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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册说明 

1.1. 关于手册 

本手册介绍如何安装、配置和使用 Paramon 应用运行特征收集器（Application Runtime Characterization Collector）。 

本手册的各章节内容之间有相关性，建议读者按章节顺序依次阅读。 

 

1.2. 排版约定 

符号 描述 

# 超级用户（root）提示符 

% 普通用户提示符 

ABCD 输入的 Linux 命令或命令输出 

ABCD e-mail 地址、URL、文件名、文件扩展名、目录、选项、程序名等 

 

1.3. 名词解释 

管理节点 集群中的某一个节点，通常也被称作 “控制台（console）” 、“前端节点（Frontend Node）”等，

所有的集群管理软件都安装在此节点上，负责管理整个集群，通常一个集群中只设置一个管理节

点。 

计算节点 集群中的某一个或者多个节点，专用于计算。 

登录节点 集群中的某一个或者多个节点，用于提供用户登录服务。 

存储节点 集群中的某一个或者多个节点，用于提供网络文件系统，通常也被称作“IO 节点”。 

存储系统 集群中的主要存储部件，通常指容量较大的独立磁盘阵列，挂接在 IO 节点上。 

管理网络 集群中的一套百兆或者千兆以太网，连接集群中所有的节点，用于传输管理控制信息。 

计算网络 通常为一套高速网络，如万兆以太网，Myrinet2000 或者 InfiniBand 网络，连接所有的计算节点，

用于计算节点间传输大量的数据信息。 

基础架构 指机柜、电源箱、布线系统等硬件设备。 

外部网络 指用户所在单位或部门的局域网，也可以是 Internet，集群可以通过登录节点或者控制台连接到外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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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相关文档 

文档名称 描述 

《Paratune 用户手册》 介绍如何安装和使用 Paratune 应用运行特征分析器 

《ParaPerf 手册》 介绍如何安装和使用 ParaPerf 应用性能机器学习分析系统 

 

1.5. 信息反馈 

如果您对本文档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请发送邮件至 service@paratera.com 

 

mailto:service@parat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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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ramon 简介 

Paramon 应用运行特征收集器（Application Runtime Characterization Collector），通过实时监控集群管理/登录节

点、计算节点、IO 节点等服务器的处理器、内存、网络和存储性能数据，提供集群系统中应用软件随时间变化

的运行特征。 

 

HPC 集群用户在采购新系统时需要专业的方案设计支持，需要 Paramon 这种能够准确描述用户应用在计算机硬

件上运行特征的描述语言和分析工具。 

 

HPC 集群用户关注自身应用的运行情况，希望应用可以高效运行，需要 Paramon 这种信息全面、响应速度快的

集群应用监控系统，以辅助了解当前系统各种软硬件的使用情况。 

 

Paramon 可以实时分析应用程序的运行性能瓶颈，通过对各种行业应用特征的捕捉和专家系统设定，Paramon 可

以在行业应用运行发生性能问题时及时发出报警，并给出优化建议辅助用户优化软硬件系统以提高整体系统的

利用率。 

 

Paramon 在监控整体集群系统性能状态的同时，将性能数据保存为 para 应用性能特征文件，实时保存应用运行

现场，供离线性能分析使用。 

2.1. Paramon 产品工作原理介绍 

Paramon 为分布式架构，分为前台系统和后台系统，后台系统又分为服务器端程序和采集端程序。为保障系统

具有良好的性能，前后台采用 C/S 架构实现，采集和显示的最小时间间隔可达到 1 秒。Paramon 具有非常强的

扩展性，可部署在上千节点的超大规模集群环境中。 

 

Paramon 前台系统可以部署在任意节点的不同操作系统环境中，包括各种 Linux 发行版本和 Windows。后台系

统服务器端程序只支持 Linux 操作系统环境，通常部署在管理节点上，当节点为 Linux 操作系统环境时，前台

系统和后台系统服务器端程序可以合并。Paramon 软件后台采集端程序支持 Linux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环境，

通常部署在所有要采集数据的节点上。单套集群的 Paramon 部署环境如图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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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单套集群中的 Paramon 部署示例 

 

Paramon 也可以部署在多套集群环境中，设置多个服务器端程序（如：服务器端程序 A、服务器端程序 B），将

各个集群所收集的数据汇总至服务器端程序 C，再由服务器端程序 C 提交至前台系统，如图 2.1-2 所示。 

 

图 2.1-2 多套集群中的 Paramon 部署示例 

前台系统 

后台系统 

生成 para 文件（可通过 Paratune 和其它数据挖掘工具分析） 

Paramon 

采集端程序 

Paramon 

服务器端程序 

Paramon 

服务器端程序 C 

Paramon 

服务器端程序 A 

Paramon 

服务器端程序 B 

生成 para 文件（可通过 Paratune 和其它数据挖掘工具分析） 

 
前台系统 

后台系统 

Paramon 

采集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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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aramon 支持的操作系统 

Paramon 支持所有主流的 Linux 系统和 Windows 系统，目前 Paramon 所支持的操作系统如表格 2.2-1 所示。 

操作系统 旗舰版 

RHEL4-x86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RHEL4-x86_64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RHEL5-x86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RHEL5-x86_64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RHEL6-x86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RHEL6-x86_64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RHEL7-x86_64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CentOS4-x86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CentOS4-x86_64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CentOS5-x86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CentOS5-x86_64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CentOS6-x86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CentOS6-x86_64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CentOS7-x86_64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SLES10-x86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SLES10-x86_64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SLES11-x86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SLES11-x86_64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Fedora14-x86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Fedora14-x86_64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Ubuntu10-x86_64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Windows Server … 前台/后台采集端 

WindowsXP-x86 前台/后台采集端 

WindowsXP-x86_64 前台/后台采集端 

Windows7-x86 前台/后台采集端 

Windows7-x86_64 前台/后台采集端 

Windows8.1-x86 前台/后台采集端 

Windows8.1-x86_64 前台/后台采集端 

Windows10-x86 前台/后台采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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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10-x86_64 前台/后台采集端 

AIX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PowerLinux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龙芯 Linux 发行版 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后台采集端 

表格 2.2-1 Paramon 兼容的操作系统 

 

Paramon 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并且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定制。如果用户使用的操作系统是自己定制的 Linux

版本或者其他 Linux 发行版本，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并行科技”）可以根据用户的具体环境快

速开发出相对应的 Paramon 版本。 

 

2.3. Paramon 支持的硬件平台 

Paramon 支持 x86 和 x86_64 硬件平台，同时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定制开发针对 ia64、ppc、ppc64、s390 和

s390x 硬件平台的版本（要求是 Linux 操作系统）。 

 

Paramon 各版本中提供的 CPU 微架构数据，例如 CPI、Gflops、内存带宽、向量化等等，需要 CPU 硬件的支

持，目前 Paramon 支持显示 CPU 微架构数据的 CPU 型号如下： 

 Intel Xeon Processor E7 Family 

 Intel Xeon Processor E5 Family 

 Intel Xeon Processor 7500 series 

 Intel Xeon Processor 6500 series 

 Intel Xeon Processor 5600 series 

 Intel Xeon Processor 5500 series 

 Intel Xeon Processor 3600 series 

 Intel Xeon Processor 3500 series 

 Intel Xeon Processor 3400 series 

 Intel Core i7 Processors 

 Intel Core i5 Processors 

 Intel Core i3 Processors 

 

 

2.4. Paramon 可采集的应用运行特征 

Paramon 可采集的应用运行特征与产品的许可证类型有关，具体情况可见表格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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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类 
 

应用运行特征 

   
 

   

八项基本

数据 

 

 

 

 

CPU 系统级数据 

CPU (all)%：CPU 总利用率 

CPU(sywa)%：CPU (sy)% + CPU (wa)%= 

内核态占 CPU 时间百分比+等待 IO 请求占

CPU 时间百分比 

内存系统级数据 Memory%：内存利用率 

SWAP%：SWAP 利用率 

以太网 

网络系统级数据 

Net Send：以太网网络发送速率 

Net Recv：以太网网络接收速率 

本地磁盘 

系统级数据 

Disk Read：本地磁盘读速率 

Disk Write：本地磁盘写速率 

 

微架构 

数据 

(可以是

CPU 整体

的微架

构，也可

以具体到

CPU 中每

一个核的

微架构) 

 

Real Perf(或 flops):实时每秒浮点运算次数 

Peak Perf(或 top_flops) :每秒浮点运算次数的峰值 

Real/Peak：CPU 浮点有效计算率 

X87%: X87 指令集执行比率 

VEC%:代码向量化比率 

AVX%: 256 位 AVX(Advanced Vector Extensions) 指令集执行比率 

CPI：每指令执行的周期 (cycles per instruction) 

LLCM%(或 llcmiss)：最后一级缓存未命中（Last Level Cache MISS）的

比率 

IOPS 数据分析 

PCIe 流量分析 

GIPS (或 ips)：每秒执行指令 (Instructions per second) 总数 

MemRW: 内存读写速率 

以太网网

卡传输微      

架构  

net_in: 每块 Ethernet 网卡的接收速率 

net_out: 每块 Ethernet 网卡的发送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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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 

 

 

 

 

 

 

InfiniBand 高速网络传

输数据（可以精确到

每一块 InfiniBand 网

卡） 

InfiniBand Send (或 infiniband_xmt)： 

InfiniBand 网络发送速率 

InfiniBand Recv (或 infiniband_rcv)： 

InfiniBand 网络接收速率 

OPA 网络 OPA 网络发送速率 

OPA 网络接收速率 

 

IO 统计数据 

tps: 磁盘的每秒钟 I/O 传输总量 

await: 磁盘读或写操作等待执行的时间 

util%：磁盘的设备使用率 

NFS 文件系统数据 NFS Send：NFS 文件系统发送速率 

NFS Recv：NFS 文件系统接收速率 

GPU 数据（可具体到

GPU 每个核） 

GPU%：NVIDIA CUDA GPU 利用率 

MIC 数据 MIC%：Intel XeonMIC 协处理器利用率 

MIC VPU：MIC 协处理器的 VPU 指标 

能耗数据 Power：电源功率 

进程管理数据 节点对应 CPU 每个核上运行的进程信息 

作业管理数据 节点作业运行信息 

表格 2.4-1 Paramon 可采集的应用运行特征与产品许可证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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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配置安装 Paramon  

Paramon 安装配置主要分为自动和手动两种方式，具体特点如表格 3-1 所示。 

安装方式 需要的用户权限 是否可安装 Paramon 旗舰版 

自动安装 root 是 

手动安装 root 是 

表格 3-1 Paramon 的不同安装方式 

 

自动安装的优点： 

面向大多数用户，Paramon 的自动安装更为简单方便，同时自动完成后台相关文件的配置，用户只需一台装有

Windows 或 Linux 系统的前台节点，就可以自动生成针对这个集群的“.pmon”集群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只需生

成一次，之后即可手动复制到所有此集群的 Paramon 前台节点中（Linux 系统或 Windows 系统）使用。 

 

手动安装的优点：  

面向高级用户，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Paramon 的工作机理，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定制化的安装，可以避免自

动安装时因防火墙、SSH 信任等问题导致的个别节点安装失败，当自动安装出现问题时手动安装可以快速解决。  

 

注意： 

1. 目前自动安装工具整合在 Windows 版和 Linux 版的 Paramon 前台安装包中，因此暂时没有适用于 Mac 系

统前台节点的自动安装工具。 

 

2.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安装方式，本章将首先介绍 Paramon 的自动安装，若用户希望

更深入地了解 Paramon 的工作机理，用户可以跳过本章直接阅读下一章 4 手动配置安装 Paramon 

 

3.1. 批量部署 Paramon 

在使用自动安装功能前，需要先对集群进行如下配置： 

1. 后台服务器端编写好“/etc/hosts”文件，其中要加入集群中所有节点的节点名及相应 IP 地址； 

2. 设置好后台服务器端节点与后台采集端节点之间的 SSH 信任，将后台服务器端生成的 RSA 公钥分发至各后

台采集端节点，并做好相应配置； 

3. 关闭后台服务器及后台采集端节点的防火墙或确保 22、10011、10012、10089、10091、10093、10095、10803

这八个端口可通信； 

4. 确保每台将要安装 Paramon 后台的节点都处于开机状态，并且后台服务器端节点与后台采集端节点网络畅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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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安装前需要注意的事项： 

1. 目前自动安装工具只针对单一集群，用户可以在单一集群的基础上修改配置文件手动添加集群（参见 7.3 

监控多套集群）。 

 

2. 对于 Windows 后台采集端及 Ubuntu 后台服务器/采集端目前暂时不支持自动安装功能，自动安装要求节

点使用 RPM 软件包管理器的 Linux 发行版。 

 

3. 对于 Windows 7 以及更高版本的系统，C 盘可能涉及管理员权限问题，可能影响“.pmon”集群配置文件的生

成，自动安装中建议用户修改本地工作空间目录至其它盘符下。 

 

下面开始 Paramon 的自动安装： 

 

第一步，打开 Paramon 前台软件，自动弹出如图 3.1-1 所示的 Paramon 启动对话框（或在 Paramon 软件的主窗

口中选择“文件”菜单下的“连接”选项，同样可以打开该对话框），在对话框菜单中单击“部署”按钮（如果

使用的语言为英文，请选择“Deploy”按钮），部署 Paramon 到集群； 

 

图 3.1-1“部署 Paramon”窗口 

 

第二步， 根据运行 Paramon 的机器与要安装的集群拓扑关系选择内网部署或外网部署如图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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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选择部署模式”窗口 

 

第三步，选择是否立即注册 OITS 在线运维服务，如图 3.1-3 所示（本文以外网部署为例）。 

 
图 3.1-3“选择是否立即注册 OITS 在线运维服务”窗口 

 

第四步，输入并验证安装必须节点（跳转节点，管理节点，数据转发节点）的登陆信息，（本文以即刻部署在

线运维为例），如图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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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输入并验证安装必须节点的登陆信息”窗口 

 

注意： 

 1. 跳转节点只有在外网部署情况下才需要，数据转发节点只有在即刻部署在线运维模式才才需要。 

 2. 外网部署时需要先验证跳转节点 

 3. 跳转节点用户名可以是普通用户，但是数据转发节点和管理节点必须是 root 用户（数据转发节点和管

理节点需要安装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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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在 Paramon 快速安装工具的界面（如图 3.1-5 所示）里，右侧“安装”列表表示本次将要安装 Paramon

的节点，其中后台服务器端节点名及其 IP 地址灰色加粗显示，左侧“可用的”列表表示本次暂不安装的节点，

用户可以通过两个列表之间的四个按钮决定本次需要安装 Paramon 的节点； 

 

图 3.1-5 选择需要安装 Paramon 后台的节点的窗口 

 

用户根据具体情况修改如下选项： 

1. 安装包路径：Paramon 的安装包在 Paramon_Administrator_Edition 文件夹下，默认情况下，Paramon 快速安

装工具会自动识别当前安装包对应版本的路径。 

 

2. 集群名：默认格式为 C<MACaddr> 其中： 

 C    ： Cluster 的首字母 

 <MACaddr>  ： 头节点 MAC 地址的最后 6 位，默认自动识别生成 

 

3. 集群配置文件名：集群配置文件<NODELIST>.pmon，默认格式为C<MACaddr>-<NUM>N_<TIME>.pmon， 

pmon 文件的命名会根据设定的集群名而改变，其他参数自动设定，如果用户希望查看，可在工作目录下找

到，其中： 

 C    ： Cluster 的首字母 

 <MACaddr>  ： 头节点 MAC 地址的最后 6 位，默认自动识别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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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   ： 集群中的节点总数 

 TIME   ： 集群配置文件的生成时间（月日时分） 

 

集群配置文件名<NODELIST>在 Parafile、Procfile、Jobfile 的命名规则中非常关键（具体请参阅 6.3 记录文

件）。由于自动部署的集群的<NODELIST>往往包含更为丰富的信息，上述文件名较为复杂。用户可根据实

际情况重命名集群名，从而间接改变<NODELIST>，也可使用默认的命名方式。 

 

4. 本地工作空间路径：“.pmon”集群配置文件所在目录，Windows 版本默认为“C:/ PARATERA/Paramon”，Linux

版本默认为“/etc/paratera”，用户可根据自己的磁盘大小等实际情况自行修改。 

 

用户将需要安装 Paramon 后台的节点选入右侧的“安装”选框中，其中后台服务器端节点为加粗显示，其余节

点为后台采集端。单击“安装”按钮，开始自动安装过程，主要有四个步骤： 

(1) 识别节点的操作系统类型； 

(2) 上传安装包到节点的“/tmp/paratera”目录下； 

(3) 配置环境变量 PARAMON_SERVER_IP； 

(4) 执行“rpm –ivh paramon*.rpm”命令进行安装。 

 

 

图 3.1-6 自动部署 Paramon 成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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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提示说明： 

安装过程中和安装完成后节点状态栏出现的五种状态的说明： 

      等待安装 

   正在安装 Paramon 

       安装 Paramon 成功 

     安装 Paramon 成功，但是有警告信息 

       安装失败，导致失败的原因请参考下面的注意 

 

如果安装失败时请注意： 

自动安装过程中若节点出现安装失败的状态，用户可通过备注大致判断失败原因，如下是常见的安装失败原因： 

 访问被拒绝，需要配置 SSH 信任连接：服务器端与客户端 SSH 配置有误或者客户端防火墙未关等等。 

 连接远程节点失败：节点未开机，或者 Paramon 服务器端 hosts 文件内容有误等等。 

 未支持的操作系统：您的 Paramon 快速安装工具安装了暂时不支持安装的操作系统。 

 

3.2. 批量更新集群 Paramon 

Paramon 针对已经安装好的集群提供更新集群功能，该功能在启动 Paramon 之后处于不可用状态，在选择连接

一套集群之后该功能处于可用状态，点击更新当前集群选项，会弹出连接到管理节点窗口如图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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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更新当前集群功能连接头管理节点窗口 

 

输入密码点击连接之后，会切换到节点选择界面如图 3.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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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更新节点选择列表 

 

自动更新功能会自动识别已经安装 Paramon 版本，（需要节点处于启动状态，并且需要启动 paramon 后台）。

未安装和已经安装 Paramon 但是指向其他服务器端的 Paramon 后台客户端会被识别成未安装 Paramon，在更

新过程中会被使用所选的版本重新安装，识别到已经安装 Paramon 的后台客户端会被保留配置并升级到所选

定的版本。点击安装按钮会开始升级操作，更新完成后如图 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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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更新 Paramon 节点成功窗口 

 

注意： 

 1. 连接到管理节点窗口，IP 地址默认为当前集群的管理节点 IP，该功能需要 root 权限。 

 2. 该功能只支持从 Paramon V5.4.0 及以上版本升级到 Paramon V7.1.0 及以上版本，其他版本请选择部署

Paramon 功能。 

 3. 该功能只支持在集群内部更新，不支持在集群外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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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手动配置安装 Paramon 

对于高级用户，Paramon 的手动安装过程很简单，安装文件为“.rpm”、“.deb”和“.zip”这三种格式，用户选

择手动安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 Paramon 的工作机理，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进行定制化的安装，各个版本的具

体安装步骤请参考下面各节。 

 

Paramon 的安装文件以二进制代码形式提供，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提供不同的安装包。在安装文件名中会有相

对应的操作系统后缀，例如： 

 paramon-cluster-8.0.0-XX.el6.x86_64.rpm 

其中“el6.x86_64”指的是针对“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 - x86_64”的版本。各个操作系统后缀和所对应

操作系统的列表请参考表格 4-1：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后缀 

Red Hat Enterpise Linux 4 - x86  .el4.i386 

Red Hat Enterpise Linux 4 - x86_64  .el4.x86_64 

Red Hat Enterpise Linux 5 - x86  .el5.i386 

Red Hat Enterpise Linux 5 - x86_64  .el5.x86_64 

Red Hat Enterpise Linux 6 - x86  .el6.i686 

Red Hat Enterpise Linux 6 - x86_64  .el6.x86_64 

Red Hat Enterpise Linux 7 - x86_64  .el7.x86_64 

CentOS 4 - x86  .centos4.i386 

CentOS 4 - x86_64  .centos4.x86_64 

CentOS 5 - x86  .centos5.i386 

CentOS 5 - x86_64  .centos5.x86_64 

CentOS 6 - x86  .centos6.i386 

CentOS 6 - x86_64  .centos6.x86_64 

CentOS 67- x86_64  .centos7.x86_64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 x86  .sles10.i586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 x86_64  .sles10.x86_64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 x86  .sles11.i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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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1 - x86_64  .sles11.x86_64 

Fedora 14 - x86  .fc14.i686 

Fedora 14 - x86_64  .fc14.x86_64 

Ubuntu 10 - amd64 ubuntu_amd64 

Windows - x86  .win 

表格 4-1 Paramon 安装文件中操作系统后缀列表 

 

4.1. 安装 Paramon 前准备 

Paramon 旗舰版的安装步骤类似，在安装之前都需要先对集群中所有节点进行角色定义，把它们划分为三种角

色，分别是： 

 Paramon 前台（简称“前台”），即要运行 Paramon 图形窗口界面的节点，一个集群中可以指定一个或

多个前台； 

 Paramon 后台服务器端（简称“后台服务器端”），即负责汇总数据的节点，一个集群中一般指定一个

后台服务器端，通常选择管理节点作为后台服务器端； 

 Paramon 后台采集端（简称“后台采集端”），即集群中所有要采集数据的节点，例如所有计算节点、

IO 节点等。 

 

注意：在 Linux 操作系统上安装 Paramon 旗舰版需要“root”用户权限。 

 

4.2. 准备软件安装包 

Paramon 旗舰版的安装文件针对 Linux 系统和 Windows 系统提供 3 种不同的软件包： 

 针对使用 RPM（Redhat Package Manager）软件包管理器的 Linux 系统（Redhat, Fedora, openSUSE 以及

CentOS 等发行版）的旗舰版中将“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和“后台采集端”的安装包合并为同一

个安装文件，是一个 rpm 软件包。例如： 

- paramon-mgr-ult-8.0.0-XX.el6.x86_64.rpm 

 针对使用 DPKG（Debian Package）软件包管理器的 Linux 系统（主要是 Ubuntu 等发行版）的旗舰版

中将“前台”、“后台服务器端”和“后台采集端”的安装包合并为同一个安装文件，是一个 deb 软件

包。例如： 

- paramon-mgr-ult-8.0.0-XXubuntu_amd64.deb 

 针对 Windows 系统的是一个.zip 格式的压缩文件（只包括“前台”可执行程序，“前台”配置文件和

“后台采集端”安装文件）。例如： 

- paramon-mgr-ult-8.0.0-XX.win.zip 

上面所列软件包中的数字部分“8.0.0-XX”是 Paramon 的“数字版本号（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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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on 旗舰版支持异构环境，即一个集群里可以有不同版本的 Linux 操作系统，不同硬件平台的服务器，只

要是 Paramon 支持的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都可以配置到同一个 Paramon 前台窗口界面中。 

 

需要特别注意： 

1. 请安装与操作系统相匹配的安装包文件。 

4.3. 后台服务器端 

在选定的“后台服务器”上安装“服务器端安装包”，一个集群中一般指定一个后台服务器，通常选择管理节

点作为后台服务器。 

 

4.3.1. 初次安装 

若节点的 Linux 发行版使用 RPM 软件包管理器，可直接使用 rpm 命令安装，例如： 

# rpm –ivh paramon-mgr-ult-8.0.0-XX.el6.x86_64.rpm 

 

若节点的 Linux 发行版使用 DPKG 软件包管理器，可直接使用 dpkg 命令安装，例如： 

# dpkg –i paramon-mgr-ult-8.0.0-XXubuntu_amd64.deb 

 

然后修改三个配置文件： 

 /etc/paratera/psvr.conf 

 /etc/paratera/psvr_exbasic.conf 

 /etc/paratera/psvr_job.conf 

将其中的缺省 IP 地址“127.0.0.1”修改为“后台服务器”具体的 IP 地址，然后重新启动 Paramon 后台服务： 

# service paramon-mgr restart 

 

4.3.2. 从旧版本升级 

升级前需注意的事项： 

 升级软件会覆盖原来的配置文件，建议升级前先备份原来的 psvr 相关的配置文件（如 psvr.conf、

psvr_exbasic.conf、psvr_job.conf 等），留作参考用。 

 卸载旧的的安装包； 

 安装新的安装包； 

 然后修改三个配置文件： 

 /etc/paratera/psvr.conf 

 /etc/paratera/psvr_exbasic.conf 

 /etc/paratera/psvr_job.conf 

 将其中的缺省 IP 地址“127.0.0.1”修改为“后台服务器”具体的 IP 地址，然后重新启动 Paramon 后台服

务： 

# service paramon-mgr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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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后台采集端 

4.4.1. Linux 版 

在选定的所有“后台采集端”机器上安装 Paramon 的对应 Linux 版本的 rpm 安装包或 deb 安装包。 

 

4.4.1.1. 初次安装 

若节点的 Linux 发行版使用 RPM 软件包管理器，可直接使用 rpm 命令安装，例如： 

# rpm –ivh paramon-mgr-ult-8.0.0-XX.el6.x86_64.rpm 

 

若节点的 Linux 发行版使用 DPKG 软件包管理器，可直接使用 dpkg 命令安装，例如： 

# dpkg –i paramon-mgr-ult-8.0.0-XXubuntu_amd64.deb 

 

然后修改三个配置文件： 

 /etc/paratera/pcnt.conf 

 /etc/paratera/pcnt_exbasic.conf 

 /etc/paratera/pcnt_job.conf 

将其中的缺省 IP 地址“127.0.0.1”修改为“后台服务器”那台机器的 IP 地址，然后重启 Paramon 后台服务：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注意： 

如果安装“后台服务器端”的节点同时也作为“后台采集端”，则同样需要修改 pcnt.conf 配置文件并重新启

动 paramon-cnt 服务。 

 

4.4.1.2. 从旧版本升级 

升级前需注意的事项： 

 升级软件会覆盖原来的配置文件，建议升级前先备份原来的 pcnt 相关的配置文件（如 pcnt.conf、

pcnt_exbasic.conf、pcnt_job.conf 等），留作参考用。 

 

 卸载旧的的安装包； 

 安装新的安装包； 

 

 然后修改三个配置文件： 

 /etc/paratera/pcnt.conf 

 /etc/paratera/pcnt_exbasic.conf 

 /etc/paratera/pcnt_job.conf 

 将其中的缺省 IP 地址“127.0.0.1”修改为“后台服务器”那台机器的 IP 地址，然后重新启动 Paramon 后台

服务：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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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Windows 版 

在选定的所有“后台采集端”机器上安装由 zip 文件解压出来的 paramon-cnt.msi 文件。 

 

4.4.2.1. 初次安装 

第一步，双击 paramon-cnt.msi 安装包开始软件的安装，在弹出图 4.4.2-1 所示的对话框中，单击“Next”按钮； 

 

图 4.4.2-1 安装 Windows 版“后台采集端” 

 

第二步，此时会出现软件许可协议，阅读后若同意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协议，请您勾选“I accept the 

terms in the License Agreement”，并单击“Next”按钮； 



 

  24                                                                                           Paramon 用户手册 

 

图 4.4.2-2 License Agreement 

 

第三步，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Paramon 后台采集端的安装目录，确认无误后单击“Next”按钮； 

 

图 4.4.2-3 修改 Paramon 后台采集端安装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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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在准备安装界面中，点击“Install”按钮即可快速安装完成 Paramon 后台采集端； 

 

图 4.4.2-4 开始安装 Paramon 后台采集端 

 

第五步，根据对话框提示完成“Paramon 后台采集端”的安装，当出现图 4.4.2-5 界面标志着您已安装成功

了，可点击“Finish”按钮来确认安装完成并退出安装程序； 

 

图 4.4.2-5 Paramon 后台采集端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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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安装完成后，需修改安装目录下的配置文件 pcnt.conf，将其中的缺省 IP 地址“10.20.20.1”修改为

“后台服务器”的 IP 地址，然后双击安装目录下的 autoRun 批处理文件，将“后台采集端”设置为开机自动

启动。 

 

4.4.2.2. 从旧版本升级 

从旧版本升级前，需先将之前安装的“Paramon 后台采集端”卸载，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双击新版本的 paramon-cnt.msi 安装包文件，在弹出的图 4.4.2-6 对话框中，单击“Next”按钮； 

 

图 4.4.2-6 卸载 Windows 版“后台采集端” 

 

第二步，当出现图 4.4.2-7 对话框之后单击选择“Remove”按钮，就可以进入 paramon-cnt 的卸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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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7 卸载“Remove”选项 

 

第三步，在图 4.4.2-8 对话框页面中，点击“Remove”按钮后开始处理 paramon-cnt 旧版本的卸载； 

 

图 4.4.2-8 开始卸载旧版本 Paramon 后台采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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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当卸载完成时，会弹出图 4.4.2-9 对话框，在该对话框里点击“Finish”按钮来完成卸载并退出； 

 

图 4.4.2-9 卸载旧版本 Paramon 后台采集端成功 

在旧版本卸载完成后，重新双击新版本的 paramon-cnt.msi 安装包来安装“Paramon 后台采集端”（安装过程请

参考 4.4.2.1 初次安装）。 

 

4.5. 前台 

Paramon 前台支持 Linux 和 Windows 两类操作系统，针对 Linux 操作系统的安装文件为 rpm 包或 deb 包，针对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安装文件为 zip 格式的压缩包，下面依次介绍。 

 

4.5.1. Linux 平台 

在选定的“前台”服务器上安装 Paramon 安装包，一个集群中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前台”，如果指定了多个

“前台”，那在每个“前台”上的安装步骤都是一样的。 

 

4.5.1.1. 初次安装 

若节点的 Linux 发行版使用 RPM 软件包管理器，可直接使用 rpm 命令安装，例如： 

# rpm –ivh paramon-mgr-ult-8.0.0-XX.el6.x86_64.rpm 

 

若节点的 Linux 发行版使用 DPKG 软件包管理器，可直接使用 dpkg 命令安装，例如： 

# dpkg –i paramon-mgr-ult-8.0.0-XXubuntu_amd64.deb 

然后修改文件扩展名为“.pmon”的集群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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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c/paratera/nodelist.pmon 

 

Paramon 对此配置文件格式要求严格，缺省内容如下： 

#@127.0.0.1 

#!CLUSTER:1 

 

#$PARATERA = mgr:2 io:2 compute:8 

#*ALIAS PARATERA = ParateraAlias 

#&mgr =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io = io1 io2 

#&compute = compute1 compute2 compute[3-8] 

 

需要根据具体集群的信息来配置，下面依次说明这个配置文件中各行的意义和修改方法： 

第一行指定“后台服务器”的 IP 地址，如果“前台”和“后台服务器”是同一台机器，那么这一行不用修

改。 

 

第二行指定集群的数量，如果只配置一套集群，那么这一行不用改动，如果要配置多套集群，请把数字“1”

修改为具体的集群数目，更多信息参考 7 高级配置。 

 

第三行空行保持不变。 

 

第四行指定集群中的节点类型和节点数量，以“：”分隔某类节点的类型与数量，不同类别节点间以空格隔

开，缺省配置中列出了三类节点，分别是： 

 mgr:2   // 两个管理节点 

 io:2   // 两个 IO节点 

 compute:8  // 八个计算节点 

 

请根据具体集群的情况修改节点类型和数量，如果某类节点数量为 0，则不用列出这类节点，比如一个集群中

有一个管理节点和 4 个计算节点，没有单独设置 IO 节点，那么这一行配置如下： 

#$PARATERA = mgr:1 compute:4 

 

第五行指定集群名和集群别名，格式为：#*ALIAS 集群名 = 集群别名。 

 

第六行至第八行分别对应第四行中所列的各类节点，指定具体的节点名（hostname）。以第六行为例，关键字

“#&io”表示这一行是 io 节点的节点名列表，“io1 io2”是具体每个计算节点的节点名。 

 

另外各类节点的节点名（hostname）还支持数字通配形式表示。以第 7 行为例，关键字“#&compute”表示

这一行是计算节点的节点名列表，“compute[3-8]”是指“compute3”到“compute8”6 个节点的节点名。

在使用数字通配形式表示节点名时需要注意下面几点： 

 使用数字通配形式表示的节点名可以和普通节点名混用，二者之间必须用空格符号隔开，不能用任何

其他字符； 

 使用数字通配形式表示的节点名数字通配部分数字位数必须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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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一套集群有一个管理节点和 4 个计算节点，管理节点同时作为“前台”和“后台服务器”，管理节

点的“/etc/hosts”文件内容如下： 

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172.16.1.1        c0101.local    c0101 

172.16.1.2        c0102.local    c0102 

172.16.1.3        c0103.local    c0103 

172.16.1.4        c0104.local    c0104 

192.168.1.121    console.paratera 

 

那么这套集群的“.pmon”文件应当配置为： 

#@127.0.0.1 

#!CLUSTER:1 

 

#$PARATERA = mgr:1 compute:4 

#*ALIAS PARATERA = ParateraAlias 

#&mgr = console.paratera 

#&compute = c[0101-0104].local 

配置好“.pmon”文件之后就可以运行 Paramon 了。 

 

4.5.1.2. 从旧版本升级 

升级前需注意的事项： 

 升级软件会覆盖原有的配置文件，建议升级前先备份原来的 pcnt 相关的配置文件（如 pcnt.conf、

pcnt_exbasic.conf、pcnt_job.conf 等）、原来的 psvr 相关的配置文件（如 psvr.conf、psvr_exbasic.conf、

psvr_job.conf 等）和原来的“.pmon”集群配置文件（/etc/paratera/nodelist.pmon），升级完成之后把备

份的配置文件恢复即可，不用重新配置。 

 

 卸载旧的版本 

 

 安装新的版本 

 

 然后修改一个“.pmon”集群配置文件，具体配置方法和步骤请参考 4.5.1.1 初次安装部分： 

 /etc/paratera/nodelist.pmon 

 

4.5.2. Windows 平台 

针对 Windows 版的 Paramon 安装文件是一个.zip 格式的压缩文件，解压缩之后可以看到其中主要有 Paramon

的可执行程序文件 paramon-admin.exe、集群配置文件 nodelist.pmon、“后台采集端”的安装文件 paramon-

cnt.msi 等等。将这些文件拷贝到您想要存放 Paramon 的目录，例如桌面上的“Paramon”目录下（需要手动创

建该目录），确保这些文件位于同一个目录中，然后需要修改 nodelist.pmon 配置文件，修改方法与 Linux 平台

相同，请参考 4.5.1.1 初次安装章节。 

修改好 nodelist.pmon 文件之后即可直接双击 paramon-admin.exe 可执行文件启动 Paramon 前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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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和配置证书 

Paramon 软件的证书授权分为节点锁定证书和浮动证书两类。用户在购买了 Paramon 软件之后会收到由并行科

技发出的预授权证书，用户可以使用预授权证书安装和验证 Paramon 软件功能是否正常，同时按照并行科技的

要求将具体硬件信息发送给并行科技，随后并行科技会提供给用户正式证书授权，只有在安装正式软件证书授

权之后 Paramon 软件才能正常使用。 

 

5.1. 使用预授权证书运行软件 

用户在购买了 Paramon 软件之后，并行科技会根据用户所购买的软件版本提供预授权的软件证书文件（文件名

后缀为“.lic”），用于测试 Paramon 软件的安装是否正常。在使用预授权证书文件验证 Paramon 软件之前，请按

照“4 手动配置安装 Paramon”一章所介绍的步骤进行安装。 

Paramon 旗舰版的前台和后台需要分别配置证书文件。并行科技将针对前台和后台提供两个证书文件，请首先

配置后台。 

 

5.1.1. 后台 

Paramon 所有后台采集端节点都需要配置证书，后台服务器端节点不需要。 

 

将后台的预授权软件证书文件重命名为“paramon-cnt.lic”，然后拷贝到所有后台采集端节点的

“/etc/paratera/lic/”目录下。 

 

最后在所有后台采集端节点上重新启动 Paramon 后台采集端服务：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5.1.2. 前台 

对于 Paramon 前台，将前台的预授权软件证书文件“ paramon-mon.lic”拷贝到节点中，例如

“/etc/paratera/lic/”目录下，然后在命令行启动 Paramon： 

# paramon-admin 

 

Paramon 软件会自动检查证书设置并以 basic 模式启动，点击”帮助”，选择“注册…”将会弹出如图 5.1.2-1 所

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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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1 指定证书文件 

 

选择锁定证书方式且选择之前拷贝好的预授权证书文件“/etc/paratera/lic/paramon-mon.lic”，然

后点击“确定”，如果证书验证成功，Paramon 软件主窗口标题栏会显示“Paramon 应用运行特征收集器-旗舰

版”字样；如果证书验证失败，就会弹出小窗口，提示“无效的证书”。请参考 5.2 获取正式证书并激活软件

一节。 

 

5.2. 获取正式证书并激活软件 

用户在使用预授权证书验证了 Paramon 软件之后，需要将具体的硬件信息发送给并行科技，以获取正式证书授

权。获得正式证书之后，需要将预授权证书替换并激活 Paramon 软件。Paramon 软件的证书分为节点锁定的证

书和浮动证书，下面将分别介绍。 

 

5.2.1. 提交证书申请文件 

购买了正版 Paramon 软件的用户会收到一个软件工具“keyrequest”，用于生成证书申请文件。Paramon 软件的

证书将与计算机硬件绑定，请在安装了 Paramon 软件的机器上运行“keyrequest”。 

 

“keyrequest”是一个交互式的软件，请您根据所购买的 Paramon 软件产品在交互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版本。 

 

运行“keyrequest”时请注意下面几点： 

 购买了 Paramon 的用户，需要分别申请前台和后台的证书； 

 申请 Paramon 前台证书请在安装了前台的节点上运行“keyrequest”； 

 对于 Paramon 的前台，如果购买了多个前台，需要在每个安装了前台的节点上运行“keyrequest”； 

 对于 Paramon 的后台，需要为所有安装了后台采集端软件的节点申请证书； 

 如果购买的是浮动证书，需要在集群中所有节点上运行“keyrequest”（包括后台服务器端节点）； 

 

“keyrequest”运行结束后会生成相应的“.lic”文件，请将这些“.lic”文件发送给并行科技，并行科技在收到

这些证书申请后会提供给用户正式证书授权文件（正式证书）。 

5.2.2. 安装节点锁定证书并激活软件 

节点锁定的证书只允许 Paramon 软件在被授权的那一台机器上运行。当收到由并行科技发来的正式证书文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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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请按照下面的步骤来激活软件。 

 

对于 Paramon 软件的前台，将正式证书文件重命名为“ paramon-mon.lic”，然后将它拷贝到

“/etc/paratera/lic/”目录，覆盖之前安装的预授权证书文件。如果购买了多个前台，需要依次将每个前

台所对应的正式证书文件重命名并且拷贝到相应前台节点的“/etc/paratera/lic/”目录，覆盖之前安装

的预授权证书文件。拷贝完成后运行 Paramon，激活软件： 

# paramon-admin 

 

对于 Paramon 旗舰版的后台，每一个后台采集端节点会有自己的正式证书文件，需要依次将这些正式证书文件

拷贝到对应后台采集端节点，然后将正式证书文件重命名为“ paramon-cnt.lic”，并拷贝到

“/etc/paratera/lic/”目录，覆盖之前安装的预授权证书文件。 

 

拷贝完成后重新启动后台采集端服务，激活软件：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5.2.3. 安装浮动证书并激活软件 

浮动证书允许选择一台机器作为“证书服务器”，负责管理所有节点和软件的证书。对于购买了 Paramon 软件浮

动证书的用户，除了收到并行科技发来的正式证书文件以外，还会收到一个“证书服务器”软件，请按照下面

的步骤来配置和激活软件。 

 

5.2.3.1. 安装证书服务器 

在选定的“证书服务器”节点上安装“证书服务器”软件： 

 对于 Paramon 旗舰版，请选择后台服务器端节点作为“证书服务器”。 

 

“证书服务器”软件是一个可执行程序，目前只支持 Linux 操作系统，将以一个压缩包的形式提供。收到并行科

技发来的“证书服务器”软件后请将其解压缩，解压缩后的可执行文件名为“paralic-server”，将这个可

执行文件拷贝到“/usr/bin”目录。 

 

然后把所有需要由这个“证书服务器”管理的 Paramon 软件正式证书文件拷贝到“/etc/paratera/lic/”

目录，注意不需要重新命名这些正式证书文件。 

 

之后在命令行启动“证书服务器”完成初始化并开始监听服务请求： 

# paralic-server & 

注意： 

1. 对于 RHEL 或者 CentOS 这一类的 Linux 操作系统，可以将“paralic-server &”添加到文件

“/etc/rc.local”的末尾，让系统启动后自动启动“证书服务器”而不需要人工干预。 

2. “证书服务器”使用端口 10088 来监听所有服务请求，如果集群节点间配置了防火墙，请确保 10088 号端

口的通讯不被屏蔽。 

5.2.3.2. 激活 Paramon 软件前台 

假设“证书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 172.16.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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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启动 Paramon： 

# paramon-admin 

 

然后选择”帮助”菜单下的“注册...”选项，会显示如下对话框，选择“浮动证书”的单选按钮。在“证书服务

器 IP”文本框中输入“172.16.1.100”，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激活，如图 5.2.3-1 所示。 

 

图 5.2.3-1 注册“浮动证书”窗口 

 

最后在所有后台采集端节点上重新启动 Paramon 后台采集端服务，完成激活：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5.2.3.3. 激活 Paramon 软件后台 

假设“证书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 172.16.1.100，要使用浮动证书激活 Paramon 软件后台，需要在所有安装 Paramon

后台的节点在后台启动脚本/etc/init.d/paramon-cnt 中添加环境变量： 

export PARA_LICENSE_SERVER=10088@172.16.1.100 

 

最后在所有后台采集端节点上重新启动 Paramon 后台采集端服务，完成激活：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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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和使用 Paramon 

Paramon 的界面设计简洁，安装好之后的缺省配置适用于大多数情况，同时也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各

种自定义设置。下面将依次介绍如何使用和配置 Paramon，使用 Windows 系统作为演示，与 Linux 系统不同的

部分会单独标注。 

6.1. 旗舰版 

Paramon 旗舰版的“前台”允许 root 用户和普通用户运行，“后台服务器端”与“后台采集端”只允许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 

 

6.1.1. 配置前台 

Paramon 旗舰版的前台有多个配置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集群配置文件“/etc/paratera/nodelist.pmon”。关

于“.pmon”的手动配置，请参考 4.5.1.1 初次安装章节；如果使用自动配置安装 Paramon 生成的“.pmon”文

件可直接使用无需配置。 

 

6.1.2. 窗口界面 

Windows 下可直接双击“Paramon.exe”直接运行，Linux 下打开终端，在命令行上输入“paramon”命令并执

行即可启动 Paramon 前台窗口界面，如果是第一次启动 Paramon 则会弹出选择工作路径窗口，如图 6.1.2-1 所

示。 

 
图 6.1.2-1 Paramon 工作路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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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当勾选“将当前路径当做默认的工作路径”后下次启动 Paramon 不会在弹出这个窗口； 

（2） 如果用户选择默认路径后想重新设置，请在 Paramon 主页面的偏好设定中修改，详细操作请参阅

6.1.4.5.1.偏好设置…。 

 

选择工作路径后，进入 Paramon 主界面，如图 6.1.2-2 所示。 

 

图 6.1.2-2 Paramon 旗舰版启动界面 

 

Paramon 前台窗口启动后需要“连接”到相应的“.pmon”集群配置文件。主要分两种情况： 

1. 如果用户是首次连接至某个“.pmon”集群配置文件，应点击“文件”菜单，选择“打开”选项，之后在

正确的路径下选择目标集群配置文件即可。 

2. 如果用户先前已加载过此“.pmon”集群配置文件，可以点击“文件”菜单，选择“连接”选项（快捷键

“Alt+C”），在弹出图 6.1.2-3 窗口中显示的是之前已连接过的“.pmon”集群配置文件的快捷方式列表，

点击相应的快捷方式即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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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3 连接至已有的“.pmon”集群配置文件 

 

开启 Paramon 后台服务器及客户端，在前台“连接”成功后就可以看到整个集群中所有应用的运行特征和节

点状态了，如图 6.1.2-4 是一个含有 47 个节点的集群实时运行状态： 

 

图 6.1.2-4 Paramon 旗舰版运行状态 

 

Paramon 前台支持显示 1000 节点以上（含）规模。 

Paramon 提供了分页显示功能：集群节点太多时，用户可以选择将节点分页显示，用户设置每页最多显示的节

点数（默认每页最大显示 100 个节点）后，Paramon 将根据节点 CPU 的使用情况将所有节点进行分页显示，

占用 CPU 资源较多的节点会优先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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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5 分页显示节点 

 

说明：在查看“异常节点”和“作业信息”时，将会显示所有相关节点，不进行分页操作。 

 

6.1.3. 单体窗口介绍 

Paramon 旗舰版的窗口界面中包括很多的“单体窗口”，每一个单体窗口对应一台节点。这些单体窗口的界

面，均显示对应服务器的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磁盘读写速率、网络收发速率等系统级数据信息和 CPU

微架构数据信息。单体窗口分“实时窗口”和“历史数据窗口”两种显示方式，Paramon 中默认显示方式为

“实时窗口”，当有 GPU 数据时，中间部位默认显示 GPU 数据，没有 GPU 数据时，中间显示 CPU 数据，可

以通过（G/g）切换为显示 GPU 数据模式，通过（C/c）切换为显示 CPU 数据模式。 

图 6.1.3-1 是对一个“实时单体窗口”（中间是 CPU 数据）中各项指标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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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1 Paramon “实时单体窗口”说明 

这些指标中有的是百分率，有的是绝对数值，下面是对这些指标的说明： 

 内存使用率：内存使用的百分比，上限为 100% 

 内存读速率和内存写速率：统称“内存带宽”，上限为 100GB/s 

 SWAP 实时使用率：SWAP 分区的实时使用百分比，上限为 100% 

 SWAP 使用率：SWAP 分区使用的百分比，上限为 100% 

 CPU ALL 使用率：CPU 总利用率所占的百分比，上限为 100% 

 CPU SYWA 使用率：内核态占 CPU 时间百分比+等待 IO 请求占 CPU 时间百分比，上限为 100% 

 CPU 有效计算比例：Gflops 占峰值的比例，上限为 100% 

 磁盘读/写速率：读写磁盘的速率，上限为 100MB/s 

 网络文件系统（NFS）接收/发送速率：网络文件系统的读写速度，上限为 100MB/s 

 网络接收/发送速率：网络的收发速度，上限为 120MB/s 

 IB 接收/发送速率：InfiniBand 网络的收发速度，上限为 1500MB/s 

 

“实时单体窗口”通过颜色块的面积方式显示监测数据的瞬时值，如果想观察一段时间内的历史数据，可以按

下“W/w”快捷键，将“实时单体窗口”转换为“历史数据单体窗口”。历史数据单体窗口右侧记录了一段时间

内各项指标随时间变化的波动曲线，默认显示 6 项指标（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网络发送速率、网络接收

速率、磁盘读速率、磁盘写速率），历史数据单体窗口左侧显示 CPU 使用率的瞬时值。 

  

CPU ALL 

使用率 CPUSYWA 

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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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2 是对一个“实时单体窗口”（中间是 GPU 数据）中 GPU 各项指标的说明： 

 

图 6.1.3-2 Paramon “实时单体窗口”GPU 显示 

 

 GPU：最上面的为 GPU 的整体使用率，上限为 100%；下面的表示单个 GPU 的利用率 

 GMem：GPU 和内存之间的交换数据 

 MUse：显存的使用率，上限为 100% 

 Temp：GPU 的实时温度 

 Power：GPU 的实时功率 

 

当一个节点有 GPU 数据时，启动后默认显示 GPU 数据，可以通过（C/c）键切换为显示 CPU 模式，通过

（G/g）键切换为显示 GPU 模式。Paramon 支持 Fermi、Kepler、Maxwell、Pascal、Volta 系列 GPU，要求驱动

cuda8 以上，一块单体窗口上最多可以同时对 8 块 GPU 进行监控，效果如图 6.1.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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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2 Paramon “实时单体窗口”多 GPU 显示 

 

 

 

图 6.1.3-4 是对一个“历史数据单体窗口”中各项指标的一个说明： 

 

图 6.1.3-4 Paramon“历史数据单体窗口”说明 

 

CPU 使用

率瞬时值 

网络发送速

率曲线 

磁盘读速

率曲线 

CPU 使用

率曲线 

磁盘写速

率曲线 

内存使用

率曲线 

网络接收

速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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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熟悉前台窗口界面 

Paramon 前台的窗口界面中提供了很多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定制窗口界面。 

图 6.1.4-1 为 Paramon 菜单结构图，其中一级菜单、二级菜单、标签页及选项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矩形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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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on

主页面

查看（V）

View

文件（F）

File

管理（M）

Manage

采集（C）

Collection

工具（T）

Tools

帮助（H）

Help

部署Paramon（D）
Develop Paramon

更新当前集群（U）
Update Current Cluster

连接（C）
Connect

打开（O）
Open

关闭
Close

保存截图（S）
Save Snapshot

退出（X）
Exit

系统信息（S）
System Info

作业信息（J）
Job Info

进程信息（P）
Process Info

显示异常节点
Show Abnormal Nodes

汇总信息窗口（O）
Overview Window

管理员看板（A）
Admin Panel

事件窗口（E）
Events  Window

设置显示界面布局(S)
Set Layout

全屏
Full Screen

工具栏（T）
Tool Bar

图例（L）
Legend

集群登录（L）
Cluster Login

头结点终端（T）
Headnode TTY

批量重启（R）
Batch Reboot

批量关机（S）
Batch Shutdown

批处理命令（C）
Batch Command

保存Parafile
Save Parafile

自定义保存Parafile©
Custom Save Parafile

自动保存Parafile
Auto Save Parafile

自动保存Jobfile
Auto Save Jobfile

自动保存设置
Auto Save Setting

偏好设置…（P）
Preference...

IPMI设置
IPMI Setting

并行云（C）
ParaCloud

诊断（D）
Diagnose

注册…（R）
Regist...

注册在线IT服务（O）
OITS Regist

访问在线IT网址（W）
OITS Website

检查更新（U）
Check Update

关于…（A）
About...

集群状态（S）
Cluster Status

选项
Options

个性化收集量度数据
Customize Data Metrics

自动保存Parafile文件设置
Auto Save Parafile Setting

自动保存Jobfile文件设置
Auto Save Jobfile Setting

常规
General

设置
Settings

显示
Display

高级
Advanced

报警设置
Alarm Setting

函数信息
Function Info

并行特征指数（I）
Para Index

 

图 6.1.4-1 Paramon 菜单结构图（中英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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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Paramon 前台并且“连接”到某个节点列表之后，会看到缺省的 Paramon 界面，如图 6.1.4-2 所示。 

 

图 6.1.4-2 Paramon 旗舰版界面 

 

在窗口的左上角菜单栏中有六个菜单，分别是“文件”、“查看”、“管理”、“采集”、“工具”、“帮助”，下面会

对每个主菜单进行介绍。 

 

在菜单栏的下一行是工具栏，这一行可以快速查看 Paramon 常用操作快捷键的使用情况，也可快速的点击使

用与取消（通过勾选“查看”菜单下的“工具栏”选项可隐藏）；工具栏的下一行是集群名称列表（上图中只

有一个集群 PARATERA），窗口中间是主显示区，在它的右侧是并行科技特征指数窗口，窗口最下方是图例（可

以通过快捷键“L/l”来隐藏）。 

 

6.1.4.1. “文件”菜单 

“文件”菜单中有七个选项，如图 6.1.4-3 所示。 

 

图 6.1.4-3“文件”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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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1.1. 部署 Paramon 

“部署 Paramon”选项用于在 Windows 版或 Linux 前台自动安装 Paramon 后台，部署时为“内网部署”和“外

网部署”，用户可根据自己集群的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部署环境；在选择部署环境之后需要选择“即刻部署在

线运维”与“稍后部署在线运维”，用户选择是否需要在线运维服务后按照提示部署 Paramon。具体功能请参

阅 3.1 批量部署 Paramon。 

 

6.1.4.1.2. 更新当前集群 

“更新当前集群”选项用于更新当前集群的 Paramon 后台，用户按照提示即可完成集群的批量更新，具体功能

请参阅 3.2 批量更新集群 Paramon。 

 

6.1.4.1.3. 连接 

“连接”选项用于 Paramon 前台连接至已有的“.pmon”集群配置文件，在连接到节点列表之后会变成不可用

状态（具体用法请参阅 6.1.2 窗口界面）。用户可以利用“连接”后弹出的窗口整理查看已连接过的“.pmon”

集群配置文件，其中列表显示的都是已连接过的“.pmon”文件的快捷方式（如图 6.1.4-4 所示）。如果想操作

某个快捷方式，只需要鼠标点击“管理”按钮，在弹出的的图 6.1.4-5 所示的窗口中，可对 pmon 文件进行管

理，比如删除某快捷方式，点“删除”即可；重命名某快捷方式，双击集群名即可；编辑 pmon 文件，点击

“编辑”即可。 

 

图 6.1.4-4 “连接”后弹出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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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5 “管理”窗口 

 

注意： 

对管理窗口操作仅仅是删除或重命名“快捷方式”而已，真正的“.pmon”集群配置文件并不会改变。 

 

6.1.4.1.4. 打开 

“打开”选项用于首次连接至某个“.pmon”集群配置文件。 

 

注意： 

如果将“.pmon”集群配置文件重命名，也需要重新打开。 

 

6.1.4.1.5. 关闭 

“关闭”选项点击后将会关闭当前集群，这个功能主要作用是在不关闭 Paramon 的前提下，可以自由的切换

集群。 

 

6.1.4.1.6. 保存截图 

“保存截图”选项将会把当前 Paramon 窗口做一个屏幕截图，保存为“png”格式的图像文件，该图像文件将

被存放在运行 Paramon 时用户所在目录。 

 

注意： 

保存截图时会在图例栏位置提示图片保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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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1.7. 退出 

“退出”选项用于退出 Paramon 前台界面，结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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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  “查看”菜单 

“查看”菜单中包括 12 项功能，如图 6.1.4-6 所示。 

 

图 6.1.4-6“查看”菜单 

 

6.1.4.2.1. 监控 

“监控”用于控制是否显示节点监控窗口，用户也可以通过快捷键“M”来使用这个功能，缺省为显示。 

 

6.1.4.2.2. 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用于显示集群中节点的系统信息，打开后如图 6.1.4-7 所示，是当前集群的统计方式显示的系统

信息，用户可通过“详情”按钮进行“统计/详情”界面的切换； 

 

切换后详情界面如图 6.1.4-8 所示，在默认情况下选中的为“ALL”，点击“查看”按钮即可显示全部节点的系统

信息，如图 6.1.4-8 所示。 

 

在详情页面中，当选中单个节点的名称时，可查看当前节点的系统信息。系统信息包括 Uptime、OS、Kernel、

Paramon、CPU、Memory、GPU、Network、IB、NFS、Disk、MIC、System Devices 十三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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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7 查看“统计”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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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8 查看“详情”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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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3. 作业信息 

“作业信息”选项用于控制是否显示作业信息窗口，缺省为不显示，该选项也可以通过快捷键“Alt+J/j”来切换

显示与否（相关信息请参考 7.10 监控作业调度系统信息）： 

 

图 6.1.4-9“作业信息”窗口 

 

在“集群”部分中有一个按集群分页的标签表格，在每一个标签中显示该集群正在运行的作业信息（作业号、

作业名、用户名、节点数量、进程名、5 分钟性能、并行特征指数、性能差异）。 

 

在“显示设置”部分可设置性能报警阀值。 

 

  作业信息窗口将作业性能差异低于报警阀值的作业用红色字体标出，做为报警显示。在作业信息窗口中双击

某一个作业之后会在信息分析窗口右侧的作业性能数据窗口中显示具体的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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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10“作业性能数据”窗口 

 

具备机器学习功能，能够自动学习历史作业运行情况，设置作业性能差值范围，当前运行中的作业超出性

能异常范围通过红色报警提醒。 

作业性能数据窗口，会将该作业的实时性能，1 分钟，5 分钟，15 分钟，作业运行整体的平均性能能和基

准性能进行对比，将性能低于基准性能 x%(默认为 5%，可通过性能阈值进行调整)的行标为红色用做报警。同

时，还会将性能数据中的每一项指标分别和基准性能对应的指标作对比，对于相差高于阈值 x%(默认为 5%，

可通过性能阈值进行调整)指标用向上的绿箭头标出，对于相差低于阈值 x%(默认为 5%，可通过性能阈值进行

调整)指标用项下的红箭头标出。 

 “重新训练”按钮可以清楚当前应用的基准性能。“智能训练”按钮可以根据以往该应用运行的结果计算

出更精确的基准性能。 

点击作业性能数据窗口下方的“异常节点”按钮，会显示出该应用所在各个节点的性能指标。如下图所

示： 

 

图 6.1.4-11“异常节点”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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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节点窗口将该应用所运行节点的性能指标按从低到高显示在窗口中，选择中位数节点的性能指标做为

对比基准。将性能差异高与基准 x%（默认为 5%，可通过性能阈值进行调整)的节点标为绿色表示性能优异，

将性能差异低于基准 x%（默认为 5%，可通过性能阈值进行调整)的节点表位红色表示性能预警。 

 

 

6.1.4.2.4. 进程信息 

“进程信息”选项用于显示所有节点的重要进程使用情况，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修改显示节点的数

目、显示进程的数目，对于拥有管理权限的用户可以对进程进行管理。 

 

图 6.1.4-12 “进程信息”窗口 

 

 “刷新”按钮：实时刷新进程信息。 

 “节点列表”按钮： 显示当前正常使用的节点列表，用户可自定义需要显示进程的节点，用户可以通

过两个列表之间的四个按钮决定本次需要显示 Paramon 节点的进程，如图 6.1.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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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13 “节点列表”窗口 

 

 下拉列表框、输入框与“搜索”按钮：搜索功能支持按照 User、Host、Command 三种条件通过下拉列

表框的选择进行搜索，输入框中输入待搜索的关键字并且支持模糊查找，点击“搜索”按钮，可在进

程信息表中查看搜索的结果。  

 “最大显示进程数目”输入框： 默认为 100，用户可根据需要来设定显示的数目。 

 “选择全部”按钮： 当用户点击该按钮，则进程列表中的全部进程均会被选中。 

 “导出”按钮： 将显示的进程列表导出至 Excel。 

 “结束进程”按钮：支持一键杀除异常进程，用户需要登录节点后才可以使用该功能，具体登陆相关

操作请参阅 6.1.4.3.1 集群登录，需要注意的是，在 Windows 下会弹出如图 6.1.4-14 所示的窗口，在

Linux 下使用终端提示登录；登陆成功后会弹出如图 6.1.4-15 所示的窗口，核对无误后点击“确定”按

钮完成“结束进程”操作。 

 

图 6.1.4-14 Windows 下“登录”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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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15“结束进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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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5. 函数信息 

“函数信息”选项用于函数采集并显示，能实时采集每个应用程序进程的函数级数据，列出每个函数占用

CPU 时间比例，分析定位热点函数。如图 6.1.4-16 所示，相关信息请参考 7.17 配置与使用函数功能。 

 

图 6.1.4-16“函数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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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6. 显示异常节点 

“显示异常节点”选项是将当前集群中的存有异常的节点在 Paramon 的主窗口中显示出来，显示正常的节点

会被隐藏掉，可以很直观的看到那些节点存在异常，这个功能可以配合事件窗口一起使用。如图 6.1.4-17 为打

开显示异常节点选项后的 Paramon 主页面。 

 

图 6.1.4-17“显示异常节点”效果图 

 

Paramon 将对异常节点分类显示，当鼠标移动到异常节点上方时，会在节点的右侧显示详情信息：包括节点异

常的时间、原因，并给出相应的解决异常的建议。 

 

6.1.4.2.7. 汇总信息窗口 

“汇总信息窗口”选项控制是否显示集群性能汇总信息窗口，缺省为不显示。当打开这个选项时，汇总信息窗

口将会出现在 Paramon 主窗口上方，这些汇总信息包括：集群总功耗 Power、集群实时 Gflops、总 CPU 利用率、

总内存利用率、总 GPU 利用率、磁盘速度、IB 速度、Net 速度、集群中正在运行作业的节点所占百分比、集群

中正常开机的节点所占百分比等，如图 6.1.4-18 所示。 

 

 

图 6.1.4-18“汇总信息窗口”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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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8. 管理员看板 

 

“管理员看板”是为管理员提供的用于监控集群运行状态的功能，缺省为不显示。管理员看板界面如下图： 

 

图 6.1.4-19“管理员看板”界面 

 

管理员看板分两部分功能： 

（1） 集群历史数据查询： 可以通过管理员看板的图表查看过去一段时间内集群平均 CPU，内存，网络读写

速度等数据，最多可以查看过去 24 小时的历史数据。 

 曲线图的绘制过程，曲线图的绘制分为 3 个阶段： 

① 在连接 pmon 文件获取到数据后的大约半小时内，曲线图自左向右绘制，显示半小时内的历史数

据； 

② 曲线图绘制到最右侧以后（大约半小时），会将这半小时内的数据整理缩减，显示在坐标图左端，

然后经过大约 24 小时，曲线图会重新绘制到坐标最右端； 

③ 之后，曲线图和 X 轴（时间轴）会向左端移动，始终保留最近 24 小时内的历史数据。 

 曲线图的显示控制：可以通过右击鼠标弹出的快捷菜单或者单击 Paramon 软件最底下的状态栏来控制

是否显示某一项数据。 

 

（2） 查看报警事件：管理员看板提供实时报警功能。 

 报警的设置和显示：当前提供包括温度、AVX、Await、Gflops、DiskUsage、Swap、异常离线在内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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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报警事件，可以通过单击上图每个报警事件最右端的设置按钮设置每个事件的报警阈值，若是某一

时刻正在监测的某项数据的值超过了报警阈值，指示灯会变成红色报警。 

 查看报警相关节点：在管理员看板单击某一项报警事件后，节点监控窗口会自动过滤并显示此项报警

事件相关的节点，再次单击此项报警或者单击“全部显示”，节点监控窗口会重新显示全部节点。如下

图所示： 

 

   图 6.1.4-20 查看报警相关节点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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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9. 事件窗口 

“事件窗口”选项控制是否显示报警信息窗口，缺省为不显示。当打开这个选项时，报警信息窗口将会出现在

Paramon 主窗口下方，所有的报警事件将会被记录在这个窗口里，如图 6.1.4-21 所示。 

 

图 6.1.4-21“报警事件”界面 

 

通过单击“管理员看板”中的事件按钮，还可以对“事件窗口”进行过滤筛选操作，如下图所示： 

 

 

图 6.1.4-22 过滤报警事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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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2.10. 并行特征指数 

“并行特征指数”显示常见应用性能的信息，如图 6.1.4-23 所示。 

 

图 6.1.4-23“并行特征指数”窗口 

 

6.1.4.2.11. 设置显示界面布局 

“设置显示界面布局”用于调整 Paramon 窗口界面的布局（详细设置请参考 7.1 自定义 Paramon 的前台窗口布

局），会弹出图 6.1.4-24 所示的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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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24“设置显示界面布局”窗口 

 

6.1.4.2.12. 全屏 

“全屏”将把 Paramon 窗口切换到全屏幕显示，也可以通过快捷键“F11”来实现。若想退出全屏，可以再次

按快捷键“F11”。 

 

6.1.4.2.13. 工具栏 

“工具栏”选项用于控制是否在 Paramon 主窗口上方显示工具栏，缺省为显示。如下图： 

 

图 6.1.4-25 工具栏界面 

 

 

对工具栏每个图标详细介绍如下： 

 

: 显示监控窗口 

 

：显示历史信息 

 

：显示进程信息 

 

：显示节点性能指标详细信息 

 

：显示节点名称 

 

：显示作业号 

 

：显示系统信息 

 

：显示作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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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进程信息 

 

：显示函数信息 

 

：显示异常节点 

 

：显示汇总信息 

 

：显示事件窗口 

 

：显示并行特征指数 

 

：屏幕截图 

 

：显示图例 

 

：显示菜单栏 

 

：运行并行云桌面 

 

 

 

 

6.1.4.2.14. 图例 

“图例”选项用于控制是否在 Paramon 主窗口底部显示图例，缺省为显示，该选项也可以通过快捷键“L/l”

来操作。 

 

6.1.4.3. “管理”菜单 

 

“用户”菜单在 Windows 系统和 Linux 系统下稍有不同，Linux 中没有集群登录的登陆框，使用的是终端命令行

的方式，因此本节将以 Windows 系统作为介绍。在 Windows 下有五个选项，如图 6.1.4-26 所示。 

 

图 6.1.4-26“管理”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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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3.1. 集群登录 

集群登录是对集群的高级管理权限的验证，用户只有通过输入正确用户名和密码才可以对集群的中的节点进行

高级操作，比如结束进程（具体用法请参阅 6.1.4.2.4 进程信息）、本章的批量重启、批量关机关机、批处理命令

（具体用法请参阅 6.1.5.1 常用功能）等，如图 6.1.4-27 所示。 

 

图 6.1.4-27“登录”窗口 

 

注意： 

必须输入头节点的用户名和密码，并且注意登录用户的权限，普通用户只可以进行符合自己权限的操作，如果

希望拥有更高级的权限，请使用 root 用户登录。 

 

6.1.4.3.2. 头节点终端 

 “头节点终端”会登录到头节点，如果用户在 Windows 系统下使用这个功能，会打开一个 Putty 终端（如图

6.1.4-28 所示）；如果用户在 Linux 系统下使用这个功能，会打开一个 xterm 终端（如图 6.1.4-29 所示），用户可

以直接在这个终端里对该节点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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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28 头节点终端登录远程节点后弹出的 Putty 终端 

 

图 6.1.4-29 头节点终端登录远程节点后弹出的 xterm 终端 

注意： 

使用本功能请先确保在 Linux 系统前台已安装 xterm 终端，Windows 系统中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软件

会自带 Putty 工具，请用户不要随意删除工作目录下相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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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3.3. 批量重启 

点击“批量重启”功能后，在 Windows 下会弹出集群登陆的窗口，在 Linux 下终端中登陆，可批量重启节点。 

具体用法请参阅 6.1.5.1 常用功能。 

 

6.1.4.3.4. 批量关机 

点击“批量关机”功能后，在 Windows 下会弹出集群登陆的窗口，在 Linux 下终端中登陆，可批量关机节点。 

具体用法请参阅 6.1.5.1 常用功能。 

 

6.1.4.3.5. 批处理命令 

点击“批处理命令”功能后，在 Windows 下会弹出集群登陆的窗口，在 Linux 下终端中登陆，可批量处理命令。 

具体用法请参阅 6.1.5.1 常用功能。 

 

6.1.4.4. “采集”菜单 

“采集”菜单中有五个选项，如图 6.1.4-30 所示。 

 

图 6.1.4-30 “采集”菜单 

 

6.1.4.4.1. 保存 Parafile 

点击“保存 Parafile”后 Paramon 会按照保存 Parafile 的默认设置去保存 Para 文件，当再次点击“停止保存 

xxxxx”结束保存本次 Para 文件。 

 

6.1.4.4.2. 自定义保存 Parafile 

“自定义保存 Parafile”选项会弹出一个子窗口，用于修改“本次”保存 Para 文件的设定（“本次”文件的意

义，请参考 6.3 记录文件中的说明，具体性能指标说明请参考 7.4 记录所有性能数据），如图 6.1.4-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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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31“自定义保存 Parafile”选项 

6.1.4.4.3. 自动保存 Parafile 

“自动保存 Parafile”是一个可勾选的选项，当勾选后系统会在下一次启动 Paramon 打开 pmon 文件后自动启

动保存 Para 文件，取消勾选则不会自动保存 para 文件。 

 

注意：这个选项必须后必须重启 Paramon 前台客户端才会生效。 

 

6.1.4.4.4. 自动保存 Jobfile 

“自动保存 Jobfile”是一个可勾选的选项，当勾选后系统会在下一次启动 Paramon 打开 pmon 文件后自动启动

保存作业文件，取消勾选则不会自动保存作业文件。 

 

注意：这个选项必须后必须重启 Paramon 前台客户端才会生效。 

 

6.1.4.4.5. 自动保存设置 

“自动保存设置”选项是“自动保存 Parafile”和“和自动保存 Jobfile”的相关设置，如图 6.1.4-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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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32“自动保存设置”选项 

注意： 

这个选项必须后必须重启 Paramon 前台客户端才会生效。 

 

6.1.4.5. “工具”菜单 

“工具”菜单中有四个选项，如图 6.1.4-33 所示。 

 

图 6.1.4-33“工具”菜单 

 

6.1.4.5.1. 偏好设置 

1） “常规”标签用于设置软件当前显示的语言，如图 6.1.4-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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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34“常规”标签页 

  

常规设置可以对 Paramon 运行时的语言，运行的工作路径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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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标签页可以调整集群汇总信息窗口各项指标的上限以及单节点指标上限。此标签页还有一个

“HeartbeatSignal”选项，勾选此项后当节点宕机或后台无响应时可以保留最后时刻数据并记录时间。 

 
图 6.1.4-35 设置应用程序性能报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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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显示”标签页设置 Paramon 主窗口中各种图形和字体的显示效果，设置在集群性能汇总信息窗口中所显

示的信息种类，设置进程信息 CPU 最低利用率以及单节点设置。 

 
图 6.1.4-36 设置显示效果和汇总信息 

 

Paramon 主窗口中各种图形和字体的显示效果依赖于底层的硬件，如果运行 Paramon 前台的计算机的显卡配置

比较高端，可以在“图像质量”中选择“高”以获得最优的显示效果。但是如果机器的显卡比较低端，在“图

像质量”中选择“高”会导致 Paramon 窗口的响应速度变慢，如果集群节点数量很多，Paramon 窗口甚至会失

去响应。所以请根据具体的硬件配置选择相应的显示质量。 

 

“汇总信息窗口”选项下的“Power”，“Gflops”，“CPU”等选项可以修改是否在“汇总信息窗口”窗口中显示

对应的性能数据。 

 

“进程信息”选项下的“CPU 最低利用率%”选项可以修改显示进程信息时 CPU 利用率的过滤条件。 

 

Paramon 默认在所有节点上显示当前机器的详细性能数据，如图 6.1.4-37 所示。在按快捷键“V/v”关闭此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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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后，只有鼠标指针所在节点显示当前机器的详细性能数据。当鼠标指针移动至某一个单体窗口时，经过一段

时间的延时，单体窗口会自动放大以便于观察详细数据，如图 6.1.4-38 所示。在“启动节点背景是否设置成蓝

色”选项中，用户如果勾选，表示用蓝色作为启动节点的背景色，默认是黑色和不勾选；在“未启动的节点背

景颜色的设置”选项中，用户可通过点击后面的色块选择相应颜色后来更改未启动节点的背景色显示。用户可

以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设置“动画延时”的时长。由于 Paramon 默认显示节点名，单体窗口中的磁盘及 NFS

信息默认隐藏，用户若需要查看磁盘读写或 NFS 读写的实时信息，可按快捷键“H/h”隐藏节点名。 

 

图 6.1.4-37 所有节点显示详细性能数据信息 

 

图 6.1.4-38 鼠标指针所在节点显示详细性能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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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级”标签页中用户可以自定义单体窗口数据的刷新频率。Paramon 前台单体窗口默认每隔 1 秒刷新一

帧画面，用户增大刷新时间间隔有助于降低网络负载。修改此项后应重启 Paramon 前台使之生效。 

 
图 6.1.4-39 高级偏好设置 

 

5） “报警设置”标签页可以设置报警事件的阈值，当某个事件的当前值超过设定的阈值时，节点监控窗口和

“管理员看板”会给出报警提示，设置阈值的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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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40 阈值设置界面 

 

此外，还可以对“管理员看板”的报警选项的显示情况进行设置，取消勾选后，管理员看板将不显示对应的报警

选项，使用这个功能，管理员可以只显示自己关心的报警，设置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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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41 报警显示设置界面 

 

 

 

 

 

 

 

6.1.4.5.2. IPMI 设置 

“IPMI 设置”用于设置 KVM（JAVA iKVM Viewer）功能相关的一些参数： 

1）“IPMI”标签页可以设置 Java 程序的路径、IKVM Server 的端口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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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42 IPMI 设置窗口 

 

2）“KVM”标签页设置每个节点对应的 IPMI 的 IP、用户名和密码，如下图所示： 



 

Paramon 用户手册                                                                                         77 

 

图 6.1.4-43 KVM 设置窗口 

 

 

6.1.4.5.3. 并行云 

并行云桌面，直通全国各大超算，在统一桌面内完成数据上传与下载，图形化作业提交或 SSH 命令行交互、

作业状态监控、远程可视化前后处理。具有申请快、登录快、传输快、计算快及分析快的特点，保障科研和生

产成果及时产出，为您带来全新的计算服务体验。其特点有： 

 

 支持多种平台架构，满足不同用户需求 

 具有多个超算中心资源，保障业务永不停机 

 架设多条运营商网络专线，确保最优计算环境 

 采用图形化使用方式，实现一键式作业提交 

 提供最优化应用软件，降低机时成本 

 

其打开后的登录界面如图 6.1.4-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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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44 并行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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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5.4. 诊断---集群状态 

“诊断”菜单项下点击“集群状态”子菜单项会打开当前集群状态，如图 6.1.4-45 所示。 

 

图 6.1.4-45“集群状态“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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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6. “帮助”菜单 

“帮助”菜单中有五个选项，如图 6.1.4-46 所示。 

 

图 6.1.4-46“帮助”菜单 

 

6.1.4.6.1. 注册 

“注册…”注册 Paramon 软件证书选项（具体操作请参考 5 安装和配置证书），如图 6.1.4-47 所示。 

 

图 6.1.4-47“注册”窗口 

 

6.1.4.6.2. 注册在线运维服务 

“注册在线运维服务”点击后弹出注册在线运维网站。 

 

6.1.4.6.3. 访问在线运维网址 

“访问在线运维网址” 点击后弹出登陆在线运维网站。 

 

6.1.4.6.4. 检查更新 

“检查更新”点击后会检查 Paramon 前台是否存在更新版本。 

 

6.1.4.6.5. 关于 

“关于…”显示当前 Paramon 的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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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常用功能和快捷键设置 

6.1.5.1. 常用功能 

Paramon 非常易用，当鼠标移动到某个单体窗口之上时，该单体窗口会被自动放大，以便于用户查看和阅读该

节点的信息，此功能具体设置请参阅 6.1.4.5.1“偏好设置”中“显示”标签页的相关描述。 

 

Paramon 前台窗口支持鼠标右键菜单，在每个单体窗口上（无 GPU 信息时）点击鼠标右键： 

 

图 6.1.5-1 单体窗口上点击鼠标右键 

 

如图 6.1.5-1 可以看到六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清空 SWAP”允许用户手动清空 Swap 分区。将鼠标移动到第二

个选项“系统信息”位置时，将会显示该节点的系统信息，包括操作系统已经运行的相关状态、系统版本、内

核版本、Paramon 版本、CPU 信息和核数、内存信息、以太网卡信息和数量、InfiniBand 网卡信息和数量、NFS

网络文件系统信息、磁盘信息和系统中其他外接设备等，如图 6.1.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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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2 系统信息 

 

上图中的“Nx”字符串表示的是该设备的数量，例如 CPU 信息一行显示的“12x”则表示总共有 12 个 CPU

核，以太网卡一行显示的“2x”表示有两个这样的网卡设备。 

 

当有 GPU 数据时，右键菜单会多出 GPUInfo 项，如图 6.1.5-3 所示： 

 

图 6.1.5-3 窗体右键显示 GPU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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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M 控制台”选项用于启动 KVM 功能，KVM 全称“JAVA iKVM Viewer”，通过 KVM 可以实现对计算机集

群节点的远程登录管理，非常方便的实现远程排除故障、重装系统等操作。点击“KVM 控制台”选项后，会弹

出登录对话框： 

 

图 6.1.5-4 KVM 登录对话框 

登录 KVM 远程节点，需要输入 Ipmi Ip、用户名和密码，正确输入这些信息以后点击确定按钮，就可以打开

JAVA iKVM Viewer 程序，如下图： 

 

图 6.1.5-5 JAVA iKVM Viewer 界面 

剩下 3 个选项“重启”、“关机”、“批处理命令”为执行命令选项，在 Paramon 主窗口可以通过鼠标左键拉

框选择要执行的节点，也可以按下 Ctrl 点击左键选择节点，被选中节点由蓝色网格表示。点击“重启”、“关

机”、“批处理命令”3 个选项都会弹出处理命令窗口，如图 6.1.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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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6 处理命令窗口 

 

点击“重启”选项会在命令输入窗口显示“reboot”命令，点击“关机”选项会在命令输入窗口显示“poweroff”

命令，点击“批处理命令”选项会在命令输入窗口显示空，在“批处理命令”窗口中可以进一步选择执行命令

节点和修改要执行的命令。 

 

注意： 

执行“重启”、“关机”、“批处理命令”之前，用户需要登录（请参考）或者设置好节点的 ssh 信任连接。 

 

6.1.5.2. 快捷键列表 

在 Paramon 旗舰版的前台界面中设置了很多快捷键便于用户快速操作，这些快捷键的定义如表格 6.1.5-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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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键 作用 Paramon 旗舰版 

Alt+c 打开连接后台系统界面 Yes 

S 截图 Yes 

Alt+J/j 打开作业信息窗口 Yes 

Ctrl+[ 缩小单集群节点 Yes 

Ctrl+] 放大单集群节点 Yes 

Ctrl+Alt+[ 缩小所有集群 Yes 

Ctrl+Alt+] 放大所有集群 Yes 

Ctrl+Alt+鼠标滚轮 所有集群节点缩放 Yes 

Ctrl+鼠标滚轮 单集群节点缩放 Yes 

<F5> 刷新 Yes 

<F10> 切换隐藏菜单栏 Yes 

<F11> 切换全屏隐藏菜单栏 Yes 

H/h 切换显示节点名称 Yes 

J/j 切换显示作业信息 Yes 

L/l 切换显示图例 Yes 

P/p 切换显示进程信息 Yes 

S/s 屏幕截图 Yes 

V/v 切换显示节点性能指标 Yes 

W/w 
切换“实时单体窗口”和“历史

数据单体窗口” 
Yes 

C/c 监控窗口显示 cpu 数据 Yes 

G/g 监控窗口显示 gpu 数据 Yes 

[ 缩小鼠标指针所在处单体窗口 Yes 

] 放大鼠标指针处的单体窗口 Yes 

鼠标滚轮 缩放鼠标指针所在处单体窗口 Yes 

表格 6.1.5-7 Paramon 旗舰版快捷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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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Paramon 低负载运行 

Paramon 有一种低负载模式，没有图形显示，没有字符显示，仅仅保存 Parafile。在要求内存消耗非常小的情

况下非常有用（仅限于 Linux 操作系统），如图 6.2-1 所示。 

 

图 6.2-1 Linux 系统下的 Paramon 低负载模式的使用 

 

当前版本支持两种方式启动低负载模式： 

1）保存全部节点方式启动的低负载模式： 

# paramond  <SERVER_IP - addr>  <IP - port>  <interval - time> 

各部分说明如下： 

 <SERVER_IP - addr> ： Psvr 的 IP 地址 

 <IP - port>         ： IP 端口 

 <interval - time>    ： 保存时间间隔 

 

2）自定义保存节点方式启动启动低负载模式： 

# paramond  <conf addr>  <conf name> 

各部分说明如下： 

 <conf addr>  ： 配置文件路径，如果为当前路径可省略此参数 

 <conf name> ： 配置文件名称（按照配置文件格式自编写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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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保存节点方式启动启动低负载模式”的配置文件格式说明： 

文件内容 说明 

CONFIG  { 

ip = 172.18.4.11 

port = 10091 

interval = 1 

} 

 

CLUSTER  { 

 cluster = C0B2A3611 

 nodelist = {redhat6-64} 

} 

 

CLUSTER  { 

 cluster = HPCChina2014 

 nodelist = {c0239.local, c[0224-

0235].local, c0102.local} 

} 

 

CLUSTER  { 

 cluster = C0B2A36 

 nodelist = {computer[001-010], 

redhat6-64, computer[021-030]} 

} 

 

IP：为关键字，后面为 Psvr 的 IP 地址 

 

port：为关键字，后面为 Psvr 的端口号 

 

interval：为关键字，后面为指定保存时间间隔，

（单位：秒），建议从 1 开始 

 

cluster ：为关键字，后面为指定保存的集群名 

 

nodelist：为关键字，后面大括号内包含的是这个集

群需要保存的节点列表，支持数字通配形式表示。 

 

表格 6.2-1 “自定义保存节点方式启动启动低负载模式”配置文件格式说明 

 

（3）关闭低负载模式： 

# pkill paramond 

 

6.3. 记录文件 

在运行 Paramon 软件时会记录 3 种类型的文件（Parafile 文件、Procfile 文件、Jobfile 文件），提供给 Paratune 软

件进行离线分析，这些文件由 Paramon“前台”收集数据并且生成，Paramon“后台”不负责生成记录文件。 

 

Paramon 前台在连接“.pmon”集群配置文件后，如果用户勾选了“自动保存 Parafile”会默认开始保存记录文

件，直到关闭集群才会终止采样。 

 

如果用户点击“保存 Parafile”后，则开始按照默认设置保存记录文件，直到“退出”以后才会终止采样。 

 

Paramon 也可在用户要求下，通过“采集”菜单下的“自定义保存 Parafile”选项自定义保存记录文件直到用户

手动点击“停止保存  *.para”才终止采样，自定义设置如图 6.3-1 所示。（参阅 6.1.4.4.“采集”菜单） 

 

采集#_


 

  88                                                                                           Paramon 用户手册 

 

图 6.3-1 自定义保存 Parafile 

 

“自动保存 Parafile”、“自动保存 Jobfile 文件”选项，勾选后在重启 Paramon 后生效，勾选则自动保存对应文

件，用户可在“自动保存设置”中（图 6.3-2）进行自动保存的设置操作。 

 

 

图 6.3-2 自动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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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procfile 文件”修改保存 Parafile 文件时是否一同保存 procfile 文件。 

“Parafile 文件采样时间间隔（单位:秒）”修改 Parafile 文件中数据保存的间隔，缺省为 60 秒。 

“Procfile 采样间隔（秒）”修改 Procfile 文件中数据保存的间隔，缺省为 60 秒。 

“作业结束后多长时间后停止 Jobfile 文件采样(单位:秒)” 修改在作业结束多少秒后停止 Jobfile 文件中数据保

存，缺省为 180 秒。 

 

注意： 

Paramon 前台，勾选保存文件情况下 Para 文件会被保存在 Paramon 的工作路径下。 

 

6.3.1. Parafile 文件 

Parafile 文件（或称“para”文件）是 Paramon 软件在监控节点、集群系统性能状态的同时，将应用运行特征

以数据的形式记录生成的文件，供离线分析使用。 

 

Parafile 文件的命名方式： 

Parafile 文件有一套缺省的命名规则，每个 Parafile 文件的文件名都有下面这样的四部分结构： 

<NODELIST>_<TIME>_<NUM>N.para 

 

各部分说明如下： 

 NODELIST ：集群配置文件名字，即 pmon 文件名 

 TIME  ：记录 Para 文件的起始时间（月日时分） 

 NUM  ：记录的节点总数 

 

例如“PARATERA-8N_08081442.pmon_08081442_8N.para”，这个 Para 文件表示所记录的集群配置文件

名为“PARATERA-8N_08081442.pmon”，记录的起始时间是“08 月 08 日 14 时 42 分”，总共记录了 8 个节

点的数据。 

 

对于利用自动安装工具快速部署的集群，由于<NODELIST>部分包含了更多信息（具体内容请参阅 3.1 批量部

署 Paramon 中对安装过程的第二步的描述），Parafile 文件的命名可能变成如下的结构： 

C<MACaddr>-<NUM1>N_<TIME1>.pmon_<TIME2>_<NUM2>N.para 

 

各部分说明如下： 

 C    ： Cluster 的首字母 

 <MACaddr>  ： 头节点 MAC 地址的最后 6位，默认自动识别生成 

 NUM1   ： 集群中的节点总数 

 NUM2   ： 记录的节点总数 

 TIME1   ： 集群配置文件的生成时间（月日时分） 

 TIME2   ： 记录 Para 文件的起始时间（月日时分） 

 

例如“CAB8C16-26N_08071032.pmon_08081032_8N.para”，这个 Para 文件表示所记录的集群 Paramon

后台服务器节点 MAC 地址的后 6 位是 AB8C16，集群中共有 26 个节点，集群配置文件的生成时间为 8 月 7 日

10 点 32 分，Parafile 文件记录的起始时间是“8 月 8 日 10 时 32 分”，总共记录了 8 个节点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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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Procfile 文件 

Procfile 文件是 Paramon 软件在监控节点、集群系统性能状态的同时，将节点运行的进程信息以数据的形式记录

生成的文件，供离线分析使用。 

 

Procfile 文件由两个文件组成（请参考 6.3.1 Parafile 文件中 Para 文件构成）： 

<NODELIST>_<TIME>_<NUM> N.para_proc 

<NODELIST>_<TIME>_<NUM>N.para_proclist 

 

对于利用自动安装工具快速部署的集群，由于<NODELIST>部分包含了更多信息（具体内容请参阅 3.1 批量部

署 Paramon 中对安装过程的第五步的描述），Procfile 文件的命名也可能出现复杂的命名情况，此时可类比 Parafile

的复杂命名规则。 

 

6.3.3. Jobfile 文件 

Jobfile 文件是 Paramon 软件在监控节点、集群系统性能状态的同时，将集群中运行作业的应用运行特征以作业

为单位记录生成的文件，特征文件采用非明文格式，保证数据安全，供离线分析使用。 

 

Jobfile 文件有一套缺省的命名规则，每个 Jobfile 文件的文件名包含如下六部分结构： 

<JOBID>_<JOBNAME>_<USERNAME>_<TIME>_<NUM>N.para 

 

各部分说明如下： 

 JOBID  ：作业号 

 JOBNAME ：作业名称 

 USERNAME ：用户名 

 TIME  ：记录 Para 文件的起始时间（月日时分） 

 NUM  ：记录的节点总数 

 

对于利用自动安装工具快速部署的集群，Jobfile 文件的命名也可能出现复杂的命名情况，此时可类比 Parafile

的复杂命名规则。 

 

注意： 

当集群中节点数量很多且需要长时间运行 Paramon 时，记录文件会有一定的增长，请选择有足够存储空间的

目录存放这些记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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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级配置 

Paramon 安装完成之后，缺省的配置适用于大部分情况，同时 Paramon 软件提供了非常多的配置选项，允许用

户充分定制自己的软件环境。 

7.1. 自定义 Paramon 的前台窗口布局 

Paramon 旗舰版的前台允许用户自定义显示界面，包括各个单体窗口的摆放位置，大小长宽比例等，并且可以

把这些自定义设置保存为自己的缺省配置。在 Paramon 前台窗口中点击“查看”菜单下的“设置显示界面布局”，

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7.1-1“设置显示界面布局”的“基本设置”标签页界面 

 

“基本设置”标签页下对话框中的各项参数解释如下： 

 集群名：集群名称，上面的例子中显示 Paramon 主窗口有一套集群，集群名称是“PARATERA”； 

 显示：是一个可以用鼠标点击的方框，点击选中表示在 Paramon 主窗口中显示该集群，否则不显示； 

 自动布局：勾选此选项后，对于多节点的集群，Paramon 可以根据主窗口大小和集群中节点数目，自

动调节单体窗口的排布方式及其尺寸； 

 集群宽度：当配置多套集群时，可以通过这一参数调整每套集群的显示面积在 Paramon 主窗口中所占

的比例； 

 每行显示单体窗口数目：每行显示的单体窗口数量； 

 单体窗口缩放比例：单体窗口缩放比例，每个单体窗口有默认大小，用户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单体

窗口的大小； 

 单体窗口高宽比：调整每个单体窗口的“高（H）/宽（W）”比例，单体窗口的形状是一个矩形，用户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这个矩形的高和宽的比例。 

调整好各项参数之后可以选择“应用”，“确定”，“取消”，将当前设置“设为默认值”或者放弃当前设置而重新

“载入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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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设置显示界面布局”的“布局方式”标签页界面 

 

“布局方式”标签页下对话框中的各项参数解释如下： 

 水平布局：单体窗口横向排列 

 垂直布局：单体窗口纵向排列 

 

7.2. 修改集群名称 

Paramon 旗舰版安装配置完成后，缺省的集群名称为“PARATERA”，可以在 Paramon 前台主界面中左上角看到： 

 

图 7.2-1 缺省集群名称为“PARATERA” 

 

如果想要修改 Paramon 前台主界面中集群显示的名称，例如要修改为“BEIJING”，需要一步： 

 需 要 修 改 前 台 的 集 群 配 置 文 件 中 的 集 群 名 称 ， 比 如 缺 省 集 群 配 置 文 件

“/etc/paratera/nodelist.pmon”，将其第五行的“#*ALIAS PARATERA = PARATERA”字符串中

等号后面的“PARATERA”替换为“BEIJING”； 

 

如果想要修改这个集群的名称，例如要修改为“BEIJING”，需要分三步： 

 首 先 需 要 修 改 前 台 的 集 群 配 置 文 件 中 的 集 群 名 称 ， 比 如 缺 省 集 群 配 置 文 件

“/etc/paratera/nodelist.pmon”，将其第五行的“#*ALIAS PARATERA = PARATERA”字符串中

等号前面的“PARATERA”替换为“BEIJING”，等号后面的“PARATERA”替换为需要的别名； 

 

 然后在后台服务器端节点上修改其后台服务器端“/etc/paratera/”目录下的三个配置文件

“psvr.conf ”、“psvr_exbasic.conf ”、“psvr_job.conf ”，将“data_source”那一行中的

“PARATERA”替换为新的集群名“BEIJING”，并重新启动后台服务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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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paramon-mgr restart 

 

 最后在所有后台采集端节点上修改后台采集端“/etc/paratera/”目录下的三个配置文件

“pcnt.conf ”、“pcnt_exbasic.conf ”、“pcnt_job.conf ”，将“cluster”那一部分的“name”

和“owner”的值从“PARATERA”替换为新的集群名“BEIJING”，并重新启动后台采集端进程：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修改完成后重新启动 Paramon 前台界面并连接节点列表即可。 

 

7.3. 监控多套集群 

缺省情况下 Paramon 旗舰版的前台界面只显示和监控一套集群。如果用户有多套集群并且想在同一个 Paramon

前台窗口界面中管理所有集群，那么需要在标准安装的基础上增加一些配置，下面将以一个实际的例子说明。 

 

假设用户有两套集群“PARATERA”和“BEIJING”，并且想在“PARATERA”这套集群的前台窗口中同时管理两套

集群。这两套集群在同一个网段中，集群的配置和集群中各节点的角色定义如下： 

 “PARATERA”集群 

1. 一个管理节点，主机名为 console.local 

2. 管理节点同时作为 Paramon 前台和后台服务器端 

3. 管理节点在集群内部的 IP 地址为 172.16.2.251 

4. 集群中有两个 IO 节点和 4 个计算节点，这些节点作为 Paramon 的后台采集端 

 

 “BEIJING”集群 

1. 一个管理节点，主机名为 manager.local 

2. 管理节点同时作为 Paramon 前台和后台服务器端 

3. 管理节点在集群内部的 IP 地址为 172.16.2. 1 

4. 集群中有 5 个计算节点，没有 IO 节点，所有计算节点作为 Paramon 的后台采集端 

 

首先按照“4 手动配置安装 Paramon”一节的步骤分别在这两套集群上安装 Paramon，然后按照“7.2 修改集群

名称”一节的步骤将其中管理节点 IP 为 172.16.2.1 的那套集群的名称恢复为“BEIJING”，完成以后按照下面的

步骤来做： 

 

 在“PARATERA”集群的后台服务器端节点（管理节点）上修改其后台服务器端“/etc/paratera/”

目录下的三个配置文件“psvr.conf ”、“psvr_exbasic.conf ”、“psvr_job.conf ”，在“Data 

source”部分增加“BEIJING”集群的信息，例如： 

# Data source 

data_source "PARATERA" 1 172.16.2.251 

data_source "BEIJING"   1 172.16.2.1 

 

 在“PARATERA”集群的后台服务器端节点（管理节点）上重新启动后台服务器端进程： 

# service paramon-mgr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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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PARATERA”集群的前台节点（管理节点）上修改配置文件“/etc/paratera/nodelist.pmon”，

将“CLUSTER”的数量修改为 2，同时增加“BEIJING”集群的信息，例如： 

#@172.16.2.251 

#!CLUSTER:2 

 

#$PARATERA = com:8 

#*ALIAS PARA01 = PARATERA 

#&com = RHEL6 CentOS5 CentOS6 fedora14 rhel4 rhel5 suse10 suse11  

 

#$BEIJING = com:4 

#*ALIAS PARA02 = BEIJING 

#&com = rhel6 NODE-rhel6-1 NODE-rhel6-2 NODE-suse 

 

注意： 

两个集群信息在一个 pmon 文件放置的位置会影响前台显示的位置，但不会影响 pmon 文件的正常使用。 

 

完成上述修改以后就可以在“PARATERA”集群的前台节点（管理节点）上启动 Paramon 前台界面来管理两套集

群了，如图 7.3-1 所示。 

 

图 7.3-1 Paramon 前台窗口中同时管理两套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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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 Paramon 前台窗口中同时管理多套集群时，有一个使用小技巧：在主窗口空白处点击鼠标右键会出现图 7.3-

2 所示右键菜单，勾选集群名前的方框可选择要显示的集群，取消勾选后，则这套集群的信息将在 Paramon 主

窗口中被隐藏，例如下面选项中有两套集群（“PARATERA”和“BEIJING”）： 

 

图 7.3-2 鼠标右键选择要显示的集群信息 

 

上图中“图例”是 Paramon 主窗口底部的图例，取消选择将不显示。 

 

注意： 

需要确保各集群的后台服务器端节点能够实现网络互通，如果这些后台服务器端节点的 IP 地址不在同一网段

内，需要设置相应的网关和添加路由，具体实现方式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或者联系并行科技。 

 

7.4. 记录所有性能数据 

缺省情况下在 Parafile 文件中只记录八项基本数据（CPU ALL 使用率、CPU SYWA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SWAP 使

用率、磁盘读速率、磁盘写速率、以太网络发速率、以太网络收速率），如果用户需要调整记录的数据内容或者

记录所有的性能数据用于离线分析，可以通过 Paramon 前台窗口界面中“采集”菜单的“保存 Parafile 文件”选

项来重新生成一个 Parafil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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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1 根据事件保存 Parafile 文件 

 

在“选项”中，用户可自行定义“本次”para 文件的保存路径“目录”、para 文件前缀“文件名前缀”，Parafile

文件和 Procfile 文件的采样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用户可勾选“保存系统信息”和“保存进程信息”选项，

结合 Paratune 分析软件以了解更详细的系统信息及进程信息（勾选“保存进程信息”后，会生成 .para_proc 

和 .para_proclist 文件）。 

 

如果要记录所有性能数据，只需要在“事件”中用鼠标将“收集高级量度数据”、“收集 CPU 整体的微架构数据”、

“收集 CPU 每个核的微架构数据”方框选中，然后点击“确定”，这样就在 Parafile 文件中记录该后台服务器所

收集的所有集群中所有节点上的所有性能数据。例如上图中，勾选 IP 地址为 123.57.51.114 后台服务器节点后，

此服务器收集的所有集群中所有节点上的所有性能数据都会被记录在 Parafile 中。 

 

用户也可以选中“收集高级量度数据”、“收集 CPU 整体的微架构数据”、“收集 CPU 每个核的微架构数据”三个

选项自定义保存收集数据（其中的微架构简称的意义可参考“表 2.4-1 Paramon 可采集的应用运行特征与产品许

可证的对应关系”）。 

选中“收集高级量度数据”选项保存的数据包括：GPU 利用率、NFS 收发、InfiniBand 收发、MIC 利用率以及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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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收集 CPU 整体的微架构数据”选项保存的数据包括：CPU 整体的微架构数据（CPI、向量化指标、Gflops、

LLCM、内存带宽、GIPS）。 

 

选中“收集 CPU 每个核的微架构数据（不推荐）”选项保存的数据包括：CPU 每个核的微架构数据（CPI 、向量

化指标、Gflops、LLCM、内存带宽、GIPS）。 

 

用户还可以在“节点”标签页下对要保存运行特征的节点进行选择，例如图 7.4-2 中保存的是 PARATERA 集群的

PARATERA-console.local、PARATERA-io01.local、PARATERA-c0101.local 这三个节点的性能数据。 

 

图 7.4-2 根据节点保存 Parafil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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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调整对 InfiniBand 的数据采集方式 

Paramon 支持对各种 InfiniBand 的状态进行监控和数据采集，缺省提供使用命令方式进行收集。缺省的配置适用

于 大 部 分 情 况 。 用 户 可 以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进 行 调 整 ， 在 每 个 客 户 端 节 点 修 改 配 置 文 件

“/etc/paratera/utils.conf”，其中相关的关键参数说明如下： 

 IB_DATA_COLLECT：控制是否采集 InfiniBand 数据，“on”表示采集，“off”不采集 

 IB_SYNC_INTERVAL：采集 InfiniBand 数据的时间间隔，单位为秒，缺省为 1 秒 

 

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后台采集端服务：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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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调整集群汇总信息窗口各项指标的上限 

在 6.1.4.2.5 汇总信息窗口一节提到的集群性能汇总信息窗口中各项指标中有一些是百分比（例如 CPU 利用率，

内存利用率等），有一些则是绝对值（例如功耗，整套集群 Gflops 值等）： 

 

图 7.6-1 集群性能汇总信息窗口 

 

对于百分比类型的指标说明如下： 

 CPU：集群整体 CPU 利用率 

 Memory：集群整体内存使用率 

 GPU：集群整体 GPU 利用率 

 Utilization：集群中正在运行作业的节点所占百分比 

 Hostsup：集群中正常开机的节点所占百分比 

 

对于绝对值类型的指标，Paramon 中预设了上限值，这些预设值适用于中小规模的集群，用户可以根据具体集

群的规模和配置（节点数量，实际总功耗等等）对其修改，在 Paramon 窗口的“工具”菜单中选择“偏好设置”，

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第二个标签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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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2 调整集群汇总信息指标上限 

 

在“汇总信息窗口各指标上限”部分，一共有 5 项绝对值类型的指标上限可以调整，说明如下： 

 Power：集群总功率，缺省上限为节点数目乘以 1000，单位是瓦特（W） 

 Gflops：集群整体 Gflops 性能，缺省上限会根据节点数量和 CPU 型号自动计算，用户可以不用修改这

一项，如果 CPU 型号不在 2.4 支持的硬件平台内，这一指标的上限将被设置为“0” 

 Disk：集群中磁盘使用情况的汇总，是所有节点上磁盘读速率和写速率的总和，缺省上限为节点数目乘

以 200，单位是 MB/s 

 IB：集群中 InfiniBand 网络使用情况的汇总，是所有节点上 InfiniBand 网络实时发送数据量和接收数据

量的总和，缺省上限为节点数目乘以 400，单位是 MB/s 

 Net：集群中以太网络使用情况的汇总，是所有节点上以太网络实时发送数据量和接收数据量的总和，

缺省上限为节点数目乘以 200，单位是 MB/s 

 

注意： 

当 Paramon 前台窗口中同时管理多套集群时，在集群性能汇总信息窗口中显示的各项指标是当前显示的集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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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 

7.7. 故障报警功能 

Paramon 旗舰版中提供了硬件故障报警功能，Paramon 可以监控集群里所有节点的状态，当发现有硬件故障时

会实时的在前台窗口界面中以报警颜色（亮红色或者亮黄色）闪烁显示。 

Paramon 的故障报警功能分为两个级别：对于整机的报警和对于节点内各个硬件部件故障的报警。 

 

7.7.1. 节点整机状态异常报警 

当 Paramon 前台启动之后，在主窗口中可以看到所有节点的状态，如果有未启动的节点，该节点对应的单体窗

口会是全黑的状态。对于正常运行的节点，可以在其对应的单体窗口中看到实时的资源使用情况。 

 

如果某节点发生异常（例如死机、失去响应或者网络中断等）超过 10 秒钟，其对应的单体窗口将以黄色边框来

报警，如果该节点状态异常超过 30 秒钟，黄色边框将变为红色边框。黄色和红色报警边框看上去类似图 7.7.1-

1 中所示。 

 
图 7.7.1-1 整机状态异常报警示例 

 

节点发生宕机后，单体窗口下方会显示宕机时刻的本地具体时间，如图 7.7.1-2 所示。 

 

图 7.7.1-2 显示宕机时刻的本地具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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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快速显示异常节点 

Paramon 具有一键显示异常节点功能，帮助管理员快速发现集群中的异常问题，快速分析诊断，提升集

群管理效率。能够自动分析集群异常，提供快捷一键显示不可用节点、磁盘利用率过高节点、磁盘等待时间过

长节点等异常情况，并明确给出异常原因和修复建议。 

 

图 7.7.2-1 一键显示异常节点 

 

 

7.8. 配置报警功能 

7.8.1. 阈值设置 

如果节点 CPU 型号在 2.4 支持的硬件平台内，Paramon 可以智能识别系统中运行性能低效的进程。这个功能对

于需要进行程序优化的用户非常有用；同时对于系统管理员，也可以使用此功能迅速定位集群中运行异常的程

序（例如进入死循环的程序或者僵尸进程等）。 

 

在 Paramon 窗口的“工具”菜单中选择“偏好设置”，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标签页“报警设置”下的“阈值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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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1-1 设置应用程序性能报警阈值 

 

在“Gflops 阈值设置”中设置两个报警阈值： 

 CPU Used%：CPU 单核使用率。 

 Flops%（Real/Peak）：CPU 单核实际有效浮点计算效率，对于高性能计算领域的各种行业应用，通常使

用有效浮点计算效率来衡量程序运行时做“有效计算”的部分。 

 

注意：CPU Used%和 Flops%（Real/Peak）这两个阈值需要同时设定才会有效。 

 

设定报警阈值中设定的阈值分别为“80”和“1”，表示当 CPU 单核使用率超过 80%但是实际有效浮点计算效率

小于 1% 时进行报警。 

 

以上面设置的阈值为例，当发生应用程序性能报警时，在单体窗口的 CPU 单核区域将持续显示红色，如图 7.8.1-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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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1-2 应用程序性能报警 

 

图 7.9-2 中节点 CPU 的 12 个核中有 4 个使用率已经超过了 80%，但是实际有效浮点计算效率却小于 1%，达到

了我们之前设定的报警阈值，这 4 个单核区域持续显示为红色。 

 

在“AVX 报警阈值设置”中设置两个报警阈值： 

 CPU Used%：CPU 使用率。 

 AVX%：CPU 256 位 AVX 指令集执行比率,对于高性能计算领域的各种行业应用，AVX 指令集执行比率是

衡量程序浮点运算深度优化的主要指标，指出了运行程序对于 CPU 高级浮点运算单元的使用率。 

 

注意：CPU Used% 和 AVX%这两个阈值需要同时设定才会有效。 

 

AVX 报警阈值设定中设定的阈值分别为“80”和“0.1”，表示当 CPU 使用率超过 80%但是实际 AVX 指令集执行

比率小于 0.1% 时进行报警。 

 

 

以上面设置的阈值为例，当发生应用程序 AVX 报警时，在窗口的 CPU 区域的 AVX 将持续显示为黄色，如图 7.8.1-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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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1-3 应用程序性能 AVX 报警 

 

图 7.9-3 中节点 CPU 的使用率已经超过了 80%，但是实际有效浮点计算效率却小于 0.1%，达到了我们之前设定

的报警阈值，所以 AVX 持续显示为黄色。 

 

在“Await 阈值设置”设置报警： 

 Await：IO 请求的处理的平均时间（单位是毫秒） 

磁盘读数据时，当 await 数据连续 10 次大于等于设置的 Await 阈值时，出现报警画面，并显示最近 10 次中最

高数据值；报警出现后，当 await 数据连续十次小于 Await 阈值，则报警消失。如图 7.8.1-4 所示。 

 

图 7.8.1-4 磁盘 Await 数据报警 

 

在“DiskUsage”阈值设置”中设置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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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kUsage：磁盘使用率 

当磁盘写数据时利用率的值大于等于设置的阈值，则出现报警画面，低于阈值时报警消失。如图 7.8.1-5 所示。 

 

图 7.8.1-5 磁盘使用率数据报警 

 

在“Swap阈值设置”中设置报警： 

 swap：虚拟内存分区使用率 

在节点报警中，只要 swap 的使用率大于 0，节点窗口即以红色标识，如图 7.8.1-6 所示。 

 

图 7.8.1-6 Swap 使用率数据报警 

 

说明：Swap 的阈值影响“管理员看板”中对 Swap 使用率的报警。 

在“温度阈值设置”中设置报警 

 温度：集群后台节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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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获取的集群后台节点的温度大于设置的阈值，节点窗口将进行报警，如图 7.8.1-7 所示。 

 

图 7.8.1-7 温度报警 

 

7.8.2. 显示设置 

选择标签页“报警设置”下的“显示设置”，可以设置“管理员看板”窗口中显示的报警事件： 

 

图 7.8.2-1 显示设置界面 

 

取消某个报警事件的勾选后，“管理员看板”将不显示此项报警。 

 

7.9. 显示进程信息 

Paramon 旗舰版中提供了显示当前 CPU 正在运行的进程信息的功能，Paramon 前台可以实时显示每个 CPU 核上

正在运行的进程信息（包括进程名称和用户名），并记录成 Procfile 文件，供离线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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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 显示进程信息的使用方法 

 

当 Paramon 前台启动之后，在 Paramon 主窗口中，按“P/p”键之后单体窗口的 CPU 区域会从纵向显示切换为

横向显示，并且在每个 CPU 核的位置显示该 CPU 正在运行的进程和用户名，如图 7.9.1-1 所示，再次按

“P/p”键切换为纵向显示。 

 

 

图 7.9.1-1 显示进程信息 

 

7.9.2. 显示进程信息的相关配置 

在 Paramon 软件安装好之后，显示进程信息功能缺省即为可用状态。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该功能进行自

定义配置，可供自定义配置的部分如下： 

 

7.9.2.1. 后台配置 

显示进程信息功能，缺省收集 CPU 核数个占用系统资源最高的进程，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修改“后

台采集端”的配置文件“/etc/paratera/utils.conf”，其中相关的关键参数说明如下： 

 #BUSY_PROC_NUM：控制采集占用资源最高的进程个数，缺省为 16 个 

 

注意：当该参数被注释，此时缺省收集 CPU 核数个占用系统资源最高的进程，当开放该参数，则按该参数设置

的个数收集，缺省为 16 个。 

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后台采集端服务：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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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2. 前台配置 

Paramon 前台在显示进程信息时，用户可以依据进程占用 CPU 情况进行过滤，使 Paramon 显示的进程信息为用

户最关心的进程。在 Paramon 窗口的“工具”菜单中选择“偏好设置”，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第三个标签页“显

示”： 

 

 
图 7.9.2-1 显示进程信息过滤设置 

 

在“进程信息”中设置过滤条件，只有超过此最小值的进程才会在单体窗口中显示： 

 CPU 最低利用率%：进程 CPU 使用率 

7.10. 监控作业调度系统信息 

Paramon 旗舰版中提供了监控作业调度系统信息功能，显示作业的运行情况并且将运行特征保存为 Jobfil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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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离线分析，目前支持的作业调度系统包括：PBS Pro 、SGE、LSF、Torque、Omega、Slurm、GeoEast、Hadoop。 

 

7.10.1. 监控作业调度系统信息功能的使用方法 

在 6.1.4.2.“查看”菜单一节提到的作业信息显示窗口，在弹出显示作业信息窗口后，Paramon 前台窗口仅显示

跟作业相关的节点（关闭作业信息窗口恢复显示所有节点），在 Paramon 主窗口中按“J/j”键之后，在作业运行

的节点上的 CPU 区域显示出对应的作业号（最多显示 3 个作业号多于 3 个作业以“…”省略代替）。如图 7.10.1-

1 所示。 

 

图 7.10.1-1 显示作业信息 

 

7.10.2. 监控作业调度系统信息的相关配置 

在 Paramon 软件安装好之后，监控作业调度系统信息缺省为不可用状态。需要用户手动配置。配置方法如下： 

首先，在作业调度系统的主控节点上，将“/etc/paratera/conf.d/job”目录中的“job.conf.init”

配置文件重命名为：“job.conf”。 

 

然后，修改“后台采集端”配置文件“/etc/paratera/utils.conf”，根据对应的作业调度系统参数，其中

相关的关键参数说明如下： 

 SGE_QUERY：SGE 作业调度系统查询程序的绝对路径 

 SGE_ROOT： SGE 作业调度系统安装主目录 

 LSF_QUERY： LSF 作业调度系统查询程序的绝对路径 

 LSF_SERVERDIR： LSF 作业调度系统的 server 端安装目录 

 TORQUE_QUERY： TORQUE 作业调度系统查询程序的绝对路径 

 OMEGA_QUERY:  OMEGA 作业调度系统查询程序的绝对路径 

 OMEGA_SERVERDIR：OMEGA 作业调度系统的 server 端安装目录 

Option#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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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URM_QUERY:   SLURM 作业调度系统查询程序的绝对路径 

 GEOEAST_QUERY:  GEOEAST 作业调度系统查询程序的绝对路径 

 GEOEAST_DATABASE:  GEOEAST 作业调度系统数据库路径 

 NAME_NODE_IP:  Hadoop 作业调度系统主机 IP 地址 

 NAME_NODE_PORT:  Hadoop 作业调度系统主机端口 

最后，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后台采集端服务：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7.11. 调整对 MIC 设备的数据采集配置 

Paramon 支持对 Intel MIC（Intel Many Integrated Core Architecture）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和数据采集，能够

实时采集和显示 Intel Xeon Phi 的 VPU 和利用率指标。此功能默认为关，需要用户手动设置。 

 

第一步，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每一个后台采集端节点配置文件“/etc/paratera/utils.conf”以启用对 MIC 的

数据采集功能。其中相关的关键参数说明如下： 

 MIC_MICSMC_PATH: MIC 查询程序的绝对路径 

 MIC_PERFORMANCE_COLLECT_INTERVAL: MIC 数据采样的时间间隔 

 

第二步，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后台采集端服务：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成功启用 MIC 数据采集功能后，在单体窗口的 CPU 数据显示区会纵向分隔出一部分用以显示 MIC 的利用率。

如图 7.11-1 中深绿色区域所示。 

 

 

图 7.11-1 对 MIC 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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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监控集群各节点的能耗情况 

Paramon 支持对各节点能耗功率进行监控和数据采集。此功能默认为关，需要用户手动设置。开启后，在单体

窗口可见“Power”一项，如图 7.12-1 红框内所示。 

 

图 7.12-1 单体窗口显示节点能耗 

 

对于已安装 Intel DCM（Intel Data Center Manager）系统的集群，Paramon 可以通过 DCM 获得各节点的实时能

耗。对于未安装 DCM 系统的集群，可以通过 Paramon 自带的模块获得各节点能耗。 

 

7.12.1. 通过 DCM 获取实时能耗信息 

在已安装 Intel DCM（Intel Data Center Manager）系统的集群中，用户可以通过 DCM 获取各节点的能耗信息。 

 

第一步，根据实际情况在 Paramon 的后台服务器端节点上修改“/etc/paratera/dcmmap.conf”配置文件。 

IPMI 的 IP 地址与主机名称映射文件“/etc/paratera/dcmmap.conf”的模板内容如下： 

paratera      127.0.0.1 

para001      10.0.0.10 

para002      10.0.0.12 

para003      10.0.0.13 

其中左侧为 DCM 系统中的节点名，右侧为节点对应的 IP 地址。 

 

第二步，修改每个 Paramon 客户端节点上的“/etc/paratera/utils.conf”配置文件，此文件中相关的关键参数说

明如下： 

 DCM_SERVER_URL：DCM 服务器端的 URL 地址，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默认地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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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27.0.0.1:8688/DCMService/services/Dcm.DcmPort/” 

 DCM_MAP_FILE : IPMI 的 IP 地址与主机名称映射文件所存放的路径，对于上面的例子，将这一 

项修改为“/etc/paratera/dcmmap.conf” 

设好相应参数，去除这两项参数之前的注释。 

 

第三步，将 Paramon 后台服务器端节点上的“ /etc/paratera/conf.d/dcm.conf.init”配置文件重命名为

“/etc/paratera/conf.d/dcm.conf”以启动 DCM 数据采集模块。 

 

最后，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后台采集端服务：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7.12.2. 通过 Paramon 自带模块获取实时能耗信息 

Paramon 自带能耗模块，可以支持对各节点能耗功率进行监控和数据采集。对于未安装 DCM 的集群，用户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每一个 Paramon 后台采集端节点配置文件“/etc/paratera/utils.conf”以启用对节点能耗的

数据采集功能。其中相关的关键参数说明如下： 

 POWER_DATA_COLLECT：控制是否采集 POWER 数据，“on”表示采集，“off”表示不采集。 

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后台采集端服务：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注意： 

1. 若启动了对 DCM 的采样，Paramon 还可以获得各节点整机温度，实现超温报警。 

2. 上述的两种获取 Power 能耗信息的方法是互斥的，配置时只能配置一种。对于已安装了 DCM 的集群尤其

要注意这一点。 

3. Paramon 自带模块获取能耗的功能需要节点主板硬件支持。此功能可能对某些特定型号的主板无效。 

 

7.13. 监控 Hadoop 系统信息 

Paramon 支持对 Hadoop 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和数据采集。此功能默认为关，使用本功能前，需要手动配

置。 

 

第一步，用户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Server 节点 Paramon 后台采集端节点配置文件

“/etc/paratera/utils.conf”。其中相关的参数说明如下： 

 NAME_NODE_IP：  Hadoop 主机（Name Node）的 IP 地址 

 NAME_NODE_PORT:   Hadoop 主机（Name Node）的端口 

设好相应参数，去除这两项参数之前的注释。 

 

第二步，修改 Paramon 后台服务器端节点“/etc/init.d/paramon”脚本中的两项，配置环境变量，从此脚本中找

到如下两行： 

#export JAVA_HOME=/usr/java/jdk1.6.0_34/ 

#export LD_LIBRARY_PATH=$JAVA_HOME/jre/lib/amd64/server 

根据 JDK 安装的目录修改对应的参数，并将注释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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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Paramon 后台服务器端节点上的“/etc/paratera/conf.d/exbasic/hadoop.conf.init”要重命名为

“/etc/paratera/conf.d/hadoop.conf”，完成此步骤后 Hadoop 数据采集模块就可启动了。 

最后，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后台采集端服务：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如果集群中已安装作业调度系统，Hadoop 运行时，在 Paramon 的“作业信息”中作业号区域的浅蓝色表示

Map 的进度，深绿色表示 Reduce 的进度。 

 

图 7.13-1 监控 Hadoop 系统信息 

 

7.14. 配置 IO 统计模块 

Paramon 可以对集群中各节点磁盘阵列按照类型进行统计分析。Paramon 的 IO 统计模块支持的磁盘类型主要

有 IDE 硬盘（hd）、SCSI 硬盘（sd）、软盘（fd）、Ramdisk（ram）以及 Multiple Device driver aka Linux Software 

RAID（md）等等，并且可以统计每一个磁盘的设备使用率（util%）、磁盘读或写操作等待执行的时间

（await）、每秒钟 I/O 传输总量（tps）。用户结合 Paratune 分析软件可以对各个磁盘的运行状况进一步分析。 

 

首先，在配置文件中用户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每一个后台采集端节点配置文件“/etc/paratera/utils.conf”。

其中相关的参数说明如下： 

 MAX_HDD_COUNT_PER_HDD_TYPE：每种磁盘类型下，参与统计的磁盘最多数目，默认上限为 32

个，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然后，将每个客户端节点上“ /etc/paratera/conf.d/exbasic/io.conf.init ”重命名为“ /etc/paratera/conf.d/ 

exbasic/io.conf”启动 IO 统计模块。 

 

最后，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后台采集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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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7.15. 并行特征指数 

Paramon 提供了并行特征指数列表，通过此列表可以查看常见应用性能的信息，如图 7.15-1 所示。 

 

图 7.15-1 应用性能列表 

 

7.16. 在线运维服务 

注册在线运维服务：用户可以通过点击菜单栏“帮助”下的“注册在线运维服务”打开浏览器跳转到在线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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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页面，如图： 

 

图 7.16-1 注册在线运维服务账号 

 

访问在线运维网址：用户可以通过点击菜单栏“帮助”下的“访问在线运维网址”打开浏览器跳转到在线运维

登录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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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2 登录在线运维服务 

 

安装在线运维模块： 

在安装集群后台模块时，可以选择是否部署在线运维，只有部署了在线运维，集群才支持在线运维服务，如图： 

 
图 7.16-3 安装在线运维服务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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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配置与使用函数功能 

通过“查看”菜单中的“函数信息”打开该功能。如图 7.17-1 所示。 

 

图 7.17-1 “函数信息”窗口 

 

右键点击表格的标题行，弹出右键菜单列表，如图 7.17-2 所示。可对函数信息表进行列间距调整以及部分数据

项的显示与隐藏。 

 

图 7.17-2 “Ftrace 信息”右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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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列表：用户可设置在图表中显示那些节点的数据，如图 7.17-3 所示。 

 

图 7.17-3 “节点列表”窗口 

 

搜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定搜索的种类，在搜索输入框中输入需要相关结果的关键字，支持模糊搜

索，输入完成后点击搜索按钮即可将搜索结果显示在表格中，当前支持按照 Module Name、Symbol Name 搜索。 

 

刷新：点击后会刷新一次当前表格中的数据。 

 

暂停/播放：暂停是停止刷新显示的数据，播放为自动刷新显示的数据。 

 

重置：清空显示数据的图表，并从新开始统计数据。 

 

导出：将表格中的数据导出至 Excel 表中。 

 

设置：用户可自定义图表显示的相关设置，如图 7.1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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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4 “设置”窗口 

 

函数采集模式 与 指令采集模式： 

当前版本由于函数的采集与微架构数据的采集存在兼容性问题，所以需要用户按需切换功能的使用。当点击任

意采集模式，两个按钮都会进入不可选状态，当初始化所需环境后按钮可重新变为可选状态。 

 函数采集模式：即切换函数采集模式，待初始化环境之后开启函数采集功能，并在表格中可显示函数

采集的相关信息； 

 指令采集模式：即切换微架构数据采集模式，待初始化环境之后关闭 Ftrace 功能，并清空表格中的数

据，在主界面这些“实时单体窗口”中会增加微架构数据的显示 

 

启动功能与关闭功能的使用方法： 

1.自动配置： 

启动：点击“函数采集模式”，启动环境配置命令，等待配置完成后，即可使用。 

关闭：点击“函数采集模式”，启动环境配置命名，等待配置完成后，即可关闭。 

 

注意： 

（1）集群中的每个节点必须安装 PMonitor 才可以使用该功能，如果没有安装请参考手动配置。 

（2）集群中的每个节点的 PMonitor 的状态是启动的，才会执行成功。 

（3）自动配置目前只支持单一集群，多集群暂时不兼容。 

 

当点击“函数采集模式”或“函数采集模式”时提示错误，如图 7.1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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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7-5 “连接失败”窗口 

 

“连接失败”可能的原因： 

（1）PMonitor 未安装或者 PMonitor 服务未启用； 

（2）头节点的 Paramon 服务未启动或防火墙拒绝访问； 

（3）本机网络状态不可用； 

 

2.手动配置： 

启动与关闭：将集群中的每个“后台采集端”节点按照下列三个步骤配置： 

第一步，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修改“后台采集端”的配置文件“/etc/paratera/utils.conf”，

其中相关的关键参数说明如下： 

 PARA_FTRACE：函数采集 Ftrace 功能的状态 

注意：当该参数为 off 表示当前功能为关闭状态，此时缺省收集 Ftrace，当将参数修改为 on，则启动 Ftrace 功

能。 

 

第二步，修改完成后需要重新启动后台采集端服务：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第三步，在“后台服务器端”节点上修改配置文件“/etc/paratera/utils.conf”，修改方法同上，并重

新启动“后台服务器端”的 Paramon 进程： 

# service paramon-cnt restart 

# service paramon-mgr restart 

 

注意： 

“函数信息”功能，当前支持的系统为 RHEL6，RHEL7，CentOS6，CentO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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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aramon 前台的自动升级 

8.1. 新版本的检测 

8.1.1. 自动检测 

在 Paramon 前台每次启动的时候，会检测新版本，如发现有新版本会进行提醒，新版本分两种，一种是普

通功能的升级版，可选择升级，也可以选择不升级；另一种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要求必须升级的。 

对于普通升级版本，界面如图 8.1-1 所示： 

 

图 8.1-1 Paramon 前台启动时检测到普通升级版本 

 

按钮说明： 

更新：点击后进入升级流程； 

忽略：点击后对话框关闭，不进行升级； 

关闭按钮（×）：点击后对话框关闭，不进行升级； 

以后不再提醒复选框：选中后，对于当前发现的新版本以后将不再提醒，当有更高的版本发布时，会再次提

醒。 

 

对于必须升级的版本，界面如图：8.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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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2 Paramon 前台启动时检测到必须升级版本 

 

 

按钮说明： 

更新：点击后进入升级流程； 

关闭按钮（×）：点击后对话框关闭，同时关闭 Paramon 前台； 

 

8.1.2. 手动检测 

在 Paramon 运行过程中，可以点击：“帮助”->“检查更新”来检测新版本，新版本分两种，一种是普通功能

的升级版，可选择升级，也可以选择不升级；另一种是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要求必须升级的。 

对于普通升级版本，界面如图 8.1-3 所示： 

 

图 8.1-3 Paramon 手动检测到普通升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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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说明： 

更新：点击后进入升级流程； 

忽略：点击后对话框关闭，不进行升级； 

关闭按钮（×）：点击后对话框关闭，不进行升级； 

 

对于必须升级的版本，界面如图：8.1-4 所示： 

 

图 8.1-4 Paramon 手动检测到必须升级版本 

 

 

按钮说明： 

更新：点击后进入升级流程，Paramon 前台会关闭； 

关闭按钮（×）：点击后对话框关闭，同时关闭 Paramon 前台； 

8.2. 新版本安装包的下载 

8.2.1. 本地没有下载过新版安装包 

检测到新版本，点击更新后，会进入安装包下载界面：如图 8.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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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1 安装包下载界面 

 

按钮说明： 

后台更新：下载对话框会隐藏到右下角图标，下载继续，点击右下角图标后弹出； 

关闭按钮（×）：点击后对话框关闭。 

 

 

安装包下载完成后的界面，如图：如图 8.2-2 所示 

 

图 8.2-2 安装包下载完成界面 

 

按钮说明： 

后台更新：下载对话框会隐藏到右下角图标，点击右下角图标后弹出； 

安装：开始安装新的版本； 

完成：关闭该对话框； 

关闭按钮（×）：点击后对话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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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本地已下载新版安装包 

对于本地已经下载个安装包的场景，如果是普通升级版本，如图 8.2-3 所示 

 

图 8.2-3 普通升级版安装包已下载界面 

 

按钮说明： 

更新：开始安装新的版本； 

忽略：关闭该对话框； 

关闭按钮（×）：点击后对话框关闭。 

 

 

如果是必须升级版本，如图 8.2-4 所示， 

 

图 8.2-4 必须升级版安装包已下载界面 

 

按钮说明： 

更新：开始安装新的版本； 

关闭按钮（×）：点击后对话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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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新版本的安装 

升级包安装完成后的界面，如图 8.3-1 所示， 

 

 

图 8.3-1 升级包安装完成 

 

按钮说明： 

运行：启动新版本； 

关闭按钮（×）：点击后对话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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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卸载 Paramon 

在卸载 Paramon 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1. 卸载 Paramon 软件的时候会把相应的配置文件也删除，如果想保留这些配置文件供日后参考，用户需要

先将这些配置文件作备份。 

 

2. 卸载 Paramon 软件不会删除所生成的 parafile 记录文件，所有之前生成的“*.para”记录文件不受影响。 

 

各个版本的具体卸载步骤请参考如下各节。 

 

9.1. 卸载 Paramon 旗舰版 

9.1.1. Linux 平台 

删除前的注意事项： 

卸载 Paramon Linux 版需要“root”用户权限，而且“/etc/paratera/”目录里如下的配置文件会被删除： 

1. 前台集群配置文件         ： “/etc/paratera/nodelist.pmon” 

2. 后台服务器端相关配置文件 ： “/etc/paratera/psvr * .conf” 

3. 后台采集端相关配置文件   ： “/etc/paratera/pcnt * .conf” 

4. 功能配置文件             ： “/etc/paratera/utils.conf” 

5. PMonitor 配置文件        ： “/etc/paratera/paramon_cont.conf” 

 

若节点的 Linux 发行版使用 RPM 软件包管理器，直接使用 rpm 命令卸载，例如： 

# rpm –e paramon-mgr-ult-8.0.0-XX.el6 

 

如果不确定或者忘记了所安装的 Paramon 软件的“数字版本”，可以使用 rpm 工具查找，然后再卸载，例如： 

# rpm –qa | grep paramon 

paramon-mgr-ult-8.0.0-XX.el6 

# rpm –e paramon-mgr-ult-8.0.0-XX.el6 

 

若节点的 Linux 发行版使用 DPKG 软件包管理器，直接使用 dpkg 命令卸载，例如： 

# dpkg –r paramon-pro 

 

如果不确定或者忘记了所安装的 Paramon 软件的“数字版本”，可以使用 dpkg 工具查找，然后再卸载，例如： 

# dpkg –l | grep paramon 

ii  paramon-pro           8.0.0-XXubuntu        

Paramon Professional Edition 

# dpkg –r paramon-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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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与用户偏好设置有关的文件（多存在于“~/.config/paratera/paramon”）并不会被删除，如果想彻底删除

Paramon 中的偏好设置文件，可以使用如下命令： 

# rm –rf  ~/.config/paratera/paramon 

 

9.1.2. Windows 平台 

9.1.2.1. 前台 

Paramon 软件 Windows 版前台的安装文件为.zip 压缩包，因此要卸载前台只需要把解压缩的文件删除即可。 

 

注意：如果在解压缩的目录里运行过 Paramon，那么该目录中很有可能存放有所记录的 Para 文件，请在删除前

检查这些 Para 文件是否要保留。 

 

9.1.2.2. 后台 

Paramon 软件 Windows 版后台在控制面板中的卸载软件中直接卸载即可，卸载方法可以参照（4.4.2.2 从旧版本

升级）中关于 Paramon 后台采集端的卸载方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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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常见问题 

本章汇总了一些在安装和使用 Paramon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如果您遇到的问题在本章没能找到解答，请

联系并行科技的技术支持部门：service@paratera.com 

 

10.1. 安装相关 

10.1.1. 不支持的 CPU 

在“2.3 Paramon 支持的硬件平台”一节中提到，Paramon 中提供 CPU 微架构数据，需要 CPU 硬件的支持，如果

您在安装 Paramon 时见到类似下面这样的报错信息： 

“error: Hardware not supported by this version, please contact service@paratera.com for the latest software and 

assistance.” 

 

那么您所安装的 Paramon 软件很有可能不是最新版本，请联系并行科技获取最新版本的软件。 

 

10.1.2. 不支持的 OS 

Paramon 支持所有主流的 Linux 发行版本和 Windows（请参考“2.2 Paramon 支持的操作系统”一节），如果您所

使用的操作系统版本没有出现在“2.2 Paramon 支持的操作系统”列表里，请联系并行科技，并行科技可以根据

用户的具体环境快速开发出相对应的 Paramon 版本。 

 

10.1.3. 版本冲突 

不能混用不同“数字版本”的 Paramon 软件，也不能混用 Paramon 旗舰版的前台后台。如果在安装 Paramon 的

时候系统提示软件包冲突，那么很有可能该系统之前安装过 Paramon 的某个版本，请先查看并且卸载冲突的版

本。 

 

10.1.4. 安装文件 MD5 校验出错 

如果在安装 Paramon 时系统提示软件包错误，可能是 Paramon 的安装文件在传输或者拷贝的过程中损坏，请用

md5sum 工具检查安装文件的校验码，并与并行科技提供的 md5sum 校验码作对比，如果校验码不同，那这个

文件确实已损坏，请重新拷贝正确的安装文件。 

 

10.1.5. SUSE 系统采集微架构数据 

SUSE 系统默认不采集微架构数据，需要执行“modprobe msr”命令后再安装 Paramon 后台采集端，才可在 SUSE

系统下采集微架构数据。 

 

mailto:service@parat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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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使用相关 

10.2.1. 安装新版本 Paramon 软件后界面异常 

如果在安装完 Paramon 前台软件之后发现界面显示异常，那很有可能是这台机器以前安装过 Paramon。请按照

“9 卸载 Paramon”一章介绍的步骤卸载，并且删除用户主目录下的“.config/paratera/paramon”文

件夹。然后重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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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技术支持 

如果您需要获得关于 Paramon 软件的支持，请联系并行科技： 

 

电子邮件：service@paratera.com 

公司网址：http://www.parate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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