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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設備終端使用者授權合約(適用於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告知事項：
倘若您裝設了本軟體即表示您接受並同意本合約全部之條件及內容。本合約、其著作權及相關軟體係屬碩天科
技所有。本合約所稱之軟體係指碩天科技之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及其說明，並包含其升級、
更新及修正等。
請仔細閱讀本合約。於本合約之最後，您必須同意本合約後才能下載本軟體；倘您不接受或拒絕本合約，您將
無法使用本軟體。
1. 軟體之使用
您得在您硬碟或其他之儲存設備裡安裝本軟體。如果您欲安裝於伺服器，您仍需先永久安裝在您硬碟或其他之
儲存設備裡，且您在網路上使用本軟體時，請記得要備份。如果您需要複製本軟體時，需連本合約及其智慧財
產權歸屬聲明一併複製。如果您是從網路上下載本軟體，亦需連本合約及其智慧財產權歸屬聲明一併複製。
2. 著作及商標權
本軟體係屬碩天科技所有。本軟體之架構、組織、程式碼亦為碩天科技之營業秘密及資產並受相關法律之保護。
如果您使用到碩天科技之商標時，應同時下載本軟體之聲明及尊重本公司為智慧財權所有人，並請依條文 1 之
規定辦理。本公司允許您使用碩天科技之商標時，並未構成任何權利之移轉，且本合約亦未構成任何智慧財產
權之授權。
3. 使用限制
您不得修正、改編、翻譯、逆向工程、反編譯、拆解或以其他之方式破解本軟體之程式碼。即便您得就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取得客製化之安裝程式，但您仍不得更改本軟體之安裝程式或重新撰寫
本軟體之安裝程式。
4. 免責事項
本軟體係以現狀交付，碩天科技不保證其軟體效能、是否適用及其使用結果。碩天科技不保證是否侵權、具備
適銷性或符合個人之特定目的。碩天科技對間接、附帶或特殊之損失亦免責之，包含所失利益或所受損害，即
便碩天科技曾被告知此風險發生之可能性或第三人索償者亦同。在法律規定之最大範圍內碩天科技享有主張上
述免責事項之權利。
5. 準據法及ㄧ般條款
本合約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且不受管轄衝突之限制。本合約如有部分條款無效或無法執行，不影響其他條款之
效力。如果您未能遵守本合約之內容，本合約將自動終止。本合約之修改須得碩天科技之書面同意。當您裝設
本軟體及代表您完全同意本合約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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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以下簡稱 PPBE) 提供了一套全面性的 UPS/PDU/ATS 相關的電源管理方案，
可以通知在 UPS（不斷電系統）或 PDU（電源分配器）上所有電腦進行自發性的關機的或有計劃性的關機。
PPBE 依功能定位區分為 Agent、Client 和 Center。Agent 是可經由 USB 或序列埠連線對 UPS 即時監控與設
定組態，詳實記錄 UPS 狀況與事件，並針對 UPS 當下發生的事件作出對應的處理。Client 經由網路與 Agent、
UPS、RMCARD 和 PDU 建立連線。當事件發生，Client 將接收到來自 UPS/PDU/ATS 通知並作出對應的處理。
Center 在區網內可以同時監控多台 UPS/PDU/ATS 或 Agent/Client 電腦，並記錄所有電源管理過程中所發生
的事件與操作結果。
當您的電腦具備 USB 或序列埠可與 UPS 進行連線，那麼您應該安裝 Agent。Agent 就可以在 UPS 不具備
RMCARD 介面（遠端管理介面）的情況下與 Client 經由網路建立連線，各 Client 即可從 Agent 得知目前
UPS 的狀態並且通知 Client 作出對應處理。經由 UPS 供電的每台電腦都可以安裝 Client 以便獲得電力備援與
管理。一旦發生斷電，Agent 會在 UPS 關機前關閉本機電腦並通知所有 Client 進行關機。請參閱下圖中組態
A。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架構圖

一台配備 RMCARD 的 UPS 可與區網上和多台安裝 Client 電腦建立連線，並透過網路傳遞 UPS 狀態給 Client 。
一旦發生斷電，每台 Client 便會接收到通知並關閉本機。請參閱上圖中組態 B。
Client 也具備與 PDU 連線的能力。每台連接至 PDU 上的電腦都可經由 Client 獲得電源保護與管理。一旦
PDU 要關閉某個接有 Client 電腦的插座時，Client 將插座的輸出電源被關閉前完成關機的動作。請參閱上圖中
組態 C。

Agent
Agent 除了發生斷電時會關閉本機電腦外，Agent 亦提供了以下功能：
 根據不同狀況作自動關機。
 根據用電狀況通知使用者。
 對各事件作彈性化組態設定，並經由 E-mail、即時通或簡訊方式通知。
 針對客戶端應用程式執行命令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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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和電源狀態的歷程紀錄。
 設備負載管理。
 電腦關機和重開機的排程控制。
 即時監控 UPS 和市電狀態。
 UPS 組態設定。
 快速瀏覽系統資訊。

Client
Client 可經由 UPS/PDU/ATS 通知對本機電腦進行關機外，Client 也提供了以下功能：
 根據不同狀況作自動關機。
 根據用電狀況通知使用者。
 對各事件作彈性化組態設定，並經由 E-mail、即時通或簡訊提供事件通知。
 電源事件的歷程紀錄。
 快速瀏覽系統概要資訊。

Center
Center 為具有提供以下功能：
 Center 可同時監測多台受測的 UPS/PDU/ATSs 或已經安裝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
 對所有 UPS、PDU、電腦及其它用電設備進行管控。
 提供詳盡的 UPS/PDU/ATS 和電腦、設備負載管理資訊。
 對所有監控中的 UPS/PDU/ATS、電腦、用電設備提供群組分類以便電源管理。
 對所有 UPS、PDU、電腦及設備提供額外的資訊和狀態。
 記錄電源管理相關的事件和結果。

開始使用
系統需求
硬體
 需使用 Pentium 733 MHz 或更快的處理器。
 最小記憶體需求 256 megabytes (MB) RAM，記憶體越大反應速度越快。
 最少 150 MB 硬碟可用空間。
 需支援序列埠或 USB（使用 Agent 必要條件）。
 具備存取網際網路的能力。

作業系統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可以安裝並支援於下列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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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位元：


Windows 10



Open SUSE 10.1+



Windows 8



Open SUSE 11.4+



Windows 7



Debian 5.1



Windows Server 2008



Debian 7



Windows Server 2008 R2



Ubuntu 10.04 LTS



Fedora 7+



Ubuntu 12.04 LTS



Citrix XenServer 5 or later



Ubuntu 12.10



Citrix XenServer 6



Ubuntu 14.04



Red Hat Enterprise 5



Ubuntu 15.04



Redhat Enterprise 6.1



VMware ESX/ESXi 4+



Redhat Enterprise 6.5



VMware ESX/ESXi 5+



Centos 6+



VMware ESX/ESXi 6+



Centos 7+

 64 位元：


Windows Server 2012



Open SUSE 10.2



Windows Server 2012 R2



Open SUSE 11.4



Windows Server 2016



Debian 7



Windows Hyper-V Server 2012



Ubuntu 10.04 LTS



Windows Hyper-V Server 2012 R2



Ubuntu 12.04 LTS



Windows 10



Ubuntu 12.10



Windows 8



Ubuntu 14.04



Windows 7



Ubuntu 15.04



Windows Server 2008



VMware ESX/ESXi 4+



Windows Server 2008 R2



VMware ESX/ESXi 5+



Citrix XenServer 5



VMware ESX/ESXi 6+



Citrix XenServer 6



VMware vMA 4+



Citrix XenServer 7



VMware vMA 5+



Red Hat Enterprise 5.7



VMware vMA 6+



Redhat Enterprise 6.1



MAC OS X 10.8



Redhat Enterprise 6.5



MAC OS X 10.9



Redhat Enterprise 7



MAC OS X 10.10



Centos 6+



MAC OS X 10.11



Centos 7+

注意：因 Linux 版本眾多未能逐一測試各版本，但可於多數常見 Linux 平台上運行。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可以安裝但並不支援於下列作業系統：
 32 位元：


Windows Vista



Windows XP



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2000



Windows Server 2003 R2



Centos 5
7



Ubuntu 9.10



MAC OS X 10.5



Ubuntu 11.04



MAC OS X 10.6

 64 位元：


Windows Vista



Ubuntu 9.10



Windows Server 2003



Ubuntu 11.04



Windows Server 2003 R2



MAC OS X 10.6



Windows XP



MAC OS X 10.7



Centos 5

瀏覽器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是透過網頁瀏覽器存取操作，支援網頁瀏覽器為：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7 或更新版本
 Firefox 2.0 或更新版本
 Google Chrome
 Konqueror

安裝說明
Windows 安裝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安裝光碟放入光碟機後，Windows 便自動開啟安裝視窗。使用者可點選 Install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以便進入安裝程序。如果沒有自動開啟安裝視窗，請在光碟中
/Software/Windows 資料夾中找到 Setup.exe 安裝檔並點選兩下進行安裝程序。
請依下列步驟以便完成安裝：

 點選「下一步」開始安裝。

 接受授權協議。
1

 選擇模組。若電腦具備 USB 或序列埠直接與 UPS 連線的能力，應該安裝 Agent。當電腦連接到一台已連
接到 Agent 電腦或是已搭配 RMCARD 的 UPS 上，或是 PDU 上，此時應該安裝 Client。若系統管理員需
要同時監控區網上多個 UPS/PDU/ATS 用電設備和電腦，應該安裝 Center。
如果不知道怎麼選擇正確的模組，可以透過點選安裝導引按鈕透過協助選擇模組。
注意： 您無法同時安裝 Agent 和 Client 在單一電腦上。

 選擇保護目標。 若電腦是由 UPS、PDU 或 ATS 供電，請選擇本地端電腦/虛擬機器/主機選項。
若管理者需要在本地網絡同時管理多個 VMware ESXi 主機，請選擇多台 VMware ESXi 主機選項。
若管理者需要在本地網絡同時監控及存取多個 UPS/PDU/ATS，請選擇只需要監控電力裝置選項。

1

 選擇電力裝置。使用者需要選擇保護電腦的電力裝置類型。

 確認是否使用 USB 或序列埠連接 UPS。 若電腦透過 USB 或序列埠直接與 UPS 連線，請選擇是選項。若
為電腦供電的 UPS 已經與 Agent 連線、擁有 RMCard 或與 PDU/ATS 連線，請選擇否選項。

2

 監控其他電力裝置。若電腦欲監控其他額外的 UPS、PDU、ATS，請選擇是選項。

 確認建議安裝的模組。

3

 選擇安裝目錄。

 選擇開始選單目錄。

4

 點選「完成」完成安裝程序。

Linux 安裝
®

在 Linux 平台上安裝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需 root 權限。安裝程序會引導使用者正確安裝。打開光碟
中目錄為/Software/Linux 的資料夾，在 32 位元 Linux 平台上，請於命令列輸入./ppbe-linux-x86.sh 或者按
滑鼠左鍵兩下./ppbe-linux-x86.sh 來啟動安裝程序。在 64 位元電腦，請於命令列輸入./ppbe-linuxx86_64.sh 或者按滑鼠左鍵兩下 ppbe-linux-x86_64.sh 來啟動安裝程序。
注意：在 Linux 平台上可用 mount 的指令來掛載安裝光碟。請以 Root 的權限執行 mount –t iso9660
/dev/cdrom /mnt/cdrom。/dev/cdrom 指是光碟機的位置、/mnt/cdrom 指的是 CD 掛載點。
請照下列步驟開始安裝：
 點選「下一步」開啟安裝程序。

 接受授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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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模組。若電腦具備 USB 或序列埠直接與 UPS 連線的能力，請安裝 Agent。若電腦是連接到一台有外
接 RMCARD 的 UPS 或是 PDU 上，請選擇 Client。若系統管理員需要同時監控區網上多個
UPS/PDU/ATS, 用電設備和電腦，請選擇 Center。
如果不知道怎麼選擇正確的模組，可以透過點選安裝導引按鈕透過協助選擇模組。
注意： 您無法同時安裝 Agent 和 Client 在單一電腦上。

 選擇保護目標。 若電腦是由 UPS、PDU 或 ATS 供電，請選擇本地端電腦/虛擬機器/主機選項。
若管理者需要在本地網絡同時管理多個 VMware ESXi 主機，請選擇多台 VMware ESXi 主機選項。
若管理者需要在本地網絡同時監控及存取多個 UPS/PDU/ATS，請選擇只需要監控電力裝置選項。

6

 選擇電力裝置。使用者需要選擇保護電腦的電力裝置類型。

 確認是否使用 USB 或序列埠連接 UPS。 若電腦透過 USB 或序列埠直接與 UPS 連線，請選擇是選項。若
為電腦供電的 UPS 已經與 Agent 連線、擁有 RMCard 或與 PDU/ATS 連線，請選擇否選項。

7

 監控其他電力裝置。若電腦欲監控其他額外的 UPS、PDU、ATS，請選擇是選項。

 確認建議安裝的模組。

 指定安裝目錄。

8

 點選「完成」結束安裝程序。

文字介面安裝模式
當系統不支援圖形介面時，在 Linux 平台上執行安裝程序就必須在 32 位元平台中的文字執行介面中執
行./ppbe-linux-x86.sh –c; 或是在 64 位元平台中的文字執行介面中執行./ppbe-linux-x86_64.sh –c。
請按照以下步驟進行安裝：
 按下「Enter」開始安裝。

 接受授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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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模組。若電腦具備 USB 或序列埠直接與 UPS 連線的能力，請安裝 Agent。若電腦是連接到一台有外
接 RMCARD 的 UPS 或是 PDU 上，請選擇 Client。若系統管理員需要同時監控區網上多個
UPS/PDU/ATS, 用電設備和電腦，請選擇 Center。
如果不知道怎麼選擇正確的模組，可以透過點選安裝導引按鈕透過協助選擇模組。
注意： 您無法於同一台電腦上安裝 Agent、Client 與 Center。

 選擇保護目標。 若電腦是由 UPS、PDU 或 ATS 供電，請選擇本地端電腦/虛擬機器/主機選項。
若管理者需要在本地網絡同時管理多個 VMware ESXi 主機，請選擇多台 VMware ESXi 主機選項。
若管理者需要在本地網絡同時監控及存取多個 UPS/PDU/ATS，請選擇只需要監控電力裝置選項。

 選擇電力裝置。使用者需要選擇保護電腦的電力裝置類型。

 確認是否使用 USB 或序列埠連接 UPS。 若電腦透過 USB 或序列埠直接與 UPS 連線，請選擇是選項。若
為電腦供電的 UPS 已經與 Agent 連線、擁有 RMCard 或與 PDU/ATS 連線，請選擇否選項。

 監控其他電力裝置。若電腦欲監控其他額外的 UPS、PDU、ATS，請選擇是選項。

 確認建議安裝的模組。

 指定安裝目錄。

 開始安裝至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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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 安裝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安裝光碟放入光碟機後，Mac 便自動開啟光碟目錄。請在光碟中
/Software/Mac 資料夾中找到 Setup.dmg 並點選兩下，接著在 Setup.dmg 中找到 CyberPower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Installer 並同樣點選兩下進行安裝程序。安裝程序會引導使用者正確安裝。
注意： 因為 CyberPower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是一個第三方應用程式，因此在 Mac OS X 10.8 或
以上版本第一次開啟 PPBE 安裝程式時需要進行以下動作：
1.對安裝程式點擊右鍵並且點選打開。
2.在對話視窗中再一次點選打開即可開啟。
請照下列步驟開始安裝：
 點選「下一步」開啟安裝程序。

 接受授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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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模組。若電腦具備 USB 或序列埠直接與 UPS 連線的能力，請安裝 Agent。若電腦是連接到一台有外
接 RMCARD 的 UPS 或是 PDU 上，請選擇 Client。若系統管理員需要同時監控區網上多個
UPS/PDU/ATS, 用電設備和電腦，請選擇 Center。
如果不知道怎麼選擇正確的模組，可以透過點選安裝導引按鈕透過協助選擇模組。
注意： 您無法同時安裝 Agent 和 Client 在單一電腦上。

 選擇保護目標。 若電腦是由 UPS、PDU 或 ATS 供電，請選擇本地端電腦/虛擬機器/主機選項。
若管理者需要在本地網絡同時管理多個 VMware ESXi 主機，請選擇多台 VMware ESXi 主機選項。
若管理者需要在本地網絡同時監控及存取多個 UPS/PDU/ATS，請選擇只需要監控電力裝置選項。

 選擇電力裝置。使用者需要選擇保護電腦的電力裝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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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是否使用 USB 或序列埠連接 UPS。 若電腦透過 USB 或序列埠直接與 UPS 連線，請選擇是選項。若
為電腦供電的 UPS 已經與 Agent 連線、擁有 RMCard 或與 PDU/ATS 連線，請選擇否選項。

 監控其他電力裝置。若電腦欲監控其他額外的 UPS、PDU、ATS，請選擇是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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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建議安裝的模組。

 指定安裝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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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完成」結束安裝程序。

注意：如果 PPBE 服務在不預期的情況下關閉，並且 OS X 的版本為 10.6 或更早之前的版本，請經由軟體更
新將 Java 更新至最新版本，然後執行 restartService.sh 重新啟動 PPBE 服務，預設的檔案路徑為
/Applications/ppbe/bin/restartServic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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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ESXi 安裝
在 ESXi 主機上，安裝程序必須在同為虛擬機器的 vMA (vSphere Management Assistant)平台上方可執行。
Agent 應安裝於 ESXi 4.1 或更新版本的 vMA 平台上。為了能在 ESXi 主機部署 vMA 並且安裝 PPBE，必須在
另一台遠端電腦上先行安裝 vSphere Client 工具。使用者可以自行輸入 ESXi 主機的 IP 位址，透過存取其網
頁介面的方式下載 vShere Client 安裝檔。使用者可以在 VMWare 官網上取得 vShere Management Assistant
Guide 文件，文件中會引導您如何在 VMWare ESXi 主機上進行部署 vMA。
安裝精靈將會引導使用者完成安裝程序。請參閱文字介面安裝模式章節所述詳細步驟，以便完成安裝程序。您
需要以 root 權限來啟動安裝程序。請以 root 的身份執行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指令來完成掛載安
裝光碟的操作。(在此 /dev/cdrom 指的是光碟機的位置、/mnt/cdrom 指的是掛載點。) 瀏覽光碟機內容並在安
裝光碟中/Software/Linux 資料夾中找到安裝檔，然後執行./ppbe-linux-x86_64.sh 指令進行安裝程序。
在搭配 USB 或序列埠進行 Agent 安裝之前，請先行確認 Agent 的執行平台是否支援 USB 或序列埠通訊。
VMware ESXi 4.1 或以後的版本才會支援將 USB 裝置從 ESXi 主機配置給 vMA。
注意：在 ESXi 主機的 vMA 平台上，為了能在確保 Agent 可以經由 USB 連線與 UPS 建立連線，您應該將虛
擬硬體的版本更新至最新版本。詳情可參閱常見問題章節的如何更新 vMA 的虛擬硬體版本，以便得知如何更
新虛擬硬體版本。
注意：為了在本機端和虛擬機器間移轉 PPBE 安裝檔，建議在虛擬機器上安裝 VMware Tools。請參考
VMware ESXi Server 文件了解 VMware Tools 的相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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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ESX 安裝
在 ESX 平台上，您必須於 Service Console（或稱為 Console Operation System）啟動安裝程序。在 ESX 平
台上安裝 PPBE 同樣也需要 root 權限，請使用相同的指令來掛載安裝光碟並執行安裝程序。
在搭配 USB 連線安裝 Agent 前，請先確定 ESX 主機支援 USB 連線。ESX 4.1 具備支援 USB 裝置的能力。請
參閱文字介面安裝模式一節的內容，以便完成安裝程序。

VMWare ESXi 上部署 Virtual Appliance
Virtual Appliance (VA) 為一預先建置的軟體解決方案，將一個或多個虛擬機器分別包裝、維護、更新並安排成
為一個管理單元。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軟體開發、分佈、部署與管理的方式。
在 CyberPower 官方網站下載已經預先安裝好 Agent 與 Client 的 Virtual Appliance。為了能在 ESXi 主機上部
署 PPBE virtual appliance，必須在另一台遠端電腦上先行安裝 vSphere Client 工具。使用者可以自行輸入
ESXi 主機的 IP 位址，透過存取其網頁介面的方式下載 vShere Client 安裝檔。
部署過程在啟動後，請依下列步驟操作：
 啟動 vShpere Client。請從 File > Deploy OVF Template 開啟 Deploy OVF Template 視窗。

 點選 Browse 並匯入從下載的壓縮檔中解壓縮的 ppbeXXX_centos.ovf 檔。點選 Next 進行部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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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 OVF Template 細節，點選 Next 繼續。

 為已部署 Virutal Appliance 輸入名稱，這個名稱在目錄中應為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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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PPBE virtual appliance 選擇虛擬磁碟格式。預設的選擇為 Thin Provision。詳情可參閱 About Virtual
Disk Provision Disk Policies 一文得知如何選擇合適的虛擬磁碟格式。

 顯示部署的詳細內容，點選 Finish 來完成部署。

19

 在部署工作完成後，PPBE virtual appliance 將會被新增至目錄中。

 點選 Power on the virtual machine 來啟動 virtual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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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 virtual appliance，admin 為預設帳號與密碼。為了能準確地關機，您必須改變 virtual appliance 的時
區設定。可以從/usr/share/zoneinfo 目錄中直接拷貝時區檔案。假設主機座落於芝加哥的 CST 時區，可
經由執行 cp /usr/share/zoneinfo/America/Chicago /etc/localtime 指令來改變時區設定。

XenServer 安裝
您需要以 root 權限來啟動安裝程序。請以 root 的身份執行 mount /dev/cdrom /mnt/cdrom 指令來完成掛載
安裝光碟的操作。(在此 /dev/cdrom 指的是光碟機的位置、/mnt/cdrom 指的是掛載點。) 瀏覽光碟機內容並在
安裝光碟中/Software/Linux 資料夾中找到安裝檔，然後執行./ppbe-linux-x86.sh 指令進行安裝程序。
安裝程序必須在 Dom0 中啟動，可參閱文字介面安裝模式章節中完成安裝程序。Agent 應安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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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USB 裝置。在搭配 USB 或序
列埠連線來安裝 Agent 之前，確認 Agent 所執行的平台是支援 USB 或序列埠。

Hyber-V Server 安裝
在電腦上使用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安裝光碟來完成安裝程序。在命令提示字元下執行<光碟機代號
>\Software\Windows\setup.exe 後便可開始安裝程序 (光碟機代號就是以 D:或 E:格式標示的磁碟代號)。當
安程式在啟動後便會顯示彈出視窗。可參閱 Windows 安裝一節所述安裝步驟便可完成安裝程序。

使用 PowerPanel ® Business Edition
在 Windows 中，可以點選開始 >所有 程式 > CyberPower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Agent、(或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Client 或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Center)或者直接在瀏覽器的 URL 輸入 http://localhost:3052 即可開啟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網頁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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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

在 Linux 平台下，使用者可以直接在本機端瀏覽器的輸入 http://localhost/ 開啟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網頁介面，亦可在遠端電腦在瀏覽器上輸入 http://hosted_computer_ip_address:3052/連接到本機
®

®

端的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程式。hosted_computer_ip_address 是指已安裝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程式的主機 IP 位址。在 ESX 或 ESXi 的 vMA 來說，hosted_computer_ip_address 為
vMA 的 IP 位址。（注意：對於 ESX 平台的使用者來說，hosted_computer_ip_address 是指安裝在 ESX 本
機端 IP 位址。）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支援多國語系。在安裝程式完後會自動選擇合適的語系，也可另行選擇其它偏
好的語系。在選擇完語系後，網頁會切換成對應的語系，並將該語系設為程式使用的預設語系。

登入
PPBE 預設帳號與密碼為 admin。安全起見，強烈建議首次登入後至「安全性/登入」更改帳號與密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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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機端登入和遠端登入頁面都相同。

若「在這台電腦上記住我」選項若被勾選，使用者下次開啟 PPBE 時便可直接自動登入。若欲中斷此使用者登
入期限，只要在登出頁面點選登出即可。當使用者登入期限已超出「登入期限」所規範時間，該登入期限便會
被視為無效並將自動登出。您可在「安全性/登入」頁面對登入期限時限做設定。

快速設定
歡迎頁面會在首次使用 Agent 及 Client 時出現，此頁面將會引導您完成快速設定。您可以決定要繼續流程還是
離開快速設定。在此強烈建議完成快速設定。若無完成快速設定，在電力事件發生時電腦的運作將會有極大的
風險。若您決定忽略快速設定，請點選離開。點選後會跳出一確認視窗並且請點選是。請參閱安裝手冊獲得更
詳細的資訊以完成快速設定。

基本設定
®

為了確保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功能可以正常運作，請確保 Agent、Client 與 Center 已被正確地設定。

Agent
 執行電池測試以確認 UPS 能夠提供電池電力給用電設備。請參閱「UPS/檢測」一節。

Client
 在 Client 的「安全性/網路」頁面設定埠號需要與 Agent 設定一致。

Center
 為了與 UPS、PDU、Agent 或 Client 建立連線，在「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的 SNMP community 設定要
和 UPS RMCARD、PDU 所使用的 SNMP Community 一致，Screte Phrase 設定要與 UPS RMCARD，
PDU，Agent 及 Client 所使用的 Screte Phrase 一致。

 在 Center 的「安全性/網路」頁面設定埠號需要與 Agent 或 Client 所使用的埠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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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Agent 和 Client
系統
摘要

Agent 的系統/摘要頁面

在 Agent 中，「系統/摘要」頁面提供系統運作的概況，包括市電狀態、UPS 運作狀態、系統訊息以及需要使
用者關注的項目。
在 Client 中，「系統/摘要」頁面提供系統的全貌，包括與 UPS/PDU/ATS 的連線狀態、系統訊息以及需要管
理者關注的項目。

資訊
（本章節僅適用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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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資訊頁面

基本資訊頁面提供了有關 Client 的相關資訊，如下所示。
 名稱：主機的名稱。例:「網路伺服器」或「小明的電腦」
 地點：主機所在的位置。例:「六樓機房的 1 號機架」
 聯絡資訊：主機管理者的聯絡資訊，(例: 管理者名稱、E-mail 位址、聯絡電話)。

UPS
（本章節僅適用 Agent）

即時狀態
「UPS/即時狀態」頁面包含 UPS 電源情況、電池和系統的狀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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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即時狀態

輸入
 狀態：顯示目前市電供給 UPS 的狀態。


正常：市電的電壓與頻率正常。



停電：市電目前停止對 UPS 供電，UPS 必須使用電池電力供給用電設備。



電壓過高：市電電壓超過最高電壓臨界值，UPS 會提供電池電力給用電設備。



電壓過低：市電電壓低於最低電壓臨界值，UPS 會提供電池電力給用電設備。



頻率異常：市電頻率超出 UPS 容忍範圍，UPS 會以固定頻率提供電池電力。



接地不良：UPS 偵測到 UPS 所連結的插座有接線故障。



缺中性線：中性線未妥善地連接。



發電機電力使用中：偵測到目前正由發電機供電給 UPS。



市電異常：其它因為電力雜訊或是失真而導致的市電異常。

 電壓：市電供給 UPS 的電壓。
 頻率：市電供給 UPS 的頻率。
 電流：提供給 UPS 的市電電流。

 功率因數：在此為一 UPS 輸出所消耗的有功功率與其市電的視在功率的比值。意謂在 UPS 系統中產生相
同功率輸出時，功率因數較低的 UPS 需要比功率因數較高的 UPS 耗費更多的電流。

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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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態：顯示旁路模組的運作狀態。在旁路模組中，UPS 將旁路模組的輸入電力直接提供給用電設備。


正常:旁路電路系統的電力品質正常。



斷電：旁路模組的輸入電力已經中斷。



電壓過高：旁路模組的輸入電壓已高於可接受的門檻。



電壓過低：旁路模組的輸入電壓已低於可接受的門檻。



頻率異常：旁路模組的頻率超出容許的範圍。



電力異常：偵測到旁路模組的輸入電力有電力雜訊與失真的情況。



相位錯誤：旁路模組的輸入電力與市電輸入電力的相位順序不同。



過載：電力輸出消耗超出 UPS 的額定負載。



長時過載：過載情況已超時。

 電壓：供電給 UPS 的旁路電壓。
 電流：供電給 UPS 的旁路電流。
 頻率：供電給 UPS 的旁路頻率。

 功率因數：在此為一旁路輸出所消耗的有功功率與旁路的視在功率的比值。意謂在產生相同功率輸出時，
功率因數較低的用電設備需要比功率因數較高的用電設備耗費更多的電流。

輸出
 狀態：顯示目前 UPS 提供給連接設備的輸出電源的狀態。


正常：輸出電源正常。



旁路模式：UPS 切換到旁路模式，市電會直接經過 UPS 電路直接供電給設備。
注意：只有在線式系統的 UPS 機種才支援旁路模式。



無供電：目前沒有輸出電力，UPS 已關閉輸出電力。



短路：UPS 輸出短路。這會導致 UPS 停止輸出電源。



升壓：市電電壓低於正常電壓範圍，UPS 會調昇電壓至合理範圍內。



降壓：市電電壓高於正常電壓範圍，UPS 會調降電壓至正合理範圍內。
注意：升壓和降壓狀態只適用於具有 AVR(Automatic Voltage Regulator, 穩壓器)功能的 UPS，UPS
使用 AVR 改善市電電壓並將提供連接設備電源侷限在一額定範圍內。



過載： UPS 負載超出 UPS 臨界值，需要移除部分連接設備以降低負載。



節能模式：在線式系列 UPS 機種進入 ECO 模式。UPS 會根據輸入電壓臨界值來決定是否切換到旁路
模式。一旦市電電壓超過臨界值，UPS 會提供電池電源提供給其連接設備。



手動切換旁路模式：當「手動模式」功能啟動，在線式 UPS 會進入旁路模式，UPS 會直接強制提供
市電給用電設備。



逆變器容量不足：UPS 逆變器轉換容量不足以負荷現有的負載以致 UPS 無法從旁路模式返回到在線
模式。



冗餘不足：UPS 模組數無法提供足夠冗餘電力，UPS 未能達到預期的容錯能力。



緊急斷電：已啟動緊急斷電(EPO)功能;UPS 輸出電力已經被關閉。

 電壓：UPS 供給用電設備的輸出電壓。
 頻率：目前 UPS 供給用電設備的輸出頻率。
 負載：以總功率消耗換算成總負載的比例。在 UPS 以瓦(watts)做為單位顯示。
 電流：UPS 輸出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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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功功率：電路在特定時間作功的能力。
 無功功率：交流電傳輸系統中，無功功率需要支援有功功率的傳輸。在交流電路中，能量會被暫存在感性
與容性元件中，導致能量週期性地反向流動。部份功率在被均分於一個完整 AC 波段後，能量可用於作功
的有效功率。暫存於磁場或電場暫存的部份功率，因為感性與容性元件最終返回到源頭，就是無效功率。
 視在功率： 電流有效值與電壓的乘積。
 功率因數：負載所消耗的有功功率與其視在功率的比值。意謂在電力系統中產生相同的功率輸出時，功率
因數較低的負載會比功率因數高的負載需要耗費更多的電流。
 NCL 插座：顯示目前所有 NCL 的狀態。


開啟：電源插座供電開啟，且電源供給至連接機器。



關閉：電源插座供電關閉，且電源不供給至連接機器。



等待開啟：電源插座即將開啟，例如：預設排程開啟電源事件觸發。



即將關閉：電源插座即將關閉，例如：預設排程關閉電源事件觸發。

電池
 狀態：顯示目前電池狀態。


充飽：電池電力 100％。



放電中：UPS 提供電池電力至負載。主要是因市電故障或電源測試所導致。



充電中：電池充電中。



均充中：指短時間內利用提高電流來對電池進行充電，能夠對已耗盡能量的電池快速充電。



浮充中：浮充電器透過施加充電電壓替電池充電。當電池充電時，充電電流就會逐漸變小。浮動充電
器感應到充電電流變小，就會減少充電電壓。



電池耗盡：電池已經耗盡，UPS 停止輸出電力。



電池接反：UPS 與電池之間的電極連接錯誤。



低電量：電池容量過低，UPS 即將自動關閉。



未安裝：UPS 内沒有偵測到電池。



測試中：UPS 正在執行電池測試。詳細說明請參考「UPS/檢測」一節。



正常：電池正常運作。

 電壓：目前電池電壓。
 剩餘運行時間：UPS 仍可供給所有用電設備運行時間。
 剩餘充電時間：UPS 將電池充飽所需時間。

 容量：目前電池容量，以百分比顯示。

系統
 狀態：顯示目前 UPS 運作狀態。


正常：UPS 運作正常。



故障：UPS 因為內部問題導致故障。



過熱：溫度超過正常臨界値。



旁路故障：UPS 旁路模組已經故障。



旁路風扇故障：旁路模組的風扇已經故障。



模組故障：任一 UPS 模組異常並已經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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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復原無效：UPS 發生過載後的一小時內，UPS 仍無法從旁路模式恢復到正常模式。

 温度：目前 UPS 内部温度。以攝氏 (°C) 和華氏 (°F)表示。
 維修斷路器：顯示目前維修斷路器的運作狀態。
注意：當 UPS 需要進行維護或修復工作時，UPS 可以在負載不被中斷電源的情況被轉換到維修旁路模式，
並且進行移除 UPS 模組的進行維護工作。


斷開：UPS 目前尚未進入到維修旁路模式。



閉合： UPS 目前進入到維修旁路模式。

 模組狀態：顯示各 UPS 模組的運作狀態。


正常：該模組運作正常。



離線：該模組尚未安裝。



整流器故障：該模組的整流器發生故障並且已經停止電力輸出。



逆變器故障：該模組的逆變器發生故障並且已經停止電力輸出。



逆變器已保護：模組逆變器已經進入保護狀態並且停止運作。



整流器過熱：模組整流器的內部溫度已經超出正常額定值。



逆變器過熱：模組逆變器的內部溫度已經超出正常額定值。



逆變器過載:：模組逆變器已經過載。



逆變器長時過載：模組逆變器過載超出容許時間，UPS 在不久後就會停止輸出。



風扇故障：模組的風扇損壞無法運轉，可能會造成模組過熱。



模組關閉：模組已經關閉而且暫停輸出其電力。

注意：並非所有型號都提供相同資訊，顯示的資訊將依 UPS 型號有所不同。

規格資訊

UPS/規格資訊

「UPS/規格資訊」頁面顯示以下 UPS 資訊：
 型號：UPS 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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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韌體版本：UPS 的韌體版本。
 序號：UPS 的產品序號。
 UPS 類型：UPS 系列機種型別 (例: 在線式、在線交互式、正弦波在線交換式)
 模組額定功率：UPS 的額定電功率(Watts，瓦特)。
 額定電流：UPS 的額定電流(Amp，安培)。
 額定電壓：UPS 的額定電壓(Volts，福特）。
 額定頻率：UPS 的額定頻率(Hz，赫茲）。
 下次電池更換日期：下次電池應該更換的時間。只能從電池更換時間中計算出此日期。
電池更換時間電池更換當下的日期。需要在電池更換後立即設定。電池使用期限會隨 UPS 機種而有所差
異。電池更換日期一旦設定完成，當電池使用期限到期時，系統便會告知使用者。
 NCL 分區：NCL 插座數量。
 LCD 韌體版本：UPS 的 LCD 韌體版本。
 USB 版本：UPS 的 USB 晶片版本。
 外接電池箱數：UPS 額外提供的備援電池總數。

 確認設置地點：點選「尋找」按鈕後，UPS 會嗚叫告知使用者 UPS 所在何處。這個功能可幫助使用者在
多台 UPS 中尋找特定的 UPS。
注意：並非所有型號都提供相同資訊，顯示的資訊將依 UPS 型號有所不同。

電池狀態
「 UPS/電池狀態」 頁面顯示電池的狀態資訊。

UPS/電池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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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更新
用來更新電池的狀態，包含內建於 UPS 的電池及外接電池箱。最後一次更新的時間也會顯示於此。使用者可以
使用更新按鍵來得到電池最新的狀態，另外電池的狀態也會定期的做自動更新。
最新更新日期：顯示最後電新電池狀態的時間。

電池狀態
顯示內建電池及外接電池箱的狀態資訊，包含溫度、電壓、電池均充狀態。
注意：電池狀態的頁面只顯示於支援外接電池箱的機種。

運行參數
「 UPS/運行參數」 頁面允許使用者依據自身需求設定 UPS 組態。

UPS/運行參數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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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供給
 電壓：設定供給用電設備的輸出電壓。
注意：對某些部分屬於 Paragon Tower 系列的 UPS 機種而言，這個設定只有在 UPS 進入旁路模式才能
設定，設定完後必須重新啟動後才會生效。
 頻率運作模式：Smart App Online 系列機種提供兩種頻率運作模式：「變動頻率」和「固定頻率」。在
「變動頻率」模式下，UPS 在可容許範圍會依循市電頻率供電。若市電頻率超出容忍值，則 UPS 會以固
定頻率輸出來避免提供不穩定頻率的電力給用電設備。UPS 是依據為啟動時所偵測的市電頻率作為固定模
式輸出所使用的輸出頻率。
在「固定」模式下，UPS 以固定頻率取代市電頻率來提供電力。當市電頻率市處於不穩定的情況時，例
如：發電機電力，就可設定 UPS 切換至固定頻率模式讓 UPS 提供一穩定頻率的電力。
若是用電設備需要不同於市電的頻率力，UPS 可被設定使用固定頻率供電給用電設備。舉例來說，設備用
電頻率是 50Hz 但市電是 60Hz。
 應變頻率：在使用「變動頻率」模式下，設定可接受輸出頻率範圍。
 固定頻率：在使用「固定頻率」模式下，設定固定輸出頻率值。
注意：錯誤的頻率設定可能損害用電設備。為確保頻率為用電設備所接受，下列情況顯示警告訴訊告知使
用者：


由「變動頻率」模式設定至「固定頻率」模式，固定頻率和市電頻率不相符。



在「固定頻率」模式下，改變固定頻率值時。

 節能模式：當市電電壓在臨界值範圍內或市電頻率誤差在3Hz之內，UPS會進入旁路模式。若市電電壓或
市電頻率超過臨界值，UPS會以電池電源供給所用電設備。
舉例來說，臨界值設為10%、目前市電電壓設為120V，UPS會進入旁路模式並隨時監測市電電壓是否落在
108V ～ 132V的範圍內。萬一電壓超出範圍，則UPS會以電池電力供給用電設備。
注意：UPS在節能模式下，一旦進入「固定頻率」模式、「發電機」模式或「手動切入」模式，UPS會立
刻離開節能模式。
使用者可以藉由「排除日期」與「排除時間」選項設定UPS要在何時要脫離節能模式。


排除日期：設定脫離節能模式的天數。



排除時間：在選擇的排除天數中，設定脫離節能的時間。

輸入電壓異常判斷
當市電超過特定臨界值，UPS 將提供電池電源給用電設備。
 市電電壓上限/市電電壓下限：在市電供電給 UPS 之前，UPS 會偵測市電電壓是否超過臨界值。當市電超
過臨界值，UPS 以電池電源供給所用電設備。
 輸出電壓上限/輸出電壓下限：在 UPS 使用市電當作輸出電源供給之前，UPS 會偵測市電電壓是否超過臨
界值。當市電超過臨界值，UPS 以電池電源供給所用電設備。
注意：「最高/最低市電電壓臨界値」和「最高/最低輸出電壓臨界値」設定需要重啟 UPS 方能生效。
 頻率上限/頻率下限：當市電頻率超出臨界值時，UPS 將以固定頻率的電池電力供電給用電設備。

 偵測敏感度：當 UPS 偵測市電電壓超過臨界值範圍，UPS 會切換成電池模式保護 UPS 所連接的設備。低
敏感度可容許較大的電壓範圍，所以供給電壓會波動較大。UPS 不太會切換至電池模式，所以也可節省較

32

多的電池電力。使用發電機產生的電力可能會導致 UPS 頻繁切換到電池模式，此時建議使用者設定低敏
感度。使用高敏感度設定可以讓 UPS 提供更穩定的電力到所連接設備，也會更頻繁地切換至電池模式。

電力回復
®

當市電斷電時，若剩餘執行時間不足或電池電力過低，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命令所連接的電腦做關
機和關閉電源的動作。當市電恢復會讓 UPS 自動啟動並供電給電腦。若電腦 BIOS 設定一有電力就開機，電
腦就會自動重新開機。
下列設定用來組態 UPS 復電行為。
 自動回復：若開啟此選項，當市電恢復後，UPS 就會立即自動輸出電源。當此選項關閉，當下 UPS 並不
會自動恢復供電，使用者需手動開啟。
 強制重啟：若是因為斷電導致關機程序開始，電腦會先行關機，然後 UPS 再等待一段時間才關閉。如果
市電在 UPS 關閉前恢復，那麼 UPS 仍會關閉。在市電已恢復的情況下，電腦與 UPS 仍是已關機狀態。
如果「強制重啟」設定開啟，UPS 仍然會延遲關機，但是約 10 秒後就會 UPS 就再次啟動。UPS 重新開
啟後，那麼所有電腦也會重啟。
注意：大多數的電腦都具備在市電恢復後能自動開機的能力。請確定 BIOS 有支援且已開啟。
 重啟前充電時間：當市電恢復後，當 UPS 在恢復輸出電力前所需的充電時間。
 重啟前充電量：當市電恢復後，UPS 在恢復輸出電力前所需的電池容量。
 啟動延遲時間：當市電恢復後，UPS 會延遲一段時間後再恢復輸出電力。此選項可以將多台 UPS 啟動時
間分別錯開，避免市電或電力來源過載。每次 UPS 恢復供電時，開始延遲選項將會生效。這也包括排程
機制。

 市電穩定等待時間：當市電恢復後，UPS 會延遲一段時間從使用電池模式切換成使用市電模式。當電池容
量低於低電量臨界值，UPS 會立即切換成正常運作模式。這個選項可以避免因為在市電不穩，導致 UPS
頻繁放電。

 市電回復處置：設定在市電回復之後的運作模式。旁路輸出代表 UPS 在市電回復之後，就會切換到旁路
模式並提供旁路模組的輸入電力直接供應給用電設備。在線輸出代表 UPS 在市電恢復後，UPS 就會開啟
並提供電池模組的電力給用電設備。待機代表在市電恢復後，仍然保持關機並且不作任何操作。

旁路
在線式 UPS 系列提供旁路功能。當 UPS 在旁路模式下，市電會直接供給給連接的用電設備。從下列項目設定
允許 UPS 進入或是離開旁路模式：
 切入條件：當 UPS 故障或是過載時，UPS 會依據此設定來決定是否進入旁路模式。


正確的電壓與頻率：如果市電電壓仍在電壓臨界值內且市電頻率也在容忍範圍內，UPS 會進入旁路模
式。否則 UPS 會停止供電。



正確的電壓：市電電壓在電壓臨界值內，UPS 會進入旁路模式，否則 UPS 會停止供電。



永不切換：若選擇此選項，UPS 不會進入旁路模式且 UPS 停止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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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切入：若選擇此選項，不管 UPS 是否錯誤或過載甚至市電電壓超出正常範圍，UPS 都會進入旁路模
式。否則 UPS 將會停止供電。
注意：在旁路模式下所使用的不良市電電壓可能會造成所連接的設備損壞。
 執行手動切入：手動設定 UPS 進入旁路模式。若選擇此選項，UPS 會強制進入旁路模式。
注意：確認 UPS 是否正在使用發電機或轉換電源。當 UPS 進入旁路模式，UPS 會使用輸入電源作為給用
電設備。若電源頻率不穩，可能損害連接設備。
注意：若選擇此選項， UPS 將無法切換至發電機模式。
 市電電壓上限/市電電壓下限：當 UPS 故障或過載，UPS 會根據市電是否超出臨界值來決定是否進入旁路
模式。如果市電超過臨界值。UPS 將無法進入旁路模式且中斷供電。
 過載：設定當 UPS 過載時是否讓 UPS 直接切換至旁路模式並且供電給輸出設備。在未開啟此選項的情況
下，當過載情況發生，UPS 會停止供電。
 關機時切旁路：設定當 UPS 電源關閉， UPS 是否切到旁路模式且供給市電。
 旁路頻率容許範圍：當 UPS 故障或過載，UPS 會根據旁路頻率是否超出容許範圍來決定是否進入旁路模
式。如果旁路頻率是否超出容許範圍。UPS 將無法進入旁路模式且中斷供電。

電池
 預防過度放電：當 UPS 使用電池電力做為輸出之用，深層放電會降低電池壽命。若選擇此選項，在放電 4
小時後，UPS 會停止供電以避免深度放電。
 空載關機：當市電斷電時，電池會開始放電。當選項開啟時，在 UPS 沒有負載的情況下，放電 5 分鐘後
會關閉自動關機，以節省電池電力。在市電恢復後，UPS 會自動啟動並恢復輸出電源。
 低電量下限：當剩餘電池容量低於此臨界值，UPS 會鳴叫警告。
 外接電池箱類型：設定外接電池箱的類型。當 UPS 外接標準規格的獨立電池箱時，Agent 根據外接的電池
箱所供給的容量測量出執行時間，因此本設定應設定為標準選項。當 UPS 使用客制電池箱時，那麼本設
定就該設定為客制選項。
 定期自動測試： UPS 會週期性的做電池測試以確保電池正常運行。
注意：在線式 UPS 系列支援 SBM(Smart Battery Management)，當 UPS 完成充電時，會自動進行電池測
試。此次測試與定期自動測試無關。
 外接電池箱設定： 設定外接電池箱的偵測模式，設定值為手動或自動。若設定為自動時，UPS 會自動偵
測外接電池箱的數量。
 外接電池箱數： 設定擴充備援電池包數量。根據電池的數量，可以準確估計運行的時間。
 自動均充週期：設定 UPS 電池自動進行週期性的均充。

 放電時間限制：設定限制電池放電的時間間隔，以避免電池過度地深度放電。

系統
 冷開機：設定在沒有輸入電源的情況下，UPS 的開機功能。若此選項設為有效，UPS 在沒有輸入電源的
情況下也能開機。
 短路回復偵測：當 UPS 偵測到短路，輸出電源會立即關閉。在此選項設為有效的情況下，UPS 在 30 秒內
會檢查 3 次 UPS 是否還有短路。如果 UPS 不再短路，UPS 就會恢復供電。如果 UPS 仍然短路，UPS 就
會停止供電。
 斷電警告：若此選項設為有效，當市電電源故障時，UPS 會鳴叫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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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載警告上限：若輸出負載超過臨界值， UPS 會發出鳴叫警告。
 發電機模式：若 UPS 使用發電機作為輸入電源，此選項就應開啟。若選項開啟的情況，UPS 無法進入旁
路模式藉此保護所連接的設備。
注意：若此選項開啟， UPS 無法開啟手動切入。
 LCD 背光節能：在延遲時間內，若 UPS 面板在沒有按鈕被壓或是任何事件發生，LCD 螢幕會自動關閉。
 接地偵測：此選項設開啟的情況下，UPS 會偵側是否有接地線或是接反。建議 UPS 首先需要有接地線的
配置。可在 UPS 有接地線的情況下將此選項需設為有效。
 乾節點功能：設定當 UPS 有特定事件發生時，繼電器的運作方式。請參閱 UPS 手冊以便了解繼電器相關
細節。可針對下列情況進行設定:


市電異常：市電斷電，UPS 使用電池電力。



電池低電量：電池容量太低以致於讓連接的電腦進行完整關機。



異常警告：一旦事件發生，UPS 會發出警告聲響。例如：過載。



切入旁路：當 UPS 過載或是故障，UPS 會切換到旁路模式。



UPS 故障：UPS 因內部零件損害發生故障，例如：逆變器 (Inverter)故障、匯流排 (bus)故障、過熱。

 冗餘模組數量：設定作為冗餘電力的 UPS 模組個數。這個冗餘電力設定值可以對等量的 UPS 模組提供容
錯保護。UPS 應避免超出扣除掉冗餘電力後所能承載的負載量，否則 UPS 將無法如使用者預期提供對等
的容錯保護。

NCL
NCL 是非關鍵負載（Non-Critical Load）的意思。在下列情況，UPS 會關閉 NCL 的輸出電源來節省電量、增
加其他負載運行時間：
 關閉臨界值：當 UPS 提供電池電力時，如果剩餘電量低於此臨界值，UPS 會將 NCL 的輸出電源關閉。
 運行時間關閉臨界值：當 UPS 提供電池電力時，如果剩餘運行時間低於此臨界值，UPS 會將 NCL 的輸出
電源關閉。
 延遲關閉時間：當 UPS 提供電池電力時，UPS 會在延遲時間過後將 NCL 的輸出電源關閉。
 延遲開啟時間：當市電恢復供電時， UPS 會在延遲時間過後將 NCL 的輸出電源開啟，以避免同時間內因
為所有用電設備在同一時間開啟導致過量的功率消耗。
注意：並非所有型號都提供相同資訊，顯示的資訊將依 UPS 型號有所不同。

檢測
UPS/檢測頁面提供使用者進行 UPS 電池測試，以確認 UPS 能夠提供足夠關機時間讓所有電腦都能妥善關機;
UPS 進行完整的執行時間校準，根據 UPS 負載估計出一準確的執行時間。鳴叫測試能確保 UPS 能發出警告
聲響。指示燈在 UPS 需要時能夠正常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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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檢測頁面

電池測試
執行電池測試來確認電池狀況是否，並顯示最新的測試結果和測試時間。只要按下 「開始」按鈕便可開始進
行電池測試。當頻率工作模式設為「固定頻率」時是無法進行電池測試的。
電池測試後得到下列的報告結果：
 上次測試時間: 最近一次電池測試時間。
 上次測試結果: 最近一次電池測試結果：


通過：電池經測試可運行正常。



尚未測試：UPS 電池尚未測試。



失敗：電池經測試運行不正常。

若測試結果不通過，請依下列步驟：
 重新進行電池測試。若測試結果仍是不通過，請於更換電池後再作電池測試。

 更新電池後若測試結果仍為不通過，請洽 CyberPower 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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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電時間測量
放電時間測量是根據目前負載所測量的執行時間是準確的。測量內容包含最新的時間、結果與日期。當運行時
間測量開始進行，連接設備會使用電池作為電源直到電池電源完全耗盡為止。爾後電池將會在測量程序結束後
自動充電。
使用者可以按下「開始」 按鈕運行時間測量，按下 「取消」按鈕中斷運行時間測量。測量完成或取消後便可
得知結果：
 估計可放電時間：估計電池運行時間。
 上次測量結果：最近校正時間結果。


通過：運行時間測量完成，且電池正常。



尚未開始：UPS 尚未執行過運行時間測量。



失敗：運行時間測量失敗。



取消：運行時間測量已取消。

 上次測量日期：最近一次運行時間測量日期。
注意：建議每 3 個月至少做一次運行時間測量。
注意：一次完整的校正會導致電池完全放電，請確保在進行運行時間測試前，電池已經完全充電。

蜂鳴器測試
蜂鳴器測試可讓使用者驗證 UPS 蜂鳴器是否正常鳴叫，並且顯示最近一次測試日期。按下「開始」按鈕開始
進行警告聲測試。
測試完成後會顯示下列結果：
 上次執行時間：最近一次蜂鳴器測試時間。

指示燈號測試
在面板前的指示器或 LCD 螢幕是用來顯示目前 UPS 狀態。一旦指示器發生故障，使用者便無法得知當下
UPS 狀況。指示器測試確保指示器能正常顯示。按下「開始」按鈕便可開始進行測試。
指示器測試完成後會報告下列結果：
 上次執行時間：最近的指示器測試日期。

輸出負載
UPS 供電給連接到 UPS 插座或延伸 PDU 插座上的一般用電設備與需要關機防護的電腦。UPS/輸出負載頁面
提供了關於連接負載與延伸 PDU 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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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輸出負載

負載管理
在負載管理頁面中，使用者可以去管理所連接的用電設備與電腦。UPS 以及已命名的 PDU 標籤其列表中包括
了所有連接的負載。所有負載的詳細資訊，包括負載名稱、所在位置、管理者聯絡方式及所連接插座的型別皆
會被顯示在這個列表上。
 將負載接到 UPS 或 PDU 上。選擇 UPS 或任一命名的 PDU 標籤。在列表上選擇一個插座後，從插座預覽
圖上確認所選擇的插座是否正確，然後點選插座上的「設定」按鈕開啟負載設定精靈並依照以下步驟完成
負載設定:


如果設定的負載為安裝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Client 軟體的電腦，請選擇安裝 PPBE
Client 軟體的電腦設備，並且輸入電腦的 IP 位址或從下拉選單中選取；如果不是則選擇未安裝
PPBE Client 軟體的一般設備。然後點選「下一步」。



輸入負載的名稱，位置及連絡資訊，如果負載為一台擁有不止一個電源供應的 Client 電腦，請
選擇確實為所選擇的插座供電的電源供應。最後點選「完成」關閉負載設定精靈。



負載管理頁面會顯示負載的相關資訊，點選「套用」後即可完成安裝。

點選網路位址欄位旁的倒三角圖示能讓使用者快速又簡易地輸入網路位置到欄位中。下拉選單中會顯示網
路上所有已安裝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Client 軟體的電腦。在點選轉動箭頭圖示後，Client 便會重
新搜尋以便更新列表上的結果。如欲尋找的 Client 不存在於列表上，可以透過點選沒有找到目標 Client?
捷徑前往「偏號設定/使用經驗」頁面變更掃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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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負載資訊。從列表上點選想要修改資訊的負載，修改在編輯欄位中去更新資料後點選「套用」即完成
變更。
 移動負載的插頭到另一個插座上。從列表中點選要移動的負載，欲將負載的插頭從一個插座上移動到另一
插座上，只要在「插座」選項上設定好插座並且點選「套用」即可完成; 欲將負載的插座從 UPS 移動至
PDU 上、或從 PDU 移動至 UPS 上、或是在 PDU 間移動，在裝置選項中選擇 UPS 或 PDU，然後點選
「套用」即可完成移動。
 從 UPS 或 PDU 上拔掉負載。從列表中選擇要拔掉的負載，點選

開啟移除設備精靈，然後點選「是」即

可完成移除。
在電腦上安裝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Client 軟體，對於確保電腦可以在延長電源事件中可以妥善關機，
以及能夠控制 UPS 與 PDU 是有所助益的。
指定一個正確的插座是很重要的。在插座選項中的設定必須與用電設備實際接在 UPS 插座上的位置相符合。
對於某些特定 UPS 機種的 NCL 插座而言，在整個 UPS 關閉之前，這些插座就不再供應電力。對於由這些插
座供應電源的 Client 電腦而言，Agent 為了避免電力中斷造成資訊毀損，會要求這些 Client 電腦妥善關機。
注意: 如果與 Client 電腦無法建立，那麼 Client 的名稱就會被顯示為灰色。

管理 PDU 與 ATS
當 PDU 或 ATS 連接到 UPS 使其成為 UPS 的延伸插座時，使用者可以在負載列表上對這些 PDU/ATS 進行管
理。當完成安裝 PDU/ATS 的操作時，負載列表中會出現對應的 PDU 或 ATS 標籤，當完成移除 PDU/ATS 的
操作時，此標籤即會消失，在這個 PDU/ATS 標籤中會顯示另一個負載列表，可以用來管理連接在其上的電腦
與一般用電設備。
 在 UPS 上安裝 PDU。從電源配置的下拉選單中選擇安裝 PDU 選項，如果 PDU 具有網路功能，從 PDU

型別選項選擇網路、輸入 PDU 的網路位址、指定 PDU 所使用的 UPS 插座; 如果 PDU 不具備網路功能，
從 PDU 型別選取一般、從機種選項中選擇一組 PDU 機種、輸入 PDU 名稱後，點選套用後完成。
 安裝 ATS 在 UPS 上。從電源配置下拉選單中選擇安裝 ATS，指定 ATS 的輸入端實際連接的 UPS 插座編
號，再選擇實際連接到 UPS 的兩個 ATS 輸入源的其中一個並輸入 ATS 的網路位址，點選「套用」後完成。
 移動 PDU/ATS 插頭到另一個 UPS 插座。選擇想要移動的 PDU/ATS 標籤，然後從電源配置的下拉選單中
選擇 PDU/ATS 組態後，再從 UPS 插座選項上選擇另一個新的 UPS 插座，點選套用後完成。
 從 UPS 上移除 PDU/ATS。選擇要移除的 PDU/ATS 標籤，然後從電源配置的下拉選單中選擇 PDU/ATS
組態。選擇「中斷 PDU/ATS 與 UPS 之間的連結」選項後並點選套用後的完成。
注意：當 PDU/ATS 從 UPS 上移除，所有的 PDU/ATS 上的用電設備與電腦都會被移除;電腦與 UPS 也不
再保持連線。
注意：在您閱譯本章節要安裝 PDU/ATS 到 UPS 之前，UPS 與 PDU/ATS 的 IP 位址可能就已經在 Client 的電
源裝置/組態網路介面中設定完成。PDU/ATS 標籤將會出現「要將 PDU/ATS 連到 UPS 嗎?」的訊息來告知使
用者來確定 PDU/ATS 與 UPS 的連結關係。
注意：PPBE 並不允許 ATS 將兩個輸入源連結到同一個 UPS。
在負載列表揭露下列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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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一個 UPS 或 PDU 插座供電給連接的用電設備。
 Bank: UPS 插座的 Bank 型別，例:NCL、CL 或 Surge。
 名稱: 用電設備的名稱。
 位置: 用電設備座落的位置。
 聯絡資訊: 用電設備的聯絡人員。
 IP 位址: 安裝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Client 軟體的電腦 IP 位址。在 UPS 標籤裡，具有網路功能的
PDU 也會顯示它的 IP 位址。

Agent 搜尋區網上所有的 Client

EnergyWise
Cisco EnergyWise 技術可用來讓 Cisco Switch 去搜尋網路上支援 EnergyWise 機制的可控裝置、追踨其用電
狀態並採取必要行動來減少用電量。使用者可以在 UPS/EnergyWise 頁面設定與 Cisco Switch 之間的連線組
態，必須在列表中將裝置以末端節點的形態來進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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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與 Cisco Switch 的網路連線
使用者可以輸入必要的資訊並點選套用鈕來建立與 Cisco Switch 之間的網路連線：
 存取埠號(Access Port): 設定 Agent 與 Cisco Switch 之間進行網路交握時使用的埠號。預設的埠號為
43440。
 網域名稱(Domain Name): 設定 Agent 與 Cisco Switch 之間進行網路交握所處的網域名稱。預設的網域
名稱為 cyber.
 Off-State Cache: 假如此選項已開啟，Client 便可以在已停止運作的狀態下將節點資訊暫存於 Cisco
Switch 中。
 安全模式(Secure Mode): 決定是否要使用 shared secret 與 Cisco Switch 進行網路交握。
 Shared Secret: 設定 Agent 與 Cisco Switch 之間進行網路交握時使用的驗證碼。預設的金鑰為 cyber.
 Endpoint Agent: 決定是否要與 Cisco Switch 建立網路連線。
 Endpoint Agent 埠號: 顯示 Agent 與 EnergyWise 服務所使用的埠號。Agent 透過 EnergyWise 服務與
Cisco Switch 進行網路交握。

啟用 EnergyWise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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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與 Cisco Switch 建立網路連線，需輸入必要的資訊並且驗證資訊是否吻合。只要勾選 Endpoint Agent 設
定的啟動選項，點選套用鈕就可以建立連線。

Children List
連結到 EnergyWise 網路的 Agent 將會成為 EnergyWise 的網路成員並且被區別成列表中的數個節點。每個節
點都會有各自的屬性供 Cisco Switch 來進行電源管理。
這些屬性可細分為：
 名稱(Name): 定義在篩選查詢結果時的所用的裝置名稱。
 角色(Role): 定義基於商用或環境部署考量時所用到的功能屬性。
 關鍵字(Keyword): 定義在篩選查詢結果時的所用的裝置描述。
 重要性(Importance): 基於商用或環境部署考量而權衡的重要等級。
Agent 會被標識成 UPS_Base 節點，而 UPS 節點則代表是 UPS 機器本身。根據 UPS 插座的功能的不同，插
座會被分成 CLBank 節點與 NCLBank 節點。也因為 UPS 本身功能的限制，Cisco switch 僅能針對 NCLBank
節點進行開啟或關閉的動作。

電源
（本章節只適用於 Client）

Client 經過網路介面與 UPS 或 PDU 進行交握。若 UPS 未配備 RMCARD，可以已搭配使用 USB 或序列埠連
線與 UPS 連線的電腦上安裝 Agent 並建立連線。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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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資訊」頁面

「電源/資訊」頁面顯示有關於供電給 Client 的 UPS/PDU 資訊。當 Client 與連接至 UPS 的 PDU 建立連線，
「資訊」頁面會分別顯示 PDU 和 UPS 資訊，如果 Client 電腦支援冗餘備援，點擊標籤即可顯示特定電源供應
的資訊。說明如下：
 設備類型：UPS/PDU/ATS 類型，例: UPS/PDU/ATS
 序號：UPS/PDU/ATS 序號。
 韌體版本：UPS/PDU/ATS 韌體版本。
 UPS 類型：UPS 機種 (例:在線式、在線交互式)
 PDU 類型：PDU 機種 (例:監控式、轉換式)。
 ATS 類型：以功能加以區別的 ATS 類型，例如監控式、轉換式。
 額定電功率：UPS 額定電功率 (Watts，瓦特)。
 額定電流：UPS/PDU/ATS 額定電流 (Amp，安培)。
 額定電壓：UPS/PDU/ATS 額定電壓 (Volts，福特)。
 額定頻率：UPS 額定頻率（Hz，赫茲）。
 電池更換日：上次電池更換的時間。
 NCL 插座：UPS 上的 NCL (Non-Critical Load，非關鍵負載) 插座總數。
 可擴充電池數：UPS 可擴充的備援電池總數。
 名稱：UPS/PDU/ATS 主機名稱。
 地點：UPS/PDU/ATS 主機所在位置。
 聯絡資訊：UPS/PDU/ATS 此主機管理者的聯絡資訊。
 MAC 位址：UPS RMCARD、PDU 或 Agent 的網路介面卡位址。
 IP 位址：UPS RMCARD、PDU 或 Agent 的網路介面。點擊超連結可以開啟 UPS RMCARD、PDU 或
Agent 的網頁。
 輸入源 A 的 UPS：顯示連結到 ATS 輸入源 A 上的 UPS 名稱或網路位址。
 輸入源 B 的 UPS：顯示連結到 ATS 輸入源 B 上的 UPS 名稱或網路位址。
 環境感應器：顯示出環境感應器是否已安裝在 UPS/PDU/ATS。
注意：當無法偵測到環境感應器時，便會標示為無回應。若是環境感應器已經從 UPS/PDU/ATS 上被移除，
使用者可以按下「解除安裝」以便表示實際情況。
注意：並非所有型號都提供相同資訊，顯示的資訊將依 UPS 型號有所不同。

組態
為了讓已安裝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Client 軟體的電腦能夠獲得 UPS 或 PDU 的最新狀態，並且能夠
適時的對電腦做關機保護，因此使用者必須在「電源/組態」頁面中指定正確的電源配置型態、裝置網路位址
與插座編號。
注意：如果 Client 電腦支援冗餘備援，請確保所有電源供應的組態皆正確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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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組態頁面

藉由指定正確的電源配置型態、UPS 與 PDU 網路位址、電腦所使用的 UPS 或 PDU 插座的設定，來建立電腦
與 UPS 或 PDU 與之間的網路通訊。
這些設定描述如下：
 冗餘策略：指定電腦實際上的電源供應數量。


1：指電腦只有一個電源供應，這是最常見的使用情況。



2 (1 + 1)：指電腦有兩個電源供應，並且至少需要一個電源供應供電。



3 (2 + 1)：指電腦有三個電源供應，並且至少需要兩個電源供應供電。



4 (3 + 1)：指電腦有四個電源供應，並且至少需要三個電源供應供電。



4 (2 + 2)：指電腦有四個電源供應，並且至少需要兩個電源供應供電。

 電源配置：指定電腦是如何連接 UPS 與 PDU 的電源配置。


UPS：指電腦的電源直接接在 UPS 的輸出插座上。



ATS：指電腦的電源接在 ATS 插座，使用的是 ATS 的輸出電力。



網路型 PDU：指電腦的電源直接接在一台網路型 PDU 的插座上。



UPS 伴隨網路型 PDU：指電腦的電源直接接在一台網路型 PDU 的插座上，而這台 PDU 的電源接在
一台 UPS 的輸出，以作為該 UPS 的擴充插座。



UPS 伴隨一般 PDU：指電腦的電源直接接在一台不具網路功能的一般 PDU 上，而這台 PDU 的電源
接在一台 UPS 的輸出，以作為該 UPS 的擴充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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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S 網路位址：指定 UPS 的網路位址。輸入 IP 位址或使用下拉選單，並從中選擇一個裝置網路位址。你
可以點選更新鍵(有旋轉箭頭的圖示)以便從重新在網路搜尋裝置。如果 UPS 由一台安裝有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Agent 軟體的電腦所監控，則請輸入該電腦的 IP 位址作為 UPS 網路位址。註：這個選項
只會在電腦的電源配置中有使用到 UPS 時才會顯示。
當電腦電源被設定為連接到 ATS 時，會有兩個 UPS 網路位址輸入欄位分別對應到 ATS 的兩個輸入源 A
與 B，如果 ATS 輸入源實際上連接到 UPS 的輸出而使用其輸出電力，則應該指定該 UPS 的網路位址，如
果該輸入源並未連接到一台 UPS，則 UPS 網路位址輸入欄位則應保持為空白。

滑鼠游標移過 IP 位址，會顯示設備的詳細資訊

電腦在軟體安裝後，會自動搜尋網路上的裝置並選擇最近啓動的裝置作為預設的電源裝置，電腦也會自動
選擇尚未被使用的插座來使用，如果沒有空出的可以使用的話，便會使用關鍵負載插座作為預設插座，使
用者應檢視自動設定的結果並適時修正以符實情。
當電腦在網路上搜尋裝置時，最近啓動的裝置就會被標識上黃色星狀圖示。您可以按壓裝置上的重置鈕約
一秒的時間來將裝置啓動時間歸零，讓裝置具有最高的優先權，以方便您從眾多網址中選出屬意的一個。
按壓重置鈕時，請注意不要超過四秒，否則將會導致一個裝置組態重設的指令被啟用。如欲尋找的裝置不
存在於列表上，可以透過點選變更掃描範圍捷徑前往「偏號設定/使用經驗」頁面變更掃描範圍。

點選更新按鈕後會重新搜尋網路上所有可用的電源裝置。

 PDU 位址：指定 PDU 的網路位址。輸入 IP 位址或使用下拉選單從中選擇一個裝置網路位址。你可以點選
更新鍵(有旋轉箭頭的圖示)以便從重新在網路搜尋裝置。註：這個選項只會在電腦的電源配置中有使用到
網路型 PDU 時才會顯示。
 ATS 位址：指定 ATS 的網路位址。當電腦電源被設定為連結到 ATS 時，這個選項就會出現。
 PDU 名稱：從列表中選擇一台一般 PDU。在電源配置選擇 UPS 伴隨一般 PDU 選項並輸入 UPS 網路位址
後，電腦便會從 UPS 取得已安裝的 PDU 清單。如果清單是空的，那麼您必須先在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Agent 的 UPS/負載頁面安裝 PDU。註：這個選項只有在電源配置設定成 UPS 伴隨一般 PDU，而
且該 UPS 係由安裝有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Agent 軟體的電腦所監控時才會顯示。
 UPS 插座、PDU 插座或 ATS 插座：指供電給電腦的 UPS 插座或 PDU/ATS 插座。插座列表在輸入 UPS
或 PDU/ATS 的網路位址後才會更新。插座預覽圖會顯示對應的插座協助使用者辨別是否將電腦的插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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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到正確的插座上。
辨識按鈕只有在電腦電源連接在網路型 PDU 時才會顯示; 辨識功能可以協助使用者實際的辨別電腦是否正
確的安裝在對的插座上。在按下辨識按鈕後，該台 PDU 將會在其 LCD 面板上閃爍插座號碼以便用來確認
實體的電源連結是否與這裡設定的 PDU 裝置以及其插座編號無誤。

如何設定合適的電源配置
為了能區別各電源配置之間的差異，請依據下列描述來設定合適的電源配置:


當 Client 的電腦電源直接接到單一 UPS 或單一 PDU 插座上，電源配置應設定為 UPS 或網路型 PDU。
輸入所需的 IP 位址並指定到正確的插座後，點選連線鈕來建立連線。注意：UPS 必須配置 RMCARD 或
可為安裝 Agent 的電腦主機所操控; PDU 需具備網路通訊功能。



當 Client 的電腦電源直接接在一台網路型 PDU 的插座上，而此 PDU 的電源接在一台 UPS 的輸出並為
該 UPS 的擴充插座時，那麼電源配置應設定為 UPS 伴隨網路型 PDU。輸入 UPS 的 IP 位址、PDU 的
IP 位址並指定到正確的 PDU 插座後，點選連線鈕來建立連線。



當 Client 的電腦電源直接接在一台不具網路功能的 PDU 插座上，而此 PDU 的電源接在一台 UPS 的輸
出並為該 UPS 的擴充插座時，那麼電源配置應設定為 UPS 伴隨網路型 PDU。而此 PDU 的電源接在一
台 UPS 的輸出並為該 UPS 的擴充插座時，那麼電源配置應設定為 UPS 伴隨網路型 PDU。輸入 UPS 的
IP 位址、選定 PDU 名稱並指定到正確的 PDU 插座後，點選連線鈕來建立連線。注意：一般 PDU 應是
不具網路通訊功能的 PDU 裝置。



當 Client 的電腦電源直接接在一台 ATS 的插座上, 電源配置應設定為 ATS。輸入 ATS 的 IP 位址並指定
到正確的 ATS 插座。使用者應該知道 ATS 的電源是否接在任何的 UPS 輸出，以便了解如何設定電源配
置組態：


當 ATS 的兩組電源分別接在兩台不同的 UPS 的輸出並且各為該兩台 UPS 的擴充插座時，應該要
各自輸入兩台 UPS 的 IP 位址，然後點選連線鈕來建立連線。



當 ATS 的其中一組電源接在一台的 UPS 輸出，並且為該台 UPS 的擴充插座時，那麼一組電力源
應該輸入 UPS 的 IP 位址，另一組電力源則設定為未設定。然後點選連線鈕來建立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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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TS 的兩組電源都未接到任何 UPS 的輸出上，那麼兩組電力源的 IP 位址應該設定為未設定，然
後點選連線鈕來建立連線。

連線障礙排除
Client 無法和電源裝置建立連線的障礙排除：
 確認電源裝置的 IP 位址正確。
 確認電源裝置的網路組態是正確的。可使用「Power Device Network Utility 」工具配置電源裝置的網路組
態。您可以在安裝光碟的「tools」資料夾中找到安裝檔。
 確認「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設定是正確的，而且與電源裝置的設定值相符。請參考「安全性/網路驗證」
一節以便得知相關細節。
 若與 Agent 連線，請確認「安全性/網路」中設定的埠號是否相同。不相同埠號會導致連線失敗或無法連線。
 檢查 Client 和電源裝置的網路狀態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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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防火牆設定。3052(UDP/TCP)、53568(TCP)、161(UDP)、162(UDP)與 53566(UDP)應為開啟的狀態。
Client 經由這些埠號與電源裝置進行網路交握。安裝時會自動設定讓 Windows 防火牆允許 PPBE 軟體可以
通過。
 確認 Client 的 SSL 憑證是否已經加入到 Agent 的信任清單中。如果 Client 套用了新的 SSL 憑證卻沒有加
入到信任清單中，那麼就會導致斷線的情況

能源消耗
（本章節只適用於 Agent）

紀錄
呈現一段時間內連接於不斷電系統上的負載所消耗的電量、電費、排碳量等統計資訊。電費的計算方式為負載
所消耗的電量乘以每度電費所得數值，排碳量的計算方式為負載所消耗的電量乘以每消耗一度電等同排放多重
的碳所得的數值。消耗每度電費用與碳排放量可以在設定頁面修改。

統計
選定起始日期到結束日期，並依照此時間區間呈現下列統計數據。
 平均耗能：呈現起始與結束日期間平均的電量消耗
 累計耗能：呈現起始與結束日期間累計的電量消耗
 累計花費：起始與結束日期間累計的電費
 CO2：起始與結束日期間累計碳排量

不斷電系統
若連接支援於 LCD 螢幕顯示累計耗能的 UPS 此訊息才會呈現。
 累計能量：呈現支援於 LCD 螢幕顯示累計耗能的 UPS 所記錄的累計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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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於設定頁面可以選擇國家設定消耗每度電量花費與碳排放量平均數值，也可以自行輸入並到套用更新數值，上
述數值更新後於紀錄頁面呈現的數據也會一併更新。

國家選擇
每個國家取得電力的手段與成本不一樣，消耗每度電的花費與碳排放量也不一樣，請選擇所處國家得到對應的
每度(kWh)電費與碳排放量平均數值。
 國家：選擇所處國家，國家名稱經過本地化處理方便識別。

用電費用
因為每度電費會隨時間改變，所以賦予使用者可以在不同時間區間內設定每度電費。
 每度電費：更新從今天開始計算的每度電費
 顯示用電費用歷史紀錄：顯示與設定過往時間區間的每度電費數值。當用電費用歷史記錄被打開時，使用
者若在記錄欄位上點擊兩下，便可以編輯或新增時間區間的每度電費數值。請參考以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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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排放量
因為消耗每度電等同排放多重的碳會隨時間改變，所以賦予使用者可以設定每度電排放 CO2 重量。
 每度電排放 CO2：每消耗一度電等同排放多少重量的碳
 單位：重量單位 kg 或是 lb

事件反應
當 UPS/PDU/ATS 發生特定的電源狀況時，事件就會產生。PPBE 軟體能夠根據特定事件作出反應並且產生對
應的處理動作。這些處理動作包括通知、命令執行與電腦關機。當 Client 與 UPS 綁定的 PDU 建立連線後，
Client 就會根據 PDU 或 UPS 的反應產生對應的處理動作。

事件
事件發生時，PPBE 軟體可以通知系統管理員、執行外部命令檔並進行電腦關機程序。「事件反應/事件」頁面
列舉出所有事件及相關設定、並依事件層級不同標示符號：重大等級(

)代表必須通知使用者並關閉電腦以避

免不當關機; 警告等級( )代表當事件發生時應該通知使用者，當事件仍未解除時，代表系統即將關機; 情報等
級(

)代表 UPS 或市電的狀態已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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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中事件反應/事件日誌頁面

選取任一事件，該事件會呈現可被設定的狀態。設定事件動作設定後，再按下「套用」鈕儲存設定。

點擊事件設定組態

各事件的動作設定細述如下：

通知
當事件發生時通知管理者。請參閱「事件反應/通知接受者」一節了解有關通知方式與接收者的指令。
 開始：決定是否要發送通知，或在事件發生後要等待多久才發送通知。若該事件在等待時間內解除，就不
會發送通知。
 重複：當發出第一次通知後，要再等待多少時間才發送第二次通知。目前只有嚴重等級和警告等級的事件
才能發送第二次通知。

命令
事件發生時執行的命令檔。
 開始：決定是否要執行命令檔，或在事件發生後等待多久才執行命令檔。若事件在等待期間解除，就不會
執行命令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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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週期：命令檔執行需耗費的時間。若事件引發電腦關機，則在此命令檔或腳本執行完畢耗盡時間後，
才進行關機動作。
 執行檔案：事件發生時欲執行的命令檔，其腳本命令檔應以.cmd 為副檔名。請參考位於安裝目錄下的
extcmd 資料夾中的「default.cmd」檔案。使用者自定義的命令檔應放置於安裝目錄的 extcmd 資料夾中，
所有的命令檔會表列在「命令/執行檔案」選單列表上。若選擇此命令檔作為執行檔案，一旦事件發生便執
行此檔案。
注意：如果找不到「extcmd」文件夾中的命令檔案，該檔案名稱會以斜體字表示。
您可以在外部命令檔中，使用「%變數%」的格式以取得下列環境變數的值：
 %EVENT_STAGE%：意指在事件觸發的某個階段要去執行指定的命令。當事件發生並且進入「OCCUR」
階段時，指定的命令便會被執行。當事件結束時，本變數的值即為「FINISH」並執行指定的命令。
 %EVENT%：意指要在哪個事件被觸發時要去執行命令。
 %EVENT_CONDITION%：意指事件的子事件被觸發時要執行命令。
 %MODULE_NO%：意指事件觸發時要選定哪個 UPS 模組。這個變數通常使用於模組化 UPS 機種。
下列表格中表列了%EVENT%與%EVENT_CONDITION%的所有參數值，使用者能從表格裡了解如何組態合
適的命令：
%EVENT%
BATTERY_CRITICAL_LOW
ENTER_BYPASS
BATTERY_EXHAUSTED
EMERGENCY_OFF
BATTERY_FULL
SHUTDOWN
BYPASS_FAILURE
CAPACITY_INSUFFICIENT
LOSS_REDUNDANT
ABNORMAL

OUTPUT_OVERLOAD
BYPASS_OVERLOAD
MODULE_OVERLOAD
SHORT_CIRCUIT
1
MODULE_RECTIFIER_OVERHEAT
1
MODULE_INVERTER_OVERHEAT
1
MODULE_INVERTER_PROTECTED
BATTERY_REVERSED
BYPASS_SEQUENCE_ERROR

事件
電池容量過低
進入旁路模式
電池已耗盡
緊急關閉輸出
電池已充飽
關機程序開始
旁路電力異常
逆變器容量不足
冗餘備援量不足
UPS 異常
輸入源未接中性線
配線故障
UPS 有重大異常
輸出過載
旁路時輸出過載
模組過載
輸出短路
模組整流器過熱
模組逆變器過熱
模組逆變器已保護
電池線接反
旁路接線相位錯誤

LOST_IN_LOCAL
3
LOST_IN_NETWORK

裝置連線中斷
網路通訊中斷

GENERIC_FAULT
BYPASS_FAN_FAULT
BYPASS_FAULT

UPS 故障
旁路風扇故障
旁路故障

%EVENT_CONDITION%

NO_NEUTRAL
WIRING_FAULT
FATAL_ABNORMAL

4

COMMUNICATION_FAILURE
4

FAULT

4

52

1

NO_BATTERY
RUNTIME_INSUFFICIENT
UTILITY_FAILURE
URGENT_COMMUNICATION
4
_FAILURE

MODULE_RECTIFIER_FAULT
1
MODULE_INVERTER_FAULT
1
MODULE_FAN_FAULT

模組整流器故障
模組逆變器故障
模組風扇故障
電池未接
估計電池放電時間不足
市電異常

LOST_IN_LOCAL
LOST_IN_NETWORK

裝置連線中斷於電源事件期間
網路通訊中斷於電源事件期間

RUNTIME_WILL_EXHAUST
OUTPUT_WILL_STOP
2
INPUT_NEAR_OVERLOAD
2
INPUT_OVERLOAD
SHUTDOWN_TIME_INSUFFI
2
CIENT
5
ATS FAULT
5
ALL_SOURCE_FAILURE
CURRENT_SOURCE_FAILU
5
RE
REDUNDANT_SOURCE_FAI
5
LURE
6
ENV_SENSOR_LOST
6
ENV_SENSOR_OVERHEAT
ENV_SENSOR_UNDERCOO
6
L
6
ENV_SENSOR_OVERWET
6
ENV_SENSOR_OVERDRY
POWER_LOST
7
MBO_OUTLET_OVERLOAD
MBO_OUTLET_NEAR_OVE
7
RLOAD

電池可放電時間即將不足
電源輸出即將關閉
排插幾近過載
排插已過載
關機時間不足
ATS 故障
兩輸入源均電力異常，ATS 不切
換輸入源
ATS 自動切換至冗餘輸入源
ATS 冗餘輸入源電力異常
環境感應器無回應
感應器偵測到環境溫度過熱
感應器偵測到環境溫度過低
感應器偵測到環境溼度過溼
感應器偵測到環境溼度過乾
冗餘備援電力異常
PDU 插座超載
PDU 插座接近超載

1

:在 Agent 中，只有模組化 UPS 才會引發本事件。

2

:在 Client 中，只有 PDU 才會引發本事件。

3

:本事件只適用於 Client。

4

:在外部命令中使用%EVENT%參數時，必須配搭%EVENT_CONDITION%參數。

5

: 本事件僅適用于 Client 電腦連接 ATS 的情境。

6:
7

只有搭配環境感應器的 UPS/PDU/ATS 才會在 Client 中引發本事件。

:在 Client 中，只有 Metered by Outlet PDU 才會引發本事件。

關機
當事件發生後便開始進行關機順序。目前只有嚴重等級和警告等級的事件才能執行關機動作。
 開始：決定是否關機，或要等待多久才關閉電腦。若是事件在等待期間內解除，則不會關閉電腦。最小延
遲關機時間是等待其他動作完畢後的等待時間。這包括通知延遲時間、命令延遲時間和命令執行週期。

參照
本功能用來讓該分類(嚴重等級、警告等級與情報等級)中任一事件可以套用另一事件的設定值。當任一事件的
「參照」欄位設定套用另一事件的設定值，事件就會使用被參照事件的設定值，兩者的設定值就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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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可放電時間即將不足」事件套用與「裝置連線中斷於電源事件期間」事件一致的設定值。

事件列表
事件列表列出所有電源事件。列表會依據 Agent 或 Client 和 UPS/PDU/ATS 所支援事件顯示。
 電池容量過低。電池容量極低，供電可能隨時中斷。
 裝置連線中斷於電源事件期間。電源事件發生時．與裝置的連線中斷。
Agent 透過 USB 或序列埠與 UPS 建立的實體連線在 UPS 發生斷電時中斷。
 電池未接。電池不存在，UPS 無法在這種情況下供給電池電源。
 估計電池放電時間不足。即使電池電力已經充飽，但沒有足夠的時間做完成關機程序。
即使在電池已經充飽的情況下，UPS 仍無法提供足夠的執行時間讓 Agent 和所有的 Client 完成正常關機程
序時，事件將會發生。過載或關機時間過長都可能引發事件。減少負載或設定正確的關機延遲時間便能避
免事件發生。
 進入旁路模式。進入旁路模式，UPS 將不再提供電力備援。
 市電異常。市電中斷，UPS 將使用電池電力供電。
 電池可放電時間即將不足。現有剩餘執行時間即將耗盡且無法完成關機程序。
UPS 因發生事件而切換到電池模式，並提供電池電力給 Agent 電腦和所有 Client 電腦完成關機動作。若電
池電力仍持續消耗，則運行時間將被耗盡。Agent 和 Client 電腦應立即自動關機。
在 UPS 關閉輸出前，Agent 會延遲關機程序直至所有的 Client 都能安然關機，才會進行關機程序。一旦
UPS 剩餘時間不足以讓 Agent 完成關機程序，那麼 Client 就會提前關機。
注意:本事件通常代表 Agent 與 Client 隨時面臨失去電力的風險，為了避免 UPS 關閉時關機程序仍未結束，
系統通常會有 2 分鐘的緩衝時間。
 電池測試中。電池測試已開始以驗證電池可否正常運行。
 市電升壓輸出。輸出電壓正在升壓中。
因為市電輸入電壓過低，UPS 升壓至正常電壓範圍內以供給用電設備。
 市電降壓輸出。輸出電壓正在降壓中。
因為市電輸入電壓過高，UPS 降壓至正常電壓範圍內以供給用電設備。
 電池放電時間測量開始 –執行時間測量時間開始，電池的執行時間將被出來。
 排定的關機程序已啟動 –預約排程已經開始，系統可能隨時都會關機。
 電池已充飽 – 電池電力已經充飽。電池容量已滿。
 關機程序開始 - 關機程序開始進行。
關機程序開始運行，系統將會做關機或休眠動作。
 進入節能模式- UPS 在省電模式中。
UPS 切換至旁路模式並開始監控市電電壓和市電頻率是否在臨界值範圍內。
 電池已耗盡。電池已經耗盡，UPS 已經停止輸出。
 緊急關閉輸出。EPO 功能被啟動，已立即中斷 UPS 的電力輸出。
EPO 功能主要是讓系統管理員可以有緊急中斷 UPS 電力輸出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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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路電力異常。旁路模組中的電力品質已超出正常的額定範圍或是已經停電。在此情況下，一旦 UPS 發
生故障時將會直接關閉輸出而不會進入旁路模式。
 逆變器容量不足。由於 UPS 模組減少或是負載過重，UPS 無法提供足夠的轉換電力促使從旁路模式切換
回在線運作模式。
 冗餘備援量不足。UPS 模組數量不足以提供足夠的冗餘電力，使得 UPS 容錯能力不足或完全失去。
冗餘電力在 UPS 模組故障時提供了額外的電力備援。如果其中一個 UPS 模組因為故障而無法提供電力，
其它的 UPS 模組就會取而代之。當輸出負載已超出正常容量而使用到冗餘電力容量時、UPS 模組故障時
或是手動關閉一些模組時，本事件就會發生。
 UPS 異常。UPS 因為下列事件導致運作異常：


輸入源未接中性線。 中性線沒有接妥．



配線故障。發生的原因通常是正負極接反或是沒有接地線。

 UPS 有重大異常。下列異常情況可能引發 UPS 關機，或導致電力輸出會很快地或是立即被中止。


輸出過載。電力消耗超出 UPS 的額定功率。如果過載的情況持續，那麼 UPS 輸出就會中斷。



旁路時輸出過載。在旁路模式下，輸出電力過載。



模組過載。UPS 模組輸出過載，如果過載的情況持續，那麼 UPS 模組就會自我保護而停止運作並不
再輸出電力。



輸出短路。輸出發生短路，引發 UPS 停止輸出電力。



模組整流器過熱。UPS 模組整流器的內部溫度超出正常額定值。



模組逆變器過熱。UPS 模組逆變器的內部溫度超出正常額定值。



模組逆變器已保護。UPS 模組的逆變器已自我保護並且停止運作，逆變器可能已經故障或有重大異常。



電池線接反。UPS 電池的電極連結錯誤。



旁路接線相位錯誤。市電與旁路模組之間的電力相位順序不同。

 連線中斷。UPS 與電腦之間的連線中斷。電腦無法經由 USB、序列埠或網路建立穩固的連線。這些狀況
包括：


裝置連線中斷。UPS 與電腦之間的 USB 或序列埠連線無法建立或已經失去。



網路通訊中斷。電腦與 UPS 或 PDU 的網路連線無法建立、或失去已建立的網路連線。

 UPS 故障。UPS 內部發生故障。UPS 並無法如期望般進行運作並提供電力保護，這些情況包括：


旁路風扇故障。



旁路故障。



模組整流器故障。UPS 模組整流器故障，模組將會停止供應輸出電力。



模組逆變器故障。UPS 模組逆變器故障，模組將會停止供應輸出電力。



模組風扇故障。UPS 模組風扇故障。

注意：「電池未接」和「排程的關機程序已啟動」事件都只會出現在 Agent 中。

關於 Client 事件
 電源輸出即將關閉。電源輸出因電源事件或使用者命令即將停止供給。
當 UPS 或 PDU 即將停止供電給 Client 電腦，所有的 Client 將會被通知。Client 將會關閉電腦。
 無法建立通訊。 無法與裝置建立網路連線。
Client 無法和 UPS/PDU/ATS 建立網路連線，或是已建立的網路連線已中斷。
 網路通訊中斷於電源事件期間。 在事件發生後，與 UPS 網路連線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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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市電呈現異常而且 UPS 提供電池電力時，Client 與 UPS 的網路連線中斷會導致無法得知 UPS 與市電的
狀態而作出反應，那麼 Client 會便會優先產生此事件。
注意: 當事件發生時，Agent 此情形。Agent 會開始關機程序，並要求其它 Client 進行關機程序並要求
UPS 隨後關閉。Agent 與 Client 必須在 UPS 關閉之前完成關機程序。Agent 會等到所有 Client 都完成關
機程序後才會開始進行關機程序; 一旦剩餘電量不足以讓 Agent 在 UPS 關閉前完成關機的，那麼 Client 就
會提早進行關機程序讓 Agent 也能完成關機程序。
 冗餘備援電力異常。 電源供應呈現電力異常，電腦無法獲得冗餘備援的電力保護。
Client 電腦支援冗餘備援並且所有冗餘備援皆異常或和 Client 間連線中斷。

關於 PDU（Client）更多其他事件
 排插幾近過載。排插接近過載狀態。
排插已趨近最大安全負載。
 排插已過載。排插已超過過載狀態。
排插超過最大負載，處於過載狀態。
 關機時間不足。 系統關機時間不足。
在 PDU 建立連線且指定插座之後，Client 會主動偵測連接的插座是否有足夠時間做關機動作。Client 所需
的關機時間需最少為「所需關機時間」選項(請見事件反應/設定頁面)與「電源輸出即將關閉」事件中的
「關機延遲時間」設定(請見事件反應/事件日誌頁面)兩者加總的總和。
 PDU 插座過載。PDU 插座已超過過載狀態。
PDU 插座超過最大負載，處於過載狀態。
 PDU 插座幾近過載。PDU 插座接近過載狀態。
PDU 插座已趨近最大安全負載。

更多有關 ATS 的事件
 兩輸入源均電力異常，ATS 不切換輸入源。由於 ATS 的兩組輸入源都呈現電力異常，因此 ATS 將繼續使

用當前的輸入源而不做切換動作。
當 ATS 當前的輸入源發生電力異常，ATS 就會試圖切換到另一個輸入源，如果另一組輸入源（亦稱為冗
余輸入源）亦處於電力異常情況，那麼 ATS 將不會切換至另一個電源。
 ATS 自動切換至冗餘輸入源。當 ATS 當前所使用的電源發生電力異常而另一個冗餘輸入源電力正常，那
麼 ATS 便會切換至冗餘輸入源以便可以持續提供正常電力給負載。
 ATS 冗餘輸入源電力異常。ATS 當前所使用的輸入源電力正常，但是冗餘輸入源卻發生電力異常。在這種
情況下，一旦當前所使用的輸入源也發生電力異常，將不會有正常的電力供給給負載，使用者應儘快排除
這樣的狀況。
 ATS 故障。ATS 內部發生故障。

更多有關在 Client 中搭配環境感應器的 UPS/PDU/ATS 事件
 環境感應器無回應。UPS/PDU/ATS 的環境感應器沒有回應。
感應器可能故障或是已從 UPS/PDU/ATS 被拔除。
 感應器偵測到環境溫度過熱。感應器所偵測到的環境溫度超出預定的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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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應器偵測到環境溫度過冷。感應器所偵測到的環境溫度低於預定的下限值。
 感應器偵測到環境溼度過溼。感應器所偵測到的相對溼度超出預定的上限值。
 感應器偵測到環境溼度過乾。感應器所偵測到的相對溼度低於預定的下限值。

Client 連接到 ATS 時的事件觸發原則
對於 Client 已連線的 ATS，若 ATS 兩組電源各自接到不同 UPS 輸出插座上，只有在兩台 UPS 同一時間都發
生電力異常時，那麼 UPS 事件方可被觸發。當 ATS 的只有一組電源接到 UPS 的輸出插座上或是未接受 UPS
的電力備援，只要任一電力源發生電力異常就會觸發事件。

注意：在 Client 中，事件會根據電源配置劃分成數個不同的分類，每個事件在各分類中各有其獨立的設定參數
可供參考。

通知接收者
事件接收者
Agent 與 Client 以不同方式遞送通知給多名使用者，包括 Windows 警告訊息、即時通和手機簡訊（SMS）。
「事件接收者」頁面列出清單中所有收件者並顯示各收件人接收何種型式的通知。

「事件反應/通知接收者」頁面

收件者可做如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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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接收者：點選「新的接收者」清空收件者相關欄位、或選擇清單中任一接收者。輸入必備的資料並且
選擇「新增」按鈕以完成新增。
 修改接收者：選取任一欲修改的接收者。修改完資料後，選擇「套用」鈕以完成修改動作。
 移除收件者：選取任一欲移除的接收者。選擇「移除」鈕以完成移除動作。
接收者的詳細設定與說明描述如下：
 啟用：設定此接收者是否要接受通知。
 使用語言：接收者所偏好使用的語言。事件通知內容會以此語言顯示。
 接收者名稱：接收者的名稱。這個接收者名稱必須是唯一的。
 E-mail 位址：接收者的電子信箱。
 XMPP 帳號：接收者的 XMPP 即時訊息帳號。關於 XMPP 的詳細設定，請參考事件反應/設定一節。
 使用者帳號：接收者的電腦使用者帳號名稱，用來接收 Windows 訊息通知。因 Windows 訊版本差異，請
參考以下說明：


接收者的工作平台為 Windows 2000、Windows 2003 和 Windows XP，此項服務將會運作正常。
遠端電腦的接收者格式需為伺服器名稱/使用者名稱。



接收者的工作平台為 Windows Vista、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7、Windows 2012 與
Windows 8，警告訊息只會發送至本機端。

注意：「使用者帳號」和「警告」欄位僅在使用 Windwos 平台顯示。在 Linux 下且已開啟 Linux Message
S 服務，則事件通知會發送電腦上的所有使用者。
 手機號碼：接收者的行動電話號碼，接收者會收到簡訊事件通知。需包含國碼。
 可接收日：設定接收者收到通知的工作天。使用者可以設定在不同的工作天，用特定的方式發送通知給指
定的管理者。
 可接收時間：設定接收者收到通知的時間。使用者可以設定不同的時間，用特定的方式發送通知給指定的
管理者。
 啟用：顯示接收者欲使用此通知方式。
 測試：根據指定的通知方式發送一個測試訊息，此選項只有在「事件反應/設定」頁面上啟用對應的服務時
方可正常運作。
 電源裝置：為每個接收設選擇特定的電源裝置。一旦這些電源裝置有事件發生，接收者就能收到通知訊息。
注意：此欄位只限定在 Center 才能設定。

 一週計劃：點和線代表要在特定的工作天和時間發送通知給使用者。當可接收日和可接收時間內，事件發
生，就會以指定方式通知接收者。

點和線表示在特定的工作日和時間發出事件通知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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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p 接收者

Agent 中設定 Trap 使用者頁面

Agent 支援 SNMP trap 訊息，使用者可以設定最多 10 個接收者來接收 Trap 訊息。支援 SNMPv1 和 SNMPv3。
設定列表上的接收者可以接收到來自 Agent 的 SNMP trap 訊息。

Trap 接收者可做如下設定：
 新增接收者：點選「新的接收者」清空收件者相關欄位、或選擇清單中任一接收者。輸入必備的資料並且
選擇「新增」按鈕以完成新增。
 修改接收者：選取任一欲修改的接收者。修改完資料後，選擇「套用」鈕以完成修改動作。
 移除收件者：選取任一欲移除的接收者。選擇「移除」鈕以完成移除動作。

Trap 接收者的詳細設定與說明描述如下：
 啟用：設定此接收者是否要接受通知。
 名稱：接收者的名稱。
 lP 位址：接收者的 IP 位址。如果 IP 位址設定為 255.255.255.255，代表這是一個廣播的訊息。
 SNMPv1 Community: SNMPv1 的 community。
 SNMPv3 使用者名稱: SNMPv3 的使用者名稱。
 Test：根據指定的通知方式發送一個測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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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設定」頁面設定各事件動作的組態，包括主機所需關機時間。
在設定所有動作參數並套用設定後，「驗證」可以用來檢驗設定是否正確。若想要測試設定是否設置妥善，且
在「事件反應/通知接收者」中的接收者可以接收到通知，可以點選「測試」按鈕。
每組動作設定都有「啟用」選項，提供使用者是否要使用服務發送訊息。若選擇「否」，則「驗證」與「測試」
按鈕都將停用，該項服務機制將會被標明成灰色。

關機
 關機所需時間：此設定時間為 Agent 和 Client 關機時間總和。當主機因為 PDU 或 UPS 關閉電源前，為避
免突發性斷電，就會進行關機程序。請依據電腦正常關機時間進行設定。
當 Client 連接至 PDU 插座上，必須設定正確關機時間，以避免插座的延遲時間不足導致 Client 電腦無法
完善地關機。當 PDU 執行關機/重啟程序時，每個插座在延遲關機前需要延遲時間，該延遲時間必須要能
讓 Client 完整地關機。Client 透過 PDU 得知延遲時間是否足夠。若時間不足則會出現一個訊息通知讓使用
者可以同步該 PDU 插座的延遲時間，或者是可以手動登入 PDU 設定頁面做設定。訊息會直到此選項設定
妥善後才不會顯示。
注意：如果 Client 電腦支援冗餘備援。此功能將會設定所有插座延遲時間不足的 PDU。
注意：此功能需要寫入的權限。詳細內容請參考「安全性/網路驗證」章節。若 Client 有對 PDU 寫入設定
的權限，那麼就可以直接對 PDU 作設定。

Client 告知使用者目前 PDU 插座的延遲關閉時間無法支援電腦關機。

 關機方式：此設定指定 Agent/Client 電腦關機的方式。有「關機」和「休眠」。只有支援休眠的系統與硬
體，選項才會出現。當 Agent/Client 以關機方式關閉主機時，任何未命名的文件將儲存在「我的文件夾
/Auto Saved」資料夾中。
 存檔後登出：當事件發生後，電腦會在幾分鐘內關機。此設定是讓使用者決定是否要在電腦關機前先行儲
存桌面上開啟的檔案並登出桌面。
 關閉 UPS：當 Agent 與 Client 完成關機程序時，UPS 是否要關機。若選擇「是」，則 UPS 在 Agent 關機
後也會被關機。用電設備的電力輸出也都會被全數關閉。若使用者希望其他設備在 Agent 被關機後，UPS
仍可以繼續供給電源，則選擇「否」。
 虛擬主機：在 VMware ESXi 要進行關機程序，需要 root 權限與主機位址。


主機位址：當斷電時，軟體觸發關機程序的 VMware ESXi 網路位址。



帳戶：在 VMware ESXi 上，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軟體所使用的帳號名稱。此帳戶須擁有

®

root 權限。


密碼：此密碼為上述帳戶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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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機器關機：使用者可以決定在 VMware ESXi 要進行關機程序前，是否要關閉虛擬機器。


關機所需時間：關閉所有虛擬機器所需要的時間。

E-mail
 服務供應商為 Gmail:
在「服務供應商」欄位選擇 Gmail。透過點選取得授權向 Google 取得 Gmail 帳號發送 E-mail 通知的授權。填
入「發送者名稱」並且點選套用儲存設定。

 其他服務供應商:
在「服務供應商」欄位選擇其他。完整填入 E-mail 帳號的所有資訊，欄位說明如下所示：

E-mail

 啟用：Agent/Client 是否要使用 E-mail 作為傳遞通知。
 服務供應商：選擇 E-mail 帳號的服務供應商。
 SMTP 伺服器位址：設定用來傳送通知的 SMTP 伺服器位址。
 使用安全連線：設定 SMTP 服務發送 E-mail 通知時要使用何種型式的安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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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埠號：設定 SMTP 服務的埠號。
 發送者名稱和發送者 E-mail 位址：設定此 E-mail 的發送者資訊。
 需要登入認證：設定 SMTP 伺服器服務是否需要認證。若需認證，則填妥帳戶和密碼。
 帳號：設定登入 SMTP 伺服器的帳號。
 密碼：設定登入此 SMTP 伺服器帳號的密碼。

XMPP Instant Messenger
XMPP（Extensible Messaging and Presence Protocol）是一種開放式即時通訊協定。使用者設定事件發生時，
立刻接收通知訊息。使用者可以和管理員確認網路是否有 XMPP 即時通伺服器運行。若無 XMPP 即時通伺服
器，可以使用 Google Talk 服務。Google Talk 軟體可以從網路上下載安裝或是在 Gmail 服務透過 Google
Talk 接收事件通知。區域網路內的 XMPP 即時通可以經由下載開源 XMPP 即時通伺服器軟體，例如：
Openfire。大部分軟體資訊都可以從 XMPP server software list 得知。

XMPP Instant Messenger

使用 XMPP 即時通，使用者必須提供唯一的 XMPP 即時通帳號作為發送訊息之用，並且在「事件反應/通知接
收者」頁面中設定多個接收者帳戶。
 啟用：設定 Agent/Client 是否可以使用 XMPP 即時通服務發送即時通知訊息給接收者。
 伺服器位址：設定 XMPP 即時通伺服器位址。點選「Google Talk」作為 Google Talk 服務作為預設值。
 服務名稱：設定 XMPP 即時通伺服器名稱。此選項通常不需要設定。視情況需要可洽詢系統管理員。
 服務埠號：設定 XMPP 即時通伺服器埠號。
 帳號：設定 XMPP 即時通伺服器的帳戶。
 密碼：設定 XMPP 帳戶的密碼。
注意：為了確保發送者能正確發送 XMPP 通知至接收者，接收者必須接受發送者的 Hangouts 邀請。

訊息服務/終端機服務/遠端桌面服務

終端機服務

「訊息服務」、「終端機服務」與「遠端桌面服務」只限定在 Windows 平台上運作。其選項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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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用：設定是否要使用此服務發送即時通知訊息給接收者。倘若主機端的訊息服務處於未啟動的狀況下，
在點選【是】並套用設定後也會一併啟動訊息服務。
注意：訊息 (Messenger) 服務僅能在 Windows XP、2000 和 Server 2003 平台上運行。終端服務 (Terminal
Service) 僅能在 Windows Vista 和 Server 2008 運行，而遠端桌面服務 (Remote Desktop Service) 則可以在
Windows 7 和 Server 2008 R2 平台上運行。

Linux 訊息

Linux 訊息

 啟用：設定 Agent/Client 是否可以使用此服務發送通知訊息給主電腦上的所有使用者。
注意：Linux 訊息服務只運行在 Linux。

簡訊服務
簡訊服務（SMS）是一種使用行動通訊系統的通信服務，採用標準化的通信協定，允許行動裝置之間的訊息交
換。
Agent/Client 可使用 SMS 服務發送簡訊至收信者的行動手機中。使用者可以使用 Clickatell 作為發送訊息的平
台或其它系統商的 E-mail 或 HTTP 方式來發送訊息。在使用 SMS 訊息服務之前，先確認此服務提供商有提供
所有帳戶資訊和 E-mail/HTTP 服務。
說明如下：
 系統商為 Clickatell：
請於系統商欄位選擇 Clickatell 選項 。填妥所有 Clickatell 設定，包含「使用者名稱」、「密碼」、
「HTTP API ID」欄位。當選取「啟用 > 是」並套用設定值時，便可使用「驗證」進行驗證 。

簡訊服務

 系統商接受以「HTTP POST」方式 發送訊息：
欲使用 HTTP POST 發送訊息，SMS 系統商必須支援此行動規格 。在系統商欄位選擇使用「HTTP POST」
選擇。在 EVENT_ACTION_PHONE_NUMBER 填入收話方接收者行動電話號碼，在和
EVENT_ACTION_MESSAGE 欄位填入發送的事件訊息內官，並填妥「URL」和「POST BODY」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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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gent/Client 發送通知給 SMS 服務提供商之前，此表示法中上述關鍵字將會被替換。
例：
URL：http://send-sms-company.com/sms
POST BODY：user=xxxxxx&password=xxxxxx &to=EVENT_ACTION_PHONE_NUMBER
&text=EVENT_ACTION_MESSAGE

 系統商接受以「HTTP GET」 方式發送訊息：
欲使用 HTTP GET 發送訊息，SMS 系統商必須支援此行動規格。在系統商欄位選擇使用「HTTP GET」
選項。在 EVENT_ACTION_PHONE_NUMBER 填入收話方的行動電話號碼，在
EVENT_ACTION_MESSAGE 欄位填入發送的事件訊息內容，並填妥「URL」欄位。在 Agent/Client 發送
通知給 SMS 服務提供商之前，該表示法中上述關鍵字將會被替換。
例：
URL：http://send-sms-company.com/sms?user=xxxxxx&password=xxxxxx
&to=EVENT_ACTION_PHONE_NUMBER&text=EVENT_ACTION_MESSAGE

 系統商接受以「E-mail」方式發送訊息：
欲使用 E-mail 方式來發送訊息， SMS 系統商必須支援此行動規格。在系統商欄位選擇使用「E-mail」選
項。在 EVENT_ACTION_PHONE_NUMBER 欄位填入收話方的行動電話號碼，在
EVENT_ACTION_MESSAGE 欄位填入發送的事件訊息。填好「E-mail 位址」、「主旨」和「內容」欄
位的內容。在 Agent/Client 發送通知給 SMS 服務提供商之前，該表示法中上述關鍵字將會被替換。
例：
Address: sms@send-sms-company.com
Subject: xxxxxx
Content: user:xxxxxx
password:xxxxxx
to:EVENT_ACTION_PHONE_NUMBER
text:EVENT_ACTION_MESSAGE

注意：每則發送的訊息都會被 SMS 系統商收取一定的費用。

歷史記錄
事件日誌
「歷史記錄/事件日誌」頁面提供您檢視在 Agent 或 Client 紀錄中發生的電源事件。從這些日誌可以分析系統
與電源裝置是否運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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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錄/事件日誌頁面

事件日誌列表右上角的「上一頁」、「下一頁」可以協助使用者前後檢視其它範圍的日誌。點選「重整」則可
根據目前的篩選條件與分頁設定更新目前的內容。 頁面右上角所顯示的時間為主機當地的時間，這個時間可
能與您的電腦當地時間會有些許不同。此外可點選任一日誌來開啟一彈出對話框，該對話框會顯示出事件發生
當下的電源狀態。

點選任一日誌顯示詳細的電力狀態

篩選器
點選右上角的「篩選」開啟篩選面板。一旦設定篩選條件，相對應的日誌內容會被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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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錄/事件日誌」頁面的篩選面板

 日期：選擇特定天數裡所發生的事件來顯示。可從設定選項旁所提供的預設捷徑作為篩選條件。
 時間：選擇特定時間範圍。
 星期：選擇特定的星期天數。
 事件等級 & 類型：事件可以嚴重層級或分層作為其篩選條件。這件事件可以更細分為「電源事件」與「系
統事件」類別供選擇。在 Client 中甚至也可以依電源裝置來篩選。從列表中選擇任一事件時，與該事件相
關的日誌便會顯示。
 顯示筆數：單一分頁所能顯示的最大限度的日誌量。

匯出事件日誌
在日誌列表的右上角點選儲存來匯出所有的事件日誌，並選擇以 CSV 或 PDF 作為匯出的檔案格式。檔
案匯出後，將會儲存在瀏覽器預設的下載目錄。

運行記錄
「歷史記錄/運行記錄」頁面用來顯示 UPS 狀態的相關紀錄，本功能只適用於 Agent。

66

「歷史記錄/運行記錄」頁面

狀態日誌列表右上角的「上一頁」、「下一頁」可以協助使用者前後檢視其它範圍的日誌。點選「重整」則可
根據目前的篩選條件與分頁設定更新目前的內容。 頁面右上角所顯示的時間為主機當地的時間，這個時間可
能與您的電腦當地時間會有些許不同。

匯出運行紀錄
在日誌列表的右上角點選儲存來匯出所有的運行紀錄，並選擇以 CSV 或 PDF 作為匯出的檔案格式。檔
案匯出後，將會儲存在瀏覽器預設的下載目錄。

篩選器
點選右上角的「篩選」開啟篩選面板。一旦設定篩選條件，相對應的日誌內容會被顯示。

「歷史記錄/運行記錄」中的篩選面板

 日期：選擇特定天數裡所紀錄的 UPS 狀態來顯示。可從設定選項旁提供的捷徑作為篩選條件。
 時間：選擇特定時間範圍所紀錄的 UPS 狀態。
 星期：選擇特定星期天數。
 日誌最大數：單一分頁所能顯示的最大限度的日誌量。

設定
在「歷史記錄/設定」頁面中可以設定日誌選項。點選「套用」按鈕後可以儲存現有設定或刪除所有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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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中的「歷史記錄/設定」頁面

事件日誌
 有效期限：設定日誌儲存的期限，一旦過期日誌便會被删除。.
 刪除記錄：當選擇「立即清除」並點選「套用」後，所有事件日誌就會立刻刪除。日誌一旦被刪除，就永
遠無法被復原。
 將事件記錄至事件檢視器：設定將事件一併記錄到事件檢視器。使用者可以由控制台 > 系統管理工具 > 事
件檢視器來檢視位於 Windows 日誌目錄的應用程式分類的所有事件。

注意：事件檢視器為一 Windows 平台才具備的功能。如果此選項未啟用，那麼藉由 Windows 更新服務安
裝 PowerShell 以便可以啟用。

運行記錄
 啟用：本選項只要一旦設定成啟用，Agent 便會開始記錄 UPS 狀態。
 有效期限：設定日誌儲存的期限，一旦過期日誌便會被刪除。
 記錄間隔：Agent 記錄 UPS 狀態的週期性間隔。
 刪除記錄：當選擇「立即清除」並點選「套用」後，所有狀態記錄就會立刻刪除。日誌一旦被刪除，就永
遠無法被復原。

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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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排程
在 Agent 中，排程會引發電腦關機或休眠，並且讓 UPS 關閉所有輸出電力或在特定時間關閉特定插座的輸出
電力。排程也能在指定時間開啟所有插座或特定插座的供電輸出。UPS 會開始輸出電力並讓電腦重新啟動或
將電腦自從休眠喚醒。在 Agent 排程關機前，所有 Client 會先行關機或休眠以避免資料流失。
在「排程/關機排程」頁面可管理關機排程並且表列出所有排程。每個排程都能表列出何時生效與何時開始執
行的細節。在頁面右上角顯示的則為主機當地的時間。若連接到一遠端的 Agent，則時間則可能與您電腦的時
間會有所不同。

「排程/關機排程」頁面

 建立排程：點選「新排程」來清空欄位或是選擇已存在的排程。輸入所需資料後點選「新增」即可新增一
組排程。
 變更排程：選擇一組您欲變更設定的排程，在輸入新的資料後點選「套用」即可使用新的排程設定。
 移除排程：從列表中選擇一組您欲刪除的排程，點選「移除」即可刪除。
每組排程會有下列設定：
 啟用：選擇「是」來讓排程生效。一旦設定為「否」，排程就會被忽略。
 排插：有兩種情況：


完全關閉輸出：若使用者選擇「全部」，所有連接在「SURGE」、「BATTERY」與「CL」插座
的設備就會被關閉。或者是 UPS 上所有被標識為 CL, NCL, NCL1, NCL2 的插座都會被關閉。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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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L 插座的 UPS 則只會顯示 NCL 的選項，支援兩組 NCL 插座的 UPS 則會顯示 NCL1 與 NCL2 的
選項。
警告：「SURGE」保護插座提供設備防突波保護，但是當斷電時則無電力備援。當市電斷電時，
接在上面的電腦就會因為斷電而馬上被關機。


關閉 NCL 插座：若該排程中選擇「NCL」插座，代表 UPS 上的 NCL 插座將被關閉。UPS 上若有
兩個 NCL 插座，代表您可以在排程中去指定「NCL 1」或「NCL 2」插座。

 執行頻率：在此有「只執行一次」、「每天執行」與「每週執行」可供指定。設定為「每天執行」與「每
週執行」的排程會週期性執行。設定為「只執行一次」的排程一旦執行過或是過期，排程就會被標識灰色
圖示代表無效。

設定「只執行一次」的排程一旦執行過或是過期，就會被標上灰色圖示代表此排程己無效

 關閉時間：設定排程何時開始、何時關機。
 啟動：設定排程是否要恢復供電。在「重啟」選項設定為「是」時，UPS 就會依據「啟動時間」中設定的
時間開啟插座供電或是將 NCL 插座供電開啟。
 啟動時間：設定排程何時開啟輸出電力或恢復 NCL 插座供電。關機時間必須在要設定得比恢復時間早，而
且排程執行週期則視 UPS 機種而定。「UPS/運行參數」頁面中「啟動延遲時間」會影響排程中「啟動時
間」的設定。假設排程設定在 6:00 PM 啟動，而「啟動延遲時間」設定為 5 分鐘，那麼排程真正恢復輸出
的時間則為 6:05 分。
 說明：設定使用者對於排程自定義的註解。
注意：電腦 BIOS 中若設定偵測到電力時重新開機，電腦在電力恢復時就會自動開機。請參考您的主機板使用
手冊以便獲得更多資訊。
注意：排程的執行週期可能無法讓電腦能完全關機。如果排程真的無法讓電腦完全地關機，這個排程就會停止
生效。
注意：排程關機只適用於搭載 UPS 的 Agent 來運作。

安全性
登入
「安全性/登入」頁面提供使用者修改帳號資訊，包括使用者帳號、密碼、以及登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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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設定/登入

帳號
變更帳號
 在「密碼」欄位輸入密碼。
 選擇「變更帳號」項目輸入新使用者名稱。使用者名稱只能由字母和數字組成(0-9、A-Z 和 a-z)。
 按下「套用」完成變更。

變更密碼
 在「密碼」欄位輸入密碼。
 選擇「變更密碼」項目，於輸入「新密碼」與「確認密碼」輸入新密碼。
 按下「套用」完成變更。

期限
登入期限指的使用者登入後的存活週期。若使用者在期限內未存取頁面，使用者將會被自動登出。使用者需要
從登入頁面中再登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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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驗證
為保障 Agent 與 Client、Client 與電源裝置間網路連線安全，須在「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進行安全設定。
Screte Phrase 是作為 Agent 與 Client、Client 與 PDU/UPS 的網路通訊認證之用; SNMP 則是作用 Agent、
Client 與 Center 等 PowerPanel 軟體，以及與 PDU/UPS 網路通訊認證之用。若與下列裝置進行通訊，請參考
「PowerPanel」一節:
 Agent 與 Center
 RMCARD，其型號為 RMCARD302、RMCARD301、RMCARD203 與 RMCARD202
 PDU，型號非 PDU20SW8RNET 或 PDU15SW8RNET。
若非上述情況，則請參閱 SNMP、SNMPv1 與 SNMPv3 章節以了解相關細節。

Client 的「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

網路驗證碼
Secret Phrase 是 Agent 與 Client、Client 與 UPS RMCARD202、Client 與 PDU
(PDU15SW8RNET/PDU20SW8RNET 機種除外) 間用來建立安全的網路連線。預設值是
「powerpanel.encryption.key」。可以在 Agent 與 Client「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PDU 與 UPS
RMCARD 的「系統/安全」頁面中設定。在 Client、PDU 與 UPS 間使用的 Secret Phrase 必須要相互吻合。

72

在 UPS RMCARD202 網頁中，「系統/安全」頁面 的 Secret Phrase 設定

注意：如果 RMCARD202 的韌體為 1.1 之前的版本(不含 1.1)，請參考「SNMP Community」與「SNMP
Trap Community」章節內容來作正確設定。

SNMP
透過 SNMPv1 與 SNMPv3 與電源裝置進行網路通訊與存取其裝置資訊。早期的 UPS 與 PDU 機種只支援
SNMPv1 協定，而目前部份新推出的機種則已支援 SNMPv3 協定。使用者可以依電源裝置來擇一合適的
SNMP 協定。
SNMP 協定，使用者依 Client 與電源裝置間擇一合適的 SNMP 網路協定。建議您擇選 Both 選項因為 Client
會擇一正確的協定與裝置進行溝通。

SNMPv1
SNMP Community。Client 為了存取 PDU 與 UPS 的資訊，使用這組 community 來鑑別網路通訊的內容。預
設值為「private」，可以在 RMCARD 的「Network/Access Control」頁面或是 PDU 的
「Network/SNMPSettings」頁面來設定。PDU/UPS 預設會以「private」作為寫入權限的 commnity，以
「public」作為唯讀權限的 community。通常 Client 用來存取 PDU/UPS RMCARD 的 community 一定會具有
讀取的功能。
注意：您可以在 UPS 遠端管理介面卡(RMCARD)的 Network/Access Control 頁面(或是 Network
Service.SNMPv1 Service 頁面) 或是 PDU 的 Network/SNMP Settings 頁面去設定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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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RMCARD201 網頁中的「網路/存取控制」頁面

如果 Community 具有寫入權限，就能讓 Client 用來自動完成某些設定工作。若是因為權限不足導致 Client 無
法完成設定工作，請至 PDU/UPS RMCARD 網頁中變更設定：
 延遲關閉時間 – 在 PDU 的「Outlets/Configuration」頁面中設定插座關閉所需的時間。
 在 PDU/UPS RMCARD 頁面中，新增一組 Client 的 IP 位址至「Network/Trap Receiver」頁面的 Trap 列
表。
SNMP Trap Community。Client 使用此 community 驗證來自用電裝置所發出的 SNMP Trap，預設值為
「public」。在 PDU 與 UPS RMCARD 網頁中，Client 的 IP 位址必須要新增至「Network/Trap Notification」
頁面 Trap 列表中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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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RMCARD201 網頁的「網路/Trap 通知」

注意：對於 PDU 與 UPS RMCARD 來說， SNMP community 最多 15 個字母。
注意：如果系統中已有安裝防火牆，要設定系統可以經由 3052 (UDP/TCP)、53568 (TCP)、162 (UDP)與
53566(UDP) 埠號來存取 PDU 與 UPS RMCARD。當埠號開啟時，UPS RMCARD、PDU 以及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軟體只能經由埠號建立網路連線。

SNMPv3
Client 使用下列 SNMPv3 設定與電源裝置溝通，這些設定必須在 Client 的「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電源裝
置的網路介面中的「Network Service/SNMPv3 Service」頁面來設定。這些設定值必須相同:
 User Name: 特定於此次協定的使用名稱。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設定用來驗證 Client 與電源裝置間網路溝通的協定。
 Authentication Key: 設定上個描述中提及協定機制所需使用者的認證金鑰。
 Privacy Protocol: 設定 Client 與其它裝置進行通訊時用來加密通訊內容的加密協定。

 Privacy Key: 設定上個描述中提及的加密協定所採用的加密金鑰。

SNMP Agent
®

PowerPanel Agent 支援 SNMP Agent，使用者可以自訂設定來選擇要通訊的 NMS (Network Management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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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的「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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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 設定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Agent 允許使用者變更 SNMP Agnet 埠號：
 SNMP Agent 埠號：設定 SNMP Agent 所使用的埠號。預設埠號是 161。

SNMPv1 服務
Agent 的使用者可以使用此設定透過 SNMPv1 來和 NMS 溝通。這些設定可以在「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設
定。
 允許存取: 設定是否允許 SNMPv1 服務存取。
 Community: 設定用來存取的社群名稱，長度為 1 至 15 字元。
 IP 位址: 設定可讓 NMS 存取的 IP 位址或 IP 位址遮罩。設定成特定的 IP 位址讓此特定位址的 NMS 可以存
取，值 255 則視為一網路遮罩，其作用如以下範例所示：
‧192.168.20.255: 讓所有在 192.168.20.xxx 網段的 NMS 皆可存取。
‧192.255.255.255: 讓所有在 192.xxx.xxx.xxx 網段的 NMS 皆可存取。
‧0.0.0.0 or 255.255.255.255: 所有的 NMS 皆可存取。
 存取類型: 設定可存取的類型。其類型有唯讀/讀寫/禁止。

SNMPv3 服務
Agent 的使用者可以使用此設定透過 SNMPv3 來和 NMS 溝通。這些設定可以在 Agent 的「安全性/網路驗證」
頁面設定。
 允許存取: 設定是否允許 SNMPv3 服務存取。
 使用者名稱: 設定 SNMPv3 存取的使用者名稱。
 Authentication Key: 設定用來做認證的密碼。長度必需為 16 至 31 個字元。
 Privacy Key: 設定用來做加密的密碼。長度必需為 16 至 31 個字元。
 IP 位址: 設定可讓 NMS 存取的 IP 位址或 IP 位址遮罩。設定成特定的 IP 位址讓此特定位址的 NMS 可以存
取，值 255 則視為一網路遮罩，其作用如以下範例所示：
‧192.168.20.255: 讓所有在 192.168.20.xxx 網段的 NMS 皆可存取。
‧192.255.255.255: 讓所有在 192.xxx.xxx.xxx 網段的 NMS 皆可存取。
‧0.0.0.0 or 255.255.255.255: 所有的 NMS 皆可存取。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Authentication 協議類型，包含 MD5、SHA 或 None。
 Privacy Protocol: 加密的協議類型，其中包含 DES、AES 或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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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
在使用 PPBE 時，資料可能會因為竊聽者或是網路攻擊而被有心人士竊聽或竄改。HTTP 並非安全的網路通訊
協定，容易讓一些讓敏感的資訊，例如網站登入帳號或密碼，暴露在竊聽者或是受到網路攻擊。HTTPS 則提
供了安全的辨識與資料加密機制，通常應用於涉及有敏感資訊的情況。PPBE 也提供透過 HTTPS 通道作為遠
端存取網頁之用。

「安全性/網路」頁面

HTTP 安全設定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允許使用者變更安全層級與埠號：
 安全層級：決定要使用何種等級的安全機制來存取頁面


基本：網路存取不受到 HTTPS 保護，也就是說任何敏感資訊在網路上不受保護。



敏感：存取挾帶敏感資訊(如帳號、密碼)的頁面時才會受到 HTTPS 保護。例如「登入」、「事件
反應/設定」、「安全性/登入」、「安全性/網路驗證」與「安全性/網路」等這些頁面。



完整：所有頁面存取都會受到 HTTPS 保護。

 HTTPS 埠號：設定要使用該埠號進行 HTTPS 通訊。預設埠號是 53568。
安全層級一旦變更就會生效。在伺服器重啟時，所有頁面將會暫時無法存取。當完安全層級變更成功後，使用
者將會被自動登出，使用者要重新登入一次。
當安全層級從「基本」升高至「敏感/完整」時，系統會試著提醒使用者新的安全層級即將生效，使用者會被
告知安全憑證不被瀏覽器所信任。這泛指使用者的瀏覽器認定此次連線是有風險的。使用者可以選擇忽略此警
告頁面並繼續存取頁面，或者使用由商業憑證業者或任何信任的機構所產生的 SSL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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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使用者想要略過此警告訊息，請參閱忽略警告訊息一節。若使用者欲使用自己的 SSL 憑證，請參閱匯入
SSL 憑證一節了解更詳細的細節，以便得知如何匯入新的匯證。

忽略警告訊息
不想匯入新憑證的使用者請忽略此警告訊息後繼續操作。下列是各家瀏覽器所顯示的警告頁面，請根據您的瀏
覽器來存取頁面：
Internet Explorer
點選「繼續瀏覽此網站(不建議)」便可繼續。

Internet Explorer 顯示安全性憑證問題的頁面。

Mozilla Firefox
請先點選「我了解此安全風險」項目以展開內容，再點選「新增例外網站」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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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fox 顯示連線未受信任的警告頁面。

選擇「取得憑證」按鈕後再點選「確認安全例外」按鈕，即可繼續完成網頁操作。

Google Chrome:
點選「仍要繼續」按鈕即可繼續網頁操作。

Google Chrome 顯示安全性憑證不可靠的網頁。

Safari
點選「繼續」按鈕來操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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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ari 顯示安全性憑證通知。

注意：藉由 HTTPS 機制來通訊可能會導致網頁存取效能變差。

SSL 憑證
匯入憑證
連接到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網路介面的使用者瀏覽器適用 SSL 憑證。該憑證會向瀏覽器提出證明，
說明提供憑證的機構確實發出此憑證的擁有者是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安全性/網路頁面讓使用者可
以匯入私有的 SSL 憑證，並且在頁面顯示憑證匯入的日期與結果。使用者可以依據下列步驟匯入憑證：
 點選設定鈕切換到 SSL 憑證精靈。
 點選匯入鈕上傳 SSL 憑證。
 填妥 Key Passphrase 與 Keystore Password 欄位。點選繼續鈕匯入 SSL 憑證。

注意：套用由商量憑證機構所產生的憑證會被收取一定的費用。

加入信任清單
信任清單是一份預先定義好並由特定對象所簽署核可的 SSL 憑證清單。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的信任
清單是用於識別所互動的模組的憑證發行機構。當匯入一組新 SSL 憑證，會導致 Agent、Client 與 Center 之
間的連線斷線。
舉例來說，當已與 Agent 建立連線的 Client 匯入了新的 SSL 憑證，Client 便無法與 Agent 通訊。使用者必須
將 Cleint 的憑證手動新增到 Agent 的信任清單中，如此 Agent 認定 Client 所用的憑證是合法的。
以 Client 與 Agent 為例，使用者可以依據下列步驟將憑證新增到信任清單中：
 將.crt 為副檔名的 SSL 憑證放置於<agent_installation_directory>/jre/lib/security 目錄中。
 在命令提示字元使用下列指令切換至<agent_installation_directory>/jre/lib/security 目錄中.
cd <agent_installation_directory>/jre/lib/security
 執行下列命令來新增憑證至信任清單中。
<agent_installation_directory>/jre/bin/keytool.exe –import –trustcacerts –file <cert_name>.crt –alias <alias_name> –
keystore cacerts.

 輸入”changeit”作為新增憑證的密碼。
 輸入”y”完成新增憑證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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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啟 Agent 服務以便能重新載入信任清單並使其生效。可參閱 FAQ 章節 - 如何重啟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服務一節以便得知更多細節，了解如何重啟服務

注意： agent_installation_diretory 為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Agent 的安裝目錄。; cert_name 為憑
證的檔名; alias_name 則是憑證在信任清單中所使用的名稱。
注意：前述設定步驟適用於所有的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軟體模組的互動狀況。
注意：因為安全因素考量，使用可能必須變更可用來存取信任清單的密碼。 參閱 FAQ - 如何變更存取信任清
單所使用者密碼一節以了解更多細節。

偏好設定
使用經驗
「偏好設定/使用經驗」頁面允許使用者設定有關與使用者經驗相關的常用設定，通常應用於「事件反應/通
知」、「歷史記錄/事件日誌」和「歷史記錄/運行記錄」頁面。

環境設定/使用經驗頁面

工作日與工作時間
「使用經驗」頁面允許使用者設定有關與使用者經驗相關的常用設定，通常應用於「事件反應/通知接收者」、「歷史
記錄/事件日誌」和「歷史記錄/運行記錄」頁面。
 工作日：設定使用者正常的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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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時間：設定使用者正常的工作區段。

EnergyWise
 啟用：設定是否要啟用 EnergyWise 功能。此有 Agent 支援此功能，該功能預設為停用。在功能啟用之後，
EnergyWise 項目便會出現於 UPS 分類之下。如果 Agent 從未與任何 UPS 連線，本功能便無法啟用。

自動偵測範圍
在此頁面設定 IP 範圍以在不同網段或是特定範圍尋找裝置及電腦。這些設定會用於「UPS/輸出負載」及「電
源/組態」頁面。
IP 範圍的詳細設定及描述如下所示：
 掃描模式： 當選擇本地子網路選項時，掃描範圍只限於相同網段內的裝置及電腦。選擇客制化選項時，掃
描範圍會根據「IP 範圍」欄位而定。
 IP 範圍：設定尋找裝置及電腦時的掃描範圍。

供電設備

供電設備頁面
為了讓 Client 與電源裝置能運作地更好，在 Client 中可以設定下列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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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配置：每次當電源裝置改變 IP 位址，Client 就會失去與電源裝置的連線。當這個選項被勾選，Client
就會重新掃描網路並且自動取得電源裝置的新 IP 位址。
 防止提早關閉：在 Client 偵測到 PDU 即將關閉供電給 Client 電腦的插座，Client 就會預備關閉電腦。假如
Client 電腦的必要關機時間超出插座的延遲關閉時間，Client 會中止電腦關閉，並且發出指令給 PDU 要求
取消插座關閉的操作。

組態設定檔

組態設定檔頁面

為了讓系統管理者進行大量佈署，管理者可以在組態設定頁面將某一特定電腦上的所有電源組態與系統設定匯
出成一份組態設定檔。每台運行 PPBE 的電腦都可匯入此組態設定檔，套用相同的電源組態與系統設定。

匯出組態設定
為了讓大量電腦都能套用相同的設定，使用者可以點選匯出鈕匯出所有的組態至設定檔。設定檔會以 zip 檔的
格式匯出，並儲存在指定的位置。
Agent 會匯出下列電源組態設定與系統設定至設定檔中：
 UPS 運行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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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事件、接收者與觸發動作的詳細設定。
 偏好設定與安全性設定。
Client 會匯出下列電源組態設定與系統設定至設定檔中：
 電源裝置的詳細組態設定。
 各事件、接收者與觸發動作的詳細設定。
 偏好設定與安全性設定。

注意. 為了避免在 Mac 平台使用 Safari 匯出組態設定檔時被自動解壓縮，必須先至 Safari > 偏好設定 > 一般
取消勾選 ”下載完成後自動開啟安全的檔案”。

匯入組態設定
匯入設定檔能減少大量佈署的過程中重覆的安裝步驟。對每台運行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而言，使用者只要點
選匯入鈕就可以套用相同的設定檔。
在設定檔被匯入時，設定檔的內容會被驗證以確認是否可以被套用。設定檔的所有設定並非可讓每台電腦完全
套用，所有的系統設定與組態設定並非可以被每個 Agent 或 Client 所套用。舉例來說，當 Client 或其它連結到
其它不同 UPS 的 Agent 所匯出的設定檔試圖被 Agent 所匯入時，匯入的設定檔中的所有設定值就無法被完整
地套用。

安裝過程中匯入組態設定
PPBE 安裝檔可以在安裝過程中匯入組態設定檔。為了減少過程中與使用者的互動，安裝過程會以無人模式來
啟動。
先行複製下方的範例碼並儲存到 setup.varfile 檔案中。
installModule=agent_or_client
installationDir=ppbe_installation_directory
profilePath=exported_zip_location
programGroupName=CyberPower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使用者可以指定安裝模組、安裝目錄與組態設定檔的位置：
 installModule. 設定欲安裝的模組。可設定為 agent 或 client。

注意. 安裝模組為 Center 與 Agent 時可設定為 agent&center，為 Center 與 Client 時可設定為
client&center。
 installationDir. 指定 PPBE 安裝目錄的絕對路徑，例：C:/Programs/CyberPower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或 /opt/ppbe。
 profilePath. 指定組態設定檔所放置的絕對路徑，例：C:/Import/profile.zip 或 /import/profile.zip.
 programGroupName. 指定 PPBE 在 Windows 平台上的開始功能表資料夾名稱，預設為：CyberPower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將 setup.varfile 與安裝檔放置於同一目錄下並確認檔名必須相同，例：setup.exe 與 setup.varfile。不同的
檔名會導致在安裝過程中產生不知名的錯誤。
對於 Window 平台而言，在命令提示字元中執行下列指令來開啟安裝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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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up.exe –q –console –Dinstall4j.detailStdout=true
對於多數 Linux 平台而言，在終端機中執行下列指令以開啟安裝程序：
sudo setup.sh –q –console –Dinstall4j.detailStdout=true
在安裝程序結束後，組態設定檔就會被匯入並且成功套用設定。

注意. 當你想要在安裝過程中將原先安裝好的 Agent 戓 Client 進行升級，請把 installationDir 參數值設定成空
白即可。安裝程式會自動偵測原先的安裝目錄並完成升級的動作。
從未安裝過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可以透過指定一個有效的路徑來完成安裝程序。在安裝過程中，指定一個空
白路徑給 installationDir 參數將會讓安裝程式依據平台來指定預設的安裝路徑.。在 Windows 平台來說，預設的
安裝路徑為 C:/Program Files/CyberPower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在 Linux 大部份平台來說，預設的安
裝路徑為 /opt/ppbe 或 /usr/local/ppbe。

輔助說明
內容
「內容」頁面提供一個介紹 Agent、Client 與 Center 主要功能的概要，以及如何根據當下操作頁面取得相對應
的說明文件，指可經由按鈕來直接存取說明文件。

關於此軟體
提供 PPBE 軟體與系統的概要，也提供官網相關的資源以及所使用的 EnergyWise 版本。

登出
「登出」頁面允許將使用者從網頁登出，使用者會被徵詢登出的意願。當使用者點選「登出」後就會被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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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Center
管理
電源裝置
「電源裝置」頁面提供以下的功能：
 監看連線中的 UPS/PDU/ATS 的工作狀態與事件。
 關閉 UPS/PDU/ATS 電源、開啟 UPS/PDU/ATS 電源、重啟 UPS/PDU/ATS。
 對 UPS 進行電池測試，開啟或關閉鳴叫功能。
 管理 UPS/PDU/ATS 供電的設備與電腦，並且對監控的電腦進行遠端關機或重新開機。
 管理已分類的 UPS/PDU/ATS。

「管理/電源裝置」頁面

工具列
工具列能提供監控設備的目前工作狀態，還有新增群組、展開群組、新增設備等的群組管理功能。

電源裝置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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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 3 個按鍵分別提供新增群組、新增裝置及展開所有節點的功能。
新增群組。按下這個按鍵後，顯示新增群組的視窗。
新增設備。按下這個按鍵後，顯示新增設備的視窗。
展開所有節點。按下這個按鍵，將會展開顯示所有的群組。
以下 4 種圖示則顯示了監控裝置的狀態。個別表示已發生嚴重等級、警告等級、與 Center 網路連線中斷及正
常的裝置狀態。圖示旁的數字則表示該狀態的統計數。
裝置發生嚴重事件，如：執行時間不足。
裝置發生警告事件，如：市電中斷。
裝置與 Center 網路連線中斷。當網路連線中斷，Client 無法監控電腦或設備的狀態。
裝置運作一切正常。
系統會根據當前系統在過去一小時裡的整體能耗來改變此狀態值.

系統整體能耗落在正常範圍區間。
系統整體能耗超出最高臨界值。
系統整體能耗低於最低臨界值。

設備節點
在 Center 中，每個裝置都視為一個節點 (node)，有其圖示、名稱、並能提供詳細的事件歷程與目前工作狀態。
各節點都可點選「

」 的圖示來開啟選單，使用者可藉此一窺其節點裝置的詳細資訊，例：「摘要」或「狀

態」，或是進行相關操作，例：「關機」或「重新開機」。若是裝置功能為執行中或是不支援時，該選單項目
將呈現禁用的狀態。

電源控制選單

節點應為是下列其中一種類型：
UPS。已配備 RMCARD 的 UPS，或一台已安裝 Agent 的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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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這台 UPS 已經連接了 VMware vCenter 伺服器或是 VMware ESXi 主機。
PDU。這台 PDU 可能被 Center 所控管的 UPS 所供電。
PDU。這台 PDU 已經連接了 VMware vCenter 伺服器或是 VMware ESXi 主機。
ATS。這台 ATS 可能被設定連接到由 Center 所監控的 UPS。
ATS。這台 ATS 已經連接了 VMware vCenter 伺服器或是 VMware ESXi 主機。
IT 設備。這是一台安裝了 Agent 的電腦。
IT 設備。這是一台安裝了 Client 的電腦。
IT 設備。這可能是一台電腦，或是用電設備。
群組。
顯示連接到 UPS 的這台電腦是一台 VMware vCenter 伺服器。
顯示連接到 UPS 的這台電腦是一台 VMware ESXi 主機。
顯示這個插座目前正閒置，沒有被任何設備使用。

各節點亦提供一欄位來呈現目前狀態與已發生事件。UPS 節點會顯示「電力中斷」或「執行時間不足」事件;
PDU 節點則顯示「輸入負載過低」或「輸入過載」等電源事件。
UPS/PDU/ATS 節點提供目前的工作狀態包含排程狀況、市電狀態、電池剩餘容量、插座使用狀況及負載容量
等。若是網路連線中斷而無法正常連線時，狀態列會以灰色來顯示。
UPS 節點有下列幾種狀態：
正常。UPS 正常工作。
市電中斷。UPS 因為市電中斷沒有輸入電力。
旁路模式 (bypass)。UPS 目前處於旁路模式 (bypass)，直接供應市電給設備。
升壓。市電電壓過低，UPS 正在提升電壓。
降壓。市電電壓過高，UPS 正在降低電壓。
測試中。正在進行電池檢測。

UPS 運作時，電池可能處於下列的狀態：
正常：電池正常無異狀。
電池不存在：電池因不存在或是損壞而無法供電。
電池充電中：電池目前正在充電。
電池供電中：UPS 目前正在放電。
電池已充飽：電池已完全充飽。

UPS/PDU/ATS 運作時，依照當時負載程度會顯示不同的狀態：
沒有負載：沒有連接任何負載。
低負載：連接的負載很少。
正常：輸出電源正常。
接近過載 (高負載)：連接負載已經十分接近滿載。
過載：負戴已超過滿載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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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U 還提供每個插座的工作狀態：
這個插座已開啟。
這個插座已關閉。

ATS 在運作時會顯示下列不同的狀態：

ATS 正使用此輸入源作為輸出電力並且該輸入源的電力正常。
此輸入源為冗餘輸入源並且該輸入源的電力正常。
ATS 使用此輸入源作輸出電力但電力異常。
此輸入源為冗餘輸入源，但該輸入源目前電力異常。
UPS/PDU/ATS 的環境溫度感應器有下列狀態：

正常。感應器所測量到的溫度落在預定的正常範圍內。
溫度過熱。感應器所測量到的溫度超出預定的溫度上限。
溫度過冷。感應器所測量到的溫度低於預定的溫度下限。
UPS/PDU/ATS 的環境溼度感應器根據有下列狀態：

正常。感應器所測量到的溼度落在預定的正常範圍內。
溼度過溼。感應器所測量到的相對溼度超出預定的溼度上限。
溼度過乾。感應器所測量到的相對溼度超出預定的溼度下限。
根據整體能耗，群組節點會有下列狀態值：

該群組的整體能耗落在正常範圍區間。
該群組的整體能耗超出最高臨界值。
該群組的整體能耗低於最低臨界值。

裝置管理
新增裝置
為監控 PDU/UPS，必須先在 Center 中在工具列中按一下新增按鍵來新增一 UPS/PDU/ATS 的裝置。

利用工具列來新增裝置

或在一個群組選單中選取「新增裝置」項目以新增 UPS/PDU/ATS 到特定群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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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群組中新增裝置

直接輸入新裝置的 IP 位址，或按下「瀏覽」鍵列出裝置清單、從清單中選取要新增的裝置，然後按下 "確定"
按鍵完成新增程序。Center 會和該裝置建立網路連線。如欲尋找的裝置不存在於列表上，可以透過點選沒有
找到目標裝置?捷徑前往「偏號設定/使用經驗」頁面變更掃描範圍。

在前方打勾選擇要新增的 IP 位址裝置

移動裝置
點選欲移動的裝置，在功能表中選擇 「移動」項目 以開啟移動視窗。從視窗中的群組下拉選單中挑選一目標
群組後按下 「確定」 就能完成操作。

刪除裝置
點選欲刪除的裝置，在功能表中選擇 「刪除」項目以開啟刪除視窗。按下 「確定」就能完成刪除。當裝置刪
除後，群組中的所有電腦及設備亦一併移除。

命名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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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欲重新命名的裝置，在功能表中選擇 「重新命名」 項目以開啟命名視窗。輸入新的裝置名稱後並按下
「確定」 就能完成裝置命令。

裝置細節
每個 UPS/PDU/ATS 裝置選單都有「細節」項目提供該裝置的詳細資料，內容包括了「摘要」、「狀態」等。
但在裝置連線中斷或網路連線中斷時，就只能瀏覽「摘要」分頁。

PDU 詳細視窗

摘要
摘要頁面提供裝置的資訊全貌，顯示內容如下：
 名稱：該裝置 (UPS/PDU/ATS) 的名稱。
 狀態：該 UPS/PDU/ATS 的目前狀態。
 地點：該 UPS/PDU/ATS 的所在位置。
 聯絡資料：負責 UPS/PDU/ATS 的管理員聯絡資料。
 位址：UPS/PDU/ATS 的 IP 位址。
 PC 或設備： UPS/PDU/ATS 供電的電腦 (PC) 與設備的數量。
 插座數：UPS/PDU/ATS 的插座總數。
 已開啟插座：UPS/PDU/ATS 上開啟供電的插座數。
 已關閉插座：UPS/PDU/ATS 上 關閉供電的插座數。
 電力來源：供電給 UPS/PDU/ATS 的來源，泛指「市電」或「電池電力」。
 剩餘執行時間：根據目前的負載，UPS 依殘存的電池電力所測量的剩餘執行時間。
 容量：UPS 的剩餘電量，以百分比 (%) 為單位進行顯示。
 統計資料：目前所有裝置 中，狀態為正常、嚴重、警告或未連結的裝置統計量。


嚴重等級：目前正發生嚴重事件的裝置，如「過熱」或是「無輸出」。



警告等級：目前正發生警告事件的裝置，如「電池需要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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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連結：該裝置目前和 Center 的網路連線中斷。

 類型：裝置上所運作的軟體，例：Agent、Client、或設備。
 當前輸入源：意指哪一個輸入源正被使用中，並且會標識出首選輸入源或是冗餘輸入源。
 環境感應器：顯示出環境感應器是否已安裝在 UPS/PDU/ATS。注意：當無法偵測到環境感應器時便會標
示為無回應。若是環境感應器已經從 UPS/PDU/ATS 上被移除，使用者可以按下「解除安裝」以便表示實
際情況。

狀態
狀態頁面提供裝置的目前工作狀態，顯示的內容包括：
 電流：輸出的電流，單位為安培 (A)。
 插座狀態：各插座的使用狀態，以及插座上的電腦或設備名稱。
 輸入：市電供電的狀態。
 電壓：市電供電的電壓 ，單位為伏特 (V)。
 頻率：市電供電的頻率 ，單位為赫茲 (Hz)。
 輸出：目前輸出的頻率 ，單位為赫茲 (Hz)。
 負載量：目前連結設備消耗的總電量 (單位為百分比 % 或是瓦特 W)。
 電池狀態：顯示電池目前的狀態。
 電池容量：顯示目前電池剩餘的容量 (單位為百分比 %)。
 剩餘執行時間：在目前的負載下，估計 UPS 提供備援的剩餘時間 (單位為分鐘 min)。
 系統狀態：顯示目前 UPS 的工作狀態。
 環境感應溫度：環境感測器所測量到的溫度。
 環境感應溼度：環境感測器所測量到的溼度。
 連接設備: 泛指連接到感應器的一般設備。使用者可以在 RMCARD 網頁中為各個連接設備自定義名稱與狀
態並監測狀態是否正常。
 輸入源 A 電壓： ATS 輸入源 A 的輸入電壓。
 輸入源 B 電壓： ATS 輸入源 B 的輸入電壓。
 負載能耗：PDU/ATS 供電給連接設備所消耗的電力總量。
 Bank # 負載：PDU/ATS Bank 所供電給連接設備的總電量。

資訊
資訊頁面提供裝置本身的資訊，顯示的內容包括：
 類型：電源裝置的類型，例：UPS 的「在線式」、「線上交互式」或「正弦波線上交互式」; PDU/ATS 的
「監控式」或「交替式」。
 產品型號：UPS/PDU/ATS 的型號名稱。
 軔體版本：UPS/PDU/ATS 的軔體版本編號。
 MAC 位址：UPS (搭配 RMCARD)、PDU 或是安裝 Agent 主機的網路介面卡上的 MAC 位址。
 機身序號：UPS/PDU/ATS 的製造序號 (部份機種會提供內部序號) 。
 額定容量：UPS 的容量，單位為 VA 或是瓦特 W。
 額定電壓：UPS 的輸出電壓，單位為伏特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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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定頻率：UPS 的輸出頻率，單位為赫茲 Hz。
 電池更換日期：上一次進行電池更換的日期。建議每次更換新電池後應更新設定的日期。
 外接電池數：UPS 連結的外接式電池箱個數。
 插座數：PDU 上的插座總數。

UPS
UPS 分頁讓使用者在 Center 設定 將 PDU 連結至 UPS 。勾選「連接至 UPS」選項、輸入 UPS 的 IP 位址並
指定插座。按下「確定」後 PDU 便會連接到 UPS。當 PDU 與 UPS 成功建立連線，PDU 便指定到插座上。
所有與 PDU 連線的 Client 也將會與 UPS 建立連線。
UPS 分頁也可以讓使用者指定將 ATS 連接至 UPS。選擇連結輸入源 A 至 UPS(或連結輸入源 B 至 UPS)選項，
輸入 UPS 的 IP 位址並且選擇 UPS 插座編號，按下「確定」後 ATS 便會 UPS 進行聯繫。當 ATS 與 UPS 成
功建立通訊後，所有與 ATS 連線的 Client 電腦也將會與 UPS 建立通訊。
不要將 ATS 的兩組輸入源都連接到同一台 UPS 上，兩個 ATS 輸入源都連接到同一台 UPS 的輸出是無法在
UPS 輸出電力異常時還能持續供應正常電力。
當有一或多台 Client 被偵測出未與 UPS 連線，Center 就會顯示警告訊息告知使用者。

能耗統計
在能耗統計分頁中，圖表可以呈現出在過去特定的時間裡，電量是如何被消耗的，同時也展示出當前節點與系
統的能耗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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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 UPS、PDU、ATS 與 Meter by Outlet PDU 插座的能耗會每小時記錄一次，每個群組所包含的 UPS、
PDU 與 ATS 的能耗會被累積成資料。這些資料所記錄著在過去所消耗的總電量，可以收集起來並以圖表呈現
在過去某日、某月、某年、過去十年的能量趨勢。系統管理員就能了解過去的時間裡到底消耗了多少電量。電
量就能更有效率地使用並且減少浪費。
PDU 及 Metered by Outlet PDU 插座的負載峰值也會被記錄起來。Center 會顯示這些負載峰值，另外負載峰
值發生的時間以及最後一次被重設的時間也會一併顯示。
在能耗統計分頁可以設定合適的能耗臨界值，以便得知能耗超出臨界設定值。一旦電量消耗超出臨界設定值，
Center 便會警告系統管理員。此臨界值只能適用於當下的群組或電源裝置。當此臨界值被設定為空白，
Center 便會以能量消耗/警示設定頁面的預設能耗過量警示的臨界值來取代能耗統計分頁的設定值。

注意：IE6 或較早的 Internet Explorer 版本無法支援圖形化圖表功能。請更新您的 IE 瀏覽器版本以便可以支援
圖形化圖表功能。

裝置操作
Center 中提供下列 UPS/PDU/ATS 的管理功能：

插座上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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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機/重新開機：點選「插座上的電腦」>「關機/重新開機」項目可以讓安裝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進行
「關機/重新開機」的程序。視窗中會表列出目前所有可供關機或重新開機的電腦。點選電腦左側的「x」
便會將電腦自列表中移除，也代表將不會被關機/重新開機。
注意：倘若 PDU 與 UPS 連結，關閉 UPS 插座上的電腦也會同時關閉 PDU 所供電的電腦。

列出所有電腦的關機視窗

電源控制
 關閉電源：點選「關閉電源」會開啟確認視窗。點選「確定」鍵可決定是否要立即關閉電源或是和緩地關
閉電源。當 PDU/UPS 進行延遲關閉電源時，被供電的 Agent 與 Client 都會在電源關閉前完成關機程序。
注意：立即關閉電腦極可能會讓電腦瞬間失去電力。

PDU 關閉電源的確認視窗

 開啟電源：點選「開啟電源」會開啟確認視窗。點選「確定」鍵可決定是否要立即開啟電源或是延遲一段
時間後再開啟電源。
注意：當 UPS/PDU/ATS 開啟電源時，有些電腦需要手動開機。若要變更此設定，請至 BIOS 設定成一偵
測到電源就開機。

PDU 電源重啟的確認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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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啟電源：重新啟動 PDU/UPS 的電源。PDU/UPS 的電源會先被關閉後再被開啟。點選「確定」鍵可決
定是否要立即重啟電源或是延遲一段時間後再重啟電源。當 PDU/UPS 延遲重啟電源時，將會引發插座上
已安裝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進行關機程序。
注意：立即重啟電源會造成電腦突然斷電。

PDU 電源重啟的確認視窗

注意：當 PDU 連結至 UPS，重啟 UPS 電源也會引發 PDU 上的電腦進行關機。

電池測試
選取功能表中的「電池測試」項目並讓 UPS 進行測試。

靜音
選取功能表中的「靜音」項目並關閉蜂鳴器。

蜂鳴器
選取功能表中的「蜂鳴器」項目來開啟或關閉蜂鳴器。

首選輸入源
選取功能表中的「首選輸入源」項目來讓 ATS 總是優先使用特定的輸入源。

群組管理
UPS/PDU/ATS 可被分類以便管理，使用者可以針對群組眾多裝置操作。

新增群組
選取工具列上的「新增群組」以建立新增群組。

工具列上的新增群組按鈕

使用者亦可對一特定群組選取功能表中的「新增群組」，輸入群組名稱後點選「確定」鍵以新增群組。

群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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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欲移動的群組，並選取「移動」項目開啟視窗。自視窗的群組列表中選取目標群組後，按下「確定」鍵即
可將群組移動至另一群組下。

刪除群組
選擇欲移除的群組，選取「移除」項目以開啟操作視窗。點選「確定」鍵便可移除群組。移動一個群組並不會
一併移除其子群組、所包含的 UPS/PDU/ATS，它們將會被移往上一層群組移動。

更名群組
選擇一特定群組，自功能表中選取「更名」項目以開啟操作視窗。使用者需要輸入群組名稱後選取備「確定」
鍵即可完成群組更名的操作。

群組細節

群組的「詳細」視窗

每一個群組都可以從「詳細」項目的「摘要」分頁中以瀏覽所有該群組下面的 UPS/PDU/ATS 的統計資料，
其內容包括：
 群組名稱：目前群組的名稱。
 統計資料：顯示 UPS/PDU/ATS 運作狀況的相關統計數據資料：


正常：UPS/PDU/ATS 目前一切運作正常。



嚴重：UPS/PDU/ATS 發生嚴重的事件，例：執行時間不足。



警告：UPS/PDU/ATS 發生警告的事件，如：市電中斷。



無法連線：UPS/PDU/ATS 目前無法取得連線，狀況不明。

 類型 (Type)：UPS/PDU/ATS 的統計數量。

群組操作
可針對群組下部份或所有的裝置執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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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上的電腦
 關機 / 重新啟動：點選群組後選擇功能表的關機或重新啟動就會跳出確認視窗，視窗會列出可以可以關機
或重新啟動的電腦清單，點擊 「X」就可以從清單中移除該電腦。最後按下 「確定」就能開始執行關機或
重新啟動。
請注意：群組包含的 UPS 與 PDU 建立連結，針對該群組進行關機操作，也會引發 PDU 上的電腦也會同
時被關閉。

電源控制
 關閉電源：按下「關閉電源」時確認視窗會跳出，從清單中選擇要進行「立即關機」或「延遲關機」的
UPS/PDU/ATS，按下 「確定」確認開始執行。當 UPS/PDU/ATS 執行延遲關機時，安裝 Agent 或是
Client 的電腦會在 PDU/UPS 電源關閉前完成關機的動作。
注意：「立即關機」功能會導致連結的電腦被斷電因而導致資料流失。

關閉電源的確認視窗

 開啟電源：按下「開啟電源」時確認視窗會跳出，從清單中選擇要進行「立即開啟」或「延遲開啟」的
UPS/PDU/ATS，按下 「確定」後 確認開始執行。
請注意：某些電腦在 UPS/PDU/ATS 開啟電源後可能仍需要自行以手動進行開機，若希望電腦能在
UPS/PDU/ATS 供電後自動開機，請更改電腦 BIOS 的啟動設定，使其偵側電源恢復時自動讓電腦開機。

開啟電源的確認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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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啟電源：按下「重啟電源」時確認視窗會跳出，從清單中選擇要進行「立即」或「延遲」重啟
UPS/PDU/ATS 電源，按下 「確定」便可認開始執行。當 UPS/PDU/ATS 延遲重啟 PDU/UPS 的電源時，
安裝 Agent 或是 Client 的電腦會在 UPS/PDU/ATS 的電源重啟前完成關機。
注意：如果群組中有 PDU 連結到 UPS 上時，對該 UPS 執行電源重置時，也會同時導致 PDU 上的電腦
進行關機。

重啟電源的確認視窗

電池檢測
只有 UPS 可以執行此一功能。按下功能表中的「電池檢測」選項時，會跳出確認視窗並列出所有的 UPS 。
選擇群組中要執行電池檢測的 UPS ，再按下 「確定」就會開始執行。

靜音
按下功能表中的「靜音」選項時，UPS 將不再鳴叫。

蜂鳴器
按下功能表中的「蜂嗚器」選項時，UPS 會開啟或關閉蜂鳴器的功能。

IT 設備管理
®

IT 設備泛指是有安裝 PowerPanel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或是經由 UPS/PDU/ATS 供電的用電設備。下列
章節中將提及，在 Center 中可新增用電設備到特定插座上、指定既有設備到另一個插座或是另一台裝置上、
移除未使用設備與重新替設備命名。

新增電腦設備
當一台有執行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連接到 UPS/PDU/ATS 時，在 Center 中也應該要指定正確的插座。例：
有一台運行 Client 要接到 PDU 的#1 插座上，應該依照下列步驟來指定插座：
 選取 PDU 節點功能表中的「顯示插座」項目 來展開所有的插座。
 在正確的插座上，選取功能表中「安裝」項目開啟負載設定精靈。
 選擇安裝 PPBE Client 軟體的電腦設備，並且輸入電腦的 IP 位址或從下拉選單中選取，然後點選「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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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負載的名稱，位置及連絡資訊，如果 Client 電腦擁有不止一個電源供應，請選擇確實為所選擇的插座
供電的電源供應。最後點選「完成」關閉負載設定精靈並且建立連線。

新增一般設備
如果新增一台印表機或一台 LCD 螢幕到 UPS #2 插座上，請依照下列的步驟進行設定：
 選擇 UPS 點選功能表中的「顯示插座」項目來展開所有的插座。
 在從想設定的插頭上，選取功能表中「安裝」項目開啟負載設定精靈。
 選擇未安裝 PPBE Client 軟體的一般設備，然後點選「下一步」。
 輸入負載的名稱，位置及連絡資訊，點選「完成」關閉負載設定精靈並且建立連線。

移動設備
如果是要把現有的設備從接到另一個插頭，或接到另一個裝置上時，請依照下列步驟進行設定：
 從設備節點的功能表中選擇「移動」項目以開啟移動視窗。
 在視窗中設定好供電裝置及供電插座。
 按下「確定」鍵即可完成移動操作。
注意：被移動的設備若為已安裝 Agent 的電腦，將只限定在該 UPS 的插座間移轉以確保有足夠備援時間可以
完成關機程序。另外，已 Agent 的電腦也禁止移動到 NCL 插座上。

卸除設備
如果將把現有設備自從 UPS/PDU/ATS 卸除，此設備負載將會被卸除。選取功能表中「移除」項目開啟移除設
備精靈，並且按下「是」完成卸除操作。

變更設備
你也可以修改設備的名稱、位置及聯絡資訊，按下「確定」鍵即可完成變更。

重新命名設備
從功能表中選取「重新命名」項目以開啟重新命名視窗。輸入新名稱並按下「確定」鍵便完成命名。此
外亦可在「細節」視窗中的「設定」分頁中修改設備名稱。

IT 設備細節
摘要
「摘要」分頁提供設備的資訊全貌及 UPS/PDU/ATS 的運作狀態與所使用的插座資訊。
IT 設備
 名稱：電腦/設備的名稱。
 狀態：電腦/設備的運作狀態。
 種類：電腦/設備的種類。例：安裝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屬一般設備的降熱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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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址：電腦/設備的網路位置。
 位置：電腦/設備的擺放位置。
 聯絡資訊：電腦/設備的負責人聯絡資訊。
 冗餘策略：Client 電腦的電源供應數量。
 電源供應：Client 電腦的電源供應編號。
UPS/PDU/ATS
 名稱：UPS/PDU/ATS 的名稱。
 狀態：UPS/PDU/ATS 的運作狀態。
 插座：UPS/PDU/ATS 的插座編號。通常也代表連接插座的種類是 NCL、Battery 或是 CL。

設定
「設定」顯示 Client 電腦所有的電源供應的電源配置細節，詳細資訊包括如下：
 IP 位址：使用此插座的 Agent 或 Client 電腦、其它設備的 IP 位址。當「已安裝 PPBE Client」的選項一
旦勾選，在搜尋 Client 時 Client 的 IP 位址則為必填。
 名稱：此設備的名稱。
 位置：此設備的所在地。
 聯絡資訊：此用電設備的負責人聯絡資訊。

電源
「電源」分頁允許使用者設定供電設備。
 為電源供應供電的裝置名稱、IP 位址。
 電源供應所連接的插座的編號、狀態及排插。
注意：如果供電裝置並沒有被 Center 所監控，將不會出現在「電源」分頁中，電源配置的細節將會顯示未知。

IT 設備操作
關機/重新開機
從功能表中選取「關機」或「重新開機」便會開啟一確認視窗。按下「確定」鍵便可進行「關機」或「重新開
機」。此功能只適合於安裝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設備。

電源控制
 關閉電源：選取功能表中「關閉電源」項目，決定要立即或是延遲關閉插座電源，並按下「確定」鍵即可
執行。安裝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將會在插座電源關閉前完成關機程序。
對特定機種而言，關閉或是重新啟動一組排插中的某個插座電源，將導致同一排插上的其它插座電源也一
併被關閉。這可能會造成其它插座上電腦被無預警地關機。
 開啟電源：選取功能表中「開啟電源」項目，決定要立即或延遲開啟插座電源，在按下「確定」鍵即開啟
插座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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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啟電源：選取功能表中「重啟電源」項目，決定要立即或延遲重啟插座電源，在按下「確定」鍵後可重
啟插座電源。對於安裝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而言，在插座電源重新啟動前會完成關機程序。
對特定排插上的某個插座進行關閉電源或是重啟電源，會導致同一排插的其它插座上的電腦也一併關機。

搜尋
選取功能表中「搜尋」，電腦會利用揚聲器發出聲音。

IT 設備
 監控 UPS/PDU/ATS 上所有電腦與設備的運作狀態。
 關閉或開啟插座電源時，一併要求插座上的電腦關機與重新開機。
 要求電腦關機或重新開機。
 管理群組內的電腦與設備、並且對電腦與設備執行命令。

IT 設備頁面

工具列
工具列提供設備狀態的統計概況，以及用來展開群組、新增群組或新增設備的按鈕。

IT Equipment 頁面的工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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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群組。點選此鈕後會開啟「新增群組」操作視窗。
新增電腦/設備。點選此鈕後會開啟「新增電腦/設備」操作視窗。
展開所有群組。點選此鈕後會展開所有電腦與設備。
依發生嚴重事件或警告事件、失去網路連線及運作正常的設備分別顯示其統計值在工具列上。
設備與 Center 的網路連線中斷，Center 無法監控電腦與設備的運作狀況。
運作狀況正常。

節點內容
每個設備節點有其名稱與顯示為何種設備。電腦或是設備節點會提供更多資訊。
藉由點選「

」圖示可存取各節點的功能表，使用者可以檢視「摘要」等細部資訊，或是執行「關機」或

「重新開機」的操作。當操作正在進行或是某個功能不被支援時，功能表中對應的項目便會被設為禁用。

電腦節點的功能表

節點可區分為：
電腦。此電腦已安裝 Agent 並由 UPS 供電。
電腦。此電腦已安裝 Client。
一般設備。此設備可能是一台電腦或是其它用電設備。
群組。
電腦。此電腦是一台 VMware vCenter 伺服器。
電腦。此電腦是一台 VMware ESXi 主機。
各節點亦提供一欄位來呈現目前狀態與已發生事件。電腦節點會顯示「已關機」事件; 設備節點則顯示「已關
閉」。
設備節點提供目前的工作與連線狀態，因為網路連線中斷而無法正常連線時，狀態列會顯示灰色。

群組管理
電腦與設備可分類以便管理。所有電腦與設備都可以被加入群組中並且在群組間移動。

新增群組
按下工具列上的「新增群組」按鍵來增加一個新的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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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中新增群組按鍵

在群組當中也可以再新增一個子群組。只要輸入群組名稱後按下 「確定」就能新增群組 (子群組)。新增群組
的名稱若是與其它既有群組名稱重覆，則無法加入。

移動群組
選取欲移動的群組並選擇功能表中的「移動群組」功能以開啟操作視窗。按下「確定」鍵後便能完成移動群組
的操作。

移除群組
選取欲刪除的群組並選擇功能表中的「刪除群組」功能以開啟操作視窗，按下「確定」鍵後便可刪除群組。刪
除群組並不會刪除該群組中所有子群組、電腦與設備節點。子群組、電腦與設備節點將會被移往上一層。

命名群組
選取欲命名的群組並選擇功能表中的「重新命名」功能以開啟操作視窗，輸入新名稱後再按下 「確定」鍵即
完成命名。注意與任一群組同名的群組名稱是不允許的。

群組細節

細節–摘要分頁

各群組都可以從「細節」的「摘要」分頁檢視群組中所有設備節點的連線狀態與各設備的統計值：
 群組名稱：群組的名稱。
 統計：顯示群組中所有設備運作狀態的統計值：


正常：電腦與設備仍在 Center 監控中。



未連線：電腦與設備失去與 Center 的網路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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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種類：指安裝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以及一般用電設備的統計量。在此區分為 Agent、Client 與一
般裝置。

群組操作
電腦
關機/重新啟動：選取功能表中「關機」或「重新啟動」項目以便開啟操作視窗。在操作視窗中會顯示目前該
群組中可執行關機或重新啟動的電腦清單，點選電腦左側的「X」即可將電腦自清單中移除並排除於本次操作。
按下「確定」鍵即可執行。

電源控制
 關閉電源：選取功能表中「關閉電源」選項來開啟操作視窗。點選電腦/設備旁的「X」會將該電腦/設備被
排除於本次操作中，以及決定此次操作要立即或延遲執行。按下「確定」鍵即關閉電源。對某些特定機種
而言，關閉一排插上的某個插座電源代表會關閉整個排插的電源。立即關閉電源可能會導致插座上的電腦
因為未預期性的關機造成資料損毀或系統損害。
 開啟電源：選取功能表中的「開啟電源」選項並開啟操作視窗。點選電腦/設備旁的「X」會將該電腦/設備
被排除於本次操作中，以及決定此次操作要立即或延遲執行。按下「確定」鍵即開啟電源。
 重啟電源：選取功能表中「重啟電源」選項來開啟操作視窗。點選電腦/設備旁的「X」會將該電腦/設備被
排除於本次操作中，以及決定此次操作要立即或延遲執行。按下「確定」鍵即可重啟電源。重啟電源操作
將會引發插座上的電腦進行關機程序。

IT 設備管理
IT 裝置指的是安裝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或是一般用電的設備。Center 所監控的電源裝置所供電的電腦/設
備可在 Center 進行管理：

新增電腦/設備
按下工具列的「新增電腦/設備」鈕來開啟「新增電腦/設備」操作視窗。

工具列上的新增電腦/設備視窗

或是在群組節點的功能表中選取「新增電腦/裝置」項目來開啟「新增電腦/設備」操作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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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表中的新增電腦/裝置項目

勾選清單中的電腦/裝置後按下「確定」鍵。

新增電腦/裝置視窗

移動 IT 設備
選取功能表中的「移動」項目。開啟操作視窗並指定目標群組後，按下「確定」鍵即可移動群組。

IT 設備命名
選取功能表中的「重新命名」項目。開啟操作視窗並輸入新名稱後，按下「確定」鍵即可重新命名。

移除 IT 設備
選取功能表中的「移除」項目。開啟操作視窗後按下「確定」鍵即可刪除。
注意：在「電源裝置」頁面中移除 PDU/UPS 備援的電腦/設備，也會一併移動「IT 設備」頁面中的電腦/設備
節點。當移除「IT 設備」頁面中的電腦/設備，並不會移除在「電源裝置」頁面中的電腦/設備節點。

IT 設備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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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視窗中的摘要分頁

IT 設備
 名稱：電腦/設備的名稱。
 狀態：電腦/設備的運作狀態。
 種類：電腦/設備的種類。例：安裝 Agent 或 Client 的電腦、屬一般設備的降熱風扇。
 位址：電腦/設備的網路位置。
 位置：電腦/設備的擺放位置。

UPS/PDU/ATS
 名稱：提供電腦/設備電力備援的 UPS/PDU/ATS 名稱。
 狀態：UPS/PDU/ATS 的運作狀態。
 插座：電腦/設備所使用的插座。

操作 IT 設備
使用者可以對電腦/設備進行下列操作：

關機/重新開機
選取功能表中的「關機」或「重新開機」項目後開啟操作視窗。按下「確定」鍵後便可執行關機或重新開機程
序。此功能此限定已安裝 Agent 與 Client 的電腦。

電源控制
 關閉電源：選取功能表中的「關閉電源」。決定要立即或延遲關閉插座電源，並按下「確定」鍵來關閉插
座電源。安裝 Agent 與 Client 的電腦將會在插座的電源關閉前完成關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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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電源：選取功能表中的「開啟電源」。決定要立即或延遲開啟插座電源，並按下「確定」鍵來開啟插
座電源。
 重啟電源：選取功能表中的「重啟電源」。決定要立即或延遲重啟插座電源，並按下「確定」鍵來重啟插
座電源。安裝 Agent 與 Client 的電腦將會在插座的電源重啟前完成關機程序。
關閉或是重啟一組排插上的特定插座電源，也會一併引發其它插座上的電腦關機。

搜尋
選取功能表中的「搜尋」項目。電腦會使用揚聲器發出聲響。

服務架構
服務架構頁面針對整體的服務架構產品提供管理服務，例如 VMware 虛擬化產品。

服務架構頁面

 監控服務架構的運作狀態。
 針對架構服務的電力來源的各事件訂定詳細的事件反應設定。
 管理服務架構。

工具列
工具列提供整體服務架構運作狀態的資訊以及新增服務架構選項的相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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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按鈕可讓使用新增如 VMware vCenter 伺服器或 VMware ESXi 主機等相關服務架構產品。
新增服務架構。 點選此按鈕後，開啟新增服務架構視窗。
以下 2 種圖示則顯示與 Center 網路連線中斷及正常的狀態。圖示旁的數字則表示該狀態的統計數。
失去與 Center 網路連線。Center 無法透過網路監控 VMware vCenter 伺服器或 VMware ESXi
主機的狀態。
VMware vCenter 伺服器或 VMware ESXi 主機運作一切正常。

設備節點
在 Center 中，每個裝置都視為一個節點 (node)，有其圖示、名稱、並能提供詳細的事件歷程與目前工作狀態。
各節點都可點選「

」 的圖示來開啟選單，使用者可藉此一窺其節點裝置的詳細資訊，例：「摘要」。若是

該功能為執行中或是不支援時，該選單項目便會呈現禁用的狀態。
節點應為是下列其中一種類型：
顯示這台電腦是一台 VMware vCenter 伺服器。
顯示這是 vCenter 中的資料存放區。
顯示這是一個 vCenter 中的叢集。
顯示這台電腦是一台 VMware ESXi 主機。
顯示這是一個 vApp。vApp 為多個虛擬機的集合。
顯示這是 VMware ESXi 主機上的一台虛擬機。

服務架構管理
新增服務架構
為了監控 VMware 服務架構，使用者可以透過點選工具列上的【新增服務架構】按鈕。【新增服務架構】視窗
將會顯示供使用者新增一組服務架構。

工具列上的【新增服務架構】按鈕

資料細節描述如下：
 服務架構：選定此次要新增的是 vCenter 伺服器或 ESXi 主機。
 IP 位址/主機名稱：設定 vCenter 伺服器或 ESXi 主機的 IP 位址或主機名稱。
 連接埠號：設定 Center 用來存取 vCenter 伺服器的埠號。
 登入帳號：設定用來存取 vCenter 伺服器或 ESXi 主機的登入帳號。
 登入密碼：設定登入帳號的存取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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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附加插件安裝至 vCenter 伺服器：設定是否要安裝 vCenter 伺服器附加插件。當勾選此選項，Center 會
在與 vCenter 伺服器建立連線的過程中，在 vCenter 伺服器上擴充 Center 管理介面的附加插件。當此插件
安裝完畢，vSphere Client 介面將會新增一組能夠顯示 Center 網頁介面的分頁。
在選定服務架構的類別並且輸入所需資訊後，點選【確定】鍵便可新增一組架構。

移除服務架構
選定想要移除的 vCenter 伺服器或 ESXi 主機並從選單中選取【移除…】項目。【移除服務架構】視窗便會顯
示。點選【確定】鍵後便可完成移除操作。
如果 vCenter 伺服器已安裝附加插件，在移除操作中將會一併解除附加插件。若是電力來源設定已經設定妥當，
那麼在移除服務架構時也會一併卸除電力來源。

服務架構細節
摘要
【摘要】分頁提供架構的資訊全貌，顯示內容如下：
 虛擬機：意指所選架構為一虛擬機。


名稱：所選虛擬機的名稱。



狀態：顯示所選虛擬機的目前狀態。



位址：虛擬機在運作時的 IP 位址。

 VMware vApp：意指所選架構為一 vApp。


名稱：所選 vApp 的名稱。



狀態：顯示所選 vApp 的目前狀態。



虛擬機數量：vApp 包含的虛擬機數量。

 VMware ESXi 主機：意指所選架構為一台 ESXi 主機，或是可能為所選虛擬機所屬的 ESXi 主機。


名稱：所選 ESXi 主機的名稱。



位址：ESXi 主機的 IP 位址。



狀態：顯示 ESXi 主機的目前狀態。



類型：節點所屬為 ESX 或 ESXi 主機。



虛擬機數量：所在 ESXi 主機上的虛擬機數量。

 VMware 叢集：意指所選架構為一 VMware 叢集。


名稱：所選叢集的名稱。



狀態：顯示叢集的目前狀態。



DRS 狀態：顯示叢集中 DRS (Distributed Resource Scheduler)的目前設定狀態。



HA 狀態：顯示叢集中 HA (High Availability) 的目前設定狀態。



vApp 數量：所在叢集中的 vApp 數量。



虛擬機數量：所在叢集中的虛擬機數量。

 VMware vCenter 伺服器：意指所選架構為一台 vCenter 伺服器，或是所選虛擬機或 ESXi 主機所屬的
vCenter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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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所選 vCenter 伺服器的名稱。



位址：顯示 vCenter 伺服器的 IP 位址。



狀態：顯示 vCenter 伺服器的目前狀態。



ESXi 數量：所在 vCenter 伺服器的 ESXi 主機數量。

 資料存放區：意指所選架構為一資料存放區。


名稱：所選資料存放區的名稱。



類型：所選資料存放區類型為本機資料存放區或是共用資料存放區。



狀態：顯示所選資料存放區的目前狀態。

 UPS：顯示提供電力給所選架構的 UPS 資訊。


名稱：UPS 的名稱。



位址：UPS 的 IP 位址。



插座：指明插座編號與連接插座的 Bank 類別。



狀態：顯示 UPS 的目前狀態。

注意： 並非每組服務架構都會顯示相同的資訊，這些資訊將會依架構不同而有所異動。

設定
【設定】分頁讓您可以設定連線組態。
 連接埠號：設定 Center 用來存取 vCenter 伺服器的埠號。
 登入帳號：設定用來存取 vCenter 伺服器或 ESXi 主機的登入帳號。
 登入密碼：設定登入帳號的存取密碼。
 將附加插件安裝至 vCenter 伺服器：設定是否要安裝 vCenter 伺服器附加插件。

注意：改變連接埠號、登入帳號或登入密碼可能導致與 Center 間的連線中斷。

服務架構設定精靈
點選 ESXi 主機(不在 vCenter 下的 ESXi 主機)、叢集或資料存放區選單中的設定，設定精靈將跳出並引導您完
成相關服務架構的電力來源、關機和事件等設定。

共用資料存放區設定
此設定只針對資料存放區。根據資料存放區的實際型態設定為本機資料存放區或是共用資料存放區，並且只有
共用資料存放區可以設定電力來源、關機和事件設定。

資料存放區的共用資料存放區設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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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來源設定
電力來源設定可以讓您設定連接或中斷服務架構與 UPS 的電力連結。您只要將左邊欄位的服務架構拉到右邊
欄位的 UPS 上並指定連接的插座。 您也可以將服務架構用拖拉的方式移動至另一個 UPS 上。為了確保服務
架構能受到電力備援，您應該藉由指定 UPS 插座的方式將服務架構連接到特定的 UPS 裝置。

叢集的電力來源設定頁面

為確保 vCenter 伺服器受到保護，您應該依據對應的部署形式來執行下列步驟：
 若 vCenter 伺服器為一部署於 ESXi 主機上的 virtual appliance，那麼該 ESXi 主機也應新增至服務架構頁。
將此 ESXi 主機電力設定連接至 UPS。
 若 vCenter 伺服器為運作於一獨立運行的 Windows 系統上，建議您安裝 Agent 或 Client 以取得電力備援。

注意：服務架構只能夠指定 UPS 作為電力來源。

關機設定
關機設定步驟用來設定 vApp、虛擬機和 ESXi 主機關機的行為和關機所需要的時間，虛擬機的移轉也可以在
此步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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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集的關機設定頁面

 虛擬機移轉：設定當事件發生時是否要移轉虛擬機，以及移轉全部的虛擬機所需要的時間。只有叢集
 vAPP 關機：設定 vApp 的關機以及關機所有 vApp 所需的時間。
 虛擬機器關機：設定虛擬機關機以及關機所有虛擬機所需要的時間。
 ESXi 關機：設定 ESXi 主機關機以及關機所有 ESXi 主機所需要的時間。

事件設定
前述章節提到在服務架構電力來源設定頁妥善設定電力來源後，Center 便可以在事件觸發後發送通知給系統
管理者並進行關機程序。

叢集的事件設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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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設定步驟列出所有的事件並且讓使用者對每個事件設定關機延遲時間。事件設定步驟分頁中每個事件將會
以【事件反應/事件】頁面中對應事件的【服務架構關機/生效時間】設定作為預設的關機生效時間。

vCenter 伺服器與 ESXi 主機的 警示機制
vSphere 含括了可自定義的事件與警示系統。vSphere 警示系統記錄所有在 vSphere 的所有事件並且使用者可
以定義所有警示觸發的情境。在此警示可視為為了反應事件發生當下所發送的通知。
在目錄清單中所選的 vCenter 伺服器與 ESXi 主機妥善設定完電力來源後，Center 會定義適用警示機制。當電
源事件觸發時，警示就會發佈於【Alarm】分頁的【Triggered Event】列表。
Center 定義如下的警示內容並於相關事件發生當下發佈警示：
警示定義名稱

描述

PPBE UPS
Communication Event
(PPBE UPS 通訊事件)

Alarm is triggered when
PPBE lost communication
with UPS.

PPBE UPS Critical Event
(PPBE UPS 重大事件)

Alarm is triggered when a
critical UPS event occurs.

觸發事件
Communication lost with UPS in
battery mode.
Communication lost with UPS.
Communication established.
UPS Low battery.
UPS Remaining runtime
exhausted.
UPS Utility power failure.
UPS Power restored.

等級
Alert
Warning
Normal
Alert
Alert
Warning
Normal

舉例來說，當市電異常時，名為【PPBE UPS 重大事件】的警示等級警示就會發佈於【Alarm】分頁的
【Triggered Event】列表。相關觸發事件則為會記錄於【Tasks & Events】分頁的【Event】列表。

注意：可透過連接到 vCenter 伺服器的 vSphere Client 或 vSphere Web Client 主控台檢視所有發佈的警報。

能源消耗
能耗統計
在能源消耗頁面中，在過去特定的時間裡，圖表可以呈現出電量是如何被消耗的，同時也展示出當前節點與系
統的能耗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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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統計頁面

每個 UPS、PDU、ATS 與 Meter by Outlet PDU 插座的能耗會每小時記錄一次，每個群組所包含的 UPS、
PDU 與 ATS 的能耗會被累積成資料。這些資料所記錄著在過去所消耗的總電量，可以收集起來並以圖表呈現
在過去某日、某月、某年、過去十年的能量趨勢。系統管理員就能了解過去的時間裡到底消耗了多少電量。電
量就能更有效率地使用並且減少浪費。
每個選定的群組、UPS、PDU 與 ATS 會根據當下的圖表來顯示整體與平均能耗統計。Center 也會在「系統能
耗統計」區塊顯示單日、單月、年度與整體系統的總能耗。

注意：IE6 或較早的 Internet Explorer 版本無法支援圖形化圖表功能。請更新您的 IE 瀏覽器版本以便可以支援
圖形化圖表功能。

設定
設定頁面可以讓管理員選擇國家設定消耗每度電量花費與碳排放量數值，上述套用更新數值後於紀錄頁面呈現
的數據也會一併更新。也可以讓管理員設定警示臨界值，當能耗超出警示設定值時，Center 將會得知並警告
系統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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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頁面

國家選擇
每個國家取得電力的手段與成本不一樣，消耗每度電的花費與碳排放量也不一樣，請選擇所處國家得到對應的
每度(kWh)電費與碳排放量平均數值。
 國家：選擇所處國家，國家名稱經過本地化處理方便識別。

用電費用
因為每度電費會隨時間改變所以賦予使用者可以在不同時間區間內設定每度電費。
 每度電費：更新從今天開始計算的每度電費
 顯示用電費用歷史紀錄：顯示與設定過往時間區間的每度電費數值。當用電費用歷史記錄被打開時，使用
者若在記錄欄位上點擊兩下，便可以編輯或新增時間區間的每度電費數值。請參考以下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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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排放量
因為消耗每度電等同排放多重的碳會隨時間改變，所以賦予使用者可以設定每度電排放 CO2 重量。
 每度電排放 CO2：每消耗一度電等同排放多少重量的碳
 單位：重量單位 kg 或是 lb

警示



系統

設定 Center 系統所使用的警示臨界值。


高能耗警示臨界值：當系統的整體能耗高出此臨界值，在電源裝置頁面標題上就會顯示系統能耗過高
的警示訊息。



低能耗警示臨界值：當系統的整體能耗低於此臨界值，在電源裝置頁面標題上就會顯示系統能耗過低
的警示訊息。

 裝置與群組
設定各群組或電源裝置所使用的預設的能耗警示臨界值。當能耗過量警示的設定值未被設定，Center 就會
以此臨界值作為預設值：


高能耗警示臨界值：當特定的群組或是電源裝置的能耗高出此臨界值，就會引發能耗偏高事件。



低能耗警示臨界值：當特定的群組或是電源裝置的能耗低於此臨界值，就會引發能耗偏低事件。

事件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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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UPS/PDU/ATS 發生特定的電源狀況時，事件就會產生。Center 可以同時監控多台電源裝置與電腦，根據
特定事件作出反應並且發出通知給使用者。一旦這些電源裝置與電腦發生事件，Center 便可根據電源裝置與
電腦的事件來發送通知。

事件
當事件發生時，Center 可以通知系統管理者是哪一台裝置發生事件。事件反應/事件頁面會表列出所有事件並
且分成數個分類，每個事件都能設定自有的發送通知設定。每個事件都會依據自已的事件層級進行標識圖示。
選取任一事件，該事件會呈現可被設定的狀態。設定事件動作設定後，再按下「套用」鈕儲存設定。
各事件的動作設定細述如下

通知
當事件發生時通知管理者。請參閱「事件反應/通知」一節了解有關通知方式與接收者的指令。
 開始：決定是否要發送通知，或在事件發生後要等待多久才發送通知。若該事件在等待時間內解除，就不會
發送通知。
 重複：當發出第一次通知後，要再等待多少時間才發送第二次通知。目前只有嚴重等級和警告等級的事件才
能發送第二次通知。

關機
事件發生時會啟動關機程序。只有在特定的 ESXi 主機發生事件時才能報行關機動作。
 生效時間：決定是否將 ESXi 主機關機，或要等待多久才關機。若是事件在等待期間內解除，則不會關機。
最小延遲關機時間是等待通知發送動作完畢後的等待時間。這時間包括通知延遲時間。

注意：Center 會以各個事件的【關閉架構】/【生效時間】作為在【服務架構】頁面中【事件反應】/【電力來
源】視窗中各對應事件的預設關機延遲時間。請參閱事件反應一節了解更詳細的內容

事件列表
「事件列表」表列出所有的電源事件，這些事件被區分成下列類別：

系統
 電能消耗過高。 系統所消耗的電量已經超出上限值。
 電能消耗過低 。系統所消耗的電量已經低於下限值。

群組
 電能能耗過高。 所有裝置所消耗的電量已經超出上限值。
 電能能耗過低 。所有裝置所消耗的電量已經低於下限值。

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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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過熱。感應器所偵測到的UPS溫度超出預定的上限值.

 網路通訊中斷。電腦與UPS的網路連線無法建立、或失去已建立的網路連線。
 UPS故障。UPS內部發生故障。UPS並無法如期望般進行運作並提供電力保護
 市電異常。市電中斷，UPS將使用電池電力供電。

 電池未接。電池不存在，UPS無法在這種情況下供給電池電源。 .
 估計電池放電時間不足。即使電池電力已經充飽，但沒有足夠的時間做完成關機程序
 UPS有重大異常。異常情況可能引發UPS關機，或導致電力輸出會很快地或是立即被中止。
 電能能耗過高。 所有裝置所消耗的電量已經超出上限值。
 電能能耗過低 。所有裝置所消耗的電量已經低於下限值。
 關機程序開始。關機程序開始進行。 關機程序開始運行，系統將會做關機或休眠動作。
 電池已充飽。電池電力已經充飽。電池容量已滿。

 電池容量過低。電池容量極低，供電可能隨時中斷。
 UPS插座已開啟輸出。 UPS插座已經開啟，插座可以提供電力給連接的用電設備。

PDU
 網路通訊中斷。電腦與 UPS 的網路連線無法建立、或失去已建立的網路連線。
 排插幾近過載。排插接近過載狀態。排插已趨近最大安全負載。
 排插已過載。排插已超過過載狀態。 排插超過最大負載，處於過載狀態。
 電能能耗過高。 所有裝置所消耗的電量已經超出上限值。
 電能能耗過低 。所有裝置所消耗的電量已經低於下限值。
 關機程序開始。關機程序開始進行。 關機程序開始運行，系統將會做關機或休眠動作。
 PDU 插座過載。PDU 插座已超過過載狀態。PDU 插座超過最大負載，處於過載狀態。
 PDU 插座幾近過載。PDU 插座接近過載狀態。PDU 插座已趨近最大安全負載。

ATS
 網路通訊中斷。電腦與 ATS 的網路連線無法建立、或失去已建立的網路連線。
 ATS故障。ATS內部發生故障。
 兩輸入源均電力異常，ATS 不切換輸入源。由於 ATS 的兩組輸入源都呈現電力異常，因此 ATS 將繼續使用
當前的輸入源而不做切換動作。
 排插幾近過載。排插接近過載狀態。排插已趨近最大安全負載。
 排插已過載。排插已超過過載狀態。 排插超過最大負載，處於過載狀態。
 電能能耗過高。 所有裝置所消耗的電量已經超出上限值。
 電能能耗過低 。所有裝置所消耗的電量已經低於下限值。
 關機程序開始。關機程序開始進行。 關機程序開始運行，系統將會做關機或休眠動作。

通知接收者
請參閱「事件反應/通知接收者」一節了解如何定義發通知。

設定
請參閱「事件反應/設定」一節了解如何設定事件活動的細部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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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錄
系統日誌
Center 中的「系統日誌」頁面可讓使用者檢視系統運作的歷程記錄。可經由日誌來分析出系統操作是否正確。

系統日誌頁面

點選每個日誌的右側圖示來檢視其細節。使用下方的工具列來協助使用者切換頁數來檢視較早的日誌內容，點
選重新整理來更新列表中所顯示的日誌內容。

事件日誌
「歷史記錄/事件日誌」頁面記錄了所發生的電源事件，這日誌可用於分析電源裝置與系統是否運作無誤。每
個日誌都會記錄裝置所發生的事件。
使用分頁工具列可以協助使用前後檢視其它範圍的日誌並且根據目前的篩選條件與分頁設定更新目前的內容。
在日誌列表的右上角點選儲存來匯出所有的事件日誌，並選擇以 CSV 或 PDF 作為匯出的檔案格式。檔案匯出
後，將會儲存在瀏覽器預設的下載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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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錄/事件日誌頁面

篩選器
利用「篩選」面板可以展開下列篩選選項。一旦設定篩選條件，相對應的日誌內容會被顯示。

歷史記錄/事件日誌頁面的篩選面板

 日期：選擇特定天數裡所發生的事件來顯示。可從設定選項旁所提供的預設捷徑作為篩選條件。
 時間：選擇特定時間範圍。
 星期：選擇特定的星期天數。
 事件等級 & 類型：事件可以嚴重層級或分層作為其篩選條件。這件事件可以更細分為「電源事件」與「系
統事件」類別供選擇。從列表中選擇任一事件時，與該事件相關的日誌便會顯示。

 顯示筆數：單一分頁所能顯示的最大限度的日誌量。
 型別：選擇事件日誌所屬的系統、群組或電源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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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包含此關鍵字的每筆日誌內容都會被篩選出來。

設定
請參閱「歷史記錄/設定」一節了解如何設定事件檢視器。

安全性
登入
請參閱「安全性/登入」一節了解如何設定帳戶與 session。

網路驗證
Center 使用 Secret phrase 與 SNMP community 來強化保護與 Agent、Client 與裝置之間的網路通訊安全。安
全性設定必須在 Center 中的「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中進行設定：
若是 Center 使用 phrase key 與下列裝置進行網路通訊，請參閱「PowerPanel」一節。
 已安裝 Agent 的電腦、安裝 Client 並且使用 UPS 電力的電腦。
 UPS RMCARD302、UPSRMCARD301、UPSRMCARD203 與 UPSRMCARD202.
 型號非 PDU20SW8RNET 或 非 PDU15SW8RNET 的 PDU.
若非上述情況，則請參閱 SNMP、SNMPv1 與 SNMPv3 章節以了解相關細節。

Secret Phrase
Secret Phrase. 是 Agent、Client 與 Center，以及 UPS RMCARD 與 PDU
(PDU15SW8RNET/PDU20SW8RNET 機種除外) 間用來建立安全的網路連線。 預設值是
powerpanel.encryption.key。可以在 Agent 與 Client「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PDU 與 UPS RMCARD 的
「System/Security」頁面中設定。 在 Client、PDU 與 UPS 間使用的 Secret Phrase 必須要相互吻合。
注意：若是 RMCARD202 的靭體為 1.1 之前的版本，應該參考「SNMP Community」與「SNMP Trap
Community」章節了解如何正確的設定。

SNMP
Center 透過 SNMPv1 與 SNMPv3 與電源裝置進行網路通訊與存取其裝置資訊。早期的 UPS 與 PDU 機種只支
援 SNMPv1 協定，而目前部份新推出的機種則已支援 SNMPv3 協定。使用者可以依電源裝置來擇一合適的
SNMP 協定。
SNMP 協定。使用者依 Center 與電源裝置間擇一合適的 SNMP 網路協定。建議您擇選 Both 選項因為 Center
會擇一正確的協定與裝置進行溝通。

SNMP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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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 Community。Center 會使用 SNMP community 會鑑別與 PDU、UPS 網路通訊的安全性以便能存取它
們的資訊。預設值為 private。SNMP community 可在 UPS RMCARD 的「Network/Access Control」頁面以
及 PDU 的「Network/SNMP Settings」頁面進行設定。PDU/UPS 預設會使用 private 當作具有權限的
community，使用 public 當作具有唯讀權限的 community。Center 所用來存取 PDU/UPS 的 community 必須
要具備有寫入權限才能讓系統管理者進行電源控制。
SNMP Trap Community。Center 使用此 community 來驗證從 PDU 與 UPS RMCARD 發送過來的 SNMP
Trap。預設值 public。在 PDU 與 UPS RMCARD 的「Network/Trap Notification」頁面中，Center 的 IP 位址
必須要加入 Trap Receiver 清單中並確認其設定值是相同的。
注意：在 PDU/UPS RMCARD 中，SNMP community 不可超過 15 個字元。
注意：若電腦已安裝防火牆軟體，請設定程式能透過 3052 (UDP/TCP)、 53568 (TCP)、162 (UDP)或是
53566(UDP)埠號存取。埠號必須是開啟的，因為 Center 經由埠號與 PDU/UPS RMCARD 進行網路連線。

SNMPv3
Center 使用下列 SNMPv3 設定與電源裝置溝通，這些設定必須在 Center 的「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電源
裝置的網路介面中的「Network Service/SNMPv3 Service」頁面來設定。這些設定值必須相同:
 User Name: 特定於此次協定的使用名稱。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設定用來驗證 Client 與電源裝置間網路溝通的協定。
 Authentication Key: 設定上個描述中提及協定機制所需使用者的認證金鑰。
 Privacy Protocol: 設定 Client 與其它裝置進行通訊時用來加密通訊內容的加密協定。
 Privacy Key: 設定上個描述中提及的加密協定所採用的加密金鑰。

網路
請參閱「安全性/網路」一節了解更多詳細資料。

偏好設定
使用經驗
自動偵測範圍
在此頁面設定 IP 範圍以在不同網段或是特定範圍尋找裝置及電腦。這些設定會用於「管理/電源裝置」頁面。
IP 範圍可做如下設定：
 新增 IP 範圍：點選「新的 IP 範圍」清空 IP 範圍相關欄位、或選擇清單中任一接收者。輸入必備的資料並
且選擇「新增」按鈕以完成新增。
 修改 IP 範圍：選取任一欲修改的 IP 範圍。修改完資料後，選擇「套用」鈕以完成修改動作。
 移除 IP 範圍：選取任一欲移除的 IP 範圍。選擇「移除」鈕以完成移除動作。
IP 範圍的詳細設定及描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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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描模式: 如果列表上有任何一組 IP 範圍已啟用，掃描模式會切換為客制化，掃描範圍會根據「IP 範圍」
設定而定。反之掃描模式會使用本地子網路，掃描範圍只限於相同網段內的裝置及電腦。
 啟用: 設定是否啟用要此 IP 範圍進行掃描。
 IP 範圍: 設定尋找裝置及電腦時的掃描範圍。
 說明: 設定此 IP 範圍的說明。

輔助說明
內容
請參閱「輔助說明/內容」一節了解更多細節。

關於此軟體
請參閱「輔助說明/關於此軟體」一節了解更多細節。

登出
「登出」頁面讓使用者自行決定是否要登出網頁。程式會詢問使用者是否要登出，只要按下「登出」鈕即可登
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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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援
障礙排除
1.

安裝成功後卻無法瀏覽 PPBE 網頁介面。
請依照下列步驟來解決問題：
 確認 3052 (UDP/TCP)與 53568 (TCP)埠號未被其它應用程式占用。可以利用「netstat –o」來得知目
前系統中應用程式使用了那些埠號。
 確認 PPBE 服務仍在執行。如果服務停止，請重啟服務然後再嘗試存取頁面。
 確認 3052(UDP/TCP)與 53568(TCP)埠號未被系統防火牆封鎖。
 確認瀏覽器網址列的 URL 是正確的。

2.

我已經在電腦上安裝 Agent，但卻無法與 UPS 連線。
 確認經由序列埠連接 UPS 的情況下，系統中沒有應用程式占用序列埠。
 確認用來連接電腦與 UPS 的序列埠或 USB 是否已連接完好。

3.

Client 無法與 UPS/PDU/ATS 建立連線。
無法連線的原因，可能是由下列情況：
 Client 與 UPS/PDU/ATS 的網路連線已關閉。
 電源裝置網路位址設定不正確。
 網路驗證設定不正確。
一旦發生上述情況，請依下列步驟解決：
 確認電源裝置的網路位址是正確的。
 確認電源裝置的網路組態設定是正確的。使用「Power Device Network Utility」工具可以設定電源裝
置的網路組態。
 確認「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中所使用的設定都是正確的，而且與 UPS/PDU/ATS 所使用的設定相符。
請參閱「安全性/網路驗證」一節。
 若是與 Agent 建立連線，請確認「安全性/網路」頁面中所使用的埠號是相同的。
 檢查 UPS/PDU/ATS 與 Client 所使用的網路設定。
 確認 3052(UDP/TCP)、53568(TCP) 、161(UDP)、162(UDP)與 53566(UDP)埠號應該是開啟的。
Client 與 Agent 將經由這些埠號進行網路交握。

4.

電池測試失敗。
 如果電池已使用超過三年，請更換新的電池。
 更換電池後如果測試還是失敗，請聯絡 CyberPower 尋求協助。

5.

無法安裝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如果安裝檔是下載自 CyberPower 官方網站，可能是下載未臻完全或是毀損。請您重新下載。

6.

無法設定「所需關機時間」選項設定。
 Client 的「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與 PDU 的「網路/存取控制」的 community 設定不一致。請確認
Client 使用的是有寫入權限的 community。
 Client 使用了沒有寫入權限的 community 來存取 PDU，請提高 commnity 的權限。

7.

網路介面在 Google Chrome 3 因字型大小不一而顯示異常。
主要是受到 Google Chrome 瀏覽器上預設最小字型設定所影響，您可以嘗試下列步驟來改善網頁所使用
的字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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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先行關閉 Google Chrome。Windows XP 使用者請開啟「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s_Name\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Google\Chrome\User Data\Default」目
錄下開啟 Preferences 檔案;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 的使用者請開啟
「Users\User_Name\AppData\Local\Google\Chrome\User Data\Default」目錄下的 Preferences
檔案。
 請使用文件編輯器開啟 preference.xml 檔案，在檔案中您可以找到關鍵字「webkit」並在下列設定檔
區塊中將「minimum_font_size」與 「minimum_logic_font_size」插入設定檔中：
“webkit”:{
“webprefs”: {
“default_fixed_font_size”: 13,
“default_font_size”: 16,
"fixed_font_family": "Courier New",
“minimum_font_size”: 10 ,
“minimum_logical_font_size”: 10
………..(skipped)
}
}

請將「minimum_font_size」與「minimum_logic_font_size」設定為 10 並存檔。重新啟動 Google
Chrome 存取 PPBE 網頁。
8.

系統比預期時間還早關機。
可能由下列情況所造成：
 電池因長期使用以致於容量無法充滿。請檢視 UPS 負載是否偏高。UPS 在處於高負載狀態下，放電
會更迅速且剩餘可執行時間會遞減的更快。請試著卸除掉一些負載以延長其執行時間。
 請確認電池是充滿的。若是電池容量太低，請將電池充滿。

9.

在「安全性/網路」頁面中設定埠號後，網頁無法顯示。
在「安全性/網路」頁面中所設定的埠號有可能被其它應用程式或服務所占用，所以無法經由指定埠號存
取 PPBE 頁面。
請依照下列步驟設定：
 請在 Agent 的 <PPBE 安裝目錄>/etc/agent 路徑下或在 Client 的 <PPBE 安裝目錄>/etc/client 路徑
下找到 webserver.xml。
 在文字編輯檔中編輯 webserver.xml 檔並且在下列設定檔片段中搜尋到<httsPort>關鍵字。
<?xml version=sion=の様な ectory>/etc/clientndalone=”yes”?>
<webServer>
<httpsMode>ENABLE</httpsMode>
<httpsPort>port_number</httpsPort>
</webServer>
</webServer>

請變更 <httpsPort> 中的埠號並確認埠號未被其它應用程式或服務占用。編輯後即可存檔。(埠號需為
1~65535 間的任意整數)
注意：預設埠號為 5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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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開啟「控制台 > 系統管理工具 > 服務」並且在服務列表中找到 PPBE 服務項目。請重啟服務以套用
新設定。
1 0 . VMware ESXi 主機的 vMA 平台上安裝的 Agent 在網頁上方的主機名稱與 IP 位址欄位總是顯示為

Unknown。
請依下列步驟修正：


請以 root 權限執行「sudo vi /etc/hosts」指令。



新增下列 IP 位址與主機名稱。
192.168.1.1 hostname

注意：IP 位址與主機名稱可用「ifconfig」與「hostname」指令查詢。


使用「sudo service ppbed stop」與「sudo ppbed service start」兩道指令來重啟服務。



重新登入後 IP 位址與主機名稱就會被修正。

11. 我的電腦總是在開機後就被關機/休眠。

可能是下列情況所造成的：
 因為關機時間太短或是其它未知原因，導致每次開機後事件就會立刻引發關機。舉例來說，如果網路
連線中斷最後會引發系統關機，Client 一旦得知就會關機。
 確定 Client 的插座設定與實際上的插座連結是一致的。當事件發生時，在 NCL 插座上的電腦會比在
CL 插座上的電腦更快執行關機。
為了避免每次系統開機又引發關機/休眠，請依下列步驟進行設定：
Windows 使用者
 請在系統一開機後就按下 F8，系統會立刻進到 Windows Advanced Options Menu。 請點選「安全模
式」。
 請以系統管理者身份登入。
注意：當系統處於安全模式時，螢幕右下角會出現「安全模式」字樣。
 請開啟<安裝目錄>/etc/client 目錄下的 preference.xml 檔，並在下列程式範例中搜尋
<shutdown_pasue>標籤.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reference>
……
<action>
……
<shutdown>
<shutdown_pause>false</shutdown_pause>
</shutdown>
</action>
</preference>

請將<shutdown_pause>的 false 值設定成 true。設定後存檔並重啟電腦。
 重新登入並確認設定無誤。
注意: 到目前為止，所有由事件觸發的關機或休眠程序都視同無效。
 請至「控制台/系統管理工具/服務」重啟 PPBE 服務並套用新設定。
Linux 使用者(例: Ubu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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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腦一啟動就按下 Shift 鈕，電腦會進入 GRUB 選單。按下 e 鍵便可編輯 GRUB 命令。在下列程
式片斷中搜尋相似的命令，然後將 single 參數附加於下列指令後面。如: root=UUIS=67f1e90f-d48b40a3-9559-612cd821e4d1 ro quiet splash single
linux /boot/vmlinuz-3.2.0-27-generic
root=UUIS=67f1e90f-d48b-40a3-9559-612cd821e4d1 ro quiet splash
$vt_handoff (skip…)

 按下 Ctrl + x 或 F10 鍵以便將您的 Linux 核心重新啟動後進入在 runlevel1 mode。(single user
mode)
注意：這些變更並非永久性的。此次系統核心所做的任何變更都只會影響到下次開機。
 請開啟<安裝目錄>/etc/client 目錄下的 preference.xml 檔，並在下列程式範例中搜尋
<shutdown_pasue>標籤.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preference>
……
<action>
……
<shutdown>
<shutdown_pause>false</shutdown_pause>
</shutdown>
</action>
</preference>

請將<shutdown_pause>的 false 值設定成 true。設定後存檔並重啟電腦以便離開安全模式。
 系統啟動後，重新存取網頁並檢查設定是否正確。
 請用 sudo service ppbed stop 與 sudo service ppbed start 指令將服務重啟套用新設定。
12. 在一台虛擬機器上安裝了 Client 後然後複製了數份，但 Agent 卻只能與其中一台 Client 進行網路連線 。

請依照下列步驟解決：


當這幾些虛擬機器開啟時，可能會引發網路名稱衝突。請聯絡您的系統管理員先行排除。



將停止 PPBE 服務。Windows 使用者可由開始 > 控制台 > 系統管理工具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服務停止服務; Linux 使用者可執行“service ppbed stop”來停止服務。



請至 PPBE 安裝目錄下的/etc/client 目錄開啟 preferences.xml 並刪除<uid>標籤的相關內容：:
<uid>2c779a9a-818a-4949-a8b9-50535bf2f6c1</uid>



重新開啟 PPBE 服務。Windows 使用者可由開始 > 控制台 > 系統管理工具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服務開啟服務; Linux 使用者可執行“service ppbed start”來開啟服務。

13. 已在 Linux 平台上從網站上下載了安裝檔，但是卻無法執行安裝程序。

在執行 PPBE 安裝檔前，您必須要先變更安裝檔的存取權限。您必須要有 PPBE 安裝的執行權限，否則
將會顯示「Permission denied」訊息。
在 32 位元的 Linux 平台上變更安裝檔的存取權限，請執行下列指令：
sudo chmod u+x ppbe-XXX-linux-x86.sh (XXX 代表是 PPBE 的釋出版本。)
在 64 位元的 Linux 平台上變更安裝檔的存取權限，請執行下列指令：
sudo chmod u+x ppbe-XXX-linux-x86_64.sh (XXX 代表是 PPBE 的釋出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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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更完 PPBE 安裝檔權限後，安裝程序便可以順利執行。
14. 斷電時無法關閉 NAS。

當使用 sshpass 工具卻無法在斷電時關閉 NAS，這代表 sshpass 版本可能是 1.04。版本為 1.04 的
sshpass 工具會導致 NAS 無法關機。您必須檢查所使用的 sshpass 版本是否為 1.04。如果您所採用的版
本為 1.04，您必須更換成另一個版本。
15. Agent「UPS/即時狀態」頁面沒有呈現正確的 UPS 即時狀態。

可能發生於 Agent 安裝在 VMware ESXi 主機上的一台 Linux 虛擬機器時發生。請依照下列步驟將該虛擬
機器上的 USB controller 從 EHCI+UHCI 改為 xHCI 以解決此問題：


啟動 vSphere Client 並點選 edit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



點選 VMware Machine Properties 的「Remove」鈕來移除現有的 USB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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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VMware Machine Properties 的「Remove」鈕來移除現有的 USB 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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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VMware Machine Properties 的「Add」鈕來新增 USB 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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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USB Controller 後，按下「Next」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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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ype 欄位選擇 xHCI 後，按下「Next」鈕。



按下「Finish」鈕完成新增 USB Controller。

134

16. Agent、Client 與 Center 之間無法建立通訊。.

PPBE 軟體所使用的 SSL 憑證在 3.1.2 版本時有進行變更，因此 PPBE 版本如果低於 3.1.2 將會無法與
PPBE 3.1.2 以上版本通訊。例如 Client 的版本為 3.1.1，Agent 的版本為 3.1.2，那 Client 就無法與 Agent
通訊。請將版本低於 3.1.2 的 PPBE 軟體升級至最新版本以解決問題，如有其他原因不便進行升級，請聯
絡 CyberPower 尋求協助。
17. 無法開啟 PPBE 軟體安裝檔。

請依下列步驟解決問題：


對安裝檔點擊右鍵並且點選「內容」開啟內容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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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解除封鎖」鈕。



按下「套用」鈕儲存變更然後按下「確定」鈕關閉內容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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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PBE 軟體安裝檔的數位簽章無效。

數位簽章無效的原因為作業系統不支援安裝檔所使用的 SHA-256 數位簽章。請依照不同版本 Windows 參
考下列方式解決此問題：


在 Windows 8.1、Windows 8、Windows 7、Windows Server 2012 或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平台上，請經由 Windows Update 更新 Windows 以支援 SHA-256 數位簽章。



如果作業系統為 Windows 7 或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以前版本， 開啟安裝檔後如果出現安全
性警告對話視窗，請按下「允許」或按下「執行」鈕繼續安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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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

如果有多台電腦要連結到一台 UPS，該決定讓那台電腦安裝 Agent 或 Client 以確保當事件發生時每台電
腦都被妥善關機?
若電腦具有 USB 或序列埠可以直接連結到 UPS，那麼應該安裝 Agent。其它電腦就應該安裝 Client。

2.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軟體安裝後，我該怎麼存取網路介面？
在 Windows 平台上可以從 控制台 > 所有程式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Agent (或是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Client/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Center) 來開啟。也可以在瀏覽器的網址列輸入 http://hosted_computer_IP_address:3052 的方式來遠
端存取網頁。
對於 Linux 平台上您可以在瀏覽器的網址列輸入 http://localhost:3052 或是可以輸入
http://hosted_computer_IP_address:3052 遠端存取網頁。

3.

®

有那些作業系統可以安裝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軟體? 支援的瀏覽器有那些呢?
請參考本手冊的「開始/系統需求」一節。

4.

我的 Client 已經與 PDU 建立連線。該如何確定在「電源/配置」頁面中指定的 PDU IP 位址與實際連線的
PDU IP 位址是一致的呢? 該如何確定在「電源/配置」頁面指定的插座與 PDU 實際的連結是一致的呢?
點選「插座」選項右側的「辨識」鈕。PDU 上的 LCD 螢幕將會閃爍對應的插座編號。可以藉由按住 PDU
上的「Select」鈕來讓 LCD 螢幕顯示 PDU 的 IP 位址。

5.

NCL（非關鍵負載）插座與 CL（關鍵負載）插座有何不同? 何種設備應該接在 NCL 插座或是 CL 插座?
只有特定的 UPS 機種才有 NCL 插座設計，UPS 會提早關閉 NCL 插座的輸出以節省電池電力並提高 CL
插座的執行時間。像是多餘的設備、螢幕或其它不太重要的設備就可以接到 NCL 插座以便可以提早關閉。
電池的執行時間便可提升以提供重要設備，像是連接在 CL 插座上的伺服器。

6.

「UPS/輸出負載」頁面讓使用者可指定 Client 的 IP 位址來建立網路連線。那麼有其它建立網路連線的方
式嗎?
在 Client 的「電源/配置」頁面的「裝置網路位址」欄位指定 Agent 的 IP 位址。請參閱本手冊的「電源/配
置」一節了解如何與 Agent 建立連線。

7.

該如何讓 PPBE 在特定事件發生時去執行程式呢?
在 PPBE 安裝目錄的 extcmd 目錄下，新增並儲存一命令檔(.cmd)。在命令檔中寫下您想執行的指令。請
參閱 default.cmd 來撰寫您的腳本。

8.

不確定 UPS/PDU/ATS 的 IP 位址為何，該怎麼取得正確的 IP 位址?
使用 Power Device Network Utility 工具來協助搜尋 UPS/PDU/ATS 的 IP 位址，並表列出區網上所有的
CyberPower 裝置的 IP 網址。

9.

®

如何反安裝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軟體？
在 Windows 平台上，請開啟「開始 > 控制台 > 新增/移除程式」，然後點選「改變/移除」鈕移除程式。
在 Linux 平台上預設的安裝目錄在「/usr/local/ppbe」，在 VMware ESXi 上預設的安裝目錄為
「/opt/ppbe」。使用者可以在安裝目錄下去執行 uninstall.sh 進行反安裝。

10. 當事件清除後，該如何得知?
當事件解除後，會發送廣播並執行外部命令。使用者可以針對事件作客制化腳本。腳本中可以利用環境變
數 EVENT_STAGE 去比對 OCCUR 以得知事件是否已經發生，或是從 FINISH 得知事件是否已經解決。
®

11.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使用了那些網路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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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P 是用來在 Client、Center、PDU 與 UPS 上搭載的 RMCARD 作網路通訊之用。HTTP 與 HTTPS
則用在 Agent 與 Client 作通訊之用。
®

12.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使用了那些網路埠號？
3052 (UDP/TCP)、53568 (TCP) 、161(UDP)、162 (UDP) 與 53566(UDP)。
13. 讓 Client 與眾多 PDU 中的某一台 PDU 建立連線。應該如何分辨出這台 PDU 的 IP 位址？
請參閱簡易設置裝置 IP 位置一節。
14. 該如何確認 Client 與 UPS/PDU/ATS 間的 SNMP 設定是正確無誤的？
為確保能夠隨時接受到來自於 UPS/PDU/ATS 所發出的 Trap 通知，請依下列步驟確認 SNMP 設定：
 開啟 UPS/PDU/ATS 的「網路/Trap 通知」頁面與 Client 的「安全性/網路驗證」頁面。
 確認能在 UPS/PDU/ATS 的「網路/Trap 通知」頁面中找到 Client 的 IP 位址。若是能搜尋到 Client 的
IP 位 址，請忽略步驟 3。
 若無法搜尋到 Client 的 IP 位址，在「網路/Trap 通知」中點選「Trap 接收者」後進入「Trap 組態」頁
面，輸入資料後新增一組新的 Trap 接收者。

 若能夠搜尋到 Client 的 IP 位址，請確認 SNMP 設定是相符的。
15. 如何知道電腦是否正在使用休眠機制？
若作業系統是 Windows 2000、Windows XP 或 Windows Server 2003，請依下列步驟啟用休眠機制：


開啟「控制台 > 電源選項」。



點選「休眠」分頁並選擇「啟用休眠」選項後點選「確定」。休眠機制就已啟用。若是「休眠」分
頁不存在，代表電腦不支援休眠機制。

若作業系統為 Windows Vista、Windows 7 或 Windows Server 2008，請依下列步驟啟用休眠機制：


開啟「命令提示字元」對話框。



輸入「powercfg.exe -hibernate on」便可開啟休眠機制。

16. 我所使用的 UPS 是屬於何種系列？
檢查 UPS 機種並決定您的 UPS 是何種系列：


若您的 UPS 機種為「OLxxxxRMXL」、「OLxxxx」的形式，則屬於 Smart App Online 系列。



若您的 UPS 機種為「PRxxxxLCDRM」、「PPxxxxSWRM」、「PPxxxxSW」的形式，則屬於
Smart App Sinewave 系列。



若您的 UPS 機種為「ORxxxxLCDRM」、「ORxxxxLCDRM」的形式，則屬於 Smart App
Intelligent LCD 系列。



若您的 UPS 機種為「OPxxxx」、「CPSxxxxAVR」的形式，則屬於 Smart App AVR 系列。



若您的 UPS 機種為「OLxxxxTEXL」、「OLxxxxTEXL」的形式，則屬於 Paragon Tower 系列。



若您的 UPS 機種為「PRxxxxELCDRT」、「PRxxxxELCDRTXL」的形式，則屬於 Professional
Rack Mount LCD 系列。



若您的 UPS 機種為「PRxxxxE」的形式，則屬於 Professional Rack Mount 系列。



若您的 UPS 機種為「PPxxxxE」的形式，則屬於 Professional Tower 系列。



若您的 UPS 機種為「ORxxxxELCD」的形式，則屬於 Office Rack Mount 系列。



若您的 UPS 機種為「OPxxxxE」、「OPxxxxTE」、「OPxxxxUE」、「OPxxxxUTE」的形式，
則屬於 Office Tower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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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何在 vMA(vSphere Management Assistant) on VMware ESXi 平台上新增 USB 連結供 Agent 與
UPS 通訊之用？
請依下列步驟新增 USB 連結：
 啟動 vSphere Client 並點選 edit virtual machine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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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 VMware Machine Properties 的「Add」鈕來新增 USB Controller。

 選擇 USB Controller 後，按下「Next」鈕。(如果使用序列埠連線，請選擇 Serial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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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增完 USB Controller 後，請點選「Next」來繼續新增一組 USB 裝置。

 選擇「New USB Controller」後再行點選「Add」來新增一組 USB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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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USB Device」後再點選「Next」。

 列表中挑選 vMA 要連接的 UPS，完成後選「Next」完成建立 UPS 與 vMA 的連線。

注意：為了讓 UPS 能與 vMA 在新增 USB Controller 能建立連線，強烈建議您在新增 USB Controller、
USB Device 前先行將 vMA 的虛擬硬體版本更新到最新版本。請參閱如何更新 vMA 的虛擬硬體版本以
了解相關細節。
18. 如何將安裝檔上傳至 vMA 中？
 登入 vSphere Client。
144

 選擇 VMware 主機。
 點選「設定」。
 自右側選單中選擇 datastore。
 右鍵選單中選擇「Browse Datastore」。
 自工具列中點選 Upload 鈕，然後挑選欲上傳的檔案。
 點選 OK 便可將安裝檔上至 datastore。
19. 如何更新 vMA 的虛擬硬體版本?
對於在 ESXi 5.x 平台上的 vMA 而言，強烈建議將現有虛擬硬體版本更新至 8。請依下列步驟更新下列進
行硬體版本更新：
 開啟 vSphere Client 並確保 vMA 為關機的狀態。

 右鍵開啟選單並選擇 Upgrade Virtual Hardware 選單。

 點選「Yes」即可以開始更新硬體版本。

 更新完成後，重啟 vMA 讓變更生效。
20. 該如何重啟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服務?
對於 Windows 使用者而言，可以從控制台 > 系統管理者工具 > 服務 >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Service 來重啟服務。
對於 Linux 使用者而言，可以透過執行 sudo service ppbed stop 與 sudo service ppbed start 來重啟服務。
21. 該如何變更用來存取 PowePanel Business Edition 信任清單的密碼?
預設密碼是“changeit”. 使用者可以在文件編輯器將<PPBE_installation_directory>/web/etc/cacertpd 檔案
中把舊有密碼取代成新的密碼。PPBE_installation_directory 指的是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的安裝
目錄。
22. 無法將 SSL 憑證新增到信任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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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信任清單中出現了相同的名單，所以無法加入憑證。為了將新憑證新增到清單中，同名的憑證應該從
清單中移除。請依循下列步驟來移除憑證：
 在命令提示字元切換到 <agent_installation_directory>/jre/lib/security 目錄：
cd <agent_installation_directory>/jre/lib/security
 執行下列命令將舊有憑證自信任清單中移除：
<agent_installation_directory>/jre/bin/keytool.exe –delete –alias <alias_name> -keystore cacerts
 輸入“changeit”作為移除憑證要用到的密碼。
 輸入 “y”完成移除憑證。
 重啟 Agent 服務以便重新載入信任清單並使其生效。請參閱該 FAQ 章節的如何重啟 PowerPanel
Business Edition 服務 一問以便了解更多細節。

字彙集
 Citrix XenServer：同時讓數個作業系統進行運作、監控狀態的虛擬化平台。XenServer 是由 Citrix 公司
所開發的虛擬化平台。
 IP 位址：一組用來區分特定電腦或特定網路卡的一組數字組合。IP 為 Internet Protocol 的縮寫。
 HTTPS：HTTP Secure 的縮寫，主要讓伺服器經由 HTTP 使用 SSL/TLS 協定對其網路通訊的內容進行加
密與安全辨識的工作。HTTPS 通訊主要應用在涉及敏感資料的網路交易用途上。
 Power Device Network Utility：是一個用來設定 PDU/UPS RMCARD 網路組態的軟體工具，它可以用來
設定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或是閘道口設定。
 PDU：可以分別對各個插座提供電力輸出控制的裝置。PDU 是 Power Distribution Unit 的縮寫。
 SNMP：簡易網路通訊協定，主要應用於監控已連接至網路的裝置上的網路系統。
 SSL： Secure Sockets Layer 的縮寫，SSL 是一套網路安全交易標準，並提供資料加密、伺服器認證與訊
息整合的功能。
 TCP/UDP：傳輸層與網路層的網路協定成員。
 TLS：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的縮寫。TLS 是一套用來提供網路安全的加密協議。TLS 與 SSL 一樣都
提供了資料加密與伺服器認證與訊息整合的功能。
 vMA：vSphere Management Assistant 的縮寫。一個由 VMware 所研發、包裝、提供系統管理員去執行
腳本並管理 ESXi 主機的虛擬機器，
 VMware ESXi：VMware 公司研發的企業層級的虛擬化產品。是現有 VMware 產品 – VMWare
Insfrastructure 的其中一部份。它提升了對於伺服產品管理效率與可靠度。
 Virtual Appliance：由 VMware 公司研發出來在虛擬平台運行的虛擬機器，目的是要消弭複雜堆疊的軟體
在運行過程中所耗費的安裝、組態與維護成本。
 Microsoft Hyper-V Server: 由微軟公司基於 hybervisor 伺服器架構所提供的虛擬化產品。
 ATS：ATS 為一種可供負載在兩組輸入源之間切換的電源交換裝置。它能夠在電力中斷時自動切換到發電
機或其它類型的備用電源。ATS 是 Automatic Transfer Switch 的縮寫。
 環境感應器：安裝在 UPS/PDU/ATS 的感應配件，用來監測環境狀態並獲取有關溫度與濕度的相關數據。
 vCenter 伺服器: vSphere 的單一主控台應用平台，可集中化管理多台 ESXi 主機與不同 ESXi 主機間的虛
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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