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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操作安全 

 

1.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安全注意事项”，以确保正确和安全的使用。并

请妥善保存此手册。 

2. 操作时，请注意所有警示标记，并按要求进行操作。 

3. 避免在阳光直接照射、雨淋或在潮湿的环境使用本设备。 

4. 请勿安装在靠近热源区域，或有电暖炉、热炉等类似设备的附近。 

5. 放置 UPS 时，在其四周要保留安全距离，保证通风。安装时，请参照此手册。 

6. 清洁时，请使用干燥的物品进行擦拭。 

7. 若遇火警，请正确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勿使用液体灭火器，以免触电。

电气安全 

1. 上电前，请确认已正确接地，并检查所有接线和电池极性的连接正确。 

2. 当 UPS 需要移动或重新接线时，应将交流输入电源断开，并保证 UPS 完全停机，

否则输出端仍可能带电，有电击的危险。 

3. 请使用本公司指定的附加装置和附件。 

4. 为了符合 EMC 的要求，UPS 的输出线长度应在 10 米以内。

电池安全

1. 电池的寿命随环境温度的升高而缩短。定期更换电池可保证 UPS 工作正常，并保

证足够的后备时间。 

2. 蓄电池维护必须由具备蓄电池专业知识的人员来进行。 

3. 更换蓄电池，其类型、型号与数量均应与原电池保持一致。 

4. 蓄电池存在电击危险和短路电流危险。为避免触电伤人事故，在更换电池时，请

遵守下列警告： 

A. 请勿佩带手表、戒指或类似金属物体； 

B. 使用绝缘的工具； 

C. 穿戴橡胶鞋和绝缘手套；

D. 请勿将金属工具或类似的金属零件放在电池上； 

E. 在拆电池连接端子前，必须先断开连接在电池上的负载。 

5. 请勿将蓄电池暴露于火中，以免引起爆炸，危及人身安全。 

6. 非专业人士请勿打开或损毁蓄电池，因为电池中的电解液含有强酸等危险物质，

会对皮肤和眼睛造成伤害。如果不小心接触到电解液，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进行清

洗，并去医院检查。 

7. 请勿将电池正负极短路，会导致电击或着火。



使用保养 

1. 使用环境及保存方法对本产品的使用寿命及可靠性有一定影响，因此，请注意避

免在下列工作环境中使用： 

A. 超出技术指标规定（温度 0-40℃，相对湿度 0-95%）的高、低温和潮湿场所；

B. 有振动、易受撞击的场所；

C. 有金属性粉尘、腐蚀性物质、盐份和可燃性气体的场所。 

2. 如果长时间放置不使用，必须将 UPS（不带电池）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存贮温

度范围 : -25℃～ +55℃。UPS 开机之前，必须先让环境温度回暖至 0℃以上，并维

持 2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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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产品简介

Eaton DX RT 系列 UPS 是伊顿公司精心设计的高性能不间断电源系统，为先进的

双转换纯在线式架构，强大的并联冗余功能，丰富的选配件装置，凸显出此系列产

品的高效率、高可靠性、智能管理、绿色环保等特点。特殊的在线式设计，不同于

后备式 UPS，它对输入电压不断调整、滤波，在市电中断时，会无时间中断地由

备用电池继续供电。在过载或逆变失败情况下，UPS 会转换到旁路状态，由旁路

供电。若过载情况消除， UPS 会自动切换到逆变供电状态。可灵活地实现塔式与

机架式两种安装方式，适用于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精密仪器等应用环境，为

关键设备提供优质可靠的交流电源。

本手册适用于 Eaton DX RT 系列产品，包括：6000VA 长机 /10000VA 长机 . 

塔式

机架式

机种名 尺寸 mm(宽*深*高) 重量 kg 
6000VA 长机 443*676*130 19 

10000VA 长机 443*676*13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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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前视图

6000VA/10000VA 长机

④
⑤
⑥
⑦
⑧

输入保护开关
紧急开关（EPO）
电池温度侦测端口
计算机接口
并机端口

2. 产品外观

2.2 后视图

⑨
⑩

智能插槽 1/2
风扇
输入 / 输出端子排
输出插座
电池连接器　

①
②
③

LCD 面板
LED 指示灯
按键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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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拆包检查

● 目测 UPS 是否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碰撞或损坏，如发现任何损坏或附件缺失，请

立即通知您的承运商或经销商。 

● 机架式安装为选用安装 , 随机附件不含导轨等相关附件 , 如需机架式安装 , 请

与当地经销商联系。 

● 6000-10000VA UPS 随机附件包含：

① 软件光盘

② 用户手册

③ 外接电池连接线

④ Tower 脚架 ×4
⑤ IEC 输出线 ×1
⑥ RS232 通讯电缆

⑦ Rack 安装挂耳（一对）

3. 安装

3.2 配线表

循环：包装材料是可重复使用的，请保留包装材料，以备将来使用。

输入 输出
型号

L N G L N G 

6000VA 长机
10AWG
(6mm2)

10AWG
(6mm2)

10AWG
(6mm2)

10AWG
(6mm2)

10AWG
(6mm2)

10AWG
(6mm2)

10000VA 长机
8AWG

(10mm2)
8AWG

(10mm2)
8AWG

(10mm2)
8AWG

(10mm2)
8AWG

(10mm2)
8AWG

(10mm2)

注：电缆的直径和横截面积取决于 UPS 的额定功率，以上线径只供用户参考。
　　(6000VA 长机电缆线直径   14mm，10000VA 长机电缆线直径    20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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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样的方法安装另一支座后，将两个支座平行放置且将之间的距离调整到与机身

标识的两个“支座安装区域”之间的距离相等，抱起 UPS，轻轻将其放在支座上。

3.3  塔式和机架式安装

塔式安装

1. 从随机附件中取出脚架，按图示方向向下扣紧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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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式安装

1. 将 LCD 面板从箱体上拔出适当高度（20-30mm）。

2. 将 LCD 面板逆时针旋转 90 度后插入箱体，使箱体上的卡钩卡到正确的位置。

3. 将 LOGO 拔出，逆时针旋转 90 度后扣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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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塑胶顶盖板拆除：先将顶盖板向后拉出一定距离，再向上拿出。

5. 安装挂耳（注意挂耳安装方向，凹形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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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抱起 UPS 主机，按下图所示方向将 UPS 主机放入机架的滑道上，然后推到固定
位置。从附件中取出 4 颗螺钉，将 UPS 紧固在机架上。

4.1 连接设备

4. 连接

危险！

市电配电开关所允许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 UPS 输入电流，否则可能使市电
开关烧毁。

1. 请参照配线表选择合适的输入 / 输出线。
2. 将输出和输入的导线通过护线盒连接到 UPS 的端子排，然后用螺丝将护线盒固
定在 UPS 的后面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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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需要保护的设备连接到 UPS 的输出插座。

4. 确保输入 / 输出线与端子排之间接触牢靠，然后开启 UPS 并依次开启所有已连

接的设备。

4.2 通讯接口

1. 计算机接口：将 RS232 通讯电缆的一端连接到计算机的串行口，另一端连接到

UPS 的计算机接口，实现计算机对 UPS 的远程监控。RS-232 端口的通讯方式默

认为：2400，8，1，0（波特率为 2400，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

RS232 通讯接口引脚分布图

2. 智能插槽：分为智能插槽 1 和智能插槽 2，插槽 1 具有串口通讯和干节点通讯功

能，插槽 2 只有干节点通讯功能，智能插槽 1 可根据需要选择 SNMP 卡、Modbus
卡和AS400干节点卡中任意一种，智能插槽2只能选择AS400干节点卡。安装方便，

只需取下智能插槽上的盖板，然后在插槽中插入智能卡，用两颗螺丝紧锁智能卡。

注：智能插槽支持热插拔，所以在安装以上卡的过程中不需要停止 UPS。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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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MP 卡：用于计算机系统通过网络的远距离监控。可以用 RJ45 的连接器

将其连接到双绞线以太网（10/100-BaseT）中 , 使用标准的网络管理系统软件 ( 需
第 三 方 提 供 ) 如 :HP-Openview, CA Unicenter, HP Insight Manager, IBM Tivoli 
Netview 等或伊顿专用 UPS 监控软件对 UPS 进行管理。用户亦可使用网页浏览器

软件直接访问该网卡，得到 UPS 运行的相关信息。

● 　Modbus 卡：可用于对第三方楼宇管理软件（BMS）提供有关 UPS 的检测和

综合报警信息。它通过单独的 DB9 接口（RS485/RS232）提供连续可靠的通信，

可支持双线半双工通讯和四线全双工通讯连接。

● 　AS400 干节点卡：为 UPS 外围监控提供干节点界面，以节点信号来反映 UPS
运行状态。

3. 并机端口

并机功能是 UPS 的选装功能，用户自行购买并机功能部件（含并机线和并机卡），

然后由客服人员安装到 UPS 上。 

1) 拿掉并机盖板，安装并机线：并机卡是并机 UPS 间的通讯接口，通过并机卡，

用并机线将 UPS 依次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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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并机 UPS 输出线接至同一输出接线盘，然后由输出接线盘配线给负载。每

台 UPS 输入输出之配线请遵循单机之配线要求，并机 UPS 接线示意图如下。

4. 紧急关机

紧急开机（EPO）位于 UPS 的后面板，呈绿色端子，通过 EPO 可以在紧急情况

下关断 UPS 电源，具体使用的接线方法有两种： 

1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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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池温度侦测端口

电池为低寿命器件且对温度相对敏感，用户可通过温度传感器及时侦测到电池温

度，适时调整电池充电电压的范围，从而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按长度可分为 5m
和 2m 不同长短的温度传感器，客户可根据实际安装场景找当地代理商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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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ED 指示灯与 UPS 状态对应的详细信息可参考附录二。

5.1 控制面板

5. 操作

LED 指示灯 颜色 说明

①正常 绿色 市电经逆变器传到负载时，此灯会亮

②电池 黄色 市电异常时 UPS 由电池供电，此灯会亮

③旁路 黄色 市电经旁路直接供给负载时，此灯会亮

④故障 红色
UPS 发生异常状况，此灯会常亮或闪烁，同时会

发出连续或间歇的警报声

按键名 说明 实现方法

⑤ 向上 在同一目录下进行数据切换 

⑥ 向下 在同一目录下进行数据切换 

⑦  确认 进入下级目录 

⑧ESC 退出 返回到上一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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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开机操作

1. 开机之前，请确认接线与端子排之

间接触牢靠，否则会有电击危险。

开机

设定

查询

3. 在状态界面按下确认键，LCD 进

入密码画面（用户密码初始值：

1234）。

用户密码：****

服务密码：****

4. 用户密码输入正确后，按下确认键。

确认

　　开机

　　否，取消

　　是，确认

6.UPS 工作在市电逆变模式下，正常

指示灯亮 , 无任何告警声。当 UPS 在

无市电开机时，正常和电池指示灯同

时亮，故障灯闪烁，同时伴有四秒一

鸣声，此时负载是由 UPS 的电池直

接供电。

2. 合上“输入保护开关”，UPS 进行

自检，约 3s 后自动显示状态界面。

5.3 关机动作

1. 进入主界面实施关机操作。

关机

自检

查询

2. 在关机位置按下确认键后，进入关

机选择界面。

关机选择

　　单机关机

　　并机关机

3.UPS 关机后会转到旁路模式下，旁

路指示灯亮，如需 UPS 无输出，请

将“输入保护开关”置于 OFF 状态。

在紧急状况下，可直接将 UPS 后面

的紧急开关（EPO）端子拔出。

关机

查询

（自检功能使能）

（自检功能不使能）

（用户密码功能使能）

开 机 中

请 稍 候…

5. 选择确认进行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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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菜单命令

正常开机后，按 ESC 键或 8 分钟内没有任何键被按下则进入状态界面，再按下翻

键可以看到以下参数的画面。 

负载：100%
输入电压：220V
电池电压：260V
状态：旁路供电

1. 主参数画面

4. 旁路参数画面

2. 输出参数画面。

3. 输入参数画面

输入参数

电压：220.5V
频率：50.0Hz

5. 功率参数

功率参数

KW ：10.0
KVA：10.0

6. 电池参数

7. 其它参数

其它参数

型号：RT10KS
版本：00

输出参数

电压：220.5V
电流：45.5A
频率：50.0Hz

旁路参数

电压：220.5V
频率：50.0Hz

电池参数

电池电压：260.5V
电池容量：95%
后备时间：6553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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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子菜单列表 说明

自检

1.恢复出厂设置；2.自检时间可以设置为

1-99 任意值，默认值是 1 分钟；3.自检功

能出厂值为关闭；

开机 1.自动关机；2.远程关机

时间 UPS 修正时间的更改

语言 中/英文界面的切换

密码 用户密码的更改

其它
1.ECO 模式 2.变频模式（两者中只能有

一种模式使能）

服务密码：本公司客服工程师专用

维护专线 查询本公司服务热线电话

运行记录 1.目前异常；2.历史记录；3.清除记录

其它参数 查询逆变器和电池的温度

设定

→自检     语言

   开机 密码

时间 其它

查询

→ 维护专线

     运行记录

说明：以下菜单列表和设置仅供参考，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设定

　　自检　　语言

　　开机　　密码

　　时间　　其它

查询

　　维护专线

　　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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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池维护与保养

电池是 UPS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池的使用寿命取决于环境温度和放电次数。

高温下使用或深度放电都会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1. 电池为密封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对于电池内置的机型，只要接通市电；对于电

池外置（电池包）的机型，将 UPS 主机与电池包连接，再接通市电；完成以上操

作后不管 UPS 开机与否，始终向电池充电，并提供过充、过放保护功能。 
2. 电池环境温度应保持在 15-25℃之间。 
3. 若 UPS 长期不使用，建议每隔 3 个月充电一次。 
4. 正常使用时，电池每 4 到 6 个月充、放电一次，放电至关机后充电；在高温地区

使用时，电池每隔 2 个月充、放电 1 次。 
5. 电池的持续放电时间应不超过 14 小时，切勿空载放电。

6. 电池不宜个别更换，更换时应遵守电池供应商的指示，遵循数量一致，型号一致

的原则。 
7. 正常情况下，电池使用寿命为 3 到 5 年，如果发现状况不佳，则必须提早更换，

电池的更换必须由专业人员操作。 
8. 我公司已经为您配备了常规条件下的电池容量，如需额外配备，请咨询当地经销

商或客服。

7. 维修保证

本公司承诺：自购机之日起，您将享有两年全国联合保修。

● 凭经销商有效证明保修；

● 凭机器生产序号保修

以下情况不在保修范围内：

● 超出保修期。

● 序列号更改或者丢失。

● 容量正常下降或有外部损伤的电池。

● 购买后因运输、移动、疏忽所造成的故障及损坏。

● 因不可抗拒之天灾人祸所导致的损坏。

● 未依 UPS 电气规格规定的供电条件或现场环境使用所导致的故障。

● 未经授权许可，自行对 UPS 加以拆修、改装或附加其他配件造成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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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技术规格

型号 6000VA 长机 10000VA 长机 

额定容量 6kVA/5.4KW 10kVA/9KW 
输入方式 插座（单相两线+接地） 
额定电压 220VAC 
电压范围 121-275VAC 
频率 45-65Hz 

输入 

功率因数 >0.99 
输出方式 插座（单相两线+接地） 
电压 208/220/230/240VAC 
功率因数 0.9 

市电模式 45-65Hz 
输出频率 

电池模式 (50±0.05)Hz/(60±0.05)Hz 

市电过载能力 
负载容量：110%～125%   1min 转旁路并报警           
负载容量：125%～150%   30s 后转旁路并报警          
负载容量：>150%        0.5s 后转旁路并报警 

转换时间 0ms（市电中断） 

输出 

峰值因数 3:1 
市电模式 up to 92% 

效率 
ECO 模式 97% 

环境温度 0-40℃ 
环境湿度 ＜95％（无凝露） 
海拔高度 小于 1000m 不降额，大于 1000m 每升高 100m 不降额 1％
存储温度 -20-55℃（不含电池） 

环境 

噪音 
<55 dB（A）（负载≤75％） 
<60 dB（A）（负载＞75％） 

安全标准 GB4943-2001/IEC62040-1 国家

标准 行业标准 YD/T 1095-2000 
静电放电抗扰性（ESD） IEC61000-4-2 
辐射电磁场抗扰性（RS） IEC61000-4-3 
快速瞬变电脉冲群抗扰性（EFT） IEC61000-4-4 
浪涌抗扰性（Surge) IEC61000-4-5 
传导 GB7260.2/EN62040-2：2006 
辐射 GB7260.2/EN62040-2：2006 

EMC 

警告：本产品用于第二类环境中的商业和工业用途，可能需要采取安装限制或附加措施以抑制

骚扰。 

*上述数值为常温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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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灯号参照表

面板灯号显示 序

号 
工作状态 

逆变 LED 电池 LED 旁路 LED 故障 LED
告警声 面板显示内容 

1 市电逆变模式 
  正常 ●       无   

  告警④ ●     ★ 一秒一鸣

电池未接/充电器异常/风
扇异常/电池过充/LN 反接

或 E 未接/旁路异常 
  过载① ●     ★ 一秒两鸣 输出过载 
2 旁路模式 
  正常     ● ★ 两分一鸣   

  告警⑤     ● ★ 一秒一鸣

充电器异常/风扇异常/LN
反接或 E 未接/电池过充/
并机错误/Eeprom 错误/开
机失败/机型错误/地址错

误/地址重复 
  过载②       ★ 一秒两鸣 输出过载 
3 电池模式 
  正常 ● ●   ★ 四秒一鸣   
  告警 ● ●   ★ 一秒一鸣 风扇异常 
  告警 ● ★   ★ 一秒一鸣 电池电压低 
  告警 ● ★   ★ 一秒两鸣 电池电压过低/电池开路 
  过载③ ● ●   ★ 一秒两鸣 输出过载 
4 电池自检模式 
  正常 ★ ★ ★ ★ 无 无 
5 故障模式 
  有旁路输出     ● ● 长鸣 
  无旁路输出       ● 长鸣 

故障类型和告警信息 

6 待机模式 
  正常         无   

  告警⑥       ★ 一秒一鸣

旁路异常/市电异常/中线

丢失/Eeprom 错误/开机失

败/并机错误/地址错误/地
址重复 

备注：①当市电模式下的过载处于保护动作时，切换到旁路模式                                                                

②当旁路模式下过载断处于保护动作时，旁路 LED 不亮，故障 LED 持续亮，并伴有长鸣声。                                

③当电池模式下过载断处于保护动作时，故障 LED 持续亮，并伴有长鸣声。                                               

④当市电模式下出现此类告警时，逆变灯亮，故障 LED 闪烁，并伴有一秒一鸣声；                                          

⑤当旁路模式下出现此类告警时，故障 LED 闪烁，并伴有一秒一鸣声；                                                    

⑥当待机模式下出现此类告警时，故障 LED 闪烁，并伴有一秒一鸣声；                                                   

⑦●：表示持续亮。★：表示闪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