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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统一监控平台 

通过 SNMP、IPMI、PING、HTTP、SSH、Telnet、WMI、Agent 等多种技术协

议和方式，实现对数据中心信息化资源环境中的网络设备、安全设备、主机设备、业

务系统、机房环境等进行 7×24 小时监控，随时关注关键指标的健康度， 及时预

判潜在的问题，如有发现异常自动告警，并通过短信、邮件多种方式通知到相关人

员。通过对监控数据进行分析实时展示设备、网络、系统软件等的运行状态和业务健康

度，并通过图表、拓扑图等形式进行展示，为运维人员提供直观、高效的决策依据。 

系统监测指标可覆盖用户 90%的需求，监测指标历史数据可保存 180 天以

上，并可自行设置各指标的告警阈值。 



监控架构设计图： 

1.2.1 监控数据源管理 

 



微梦云监控功能模块的数据源包含内置数据源与自定义数据源，内置数据源是

指系统内置各类对象常规监控项及其数据来源方式（如 SNMP、SSH、Teln et、WMI 

等数据采集方式）；自定义数据源是指在内置监控项不满足监控需求时， 用户可能通

过 SNMP、API、Script、IPMI 等方式自定义数据源，从而完成自定义相关监控

项。 

将所有运维系统的数据整合之后，告警实现采用内置数据源、自定义数据源、数据

模板来实现不同数据的告警通知。 

1.2.2 监控项设计 
 

如上图所示，系统内置多种模型及其监控项，内置监控项通过自研 Agent、

SNMP、IPMI、WMI、SSH、脚本、第三方上传等多种方式进行采集监控数据。除

了内置监控项外，用户还可以自身的监控需求进行自定义监控项。 

1.2.3 监控数据存储 

微梦云监控平台中的数据分为实时数据与历史数据，实时数据存储于 

Redis， 历史数据存储于 Influxdb。由于监控数据是需要进行实时采集，数据量

巨大，所 



以采用此结构可以快速的进行监控数据处理与展示。 

1.2.4 主机监控 

对于主机的监控管理，本系统支持通过 SNMP 协议、自研 Agent 程序、IPM I 

协议、SSH 协议等方式进行采集监控数据。 

1、支持多类型主机设备接入：市面上主流的云主机（腾讯云、阿里云、华为

云、Azure 等主流云厂家）、本地主机均可接入至微梦云运维平台进行统一监管， 支持 

Windows、Linux、Unix 等主流操作系统。 

2、拥有专业的主机设备性能监控：云主机支持通过云厂家提供的监控 API 

进行对接（无需安装 Agent），而本地主机支持通过 Agent 监控系统性能状态，通过 IPMI 

协议监控设备硬件性能状态；拥有二十多项性能监控指标，如 CPU、内存、磁盘容量、

磁盘 IO、进程、TCP 连接数、网口流量、温度、功率等性能监控指标。 

3、监控实时性强、数据保存时间长：监控数据可达到秒级，出现故障可及时告警，减少

故障发现时差；监控数据至 少可保存 180 天，满足等保、网络安全法等法规。 

 

1.2.5 虚拟化监控 

支持对主流虚拟化平台的监控管理，如 VMware、华为、华三、深信服等虚拟

化平台。系统通过虚拟化平台有权限采集数据的账号即可将虚拟化平台的数据采集到监

控平台中。支持采集虚拟化平台中的宿主主机数量、虚拟机数据、宿主机基础性能数

据、虚拟机基础性能数据、网络端口情况、虚拟化平台中存储容量情况等内容，并支

持自定义监控项。 

微梦云监控平台支持采用无代理或代理方式对虚拟化平台中的虚拟机进行采 



集监控数据，通过自研 Agent 可以获取到虚拟机操作系统层面更详细的监控数

据，如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磁盘利用率、磁盘 I/O、连接数、进程、端口流量

等详细内容。 

通过采集虚拟化平台的网络数据，还可以自动生成虚拟化平台虚拟机之间网络

拓扑图。 

1.2.6 网络监控 

对企业网络环境进行实时监控，并获取网络最新运行情况，实现对网络环境中的

网络/安全设备、线路等进行运行状态展示、故障发现、故障预警、故障定位等一体化综

合监控，最终保证网络系统持续、稳定、安全运行。 

对于网络/安全设备采用 SNMP 协议进行采集相关监控信息（如设备名称、

端口数量、端口速率、端口状态、端口出入流量、端口错包率、端口丢包率、电源状态、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磁盘利用率等）。 

 

 

 

 

 

 

 

 

 

 

1.2.7 存储监控 

支持通过 SNMP 协议采集存储的监控数据。存储设备监控支持的品牌包含 I BM、

NetApp 等主流厂商，同时支持监控博科 SAN 交换机。 

存储系统监控内容包含：硬件状态（如电源、风扇等）、连接状态、设备状

态、磁盘监控（如总容量使用率、磁盘活动数、磁盘总写入、磁盘总读取、磁盘故

障数）、LUN 监控（如 LUN 使用率、LUN 写次数、LUN 读次数等）、互联主机

数、FC 端口状态变化、FC 端口出入流量、FC 端口出入吞吐量、互联信息等。

SAN 交换机监控指标包含：设备状态、电源状态、连接状态、健康状况、端 

口使用状况、互联信息、Ping 延迟、Ping 丢包、端口入流量、端口出流量、端口 



入吞吐量、端口出吞吐量、端口错误数、互联主机数等。 

支持以拓扑图的方式展现存储与服务器之间的连接关系、LUN 与存储之间

的连接关系。 

支持查询存储与 SAN 交换机所有指标的历史监控数据，关键指标（如总容

量使用率、LUN 使用率、LUN 写次数、LUN 读次数、出流量、入流量、磁盘活动

数、磁盘故障数、磁盘总读取、磁盘总写入、互联主机数、Ping 延迟、Ping 丢包等）

能以折线图展示。 

1.2.8 IDC（机房）监控 

IDC 机房监控主要围绕机房动力环境（动力配电、场地安全、场地环境等）、机柜

容量、PDU 使用情况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监控，以及机房设备资产管理，实现 IT 基

础设施与机房动力环境一体化监控管理，从而使 IDC 机房以高质量、精细化运维

与运营。 

 

 

 

 

 

 

 

 

 

 

 

 

 

 

 

1.2.9 APM 监控 

非侵入式的应用监控，支持标准应用、数据库、中间件、网站、Web 服务等， 并可自

定义应用内部监测指标，借助直观的视图，轻松洞悉复杂 IT 环境中的各组件之间

的关系，快速定位故障根源。系统提供了业务建模工具，可以构建业务拓扑，以此构建

业务健康指标体系，从业务的性能与可用性和业务的威胁维度计算业务的健康度。用户

可以对业务进行可用性分析，查看业务监控事件和业务告警，用户可以对业务拓扑进

行钻取，分析构成业务的每个资产的运行详情。 



 

 

微梦云 APM 内置监控对象如下： 

➢ 中间件监控：Redis、WebLogic、WebSphere、Tomcat、Nginx 等； 

➢ 数据库监控：Mysql、SQL Server、Oracle、Sybase、DB2、MongoDB 等； 

➢ 标准应用监控：Apache、IIS、Exchange、Postfix、AD 域控等； 

➢ 自定义监控：支持用户通过脚本、第三方接口等方式监控自定义应用。 

1.2.10 U 位监控 

通过为设备分配的电子标签，结合智能 U 位装置，实时检测上报设备所在的

机柜和 U 位，发现位置异常自动报警。实现了 U 位与设备关系的精确化管理， 避免

因位置不准确而导致的资产丢失、运营事故。 

1.2.11 拓扑监控 

自动生成网络拓扑，智能发现网络回环、多链路，可自行过滤、选择、拖拽生成

所需的拓扑结构，同时可在网络拓扑图上显示相关设备、网络连接的静态信息和动态

指标，如有异常，也可直接在拓扑图上显示并进行告警通知。 

1.2.12 配置监控 

支持监测网络设备配置的变更情况，如有变更则通知相关运维人员；同时支持安

全配置基线核查管理，通过对目标系统展开合规安全检查，找出不符合的项并选择实

施安全措施来控制安全风险。 

1.2.13 大屏监控 

将监控数据、指标以 2/3D 图、表、动画等形式在大屏幕上直观的显示出来， 



方便运维人员实时查看设备（系统）状态，满足精细化业务需求。大屏显示提供个

性化定制服务。 

1.2.14 自定义监控项 

自定义监控支持自定义监控项和自定义布局展示。采用全自定义方式实现对设

备动态信息、状态信息、静态信息进行采集、格式化、存储、展示。自定义使用户可轻

松扩容监控指标，实现对设备的全覆盖监控。自定义监控项支持通过 S NMP、脚本、

第三方上传等方式进行自定义监控数据采集。 

图-自定义监控项 
 

 

 

1.2.15 告警管理 

图-自定义布局展示 

告警依赖于监控提供的数据信息，统一监控平台实现告警信息的分级、过滤、阈值定

义，并提供集中统一的界面，对实时、预警、历史告警信息进行展示和管理。 

功能包含：告警信息、告警级别、告警显示、告警过滤、告警策略、告警阈值。 



4.2.12.1 告警管理架构 

数据模板是指对象监控采集项来源，定时（可自定义采集间隔）采集监控对

象的具体监控指标。数据模板匹配模板化告警规则，实现对告警的级别、类型、

通知人员、恢复机制、阶梯等不同维度的展示。 

支持通过短信、邮件、微信、钉钉、系统等方式进行告警通知。 

4.2.12.2 告警信息 

告警信息分为实时告警信息和历史告警信息； 

实时告警信息包括：告警源、告警类型、告警级别、告警内容、告警原因、

告警发生时间； 

历史告警信息包括：告警源、告警类型、告警级别、告警内容、告警原因、

告警发生时间、告警结束时间、告警确认时间、告警确认人。 

4.2.12.3 告警级别 

1、告警级别默认为三级，分为普通、一般、严重，可自定义； 

2、根据告警级别设置不同显示颜色，方便运维人员通过颜色就能一眼识别

出告警的级别，使运维人员快速找告警级别高的事件，从而提升故障解决效率； 

3、用户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特点进行自定义告警级别。 

4.2.12.4 告警显示 

1、告警以列表方式展现，根据告警级别显示不同颜色； 

2、可以根据告警级别排序； 



3、告警信息根据权限过滤； 

4、告警显示页面定时自动刷新； 

5、有新告警信息时，页面可以发出告警声音； 

6、显示告警的详细信息和告警通知情况。 

4.2.12.5 告警过滤 

1、支持告警过滤功能，可根据用户设定的显示过滤条件，有选择地显示当

前告警事件； 

2、支持正则表达式的告警信息过滤功能，并根据需要保存成告警类别； 

3、过滤条件包括告警源、告警级别、告警类型、告警状态、告警内容等组合

（逻辑与、逻辑或等）来设定；可对日常设备维护期内出现的大量告警事件进行过滤。 

4.2.12.6 告警收敛 

告警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警报太多，造成“告警风暴”，运维人员将会不断的

接受到告警通知，相当于“狼来了”的形式，收件人会对收到的这些告警信息感到麻木，

还会造成关键的告警被淹没，对运维人员造成了困扰，也给排查问题带了不小的难度。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根据定义好的一系列收敛规则（支持设置收敛频率、收敛

上限、收敛时间等），对告警进行归类压缩、分析或直接丢弃，将同类告警聚合，当

报警发出后，则停止重复发送由此告警引发的其它告警，从而降低误报率， 减少报警信息，

避免“告警风暴”的发生。 

4.2.12.7 告警策略 

告警监测到的所有事件应形成告警记录，并按照预先设置的告警策略通知运维

人员处理。 

1、具备短信、邮件、系统、微信、钉钉等告警通知方式，告警方式可灵活

组合，告警策略可设置有效时间； 

2、支持告警动作模式灵活组合功能，实现不同时段执行不同的告警策略； 

3、具备告警策略延时功能，告警如在延时判断期内恢复，系统只形成告警

记录，不执行告警动作策略； 



4、支持告警确认功能，用户可手工进行告警确认，同时记录手动确认者的

身份、确认时间等； 

5、提供机制保存和积累处理告警的专家建议，并形成知识库。 

4.2.12.8 告警阈值 

告警阈值设置支持手工告警阈值设置和系统智能阈值自动设置。 

 手工设置告警阈值 

对于告警规则设置，提供性能阈值规则的维护界面。另外，系统提供的告警内容

能比较全面地描述该性能数据超出阈值的情况，方便分析、排除故障。监测阈值规则

的设置具备以下功能： 

1、能针对不同告警级别、监测对象的性能指标，定义不同的阈值； 

2、设置监测阈值时可以设置为：范围之内、范围之外、变化大于、变化小

于等阈值策略。 

3、支持批量修改阈值，无数量限制； 

4、监测轮询采集数据间隔最小 15 秒； 

 智能阈值 

基本动态学习的智能阈值告警，可降低告警错报率，及时预判潜在的问题， 

如有发现异常自动告警，并通过短信、微信、邮件、钉钉多种方式通知到相关人员。 

智能阈值处理流程图如下所示： 
 



1.2.16 部分界面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