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手冊
Smart-UPS™ On-Line SRT
不斷電系統
SRT2200XLI
SRT2200RMXLI
SRT2200RMXLI-NC
SRT3000XLI
SRT3000RMXLI
SRT3000RMXLI-NC
SRT3000XLT
SRT3000RMXLT
SRT3000RMXLT-NC
SRT3000XLW-IEC
SRT3000RMXLW-IEC
208/220/230/240 Vac
直立式 機架式 2U

產品說明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的 Smart-UPS™ On-Line SRT 是一款高效能的不斷電電源 (UPS)。UPS 保護電子
設備免受市電停電、電壓不足、電壓驟降、突波、小幅市電電壓波動及大幅干擾的影響。UPS 亦可為相
連設備提供電池後備電源，直到市電電源恢復可接受水平或電池完全耗盡。
在隨附的說明文件光碟及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站 www.apc.com 上皆可找到本使用手冊。

一般資訊
重要安全訊息
請詳閱說明，以便在嘗試安裝、操作、維修或維護 UPS 前熟悉本設備。下列特殊訊息可能會出現在本手
冊中或設備上，以警告可能的危險或引起使用者對說明或簡化程序資訊的注意。
附加在產品危險或警告安全標籤的此符號代表有觸電危險，若不遵守指示將會導致人員受傷。

附加於產品安全警告或注意標籤的符號代表存在危險，若不遵守使用說明，將會導致人身傷
害和產品損壞。

警告
警告代表有潛在危險的情況，若無法避免則會導致死亡或重傷。

小心
小心代表有潛在危險的情況，若無法避免則會導致輕微或不嚴重的傷害。

注意
注意用於針對與生理傷害無關的處置。此訊號文字不使用安全警示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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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一般資訊
• 遵循國家和地方的所有電氣法規。
• 所有配線都必須由合格電工施作。
• 未經 APC 明確許可而變更或改裝設備可能會使保固失效。
• 此 UPS 係設計於室內使用。
• 請勿在陽光直射或接觸到液體或處於多塵或潮濕位置的情況下操作本 UPS。
• 務必確保 UPS 上的透氣孔暢通。請留有足夠空間以利適當通風。
• 如 UPS 含原廠安裝電源線，請直接連接 UPS 電源線至牆壁插座。切勿使用突波保護器或電源延長
線。
• 電池通常可使用兩年至五年。環境因素會影響電池壽命。環境溫度升高、市電供電品質不穩、放電
時間短而頻繁，都會縮短電池壽命。
• 當 UPS 指示電池必需更換時，請立即更換電池。
• 本設備較重。在提舉設備時，請確保採用足以承受設備重量的安全技巧。
• 電池相當重。在機架中安裝 UPS 與外部電池組 (XLBP) 之前，請先取出電池。
• 務必在機架式配置的底部安裝 XLBP。UPS 必須安裝在 XLBP 上方。
• 在機架式配置中，務必將周邊設備安裝在 UPS 上方。
• 其他安全資訊可至本裝置隨附的安全指南中查找。

斷電安全
UPS 內含電池，即使未接上分支電路 （主電源），仍可能造成觸電的危害。在安裝或維修設備前，請檢
查：

• 輸入電路斷路器是否位在關閉位置。
• 內部 UPS 電池卸除。
• XLBP 電池模組是否中斷連接。

電氣安全
• 對於固線式輸入的機型，分支電路 （主電源）的連接工作必須由合格的電工來執行。
• 適用於擁有正確接地含可插拔電源、輸入插座的機型。
• 僅限 230 V 型：為了符合 EMC 指令以在歐洲銷售產品，UPS 不得連接長度超過 10 米的輸出電源
線。

電池安全
• 安裝或更換電池模組之前，請取下如腕錶和戒指等首飾。
通過導體材質的短路電流相當高，會導致嚴重燒壞的結果。
• 請勿以焚燒方式來處理棄置的電池。電池可能會爆炸。
• 請勿打開或切開電池。釋出的電解質對皮膚與眼睛會造成傷害也可能有毒。

2

Smart-UPS On-Line SRT2200/SRT3000 直立式

機架式 2U

一般資訊
• UPS 最多可識別 10 顆連接 UPS 的外部電池組。
註：每新增一個 XLBP，便需要增加更多充電時間。
• 型號與序號等資訊皆位於後方的小面板標籤上。某些型號還有另外一個標籤，位於前面板下面的機
殼上。
• 請務必回收廢電池。
• 請回收包裝材料或留下以重複使用。

FCC A 類無線電頻率警告
本設備經測試符合 A 類數位裝置的限制 （符合 FCC 規則第 15 章的要求）。這些限制是為了確保在商業
環境中使用本設備時，可提供防止有害干擾的合理保護。此設備會產生、使用和放射無線電頻率能量，
若不按照說明手冊安裝和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通訊產生有害的干擾。在住宅區使用此裝置可能會導致
有害干擾，在此情況下使用者可能需要自行付費消除此干擾。

Smart-UPS On-Line SRT2200/SRT3000 直立式

機架式 2U

3

產品概觀
規格
若要瞭解其他規格，請參閱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站 www.apc.com。

環境規格
溫度
海拔高度

操作

0˚ 至 40˚ C （32˚ 至 104˚ F）

貯存

-15˚ 至 45˚ C （5˚ 至 113˚ F）

操作

0 - 3,000 公尺 （0 - 10,000 英呎）

貯存

0 - 15,000 公尺 （0 - 50,000 英呎）

濕度

相對濕度 0% 到 95% （非冷凝）

防護等級

IP 20 防護等級

註：在貯存期間每六個月需為電池模組充電。
環境因素會影響電池壽命。環境溫度升高、濕度過高、主電源品質不穩及放電時間短而頻繁，都會縮短電池壽
命。

實體規格
SRT2200XLI/SRT2200RMXLI/SRT2200RMXLI-NC 型號
UPS 比較重。遵守所有提舉指引。
提舉指引

18 - 32 公斤 （40 - 70 磅） 32 - 55 公斤 （70 - 120 磅）

含電池、不含包裝的裝置重量

25 公斤 （55 磅）

含電池、含包裝的裝置重量

機架式機型：34 公斤 （75 磅）
直立式機型：31 公斤 （68 磅）

不含包裝的裝置尺寸
高x寬x深

機架式機型：
85 (2U) 公釐 x 432 公釐 x 560 公釐
3.35 (2U) 英吋 x 17 英吋 x 22 英吋
直立式機型：
85 (2U) 公釐 x 432 公釐 x 585 公釐
3.35 (2U) 英吋 x 17 英吋 x 23 英吋
245 公釐 x 600 公釐 x 810 公釐
9.7 英吋 x 23.6 英吋 x 31.9 英吋

含包裝的裝置尺寸
高x寬x深
型號和序號位於後面板上的一個小標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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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T3000XLI/SRT3000RMXLI/SRT3000RMXLI-NC/SRT3000XLT/SRT3000RMXLT/SRT3000RMXLT-NC/
SRT3000XLW-IEC/SRT3000RMXLW-IEC 型號
UPS 比較重。遵守所有提舉指引。
提舉指引

18 - 32 公斤 （40 - 70 磅） 32 - 55 公斤 （70 - 120 磅）

含電池、不含包裝的裝置重量

31 公斤 （69 磅）

含電池、含包裝的裝置重量

機架式機型：40 公斤 （88 磅）
直立式機型：37 公斤 （81 磅）

不含包裝的裝置尺寸
高x寬x深

機架式機型：
85 (2U) 公釐 x 432 公釐 x 611 公釐
3.35 (2U) 英吋 x 17 英吋 x 24 英吋
直立式機型：
85 (2U) 公釐 x 432 公釐 x 636 公釐
3.35 (2U) 英吋 x 17 英吋 x 25 英吋
245 公釐 x 600 公釐 x 870 公釐
9.7 英吋 x 23.6 英吋 x 34.3 英吋

含包裝的裝置尺寸
高x寬x深
型號和序號位於後面板上的一個小標籤上。

電池

注意
設備損壞的風險
• 至少每 5 年更換電池。
• 當 UPS 指示電池必需更換時，請立即更換電池。
若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導致設備損壞。

SRT2200 型號

SRT3000 型號

密封、免維護、調節閥
鉛酸電池
APCRBC141
APCRBC152

電池類型
更換電池模組
本 UPS 具有可插拔的電池模組。
請參閱對應的替換電池用戶手冊以取得安裝電池的說明。
關於更換電池的詳細資訊，請與經銷商聯絡或前往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站 www.apc.com。
各電池模組電壓

1 個電池模組
72 VDC

96 VDC

UPS 總電池電壓

72 VDC

96 VDC

Ah 額定值

每電池模組 5 Ah

XLBP 纜線長度

500 公釐 （19.7 英吋）

電池模組數量

Smart-UPS On-Line SRT2200/SRT3000 直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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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規格
型號
SRT2200XLI

建立斷路器 (CB)
電流額定值

額定值
2200 VA/1980 W

16 A

3000 VA/2700 W

20 A

SRT2200RMXLI
SRT2200RMXLI-NC
SRT3000XLI
SRT3000RMXLI
SRT3000RMXLI-NC
SRT3000XLT

20 A* / 2 極

SRT3000RMXLT
SRT3000RMXLT-NC
SRT3000XLW-IEC

20 A IEC; 20 A UL* / 2 極

SRT3000RMXLW-IEC

小心
有起火、對設備或人員造成的傷害風險
* 依國家電工法規、ANSI/NFPA 70 與加拿大電氣規定第 I 部分，C22.1，僅限連接 UPS 機型至含最大分支電路過電流防護
的電路。
若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導致起火、設備損壞及輕度或中度的人身傷害。

輸出
輸出頻率

50 Hz / 60 Hz

額定輸出電壓

SRT2200XLI/SRT2200RMXLI/SRT2200RMXLI-NC/SRT3000XLI/SRT3000RMXLI/
SRT3000RMXLI-NC：220 V、230 V、240 V
SRT3000XLT/SRT3000RMXLT/SRT3000RMXLT-NC：208 V、240 V
SRT3000XLW-IEC/SRT3000RMXLW-IEC：208 V、220 V、230 V、240 V

輸入
輸入頻率

40 Hz - 70 Hz

額定輸入電壓

SRT2200XLI/SRT2200RMXLI/SRT2200RMXLI-NC/SRT3000XLI/SRT3000RMXLI/
SRT3000RMXLI-NC：220 V、230 V、240 V
SRT3000XLT/SRT3000RMXLT/SRT3000RMXLT-NC：208 V、240 V
SRT3000XLW-IEC/SRT3000RMXLW-IEC：208 V、220 V、230 V、240 V

輸入電流額定值

SRT2200 型號：13 A
SRT3000 型號：1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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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板功能
 顯示介面面板
 UPS 電池連接器
 電池模組

suo0860a

 框架

後方面板功能
註：請參閱第 8 頁表 「識別後面板功能的關鍵」，以提供查找本手冊中描述後面板圖的圖說文字編號關鍵。

GROUP 1
10 AMP MAX

SRT2200XLI/SRT2200RMXLI/SRT3000XLI/SRT3000RMXLI

suo0882a

GROUP 1
10 AMP MAX

SRT2200RMXLI-NC/SRT3000RMXLI-NC

suo0882b

Smart-UPS On-Line SRT2200/SRT3000 直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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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T3000XLT/SRT3000RMXLT

suo0883a

SRT3000RMXLT-NC

suo0883b

OVERLOAD
PROTECTOR

GROUP 1 MAX: 10 AMP IEC; 15 AMP UL

GROUP 2 MAX: 16 AMP IEC; 20 AMP UL

SRT3000XLW-IEC/SRT3000RMXLW-IEC

suo0884a

識別後面板功能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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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Slot

SmartSlot 可用於連接選用的管理配件。



AC 輸入電源線或
固線輸入盒

SRT3000XLT、SRT3000RMXLT、SRT3000RMXLT-NC 機型含原廠安裝輸入電源線。



外部電池電源及通 使用 XLBP 上的外部電池纜線以連接 UPS 和 XLBP。
訊連接器
XLBP 在停電時可以提供額外保護時間。UPS 將自動辨識多達 10 個外部電池組。

Smart-UPS On-Line SRT2200/SRT3000 直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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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制插座組 1

連接電子裝置至這些插座。



機殼接地螺絲

UPS 及 XLBP 皆配備用於連接接地導線的接地螺絲。在連接接地導線之前，請拔除
連接主電源的 UPS。



可控制插座組 2

連接電子裝置至這些插座。



EPO 端子

緊急斷電 (EPO) 端子可讓使用者將 UPS 連接到中央 EPO 系統。



序列埠

序列埠連接埠用於和 UPS 通訊。
僅使用由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提供或批准的介面套件。任何其他序列介面纜
線與 UPS 連接器不相容。



USB 埠

USB 連接埠用於連接伺服器進行原始作業系統通訊，或供軟體用於和 UPS 通訊。
註：序列埠和 USB 通訊不得同時使用。請使用序列埠或 USB 埠。

Smart-UPS On-Line SRT2200/SRT3000 直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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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連接設備
小心
對設備或人員的傷害
• 在安裝或維修 UPS 或連接設備前，請中斷連接輸入主電源的斷路器。
• 在安裝或維修 UPS 或連接設備前，請中斷連接內部與外部電池。
•UPS 含有內部電池與外部電池，即使未接上主電源，仍可能產生觸電的危害。
•UPS AC 固線與可插拔式插座可隨時透過遙控或自動控制供電。
• 在維修任何設備之前，請中斷設備與 UPS 的連接。
若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導致設備損壞及輕度或中度的人身傷害。

註：於最初三小時的正常操作中，UPS 電池將可充至 90% 的電力。請勿預期此初始充電期間電池可達到完全
的運作效能。
1. 連接內部電池模組。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手冊。
2. 連接設備至 UPS 的後面板插座。
請參閱第 19 頁的 「可控制插座組」。
3. 連接 UPS 至建築物市電電源。

開啟 / 關閉 UPS
首次開啟 UPS 時，安裝精靈畫面將出現。請依照提示進行 UPS 設定。請參閱第 14 頁的 「設定」。
若要開啟 UPS 及所有連接設備，請按下顯示面板上的電源開啟 / 關閉按鈕。請依照提示立即開啟 UPS 或在延
遲後開啟，然後按下確定。
註：若沒有輸入電源且 UPS 是關閉狀態，可使用冷開機功能開啟 UPS 與連接使用電池電源的設備。
若要執行冷開機功能，請按下電源開啟 / 關閉按鈕。
顯示面板將亮起，且電源開啟 / 關閉按鈕將亮紅燈。
若要開啟輸出電源，請再次按下電源開啟 / 關閉按鈕。選擇提示不使用 AV 電源開啟並按下確定。
若要關閉輸出電源，請按下電源開啟 / 關閉按鈕。請依照提示立即關閉 UPS 或在延遲後關閉，然後按下確
定。
註：待關閉 UPS 輸出電源且結束 AC 輸入後，UPS 將持續使用電池電源供內部使用達 10 分鐘。若要徹底關閉
電源，請按下電源開啟 / 關閉按鈕。遵守選擇內部電源關閉的提示，然後按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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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顯示介面
 電源開啟

關閉按鈕

按鈕亮燈顯示：
- 未亮起，UPS 及輸出電源關閉
- 亮白燈，UPS 及輸出電源開啟
- 亮紅燈，UPS 開啟且輸出電源關閉
 負載圖示
停用 / 靜音聲音警報圖示
 UPS 狀態資訊

LOAD

Output 230.0 v
On-Line

 操作模式圖示

1

2

 離開按鈕
 確定按鈕
 上 / 下按鈕
su0870b

 可控制插座組狀態圖示
 電池狀態圖示

UPS 顯示介面操作
使用上 / 下按鈕可捲動選項。按下確定按鈕可接受選取的選項。按下 ESC 按鈕可返回上一個功能表。
.

LCD 顯示介面畫面上的圖示可能因安裝的韌體版本及指定 UPS 機型而異。
LOAD

負載圖示：以亮起的負載格數表示適當的負載容量百分比。每格表示 16% 的負載容
量。
靜音圖示：表示聲音警報停用 / 靜音。

UPS 狀態資訊
狀態資訊欄位提供有關 UPS 狀態的重要資訊。
標準功能表允許使用者選擇以下五個畫面之一。使用上 / 下按鈕可捲動畫面。
進階功能表將自動捲動五個畫面。
• 輸入電壓
• 輸出電壓
• 輸出頻率
• 負載
• 執行時間
發生 UPS 事件時，將顯示定義發生事件或狀況的狀態更新。
視事件或狀況嚴重性而定，顯示畫面亮橘色代表有訊息，而亮紅色代表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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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模式圖示
連線模式：UPS 正在向連接的設備供應經調節的主電源。

旁路模式：UPS 進入旁路模式且只要輸入電壓與頻率都在設定限制範圍內，連接設備將
持續接收主電源。
節能模式：進入節能模式時，將直接傳送主電源至負載。
主電源停電時，將出現多達 10 ms 的負載電源中斷，同時 UPS 會切換為市電連線或電池
模式。
啟用節能模式時，應考量裝置是否易受電源波動影響。
代表需注意的 UPS 警示。

UPS 狀態圖示
電池模式：UPS 正在向連接的設備供應電池電源。
UPS 檢測出電池內部故障。遵守畫面說明。

X

UPS 檢測出電池重大故障。電池的壽命將盡，必須更換電池。

可控制插座組圖示
可控制插座組使用電源：圖示旁的數字代表含可用電源的指定插座組。
閃爍圖示代表插座組正延遲從關閉變為開啟。
可控制插座組不可用電源：圖示旁的數字代表含不可用電源的指定插座組。
閃爍圖示代表插座組正延遲從開啟變為關閉。
電池狀態圖示
電池充電狀態：代表電池充電狀態。
電池充電進行中：代表電池正在充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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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顯示介面角度調整
LCD 顯示介面角度可在檢視顯示訊息時輕鬆調整。
1. 取下前框架。
2. 找到顯示介面面板底部的按鈕。
3. 按下該按鈕並將 LCD 顯示介面畫面底部滑出。當畫面到達最大角度時，將聽見卡嗒聲。

su

09

26

a

功能表概覽
UPS 顯示介面含有標準及進階功能表畫面。在初始安裝期間決定的標準或進階功能表選項偏好，可透過
設定功能表隨時變更。
標準功能表包括最常用的使用選項。
進階功能表提供其他選項。
註：實際功能表畫面可能因機型與韌體版本而異。

Smart-UPS On-Line SRT2200/SRT3000 直立式

機架式 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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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功能表概覽
主功能表
狀態
控制
設定
測試及診斷
日誌
關於

控制功能表**
UPS
旁路控制
插座組 1*
插座組 2*
清除警報

狀態功能表***
UPS
電池
配件

UPS**
效率
輸出電源 - 瓦、VA、負載 %
輸出電源 - 電壓、頻率、電流
能源用量
電池 - 充電 %、執行時間
輸入電壓、頻率
UPS 自檢
執行時間測試
警報狀態 - 場地佈線錯誤

UPS**
立即開啟
延遲開啟
立即關閉
延遲關閉
立即重新啟動
延遲重新啟動
立即關機
延遲關機
旁路控制**
進入旁路
離開旁路

電池
RBC 狀態
RBC 摘要 - 安裝MMYY、更換MMYY
內建 RBC、電池組、外部 RBC
充電 %、執行時間
溫度、電壓
內建組 - 溫度
內建組 - 狀態
外部組 - 溫度
外部組 - 狀態

插座組 1**
立即開啟
延遲開啟
立即關閉
延遲關閉
立即重新啟動
延遲重新啟動
立即關機
延遲關機

配件***
SmartSlot
SmartSlot
SmartSlot
SmartSlot

插座組 2**
立即開啟
延遲開啟
立即關閉
延遲關閉
立即重新啟動
延遲重新啟動
立即關機
延遲關機

-

探測器
探測器
探測器
探測器

1
1
2
2

溫度
濕度
溫度
濕度

測試及診斷功能表
UPS 自檢
執行時間測試
警報測試 - 短
警報測試 - 持續

設定功能表
UPS
電池
插座
通訊
顯示

清除警報**
無警報存在

UPS**
節能模式 - 啟用 / 停用
輸出設定 - 低電壓、高電壓
輸出設定 - 可接受的頻率
輸出設定 - 迴轉率頻率
旁路設定 - 低電壓、高電壓
旁路設定 - 頻率
電池設定 - 低執行時間警報
自檢排程
警報設定 - 場地佈線錯誤
PDU 機型 - 標準、SRT012
預設值
電能表*
電池
安裝日
更換通知
更換電池警報
插座
主要插座
插座組 1
插座組 2

日誌
事件記錄

關於功能表***
UPS
電池
配件

UPS***
UPS 硬體 - 零件編號
PDU 硬體
UPS 硬體 - 序列編號
UPS 硬體 - 製造日期
UPS 韌體 - 修訂
UPS - DSP 韌體
UPS - Comm 韌體
UPS 時間
電池
零件編號
RBC 摘要 - 安裝MMYY、更換MMYY
電池 - 韌體
電池 - 零件編號

配件***
SmartSlot
SmartSlot
SmartSlot
SmartSlot
SmartSlot

通訊
SmartSlot - IP 位置模式、IPv4 位址
Modbus* - 啟用 / 停用、位址

功能表如有變更視安裝的韌體版本而定
顯示
語言
聲音警報 - 停用、啟用
LCD 背光 - 永遠開啟、自動變暗、自動關閉
LCD 設定 - 顏色、亮度、對比
功能表類型 - 標準 / 進階
時間***

* 可在進階功能表畫面上使用
** 顯示選項將因 UPS 狀態而異。
*** 顯示選項將因連接的配件而異。

-

序列編號
零件編號
韌體
MAC 位址
IPv4 位址

設定
UPS 設定
選擇 UPS 設定選項共有三種方式。
1. 首次開啟 UPS 時，安裝精靈畫面將開啟。在各功能表畫面上選擇所需的設定。在選擇各 UPS 設定
後按下確定。
註：在完成所有設定前，UPS 將不會開啟。
2. 主功能表 / 設定 /UPS/ 預設設定。使用者可利用此畫面重設 UPS 為原廠預設設定。選擇 UPS 設定
後按下確定。
請參閱第 14 頁的 「設定」及 「 UPS 功能表概覽」。
3. 使用外部介面進行設定，如網路管理 Web 介面。

啟動設定
功能

說明
選擇顯示介面所需語言。

Language

語言選項因機型與韌體版本而異。
選項：
• 英文
• 法文
• 義大利文
• 德文
• 西班牙文
• 葡萄牙文
• 俄羅斯文

Francais
Italiano
Setup Wizard

Voltage AC Setting
230 VAC
240 VAC
Setup Wizard

Menu Type
Advanced
Setup Wi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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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輸出電壓。
選項將因機型而異。
選項：
• 208 Vac
• 220 Vac
• 230 Vac
• 240 Vac
標準功能表選項都是最常用的選項。
進階功能表選項將提供需要詳細設定和報告資訊的 IT 專業人員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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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設定
可隨時使用顯示介面或網路管理 Web 介面進行這些設定。
參數
設定 節能模式
功能表
UPS
AC 設定

預設值
停用

選項
停用

說明
停用或啟用節能模式操作

啟用
不適用
( 請參閱說明 )

XLW 機型：208 V、
220 V、230 V、240 V

設定 UPS 的輸出電壓。此設定僅能在
UPS 輸出關閉時變更。

XLI 機型：220 V、
230 V、240 V

這些設定可能因 UPS 機型而異。

XLT 機型：208 V、
240 V

預設值：
在初始啟動期間由使用者選擇的數值。
重設為原廠預設值不會變更選擇的數
值。

輸出低可
接受電壓

208 V 輸出，實際 184 V
220 V 輸出，實際 198 V
230 V 輸出，實際 207 V
240 V 輸出，實際 216 V

208 V - 169 至 184 V
220 V - 186 至 198 V
230 V - 195 至 207 V
240 V - 204 至 216 V

輸出高可
接受電壓

208 V 輸出，實際 220 V
220 V 輸出，實際 242 V
230 V 輸出，實際 253 V
240 V 輸出，實際 264 V

208 V - 220 至 235 V
220 V - 242 至 253 V
230 V - 253 至 265 V
240 V - 264 至 270 V

若輸出電壓超出可接受範圍，UPS 將
從節能模式切換為市電連線模式或電
池模式。

輸出頻率

自動 50/60 ± 3Hz

自動 50/60 ± 3 Hz
50 ± 0.1 Hz
50 ± 3.0 Hz
60 ± 0.1 Hz
60 ± 3.0 Hz

設定 UPS 的輸出頻率。

輸出迴轉
率頻率

1 Hz/ 秒

0.5 Hz/ 秒
1 Hz/ 秒
2 Hz/ 秒
4 Hz/ 秒

選擇以每秒赫茲為單位的輸出頻率變
更率。

旁路低可
接受電壓

160 V

208 V - 160 至 184 V
220 V - 160 至 198 V
230 V - 160 至 207 V
240 V - 160 至 216 V

若 UPS 輸入電壓介於低可接受電壓與
高可接受電壓之間，UPS 將在啟用節
能模式的情形下進入該模式運作。

若 UPS 輸入電壓介於低可接受電壓與
高可接受電壓之間，UPS 將在啟用旁
路模式的情形下進入該模式。

旁路高可
接受電壓

208 V 輸出，實際 250 V
220 V 輸出，實際 255 V
230 V 輸出，實際 265 V
240 V 輸出，實際 270 V

208 V - 220 至 250 V
220 V - 242 至 264 V
230 V - 253 至 270 V
240 V - 264 至 270 V

旁路設定
可接受的
頻率

更寬頻率 47 - 63 Hz

• 更寬頻率 47 - 63 Hz
• 使用輸出頻率設定

更寬頻率設定可讓旁路模式在 47-63
Hz 的輸入頻率範圍運作。

低執行時
間警示

150 秒

0 至 1800 秒

UPS 將在剩餘執行時間到達臨界值時
發出聲音警報。

自檢排程

啟動 + 自上次測試後每
14 天

• 永不
• 啟動
• 啟動 + 7 天
• 啟動 + 14 天

此為 UPS 執行自檢的時間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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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預設值

選項
• 停用
• 使用者可確認
• 啟用

設定 場地佈線 停用
功能表 錯誤
UPS
( 僅限 XLI
和 XLW 機
型)

說明
允許使用者設定一般因錯誤輸入 AC
主電源連接輸入相位及中線反相，而
反應現場接線錯誤警示的 UPS 行為。
停用：UPS 永不向使用者顯示現場接
線故障。
使用者可確認：檢測到現場接線故障
時，UPS 會警示使用者。此警示會持
續生效，直到使用者按下確定完成確
認。
啟用：檢測到現場接線故障時，UPS
會警示使用者。在修正現場接線故障
前，此警示無法重設。

PDU 型號

SRT011 和 SRT012 適
用 XLT 及 XLW 機型

標準

選擇安裝在 UPS 中的 PDU 型號以利
PDU 正常運作。

SRT012 適用 XLI 機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PDU 機型
SRT011 和 SRT012 的使用者說明文
件。
預設值

無

有/無

允許使用者還原 UPS 原廠預設設定。

電能表重
設

無

有/無

電能表儲存有關 UPS 輸出能源用量的
資訊。
使用者可利用重設功能重設電能表為
0 kWh。

設定 安裝日
功能表
電池 更換通知
時間

電池安裝日期

月-年

輸入 RBC 的安裝日期。

180 天

0-360 天

若要設定壽期將盡聲音警報，請選擇
預估至電池預期壽限前的天數。
到達此日期時，UPS 將發出聲音警報
且訊息將出現在顯示介面畫面上。
範例：使用預設值時，壽期將盡聲音
警報將在預估壽限前 180 天出現。

更換電池
警報時間

16

14 天

0-180 天

壽期將盡聲音警報可以靜音。確認輸
入介於壽期將盡聲音警報時間之間的
天數後，將出現下一個壽期將盡聲音
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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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設定 語言
功能表
顯示

預設值
英文

選項

說明

英文
法文
義大利文
德文
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
俄羅斯文

選擇顯示介面所需語言。
語言選項因機型與韌體版本而異。

聲音警報

啟用

• 停用
• 啟用

停用聲音警報後，UPS 將永不發出聲
音警報。

LCD 背光

自動調光

永遠開啟
自動調光
自動關閉

為節省能源，未啟動任何事件時 LCD
背光照明將變暗或關閉。
因出現事件或按下顯示介面上任意按
鈕而導致 UPS 變更狀態時，將返回全
部顯示介面亮起狀態。

LCD 設定

最佳數值

顏色
亮度
對比度

個別調整各 LCD 背光顏色的亮度及對
比度。

功能表類
型

使用者選擇

標準
進階

標準功能表包括最常用的使用選項。

時間

UTC 時間

日期 - 月份 - 西元年份 捲動欄位以設定時間。
小時 : 分鐘 : 秒鐘
上午 / 下午

設定 開機延遲
功能表
插座
關機延遲

0秒

0-1800 秒

在介於收到命令開啟和實際啟動之間
選擇可控制插座組將等待的時間。

90 秒

0-32767 秒

在介於收到命令關機和實際關機之間
選擇可控制插座組將等待的時間。

重新啟動
期間

8秒

4-300 秒

選擇可控制插座組在 UPS 重新啟動前
將關閉剩餘裝置的時間。

最小返回
執行時間

0秒

0-32767 秒

選擇在可控制插座組將使用電池電量
開啟前、關機後必須使用的電池執行
時間數量。

降低電池
負載時間

停用

停用
啟用

若要保留電池電量，UPS 可中斷連接
不使用的可控制插座組電源。

進階功能表選項包括所有參數。

若要設定此功能的中斷連接延遲時間，
請使用降低電池負載時間設定。
降低電池
負載時間

5秒

5-32767 秒

選擇關機前可控制插座組將允許使用
相關電池電源的時間。

降低執行
時間負載

停用

停用
啟用

若要保留 UPS 電池電量，UPS 可在達
降低執行時間負載臨界值時中斷連接
可控制插座組電源。

降低執行
時間負載

0秒

0-3600 秒

到達選取的執行時間臨界值後，UPS
將關閉可控制插座組。

降低超載
負載

停用

停用
啟用

若要保留發生高於 105% 輸出超載狀況
的能源，可控制插座組將立即關閉。
可控制插座組將只會在修正超載狀況
後透過手動重新啟動命令重新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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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設定功 IP 位址
能表網 模式
路管理
( 僅適 IP 位址
用於
NC 機
型)

18

預設值

選項

說明

手動、DHCP、
BOOTP
程式 IP、子網路、閘
道

請參閱網路管理公用程式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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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制插座組
可控制插座組提供電池備用電源給連接的設備。
概觀
可控制插座組可使用進階功能表選項設定。
請參閱第 15 頁的 「一般設定」。
可控制插座組可獨立設定關閉、開啟、關機、切換為睡眠模式和重新啟動連接設備。
• 關閉：立即使用立即關閉功能或使用延遲關閉功能延遲設定後中斷連接設備的輸出電源。
註：可控制插座組僅能使用開啟功能開啟。
• 開啟：立即使用立即開啟功能，或使用延遲開啟功能在延遲設定後立即連接輸出電源至連接設備。
• 關機：立即或在延遲設定後中斷連接設備電源。經過延遲設定後加上主電源恢復且符合其他設定條
件時，設備將重新連接電源。
可另外設定各可控制插座組，讓設備的電源序列連接至任何可控制插座組。
• 重新開機：立即或在延遲設定後中斷連接設備電源。經過延遲設定後加上主電源或電池電源恢復且
符合其他設定條件時，重新連接設備。
可另外設定各可控制插座組，讓負載的電源序列連接至任何可控制插座組。
• 睡眠：此模式將在插座長時間維持關閉時啟動。
立即或在延遲設定後中斷連接設備電源。經過延遲設定後加上主電源或電池電源恢復且符合其他設
定條件時，重新連接設備。
可另外設定各可控制插座組，讓設備的電源序列連接至任何可控制插座組。
若要設定睡眠模式，請使用外部介面，如網路管理 Web 介面。
• 發生特定狀況時，將根據使用設定功能表插座功能表的用戶設定進行自動關閉或關機。請參閱第
14 頁的 「設定」

連接可控制插座組
• 連接重要設備至一個可控制插座組。
• 連接週邊設備至其他可控制插座組。
– 若要在停電期間維持電池執行時間，可設定非必要設備為關機。使用一般設定章節中定義的啟
用 / 停用降低電池負載時間及降低電池負載時間設定。請參閱第 15 頁的 「一般設定」。
– 若必須按指定順序重新啟動或關閉設備可靠的週邊裝置，如必須在連接伺服器重新啟動前重新
啟動乙太網路交換器，請將裝置連接至不同的插座組。每個可控制插座組都能獨立其他組之外
進行設定。
• 使用設定功能表來設定可控制插座組在停電時的反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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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斷電
概觀
緊急電源關閉 (EPO) 選項是一項安全功能，可立即中斷所有相連設備的電力供應。UPS 將立即關機且不
會切換為電池電源。
連接各 UPS 至 EPO 開關。若透過 EPO 開關控制多部裝置，每個 UPS 都必須另外連接 EPO 開關。
必須重新啟動 UPS 才能重新供給連接設備電源。按下 UPS 前方面板上的開啟 / 關閉按鈕。

小心
對設備或人員造成的傷害風險
• 遵循國家和地方的所有電氣法規。
• 必須由合格電工佈線。
• 請務必將 UPS 連接到接地的電源插座。
若未遵守這些指示，可能會導致設備損壞及輕度或中度的人身傷害。

常開接點
1. 若 EPO 開關或繼電器接點經常開啟，請由 EPO 端子台針 1 與針 2 的開關
或接點插入接線。使用 16-28 AWG 導線。
2. 鎖緊螺絲以確保導線固定。
若接點關閉，UPS 將關閉且停止負載供電。

常關接點
1. 若 EPO 開關或繼電器接點經常關閉，請由 EPO 端子台針 2 與針 3 的開關
或接點插入接線。使用 16-28 AWG 導線。
2. 在針 1 與針 2 之間插入跳線。鎖緊位置位置 1、2 及 3 的三顆螺絲，確保導
線固定。
若接點開啟，UPS 將關閉且停止負載供電。

註：針 1 為 EPO 電路電源，負責提供 24 V 功率中的一部份毫安培。
若使用常關 (NC) EPO 設定，EPO 開關或繼電器應適用於 「乾」電路應用，額定值應用於低電壓與低電
流應用。這通常代表接點為鍍金。
此 EPO 介面是一個安全超低電壓 （SELV）電路。只能連接 EPO 介面與其他 SELV 電路。EPO 介面對沒
有固定電勢的電路進行監控。SELV 電路由與主電源正確隔離的開關或繼電器控制。為了避免損壞 UPS，
千萬不要將 EPO 介面與任何非 SELV 電路連接。
請使用以下其中一種纜線將 UPS 連接至 EPO 開關。
• CL2：通用的 2 類纜線。
• CL2P：在管道、送風系統和其他通風空間中使用的阻燃纜線。
• CL2R：垂直電線用於垂直走向的樓層樑柱中。
• CLEX：在居室和配線管道中使用的特殊用途纜線。
• 加拿大安裝：僅使用 CSA 認證的 ELC 型纜線 （超低電壓控制纜線）。
• 在加拿大及美國以外的國家安裝：請遵循國家和地方法規使用標準低電壓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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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管理介面
( 僅適用於 NC 機型 )
簡介
本 UPS 配備網路連接埠及控制台埠，可用於存取網路管理介面。請參閱本產品隨附的網路管理介面卡公
用程式 CD。

IP 位址設定
設定預設的 TCP/IP 設定值、DHCP 時，需要有一台正確設定的 DHCP 伺服器為網路管理介面提供 TCP/IP
設定值。
若網路管理介面從 DHCP 伺服器中取得一組 IPv4 位址，請使用顯示介面功能表關於 / 配件查看位址。
若要設定靜態 IPv4 位址，請使用顯示介面設定功能表。在設定功能表中設定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及閘道。
查看網路管理卡公用程式 CD 上的使用指南，了解有關網路管理介面的使用者資訊及設定架構。

相關的文件
網路管理卡公用程式光碟含有下列說明文件：
• UPS 網路管理卡 2 使用指南
• 網路管理卡升級公用程式
• 安全手冊
• PowerNet 管理資訊庫 (MIB) 參考手冊

Smart-UPS On-Line SRT2200/SRT3000 直立式

機架式 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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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電池管理
定義
• 電池模組：透過連接器產生電池總成的一系列電池組合。
• 更換電池匣 (RBC)：APC 電池匣由一個電池模組組成。可在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站
www.apc.com 上訂購更換的 RBC。
• 智慧外部電池組 (XLBP)：一個含 RBC 及電池管理電子元件的封閉外殼。
• 使用者介面 (UI)：一種讓使用者與系統互動的介面。此介面可能包括 UPS 顯示介面、網路管理介
面或 PowerChute™ 網路關機軟體。
註：請勿使用未經 APC 核可的電池。
本系統無法檢測出有非 APC 核可電池，因此可能會對系統操作造成負面影響。
使用非 APC 核可電池將導致製造商保固失效。

功能
智慧電池管理提供下列功能：
• 監控及通知使用者各 RBC 的健康狀況。
• 在 UPS 顯示介面畫面上監控及顯示各 RBC 可用壽限的日期。
• UPS 會發出警報並在 UPS 顯示介面畫面上顯示訊息，以顯示預估的電池壽限。在 UPS 顯示介面畫
面上，使用者可設定在 UPS 顯示介面畫面上聽見警報與出現訊息的剩餘天數。
• 自動檢測新增或移除的 XLBP 和 RBC。
• 監控各 XLBP 內部溫度並自動調整電池充電量。

維護
• RBC 維護：APC RBC 使用密封、免維護、調節閥鉛酸電池，完全不需要維護。
• 執行時間測試 ( 校正 )：這應於穩定狀態負載大幅變動時執行，例如新增伺服器或從 UPS 負載中移
除時。
• 電池健康度監控：監控電池電力輸出及電壓，以評估 UPS 汲取電池電量運作時安裝電池的健康狀
況。
在 UPS 自檢、執行時間校正測試和 UPS 汲取電池電力運作時，將執行電池健康度監控。
可設定 UPS 執行定時、自動自檢。

可用壽命終止
• 壽期將盡通知：各 RBC 接近可用壽命終止時，訊息會出現在 UPS 顯示介面畫面上。如需設定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更換通知時間及更換電池警報時間。
預估各 RBC 更換日期可透過 UI 了解。
• 需要更換通知：需要更換 RBC 時，UPS 顯示介面畫面會顯示。必須儘速更換 RBC。
需更換 RBC 時，若即將到達壽限，UPS 顯示介面會建議更換其他 RBC。
小心：在收到壽期將盡通知後繼續運作可能會造成電池受損。
• 回收：將 RBC 從 XLBP 中取出。將 RBC 交由回收處理。請勿拆卸 R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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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 UPS 中的 RBC
在更換電池過程中，僅限暫時中斷連接 RBC 或從 UPS 中取出。
• 中斷連接 UPS 中連接的電池模組。將 RBC 滑出 UPS。
• 將新的 RBC 滑入 UPS 並連接電池模組至 UPS。
• 確實連接電池模組。將電池連接器壓入 UPS 中直到牢固連接。
如電池未正確連接，將造成 UPS 運作不穩定、異常警示訊息及連接設備在停電時未接收電池電源。
• 安裝 RBC 後，UPS 顯示介面會提示使用者確認更換電池模組的狀態。若電池模組是新的，請回覆
是。若電池模組不是新的，請回覆否。

安裝新 RBC 後的建議動作
• 確認 UPS 連接至輸入電源，且輸出電源為開啟狀態。如需說明請參閱第 10 頁的 「操作」。
• 執行 UPS 自檢。
• 在 UPS 顯示介面上確認更換 RBC 的安裝日期設為目前日期。
安裝日期可在 UPS 顯示介面上手動變更。
如需設定詳細資訊，請參閱本手冊第 15 頁的 「一般設定」的電池安裝日期。
• 先讓系統充電 24 小時，確保完整執行時間功能。

XLBP 安裝及更換
如需安裝及更換說明，請參閱外部電池組安裝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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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在安裝或操作時出現的小問題，可以使用下表進行處理。
如果 UPS 的問題較為複雜，請參考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站 www.apc.com 以獲得幫助。
UPS 搭載可更新的韌體。
如需詳細資訊前往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站 www.apc.com/Support，或與您當地的客服中心聯絡。
問題及可能的原因

解決方法

UPS 沒有開啟或無輸出
UPS 未連接到主電源。

請確定電源線穩固地連接到主電源。

UPS 顯示介面畫面顯示主電源電量極
低或沒電。

檢查主電源電量，確定在可接受電源品質範圍內。

出現內部 UPS 警示或訊息。

UPS 顯示介面畫面將顯示識別警示或訊息，以及修正動作。

UPS 發出聲音警報
當 UPS 在電池供電下作業時，這是正 UPS 以電池電源運作。
常現象。
請參閱 UPS 狀態，如 UPS 顯示介面畫面所示。
按下任意鍵可靜音所有聲音警報。
UPS 發出聲音警報並在 UPS 顯示介面 UPS 檢測到故障。
畫面上亮起紅色或橘色背景燈。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顯示介面畫面。
UPS 無法提供足夠的備援時間
由於最近曾經斷電或電池壽命將盡，
UPS 電池變弱。

對電池充電。當長時間停電後，且當使用頻繁或在高溫下操作時電池
耗損較快時，電池需要充電。若電池壽期將盡，即使未顯示更換電池
訊息，也請考慮更換電池。

UPS 遇到過載狀況。

連接設備超過指定的最大負載。請造訪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站
www.apc.com，瞭解產品規格。
UPS 將發出持續聲音警報直到修正超載狀況。
從 UPS 上中斷連接不必要的設備，以修正超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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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及可能的原因

解決方法

UPS 連接到主電源時，會以電池電源運作
輸入斷路器已跳開。

降低 UPS 上的負載。斷開非必要的設備並重設斷路器。檢查連接設備
的斷路器額定值。

輸入線路電壓過高、過低或不穩。

瀏覽至顯示輸入電壓的 UPS 顯示介面畫面。確認輸入電壓在指定操作
限制範圍內。
若輸入電壓顯示在 UPS 顯示介面畫面上，請透過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站 www.apc.com 聯絡客服中心。

UPS 顯示介面畫面顯示等候最低執行
時間訊息。

UPS 已設定在指定執行時間運作。此設定可透過設定 /UPS 功能表變
更。

UPS 顯示介面狀態畫面顯示超載且 UPS 發出持續聲音警報
UPS 遇到過載狀況。

連接設備超過 UPS 的最大負載額定值。
UPS 將發出持續聲音警報直到修正超載狀況。
從 UPS 上中斷連接不必要的設備，以修正超載狀況。

UPS 顯示介面狀態畫面顯示 UPS 正進入旁路模式運作
UPS 收到進入旁路模式運作的命令

無需採取任何措施。

因出現內部 UPS 警示或訊息，UPS 自 UPS 顯示介面畫面將顯示識別警示或檢測到錯誤，以及修正動作。
動切換為旁路模式。
UPS 顯示介面變為紅色或橘色，並顯示警示或訊息
UPS 發出持續聲音警報
UPS 在正常運作期間檢測到問題。

請依 UPS 顯示介面畫面上的說明執行。
按下任意鍵可靜音所有聲音警報。

UPS 顯示介面畫面顯示中斷連接電池
訊息。

請確定電池纜線牢固地連接。
執行 UPS 自檢以確定 UPS 檢測到所有連接的電池。
若要執行 UPS 自檢，請使用 UPS 顯示介面功能表選項測試及診斷。

UPS 顯示介面畫面顯示更換電池訊
息。

更換所有電池。聯絡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客戶支援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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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及可能的原因

解決方法

UPS 顯示畫面變成紅色或橘色、顯示警示訊息並發出持續聲音警報。
亮紅色代表 UPS 警報需立即處置。
亮橘色代表 UPS 警報需注意。
出現內部 UPS 警示或訊息。

請勿試圖使用 UPS。立即關閉 UPS 並進行維修。

1/1
Power Sys Error - 00100
Contact Customer Support
Output Off
1
2

UPS 遇到超載狀況。

降低 UPS 上的負載。中斷連接非必要設備。

1/1
Output Overload
Bypass

1

2

UPS 檢測到現場接線故障。

1/1

修正建築物現場接線故障或忽略此訊息。請參閱第 15 頁的 「一般設
定」的設定功能表 UPS。

Site Wiring Fault
Press OK to Clear Alarm
Online Green

1

2

顯示更換電池警示
電池的電力不足。

請至少讓電池充電 4 小時。然後，執行 UPS 自檢。如果重新充電後仍
有問題，請更換電池。

更換的電池未正確連接。

請確定電池纜線牢固地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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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
1. 關閉和中斷所有已連接的設備。
2. 中斷裝置與主電源的連接。
3. 中斷所有內部和外部電池 （如適用）。
4. 遵循本手冊維修一節所述的裝運說明。

維修
裝置如需維修，請勿送回給經銷商。請遵循以下步驟：
1. 查閱手冊的故障排除一節以解決常見問題。
2. 若問題無法解決，請造訪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站 www.apc.com 與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客戶支援部門聯絡。
a. 記下型號、序號及購買日期。型號和序號位於裝置的後面板，透過特定型號上的 LCD 螢幕
也可查看相關資訊。
b. 請致電客戶支援部門。技術人員會嘗試透過電話解決問題。若這樣做無法解決問題，技術人
員會發出維修品授權號碼 (RMA#)。
c. 若裝置在保固期內，可免費維修。
d. 各國家的維修程序和退貨程序可能有所不同。若要瞭解特定國家說明，請參閱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站 www.apc.com。
3. 請正確包裝本裝置，以免在運輸途中受損。切勿使用發泡顆粒進行包裝。
運輸途中造成的損壞不在保固範圍內。
註：在運送前，請務必中斷連接 UPS 中的電池模組或外部電池組。
中斷連接的內部電池可保留在 UPS 內或外部電池組中。
4. 請在包裝外面寫上由客戶支援部門提供的 RMA#。
5. 請承運人將裝置送回客戶支援部門提供的地址，寄運時請為其保價並預付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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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原廠保固
Schneider Electric IT (SEIT) 保證其產品自購買之日起的三 (3) 年內不會出現材料和工藝方面的瑕
疵，但電池除外，其保固期限為購買日起兩 (2) 年。在此保固期間內，SEIT 的責任僅限於依自
身判斷為此類瑕疵產品提供維修或更換服務。缺陷產品或部件的維修或更換並不會延長原始保
固期。
本保固僅適用於原購買者，且原購買者必須在購買後 10 天內正確註冊其產品。產品可透過
warranty.apc.com 網站完成線上註冊。
若經 SEIT 測試和檢驗發現，使用者聲稱的產品瑕疵並不存在，或是因使用者或任何第三方違反
SEIT 之建議或規定，而誤用、疏忽、進行不當安裝、測試、操作或使用所致，則 SEIT 不負保
固責任。此外，SEIT 無需對以下狀況所導致的瑕疵負責：1) 未經授權嘗試維修或修改本產品；
2) 電壓或接線不正確或不足；3) 現場操作條件不適合；4) 天災；5) 暴露於危險元素中，或 6) 遭
竊。若產品的序號遭到更改、損壞或移除，SEIT 一概無需擔負保固責任。
除前述外，對於依本協議或其相關條款銷售、維修或提供的產品，概無透過法律運作或以其他
方式提供的明示或暗示保證。
對於本產品的適售性、滿意度及特定用途的合適性，SEIT 亦不提供任何隱含之保證。
SEIT 提供與產品相關的技術或其他建議或服務並不會擴大、縮減或影響 SEIT 的明示擔保，亦
不會由此產生任何責任或義務。
上述保固和補救措施是排他的，並取代所有其他保固和補救措施。在 SEIT 產品未能達到保固聲
明的品質標準時，上述保固條款即構成 SEIT 所需承擔的全部責任和賠償。SEIT 提供的保固僅
授予本產品的原購買者，任何第三方不得享有本保固。
SEIT 及其管理人員、主管、子公司或員工對於因使用、維修或安裝產品而產生的任何間接、特
殊、衍生性或懲戒性之損賠概不負責，不論此類損賠是源於契約或民事侵權、係屬於過錯、疏
忽還是嚴格責任，或者 SEIT 是否已被預先告知此類損賠發生之可能性，亦同。具體而言，
SEIT 對任何費用概不負責，例如利潤或收入的直接或間接損失、設備損失、使用設備造成的損
失、軟體損失、資料損失、替換品成本、第三方索賠或其他方面的費用。
若因 SEIT 的疏忽或其對適用法之排除或限制範圍內之不實陳述導致人員死傷，則此有限保固的
任何條款皆不得排除或限制 SEIT 之責任。
為享有保固服務，您必須先取得客戶支援中心提供的維修品授權號碼 (RMA)。若顧客對保固索
賠有所疑問，請透過以下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址聯絡 SEIT 全球客戶支援中心：
www.apc.com。請從下拉式選單選擇您的國家。開啟網頁上方的支援標籤，即可取得您所在地
區的客戶支援聯絡資訊。產品送回時必須預付運費，且需附上所遇問題的簡要說明以及購買日
期與地點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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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全球客戶支援
您可透過以下任何方式，免費取得本裝置或任何其他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產品的客戶支援服
務：
• 造訪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站存取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知識庫裡的文件，並提交客戶
支援請求。
– www.apc.com （公司總部）
連接到特定國家的當地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網站，各網站均提供客戶支援資訊。
– www.apc.com/support/
透過搜尋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知識庫以及使用 e-support 取得全球支援。
• 致電或傳送電子郵件聯絡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客戶支援中心。
– 請瀏覽 www.apc.com/support/contact 以取得各國當地服務中心的相關資訊。
– 有關如何取得當地客戶支援的資訊，請與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代表或您購買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 產品的其他經銷商聯繫。

© 2017 APC by Schneider Electric。APC、APC 標誌和 Smart-UPS 歸 Schneider Electric Industries
S.A.S. 或其子公司所有。所有其他商標為其各自擁有者之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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