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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我们的全部
力登品牌是电源管理解决方案、串行控制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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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大大提高了能源的使用效率、显著提升了数
据中心的可靠性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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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登简介

力登公司是行业内公认的，为各种规模数据中心电
源管理提供解决方案、串行控制设备以及 KVM-overIP 交换机的创新厂商。
力登屡获殊荣的解决方案，应用于全球超过60000个
的数据中心，显著地为其提高了能源效率、增加了
可靠性、提高了生产力。
力登公司于1985年在美国的纽泽西州萨默塞特成
立，并于2015年加入著名法国电气公司罗格朗集
团，成为其旗下品牌之一。

力登全球
力登公司在全球76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和合作伙伴。
拥有创一流的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高
可靠度的解决方案; 高度专业的技术团队，随时为最
终用户提供专业技术解答。
诚挚邀请您加入力登的销售队伍，如您有兴趣成
为力登产品的经销商，请发送邮件至：marketing.
china@raritan.com
希望与您携手合作，拓展业务网络，共同为客户
解决最受困扰的数据中心管理问题，共同发展壮

创新力
我们的解决方案，能够帮助IT专业人员对数据
中心的运维状况了然于胸，管理数据中心更智
能、更多元化。我们以最大的努力帮助您提高
正常运行时间，优化生产效率，并且基于可
靠的数据信息，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战略
决策。
力登公司秉承致力于推动技术创新的主旨，创
新就是我们的核心力量。拥有47项已授予的专
利以及30多个申请中的专利，力登公司郑重承
诺，客户所得到的是力登最新、同时也是极经
得起时间验证的科技产品。

信任
可以承诺，所有力登产品均为高端设计、精心
制作并符合相关标准的高品质产品。

以客户为中心
在力登，不论是在设计新的产品，还是面对客
户的技术难题，我们始终信奉这样的原则：一
切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全面为客户解决后顾
之忧。

大业务。

欧盟数据中心能源效率标准代言人
该标准由欧盟联合研究中心（EU's Joint Research Centre）制定，是对欧盟面临的能源挑战的慎重回应。它
的目标是鼓励拥有数据中心的公司减少能源消耗，同时确保业务目标得到实现。作为一名代言人，力登承
诺通过设计产品和服务来实现标准的精神，

力登创新史

“保持活动状
态”键盘仿真

电脑设计、
组装和分销

1985

业内第一台同
轴 KV 交换机

第一台基于 Cat5 线
缆的 KVM 交换机

第一台同轴电缆
KVM 交换机面世

有屏幕
操作界面

1995

多用户 KVM 交换机

企业级设备集中
管理（CC-SG）

基于 Web 浏览
器访问的 KVM
交换机

第一台企业级
KVM 交换机

基于光纤的
KVM 交换机

KVM over IP

嵌入式
KVM over IP

2005

远程串行控制设备

手掌般大小
KVM-over-IP
延长器

基于 IP 的 KVM
和串行控制设备
第一台32口和64口
数字 KVM 交换机

消除手动按钮的
KVM 切换设备

智能电源条

分支电路监测

2018

混合转换交换机

Dominion KX III

环境控制器和传感器

免 Java KVM
和串行设备

数据中心基
础设施管理
（DCIM）

通过 CC-SG 对虚拟
和物理IT设备管理

Dominion SX II

iX7 控制器

数据中心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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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管理
“

力登为客户提
供具前瞻性的
解决方案

”

1

电源管理，
监测和控制
智能电源
在线计量
分支电路监测
转换交换机
机柜智能门锁
环境控制器
电源管理软件
产品总览

P08
P09
P10
P11
P12
P13
P14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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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管理

PX 智能 PDU
力登PX系列产品中，高品质的智能机柜分配单元（iPDUs）可提供实时远程电源监控，包括对电流（Amps）、电压
（Volts）、功率（kVA，KW）和能源消耗（kWh），甚至是端口级别，提供误差在 +/-1% 的计费等级测量精度。
PX 系列产品有数百个型号可供选择，足以满足客户数据中心的所有应用需求，型号包括：远程电源插座
开关、单个端口计量、支持刀片服务器和高密度应用的高功率型号和 400V 电源配电。
可提供 800+ 单、三相型号。

智能现场可更换控制器
我们的嵌入式安装控制器提供具备工业级可靠
性、可配置的固件，灾难恢复支持，以及在发
生故障时的热拔插功能。

双网络访问
带有 iX7 控制器的 PDU，配备两个以太网端口，可
以在两个独立的网络上进行访问。基础设施管理
人员、协作设施人员或IT管理员，即使他们可能位
于不同的网络或 VLANs，都可以观察到 PX 所提供
的相同的关键电源和环境数据。

全彩色外壳
力登公司的智能 PDU 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有助
于减少误操作，更容易识别电力链路，方便排除
故障，从而降低风险和意外的宕机。

SECURELOCK™ 电源线
由于震动或人为错误，IEC 插口往往无法牢固绑定插头。
力登公司的智能机架 PDU 配有安全锁端口，可以搭配
安全锁电源线将插口锁住，从而防止线缆意外断开。

内置故障转移功能
可使用某些 PX 型号上的扩展端口，维持两个
互相连接的 PDU 之间网络和电源的连接。端口
告警可使故障得到更快的修复，并使您对连接
到 PDU 外围的设备和级联的下游设备得到完全
的控制。

SWITCHING

OUTLET
METERING

CIRCUIT BREAKER
METERING

■

■

■

■

技术人员的生命安全。配备具有漏电监控功能

■

■

■

减轻了许多控制管辖区域的审计监管负担。

■

■

■

PX-1000
PX-2000

■

PX-4000
PX-5000

■

漏电监控选项

INLET
METERING

在线计量

通过监测地线中的电流，漏电监控选项可降低
触电的风险。漏电监控会生成系统告警，保证
的 PDU，通过提供自动和远程测试功能，显著

更多资讯，请点击访问
www.raritan.com.cn

PX-3000 系列产品的在线计量功能，使您在监控专用电路上的电源情况的同时，大大简化了数据中心的电源使用管理和环境管理。
无需移动 IT 设备或对 IT 设备重新布线，只需把在线计量设备接入到现有的电路中，即可对设备进行远程实时的电源监控，包括电流
（amps）、电压（volts），功率（kVA，kW）和能源消耗（kWh），提供误差在 +/-1% 的计费等级测量精度。另外外接传感器功能，
随时可以对机柜内的温湿度进行监测。

数据中心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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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管理

分支电路监测

力登智能分支电路监测（BCM）系统可以让您在数据中
心扩大和改变的同时，充分利用其电力基础设施和管理
能力。不论您是打算重新改造现有的设施，或是规划扩
容或重新建设，力登 BCM 系统都可以帮助您降低能源
成本、跟踪电力使用、防止宕机发生。即使在从未计量
的线路，都可轻松增加。

特点和优势
• 可计量配电柜，RPP，配电盘和母线
• 一台控制器最多可支持70条电路计量
• 不断电，可将 CT 扣在带电回路

这一易于部署的模块化系统，通过配电电力入口或远程
配电盘，可以提供分支电路和主电路的配电容量及用电
量的实时信息视图。并可以按照配电和环境的状态条件
来发送阀值告警，从而防止意外宕机。这些数据同时可
以用来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客户的回收退费计划。

• 调整导线的 CT 定位，自动校正测量
• 实时配置程序
• USB 端口配置，Wi-Fi 网络连接，平板电脑显示
• 多种附件可选
• 收集电源数据，包括 A，V，kW，kVA，功率
因数和 kWh
• 支持 TCP/IP，Modbus 和 SNMP 协议

配电盘
主控制器（PMC）
计量模块（PMM+PMB）

电源管理

转换开关

力登公司的混合机架转换开关可以防止单电源设备在机
架上的宕机。提供了输入端级、输出端级以及电路级的
电源测量。为了更好地进行远程电源控制，还可提供端
口级切换功能。
智能机架转换开关结合了电磁继电器和可控硅整流器
（SCRs）技术，将两种切换技术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同时也将两者的缺点最小化。

特点和优势
• 快速切换：负载切换时间 4-8毫秒
• 可靠的转换，不受电源相位的影响
• 大额定值的继电器（48A）和可控硅整流器
（SCRs-70A）
• 消除了导致继电器故障的电弧
• 3.3 毫米的空气间隙（常规 0.6 毫米），防止
电弧的产生
• 输入端的浪涌保护以及现场可更换，同时配
有快速熔断器以便短路保护
• 通过电子邮件，日志或 SNMP V1/2 和 3 进行
阀值告警和状态更新
• 记录切换信息
• 支持多达 32 个即插即用传感器
• USB 支持包括 Wi-Fi 连接、摄像头、平板电脑
和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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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管理

智能锁—门禁访问控制

力登智能锁是一种电子门禁控制系统，为各种类
型的数据中心机柜提供一种既易于部署、又经
济实用的网络门锁解决方案。是一种高性价比
的通用型解决方案，旨在解决各类IT应用程序在
不断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加的安全需求，并符合
HIPAA，SOX，PCI，DSS 3.2 或 SSAE 16 行业标准。
智能锁系统可以与力登的 PX 智能 PDU 和 EMX 兼
容，无需昂贵的安装费用，并且是完全独立的门
锁系统。为了实现与 DCIM 和安全软件的无缝连
接，进行关键数据的的传输，智能锁系统可轻松
连接到PX即插即用的传感器上。

易于部署/改造
■

通用锁距，便于任何现有机柜门的改装

■

对罗格朗 Mighty-Mo，LX 机柜和排柜外壳的预先集成选项

■

在链接到 PX 智能 PDU 或 EMX 的单一 IP 地址下，可以保护
多达16个机柜（前后共32把锁）

■

PDU 可识别的预先配置，便于在整个数据中心进行快速部署

特点和优势
•
•
•
•
•
•
•
•
•
•
•

智能卡兼容
与力登的资产管理相集成
适合工作流的管理解决方案
远程开锁/闭锁
可配置的解锁时间延迟
客户可定制的告警（由Xerus平台供电）
LED 状态显示
事件记录日志
LDAP 和 RADIUS 兼容
与临近、防篡改和门位置传感器兼容
与锁状态、监测和告警传感器相集成

环境控制器
EMX - SMART RACK CONTROLLER
EMX 是所有力登公司环境传感器的集中连接点。EMX
智能机柜控制器提供最高8个传感器接入端口，8个
Feature 端口用于连接力登动态资产解决方案传感器
（AMS），8 个 RS-485 端口，所有都集中在一个 1U 尺
寸的设备里。

特点和优势
•
•
•
•
•

这种创新的机柜监控解决方案有助于数据中心和设施管
理人员通过监测机柜内可能出现的热点，来确保正常运
行时间，通过有把握地提高数据中心的温度、以及对机
房环境设计和整改提出切实的战略决策，从而显著降低
了制冷成本。

支持USB网络摄像头
可支持多达128个传感器
支持有线或无线WiFi网络
可直接访问的Web浏览器界面
可接收高级告警

环境传感器
加速度
可探测震动，如地震，或损
坏的风扇，支持三个坐标
（x,y,z）。

热通道温度
可以部署在机柜的正面或
背面，用于监测冷空气的
进入和热空气的排出，确
保有效的空气流动。

气流
可以侦测特定空间内的
空气流动，如高架地板
下的空间，或仅是开孔
地板上方的区域

网络摄像头
数据中心通
道隔帘

机柜进风口的温湿度
将三个传感器的探测头串联在
一起，便于部署到机柜冷空气
进风口的底部、中部和顶部。

力登公司环境解决方案的功能传感器可用
来监测温度、湿度、气流、气压、水浸/漏
水，触点闭合和数字化就近监测以及加速
度的监测。
传感器作为有价值的可选项，可“即插即
用”地连接到力登智能机架 PDU、EMX 控
制器、在线计量表、转换开关和分支电路
监测器。
环境传感器可以非常容易地识别出环境热
点，将制冷设备的制冷功能最优化，预防
宕机的发生，维护了设备的安全。

数字化就近监测
可监测机柜周围
的移动。

气压差
可监测高架地板上下层之间
的空气压力差，或冷热通道
之间的空气压力差，以防热
泄露。

触点闭合
双通道触点闭合传感器主要和第
三方传感器配合使用，如：烟感
传感器，磁力门锁，或是机柜门
被打开时可激活网络摄像头。

水浸/漏水
可监测地板，或某一区域周
围的浸水，液体冷却机柜的
漏水，也可用于监测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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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IQ®

Power IQ 软件使数据中心和设备管理人员能密
切监测并有效利用现有的数据中心电源基础
设施。数据中心健康视图、电源分析、冷却图表和
报告，可时刻提醒您数据中心存在的潜在问题，并实时
掌握电力基础设施各个级别的电源负载、趋势和容量。
通过环境传感器收集到的各种环境参数信息会被收集到
DCIM 电源监控软件 Power IQ 上，让您有把握地提高环境
温度以及调整 CRAC 里的风扇转速，减少制冷系统的能
耗，节省更多的资源，并充分利用冷却系统。
Power IQ 软件最初由力登公司研发，现在由 Sunbird 公司
向您提供该软件服务，该软件完美整合了力登公司的电
源管理产品。

Power IQ 的功能：
• 可直观地发现热点
• 确定何时可以升高/降低温度的设定
• 确定湿度
• 方便使用ASHRAE标准的热度范围进行管理
• 简化冷热通道的节能管理
• 自定义并添加属于自己的热度范围

登入网址 sunbirddcim.com 了解更多详情

数据中心技术解决方案 14

电源产品总览
自从2007年推出智能 PDU 以来。力登公司如今已取得全球品牌排名第三的位置，而随着其产品种类空前的扩大，力登
仍在快速地上升。您可在以下介绍中找到当前力登电源产品的概述资料。

智能 PDU

经济型 PDU

在线计量

我们的智能电源（iPDU）包括端口级的
开关，端口级计量，单元计量等，提供
单相和三相的各种型号。

PXE 是一款机柜式 PDU，主要针对一些
经济型，预算有限的买家，寻找一款
入门级的智能电源先行试用，以待
观察。

PX-3000 智能在线计量功能，可以很
容易地收集独立运行设备的电源、
能源和机柜环境数据。

Security

转换开关

分支电路监测设备

电源线

混合机柜转换开关使用了电子继电器和
可控硅（SCRs）整合的技术来实现两路
电源之间的切换负载。

BCM 系列智能分支电路计量，在配电
入口或远程配电盘上，提供了针对机
房配电入口或各级配电柜里的各分支
电路和主电路的电力数据。

安全锁可防止意外的电源线断开，是一个
电源线和机架 PDU 的集成锁扣系统，确
保电源线牢固绑定在 PDU 上。

Monitoring

Security

智能机柜控制器

电源软件管理

力登的智能锁是一种电子门禁控制
系统，为各类型的数据中心机柜提
供了易于部署以及经济实用的网络
门锁解决方案。

由 Sunbird 软件公司提供的 Power IQ
软件支持数据中心管理人员进行密
切监测并有效利用现有的数据中心
电力基础设施。

Environmental

Environmental

智能机柜控制器

环境传感器

智能机柜控制设备是连接力登环境传感
器的集中接入点，包括：温度、湿度；
可以和 Sunbird 的数据中心基础管理解决
方案（DCIM）相整合，实现传感器的读
取和资产管理。

环境传感器包括：温度、湿度、气流、气
压、水浸和触点闭合等传感器，可帮助数
据中心管理员迅速识别热点、提升并优化
制冷设备，避免昂贵的宕机时间，维护数
据中心安全。

Access Man
激情迸发的
“ 技术
”

nagement
2

访问管理
性能和安全
KVM-OVER-IP 交换机
计算机接口模块
集中数据中心管理
模拟 KVM 交换机
串行控制台
产品总览

P18
P19
P20
P21
P22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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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管理

企业级 KVM-over-IP (KX III)
Dominion KXIII 是力登公司企业级 KVM-over-IP 交换机的旗舰产品。凭借业内
领先的视频性能，安全性以及增强的可靠性，Dominion KXIII 遥遥领先于其他
竞争对手。配备各项标准功能，如 DVI/HDMI/DisplayPort 数字视频，VGA 模
拟视频，音频，虚拟媒体，智能卡/CAC 和移动访问技术，Dominion KXIII 不仅
能运用于传统的服务器管理领域，而且也能在动态广电应用领域得到完美
施展。
对于服务器机房，测试实验室和大型企业级数据中心来说，无疑是最理想的
解决方案。KXIII 提供了高性能基于 web 的远程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等几
乎所有应用的管理。可独立部署，或者与力登的 CommandCenter 安全网关整
合部署。（请看第20页）。

Dominion 串行访问模块(DSAM)可以使
用户从 Dominion KXIII，通过免 Java 访
问方式连接串行设备。

强大的数字视频和音频性能
基于 IP 技术，支持每秒 30 帧高清视频。
1920 x 1200 高清分辨率，高性能数字视频，
支持各种广播和其他动态的、视频密集型
应用。DVI 数字本地端口可提供快速、机
柜端的高性能访问。

鼠标同步
力登公司的 KVM 交换机提供独特的绝对鼠
标同步技术，无需更改任何服务器鼠标设
置，即可完美实现鼠标同步功能。

Dominion KXIII用户站
对连接到Dominion KXIII交换机的服务器，进行高
性能IP访问，且可独立部署的应用设备。使用标
准Cat5线缆和以太网/IP技术进行部署。用户站可
完美应用于广电、实验室、控制室、办公室和数
据中心。

远程BIOS级别访问和控制

“

从单独一台交换机，进行串
行和 KVMOVERIP 访问

DOMINION KXIII 拥有业界最高性能和最灵活的
KVMOVERIP 技术。用户可以通过局域网、广域
网、英特网、移动设备和电话拨入等多种方式
访问 DOMINION KXIII，允许管理员通过 BIOS 级
别的访问进行远程故障排除、设备重新配置、
重启或开关服务器电源等。

基于IP的虚拟媒体
每台 DOMINION KXIII 都配备虚拟媒体功能，允
许远程执行多项任务，如：安装软件，远程启
动设备或诊断故障。可以使用各种媒体储存方
式（CD、DVD，USB，内部或远程驱动器以及镜
像文件）。

“

军事级别的高安全特性
使用力登 DOMINION KXIII，可以满足政府和军
事级别的要求，包括：AES & FIPS 1402加密，
通用访问卡（CAC）认证以及 IPV6 网络。

免JAVA使用
您可以在 Active KVM 客户端（AKC）的windows
平台上，和 Java 永远说再见。可以在所有平台
上，享受免 Java 的 KXIII 管理操作。

计算机接口模块（CIMS）
力登公司提供一系列的 CIM 以支持多种平台和设备的应用。
一系列跨平台的 CIM 用来连接服务器的 VGA、DVI、HDMI 和 DisplayPort 端口，带虚拟媒体的 USB，Sun®，Sun USB 和串口控制服务
器，以及流行的刀片服务器型号，如：HP®，IBM® Dell® 和 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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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管理

集中管理 (CCSG)

力登公司的 CommandCenter 安全网关（CC-SG）为 IT 和实
验室组织，在所有技术平台上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访问和电源
控制，不论是应用级、操作系统级或是 BIOS 级的访问。
CCSG 的单一管理平台有助于简化远程管理，加速物理和虚
拟服务器、智能 PDU 和串行设备的故障排除。
可用作硬件设备、或者虚机平台（支持 VMware、Hyper 和
XenServer）。

特点和优势
• 访问物理服务器的单一门户，（包括：刀片服务
器系统和各种计算机），虚拟机以及 VMware®
基础构架
• 可从 iphone 或 ipad 灵活选择不同的客户端，便
于对服务器的访问和管理
• 集中认证、授权和日志
• 直观的菜单选项、易于使用的报告--从应用和审
计，到资产和节点。
• 集中的、基于用户角色的访问和策略管理
• 强大的安全特性
• 高可用性和冗余

Dominion® Solutions
- KX III, KSX II, KX2-101-V2 and SX II
-Rack Mounted and Blade Servers
-Network Devices
- PX Intelligent PDU

Power IQ Integration
- Outlet-Level Control via Raritan and
Third-Party PDUs

- RDP
- VNC
- SSH
- Telnet
- Web Browser

- iLO/iLO2
- DRAC
- RSA
- IPMI
- IMM

MASTERCONSOLE
DIGITAL 系列

力登公司的 MasterConsole Digital KVM交换机（MCD），集
成了 KVM 交换机 17 寸 LED 抽屉式控制台，在紧凑的设备
中，采用了先进的技术，为数据中心、实验室或服务器机房
提供了所需的可靠、易用和便捷的服务。
MCD 使用标准 Cat5/6/6e 线缆，支持最高 1920X1080 高清视频
分辨率。数字视频接口同时支持模拟 -VGA 和数字 DVI，HDMI
和 DisplayPort 端口。通过使用VGA组合电缆或力登的 HDMI
CIM 可支持立体声音频。
基于力登公司在KVM交换机领域所取得的成功，MasterConsole
Digital 系列是进行系统维护、管理、运行应用程序以及排查
故障的理想之选。

MasterConsole
Digital KVM交换机

MasterConsole
Digital LED 抽屉
式控制台

用户控制台 A
用户控制台 B

特点和优势
 单用户或双用户控制 8、16 或 32 台服务器
 通过级联，控制多达 1024 台服务器
 支持 VGA/DVI/HDMI/DP 数字视频端口
 高分辨率视频----1920 x 1200@75Hz （模
拟）和1920 x 1080（数字）


安全密码验证

MCDLED



1U 小尺寸设计
单用户控制 8、16 台服务器



通过级联控制多达 512 台服务器



支持 VGA/DVI/HDMI/DP 数字视频接口



支持高达 1920 x 1080 宽屏分辨率

Server Room

MCD-232
电源
AC100-240V

MCD-LED17116

本地 USB
端口

音频
端口

重启按钮

固件端口
DVI-I 端口
16 口 KVM 端口

电源
AC100-240V

接地螺钉

32 口 KVM 端口

固件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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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行控制台（SXII）
Dominion SXII 是力登公司新一代的串行控制设备（终端服务器），不论何时、何地，都为 IT 和管理人员提供了安全可靠
的IP访问，以及对串行设备的控制。新款的 SXII 是目前市场上性能极强大、极安全、极可靠、极易使用的 Serial-over-IP设
备。SXII 对网络设备，服务器，PDU，通讯类设备和其他串行设备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访问。

强大的硬件平台，提供高性能的串行访问
• 强大的 1GHz CPU 引擎
• 高达 8G 的闪存，用于存储和日志
• 双电源供电，双以太网接口，提供自动故障切换功能
• 4、8、16、32、48 端口 1U 尺寸的安全设备（可选配内置
电话调制解调器）

Serial-over-IP 访问
可通过 SSH，Telnet 和 Web 浏览器进行完整 CLI 访问，拥有方
便快捷的直接端口访问方式。两种基于脚本的自动配置方式
（TFTP 服务器和 USB 驱动器），从而允许快速的安装部署和变
更配置。可以和力登公司的 CommandCenter 产品整合使用，
管理上千台设备。

支持广泛的串行设备
享受对一大批设备进行全面串行访问。支持 1200 到 230400 bps
的运行速度，每个端口的串行选项都具灵活性。

完全基于 CLI 的配置和自动配置
SX II 通过便捷的直接端口访问方式，运用 SSH、Telnet 和 web 浏
览器提供完整的 CLI 访问和管理。两种基于脚本的自动配置方法
（TFTP 服务器和 USB），便于快速安装和配置更改。基于主机名
的自动端口命名。

多种类型的基于IP的串口访问
路由器

交换机

防火墙

Unix
Linux

Windows
服务器

机架式
iPDU

小型机

电信设备

无线设备

超5类或6类线
USB

3G / 4G
Modem

USB

Mobile

VGA
Modem

LAN

LAN
WAN
Internet

IP

PSTN

机架端
Laptop
LCD Drawer
KVM

安全的IP访问
Web
Browser

TELNET

SSH

HTTPS

Command
Center

军事级别的安全性
符合军事级别的安全等级，包括：强大的 AES 和
FIPS-140-2 加密，LDAP/RADIUS/Active Directory
认证和支持 IPv4 和 IPv6 双网络协议堆栈。

自动DTE/DCE串行端口监测

“

“

免 JAVA SERIALOVERIP
访问，提高生产率

便于更快速的安装部署，SXII 支持使用标准 Cat5
线缆连接到如 Cisco 或其他兼容 RJ-45 设备，而
无需使用全反线。全新 SXII 通过兼容串行设备的
连接方式，可直接替换第一代 SX 产品。

3G/4G 调制解调器访问
全新 SXII 提供内置调制解调器的选项，并可以通
过连接外置蜂窝（3G/4G）调制解调器来用于紧
急情况下的访问连接。

请点击 https://www.raritan.com/ap/
products/kvm-serial/serial-consoleservers/serial-over-ip-console-server
了解更多详情。

USB 管理员接口（用于笔记本电脑的连接）
调制解调器端口
RJ-45 串行管理员接口

双交流电源
（100—240
伏，可选两
个直流电源）

DVI-D 视频接口

双千兆以太网接口

USB

RJ-45 串行端口

复位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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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M和串行产品总览
30 多年来，力登公司一直站在发展尖端技术的前沿。从企业级别的解决方案至小企业，力登的 KVM 解决方案在质量和耐用性方面是
无可比拟的。您可在如下产品总览中找到我们目前的 KVM 产品。

Access Mgmt

COMMANDCENTER® SG
易于部署、即插即用，为所有服务器、
存储和网络设备提供了一个单独的管理
平台访问。

KVM-Over-IP

DOMINION® KX III

Dominion® KXIII用户站

企业级、安全 KVM-over-IP 交换机，提供
了 BIOS 级的远程访问能力，单台交换机
可以管理最多 64 台不同平台的服务器和
串行设备。

对连接到 KXIII 交换机的服务器提供
高性能 IP 访问的独立设备。

KVM-Over-IP

DOMINION® KX II-101 V2
手掌大小，单口 KVM-over-IP，可进行
基于 web 的单台服务器远程管理，或
作为模拟 KVM 交换机的 KVM-over-IP 延
长器。

Dominion 串行访问模块
(DSAM)
DSAM 使用户在 Dominion KXIII
免 Java 连接至串行设备。

KVM-Over-IP

DOMINION® LX
BIOS 级，支持 1 或 2 个用户，通过级
联方式，对 8 或 16 口的最多 256 台
服务器进行高性能 KVM-over-IP 远程
管理。

Serial

Analog

Serial

DOMINION® SX II
串行控制台服务器为管理员提供了安
全的远程访问，监测并控制他们所有
的串行设备。

KVM Drawers

DOMINION® KSX II

CAT5 REACH® DVI

MasterConsole Digital 系列

分公司/远程办公以及零售商店或同时
具有串行和 KVM 管理设备机架的综合解
决方案。

提供 1080p 高清质量视频，同时允
许对计算机、服务器、AV 设备或
KVM 交换机的 DVI 和 VGA 端口延长
远程访问。

适用于中小心企业 IT 环境的新一代 Cat5
KVM 交换机。是执行系统维护、管理和
故障排除的理想之选。

及时了解力登是如何致力
于打造智能化数据中心。
从现在开始，实施降低运
维成本、提高使用效率、
增加正常运行时间、优化
容量计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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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价格飞涨，市场竞争加剧，全球气候变化，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如何更有价值地使用电力和提高数据中心的
能源密集度。这也是为什么数据中心现在如此专注于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效率，使能源，空间和冷却的利用率达
到极佳。”
毫不奇怪，面对这些挑战, 依赖几年前的傻瓜式电源条是实现不了的。

实时的能源优化和极佳实践的，运行关键业务的核心数据中心
客户

挑战

解决方案

1995 年成立，易趣网连接了一个多样
化和充满激情的个人买家和卖家和小
企业的市场。在全球拥有超过 9 千万
的有效用户，易趣网是世界上最大的
在线交易市场，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买
到和销售任何东西。

随着计算负载和运营成本的上升，易趣
网创建和开始执行为期四年的数据中心
计划，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 将电源成本减少一半
• 将计算性能提升一倍
• 获得更大的操作灵活性和可靠性提高

电源管理
PX 系列智能 PDU

“PX 智能 PDU 可以为我们提供所需的精确
数据，能够计算出我们每个服务器的真实运
营成本，精确到每一分钱。”
成果
易趣网部署一个数据中心，使其比他们已退役的数据中心在 IT 运营方面获得更高的可靠性并且减少了 50% 的经营费
用。除了尽量减少故障和降低运营成本，易趣网的犹他州的设施已经成为了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的能源与环境设计
（LEED）黄金等级的领头羊。在易趣网的数据中心里采用了 LEED 金牌效率排名 Tier IV 级的可靠性灵活性的设计。

北京（中国总部）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甲12号
电子城科技大厦309室
电话：(010) 64310690
邮箱：marketing.china@raritan.com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480号
万泰大厦19楼
电话：(021) 62112511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87号
高德置地春广场B座1504室
电话：(020) 8755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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