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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管理 

为用户登录系统提供用户名及密码的输入，校验输入的用户名及密码，并

正确启动主界面。 

联友智能监控平台登录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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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提示：不输入用户名与密码系统会提示：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给出提示： 

 

2.首页 

2.1 监控总体情况一览 

打开IT监控，系统自动加载监控情况及最新状态，首页界面说明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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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T 监控 

3.1告警 

1)功能说明 

查看所有告警信息及告警确认。其中告警优先级：咨询，警告，一般，

严重，灾难；告警状态：恢复，问题；告警确认：已确认，未确认。 

2)功能路径 

IT监控->告警 

3)操作说明 

1.告警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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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告警信息列表，E.G.：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告警信息。 

【历史】：查看相关主机的告警历史。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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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工程师做确认告警操作。 

E.G.： 

 

说明：查看告警信息折叠内容（告警触发条件表达式，备注等）。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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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关闭列表折叠内容。 

2.未解决问题 

查看“问题”状态的告警列表，如图： 

 

3.我的告警 

 查看我的告警列表如图： 

 

相关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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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按照条件筛选“我的告警”列表信息。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我的告警”。 

4.告警历史 

  查看告警历史列表，如图： 

 

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筛选条件，查询相关的告警历史记录。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告警历史记录。 

【确认】：做告警确认操作。 

5.已确认告警 

查看、查询已确认的告警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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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筛选条件，筛选出未确认的告警列表。 

【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所有的未确认告警列表。 

3.2监控信息 

1)功能说明 

查看所有监控信息 

2)功能路径 

IT监控->监控信息 

3)操作说明 

1.一览列表： 

查看一览列表界面： 

 

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主机信息列表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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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主机信息。 

【点击跳转】：点击表格内的数据时。 

E.G.： 

 

点击表格内的空白区域。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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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资产信息和监控指标可以看到相对应的内容。 

E.G.： 

 

点击历史，可以查看表格或列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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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监测： 

查看 web监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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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主机信息列表 

E.G.：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主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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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器： 

查看服务器下所有主机列表界面。 

 

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主机信息列表 

E.G.：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主机信息。 

【点击】：点击左侧的服务器列表，可以查看该服务器下的所有主机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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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点击表格内的一条数据，就可以查看该主机的各个监控指标。 

 

3.数据库： 

查看数据库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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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数据库信息列表 

E.G.：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数据库信息。 

【点击】：点击左侧的列表，就可以看对应的数据库下的主机信息 

【导出】：点击导出，可以导出页面上数据的信息到 excel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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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点击新增按钮，可以添加新的监控项，并且可以设置采集数

据的间隔 

 

【修改】：点击修改按钮，可以特定的监控项 

 

如  对于 ORACLE 监控的最大进程数： 

维护监控项：maxprocs 

维护监控项名称：最大进程数 

维护采集周期：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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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SQL 语句： Select value "maxprocs" from v$parameter where 

name ='processes' 

【点击】表中一行数据时，会弹出下面的内容： 

可以看到各个部分表空间的使用情况，并可以使用柱状图显示出来； 

 

可以看到各个监控项的具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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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此图形可以修改表格所占的比例大小，也可以点击旁边的图形进行

全屏展示； 

 

可以查看所以监控项的信息； 

 

可以查看某一监控项的历史记录，既可以看图形数据，也可以看表格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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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看数据库中触发器产生的问题描述及问题的严重等级； 

 

4.网络设备： 

查看网络设备下的主机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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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主机信息列表 

E.G.：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主机信息。 

【点击】：点击左侧的列表，就可以查看对应的网络设备下的主机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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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点击表格内的数据，就可以看见该主机对应的监控信息 

E.G.： 

 

5.应用服务： 

查看应用服务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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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主机信息列表 

E.G.：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主机信息。 

6.安全设备： 

查看安全设备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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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告警信息列表 

E.G.：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主机信息。 

【点击】：点击左侧的列表，查看对应下安全设备的主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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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表格内的数据，可以具体的查看对应的信息。 

 

3.3监控维护 

1)功能说明 

查看所有监控信息 

2)功能路径 

IT监控->监控维护 

3)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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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源管理： 

查看资源管理界面：  

 

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资源信息列表 

E.G.：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资源信息。 

【编辑】：对资源信息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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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添加资源信息。 

 

【配置模板】：为资源配置模板。 

E.G.： 

 

可以对模板进行修改、删除、添加的操作。 

2.场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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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场景设置列表界面。 

 

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场景信息列表 

E.G.：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场景信息。 

【修改】：对原有的场景内容进行修改。 

【删除】：删除不需要的场景。 

【新增】：创建新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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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应用】：修改场景中的应用。 

 

可以对场景中的应用进行修改和删除， 

也可以进行添加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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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应用组】：修改场景中的应用组。 

 

可以对场景中的应用组进行修改和删除的操作。 

也可以添加新的应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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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控项翻译 

查看监控项列表界面。 

 

相关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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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监控项信息列表 

E.G.：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监控项信息。 

【修改】：可以实时修改监控项的中文翻译。 

4.脚本绑定 

查看主机与脚本绑定列表界面。 

 

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脚本与主机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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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脚本与主机信息。 

【修改】：修改主机所绑定的脚本信息。 

【删除】：删除脚本与主机的绑定信息。 

【新增】：添加主机与脚本的绑定信息。 

 

5.动作 

查看动作列表界面。 



联友智能监控平台 V1.0                第 34页 共 77页 

 

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动作信息列表 

E.G.： 

 

当事件源被更改时，马上就会查询所更改的对应动作。 

【重置】：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动作信息。 

【编辑】：修改动作信息。 

【删除】：删除所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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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清空筛选条件，查询所有主机信息。 

 

【批量删除】：一次性删除多个动作。 

3.4业务功能 

1)功能说明 

查看业务相关的信息 

2)功能路径 

IT监控->业务功能 

3)操作说明 

1.应用管理 

应用列表：查看应用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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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资源信息列表 

E.G.： 

 

【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所有应用列表。 

【修改】：修改应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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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删除所选应用。 

【配置】：查看有哪些主机配置了所选的应用。 

 

可以修改和删除应用与主机之间的绑定对应关系。 

也可以新增主机绑定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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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展示业务视图。 

 

鼠标放到 主机上可以查看主机的信息： 

 

点击 ，可以编辑该主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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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显示网络拓扑之间的关系。 

 

点击图中的交换机，可以连接两个交换机，并且可以选择是用曲线、折

线、直线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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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图中的交换机，可以修改信息： 

 

可以添加新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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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组列表，查看应用组列表界面： 

 

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应用组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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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所有应用组信息。 

【修改】：修改所选的应用组信息。 

 

【删除】：删除所选的应用组。 

【新增】：添加新的应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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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修改应用组中应用列表。 

 

可以对其中的应用进行修改、删除、添加。 

2.巡检管理 

机房信息：查看机房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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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信息列表。 

 

【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所有信息。 

【编辑】：修改所选的信息。 

【删除】：删除所选的信息。  

【添加】：添加新的信息。 

【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所选的多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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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根据筛选条件，导出所查询的结果到 excel表中  

 

巡检信息，查看巡检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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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巡检信息列表。 

【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所有巡检信息。 

【修改】：修改所选信息  

【删除】：删除所选信息  

【新增】：添加 巡检信息列表 

3.主机拓展 

查看主机拓展界面： 

 

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主机拓展信息列表。 

【修改】：修改所选主机拓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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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删除所选的信息列表。 

【添加】：添加信息列表。 

3.5视图管理 

1)功能说明 

查看所有视图相关信息 

2)功能路径 

IT监控->视图管理 

3)操作说明 

1.主机详情视图： 

查看主机详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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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主机详情视图列表。 

 

【删除】：修改所选主机详情视图。 

【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所有主机详情视图。 

【配置图表模块】：修改所选的图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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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可以选择图形或者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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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选择数据来源，就可以修改数据展示样式： 

 

【新增】：添加新的主机视图。 

2.应用系统图 

查看资源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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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表示该应用有 20个对象。 

：表示该应用 25个对象中有 1个对象出现了问题。 

:表示一个应用。 

点击【应用】：可以查看该应用的各个对象： 

 

：可以查看该类别的所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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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详情】：点击查看详情，可以查看主机的具体信息： 

 

3.拓扑图 

查看资源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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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添加】：添加拓扑图类别。 

【编辑】：修改拓扑类别名称。 

【删除】：删除所选拓扑图。 

点击选择左侧列表的拓扑图：右侧会出现相应的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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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屏展示 

查看资源管理界面：  

 

相关功能说明： 

【添加】：添加投屏样式。 

【编辑】：修改左侧结构。 

【删除】：删除所选结构。 

【设置】：设置页面刷新时间。 

点击投屏展示的模板，右侧出现相应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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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点击这个可以添加模块。 

 

5.投屏模板 

查看资源管理界面：  

 

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给条件，筛选相关模块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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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所有模块信息。 

【删除】：删除所选的模块。 

【批量删除】：删除所选的多个模块。 

配置投屏模块：修改所选模块。 

 

新增投屏模块：添加新的投屏模块信息。 

 

3.6报表管理 

1)功能说明 

查看报表相关的信息 

2)功能路径 

IT监控->报表管理 

3)操作说明 

1.定制化报表： 

查看资源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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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说明： 

 ：选择要查看告警级别。 

 ：选择。 

：要选择查看的数据。 

3.7用户管理 

1)功能说明 

查看用户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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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路径 

IT监控->用户管理 

3)操作说明 

1.用户： 

查看资源管理界面：  

 

相关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选的条件，筛选出相应的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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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所有的用户信息。 

【删除】：删除所选的用户。 

【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所选的用户。 

【添加】：添加新的用户。 

【编辑】：修改所选的用户信息。 

 

【应用】：授权给该用户的应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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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组】：授权给用户应用组的权限。 

 

2.用户群组 

查看用户群组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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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功能的说明： 

【查询】：根据所选的条件，筛选出用户群组的信息。 

 

【重置】：清除所选的条件，查询所有的用户群组的信息。 

【删除】：删除所选的用户群组的信息。 

【批量删除】：批量删除所选的用户群组。 

【编辑】：修改所选的用户群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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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添加新的用户群组。 

 

 

3.微信绑定： 

查看微信绑定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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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选的条件，筛选出相应的微信绑定情况。 

 

【重置】：清除所选的条件，查询所有的用户微信绑定情况。 

【绑定】：将所选的用户与微信进行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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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绑】：解除所选的用户与微信的绑定关系。 

 

 

4.用户组权限： 

查看用户组权限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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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功能说明： 

：待授权的用户组。 

：被授权的对象。 

3.8系统管理 

1)功能说明 

查看系统管理的相关信息 

2)功能路径 

IT监控->系统管理 

3)操作说明 

1.数据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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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资源管理界面：  

 

相关的功能说明： 

：数据字典的分类。 

【查询】：点击分类，可以查看该分类的所有数据，然后修改筛选条件，得

到相应的结果。 

【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某分类的所有数据。 

【编辑】：修改所选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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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删除所选的数据信息。 

【新增】：添加新的字典数据。 

2.定时任务： 

查看定时任务的界面： 

 

相关的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选的条件，筛选出定时任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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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定时任务的所有数据。 

【删除】：删除所选的定时任务。 

【新增】：添加新的定时任务。 

【编辑】：修改所选的定时任务。 

 

3.工程师信息： 

查看工程师信息的界面： 

 

相关的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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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根据所选的添加，筛选出对应的工程师的信息。 

 

【重置】：清除所选的条件，查询所有的工程师信息。 

【是否启用】：是否启用该工程师的信息。 

点击 ：从其它的平台获取工程师信息。 

4.CMDB 

4.1基础信息 

1)功能说明 

监控的基础信息 

2)功能路径 

CMDB->基础信息->服务器资源 

3)操作说明 

查看服务器资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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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功能说明： 

【查询】：

更改就可以查询。 

【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所有的资源。 

点击 ：导出当前界面的数据信息。 

点击 ：修改数据。 

点击 ：点击查看隐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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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动运维 

5.1脚本控制台 

1)功能说明 

脚本的相关功能 

2)功能路径 

自动运维->脚本控制台 

3)操作说明 

请按照功能表路径打开脚本控制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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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功能说明： 

1选择脚本，然后选择主机，点击立即执行，下方就会出现执行结果

 

 

 

5.2命令控制台 

1)功能说明 

命令控制台 

2)功能路径 

自动运维->命令控制台 

3)操作说明 

请按照功能表路径打开命令控制台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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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输入要执行的命令，选择执行的主机，点击立即执行： 

 

5.3脚本库 

1)功能说明 

查看脚本库 

2)功能路径 

自动运维->脚本库 

3)操作说明 

个人脚本库：个人脚本库界面： 

 
相关的功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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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根据条件筛选所需要的脚本信息。 

【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所有的脚本信息。 

【新增】：添加新的脚本。 

 
【删除】：删除所选的脚本。 

公共脚本库：查看公共脚本库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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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功能说明： 

【查询】：根据所选的条件，筛选出所需要的脚本。 

【重置】：清除所选的条件，查询所有的脚本。 

【修改】：对所选的脚本进行修改。 

【删除】：删除所选的脚本。 

【新增】：添加新的脚本。 

【脚本】：点击脚本，出现脚本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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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询，根据所选的条件进行筛选脚本。 

点击重置，清除所选条件，查询所有脚本。 

点击新增，添加新的脚本。 

点击修改，可以修改脚本的名称及命令。 

点击删除，可以删除所选脚本。 

点击执行，然后选择执行对象的主机，可以立即执行所选脚本。 

5.4服务任务 

1)功能说明 

服务任务 

2)功能路径 

自动运维 ->服务任务 

3)操作说明 

请按照功能表路径打开服务任务列表界面： 



联友智能监控平台 V1.0                第 77页 共 77页 

 
相关功能： 

【查询】：根据输入的任务名称，点击查询可以查询相应的脚本列表。 

【重置】：清除筛选条件，查询所有的脚本列表。 

【添加】：添加新的脚本任务。 

  

【修改】：对所选的脚本任务进行修改。 

【删除】：删除所选的脚本任务。 

【配置】：可以看到常用的脚本列表，可以添加和删除，以及查询。 

【执行】：点击执行，进入到脚本执行界面，再次点击执行，可以执行

当前脚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