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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电源分配单元(Power Distribution Unit，缩写为 PDU) 针对所有连接用电设备的插座作个别的电源输
出控制。PDU 通过网络与 Center 联机并告知 PDU 的状态给 Center，并接受 Center 的命令来开启或
关闭插座电源。在 PDU 关闭插座的电源输出时，所有连接到 PDU 插座上的 Client 计算机会有次序地
关机，以避免因为电源突发性中断造成数据遗失或系统损坏。请参考下图：

系统管理员可经由 Center 同时监控数台 PDU 的状态并得知 PDU 所发生的事件。Center 与每台 PDU
经由网络建立联机并传送指令给每台 PDU 开启或关闭插座电源。安装 Client 的计算机会在插座被关
闭前进行关机程序。
Client 可安装于不同平台，如 Windows、Linux、Citrix XenServer 与 VMware ESX/ESXi，以便在断
电时可以立即进行关机程序。后续章节中将提及这些平台安装的细节。

硬件安装
在安装 PPBE 软件时，请确认下列硬件安装是正确无误的：
 确认主机电源已确实连接到 PDU 插座上。
 确认主机是连接到网络上的。
 确认 PDU 是连接到网络上的。
请参阅「Power Distribution Unit 使用手册」(PDU 使用手册)来协助您设置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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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Windows 安 装
将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安装光盘放入光驱后，
Windows 自动开启安装窗口。用户可点击 Install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以进入安装程序。如果没有自动开启安装窗口，请在光盘中
/Software/Windows 文件夹中找到 Setup.exe 安装文件并点击两下进行安装程序。

请依下列步骤以完成安装：
 点击「下一步」开始安装。

 接受授权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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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模块。 要同时监控多台 UPS，请安装 Center。如果计算机由搭载 RMCARD 的 UPS 供电，
请安装 Client。
注意: 因为 Agent 是设计用来访问 UPS 而非访问 PDU，请勿安装 Agent。

 选择安装目录。

 选择开始菜单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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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完成」完成安装。

Linux 安 装
在 Linux 平台上安装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需要具有 root 权限。安装程序会引导用户正确安
装。打开光盘中目录为/Software/Linux 的文件夹，在 32 位 Linux 平台上，请于命令行输
入./ppbe-linux-x86.sh 或者按鼠标左键两下./ppbe-linux-x86.sh 来启动安装程序。在 64 位计算机，
请于命令行输入./ppbe-linux-x86_64.sh 或者按鼠标左键两下 ppbe-linux-x86_64.sh 来启动安装程
序。
注意：在 Linux 平台上可用 mount 的指令来挂载安装光盘。
请以 Root 的权限执行 mount –t iso9660 /dev/cdrom
/mnt/cdrom。/dev/cdrom 指是光驱的位置、/mnt/cdrom 指的是 CD 挂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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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下列步骤开始安装：
 点击「下一步」开启安装程序。

 接受授权协议。

 选择模块。 要同时监控多台 UPS，请安装 Center。如果计算机被一台有搭载 RMCARD 的 UPS 供电，请
安装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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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安装目录。

 点击「完成」结束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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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模式安装
如果系统不支持图形模式，需要以命令行模式进行安装程序，32 位平台请执行./ppbe-linux-x86.sh –c;
在 64 位平台下请执行./ppbe-linux-x86_64.sh –c。
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安装：
 按下「Enter」开始安装。

 接受授权协议。

 选择安装模块前可决定是否要采用安装导引,亦可选择 n 略过安装导引。

 选择模块。要同时监控多台 UPS，请安装 Center。如果计算机被一台有搭载 RMCARD 的 UPS
供电，请安装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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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安装目录。

 开始安装至结束。

Mac 安 裝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安装光盘放入光驱后，Mac 便自动开启光盘目录。 请在光盘中
/Software/Mac 文件夹中找到 Setup.dmg 并点选两下，接着在 Setup.dmg 中找到 CyberPower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Installer 并同样点选两下进行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会引导用户正确安
装。
注意:如果 PPBE 服务在不预期的情况下关闭,并且 OS X 的版本为 10.6 或更早之前的版本,请经由软件更
新将 Java 更新至最新版本,然后执行 restartService.sh 重新启动 PPBE 服务,默认的档案路径为
/Applications/ppbe/bin/restartServic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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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因为 CyberPower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是一个第三方应用程序,因此在 Mac OS X
10.8 或以上版本第一次开启 PPBE 安装程序时需要进行以下动作:
1.

对安装程序点击右键并且点选打开。

2.

在对话窗口中再一次点选打开即可开启。

请按下列步骤开始安装：
 点击「下一步」开启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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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授权协议。

 选择模块。若计算机具备 USB 或串口直接与 UPS 联机的能力，请安装 Agent。若计算机是连接到
一台有外接 RMCard 的 UPS 或是 PDU 上，请选择 Client。若系统管理员需要同时监控局域网上多个
UPS/PDU, 用电设备和计算机，请选择 Center。
注意： 您无法同时安装 Agent 和 Client 和在同一计算机上。

 指定安装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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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完成」结束安装程序。

VMware ESX/ESXi 安 装
ESXi 安装
在 ESXi 主机上，安装程序必须在同为虚拟机的 vMA (vSphere Management Assistant)平台上方可执行。
Agent 应安装于 ESXi 4.1 或更新版本的 vMA 平台上。为了能在 ESXi 主机部署 vMA 并且安装 PPBE，
必须在另一台远程计算机上先行安装 vSphere Client 工具。用户可以自行输入 ESXi 主机的 IP 地址，通
过访问其网页的方式下载 vShere Client 安装档。使用者可以在 VMWare 官网上取得 vShere Management
Assistant Guide 文件，文件中会引导您如何在 VMWare ESXi 主机进行部署 vMA。
安装程序将会引导用户完成安装程序。请参阅文字接口安装模式章节所述详细步骤，以完成安装程序。
您需要以 root 权限来启动安装程序。请以 root 的身份执行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指令来完成挂
载安装光盘的操作。(这里 /dev/cdrom 指的是光驱的位置、/mnt/cdrom 指的是挂载点。) 浏览光驱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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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安装光盘中/Software/Linux 文件夹中找到安装档，然后执行./ppbe-linux-x86_64.sh 指令进行安装程
序。
注意：为了在本机端和虚拟机（Virtual machines）转移 PPBE 安装档，建议在虚拟机上安装 VMware
Tools。请参考 VMware ESX/ESXi Server 文件了解 VMware Tools 的相关细节。

ESX 安装
在 ESX 平台上，您必须在 Service Console（或称为 Console Operation System）启动安装程序。
在 ESX 平台上安装 PPBE 同样也需要 root 权限，
请使用相同的指令来挂载安装光盘并执行安装程序。
请参阅文字接口安装模式一节的内容，以便完成安装程序。

在 ESXi 主 机 上 部 署 Virtual Appliance
Virtual Appliance (VA) 是一预安装的软件解决方案，将一个或多个虚拟机分别包装、维护、更新并安
排成为一个管理单元。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软件开发、分布、部署与管理的方式。
在 CyberPower 官方网站下载已经预安装好 Agent 与 Client 的 Virtual Appliance。为了能在 ESXi 主机上
部署 PPBE virtual appliance，必须在另一台远程计算机上先行安装 vSphere Client 工具。用户可以自行输
入 ESXi 主机的 IP 地址，通过访问其网页的方式下载 vShere Client 安装档。
部署过程启动后，请依下列步骤操作：
 启动 vShpere Client。请从 File > Deploy OVF Template 开启 Deploy OVF Template 窗口。

 点击 Browse 并载入从下载的压缩文件中解压缩的 ppbeXXX_centos.ovf 文件。点击 Next 进行部署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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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OVF Template 细节，点击 Next 继续。

 为已部署 Virutal Appliance 输入名称，这个名称在目录中应为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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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PPBE virtual appliance 选择虚拟磁盘格式。默认的选择为 Thin Provision。可参阅 About Virtual Disk

Provision Disk Policies 一文了解如何选择合适的虚拟磁盘格式。

 显示部署的详细内容，点击 Finish 来完成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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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署工作完成后，PPBE virtual appliance 将会被新增至目录中。

 点击 Power on the virtual machine 启动 virtual appliance。

 登录 virtual appliance，admin 默认帐号与密码是 admin。为了能准确地关机，您必须修改 virtual
appliance 的时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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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usr/share/zoneinfo 目录中直接拷贝时区档案。假设主机座落于芝加哥的 CST 时区，可通过执
行 cp /usr/share/zoneinfo/America/Chicago /etc/localtime 指令来改变时区设置。

XenServer 安 装
您需要以 root 权限来启动安装程序。请以 root 的身份执行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指令来
完成挂载安装光盘的操作。(这里 /dev/cdrom 指的是光驱的位置、/mnt/cdrom 指的是挂载点。) 浏
览光驱内容并在安装光盘中/Software/Linux 文件夹中找到安装档，然后执行./ppbe-linux-x86.sh 指
令进行安装程序。
安装程序必须在 Dom0 中启动，可参阅文字接口安装模式章节中完成安装程序。Agent 应安装于
XenServer 5 或更新版本的 Dom0 平台上。Citrix XenServer 5.0 或更新版本的平台可以支持 USB 设备。
在搭配 USB 或串口联机来安装 Agent 之前，确认 Agent 所执行的平台支持 USB 或串口。

Hyper-V Server 安 装
在计算机上使用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安装光盘来完成安装程序。在命令提示字符下执行<

光驱代号>\Software\Windows\setup.exe 后便可开始安装程序 (光驱代号就是以 D:或 E:格式标示
的磁盘代号)。安装程序启动后便会显示弹出窗口。可参阅 Windows 安装一节所述安装步骤便可完成
安装程序。

访问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在 Windows 中，点击「开始 > 所有程序 > CyberPower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Client (或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Center) 即可开启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网页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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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平台下，用户可以在浏览器输入 http://localhost:3052/ 开启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网页接口，亦可在远程计算机在浏览器上输入 http://hosted_computer_ip_address:3052/连接到本机端
的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程序。hosted_computer_ip_address 是指已安装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程序的主机 IP 地址。在 ESX 或 ESXi 的 vMA 来说，hosted_computer_ip_address 为 vMA 的 IP

地址。（注意：对于 ESX 平台的用户来说，hosted_computer_ip_address 是指安装在 ESX 本机端 IP
地址。）
PPBE 预设帐号与密码为 admin。安全起见，强烈建议您在首次登入后至「安全/登入」页面更改账
号与密码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支持多国语言。安装程序会自动挑选合适的语言作为预设语言，亦可另

行指定其它语言。指定语言后，网页会以对应的语言显示，并将该语言作为程序使用的默认语言。

快速设定
首次使用 Client 会显示「欢迎使用」页面。 欢迎使用页面将引导您完成快速设定流程。 可以决定是
否要继续或是忽略流程。 在此强烈建议您能完成快速设定流程。 无法完成快速设定有可能会导致您
的计算机在电力事件发生时会暴露于极高的风险中。 如果您仍决定要略过快速设定流程,点选「离开」
钮。 确认对话框将会跳出显示,请点选「是」来略过快速设定流程。 您可参阅「引用配置文件」一节
以便了解有关于完成快速设定流程的进一步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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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计算机电源保护
为了让每台连接 PDU 的计算机都能有充分的时间在输出电源关闭前完成关机程序，用户应该在这些
计算机上安装 Client。Client 将与 PDU 建立联机并且接收来自 PDU 命令进行完整的关闭程序以避免
数据丢失或是系统崩溃。请参阅「安装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一节来安装 Client。

引用配置文件
「引用配置文件」页面提供了引用您自有的配置文件以便能完成快速设定的快捷方式。 如果您想要
引用配置文件,选取「是」选项并且点选「下一步」来引用配置文件。 跳出对话框将会要求您指定配
置文件。 在配置文件引用完毕后,Client 将会于「设定完成」页面显示结果。

网络验证
为了强化与保护 Client 与 PDU 的网络联机,在「网络验证」页面中必须妥善设定安全性设定。 设定
将会用来验证 Client 与 PDU 的网络联机。
可在 PDU 网络接口里的「General/Identification」页面设定 Secret Phrase。 亦可在 PDU 网络接
口里的「Network Service/SNMPv1 Service」与「Network Service/SNMPv3」页面设定 SNMP。
点选「下一步」到下个步骤。

在 Client 中 指 定 PDU 的 IP 地 址 与 插 座
用户必须在「指定电力来源」页面中指定 PDU 的 IP 地址与插座以通过网络建立联机。为了能让 PDU
正常响应 Client，必须要妥善设置好 secrete phrase 与 community。用户必须先在「地址」字段中指
定 PDU 的 IP 地址，或是在包含局域网所有设备的 IP 列表中挑选一个合适的 IP 地址，然后根据实际
的连接状态指定一个正确的插座。然后按下「应用」让 Client 建立与 PDU 的联机。
注意：用户也能在 Center 中指定 PDU 的 IP 位给 Client，对于要新增多个 Client 给 PDU 的用户而言，
操作上会更容易。在 Center 中，可以在 PDU 节点下各插座节点的「细节/设置」标签中设置网络联
机。请参阅使用手册了解如何建立 PDU 与 Client 的相关细节。

关机设定
可在「关机设定」页面设定 PDU 插座关闭前 Client 计算机的关机方式、设定 Client 关机的时间。 即
使 Client 需关闭 VMware ESXi 主机,您也可以设定 root 权限与 ESXi 主机地址。

必要关机时间
PDU 因任何原因欲关闭插座的供电时，每台安装 Client 的计算机需要充足的时间完成关机程序。用
户可在 Client 的「关机设定」页面中的「必要关机时间」选项中设置足够的关机时间。
当一个供电给 Client 计算机的插座即将关闭电源输出时，PDU 在 Client 未完成关机前都不应该关闭
插座的输出电源。Client 会侦测 PDU 插座的关闭延迟时间以判别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 Client 完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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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程序。一旦当 Client 侦测到 PDU 插座的关闭延迟时间不足于让 Client 完成关机程序时，就会在 Client
的「事件活动/设置」页面中显示警告信息告知用户。按下警告信息中的「设置」钮便可对 PDU 插座
设置充足的延迟时间; 或是在 PDU 网络接口中的「Delay Off Time」选项设置一组充足的时间。

VMware ESXi 的主机关机设置
为了让 ESX/ESXi 主机与所有的虚拟机都可以在发生事件时正确的关机，用户必须正确设置 ESXi 关
机所需的主机地址、root 账号与密码。在「关机设定」页面中设置好 ESXi 主机所需的「主机地址」
、
「账号」与「密码」字段。对于 ESX 平台，因为 PPBE 软件是安装在 Service Console 而非 vMA 中，
所以在并不会提供这些设置给用户。
注意：「主机地址」在这里指的是让 vMA 运行的 ESXi 主机所使用的 IP 地址，而非 vMA 本身所使用
的 IP 地址。

注意：为了让虚拟机与实体主机可以相互交握，请在各虚拟机中安装 VMware tools。请参阅 VMware
ESX/ESXi 文件以了解更多 VMware Tools 的相关信息。

VMware ESX/ESXi 主机的虚拟机开关机设置
为了让所有的虚拟机都可以妥善地开机与关机：


请点击左侧树状菜单的 ESX/ESXi 主机项目，再点击「Configuration 标签 > Virtual Machine
Startup/Shutdown 项目 > Properties」



勾选「Allow virtual machines to start and stop automatically with the system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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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Hyper-V 主机虚拟机的关机设置
为了让 Hyper-V 主机上所有的虚拟机都可以妥善地开机与关机，使用者应为每台虚拟机设置关机：
根据下列步骤设置主机上的虚拟主机进行关机：


在 Hyper-V Manager 中选择一个 VM，点击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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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左侧 Automatic Stop Action 选项，勾选 Shut down the guest operating system 设置。

主机在所有运行的虚拟机都关机后才会自行关机。确保必要关机时间设置足够让虚拟机与 Hyper-V 主
机关机。
注意：为了可以在实体主机与虚拟机之间互动，每台虚拟机必须通过 Action > Insert Integration
Services 设置项目来安装 Hyper-V Integration Service(HIS)。
若是虚拟机上所运行是 Linux 系统，请参阅 Linux Integration Services for Hyper-V 页面，下载并安
装 Hyper-V 平台的 Linux 整合服务。

设定必要事件的动作反应
「事件反应」页面会表列出下列重大事件与依据电源方案相关事件的活动设定。 Client 会在 PDU 发
生电力情况的当下产生动作反应来因应事件的发生。
 排插已过载。 排插已超过过载状态。
排插超过最大负载,处于过载状态。
 关机时间不足。 系统关机时间不足。
在 PDU 建立联机且指定插座之后,Client 会主动侦测连接的插座是否有足够时间做关机动作。 Client
所需的关机时间需最少为「所需关机时间」选项(请见事件反应/设定页面)与「电源输出即将关闭」
事件中的「关机延迟时间」设定(请见事件反应/事件日志页面)两者加总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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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输出即将关闭。 电源输出因电源事件或用户命令即将停止供给。

当 PDU 即将停止供电给 Client 计算机,所有的 Client 将会被通知。 Client 将会关闭计算机。

注意:有关于未表列在此页面的其它事件,可参阅 PPBE 用户手册以便了解相关细节。
为了在电力事件发生当下能保护您的计算机,您必须妥善设定各事件的关机动作。点选「下一步」到下
个步骤。

确认电源组态设定正确
「设定完成」页面表列出在快速设定流程中所设定的电源组态。 为了确认您的计算机能在电力事件
发生时受到保护,您必须重新检视电源组态。 当电源组态设定无误,点选「完成」即可完成整个快速设
定。

在更多计算机上进行大量布署
为了在更多计算机上安装 Agent 并且套用相同的设定,用户可以按照下列步骤来完成自动化布署:
 导出组态配置文件:挑选一个目标 Client,并且在偏好设定/组态配置文件页面中来导出它的电源组
态与系统设定到组态配置文件中。
 先行复制下方的范例码到文本编辑器中并存新档为 setup.varfile。
installModule=client
installationDir=ppbe_installation_directory
profilePath=exported_zip_location

 编辑 setup.varfile,并取代 installationDir 与 profilePath 的参数。installationDir 是 PPBE 安装
目录的绝对路径 (例:C:/Programs/CyberPower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或 /opt/ppbe)。profilePath 为组态配置文件所放置的绝对路径
(C:/Import/profile.zip 或 /import/profile.zip)。

注意. 安装模块为 Center 与 Agent 时可设定为 agent&center,为 Center 与 Client 时可设定为
client&center。
 将 setup.varfile 与安装档放置于同一目录下并确认档名必须相同 (例:setup.varfile 与
setup.exe)。
 对 Windows 用户而言,在命令提示字符下执行下列指令来开启安装程序。
setup.exe –q –console –Dinstall4j.detailStdout=true

 对 Linux 用户而言,在终端机模式下执行下列指令来开启安装程序。
sudo setup.sh –q –console –Dinstall4j.detailStdout=true

注意. 当你想要在安装过程中将原先安装好的 Agent 戓 Client 进行升级,请把 installationDir 参数值
设定成空白即可。安装程序会自动侦测原先的安装目录并完成升级的动作。
从未安装过 Agent 或 Client 的计算机可以透过指定一个有效的路径来完成安装程序。在安装过程中,
指定一个空白路径给 installationDir 参数将会让安装程序依据平台来指定默认的安装路径.。在
Windows 平台来说,默认的安装路径为 C:/Program Files/CyberPower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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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大部份平台来说,默认的安装路径为 /opt/ppbe 或 /usr/local/ppbe

在 Center 中管理 PDU
新 增 PDUs
用户可访问在「管理/电力设备」页面中的「新增设备」窗口来新增多台 PDU 至 Center 中，以便可
以从 Center 中监控多台 PDU：
「新增设备」窗口可以从上方工具栏点击新增设备按钮，或从任一群组节点的菜单中开启。

可以在「设备地址」字段中输入 PDU 的地址，或是点击「浏览」键开启设备列表并从中挑选 PDU。
然后点击「OK」键便可开启新增 PDU 至 Center 中。

注意：如果用户想要新增更多的 UPS 至 Center 中，只要重复先前提及的步骤即可。
注意：请参阅 PPBE 用户手册了解更多使用 Center 功能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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