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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手入门 

1.1 什么是 HiaCloud？ 

HiaCloud 是和利时集团根据二十多年工业自动化的经验，推出基于 PaaS 的新一代软件开发、集成、和

管理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 HiaCloud 用户构建起基于数据自动流动的状态感知、实时分析、科学决策、

精准执行的闭环赋能体系。 

   HiaCloud 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如图 1-1 所示。打通工业设计生产制造现场、智能应用服务之间的数字鸿

沟，实现生产资源高效配置、软件敏捷开发。 

 

图 1-1 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 

HiaCloud 以模型为核心，采用事件驱动服务的方式，实现物理空间与信息空间的双向映射和交互，提

供开放的工业数据、应用开发和业务运行的云平台。HiaCloud 总结为“四个一”，整体介绍如图 1-2 所示。 

HiaCloud

一套运营环境

多租户管理 资源分配 开发维护

商业运维 安全管理

一套标准体系

统一标准

工业对象标识

信息描述

工厂模型描述

交换协议

一套组态环境

面向非软件专业人员 快速建模工具

应用组态工具行业组件库 行业模板

一套运行环境

分布式 多种云部署 计算引擎

弹性运行框架 工业信息交换引擎

 

图 1-2 HiaCloud 整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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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操作流程 

使用 HiaCloud 前，请根据图 1-3 了解 HiaCloud 平台的操作流程。 

申请登录账号 快速入门 资源管理 创建项目 应用管理

存储管理

配置管理

用户管理

建议用户先通过快速
入门熟悉平台开发流

程

资源代表一种或多种
物理资源实体，如计
算、存储、镜像库

等。

服务管理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运维监控

 
图 1-3 HiaCloud 操作流程图 

各步骤具体说明： 

1、 申请登录账号 

HiaCloud 中账号分为租户和用户，账号关系详见 2.1 系统角色说明。 

2、 快速入门 

通过“快速入门”了解 HiaCloud 的基本操作流程。 

3、 资源管理 

资源是项目在运行时所依赖的资源实体的抽象，代表一种或多种物理资源实体，如计算、存储、镜

像库等。 

4、 创建项目 

项目是设定需要资源，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主要是限定时间、限定资源），有明确目标的完成一次

性任务的过程。一个租户下可创建多个项目。 

5、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包括了应用管理、服务管理、存储管理、配置管理，涵盖了整个项目开发的总过程。 

6、 用户管理 

平台租户管理员用于创建用户、审核用户和为用户分配角色。 

7、 运维监控 

审计管理：审计管理记录应用、服务和项目等平台资源操作信息。 

日志管理：日志管理提供海量应用日志的数据采集、检索功能。 

监控告警：监控告警提供了监控、告警设置、发送告警信息等功能，便于更快地发现、定位并恢复

环境运行。 

1.3 如何登录 HiaCloud？ 

操作步骤 

步骤 1 打开浏览器。 

步骤 2 在地址栏输入地址 http://console.hiacloud.net.cn/。进入 HiaCloud 工业互联网平台。平台页面如

图 1-4 所示。 

http://console.hiacloud.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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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工业互联网平台首页 

步骤 3 若已有账号，单击“登录”，登录平台。如无账号，单击“注册”，注册账号，等待审核通过后，

再重新登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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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登录账号 

2.1 系统角色说明 

为了便于运维管理，HiaCloud 规划了基于不同用途的权限，再根据需要将这些权限组成不同的角色，

将这些角色赋予上不同的账号，创建出执行不同任务的用户。 

⚫ 权限：权限是对菜单的使用权限。 

⚫ 角色：角色是权限的集合，一个角色可拥有一个或多个权限。 

⚫ 账号：一个角色的具体用户。 

⚫ 租户：租户是平台应用者，也是用户权限的管理者。HiaCloud 支持注册多个租户，租户之间的资

源物理隔离。 

2.1.1 角色说明 

HiaCloud 有三种使用者角色，如表 2-1。 

表 2-1 使用者角色说明 

角色 说明 

HiaCloud平台管理员 平台管理员是平台的管理者，也是平台资源和服务的运维者。

主要负责审核平台资源信息申请、应用上下架申请，平台服务

运维管理，可视化资源管理。 

租户 租户管理员是平台的应用者，也是用户权限的管理者。主要管

理该租户下的资源、项目和用户。 

用户 用户是属于某租户下的平台使用者，用户角色分为应用开发者

和普通用户。用户注册后，由租户进行登录审批和权限分配。 

2.1.2 角色关系 

HiaCloud 角色关系请参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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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关系

<平台管理员> <租户>

账户：admin

注册租户待审批

<用户>

租户登录
HiaCloud

申请节点、申

请镜像库

可创建项目，

设置配额

审批通过后

待审核

审核通过后

管理项目

注册用户

用户登录
HiaCloud

等待租户审批

用户管理
审批通过，并为

用户分配角色

租户首次登录需创建一个

项目后，方可创建用户

 

图 2-1 角色关系 

HiaCloud 平台支持注册多个租户，各租户下资源隔离。一个租户可以创建多个项目。项目创建完成后，

租户在用户管理，审核用户同意创建或创建用户，并为用户分配角色。 

2.2 我是租户 

租户代表一个企业/组织，有自身独立的付费账号，是消费云服务的责任主体。也是用户权限的管理者。

平台可注册多个租户。申请租户前，建议用户先了解 2.1 系统角色说明，了解租户与用户的之间的关系。 

2.2.1 注册租户 

操作步骤 

步骤 1 点击链接 http://console.hiacloud.net.cn/。进入 HiaCloud 工业云平台首页。 

步骤 2 在首页右上角，点击“注册”。选中“租户”。 

步骤 3 参照表 2-2 配置注册租户信息，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表 2-2 注册租户 

参数  参数说明 

账户设置 

*租户名 新建租户名，命名唯一。由 3-32位数字、字母组成，必须

以小写字母开头。租户名称不允许加“-”。 

*密码 输入 6-16位密码，必须包含字母和数字。 

*确认密码 再一次输入用户密码，必须和“密码”取值一致。 

 

*申请原因 申请该租户的原因。不限制字符，长度 2-64位。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租户注册”。 

http://console.hiacloud.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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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注册完成后，请联系平台管理员进行审核。 

2.2.2 首次登录租户账号 

租户首次登录 HiaCloud 平台时，单击首页右上角“控制台”。进入控制台后，需做三件事： 

1、单击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申请节点。 

2、单击菜单栏“资源管理>>镜像库管理”，申请镜像库或添加第三方镜像库。详情请见第错误!未找到

引用源。章资源管理。 

3、单击菜单栏“项目管理>>创建项目”。详情请见第 5 章项目管理。 

租户至少创建一个项目后，才可以正常使用 HiaCloud 平台。才可以创建用户，或申请在该租户下的用

户。否则在创建用户时，显示租户不存在或租户状态未激活，如图 2-2。 

 

图 2-2 创建用户失败 

2.2.3 创建用户 

租户首次登录，创建完成至少一个项目以后，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用户，成为该租户下平台的使用者。 

操作步骤 

步骤 1 以 2.2.1 注册租户中创建的租户登录 HiaCloud 平台。单击首页右上角“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菜单栏“用户管理”，单击“创建用户”。系统显示如图 2-3 所示页面。 

 

图 2-3 创建用户页面 

步骤 3 输入“用户名称”、“密码”、“申请原因”，选择用户角色，在“选择项目”为用户分配对应的项

目。单击“创建”。 

说明：HiaCloud 平台内置了“应用开发者”和“普通用户”两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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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开发者：若给用户授予“应用开发者”权限，该用户可以开发应用、构建应用、上架应用。 

⚫ 普通用户：可在应用商店订购应用、部署应用。并拥有分配项目中对应项目“项目控制台”下所

有操作权限。 

显示创建成功，添加至用户列表中。 

2.2.4 审批用户 

用户注册后，需要用户所属的租户进行审批，审批通过后可登录 HiaCloud 平台。 

操作步骤 

步骤 1 以 2.2.1 注册租户中创建的租户登录 HiaCloud 平台。单击首页右上角“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菜单栏“用户管理”，选择待审核用户。弹出“审核用户”页面。 

步骤 3 在“审核用户”页面。分配用户角色、在“选择项目”为用户分配对应的项目。两个选项均为

必填项。单击“通过”。 

说明：HiaCloud 平台内置了“应用开发者”和“普通用户”两种角色。 

⚫ 应用开发者：若给用户授予“应用开发者”权限，该用户可以开发应用、构建应用、上架应用。 

⚫ 普通用户：可在应用商店订购应用、部署应用。并拥有分配项目中对应项目“项目控制台”下所

有操作权限。 

审核通过的用户状态由“待审核”变更至“通过”。 

2.3 我是用户 

用户是 HiaCloud 平台的使用者，由租户授予不同操作权限。一个租户下可包含一个或多个用户。 

2.3.1 注册用户 

操作步骤 

步骤 1 在首页右上角，点击“注册”。选中“用户”。 

步骤 2 参照表 2-3 配置注册用户信息，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表 2-3 注册用户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账户设置 

*租户名 配置为 2.1.1 注册租户中创建的租户。 

*用户名 新建的用户名。命名唯一。由 3-32 位数字、字母组

成，必须以小写字母开头。 

*密码 输入 6-16 位密码，必须包含字母和数字。 

*确认密码 再一次输入用户密码，必须和“密码”取值一致。 

 

*申请原因 申请该用户的原因。不限制字符，长度 2-64 位。 

步骤 3 配置完成后，单击“用户注册”。 

系统提示用户注册成功，等待租户管理员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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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登录用户-应用开发者角色 

用户登录 HiaCloud 平台后，单击首页右上角“控制台”。系统显示如图 2-4 所示。应用开发者拥有应用

开发、应用构建、应用上架和分配项目中项目控制台所有权限。 

 
图 2-4 应用开发者页面显示图 

2.3.3 登录用户-普通用户 

用户登录 HiaCloud 平台后，单击首页右上角“控制台”。系统显示如图 2-5 所示。普通用户拥有应用订

购、应用部署和分配项目中项目控制台所有权限。 

 

图 2-5 普通用户页面显示图 



用户手册  2018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 

北京和利时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3 

3 快速入门 

3.1 创建 nginx容器应用 

nginx 是一款轻量级的 Web 代理服务，通过 HiaCloud 平台可快速创建 Nginx 容器应用。 

前提条件 

⚫ 确保节点资源充足, 建议用户添加“8 核 CPU、16G 内存、80G 磁盘”的节点资源，请参照 4.1.1

申请节点资源。 

⚫ 申请镜像库。申请对应镜像库并获取部署 nginx 应用所需的镜像名称 nginx:stable。 

操作步骤 

步骤 1 以“租户”登录 HiaCloud。单击右上角“控制台”。 

步骤 2 单击菜单栏“项目管理>>项目列表”，创建项目，详情请参照 7.1 创建项目。 

步骤 3 单击“管理项目”，进入“项目控制台”。 

步骤 4 该应用部署挂载存储卷（可选），单击“存储管理”，创建存储卷，详情请参照 7.4.1 创建存储卷。 

步骤 5 在右侧页面单击“创建应用”，弹出“创建应用”页面，参照表 3-1 配置应用基本信息。 

表 3-1 配置应用基本信息参数表 

参数 参数说明 

*应用名称 新建应用名，应用名在一个项目下唯一。配置为:nginx 

*选择镜像库 可选择镜像库，为“资源管理>>镜像库管理”中所申请镜像库列表。 

*镜像名称 应用的镜像名称: nginx:stable 

*最大 CPU CPU 资源的最大允许使用量。设置为：0.1 核 

*最大内存 内存资源的最大允许使用量。设置为：20M 

*最小 CPU CPU 资源的最小申请量。设置为：0.1 核 

*最小内存 内存资源的最小申请量。设置为：10M 

*容器端口 根据 nginx 镜像的实际容器端口填写。如 80 

*协议 端口协议。设置为 TCP 

项目描述 搭建 nginx web 代理服务  

步骤 6 单击“存储设置”，系统显示如图 3-1 所示。“选择挂载卷”列表选择合适存储卷，存储卷为步

骤 4 创建。安装路径即存储卷的挂载路径，设置为：/opt/ck。 

 

图 3-1 勾选“是否选择挂载卷”显示图 

步骤 7 单击“访问设置”，勾选“是否发布为服务”，系统显示如图 3-2 所示。根据表 3-2 配置访问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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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单击“访问设置”显示图 

表 3-2 配置访问设置参数表 

参数 参数说明 

访问类型 选择“平台内” 

服务端口 输入应用间访问的端口。如 88 

容器端口 根据 nginx 镜像的实际容器端口填写。如 80 

协议 端口协议。设置为 TCP 

说明：访问类型分为两种：(1)平台内：用于同一租户下应用互相访问。(2)平台外：用于平台外部进行

访问。 

步骤 8 单击“HTTP 路由”，设置如图 3-3 所示。 

 

图 3-3 单击“HTTP 路由”显示图 

步骤 9 单击“日志配置”，设置如图 3-4 所示。 

 

图 3-4 单击“日志设置”显示图 

说明：1）采集标准输出日志：采集应用输出至控制台日志。 

2） 采集文件日志：采集应用输出至 log 文件日志。日志文件配置信息依次为：日志文件目录、日志文

件名称、日志标记（用于日志检索）。 

步骤 10 创建完成后，系统显示如图 3-5 所示。应用名称下单击“nginx”，进入“应用详情”，系统显

示部分截图如图 3-6 所示。查看 HTTP 代理信息，应用访问地址：http://nginx-hollysys.hiacloud.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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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应用创建完成页面显示图 

 

图 3-6 应用详情部分截图 

nginx 应用可成功访问，如图 3-7。 

 

图 3-7  nginx 访问页面 



用户手册  2018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 

北京和利时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16 

4 高级开发特性 

用户在使用 Hiacloud 工业互联网平台前，需确保节点资源充足，否则会造成功能使用失败。 

使用高级开发特性前，建议您先了解一下基本概念。 

表 4-1 基本概念 

术语 解释 

资源 资源是应用在运行时所依赖的资源实体的抽象，代表一种或

多种物理资源实体，如计算、存储等。 

节点 节点是指接入到平台的计算资源，包括虚拟机、物理机等。 

存储   存储是指接入到平台的存储资源，用于将数据进行持久化存

储。 

4.1 节点管理 

用户需确保所在项目节点资源充足，若节点资源不足，会导致创建项目等操作无法正常进行。 

HiaCloud 平台节点分为两类，包括计算节点和存储节点。 

⚫ 计算节点：计算节点是指接入到平台的计算资源。具体到某一台虚拟机或物理机的 IP 值、CPU 和

内存。 

⚫ 存储节点：存储节点是指接入到平台的存储资源。具体到某一个具体集群 ID 的磁盘大小。一个租

户只能申请一个存储节点。 

4.1.1 申请节点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高级开发特性>>节点管理”。 

步骤 2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申请节点”，弹出“创建节点”页面。 

步骤 3.1 节点类型，选择“计算节点”，系统显示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创建计算节点显示图 

步骤 3.2 节点类型，选择“存储节点”，系统显示如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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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创建存储节点显示图 

步骤 4 参照 

表 4-2 配置步骤 3 页面信息，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表 4-2 申请节点 

参数 参数说明 

*节点名称 新建节点名称，由 3-32 位数字、字母组成，必

须以小写字母开头。 

计算节点 

*CPU 最少设置 2 核。 

*内存 最少设置 8G。 

存储节点 

*磁盘大小 值不能为空。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创建”。显示“添加节点成功”，添加至节点列表中。节点列表中名称以“租

户名称-节点名称”命名。状态显示“待审核”。 

请联系平台管理员进行审核并分配资源。 

4.1.2 申请释放 

当某个节点不能满足需求时，可以选择申请释放。 

操作步骤 

步骤 1 节点状态显示“通过”时，在操作栏单击“申请释放”。弹出提示。系统显示如图 4-3 所示。 

 
图 4-3 申请释放节点提示页面 

步骤 2 单击“确定”，显示“申请释放节点成功”。状态显示“待释放”。 

请联系平台管理员释放节点。平台管理员审核“同意释放”，状态显示“冻结”。平台管理员审核通过，

可选择删除节点，节点列表会删除该条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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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镜像库管理 

镜像用于容器类应用。用户在创建应用前，需要申请镜像库或添加第三方镜像库。一个租户只可申请

一个镜像库，第三方镜像库添加个数不受限制。 

注意：如果使用第三方镜像库，造成的后果（例如，环境不可用）用户需自己承担。 

4.2.1 申请镜像库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高级开发特性>>镜像库管理”。 

步骤 2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申请镜像库”，弹出“申请镜像库”页面。系统显示如图 4-4 所示。 

 

图 4-4 申请镜像库显示图 

步骤 3 填写配置信息“邮箱”和“密码”，填写完成后，单击“创建”。显示“申请成功”，添加至镜像

库列表。状态显示“待审核”。 

请联系平台管理员进行审核，并分配镜像库地址。一个租户可申请一个平台镜像库。 

4.2.2 添加第三方镜像库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高级开发特性>>镜像库管理”。 

步骤 2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添加第三方镜像库”，弹出“添加第三方镜像库”页面。系统显示如图 4-5

所示。 

 

图 4-5 添加第三方镜像库页面显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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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参照 

表 4-3 配置步骤 2 页面信息，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表 4-3 第三方镜像库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名称 新建镜像库名称，由 3-32 位数字、字母组成，必须以

小写字母开头。 

*地址 镜像仓库地址。镜像仓库中镜像均以镜像仓库地址开

头。 

*邮箱 常用邮箱账号，用于联系镜像库使用者。 

账号 镜像库访问账号。 

密码 镜像库访问账号密码。 

*登录地址 管理镜像库界面的地址。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创建”。系统显示“添加成功”。 

4.2.3 应用构建 

应用构建提供平台镜像库中镜像管理和应用构建。 

4.2.3.1 镜像管理 

镜像管理提供平台镜像库中镜像查询、镜像查看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高级开发特性>>镜像管理”。系统显示如图 4-6 所示。 

 
图 4-6 镜像管理页面显示图 

步骤 2 输入镜像名称，单击“查询”。实现镜像查询功能。 

步骤 3 单击“镜像名称”，系统显示如图 4-7 所示。可查看镜像详情，包括：标签、大小、PULL 命令

等信息。 

 

图 4-7 镜像详情页面显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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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应用构建 

应用开发者角色执行应用构建后，可将应用上架至应用商店。具体操作详见 8.1 应用开发者-应用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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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功能是管理租户下用户。具体有创建用户、审批用户两个功能。具体描述详见 2.2.3 创建用户、

2.2.4 审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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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服务目录 

任何希望开放给第三方使用的软件、工具、能力，甚至数据，都可以被作为服务，发布到平台，由第

三方使用者订购。 

按平台使用来看，需要了解以下概念： 

⚫ 服务目录：服务为面向应用的，应用使用服务需要在“服务目录”页面订购。“服务目录”展示了

平台中的所有服务。一个服务针对一个项目下不可重复订购。 

6.1 订购服务 

前提条件 

⚫ 需确保项目配额充足，若不充足请参考 4.1.1 申请节点，申请计算节点。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服务目录”。系统显示如图 6-1 所示。 

 

图 6-1 服务目录页面显示图 

步骤 2 在剩余资源满足服务所需资源前提下，单击“订购”，系统显示如图 6-2 所示。 

 

图 6-2 订购服务显示页面图 

步骤 3 配置“实例名称”完成后；选择项目，指定服务所属项目；选择服务资源套餐。单击“确定”。

系统显示“创建成功”。服务添加至“项目管理>>服务管理>>我的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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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管理 

租户在 HiaCloud 平台以建立项目形式使用平台资源。一个租户下可建立多个项目。每个项目下包括了

创建的应用、订阅的服务、创建的存储和配置。 

创建项目前，建议先了解一下概念。 

表 7-1 项目包含概念 

概念 解释 

项目 设定需要资源，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主要是限定时间、

限定资源），有明确目标的完成一次性任务。 

应用 应用是可部署的软件实体，包含一个或一组容器或进

程。 

服务 任何发布在平台上供第三方订购的统称为服务，可包括

软件、工具、能力，甚至数据。 

存储 提供数据持久化存储功能。 

7.1 创建项目 

前提条件 

⚫ 申请计算节点和存储节点，详情请参见 4.1 节点管理。若资源充足，可省略。 

⚫ 申请应用部署所用的镜像库。若存在，可省略。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项目管理>>项目列表”。 

步骤 2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项目”，弹出“创建项目”页面。系统显示如图 7-1 所示。 

 

图 7-1 创建项目页面显示图 

步骤 3 填写配置信息完成后，单击“创建”。系统显示“创建项目成功”。 

在项目列表操作栏单击“管理项目”或项目名称，进入项目控制台如图 7-2 所示。开始项目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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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项目控制台页面显示图 

7.2 应用管理 

应用是可部署的软件实体，HiaCloud 平台为应用提供可视化部署流程，并支持运行时管理操作，如更

新、删除等。 

创建应用前，建议您先了解一下不同应用具体描述。 

表 7-2 不同应用具体描述 

名称 应用描述 
是 否 创

建存储 

是否需要

外部访问 

普通容器应用 以容器技术来运行构建应用的环境，无应用数据需持久化

保存，无其他应用访问，无需外部登录访问的应用。 

否 否 

无状态容器应

用 

应用间互不依赖，任意一个 Web 请求完全与其他请求隔

离。无应用数据需持久化保存，需外部登录访问。 

否 是 

有状态容器应

用 

有数据持久化存储要求，应用间有互相依赖关系，需外部

登录访问。 

是 是 

7.2.1 应用部署整体流程图 

应用部署整体流程请参见图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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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订阅服

务，绑定实例

（可选）确

认镜像库

添加应用配

置信息

是否需要存

储？

是否需要访

问应用？

否

添加存储设

置信息
是

填写访问设

置信息
是

是否HTTP代

理？

配置HTTP路

由信息
是

否

开始

查看应用详情

否

结束

（可选）创

建存储卷

若应用需绑定HiaCloud平台

提供的服务，需提前订阅

若应用镜像库为第三方镜

像库，需要确认添加

配置信息可提前准备，如
镜像名称、环境变量、应

用日志文件路径等

可查看应用部署产生的事

件、访问地址、日志等信息

若应用有数据持久化存储

需求，需要创建存储卷

 

图 7-3 应用部署整体流程 

7.2.2 创建应用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通过 7.1 创建项目，进入“项目控制台”页面，单击菜单栏中的“应用管理”。 

步骤 2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应用”，弹出“创建应用”页面。系统显示如图 7-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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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创建应用页面显示图 

步骤 3 参照表 7-3 配置步骤 2 页面信息，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表 7-3 创建应用参数说明表 

参数 参数说明 

*应用名称 新建应用名，应用名在一个项目下唯一。由 3-32 位数字、字母组成，

必须以小写字母开头。 

*选择镜像库 可选择镜像库，为“资源管理>>镜像库管理”中所申请镜像库列表。 

*镜像名称 应用的镜像名称。 

*最大 CPU 限制：CPU 资源的最大允许使用量，不能被突破。 

*最大内存 限制：内存资源的最大允许使用量，不能被突破。 

*最小 CPU 分配：给应用分配的 CPU 量。 

*最小内存 分配：给应用分配的内存量。 

*容器端口 应用容器端口，将映射至主机端口。 

*协议 端口协议，支持 TCP 和 UDP。 

项目描述 应用实现功能描述。 

环境变量 

配置环境变量 容器运行前需设置的环境变量列表。可选择通过配置文件添加。 

存储设置 

选择挂载卷 可选择挂载卷，“存储管理”下存储卷列表中未使用存储卷。 

访问设置 

访问类型 指定访问应用的方式，默认值为平台内。 

1、 平台内：用于同一租户下应用互相访问。 

2、 平台外：实现平台外对应用的访问。 

服务端口 服务监听的端口。 

容器端口 从上方配置的容器端口中选取。 

协议 端口协议，支持 TCP 和 UDP。访问类型设置为“平台外”时，用户

通过“节点 IP：节点端口”访问到内部容器应用， 

HTTP 路由 

域名 1、 平台生成：填写域名前缀。若填写 example，则平台生成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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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为 example.hiacloud.net.cn。 

2、 手工添加：填写一个完整域名，并且保证该域名已指向一个计算

节点。 

服务端口 对应“访问设置”处设置的服务端口。 

访问路径 访问路径比如设置为“/v1/helloword”，应用访问地址则为“域名

/v1/helloword”。 

日志设置 详见 10 日志管理 

采集标准输出

日志 

勾选后，采集应用输出至控制台日志。 

采集文件日志 勾选后，采集应用输出至 log 文件日志。日志文件配置信息依次为：

日志文件目录、日志文件名称、日志标记（用于日志检索）。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创建”，系统显示“创建成功”。 

步骤 5 进入 7.2.3 查看应用详情，待状态为“Progressing”，应用创建成功。 

说明: 

  应用状态不会实时更新，请按 F5 查看 

7.2.3 查看应用详情 

7.2.2 创建应用完成后，系统显示如图 7-5 所示。应用名称下单击“nginx”，进入“应用详情”页面，

系统显示如图 7-6 所示。 

 

图 7-5 应用创建完成页面显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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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应用详情页面显示图 

如图 7-6 所示，应用详情包括了应用的三大部分。 

⚫ 详情：详情包括了应用的详细信息。包括了应用状态信息、应用信息、容器组信息、服务信息和

HTTP 代理信息。部分参数说明详见表 7-4 所示。 

表 7-4 应用详情部分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容器组 

执行命令 直接进入容器内，使用 linux 命令查看容器信息。比如查看容器运

行日志、容器内存占用等。 

日志 容器启动和运行中日志，可用于仔细排查容器故障的原因。 

事件 容器启动和运行中产生的事件，可用于初步了解容器故障的原因。 

监控 监控容器占用 CPU、内存、网络资源信息。 

服务（勾选“是否发布为服务”后显示） 

内部入口 用于一个租户下应用互相访问，速度最快。 

外部入口 设置为“平台外>>TCP”时，暴露外部入口。 

HTTP 代理 

HTTP 代理 设置“HTTP 路由”后显示，访问方式为：“域名/路径”。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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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情页面，单击状态右侧“^”，可以增加容器个数，实现容器横向扩容。每个容器都是相同的，设

置多个容器主要用于实现高可靠性，当某个容器故障时，应用还能正常运行。 

⚫ 环境变量：环境变量展示了应用环境变量信息。 

⚫ 事件：应用部署产生的事件，用于了解应用部署状态。 

7.2.4 更新应用 

需要更新应用时，只要有以下几点： 

⚫ 应用镜像更新后，需要更新应用。 

⚫ 应用基本配置信息更改，需要更新应用。 

操作步骤： 

步骤 1  7.2.2 创建应用完成后，系统显示如图 7-7 所示。单击“更新”，进入“编辑应用”页面。修改

应用配置信息后，单击页面下方“更新”按钮。 

  

图 7-7 应用创建完成页面显示图 

7.3 服务管理 

服务目录订购的服务，添加至“服务管理-》我的服务”中。服务管理页面包括查看服务状态、绑定服

务示例、获取服务访问凭证、服务监控等功能。 

按平台使用来看，需要了解以下概念： 

⚫ 我的服务：“我的服务”页面显示使用者在服务市场中，订购的服务列表。每条服务目录显示订购

的服务具体信息，包括实例名称、服务状态、绑定、绑定列表、监控等。 

⚫ 绑定列表：实例是服务概念的一个具体实体。如软件类服务，一个软件实例就是一个可用的软件

实体。实例化后，购买者可以使用具体服务。“绑定列表”显示服务绑定的实例信息包括访问凭证

等信息。 

⚫ 监控：监控服务运行各资源使用率。从三个维度进行监控，包括：CPU、内存、网络。 

7.3.1 我的服务 

前提条件 

⚫ 服务目录已订购服务，并指定某项目下。服务将添加至“服务管理>>我的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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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步骤 1 通过 5.1 创建项目，进入“项目控制台”页面，单击菜单栏中的“服务管理”，系统显示如图 7-8

所示。 

 

图 7-8 服务订购完成系统显示图 

说明 

“我的订购列表”下状态和详情不会实时更新，请按 F5 刷新查看。 

步骤 2 每条服务目录操作项包括：绑定、删除、绑定列表、监控四项操作。 

7.3.2 绑定实例 

订购服务后，使用服务前，需绑定实例，获取访问凭证。 

操作步骤 

步骤 1 进入“我的服务”，操作下单击“绑定”。系统显示如图 7-9 所示。 

  

图 7-9 输入绑定名称页面显示图 

步骤 2 配置“绑定名称”后，单击“确定”。系统显示“绑定成功”。 

步骤 3 进入“我的服务”，操作下单击“绑定列表”。弹出“绑定列表”页面，操作栏单击“访问凭证”，

以模型服务为例系统显示如图 7-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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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 访问凭证显示图 

访问凭证提供了内部访问地址和外部访问地址。以模型服务为例，访问凭证说明详见表 7-5 所示。应用

开发者获取访问地址，结合 API 文档，使用服务，开发应用。 

表 7-5 模型服务访问凭证 

访问地址 说明 

内部访问地址 同一个租户下应用间访问地址 

http://model-srv.hollysys-haierrobot-develop.svc.cluster.local 模型服务访问地址 

http://scriptengine-srv.hollysys-haierrobot-develop.svc.cluster.local 模型服务-脚本引擎访问地址 

外部访问地址 平台外访问地址 

http://haierdev-model-hollysys-haierrobot-develop.hiacloud.net.cn:80 模型服务平台外访问域名 

mqtt://47.93.223.150:1883,user:mqtt_pub1,password:pub123! 模型数据上报-mqtt 中间件信息 

topic:hollysys-haierrobot-develop/Cloud/InformationModel 模型服务的 Topic 

API 文档下载地址如图 7-11 所示。进入门户首页，单击“开发者文档>>文档下载”下载服务接口文档。

结合访问地址和接口文档使用服务接口。 

 

图 7-11 服务下载页面显示图 

7.3.3 监控 

步骤 1 进入“我的服务”，操作下单击“监控”。系统显示如图 7-12 所示。选中某一个容器，单击“监

控”，显示该容器资源占用信息，如图 7-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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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认证授权服务各容器监控页面显示图 

 

图 7-13 监控资源信息页面显示图 

7.4 存储管理 

创建的应用有数据持久化存储需求时，才需要创建存储。存储创建成功后，在创建应用时，可以通过

卷的形式将所创建的应用挂载到该存储中。 

存储管理提供 FTP 上传和下载功能。实现本地电脑和存储卷间文件的传输。 

7.4.1 创建存储卷 

前提条件 

⚫ 需确保项目磁盘资源充足。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通过 7.1 创建项目，进入“项目控制台”页面，单击菜单栏中的“存储管理”。 

步骤 2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存储卷”，弹出“创建存储卷”页面。系统显示如图 7-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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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4 创建存储卷显示页面图 

步骤 3 配置“存储卷名称”、“总量”、“存储卷描述”完成后，单击“创建”。系统显示“创建存储卷成

功”。 

7.4.2 FTP 上传下载 

步骤 1 通过 7.4.1 创建存储卷完成后，操作栏下单击“FTP 上传下载”，系统显示如图 7-15 所示。 

 

图 7-15  FTP 上传下载页面显示图 

说明 

“ftp 地址”图显示为内网地址，用户使用应使用外网地址。如 hollysys 租户应使用：47.94.172.140。 

步骤 2 打开软件 Xftp5，单击“文件>>新建”，如图 7-15 配置会话属性，配置页面如图 7-16 所示。配

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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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Xftp5 软件新建会话属性页面 

步骤 3 连接会话，页面显示如图 7-17 所示。新建会话中输入图 7-15 中 ftp 目录。可将文件上传至存

储卷中，也可下载文件。但无删除文件权限。图 7-18 显示存储卷中已上传文件。 

 
图 7-17  Xftp5 软件连接会话页面显示图 

 

图 7-18  Xftp5 软件查看已上传文件 

7.5 配置管理 

为了提升易用性，HiaCloud 提供了配置管理。若应用配置太多，建议用户在创建应用前提前添加配置。

添加配置后，可以在创建应用时直接选择“从配置文件添加”方式设置应用中的“环境变量”和“存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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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7.5.1 创建配置 

操作步骤 

步骤 1 通过 7.1 创建项目，进入“项目控制台”页面，单击菜单栏中的“配置管理”。 

步骤 2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创建配置”，弹出“创建配置”页面，系统显示如图 7-19 所示。 

 

图 7-19 创建配置显示页面图 

步骤 3 参照表 7-6 配置步骤 2 页面信息，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表 7-6 创建配置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配置名称 新建配置名称，由 3-32 位数字、字母组成，必须以字母开头。 

*键值配置 1、配置文件应用于“环境变量”。“键”代表变量，“值”代表

变量具体信息。 

2、配置文件应用于“存储设置”。“键”代表文件名，“值”代

表文件中内容。 

添加完成后，单击“保存”。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创建”。显示“创建成功”。系统显示如图 7-20 所示。 

 

图 7-20 创建配置完成后页面显示图 

步骤 5 单击“详情”，系统显示如图 7-21 所示。显示配置名称、配置信息和使用该配置应用。通过单

击“应用名称”，可跳转至该应用详情。 

创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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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1 配置详情页面显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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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用商店 

开发商(平台的开发租户)作为应用的生产者，通过使用平台及工具，在平台上完成了应用开发并测试后，

就可以对外开通应用并运营应用了，开发商还可以选择将应用发布到应用商店，让其他租户作为应用的消

费者来订购并使用这个应用，快速开展对外业务，这样就可以实现应用的生态。 

8.1 应用开发者-应用构建 

租户下“应用开发者角色”，完成应用推送镜像至平台镜像库后。可执行应用构建将应用推送至应用商

店。 

操作步骤 

步骤 1 以“应用开发者角色”登入控制台，页面显示如图 8-1 所示。 

 

图 8-1 应用开发者角色控制台页面 

步骤 2 在右侧页面，单击菜单栏中的“高级开发特性>>应用构建”后，选中镜像名称，进入镜像详情。

页面如图 8-2 所示。 

 

图 8-2 镜像详情页面显示图 

步骤 3 单击“应用构建”，进入应用信息编辑。页面显示如图 8-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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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 应用编辑页面显示图 

步骤 4 参照表 8-1 配置步骤 3 页面信息，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表 8-1 应用信息编辑参数说明表 

参数 参数说明 

*应用名称 新建应用名称，应用名在一个项目下唯一。由 3-32 位数字、

字母组成，必须以小写字母开头。 

*中文应用名称 新建应用中文名称。 

*应用分类 可选“维保”、“监控”、“诊断分析”、“培训”、“远程运维”

中一类。 

*版本号 例：“1.0.1” 

通用设备模型 选择应用依赖的设备模型。如“现代机器人” 

*应用图标 应用图标大小不能超过 2MB，支持格式为 jpg、png、gif、bmp。 

*应用简介 一句话介绍应用信息。 

*详情描述 详细描述应用信息。 

*版本说明 描述该版本应用信息。 

设备依赖声明 选择应用依赖的设备。 

服务依赖声明 选择应用依赖的服务。 

步骤 5 配置完成后，单击“应用构建”。在“应用商店>>我开发的应用”中显示该应用。此时应用状态

为“未上架”。 

8.1.1 更新构建 

应用更改程序，重新推送镜像后。选择更新构建，升级应用版本。 

操作步骤  

步骤 1 以“应用开发者角色”登入控制台。选中镜像名称，进入镜像详情。单击“更新构建”。 

8.2 应用开发者-上架应用 

“我开发的应用”模块可对应用进行管理。包括编辑应用信息、上架应用、下架应用、更新应用、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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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版本、预览应用等功能。 

8.2.1 编辑信息 

操作步骤 

步骤 1 以“应用开发者角色”登入控制台。单击“应用商店>>我开发的应用”，进入“我开发的应用”

页面。页面显示如图 8-4 所示。 

 

图 8-4 我开发的应用页面显示图 

步骤 2 单击“选择操作>>编辑信息”，进入应用信息编辑页面。可对应用图标、应用简介、详情描述、

供应商信息、规格报价信息进行更改，也可预览应用。 

步骤 3 应用信息编辑完成后，单击“提交”。 

8.2.2 申请上架 

操作步骤 

步骤 1 以“应用开发者角色”登入控制台。单击“应用商店>>我开发的应用”，进入“我开发的应用”

页面。 

步骤 2 单击“选择操作>>申请上架”，进入提交申请页面。填写上架申请信息，包括：反馈联系人、联

系人邮箱、联系人电话和上架（更新）描述。 

步骤 3 单击“提交”。通知平台管理员审核。 

8.2.3 申请更新 

前提条件 

执行 8.1.1 更新构建后。 

操作步骤 

步骤 1 以“应用开发者角色”登入控制台。单击“应用商店>>我开发的应用”，进入“我开发的应用”

页面。 

步骤 2 单击“选择操作>>申请更新”，进入“提交申请”页面。可修改反馈联系人、联系人邮箱、联系

人电话，填写上架（更新）描述，也可预览应用。 

步骤 3 单击“提交”。应用状态更至“待更新审核”，联系平台管理员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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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其他操作 

历史版本：单击“选择操作>>历史版本”，可查看应用历史版本信息。 

应用下架：单击“选择操作>>应用下架”，可申请下架应用。 

删除应用：单击“选择操作>>删除应用”，可将应用从“我开发的应用”中删除。 

我的申请审批：以“应用开发者角色”登入控制台。单击“应用商店>>我的申请审批”，查看该角色全

部申请和审核状态。 

8.3 普通用户-订购应用 

普通用户作为应用的消费者来订购并使用这个应用，快速开展对外业务。 

8.3.1 订购应用 

操作步骤 

步骤 1 登录工业互联网首页 http://console.hiacloud.net.cn。单击“应用商店>>应用商店”，页面显示如

图 8-5 所示。 

 

图 8-5 应用商店页面显示图 

步骤 2 选中应用，进入“应用详情页”。页面显示如图 8-6 所示。单击“立即订购”，进入应用订购页

面，页面显示如图 8-7 所示。 

http://console.hiacloud.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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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应用详情页面显示图 

 

图 8-7 应用订购页面显示图 

步骤 3 以“普通用户”角色登入控制台。页面显示如图 8-8 所示。 

 

图 8-8 普通用户角色页面显示图 

步骤 4 单击“应用商店>>我订购的应用”，可查看订购的所有应用。刚订购成功应用状态为“未部署”。 

8.3.2 设备中心 

设备中心包括产线管理和我的设备。用于部署应用时关联用户所属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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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1 产线管理 

产线管理用于新增产线节点和删除节点。 

操作步骤 

步骤 1 以“普通用户角色”登入控制台。单击“设备中心>>产线管理”，进入产线管理页面。系统显示

如图 8-9 所示。 

 

图 8-9 产线管理页面显示图 

步骤 2 页面右侧填写节点名称、选择上级节点、填写节点描述配置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立即创

建”。在页面左侧，我的产线下添加一条产线信息。 

步骤 3 选中图页面左侧一条产线信息，单击“删除产线树节点”。执行删除产线操作。 

8.3.2.2 我的设备 

我的设备用于查看各产线设备信息、新增设备、编辑设备信息、删除设备、导出设备数据等操作。 

操作步骤 

步骤 1 以“普通用户角色”登入控制台。单击“设备中心>>我的设备”，进入我的设备页面。系统显示

如图 8-10 所示。 

 

图 8-10 我的设备页面显示图 

步骤 2 单击“新增设备”，进入新增设备页面。系统显示如图 8-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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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1 新增设备页面显示图 

步骤 3 参照表 8-2 新增设备参数说明表配置步骤 2 页面信息，其中带“*”标志的参数为必填参数。 

表 8-2 新增设备参数说明表 

参数 参数说明 

基本信息 

*设备编号 填写设备 Uri 。根据租户设备库已有设备填写。如

“/simulator/641735ab-8ffc-4014-84a8-1bbc4c637d77” 

*设备名称 新建设备名称-支持中、英文。如现代机器人-2 号机 

*所属设备模型 填写设备编号后，系统自动匹配设备模型。如：

HyundaiRobotType（现代机器人设备模型） 

*所属产线 下拉选择一条产线信息。 

*设备图片 应用图标大小不能超过 2MB，支持格式为 jpg、png、gif、bmp。 

*设备描述 一句话介绍设备信息。 

扩展信息 

设备位置 如山东青岛 

责任人 如张建国（产线负责人） 

维护周期（天） 如 180 

上次维护时间 如 2018-10-02 

服务商 如现代机器人生产厂商 

服务商联系人 如张建宗 

联系人邮箱 如 zhangjiangzong@163.com 

联系人电话 如 18045660000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系统显示“添加成功”。 

8.3.3 部署应用 

前提条件 

应用订购成功后，在“我订购的应用”应用状态显示为“未部署”状态。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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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以“普通用户”角色登入控制台。单击“应用商店>>我订购的应用”。查看订购的所有应用。 

步骤 2 单击“选择操作>>应用部署”，显示“应用初始化-配置容器参数”页面。页面显示如图 8-12 所

示。 

 
图 8-12 应用初始化页面显示图 

步骤 3 参照表 8-3 配置步骤 2 页面信息，不填采用默认值。 

表 8-3 配置容器参数表 

参数 参数说明 

关联配置容器参数 

实例名称 新建实例名，实例名在一个项目下唯一。由 3-32 位数字、

字母组成，必须以小写字母开头。 

描述 一句话描述应用信息。 

请选择项目 下拉选择应用部署的项目。如 test 

高级选项 

访问类型 可选“HTTP”、“TCP”。 

端口 默认值为“80”。 

最大 CPU 限制：内存资源的最大允许使用量，不能被突破。 

最小 CPU 分配：给应用分配的 CPU 量。 

最大内存 限制：内存资源的最大允许使用量，不能被突破。 

最小内存 分配：给应用分配的内存量。 

步骤 4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显示“应用初始化-关联设备”页面。系统显示如图 8-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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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应用初始化关联设备页面显示图 

步骤 5 单击图 8-13 下方图标“+”，弹出“我的设备列表”页面。依次配置“选择产品线”、“选择关联

设备”，单击“确定”。 

步骤 6 图下方图标“+”处显示已关联设备图标。单击“下一步”。显示“应用初始化-关联服务”页面，

系统显示如图 8-14 所示。 

 

图 8-14 应用初始化关联服务页面显示图 

步骤 7 单击“配置”，弹出“修改配置”页面。填写依赖服务地址信息，单击“确定”。返回图 8-14，

单击“完成”。 

系统显示“部署成功”，返回“我订购的应用”页面。应用状态更新为“最新版本”。 

8.3.4 其他操作 

查看详情：单击“选择操作>>查看详情”，进入应用详情页，查看详细描述信息。 

历史版本：单击“选择操作>>历史版本”，可查看应用历史版本信息。 

应用预览：单击“选择操作>>应用预览”，可预览订购应用页面。 

应用升级：应用开发者升级应用后，应用状态更至“待更新”。单击“选择操作>>应用升级”，可将应

用升级为最新版本。 

应用卸载：单击“选择操作>>应用卸载”，可将应用从“我订购的应用”页面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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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应用：访问部署在普通用户下应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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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密钥管理 

密钥主要用来加解密客户的敏感数据。为了更安全，建议一段时间更新一次密钥。密钥管理提供给了

查看密文功能。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密钥管理”。 

步骤 2 在右侧页面中，单击“查看密文”，系统显示如图 9-1 所示。 

 

图 9-1 查看密文页面显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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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运维监控 

10.1 审计管理 

审计管理记录应用、服务和项目等平台资源操作信息。可视化的还原业务操作在平台上的时间和状态。

用于性能和故障快速定界。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审计管理”。系统显示如图 10-1 所示。 

 

图 10-1 审计管理页面显示图 

10.2 日志管理 

日志管理是一个集中式日志管理平台。主要提供海量应用日志的数据采集、检索功能，用于提升运维

效率。 

10.2.1 日志查询 

场景描述 

当需要通过日志来分析和定位问题时，使用日志检索功能可以快速地在海量日志中查询到所需的日志，

结合日志信息辅助定位问题。 

前提条件 

⚫ 应用程序有日志输出。 

⚫ 创建应用时，配置日志设置。日志设置有两种选项： 

1） 采集标准输出日志：采集应用输出至控制台日志。 

2） 采集文件日志：采集应用输出至 log 文件日志。日志文件配置信息依次为：日志文件目录、日

志文件名称、日志标记（用于日志检索）。以 nginx 应用为例，采集文件日志配置如图 10-2 所

示。 



用户手册  2018 年 4 月 12 日星期四 

北京和利时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49 

 

图 10-2 采集文件日志配置信息显示图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日志管理”。系统显示如图 10-3 所示。 

 
图 10-3 日志管理页面显示图 

步骤 2 参照表 10-1 配置步骤 1 页面信息。配置完成查询结果如图 10-4 所示。 

表 10-1 日志管理页面参数说明 

参数 参数说明 

项目名称 选择租户下项目名称 

应用名称 选择项目下应用名称 

应用 pod 选择应用下具体容器 

日志来源 选择日志来源。如前提条件中配置的 nginx 应用，日

志来源有：stdout、error 和 access 

时间类型 有两种选择：1）时间段 2）时间区间 

关键字 可输入“内容”除时间信息外字段进行倒序索引 

显示条数 一页显示日志条数。 

 
图 10-4 日志管理查询结果显示图 

步骤 3 查看日志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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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查询条件的日志会按照时间倒序排序（例如，今天，昨天，前天的顺序排序）。 

2）单击“加载更多”，会向下依序添加固定条数日志信息，固定条数以“显示条数”值设定。 

3）单击“重置”，即清空日志管理页面，可重新配置查询。 

10.3 监控告警 

监控告警提供了监控、告警设置、发送告警信息等功能，便于更快地发现、定位并恢复环境运行。 

10.3.1 监控管理 

监控管理可以监控三类节点指标信息。指标信息包括：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磁盘 IO 读、磁盘 IO

写、磁盘空间使用率、入网流量、出网流量。对指标信息都可进行告警设置。 

10.3.1.1 监控指标 

监控管理中监控指标分为三类。分别是节点指标、单个节点指标、单个应用指标。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监控告警>>监控管理”。系统显示部分截图如图 10-5 所示。 

 
图 10-5 监控管理页面显示图 

1. 监控指标选择“节点指标”。 

步骤 2 进入监控管理，监控指标默认选择“节点指标”。选择时间范围。单击“查询”。页面显示部分

截图如图 10-5 所示。 

2. 监控指标选择“单个节点指标”。 

步骤 2 监控指标选择“单个节点指标”，时间范围选择“5 分钟”，刷新间隔选择“10 秒”，节点名称选

择“node-1”，单击“查询”。页面显示部分截图如图 10-6 所示。 

说明：节点名称为计算节点详情中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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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单个节点指标”监控管理页面显示图 

3. 监控指标选择“单个应用指标”。 

步骤 3 监控指标选择“单个应用指标”，配置时间范围、项目名称、应用名称、pod 名称（可不选）完

成后，单击“查询”。页面显示部分截图如图 10-7 所示。 

 
图 10-7 “单个应用指标”监控管理页面显示图 

10.3.1.2 告警设置 

通过在某一种查询条件下的某一种资源上设置“告警设置”，实时监控当前需要关注和处理的告警。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监控管理>>监控管理”。设置查询条件，配置结果如图 10-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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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单个应用指标”监控管理页面配置图 

步骤 2 针对该应用会出现内存溢出的问题。单击“容器-内存百分比”右上角“告警设置”。显示“编

辑告警设置”页面，配置完如图 10-9 所示。 

说明：“编辑告警设置”页面部分配置项说明。 

规则名称：可描述该项告警设置主要信息。方便区别其他规则名称。 

执行周期：该项规则多长时间执行一次。 

告警至：选择告警通道。告警通道设置详见  。 

通知内容：该条告警信息发送至告警通道的信息内容。 

 
图 10-9 编辑告警设置页面显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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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告警管理 

告警管理中可创建告警通道、处理所有的告警规则和查询告警历史。 

10.3.2.1 告警通道 

告警通道即告警信息发送地址，现在支持以 email 方式发送。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监控管理>>告警管理>>告警通道”。页面显示已创建的所有告警通道。可对某

一个告警通道做“编辑”和“删除”处理。 

步骤 2 单击“创建告警通道”，页面显示“创建告警通道”页面。系统显示如图 10-10 所示。 

 

图 10-10 创建告警通道页面显示图 

10.3.2.2 告警规则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监控管理>>告警管理>>告警规则”。系统显示如图 10-11 所示。 

 
图 10-11 告警规则页面显示图 

步骤 2 告警规则--查询功能。可根据“规则名称”、“通道名称”、“状态”进行查询。 

步骤 3 单击“告警历史”，页面显示如图 10-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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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2 单击“告警历史”页面显示图 

步骤 4 单击“编辑”，弹出“编辑告警规则”页面，编辑完成后，单击“更新”。 

步骤 5 单击“停用”，即停用该条告警规则。 

步骤 6 单击“启用”，即启用了某条已停用的告警规则。 

10.3.2.3 告警历史 

操作步骤 

步骤 1 单击菜单栏中的“监控管理>>告警管理>>告警历史”。系统显示如图 10-13 所示。 

 
图 10-13 告警历史页面显示图 

步骤 2 查询告警历史。可根据“告警规则”、“时间范围”、“告警级别”三项中一项查询告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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