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M 分支電路監控系統
資料中心配電盤和配電通道監控

特性與優點

Raritan智慧分支電路監控（BCM）系統使您能夠根據您資料中心的發展變化充分
利用您的電力基礎設施並管理容量。無論您正在改裝現有設施，或者規劃增長或
新的結構，Raritan BCM 系統能夠説明您降低能源成本，追蹤電力使用情況，並

• 計量地板 PDU、RPP、配電盤和
配電通道。

且避免故障停機。讓您體驗輕鬆計量。

• 一台控制器最多可支援 70 個功
率計。

這一簡易配置模組系統，使您能夠在供電進線口或遠端配電盤上即時查看分支電

• 通過載入配電盤一覽表的 USB
實現快速配置。

路和電源的電容量和電源使用情況和回看歷史記錄。系統可發送電源和環境情況
的臨界值警報，從而避免發生故障停機。資料同樣可支援能量效率和客戶退單打
算。此外，可與 Power IQ® DCIM 監控軟體和其他建築物管理系統（BMS）和
DCIM 解決方案結合。

• CT連接帶電回路。
• 在電線上自動校正計量適應 CT
方向。
• 即時配置程式。
• 配置、Wi-Fi 連網和平板顯示用
USB 介面。

系統組成

• 由具有自動發現功能的 DCIM 軟
體支援。
• 多種選項可選擇

分支計量附件

DIN 軌道模組（已連接）

• 與Raritan 機架 PDU 的韌體相
同。
• 使用 PDView 應用程式遠端顯
示。
• 收集以下資料：
A、V、kW、kVA、功率因素和
kWh。

電纜

電流變壓器

• 協議包括 TCP/IP、Modbus 和
SNMP。
• 環境感測器支援。

Raritan / 電話：(886)2-8919-1333 / 傳真：(886)2-8919-1338 / sales.taiwan@raritan.com

最新計量體驗
全新的 BCM 利用影響成熟的Raritan機架 PDU 技術，對 IT 設備機架上游電源情況進行監控。即時監
控配電盤、地板 PDU、遠程配電盤或高架配電通道的電源。

降低您的總購置成本

省時省事
• 向 USB 上傳配電盤一覽表，用於電路繪圖和配置
設置（可以停止不用）。

• 一台控制器最多可支援 70 個功率計。
• 協議包括 TCP/IP、Modbus 和 SNMP。
• 內建備援；只要仍有一個儀錶保持通電，所有模
組可繼續運行。

• 為配線通道和配電盤監控混合搭配相同的模組。

• 可通過 Wi-Fi 網路接入存取。

• 作為 Power IQ DCIM 監控軟體上的配電盤得到完
全支援。

• PDView 平板應用程式，方便查看大量資訊。

• 最高密度的分支電路計量——96 條分支電路。

• 與Raritan機架 PDU 的韌體相同。

• 方便安裝、配置和擴展。
• 避免故障停機，並提高電源基礎設施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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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電通道主配電箱安裝配電通道計量
模組，監控流向機架的電源。

獨特的模組設計：僅在需要時增加計量
配電板
主控制器（PMC）
計量模組（PMM+PMB）

Wi-Fi、局域網、SNMP、Modbus

方便安裝和配置的設計

• 配置程式即時顯示電流和相位，使您能夠確認安裝正確。

• 現有分支電路和電源隨附的可拆式電流變壓器（CT）。
• CT 可以安裝在任一方向；計量系統自動校正。
• 多種安裝選擇，包括：底層地板、背掛式安裝、IT 機架
和 DIN 軌道。
• 線束使您可以在無需使用大量附加電線的情況下安裝 CT。
• 使用接入配電板的多芯電纜連線 CT 實現簡易電線裝接。
• 在電線上自動校正計量適應 CT 方向，避免錯誤。
• CT 連接帶電回路，同時不發生故障停機或對 CT 造成損
害。

• 通過預載入配電盤一覽表的 USB 實現快速配置。

高級計量和監控
• Power IQ 軟體或其他建築物管理系統可用現成的電源
資料。
• 可通過網路遠端存取資料；或通過高清彩色顯示器或
平板進行本機存取。
• 向資料中心和設施經理提供電容量和電力使用的即時
和歷史資訊。
• 為母線槽和配電盤監控混合搭配相同的模組。

• 帶標籤的 CT 接線以免出錯。

• 使用 +/- 0.5% 計費等級精度計量 kWh。

• 帶鑰匙的鎖定連接器，用於防錯和可靠連接。

• 收集的資料可減少故障停機，並提高效率。

用於防錯可靠連接的鎖定
連接器。

通過 PowerIQ 監控軟體進行
簡易管理。

帶標籤的 CT 纜線連接器方便
配電盤位置繪圖。

應用

型號

描述

機箱監測配電板 - 建議用於高
架地板環境

BCM2-9610Y-KIT-01

BCM2-9610Y (96 條分支電路儀錶附件——支援高達 480V 三相電能計量及 16A 終端輸入。監控三相
電源線、不帶電和地線以及高達 96 條分支電路。計量精度達 0.5%。包括用於遠端存取的智慧控制器。)
BCM2-250A-CT-4PK (4x 250A/0.5%/333mV/24”/610mm 引線)
BCM2-1A-CT (1x 1A/0.5%/333mV/24”/610mm 引線)
BCM2-MCTcable-3M (用於 5x CT 的電源電路電纜，10ft（3m）)
2x BCM2-60A-CT-12PK (12x 60A/0.5%/333mV/24”/610mm 引線)
BCM2-BCTcable-3M-1, BCM2-BCTcable-3M-2, BCM2-BCTcable-3M-3, BCM2-BCTcable-3M-4
(用於 12x CT 的分支電路電纜)
BCM2-FLOOR-MOUNT-KIT

DIN 軌道模組用於監測配電板

BCM2-DIN-KIT-D01

PMC-1001 (功率計控制器——19 英寸機架安裝)
PMM-1000 (3Phase, 480V DIN 軌道式電力監控模組)
PMB-1960 (監視最多可達96配電盤分支)
BCM2-250A-CT-3PK (3x 250A/0.5%/333mV/24”/610mm 引線)
BCM2-MCTcable-3M (用於 5x CT 的電源電路電纜)
2x BCM2-60A-CT-12PK (12x 60A/0.5%/333mV/24”/610mm 引線)
BCM2-BCTcable-3M-1, BCM2-BCTcable-3M-2, BCM2-BCTcable-3M-3, BCM2-BCTcable-3M-4

DIN 軌道模組用於監測配電通道

BUS-DIN-KIT-D01

PMC-1001 (功率計控制器——19 英寸機架安裝)
PMM-1000 (3Phase, 480V DIN 軌道式電力監控模組)
BCM2-250A-CT-3PK (3x 250A/0.5%/333mV/24”/610mm 引線)
BCM2-MCTcable-0.5FT (用於 5x CT 的電源電路電纜)
BCM2-1A-CT (1x 1A/0.5%/333mV/24”/610mm 引線)

備註：這只是部分實例所提供的配套元件。更多應用請洽業務人員。

電壓計量輸入

儀錶計量精度

輸入範圍*

90-277V LN，156-480V LL

有功功率和能量

0.5%: IEC 62053 等級 5，EN 50470-3 等級 C

計量分類

CAT III，污染度 2

無功功率和能量

2%

頻率

50/60 Hz

均方根電壓和電流

0.2%

電流計量輸入

頻率

0.1%

CT 類型

電壓輸出=額定電流時 333 mV

抽樣率

64x 50 或 60 Hz（相位固定）

CT 額定電流

1-1200A

計量更新率

3 秒：IEC 61000-4-30 等級 S

環境

安規

操作溫度

0°-60°C (32°-140°F)

安全

UL/EN 61010-1

操作濕度

0°-60°C (32°-140°F)

EMC/EMI

EN61326-1，FCC 第 15 部分 等級 A

操作高度

0-3000m

電力要求
電壓

90-240V

電流

0.2A

欲瞭解更多關於Raritan 智慧分支電路監控系統，請撥打(866) 2 8919-1333 或 請上
Raritan.com/ap/tw/BCM
Raritan 是久經市場考驗的創新者，為各種規模的資料中心提供電源管理解決方案和 KVM-over-IP 切換器。在全球超過 76 個國家和 50,000 個地區，Raritan 廣受讚譽
的硬體解決方案提升能量效率、增強可靠性，提高生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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