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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ewPower Pro 概观 

1.1. 介绍 

ViewPower Pro 是一套先进的 UPS 管理软件，兼顾家庭和企业用途。藉此，无论是局

域网、互联网、或基于 RS485 的网络，用户可以通过网络环境来监控和管理一个甚至

多个的 UPS。本软件还提供集成的关机精灵，不仅在停电时可以防止丢失数据并安全

地关闭系统，亦可存储编程数据而规划 UPS 的定时关机。另外，用户可将所有 UPS 的

工作数据和事件记录保存在本地数据库系统中。 

 

1.2. 结构 

ViewPower Pro 包括：监控服务，WEB 服务和托盘服务。 

 监控服务: 这是 ViewPower Pro 的软件核心。此服务能够自动找出在网络串的

UPS，存储的 UPS 的工作数据和事件信息。还能与 UPS 进行通信，记录事件，通

知用户事件，并根据用户的要求来执行命令。 

 WEB 服务：它能为本地或远程用户提供 HTTP 或 HTTPS 服务。藉此，用户通过

浏览器 (如 IE 和 Firefox 浏览器)，可以管理和监控 UPS 的实时状态和信息，并

能修改 UPS 设置参数。  

 托盘服务：这是 ViewPower Pro 软件的管理工具。它包括启动监控、停止监控、



和 SNMP 管理等。 

1.3. 特性 

 可通过 SNMP 或 Modbus 网络来集中控制和监控高达 1000 台 UPS。 

 提供 WEB 服务，允许通过 Intranet 或 Internet 進行远程监控服务。  

 通過文本和图形视图，用戶可快速概览 UPS 的监控信息。 

 简单的图片拖放，用户即可自定义的背景图片。 

 UPS 的开/关机、电池测试、和局域网唤醒程序均可以通過排程方式來實施。 

2. ViewPower Pro 安装和卸载 

2.1. 系统要求 

 1 GB physical memory at least (2 GB is recommended) 

 2 GB hard disk space at least 

 1 GB 的实体内存（建议 2 GB） 

 至少的 2 GB 硬盘空间 

 需要管理员权限 

 建议使用超过 16 位色和 800× 600 或以上分辨率的显示器 

 如需透过网络进行管理，必须安装 TCP / IP 协议 

 一个可用的通信端口（RS232 串口或 USB 端口） 

 软件支持的平台如下： 

 Windows 2000 

 Windows XP/2003/Vista/2008 (32-bit & x64-bit) 

 Windows 7 (32-bit & x64-bit) 

 Windows SBS 2011 

 Linux RedHat 8, 9 

 Linux RedHat Enterprise AS3, AS5, AS6 (32-bit) 

 Linux RedHat Enterprise AS6 (64-bit) 

 Linux RedHat Enterprise 5.2 (32-bit & 64-bit) 

 Linux SUSE 10 (32-bit & 64-bit) 

 Linux Cent OS 5.4 (32-bit) 

 Linux Ubuntu 8.X, 9.X, 10.X (32-bit) 



 Linux Ubuntu 10.X (64-bit) 

 Linux Ubuntu 12.04 (32-bit & 64-bit) 

 Linux Fedora 5 

 Linux OpenSUSE 11.2 (32-bit & 64-bit) 

 Linux Debian 5.x, 6.x (32-bit) 

 Linux Debian 6.x (64-bit) 

 Mac OS 10.6 (x64-bit) 

 Mac OS 10.7 (x64-bit) 

 Solaris 10 for x86 (32-bit) 

2.2. 软件安装 

Step 1   将软件光盘插入 CD-ROM。安装菜单将自动显示，或者你可以执行在 CD

目录下的 autorun.exe 来启动安装程序。请参阅图 2-1。 

 

图 2-1 

Step 2   屏幕上会显示如以下图 2-2 的画面。然后，单击“ViewPower Pro”按钮，

开始安装。 

 

图 2-2 

Step 3  如上单击而开始安装后，屏幕会显示安装过程。参见图 2-3。 



 

图 2-3 

Step 4   如图 2-4 中，选择您想要的语言，然后单击“OK (确定)”。 

 

图 2-4 

Step 5   如图 2-5 中，点击“Next (下一步)”继续到下一个画面。 



 

图 2-5 

Step 6  单击“Choose (选择)”按钮来更改默认文件夹。选择安装文件夹后，点击

“Next (下一步)”按钮。请参考下图 2-6。 

 

图 2-6 

Step 7  选择快捷文件夹，并单击“Next (下一步)”按钮。请参考下图 2-7。 



 

图 2-7 

Step 8  屏幕上会显示软件安装前的摘要。点击“Install (安装)”按钮来开始安装，

如图 2-8。 

 

图 2-8 

Step 9  点击“Done (完成)”按钮来确认安装完成。参见图 2-9。 



 

图 2-9 

注：请先卸载本软件的旧版，然后，再安装新版本。 

如果安装 ViewPower Pro 安装过程中检测到旧版，屏幕会出现信息并提醒用户先卸载

旧版本。参见图 2-10。 

 

图 2-10 

2.3. 软件卸载 

请选择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ViewPower Pro>> 



Uninstall(卸载)。然后，按照屏幕上的指令，卸载本软件。在卸载软件之前，用户必须

首先停止所有软件程序，然后以“Administrator(管理员)”身份登录才行！否则，将

无法完全卸载本软件。 

3. 服务托盘应用程序 

安装程序会在桌面上放置一个快捷图标，只需单击这个快捷图标，就能启动本软件。本

软件启动的同时，会在任务栏上显示一个橙色的插头图标。如要开启 GUI，只需双击此

插头图标，或者右击此图标后选择“Open Monitor (打开监视器)”即行。请参考下图。  

或者，您可通过“开始”菜单来启动，方法是点击 Start(开始) >> All Programs (所

有程序) >> ViewPower Pro>> ViewPower Pro。 

快捷图标              ViewPower Pro 图标 

3.1. 开始监控 

如果将本软件安装成服务应用程序的话，本软件会在完成安装后自动启动。这时，用户

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来远程监控 UPS，即使用户未登录操作系统。  

如果服务应用程序未能注册成功的话，在启动服务托盘服务时，它会自动启动监控应用

程序。如果此程序未能启动或因用户以手动方式取消的话，只需点击“Start Monitor (开

始监控) ”便能激活此程序。  

“开始监控”程序会检查监控应用程序是否已注册为服务应用程序。如果注册成功的话，

该软件将启动而进入服务模式。如果没有的话，此软件将被激活而进入监测模式。从托

盘图标，用户可以识别的应用模式如下： 

 监控应用程序没有被激活成功：  

 监控应用程序被激活而进入服务模式：  



 监控应用程序被激活而进入应用程序模式：  

3.2. 停止监控 

点击“Stop Monitor (停止监控)”，便可停止监控应用程序。 

3.3.  SNMP 管理器 

SNMP 管理器是 ViewPower Pro 的一个插件式实用程序，可搜索和操作在局域网中的

所有 SNMP 设备。  

点击“SNMP Manager (SNMP 管理器)”，便可开启 SNMP 管理工具。 

如下图所标示，此管理器可以分成有四个部分: 

 

图 3-1 

A. 功能菜单提供工具集，用于设置 SNMP 设备。 

B. SNMP 设备清单列出所有 SNMP 设备的 IP 地址。  

C. 配置区域包括 IP 设置、在线升级、密码管理，和静态 Trap 地址。 

D. 输出窗口显示所有操作讯息。 

3.3.1.  SNMP 设备列表 

窗口中列表的默认值将是当前的 PC 的 IP 地址。第一次启用 SNMP 管理器時，如果当

前的 PC 的 IP 地址是“192.168.102.10”的話，列表中会显示“192.168.102”。  

扫描 

您可以输入特定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Scan(扫描)”按钮进行搜索。 



添加 

点击“Add(添加)”按钮，会弹出一个窗口，要求输入指定的 IP 地址。然后，点击“Apply 

(应用)”按钮，便可添加此 IP 地址（子网）。参见图 3-2。 

 

图 3-2 

删除  

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 IP 地址后，点击“Del (删除)”按钮来删除它。 

SNMP 状态 

从 IP 列表中选择一个 IP 后，便会以 0 或 1 来显示 SNMP 的状态。如果有选定的 SNMP

卡内有内置程序，则状态显示为“1”。如果不是，则显示 0。如果没有 IP 地址被选选，

则默认显示“---”。参见图 3-3。 



 

图 3-3 

重置 

如果需要重新启动设备的 IP 地址，请选择“SNMP reset enable (SNMP 重置启用)” 

核取方块，并单击“Reset (重置)”按钮。然后，如果完成登录，您便可以重新启动设

备。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 1: 从列表中选择需要重新启动的 IP 地址。如此一来，“SNMP 复位启用”将成为

可选状态。参见图 3-4。 

 

图 3-4 

步骤 2:  单击 “SNMP reset enable (SNMP 重置启用)”核取方块。如此一来， 

“Reset (重置)”按钮将成为可点击的状态。参见图 3-5。 



 

图 3-5 

步骤 3:  点击“Reset (重置)”按钮，屏幕上会弹出一个消息来确认此操作。参见图

3-6。 

 

图 3-6 

步骤 4:  如果选择“Yes (是)”，则会要求用户先登录。如果选择“No (否)”，便会停

止此操作。参见图 3-7。 



 

图 3-7 

步骤 5:  输入正确的密码，点击“Login (登录)”按钮。目标设备将重新启动。 

注：重新启动前如果改变当前设备的 MAC 地址並運用 DHCP（自动获取 IP 地址）的

話，用戶需要以手动方式点击“Scan (扫描)”按钮进行扫描。 

使用系统时间 

如果选择“Use system time (使用系统时间)”时，SNMP 卡将适用于 PC 的系统时间。

参见图 3-8。 

 

图 3-8 

3.3.2.  功能菜单 

3.3.2.1. 系统 



3.3.2.1.1 登录 

远程访问 SNMP 设备时，必须验证 ID。默认密码为“12345678”。  

步骤 1: 选择 System (系统)>> Login (登录) 

步骤 2: 输入默认密码，然后单击“Login (登录)”按钮。或单击“Cancel (取消)”

来取消登录。参见图 3-9。 

 

图 3-9 

Logout (注销) 

清除目前所有保存的密码。 

Quit (退出) 

选择“Quit (退出)”来退出 SNMP 管理器。 

3.3.2.2 设置 

基本信息 

用户可以手动方式输入 SNMP 卡的基本信息，如 UPS 的姓名、地址、和注意事项。参

见图 3-10。 



 

图 3-10 

IP 设置 

 

图 3-11 

A 部分：有两种方法获得 IP 地址。请参阅图 3-11 A 部分。 

 Automatically obtain IP address (自动获得 IP 地址) (DHCP)  

这将允许系统自动获得 IP 地址。如果在局域网中没有提供这种服务，默认 IP 地址

将为“192.168.102.230”，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默认网关为

“0.0.0.0”。只需点击“Apply (应用)”按钮，便可使在此的更改生效。  



 Use a static IP address (使用静态 IP 地址) 

这将允许用户输入 SNMP 设备的静态 IP 地址。输入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

址后，只需点击“Apply (应用)”按钮，便可应用在此的更改。 

B 部分：在此可输入 DNS，然后点击“Apply (应用)”按钮即行。请参阅图 3-11 的

B 部分。 

在线升级 

 

图 1-12 

在线升级的方法有三种： 

 Upgrade the selected devices (升级所选设备)：将升级在 IP 列表中列出的所

有 SNMP 设备。 

 Upgrade all un-upgraded devices (升级所有未升级的设备)：它只会升级尚未

使用最新版本的 SNMP 设备。  

 Force to upgrade all devices (强制升级所有设备)：无论是使用旧版或新版，

将 IP 列表中列出的 SNMP 设备升级到最新版本。参见图 3-12。 

步骤 1:  点击“Browse (浏览)”按钮，选择程序文件。参见图 3-13。 



 

图 3-13 

步骤 2: 点击“Upgrade (升级)”按钮来执行升级操作。参见图 3-14。 

 

图 3-14 

步骤 3: 当升级完成后，您可以通过在输出窗口的消息来确认完成。参见图 3-15。 



 

图 3-15 

注：升级的过程中如果发生异常情况，系统会自动重新启动升级操作。如果此中断状况

发生 5 次，系统会自动停止此操作。这时，请检查网络运作是否良好。  

系统管理 

 

图 3-16 

A 部分：您可以对部分选定或所有设备进行 SNMP 协议版本的设置。一切只需在此部

分选择 SNMP 协议版本即行。默认设置为 V2。如果选择 V3，则需另外设置加密功能。

先选择要应用此设置的设备。 

 Select device (选择设备)：对在设备列表中选定的 SNMP 设备进行 SNMP 协

议版本的设置。 



 Select all(全部选择)：对设备列表中的所有 SNMP 设备进行 SNMP 协议版本的

设置。 

然后，点击“Apply (应用)”按钮，即可完成版本设置。 

B 部分：为，您可以单为一台 SNMP 设备修改密码，也可修改所有 SNMP 设备的密码。

请输入原始密码，输入新密码，重新输入新密码即行。首先，选择应用此设置的设备。 

 Select device(选择设备)：从设备列表中选定 SNMP 设备来更改密码。 

 Select all (全部选择)：选择在窗口列表中所有的 SNMP 设备进行密码更改。 

然后，点击“Apply (应用)”按钮，即可更改密码。  

注：密码长度为 8〜15 个字。如果在此的变更是适用于所有的 SNMP 设备，所有的

SNMP 设备的密码将会是一致的。 

静态 Trap 地址 

在 SNMP 管理器中，您可以配置两个静态 Trap 地址，并更改 Trap 端口。默认的 Trap

端口是 162。参见图 3-17。 

 

图 3-17 

注：利用本软件，您可使 SNMP 设备发送 Trap 讯息到 2 个静态 Trap 地址和 8 个动态

Trap 地址。默认上，装有本软件的主机将会被设置成一个动态 Trap 地址。如果 SNMP

卡和主机之间的通信不良的情形超过 10 分钟，Trap 讯息发送程序便会停止。 

3.3.2.3 语言 

SNMP 管理器提供了 12 种语言的版本： 

 中文（简体） 



 中文（繁体） 

 英文 

 德文 

 意大利文 

 波兰文 

 葡萄牙文 

 俄文 

 西班牙文 

 土耳其文 

 乌克兰文 

 法文 

 

默认语言设置为“英语”。 



3.4. 配置 

 

图 3-18 

3.4.1. Https/Http 

Communication protocol (通讯协议)：如果选择 HTTPS，便可由托盘菜单选择

“HTTPS”选项。如果 HTTPS 通信端口是固定成“18443”，则不允许使用“port 

modification (端口修改)”。同时，监控画面的 URL 将成为： 

https://xxx.xxx.xxx.xxx:18443/ViewPowerPro 

如果选择 HTTP，“HTTPS”选项将变成不可选，而访问和” port modification(端口

修改)”将变成可以选择。（请参阅图 3-18 的 A 部分）。 



3.4.2. 端口修改 

如果发生端口冲突，您可以修改端口的值。端口的默认设置如下表所列（请参阅图 3-18

中的 B 部分）： 

 Web 服务端口： 15178 

 Web 服务关闭端口： 8005 

 AJP 端口： 8009 

端口值可修改成 0 到 65536 之间的任何数字。如果选择的值已经被占用，系统会提醒

用户重新输入另一个值。 

注 1：除非发生端口冲突，请不要修改端口值。修改端口会改变远程监控网站的运

行方式。例如，如果改变 Web 服务端口成 15177，那么远程监控网站需变更为：

http://xxx.xxx.xxx.xxx:15177/ViewPowerPro 

注 2：为了避免可能的端口冲突，请不要输入小于 4 位数的值。 

3.4.3. ViewPower Pro 的启动和退出的设置 

有关 ViewPower Pro 在启动和退出上的详细配置内容，请参考图 3-18 的 C 部分： 

 Server startup type (服务器的启动类型) ：如果选择“Auto (自动)”的话，

该软件会在 PC 启动时自动开启。如果选择的是 “Manually (手动)”的话，用

户必须以手动方式来启动 ViewPower Pro 软件。  

 Exit to stop monitoring (退出并停止监控)：如果选此项的话，退出此软件

时，会停止包括监控服务的所有功能。如果未选此项的话，即使退出软件，监

控服务仍会在后端持续运行。  

3.4.4. 软件升级 

有关在线升级的详细配置，请参考图 3-18 中 D 部分： 

 Specify the URL for update files (指定更新文件的 URL)：这用来指定在线

更新软件的目录。除非软件供应商另有指示，请不要更改本项。 

 Save files to (保存文件至)：指定用来保存文件的目录。 

 Online auto-update(在线自动更新)：如果选择本项的话，每隔 1 小时会自

动检查是否有新版本在线推出。 

 如果有采用在线升级，请按照下面进行配置：  

http://xxx.xxx.xxx.xxx:15177/ViewPowerPro


1. 选择“Apply the proxy configuration (应用代理配置)”; 

2. 输入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 

3. 如果需要 ID 识别的话，选择“Enable authentication (启用身份验

证)”，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Connection test (连接测试)：点击此按钮来测试所有的配置是否设置正确。 

3.4.5. 配置的保存 

点击“Apply (应用)”按钮来保存所有在此配置页进行的变更。点击“Cancel (取消)”

来放弃在此页的变更内容。 

3.5. Https 

HTTPS 部分包括“Certificate Generation (证书生成)”和 “Import Certificate (导

入证书)”。 

 Certificate Generation (证书生成)：根据用户的信息输入而自动生成一个数

字证书。请参见图 3-19： 

 

图 3-19 

注 1：请在“First and last name”栏输入互联网域名和 IP 地址。 

注 2：密码应至少要有 6 个字符的长度。 

 Import Certificate (导入证书)：可从第三方导入 HTTPS 证书。支持 JKS 和



PCKS12 证书。参见图 3-20。 

 

图 3-20 

3.6. 3.4. 软件更新 

软件升级的方式有在线更新和手动更新： 

 在线更新： 

点击“Online Update (在线更新)”，便可搜索软件的最新版本。如果有新的

版本的话，会自动下载并更新。请参考图 3-21： 

 

图 3-21 

 手动更新: 

用户可以采手动方式来更新软件，方法如下： 

1．在功能菜单中点击“Manually Update (手动更新)”。请参见图 3-22。 



 

图 3-22 

2．点击“Browse (浏览)”来选择文件目录。然后单击“Upgrade (升级)”

来升级软件。请参见图 3-23。 

 

图 3-23 

3.7.打开监视器 

如要开启显示器页面，请点击“Open Monitor (打开监视器)”项。 

3.8. 退出 

单击“Exit (退出)”，便可选出服务应用程序。 



4. ViewPower Pro GUI 

ViewPower Pro 的 GUI 包括：功能菜单、快捷键、登录部和主画面。请参考图 4-1： 

图 4-1 

A . 功能菜单 

提供了完整的工具集，用于 GUI 的导航和设置。 

B . 登录部 

显示当前登录用户的用户类型。 

C . 快捷键 

  集中监控。 

  密码、组域、UPS 设置、短信、电子邮件、负载配置、事件动作、日志设

置、EMD 管理、Modbus 通信配置。 

  开/关排程、定期电池自检、和网络唤醒设置排程。 

  事件日志，事件统计数据，图表，和 EMD 日志。 

  刷新。 

D. 主画面 

根据用户选择的功能菜单或快捷菜单，显示相关的信息和/或控件。 

5. ViewPower Pro 菜单 

5.8. 组态 



5.8.1. 密码配置 

唯有管理员才能进行本软件的密码配置。在操作和配置本软件之前，请先登录并修改密

码。第一次登录时的默认密码为“administrator”。 非以管理员身份登录的用户只

能以 Guest (来宾) 模式来浏览 UPS 的状态和相关信息。Guest 用户无法控制或执行

任何设置。  

Step 1  选择 Configuration (组态)>>Password (密码)。参见图 5-1。 

 

图 5-1 

Step 2  输入旧密码，新密码，并在确认密码栏中重新输入新密码，藉此来修改管理

员密码 （密码应至少有 6 位数字）。然后，点击“Apply (应用)”按钮，便可完成管

理员密码的修改。 

注 1：如要登录软件，点击右上角“Login (登录)”按钮即行。  

注 2：如果遗忘密码，必须重新安装软件。 



5.8.2. 组域 

选择 Configuration (组态) >> group area (组域)，用户可以将监控中的 UPS 分成

不同的组别，以获得最佳的管理效果。  ViewPower Pro 有一个默认的组名为

“Unassigned (未分配)”。本软件在检测到 UPS 时，会自动把此 UPS 分配到此“未

分配”组中。用户不仅能够在这里创建和自设不同组别，也可在“UPS setting (UPS

设置)”画面中进行分组。参见图 5-2。 

 

图 5-2 

A 部分  组列表：显示各组的相关信息; 

B 部分  组编辑：添加/删除，设置和修改各组; 

 Background image (背景图像)：点击“Customize (自定义)”按钮，将偏好

的图像导入到本软件中作为背景图形。或者，用户可直接点击“Select (选择)”

按钮，从默认的图像数据库中选择偏好的图像。 

 Add group (添加新组)：在 B 部分中将新组别加入组列表。点击“Add (添加)”

按钮来添加。 

 Modify group (组的内容变更)：从 A 部分的列表中选择要进行修改的组，而该组

的目前的设置内容会显示在 B 部分。输入新的数据后，直接点击“Modify (修改)”

按钮，便可更新设置。  

 Delete group (删除组)：从 A 部分的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的组，然后点击“删除”

按钮来删除。 

注 1：默认组只能修改，不允许加以删除。 



注 2：“Add (添加)”按钮将被禁用时，先执行“Clear (清除)”操作。 

C 部分  Maximum numbers for a device group (设备组的最大显示数)：可设置各

组显示的数目。 

5.8.3. UPS 设置 

选择 Configuration>> UPS setting (UPS 设置)。用户存此对监控中的 UPS 的组别

进行分配或重新分配。本软件检测到一个新的 UPS 时，会自动把该 UPS 加入到默认组  

“Unassigned (未分配)”。参见图 5-3：  

 

图 5-3 

 Query (查询) 

通过点击相对应的栏标签，用户可以根据组域、端口、UPS 名称来查询信息。 

 Modify (修改) 

从列表中选择需要修改的 UPS，然后点击“修改”按钮进行修改。画面中会弹出该

UPS 的信息板，用户可依此分配或重新分配的 UPS 组区域。另外，也可以输入 UPS

这里的位置和名称，以供内部参考。点击“应用”按钮，保存所有的更改。参见图

5-4： 



 

图 5-4 

 Delete (删除) 

选择 UPS，单击“删除”按钮，便可将其从列表中删除。 

5.8.4. SMS 

本功能是用来建立一套短信收信人列表。在指定有需要报警的情况发生时，UPS 状态

的有关消息将被发送到列表中指定的用户通过手机。事件列表中，请在“Event Action 

(事件操作)”页（请参阅第 5-8-7 节）中进行配置。 

1. 选择 Configuration >> SMS。参见图 5-5: 

 

图 5-5 

2. 选择通信端口和波特率。 

3. 在 Receivers List (收信人列表)中的“Phone no. (电话号码) ” 栏中输入



手机号码。点击“Add (添加)”按钮来添加电话号码。如要删除号码，只需在

Receivers List (收信人列表)中选择电话号码，然后点击“Delete (删除)”

即行。 

4. 点击“Apply (应用)”按钮，保存所有的更改。“Test (测试)”按钮可以用

来发送测试短信，藉以确认设置是否正确。如果所有参数都设置正确，系统会

发送一则测试邮件给所有的收信人，并弹出一个成功的消息。如果不成功，则

会弹出一个失败的对话框，表示参数设置有错。 

注：如果需要发送短信到手机，则需安装 GSM 调制解调器。 

5.8.5. 电子邮件 

利用此配置功能，可通过 SMTP 服务器来发送报警邮件。有关事件收信人列表，请在

“Event Action (事件操作)”頁中进行配置（参见 5.8.7 节）。要使用此功能，必须正

确配置在计算机中的电子邮件服务。此功能页面中的所有值都默认为空。在没有配置好

SMTP 信息、电子邮件帐户和密码之前，相关动作无法执行，。此外，发件人帐户应该

允许 SMTP/POP3 转发。 

选择 Configuration >> E-mail (电子邮件)。参见图 5-6。 

 

图 5-6 

1. 输入 SMTP 服务器、SMTP 端口、E-mail 发送地址、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

验证核取方块，启动密码验证功能。如果使用的邮箱系统是 Exchange Server，

则需在 SMTP 服务器中配置 Exchange 服务器的域名，并选择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服务器)”。然后，点击“Apply (应用)”按钮才行。 



2. 在 E-mail (电子邮件) 栏中输入正确的电子邮件帐户后，单击“Add (添加)”

而将输入的账户加入收信人列表。要删除电子邮件帐户，只需从收信人列表中选择

该账户，点击“Delete 删除”按钮即行。 

3. 点击“Apply (应用)”来保存所有更改。在此，可利用“Test (测试)”按钮来

发送一则测试用电子邮件给所有收信人，确认配置是否正确。测试中，如成功发送

电子邮件给指定的收信人，屏幕会弹出测试成功的信息；不成功，则会弹出失败的

对话框，显示参数设置有错误。 

5.8.6. 负载配置 

利用负载配置功能，用户可以通过 Intranet 或 Internet 来远程管理其他计算机。用户

可以设置远程计算机的关闭电源的选项、MAC 地址、执行文件的操作、是否接受 UPS

关机排程、负载关机等待时间等。此外，也可以用一台计算机来与多具 UPS 进行通信。

当监控中的UPS发生事件时，本软件可以通过与该UPS通信的计算机来配置如何反应。  

1. 选择 Configuration>>load configuration (负载配置)。参见图 5-7: 

 

图 5-7 

2. Add (添加)：点击“ADD (添加)”按钮，添加（一台计算机）的负载信息。

参见图 5-8： 



 

图 5-8 

 输入此计算机的 IP 地址。然后，输入此计算机的 MAC 地址。联机良好时，用

户还可以通过点击“Auto match (自动配对)”按钮来取得 MAC 地址。  

 关闭电源选项：从以下选择关闭系统电源关闭的方法。  

 Shutdown (关机)：点击而勾选在此的核取方块的话，系统将关闭。默认

设置为勾选。 

 Go to sleep (进入休眠)：点击而勾选在此的核取方块的话，，选择的系统

将会暂停，而不是正常关机。但是，此功能仅支持 Windows 2000 或更

高的硬件。 

 On shutdown execute file (关机时执行文件)：输入执行文件的路径。 

 Waiting time for load shutdown (负载关机等待时间)：如果选择

“Accepts scheduled UPS shutdown (接受 UPS 关机排程)”的话，输入

关闭 UPS 之前的负载关机等待时间。  

 Selected UPS (选择 UPS)：在此选择的 UPS 系统会在选定的 PC 关机时

执行关机操作。 

点击“Apply (应用)”按钮，保存所有的更改。  

3. Modify (修改)：从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对象，点击“Modify (修改)”按钮，

修改配置。用户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此信息。  

4. 导出：用户可以点击“导出”按钮，导出 PDF 格式的负载设置表。 

5.8.7. 事件操作 



在此，用户可设置事件发生后的操作。选择 Configuration >> Event action(事件操

作)，请参考图 5-9： 

 

图 5-9 

A 部分：列出所有检测到的 UPS。系统默认是所有 UPS。 

B 部分：UPS 事件列表。 

C 部分：事件操作编辑器。 

从 A 部分选择 UPS，并从 B 部分选择事件。在选择事件时，必须在 C 部分设置至

少一个操作反应。然后，点击“Apply (应用)”按钮来保存在此的设置。 

本软件对于 UPS 事件提供了 7 种的反应操作。  

 Wake on LAN (网络唤醒)：此为通过网络讯息来远程唤醒计算机的一项技术。远

程 PC 需要有 ATX 电源和硬件支持，才能实现这个功能。点击这个核取方块，当

事件发生时，本软件唤醒 PC。 

 Execute file (执行文件)：当事件发生时，本软件会要求连接中的计算机执行文件。 

 Event record (事件记录)：在事件发生后，本软件会将事件记录于数据檔。 

 Audible alarm (声响报警)：当事件发生时，本软件会播放在此所选的媒体文件。

如果用户想使用自定义的声音，必须先点击“Customize (自定义)”按钮而将所

要的媒体文件导入到本软件中。然后通过点击“Select (选择)”按钮，选择该导

入的媒体文件。. 



 Load shutdown (负载关断)：当事件发生时，本软件会通知在远程 PC 上的关机

向导进行计算机关闭。  

 Warning dialog (警告对话框)（本地）：事件发生后，本软件会弹出一个信息对

话框来警告用户。 

 SMS：事件发生后，将事件信息发送到指定的手机号码。 

 E-mail (电子邮箱)：事件发生后，将事件通过电子邮件来发送至指定的收信人。

并且，用户可以编辑电子邮件的内容。 

 UPS shutdown (UPS 关机)：当事件发生时，本软件会关闭 UPS。 

注 1：在编辑短信或电子邮件的收信人列表时，必须刷新事件操作页来重新加载此一更

新过后的收信人列表。 

注 2：根据 UPS 的不同类型，事件列表内容会有所不同。 

5.8.8. 日志设置 

 Refresh frequency (刷新频率)： “Refresh frequency”的设定范围为 2〜600

秒。在此的设置会影响到本软件画面中需要刷新的显示数据。 

 Record interval (记录间隔)：用户在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Record 

Interval (记录间隔)”、“The max. Numbers of logs for historical data (最

大数据记录数) ”和“Numbers of logs for historical events (最大事件记录

数)”。  

“Record Interval (记录间隔)”的设置范围是 30〜600 秒。在此所做的更改会反映

在 View >> History >>Data 的显示内容。 

1. 选择 Configuration>>Log setting (日志配置)。参见图 5-10: 

 



图 5-10 

2. 输入时间间隔，然后点击 “Apply (应用)”按钮来保存所有设置。 

3. 点击“Default (默认值)”按钮，恢复默认设置。 

5.8.9. EMD 管理员 

EMD 管理员用来管理环境监测设备。用户可以定义事件，并设置每个事件的文本讯息。

还可以对设备的温度、湿度和烟雾设置警告点。  

 Dry contact event (干接点或环境监控事件)：用户可以自定义事件和事件级

别。事件成功添加后，用户可以对该事件进行配置并设置报警。参见图 5-11。 

 

图 5-11 

 Text Message (短信)：干接点事件的描述。 

 Default dry Contact (默认干接点)：定义要发送事件讯息的干接点事件。

在此有五个选项：无、1、2、3 和 4。如果选择 1 至 4 的任何值，检测到定义

的环境监测装置（EMD）事件时，便会发送相对应的事件讯息。如果选择”无”，

意味着此事件被定义为特殊事件。然后，用户可以指定特定的环境监测设备

（EMD）来收到此事件讯息。请参阅下节“Dry contact configuration (干

接点配置)”有关如何设置特殊事件。  

 Dry contact configuration (干接点配置)：用户可对特定的环境监测设备

（EMD），以编号方式来定义特殊干接点事件。如果上述特定设备检测到任何

定义的干接点事件时，就会通过本软件发出报警短信。参见图 5-12。 



 

图 5-12 

 Alarm Settings (报警设置)：设置温度和湿度的报警范围。如果检测到的数

字超出设定值范围时，会发出报警短信。参见图 5-13。 

 

图 5-13 

5.8.10. ModBus 通讯设置 

这将能显示所有通过 Modbus 而连接中的 PC。 

步骤 1 选择 Configuration>> ModBus Communication Setting ( ModBus 通

讯设置)。参见图 5-14。 



 

图 5-14 

步骤 2: 通信端口设置： 

 指定的通信端口的默认 ID 为 0。 

 可选择的波特率为 1200、2400、4800、9600 和 19200。默认设置为

19200。 

 可选的数据位是 7 和 8。默认设置为 8。 

 可选择的停止位是 1 和 2。默认设置为 1。 

 支持校验方式是 ODD (奇) 校验、EVEN (偶) 校验和 NONE (无)。默认

设置为 NONE。  

注：此功能仅适用于具 Modbus 通讯端口的 UPS。 

5.9. 排程 

5.9.1. 开/关排程 

UPS 开/关排程可以安排单次、每天或每周执行。用户可以选择 UPS 并设置时间参数。

建议同一时间只设置一个动作。如果在同一时间设有多个操作的话，其中一些动作可能

被忽略。UPS 不支持的动作会直接被忽略。  

步骤1 选择 “Schedule (排程)” >> Scheduled on/off (开/关排程)。参见图 5-15。 



 

图 5-15 

步骤2 在右半页中设置执行的次数频率和开启/关闭的排程时间。  

注：设定时间时，请注意以下规则。  

Once(单次) - 断电时间应该比开机时间更早。  

Daily schedule (每日排程) - 关机时间应早于开启时间。开机和关机时间应

设置在同一天。  

Weekly schedule (每周排程) - 关机时间应早于开启时间。开机和关机的时

间应设置在同一个星期。  

步骤3 单击“Add (添加)”来添加任务。如果任务设置成功，它将显示在左侧的任务

表上。选择特定的任务并单击“Delete (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该任务。 

注 1：如果同一时间有多个相同的排程，则仅执行其中之一。 

注 2：如果接受开/关排程的 UPS 有连接负载，则可进一步设置负载关机提醒功能。 

5.9.2. 电池自检排程 

电池自检可以安排单次、每天、每周，或每月执行。用户可以选择各项时间参数。建议

在同一时间只设置一个动作。如果多个操作已被设置在同一时间，其中一些动作可能被

忽略。UPS 不支持的动作将直接被忽略。 

选 择  Control >> Battery Self-Test ( 电 池 自 检 ) 。 参 见 图  5-16 。 



 

图 5-16 

1. 选择执行方法和时间参数。自检的方法有三种：  

 10-second self-test (10 秒自测)：电池将放电 10 秒。  

 Self-test (自检)：用户可以设置电池自检的放电时间。  

 Deep test (深度测试)：此测试将让电池放电，直到电池电量不足为止。 

2. 单击“Add (添加)”来添加任务。如果任务设置成功，它将显示在左侧的任务

表上。选择特定的任务并单击“Delete (删除)”按钮，即可删除该任务。 

5.9.3. 网络唤醒 

此功能支持单次、每天、每周的网络唤醒排程，执行对象可以是一台或多台个计算机。 

1. 选择 Schedule >> Wake on LAN schedule (网络唤醒排程)，参见图 

5-17: 

 



图 5-17 

2. 选择 IP、周期、日期和时间，然后点击“Add (添加)”按钮来添加排程。 

3. 从时间表列表中选择一个排程，然后单击“删除”以删除排程。 

5.10. 检视 

5.10.1. 集中监控 

在此提供文字视图和图形视图的两种检视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点击“Text view (文字

视图)”按钮和“Graphic view (图形视图)”按钮来交换检视模式。 

 Text view (文字视图)：每台 UPS 以面板形式来显示，面板上会出现 UPS 的工

作状态和数据。如有多具 UPS 时，会显示多面的面板。参见图 5-18： 

 

图 5-18 

 List view (列表视图)：以工作表形式来显示 UPS 的运行数据和状态。请参阅

5-19。 



 

图 5-19 

 Graphic view (图形视图)：每台 UPS 显示为一个简单的图标。背景图片的图标

显示其状态。为了避免任何错误，本视图也支持安全功能。只有当用户类型是管理员，

才能“解锁”这些图标。解锁后，管理员可以自由拖放图标到任何位置。默认设置是

“锁定”状态。请参阅图 5-20-a 和图 5-20-b。 

 

图 5-20-a 

 



 

图 5-20-b 

 UPS detail information (UPS 的详细信息)：在文本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双击

各 UPS 面板来进入个别的 UPS 监控界面。在图形视图模式下，用户可以双击各 UPS

图标，藉此进入个别的 UPS 监控界面。参见图 5-21：  

 

图 5-21 

5.10.1.1. 状态 

5.10.1.1.1. 功率流 

选择 Status >> Power Flow (功率流)。参见图 5-22。在 Power Flow (功率流)



窗口中，显示的是 UPS 的内部动态工作流程。  

 

图 5-22 

绿色/黑色流意味着正常运行中。灰色条表示该对象存在，但尚未被使用。有 4 个信息

块分别显示输入、输出、UPS、和电池的详细信息。 

 输入信息包括输入电压和输入频率。  

 输出信息包括输出电压、输出频率、负载水平和输出电流。  

 UPS 信息包括 UPS 的模式和 UPS 温度。  

 电池信息包括电池电压、电池容量和剩余的备份时间。 

5.10.1.1.2. UPS 信息 

选择 Status >> UPS Info (UPS 信息)。参见图 5-23。  

在的 UPS 信息窗口中，显示的是 UPS 的实时详细信息，其中包括输入、输出、UPS

和电池信息，分别以文字和柱形图来表示。 



 

图 5-23 

5.10.1.1.3. 图表 

选择 View >> Status >> Diagram (图表)。参见图 5-24。 

在 Diagram (图表) 窗口上，图表显示的是实时监控的 UPS 数据，其中包含：电压、

频率、负载、电池的温度等之信息。 

 

图 5-24 

5.10.1.1.4. 环境信息 



在此环境信息窗口中，显示当前的温度和湿度。 

选择 Status >>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环境信息)。参见图 5-25。 

 

图 5-25 

注：本信息功能仅在 SNMP 卡与环境监测设备（EMD）连接时有效。 

5.10.1.2. 基本信息 

在此的内容包括 UPS 的基本信息、电池信息、购买信息、额定信息。参见图 5-26。 

 

图 5-26 



5.10.1.3. 参数设置 

有些 UPS 的功能，可以通过本软件来设置和更改。参数设置包括：P1 的备份时间设置、

电池数设置、旁路模式的电压和频率范围设置、和 ECO 模式的电压范围设置。 

 

图 5-27 

注：不同的 UPS 可以设置的参数可能会有所不同。 

1. 点击“Enable (启用)”或“Disable (禁用)”按钮来选择功能。或者，通过点击

上下键更改数字，亦可直接在数字栏中键入所要的值。 

2. 点击“Apply (应用)”按钮，保存设置。要逐一保存个别功能的设置时，点击个别

的“Apply (应用)”按钮即行。 

3. 点击“默认值”按钮，恢复默认设置。 

注： 如果是 UPS 不支持的功能，用户将无法设置该功能。 

 Alarm Control (报警控制)：如果启用，将激活 UPS 报警功能。反之，则停用该

功能。 

 Alarm at bypass mode(旁路模式报警)：如果启用，UPS 进入旁路模式时，便

会发出警报。反之，则停用该功能。 

 Alarm at battery mode (电池模式报警)：如果禁用，则 UPS 进入电池模式时

不会报警。反之，则启用该功能。 

 Auto reboot (自动重新启动)：如果启用，UPS 在交流电恢复时会自动重新启动。



反之，则停用该功能。 

 Bypass when UPS is off (UPS 关闭时启用旁路模式)：如果启用，自 UPS 关闭

起，将由交流电源直接对连接设备提供电源。反之，则不会。 

 Converter mode (转换模式)：如果启用，UPS 将以转换模式下运行。反之，则

不会。 

 ECO mode (ECO 模式)：如果启用，当输入电压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时，UPS 会

以 ECO 模式下运行。反之，则不会。 

 Battery open status check (电池开路状态检查)：如果启用，监控中的 UPS 将

在启用时检查电池连接是否良好。 

 Cold start (冷启动)：如果禁用，UPS 只有在正常接上 AC 电源时才可以启动。

反之，则可随时启动。 

 Bypass not allowed (不允许旁路模式)：如果启用，UPS 在任何条件下也不会

转移到旁路模式。如果禁用，将允许 UPS 依其内部设置来进入旁路模式。 

 Battery deep-discharge protection (电池深放电保护)：如果启用，监控中的

UPS 在电池模式下会依电池和负载的状况而关机，藉以保护电池。反之，则不会。 

 Site fault detection (现场故障检测)：如果启用，监控中的 UPS 在发现输入端

的中线和火线逆转时会发出哔哔声来警告用户。反之，则不会。 

 P1 Programmable outlet control (battery mode) (P1 可编程接口控制（电

池模式）)：如果启用，UPS 在电池模式下运行时，在电源备份限时到后，就会切

断 P1 接口。如果禁用，UPS 将持续供电到 P1 接口，直到电池耗尽。 

 Outlet setting (接口设置)：用户可以限制 UPS 在电池模式时的 P1 接口的备份

时间。 

 Battery numbers setting(电池数设置)： 

 Numbers in parallel(并联数)：设置并联的电池数目。 

 Voltage and frequency range for bypass mode (旁路模式的电压和频率范

围)：设置在旁路模式时的电压和频率的容许范围。 

 Maximum and minimum voltage (最大和最小电压)：当 UPS 在旁路模

式时，如果输入电压不在设定范围内，UPS 就会进入电池模式。 

 Maximum and minimum frequency (最大和最小频率)：当 UPS 在旁路

模式时，如果输入频率不在设定范围内，UPS 就会进入电池模式。 



 Voltage range for ECO mode (ECO 模式的电压范围)：设置在 ECO 模式下的

电压容许范围。 

5.10.1.4. 实时控制 

参见图 5-28： 

 

图 5-28 

1. 通过点击每个功能部分的“Start (开始)”按钮，选择对应的实时控制功能。 通过

执行下列操作，可以实时控制 UPS： 

 UPS turn On/Off (开启/关闭 UPS)：点击“On (开)”或“Off (关)”来直接

开启或关闭 UPS。 

 Battery Self-Test (电池自检)：在此提供三种类型的电池自检：10-second 

self-test (10 秒钟自检 ) 、 Deep discharge test ( 深放电测试 ) 和

Self-defined test(自定义测试)。如果选择自定义测试，还请输入测试持续时

间。每次测试只需点击“开始”按钮，就会立即执行自检。 

 Outlet Control (接口控制)：当设定的时间到达时，可将断开可编程接口（P1）。

如在定时栏输入 0 并点击“开始”按钮的话，一旦 UPS 开始以电池模式工作，

就会立即断开该接口。 

注：不同的 UPS 可以设置的参数可能会有所不同。 

5.10.1.5. 采购信息 



用户可以输入 UPS 的购买日期、电池购买日期、UPS 保修期间、电池的保修期间、电

池使用寿命、电池更换提醒，以供未来查阅。 

 

图 5-29 

1. 请填写购买信息。 

2. 点击“Apply (应用)”按钮，保存所有数据。 

5.10.2. 历史 

5.3.2.1. (i) 事件日志 

在 Event Log (事件日志)窗口中，会显示所有的历史事件。用户可以分析历史数据，

并根据历史数据，改善目前的电力环境。  

1. 选择 View >> History (历史) >> Event Log (事件日志)。参见图 5-30。 



 

图 5-30 

2. 从通讯端口列表列表中选择 UPS。即使选择的是不再连接到本地系统的 UPS，

用户仍然可以检索保存在软件内的旧数据。 

3. 点击日历图标来选择时间段。然后，单击“Browse (浏览)”按钮，便可得到

在选定的时间内的所有的历史事件列表。  

4. 打印 (Print) /删除 (Delete) /导出 (Export) 的功能键 

 “Print (打印)”：单击“Print (打印)”按钮，打印当前的事件日志。 

 “Delete (删除)/ Delete all (全部删除)”：如要删除特定的事件的话，只

需选择该事件，并单击“Delete (删除)”按钮即行。或是，点击“Delete all(全

部删除)”按钮，删除所有列出的历史事件。  

  “Export (导出)”：点击“Export (导出)”按钮，可将本地 PC 中的列表保

存成 CSV 文件。 

5.3.2.2. 事件统计 

在此，会基于时间段 A 和时间段 B，列出已安装软件之 UPS 的所有事件统计和变动百

分比[=100 *（B / A - 1）％]。  

注：事件类型包括:UPS 内部事件、UPS 外部事件、旁路事件、电池事件、软件事件、

负载事件、输入事件、并联系统事件、和通讯事件。 

步骤1 选择 History >> Event Statistics (事件统计)。或可点击快捷图标 。参

见图 5-31。  



 

图 5-31 

步骤2 从通讯端口列表中选择UPS。即使选择的是不再连接到本地系统的UPS，用户

仍然可以检索保存在软件内的旧数据。 

步骤3 单击“calendar (日历)”图标，从中选择两个时期。然后，点击“Browse (浏

览)”按钮。根据事件类型，结果便会以如下表中之格式栏出统计结果。参见图5-32。 

 

图 5-32 

点击“Print (打印)”按钮，打印事件统计。 

5.3.2.3. 数据 

在 Data (数据)窗口，显示在选定的时间内的 UPS 电源数据的数据。此外，还提供了

打印、保存、删除的功能。用户可以自定义记录间隔，默认的数据记录间隔是 60 秒。 



步骤1 选择 View >> History >> Data (数据)。参见图 5-33。 

 

图 5-33 

注： 依 UPS 类型的不同，此画面可能会有所不同。 

步骤2从通讯端口列表中选择UPS。即使选择的是不再连接到本地系统的UPS，用户仍

然可以检索保存在软件内的旧数据。 

步骤3 点击日历图标，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然后，点击“Browse (浏览)”按钮

来获取数据表。 

 “Print(打印)：打印所列出的数据表。  

 “Delete (删除)”：选择某一数据，然后单击“Delete (删除)”按钮，即可删

除该记录。 

 “Delete all (全部删除)”：点击“Delete all (全部删除)”按钮删除所有在表

上的记录。 

 “Export (导出)”：点击“Export (导出)”按钮，将本地 PC 上的列表保存成

CSV 文件。  

5.3.2.4 数据图 

在 Diagram (数据图) 窗口中，将会显示在选定的时间内的 UPS 电源数据图。 UPS

电源数据包括：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入频率、输出频率、电流、负荷水平、电池电

压、和 UPS 温度。  

步骤1 选择 View >> History >> Diagram(数据图)。参见图 5-34。 



 

图 5-34 

注： 依 UPS 类型的不同，此画面可能会有所不同。 

步骤2 从通讯端口列表中选择UPS。即使选择的是不再连接到本地系统的UPS，用户

仍然可以检索保存在软件内的旧数据。 

步骤3 选择周期和时间段。然后，点击“Browse (浏览)”按钮来获取数据图。 

步骤4 从左则的标签中选择要监测的参数，藉此切换数据图。 

5.3.2.4.  EMD 日志 

在 EMD 日志窗口中，显示了环境监测设备（EMD）在选定的时间内检测到的环境数据。  

步骤1 选择 View >> History >> EMD logs (EMD日志)。参见图 5-35。  

 

图 5-35 



步骤2 点击日历图标，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然后，点击“Browse (浏览)”按钮来

获取数据表。 

 “Delete (删除)”：选择某一数据，然后单击“Delete (删除)”按钮，即可

删除该记录。 

 “Delete all (全部删除)”：点击“Delete all (全部删除)”按钮删除所有在

表上的记录。 

5.11. 格式 

5.11.1. 温度单位 

在此有两种温度单位：Centigrade (摄氏) 和 Fahrenheit (华氏) 温度。默认设置为

摄氏度。 

5.11.2. 日期格式 

有以下 9 种日期显示格式： 

 YYYY-MM-DD 

 YYYY/MM/DD 

 YYYY:MM:DD 

 MM-DD-YYYY 

 MM/DD/YYYY 

 MM:DD:YYYY 

 DD-MM-YYYY 

 DD/MM/YYYY 

 DD:MM:YYYY 

默认设置为 YYYY-MM-DD。 

5.12. 语言 

ViewPower Pro 提供了十三种语言选择： 

 英文 

 法文 

 德文 

 意大利文 

 波兰文 



 葡萄牙文 

 俄文 

 西班牙文 

 乌克兰文 

 土耳其文 

 捷克文 

 中文（简体） 

 中文（繁体） 

5.13. 帮助 

5.13.1. 关于 

点击“Help (帮助)”菜单并选择“About (关于)”项，会显示本软件的信息。 

5.13.2. 在线帮助 

点击“Help (帮助)”菜单，并选择“Online help (在线帮助)”项。这将打开帮助手

册。在运行本软件之前，请仔细阅读此说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