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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信息

在线注册

请至本公司的在线支持中心注册本产品：

国际 http://eservice.com

电话支持

如需电话支持，请拨如下电话号码:

全球 886-2-8692-6959

中国 86-10-5255-0110

日本 81-3-5615-5811

韩国 82-2-467-6789
北美 1-888-999-ATEN ext 4988
英国 44-8-4481-58923

用户注意事项

制造商保有修改与变更本说明书所包含的信息、文件与规格表的权利，且不需事前

通知；制造商不会保证、明示、暗示或法定声明其内容或特别否认其对于特殊用途

的可销售性与适用性；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任何被销售与授权的制造商软件亦同。

如果购买后证明软件程序存在瑕疵，购买者（及非制造商、其经销商或其购买商家）

将需承担所有因软件瑕疵所造成的必要服务费用、维修责任和任何偶发事件或间接

损害。

制造商并不担负任何未经授权调整本设备后所造成的收音机及/或电视干扰的责任，

用户必须自行修正干扰。

操作前如未正确选择操作电压的设定，制造商将不担负因此所导致任何损害的责任；

使用前请务必确认电压设定为正确的。

PEPEPEPE设备注意事项

� 根据铭牌额定电流规定设置构建电路的最大允许断路保护。遵守

各国国家规范和安全规格以及断路器偏差。

� PE设备只能与接地电源插座或接地系统连接！

� 确保连接系统的总输入电流不超过 PE设备铭牌的额定电流。

� 若用不适当型号的电池替换原有电池，有爆炸风险。请根据相关

指示处理用过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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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介 绍

概述

NRGence eco Sensors为搭配ATEN新一代NRGence PE系列绿色能电源分配器

(PDU)所发展的能源管理软件，可有效率地提升数据中心内的电源使用效能；通过使

用各区域的动态机柜冷却指数(RCI)及回风温度指数(RTI)，结合使用智能型感测节能

的eco PDU设备*，NRGence eco Sensors软件提供了一个访问、诊断及估算能源使

用的工具，可依照智能型感测节能系统所产生的建议，让您最佳化能源使用，而不

需损害IT设备的可靠性。NRGence eco Sensors能源管理软件工具提供单一界面、

单一登入，安全且集中地访问及管理网络内高达1000台PE设备 – 无论是本地或全

世界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轻松访问。

由于NRGence eco Sensors能源管理软件提供了一个单一、整合的Windows架构的

应用程序，可管理您的所有设备，用户无需学习每个个别设备的使用界面，或是记

住每个设备的IP地址，让系统管理更容易且更有效率。

通过整合管理您的NRGence设备，NRGence eco Sensors能源管理软件可让每组

NRGence设备都可通过单一界面访问及控制，在不同NRGence设备上的所有插座都

可被整合成单一的树状检视方式，因此eco Sensors能源管理软件非常适用于管理大

型数据中心，与分布在多个远程分支机构但在同一内部网络下的服务器电源。

NRGence eco Sensors能源管理软件可自动搜寻所有相同内部网络下的NRGence

设备，且可监控及管理这些设备，此软件可提供监控及管理PE设备插座状态、重新

开关电源、循环开关插座电源、PDU/Outlet层级地监控电流/kWH/环境、为插座命名、

电流/kWH/环境感应器临界值设定/警示、通过SNMP监控电路断路器状态等，并通过

System log/SMTP发出临界值超过警示。

*兼容NRGence感应器的eco PDU设备清单，见第4页，支持的NRGence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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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 自动搜寻相同内部网络内的所有 NRGence设备

� 远程实时电源量测及监控

� PDU层级电流/电压/功耗/电耗

� 插座开/关/循环状态

� 断路器状态监控

� 远程实时电源插座管理*

� 逐一对每个电源插座进行开/关/循环切换

� 用户定义每个插座的开启顺序的延误时间

� 电流/电压/功耗/电耗临界值设定

� 为每个插座指派使用访问权

� 为每个插座指派名称

� 远程实时环境感应器监控

� 温度/温度+湿度

� 温度及湿度临界值设定

� 图标/监控所有 NRGence设备

� 新增数据中心的服务器机柜

� 为每个服务器机柜新增NRGence设备

� 为每个状况管理设备及设备插座状态

� 通过 SMPT及 System Log设定临界值超过警示

� 支持 VMWare ESXi 5.1

� 10240笔活动记录

� 提供系统日志

注意：并非所有NRGence eco PDU电源分配设备都支持所有功能。详见第4页，支

持的NRGence设备，和eco PDU PE用户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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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需求

安装eco Sensors软件的系统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 硬件需求

� 2.0 GHz双核或以上

� 内存：2GB

� 以太网：至少1个以太网卡（100Mbps或以上）-推荐Giga LAN

� 操作系统需求

� Windows 7, 2000, XP, 2000 Server, Server 2003, Server 2008, 或

Windows Vista（每个安装系统需要有最新服务包）

� 必须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或更高版本

感应器

为了能够使用NRGence eco PDU和eco sensors软件，获得对感知化数据中心的完

全能源管理，您需要为您的数据中心的每一个架构安装4台感应器，才能获得一个完

整的高效能的数据图。更高密度的感应器安装有助于生成更精确的数据。8端口模式

有2个感应器端口。在这种情况下，感应器1需要安装在架构的通气口（EA1140或
EA1240），感应器2需要放置在架构IT设备的排气口（EA1140或EA1240）或地板

上（EA1340）。更高密度的感应器安装有助于生成更精确的数据。

为了得到最完整的eco Sensors仪表数据，每个架构感测安装推荐的2组eco PDU设
备如下表所示：

ecoecoecoeco PDUPDUPDUPDU 端口 位置 部件编号 感应器

eco PDU 1 感应器1 通风口 EA1240 温度/湿度

感应器2 地板 EA1340 压差/温度

eco PDU2 感应器1 通风口 EA1240 温度/湿度

感应器2 排气口 EA1240 温度/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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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NRGenceNRGenceNRGenceNRGence设备

型号 插座 测量等级

PE1108A / B / G NEMA 5-15R / IEC C13 PDU

PE1208A / B / G NEMA 5-20R / IEC C13 C19

PE3108A / B / G NEMA 5-15R / IEC C13 插座

PE3208A / B / G NEMA 5-20R / IEC C13 C19

PE52220sA / B / G NEMA 5-15R / IEC C13 回路

PE5312sGR / GL UK BS1363 回路

PE5340sB / J / G IEC 320 C13 回路

PE6108A / B / G NEMA 5-15R / IEC C13 PDU

PE6208A / B / G NEMA 5-20R / IEC C13 C19

PE8108A / B / G NEMA 5-15R / IEC C13 插座

PE8208A / B / G NEMA 5-20R / IEC C13 C19

PE5216 / 6216 IEC 320 C19 + IEC 320 C13 回路 x 1

PE5324 / 6324 回路 x 2

PE7216 / 8216 / 9216 插座

PE7324 / 8324 / 9324 插座

PE7328B / J / G IEC 60320 C13 / IEC 60320

C19

PDU / 2 x 回路/插座

PE5324kJA NEMA 5-15R Twist Lock 回路

PE7324kJA NEMA 5-15R Twist Lock PDU / 2 x 回路/插座

PE8121kJ IEC 320 C13 with lock PDU / 1 x 回路/插座

PE8316G IEC 320 C19 + IEC 320 C13 PDU / 2 x 回路/插座

PE8324A / JA NEMA 5-15R PDU / 2 x 回路/插座

PE9222B / G IEC320 C13 / IEC320 C19 插座

PE9330B / J / G IEC 60320 C13 / IEC 60320

C19

PDU / 2 x 回路/插座

EC1000 / EC2004 取决于连接的PDU型号 –

PE1216 / PE1324

回路 x 1 / 2

注意：插座详情与单个型号的完整规格请参考各自的用户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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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

安装前

NRGence eco Sensors软件可从ATEN网站下载。在NRGence eco PDU包装提供的

CD中可找到软件的下载链接。完成下载并保存在一个方便位置后，请按下述操作：

安装 ecoecoecoeco SensorsSensorsSensorsSensors
1. 双击eco Sensors exe文件，打开安装程序。出现欢迎界面：

点击NextNextNextNext（下一步）继续。

2. 出现许可协议界面：

点选“I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greement（我同意本许可协议条

款）”按钮，点击NextNextNextNext（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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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现序列号界面：

输入序列号（可在附赠的CD-ROM封面上找到），点击NextNextNextNext（下一步）继续。

4. 出现用户信息界面：

输入用户信息，点击NextNextNextNext（下一步）继续。

5. 出现安装文件夹界面：

选择安装eco Sensors的文件夹，点击Next（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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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现快捷方式文件夹界面：

选择安装eco Sensors快捷方式的文件夹，点击NextNextNextNext（下一步）继续。

7. 出现数据库选项界面：

选择数据库（Access或MySQL），点击NextNextNextNext（下一步）继续。

注意：我们强烈推荐您选择MySQL作为正式数据中心操作。详见第8页，数据

库考量。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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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8. 出现准备安装界面：

检查信息，点击NextNextNextNext（下一步）继续安装进程。

9. 安装完成后，eco Sensors图标将会出现在您的桌面上（或者您指定的任何位

置）。

注意：对于Windows 7系统，推荐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eco Sensors。

数据库考量

若您的数据库较小（10个或以下eco PDU），且您仅需要系统储存访问近3个月的数

据历史（c. 100万条数据记录；200M文件），在这些条件下，访问将提供合理性能。

对于大的数据中心，且需要储存所有数据历史，我们强烈推荐您选择MySQL。

注意：若您想选择MySQL，安装eco Sensors前请确保您已经安装MySQL Database

5.5。访问MySQL网站以获得安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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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首次设置

登入

打开eco Sensors程序，出现登入界面：

1. 提供一个有效地用户名和密码。

注意：因为此次登入为第一次登入，请使用默认用户名：administrator；和默认

密码：password。出于安全目的，我们推荐您将其改为独特的内容。

2. 选择您的语言。（选项为：英语[默认]；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日语；德语；意

大利语；法语）。

3. 点击LoginLoginLoginLogin（登入），出现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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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eecocococo SensorsSensorsSensorsSensors主页面

成功登入后，将出现eco Sensors主页面，并显示能源管理仪表盘界面：

页面组成

下表描述了页面的各个组成部分：

编号 项目 描述

1 选项卡 选项卡包括eco Sensors的主要操作分类。

2 菜单栏 菜单栏包括属于选择的选项卡项目中的可操作子分类。

3 仪表盘警告栏 仪表盘警告栏是仪表盘页面的一项特殊功能。与菜单栏

类似，包括属于选择的选项卡项目中的可操作子分类，

但有额外的颜色编码功能，允许您及时查看分类状态：

红色：危险

橙色：警告

灰色：离线

绿色：正常

4 登出/监控 点击最右侧按钮登出eco Sensors界面。

点击监控按钮，开启实时能源绩效指示器。

5 交互显示面板 此为主要工作区域。出现您的菜单选项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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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查看逐步设置

登入后，您需要定义您的数据中心，配置多种参数，才能开始使用eco Sensors监控

和管理您的设备。以下步骤提供了用户说明书本部分的快速参考，您应该参考这些

内容以便顺利设置。

1. 描述您的数据中心中各别机架的位置。详见第 36页，机架安装。

2. 在设备和插座级上为您的 NRGence设备创建临界值设置和其他参数。详见第

37页，设备设置。

注意：并非所有PE型号都支持插座级监控（详见第4页，支持的NRGence设备，

和eco PDU用户说明书）。

3. 将您的数据中心的机架聚集成区域。详见第 34页，区域定义。

4. 创建您的系统参数、事件提醒和数据库偏好（详见第 47页，系统管理）。

5. 设置您的日志偏好（详见第 65页，日志）。

完成这些基本设置步骤后，请继续参考第12页，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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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能源管理

概述

能源管理区域在区域、机架、设备和插座水平以多种形式显示您的数据中心的实时

能源数据。您也可以生成关于包括能源储存建议的数据中心的报告。

仪表盘

仪表盘警告栏是仪表盘界面的一项特殊功能，有颜色编码栏功能，允许您及时查看

某一类别的状态：

红色：危险；橙色：警告；灰色：离线；绿色：正常。

设备感应器

PDU感应器选项卡显示整理的数据，提供感应器检测的各种级别的整体视图。与四

色仪表盘（如上概述）的结合可使您一眼看出群组/设备的状态。

临界值监测

显示了整体的临界值监测信息。设置临界值的详细信息请见第37页，设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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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测量

将鼠标指针在一个机架上悬停，可实时进行电源测量并监控信息，如下：

图标意义见下表：

图标 设备 图标 读数 单位

PDU

回路

电源消耗 KWh
（千瓦时）

功率 W
（瓦特）

电压 V
（伏特）

电流 A
（安培）

感应器 湿度 %RH
相对湿度

温度 ℃/℉
（摄氏度/华
氏度）

压差 Pa
（帕斯卡）

1Pa=1N/㎡

注意：图标为颜色编码，以便您能及时识别类别状态：

红色：危险；橙色：警告；绿色：正常；灰色：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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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电容

可用电容使用一种标准格式显示机架设备的可用电量。

总电量（KWh）-使用电量（KWh）=可用电量（KWh）

页面右上角的方框显示所有机架的平均可用电量百分比。Var百分比使用公式：Var(X)

=E[(X-μ) 2]计算所有设备的方差值。您可以将鼠标指针移到每个机架上方以显示该

机架的可用电量百分比。颜色代表以5%增量显示的每个机架的电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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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机架冷却效能

显示机架冷却指数（RCI）。RCI测量设备机架在工业温度方针和标准下的冷却与维

持效力，同时也是有效地冷却效能度量标准。除了图形呈现为，该界面也提供“高”

和“低”作为参考。

整体机架湿度效能

显示回风温度指数（RTI）。RTI测量空气管理系统的性能，同时也是有效地空气流

动性能度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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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机架压差效能

显示RPI。

整体机架空气流动效能

显示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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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空气管理效能

显示RTI。

整体指数仪表盘

显示上一小时的所有五项指数（RCI、RHI、RPI、RAI、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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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储存估算

显示风机（测量的/潜在的）和冷却机（测量的/潜在的/强制的）能源储存估算。

机柜门状态

机柜门状态显示安装有eco Sensors门感应器（EA1440、EA1441或EA1442）的机

柜门的开启/关闭状态。

绿色：机架门关闭。红色：未安装门感应器。橙色：机架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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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刻度快速查看

能源管理、临界值管理、空气管理和湿度管理选项卡使用同一颜色刻度，但读数单

位不同。

例如，热负荷损耗页面，在电源管理选项卡之下，显示的刻度为4000-40000KWh，

如下所示：

出于快速浏览的目的，数据中心的机架以与其在各种刻度上的状态相关的颜色显示。

例如，下面的机架正在热负荷损耗4000kWh的范围内注册：

电源管理

此选项卡提供与电源管理相关的详细实时信息，如下文概述：

热负荷损耗

此页面显示实时热负荷损耗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kWh]。热负荷损耗的详细读数也

可以以日、周、月、季或年的形式呈现。颜色刻度显示4000-40000kWh的范围。

热负荷密度

此页面显示实时热负荷密度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W]。颜色刻度显示500-4500W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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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值管理

此选项卡提供与临界值管理相关的详细实时信息，如下文概述：

冷进气温度

此页面显示实时冷进气温度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颜色刻度显示10-45℃的范

围。

进气温差

此页面显示实时进气温差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颜色刻度显示2-20℃的范围。

热排气温度

此页面显示实时热排气温度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颜色刻度显示2-20℃的范围。

排气温差

此页面显示实时排气温差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颜色刻度显示10-45℃的范围。

冷热温升值

此页面显示实时冷热温升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颜色刻度显示5-55℃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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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管理

此选项卡提供与空气管理相关的详细实时信息，如下文概述：

进气压差分布

此页面显示实时进气压差分布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Pa]。颜色刻度显示10-200Pa

的范围。

热负荷空气流动分布

此页面显示实时热负荷空气流动分布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v_equip(cfm)]。颜色刻

度显示10-200cfm的范围。

地板空气流动供应分布

此页面显示实时地板空气流动供应分布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Q_floor(cfm)]。颜色

刻度显示500-2500cfm的范围。

热负荷空气流动供应分布

此页面显示实时热负荷空气流动供应分布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Q_floor(cfm)]。颜

色刻度显示500-2500cfm的范围。

热再循环/空气流动w分布

此页面显示实时热再循环/空气流动w分布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A_crick(%)]。颜

色刻度显示10-50%的范围。

冷迂回/空气流动分布

此页面显示实时冷迂回/空气流动w分布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A_bypas(%)]。颜

色刻度显示10-50%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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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管理

此选项卡提供与空气管理相关的详细实时信息，如下文概述：

冷进气相对湿度

此页面显示实时冷进气相对湿度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h_rel(%)]。颜色刻度显示

10-90%的范围。

冷进气露点温度

此页面显示实时冷进气露点温度值、当前平均值和方差[t_dew(C)]。颜色刻度显示

0-15℃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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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控制

电源控制选项卡允许您在设备或插座级别执行手动电源管理。

注意：并非所有NRGence eco PDU PE型号支持插座级别电源管理。详情请参考第4

页，支持的NRGence设备和用户说明书。

在侧栏点击设备，其页面将出现，如下：

设备状态

使用ON（开启）、OFF（关闭）和REBOOT（重启）选项手动对设备进行电源控制。

感应器状态

本部分只供查看，并提供感应器相关信息。

插座状态

使用ON（开启）、OFF（关闭）和REBOOT（重启）选项手动对单个插座进行电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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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控制

群组控制选项卡允许您在插座级别在您已经创建的数据群组上进行同步手动电源控

制。

注意：1. 为电源管理控制创建群组详见第45页，定义数据群组。

2. 并非所有NRGence eco PDU PE型号支持插座级别电源管理。详情请参考

第4页支持的NRGence设备和用户说明书。

在侧栏点击一个群组，其页面将出现，如下：

� 群组插座部分显示可控和不可控插座的数量信息。

� 电源控制部分允许同步开启、关闭或重启群组中的所有电源。

� 可控插座信息部分显示群组插座信息，例如其电源状态、设备/机架/区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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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分析

生成报告

生成报告部分可您为您的报告建立参数和计划。下表将会进行详细的解释：

区域 解释

报告信息 在标题与作者区域输入报告名称和作者。

输入时间和开始于（希望报告何时开始），然后输入周期（选项为小时、

日、周、月或季）和持续时间（1-24）。

注意：系统储存多久前的数据取决于您的数据库类型。详见第8页，数据

库考量。

群组 在本区域，选择作为报告主题的数据组。详见第29页，报告管理。

图标 在本区域，勾选您希望添加到报告中的分析部分，输入数值CO2/KG、

/1kWh和1KG。

填入信息后，点击GenerateGenerateGenerateGenerate（生成），设置群组总电量窗口出现，如下页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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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群组总电量

输入数据中心使用的总电量（KWh）。通过从使用总电量（KWh）中减去IT使用电

能，此信息将用于计算数据中心IT设备的电源使用效力（PUE）。

注意：eco Sensors自动加载当前系统时间作为报告时间。如要生成基于当前状态/

最新可用分析的报告，使用Report Period（报告周期)、Begin Report（开始

报告）和Duration（持续时间)的默认值，完成群组(Group)和表格(Chart)区域，

点击GenerateGenerateGenerateGenerate（生成）。

报告结果

生成报告后，报告将以选项卡格式出现，分为4部分——折线图、节能建议、IT电力

容量、IT盘存清单和电源PUE，如下所示。选定后，首先出现折线图：

注意：在任一选项卡中，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可将报告保存在一个您希望保存的位置

（指定位置见第29页，报告管理）；或点击ChooseChooseChooseChoose ChartChartChartChart（选择表格）返回

生成报告页面调整参数或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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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建议

此报告选项卡提供节能建议，以表格的形式显示风机能耗和冷却剂能耗测量的和潜

在的储存，并提供您可以执行的可以提供您的数据中心能源效益的行动列表，如下

所示：

IT电容

此报告选项卡以表格或图表的形式提供您的报告中心（或数据中心中指定区域）的IT

电容信息，如以下阐述所示：

IT盘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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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告选项卡提供您在群组和/或单个服务器中列出的IT清单的每一项的电源使用和

消耗数据的分类，如下所示：

电源PUE

此报告选项卡提供电源使用效力（PUE），计算数据中心中IT设备的耗能。从总电

能中减去IT电能，计算PUE，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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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管理

此页面允许您选择您希望保存报告的位置（Location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并提供多种搜索（SearchSearchSearchSearch）

选项，如下表详述：

区域 解释

报告文件夹 使用此区域指定储存报告的文件夹。使用BrowseBrowseBrowseBrowse（浏览）放置文件

夹；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保存位置。

搜索 在下拉菜单中搜索参数允许您通过时间、标题或作者搜索报告。在本

区域的右侧输入标题或作者。

时间范围 输入一个报告搜索的时间段，点击SearchSearchSearchSearch（搜索）。

报告 主窗口显示报告。在此处，您可以选择显示全部或删除报告。

点击SearchSearchSearchSearch（搜索）后，将显示报告列表。点击OpenOpenOpenOpen HTMLHTMLHTMLHTML，在浏览器中打开报

告，以便在单一页面显示。您也可以从报告文件夹单独打开CSV和PDF报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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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值分析

生成报告

生成报告部分允许为您的临界值分析报告建立参数和计划。区域详解见下表：

区域 解释

报告信息 在标题与作者区域输入报道标题和作者。

输入时间和开始于（希望报告何时开始），然后输入周期（选项为小时、

日、周、月或季）和持续时间（1-24）。

注意：系统储存多久前的数据取决于您的数据库类型。详见第8页，数据

库考量。

群组 在本区域，选择作为报告主题的数据组。详见第29页，报告管理。

图标 在本区域，勾选您希望添加到报道中的分析部分。

报告结果和报告管理

报告结果可完全按照电源分析选项卡所述进行管理。详情请参考第26页，报告结果，

第29页，报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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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用户管理

概述

选择用户管理选项卡后，屏幕主面板将显示账号和所有用户。eco Sensors支持包括

管理员的最多8个本地用户。

注意：eco Sensors不支持本地并发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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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信息

添加用户，按下述操作：

1. 点击AddAddAddAdd（添加）。新用户页面出现：

2. 在一般部分，在用户与密码区域输入一个名称和密码，并确认密码。

注意：默认用户名和密码长度为6个字符；可在1-16字符之间配置。

3. 在用户类型部分，选择用户类型。选项为管理员和用户。

注意：管理员默认拥有完全访问权限；用户默认没有访问权限。

4. 在许可部分，为用户设置广泛权限。为某一用户设置设备许可，见下文，设备

访问权。

5. 点击Save（保存）保存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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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访问权

点击设备访问权按钮，弹出架构内所有NRGence设备的列表。此列表显示设备名称、

MAC和IP地址、型号类型与机架信息。

使用此页面设置用户有访问权的NRGence设备。勾选设备名称旁的方框，激活访问，

然后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保存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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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设备管理

概述

设备管理选项卡允许您通过为定制电源分析进行机架与空间分组，定义您的数据中

心布局。您也可以在PDU和插座级定义详细的参数，如设备临界值设定。更加详细

信息见下文。

注意：1. 定义可选区域；但至少需要安装并定义一个机架，以使eco Sensors工作。

2. 并非所有NRGence型号都支持所有功能（例如插座级监控）。详见第4页

支持的NRGence设备，和eco PDU用户说明书。

区域定义

区域定义部分允许您将您的数据中心中的机架按区域分组，或者定义您希望获得读

数的区域。

1. 如要定义一个区域，使用鼠标选定一个机架、机架组或数据中心的任一区域—

—选中部分以黄色显示——点击New（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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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出现的窗口中，为该组设定一个名称和一种颜色，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

3. 该组作为一个区域在数据中心页面显示，其名称在侧栏显示。

注意：1. 一个区域被定义到数据中心的布局中后，您无法再编辑其位置或将

其移除（您只可编辑其名称或颜色）。您必须在侧栏将其选定并点击

DeleteDeleteDeleteDelete（删除）。然后定义一个新的区域。

2. 当有多个区域时，为便于参考，当列表中某一区域被选中后，其将

在图示中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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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安装

机架安装部分允许您在您的数据中心中为单个机架设定位置：

1. 点击New（新）添加机架。

2. 为机架命名，并使用参数设定一个位置，如下所示：

3. 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机架出现在数据中心的布局中，名称显示在侧栏。

注意：1. 一个机架被定义到数据中心的布局后，选中其名称并点击Modify（修

改），改变其位置或方向。

2.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或拖拽将其移动到新位置。



第六章 设备管理

37

设备设置

设备设置部分显示您的架构中NRGence设备列表，并允许您设置所有NRGence设备

的详细参数——在设备、回路、插座和感应器级别。

注意：1. 点击侧栏所有设备旁的+符号可展开树状图。

2. 在侧栏树状图或主页面列表双击一个设备可直接访问该设备的设备设置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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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新设备

eco Sensors软件可自动发现同一内联网内的所有NRGence设备。点击NewNewNewNew（新）

弹出新设备窗口。

方式

设置要被扫描的分支网络或指定IP地址，点击Search（搜索）。设备将在列表中显

示。

设备SNMPSNMPSNMPSNMP代理

此部分允许您设置您的SNMP和系统参数，使eco Sensors能够与您的架构中的

NRGence设备连接：

1. 为项目输入一个用户名/群组、端口ID和设置通讯端口。

2. 设置超时时间和重试次数。

3.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SNMP版本、隐私和授权协议。

4. 输入隐私和授权密码。

注意：此区域的特定参数必须符合架构内所有eco PDU设备参数。详见第51页，

同步SNMP参数。

5. 选择设备类型并点击Search（搜索）。设备将在列表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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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级别

选择一个设备后，可用选项卡为设备、回路、插座和感应器，取决于设备功能和配

置级别。详见下文。

设备级别

1. 选中您希望配置的设备，点击SetupSetupSetupSetup（设置）。

2. 在出现的窗口中，设备选项卡打开，输入设备设置（基础/高级），如下面图示

和表格所示：

设备基本设置

高级设置

设备信息 此部分显示名称、IP、型号和机架信息以供配置。

SNMP代理 在此处配置SNMP代理（详见第38页，设备SNMP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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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器位置类型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感应器位置。

临界值 设置设备临界值设定（min.-max.），提供的参数为：

� 总电流

� 电压

� 总电源

� 总功耗

注意：如要显示这些设置，点击高级设置的点选按钮。

3. 在这里有两个保存选项：点击ApplyApplyApplyApply（应用），保存指定设备的设置；点击ApplyApplyApplyApply
totototo samesamesamesame ModelModelModelModel（应用至同一型号）（高级设置），保存并应用设置至所有与

指定设备同一型号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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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路级别

1. 选中您希望配置的设备，点击SetupSetupSetupSetup。

2. 在出现的窗口中，设备选项卡打开，输入设备设置和其他参数，如下图所示：

设备信息 本区域显示设备名称、IP、型号和机架信息。

回路 通过点击回路图标选定单个回路，然后配置其参数，如下：

名称 为回路命名（可选）

临界值 设定插座临界值设定（最小-最大），使用提供的参数：

� 电流

� 电压

� 电源

� 功耗

注意：取决于您的NRGence设备，并非所有选项都可用。

3. 有两个保存选项：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将设置保存在指定设备；或者点击ApplyApplyApplyApply totototo
allallallall BanksBanksBanksBanks（应用至所有回路）将设置保存保存至指定设备的所有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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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级别

如果您的设备支持插座级别监控（详见第4页支持的NRGence设备和用户说明书），

您也可以在插座级别为您架构内的设备设置详细参数。

1. 点击插座选项卡，选中您希望配置的设备/插座，点击SetupSetupSetupSetup（设置）。

2. 在出现的窗口中，输入插座设置，如下：

设备信息 本区域显示设备名称、IP、型号和机架信息。

插座 通过点击插座图标选定单个插座，然后配置其参数，如下：

名称 为插座命名（可选）

配置 � 从下拉列表中三种关机方式中选择一项，详见第 43页，关机方式。

� 设置选择方式的MAC地址和开/关延时。

临界值 设定插座临界值设定（最小-最大），使用提供的参数：

� 总电流

� 电压

� 总电源

� 总功耗

注意：取决于您的 NRGence设备，并非所有选项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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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两个保存选项：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将设置保存在指定插座；或者点击ApplyApplyApplyApply totototo
allallallall OutletsOutletsOutletsOutlets（应用至所有插座）将设置保存保存至指定设备的所有插座。

关机方式

三种可用的关机方式在下文详细解释：

� KillKillKillKill thethethethe PowerPowerPowerPower切断电源 – 若选择此选项，NRGences设备在等待关机延时区

域设定的时间后，将关闭插座电源。关闭电源执行冷（非安全）关机。

� WakeWakeWakeWake onononon LANLANLANLAN网络唤醒 – 这是一个安全关机和重启的选项。如选择此选项，

当某一插座电源关闭后，NRGence设备首先会向电脑发送一条信息，通知其准

备关机；然后将等待关机延时区域设置的时间，让操作系统在电脑关闭至待机

状态前关闭。

与之相似的是，插座电源开启后，NRGence设备将等待开机延时区域设置的时

间，然后向连接在插座上的电脑发送一条以太网信息，通知电脑开机。

注意：为了安全关机与重启，电脑必须运行Windows（Windows 98或更高），

并且必须安装并运行安全关机程序（可从我们的网站下载）。

� SystemSystemSystemSystem afterafterafterafter ACACACAC BackBackBackBack断电后系统恢复 – 这是一个安全关机和重启选项。如

果选择此项，插座关闭后，NRGence设备首先会向电脑发送一条信息，通知其

准备关机；然后将等待关机延时区域设置的时间，让操作系统在电脑关闭至待

机状态前关闭。

插座开启后，NRGence设备首先将等待开机延时区域设置的时间，然后向服务

器发送电源。

服务器接通电源后，将自动启动。

注意：为了安全关机与重启，电脑必须运行Windows（Windows 98或更高），

并且必须安装并运行安全关机程序（可从我们的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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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器级别

1. 选中您希望配置的有感应器的设备，点击SetupSetupSetupSetup（设置）。

2. 在出现的窗口中，设备选项卡打开，输入设备设置和其他参数，如下图所示：

设备信息 本区域显示设备名称、IP、型号和机架信息。

感应器1、2、3、4 设定感应器临界值设定（最小-最大），使用提供的参数：

� 温度

� 湿度

� 压差

3. 有两个保存选项：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将设置保存在指定设备；或者点击ApplyApplyApplyApply totototo
samesamesamesameModelModelModelModel（应用至同一型号）将设置保存保存至指定设备的所有同一型号设

备的感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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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数据群组

定义数据群组部分允许您为电源管理控制创建空间、机架、设备或插座组。列表部

分显示组类型（区域、机架、设备或插座）以及其名称，成员部分显示个别组中的

区域、机架、设备或插座。

定义一个群组，按下述操作：

1. 点击AddAddAddAdd（添加），弹出数据群组窗口，如下：

2. 在群组名称区域为群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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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下拉菜单选项中选择群组类型。选项为空间、机架、设备和插座。

注意：空间需要定义才能出现在列表中。详见第34页，空间定义。

4. 通过点击选择群组成员，或者在All（全部）处勾选，把列表中所有成员放入群

组中。

5. 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创建群组。现在它将会出现主页开放界面的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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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系统管理

概述

系统管理选项卡允许您设置eco Sensors软件系统的参数，并使用SNMP协议连接您

架构中的NRGence设备，并执行其他维护、数据库和任务相关功能。

系统设置

本部分允许您设置eco Sensors软件系统的参数：

系统参数

� 在软件中输入从能量盒中获取新数据需要等待的服务延时秒数。

� 输入数据中心布局的总容量，设置您架构中 eco Sensors软件中设备的最大参

数，如在能量与设备选项卡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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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用户定义或连接至（随机）设备，设置能量盒电压值。

注意：EC1000只测量电流。在此输入参考电压值，计算EC架构中的电源和电

源损耗。

� 在其他区域，您可以设置 eco Sensors生成数据的默认值。

� 货币下拉菜单允许您选择使用的货币符号。

� 选择温度单位：摄氏度或华氏度，用于所有环境计算。

� 勾选 Enable rack full name（激活机架完整名称），激活多语言机架名称。例如，

此功能允许您创建名称时使用中文、日语或其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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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SNMPSNMPSNMP设置

此部分允许您设置SNMP和系统设置，这样eco Sensors便可连接至您架构中的eco

PDU：

默认 SNMPSNMPSNMPSNMP代理设置

此部分允许设置您的默认SNMP和系统参数，这样eco Sensors便可连接至您架构中

的NRGence设备：

1. 输入事件的用户名/群组、端口ID和获取端口。

2. 设置超时间和重试次数。

3. 从下拉选择SNMP版本、隐私和授权协议。

4. 输入隐私和授权密码。

注意：本部分的特定参数必须符合架构内所有NRGence设备。详见第51页，同

步SNMP参数。

5. 点击Search（搜索）。设备将显示在列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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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 Trap接收器

如要被通知SNMP Trap事件，按下述操作：

1. 输入时间用户名、端口ID和Trap端口。

2. 设置超时间和重试次数。

3. 从下拉选择SNMP版本、隐私和授权协议。

4. 输入隐私和授权密码。

注意：本部分的特定参数必须符合架构内所有eco PDU设备。详见第51页，同

步SNMP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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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SNMPSNMPSNMPSNMP参数

为了使eco Sensors访问架构内的NRGence设备，使三个SNMP参数相同是非常重要

的。这些参数为用户名、隐私密码和授权密码。与eco Sensors和eco PDU设备相同

的默认值如下表所示：

参数 默认 网页UIUIUIUI

用户名 administrator 管理员账户ID

隐私密码 privicypwd SNMP隐私密码

授权密码 password 管理员账户密码

如果任一参数在eco PDU设备的网页GUI上被修改，eco Sensors上的同一参数也需

要修改。

注意：eco Sensors只能访问有相同参数的eco PDU，因此同步您架构中的所有eco

PDU的参数是非常重要的。详情参考eco PDU用户说明书的浏览器操作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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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P

如要获得来自SMTP服务器的邮件报告，按下述操作：

1. 开启激活来自以下SMPT服务器的报告，输入SMTP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编

号。

2. 在来自区域输入发送报告的邮件地址。

注意：1. 在来自区域，只能输入一个邮件地址，且不能超过64字节。

2. 1字节=1英语字母字符。

3. 在邮件列表区域，输入SMPT报告需要发送到的邮件地址（或多个地址）。

注意：1. 如果你要将报告发送至多个邮件地址，请使用分好隔开邮件地址。总

数不能超过256字节。

2. 1字节=1英语字母字符。

4. 如果您的服务器需要授权，勾选服务器需要授权，在账户名称和密码区域输入

正确的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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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设置

其他设置页面允许您开启询问服务，并设置服务端口和安全字符串。本页面用于创

建于第三方软件账单服务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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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维护功能允许您使用eco Sensors升级NRGence设备的固件。点击维护选项卡，打

开固件升级页面，如下：

主面板

本面板显示条目解释如下表：

条目 描述

检查主固件版本 若您开启检查主固件版本，设备的当前固件水平会与升级文件进

行比较。如果当前版本与升级版本相同或高于升级版本，将弹出

一条消息，提示您当前的情况并停止进程。

固件文件 新版本固件可用时，您可从我们的网站下载并保存在电脑上一个

方便的位置。点击Browse（浏览）按钮选择下载的升级文件。

设备名称 列出所有NRGence设备。在选择栏，选择您希望更新固件的设备。

固件版本 显示当前固件版本。

IP地址 显示选择的NRGence设备的固件地址。

升级状态 显示已选设备的升级状态。

升级 点击此按钮，执行已选设备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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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固件

升级固件请参考屏幕截图，并按下述操作：

1. 访问我们的网站并将新的固件文件下载到您电脑一个方便的位置。

2. 点击Browse（浏览）按钮；找到固件文件放置的地方并选择。

3. 点击UpgradeUpgradeUpgradeUpgrade（升级）开始升级程序。

� 若您开启了检查主要固件版本，当前固件水平将会和升级文件进行比较。

如果当前版本与升级版本相同或高于升级版本，将弹出一条消息，提示您当前的情

况并停止进程。

� 若您未开启检查主要固件版本，将不会检查升级文件水平而直接安装。

� 升级成功完成后，切换器会自动重启。

4. 重新登入，检查固件版本，确保其为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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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数据库设置

本部分允许您设置MySQL数据库和数据库清理选项：

使用数据库清理选项可维护数据库的大小。在清除文件前，请查看系统keep data
for(保存数据)，并输入月数登录数据。查看Delete oldest data(删除最旧数据)，以先

删除最旧数据。

数据库容量
此部分显示目前数据库容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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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维护

此部分允许您备份和恢复系统数据和配置信息。

数据导入/导出

数据导入和数据导出选项卡允许您导入和导出与电源分析、临界值分析和账单信息

相关的数据表格。

配置恢复/备份

配置恢复和配置备份选项卡允许您恢复和备份与用户和设备选项卡中eco Sensors

软件设置相关的信息，包括用户账户和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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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此部分允许您使用内建群组参数安排群组电源控制计划（开启/关闭），并安排配置

备份任务，自动备份配置数据。

群组电源控制

这些任务可在所有设备、所有机架或所有插座上执行。在主页面，点击AddAddAddAdd（添加），

打开添加/修改窗口，如下所示：

安排一项群组电源控制任务，按下述操作：

1. 输入一个任务名称。

2.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任务类型（每天、每周、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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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目标群组。

4. 在调度区域设置电源开启和关闭时间，为每年任务设置特例。

注意：特例将优先于所有任务参数。

5. 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保存任务。显示在主页面：

从主页面的群组电源控制任务中选择一项任务，使用按钮修改或删除。

配置备份

这些任务设置基于每天或每周，自动备份eco Sensors配置。在主页面，点击AddAddAddAdd（添
加），打开添加/修改配置备份任务窗口，如下所示：

计划一项配置备份任务，按下述操作：

1. 输入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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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任务类型（每天或每周）。

3. 选择保存至文件夹或通过FTP保存，填充相关信息：

� 保存至文件夹：浏览选择一个保存备份的位置。如果设置安全要求授权，

提供文件夹用户名和密码*。

� 通过FTPFTPFTPFTP保存 – 输入FTP服务器、端口编号和FTP目录，勾选匿名登陆。

如果设置安全要求授权，提供文件夹用户名和密码*。

4. 使用计划区域设置配置备份任务开始每周（每周）的天数和每日的时间（每周 /

每日）。

5. 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保存任务。



第七章 系统管理

61

账单

账单区域允许您使用实际用量计算能源消耗，创建数据并生成账单报告。

设置

� 单一比率：输入您希望使用的用于计算数据中心账单消费的 KW/小时的比率。

� 双比率：如果您的能源消耗分为高峰期和非高峰期，使用此选项。高峰期：输

入每天高峰期开始的时间（From），高峰期比率出现的持续时间（duration），

以及每小时的比率（＄/kWh）。非高峰期：输入非高峰期每小时的比率（＄/kWh）。

� 点击 SaveSaveSaveSave（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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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报告

生成报告部分允许您为账单报告创建参数。该区域的详细说明如下表所述：

区域 解释

报告信息 在标题与作者处填充报告名称和创建者。

输入代表报告创建时间的时间。

输入类型：总：给您一份所有机架消耗的所有能源的总和报告。机架：

给您每一机架消耗能源的分解。

选择您想要计算的账单数据月。

注意：生成机架报告花的时间更长，因为提供详细的账单信息需要的

数据更多。

群组 在这一区域，点击AddAddAddAdd（添加）选择账单报告的主题。

填充完信息后，点击GenerateGenerateGenerateGenerate（生成），将出现一个新窗口显示全部机架账单信息，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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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报告

在本页面，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保存账单信息，或ChooseChooseChooseChoose ChartChartChartChart（选择图表）返回

至前一页面重新配置账单参数。

机架报告

在本页面，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保存账单信息，或ChooseChooseChooseChoose ChartChartChartChart（选择图表）返回

至前一页面重新配置账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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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管理

本页面允许您选择您希望保存报告的位置，并提供各种搜索选项，详细说明见下表：

区域 解释

报告文件夹 使用此区域指定保存报告的文件夹。使用BrowseBrowseBrowseBrowse（浏览）放置文件

夹；点击SaveSaveSaveSave（保存）保存该位置。

搜索通过 下拉菜单中的搜索参数允许您使用时间、标题或作者搜索报告。在右

侧区域输入标题或作者。

时间范围 输入报告搜索的时间范围，点击SearchSearchSearchSearch（搜索）。

报告 主窗口显示报告。在此处，您可以选择显示全部或删除报告。

点击SearchSearchSearchSearch（搜索）后，将显示报告列表。点击OpenOpenOpenOpen HTMLHTMLHTMLHTML（打开HTMLHTMLHTMLHTML），在浏

览器中打开账单报告，并在单一页面显示。您也可以访问报告文件夹，单独打开CSV

和PDF报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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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日志

概述

eco Sensors记录发生在架构内的事件，能一次储存最多128项事件。系统日志页面

提供非常多的过滤，并允许您查看和输出日志文件数据，同时可以在指定事件发生

时进行邮件通知。

系统日志

� 点击侧栏某一设备可在主面板日志时间列表中显示其日志事件。

� 点击 RefreshRefreshRefreshRefresh（刷新）按钮弹出有最新时间的最新日志列表。

� 在刷新按钮右侧的输入框只需输入数字，可使您设置每页显示的事件数量。

� 主面板的右上方显示日志文件的总页数和您当前浏览的页码。

� 底层按钮作用如下：

� ClearClearClearClear（清除） - 点击清除日志事件列表内容

� FirstFirstFirstFirst PagePagePagePage（首页） - 点击前往日志事件列表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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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PreviousPreviousPrevious PagePagePagePage（上一页） - 点击前往日志事件列表上一页

� NextNextNextNext PagePagePagePage（下一页） - 点击前往日志事件列表下一页

� LastLastLastLast PagePagePagePage（末页） - 点击前往日志事件列表最后一页

� ExportExportExportExport LogLogLogLog（导出日志） - 点击保存日志事件列表至文件

日志选项

使用此选项卡设置您的日志维护和显示选项：

事件

使用此选项卡设置您希望系统记录在本地和/或通过SMTP发送邮件的事件。勾选时间

的Log（日志）或Email（邮件）。如果希望事件通过邮件发送，您必须配置SMTP设

置（详见第49页，SNMP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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