和UPS設備。

4.1.1 監控 UPS 資訊

從 UPS瀏覽畫面中選擇一台 UPS，它將在主視窗中顯示完整的 UPS資訊。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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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UPS額定資訊(UPS rated information)包括額定容量，額定輸出電壓，額定

輸出頻率，額定輸出電流和額定電池電壓。

 電池資訊(Battery information)包括電池組數目。

 購買資訊(Purchasing information )是指 UPS購買日期，電池購買日

期，UPS保固期限和電池保固期限。

圖 4-2

注意：對於不同類型的UPS，此顯示視窗可能不同。

4.1.2 UPS 遠端控制和監控

如果要控制和設置遠端 UPS，則必須以管理員身份登錄。遠端監控 UPS有

兩種方法：

 方法一：雙擊 LAN（區域網路）或 INTERNET（網際網路）上的任何 UPS，

畫面會彈出一個訊息視窗是否確認監控動作。參見下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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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方法二：選擇〝Yes〞它將打開另一個新視窗以顯示遠端UPS的相關資訊。

參見圖4-4。

圖4-4

注意：對於不同類型的UPS，此顯示視窗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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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iewPowerMini功能選單

5.1 ViewPowerMini 組態設定

5.1.1 密碼設定

此設定僅能由具管理員權限的使用者進行。在第一次使用並設定本軟體之前，

請先登入並修改密碼。

預設的密碼是「administrator」。如非以管理員身份登入的話，使用者僅具有

用戶權限，只能瀏覽 UPS 的狀態和相關資訊。僅具用戶權限的使用者將無法

實施任何控制或設定。

修改密碼

步驟1 選擇< ViewPowerMini Configuration> → <Password>。會出現如圖5-

1畫面。

圖5-1

步驟2 在前兩欄中依序輸入管理員的舊密碼、新密碼，並在第三欄中再次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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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碼做為確認(密碼應至少由六個字元構成)。接著，點<Apply>鈕，

新的管理員密碼便生效。

註1：如欲登入本軟體的話，點選位於右上角的<Login>鈕。

註2：如果忘記密碼的話，將需要重新安裝本軟體。

5.1.2 SMS 設定

本功能是用來輸入 SMS 收信人名單。當有警告事件發生時，系統會依此名單而

發送手機簡訊，讓使用者能透過手機掌握 UPS 狀態。至於簡訊傳送事件清單，

則是在<Event Action>欄中進行設定(請參閱第 5.1.4 節)。

步驟1 選擇<ViewPowerMini Configuration> → <SMS>，會出現圖5-2的畫面。

圖5-2

步驟2 選擇通信埠和波特率。

步驟3 在<Phone no.>欄中輸入手機號碼，點擊<Add>鈕，藉此將手機號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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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收信人名單（Receivers List）。如要移除手機號碼的話，在

<Receivers list>中點選欲移除的號碼，點<Delete>鈕即可。

步驟4 點<Apply（套用）>鈕，系統就會儲存所有的變更。在此，可利用

<Test（測試）>鈕來發送 SMS 測試簡訊，藉此確認所有設定無誤。如

果所有參數設定正確的話，系統在成功地對所有收信人傳送測試簡訊

後，會在螢幕上顯示成功訊息(如圖5-3)；如果不成功的話，則會在螢

幕上開啟一個錯誤訊息對話框，提醒使用者在參數設定有錯誤(如圖5-

4)。

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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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註： 如需使用手機簡訊功能，需另自備 GSM數據機。

5.1.3 電子郵件設定

利用本設定功能，使用者可透過SMTP 伺服器，以電子郵件傳送事件訊息。

至於傳送對象事件清單，則是在<Event Action>欄中進行設定(請參閱第

5.1.4節)。

為了能順利使用本功能，電腦的電子郵件設定必須正確無誤。本畫面的所

有設定值在預設上均為空白。當中，SMTP資訊、電子郵件帳戶、和密碼是必須由

使用者提供，否則將無法正常使用本功能。此外，發信人帳戶必須具備

SMTP/POP3 轉寄功能。

步驟1 選擇 <ViewPowerMini Configuration> → <E-mail>，會出現如圖5-5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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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步驟2 輸入SMTP伺服器、SMTP通信埠、發信人電子郵件帳戶、使用者名稱、及密

碼。並且，勾選<Password Authentication needed(密碼授權功能）>，

以啟用密碼認證功能。

       註：如果使用的電子郵件系統是Exchange Server，則需另在<SMTP 

Server>中設定<Exchange Server>的網域名稱並選擇<Exchange 

server>選項後，並點<Apply>鈕來使其生效。

步驟3 在新增收信人名單方面，則是先在<E-mail>欄中正確輸入電子郵件帳

戶後，點<Add>即可加入；相對地，如需移除電子郵件帳戶的話，則先

點選 <Receivers list（收件人名單） >中欲移除的帳戶後，點

<Delete>鈕即可。

步驟4  點<Apply（套用）>以儲存所有變更。在此，<Test（測試）>鈕可用來

對所有收信人傳送一則測試簡訊，以確認在此的設定是否正確。如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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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人傳送電子郵件成功時，電腦螢幕上會出現成功訊息；反之，則會

出現一個錯誤對話框，提醒使用者設定參數有誤。

5.1.4 事件動作設定

本設定功能是用來設定在UPS 事件發生時的反應動作。本軟體在事件發生
時可採取的動作有如下六種：

1. Event record（記錄事件）:發生的事件將會記錄在本軟體的數據日誌

（Data log）當中。本功能在預設上設定成啟用。

2. Computer alarm（電腦警告）:當事件發生時，電腦會發出警音來提醒

使用者。本功能僅支援 Windows作業系統。

3. Warning dialog (local)（本地警告對話框）:當事件發生時，本軟體

會在工具列的橘色插頭圖示上顯示一個訊息對話框。本功能預設上為啟

用。

4.  Broadcast（網路廣播）:當事件發生後，會對區域網路環境內且裝有

本軟體的電腦傳送一則事件訊息。

5.  SMS（行動簡訊）: 當事件發生後，本軟體會透過簡訊功能而對指定的

手機發送事件訊息。

6. E-mail（電子郵件）:當事件發生後，本軟體會透過電子郵件將事件訊

息傳送給指定的電子郵件帳戶。

步驟1 選擇<ViewPowerMini Configuration> → <Event Action>，會

出現如圖5-6畫面。

35



      

圖5-6

註：依 UPS 的型號，實際顯示的事件清單可能會與上圖不同。

步驟2 在<Event List（事件清單）>中點選特定的事件，系統會在視

窗右欄中開啟相對應的事件動作頁。

步驟3 藉由點選核對方塊（checkbox）勾選所要執行的動作選項。

步驟4 點<Apply>鈕，系統將會儲存所有變動內容。

註1：在編輯 SMS或電子郵件欄進行收信人名單時，將有必要更新相關的

事件動作頁，以重新載入最新的收件人名單。

註2：如欲成功地使用廣播(broadcast)功能，必須符合如下要件。

1.所有收信方的電腦必須已經安裝本軟體。

2.廣播對象僅限於透過UPS 搜尋功能在區域網路內找到的電腦。

5.1.5 區域網路喚醒（Wake on LAN）

此功能是用來設定接受區域網路喚醒的清單，並可測試設定的內容。

如要對遠端電腦進行此類控制，首先需將這些遠端電腦的 MAC位址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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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清單。不僅如此，這些遠端電腦的硬體必須要能夠支援此功能。

步驟1選擇<ViewPowerMini Configuration> → <Wake on LAN>，會出現如圖

5-7畫面。

圖5-7

步驟2 新增（Add）時：先輸入MAC位址，再點擊<Add>鈕，位址便會加入< MAC

List>內。

移除（Delete）時：在清單中點選要移除的位址後，點擊<Delete>鈕

即可。

測試（Test）時：在清單中點選要測試的位址後，點擊<Test>鈕，系

統便會對此位址的設備進行區域網路喚醒功能測試。

註：MAC 位址的格式為如「01-1F-C6-C7-E0-08」者。

5.1.6 通訊埠熱插拔設定

為了能即時監控UPS設備，本軟體會隨時掃描每一個通訊埠，從而，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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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佔用通訊埠。利用本功能，則可指示本軟體在掃描時跳過一些未連接 UPS

設備的通訊埠。未來避免因設定不正確而動作發生錯誤，使用中的通訊埠會標

有灰色圖示。使用者可依需要將通訊埠標識成<Allow scanned(允許掃描)>或

<forbid scanned(禁止掃描)>來隨時掃描或釋放特定的通訊埠。

步驟1.選 擇 <ViewPowerMini  configuration>  → <Com.port  plug  and

play setting>，會出現如圖5-8的畫面。

圖5-8

步驟2. 點<Refresh（更新）>來載入通訊埠目前的運用情形。

步驟3. 點<Forbid scanned>可停止對通訊埠的掃描，點<Allow scanned>

則會重啟對該通訊埠的掃描。

5.1.7 日誌設定

使用者可依實際情況來設定<Record Interval(記錄間隔)>、< The max.

Numbers of logs for historical data (日誌數據的最大可記錄數目)>、及

<The max. Numbers of logs for historical events(日誌事件的最大可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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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 。

<Record internal>的設定範圍為 30~600秒。此設定會影響到<View> →

<History>中顯示的日誌數據資料。

<The max. Numbers of logs for historical data>的設定範圍為

100000~100000000。此設定會影響到<View> → <History>中顯示的日誌數據

資料。

<The max. Numbers of logs for historical events>的設定範圍為

100000~100000000。此設定會影響到<View> → < Event log> 中顯示的日誌

數據資料。

步驟1選擇<ViewPowerMini configuration> → <Log setting>，會出現如圖

5-9。

圖5-9

步驟2 在此畫面中輸入資料。

步驟3點<Apply>鈕以儲存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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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點<Default>鈕則可復原成預設的設定值。

5.1.8 ModBus 通訊設定（ModBus Communication Setting）

在此將會顯示透過 ModBus 連接的所有電腦。

步驟1選擇 <ViewPowerMini configuration>  → <ModBus Communication

Setting>，會出現如圖5-10 的畫面。

圖5-10

步驟2  ModBus的密碼設定/變更選單。如果 ModBus密碼和UPS密碼相同時，可

直接進行即時控制。

步驟3  通訊埠的設定：

選取的通訊埠的預設 ID 為1；

通訊波特率的選項有 1200、2400、4800、9600、和 19200，而預設值為

4800；

資料位元的選項有 7 和 8，而預設值為 8；

停止位元的選項有 1 和 2，而預設值為1；

支援的奇偶校驗是 ODD 校驗、偶校驗和無。預設為無(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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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僅具有ModBus 埠之 UPS 才支援此功能。

5.1.9 EMD 管理員(EMD Manager)

EMD Manager用於管理環境監控設備。用戶可以為每個事件定義事件並設置訊

息文本。它還可以設置溫度，濕度和設備煙霧的告警點。

 Dry contact event(乾接點事件):用戶可以定義事件並設置事件級別。

成功添加事件後，用戶可以配置和設置告警。參見圖5-11。

圖5-11
 Text Message（文字信息）:接觸事件的描述。

 Default dry Contact（預設乾接點）：定義乾接點號，發送事件訊

息。有五個選項：無，1、 2、 3和4如果選擇1到4中的任何值，則

檢測到已定義事件的任何環境監控設備（EMD）將發送事件訊息。如

果選擇 none，則表示此事件被定義為特殊事件。然後，用戶可以分

配特定的環境監測設備（EMD）來接收該事件訊息。請參閱〝Dry

contact configuration〞部分中的此特殊事件設置。

 Dry contact configuration（乾接點設定）:用戶可以定義具有指定

乾接點號的特殊事件。用於特定環境監測設備（EMD）。如果分配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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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分配的乾接點號檢測到任何已定義的事件，它將通過軟體發送告

警訊息。參見圖5-12。

圖5-12

 Alarm Settings（警告設定）:設置溫度和濕度的報警範圍。如果檢測

到的數字超出設定範圍，則會發送告警信息。參見圖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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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3

5.2 UPS設定

5.2.1 本地關機

此關機設定的適用對象為直接經由通訊埠而與監控中之 UPS 設備相連接的本

地電腦。利用在此的設定，使用者不僅可關閉本地電腦，甚至還能關閉由監控

中之 UPS 供電的遠端電腦。

步驟1選擇<UPS Setting> → <Local Shutdown>，或是點選快捷圖示 ，

會出現如圖5-14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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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4

註：依 UPS 機種，實際畫面可能會與上圖有所不同。

步驟2  選擇關機條件和斷電選項，並設定系統關機前的等待時間。

步驟3 在<Warning Dialog Setting>欄中，可設定警告用的彈出式對話框

在關機前出現的時機和維持顯示的時間。

步驟4 點<Apply>鈕以儲存所有設定。

註：點<Default>鈕，行使所有設定值復原成預設值。

設定條件：

 〈UPS works on battery mode Local system shutdown after xx min

xx sec(當 UPS 處在電池模式時，在 xx 分 xx 秒後關閉本地系統)〉：

如果勾選本項，在設定對象之 UPS 以電池供它模式運作 xx 分 xx 秒後，

本地電腦就會關機。分鐘數最大可設定成 999，而秒鐘數則是以 59 為

上限。

 〈Local shutdown when the capacity of battery down to xx %(當

44



電池剩餘容量減至 xx %時進行本地關機)〉:當電池容量降至 xx％時本

地關機：單擊此復選框時，本地 UPS仍將以電池模式運行，直到電池容

量降至 xx％。在此之前，本地電腦將關閉。設定範圍為0％-100％。

 〈Also shut down UPS after shutting down the local system(關閉

本地系統後一併關閉 UPS)〉：單擊此復選框時，受監控的UPS將在本地

系統關閉後關閉。也就是說，UPS 關機時機是在系統確實完成關機之後。

本選項在預設上是勾選。但是，用戶可以選擇關閉系統，而無需通過取

消選中此復選框來關閉受監控的UPS。

 〈When UPS battery is running low, shut down the local system

immediately (當 UPS 電池電量偏低時，立即使本地系統關機)〉:單擊

此復選框時，當受監控的UPS電池電量不足時，本地電腦將關閉。

1. <UPS shut down based on UPS model(UPS 依機型來決定是否關機)

>：規格>3KVA的標準型UPS 機種會自動關機；加強型和規格在5KVA

以上的機種會保持運作。

2. <UPS will shutdown immediately(UPS 立即關機)>：不問 UPS機種，

立即關閉UPS。

3. <UPS is still on(UPS保持運轉)>：UPS保持運作直到電池電力耗

盡。

 <Accept shutdown command from remote system(接受遠端系統的關機

指令)>：如果勾選本項的話，將允許使用者經由指定的遠端電腦透過

指令來指示本地設備關機。指定遠端電腦時，先在欄位中輸入該電腦的

IP 位址，點擊<Add>鈕，即可將該電腦加入清單。

 <Allows local system shutdown when UPS is scheduled off(本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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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在UPS 定期關機時一併關機)>：如果勾選本項的話，就在 UPS 準備

進行定期關機之前，本地系統會先關機。預設上，本選項處於勾選狀態。

<Power-off option（斷電選項）>：設定在上述系統關機時採取的斷電方

式。

 <Shutdown（關機）>：如果勾選本項的話，相關系統會關機。預設上，

本選項處於勾選狀態。

 <Sleep mode（休眠模式）>：如果勾選本項的話，相關系統將進入待機

模式，而非標準的關機。可是，本功能僅適用於 Windows 2000或更新版

本，且需硬體支援。

<Delay time to shutdown system(系統關機前的等待時間)>：設定在關

閉作業系統前的等待時間，設定範圍 1到 99分鐘。

<On shutdown execute file(關機時執行檔)>：輸入在關機時執行的檔案

的路徑。

<Cancel shutdown execute file(取消關機執行檔)>: 當交流電源恢復供

電時，如果關機時執行檔已在執行且關機尚未完成的話，系統會執行此指

令檔。否則，它將不會執行。

<Warning Dialog Setting(警告對話框設定)>：

 <Pop-up dialog before shutdown(關機前彈出對話框)>：設定在螢幕

上彈出警告用對話框的時機；藉此，在系統開始進行關機程序之前，本

地電腦的螢幕上會彈出一個警告用對話框。設定範圍 1到 999秒。

 <Warning dialog interval(警告持續時間)>：設定警告用對話框的顯

示時間。本設定亦適用於因停電而 UPS關機的情形。設定範圍 1到 999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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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遠端關機

此設定是用來遠端關閉由設定對象 UPS供電的特定電腦。

步驟1 選擇<UPS Setting> → <Remote Shutdown>，會出現如圖5-15的畫面。

圖5-15

步驟2  選擇進行遠距關機時的條件。

步驟3 新增/移除遠端系統的 IP 位址。

步驟4 點擊<Apply>鈕以儲存所有設定值。

註：點擊<Default>鈕，可復原所有設定而回到預設值。

<Conditions（條件選項）>： 

 <UPS works on battery mode Remote systems shutdown after xx

min xx sec(當 UPS 處在電池模式時，在 xx 分 xx 秒後關閉遠端系

統)>：如果勾選本項，在設定對象之 UPS以電池供它模式運作 xx分 xx

秒後，接受該 UPS供電的遠端電腦就會關機。分鐘數最大可設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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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而秒鐘數則是以59為上限。

 <Remote shutdown when the capacity of battery down to xx %

(Battery mode)(電池模式中的UPS電池剩餘容量減至 xx %時進行遠端

關機)>:如果勾選本項，設定對象之 UPS仍將運行，直到電池容量降至

xx％，該 UPS供電的遠端電腦就會關機。

 <Immediately shut down the following remote systems when the

battery is running low(當電池電量偏低時，立即使以下遠端系統關

機)>:如果勾選本項，受設定對象之 UPS供電的遠程系統將在設定對象

之 UPS電池電量不足時關閉。

5.2.3 參數設定

UPS有一些功能的參數可經由軟體來設定或調整。這類參數包括P1備援時

間、電池數、旁路模式的電壓和頻率範圍、以及ECO模式的電壓範圍。

步驟1選擇<UPS Setting > → <Parameter Setting>，會出現如圖5-16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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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6

註：依 UPS機種，實際畫面可能會與上圖有所不同。

步驟2藉由點選<Enable>或<Disable>鈕來啟用或停用某些功能；修改數值時，

可藉由點擊上下箭頭來調整，或是直接在數字欄中以鍵盤輸入正確的設

定值。

步驟3點擊<Apply>鈕以儲存設定值。如要儲存功能設定值，請記得點擊各功能

選項旁的<Apply>鈕。

註1：功能如不受 UPS 支援，將無法接受使用者調整。

註2：點擊<Default>鈕，可復原所有設定而回到預設值。

 <Alarm Control(警告控制)>：如果設定成啟用，將啟用 UPS 的警音功

能；反之，則停用。

 <Alarm at bypass mode(旁路模式時警告)>：如果設定成啟用，UPS進

入旁路模式時會發出警音；反之，則停用。

 <Alarm at battery mode(電池模式時警告)>：如果設定成停用，UPS

在進入電池供電模式時不會發出警音；反之，則會發出警音。

 <Auto reboot(自動重啟)>：如果設定成啟用，UPS 在交流電源復電時

會自動恢復運作；反之，則停用本功能。

 <Bypass when UPS is off(UPS關機時啟用旁路)>：如果設定成啟用的

話，UPS在關閉時，會以交流電源直接向相連的設備繼續供電；反之，

則否。

 <Converter mode(整流器模式)>：如果設定成啟用的話，UPS會以整流

模式運作；反之，則否。

 <ECO mode(ECO 模式)>：如果設定成啟用的話，當輸入電源的電壓在可

49



容許範圍內時，UPS將進入ECO模式；反之，則不會。

 <Battery open status check(電池開路狀態檢查)>：如果設定成啟用

的話，UPS每當開機時，會對電池連線進行檢測。

 <Cold start(冷開機)>:如設定成停用的話，UPS只在有交流電源連接

且該電源正常供電的情況下才會開機；反之，則否。

 <Bypass not allowed(禁止旁路)>：如果設定成啟用的話，UPS在任何

情況下均不會進入旁路模式；如果設定成停用的話，UPS 將會依其內部

設定，視情況進入旁路模式。

 <Battery deep-discharge protection(電池深度放電保護)>：如果設

定成啟用的話，設定對象的 UPS會視電池狀況和電池供電模式下的負載

狀況，在必要時進行關機，以保護電池；反之，則否。

 <Site fault detection(現場故障檢測)>：如果設定成啟用的話，設定

對象 UPS會在中性線和火線有接錯的情形時發出警音；反之，則否。

 <P1 Programmable outlet control (battery mode)(電池模式下的 P1

可程式插座控制)>：如果設定成啟用的話，UPS在進入電池供電模式後，

一旦備援時間期滿，就會切斷對 P1輸出端的供電；如果設定成停用的

話，即使已過了備援時間，UPS仍會持續對 P1輸出端供電，直到電池

耗盡為止。

 <Outlet setting(插座設定)>：使用者可設定 UPS 在電池模式時對 P1

輸出端供電的備援時間上限。

 <Battery numbers setting(電池個數設定)>：

 <Numbers in parallel(併聯個數)>：設定並聯的電池數。

 <Voltage and frequency range for bypass mode(旁路模式的電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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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範圍)>：設定旁路模式的電壓和頻率的容許範圍。

 <Maximum and minimum voltage(最大及最小電壓)>：UPS在旁路

模式時，如輸入電壓超過在此設定的範圍，將會進入電池供電模

式。

 <Maximum and minimum frequency(最大及最小頻率)>：UPS 在旁

路模式時，如輸入頻率超過在此設定的範圍，將會進入電池供電

模式。

 <Voltage range for ECO mode(ECO模式的電壓範圍)>：設定 ECO模式

的電壓容許範圍。

5.2.4 購買資訊

在此，使用者可輸入相關購買資訊，例如 UPS 購買日期、電池購買日期 、

UPS 保固期、電池保固期、電池使用壽命、及電池更換通知。

步驟1  選擇<UPS Setting> → <Purchasing Information>，會出現如圖5-17

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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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7

步驟2  請填寫購買信息。 

步驟3  點擊<Apply>鈕以儲存所有輸入值。

5.3 控制

5.3.1 即時監控

步驟1 選擇 <Control> → <Real-time Control>，或點擊快捷圖示 ，會

出現如圖 5-18 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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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18

註：依 UPS 機種，實際畫面可能會與上圖有所不同。

步驟2藉由點擊各功能的<Start>鈕，藉此選擇所要執行的功能。

在此，有如下UPS 即時監控功能：

 <UPS turn On/Off(UPS 開/關機)>：點擊<On>，可 UPS 開機；點擊

<Off>，可使UPS立即關機。

 <Battery Self-Test(電池自我檢測)>：本軟體提供三種電池自我測試

方式，分別是：10 秒自我測試、深度放電測試、及自訂測試。只要點擊

各測試方式旁的<Start>鈕，系統就會立即進行相關自我測試。

 <Outlet Control(插座控制)>：一旦達到在此設定的時間，將會停止在

P1輸出端的供電。如果將時間欄設定為 0並點擊<Start>鈕的話，UPS

一進入電池模式就會切斷P1輸出端的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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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定期開/關機

此定期開關機功能，除可單次執行，亦可固定於每天、每週執行。在

<Scheduled On/Off Setting>視窗中，使用者可依執行方式來設定各項的時間

參數。在此提醒您，設定同一時間執行的動作數目應限於一個；如果設定多個

動作在同一時間執行，可能會有部分動作因相衝突而被略過。此外，UPS也會

略過任何不支援的動作。

步驟1 選擇<Control> → <Scheduled On/Off>，會出現如圖5-19的畫面。

圖5-19

步驟2 在右欄設定執行的頻率和時間。

註:設定時間上應遵守的規則

每天定時（Daily schedule）–關機時間應早於開機時間。同一天內的

開機時間和關機時間應比照此規則來設定。

每週定時（Weekly schedule）–關機時間應早於開機時間。同一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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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機時間和關機時間應比照此規則來設定。

步驟3 點擊<Add>以將動作加入工作表單。如果成功加入動作的話，左側工作

表單內會出現您剛加入的動作。如果要移除動作，則先點選在表單中想

移除的動作，然後，點擊<Delete>即可。

5.3.3 電池自我定時測試（Scheduled Battery Self-Test）

此電池自我定期測試功能，除可單次執行，亦可固定於每天、每週、或每

月執行。在< Scheduled Battery Self-Test Setting>視窗中，使用者可依執

行方式來設定各項的時間參數。在此提醒您，設定同一時間執行的動作數目應

限於一個；如果設定多個動作在同一時間執行，可能會有部分動作因相衝突而

被略過。此外，UPS 也會略過任何不支援的動作。

步驟1  選擇<Control> → <Battery Self-Test>，會出現如圖5-20的畫面。

圖5-20

步驟2  設定測試方式和時間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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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三種自我測試方式可供選擇：

 <10-second self-test（10秒自我檢測）>：電池將會放電 10

秒鐘。

 <Self-test（自我檢測）>：由使用者來設定自我放電測試的放

電時間長短。 

 <Deep test（深度檢測）>：此測試會持續放電到電池電力不足

的程度。

步驟3 點擊<Add>以將動作加入工作表單。如果成功加入動作的話，左側工

作表單內會出現您剛加入的動作。如果要移除動作，則先點選在表單中

想移除的動作，然後，點擊<Delete>即可。

5.4 檢視（View）

5.4.1 狀態（Status）

5.4.1.1 電力流程圖（Power Flow）

<Power Flow>視窗顯示的是 UPS的內部動態運作狀態圖。綠色/黑色的動

線表示狀態正確無誤；灰色部分則是表示目前處於未使用狀態。在此圖中的四

個資訊框分別顯示有輸入、輸出、UPS 和電池的相關資訊。

 <Input information（輸入資訊）>資訊框中顯示的是輸入端的電壓和

頻率。 

 <Output information（輸出資訊）>資訊框中顯示的是輸出端的電壓、

頻率、負載、和電流。

 <UPS information（UPS資訊）>資訊框中顯示的是 UPS 模式、UPS 溫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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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tery information（電池資訊）>資訊框顯示的是電池的電壓和剩

餘電量。

選擇<View> → <Status> → <Power Flow>，或是點擊快捷圖示 ，會

出現如圖5-21的畫面。

      

圖5-21

註：依 UPS 機種，實際畫面可能會與上圖有所不同。

5.4.1.2 UPS 資訊

選擇<View> → <Status> → <UPS Info>，會出現如圖5-22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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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2

註：依 UPS 機種，實際畫面可能會與上圖有所不同。

<UPS Info>視窗將詳盡顯示UPS的即時資訊。

5.4.1.3 圖表

<Diagram>視窗將以圖表方式顯示 UPS 的即時監控資訊，其中包括：電壓、

頻率、負載、電池、溫度等圖表。

步驟1  選擇 <View> → <Status> → <Diagram>，會出現如圖 5-23 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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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3

註：依 UPS 機種，實際畫面可能會與上圖有所不同。

步驟2 從左側的標籤欄當中選擇欲檢視的監控參數，畫面會隨即顯示相對應

的圖表。

 <Input voltage（輸入電壓）>顯示輸入電壓的變動情形。

 <Output voltage>（輸出電壓）顯示輸出電壓的變動情形。

 <Input frequency（輸入頻率）>顯示輸入頻率的變動情形。

 <Output frequency（輸出頻率）>顯示輸出頻率的變動情形。

 <Load level（負載等級）>顯示在輸出端側相連接之負載的功率變

動情形。

 <Battery capacity（電池容量）>顯示電池電量的變動情形。

 <UPS temp.（UPS溫度）>顯示監控對象 UPS的溫度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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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4 環境資訊

在<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視窗中，它顯示當前的溫度和濕度。

選擇<Status> → <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參見圖5-24。

圖5-24

注意：此信息僅在SNMP卡與環境監控設備（EMD）連接時可用。

5.4.2 日誌（History）

5.4.2.1 事件日誌（Event Log）

<Event Log>視窗會列出所有過去發生的事件。使用者可藉由分析這些事

件，改善目前的電力環境和配置情形。

步驟1  選擇 <View> → <History> → <Event Log>，會出現如圖5-25的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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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5

步驟2 由通訊埠清單中選擇欲檢視的UPS。即使此UPS已不再連接於本地系統上，

只要本軟體還保留相關資料，使用者仍能開啟並檢視這些舊資料。

步驟3  點擊月曆圖示，從開啟的畫面中選擇欲檢視的日期範圍。選定日期範

圍後，點擊<Browse>鈕，系統便會以清單方式列出在這段日期範圍內

發生的事件。

步驟4  Print（列印）/Delete（刪除）/Export（輸出）的功能鍵

 <Delete/Delete All（刪除/全部刪除）>：如要刪除特定的事件，點

選該事件後，點擊<Delete>鈕即可。或點擊<Delete All>鈕，刪除清單

中顯示的所有事件。

 <Export（匯出）>：點擊<Export>鈕，可將顯示的事件日誌輸出成

PDF格式的檔案，便於使用者儲存在本地電腦的其他路徑並加以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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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事件統計（Event Statistics）

此功能將會顯示所有支援並安裝本軟體的UPS在 A時段和B時段間各事件

的統計資料，並一併顯示兩時段間的變動百分比 [= 100*(B/A–1)%]。 

註：事件類型有UPS內部事件、旁路事件、電池事件、軟體事件、負載事件、輸入

端事件、並聯系統事件、及通訊連線事件。

步驟1 選擇 <View> → <History> → <Event Statistics>，或是點擊快捷

圖示 ，會出現如圖5-26的畫面。

圖5-26

步驟2 在通訊埠清單中點選UPS。即使此UPS已不再連接於本地系統上，只要本

軟體還保留相關資料，使用者仍能開啟並檢視這些舊資料。

步驟3  點擊月曆圖示，從開啟的畫面中選擇欲檢視比較的兩段日期範圍。選

定日期範圍後，點擊<Browse>鈕，依事件類型的統計結果便會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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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的表格當中，如圖5-27所示。

圖5-27

步驟4 點擊<Print>鈕，列印事件統計結果。

5.4.2.3 數據（Data）

<Data>視窗會顯示UPS在指定期間內的各項電力數據。在此，同樣地提供

有列印、存、和刪除功能。

步驟1  選擇 <View> → <History> → <Data>，會出現如圖5-28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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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8

註：依 UPS 機種，實際畫面可能會與上圖有所不同。

步驟2 在通訊埠清單中點選UPS。即使此UPS已不再連接於本地系統上，只要本

軟體還保留相關資料，使用者仍能開啟並檢視這些舊資料。

步驟3 點擊月曆圖示，從開啟的畫面中選擇欲檢視的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選

定日期後，點擊<Browse>鈕，數據便會以表格方式會出現。

 <Delete（刪除）>：選擇特定數據並點擊<Delete>鈕，即可刪除該

筆數據。

 <Delete All（全部刪除）>：點擊<Delete All>，將會刪除表格內

的所有數據。 

 <Export（匯出）>：點擊<Export>鈕，可將表格輸出成 PDF格式的

檔案，便於使用者儲存在本地電腦的其他路徑並加以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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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4 圖表（Digaram）

<Diagram>視窗將以圖表方式顯示 UPS在指定期間的電力數據，其中包括：

輸入電壓、輸出電壓、輸入頻率、輸出頻率、負載、電池剩餘電量、溫度等。

步驟1  選擇 <View> → <History> → <Diagram>，會出現如圖5-29的畫面。

圖5-29

註：依 UPS 機種，實際畫面可能會與上圖有所不同。

步驟2 在通訊埠清單中點選UPS。即使此UPS已不再連接於本地系統上，只要本

軟體還保留相關資料，使用者仍能開啟並檢視這些舊資料。

步驟3  選擇時間單位和檢視期間後，點<Browse>鈕，相關圖表便會出現。

步驟4  由左側標籤中選擇欲檢視的參數，系統會依此更新並切換圖表。

5.4.2.5 EMD 日誌（EMD Logs）

在<EMD logs>視窗中，它顯示環境監測設備（EMD）在選定的時間段內檢

測到的數據中的環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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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選擇 <View> → <History> → <EMD logs>，會出現如圖5-30的畫面。

圖5-30

步驟2 選擇UPS，點擊月曆圖示，從開啟的畫面中選擇欲檢視比較的兩段日期

範圍。選定日期範圍後，點擊<Browse>鈕，依事件類型的統計結果便會

出現在下方的表格當中。

Delete（刪除）/Delete all（全部刪除）

Delete:選擇特定數據，然後點〝Delete〞按鈕刪除記錄。

Delete all:點〝Delete all〞按鈕刪除列出的表中的所有記錄。

5.5 格式（Format）

<Temperature Unit（溫度單位）>：在此有兩種溫度單位可供選擇：

<Centigrade(攝氏)> 和<Fahrenheit(華氏)>，而預設為<Centigrade(攝氏)>。

<Date Format（日期格式）>：在此有 9 種日期格式可供選擇，分別為：

YYYY-MM-DD、YYYY/MM/DD、YYYY:MM:DD、MM-DD-YYYY、MM/DD/YYYY、MM:DD: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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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MM-YYYY、DD/MM/YYYY、DD:MM:YYYY。預設為 YYYY-MM-DD。

5.6 語言（Language）

目前，本軟體提供十三種語言供選擇：

√ Chinese(Simplified)：簡體中文

√ Chinese(Traditional)：繁體中文

√ English：英文

√ German：德語

√ Italian：義大利文

√ Polish：波蘭文

√ Portuguese：葡萄牙文

√ Russian：俄文

√ Spanish：西班牙文

√ Ukrainian：烏克蘭文

√ French：法文

√ Turkish：土耳其文

√ Czech：捷克文

5.7 說明（Help）

1. About（關於）:點〝Help〞選單，然後選擇〝About〞項。系統會顯示有關本軟

體的智慧財產權相關資訊。

2. Help（說明）:點〝Help〞選單，然後選擇 〝Online help〞項。系統會開啟本

軟體的使用指南。在操作軟體之前，請仔細閱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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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字彙表

 本地電腦 (或本地系統)：本地電腦(本地系統)是指直接經由通訊埠與UPS

硬體相連接的電腦系統。

 遠端電腦 (或遠端系統)：遠端電腦(或遠端系統) 是受 UPS供電而未透過

通訊埠實體相連接的電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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