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deltagreentech.com.cn

The power behind competitiveness   │   竞 争 源 动 力

中央监测站

用户手册

台达 InfraSuite 全面环境监控系统



 

InfraSuite 中央监测站       I 

请妥善保管本手册 

 

 

 
 
 
 
 
 
 
 
 
 
 
 
 
 
 
 
 
 
 
 
 
 
 
 
 
 
 
 

本用户手册，以下简称「本手册」，包括但不限于内容、信息或图片之所有权均归台达
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达」所有。本手册之目的仅适用于操作或使用
本产品，未经台达事前书面许可，不得任意处分、拷贝、散布、重制、改制、翻译、
摘录本手册或为其它目的之使用。基于本产品不断研发改良，台达得随时更动本手册
内容、信息或图片，恕不另行通知；台达会尽力维持本手册之更新及正确性。本手册
并未提供任何形式，无论明示或默示之担保、保证或承诺，包括但不限于本手册之完
整性、正确性、不侵权或符合特定用途之使用。

本手册包含安装、操作和储存本产品时需要遵守的说明和警示内容，请仔细阅读。
对违反本手册说明而造成的产品损坏或故障，将不再享有保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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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 1：安全操作指引 
 

1.1. 安全注意事项 

安装前请确认： 

 连接到中央监测站的电源电压为 100-240V，并且接地良好。 

 电源插头以及插座无损坏。 

1.2. 使用注意事项  

 中央监测站仅设计使用在对湿度、温度以及灰尘有良好控制，且没有阳光直晒的室
内环境中。 

 请勿在易燃物品附近放置或使用中央监测站。 

 请勿尝试拆解中央监测站，有触电的危险，仅有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可以进行此动
作。 

 请勿尝试自行修复或更换内部组件。需要任何维修服务时，请联系您的经销商。  

 请避免将任何物品或液体置入、渗入中央监测站主机。 

 请遵照本手册指示来安装和操作中央监测站。 

 移动中央监测站前，请断开与外部装置设备的连接。 

 勿将随机附赠的光盘放在一般光盘播放器中播放，其产生的噪音音量可能导致听力
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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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标准 

 网络 

IPv6 Phase-2 

 Application ID: TW-2-C-20100323-000158  

 

 CE 

电磁干扰(EMI)   

EN55022 (CISPR 22) Class A 

电磁敏感度(EMS) 

EN55024 

 IEC 61000-4-2 (ESD Test) 

 IEC 61000-4-3 (RS Test)  

 IEC 61000-4-4 (EFT Test) 

 IEC 61000-4-6 (CS Test) 

 IEC 61000-4-5 (Surge Test) 

Level 3 @ Air 8 KV/ Contact 4 KV 

Level 2 @ 3 V/m 

Level 2 @ 5 KHz/ 1KV 

 

Level 2 @ 1.2*50/ 8*20 us 

L-N 2 ohm 1 KV 

L-PE/ N-PE/ L+N-PE 12 ohm 2 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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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 2：简介 
 

2.1.  产品简介 

中央监测站能透过外部装置检测并控制环境变化，保护您的设备免受高温、潮湿、漏
水及其它危险的伤害。您可以将中央监测站 安装在机柜中，它除了能与选配的环境监
测器(EnviroProbe)搭配之外，也可以连结各式环境监测装置，为您的系统安全把关。 

2.2. 功能与特色 

 可连接多台环境监测器 

环境监测器是中央监测站的 佳伙伴，环境监测器共有三种款式: (1)环境监测器
1000(EMS1000)提供一组温湿度感应器和四组数字输入(Digital Input)、(2)环境监
测 器 1100(EMS1100) 提 供 四 组 数 字 输 出 (Digital Output) ； (3) 环 境 监 测 器
1200(EMS1200)提供两组模拟输入(Analog Input)、一组模拟输出(Analog Output)
及一组漏水侦测。您可以同时连接 10 台 EMS1000 或 4 台 EMS1100 或 5 台
EMS1200，侦测距离可达四百公尺。 

 智能监控及事件通知系统 

中央监测站可透过外部装置监控环境变化，于异常状况发生时根据事件类别及等
级来通知用户，并采取应变措施。 

 事件及数据记录系统 

提供您完整的系统状态及事件日志。 

 便利的设置帮手 “EZSetting” 

EZSetting 程序与 Windows 系统兼容，友善的程序界面让您能快速设置中央监测
站。 

 透过 RJ45 接头连接网络 

只要透过一条网络线连接网络，中央监测站全面的网络管理能力让您轻易掌控系
统状态，同时确保连线安全无虞。 

 兼容各种协议 

支持常见的 SNMP、HTTP 及 HTTPS 协议，让您轻易地管理中央监测站的相关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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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 COM 端口即可与计算机连线 

即使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也可轻易设置中央监测站。 

 最多可以串接 16 台 PDU 

中央监测站可监控 PDU 的负载、频率、瓦特数和累积耗电量等信息。 

 支援 IPMI 

支援 IPMI 1.5 与 2.0 版本。 

 提供弹性的响应设定 

可依数字输入、模拟输入、Sensor HUB、PDU、环境监测器或 RS485 的输入条
件来控制输出装置 (如数字输出、环境监测器或 RS485)的动作。 

其它功能特色以及支持协议：   

 SNMP 陷阱(Traps)用户通知系统 

 简单网络时间协议(SNTP: Simple Network Time Protocol)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网络远程系统设置(Syslog) 

 远程系统日志管理 

 Telnet 或文本模式系统设置 

 BOOTP/ DHCP 协议 

 IPv4 及 IPv6 协议  

 HTTPS、SSH、SFTP 及 SNMPv3 安全协议 

 RADIUS 登录及本地凭证(Remote Authentication Dial In Us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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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流程 

透过本图您可以了解中央监测站的信号处理方式。 

 

2.3.  包装列表 

请谨慎检查您的中央监测站及包装内附件。如果任何项目有缺损，请您与购买的经销
商联络。如果需要退换，请使用原装之包装材料妥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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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数量

❶ 中央监测站 1台

❷ 用户手册及软件光盘 1张

Sensor HUB转接器 8个❸ 
接线端子(用于Sensor HUB 转接器) 8个

❹ 警报灯 1个

支架 1组❺ 
卡式螺母 1组

❻ 触门传感器 1组

❼ AC电源线 1条

❽ RJ45转DB9线 1条

❾ 标准CAT5网络线 1条

10 延长线(漏水传感器用) 1条

以下物品并不包含在附件盒之中: 

附件盒中不包含温度、湿度、漏水及环境监测器等外部检测装置以及用来连接多台环
境监测器的标准 CAT5 网络线，请另行向您的经销商洽询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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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面板及后背板 

显示面板上的指示灯以及后背板的各连接孔如下图所示，其功能及显示方式请见下方
表格。 

显示面板: 

 

后背板: 

 

项次 面板标示 项目 说明

❶ PWR 电源 
LED灯 

指出中央监测站是否有电源接入。 
 亮(绿色)：电源已连接。 
 不亮：未连接到电源。 

❷ Err 异常 
LED灯 

显示内部运行状况。 
 亮(红色)：内部异常。 
 不亮：运行正常。 

❸ Relay 
Output 

数字输出 
LED灯 

 亮(绿色)：Relay输出设置为常闭状态 (Normal 
Close)。 

 不亮：Relay输出设置为常开状态 (Normal 
Open)。 

❹ Analog 
Input 

模拟输入 
LED灯 

 亮(黄色)：模拟输入 (Analog Input) 在设置正常
值范围外。 

 不亮：模拟输入在正常设置值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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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面板标示 项目 说明

❺ Digital 
Input 

数字输入 
LED灯 

 亮(黄色)：数字输入设为启动，状态设置为警示
(Warning)或警报(Alarm)。 

 不亮：数字输入状态设置为无(None)或通知
(Information)。 

❻ Sensor 
HUB 

Sensor  
HUB  
LED灯  

 亮(黄色)：HUB设为启动，状态设置为警示或警
报。 

 不亮：该HUB状态设置为无或通知。 

❼ 10/  
100M  

10/ 100 
Base-T 
网络端口 

中央监测站透过此端口连接网络。 
1. 中央监测站初始化或进行固件升级时，此10/ 100 

Base-T网络端口的两个LED指示灯将同时闪烁，代
表状态如下： 
 同时快速闪烁(每50毫秒)：初始化或固件升级

进行中。 
 同时慢速闪烁(每500毫秒)：初始化错误。 

警示： 
进行初始化或固件升级时，请勿断开中央
监测站电源！这可能导致数据遗失或中央
监测站故障。 

2. Net LED(绿灯)代表网络连线状态： 

 亮：网络连线已建立且取得IPv4地址。 
 不亮：尚未连接到网络。 
 慢速闪烁(每500毫秒)：IP地址异常。 

3. Com LED(黄灯)代表内部连线状态： 
 快速闪烁(每50毫秒)：内部连线正常。 
 慢速闪烁(每500毫秒)：内部连线异常。 

❽ Console  Console 
端口 

中央监测站透过此端口以RJ45转DB9线(随机附赠)来
连接到工作站。 

❾ Reset 重置按钮 重设中央监测站的网络模块，并不会影响其它已连接
装置的运行。 

10 RS485 
RS-485 
端口 

透过Modbus协议连接RS-485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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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面板标示 项目 说明

11 Delta- 
BUS 

Delta- 
BUS 

藉由标准CAT5网络线连接环境监测器，并提供电源 
(12Vdc)。 

12 Sensor 
HUB 

Sensor 
HUB 

透过此端口使用标准CAT5网络线来连接常规感测装
置，并提供12/ 24Vdc电压。 

13 Digital 
Input 

数字输入 连接四个输入接点，湿接点额定值为5~24Vdc，
1~9mA。 

14 Analog 
Input 

模拟输入 连接四个模拟感测装置，包含： 
 两个0-10Vdc模拟电压传感器，或0-20mA电流传

感器 
 一个热电阻温度传感器(RTD) 
 一个漏水检测装置 

15 Relay  
Output 

数字输出 连接到Relay控制设备。 

16 120/230V 
60/50Hz 

AC电源 
插槽 

提供中央监测站电源，功率范围100V~240V  
60/ 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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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 3：安装 
 

在本章节中，您将了解如何安装中央监测站、RS485 装置、环境监测器、数字输入装
置、Sensor HUB、模拟输入装置、数字输出装置、警报灯以及 PDU。 

3.1.  安装中央监测站 

步骤 1 在机柜中选定一位置，于安装孔的两端各插入两个随机附赠的卡式螺母。 

 

步骤 2 将随附的支架各用两个螺丝固定在中央监测站前方两侧。 

 

步骤 3 将安装孔以及支架对齐，用附件盒内的螺丝(一边两个)将支架锁定到安装孔
上，中央监测站需要 1U 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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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使用随附的电源线连接中央监测站的 AC 电源与电源，正确接好后中央监测
站将自动开机。 

警示： 
 将中央监测站连接电源以前，请务必确认电源功率为 100-240V 并且接地良好。 

3.2. RS485 

中央监测站有两个 RS485 端口，可藉由 Modbus 协议来连接如电表及门禁系统等装置。
同一个 RS485 端口之中，您可以连接八个不同 ID 编号的装置，但是它们的通讯参数
必须设置相同才能动作(如每秒位数：2400，数据位：8，奇偶校验：无，以及停止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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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环境监测器 

为中央监测站量身打造的环境监测器可检测环境温度及湿度，可以串接多台来增加检
测范围。要安装环境监测器，请看下列步骤： 

步骤 1 将 Comm 指拨开关拨至 Station 位置。 

步骤 2 将 后一台( 远的)环境监测器拨至 Rt-Yes，其余拨至 Rt-No。如果您只安
装一台环境监测器，也请将它拨至 Rt-Yes。 

 

步骤 3 用 ID 指拨开关为每台环境监测器指定一个独立的 ID (请参照环境监测器用
户手册)。此编号不需按照数字顺序排列，但请确认每台连接的环境监测器
有独立不重复的 ID。 

 

步骤 4 将环境监测器吸附至机柜门或者金属板上。 

步骤 5 用标准 CAT5 网络线(需额外购买)将第一台环境监测器的 Input 孔连接到后
背板的 Delta-BUS 端口。 

步骤 6 用标准 CAT5 网络线串接其它的环境监测器，将 Output 孔连接到下一台环
境监测器的 Input 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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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 
 绝对不要将两个环境监测器的 Input 孔相连接！此举可能会导致环境监测器严

重故障。在将接头插入之前，请再次确认连接孔位正确。 

3.4. 数字输入 

中央监测站上有四个数字输入，藉由干、湿接点的连接，可以运用在烟雾、火灾以及
触门感应等检测，请见下方接点示意图来连接您的外部装置。 

数位值 干接点 湿接点 

1 短路 5~24Vdc 

0 开路 < 1.5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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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接点：数字输入状态分为常开或常闭，请看下图。 

 

 湿接点：额定值为 5~24Vdc，1~9mA，请看下图。 

 

3.5.  Sensor HUB 

您必须利用附件盒内附的八个 Sensor HUB 转接盒(RJ45 转 6-pin 端子连接器)来连接
Sensor HUB 外部装置，常用的应用包括了烟雾、火灾及门禁系统等，连接方法请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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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标准 CAT5 网络线将 Sensor HUB 转接器连接到中央监测站后背板的 Sensor 
HUB 端口上。  

 在转接器的另一端插入随附的绿色接线端子，让外部装置的接线可以靠螺丝固定在
上面。  

 视您所连接的装置接点类型之不同以及电力需求，有不同的端子接线法，请看以下
图示。 

 

 

1) 连接 12V 及 G(12V)端子可得+12Vdc 供给。

 

 

2) 连接 24V 及 G(24V)端子可得+24Vdc 供给。

 

 

 

3) 将干接点接到 G(12V)及–端子。 

 

 

 

4) 将湿接点连接到+及–端子。其功率为
5~24Vdc，1~9mA。 

 

注： 
 
HUB1/ HUB2 提供您额外的电源设置，您可以手动开启、关闭电源，或者启动
自动电源控制，请见 5.2.1 装置管理 – Sensor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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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模拟输入 

中央监测站提供了四个模拟输入(AI: Analog Input)，可用来连接透过检测电压、电流
变化来监控环境的装置。您可藉由 AI1 及 AI2 连接 0~10Vdc 的电压源或 0~20mA 的
电流源，请见下图： 

 

您可在 AI3 连接一个两线或三线的电阻温度传感器(Resistance Temperature 
Detector)，例如 PT100 温度传感器，请见下图： 

 

您可以藉由 AI4 连接一个漏水传感器或将随附的延长线接在传感器上用以延长检测距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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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数字输出 

中央监测站提供您两个数字输出，可与数字、模拟输入检
测装置互相配合，在检测到异常时，启动或解除指定之外
部装置来应变。其功率为 26Vdc，0.8A，请看下方端子接
线图： 

 

 

3.8.  警报灯 

您可以利用警报灯来提醒用户异常状态的发生，请将它安装在明显的地方，并利用随
附的 Sensor HUB 转接器及接线端子来连接。要连接警报灯，请看下图说明。 

步骤 1 将接线端子插入 Sensor HUB 转接器上的终端连接器。 

步骤 2 将警报灯的正极(+)接线接到 12V 端子，将负极(–)接线接到 G(12V)端子，
并将上方的螺丝锁好。 

 
步骤 3 使用标准 CAT5 网络线将转接器上的 RJ45 端口连接到中央监测站后背板的

Sensor HUB1 或 HUB2 端口。 

 

步骤 4 将警报灯安装在明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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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安装 PDU 

步骤 1 中央监测站 多可以串接 16 台 PDU (可不同型号)。若需串接，请利用每台
PDU 的指拨开关设置 ID (每台 ID 需不同)，请参考表 3-1。 

表 3-1：PDU 指拨开关设置 

PDU 
指拨开关 

ID
号码  PDU 

指拨开关 
ID

号码  PDU 
指拨开关 

ID 
号码 

0 
 

 6
 

12 

1 
 

 7
 

13 

2 
 

 8
 

14 

3 
 

 9
 

15 

4 
 

 10
 

 
 

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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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用随机所附的 RJ45 转 DB9 线，将 RJ-45 端插入中央监测站的 Console 端
口，DB9 端插入 PDU 的 RS232-2 端口。若需串接多台 PDU，请使用 PDU
随机所附的 RS232 缆线进行 PDU 串接，请参考下图。 

 

步骤 3 以上安装完毕后，请进入 InsightPower SNMP IPv6 for EnvrioStation Web
单击设备 → 管理 → PDU，勾选启用 PDU 设备功能。请注意，启用 PDU
设备功能将会关闭文本模式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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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 4：系统设置 
 

您可以透过不同方式进行中央监测站系统设置，如果您设置的地点有网络连接，有以
下三种方式可选择： 

 网页设置界面：提供 完整的系统设置、管理及监控，请见章节 5:网页设置界面。 

 EzSetting 程序：让您快速设置系统，请见 4.2 EzSetting 系统设置。 

 Telnet 模式：透过文本模式来设置中央监测站，请见 4.3 Telnet 系统设置。 

以上三种方式皆需要网络，如果您的环境没有网络，可以使用 COM 端口来连线设置
您的中央监测站，请见 4.4 COM 端口系统设置。 

注： 
 

1.  为了系统的安全，建议在初次登录后立即更改您的账号和密码。 

2.  如果您已在网络上安装多部中央监测站，建议您在登录后立即更改默认的
主机名称，以避免 IP 冲突情形发生。另外，我们也建议您关闭 BOOTP/ 
DHCP 功能，并为中央监测站手动指定一个 IP 地址。 

4.1.  网页系统设置 

若您要用 InsightPower SNMP IPv6 for EnviroStation Web 来设置中央监测站，请依照
以下步骤： 

步骤 1 使用标准 CAT5 网络线，将中央监测站后背板的 10/ 100 Base-T 网络端口
连接到网络。打开您的浏览器，在网址列输入中央监测站默认的主机名称
InsightPower 或者默认 IP 地址 192.168.1.100。如果您无法连线，请见章
节 7 : 疑难排解 Q6。 

注： 
 如果您先前更改过中央监测站的 IP 地址或者主机名称，请使用更改

过的设置登录。 

步骤 2 以系统管理员的身分登录 (默认帐号/ 密码：admin/ password，有大小写区
分)。 

步骤 3 进入主画面后，于右上角下拉式选单中选择偏好语言，默认为英文。中央监
测站将会记住偏好显示语言设置，以下说明以简体中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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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单击系统 → 系统管理 → 使用者管理，在本地登录栏内更改使用者的账号
密码，各使用者的系统权限如下： 

1) 系统管理员：可更改系统所有设置。 

2) 设备管理员：可查看所有设置，但仅可更改与输出入装置相关的设置。 

3) 一般使用者：仅可查看设置而没有更变权限。 

您可以设置是否允许从外部 (其它的局域网) 连线到中央监测站，于登录限
制栏中，选择同一个地址区段会禁止外部连线，选择无限制则不对使用者登
录地点设限。 

步骤 5 单击系统 →系统管理 → 网络通讯协议来设置中央监测站的主机名称、IP
地址、子网掩码及网关 IP 地址。 

步骤 6 单击时间服务器来手动设置系统时间及日期，或让中央监测站与服务器同
步。 

注： 
 如果请参阅章节 5：网页设置界面 来完整设置中央监测站。 

4.2.  EzSetting 系统设置 

您可以利用光盘中的 EzSetting (兼容 Windows 2000/ 2003/ 2008/ XP/ Vista/ 7) 来快
速设置中央监测站，或透过它来升级 SNMP 装置的固件。 

步骤 1 使用标准 CAT5 网络线，将中央监测站后背板的 10/ 100 Base-T 网络端口
连接到网络。 

步骤 2 确认工作站与中央监测站在相同的区域网络中。 

步骤 3 将光盘放入光盘驱动器内，在光盘根目录底下找到 EzSetting，双击将它启
动。 

步骤 4 单击 Discover (查找) 来查找局域网上所有的 SNMP 装置，查找到的装置
将会显示在下方装置列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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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如果要查找不同网域的 SNMP 装置，请修改 Subnet (子网络)及
IPv4/ IPv6 Prefix Length (前 长度)，然后单击 Discover (查
找)。 

2. 如果中央监测站未出现在装置列表中，可能是您工作站上的 UDP 
3456 端口没有启用的缘故，请联络网络管理员将它启用。 

步骤 5 从 Device List (装置列表)上选定您欲修改的装置，单击 Modify (修改) 并键
入您的账号与密码 (默认为：admin/ password，有大小写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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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单击 Configuration (设置)来设置基本参数。

 

注： 
 如果请参阅章节 5：网页设置界面 来完整设置中央监测站。 

4.3.  Telent 系统设置 

步骤 1 使用标准 CAT5 网络线，将中央监测站后背板的 10/ 100 Base-T 网络端口
连接到网络。 

步骤 2 将您的 Windows 或 Linux 工作站连接到与中央监测站相同的局域网。 

步骤 3 如果您使用 Windows 系统，请进入 DOS 命令模式(开始 → 运行 → 输入
cmd 再按 Enter 键)，Linux 系统请启动 Shell。 

步骤 4 输入命令 telnet Host Name 或 telnet IP 地址来连接到中央监测站。 

步骤 5 连线建立后，输入账号及密码(默认帐号与密码：admin/ password，有大小
写区分)。Main Menu (主菜单)将会显示于画面上，请见 4.5 文本模式系统设
置。 

注： 
 

1. 如果闲置超过一分钟，中央监测站将会自动终止连线。 

2. 请参阅章节 5 : 网页设置界面 来完整设置中央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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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COM 端口系统设置 

若您不使用网络设置中央监测站，您依然可以透过 COM 端口连线来进行设置。请见
下列步骤： 

注： 
 如果您使用非 Windows 操作系统，请参考您系统的用户手册来启动 Telnet 客 

户端程序。 

步骤 1 用随附的 RJ45 转 DB9 线将中央监测站的 COM 端口接到工作站的 COM 端
口。 

步骤 2 如果您的工作站系统为 Windows 2000、2003、2008 或 XP，请单击开始 → 
所有程序 → 附属应用程序 → 通讯 → 超级终端。 

注： 
 虽然微软在 Windows Vista 以及较新版的 Windows 系统当中已经

移除了超级终端机，您仍可以下载免费的客户端程序 PuTTY 
(http://www.putty.org) 来进行以下设置。 

步骤 3 请为此连线命名并选择图示，然后单击确定。从连线时使用的下拉式菜单中，

选择中央监测站连接的 COM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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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依照下图所示来设置 COM 端口的连线参数。 

 

步骤 5 单击确定超级终端将会自动连线中央监测站。如果没有自动连线，单击上方
的 电 话图 标进行 连 线。 连线建 立 后， 键入账 号 与密 码 (默 认 ：admin/ 
password，有大小写区分)，登录后会出现 Main Menu (主菜单)，接下来请
参阅 4.5 文本模式系统设置。 

4.5. 文本模式系统设置 

透过 Telnet/ SSH 客户端程序如超级终端及 PuTTY，您可以利用文本模式来设置中央
监测站，本章节中将为您解说菜单中的各项功能和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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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菜单(Main Menu) 

 

 使用者管理(User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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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说明 默认值 

[1] RADIUS Auth 
设置是否允许 RADIUS 登录。 
(Enable：启用/ Disable：禁用) 

Disable 

[2] Server RADIUS 服务器名称。  

[3] Secret RADIUS Secret 值。  

[4] Port RADIUS 端口。 1812 

[5] 
Administrator  
Account 

admin 

[6] 
Administrator 
Password 

系统管理员默认帐号密码，有大小写区
分。 

password 

[7] 
Administrator 
Limitation 

限制系统管理员登录区域。 
Only in 
This LAN 

[8] 
Device Manager
Account 

device 

[9] 
Device Manager
Password 

设备管理员的默认帐号及密码，有大小
写区分。系统管理员可更变与装置相关
设置。 password 

[a] 
Device Manager
Limitation 

限制设备管理员登录区域。 
Only in 
This LAN 

[b] 
Read Only  
User Account 

user 

[c] 
Read Only  
User Password 

一般使用者的默认帐号及密码，有大小
写区分，此账号只能查看设置而不能更
改。 password 

[d] 
Read Only 
User Limitation 

限制一般使用者登录区域。 Allow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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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 IP 设置(TCP/ IP Setting) 

 
 

项次 项目 说明 默认值 

[1] IPv4 Address IPv4 地址。 192.168.001.100 

[2] IPv4 Subnet  
Mask 

IPv4 子网掩码。 255.255.255.000 

[3] IPv4 Gateway IP IPv4 网关。 192.168.001.254 

[4] IPv4 DNS or  
WINS IP 

IPv4 DNS 服务器或 WINS IP
地址。 

192.168.001.001 

[5] DHCPv4 Client 启动或禁用 DHCPv4 协议。 Enable 

[6] IPv6 Address IPv6 地址。  

[7] IPv6 Prefix 
Length 

IPv6 前 长度。  

[8] IPv6 Gateway IP IPv6 网络网关。  

[9] IPv6 DNS IP IPv6 DNS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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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说明 默认值 

[a] DHCPv6  启动或禁用 DHCPv6 协议。 Enable 

[b] Host Name 
 (NetBIOS) 

中央监测站主机名称。 INSIGHTPOWER 

[c] System Contact 系统联络人信息。  

[d] System Location 系统位置信息。  

[e] Auto-Negotiation 启动或禁用自动传输速率 
(10/ 100 Mbps) 协商。 

Enable 

[f] Speed 若自动传输速率协商禁用的
话，您可自定义传输速率。 

100M 

[g] Duplex 若自动传输协商为禁用，您可
以自定义双工模式。 

Full 

[h] Status Stable 当状态改变时，需重复验证收
到此状态改变的次数。 

3 

[i] Telnet Idle Time Telnet 连线逾时设置。 60 Seconds 

 网络参数(Network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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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次 项目 说明 默认值 

[1] HTTP Server 启动或禁用 HTTP 协议。 Enable 

[2] HTTPS Server 启动或禁用 HTTPS 协议。 Enable 

[3] Telnet Server 启动或禁用 Telnet 协议。 Enable 

[4] SSH/ SFTP Server 启动或禁用 SSH/ SFTP 协议。 Enable 

[5] FTP Server 启动或禁用 FTP 协议。 Disable 

[6] Syslog 启动或禁用远程系统日志。 Disable 

[7] HTTP Server Port HTTP 端口。 80 

[8] HTTPS Server Port HTTPS 端口。 443 

[9] Telnet Server Port Telnet 端口。 23 

[a] SSH Server Port SSH 端口。 22 

[b] FTP Server Port FTP 端口。 21 

[c] Syslog Server 1 远程系统日志主机名称 1。  

[d] Syslog Server 2 远程系统日志主机名称 2。  

[e] Syslog Server 3 远程系统日志主机名称 3。  

[f] Syslog Server 4 远程系统日志主机名称 4。  

[g] SNMP Get, Set Port SNMP 端口。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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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服务器(Time Server) 

您可以手动为中央监测站设置日期与时间，也可以设置自动与时间服务器同步。中
央监测站、Windows XP 及更新版本之 Windows 系统支持 SNTP 协议，如果您
想在工作站上启用时间服务器，，请见章节 7 : 疑难排解 Q1。 

 

项次 项目 说明 默认值 

[1] Time Selection SNTP 或手动设置系统时间。 SNTP 

[2] Time Zone 时区调整。 +0 hr 

[3] 1st Time Server SNTP 第一时间服务器。 POOL.NTP.ORG 

[4] 2nd Time Server SNTP 第二时间服务器。  

[5] Manual Date 手动设置日期。 01/01/2000 

[6] Manual Time 手动设置时间。 00:00:00 

 软启动(Soft Restart)  

重新启动中央监测站，不会影响与中央监测站相连的装置。 

 回复默认值(Reset All To Default)  

回复出厂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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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存退出 (Exit Without Save) 

您更改的设置将不会保存。 

 保存后退出 (Save And Exit) 

将更改的设置保存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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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 5：网页设置界面 
 

要使用 InsightPower SNMP IPv6 for EnviroStation Web 来设置中央监测站，请依照下
列说明： 

步骤 1 使用标准 CAT5 网络线连接中央监测站背板的 10/ 100 Base-T 网络端口到
网络。 

步骤 2 启动浏览器，在网址列键入 http://InsightPower (中央监测站默认主机名称)
或 http: //192.168.1.100 (默认 IP 地址)。要进行加密连线，请输入
https://InsightPower 或 https: //192.168.1.100。 

步骤 3 连线建立后，出现登录画面，请输入您的账号和密码(默认为 admin/ 
password，有大小写区分)。 

 

注： 
 

1. 如果您先前有更改过中央监测站的 IP 地址或者主机名称，请使用更改过的
设置登录。 

2. 如果您可以进入登录画面，但是用正确的账号及密码都无法登录，可能是
工作站的子网络与中央监测站不同的缘故。请见章节 7: 疑难排解 Q3 来解
决这个问题。 

3. 连线空闲超过三十分钟，中央监测站将自动注销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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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监控 

5.1.1. 系统信息 

在这里您可以一览系统、Sensor HUB、模拟输入、数字输入、数字输出、DeltaBus、
RS485、PDU 以及 IPMI 状态。 

 系统状态 

在本页中您可以看到各连线装置的状态，画面每隔一段时间会自动更新，您也可以
到系统 → 系统管理 →  Web → 网页刷新间隔设置画面刷新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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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 Bus 

在本页中您可以看到串接的环境监测器状态。要增加或移除环境监测器，请单击右
下角的设定，或者到设备 → 管理 → Delta Bus 页面。 

 

 

 RS485 

您可以在此页面检视 RS485 装置的状态。要新增或移除 RS485 装置，请单击右
下角的设置，或者到设备 → 管理 → RS485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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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U 

您能在本页面查看特定 PDU 的 ID 号码、型号、序号、硬件版本、固件版本以及
其它相关数据如负载、频率、瓦特数和累积耗电量等信息。您可单击数据记录和耗
电量记录按钮(若您的网页有显示该按钮)来读取更多有关 PDU 的信息，详细内容
请参阅 5.1.2 历史记录-数据记录和 5.1.2 历史记录-耗电量记录。要启用 PDU 设
备 ，请单击右下角的设置，或者到设备 → 管理 → PDU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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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MI 

您能在本页面查看服务器的 IPMI 信息，如设备名称、IP 地址、IPMI 固件版本、
服务器电源状态，以及服务器上的传感器状态。要设置 IPMI 设备 ，请单击右下
角的设置，或者到设备 → 管理 → IPMI 设备页面。 



章节 5：网页设置界面  

38             

 

5.1.2. 历史记录 

 事件记录 

您能在本页面查询所有事件记录，当记录笔数超过 大值(1000)时，旧的记录会被
覆盖过去。您也可以指定查看某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件，或者下载全部事件记录文件
(event_log.xls)。 

 日期：事件发生日期。 

 时间：事件发生时间。 

 事件等级：事件等级。 

 事件记录：事件记录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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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电量记录 

您能在本页面查看您选定的 PDU 的耗电量状态。您可指定查看某年、某月、某日
或某段时间的耗电量变化。单击显示详细数据可查看您所选的 PDU 详细耗电量信
息，或单击下载可下载耗电量历史记录。请注意，当记录笔数超过 大值(8000)
时，旧的记录会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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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电量比较 

您能在本页面查看某两个 PDU 在某年、某月、某日或某段特定时间的的耗电量状
态。首先，先选择 PDU ID，然后设置检视范围， 后单击查看，您会看到所选定
的 PDU 的耗电量比较图表。若单击显示详细数据，会出现 PDU 的耗电量相关信
息，单击下载可下载耗电量比较历史记录。请注意，当记录笔数超过 大值(8000) 
时，旧的记录会被覆盖。 

 

 数据记录 

您能在本页面查看中央监测站的模拟输入、Delta BUS 装置和 PDU 的相关信息。
Delta BUS 装置信息包括温、湿度状态而 PDU 信息包括在某段特定时间的总输出
频率和总输出状态，以及每个分支的输出电压、电流和输出信息。可选择欲查看的
SYS 或是 PDU ID 代码，然后设置检视范围，单击下载，您就可下载相关数据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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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您能在本页面清空数据记录、事件记录、耗电量记录和耗电量比较纪录，也可以指
定保存记录、耗电量记录和耗电量比较纪录的时间间隔。 

 清空数据记录：手动清空数据记录。 

 清空事件记录：手动清空事件记录。 

 清空耗电量记录：手动清空耗电量记录以及耗电量比较纪录。 

 记录时间间隔：数据记录的保存时间间隔。 

 耗电量记录时间间隔：耗电量记录以及耗电量比较纪录的保存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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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相关信息 

 系统信息 

在本页中，您可以查看中央监测站固件版本以及 OpenSSL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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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备 

5.2.1. 管理 

您可以在 InsightPower SNMP IPv6 for EnviroStation Web 上调整 Sensor HUB、数字
输入、模拟输入、数字输出、Delta Bus、RS485、协议、PDU、IPMI 设备、IPMI 模
板与响应设定的详细设置。 

 Sensor HUB 

 

 常开/ 常闭：代表常开及常闭状态。如果选择了常开，以下情况发生时会启动
事件，当 1. 干接点被短路，或 2. 湿接点得到 5~24Vdc 电压供给。如果选择
常闭，以下情况发生时会启动事件，当 1. 干接点开路，或 2. 湿接点得到< 
1.5Vdc 电压供给。请见下方表格： 

数位值 干接点 湿接点 

1 短路 5~24Vdc 

0 开路 < 1.5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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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类别：为个别的装置设置级别，设置为警示或严重将会触发反应。 

 名称：您可以为装置设置名称以方便辨识。 

 电源设置：若在模式项目选择正常开启，中央监测站会正常供应 12Vdc 或
24Vdc 电源给 Sensor HUB。若在运作模式项目选择手动，且在手动控项目选
择关闭，则电源将被切断。您亦可利用响应设定(请见 5.2.1 管理-响应设定)自
动切断电源。电源切断后，会在作用时间内设定的秒数重新恢复供电；如果作
用时间设定为 0 秒，则不会自行恢复供电。 

 数字输入 

 

 常开/ 常闭：代表常开及常闭状态。如果选择了常开，以下情况发生时会启动
事件，当 1. 干接点被短路，或 2. 湿接点得到 5~24Vdc 电压供给。如果选择
常闭，以下情况发生时会启动事件，当 1. 干接点开路，或 2. 湿接点得到< 
1.5Vdc 电压供给。请见下方表格： 

数位值 干接点 湿接点 

1 短路 5~24Vdc 

0 开路 < 1.5Vdc 

 

 事件类别：为个别的装置设置级别，设置为警示或严重将会触发反应。 

 名称：您可以为装置设置名称以方便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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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输入 

 

 公式[ (ADC-a)*b/c-d ]：模拟输入 1 及模拟输入 2 可用来连接模拟输入装置，
各可以连接一个电压源(0~10Vdc) 或电流源(0~20mA)。中央监测站将根据以
下公式转换 ADC 值：(ADC-a)*b/c-d，您可以为转换值设置单位尺度及定义字
符串。 

 名称：您可以为装置设置名称以方便辨识。 

 警告 / 严重：可将事件类别设置为警告或严重。 

 RTD (热电阻温度传感器)：模拟输入 3 可用来连接一个热电阻温度传感器，并
分别为警示及警报两种级别设置启动条件。 

 漏出检测：模拟输入 4 可用来连接漏出传感器，您可以调整检测器的敏感度并
分别为警示或严重设置触发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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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输出 

 

 运行模式：选择自动可让数字输出自动与响应设定(请见 5.2.1 管理-响应设定)
做连结。选择手动并利用正常及异常按钮来自由设定数字输出状态。 

 作用时间：当发生异常时，过了作用时间内设定的秒数后，数字输出装置将跳
回正常。如果作用时间设定为 0 秒，则代表不会恢复正常状态，除非手动控制
点选正常或利用响应设定(请见 5.2.1 管理-响应设定)进行设定。 

 名称：您可以为装置设定名称以方便辨识。 

 Delta Bus 

透过中央监测站背板上的 Delta Bus 接口就可连接多台环境监测器。中央监测站共
支持三种环境监测器，(1)环境监测器(EMS1000)、(2)环境监测器 1100(EMS1100)
与(3)环境监测器 1200(EMS1200)，因此，Delta Bus 页面会因环境监测器种类而
异，请见以下说明。 

 连接环境监测器 (EMS1000) 

环境监测器(EMS1000)提供一组温湿度感应器与四组数字输入，透过此 Delta 
Bus 页面先选择 ID，然后再设定名称、类型以及是否启动该环境监测器。请注
意，ID 是指您用环境监测器(EMS1000)的 ID DIP 指拨开关所设定的代码(请见
3.3 环境监测器)。您可设定温湿度事件的触发条件，以及设定数字输入接点为
常开/常闭、名称和事件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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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环境监测器 1100 (EMS1100) 

环境监测器 1100 (EMS1100)提供四组数字输出，透过此 Delta Bus 页面先选
择 ID，然后再设定名称、类型以及是否启动该环境监测器。请注意，ID 是指
您用环境监测器 1100(EMS1100)的 ID DIP 指拨开关所设定的代码(请见 3.3 环
境监测器)。您可设定数字输出的运作模式、作用时间和名称。运作模式可设
定为自动或手动，选择自动可让数字输出自动与响应设定(请见 5.2.1 管理-响
应设定)做连结。选择手动，只能透过此页面手动控制数字输出状态为正常或
异常。若发生异常，数字输出会进行动作，并在作用时间过后会自行恢复正常。
若作用时间为 0 秒，则数字输出动作后不会自行恢复正常，除非手动控制点选
正常或利用响应设定(请见 5.2.1 管理-响应设定)进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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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环境监测器 1200 (EMS1200) 

环境监测器 1200 (EMS1200)提供两组模拟输入、一组模拟输出与一组漏水侦
测。透过此 Delta Bus 页面先选择 ID，然后再设定名称、类型以及是否启动该
环境监测器。请注意，ID 是指您用环境监测器 1200 (EMS1200) 的 ID DIP 指
拨开关所设定的代码(请见 3.3 环境监测器)。您可做以下设定: 

1) 模拟输入 

设定模拟输入的条件((ADC-a)*b/c-d)、名称和事件类别设定。利用事件类
别来改变事件类别设定，绿色表示正常，黄色表示警告，红色则代表异常。 

2) 漏水侦测 

设定漏水侦测的敏感度、名称和事件类别。若开启蜂鸣器，环境监测器
1200(EMS1200)侦测到漏水时，将会启动蜂鸣器，反之则不动作。 

3) 模拟输出 

设定模拟输出模式(自动或手动)、名称和手动控制。若选择手动，响应设
定(请见 5.2.1 管理-响应设定)将无法控制模拟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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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485 

后背板有两个 RS485 端口，您可以分别为它们设置每秒位数、数据位、奇偶校验
以及停止位等参数。在一个 RS485 端口之中 多可连接十六个 Modbus 装置，
请为每个装置从下拉式菜单中分别选择协议。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协议，请手动增加，请看 5.2.1 管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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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 

在这里增加、修改或删除协议。为方便您备份和复制设置，请利用导出或导入设置
文件，每一个协议包含了 32 个数值、32 个状态以及 16 个可写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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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U 

若勾选启用 PDU 设备功能，请用随机所附的 RJ45 转 DB9 线，将 RJ-45 端插入中央
监测站的 Console 端口，DB9 端插入 PDU 的 RS232-2 端口，请参阅 3.9 安装 PDU。
请注意，启用 PDU 设备功能将会关闭文本模式系统设置。勾选 PDU ID 编号后，单击
送出可监控相对应的 PDU 设备。 

 

 IPMI 设备 

 IPMI 扫描监控设定 

使用者可在此设置 IPMI 扫描监控间隔。 

 IPMI 设备列表 

输入设备名称、使用者名称、密码、IP 地址、版本、Ciper Suite 和模板数据，
单击新增或修改变更 IPMI 设备设置，亦可删除，如下图所示。亦可透过扫描来
新增 IPMI 设备，请输入使用者名称、密码、IP 地址、版本、和 Ciper Suite 数
据然后单击扫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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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完成后，会显示有扫描到的服务器，使用者可在此页面直接勾选欲加入的
服务器，并设置设备名称和模板，如下图所示。 

 

 IPMI 模板 

使用者可在此页面加入、修改、删除 IPMI 模板，透过 IPMI 模板来决定监控的传
感器。 

 模板扫描 

首先，输入使用者名称、密码、IP 地址、版本和 Ciper Suite 数据，之后单击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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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后可得知服务器内所有的传感器，此时，可定义模板名称，并单击新增，
如下图所示。 

 

 IPMI 模板 

单击新增后，即可将扫描到的模板加入到模板列表里。新加入的模板其默认值
是将所有的传感器关闭，如需要监控某传感器，请勾选该传感器的启用选项。
您可设置启用不同的传感器，并将该设置重新定义一个新的模板名称，然后按
加入按钮将该模板名称加进模板列表里。您亦可修改或删除模板名称。要汇出
模板设置档，请单击汇出并另存。要汇入模板设置档，请单击浏览，选定您要
导入的设置档，然后单击汇入。请参阅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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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设定 

使用者可在此页面加入(点选+)、修改、删除(点选-)响应设定，系统共可支持 64 组
响应设定。点选编辑则可设定响应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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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规则需设定周、时间、条件和输出。当每个条件都满足时，就会产生相对
应的输出状态。 

1. 周&时间：设定时间。 

2. 周期：设定周期后，中央监测站会定期执行响应规则。若响应规则的所有条
件皆满足，就会产生相对应的输出状态。若将周期设定为 0 秒，且当第一次
响应规则的所有条件都满足时，相对应的输出状态会发生，但第二次(含)以
后则不会有相对应的输出状态。 

3. 条件：设定设备、ID、类型、埠、条件和值。 点选+/-来加入或删除条件，
多可以设定 16 组条件。 

4. 输出：设定设备、ID、埠和值。点选+/-来加入或删除输出， 多可以设定
16 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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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系统 

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看到系统画面。在系统选项下，有系统管理和事件通知两个项目
供您变更或查看系统相关设置或记录，详细说明如下。 

5.3.1. 系统管理 

在系统管理页面里，包含使用者管理、网络通讯协议、Web、控制台、FTP、时间服
务器、Syslog、批次设置和固件更新九个子项目。 

 使用者管理 

中央监测站支持 RADIUS 协议，勾选启用 RADIUS 登录并在服务器、Secret 以及
端口(默认为 1812)栏下输入相关数据，然后按送出便可启动 RADIUS。针对系统
管理员、设备管理员以及一般使用者，请设置各别的服务类别。如果 RADIUS 并
非为启用状态，您仍可设置本地登录的权限、账号、密码以及登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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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通讯协议 

在此您可替中央监测站设置网络参数。 

 

 IPv4 网络通讯协议设置 

1) DHCP 客户端：启动或禁用 IPv4 DHCP 服务，若为启动，DHCP 服务器将
会自动指派一个 IP 地址给中央监测站。 

2) IP 地址：设置 IP 地址。 

3) 子网掩码：设置子网掩码。 

4) 网关 IP 地址：设置网关 IP 地址。 

5) DNS 服务器 IP 地址：设置 DNS 服务器 IP 地址。 

6) 查找网域：如果主机名称无法连线的话，系统会将查找网域附加在您的主机
名称上。 

 IPv6 网络通讯协议设置 

1) DHCP 客户端：启动或禁用 IPv6 DHCP 服务，若为启动，DHCP 服务器将
会自动指派一个 IP 地址给中央监测站。 

2) IP 地址：设置 IPv6 地址。 

3) 前缀长度：设置 IPv6 前 长度。 

4) 网关 IP 地址：设置网关 IP 地址。 

5) DNS 服务器 IP 地址：设置 DNS 服务器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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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信息 

1) 主机名称：中央监测站之主机名称。 

2) 系统联络人：系统联络人信息。 

3) 系统位置：系统位置信息。 

 连接 

1) 自动检测传输速率：启动或禁用自动传输速率协商(10 / 100Mbps)。 

2) 传输速率：如关闭自动传输速率协商，请手动指定传输速率。 

3) 双工模式：如关闭自动传输速率协商，请手动指定双工模式。 

 Web 

在这里您可启动/ 关闭 HTTP 或 HTTPS 协议，并执行 SSL 安全凭证。 

 

 Web 

1) HTTP：启动或禁用 HTTP。 

2) HTTPS：启动或禁用 HTTPS。 

3) HTTP 端口：指定 HTTP 端口(默认：80)。 

4) HTTPS 端口：指定 HTTPS 端口(默认：443)。 

5) 网页更新间隔：指定网页更新时间间隔。 

 SSL 安全凭证 

1) SSL 可以将传输数据加密，利用其安全凭证，可确保中央监测站及工作站
之间连线的安全。 

2) 认证档：中央监测站支持 OpenSSL 所产生的 PEM 格式档，单击浏览来上
传您的认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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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更多关于 SSL 安全凭证的说明请详见章节 7: 疑难排解 Q12 ，或到

OpenSSL 官方网站：http://www.openssl.org/ 查询相关信息。 

 控制台 

在这里您可启动或禁用 Telnet/ SSH/ SFTP 协议。 

 

 Telnet：启动或禁用 Telnet。 

 SSH/ SFTP：启动或禁用 SSH/ SFTP。 

 Telnet 端口：指定 Telnet 端口(默认：23)。 

 SSH 端口：指定 SSH 端口(默认：22)。 

 主机金钥/ 登录验证公共金钥： 

本中央监测站支持 OpenSSH 金钥，包含 DSA、RSA 以及公共金钥。金钥产生
说明及指导，请参阅章节 7 : 疑难排解 Q13。您可利用此页面或透过 SFTP 协
议上传金钥及设置保存，请参阅章节 7 : 疑难排解 Q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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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P 

在这里您可启动或禁用 FTP 通讯协议。 

 

 FTP 通讯协议：启动或禁用 FTP 通讯协议。 

 FTP 埠：指定 FTP 埠(默认值：21)。 

 时间服务器 

您可以选择与时间服务器自动同步，或者选择手动设置时间和日期。请注意，如果
已启动时间服务器自动同步但是却没有回应，中央监测站将不会记录事件记录、耗
电量记录、耗电量比较记录和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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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时间服务器 

从下拉式菜单中选择中央监测站所在位置的时区，并设置主要、次要网络时间
服务器地址(IP 地址或网域名称)。 

若启动日光节约时间，在指定的日期内，中央监测站将自动提前时间一个小时。 

 手动调整 

如果无法与网络时间服务器连线(例如您安装的地方没有网络)，您也可以手动设
置时间。请注意，如果您重新启动中央监测站，时间和日期将自动回到您原本
的设置。 

 Syslog 

Syslog (远程系统日志)能在远程服务器上保存事件记录，且不影响本地事件记录的
功能。启用后请设置服务器地址， 多可与四个服务器连线。 

 

 批次设置 

中央监测站提供了批次设置功能，让您快速且有效率地设置多台中央监测站装置。 
当设置妥当后，请下载设置档，并在要复制设置的中央监测站装置上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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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涵盖了您在设备和系统页面所保存的设置，要导出并下载设置档，请
单击下载(文件名: congigure.ini)后另存于硬盘。 要导入设置档，请单击选择档
案，选定您要导入的设置档，然后单击上传。 

注： 
 如果您的装置使用静态 IP 地址，请利用文字编辑程序( 例如记事本或 

WordPad)，于[System] 项目下删除 IP=xxx.xxx.xxx.xxx 命令行。欲修 

改、指定中央监测站 IP 地址，请见章节 4: 系统设置。 

 
 SNMP 设置 

SNMP 设置包含了事件通知页面的所有设置。要汇出并下载设置档，请单击下
载（文件名：snmp.ini）并另存于硬盘。要上传导入设置档，请单击选择档案，
选定您要导入的设置档，然后单击上传。 

注： 
 您可参阅批次设置页面的步骤说明来修改系统设置和 SNMP 设置。 

 固件更新 

此为中央监测站升级固件，页面显示当前固件版本信息。单击浏览，选取档案后，
单击上传即可完成固件更新，固件更新过程耗时约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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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事件通知 

事件通知页面包括 SNMP 存取、SNMPv3 USM、SNMP Trap 以及邮件服务器四个子
项目。 

 SNMP 存取 

中央监测站支持 SNMP 协议及 SNMP NMS 网络管理系统，可监测网络装置的状
态并通报异常状况。要阻挡未经授权的 IP 地址连线到中央监测站，请指定允许连
线之 NMS IP 地址，并设置其社群字符串以及存取级别， 多可指定 256 个 IP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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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您将 IP 地址 0.0.0.0 增加到列表中，则 NMS IP 存取限制将失效， 

中央监测站会根据社群字符串来判别连线的存取级别及其权限。 

 SNMPv3 USM 

为了加强连线安全，SNMPv3 USM 提供数据包加密以及凭证的功能。SNMPv3 
USM 让您指定八个使用者名称，并设置个别使用者的访问限制。您还可以分别设
置安全等级、Auth 密码、Priv 密码及存取等级。 

 



 

InfraSuite 中央监测站       65 

 SNMP Trap 

您可以利用 SNMP Trap 来通报异常事件，要启动 SNMP Trap，您必须先在 SNMP 
Trap 目标 IP 列表中新增 IP 地址，然后指定社群字符串、Trap 类别、事件等级、
SNMPv3 使用者名称以及 UD 端口， 后再单击新增；单击某一笔目标 IP 后可以
将其更新或删除。 

 

注： 
 中央监测站提供 SNMPv1、SNMPv2c 和 SNMPv3 Trap 来满足客户的不

同环境。若您选用 SNMPv3 Trap，请在 SNMPv3 USM 列表提供使用者
名称。中央监测站藉由事件等级来决定目标 IP 地址会收到何种事件通知，
事件等级分为三种： 

 讯息：所有事件通知都会发送到目标 IP 地址。 

 警告：警告与严重事件通知都会送到目标 IP 地址。 

 严重：仅严重事件通知被送到目标 IP 地址。 

单击系统 → 事件通知 → SNMP Trap → 事件等级来针对特定事件设
置事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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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件服务器 

藉由 SMTP 服务器指定事件发生时会收到电子邮件通知的收件者， 多可指定 256
个收件者。 

 

注： 
 如果您的区域网上没有 DNS 服务器，您必须手动设置 SMTP 服务器之 IP

地址才能启动电子邮件事件通知。 

 
 邮件服务器主机名或 IP 地址：如果您输入主机名称，您必须于网络通讯协议

页面中新建您的 DNS IP 地址，请见 5.3.1 系统管理 - 网络通讯协议。 

 指定邮件服务器登录账号、密码后单击送出。在收件者列表中添加电子邮件地
址，并指定何种事件会寄发通知。分别为： 

1) 讯息：所有事件通知都会发送。 

2) 警告：警告与严重事件通知都会发送。 

3) 严重：仅严重事件会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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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 6：SNMP 装置固件升级 
 

使用内附的 EzSetting 程序，轻松地升级局域网上的 SNMP 装置升级固件，请见以下
说明。 

 

步骤 1 透过设置 Subnet (子网络) 来缩小装置查找范围，请确认您要进行固件升级
的装置在您所指定的子网络内。 

步骤 2 单击 Discover (查找)，列表中将出现已查找到的 SNMP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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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从 Device List (装置列表) 找到您欲修改的装置，然后单击 Modify (修改) 
并键入管理员账号及密码。 

 

步骤 4 单击 Upgrade (升级) 后，出现以下对话窗口。单击 Browse (浏览) 后选择
您要升级的固件补丁 (二进制)，于 File Information (文件信息) 栏确认固件
版本，然后单击 Upgrade Now (立刻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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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升级大约耗时二十秒。 

 

步骤 6 升级完成后，下图对话窗口将出现，装置重启时间约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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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节 7：疑难排解 
 

Q1.  如何在我的工作站上设置 SNTP 服务器并让中央监测站同步？ 

要在 Windows XP 上设置 SNTP 服务器，请单击开始 → 控制面板 → 添加或
移除程序 → 添加或移除 Windows 组件 → 网络服务 → 勾选 Simple TCP/ 
IP Services → 确定。要启动自动时间同步，您必须在时间服务器中新增 SNTP
服务器的地址，请参考章节 4 : 系统设置。 

Q2.  如何确认我的工作站与中央监测站已正确连接？ 

要确认连接状态，Windows 请进入 DOS 模式(开始 → 运行 → 输入 cmd 后按
回车键)，Linux 请进入 shell，然后输入 ping Host Name (默认值: InsightPower )
或者 ping IP 地址 (例如：Ping 172.16.186.230，默认值为 192.168.1.100 )。
如果连线正确的话，您会接收到 ping 回复，如下图所示。 

 

Q3.  我可以连到 InsightPower SNMP IPv6 for EnviroStation Web 登录页面，但是
无法登录。 

请检查您工作站以及中央监测站的 IP 地址，在默认状态下，两者必须在相同的
局域网中才能藉由网页设置界面进行设置。要解决这个问题，请启动 EzSetting，
将 User Limitation (本地登录) 设置为 Allow Any (无限制)，请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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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无法透过主机名称来连线中央监测站？ 

虽然 Windows 系统会定期更新 NetBIOS 名称表，但若您刚指定一个静态 IP 地
址给中央监测站，您可能必须手动刷新 NetBIOS 名称表让它对应到新的 IP 地 
址。请在 DOS 模式输入指令 nbtstat -R，刷新后您便可以正确连接到中央监测
站；请一并确认 SNMP IPv6 的主机名称不超过 16 位组的限制。 

Q5.  如何检查工作站的 IP 地址？ 

Windows 系统请在 DOS 模式下输入 ipconfig /all，UNIX 系统请在 Shell 输入
ifconfig，并从画面中查询工作站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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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从工作站上 ping 中央监测站的 IP 地址却无响应？ 

若中央监测站无回应，请进行以下检查： 

1) 如果中央监测站的绿色 LED 指示灯不亮，请检查 SNMP IPv6 到路由器或集
线器间的网络线是否正确连接。 

2) 如果绿色 LED 指示灯亮，可能工作站无法访问当前 IP 地址无法正常通讯，
请手动分配一个有效的 IP 地址给中央监测站。 

3) 如果绿色 LED 指示灯闪烁，且您的网络配置有 DHCP 服务器，请确认 
DHCP 服务正常；若无，请确认中央监测站分配到的 IP 地址未被占用。请
注意，若当前 IP 地址无效，中央监测站 IP 设置将被重置（IPv4 地址：
192.168.1.100/ 网络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254）。 

4) 如果仍无法解决问题，使用网路线直接连接您的中央监测站和工作站，并根
据您的设置来 ping 中央监测站的默认或静态 IP 地址。如果成功收到回应，
代表中央监测站正常，请检查您的网络设备；若否，请向当地经销商或客服
人员寻求协助。 

Q7.  无法执行 SNMP Get 指令？ 

请检查中央监测站的 SNMP 设置，见 5.3.2 事件通知。请确认已经将工作站的
IP 地址增加到 NMS IP 列表并开启只读/ 读写权限，另外中央监测站和工作站
的社群字符串必须相同。 

Q8.  无法执行 SNMP Set 指令？ 

请检查中央监测站的 SNMP 设置，见 5.3.2 事件通知。请确认已经将工作站的
IP 地址增加到 NMS IP 列表并开启只读/ 读写权限，另外中央监测站和工作站
的社群字符串必须相同。 

Q9.  无法收到 SNMP Trap？ 

请检查中央监测站的 SNMP Trap 设置，见 5.3.2 事件通知，并确认工作站的
IP 地址已在 Target IP 地址列表中。 

Q10. 忘记管理员账号或密码？ 

请依照以下指示重设帐号密码：使用随附的 RJ45 到 DB9 线连接中央监测站和
工作站，启动文本模式 (参考 4.4 COM 端口系统设置)，当账号密码提示出现时 
，在三十秒内键入 rstadmin 并送出，系统会自动将管理员账号及密码回复到默
认值 (admin/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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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如何在 Windows XP 启用 IPv6? 

请先启用 IPv6 服务 (开始→执行，输入 ipv6 install 再按 Enter 键)。中央监测
站支持 IPv6，因此您不需要额外设置。但请注意如果局域网上出现相同的 LLA 
，IPv6 将自动失效。若中央监测站取得 IPv4 和 IPv6 的 DNS 解析记录，系统将
优先使用 IPv4。 

要更进一步了解 IPv6 兼容性，请上 IETF (http://tools.ietf.org/html)或 IPv6 
Ready Logo Program (http://www.ipv6ready.org) 网站。 

Q12. 如何产生 HTTPS 协议使用的 SSL PEM 格式认证文件？ 

要在浏览器与中央监测站间使用加密连线，您可以建立 SSL 认证文件。请下载
并安装 OpenSSL (Toolkit http://www.openssl.org)，于 Shell 或 DOS 模式输入以
下命令： 

openssl req –x509 –nodes –days 3650 –newkey rsa:1024 –keyout 
cert.pem –out cert.pem 

1) 回答系统问题并按照指示进行，完成后，文件 cert.pem 将会产生在当前文件
夹。 

2) 上传 cert.pem 到网页设置界面，请参考 5.3.1 系统管理- Web。 

Q13. 如何产生 SSH 的 DSA、RSA 以及公共金钥？ 

Linux 系统： 

1) 请下载并安装 OpenSSH (http://www.openssh.org)。 

2) 启动 Shell 并输入下列命令 (如果出现需要提供 passphrase 的提示，请忽
略)： 

DSA Key:ssh-keygen –t dsa 

RSA Key:ssh-keygen –t rsa 

3) 将 DSA、RSA 及额外生成的公共金钥透过网页设置界面或 SFTP 协议上传
至中央监测站，请参考 5.3.1 系统管理 - 控制台。 

Windows 系统： 

1) 请下载并安装 PuTTY (http://www.putty.org)。 

2) 从安装的文件夹执行 puttygen.exe。 

3) 在参数区选择 SSH-2 RSA，并单击 Key → Generate key pair 来产生 RSA
金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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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Conversions → Export OpenSSH Key，为 RSA 金钥指定一个文件名。
如果出现需要提供 passphrase 的提示，请忽略。 

5) 在 Parameters 栏下方选择 SSH-2 DSA，并单击 Key → Generate key pair
来产生 DSA 金钥。 

6) 单击 Conversions → Export OpenSSH Key，并为 DSA 金钥指定一个文件 
名。如果出现需要提供 passphrase 的提示，请忽略。 

7) 由文字栏中复制公共金钥，于记事本中贴上并另存文件。 

 

8) 将 DSA、RSA 及公共金钥透过网页设置界面或 SFTP 协议上传至中央监测
站，请参考 5.3.1 系统管理 - 控制台。 

Q14. 如何透过 SSH/SFTP 协议上传设置/ 固件/ 公共文件？ 

要快速配置您的中央监测站，您可以透过 SSH/ SFTP 上传设置文件。上传到指
定的文件夹后，中央监测站将自动导入您的设置，请依据下表将设置文件上传至
正确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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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 设置文件 

\config_snmp snmp.ini 

\config_system configure.ini 

\ssh_dsa DSA 金钥 

\ssh_rsa RSA 金钥 

\ssh_pubkey 公共金钥 

\upgrade_snmp 中央监测站固件补丁( 二进制文件) 

\upgrade_device* 装置的固件补丁（二进制文件） 

*只于特定装置上会出现。 

于文件夹中上传金钥，文件名请使用英文以避免读取错误。若您的 SFTP 客户
端程序提示文件存在是否要覆盖，请允许覆盖。 

Q15. 如何在 Linux 系统测试 SNMPv3？ 

您必须编辑 SNMPv3 USM 才能利用 SNMPv3 存取 OID，请参考 5.3.2 事件通
知 - SNMPv3 USM。 

要在 Linux 系统测试 SNMPv3，请于 shell 输入以下命令： 

snmpwalk -v 3 -u <user> -l authPriv -A <password> -X <pass-word> -n 
<context name> -t 3 <ip> 1.3.6.1.2.1.1.1.0 

-v：1 指 SNMPv1，3 指 SNMPv3。 

-l：遵循安全级别，分别为：noAuthNoPriv、authNoPriv 以及 authPriv。 

-u：用户名。 

-A：Auth 密码。 

-X：Priv 密码。 

-n：环境名称。 

-t：超时秒数。 

<ip>：中央监测站的 IP 地址。 

<oid>：下一个可用的对象识别码，如：1.3.6.1.2.1.1.1.0，请参考 RFC1213 MIB
数据库。 

Q16. 为何中央监测站无法监测 PDU 装置？ 

中央监测站默认是关闭监测 PDU 功能，若要监测 PDU，需透过 InsightPower 
SNMP IPv6 for EnviroStation Web (路径：设备 → 管理 → PDU )来更改设置，
请参阅章节 5：网页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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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A：技术规格 
 

型号 料号 项目 
EMS2000 EMS2000000 

输入 
输入电压 100 ~ 240 Vac, 1.2A, 50/60 Hz 

湿接点讯号 
●警报电压：5 ~ 24 Vdc 
干接点讯号 
●正常：关 (开路) 

数字输入 

●警报：开 (短路) 
输入电压: 0 ~ 10V 模拟输入 
输入电源: 0 ~ 20 mA 
范围: 0 ~ 50°C RTD 
准确度: ± 1° C 使用三线式 PT100 
检测电压< 1V 漏水检测 
(S-1FP 漏水传感器之警报信号) 

网络连线 RJ45 连接头 
输出 

+ 12V, 0.8A ( 大) 
+ 24V, 1.0A ( 大) Sensor HUB 

单端口限制: 0.6A 
Delta Bus + 12V, 0.8A ( 大) 
数字输出 26 Vdc ( 大) , 0.8A ( 大) 
尺寸／重量 
尺寸 (长 x 宽 x 高) 440 x 157 x 44 毫米 
重量 2.4 公斤 
环境 
运行温度 0 ~ 45°C 
保存温度 - 20°C ~ 60°C 
运行相对湿度 0 ~ 90% RH (不结露) 
 

注： 
 

1.  安规内容请参考产品标签。 

2.  本规格仅供参考，若有变更则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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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B：关于有毒有害物质与元素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及其含量表 

依照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 

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部件名称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 6+)

多溴联苯
(PBB) 

多溴二苯醚 
(PBDE) 

金属外壳 O O O O O O 

塑料外壳 O O O O O O 

印刷电路板 X O O O O O 

插座 X O O O O O 

电缆及配线 X O O O O O 

连接器及断路器 O O X O O O 

密封铅酸电池 X O O O O O 

变压器 O O O O O O 

其它 X O O O O O 

O：表示该有毒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在 SJ/T11363-2006 标准规
定的限量要求以下。 

X：表示该有毒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 SJ/T11363-2006 
标准规定的限量要求。 

 注：印刷电路板：包含空的印刷电路板及其上面所有零部件。 

 
有害物质 MCV 

Pb，Hg，Cr6+，PBB，PBDE 1000 PPM 

Cd 100 PPM 

依照中国《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 第 39 号)，现标明此产品中可能含
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与含量。 

 环保使用期限 

本产品环保使用期限请参照贴在机器上的规格标签上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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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产品保修 

本产品具有质量保证，若产品在保修期内发生故障，卖家可根据故障发生的具体情况
决定提供换机或者免费维修，但不包括因不正常安装、操作、使用、维护或者人力不
可抗拒之因素( 如战争、火灾、天灾等)造成的损坏。本保证亦排除所有意外损失及意
外后相继发生的任何损失。 

产品在保修期外的任何损坏，卖家都不负责免费维修，但可提供有偿服务。当产品故
障需要报修时，请致电产品的直接供货商，或者拨打卖家服务电话。 

警示： 

使用该产品前，需要确认是否适合安装地的自然及电力环境和负载特性，并且
一定要按照用户手册要求的方法去安装和使用，卖家对特定的应用不另行做任
何规范或保证。 

JUYEN.TSENG
文字方塊
No. 353413901011版本 : V 10.11手册日期 : 2013_02_22





产
品

保
证

书 机
身
编
号
:

合
同
编
号
:

品
　
　
名
:

购
入
日
期
:

年
　
　
月
　
　
日

用
户
单
位

地
　
　
址

电
　
　
话

经
 销

 商

电
　
　
话

承
 办

 人

联
络
人

邮
　
编 盖 章

中
达

电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电
话

40
0-

82
0-

95
95

传
真

(0
21

)5
86

30
00

3

N
O

.

回
执

联
 <

如
需

留
底

,请
自

行
影

印
>



产
品

保
证

书

寄
: 中

达
电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U

PS
部

　
收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民
夏

路
238

号

　
　

　
　

　
　

　
　

 邮
政

编
码

:201209

请
　
 贴

邮
　
 票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