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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使用本公司産品！

請嚴格遵守本手冊和機器上的所有警告及操作說明，並妥善保管本手

冊。在沒有閱讀完所有的安全說明和操作說明以前，請不要操作本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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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   介 

1.1 系統介紹 

伊頓夢幻城堡系列UPS是一種先進的、理想的在線式完全不斷電系統，其輸出波形為正

弦波，並帶有旁路回路，提供可靠優質的交流電源。其適用範圍很廣，從電腦設備、通信系

統到工業自動控制設備都可以使用。由於它的結構為在線式設計，因此平時就具有穩定電壓、

濾波(在市電狀態下)、防止頻率飄移等功能，當市電中斷時，改由備用電池組提供零中斷備

援電力持續供電。在超載或變流器故障情況下，UPS 會轉換到旁路回路由市電供電。若超載

情況消除，會自動轉換回到變流器狀態。所有的轉換都是在4ms內完成，使您的設備實現不間

斷運行。 

夢幻城堡系列 UPS 的額定標稱功率容量有 1000VA/800W、2000VA/1600W 和

3000VA/2400W。(請參考電氣性能) 

 

1.2 UPS 外觀 

 

↑圖1-1 C-1000F後蓋板 

通訊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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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斷路器



2 

 

C-2000F C-3000F 

 

↑圖 1-2 C-2000F、C-3000F 後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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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產品性能 
 

1.3.1 電氣性能 

負  載 

容  量 

型號 

NO. 

頻率 

(Hz) 

輸       入 輸         出 

電  壓 電  流 電   壓 電  流 

1000VA/800W C-1000F 60 100/110/115/120Vac 10.0Amax 100/110/115/120Vac 10.0/ 9.1/ 8.7/ 8.3A 

2000VA/1600W C-2000F 60 100/110/115/120Vac 20.0Amax 100/110/115/120Vac 20.0/18.2/17.4/16.7A 

3000VA/2400W C-3000F 60 100/110/115/120Vac 30.0Amax 100/110/115/120Vac 30.0/27.2/26.0/25.0A 

* 當輸入電壓低於80Vac~55Vac(110V)時，輸出功率降額至55%。 

* 當輸出電壓設定為100Vac時，UPS輸出VA與WATT額定功率會降低至90%。 

* 超載容量：108%<負載<150% 大於25s後跳旁路，150%<負載<200% 大於300ms後跳旁路。 

* 當C-2000F/C-3000F使用輸入電源線接牆壁15A插座時，必須從面板開關設定為最大輸

出容量1500VA的電源線限流模式。 

注意：當設置輸出限容量1500VA時，則以1500VA為100%負載計，過載動作條件同上述，
但旁路下持續過載符合以下條件時，則UPS關閉變流器與旁路至無輸出： 

a. 10分鐘內出現108%~149%過載累積9分鐘。 
b. 10分鐘內出現150%以上過載累積5分鐘。 

c. 108%~149%連續過載累積9分鐘。 

d. 150%以上連續過載累積5分鐘。 

 
1.3.2 機械規格 

型號 

NO. 

規格(mm) 

W×D×H 

重量(kg)  

淨 重 總 重 備註欄 

C-1000F 145×355×220 12 13  

C-2000F 190×383×318 23 25  

C-3000F 190×433×318 28 30  

 
1.3.3 EMC 

項目 符合標準等級 

靜電放電抗擾性（ESD） IEC61000-4-2 LEVEL4 

輻射電磁場抗擾性（RS） IEC61000-4-3 LEVEL3 

快速瞬變電脈衝群抗擾性（EFT） IEC61000-4-4 LEVEL4 

浪湧抗擾性（Surge） IEC61000-4-5 LEVE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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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全說明 

安全規範細則 

本說明書提到的安規細則必須在 UPS 和電池安裝、保養過程中嚴格遵守。 

注意： 
 請將UPS輸入插頭插在有斷路器或保險絲保護的插座上，且輸入電源回路須依據1.3.1

節所列輸入電流max.值做回路線徑與保護開關設置。 

 本機器不適合使用於電鑽、吸塵器、雷射設備等瞬間啟動電流大之負載設備，及吹風

機等任何使用半波整流電器設備，以確保機器正常。 

 UPS內有高壓，為避免觸電傷及人身安全，如有任何問題請洽詢專業人員或與客服中

心聯繫。 

 UPS本身具有來自電池的電力，即使UPS沒有和市電連接，它的電源輸出端仍可能有電

壓輸出。 

 UPS內部電池組依不同容量會有不同的額定電壓，若更換電池時，請洽詢您購買的經

銷商或本公司確認電池電壓正確性後才能更換。 

 接地線-符合美國線規聚氯乙烯無載荷線，綠色線或帶黃色窄帶綠線。 

 上述地線是指電器設備的金屬與大地的連接線。 

 電池之維護及更換應由受過UPS專業訓練的人員來處理，其他人未經同意不得擅動，

以免發生危險。 

 更換電池時，須確認數量、品牌、型號均需一致原則，若客戶未經本公司確認而擅自

使用其他廠牌型號之電池所衍生之一切問題，全部由客戶自行負責。 

 嚴禁用火對電池或電池組進行處理，否則會爆炸傷人。 

 勿將電池任意解體或損壞，否則電解液溢出時，會有很強的腐蝕性，一旦誤觸時，對

皮膚和眼睛均會造成傷害。 

 勿將電池兩端短路，否則會發生大電流高溫電弧燃燒的危險。 

 廢棄電池需交由專業回收處理，切勿任意將電池丟棄至垃圾桶內。 

 注意若在UPS上方放置磁性儲存物體可能會導致儲存物體資料遺失或損毀。 

 本產品不適用於一些特殊場所，如高振動之船、飛機，或高溫高濕、帶有可燃性氣體

場所，若有不確定應用場所，請洽您的供應商或本公司服務人員。 

 

為保證 UPS 的安全連續運行，請用戶須要依規定正確使用

UPS，並注意以下使用規定： 
 電源插座或開關箱，應安裝在UPS的近處。請勿自行打開UPS外蓋。 

 UPS安裝前必須先確認UPS輸入/輸出規格是否與負載設備需求符合。若無法確認請與

您購買的經銷商或本公司客服中心人員確認。未確認電源正確性之前，切勿強行安裝

送電，以免損壞UPS或負載設備。 

 避免將UPS置於溫、濕度過高的環境。避免傾倒入任何液體或物體於UPS內部。 

 請保持UPS前、後、側面的進、排氣孔的通暢，避免陽光直射或接近發熱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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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危險： 
 請注意：電池電路與輸入電壓回路不隔離，在電池端子與地間會帶有危險高壓。所以

維修與保養前要先檢查確認有無電壓。 

 請注意：即使UPS輸入電源斷開，UPS內部元件仍與電池有電路聯接，有潛在危險高壓。

所以在從事維修與保養工作前，要先斷開電池跳線。 

 

警告： 

電池會隨使用年限增加而產生老化問題，一旦發現電池老化時，

需由專業人員做及時更換或處理，否則電池可能會因漏液衍生燃

燒等危險問題，建議每年定期對電池做保養檢查。 
註：電池使用一般會有容量遞減而老化問題，一般使用壽命約為2~3年(室溫約25℃環境下)，

若電池有頻繁充放電使用時，則壽命會再更縮短。 

 

警告使用者：這是甲類的資訊產品，在居住的環境中使用時，可能會造成

射頻干擾，在這種情況下，使用者將會被要求採取某些適當的對策。 

註：C-1000F機型符合乙類要求，適用於住宅環境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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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裝 

2.1 開箱檢查 

(1)拆開UPS 包裝，目測機器外觀，檢查其是否在運輸中有碰撞損壞。 

(2)如發現運輸損壞現象，請立即聯繫經銷商。 

(3)如未來有需要運送或存放時再包裝，請將包裝材料置於箱內，妥善保存。 

 

2.2 安裝注意事項 

(1)放置UPS的區域需有良好通風，遠離水、可燃性氣體、腐蝕劑等危險物品，安裝環境應

符合產品規格要求。 

(2)UPS不宜側放，應保持前面板進風孔、後蓋板出風口、箱體側面出風孔通暢。 

(3)機器若在低溫下拆裝使用，可能會有水滴凝結現象，須等到機器內外完全乾燥後才可

安裝使用，否則可能出現故障或有電擊危險。 

(4)應將UPS安裝放置在市電輸入插座(開關)附近，UPS輸入使用端子台配線，裝輸入配線

於建築物裝置中應提供一額外的兩極切離裝置，任何緊急情況下，可立即斷開市電輸

入。所有電源與插座應保持連接安全保護地線。 

(5)一般UPS產品不適用安裝於靠近海邊、高油污、高濕氣環境地區，因會造成電路板腐蝕，

降低產品使用可靠度。請這類地區用戶要使用本產品時先洽詢您的供應商，為UPS電

路板做特別的防腐蝕處理(須酌收防腐蝕處理費用)。 

 

2.3 接線 

2.3.1  UPS輸入輸出接線 

(1)UPS輸入插頭配置方式 

UPS輸入電源線的連接請使用有過流保護裝置的合適插座，注意牆壁市電插座容量須

為15A以上。 

C-2000F & C-3000F 因電流大於15A，所以必須採配線方式，如果現場無法採用配線

而須要使用電源線接牆壁插座時，則牆壁插座容量必須為15A以上，且UPS必須從面板

開關設定為最大輸出容量1500VA的接電源線模式，以確保輸入電源線與插座不會出現

過電流燒毀輸入插座安全問題。 

市電輸入線一端與UPS相連，將另一端接市電插座即可，具體連接方式如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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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使用輸入插頭接線方式示意圖(C-1000F代表) 

 (2)UPS輸出插座接線方式 

表2-1 UPS輸出方式歸納表 

功率 機型 輸出插座數(個) 端子台

1KVA C-1000F 4 無 

2KVA C-2000F 4 有 

3KVA C-3000F 4 有 

C-1000F～C-3000F UPS 都可採用插座輸出，將負載電源線插入UPS輸出插座即可。但不

得超過總輸出額定功率，單一插座不得超過該插座的最大電流值(請參考各機型輸出插座

標示)，具體接線如下圖示： 

↑圖2-2 C-1000F～C-3000F輸出插座接線方式示意圖 

(3)UPS 輸入、輸出端子排配接線方式 

C-2000F/C-3000F除了使用插座輸出外，還提供端子排方式輸出，當輸出電流大於10A時

建議用端子排為負載配線，其配線步驟如下： 

(1)將端子排蓋板取下。 

(2)C-2000F採用AWG12或2.5mm2的線材進行配線，C-3000F採用AWG10或5.5mm2配線。 

(3)配線完畢後，請檢查連接的線材是否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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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將端子排蓋板裝回箱體。 

C-2000F C-3000F 

↑圖2-3 C-2000F/C-3000F 輸入、輸出端子排連接方式示意圖 

 

警告：非電工專業人士請勿使用端子排為負載配線，以免觸電。 

1.UPS 輸入/輸出端子台配線錯誤，將造成 UPS 功能異常/故障. 
- 如輸入 L-N 接反、輸入(INPUT)與輸出(OUTPUT)配線錯誤等。 

- 機器送市電開機前，請再次確認配線之正確性。 
2.UPS 端子台 L-N-G 電壓確認方式. 
- L-N & L-G 正常為 120Vac 電源系統、N-G 小於 5Vac。 

3.當 N-G > 5Vac 或無法判定電源狀態時. 
- 請由合格電工技師檢查電源系統，避免漏電等危害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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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UPS外接電池接線 

電池連接程式非常重要，若未按照程式進行，可能會導致電池短路爆炸或有電擊危險，所

以請嚴格按照下列步驟進行： 

(1)電池組先確認為配合UPS型號的電池電壓，C-1000F為36VDC，C-2000F為72VDC，C-3000F

為96VDC。 

(2)先確認將電池箱開關關閉，取出電池箱附件中的電池連接線，該線一端插頭連接UPS，

另一端連接電池箱，然後開啟電池箱開關。 

(3)如果不是使用標準電池箱的電池連接線直接連接時，電池連接線請先接電池端(切不可

先接UPS 端，避免電擊與短路危險)，紅線接電池正極“+＂，黑線接電池負極“-＂，

黃綠色線接安全保護地。 

(4)將電池連接線插頭插入UPS後面板上的外接電池插座，完成UPS與外接電池的連接。 

 
↑圖 2-4  UPS 與標準 電池箱連接示意圖 

注意：電池連接線為外接電池箱標準配置附件。電池連接線不可無限加長，否則會影響 

UPS 的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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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連接通訊線 

(1)通訊介面連接(RS232 Port) 

RS-232串列通訊介面使用與電腦相容的9pin D型連接器通訊介面，可連接由本公司所提

供的免費監控軟體WinpPwer來監控UPS，可監視UPS輸入電源與UPS的工作狀態，並控制UPS

定時開關機或電池自我測試等功能。 

** WinPower監控軟體可從公司本網站下載免費WinPower標準版。 

↑圖2-5 通訊介面與選用智慧插槽位置圖 

(2)選用介面(智慧插槽) 

智慧插槽：可選裝 AS400卡、SNMP卡、USB卡或 CMC卡任意一種 

a.AS400卡：可直接利用有AS400乾接點的監控功能，對UPS進行監控管理。 

b.SNMP卡：可以通過SNMP(USHA)卡上網與後台監控電腦通信，實現對UPS的遠端定時開關

機或自我測試等功能。 

c.CMC卡：RS485集中監控卡，主要用於長距離及多卡並聯需定址集中監控介面。 

d.USB卡：可以通過USB介面與電腦的USB介面連接，並通過監控軟體WinPower監控UPS狀

態，可監視UPS輸入電源與UPS的工作狀態，並控制UPS定時開關機或自我測試等功能。 

注意：１.裝入選配的卡之前請將智慧插槽上的蓋板取掉。 

2.如果對上述介面的使用有疑問，請聯絡本公司客服部。  

選用介面 通訊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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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行操作 

3.1 面板顯示操作 

 

 

 
 

 燈號填滿表示燈亮起；   燈號空白表示燈熄滅 

↑圖3-1 操作顯示面板燈號說明 

3.1.1 開/關機鍵 

開/關機鍵的主要功能為： 

(1)開機：按開/關機鍵1秒以上即可開機。 

(2)關機：當UPS處於市電、電池模式時，按開/關機鍵1秒以上即可關機。 

3.1.2 功能鍵 

功能鍵的主要功能為： 

(1)電池自檢：在市電模式下，按功能鍵2秒以上可啟動電池自檢操作。 

(2)電池模式下的消音：按功能鍵2秒可消除電池模式下的告警聲，再持續按功能鍵2秒以

上，告警恢復。 

注意：功能鍵的消音功能只能消除電池模式下的告警聲，對於 UPS 的其他所有故障告警聲

的消除無效。 

(3)功能鍵搭配開關機鍵：進行輸出電壓、短路跳旁路及輸出限流設定。

1#：故障指示燈

2#：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

3#：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 4#：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 

5#：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 
6#：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 

7#：旁路指示燈
8#：市電指示燈 9#：變流器指示

10#：電池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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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LED 指示燈 

包括故障指示燈、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旁路指示燈、市電指示燈、變流器指示燈、

電池指示燈。 

表3-1  LED指示燈顯示意義說明 

面板燈號 指示燈名稱 顏色 說明 

1# 故障指示燈 紅色 此燈亮表示UPS 發生異常狀況 

2# 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 橙色 表示負載容量或電池容量 

1.市電模式/旁路模式下僅表示負載容量，作為負載指示燈。 

2.電池模式下僅表示電池容量，作為電池容量指示燈。 

3# 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 綠色

4# 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 綠色

5# 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 綠色

6# 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 綠色

7# 旁路指示燈 橙色 此燈亮表示負載電力直接由市電提供 

8# 市電指示燈 綠色 此燈亮市電輸入正常 

9# 變流器指示燈 綠色 此燈亮表示市電或電池經變流器輸出後為負載供電 

10# 電池指示燈 橙色 此燈亮表示電池放電為負載供電 

3.2 UPS 運行模式 

UPS 的運行模式可分為市電模式、電池模式和旁路模式。 

3.2.1 市電模式  

市電模式下運行的面板指示燈如下圖所示，此時市電指示燈與變流器指示燈會亮，負

載指示燈會根據所接的負載容量大小點亮。 

(1)市電指示燈閃爍，表示中性線、火線接反或者地線沒有接大地，UPS仍工作於市電

模式；若同時電池指示燈亮，表示市電的電壓或頻率已超出正常範圍，UPS已經工

作在電池模式下。 

 
↑圖3-2 市電模式流程燈號 

(2)若負載容量超過100%，蜂鳴器半秒叫一次提醒接了過多的負載，須將非重要負載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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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除，直到UPS負載量小於90%以解除過載狀況，否則如過載時間過長，輸入保

護器將會跳脫致輸出斷電。 

(3)若電池指示燈閃爍，則表示UPS未接電池或電池電壓太低，此時應檢查電池是否連接

好，並按功能鍵2秒，進行電池自檢。如確認連接無誤，則可能是電池故障或老化，

請參見故障處理表。 

注意 ：若接發電機，需按以下步驟運行 

啟動發電機，待其運行穩定後將發電機的輸出電源接到 UPS 輸入端（此時

要確定 UPS 為空載），然後按開機程序啟動 UPS ，待UPS 啟動後再逐

個負載連入開啟。 

建議以 UPS 的兩倍容量來選擇發電機容量。 

3.2.2 電池模式 

電池模式下運行的面板指示如下圖所示，此時電池指示燈和變流器指示燈亮；若接入

異常之市電，市電燈會同時閃爍。電池容量指示燈會根據電池容量的大小點亮，，顯示在

後備時間內的電池容量大小。 

(1)在電池模式運行時，蜂鳴器每隔 4 秒鳴叫一次，若此時持續按功能鍵2秒以上，UPS執

行消音功能，蜂鳴器不再鳴叫報警，再持續按功能鍵 2秒以上則報警恢復。 

   

↑圖3-3 電池模式流程燈號 

(2)當電池容量減少時，電池容量指示燈點亮的數目會減少，當電池電壓下降至預警電位

時，蜂鳴器每秒鳴叫一次，提醒電池容量不足，應儘速進行負載設備逐一關機。 

(3)可以通過UPS電池自檢以檢驗電池後備功能是否正常。 

注意：不要使用直接斷開市電方式進行電池後備功能測試，以免電池異常時造成輸出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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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旁路模式 

可通過WinPower 設置UPS 使其工作在旁路狀態。旁路模式下運行的面板指示如下圖所

示，市電指示燈與旁路指示燈亮，負載指示燈會根據所接負載容量大小點亮。在旁路模式

下，UPS 每兩分鐘會叫一次警報聲，以提醒用戶UPS在未開機狀態，輸出供電為旁路模式。 

(1)若市電指示燈閃爍，表示市電的電壓或頻率已超出正常範圍，或市電零(中性)線、火

線接反或者沒有接大地(L、N偵測有開啟時)。 

(2)其他面板指示燈與市電模式描述相同。 

(3)UPS工作在旁路模式下時，不具備電池後備與穩壓功能。注意此時負載所使用的電源是

直接通過市電電力系統經由UPS濾波供應，如市電出現瞬斷時，UPS輸出亦會跟隨瞬

斷，所以請依照開機操作方式將UPS開機至市電模式。 

   

↑圖3-4 旁路模式流程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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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UPS 操作 

3.3.1 開關機操作 

注意：雖然電池在出廠時已充滿電，但經過運輸、儲存後電量會有所損失，建議在第一

次使用 UPS 前應先對電池充電24小時以上，以使電池活化確保有足夠的備用時間。 

(1)開機操作： 

開機操作分為：接市電UPS開機和未接市電UPS直流開機。 

a.接市電 UPS 開機： 

接通市電待UPS自檢測試完成後，持續按開關機鍵 1秒以上，UPS 會進行開機動作。

開機時UPS會進行自我檢查程序。此時面板上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會全亮，然後從左

到右逐一熄滅，幾秒鐘後變流器指示燈亮，表示UPS已處於市電模式下運行。若市電

異常，UPS 將工作在電池模式下。 

b.未接市電 UPS 直流開機： 

無市電輸入時，持續按開關機鍵 1秒以上，UPS會進行開機動作。開機過程中，UPS

動作與接市電開機時相同，只是市電指示燈不亮，電池指示燈會亮。 

(2)關機操作：關機操作分為市電模式、電池模式。 

a.市電模式下 UPS 關機： 

持續按開關機鍵 1秒以上，UPS會進行關機並轉旁路指示燈亮，這時UPS 工作在旁路

模式下 仍有輸出源，若要關閉使 UPS 無輸出，只要將UPS輸入市電斷開即可，面板

上負載 / 電池容量指示燈會全亮並逐一熄滅，UPS 無輸出電壓。 

b.電池模式下的UPS關機： 

持續按開關機鍵 1秒以上，UPS會進行關機，此時面板上負載 / 電池容量指示燈會全

亮並逐一熄滅，最後面板無顯示，UPS 無輸出電壓。(注意：執行此關機動作前，

必須先確認負載已關機) 

3.3.2 電池自檢操作 

UPS正常運行期間(市電燈恆亮)，用戶可通過手動啟動電池自檢來檢查電池狀態。啟動自

檢的方法為： 

(1)通過功能鍵 

在市電模式下，持續按功能鍵 2秒以上，直到聽到蜂鳴器嗶一聲響，7#～10# 指示燈

迴圈閃爍，UPS 轉電池模式進行電池自檢。電池自檢預設持續時間 10 秒。電池自檢

期間如發生電池故障，UPS 將自動轉為市電模式工作。 

(2)通過電腦監控軟體 。 

用戶也可通過電腦監控軟體(如WinPower)啟動電池自檢，及設置電池自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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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LED顯示與告警聲 

項目 工作狀態 
面板燈號 

告警聲 
1＃ 2# 3# 4# 5# 6# 7# 8# 9# 10#

1 

市電工

作模式 

0%~35%負載量 ● ● ● 無 

2 36%~55%負載量 ● ● ● ● 無 

3 56%~75%負載量 ● ● ● ● ● 無 

4 76%~95%負載量 ● ● ● ● ● ● 無 

5 96%~105%負載量 ● ● ● ● ● ● ● 無 

6 

電池工

作模式 

0%~25%電池容量 ●  ● ● 每秒鳴叫一次 

7 26%~50%電池容量 ● ●  ● ● 每四秒鳴叫一次 

8 51%~75%電池容量 ● ● ●  ● ● 每四秒鳴叫一次 

9 76%~100%電池容量 ● ● ● ●  ● ● 每四秒鳴叫一次 

10 100%電池容量 ● ● ● ● ● ● ● 每四秒鳴叫一次 

11 旁路工作模式 ↑ ↑ ↑ ↑ ● ● ● 每兩分鐘鳴叫一次 

12 市電工作模式過載轉旁路 ● ● ● ● ● ● ● ● 長鳴 

13 市電異常 ↑ ↑ ↑ ↑ ● ↑ ★ ↑ ↑ ↑ 

14 電池工作模式過載預警中 ● ● ↑ ↑ ↑ ↑ ● ● 每秒鳴叫兩次 

15 電池工作模式過載關斷輸出 ● ●  長鳴 

16 過溫 ● ● ↑ ↑ 長鳴 

17 變流器異常 ● ●  ↑ ↑ 長鳴 

18 BUS電壓異常 ● ●  ↑ ↑ 長鳴 

19 充電器輸出電壓過高 ● ●  ↑ ↑ ↑ 長鳴 

20 電池電壓異常 ↑ ↑ ↑ ↑ ↑ ● ★ ↑ 

21 
市電輸入中性線火線接反或

地線未接大地 
↑ ↑ ↑ ↑ ● ↑ ★ ↑ ↑ 每兩分鐘鳴叫一次 

22 充電器損壞 ●  ★ 每秒鳴叫一次 

23 輸出短路 ● ● ●  ↑ 長鳴 

24 風扇散熱異常 ● ● ● ↑ ↑ ↑ 每秒鳴叫一次 

25 
市電工作(限容量1500VA)模

式過載關斷輸出 
● ●  ● 長鳴 

26 電池損壞 ↑ ↑ ↑ ↑ ↑ ↑ ↑ ↑ ★ ↑ 

燈號顯示說明： 

●：表示持續亮; ★：表示閃爍;  ↑：表示燈號顯示或告警聲取決於其他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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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輸出電壓變更 

UPS的輸出電壓可以設定為100、110、115及120VAC(220V系統為200、208、220、230及

240VAC)，出廠標準預設值為110VAC(或220V)，如需要變更輸出電壓設定值，則需要經

由面板上按鍵操作輸出電壓設定，設定步驟如下： 

注意：設定過程中，功能鍵必須一直按住不放，直到設定動作完成後才可以放開。 

(1)先確認UPS接入正常市電，及將UPS關機在旁路輸出的狀態下。 

(2)同時按住開關機鍵與功能鍵超過5秒不放，等待負載燈號由右至左出現跑馬燈，及

蜂鳴器嗶一聲後鬆開開關機鍵(不要鬆開功能鍵)，這時候會出現代表目前輸出電

壓之燈號。 

(3)按開關機鍵 1秒於警報聲嗶一聲後鬆開，面板負載燈號會變化出現代表目前輸出電

壓之燈號如下表所示。 

(4)重複執行(3)動作(再按一下開關機鍵，如按1秒→放開→按1秒→放開)，直到負載/

電池容量條形顯示LED燈號所顯示的位置符合所需要的電壓(如下圖表示)，然後鬆

開功能鍵，當LED再度出現跑馬燈動作及蜂鳴器嗶一聲後，則設置工作完成。 

條形顯示燈號(亮) 2# 3# 4# 5# 6# 

代表輸出電壓設定值 110V 系列 120VAC 115VAC 110VAC 100VAC 

代表輸出電壓設定值 220V 系列 240VAC 230VAC 220VAC 208VAC 200VAC 

 

  

↑圖3-5 輸出電壓變更 

(5)輸出電壓設定完成之後，將UPS正常開機至市電模式，量測輸出插座的電壓確認是

否為您所選定的電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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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輸出短路跳旁路設定 

(A)輸出短路跳旁路初始設定與定義： 

輸出短路跳旁路初始設定為失效(Disable)，即當UPS在正常開機市電模式狀態下，遇到

輸出有短路狀況發生時，UPS直接關輸出而不會轉換跳旁路輸出。若更改設定為致能

(Enable)，則當UPS遇到輸出有短路狀況發生時，UPS會轉換跳旁路輸出，而由輸入端保

護元件保護。 

注意：設定過程中，功能鍵必須一直按住不放，直到設定動作完成後才可以放開。 

(B)輸出短路跳旁路失效(Disable)與致能(Enable)的設定方式： 

(1)UPS在關機旁路模式下，同時按住開關機鍵與功能鍵 10秒不放，等負載/電池容量指

示燈出現跑馬燈，及蜂鳴器每0.5秒叫/1秒不叫連續報警後鬆開開關機鍵(不要鬆開

功能鍵)，即進入輸出短路跳旁路Disable或Enable設定。 

(2)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5#、6#燈閃亮代表短路跳旁路Enable。 

(3)負載/電池容量指示燈3#、4#燈閃亮代表短路跳旁路Disable。 

 
↑圖3-6 輸出短路跳旁路設定 

(4)按開關機鍵 1秒於警報聲嗶一聲後鬆開，指示燈號會輪流閃3#、4#燈或閃5#、6#燈，

若在5#、6#燈閃亮時鬆開功能鍵則會設定為短路跳旁路Enable，若在3#、4#燈閃亮

時鬆開功能鍵則會設定為短路跳旁路Disable，在所選擇的模式下(閃亮)放開功能鍵

後，則設置工作完成。(3#、4#燈或5#、6#燈會間隔4秒交替閃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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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輸入接插頭電源線限容量設定 

考慮部份用戶會接用輸入插頭電源線直接插入牆壁上15A插座。如果使用電流超過

插座額定電流15A，將可能導致插座燒燬發生火警意外的安全問題，所以當使用輸入電源

線接<15A牆壁插座時，必須遵從此輸出限流設定方式，將輸出電流限制在最大容量

1500VA(出廠預設為不限制)，當輸出超過此限制容量時，UPS將會出現超載的告警與動作。 

注意：1.用戶如有需要使用輸入插頭電源線時，請注意必須使用>15A電源線，否則可能

導致輸入電源線燒燬安全問題。 

2.設定過程中，功能鍵必須一直按住不放，直到設定動作完成後才可以放開。 

(A)查詢機器限制容量設置狀態時，請依照以下步驟操作： 

(1)UPS在關機旁路模式下，同時按住開關機鍵與功能鍵 2秒，至面板燈 

出現狀態標識時，鬆開開關機鍵(不要鬆開功能鍵)。 

(2)2#、3#燈號亮表示處於輸出最大容量1500VA限制狀態。 

(3)4#、5#燈號亮表示處於正常輸出，沒有最大容量限制狀態。 

↑圖3-7 輸入接電源線限制容量設定 

(4)當鬆開功能鍵後，輸出電流顯示狀態標識消失。 

(B) 若要更改設置，請按以下步驟操作： 

(1) UPS在關機旁路模式下，同時按住開關機鍵與功能鍵 2秒，當面板燈號出現狀

態標識時，鬆開開關機鍵(不要鬆開功能鍵)。 

(2)按開關機鍵 1秒，蜂鳴器嗶一聲後鬆開開關機鍵，可反復按開關機鍵，直到狀

態標示為所需要的狀態。 

(3) 在所需要的狀態顯示下鬆開功能鍵，則設置工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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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維護 

4.1 電池保養 

電池是UPS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電池的壽命取決於環境溫度和放電次數。高溫下使用

或深度放電都會縮短電池的使用壽命。 

(1)標準型內置電池為密封式免維護鉛酸蓄電池。UPS在與市電連接時，不管UPS開機與

否，始終維持向電池充電。 

(2)電池使用應儘量保持環境溫度在15到25℃之間。 

(3)長期不使用UPS，建議每隔3 個月充電一次，每次充電時間不要少於12小時。 

(4)正常使用時，電池最好每3到6個月充、放電一次，放電後須立即回充電。在高溫地

區使用時，電池每隔2個月充、放電一次，標準型UPS每次充電時間不要少於12小

時。 

(5)電池不宜個別更換，更換時應遵守電池供應商的指示。 

(6)正常情況下，電池使用壽命一般為2到3年，如果發現電池老化，容量下降，則必須

提早更換，電池更換必須由專業人員操作。 

注意：  1.更換電池前須先關閉UPS並脫離市電，及脫下戒指、手錶之類的金屬物品。 

2.使用帶絕緣手把的螺絲起子，不要將工具或其他金屬物放在電池上。 

3.千萬不可將電池正負極性短路或反接。 

4.2 UPS 的功能檢查 
UPS日常維護時，均應對UPS進行功能檢查，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檢查UPS 的工作狀況： 

UPS 無論工作在市電模式或電池模式，兩種工作狀態下均無故障顯示 

(2)檢查UPS的運行模式切換： 

斷開市電輸入模擬市電斷電，UPS 應切換到電池供電模式並正常運行； 

然後再接通恢復市電輸入，UPS應切換回市電模式並正常工作。 

注意：進行此市電斷電測試，請先進行電池自檢測試，確認電池無異常。 

(3)檢查UPS的指示燈顯示： 

以上檢查過程中，檢查 UPS 的指示燈顯示與實際運行模式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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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異常狀況處理 
當您的 UPS 出現異常情況時，請先按下表進行檢查及排除故障。如果問題仍然存在或無法處理，請

與您的供應商或本公司服務人員聯繫。 

表5-1  UPS故障處理表： 

故 障 現 象 原    因 處 理 方 式 

1#、6#故障指示燈亮，

蜂鳴器長鳴 
UPS因內部過溫而關機 

確認UPS使用未過載，通風口沒有堵塞，室內溫度未過

高，先等待10分鐘讓UPS冷卻後再重開機，如失敗則請

通知您的供應商處理 

1#、5#故障指示燈亮，

蜂鳴器長鳴 
UPS因內部故障而關機 請通知您的供應商處理 

1#、4#故障指示燈亮，

蜂鳴器長鳴 
UPS因內部故障而關機 請通知您的供應商處理 

1#、3#故障指示燈亮，

蜂鳴器長鳴 
UPS充電器故障 請通知您的供應商處理 

8#市電指示燈閃爍 

市電電壓或頻率超出UPS輸

入範圍（開機時UPS一秒兩

叫聲） 

此時UPS正工作於電池模式，請將負載設備關機，檢查

確保市電電壓與頻率處於UPS所允許範圍內 

輸入中性線與火線接反，

UPS兩分鐘鳴叫一聲 
重新檢查市電中性線與火線連接 

1#、2#故障指示燈亮，

蜂鳴器長鳴 

電池模式過載，或負載設備

故障 
關閉不重要負載，並檢查負載狀況是否正常 

1#、2#、6#故障指示燈

亮，蜂鳴器長鳴 
UPS散熱風扇異常 請通知您的供應商處理 

1#、2#、5#故障指示燈

亮，蜂鳴器長鳴 
UPS輸出短路 

移除UPS所有輸出負載並關機，檢查負載設備是否故障

或短路，在UPS未接負載下重新開機，如失敗則請通知

您的供應商處理 

10#電池燈閃亮 
電池電壓太低或未連接電

池或電池保險絲斷開 

若檢查UPS電池線連接良好，可能是電池損壞，請通知

您的供應商處理 

1#故障燈亮、10#電池

燈閃亮，蜂鳴器一秒一

叫 

UPS充電器故障 請通知您的供應商處理 

市電正常接入，但UPS

不接受 
UPS輸入斷路保護器斷開 請通知您的供應商處理 

電池放電時間比標準

時間短 

電池充電不足 請保持UPS持續接市電12小時以上，讓電池重新充電 

UPS過載 檢查負載量，並移去不重要負載設備 

電池老化，容量下降 須更換電池，請與您的供應商連繫 

開關機鍵按下後，UPS

不能啟動 

按開機鍵時間太短 按開機鍵時間須持續1秒以上才能啟動UPS 

UPS內部發生故障 請通知您的供應商處理 

當您需要向本公司客服人員反映故障情況，請務必記錄並告知以下資訊. 

 UPS型號(MODEL NO.)、機器序號(SERIAL NO.)、故障發生日期. 

 完整的問題說明（包括面板指示燈顯示、蜂鳴器鳴叫情況、電力情況、負載容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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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年服務保證說明 
6.1 憑本保證書自購買日期起，可享有一年之免費維修服務。 

6.2 購買時請向經銷商索取保固書或填寫購買日期並蓋店章，以享有本公司之各項

服務。 

6.3 於免費保證服務期間如因下列狀況，本公司酌收材料工本費。 

．購買後因運輸、移動、摔落所造成之故障及損壞。 

．因不可抗拒之天災人禍所導致之損害。 

．誤用、濫用、蓄意破壞、現場環境不良、未依規定使用電源電壓或供電錯誤所

導致之損害。 

．非本公司維修人員，自行對產品加予拆修，改裝或附加其他配件因而造成之損

壞，且本公司有權拒絕維修。 

6.4 超過免費服務期限者，仍可憑保證書享受本公司完善售後服務，但得酌收材料

與工本費。 

6.5 請妥善保存本保證卡，若不慎遺失、或未能出示者，則以產品出廠日期為購買

日期。 

6.6 此系列部份UPS機型是屬於甲類的資訊產品，在居住的環境中使用時，可能會造

成射頻干擾，在這種情況下，使用者將會被要求採取某些適當的對策。 

產 品 序 號  經銷商蓋章 

使用者寶號  

 電 話  

購 買 日 期  

 

製造廠商、生產國別 & 製造年份：請參閱UPS包裝紙箱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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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電磁相容性量測電纜及設備配置 

 

量測之電纜及設備配置： 

 
 

警告： 

這是甲類的資訊產品，在住宅環境中，此一產品可能會造成

無線電干擾，在這種情況下，使用者將會被要求採取額外的

處置。 

註：C-1000F機型符合乙類要求，適用於住宅環境中使用。 

 

輸出電源線勿超過 10 公尺，可能會發生電磁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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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內置電池備用時間參考表 
備註： 1. 在 25℃環境下約略估計的放電時間，單位為分鐘。隨著電池的使用老化會造成放

電時間縮短，建議 2至 3年需要更新電池組。 

2. 其他非標準放電時間請洽您購買的 本公司經銷商。 
注意：若電池已老化之後請勿繼續使用，否則可能會發生電池漏液燃燒的危險。 
 

輸出 PF=0.8 負載比例電池備用時間 

負載比例(線性負載) C-1000F C-2000F C-3000F

10% 85.1 85.3 83.7 

20% 47.8 46.8 43.1 

30% 28.8 28.0 25.2 

40% 19.8 19.5 17.4 

50% 14.9 14.8 12.8 

60% 11.2 11.1 9.31 

70% 8.71 8.75 7.33 

80% 6.76 7.1 5.77 

90% 5.57 5.75 4.91 

100% 5.00 5.00 4.00 

 

輸出 PF0.7/PF0.8 相對負載比例電池備用時間 
負載比例(線性負載) C-1000F C-2000F C-3000F

10%/8.8% 90.0 90.0 85.0 

20%/17.5% 52.4 51.7 48.9 

30%/26.3% 34.4 32.9 28.8 

40%/35.0% 24.1 23.5 20.1 

50%/43.8% 17.9 17.7 15.3 

60%/52.5% 13.9 13.9 11.7 

70%/61.3% 10.7 10.6 9.00 

80%/70.0% 8.71 8.75 7.33 

90%/78.8% 6.99 7.29 5.88 

100%/87.5% 5.77 5.94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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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6600-6688     台中:(04)2328-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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