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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述
本文档介绍 i2Masking软件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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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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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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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概览

i2Masking是一款基于 Oracle 数据库的脱敏软件，具有全图形化监控配置、高性能、非侵

入、低影响的特点。支持内置和自定义敏感类型、内置和自定义脱敏算法、敏感类型发现、

脱敏任务计划等功能。

1.1 工作原理

i2Masking软件的脱敏过程分为三个步骤：数据抽取、数据脱敏和数据装载。

启动脱敏规则后，抽取进程对源库数据进行抽取，脱敏进程执行脱敏，装载进程将数据装

载到目标库。

i2Masking模块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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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部署

2.1 部署架构

i2Masking部署架构

i2Masking软件系统分为两部分：控制机软件和节点软件。

1. 控制机软件运行 i2UP的WEB服务，用户通过浏览器控制整个脱敏系统。

2. 节点软件分为数据抽取程序，数据脱敏程序，数据装载程序。

3. 建议节点软件和控制台软件单独部署在一台专用于脱敏的机器上。

2.2 环境检查

2.2.1 兼容性

1. Oracle版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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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10g、Oracle 11g、Oracle 12c pdb

2. 操作系统版本支持

 CentOS 6、CentOS 7、RedHat 6、RedHat 7

2.2.2 缓存文件

1. 默认缓存路径为/var/i2data/cache，页面配置时可以修改。

2. 默认日志路径为/var/i2data/log，页面配置时可以修改，也可以通过配置文件修改。

3. 一定要确保 i2Masking服务进程对这两个目录有读写权限。

4. 针对一般大小数据库脱敏，软件运行所需的磁盘缓存空间为 100G左右。

5. 建议脱敏机器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磁盘空间，专门用于存储缓存数据及日志信息。

6. 打开规则的压缩开关，可以降低磁盘空间和网络带宽的占用。

2.2.3 监听端口

在采用默认端口的情况下，相关机器的防火墙必须确保开通以下端口的访问：

角色 进程名 TCP 监听端口 说明

控制台 Httpd 58086(http) 由浏览器远程访问

iaproxy 26803（默认） iahelper 访问

脱敏节点 iamask 26812（默认） iawork 访问

iaback 26804（默认） iawork、iamask 访问

以上网络端口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修改完成后需重启服务生效。

1.修改节点的监听端口：

登录WEB页面修改节点的数据端口配置，不得直接修改放置在节点的配置文件。

2.httpd的端口修改：

修改 httpd.conf文件，并重启 httpd服务。

3.iaproxy的端口修改：

修改~/i2/i2port.conf文件下的 webport参数。修改该端口后，节点机器中的 active.conf配置

文件中的 webport参数必须同步修改。

1. 网络速度会影响脱敏的效率。如果异地网络带宽不足，会导致全量脱敏时间很长。

2. 规则启用压缩特性，可以降低磁盘空间和网络带宽的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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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软件安装

2.3.1 控制机依赖包安装

软件在安装之前，需要先安装依赖包，软件依赖包会与软件一同发布。将相应压缩包传送

至服务器上，并解压安装。

tar -xzcf i2ctrl_deps_el6.tar.gz

cd i2ctrl_deps

./install.sh

2.3.2 初始化 PostgresSQL
首次安装控制机前，需初始化 PostgresSQL数据库。

操作系统 RHEL6.X/CentOS6.X 下执行：

service postgresql initdb

操作系统 RHEL7.X/CentOS 7.X下执行：

postgresql-setup initdb

2.3.3 控制机软件安装

于相应服务器上执行如下安装命令，即可安装控制机软件。

[root@masking ~]# rpm -ivh info2soft-ctrlcenter-7.1.65.20051917-el6.x86_64.rpm

Preparing... ########################################### [100%]

-----------------------------------------------------------------------------------------

| |

| Welcome to the Information2 United Data Management Platform |

| Note: The platform relies on nginx(OpenResty), PHP7.2+, and PostgreSQL11+ |

| Do not modify the default configuration files for Nginx, PHP, and PostgreSQL |

| If you need customer support, please contact Information2 Software technical support. |

| Email: support@info2soft.com |

| Telephone: 400-0078-655 |

| URL: https://www.info2soft.com |

| |

-----------------------------------------------------------------------------------------

1:info2soft-ctrlcenter ########################################### [100%]

Starting i2pgsql service: [ OK ]

Stopping i2pgsql service: [ OK ]

Starting i2pgsql service: [ OK ]

ALTER ROLE

info2soft-ctrlcenter installed successfully.

安装完成后，登录 https://<ip>:58086/，即可浏览控制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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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2up控制机完美兼容浏览器 Firefox12及以上、Chrome15及以上。

2.3.4 节点环境配置

如果 i2Masking 脱敏软件不部署于数据库服务器上，为了保障软件正常运行，需要于软件

安装服务器部署 Oracle客户端，配置完成后方可正常启动服务。

相应配置步骤如下：

1. 下载对应 Linux版本的 Oracle客户端，并进行安装。

2. 将 i2Masking软件包拷贝到服务器节点的任意目录下解压。

tar -xzvf i2active-node-7.1.xx.xxxxxx.tar.gz

3. 进入运行用户的 home目录，在.bash_profile文件中添加环境变量。

如 Oracle的客户端 libclntsh.so所在路径为/opt/instantclient_11_2/lib，则添加

export LD_LIBRARY_PATH=/opt/instantclient_11_2/lib:$LD_LIBRARY_PATH

如解压路径为/root/i2active/bin，则添加

export PATH=$PATH:/root/i2active/bin

ulimit -c unlimited

4. 执行以下命令使修改配置生效。

source ~/.bash_profile

5. 执行以下重新检查环境变量是否生效。如返回为 unlimited，则配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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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imit -c

2.4 启动服务

i2Masking脱敏软件主要包含以下 4个服务：

服务 部署位置 用途

iaproxy 控制机 WEB 后台服务

iawork 脱敏节点 数据抽取和规则控制

iamask 脱敏节点 数据脱敏

iaback 脱敏节点 数据装载

iahelper 脱敏节点 状态监控

1. 首次运行 iahleper程序，需要指定 webip和 webport参数，

webip：控制机的 IP地址

webport：控制机的侦听端口，默认值 26803。
iahelper 127.0.0.1 26803

2. 启动其它服务

iawork

iamask

iaback

1. 服务程序的基本配置存放在配置目录$HOME/i2中。

2. 配置目录在服务程序启动后将自动被创建。

2.5 软件卸载

1. 卸载控制机软件

rpm -e info2soft-ctrlcenter

2. kill所有节点服务进程

3. 删除节点软件压缩安装目录

4. 删除数据缓存目录，缺省为/var/i2data/log及/var/i2data/cache。

5. 彻底删除$HOME/i2 配置目录

6. 彻底删除 Apache配置文件及 PostgreSQL数据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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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软件升级

i2Masking软件分为节点软件和控制台软件两部分，强烈建议节点软件与控制台软件版本

保持一致

1. 在升级节点软件时，首先 kill所有服务程序，将旧目录删除或重命名。

2. 将新版本软件包传送至相应目录，并解压缩后，重新启动服务进程即可。

3. 在升级控制台软件前，必须先完成卸载，再重新安装。

1. 当控制台或节点相互兼容的情况下，可以单独升级某一部分的软件。

2. 软件卸载后，配置数据需要手工清除。

3. 控制台升级后，建议清除浏览器的缓存数据，退出 i2UP管理页面，重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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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脱敏

使用 i2Masking 的数据脱敏功能，首先需要激活脱敏机器节点，添加源端和目标端数据库。

完成脱敏节点的配置后，运行敏感发现任务，根据敏感发现结果添加敏感集合。最后配置

并运行脱敏规则，从而完成一次脱敏任务。具体参照以下流程环节介绍。

3.1 登录界面

打开浏览器，访问网址 https://<ip>:58086/，显示如下：

输入缺省用户明 admin，缺省密码 Info1234，完成首次系统登录。登录后，建议立刻修改

密码。

选择左侧“数据集成”模块，单击下方“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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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脱敏首页

进入“数据集成”模块后，首页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示系统总览信息，方便管理员直观了解

系统运行情况。

左侧“节点管理”目录下包含“未激活节点”、“机器节点”、“数据库节点”用于数据

脱敏节点的激活与数据库节点注册；“数据脱敏”目录用于管理脱敏规则。

3.3 机器节点管理

3.3.1 未激活节点发现

“节点管理”目录下“未激活节点”页面，该页面展示控制台自发现的已安装 i2Masking
节点软件，有待激注册的节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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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激活机器节点

“节点管理”目录下“未激活节点”页面，点击右侧“激活”，进入下图激活页面。

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节点名称、数据缓存目录和日志目录，添加说明信息。

节点类型：此项决定了WEB页面将要监控节点上的哪些服务。如 i2Masking不部署在源

端或备端数据库上，则需要选择“源端节点”，“脱敏节点”，“备端节点”。

配置完成后，点击页面下方“确定”按钮提交，完成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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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录必须以文件分割符结尾。

2. 确保运行服务的用户对节点的缓存目录和日志目录有读写权限。

3. 节点类型错误不会导致节点服务出错，但会影响WEB界面的状态监控。

3.3.3 机器节点信息展示

激活后的节点信息可于“节点管理”目录下“机器节点”页面查看。

3.3.4 修改机器节点信息

点击上图右侧“修改”按钮，可修改已激活的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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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机器节点调试信息

点击“节点管理”目录下“机器节点”页面右侧“状态信息”按钮，进入节点信息图形化

页面。

状态信息页面包含实时流量图和状态信息两个标签页：

1. 实时流量图标签页包括 CPU、内存和网络的使用情况，服务进程的运行状态。

2. 状态信息标签包含了进程的内部状态信息。

3.3.6 删除机器节点

点击“节点管理”目录下“机器节点”页面右侧“删除”按钮，即可进行节点删除操作，

被删除的机器节点会在“未激活节点”页面重新显示，等待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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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数据库管理

3.4.1 数据库检查

根据下表，对源端、目标端逐项检查，检查结果与备注内容对齐。

项目 备注

操作系统版本 确定软件版本

Oracle 版本 确定软件版本

Oracle 数据库字符集 源库、目标库需要一致

Oracle 服务名 配置数据库

Oracle 数据库 IP 配置数据库

数据量大小 同步估时

业务繁忙程度、机器性能冗余情况 确定运行时机和线程数

分区表初始段参数

（_partition_large_extents ）

源库、目标库需要与之一致（11g 及以后）

1. 分区表初始段参数查询语句：

SQL> show parameter _partition_large_extents;
2. 源端数据库和目标端数据库需要手动创建或使用已有 DBA权限的用户。

SQL>create user i2 identified by i2;
SQL>grant dba to i2;。

3. 脱敏过程中目标数据库建议关闭归档，提高装载效率。

4. 目标库的数据库存储空间大小应该与源库的一致或更大。

3.4.2 添加数据库节点

进入“节点管理”目录下“数据库节点”页面，点击下方“新建”按钮，进入数据库节点

配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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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数据库节点名称，可自定义。

软件许可：选择 i2Masking许可，许可的详细内容参照章节 5。

工作节点：部署节点程序的服务器。

数据库类型：选择 Oracle类型。

数据库形态：通常情况下配置为普通数据库即可。仅当用户对 CDB做 ADG，且将 ADG
备库作为源库时，需要先配置 CDB库节点（不占用 License，不可加入同步规则），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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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PDB库节点同时绑定其所属的 CDB库节点，同步规则中使用该 PDB库节点，该 PDB
库节点占用 License。

用户名：i2Masking软件用来连接数据库的用户，建议使用自创建的 dba用户 i2。

密码：i2用户创建时定义的密码。

服务名：填写数据库服务名，数据库服务名和数据库 sid可能不相同。

在进行数据库连通性测试时，要检查数据库的监听是否已正常开启。WEB页面上的服务

名是否填写正确。可通过执行 lsnrctl status命令查看数据库服务名：

[root@masking ~]# lsnrctl status

LSNRCTL for Linux: Version 11.2.0.1.0 - Production on 20-MAY-2020 13:59:35

Copyright (c) 1991, 2009, Oracle. All rights reserved.

Connecting to (DESCRIPTION=(ADDRESS=(PROTOCOL=TCP)(HOST=masking)(PORT=1521)))

STATUS of the LISTENER

------------------------

Alias LISTENER

Version TNSLSNR for Linux: Version 11.2.0.1.0 - Production

Start Date 23-DEC-2019 15:39:50

Uptime 148 days 22 hr. 19 min. 44 sec

Trace Level off

Security ON: Local OS Authentication

SNMP OFF

Listener Parameter File /u01/app/oracle/product/11.1.0/db_1/network/admin/listener.ora

Listener Log File /u01/app/oracle/diag/tnslsnr/dbsrv/listener/alert/log.xml

Listening Endpoints Summary...

(DESCRIPTION=(ADDRESS=(PROTOCOL=tcp)(HOST=masking)(PORT=1521)))

Services Summary...

Service "orcl" has 1 instance(s).

Instance "orcl", status UNKNOWN, has 1 handler(s) for this service...

Service "orclXDB" has 1 instance(s).

Instance "orcl", status READY, has 1 handler(s) for this service...

The command completed successfully

数据字符集：通常情况下默认缺省即可。

端口：数据库监听端口，默认值为 1521，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修改。

部署方式：选择单机。

数据库 IP：数据库侦听的 IP地址。

线程号：保持默认值即可。

测试连接：测试当前页面上所填写数据是否正确，能否与数据库节点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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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表单信息填写正确后，点击下方“提交”按钮，添加数据库节点。

1. 数据库状态在添加完成后可能显示为未知，请等待 1分钟左右，状态会自行刷新。

3.4.3 数据库节点信息展示

添加数据库节点成功后，返回“数据库节点”页面，该页面用于显示所有已激活的源端和

备端数据库节点。

3.4.4 数据库节点健康信息

点击上图右侧“健康信息”按钮，可查看数据库节点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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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空间占用不显示系统表空间。

2. 空间占用和 headroom值如果小于告警值，页面上会用红色高亮提示。访问右侧菜单

“系统设置”-“基本设置”-“告警设置”页面，可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设置告警值。

3.4.5 删除数据库节点

点击“节点管理”目录下“数据库节点”页面右侧“删除”按钮，即可进行数据库节点删

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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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脱敏类型

3.5.1 脱敏类型展示

“数据脱敏”目录下，选择“敏感类型”，可浏览 i2Masking 支持的敏感类型名称及 ID。

点击页面左下方“查看”按钮，可查看具体敏感类型相关信息。

3.5.2 敏感类型描述

i2Masking脱敏软件支持 18种常见的敏感数据格式，详见下表：

类型 ID 类型名称 类型描述

1 姓名 由姓氏与名字组成，用于识别某一个人

2 身份证号 居民身份证号码，是国家法定的证明公民个人

身份的有效证件的号码。

3 手机号码 网络用户的个人手机号码，是移动用户对外公

开的电话号码。

4 地址 个人的居住地点信息或机关团体的所在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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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5 银行卡号 银行发行的硬卡上的编号代码，用于区分银行

卡。

6 电子邮箱 网络上标识着可以收发电子邮件的网络域名。

7 组织机构名称 用于识别依法建立的国家机构或社会组织的专

属名词。

8 组织机构代码 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机

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代码标识。

9 营业执照号码 工商企业、个体经营者被准许从事某项生产经

营活动的营业执照凭证的号码。

1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 中国护照号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证件号码。

13 固定电话号码 固定电话号码。

14 港澳来往内地通行证 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

证件号码。

15 往来港澳通行证 内地居民往来香港或澳门特别行政区通行证的

证件号码。

20 IPv4 地址 网络上的每台主机被分配的一个32位字节的地

址

30 日期 用数据库日期类型（date）存储的日期。

31 日期字符串 用时间格式（例 YYYY-MM-DD HH24:MI:SS）存储

的日期字符串。

50 通用字符串

100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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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自定义敏感类型

访问“数据脱敏”目录下“敏感类型”页面，点击页面左下方“新建”按钮，可新建自定

义敏感类型。

类型名称：自定义敏感类型名称。

基础类型：自定义敏感类型所基于的类型。

正则表达式：自定义匹配敏感类型数据的正则表达式。

默认算法：自定义敏感类型默认使用的算法。

类型描述：描述敏感类型。

配置完毕后，点击“提交”按钮，返回“敏感类型”页面。右侧“修改”、“删除”按钮

可对自定义敏感类型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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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脱敏算法

3.6.1 脱敏算法展示

访问“数据脱敏”目录下“脱敏算法”页面，可查看相应脱敏算法的 ID、名称、对应的敏

感类型、描述及原始数据和脱敏数据。

3.6.2 脱敏算法描述

针对不同的敏感类型，i2Masking设计了多样的脱敏算法。主要有替换、屏蔽、截断、加

密、区间加密、区间替换、保留关键信息、自动生成等类型算法。其中，基础算法适用于

所有类型。

区间删除：可通过偏移量和长度，自定义敏感数据区间，对该区间内数据进行删除。

区间保留：可通过偏移量和长度，自定义敏感数据区间，对该区间内数据进行保留。

区间加密：可通过偏移量、长度、加密值，自定义敏感数据区间，对该区间内数据进行加密。

区间字符替换：可通过偏移量、长度、指定字符，自定义敏感数据区间，对该区间内数据进行逐一
替换。

区间字符串替换：可通过偏移量、长度、指定字符串，自定义敏感数据区间，对该区间内数据进行
整体替换。

区间随机替换：可通过偏移量和长度，自定义敏感数据区间，对该区间内数据进行随机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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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自定义脱敏算法

访问“数据脱敏”目录下“脱敏算法”页面，点击左下方“新建”按钮，即可新建自定义

脱敏算法。

基础算法：下拉菜单选择基础算法类型。

适用敏感类型：下拉菜单选择敏感类型。

参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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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偏移量：敏感数据区间的起始位置

正数 - 在字符串的指定位置开始

负数 - 在从字符串结尾开始的指定位置开始

0 - 在字符串中的第一个字符处开始

2. 长度：敏感数据区间的长度

正数 - 从偏移量所在的位置返回的长度

负数 - 从偏移量所在的位置返回的长度

0 - 从字符串开始位置到结尾的长度

3. 偏移量和长度：共同决定敏感数据区间。

以屏蔽手机号为例：

数据：13277774545

偏移量：3

偏移长度：4

敏感数据区间：[3,6]

脱敏结果：132****4545

4. 屏蔽字符：将敏感数据区间以该字符进行替换。

5. 加密值：以该值对敏感数据区间进行加密。

算法描述：描述自定义算法。

测试数据：填写数据进行测试。

脱敏数据：点击“算法测试”按钮，脱敏后的数据即可显示。

配置完成后，点击页面下方“提交”按钮，返回“脱敏算法”页面。右侧“修改”、“删

除”、“算法测试”按钮可对自定义脱敏算法进行编辑、删除及预览操作。

3.7 敏感发现

敏感发现功能是发现指定数据库内指定的敏感类型，并将结果展示在页面上。该功能可以

根据敏感发现结果设置好脱敏算法生成敏感集合，用于后续脱敏规则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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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敏感发现的名称，自定义。

源端数据库：下拉列表选择需要检查的数据库。

检查范围：下拉列表选择整库、用户、表。

检查行数：指定检查行数。

最少命中百分比：只有敏感类型超过该命中率才展示到结果里。

混合类型检查个数：只有当一列数据可能含有多个敏感类型时填写。

敏感类型：选择需要检查的敏感类型。

配置完成后，点击页面下方“提交”按钮，返回“敏感发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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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查看敏感发现结果

敏感发现结果展示包括敏感类型、用户、表、字段、检查行数、匹配行数、命中率、注释

等信息。访问“数据脱敏”目录下，“敏感发现”页面，点击右侧“查看结果”按钮，即

可查看敏感发现结果。点击该页面下方“新建敏感集合”，可将此发现结果导入至新建的

敏感集合中，忽略按钮表示不导入此字段。

3.7.2 查看敏感示例数据

上图“数据脱敏”目录下，“敏感发现”页面右侧“示例数据”按钮，可展示指定用户、

表、字段的示例数据并检查是否匹配某敏感类型。

3.8 敏感集合

3.8.1 添加敏感集合

用户可通过敏感发现结果添加敏感集合，或单独手动添加敏感集合及类型列表。敏感集合

可通过“数据脱敏”目录下，“敏感集合”页面访问。单独手动添加时，需为某敏感类型，

指定一个或多组数据库用户、表和列的敏感字段。用于后续创建脱敏规则。脱敏规则需根

据该敏感集合的类型对敏感字段进行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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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可自定义敏感集合的名称。

源端数据库：下拉列表选择源端数据库。

默认算法：可点击进行修改。

3.8.2 敏感集合展示

“数据脱敏”目录下，选择“敏感集合”页面，即可查看所有敏感集合。

3.8.3 敏感列表添加

点击“敏感集合”页面，集合条目右侧“类型列表”按钮，可进行敏感列表添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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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类型：下拉列表选择敏感类型。

默认算法：下拉列表可修改默认算法。

参数列表：算法的参数展示。

敏感字段：属于该敏感类型的用户、表、字段列表。

3.8.4 敏感列表展示

“敏感集合”页面下，点击集合条目右侧“类型列表”，可展示所有类型列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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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页面，点击条目右侧“修改”按钮，可增删敏感字段。

3.8.5 删除敏感集合

点击“敏感集合”页面右侧“删除”按钮，可删除对应集合；勾选条目首项复选框，再点

击页面左下方“删除”按钮，可进行批量删除。

3.9 脱敏规则

3.9.1 添加脱敏规则

访问“数据脱敏”目录下，“脱敏规则”页面。点击页面左下方“新建”按钮，添加脱敏

规则。添加规则前，必须完成敏感集合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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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脱敏规则页面，包含“基本设置”、“高级设置”、“全同步对象过滤”、“运行层

略”共 5个标签页。

1. “基本设置”标签页

名称：可自定义脱敏规则名称。

源端类型：Oracle或脱敏文件。

源端数据库：下拉菜单选择源端数据库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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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敏节点：下拉菜单选择脱敏节点。

源端类型：Oracle或脱敏文件。

备端端数据库：下拉菜单选择目标端数据库节点。

映射方式：下拉菜单选择脱敏维度：整库、用户或者表。

敏感集合：下拉菜单选择敏感集合。

2. “高级设置”标签页

线程数：可以根据 CPU核数，业务压力进行设置。

压缩级别：开启压缩功能，可降低磁盘空间和网络带宽的占用。

备端表空间存储位置：软件可根据配置路径自动创建备库表空间。

表空间名称转换：需要设置不一样的源备库表空间名称时设置。

3. “全量同步对象过滤”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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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量同步对象过滤：选择需要同步的对象。未被勾选的对象，将被过滤掉。

4. “运行策略”标签页

运行策略：支持周期性定时性运行规则。

3.9.2 库到文件脱敏规则

选择源端类型为 Oracle，备端类型为脱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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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端文件路径：脱敏后的文件存储在此路径下。

单文件大小（MB）：脱敏后的文件如果超过此大小，则分割。

3.9.3 文件到库脱敏规则

选择源端类型为脱敏文件，备端类型为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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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取文件，勾选需要进行装载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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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查看脱敏结果

在规则页面点击结果按钮，会显示“脱敏文件”、“失败的对象”、“脱敏统计”共 3个
标签页。

1. “脱敏文件”标签页

库到文件规则会显示脱敏后的文件列表。

2. “失败的对象”标签页

脱敏过程中失败的对象会显示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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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脱敏统计”标签页

脱敏字段的总行数、错误行数会显示在此。

3.9.5 删除脱敏规则

点击“脱敏规则”页面右侧“删除”按钮，可删除对应规则；勾选条目首项复选框，再点

击页面左下方“删除”按钮，可进行批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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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置

访问“系统设置”目录下，“系统参数”页面，可进行系统设置。系统设置包含“全局设

置”、“告警设置”、“安全配置”、“邮件设置”、“短信设置”共 5个方面。

4.1 全局设置

全局设置可设置超时时间、信息采集、日志保留等全局性参数。

控制台地址：可设置为不同于控制机 IP 本身的地址，节点通过该地址和控制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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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超时时间：空闲链接持续时间超过设置时间后，页面自动跳转至登录页面，强制用

户重新登录。

状态刷新间隔：配置界面刷新时间。如网络状况不佳，建议可以设置较大的时间间隔，如

网络状况较好好，推荐使用默认值。

列表默认记录数：设置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

日志保留时长：设置节点/复制规则的保存时间，超出时间的旧日志将被自动删除，防止控

制机数据库记录过多而影响访问速度。

信息采集间隔：资源占用信息采集时间间隔。

消息语言：控制机发送消息通知时，采用的语言。

4.2 告警设置

本页面可设置相关告警信息的采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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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全配置

本页面可进行安全选项的相关配置，包含最大允许登录次数，密码复杂度、有效期等。

限制并发会话：如果开启，一个用户只能在一个浏览器中登录，如果该用户在另一个浏览

器中登录，原来的用户会被提示。

允许尝试登陆次数：登陆时如果用户名和密码输错的次数大于设置的参数，页面就会锁定，

提示“失败锁定时间中配置的时长”之后再次登陆。

失败锁定时间：用户尝试登录超过“允许尝试登陆次数”，页面锁定的时长。

限制密码复杂度：此选项如果选择“是”创建用户或修改密码时会做用户密码复杂度检测，

密码太简单不给注册。

密码长度：创建用户或者修改密码时，必须达到设置的值时才能允许创建或者修改，否则

不能提交，并给出错误提示。

密码有效期（天）：设置密码多少天需要重置，过期后，登陆时需要重新设置密码。

4.4 邮件配置

本页面可进行邮件通知模块的相关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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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通知：启用邮件通知服务。

SMTP的服务器地址：SMTP 的服务器地址。

使用 SSL连接服务器：是否使用 SSL连接服务器；需要注意和 SMTP 服务器端口的配合。

开启 SMTP认证：默认需要开启，针对某些自建邮件服务器，无需 SMTP 认证的取消勾

选。

SMTP的服务器端口：通常非 SSL连接和 SSL连接的端口是不同的。

用户名：发送邮件的帐号。

密码：当用该帐号发送邮件时，SMTP 服务器需要做认证。该密码用于 SMTP 服务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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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邮件测试: 利用该页面的 SMTP 设置，发送测试 Email到当前登录用户的邮箱。当前

登录用户的邮箱设置通过用户管理修改。

4.5 短信配置

本页面可进行短信通知模块的相关配置。

启用短信告警：启用短信告警功能。

短信平台：目前支持但不限于华为消息通知服务、ESK平台（企信王）、太平洋证券 OTO、
国泰君安、国都证券、东方证券、短信猫等。

短信平台 平台所需填写信息

ESK平台（企信王）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 华为账户名：华为账户名（DomainName）
不是用户名。

获取方法：基本信息界面→管理我的凭证→查看“帐
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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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平台 平台所需填写信息

所属区域：RegionName为 cn-north-1、
cn-south-1或者 cn-east-2。

获取地址：
https://developer.huaweicloud.com/endpoint。

主题的 URN：主题的 URN，华为云控制台

创建，urn串。

东方证券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太平洋证券 OTO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短信猫 串口：短信猫连接后，占用的串口号。

Windows下用 COM*。例如：COM1 (Linux
下也可以用，COM1表示/dev/ttyS0)。

波特率：默认 9600不用修改，短信测试异常

可调整。Windows可以在串口属性中设置。

国泰君安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国都证券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1.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华为消息通知服务，不是简单的 SMS服务。需要先创建一个主
题，所有的应用都可以发消息给这个主题，主题会通知到“订阅者”；和企业版现有
的控制台的 SMS以及通知不同，需要在华为的控制台里创建主题并添加订阅。

2. 短信猫：针对无法访问外网的用户，使用短信猫来发送短信告警通知。需要在控制机

上通过串口连接短信猫设备。短信猫型号：目前仅支持 JYC311-232。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设置：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设置的主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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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一个主题。

2. 创建一个模板，类型选择短信；华为要求同时创建一个协议为 Default的同名的模板。

3. 再添加订阅，这里协议可以选择短信和邮件以及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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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软件许可

5.1 许可管理

访问“系统管理”目录下，“许可管理”页面，可以对许可进行添加、更新、删除、修改

绑定等操作。

SN-序列号: 许可生成时随机生成的唯一名称。

授权类型: 分为试用版、授权版、服务版。

产品名称: 该许可的名称。

到期: 对试用版：为试用期限；对正式版：为维保期；对服务版：为该许可有效期。

功能: 该许可对应的功能。

授权项: 为该许可所允许的最大使用量：类别分为虚拟节点数、物理节点数、迁移数、虚

机保护数量等。

操作: 该许可所允许的操作，分为 查看、下载、删除、更新。

搜索: 在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栏，还可以输入对应的序列号搜索对应的许可。

5.2 添加许可

点击“系统管理”目录下，“许可管理”页面下方“查看识别码”按钮，获取本控制机的

识别码，提交给客户所对接的本公司支持人员，以生成供本控制机使用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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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绑定 控制机识别码：

如果导入的许可尚未绑定 控制机识别码，则控制机会在导入时在线进行自动绑

定（期间需要控制机能连接互联网）。

如果控制机不能联网，控制机会显示自助绑定 控制机识别码 所需信息（“激

活地址”、“SN-序列号”、“密钥”、“识别码”），您需要参照 更新 进行

自助绑定

全服务保护，绑定 节点识别码：

对于不能连接互联网的控制机，在添加全服保护许可、全服迁移许可前，除控

制机的识别码，还要提交 节点识别码。

这将会在生成的许可中包含这些节点的识别码，在该许可添加到控制机上后，

绑定节点时，只能绑定许可中已经包含的这些工作机节点；

1. 点击“下载节点识别码”按键；

2. 选择需要绑定到该许可的工作机节点；

3. 点击“下载识别码”按键；

4. .将下载的文件提交给本公司支持人员，或到用能连互联网的机器上访问以下网址根据

提示进行自助绑定。

自助绑定网址：

https://license.info2soft.com/i2/activation.php?atype=bind

https://license.info2soft.com/i2/activation.php?atype=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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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公司获取许可文件后，到控制机此页面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许可窗口：

软件注册码: 您可以选择复制许可文件中的全部文本粘贴到“软件注册码”栏，并点击“确
定”添加许可。

License文件: 也可以通过将整个许可文件拖入“License文件”栏，点击“上传”添加许可。

5.3 许可绑定

点击“系统管理”目录下，“许可管理”页面，条目右侧“查看”按钮，勾选需要绑定的

节点，点击“更新绑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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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该控制机上已注册的节点、虚拟平台的名称。

资源类型: 节点、虚拟平台。

操作系统: Windows、Linux。

是否已经绑定当前 license: 是、否。

每个许可都有它所对应的许可数量，如 虚拟节点数、物理节点数、迁移数、虚机保护数
量，此处绑定节点不能超出其许可数量；对于 全服保护许可、全服迁移许可，此处只能
绑定许可中已经包含的工作机节点（灾备机节点不用绑定）。

5.4 许可更新

License更新是向现有许可添加新功能、添加更多节点许可数量的操作；根据控制机是否能

联网分为“在线更新”和“批量更新”（离线更新）。如果更新的 License功能集合少于

之前的 License功能集合，则更新后可用的灾备功能集合将以新添加的 License为准。

5.4.1.1 在线 License更新

单击 i2UP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在线 License更新步骤如下：

1. 单击页面下方“在线更新”，控制机会自动获取所有许可的最新版本，并更新。

2. 完成后会提示操作是否成功。

5.4.1.2 批量 License更新（离线 License更新）

单击 i2UP操作平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批量 License更新（离线 License更新）步骤如下：

1. 单击页面下方“批量更新”，会弹出更新 license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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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地址： 需要一台能联网的主机访问此“绑定地址”；

识别码： 用于 License 自助绑定操作。

试用升级正式： 如果您需要将“试用版”许可升级为“正式版”许可，您还需要勾选此

项，此操作会将“正式版”许可作为新许可添加，并自动将试用版上的绑定关系转移到正

式版上，旧有试用版许可保留不变。

软件注册码： 您可以选择复制许可文件中的全部文本粘贴到“软件注册码”栏，并单击

“确定”更新许可。

License文件：也可以通过将整个许可文件拖入“License文件”栏，单击“上传”更新许

可。

2. 在软件注册码中输入英方提供更新后的“软件注册码”。

3. 单击“确定”，完成批量 License更新（离线 License更新）。

5.5 许可下载

如果用户需要下载控制机上的软件许可进行归档，可以用过许可下载来实现：

单击操作平台的主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单击列表右边操作栏“下载”，单击链接下载即可。

5.6 许可删除

单击 i操作平台的主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单击下方的“删除”，选择对应的许可，删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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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疑难解答

6.1 获取不到未激活节点的信息

1. 首先检查节点防火墙是否有限制。

2. 检查$HOME/i2/i2port.conf设置的端口是否有冲突。

3. 在控制机上，使用 proxytest list_node查看是否侦测出节点信息，如果侦测出来使用

proxytest del_node UUID。

4. 删除识别出的节点,再使用网页就可以识别出未激活节点信息。

6.2 修改控制机代理端口

1. 在控制机的$HOME/i2/i2port.conf里面修改 web_port，重启 iaproxy进程。

2. 机器节点修改$HOME/i2/active.conf webport，重启 iahelper进程。

6.3 修改 apache代理端口 58080
1. 1.Linux控制机修改

2. 修改 Listen 端口号

1. 重启 Ap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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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控制机磁盘空间满导致web页面无法使用

在无法连接 web界面时，请检查控制机的磁盘空间是不是已满，如果满了，请及时清理，

重启 Apache，即可正常连接控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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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支持

在 i2Masking软件的使用过程中，如碰到任何技术上的问题，请联系英方软件(上海)有限

公司。

Email 地 址：support@info2soft.com

联 系 电 话：400-617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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