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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界面说明 

为了得到更好的使用体验，浏览器请使用“Firefox”或“Google Chrome”并将

屏幕分辨率调至“1280*1024”或以上。 

1.1 登录界面 

 

在 Google Chrome 或 FireFox 中输入 BPC 服务器 IP（10.7.4.82）即可访问 BPC 系

统的登录页面。 

默认用户名/密码为 admin/netis 



1.2 BPC/SPVD/SD 选择界面 

 

该页面有 4 个选择入口，分别是： 

1． 服务路径发现（SPV Discovery）。自动发现应用组件、交付设备之间的

连接性和访问关系。 

2． 智能解码（Smart Decoder）。自动检测协议配置、验证协议解码结果、

生成协议解码包。 

3． 应用性能中心。应用性能中心功能模块入口，点击进入应用性能中心的

服务状态板页面，管理服务路径图。 

4． 互联数据应用商城。互联数据应用商城功能模块入口，点击进入互联数

据应用商城的应用页面。 

 

1.3 导航及侧边栏 

BPC 各页面的导航栏与侧边栏说明，其中各页面导航显示不同，截图以管理服

务路径图页面为例。其中应用性能中心的服务状态板页面和互联数据应用商城

的仪表板页面放置一段时间后导航栏会自动收起，鼠标移入后再次显示。 



 

①主页图标 

显示“Netis 天旦”图标，点击图标跳转至主页页面。 

②导航 

显示系统导航，包括四大模块导航，每个模块导航可点击展开子导航，点击子

导航会跳转至对应的页面。 

当前页面所在的导航标题为蓝色，当停止操作 3 秒以上时，导航会自动缩起只

显示当前导航项。 

• X 

导航展开状态图标，点击后导航会自动缩起只显示当前导航项，图标显

示成缩起状态图标“≡”。 

• 服务路径发现 

• 服务路径发现项目 

• 智能解码器 

• 解码器配置 

• 自定义解码器 

• 应用性能中心 



• 服务状态板 

• 管理服务路径图 

• Smart View 

• 首页 

• 视图 

• 播放列表 

• 快照 

• 数据源 

• 告警记录 

• 告警设置 

• 报表 

• 基线设置 

• 解码器设置 

• 网络数据采集 

• 互联数据应用商城 

• 应用 

• 播放列表 

• 快照 

• 数据源 

③ 用户资料 

显示当前系统登录的用户的头像和显示名称，点击名称后在下方显示弹出框，

弹出框包含：用户头像、用户名、用户显示名称、个人资料、更改密码和退出

登录。 



• 个人资料 

点击个人资料，页面跳转到个人资料页面。 

• 更改密码 

点击更改密码，页面跳转到更改密码页面。 

• 退出登录 

点击登出，页面直接跳转至登录页面。若开启了 CAS 第三方认证且设置

完全退出 BPC 和 CAS，则跳转至 CAS 注销页面，若开启了 CAS 第三方认

证且设置只退出 BPC，则跳转至 BPC 登录页面。 

④ 侧边栏图标 

显示九宫格型图标，点击图标展开侧边栏。 

⑤ 侧边栏功能列表 

展开的侧边栏包括关于 BPC 和功能列表，功能列表包含用户访问控制、系统、

自监控。 

• 关于 BPC 

点击问号或关于 BPC，打开关于页面 http://10.7.4.82/zh-

cn/manager/about/，显示 BPC 相关信息。 

• 版本信息 

BPC 的版本信息。 

• 授权信息 

显示当前许可证类型：试用许可证/永久许可证。 

• 可用的 SoCP 

显示当前许可证可继续添加的服务通讯点个数以及支持的通讯点

总数。 

• 有效期 

许可证有效时间。 



• 解码引擎版本 

解码引擎的版本信息。 

• 解码器版本 

解码器的版本信息。 

• 用户许可协议 

用户许可协议按钮，点击打开用户协议页面 http://[BPC 服务

器]/static/webportal/legal/end_user_license_agreement.pdf，显示

用户协议具体内容。 

• 版权信息 

显示版本信息，格式为：版权 ©  2018 Netis Technologies 上海天

旦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保留所有权利。 

其中 2018 为当前年度。 

• 用户访问控制 

点击用户访问控制，功能列表展开，显示用户和角色，再次点击，功能

列表收起。 

• 用户 

点击用户，跳转至用户页面。 

• 角色 

点击角色，跳转至角色页面。 

• 系统 

点击系统，功能列表展开，显示系统控制和解码库与授权页面，再次点

击，功能列表收起。 

• 系统控制 

点击系统控制，跳转至系统控制页面。 

• 解码库与授权 

点击解码库与授权，跳转至解码库和授权页面。 



• 自监控 

点击自监控，功能列表展开，显示数据服务器状态、数据库状态、数据

存储、高可用状态、数据探针、技术支持，再次点击，功能列表收起。 

• 数据服务器状态 

点击数据服务器状态，跳转到数据服务器状态页面。 

• 数据库状态 

点击数据库状态，跳转到数据库状态页面。 

• 数据存储 

点击数据存储，跳转到数据存储页面。 

• 高可用状态 

点击高可用状态，跳转到高可用状态页面。 

• 捕获时丢包 

点击捕获时丢包，跳转到捕获时丢包页面。 

• 数据探针 

点击数据探针，跳转到数据探针页面。 

• 技术支持 

点击技术支持，跳转到技术支持页面。 

 



1.4 个人资料 

 

①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当前用户>个人资料”，“当前用户”表示显示的资料为当前用户

的，无超链接；“个人资料”为当前页面名称，无超链接。 

②资料信息 

• 显示用户名为 

显示当前登录用户新建的时候，显示用户名设置的值。输入框，可修

改。 

• 用户名 

显示当前登录用户的用户名。输入框，不可修改。 

• 头像 

显示当前登录用户的头像，可从下面的头像库里面选，点击任一头像，

头像显示为选中的头像；也可以点击选择按钮，本地上传头像图片，图

片支持的格式为：PNG、 JPG、JPEG、 GIF，选中图片之后，头像显示为

上传的图片。 

• 首选项 

• 首页 

显示当前登录用户登录 BPC 之后显示的主页，默认为 BPC 首页(默



认)。下拉框，点击下拉列表展开；再次点击或选中某个选项，下

拉列表收起。 

下拉列表包括： 

• BPC 首页(默认) 

• 应用性能中心 > 服务状态板 

• 互联数据商城 > 应用 

• 服务路径发现 > 服务路径发现项目 

• 解码器 > 解码器配置 

• Smart View > 首页 

③更新按钮 

点击更新按钮，页面刷新，更改内容生效。 

• 更改密码 

• 概述 

URL：http://10.7.4.82/zh-cn/manager/password/change/ 

 

①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当前用户>更改密码”，“当前用户”表示更改密码的用户为当前用

户，无超链接；“更改密码”为当前页面名称，无超链接。 

②更改密码输入框 



• 旧密码 

必填项，可输入任意长度任意字符。 

必须输入正确的修改前密码。 

• 新密码 

必填项，可输入任意长度任意字符。 

• 确认新密码 

必填项，可输入任意长度任意字符。 

必须与新密码中的内容一致。 

③确定按钮 

点击确定按钮，当输入的内容通过校验时，弹出提示框提示已成功更改了密

码，点击确定，该提示框关闭，页面停留在更改密码的页面；当输入的内容未

通过校验时，会有红色提示信息显示在未通过校验的输入框下方。 

 

2 服务路径发现 

2.1 管理 

 

①标题 

显示页面标题为“服务路径发现项目”。 



 

②新建按钮 

点击新建，弹出“创建新项目”对话框，可创建新的服务路径发现项目。 

在“创建新项目”对话框上，填写描述后创建项目成功，管理页面将新增新项

目；不填写描述后创建项目失败，提示“名称不能为空”。 

③已建项目 

若项目没有生成关系图，显示一个长方形空白框；若项目生成关系图，则在项

目的中央显示关系图。 

点击已建项目，跳转到对应项目的编辑页面，默认选中服务路径图 Tab 页签。 

鼠标停留在已建项目上，项目底部显示项目名称，创建日期，项目右上角显示

“重命名”和“删除”图标。 

• 重命名 

点击重命名图标，弹出“重命名”对话框，描述框中显示当前项目名称。

其他操作与“创建新项目”对话框相同。 

• 删除 

点击删除图标，弹出删除确认对话框。点击确定后，提示删除成功。点

击取消后，取消删除。 

2.2 服务路径图 

 



①导航 

显示“服务路径发现项目 >[服务路径图-XX]”。点击“服务路径发现项目”，跳转

到服务路径发现项目管理页面。 

②页签 

默认有三种页签，点击服务路径图页面里的设置按钮，会增加设置页签。 

• 服务路径图 

默认进入的就是服务路径图页面。 

• 快照 

点击快照页签，进入快照页面。 

• 数据源 

点击数据源页签，进入数据源页面。。 

• 设置 

点击设置页签，进入设置页面。 

③工具栏 

• 撤销按钮 

在修改服务路径图之前，默认为灰色。 

在修改服务路径图之后，显示为黑色。点击撤销按钮，撤销上一步编

辑，未做操作和撤销至最后一步时为灰色不可点。 

• 重做按钮 

在做撤销操作之前，默认为灰色。 

在做撤销操作之后，显示为黑色。点击重做按钮，重做已经撤销的编

辑，未做操作和重做至最后一步时为灰色不可点。 

• 保存按钮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当前编辑的服务路径图。 

• 设置按钮 

点击设置按钮，跳转至设置页面。 



• 转换按钮 

点击转换按钮，把已经配置或导入映射关系的 IP 地址转换为设备名（在

设置页面中配置）；多次点击在 IP 和设备名之间来回转化。 

• 预览按钮 

点击预览按钮，进入预览页面，显示生成的应用逻辑关系图（只有命名

了的节点，节点变成绿色，预览时才会显示出来，才能创建快照）。 

• 自动梳理按钮 

点击自动梳理按钮（未配置组件节点），弹出上传 csv 文件对话框。 

点击自动梳理按钮（已配置组件节点），弹出对话框提示“您确定要执行

自动梳理吗？自动梳理将覆盖当前所有的组件节点”。点击确定，弹出上

传 csv 文件对话框；点击取消，弹出框关闭，取消自动梳理操作。 

• 重置按钮 

点击重置按钮（未配置组件节点），路径图无变化。 

点击重置按钮（已配置组件节点），弹出对话框提示“您确认要执行重置

吗？重置将把所有组件恢复为 IP 节点”。点击确定，根据导入的数据源

重置服务路径图；点击取消，弹出框关闭，取消重置操作。 

④搜索功能 

• 普通搜索 

• 有搜索结果 

在输入框中输入 IP/端口/设备名，点击搜索按钮，路径图中满足

搜索条件的相关节点和连线黄色高亮显示；搜索框前提示“找到 x

个符合条件的会话，存在于—标记中”，关闭该提示信息，则取消

搜索。 

• 无搜索结果 

在输入框中输入 IP/端口/设备名，点击搜索按钮，提示“没有找到

符合条件的结果”。 



• 高级搜索 

点击搜索框中的三角箭头，出现高级搜索对话框。 

• 输入框 

四个输入框任意填写一个即可进行搜索。 

可填入任意长度的任意字符。 

• 取消按钮 

点击取消按钮，弹出框关闭，取消高级搜索。 

• 搜索按钮 

点击搜索按钮，若四个输入框都无输入内容，弹出提示信息“请输

入搜索关键字”；若任意一个输入框有内容输入，高级搜索对话框

关闭，搜索条件被填入搜索框，显示结果同普通搜索。 

• 关闭按钮 

点击关闭按钮，弹出框关闭，取消高级搜索。 

⑤缩放功能 

• 全屏按钮 

路径图全屏显示。 

• 放大按钮 

路径图按比例放大。 

• 缩小按钮 

路径图按比例缩小。 

• 滚动鼠标 

路径图按比例缩放。 

⑥黑洞 

• 将路径图中的节点拖进黑洞 

鼠标选中路径图中的节点，拖拽到黑洞的图标处，则该节点在路径图中

消失，相关联的节点不会消失，但是相关联的连线会消失。 



点击黑洞图标，在页面下方的底部列表中会有被拖进黑洞的节点的会话

列表信息和节点列表信息。 

• 将拖进黑洞中的节点还原到路径图中 

点击黑洞图标，在页面下方的底部列表中选择节点列表，选中想要还原

的节点拖至上方的路径图区域，则该节点会自动连线到原始的相邻节

点，连线为红色。 

底部列表中无该还原后的节点信息。 

⑦路径图 

• 节点 

• 点击节点 

该节点及其相关联的连线节点高亮显示，其中连线为红色，节点为蓝

色；路径图其余节点和连线变成灰色；该节点 IP 后出现转换图标；底部

列表显示该节点相关信息。 

• 点击节点 IP 后的转换图标 

出现节点命名框和确认图标，默认显示“组件 x”，x 按照当前路径图已命

名的节点个数累加。填写节点名称，点击确认图标，节点命名成功，节

点变成绿色，节点名称后出现修改图标。 

• 点击修改图标 

同初始命名操作，可以修改节点名称。 

• 点击空白处 

回到整个路径图页面。 

• 合并节点 

拖动节点到另一个节点，两个节点合并成一个组件，命名成“组件 x”，x

按照当前路径图已合并的节点个数累加。 

同为客户端或同为服务器端的两个节点之间可以相互合并，有会话关系

的客户端节点和服务器端节点不能合并。 



• 无会话的节点 

节点显示为红色，点击节点后底部会话显示为空，一般出现在同个任务

有多个数据源提取的路径图中。 

• 拖动节点 

节点及其关联的连线被拖动到指定位置。 

• 连线 

点击连线，连线显示红色，连线两端的节点显示蓝色，其余节点和连线

变成灰色，底部列表显示该条会话相关信息。 

• 拖动路径图 

整个路径图被拖动到指定位置。 

⑧底部列表 

• 列表展示 

• 缩放 

鼠标移至底部列表的上边栏，鼠标变成上下箭头的样式，点击可

以上下拖动底部列表。 

• 收起 

点击底部列表边框的向下箭头，底部列表收起，箭头变成向上。 

• 展开 

点击底部列表边框的向上箭头，底部列表展开，箭头变成向下。 

• 会话列表 

显示 IP 之间的通信流，选中节点，则显示该节点上的会话；选中连线，

则显示该连线上的会话；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会话。 

列表底部显示当前列表的会话条数和总的会话条数；点击下载 csv 按

钮，下载当前列表的会话数据为 csv 文件。 

每条数据包括以下信息：序号、节点 A、地址 A、设备 A、端口 A、节点

B、地址 B、设备 B、端口 B、A-B 字节、B-A 字节、总字节、可用性、模

式、标志位： 



• 序号 

点击列名可排序，默认按升序排列。 

• 节点 A、节点 B 

IP 命名后的节点名称，未命名则为空。 

点击列名可排序。 

• 地址 A、地址 B 

显示 IP 地址。 

点击列名可排序。 

• 设备 A、设备 B 

若 IP 设置了设备名，则该字段显示对应的设备名，否则为空。 

点击列名可排序。 

• 端口 A、端口 B 

显示端口号。 

点击列名可排序。 

• A-B 字节 

显示从 A 地址发往 B 地址的字节数。 

点击列名可排序。 

• B-A 字节 

显示从 B 地址发往 A 地址的字节数。 

点击列名可排序。 

• 总字节 

A 地址与 B 地址间通信的总字节数，为 A-B 字节与 B-A 字节的总

和。 

点击列名可排序。 

• 可用性 

单向或空，单向代表只有 A 到 B 或者 B 到 A 的数据流，空代表 A



到 B 和 B 到 A 均有通信。 

点击列名可排序。 

• 模式 

有两种模式：同步或异步。 

点击列名可排序。 

• 标志位 

TCP 标志位，有 R、S、F 三种。 

点击列名可排序。 

• 节点列表 

在路径图中点击某个组件，会出现节点列表。 

• 接口列表 

在路径图中点击某个组件，会出现接口列表。 

⑨节点列表 

 

选中已命名的节点，会显示该项，不可编辑。若有合并，则每个原始节点为一

条数据。每条数据包含以下信息：序号、地址、设备名、会话数、总字节： 

• 序号 

点击列名可排序，默认按升序排列。 

• 地址 

显示 IP 地址。 

点击列名可排序。 

• 设备名 

若 IP 设置了设备名，则该字段显示对应的设备名，否则为空。 

点击列名可排序。 

• 会话数 

对应节点上的总的会话数。 



• 总字节 

对应节点上的总的字节数。 

• ⑩ 接口列表 

 

选中已重命名的节点，会显示该项。用于设置服务接口与客户接口，路径图上

设置了服务接口与客户接口的会话会有箭头标示数据流向。 

• 会话摘要表 

显示该节点的地址、设备、端口、会话数、总字节。地址、设备、会话

数的总和与总字节的总和与⑨节点列表里的会话数和总字节一致。 

可拖拽会话摘要表中的任意一行到服务接口框中的任意一个服务接口

下。 

• 服务接口框 

默认只有“服务接口-01”切只能编辑，不能删除。 

点击+可添加新的服务接口，可以编辑和删除。 

• 客户接口框 

默认为空，不可编辑。 

若该节点既可作服务接口又可作客户接口，将该节点的会话摘要表中的

任意一行拖到服务接口框后，客户接口框中也会自动显示该条记录；否

则客户接口框中仍然为空。 

⑪自动梳理弹出框 



 

• 下载 CSV 样本按钮 

点击下载 csv 样本，下载 csv 文件模板到本地，模板为节点名称对应 IP

的格式。 

• 上传按钮 

• 上传正确的文件 

上传成功，对话框上显示上传文件中节点对应 IP 的信息。 

点击启动梳理按钮，自动梳理成功，路径图中对应 IP 会显示成

csv 文件中对应的节点信息。 

点击取消按钮，回到上传 csv 文件对话框页面。 

 

• 上传不正确的文件 

上传错误格式的文件，上传失败，提示“expected string or 

buffer”。 

上传 IP 格式错误的文件，上传失败，提示“您所上传的 CSV 文件

中存在 IP 地址格式错误”。 

上传重复地址的文件，上传失败，提示“您所上传的 CSV 文件中有

重复的 IP 地址”。 



上传存在空行的文件或组件名为空的文件，上传失败，提示“您所

上传的 CSV 文件中存在组件名为空”。 

• 取消按钮 

点击取消按钮，自动梳理弹出框被关闭。 

2.3 预览 

服务路径发现项目预览页面提供导出数据包、生成快照、展示组件关系图等功

能。 

 

①导航 

显示“服务路径发现项目 >[服务路径图-XX]”。点击“服务路径发现项目”，跳转

到服务路径发现项目管理页面。 

②页签 

默认有三种页签，点击服务路径图页面里的设置按钮，会增加设置页签。 

• 服务路径图 

默认进入的就是服务路径图页面。 

• 快照 

点击快照页签，进入快照页面。 

• 数据源 

点击数据源页签，进入数据源页面。 



• 设置 

点击设置页签，进入设置页面。 

③工具栏 

提供返回编辑、导出、快照功能。 

• 返回编辑 

点击将回到路径图编辑页面。 

• 导出 

点击将弹出提取数据包对话框。在对话框内设置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

可以将提取的数据源中指定时间段的数据包导出成 default 的 pcap 包。 

预览包含一个已设置的服务接口时，导出为组件-服务接口的 pcap 包；

预览包含多个已设置的服务接口时，导出为 zip 压缩包，内容为多个组

件-服务接口的 pcap 包。 

• 快照 

无预览图时点击将弹出对话框提示“无效的快照” 

有预览图时点击将弹出创建新快照的对话框，描述默认为“快照-x”，x 按

当前 SPVD 系统已创建过的快照个数叠加。快照创建好，可在快照页面

看见创建成功的快照。 

④缩放功能 

• 全屏按钮 

路径图全屏显示。 

• 放大按钮 

路径图按比例放大。 

• 缩小按钮 

路径图按比例缩小。 

• 滚动鼠标 

路径图按比例缩放。 

⑤组件与关系 



组件和关系展现已设置好的节点及其关联的连线。在非组件和关系的空白处鼠

标左键拖动预览图，可以整体移动到指定位置。 

• 节点 

节点默认为绿色。 

点击节点后，节点显示为绿色，与该节点相关联的连线显示为红色。弹

出该节点详细信息对话框。点击对话框右上角关闭或预览图空白处可以

关闭对话框。 

节点信息对话框显示该节点的详细信息，包括设置的接口名称、接口定

义。若节点是服务接口，还显示数据包协议和数据包导出图标。 

点击节点信息对话框上的数据包导出图标，弹出提取数据包对话框。在

对话框内设置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可以导出该组件-服务接口的 pcap

包。无数据包时，弹出对话框提示“当前时间段没有数据”。 

• 连线 

连线默认为灰色。 

点击连线后，连线显示为红色，连线两端的节点显示为绿色。弹出该连

线访问关系信息对话框。点击对话框右上角关闭或预览图空白处可以关

闭对话框。 

连线信息对话框显示该会话的访问关系，包括接口信息、数据流向。若

节点为服务节点，还显示数据包导出图标。 

点击连线信息对话框上的数据包导出图标，弹出提取数据包对话框。在

对话框内设置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可以导出该连线上组件-组件-服务

接口的 pcap 包。无数据包时，弹出对话框提示“当前时间段没有数据”。 

2.4 快照 

服务路径发现项目快照页面提供查看、重命名、加载、删除快照的功能。 

无快照时页面提示“您还未创建快照”；有快照时页面呈现快照内容，默认选中

显示最后一个快照信息。 



 

①导航 

显示“服务路径发现项目 >[服务路径图-XX]”。点击“服务路径发现项目”，跳转

到服务路径发现项目管理页面。 

②页签 

默认有三种页签，点击服务路径图页面里的设置按钮，会增加设置页签。 

• 服务路径图 

默认进入的就是服务路径图页面。 

• 快照 

点击快照页签，进入快照页面。 

• 数据源 

点击数据源页签，进入数据源页面。 

• 设置 

点击设置页签，进入设置页面。 

③工具栏 

提供返回编辑、导出、快照功能。 

• 重命名快照 

点击后弹出重命名对话框。在描述中输入重命名快照并点击保存后，提

示重命名成功，快照重命名成设置的名称。 



• 删除快照 

点击后弹出删除确认对话框，提示“您确定要删除***吗？快照删除后不

可恢复”。点击确定后删除当前快照，页面自动显示下一个快照，若无快

照则提示“您还未创建快照”。 

• 加载 

点击后会跳转到快照对应的服务路径图 Tab 页面。 

④页面缩放区 

• 全屏按钮 

路径图全屏显示。 

• 放大按钮 

路径图按比例放大。 

• 缩小按钮 

路径图按比例缩小。 

• 滚动鼠标 

路径图按比例缩放。 

⑤组件与关系 

组件和关系展现已设置好的节点及其关联的连线。在非组件和关系的空白处鼠

标左键拖动预览图，可以整体移动到指定位置。 

• 节点 

节点默认为绿色。 

点击节点后，节点显示为绿色，与该节点相关联的连线显示为红色。弹

出该节点详细信息对话框。点击对话框右上角关闭或预览图空白处可以

关闭对话框。 

节点信息对话框显示该节点的详细信息，包括设置的接口名称、接口定

义。若节点是服务接口，还显示数据包协议。 

• 连线 

连线默认为灰色。 



点击连线后，连线显示为红色，连线两端的节点显示为绿色。弹出该连

线访问关系信息对话框。点击对话框右上角关闭或预览图空白处可以关

闭对话框。 

连线信息对话框显示该会话的访问关系，包括接口信息、数据流向。 

⑥底部列表 

• 列表展示 

• 缩放 

鼠标移至底部列表的上边栏，鼠标变成上下箭头的样式，点击可

以上下拖动底部列表。 

• 收起 

点击底部列表边框的向下箭头，底部列表收起，箭头变成向上。 

• 展开 

点击底部列表边框的向上箭头，底部列表展开，箭头变成向下。 

• 快照列表 

展示当前所有快照，鼠标停留在快照上时，显示快照名称和创建日期。

点击快照，则选中的快照在列表中边框变为蓝色，同时快照页面中间区

域显示选中的快照内容。 

2.5 数据源 

数据源提取可以实现对特定网卡的数据提取，以便给服务路径发现提供数据分

析。 



 

①导航 

显示“服务路径发现项目 >[服务路径图-XX]”。点击“服务路径发现项目”，跳转

到服务路径发现项目管理页面。 

②页签 

默认有三种页签，点击服务路径图页面里的设置按钮，会增加设置页签。 

• 服务路径图 

默认进入的就是服务路径图页面。 

• 快照 

点击快照页签，进入快照页面。 

• 数据源 

点击数据源页签，进入数据源页面。 

• 设置 

点击设置页签，进入设置页面。 

③可用磁盘空间显示 

显示实际可用磁盘空间，默认显示格式为“可用磁盘空间：BPC 服务器 IP（BPC

服务器 ID）：SPVD 可用空间大小”。 



其中 SPVD 可用空间大小=存储路径磁盘空间总大小*SPVD 可用空间上限-当前已

占用的 SPVD 可用空间大小。当前已占用的 SPVD 可用空间大小为

/opt/bpc/var/run/spd_datasource 占用空间大小。 

若有多个主从机，显示信息使用 | 分隔。 

④提取新数据 

点击提取新数据按钮，弹出提取新数据对话框。对话框包括描述、接口、持续

时间。 

提取新数据对话框确认后，创建提取数据源任务，在后台

/opt/bpc/var/run/spd_datasource 目录下新建 map*_datasource_x 的目录，*是对

应 spvd 项目序号，x 是当前 spvd 系统已提取的数据源个数累计值。 

• 描述 

默认为“数据源-x”，其中 x 为当前 spvd 系统已提取的数据源个数累计

值。 

不填写描述后，描述框变红，且提示“名称不能为空”。 

• 接口 

接口下拉列表显示当前所有可用的服务器：可用的网卡。其中网卡必须

是混杂模式才能识别。 

当可用空间不足时，接口框提示“SPD 空间不足”，此时提取按钮灰化。 

网卡存在异常或不可访问时，接口框提示“DSx：接口没有启用”，x 表示

对应服务器 ID，此时提取按钮灰化。 

• 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默认为 00:01:00。默认当选择持续时间超过 30 分钟后，弹出提

示“持续时间不可超过 30 分钟” ，同时提取按钮灰化。 

⑤数据源项目 

展示所有创建后的数据源项目，可以实现终止、重命名、删除、查看任务等。 

• 终止任务 

在正在提取的数据源任务右上角点击终止图标，弹出确认对话框“您确认



要终止提取*吗？终止提取后不可恢复”，其中*是该任务的描述，确认后

将终止提取。 

• 重命名任务 

在正在提取的数据源任务右上角点击重命名图标，在弹出对话框中重命

名描述，保存后重命名生效。 

• 删除任务 

在被终止、已完成的数据源任务右上角点击删除图标，弹出确认对话框

“您确认要删除*吗？数据删除后不可恢复”，其中*是该任务的描述，确

认后删除任务。后台/opt/bpc/var/run/spd_datasource 目录下对应此次数

据源提取任务的目录被删除。 

• 查看任务 

新建的数据源提取任务包含起始时间、持续时间、数据源、IP 地址、接

口、IP 数量、会话数、空间占用、状态。 

点击已完成的数据源提取任务，跳转到路径图 Tab 页面。 

字段 默认值 描述 

起始时间 创建此次数据源提取任务

的时间 

格式为 YYYY-MM-DD hh:mm:ss 

持续时间 新建提取任务时选择的持

续时间 

 

数据源 SmartProbe 

 

IP 地址 新建提取任务时选择的 IP

地址 

 

接口 新建提取任务时选择的接

口 

 



字段 默认值 描述 

IP 数量 n/a 该任务发现的 IP 数量，如果

任务结束没有数据，则展示为

0 

会话数 n/a 该任务发现的会话数，如果任

务结束没有数据，则展示为 0 

空间占用 n/a 该任务占用的空间大小，如果

任务结束没有数据，则展示为

0.00B 

状态 提取中 显示实际提取数据源的状态，

有提取中、已完成、已被终

止、异常终止状态 

2.6 设置 

 

①导航 

显示“服务路径发现项目 >[服务路径图-XX]”。点击“服务路径发现项目”，跳转

到服务路径发现项目管理页面。 



②页签 

默认有三种页签，点击服务路径图页面里的设置按钮，会增加设置页签。 

• 服务路径图 

默认进入的就是服务路径图页面。 

• 快照 

点击快照页签，进入快照页面。 

• 数据源 

点击数据源页签，进入数据源页面。 

• 设置 

点击设置页签，进入设置页面。 

③显示上限 

• 在图上显示 Top IP 

设置服务路径图上显示会话最多的前 N 个 IP 地址，默认为 50。 

• 当前数据源 IP 总数 

当前选中的数据源中 IP 地址总个数。 

• 还原默认值 

点击则 Top 输入框值重设为 50，显示 Top 50 IP 地址。 

④IP-设备名映射表 

IP-设备名映射表用于为数据源中的 IP 地址的设置设备名称，配置了设备名称的

IP，在服务图径图页签，可以点击“转换”按钮来切换显示 IP 地址和设备名。 

映射表文件为 csv 格式，由 IP 地址、设备名、显示标志三列组成。显示标志列

为可选，有三种可选值 0/1/2，默认值为 0。显示标志配置为‘0’时，该 IP 显示在

“IP 地址库”中；配置为‘1’时，该 IP 显示在“显示以下 IP 地址”中；配置为‘2’时，

该 IP 显示在“屏蔽以下 IP 地址”中。IP-设备名映射表文件格式如下所示。 

ip_settings.csv 



192.168.0.1,device1 

192.168.0.2,device2 

192.168.0.3,device3,0 

192.168.0.4,device4,1 

192.168.0.5,device5,1 

192.168.0.6,device6,2 

192.168.0.7,device7,2 

• 上传 

点击后打开上传文件对话框，选择符合 IP-设备名映射表文件，打开，显

示的 IP 地址、IP 地址库、屏蔽的 IP 地址列表立即刷新。 

• 下载 

点击则下载 IP-设备名映射表。 

• 显示以下 IP 地址 

服务路径图中显示的 IP 地址列表，IP-设备名映射表中，显示标志为‘1’的

IP 显示在该列。可使用鼠标纵向拖动调整各配置项在当前列表中的位

置。也可通过鼠标横向拖动将该列表中的配置移入“IP 地址库”和“屏蔽以

下 IP 地址”列表中。 

• IP 地址库 

IP-设备名映射库。IP-设备名映射表中，显示标志为‘0’的 IP 显示在该列。

可使用鼠标纵向拖动调整各配置项在当前列表中的位置。也可通过鼠标

横向拖动将该列表中的配置移入“显示以下 IP 地址”和“屏蔽以下 IP 地址”

列表中。 

• 屏蔽以下 IP 地址 

服务路径图中不显示的 IP 地址列表。IP-设备名映射表中，显示标志为‘2’

的 IP 显示在该列。可使用鼠标纵向拖动调整各配置项在当前列表中的位

置。也可通过鼠标横向拖动将该列表中的配置移入“显示以下 IP 地址”和

“IP 地址库”列表中。 



• 新建 

点击可新建一条 IP-设备名映射配置项。IP 地址必须符合 IP 地址格式。 

• 编辑按钮 

点击配置项后的按钮可编辑设备名。 

• 删除按钮 

点击配置项后的删除按钮可删除该条配置项。 

• 保存 

点击该按钮则保存修改。点击服务图径图页签，可点击“转换”按钮查看

IP 和设备名的切换显示。 

取消 

点击取消，则修改不保存，设置页签关闭，进入服务路径图页签。 

 

3 应用性能中心 

3.1 服务仪表台 

 

该页面在第一个 SPV 创建成功后才能查看。页面中显示所有创建成功的 SPV，

每个 spv 包含信息如下： 

1． SPV 名称，如“关键系统” 



2． 交易笔数，如“256598”。 

3． T，表示交易笔数单位。 

4． 时间轴（也称为琴键）。时间跨度为最近 30 分钟，即有 30 个琴键，每一

格琴键为 1 分钟。蓝色代表无故障，红色代表告警，灰色代表数据正在处理

或无交易数据。鼠标移动到琴键上会浮现时间点和 spv 状态。 

3.2 应用层视图 

 

本页包含四个页签：“应用视图”、“应用层快照”、“多维统计”、“交易追踪”，当

前页面所在页签高亮显示。点击页签直接跳转至相应页面 

其中： 

• 交易量  

显示指定时间范围及筛选条件下的交易量曲线图。鼠标移上去会显示具体时间

及交易量数据。 时间范围为“实时”时，时间轴会随时间驱动，数据实时更

新。 颗粒度为 5 分钟时，视图会显示“基准交易量”。 点击视图底部“交易

量”或“基准交易量”图标，可使对应视图数据不显示。  



• 成功率 

显示指定时间范围筛选条件下的成功率曲线图。 鼠标移上去会显示具体时间

及成功率数据。 时间范围为“实时”时，时间轴会随时间驱动，数据实时更

新。 颗粒度为 5 分钟时，视图会显示“基准成功率”。 点击视图底部“成功

率”或“基准成功率”图标，可使对应视图数据不显示。  

• 响应时间 

显示指定时间范围及筛选条件下的响应时间曲线图。 鼠标移上去会显示具体时

间及响应时间数据。 时间范围为“实时”时，时间轴会随时间驱动，数据实时

更新。 颗粒度为 5 分钟时，视图会显示“基准响应时间”。 点击视图底部

“响应时间”或“基准响应时间”图标，可使对应视图数据不显示。  

• 响应率 

显示指定时间范围筛选条件下的无响应和有响应的响应率曲线图。鼠标移上去

会显示具体时间响应时间数据。时间范围为“实时”时，时间轴会随时间驱

动，数据实时更新。点击视图底部“无响应”或“有响应”图标，可使对应视

图数据不显示。 

• 维度排名  

显示指定时间范围筛选条件下第一个维度筛选项的维度值按响应时间 降序排

列的横向柱状图。 鼠标移上去会显示具体维度值响应时间数据。 点击会跳转

至多维统计页面，显示第一维度为该维度。 

• 返回码分布  

显示指定时间范围筛选条件下返回码按交易量分布的饼状图。 鼠标移上去会

显示具体返回码值交易量数据。 点击会跳转至多维统计页面，显示第一维度

为交易返回码。 



3.3 应用层快照 

 

①导航 

显示“服务状态板 > 路径图名称 > 组件名称”。“服务状态板”为超链接，点击跳

转到服务状态板。“路径图名称”为超链接，点击跳转到服务路径仪表台。“组件

名称”为 当前组件的名称，点击出现下拉列表，显示当前路径图的所有组件，

可输入组件名称搜索组件，点击组件名称则跳转到相应组件的应用层快照页

面。 

②切换页签 

包含四个页签：“应用层视图”、“应用层快照”、“多维统计”、“交易追踪”，当前

页面所在页签高亮显示。点击页签直接跳转至相应页面。 

③筛选项 

• 站点筛选框 

站点下拉框，默认选中“全部”。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站点信息。 

展开后可输入站点信息进行搜索。 

展开后可点击某个站点进行选中。 



• 维度筛选框 

维度下拉框，默认选中“全部”。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维度信息。 

展开后可输入维度信息进行搜索。 

展开后点击某个维度进行选中。 

维度筛选框可以为一个或多个，由后台 proto.conf 配置，具体请参考相

关文档。 

• 时间范围筛选框 

时间范围下拉框，默认选中“最近 15 分钟”。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时间范围，包括“自选时间范围”、“最近 15 分钟”、“最

近 30 分钟”、“最近 60 分钟”、“最近 4 小时”、“最近 24 小时”、“最近 7

天”、“今天”、“本周”、“昨日”、“上周”。 

展开后点击某个时间范围进行选中。 

选中“自选时间范围”后，可以通过输入或者使用日历控件点击选择时间

范围。 

• 刷新按钮 

点击按当前筛选条件进行刷新显示数据。刷新过程中按钮变成“X”的样

式，可点击取消刷新。 

• 即时报告按钮 

点击即时报告可将当前页面的数据生成报告，详细参见⑤ 即时报告。 

④视图展示 

• 交易量 

显示时间范围筛选框中指定的时间段内的总交易量。 

• 成功率 

显示时间范围筛选框中指定的时间段内交易的成功率。 

• 响应时间 

显示时间范围筛选框中指定的时间段内交易的响应时间。 



• 响应率 

显示时间范围筛选框中指定的时间段内交易的响应率。 

• 维度排名 

显示指定时间范围及筛选条件下的每种维度值对应的响应时间，按降序

排列。 

鼠标移上去会高亮显示当前行。 

点击会跳转至多维统计页面，显示第一维度为该维度。 

• 返回码分布 

显示指定时间范围及筛选条件下的每种返回码值对应的交易量和占比，

按降序排列。 

鼠标移上去会显示具体返回码值及交易量数据。 

点击会跳转至多维统计页面，显示第一维度为交易返回码。 

 

3.4 多维统计 

 

①导航 



显示“服务状态板 >路径图名称>组件名称”。“服务状态板”为超链接，点击跳转

到服务状态板。“路径图名称”为超链接，点击跳转到服务路径仪表台。“组件名

称”为 当前组件的名称，点击出现下拉列表，显示当前路径图的所有组件，可

输入组件名称搜索组件，点击组件名称则跳转到相应组件的多维统计页面。 

②切换页签 

包含四个页签：“应用视图”、“应用层快照”、“多维统计”、“交易追踪”，当前页

面所在页签高亮显示。点击页签直接跳转至相应页面。 

③ 筛选项 

• 站点筛选框 

站点下拉框，默认选中“全部”。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站点信息。 

展开后可输入站点信息进行搜索。 

展开后点击某个站点进行选中。 

• 时间范围筛选框 

可以通过输入或者使用日历时间控件点击选择时间范围。 

• 刷新按钮 

点击按当前筛选条件进行刷新显示数据，刷新过程中按钮变成“X”的样

式，可点击取消刷新。 

• 即时报告按钮 

点击弹出即时报告对话框，具体请参考⑧ 即时报告。 

④维度选择项 

展示有当前组件信息、已选维度项、可选维度项。其中可选维度项为单选按

钮，可选择当前可展示的维度项。选择维度后，下方维度表将展示基于被选择

维度的维度信息。 

⑤维度表展示 

展示选择维度的维度信息。默认列包含序号、当前选择维度、交易量、成功

率 %、响应时间 ms、响应率 %列。无数据时展现表头信息。 



默认按交易量排序。除当前选择维度列外其余列均支持排序，单击默认升序排

列。 

维度表拖动列头可与下一列互换，反之不可。 

⑥维度表导出与显示功能 

• 维度表导出功能 

点击第 n 维度的“导出 csv”，将导出 csv 文件，csv 文件导出文件名为 

“multidimension-”+路径图名+“-”+组件名+“-”+筛选的时间范围+".csv" 。 

csv 内容为从序号列、第 1 维度列~第 n 维度列、交易量列、成功率列、

响应时间列、响应率列信息。 

• 维度表显示功能 

默认显示 Top10。显示下拉列表中共有 Top10、Top20、Top50、

Top100、所有。选择显示功能后，下方对应维度表显示的行数不足时，

展示实际记录数，且最多展示到选择的行数。 

⑦关联分析菜单 

维度表中选择某条记录，鼠标点击对应记录的维度值后，弹出关联分析菜单。 

菜单显示“--关联分析–”、除展示维度外的其他维度项、“交易追踪”等菜单项。 

点击“–关联分析–”或右上角 X 后，关闭菜单。 

点击可展开的维度后，将在下方展开该维度的维度表。 

点击“交易追踪”，将跳转至交易追踪页面执行查询。交易追踪时间与多维统计

时间保持一致，交易追踪维度与多维统计中跳转时选择的维度（含第 1 维度至

跳转维度）保持一致。 

 

3.5 交易追踪 

交易追踪页面为用户提供了高效率的筛选结果的途径，用户可设置不同条件、

不同时间范围对返回结果进行筛选，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交易追踪页面为用户提供了清晰明了的可视化结果列表，结果列表中的每条记

录都可关联出相应的原始记录。 

 

①导航 

显示“服务状态板 > 路径图名称 > 组件名称”。“服务状态板”为超链接，点击跳

转到服务状态板。“路径图名称”为超链接，点击跳转到服务路径仪表台。“组件

名称”为 当前组件的名称，点击出现下拉列表，显示当前路径图的所有组件，

可输入组件名称搜索组件，点击组件名称则跳转到相应组件的交易追踪页面。 

②切换页签 

包含四个页签：“应用视图”、“应用层快照”、“多维统计”、“交易追踪”，当前页

面所在页签高亮显示。点击页签直接跳转至相应页面。 

③查询条件 

• 站点查询 

站点下拉框，默认选中“全选”。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站点信息。 

展开后可输入站点信息进行搜索。 

展开后点击某个站点进行选中。 

• 响应时间查询 

文本输入框默认为空，填写数值的单位为毫秒。 

可填写非负数的整数或小数。 

填写的上限必须大于等于下限。 

• 客户端 ip 查询 

文本输入框默认为空。 

必须填写格式正确的 ip 地址。 

• 服务端 ip 查询 

文本输入框默认为空。 

必须填写格式正确的 ip 地址。 

• 返回码查询 

文本输入框默认为空。 

可填写任意字符或数字。 

• 状态查询 

状态下拉框，默认选中“全选”。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状态信息 - 全选、成功、失败。 

展开后只可点击某个状态进行选中，不可输入。 

• 维度查询 

默认显示的维度查询框有 trans_type 和 sub_trans_type。 

维度下拉框，默认选中“全选”。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维度信息。 

展开后可输入维度信息进行搜索。 

展开后点击某个维度进行选中。 

可在后台的 proto.conf 里进行配置其它维度，生效后即可在交易追踪页

面中显示该维度的查询框，具体请参考相关文档。 



• 无响应查询 

勾选框，默认为不勾选的状态。 

• 多层追踪 

多层追踪的搜索设置项，默认不显示，需配置多段后显示，具体配置请

参考 protocols#[link_field]和 apps#transtrack.xml。 

• 勾选框 

默认为不勾选的状态。 

未勾选表示按单段关联进行交易追踪，勾选表示按多段关联进行

交易追踪。 

• 字段和文本输入框 

显示配置的多段关联字段，可在输入框中输入具体的字段值进行

搜索。 

④筛选项 

• 日期时间范围筛选框 

可以通过输入或者使用日历时间控件点击选择时间范围。 

• 刷新按钮 

点击按当前筛选条件进行刷新显示数据，刷新过程中按钮变成“X”的样

式，可点击取消刷新。 

• 即时报告按钮 

点击弹出即时报告对话框，具体请参考⑧ 即时报告。 

⑤查询结果 

• 匹配的记录 

显示匹配查询条件和日期时间范围的记录条数。 

• 导出 CSV 

点击导出 CSV 按钮可导出所有显示的返回结果。 

• 翻页功能 

可跳至前一页、后一页、第一页、最后页。 



• 每页显示条数 

每页显示条数下拉框，默认选中“10 条每页”。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可选信息 - 10 条每页、20 条每页、50 条每页。 

展开后点击某个选项进行选中。 

• 栏目 

点击后展开多选框列表，有“序号”、“起始时间”、“trans_type”、“交易结

果”、“返回码”、“响应时间（ms）”、“客户端 IP”、“服务器 IP”、“响

应”、“sub_trans_type”，其余的维度值都与查询条件里用户配置的维度一

致。若组件配置了站点，还会显示“站点”。若配置了多段关联，还会显

示关联字段名称和“每层耗时（ms）”。 

默认勾选上“序号”、“起始时间”、第一维度、“交易结果”、“返回码”、

“响应时间（ms）”、“客户端 IP”、“服务器 IP”，与结果信息列表的列名

保持一致。当配置了多段并勾选了多层追踪复选框时，则勾选上“序

号”、“起始时间”、关联字段列、第一维度、“交易结果”、“返回码”、“响

应时间（ms）”、“每层耗时（ms）” 

去掉勾选则结果信息列表不显示该列，添加勾选则结果信息列表显示该

列。 

• 结果信息列表 

表头默认按“起始时间”的升序进行排序。 

展示的默认列名与上述“栏目”中勾选的保持一致。 

起始时间列、客户端 IP 列、服务器 IP 列、响应时间列都可以排序。 

交易结果列中成功显示为绿色的勾，失败显示为红色的叉，无响应显示

为 N/A。 

点击列表中的记录，该列会高亮显示，交易记录中会展示选中记录的具

体信息。若配置了勾选了多层追踪复选框，则显示该条交易记录的时间

线，参见⑥ 时间线。 

拖动列名可改变列的排序，且该用户下次登录，列顺序不变。 

 



⑥时间线 

默认不显示。只有配置了多段关联并勾选多层追踪复选框后才显示。 

• 栏目 

点击后展开多选框列表，有“层级”、“交易字段”、“结果”、“返回码”、

“源 IP”、“目的 IP”、“时间线”、“port_src”、“port_dst”。 

默认勾选上“层级”、“交易字段”、“结果”、“返回码”、“源 IP”、“目的

IP”、“时间线”，与结果信息列表的列名保持一致。 

去掉勾选则结果信息列表无该列，添加勾选则结果信息列表有该列。 

• 结果信息列表 

列表默认按层级展开。 

展示的默认列名与上述“栏目”中勾选的保持一致。 

点击所有列名都不可以排序。 

结果列中成功显示为绿色的勾，失败显示为红色的叉，无响应显示为

N/A。 

点击列表中的某一列，该列会高亮显示，交易记录中会展示选中记录的

具体信息。 

拖动列名可改变列的排序，且该用户下次登录，列顺序不变。 

⑦交易记录 

记录内容包括发生该条记录的时间戳、默认输出的原始信息和 proto.conf 里所

配置字段输出的原始信息。 

 



4 Smart View 

4.1 首页 

 

①导航栏 

显示当前页面的名称。Smart View 为超链接，点击跳转至首页视图页面。首页

视图页面显示“首页”，点击即弹出下拉框。参见③ 首页下拉框。虽然首页视

图作为一个独立的视图，具备视图的功能，但是点击设置按钮、缩放、时间以

及刷新按钮，当前修改都不生效。 

②首页视图 

分为标题和视图列表两部分，标题部分显示“首页视图”，视图列表部分显示收

藏的视图和最近看过的视图。点击视图名称，跳转到相应的视图页面。点击视

图列表上方中部，会出现设置菜单，但是当前修改不生效。 

③首页下拉框 



 

• 视图筛选框 

可在搜索框中输入视图名称，支持模糊匹配，下方自动显示与搜索内容

匹配的视图，没有则显示“没有发现任何视图匹配你的查询”。删除输入

的搜索条件，则自动列出所有的视图。 

点击右边的收藏或标签，下方自动列出收藏过的视图或者添加过标签的

视图，同时收藏或标签的左边会有一个叉叉，鼠标移到叉叉上，变成小

手的标志，点击叉叉，自动列出所有的视图。 

支持叠加条件搜索，如在点击收藏或者标签等情况下输入视图名称进行

搜索。 

• 首页和视图列表 

显示首页和所有的视图，同时根据每个视图添加标签和收藏的情况，在

视图列表的右侧，显示该视图的每个标签，如果被收藏，星星会加亮显

示。点击视图，会跳转到相应的视图页面。点击首页，会跳转到首页。 



• 新建按钮 

点击新建按钮，页面会跳转到新建视图页面。 

• 导入按钮 

点击导入按钮，页面会弹出导入视图对话框。参见④ 导入视图对话

框。 

④导入视图对话框 

 

• 上传 .json 文件按钮 

点击上传 .json 文件按钮，弹出对话框选择上传的 json 文件，页面跳转

到导入视图选项对话框。参见⑤ 导入视图选项对话框。 

• 粘贴 JSON 文本框 

在文本框中粘贴被导入的视图的 JSON 文件。 

• 加载按钮 

点击加载按钮，跳转到导入视图选项对话框。参见⑤ 导入视图选项对

话框。 

⑤导入视图选项对话框 



 

• 名称 

默认显示导入的视图的名称，如果名称跟已有的视图名称同名，输入框

下面显示“同名的视图已经存在”；如果名称不同名时，输入框后面会有

个绿色的勾，如图所示。 

• BPC 

选择 BPC 数据源。 

• NPM 

选择 NPM 数据源。 

• 保存&打开 

如果名称跟已有的视图名称同名，该按钮显示“重写&打开”，点击该按

钮，页面跳转到同名视图的视图页面； 

如果名称不同名时，该按钮显示“保存&打开”，点击该按钮，保存为新视

图，在视图目录列表以及首页下拉框中自动添加新导入的视图，且页面

跳转到新视图的视图页面。 

• 取消 

点击取消按钮，取消一切操作，且退出导入视图对话框。 

• 返回 

点击返回按钮，返回到导入视图对话框。 



4.2 视图 

4.2.1 视图管理 

 

①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的名称。Smart View 为超链接，点击跳转至首页视图页面。当前

页面名称“视图”为非超链接。 

②标题和新建 

显示标题“视图”和新建按钮。点击新建按钮，页面会跳转到新建视图页面。 

③视图列表 

显示新建的视图列表，若没有新建视图，则该部分表格只有表头，内容为空。 

• 序号 

显示阿拉伯数字，自动生成。 

• 名称 

显示视图的名称。点击视图名称，跳转到相应的视图页面。 



• 创建者 

显示创建该视图的用户的用户名，若该用户已被删除，则创建者一栏为

空。 

• 创建时间 

显示创建该视图的时间，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 选项 

该列用于对视图的操作，包括权限、删除。 

• 权限 

点击权限按钮，进入编辑许可页面，显示视图名称和角色权限列

表，权限包括有“查看”、“编辑”、“授权/删除”。默认情况下，权

限列表中有一行，角色为 everyone，只有查看权限。点击更新，

表示确认所有操作，关闭编辑许可页面回到视图管理页面。 

• 角色 

列出当前 BPC 服务器上所有的角色。 

• 查看 

该列有一个选择框，默认不打钩（除了 everyone），点击

即打钩表示选中，该角色下的用户有查看该视图的权限。 

• 编辑 

该列有一个选择框，默认不打钩，点击即打钩表示选中，

该角色下的用户有查看和编辑该视图的权限。 

• 授权/删除 

该列有一个选择框，默认不打钩，点击即打钩表示选中，

该角色下的用户有查看、编辑、授权和删除该视图的权

限。 

• 删除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删除对话框。 

点击删除，表示确认删除，删除成功后页面右上角会显示“视图已



删除”的提示信息。该删除的视图不再显示于列表中。 

点击取消，表示取消删除。该取消删除的视图仍然显示于列表

中。 

4.2.2 视图新建 

 

①视图下拉列表 

显示当前页面的名称。Smart View 为超链接，点击跳转至首页视图页面。新建

视图默认显示为新视图。功能请参见视图公共#① 视图下拉列表。 

②视图和时间设置区 

• 视图设置区包括保存视图、管理视图。功能请参考视图公共#视图设置

区。 

• 设置数据的时间范围。功能请参考视图公共#时间设置区。 

③行菜单 

设置行操作和信息。功能请参考视图公共#③ 行菜单。 

④添加行 

点击按钮将添加行。功能请参考视图公共#④ 添加行。 

4.2.3 视图编辑 

4.2.3.1 视图公共 

视图公共主要包含视图下拉列表、收藏、分享、保存、设置、时间设置、行菜

单等功能。 



视图是由多行的独立面板组成，面板可通过鼠标拖拽至指定位置。可通过自定

义显示配置创建视图。 

 

① 视图下拉列表 

显示当前页面的名称。Smart View 为超链接，点击跳转至首页视图页面。视图

下拉列表是在各视图间切换的主要工具，显示在所有视图上，点击展开已有视

图下拉列表和搜索框。默认展示当前视图名。展开后可功能请参见首页#③ 首

页下拉框。 

② 视图和时间设置区 

• 视图设置区包括收藏、分享视图、保存视图、管理视图。 

• 收藏 

通过点击可以标星收藏或取消标星收藏。收藏的视图默认可以在

主页上显示，是一种标记你感兴趣的视图的便捷方法。 

• 分享视图 

可以给当前视图创建一个链接分享、创建一个静态快照或者导

出。需要确保分享前视图已保存。具体请参考⑤ 分享视图。 

• 保存视图 

以当前视图名来保存当前视图。 



• 管理视图 

管理视图可以分为设置、模板、保存为、删除视图。 

点击设置操作具体请参考⑥ 设置。 

点击模板操作具体请参考⑦ 模板。 

点击保存为后弹出保存为对话框，设置新视图名称，点击保存即

可。若新视图名称与原视图相同，则提示另一个同名的视图存在

是否仍要保存这个视图，选择“保存并覆盖”则覆盖原视图。 

点击删除视图后弹出删除确认框，选择删除后将删除该视图。 

• 时间设置区用于设置数据的时间范围。  

 

• 返回视图 

点击从面板返回当前视图页面，只会在某个面板的查看或编辑状

态下显示该按钮。 

• < 

向后位移时间，将时间区间往更早的时间推进。 

• 缩放 

扩大时间范围，将时间范围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均往两边延

伸，结束时间最迟为当前时刻。 

• > 

向后位移时间，将时间区间往更晚的时间推进。 



• 时间区间 

视图上的时间范围。点击弹出时间范围选择框。 

 

• 从 

起始时间。 

• 到 

结束时间。 

• 刷新间隔 

设置数据刷新间隔。可选值为

off/5s/10s/30s/1m/5m/15m/30m/1h/2h/1d。分别表示关闭

刷新功能、5 秒、10 秒、30 秒、1 分钟、5 分钟、15 分

钟、30 分钟、1 小时、2 小时和 1 天。 

• 应用 

点击后时间范围选择框关闭，并按指定的间隔刷新页面。

若设置了刷新间隔，则页面高亮显示刷新间隔。 

• 快速选择范围 

点击各项可快速设置时间范围。 

• 刷新 

点击后页面数据刷新。 

③行菜单 



通过该菜单可以收缩行、添加面板、设置高度、移动、行编辑、删除行等操

作。如果行菜单不存在，请在视图设置中取消隐藏控制或使用快捷键 Ctrl+H 恢

复。 

• 收缩行 

点击后可以将该行收缩为黑色背景长条，并显示在行编辑中设置的行名

称。点击长条可以展开行。 

• 添加面板 

点击后展开子菜单，添加视图列表面板、饼图面板、曲线图面板、单统

计值面板、表格面板、文字面板。 

• 设置高度 

点击后展开子菜单，提供行号设置，选项包括 25px、100px、150px、

200px、250px、300px、350px、450px、500px、600px、700px。 

• 移动 

点击后展开子菜单，可移动本行向上一层、向下一层、移动至顶部、移

动至底部。 

• 行编辑 

点击后弹出行设置框。 

可设置行标题、行高度、是否显示标题、模板循环选项。模板循环请参

见模板操作。 

点击设置框右上角 X 可关闭行编辑。 

• 删除行 

点击删除行选项，弹出删除对话框。 

点击删除，表示确认删除，该删除的行不再显示于视图中。 

点击取消，表示取消删除。该取消删除的行图仍然显示于视图中。 

④添加行 

点击按钮将添加行。如果添加行不存在，请在视图设置中取消隐藏控制或使用

快捷键 Ctrl+H 恢复。 



⑤分享视图 

分享当前页面至特定 URL、快照或导出。点击右上角 X 关闭分享视图设置。 

• 链接到视图 

可定制选择分享的链接是否包含当前时间范围、是否包含模板变量（不

包含模板变量未实现）。定制后会生成 URL 链接，并提供复制按钮将链

接复制到剪贴板上。 

• 快照 

可设置快照名，默认为当前视图名。 

可设置快照过期时间，提供选项有 1 小时、1 天、7 天、从不。默认选择

为从不。 

点击本地快照后将进入快照生成提示框，可以复制快照链接或点击右下

角按钮删除快照。生成快照后，可在快照页面查看，具体请参考快照

（Smart View）。 

• 导出 

可以保存到文件或查看 JSON。点击保存到文件，生成名称格式为”视图

名称_时间戳”的 json 文件保存到本地。点击查看 JSON，跳转到一个新的

页面，页面内容为该视图的 json 文件。点击取消，关闭弹出框。 

⑥设置 

设置项共有常规、行、链接、时间选择器、元数据等页签。可以点击右上角 X

关闭设置项。 

• 常规 

 

可以设置视图名称、视图描述，增加或删除标签。 



时区设置为默认、本地浏览器时间、UTC 时间。 

开关 

• 可编辑的 

默认勾选。勾选后面板可以正常编辑。取消勾选并保存视图后，

重新加载视图，所有面板将不可编辑，不展示行菜单和添加行按

钮，且管理视图下拉项只有“使可编辑”和“保存为”，此时再次点

击“使可编辑”可以恢复编辑。 

• 隐藏控制 

默认不勾选。勾选后行菜单和添加行将不可见，无法进行行控制

操作。效果同快捷键 Ctrl+H。 

• 显示十字标识 

默认不勾选。勾选后同时在各面板随鼠标移动显示相同的十字标

识。去勾选后只在当前鼠标所在曲线图显示十字标识。效果同快

捷键 Ctrl+O。 

• 行 

 

可以设置行标题，是否显示标题，行移动位置、删除行操作。 

• 链接 

• 链接编辑 

链接类型为视图时，将展示其他视图作为链接组件列表。可以点

击行末删除图标删除链接。 

可以为该组视图链接增加标签。 

勾选作为下拉时，链接列表将变为链接下拉列表。并且可以设置



该链接下拉列表的显示标题。 

包括中可勾选链接中是否包含时间范围、链接中是否包含模板变

量、链接是否在新标签打开（目前无法新标签打开）。 

 

链接类型为链接时，可填写 URL 链接作为链接地址。可以点击行

末删除图标删除链接。 

可以为该 URL 链接增加标题。可以在提示信息后填写 tips 信息，

鼠标移至链接后可以显示该 tips。 

可以选择图标类型为外部链接、视图、问题、信息、闪电、文

档、云。 

包括中可勾选链接中是否包含时间范围、链接中是否包含模板变

量、链接是否在新标签打开。 

 

• 链接操作 

 

添加链接后，视图页面右上方会显示链接图标，其中图标显示，

排列样式等由链接编辑中的设置决定。 

点击某个链接后直接跳转至对应的链接页面。 



• 时间选择器 

可以设置自动刷新，默认为 5s,10s,30s,1m,5m,15m,30m,1h,2h,1d，使用逗

号分隔，设置后可在时间设置区的刷新间隔中看到。 

可以设置 now 值，如填入 1m，则 smartview 中 now 实际即为当前时间

往前 1 分钟。该功能目的为是为跳开已知的数据延迟，以避免出现空值

的情况。 

• 元数据 

展示当前视图信息。 

⑦模板 

• 模板编辑 

默认模板变量为空。如已存在变量，则展示变量信息。 

点击上下箭头变更当前变量顺序；点击复制后会生成$copy_of_变量，内

容与当前被复制变量一致；点击编辑可以编辑当前变量；点击删除可以

删除当前变量。 

点击模板的新建后，可以设置模板变量。设置后将在视图最上方显示设

置的模板。可在数据源等设置时使用该模板变量。 

 

• 变量类型为查询 

 

可以设置模板标签。隐藏变量或隐藏标签后，模板将不显示模板

变量或模板标签。 



设置数据源下拉列表中显示当前已有的数据源信息。设置刷新可

选择从不、当视图加载时、当时间范围改变时。 

在查询中可以增加 spv、cap 以及 ret_code、ip_src、ip_dst、

trans_type、sub_trans_type 的数据源查询条件。 

选项中勾选多值后，模板支持下拉列表为多选；勾选包括所有选

项后，模板下拉列表中会有 All 选项。 

• 变量类型为时间间隔 

 

可以设置模板标签。隐藏变量或隐藏标签后，模板将不显示模板

变量或模板标签。 

设置时间间隔的值，默认为

1m,10m,30m,1h,6h,12h,1d,7d,14d,30d，使用逗号分隔。 

勾选自动选项后，可以设置将当前时间范围分隔为多少次以及最

小时间间隔。 

• 变量类型为自定义 

 

可以设置模板标签。隐藏变量或隐藏标签后，模板将不显示模板

变量或模板标签。 



设置自定义数值，用逗号分隔数值。如 1,10,20,myvalue 等。 

选项中勾选多值后，模板支持下拉列表为多选；勾选包括所有选

项后，模板下拉列表中会有 All 选项。 

• 变量类型为常量 

 

可以设置模板标签。隐藏变量或隐藏标签后，模板将不显示模板

变量或模板标签。 

可以设置常量的值。 

• 模板操作  

 

添加模板变量后，视图页面左上方会显示模板变量下拉框，数据源编辑

中会显示对应的模板变量。 

当创建的面板数据源中使用了定义的模板变量，则模板筛选框功能生

效。 

可以在模板变量下拉框中勾选指定的值，支持多选和全选，选择后，面

板展示内容与选中的模板变量值对应。 

在行编辑中设置了某个模板变量的循环行后，当对应模板变量选中的值

为多个时，行个数增加为模板变量中选择值的个数。 

在面板编辑中设置了某个模板变量的循环面板后，当对应模板变量选中

的值为多个时，面板个数增加为模板变量中选择值的个数。 



4.2.3.2 面板公共 

本文档用于说明不同图形面板的公共部分，包括面板操作和面板编辑中的部分

设置项，截图以曲线图面板为例。 

①面板操作 

默认不展示面板操作，点击面板标题则显示操作选项。 

当进入查看或编辑模式时，面板操作只会显示删除图标、菜单、编辑、分享四

项。 

 

• - 

点击减少面板宽度。 

• + 

点击扩大面板宽度。 

• 删除图标 

点击弹出删除面板确认对话框。点击“取消”不取消删除对话框；点击“删

除”确认删除面板，面板删除，对话框关闭，页面刷新。 

• 菜单 

点击”-“图标下的菜单图标，显示子菜单，包括以下几项。 

• JSON 面板 

显示该面板的 json 文件，可以在文本框里面修改，点击更新，修

改的内容生效。 

• 导出 CSV(系列作为行) 

将面板数据导出为 CSV 文件，系列值作为行。文件名为

smartview_data_export.csv。 



• 导出 CSV(系列作为列) 

将面板数据导出为 CSV 文件，系列值作为列。文件名为

smartview_data_export.csv。 

• 切换图例 

点击可隐藏或展示系列值。 

• 查看 

全屏查看面板，当前视图中的其他面板不显示。 

• 编辑 

点击显示编辑面板视图，参见②面板编辑。 

• 复制 

点击则在当前面板的下方立即创建一个配置完全相同的面板。 

• 分享 

点击分享，打开分享面板对话框，包括链接、嵌入和快照三个页面。 

• 链接 

 

链接页用于生成分享面板的链接。 

• X 

点击关闭当前对话框。 



• 当前时间范围 

链接地址中是否包含当前时间范围，勾选表示包含，不勾

选表示不包含。 

• 模板变量 

链接地址中是否包含模板变量，勾选表示包含，不勾选表

示不包含。 

• 链接输入框 

显示生成的分享链接，根据当前时间和模板变量是否勾选

即时刷新。 

• 复制按钮 

点击将链接复制到剪贴板。 

• 直接链接渲染图片 

点击可将当前面板的数据直接渲染成图片，在新链接中打

开。 

• 嵌入 

 

嵌入页用于生成将面板嵌入到其他 web 页面的 html 代码。 

• X 

点击关闭当前对话框。 



• 当前时间范围 

勾选则在 html 代码中包含时间范围信息，不勾选则不包

含。 

• 模板变量 

勾选则在 html 代码中包含模板变量信息，不勾选则不包

含。 

• html 代码 

根据其他选项的勾选或不勾选即时刷新。复制该代码段并粘贴到其他 web 文件

的<body>标签中，即可查看该面板的数据信息。 

• 快照 

 

• X 

点击关闭对话框。 

• 快照名 

设置快照名称。 

• 过期 

设置快照过期时间，默认为“从不”表示永不过期。可选值

为“1 小时”、“1 天”、“7 天”和“从不”。 



• 本地快照 

点击立即生成快照。 

快照生成完成后可显示快照链接、复制链接和删除快照。 

点击快照链接在浏览器中打开新页面显示快照信息，参见

快照（Smart View）#快照页面。 

点击复制快照链接到系统剪贴板。 

点击删除快照则立即删除该快照。如果该快照已经访问

过，它将会继续在浏览器缓存或 CDN 缓存中保存一个小

时。 

• 取消 

点击则关闭对话框。 

② 面板编辑 

面板的各项配置编辑模块。 

• 常规 

面板的常规设置项，包括标题、宽度、链接等。 

 

• 标题 

设置面板标题。 



• 循环面板 

通过引用模板变量中的配置，动态创建面板面板。具体请参见视图公共#

模板操作。 

• 跨度 

设置面板的宽度，可取值为 1-12。 

• 最小跨度 

设置面板的最小跨度。 

• 高度 

设置面板高度，以 px（像素）为单位。 

• 透明 

设置面板背景色，默认不勾选。勾选则无背景色；不勾选则背景为默认

配色。 

• 添加链接 

添加向下钻取/细节链接，添加的链接显示在面板标题之后。点击则新建

一个链接配置，显示在“向下钻取/细节链接”配置区域。 

• 向下钻取/细节链接 

链接配置项，默认不显示。点击“添加链接”后可创建一个链接，可创建

多个。点击“？”可显示提示信息。配置链接完成，保存成功后，在面板

标题后方显示链接按钮，点击链接按钮则显示已建立的链接的名称。点

击链接名称可按照配置的方式访问该链接。 

• 类型 

链接类型，可选值视图和绝对路径，分别表示视图类型和绝对路

径类型。 

• 标题 

链接名称。 

• 视图 

当类型为“视图”时，该输入框可输入视图名称，输入过程中实时



显示匹配的视图名称。当类型为“绝对路径”时，该输入框为 Url，

可输入 URL 地址。 

• Url 参数 

添加在视图地址或者 Url 地址后的参数。 

• 保持当前时间范围 

是否在链接地址中添加时间范围参数。勾选则添加，不勾选则不

添加。 

• 添加当前变量值 

是否在新链接地址中添加当前变量参数。勾选则添加，不勾选则

不添加。 

• 在新标签打开 

是否在浏览器的新标签页打开链接。勾选则在新标签页打开，不

勾选则在当前页打开。 

• 删除链接 

点击可删除当前链接配置。 

• 数据源 

面板的数据源相关信息的配置，用于饼图、曲线图、单统计值、表格类型的面

板。 

 

• A 

查询条件名称，默认为折叠状态，初始创建时显示“还没被配置”。点击

名称前的箭头可展示或折叠该查询条件。 



• 过滤器 

配置查询的过滤条件，查询条件中默认存在一个过滤器。点击“+”

号创建过滤条件，可创建多个。 

• 第一级过滤 

第一级过滤为服务路径图过滤，可选值为“spv”。选中 spv

后，点击 spv 后的括号可选择具体的服务路径图。可选项

为定义的模板变量，以及当前 BPC 系统中的服务路径图名

称。 

• 第二级过滤 

第二级过滤为捕获点过滤，可选值为“socp”。选中 socp

后，点击 socp 后的括号可选择具体的捕获点名称。可选项

为“已选的”，“*”，定义的模板变量，以及选中的服务路径

图中包含的各捕获点名称。点击各选项前的复选框可勾选

或不勾选该选项。当数据源类型为 NPM 时，不支持”*“选

项。 

• 第三级过滤 

第三级及之后的过滤条件为维度过滤条件，可选值为该捕

获点对应组件上定义的维度。选中维度后，可点击维度后

的括号，打开下拉列表，可选值为“已选的”，“*”，定义的

模板变量，以及自动识别出的维度值。点击各选项前的复

选框可勾选或不勾选该选项。也可以在维度名称的括号中

手动输入维度值。 

• 指标 

统计指标，默认未配置。选择数据源之后，指标下拉列表中显示

相应数据源的指标。点击“+”号可添加需要统计的指标，可创建多

个。点击”-“号可删除指标。当分组只有时间时，或者指标多于一

个时，指标名称显示在图例的系列名称中。 



• 分组 

指标值分组方式，默认未配置。可选项为时间，spv，socp，以及

该捕获点中的维度。分组值除时间以外，均显示在图例的系列名

称中。 

• 格式化为 

默认为时序，曲线图固定为该选项，无其他项可选。T 

• 别名 

为当前查询的所有统计值设置别名，默认不配置。设置别名后，

图例中系列值显示为别名。 

• + 

点击可添加过滤器，默认不显示，展开查询条件后显示。可添加多个过

滤器。当数据源为 NPM 类型，配置多个过滤器时，当前不支持数据聚

合；若为 BPC 类型数据源，多个过滤器数据可正常聚合。 

• 删除过滤器 

点击可删除过滤器，默认不显示。在查询条件中创建第二个过滤器后，

每个过滤器均展示删除过滤器按钮。当查询条件中只有一个过滤器时，

不展示该按钮。 

• 菜单 

• 切换编辑模式 

点击则展示编辑模式。 

• 复制 

复制当前查询条件，查询条件名称按字母顺序自增一命名。 

• 向上移动 

查询条件往上移动。 

• 向下移动 

查询条件往下移动。 



• 查看 

显示或隐藏该过滤器。默认为显示状态。显示状态下点击则隐藏该过滤

器，面板中不显示该过滤器对应的图形。隐藏状态下点击该按钮，则显

示该过滤器的统计图形。 

• 删除查询 

点击删除查询条件。 

• 面板数据源 

面板使用的数据源，默认选中 default，即在数据源页面勾选了 default 选

项的数据源。可选项包括 Sample Data，Mixed 以及在数据源页面配置的

各数据源。 

• Sample Data 

示例数据。 

• Mixed 

选中该选项后，可基本多种不同的数据源创建查询条件。选中该

选项后“添加查询”条件显示为下拉列表，可选择不同的数据源创

建查询条件。 

• default 

在“数据源”页面勾选了 default 选项的数据源。 

• 添加查询 

添加查询条件，查询条件名称按字母顺序自增一命名。默认为按钮，当

“面板数据源”选项选中“Mixed”后，变为下拉列表，可选择不同的数据源

创建查询。 

• 颗粒度输入框 

数据展示颗粒度，默认不配置。可选项为 1m, 5m, 15m, 1h, 1d，为空

时，按照时间范围自动换算合适的颗粒度。点击颗粒度后的问号，显示

提示信息。当“面板数据源”选项为“--Mixed--”时，该选项不显示。 



• 颗粒度帮助 

点击可显示或隐藏颗粒度帮助信息。 

• X 

点击关闭编辑面板。 

• 时间范围 

配置当前面板适用的时间范围，配置后将覆盖视图右上角配置的时间范围。 

 

• 过去 

统计数据的时间范围，可输入分钟、小时或天数，如 30m、2h、3d，表

示过去 30 分钟，过去 2 小时，过去 3 天。 

• 数量 

时间范围位移量，可输入分钟数、小时数或天数，如 5m、1h、1d。配

置偏移时间后，图形中的时间范围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都减去相应的

时间，作为图形中实际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 隐藏时间重写信息 

是否在图例中显示时间重写信息，默认不显示。勾选后，在图例中以蓝

色字体显示“Last ...，timeshift ...”，Last 表示持续时间，timeshift 表示时

间位移量。不勾选则不显示。 

4.2.3.3 视图列表面板 

视图列表面板用于显示系统中的视图。 

 



①展示区域 

• 面板标题 

面板标题，新建或编辑面板时设置。点击面板标题会显示面板操作选

项，参见②面板操作。 

• 视图列表 

根据配置显示视图类别，参见选项。 

②面板操作 

默认不展示面板操作，点击面板标题则显示操作选项，可参见面板公共#① 面

板操作。点击编辑按钮，显示编辑区域，参见③ 面板编辑。 

③面板编辑 

• 常规 

设置视图列表面板的标题、宽度、链接等配置，参见面板公共#常规。 

• 选项 

设置视图列表面板显示方式。 

 

• 选项 

• 收藏的 

是否显示收藏的视图列表。勾选则显示收藏的视图列表，不勾选

则不显示。 

• 最近看过的 

是否显示显示最近看过的视图列表。勾选则显示最近看过的视图

列表，不勾选则不显示。 



• 搜索 

是否显示符合搜索条件的视图列表。勾选则显示符合搜索条件的

视图列表，不勾选则不显示。 

• 显示标题 

是否显示不同类型的视图列表标题。勾选则显示标题，不勾选则

不显示。 

• 项目数量 

每一类视图列表的最大显示条目数，可配置为任意正整数。 

• 搜索 

• 查询 

搜索视图列表的查询条件，默认为空。可输入任意字符串，搜索

视图名称中包含该字符串的视图，忽略大小写。 

• 标签 

搜索视图中具有所有列出标签的视图，输入标签名按回车则添加

标签，添加多个标签时，搜索包含所些这些标签的视图。 

4.2.3.4 饼图面板 

 

①展示区域 

• 面板标题 

面板的标题，新建或编辑面板时设置。 

点击面板标题会显示面板操作选项，参见③ 面板操作。 



• 饼图 

以饼图的样式显示各维度值数据的占比情况，鼠标移至每一块会显示对

应维度的数据及百分比。 

②图例区域 

数据显示及颜色设置区域，该区域的显示位置可配置。 

• 颜色标记 

设置饼图各块的颜色。共 56 种颜色。 

点击弹出颜色编辑控件，“Y Axis”用于曲线图面板中的 Y 轴显示位置，该

处不起效果。 

点击选择某个颜色，则该维度值对应的饼图中的块变成对应颜色。 

• 维度值及数据 

显示饼图各块所代表的维度值和数据。 

③面板操作 

各配置项及说明参见面板公共 ①面板操作，其中菜单下无子项，不可导出。 

④面板编辑 

• 常规 

各配置项及说明参见面板公共#常规。 

• 数据源 

各配置项及说明参见面板公共#数据源。 

• 选项 

 

• 常规 



• 类型 

饼图类型，包括饼图和圆环，默认为饼图。 

• 单位  

刻度值的单位，显示在鼠标移至饼图的悬浮框上，默认为 short，

无单位。所有选项与说明如下所示： 

名称 描述 

none 未归类的单位。可选值包括 none（不显示单位）、short（不显示单

位）、percent (0-100)（整数形式的百分比）、percent (0.0-1.0)（小

数形式的百分比）、Humidity (%H)（温度单位）、ppm（百万分之

一）、decibel（声音强度单位“分贝”） 

货币 货币单位。可选值包括 Dollars ($)（美元单位“美元”）、Pounds (￡)

（英镑单位“镑”）、Euro (€)（欧元单位“欧”）、Yen (￥)（人民币单

位“元”） 

时间 时间相关单位。可选值包括 Hertz (1/s)（频率单位“赫兹”）、

nanoseconds (ns)（纳秒）、microseconds (μs)（微秒）、milliseconds 

(ms)（毫秒）、seconds (s)（秒）、minutes (m)（分钟）、hours (h)

（小时）、days (d)（天）、duration (ms)（响应时间，单位为毫

秒）、duration (s)（响应时间，单位为秒） 

数据 数据相关单位。可选值包括 bits（比特）、bytes（字节）、kilobytes

（千字节）、megabytes（兆字节）、gigabytes（千兆字节） 

数据

比率 

数据传输速率单位。可选值包括 packets/sec（包每秒）、bits/sec

（比特每秒）、bytes/sec（字节每秒）、kilobites/sec（千比特每

秒）、kilobytes/sec（千字节每秒）、megabites/sec（兆比特每



名称 描述 

秒）、megabytes/sec（兆字节每秒）、gigabytes/sec（千兆字节每

秒）、gigabites/sec（千兆比特每秒） 

吞吐

量 

吞吐率相关单位。可选值包括 ops/sec (ops)（操作数每秒）、

reads/sec (rps)（写操作数每秒）、writes/sec (wps)（读操作数每

秒）、I/O ops/sec (iops)（输入输出操作数每秒） 

长度 长度单位。可选值包括 millimetre (mm)（毫米）、meter (m)

（米）、kilometer (km)（千米）、mile (mi)（英里） 

速度 速度单位。可选值包括 m/s（米每秒）、km/h（千米每小时）、

mph（英里每小时）、knot (kn)（海里每小时） 

容量 体积单位。可选值包括 millilitre（毫升）、litre（升）、cubic metre

（立方米） 

能源 能量相关单位。可选值包括 watt (W)（瓦特）、kilowatt (kW)（千

瓦）、volt-ampere (VA)（伏安）、kilovalt-ampere (kVA)（千伏

安）、volt-ampere reactive (var)（无功伏安）、watt-hour (Wh)（瓦

时）、kilowatt-hour (kWh)（千瓦时）、joule (J)（焦耳）、electron 

volt (eV)（电子伏）、Ampere (A)（安培）、Volt (V)（伏特）、

Decibel-milliwatt (dBm)（分贝毫瓦） 

温度 温度相关单位。可选值包括 Celcius (°C)（摄氏温标，度）、

Farenheit (°F)（华式温标，华氏度）、Kelvin (K)（开氏温标，绝对温

标） 

压力 压力单位。可选值包括 Millibars（毫巴）、Hectopascals（百帕斯

卡）、Inches of mercury（英寸汞柱）、PSI（磅每平方英寸） 



• 值 

数据值的类型。可选值包括最小、最大、平均、当前、总数。默

认为当前。 

只有数据源的分组包含 time 时，该设置项才有实际意义。 

• 分隔宽度 

饼图各块之前的分割线的宽度。默认为 1。 

• 图例 

• 显示图例 

是否显示图例区域。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 

• 位置 

图例区域的显示位置。可选值包括在曲线图上、在曲线图下、右

侧。 

当选择“在曲线图上”时，饼图上不显示图例值，底部会出现一个

字体大小筛选框用于设置图例的大小。 

• 图例值 

是否显示图例值。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该配置对“在曲

线图上”不生效。 

• 时间范围 

各配置项及说明参见面板公共#时间范围。 

4.2.3.5 曲线图面板 

曲线图用于展示系列所对应统计值沿时间推进的变化趋势。 

 

①展示区域 



• 面板标题 

面板的标题，新建或编辑面板时设置。点击面板标题会显示面板操作选

项，参见③ 面板操作。 

• Y 轴 

指标值的刻度，实际指标值的参照值。 

• X 轴 

显示指标统计时间区间，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为视图页面右上角时间范

围中配置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 图形 

默认以曲线形式显示统计数据变化趋势。统计值的显示方式可配置，参

见图例。 

在图形上双击鼠标左键可扩大时间范围，缩放图形。使用鼠标选中一块

区域可将图形显示时间缩小到选定的范围，放大图形。 

鼠标移至图形上，会悬停显示系列值，若显示了所有系列值，则鼠标所

在位置的某个系列值会突出显示。 

②图例区域 

显示各曲线代表的系列，以及系列对应的统计值。 

• 颜色标记 

点击弹出线条编辑控件，可设置针对当前系列值的 Y 轴显示方式和曲线

的颜色。“Left”设置该系列的 Y 轴显示在左边；“Right”设置该系统的 Y 轴

显示在右边。点击颜色图示，则曲线以该颜色显示。共 56 种颜色。 

• 系列名称 

点击系列名称，只显示该系列对应的曲线；再次点击则显示所有曲线。

图列的显示方式可配置，参见图例。 

• 统计值类型 

黄色高亮显示的为统计值类型。显示的统计值类型可配置，参见图例。 

 



③面板操作 

各配置项及说明参见面板公共#① 面板操作。 

④面板编辑 

• 常规 

各配置项及说明参见面板公共#常规。 

• 数据源 

各配置项及说明参见面板公共#数据源。 

• 轴 

配置图形中 X 轴和 Y 轴的显示方式。 

 

• 左 Y 轴 

配置左 Y 轴的显示方式。 

• 显示 

是否显示左 Y 轴。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 

• 单位  

刻度值的单位，默认为 short，无单位。所有选项与说明参见饼图

面板#单位。 

• 刻度 

刻度值显示规律，默认为线性的。所有选项与说明如下所示： 

名称 描述 

线性的 线性刻度值，刻度均匀分布 



名称 描述 

对数 (base 2) 以 2 为底的指数函数值作为刻度值 

对数 (base 10) 以 10 为底的指数函数值作为刻度值 

对数 (base 32) 以 32 为底的指数函数值作为刻度值 

对数 (base 1024) 以 1024 为底的指数函数值作为刻度值 

• Y-最小 

最小刻度值。 

• Y-最大 

最大刻度值。 

• 标签 

刻度标签名。 

• 右 Y 轴 

配置右 Y 轴的显示方式。右 Y 轴的“显示”选项与左 Y 轴稍有不同，其他

选项配置方式与左 Y 轴一致。 

• 显示 

是否显示右 Y 轴。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当图形中有指

标以右 Y 轴为参照时，则该选项生效。 

• X 轴 

是否显示 X 轴。勾选则图示中显示 X 轴，不勾选则不显示。 

• 阈值 

配置阈值及其显示方式。 

• 等级 1 

等级 1 的阈值，统计值在等级 1 和等级 2 范围内的属于该等级。 



• 等级 2 

等级 2 的阈值，当等级 2 的阈值大于等级 1 的阈值时，统计值大

于该值的属于该等级，当等级 2 的阈值小于等级 1 的阈值时，统

计值小于该值的属于该等级。 

• 色彩 

设置对应等级范围的颜色。点击可打开颜色选择器，可选择目标

颜色。 

• 线条模式 

设置线条模式，默认为不勾选。不勾选时采用背景色方式显示等

级范围，勾选则采用线条表示该等级的阈值线。 

• 图例 

配置图例的显示方式。 

 

• 选项 

配置显示图例的方式。 

• 显示 

是否显示图例。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 

• 作为表格 

是否以表格形式显示图例。勾选则以表格形式显示，不勾选则以

平铺的方式显示。 

以表格显示图例时，点击每一列统计值名称，可按统计值降序/升

序显示。 

• 到右边 

图例显示的位置，默认不勾选，显示在图形的下方。勾选则显示

在图形的右边。 



• 宽度 

设置图例在右边显示时的最小宽度，默认不显示。勾选“到右边”

选项后，显示该项。 

• 值 

配置显示哪些统计值及其显示格式。 

• 最小 

是否显示系列统计值的最小值。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 

• 最大 

是否显示系列统计值的最大值。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 

• 平均 

是否显示系列统计值的平均值。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 

• 当前 

是否显示系列统计值的当前值。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 

• 总数 

是否显示该时间范围内，系列统计值的总数。勾选则显示，不勾

选则不显示。 

• 小数 

设置统计值小数位，默认为自动。可输入具体数值，所有统计值

保留指定的小数位。 

• 隐藏系列 

配置隐藏的系列。 

• 只有空值 

是否隐藏只有空值的系列。勾选则隐藏统计值全为空的系列，不

勾选则不隐藏。 

• 只有零 

是否隐藏只有零值的系列。勾选则隐藏统计值全为零的系列，不

勾选则不隐藏。 



• 显示 

配置图形中曲线、条形、点的显示方式和统计值的显示格式。 

 

• 绘图模式 

• 柱子 

是否显示条形图，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默认不勾选。 

• 线条 

是否显示线形图，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默认勾选。 

• 点 

是否显示点状图，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默认不勾选。 

• 模式选项 

• 填充 

定义填充线形图颜色的比重，可选值为 0-10，表示 0%-100%。默

认为 1。 

• 线条宽度 

定义线条宽度，可选值为 0-10，数值越大线条越粗，为 0 则线条

不可见。默认为 2。 

• 阶梯 

是否以阶梯形式显示线形，勾选则显示为阶梯形式，不勾选则不

显示为阶梯形式，默认不勾选。 

• 点半径 

设置点的半径，可选值为 1-10。默认不显示该选项，当勾选点选

项时，该选项显示。 



• 悬停信息 

定义鼠标移动到统计值上时，提示信息的显示方式。 

• 模式 

提示信息模式，可选值“所有系列”和“单独的”。“所有系列”表示显

示所有系列的值；“单独的”表示只显示当前系列的统计值。 

• 排列顺序 

提示信息中，统计值的排序方式，可选值为“None”，“增加的”，

“降低的”，分别表示不排序、升序排列，降序排列。 

• 堆叠和空值 

• 堆栈 

是否堆叠显示系列值。勾选则堆叠显示，不勾选则不堆叠。勾选

该选项后，显示堆叠数值选项。 

• Null 值 

定义统计值为 null 时的显示方式。 

可选值包括连接的、null、null 视为零。默认值为连接的。 

连接的表示直接连接所有统计值不为 null 或 0 的点，不显示统计

值为 null 或 0 的点。 

null 表示渲染图形时，统计值为 null 或 0 的点不显示，不连接，

也即只有连续的非 null 和非 0 点才连接在一起。 

null 视为零表示统计值为 0 或者 null 的点统计值作为 0，当作 X 轴

上的点来连接。 

• 系列特殊选项覆盖 

针对系列配置特殊选项，覆盖通针对所有系列值的统一配置。默认不显

示，点击“添加系列特殊选项”后该配置显示，可创建多个。 

• X 

点击可删除当前配置项。 



• 别名或正则 

系列值的名称，可以是系列名称、别名、正则表达式。 

• + 

添加配置。点击可添加针对该系列的配置项，配置项为“绘图模

式”、“模式选择”、“悬停信息”和“堆叠和空值”中的选项，可添加

多个配置。 

• 添加系列特殊选项 

点击添加系列特殊选项，可创建多个。 

• 时间范围 

各配置项及说明参见面板公共#时间范围。 

4.2.3.6 单统计值面板 

单值面板主要用于显示单个指标的统计值。 

 

①展示区域 

• 面板标题 

面板标题，新建或编辑面板时设置。点击面板标题会显示面板操作选

项，参见② 面板操作。 

• 单值图形 

根据配置的样式显示的图形，参见选项和数值映射。 

②面板操作 

默认不展示面板操作，点击面板标题则显示操作选项。参见面板公共#① 面板

操作。点击编辑按钮，显示编辑区域，参见③ 面板编辑。 

③面板编辑 



默认不显示编辑面板区域，点击面板操作菜单中的“编辑”按钮后显示该区域。 

• 常规 

设置单值统计面板面板的标题、宽度、链接等配置，参见面板公共#常规。 

• 数据源 

面板的数据源相关信息的配置。 

单值统计面板与曲线图面板的配置项的使用方法一致，参见面板公共#数据源。

单值统计面板的“指标”和“分组选项”需要注意事项如下： 

• “指标”选项只能配置一个指标，配置多个指标会导致无数据。 

• “分组”选项选择的维度只能配置为该维度值的维度，否则导致无数据。 

• 选项 

设置单值统计面板显示方式。 

 

• 最大值 

• 前缀 

添加在统计数值之前的说明，常配置为统计指标名称。 

• 值 

统计值的类型，默认为“平均”。可选值包括“最小”，“最大”，“平

均”，“当前的”，“总量”，分别表示选中的时间范围内的最小值，

“最大值，平均值，当前时刻的值，总量 。 

• 后缀 

添加在统计数值之前的说明，常配置为单位名称。 

• 字体大小 



• 前缀 

前缀字体的大小。 

• 值 

统计值字体的大小。 

• 后缀 

后缀字体的大小。 

• 单位 

• 单位类型 

配置统计值的单位，默认为 none，无单位。当选择一种单位选项

后，实际统计值会根据所选择的单位进行换算，然后在统计后显

示换算后的单位。单位选项的说明参见饼图面板#单位。 

• 小数 

配置统计值显示的小数位，可输入整数值，默认为自动。 

• 着色 

• 背景 

是否填充背景。勾选则采用统计值在“阈值”中所属区间对应的颜

色填充背景；不勾选则不填充。 

• 值 

是否使用统计值在“阈值”中所属区间对应的颜色显示统计数值。

勾选则采用该色彩显示统计值，不勾选则以白色显示统计值。当

值和背景都勾选时，显示为相同的色彩，可能会出现难以识别出

统计值的情况。 

• 阈值 

配置阈值区间。所有配置的阈值可作为阈值标记显示在计量器

中。并且可根据阈值的设定为不同区间的统计值或图形背景设置

不同的颜色。配置应为逗号分隔的两个数值，当配置的数值大于

三个时，“色彩”选项使用前两个数值对统计值进行颜色匹配。 



• 色彩 

设置各阈值区间统计值或图形背景的颜色，可配置为从左至右的

三种颜色，配置“背景”和“值”复选框使用。点击三种颜色，均弹

出颜色编辑控件，可按需选择配色。 

当统计数据小于等于配置在“阈值”选项中的第一个阈值时，统计

值或背景可标记为第一种颜色；当统计数据大于第一个阈值、小

于等于第二个阈值时，统计值或背景可标记为第二种颜色；当统

计数据大于第二个阈值时，统计值或背景可标记为第三种颜色。 

• 反转顺序 

点击可调换第一种和第三种颜色。 

• 趋势曲线 

• 显示 

是否显示统计值的趋势曲线，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 

• 背景模式 

是否将统计值的趋势曲线以背景的形式显示，勾选则趋势曲线整

体高度增加，成为统计值的背景；不勾选则趋势曲线显示在统计

值的下方。 

• 线条颜色 

设置统计值的趋势曲线颜色。点击则显示颜色选择控件，可自定

义颜色。 

• 填充颜色 

设置趋势曲线下方的填充颜色。点击则显示颜色选择控件，可自

定义颜色。 

• 计量器 

仪表盘式的计量器由外层的环形阈值图形和内层的实际统计值环形图组

成。 



• 显示 

显示仪表盘形式的计量器。 

• 最小 

设置外层阈值图形的最小值，显示在阈值图形的起点，最小值应

当小于“阈值”选项中的第一个值。 

• 最大 

设置外层阈值图形的最大值，显示的阈值图形的终点，最大值应

当大于“阈值”选项中的最后一个值。 

• 阈值数值标记 

外层阈值图形是否显示最小值、阈值、最大值标记。勾选则显

示，不勾选则不显示。 

• 阈值图形标记 

是否显示外层阈值图形，勾选则显示，不勾选则不显示。 

• 数值映射 

将统计值映射为文字后显示在图形中。 

 

• 类型 

映射方式，可选项为“值到文字”和“范围到文字”。 

• 值到文字 

将某一个固定的数值映射为文字。 

• 范围到文字 

将属于一个取值区间的数值映射为文字。 

• 设置值到文字 



• x 

删除当前映射配置项。 

• 数值输入框 

需要映射的数值。 

• 映射值 

默认为 N/A，可输入映射的目标文字。 

• 设置范围到文字 

设置区间映射，默认不显示。当“类型”选项中选择了“范围到文字”后显

示该配置。 

• x 

删除当前映射配置项。 

• 从 

取值区间的下确界。 

• 到 

取值区间的上确界。 

• 文字 

映射的目标文字。 

• 时间范围 

配置当前单值面板适用的时间范围，配置后将覆盖视图右上角配置的时间范

围，参见面板公共#时间范围。 

4.2.3.7 表格面板 

表格面板用于以表格形式展现统计值。 

 



①展示区域 

• 面板标题 

面板标题，新建或编辑面板时设置。点击面板标题会显示面板操作选

项，参见② 面板操作。 

• 表格图形 

根据配置的样式显示的图形，参见选项。 

②面板操作 

默认不展示面板操作，点击面板标题则显示操作选项，可参见面板公共#① 面

板操作。 

点击“菜单”显示“导出 CSV”。点击“导出 CSV”选项则立即导出当前时间范围下表

格中的所有统计数据。 

点击编辑按钮，显示编辑区域，参见③ 面板编辑。 

③面板编辑 

• 常规 

设置表格面板面板的标题、宽度、链接等配置，参见面板公共#常规。 

• 数据源 

表格面板的数据源相关信息的配置，使用方法参见面板公共#数据源。表格面板

的“格式化为”选项需要注意事项如下： 

• 时序 

选择该选项时，表格的所有统计指标按分组选项聚合显示为“指标”列显

示在表格中。且“选项”页签的“表格转换”选项自动更新为“时间系列到

行”。 

• 表格 

选项该选项时，表格的所有统计指标和分组选项分别作为一列显示在表

格中。且“选项”页签的“表格转换”选项自动更新为“表格”。当数据源类型

为 NPM 时，不支持“表格”选项。 



• 选项 

设置表格面板显示方式。 

 

• 数据 

• 表格转换 

定义表格的行和列的显示方式。 

名称 描述 

时间系

列到行 

统计指标名称显示为行，表格显示“Time”，“Metric”和“Value”三

列，分别代表时间、指标名称和值。只有当“数据源”页签的“格式

化为”选项为“时序”时，才生效。 

时间系

列到栏

目 

统计指标按列显示为列，表格显示“Time”，指标一名称，...，指

标 N 名称。只有当“数据源”页签的“格式化为”选项为“时序”时，

才生效。 

时间系

列聚合 

统计指标值聚合显示，默认显示“Metric”和“Avg”两列，“Metric”为

指标名，“Avg”为平均值。可以通过“列”选项修改和增加列。只有

当“数据源”页签的“格式化为”选项为“时序”时，才生效。 

标注 表格显示注解信息，显示“Time”，“Title”，“Text”和“Tag”四列。暂

不支持该功能。 

表格 数据源的分组、各统计指标都显示为独立的列，只有“数据源”页

签的“格式化为”选项为“表格”时，才生效。 



名称 描述 

JSON 数

据 

表格只显示一列“JSON”，数据为[指标值,Unix 时间戳]格式。只有

“数据源”页签的“格式化为”选项为“时序”时，才生效。该功能暂

不支持多统计值。 

• 列 

配置表格中添加的列，默认不可配置。当“表格转换”选项为“时间

系列聚合”时，选中“Avg”列。可添加的列包括“Avg”，“Min”，

“Max”，“Total”，“Current”，“Count”，分别代表当前指标在当前

时间范围内的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总和、当前值和个数。 

• 表格显示 

• 分页（每页尺寸） 

设置表格每页显示的数据行数。 

• 滚动条 

是否显示滚动条。勾选时，显示滚动条，可滚动显示数据。不勾

选，一页的数据全部显示。 

• 字体大小 

设置表格中字体相对系统字体大小的倍数。 

• 列样式 

• 名称或表达式 

表格中列的名称，支持文本和正则匹配。输入文本时，输入框下

方显示匹配的列名，选择列名可输入列名。 

• 类型 

设置值的显示格式，可选项为“数字”，“字符串”和“日期”，分别表

示数字格式、字符串格式和日期格式。 

• 着色 

定义当统计值符合着色条件时的着色单元，当“类型”为“数字”时



显示，“类型”为其他选项时不显示该选项。可选项为“禁用”，“单

元格”，“值”，“行”。 

名称 说明 

禁用 禁用自定着色功能。 

单元格 使用自定义颜色填充单元格。当同一行中的多个统计值同时符合

行着色和单元格着色条件时，单元格的填充颜色覆盖行的填充颜

色。 

值 使用自定义颜色显示统计值。 

行 使用自定义颜色显示一整行。当多个列样式中的“着色”均配置为

行，当同一行中的多个统计值均满足着色条件时，后一次填充的

颜色将覆盖上一次的颜色。 

• 阈值 

配置阈值区间，当“类型”为“数字”时显示，“类型”为其他选项时不

显示该选项。着色时，判断统计值所属的阈值区间，使用阈值区

间对应的色彩填充统计值所在的着色单元。阈值取值应为逗号分

隔的两个数值。 

• 色彩 

定义阈值区间对应的色彩，当“类型”为“数字”时显示，“类型”为其

他选项时不显示该选项。色彩配置为从左至右三种颜色。点击三

种颜色，均弹出颜色编辑控件，可按需选择配色。当统计值小于

等于配置在“阈值”选项中的第一个阈值时，对应第一种颜色；当

统计值大于第一个阈值、小于等于第二个阈值时，对应第二种颜

色；当统计值大于第二个阈值时，对应第三种颜色。 



• 反转顺序 

击可调换第一种和第三种颜色，当“类型”为“数字”时显示，“类型”

为其他选项时不显示该选项。 

• 单位 

定义统计值的单位，当“类型”为“数字”时显示，“类型”为其他选项

时不显示该选项。选择单位选项后，表示实际统计值单位为该选

项。若统计值可进一步转换为更高级别的单位，则系统将统计值

转换后显示；若统计不可转换为更高级别单位，则直接显示统计

值与单位。各选项的含义参见饼图面板#单位。 

• 小数 

定义数字的显示格式，当“类型”为“数字”时显示，其他类型不显

示该选项。可输入值为正整数，表格中的统计值显示指定的小数

位。 

• 格式 

定义时间显示格式，当“类型”为“日期”时显示，其他类型不显示

该选项。可选项为“YYYY-MM-DD HH:mm:ss”，“MM/DD/YY h:mm:ss 

a”，“MMMM D, YYYY LT”。 

名称 说明 

YYYY-MM-DD 

HH:mm:ss 

显示为“年-月-日 时:分:秒”格式，例如“2017-04-18 

09:34:46”。 

MM/DD/YY h:mm:ss 

a 

显示为“月/日/年 时:分:秒 am”格式，例如“04/18/17 

9:29:38 am”。 

MMMM D, YYYY LT 显示为“月 日，年 时:分 AM”格式形如“January 1, 

1970 8:00 AM”。 



• 添加列样式规则 

点击可添加列样式规则，与“列样式”中的选项一致，可添加多个。 

• 时间范围 

配置当前单值面板适用的时间范围，配置后将覆盖视图右上角配置的时间范

围，参见面板公共#时间范围。 

4.2.3.8 文字面板 

文字面板用于以特定格式显示文本。 

 

①展示区域 

• 面板标题 

文字面板标题，新建或编辑面板时设置。点击面板标题会显示面板操作

选项，参见② 面板操作。 

• 文字信息 

显示配置的文字信息，参见选项。 

②面板操作 

默认不展示面板操作，点击面板标题则显示操作选项，可参见面板公共①面板

操作。点击编辑按钮，显示编辑区域，参见③面板编辑。 

③面板编辑 

• 常规 

设置文字面板的标题、宽度、链接等配置，参见面板公共#常规。 

• 选项 

设置文字面板显示格式。 



 

• 模式 

文字的模式，根据该格式解析文本内容，包括可个选项：html，

markdown 和文字。选择 html 时，以 html 格式解析文本内容；选择

markdown 时，以 markdown 模式解析文本内容；选择文字时，原样显示

文本内容。 

• 字体大小 

指定显示的字体大小，默认不显示，当“模式”选项为 text 时，显示该选

项，可选则不同的字体大小显示文本。 

• 内容 

需要显示的文本内容。应当根据“模式”选项定义的格式输入文本。 

• html：根据 html 语法规则输入文本，参见 W3CSchool 链接 html

语法。 

• markdown：根据 markdown 语法规则输入文本，可参见外部链接

markdown 语法。 

• 文字：原样输入需要显示的文本 



4.3 播放列表 

 

①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的名称。Smart View 为超链接，点击跳转至首页视图页面。当在

播放列表管理页面时，页面名称“播放列表”为非超链接；当在播放列表编辑页

面时，页面名称“播放列表”为超链接，点击跳转至播放列表管理页面。 

②标题和新建 

显示标题“保存的播放列表”和“+播放列表”按钮。点击“+播放列表”按钮，页面会

跳转到创建新播放列表页面，参见④ 新播放列表页面。 

③播放列表表格 

显示新建的播放列表，若没有新建播放列表，则该部分表格只有表头，内容为

空。 

• 名称 

显示播放列表的名称。点击名称，跳转到编辑播放列表页面，参见⑤ 

编辑播放列表页面。 

• 起始 URL 

显示该播放列表的起始 URL。点击 URL，跳转到播放页面，参见播放列

表播放页面，按照间隔时间循环播放播放列表。 



• 播放 

点击播放，跳转到播放页面，参见播放列表播放页面，按照间隔时间循

环播放播放列表。 

• 编辑 

点击编辑，跳转到编辑播放列表页面，参见⑤ 编辑播放列表页面。 

• 删除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删除对话框。 

点击删除，表示确认删除，删除成功后页面右上角会显示“播放列表已删

除”的提示信息。该删除的播放列表不再显示于表格中。 

点击取消，表示取消删除。该取消删除的播放列表仍然显示于表格中。 

④新播放列表页面 

 

• 页面标题 

页面标题显示为“新播放列表”。 

• 名称 

默认为空，可在输入框输入，设置播放列表名称。 

• 时间间隔 

设置播放列表播放时视图切换的间隔时间。默认为 5m，可以填任意整数



加上时间单位，只能填一对，时间单位可以为：y、M、w、d、h、m、

s、ms，分别表示：年、月、星期、天、小时、分钟、秒、毫秒。 

• 可选的 

• 视图搜索框 

可在搜索框中输入视图名称，支持模糊匹配，下方可选列表自动

显示与搜索内容匹配的视图，没有则显示空。删除输入的搜索条

件，则自动列出所有的视图。 

点击右边的收藏或标签，下方自动列出收藏过的视图或者添加过

标签的视图，同时收藏或标签的左边会有一个叉叉，鼠标移到叉

叉上，变成小手的标志，点击叉叉，自动列出所有的视图。 

支持叠加条件搜索，如在点击收藏或者标签等情况下输入视图名

称进行搜索。 

• 视图列表 

新播放页面打开时，默认列出所有视图。每个视图后面有一个“+

添加到播放列表”按钮，点击该按钮，该视图被添加到“已选的”下

面的列表中，同时“可选的”列表中，该视图消失。 

• 已选的 

列出所有被添加到该播放列表的视图。 

添加一个视图时，视图后面有一个按钮，即删除按钮，点击叉叉按钮，

该视图被删除，回到“可选的”列表中。 

添加两个或两个以上视图时，头尾两个视图后面有两个按钮，即删除按

钮和顺序按钮（第一个顺序按钮朝下，最后一个顺序按钮朝上），中间

的视图后面有三个按钮，即顺序向上按钮、顺序向下按钮和删除按钮。

点击顺序向上按钮，该视图向上一行显示；点击顺序向下按钮，该视图

向下一行显示；点击叉叉按钮，该视图被删除，回到“可选的”列表中。 

• 创建新播放列表 

点击创建新播放列表按钮，回到播放列表页面，页面右上角会显示“播放

列表已保存”的提示信息，同时新的播放列表会显示在播放列表表格里。 



• 取消 

点击取消，则取消所有操作，回到播放列表页面。 

⑤编辑播放列表页面 

 

编辑播放列表页面，显示被编辑的播放列表的信息。除以下列出的项外，其余

项功能与新播放列表页面相同，可参见④新播放列表页面。 

• 页面标题 

页面标题显示为“编辑播放列表”。 

• 保存 

点击保存按钮，回到播放列表页面，页面右上角会显示“播放列表已保

存”的提示信息。 

播放列表播放页面 

视图播放页面除了 ②切换和停止按钮 部分的按钮以及非功能区，点击其余地

方，就会停止播放，页面变成当前播放到的视图的视图页面。 



 

①导航 

显示当前播放到的视图的名称。 

②切换、停止按钮和时间范围 

• 切换和停止按钮   

包括向左、停止和向右按钮。点击向左的按钮，跳转到播放列表中当前

视图的上一个视图；点击停止按钮，停止播放，页面变成当前播放到的

视图的视图页面；点击向右的按钮，跳转到播放列表中当前视图的下一

个视图。 

• 时间范围 

显示当前播放到的视图的时间范围和刷新视图的间隔时间。 

③视图 

显示当前播放到的视图的内容。 

4.4 快照 

快照管理页面显示所有创建的快照信息。 



 

①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的名称。Smart View 为超链接，点击跳转至首页视图页面。当前

页面名称“快照”为非超链接。 

②可用快照 

• 名称 

创建快照时输入的快照的名称，点击可跳转到快照显示页面，参见快照

页面。 

• 可用的快照 

快照的链接地址，点击可跳转到快照显示页面，参见快照页面。 

• 查看 

点击可查看快照页面，参见快照页面。 

• 删除 

点击后弹出确认删除对话框，点击“取消”则取消删除，对话框关闭，快

照未删除。点击“删除”按钮则删除快照。 

快照页面 

快照页面显示源视图在生成快照时的数据信息。 



 

①导航 

显示当前快照名称。过期快照显示“Snapshot not found”。 

鼠标移动到快照名称上，显示快照的创建时间和过期时间。过期快照只显示创

建时间，且创建时间为进入该页面的时间。 

点击显示下拉框，参见首页#③ 首页下拉框。 

②分享视图 

分享当前页面。 



• 链接到视图 

点击打开分享视图对话框，如下所示。 

 

• X 

点击可关闭当前对话框 

• 当前时间范围 

链接地址中是否包含当前时间范围，勾选表示包含，不勾选表示

不包含。 

• 模板变量 

链接地址中是否包含模板变量，勾选表示包含，不勾选表示不包

含。 

• 链接 

显示生成的分享链接，根据当前时间和模板变量是否勾选即时刷

新。 

• 复制 

点击将链接复制到剪贴板。 

③时间范围 

设置数据的时间范围。 



• < 

向后位移时间，将时间区间往更早的时间推进。 

• 缩放 

扩大时间范围，将时间范围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均往两边延伸，结束

时间最迟为当前时刻。 

• > 

向后位移时间，将时间区间往更晚的时间推进。 

• 时间区间 

创建快照时，视图上的时间范围。点击弹出时间范围选择框。 

 

• 从 

起始时间。 

• 到 

结束时间。 

• 刷新间隔 

设置数据刷新间隔。可选值为

off/5s/10s/30s/1m/5m/15m/30m/1h/2h/1d。分别表示关闭刷新功

能、5 秒、10 秒、30 秒、1 分钟、5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1

小时、2 小时和 1 天。 



• 应用 

点击后时间范围选择框关闭，并按指定的间隔刷新页面。若设置

了刷新间隔，则页面高亮显示刷新间隔。 

• 快速选择范围 

点击各项可快速设置时间范围。 

• 刷新 

点击后页面数据刷新。 

④ 快照视图 

快照视图的配置与创建快照的源视图配置相同，数据为创建快照时的视图页面

上指定时间段内的数据。 

过期快照不显示视图内容，显示黄色弹出框提示“问题！Dashboard snashot not 

found”。 

点击每一行的标题，可折叠或展开当前行。 

快照中面板可执行的操作如下。 

• 查看 

全屏查看面板，其他面板不显示。 

• 分享 

点击分享，打开分享面板对话框，包括链接和嵌入两个页面。 



• 链接 

 

链接页用于生成分享面板的链接，页面各选项除“直接链接渲染图

片”按钮外，其他选项和输入框类似于对分享话框。“直接链接渲

染图片”可将当前面板的数据直接渲染成图片，在新链接中打开。

其他选项的输入框功能参见②分享视图。 

• 嵌入 

 

嵌入页用于生成将面板嵌入到其他 web 页面的 html 代码。 

• X 

点击可关闭当前对话框 



• 当前时间范围 

勾选则在 html 代码中包含时间范围信息，不勾选则不包

含。 

• 模板变量 

勾选则在 html 代码中包含模板变量信息，不勾选则不包含。 

• html 代码 

根据其他选项的勾选或不勾选即时刷新。复制该代码段并粘贴到其他 web 文件

的<body>标签中，即可查看该面板的数据信息。 

4.5 数据源 

数据源页面用于添加和编辑数据源，只对管理员用户 admin 可见、可编辑。其

他用户可通过 URL 访问，查看可用的数据源、数据源名称以及对应的 IP 地址信

息，但无法新增或修改数据源。 

 

①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的名称。Smart View 为超链接，点击跳转至首页视图页面。当在

数据源管理页面时，页面名称“数据源”为非超链接；当在数据源编辑或新建页

面时，页面名称“数据源”为超链接，点击跳转至数据源管理页面。 

②数据源 



• 添加数据源 

点击该按钮打开添加数据源页面，参见③ 添加数据源。 

• 数据源排列方式 

两种排列方式。左边表示从左至右平铺排列；右边表示从上至下以列表

方式排列。 

• 已有数据源 

图标左上角表示数据源类型，包括 BPC 和 NPM 两种类型。中间为数据

源名称。带有“default”字样表示为默认数据源，创建 SV 视图时，默认选

中该数据源。数据源名称下方为数据源 IP 地址。 

③添加数据源 

 

• 名称 

设置数据源名称，必须唯一，不可与其他数据源重名。鼠标移动到输入

框内的感叹号上会显示提示信息。 

• 默认 

设置为默认数据源。勾选则该数据源为默认数据源，取代之前设置的默

认数据源，创建数据面板时，默认选中该数据源。不勾选则不设置为默

认数据源。 



• 类型 

数据源类型，可选 BPC 和 NPM 两种类型。 

• url 

数据源 IP 地址，格式为“http://[IP 地址]”。鼠标移动到输入框内的感叹号

上会显示提示信息。当数据源类型为 BPC 时，只支持输入本机的 IP 地

址，可以输入 127.0.0.1 或实际 IP 地址。当类型为 NPM 时，需输入实际

IP 地址。 

当 BPC 系统的访问端口改变后，需要修改以下三处配置。同时，数据源

的 url 地址，以及访问 Smart View 的各页面也需要加上相应的端口。 

• /opt/bpc/etc/system/local/servers.xml 

修改 Port 参数值，参见 system#servers.xml。 

• /opt/bpc/etc/system/local/nginx/nginx.conf 

修改 listen 参数值，参见 system#nginx。 

• /opt/bpc/bpc/bpcweb/bpcweb/smartview/grafana/conf/defaults.ini 

修改[bpc_service]下的 url，添加端口信息，如 url 

= http://127.0.0.1:8080/api-backend/ 

• 访问 

访问方式，包括直接和代理两种选项，分别表示“直接连接”和“通过代

理”两种方式。鼠标移动到输入框内的感叹号上会显示提示信息。 

• HTTP 认证 

配置是否需要用户名和密码认证，默认不勾选。勾选后则显示用户名和

密码选项。 

• 用户名 

HTTP 认证用户名，默认不显示。配置后则通过该用户名认证 HTTP 协

议。 



• 密码 

HTTP 认证用户名对应的密码，默认不显示。配置后则通过该密码认证

HTTP 协议。 

• 凭证书 

指明是否使用类似 cookies，authorization headers(头部授权)或者 TLS 客

户端证书这一类资格证书来创建一个跨站点访问控制（cross-site Access-

Control）请求，参见外部文档。勾选则使用资格证书创建跨站点访问控

制，不勾选则不创建。 

• 添加 

确认添加数据源。点击后则添加数据源，若添加失败则提示添加失败。

若添加成功则提示添加成功，显示编辑编辑数据源页面。 

• 取消 

点击取消则取消添加数据源，跳转至数据源页面，数据源未添加。 

④编辑数据源 

 

编辑数据源用于编辑和删除数据源。除以下按钮功能与新建数据源按钮功能不

同，其他输入框功能与添加数据源页面中的输入框功能一致，可参见③ 添加数

据源。 



• 保存&测试 

点击则保存修改，并测试数据源是否连接成功。测试完毕显示提示信

息。 

• 删除 

点击删除，弹出对话框提示询问是否确认删除。点击“取消”按钮则取消

删除操作；点击“删除”按钮则删除该数据源，并跳转到数据源页面，被

删除的数据源不再显示。 

• 取消 

点击取消则取消添加数据源，数据源信息保存不变，跳转至数据源页

面。 

注意：当修改数据源名称后，已创建的基于该数据源的视图会因无法根据原数

据源名称获取数据而报错。 

 

 

5 告警设置 

5.1 告警页面 

 

① 导航 



显示“告警设置”，非超链接。 

② 级别设置 

用于给告警设置不同等级，将告警按照性能指标偏离正常范围的严重程度

进行分级，并且根据告警持续时间升级告警事件，帮助客户实现运维告警的精

细化管理。具体请参考级别设置。 

③ 告警排除 

用于排除特定时间段和特定服务路径图范围的告警。具体请参考告警排

除。 

④ 告警筛选 

• 告警筛选框 

可以通过来源、描述来筛选告警配置，支持模糊匹配。 

• 筛选按钮 

点击按钮，以告警筛选框中输入的条件进行告警配置筛选。 

⑤ 新建按钮 

点击按钮，弹出告警配置框，可以增加新的告警配置。 

⑥ 栏目按钮 

点击按钮，展开多选框列表，包含“类型“、“来源“、“排期“、“描述“、“告警级

别”、“更新时间“和“操作“选项，通过勾选可以控制告警配置列表中列的显示项

目，默认不显示“排期“和“更新时间”。 

⑦ 告警配置列表 

默认显示所有告警配置，可通过③进行告警配置的筛选显示。表格列的宽度、

位置不可调且不可排序，选中行做高亮显示。 



• 开启、关闭、删除 

通过第二列的 CheckBox 批量选中告警设置后进行批量操作，可以开启、关闭

或者删除一个或多个告警设置。 

• 展开 

点击“+”按钮，展开显示告警的详细信息，包括：来源、触发条件、最新更新时

间和排期。 

• CheckBox 勾选框 

点击列头中的 CheckBox，表示选中该页所有的告警配置；点击某一行或者多

行的 CheckBox，表示选中一个或者多个告警设置。选中之后，可以进行开

启、关闭和删除操作。 

• 类型 

显示配置的告警的类型，告警类型包含服务水平监测、可用性监测、异常监

测、突发变化监测、紧急事件监测和故障定位。类型可进行筛选，点击类型后

面的筛选器，会展开告警类型多选框列表，通过勾选点击确定可以筛选只列出

某些类型的告警设置，点击重置取消筛选列出所有的告警设置。该列不可排

序。 

• 来源 

显示告警的对象，对象以层级的形式显示，当批量告警选择多个数据源时，显

示“多数据源”，该列不可排序。鼠标移上去时，会显示具体的来源信息。 

• 排期 

显示告警的排期信息，该列不可排序。 

• 描述 

显示告警的描述信息，该列不可排序。 

• 告警级别 

显示告警的告警级别。告警级别可进行筛选，点击告警级别后面的筛选器，会



展开告警级别多选框列表，通过勾选点击确定可以筛选只列出某些告警级别的

告警设置，点击重置取消筛选列出所有的告警设置。该列不可排序。 

• 更新时间 

显示告警配置更新的时间，该列可排序。 

• 操作 

用于对告警配置的操作，包括编辑、删除、复制，该列不可排序。 

• 编辑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告警编辑框，可以修改告警配置。具体请参考告警编辑。 

• 删除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告警删除提示框，可以删除告警配置。 

• 复制 

点击复制按钮，弹出告警编辑框，复制当前选中行的所有配置内容，可以编辑

生成新的告警配置。 

• 开启关闭 

默认为打开状态，点击该按钮，该告警被关闭，条件满足时不会产生告警；再

次点击该按钮，该告警被开启，条件满足时会产生告警。 

• 翻页功能 

可跳至前一页、后一页、第一页、最后页。 

• 每页显示条数 

每页显示条数下拉框，默认选中“25条每页”。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可选信息 - 25 条每页、50 条每页、100 条每页、250 条每

页。 

展开后点击某个选项进行选中。 

⑦ 告警配置列表 

默认显示所有告警配置，可通过③进行告警配置的筛选显示。表格列的宽

度、位置不可调且不可排序，选中行做高亮显示。 

http://kb.netis.com.cn:8090/pages/viewpage.action?pageId=17859673#id-%E5%91%8A%E8%AD%A6%E9%A1%B5%E9%9D%A2-%E5%91%8A%E8%AD%A6%E7%BC%96%E8%BE%91


• 开启、关闭、删除 

通过第二列的 CheckBox 批量选中告警设置后进行批量操作，可以开启、

关闭或者删除一个或多个告警设置。 

• 展开 

点击“+”按钮，展开显示告警的详细信息，包括：来源、触发条件、最新

更新时间和排期。 

• CheckBox 勾选框 

点击列头中的 CheckBox，表示选中该页所有的告警配置；点击某一行或

者多行的 CheckBox，表示选中一个或者多个告警设置。选中之后，可以

进行开启、关闭和删除操作。 

• 类型 

显示配置的告警的类型，告警类型包含服务水平监测、可用性监测、异

常监测、突发变化监测、紧急事件监测和故障定位。类型可进行筛选，

点击类型后面的筛选器，会展开告警类型多选框列表，通过勾选点击确

定可以筛选只列出某些类型的告警设置，点击重置取消筛选列出所有的

告警设置。该列不可排序。 

• 来源 

显示告警的对象，对象以层级的形式显示，当批量告警选择多个数据源

时，显示“多数据源”，该列不可排序。鼠标移上去时，会显示具体的来

源信息。 

• 排期 

显示告警的排期信息，该列不可排序。 

• 描述 

显示告警的描述信息，该列不可排序。 

• 告警级别 

显示告警的告警级别。告警级别可进行筛选，点击告警级别后面的筛选



器，会展开告警级别多选框列表，通过勾选点击确定可以筛选只列出某

些告警级别的告警设置，点击重置取消筛选列出所有的告警设置。该列

不可排序。 

• 更新时间 

显示告警配置更新的时间，该列可排序。 

• 操作 

用于对告警配置的操作，包括编辑、删除、复制，该列不可排序。 

o 编辑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告警编辑框，可以修改告警配置。具体请参

考告警编辑。 

o 删除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告警删除提示框，可以删除告警配置。 

o 复制 

点击复制按钮，弹出告警编辑框，复制当前选中行的所有配置内

容，可以编辑生成新的告警配置。 

o 开启关闭 

默认为打开状态，点击该按钮，该告警被关闭，条件满足时不会

产生告警；再次点击该按钮，该告警被开启，条件满足时会产生

告警。 

• 翻页功能 

可跳至前一页、后一页、第一页、最后页。 

• 每页显示条数 

每页显示条数下拉框，默认选中“25 条每页”。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可选信息 - 25 条每页、50 条每页、100 条每页、250

条每页。 

展开后点击某个选项进行选中。 



5.2 告警级别设置 

 

① 导航 

显示“告警设置>级别设置”，级别设置为非超链接，点击告警设置，回到告

警管理页面。 

② 级别设置列表 

默认显示所有的告警级别设置。表格列的宽度、位置不可调，选中行做高

亮显示。 

• 颜色 

显示代表该行告警级别的颜色。 

• 级别代码 

显示代表该行告警级别的级别代码。 

• 级别名称 

显示代表该行告警级别的级别名称。 

• 操作 

用于对告警级别设置的操作，包括编辑。 



• 编辑 

点击编辑按钮，级别代码和级别名称变成可编辑状态，可以进行修改；

同时操作列的按钮变成保存和取消，点击保存，保存修改之后的设置，

点击取消，取消修改的设置。 

5.3 告警排除 

告警排除页面 

 

① 导航 

显示“告警设置>告警排除”，告警排除为非超链接，点击告警设置，回到告

警管理页面。 

② 新建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告警排除配置框，可以增加新的告警排除配置。具体

请参考告警排除编辑。 

③ 告警排除配置列表 

默认显示所有的告警排除配置。表格列的宽度、位置可调，选中行做高亮

显示。 

• 描述 

显示告警排除的描述信息，该列不可排序。 

• 时间范围 

显示告警排除的时间范围，该列不可排序。 



• 操作 

用于对告警排除配置的操作，包括编辑、删除、复制，该列不可排序。  

o 编辑 

点击链接，弹出告警排除编辑框，可以修改告警排除配置，具体

请参考告警排除编辑。 

o 删除 

点击链接，弹出告警排除删除提示框，可以删除告警排除配置。 

o 复制 

点击链接，弹出告警排除编辑框，复制当前选中行的所有配置内

容，可以编辑生成新的告警排除配置。 

告警排除编辑 

 

① 描述 

用户自定义的告警排除配置的相关描述信息。 

② 范围 

指定告警排除生效的时间范围和服务路径图，在此时间范围内的服务路径

图不会生成告警。 



• 时段 

设置告警排除生效的时段，包括日期和时间，可设置多个，最多 20 个，

最少 1 个。 

• 来源 

设置告警排除生效的来源，可点击下拉框选择服务路径图和组件。  

o 服务路径图 

指定告警排除的服务路径图，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所有可选路径

图。只支持单选。 

o 组件 

指定告警排除的组件，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路径图的所有组件和

*。支持单选或多选。支持 gsocp 组件选择。 

③ 确认和取消 

• 确认按钮 

保存当前告警排除配置。 

• 取消按钮 

取消当前告警排除配置。 

5.4 告警条件编辑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告警编辑的类型选择框，一共有 6 种告警类型，包括服务

水平监测、可用性监测、异常监测、突发变化监测、紧急事件监测和故障定

位。选择一种告警，点击。 

 



5.4.1 服务水平监测 

 

① 描述 

用户自定义的告警配置的相关描述信息。 

② 状态 

配置告警的状态，开启或者关闭。 

③ 数据来源 

配置告警的来源，点击添加数据源按钮，可以配置多个，一个告警来源可

以是路径图中的组件，也可以是任意维度，点击告警来源后面的“-”按钮，可以

删除该告警来源。 

• SPV 

指定告警的服务路径图，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所有可选路径图。 



• 组件 

指定告警的组件，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路径图的所有组件和*。支持单选

和多选。支持 G-SoCP 组件的选择。 

• 维度 

点击“+ 维度”按钮，会新增一行维度，包括维度和维度值（包含和排

除），点击维度行后面的“-”按钮，可以删除该维度。维度最多只能配置

两个。 

o 维度 

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组件包含的所有维度，维度类型包括：客户

端 IP、服务端 IP、站点、自定义维度以及返回码。 

o 维度值 

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该维度的所有维度值，不勾选“Exclude”时，

表示包含，可以选择适用于该告警配置的维度值；勾选“Exclude”

时，表示排除，可以选择不适用于该告警配置的维度值。支持输

入，输入值支持模糊匹配。可选择多个，选择结果显示用逗号隔

开。 

• + 数据来源 

点击“+ 数据来源”按钮，会多一行数据来源配置，包括：SPV、组件和维

度。 

④ 触发条件 

配置告警的触发条件。 

• 告警分级策略 

指定告警的分级策略，包含：单级别和按指标数值分级。选择单级别

时，只会触发一种告警级别；选择按指标数值分级时，根据配置的不同

的指标数值，会触发不同的告警级别。 



• 告警条件类型 

指定告警的条件类型，包含：单个条件和复合条件，复合条件最多有两

条。 

• 条件 

指定告警的触发条件，满足条件时，告警被触发，条件分为持续时间、

指标、逻辑、指标值、触发的告警级别。 

o 持续时间 

指定过去多长时间，如果每一分钟均满足告警条件才会触发告

警。可选值包括：1 分钟、2 分钟、3 分钟、4 分钟、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45 分钟、60 分钟。 

o 指标 

四大基础性能指标，交易量、响应率、响应时间、成功率。 

o 逻辑 

告警的逻辑，包含：高于和低于，对应的逻辑关系为>和<。 

o 指标数值 

触发告警的指标值，必需是>=0 的数字。 

o 告警级别 

单级别时，触发的告警级别下拉列表中显示告警级别设置的所有

告警级别，可以选择要触发的告警级别。 

按指标数值分级时，根据设置的告警级别的个数，显示几个告警

触发条件，每个条件后面显示触发的告警级别和开启关闭按钮。

默认为开启状态，当关闭时，逻辑和指标值为禁用状态，不能编

辑。最少需要开启两个。 

⑤ 排期 

指定告警生效的时间范围，在此时间范围内才进行告警。 



• 告警时段 

设置告警生效的时段，包含星期和小时。  

o 星期 

以每周为对象，设置告警生效的星期几。 

o 小时 

以天为对象，设置告警生效的时间段。可以是 24 小时，也可以点

击选中的自定义时间段，时间段最多设置五个，最少一个。 

⑥ 告警模拟 

对如上的告警配置做一个模拟告警显示，来验证告警配置是否正确。 

• 时间范围筛选框 

指定应用如上告警配置的真实数据时间范围，默认选取告警配置开始的

前 10 分钟。 

• 模拟按钮 

执行模拟操作，模拟完成后，会在下方展开一个模拟结果区域，包括告

警数量及告警时序图。 

⑦ 确认和取消 

• 确认按钮 

保存当前告警配置。 

取消按钮 

取消当前告警配置。 



5.4.2 可用性监测 

 

描述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①描述，状态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

② 状态，数据来源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③数据来源，排期具体请参考服

务水平监测⑤排期，确认和取消具体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⑦确认和取消。 

① 触发条件 

配置告警的触发条件。具体告警逻辑请参考告警逻辑#可用性监测。 

• 告警分级策略 

指定告警的分级策略，包含：单级别和按指标数值分级。选择单级别

时，只会触发一种告警级别；选择按指标数值分级时，根据配置的不同

的指标数值，会触发不同的告警级别。 

• 条件 

指定告警的触发条件，满足条件时，告警被触发，条件分为持续时间、

指标、逻辑、指标值、触发的告警级别。 



o 持续时间 

指定过去多长时间，如果每一分钟均满足告警条件才会触发告

警。可选值包括：1 分钟、2 分钟、3 分钟、4 分钟、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45 分钟、60 分钟。 

o 指标 

告警的指标，包含：总交易量、平均交易量、平均响应时间、平

均响应率、平均成功率。 

o 逻辑 

告警的逻辑，包含：高于和低于，对应的逻辑关系为>和<。 

o 指标数值 

触发告警的指标值，必需是>=0 的数字。 

o 告警级别 

单级别时，触发的告警级别下拉列表中显示告警级别设置的所有

告警级别，可以选择要触发的告警级别。 

按指标数值分级时，根据设置的告警级别的个数，显示几个告警

触发条件，每个条件后面显示触发的告警级别和开启关闭按钮。

默认为开启状态，当关闭时，逻辑和指标值为禁用状态，不能编

辑。最少需要开启两个。 



5.4.3 异常监测 

 

描述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①描述，状态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②状

态，排期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⑤排期，确认和取消具体参考服务水平监测

⑦确认和取消。 

① 数据来源 

配置告警的来源，点击添加数据源按钮，可以配置多个，一个告警来源可

以是路径图中的组件，也可以是任意维度，点击告警来源后面的“-”按钮，可以

删除该告警来源。 

• SPV 

指定告警的服务路径图，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所有可选路径图。 

• 组件 

指定告警的组件，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路径图的所有组件和*。支持单选

和多选。支持 G-SoCP 组件的选择。 



• 维度 

当触发条件中基线类型选择平均值时，不显示维度配置，不能配置维

度；选择移动平均值，显示维度配置，可以配置维度。 

点击“+ 维度”按钮，会新增一行维度，包括维度和维度值（包含和排

除），点击维度行后面的“-”按钮，可以删除该维度。维度最多只能配置

两个。 

o 维度 

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组件包含的所有维度，维度类型包括：客户

端 IP、服务端 IP、站点、自定义维度以及返回码。 

o 维度值 

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该维度的所有维度值，不勾选“Exclude”时，

表示包含，可以选择适用于该告警配置的维度值；勾选“Exclude”

时，表示排除，可以选择不适用于该告警配置的维度值。支持输

入，输入值支持模糊匹配。可选择多个，选择结果显示用逗号隔

开。 

• + 数据来源 

点击“+ 数据来源”按钮，会多一行数据来源配置，包括：SPV、组件和维

度。 

② 触发条件 

配置告警的触发条件。 

• 告警分级策略 

指定告警的分级策略，包含：单级别。选择单级别时，只会触发一种告

警级别。 

• 条件 

指定告警的触发条件，满足条件时，告警被触发，条件分为持续时间、

基线类型、指标、逻辑、指标偏移比例值、触发的告警级别。 



o 持续时间 

指定过去多长时间，如果每一分钟均满足告警条件才会触发告

警。可选值包括：1 分钟、2 分钟、3 分钟、4 分钟、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45 分钟、60 分钟。 

o 基线类型 

告警的基线类型，包含：平均值和移动平均值。 

o 指标 

告警的指标，包含：交易量、响应时间、成功率。 

o 逻辑 

告警的逻辑，包含：正偏离、负偏离、正偏离或负偏离，对应的

逻辑关系为>、<、>或<。 

o 指标偏移比例值 

触发告警的指标偏移比例值，必需是>=0 的数字。 

告警级别 

单级别时，触发的告警级别下拉列表中显示告警级别设置的所有告警级别，可

以选择要触发的告警级别。 



5.4.4 突发变化监测 

 

描述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①描述，状态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②状

态，数据来源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③数据来源，排期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

监测⑤排期，确认和取消具体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⑦确认和取消。 

① 触发条件 

配置告警的触发条件。具体告警逻辑请参考告警逻辑#突发变化监测。 

• 告警分级策略 

指定告警的分级策略，包含：单级别和按指标数值分级。选择单级别

时，只会触发一种告警级别；选择按指标数值分级时，根据配置的不同

的指标数值，会触发不同的告警级别。 

• 条件 

指定告警的触发条件，满足条件时，告警被触发，条件分为持续时间、

指标、逻辑、指标变化比例值、触发的告警级别。 



o 持续时间 

指定过去多长时间，如果每一分钟均满足告警条件才会触发告

警。可选值包括：1 分钟、2 分钟、3 分钟、4 分钟、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45 分钟、60 分钟。 

o 指标 

四大基础性能指标，交易量、响应率、响应时间、成功率。 

o 逻辑 

告警的逻辑，包含：上涨、下跌、波动，对应的逻辑关系为>、

<、>或<。 

o 指标变化比例值 

触发告警的指标变化比例值，必需是>=0 的数字。 

o 告警级别 

单级别时，触发的告警级别下拉列表中显示告警级别设置的所有

告警级别，可以选择要触发的告警级别。 

按指标数值分级时，根据设置的告警级别的个数，显示几个告警

触发条件，每个条件后面显示触发的告警级别和开启关闭按钮。

默认为开启状态，当关闭时，逻辑和指标值为禁用状态，不能编

辑。最少需要开启两个。 



5.4.5 紧急事件监测 

 

描述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①描述，状态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②状

态，排期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⑤排期，确认和取消具体参考服务水平监测

⑦确认和取消。 

①  数据来源 

没有“+ 数据来源”按钮，只能添加一个数据来源。 

• SPV 

指定告警的服务路径图，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所有可选路径图。 

• 组件 

指定告警的组件，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路径图的所有组件和*。支持单选

和多选。支持 G-SoCP 组件的选择。 

• 维度 

点击“+ 维度”按钮，会新增一行维度，包括维度和维度值（包含和排

除），点击维度行后面的“-”按钮，可以删除该维度。维度最多只能配置

两个。 



o 维度 

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组件包含的所有维度，维度类型包括：客户

端 IP、服务端 IP、站点、自定义维度以及返回码。 

o 维度值 

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该维度的所有维度值，不勾选“Exclude”时，

表示包含，可以选择适用于该告警配置的维度值；勾选“Exclude”

时，表示排除，可以选择不适用于该告警配置的维度值。支持输

入，输入值支持模糊匹配。可选择多个，选择结果显示用逗号隔

开。 

② 触发条件 

配置告警的触发条件。 

• 条件 

指定告警的触发条件，满足条件时，告警被触发，条件分为持续时间、

事件、次数、触发的告警级别。 

o 持续时间 

指定过去多长时间，如果满足告警条件才会触发告警。可选值包

括：1 秒、2 秒、3 秒、4 秒、5 秒、10 秒、15 秒、30 秒、45

秒、60 秒。 

o 事件 

▪ 维度 

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组件包含的所有维度，维度类型包

括：客户端 IP、服务端 IP、站点、自定义维度以及返回

码。 

注意：维度下拉列表中只会列出除数据来源以外的维度。 

▪ 维度值 

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该维度的所有维度值，不勾选



“Exclude”时，表示包含，可以选择适用于该告警配置的维

度值；勾选“Exclude”时，表示排除，可以选择不适用于该

告警配置的维度值。支持输入，输入值支持模糊匹配。可

选择多个，选择结果显示用逗号隔开。 

o 次数 

持续时间内任意一个事件出现超过的次数，必需是>=0 的整数。 

o 告警级别 

告警触发的级别，下拉列表中显示告警级别设置的所有告警级

别，可以选择要触发的告警级别。 

5.4.6 故障定位 

 

对于一个 SPV，只能定义一个故障定位告警配置。 

描述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①描述，状态具体请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②状

态，确认和取消具体参考服务水平监测⑦确认和取消。 

① 数据来源 

配置故障定位的来源，告警的来源只能是服务路径图。 

• SPV 

指定告警的服务路径图，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所有可选服务路径图。 



② 触发条件 

配置故障定位的触发条件。 

• 自动故障定位 

采用默认的故障定位逻辑进行故障定位。 

• 自定义故障定位 

采用用户自定义的故障定位逻辑进行故障定位。 

5.5 告警记录 

5.5.1 告警记录页面 

 

①导航 



显示“告警记录”，非超链接。 

②筛选项 

• 日期时间范围筛选框 

可以通过输入或者使用日历时间控件点击选择时间范围。 

• 过滤条件筛选框 

默认为空。可以点击筛选框选择下拉框中的值或者直接输入过滤项，回

车后会出现一个单独的过滤项（后面有一个叉叉，鼠标移到叉叉上，变

成小手的标志，点击叉叉，该过滤项会被删除），可以输入或者选择多

个过滤项。 

点击筛选框，会出现一个下拉框，可以直接选择下拉框中的值或者输入

过滤项，输入时会有模糊匹配项提示，回车后筛选项会显示在筛选框

中。 

下拉框中的过滤项包括：SPV、组件、站点、多维度、app*、cap*、服务

路径图名称、组件名称、告警类型、维度名称、站点名称、服务器 IP、

客户端 IP、告警状态等。 

• 刷新按钮 

点击刷新按钮，按当前筛选条件进行筛选显示数据，刷新过程中按钮变

成“X”的样式，可点击取消刷新，筛选结束按钮恢复原样。 

③查询结果 

• 匹配的记录 

显示匹配筛选条件和日期时间范围的记录条数。 

• 导出 CSV 

点击导出 CSV 按钮可导出所有显示的返回结果。 

• 栏目 

点击展开多选框列表，包括“最新发生时间”、“来源”、“类型”、“事件”、



“最新告警值”、“触发时间”、“持续时间”、“状态”、“最高告警级别”、“操

作”。 

默认勾选上“最新发生时间”、“来源”、“事件”、“持续时间”、“状态”、“最

高告警级别”、“操作”，与告警记录列表的列名保持一致。 

去掉勾选则告警记录列表不显示该项，添加勾选则告警记录列表显示该

项，列表只剩一项时无法去勾选。 

• 翻页功能 

可跳至上一页，向前 5 页，页码，向后 5 页，下一页。每页显示条数可

以选择 25 条、50 条、100 条、250 条。 

• 结果信息列表 

列标题中只有“最新发生时间”和“触发时间”后面有排序的标志。点击之

后箭头向上变绿色，按该列升序排列，箭头向下变绿色，按该列降序排

列。默认按最新发生时间排序。 

列标题中“类型”、“状态”、“最高告警级别”后面有筛选标志。点击后出现

下拉列表，勾选后点击确定可以实现筛选，点击重置则清除所有筛选

项。 

o 展开按钮 

点击可以展开详细告警内容，具体内容如下。每次仅可展开一条

告警记录的详细内容。  

▪ 服务水平监测 

显示内容包括曲线图、事件、来源、触发条件、触发时

间、持续时间、最高告警级别。 

曲线图显示首次触发时间前十分钟到告警结束后十分钟对

应告警指标的曲线图，如告警未关闭，则曲线图持续展示

指标曲线。曲线图会显示告警级别虚柱线。 

触发条件与告警设置的触发条件一致。 

▪ 可用性监测 

显示内容包括曲线图、事件、来源、触发条件、触发时



间、持续时间、最高告警级别。 

曲线图显示首次触发时间前十分钟到告警结束后十分钟对

应告警指标的曲线图，如告警未关闭，则曲线图持续展示

指标曲线。曲线图会显示告警级别虚柱线。 

触发条件与告警设置的触发条件一致。 

▪ 异常监测 

显示内容包括曲线图、事件、来源、触发条件、触发时

间、持续时间、最高告警级别。 

曲线图显示首次触发时间前十分钟到告警结束后十分钟对

应告警指标的曲线图，如告警未关闭，则曲线图持续展示

指标曲线。移动平均值基线会显示灰色基准区域，平均值

基线会显示黄色基准线。曲线图会显示告警级别虚柱线。 

触发条件与告警设置的触发条件一致。 

▪ 突发变化监测 

显示内容包括曲线图、事件、来源、触发条件、触发时

间、持续时间、最高告警级别。 

曲线图显示首次触发时间前十分钟到告警结束后十分钟对

应告警指标的曲线图，如告警未关闭，则曲线图持续展示

指标曲线。曲线图会显示告警级别虚柱线。 

触发条件与告警设置的触发条件一致。 

▪ 紧急事件监测 

显示内容包括事件、来源、触发条件、触发时间、最高告

警级别、当前状态、持续时间、最后触发时间、总共#事

件、在交易追踪中查看细节。 

总共#事件显示紧急事件触发的总次数。 

在交易追踪中查看细节，点击交易追踪绿色链接可以跳转

到交易追踪页面查询产生告警的时间段该事件值的交易明

细。 



▪ 故障定位 

显示内容包括事件、来源、触发条件、触发时间、持续时

间。 

o 最新发生时间 

该事件发生告警的最新时间。 

o 来源 

数据来源，显示内容与事件匹配，鼠标移上去会显示完整信息。 

多维的服务水平监测告警、可用性监测告警、移动平均值的异常

监测告警、突发变化监测告警、紧急事件监测告警格式为：

SPV=[路径图名称]：组件=[组件名称] : [维度名称]=[维度值] 

站点的服务水平监测告警、可用性监测告警、移动平均值的异常

监测告警、突发变化监测告警、紧急事件监测告警格式为：

SPV=[路径图名称]：组件=[组件名称] : 站点=[站点名称] 

客户端 IP 的服务水平监测告警、可用性监测告警、移动平均值的

异常监测告警、突发变化监测告警、紧急事件监测告警格式为：

SPV=[路径图名称]：组件=[组件名称] : 客户端 IP=[客户端 IP] 

服务器 IP 的服务水平监测告警、可用性监测告警、移动平均值的

异常监测告警、突发变化监测告警、紧急事件监测告警格式为：

SPV=[路径图名称]：组件=[组件名称] : 服务器 IP=[服务器 IP] 

组件的服务水平监测告警、可用性监测告警、异常监测告警、突

发变化监测告警格式为：SPV=[路径图名称]：组件=[组件名称] 

故障定位告警格式为：SPV=[路径图名称] 

o 类型 

包括服务水平监测、可用性监测、异常监测、突发变化监测、紧

急事件监测、故障定位六种类型筛选。 

o 事件 



告警的具体事件，鼠标移上去会显示完整信息。  

多维的服务水平监测告警、可用性监测告警、移动平均值的异常

监测告警、突发变化监测告警、紧急事件监测告警为超链接，点

击跳转至该组件所在捕获点的应用层视图页面，时间范围为选中

时间片所在的一小时时间段，且选中对应的维度。  

站点的服务水平监测告警、可用性监测告警、移动平均值的异常

监测告警、突发变化监测告警、紧急事件监测告警为超链接，点

击跳转至该组件所在捕获点的应用层视图页面，时间范围为选中

时间片所在的一小时时间段，且选中对应的站点。  

客户端 IP 的服务水平监测告警、可用性监测告警、移动平均值的

异常监测告警、突发变化监测告警、紧急事件监测告警为超链

接，点击跳转至该组件所在捕获点的应用层视图页面，时间范围

为选中时间片所在的一小时时间段。  

服务器 IP 的服务水平监测告警、可用性监测告警、移动平均值的

异常监测告警、突发变化监测告警、紧急事件监测告警为超链

接，点击跳转至该组件所在捕获点的应用层视图页面，时间范围

为选中时间片所在的一小时时间段，且选中对应的服务器 IP。  

组件的服务水平监测告警、可用性监测告警、异常监测告警、突

发变化监测告警、紧急事件监测告警为超链接，点击跳转至该组

件所在捕获点的应用层视图页面，时间范围为选中时间片所在的

一小时时间段。  

故障定位告警为超链接，点击跳转至路径图所在的服务路径仪表

台页面，时间范围为触发时间所在的一小时时间段，指针指在触

发时间所在的时间片上。  

o 最新告警值 

告警的最新一分钟的数据值。紧急事件监测的最新告警值为空。 

o 触发时间 

最早触发告警的时间。 



o 持续时间 

告警的持续时间。 

o 状态 

告警状态，包括“开启”、“关闭”。 

o 最高告警级别 

该条告警记录触发的最高告警级别。 

o 操作 

故障定位告警显示“提取数据包”，提取内容为从该故障定位告警

触发时间前 1 分钟至最后发生时间的 pcap 数据包，数据包来源在

/opt/bpc/var/backup/errorlocate/，合并 pcap 数据包后以 zip 包格

式下载。如提取时间内无 pcap 数据，“提取数据包”操作状态灰化

不可点击。 

仅有 “forensic” 权限的用户，可以看到该操作，没有该权限的角

色看不到这项操作。 

服务水平监测的响应时间、响应率、成功率三种指标触发的告

警，显示“分析”，点击后跳转到告警成因分析页面。 



5.5.2 告警成因分析 

 

①导航 

显示“告警记录 > 自动告警成因分析 > 告警触发时间”，其中告警记录可以点

击返回告警记录页面。 

②分析结果 



• 告警 

显示描述、数据来源、条件、事件、最后告警值、触发时间、持续时

间、最高告警级别信息。 

• 故障现场 

显示告警指标曲线图，时间轴为告警触发开始的前后各 15 分钟。图上显

示最大值或最小值的数据图例。 

• 分析 

原始维度显示分析的数据维度。 

时间为对应最大值或最小值的数据时间。 

表格展示了各维度的分析结果。每个维度仅展开 Top5 条记录。从第一维

度开始按影响度排序，取影响度最大的记录用黄色亮条表示并继续其他

维度展开，直到所有维度都展开为止。 

 



6 报表 

6.1 报表页面 

6.1.1 报表管理 

 

①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报表”，无超链接。 

②选中的 

当前选中的报表个数。勾选复选框则选中所有报表配置，所有报表项高亮显

示，显示选中报表的条数，右上角显示删除按钮。点击“删除”按钮后被选中的

报表被删除。去勾选复选框后，所有报表项不选中，正常显示，选中报表的条

数为 0，删除按钮隐藏。 

③新建 

点击则弹出新建对话框。参见⑥新建对话框。 



④栏目 

点击则弹出所有栏目名称。勾选复选框则在配置列表中显示该栏目，不勾选则

不显示。 

⑤报表配置列表 

显示所有已创建的报表配置。所有列可拖拽释放以调整列的位置。 

• 复选框 

点击复选框可勾选或去勾选报表配置条目。当选中报表后，被选中的报

表高亮显示，列表左上角显示选中的报表数目，列表右上角显示“删除”

按钮。点击“删除”按钮后被选中的报表被删除。去勾选后，报表项不选

中，正常显示。若没有选中的报表，则“删除”按钮隐藏，否则显示。 

• 报表 

报名名称，为报表设置中 label 元素的内容。点击名称或名称后的升序/

降序箭头可切换升序/降序排序。点击报表名称可查看报表运行的结果归

档。 

• 排期 

报表运行时间，默认不展现，内容为报表设置中 cron 元素的内容，按照

cron 元素中指定的时间会自动执行报表。点击名称或名称后的升序/降序

箭头可切换升序/降序排序。 

• 时间范围 

统计数据的时间范围，根据不同的报表展示不同。日报表为前一天、周

报表为上一周、月报表为上个月、日环比为前一天、周环比为上一周、

月环比为上个月、日同比为前一天、月同比为上个月、累计时间报表为

所有路径图中最大周期对应的时间。点击名称或名称后的升序/降序箭头

可切换升序/降序排序。 



• 归档 

报表运行结果数。执行或删除报表均增加或减少归档数。点击名称或名

称后的升序/降序箭头可切换升序/降序排序。 

• 最近 

最后一次运行报表的时间。点击名称或名称后的升序/降序箭头可切换升

序/降序排序。 

• 操作  

o 立即运行 

立刻执行报表。 

o 设置 

编辑和修改报表配置。点击“设置”弹出编辑对话框，参见⑦ 编

辑对话框。 

⑥新建对话框 

 

以 XML 格式显示默认的报表样例，语法高亮，并显示行号和竖直滚动条。 



• 取消 

点击“取消”弹出提示信息询问继续或停留。点击“继续”则关闭当前对话

框。点击“停留”则停留在当前对话框。 

• 确认 

点击“确认”创建一条新的报表配置。 

• 关闭 

点击“关闭”弹出提示信息询问继续或停留。点击“继续”则关闭当前对话

框；点击“停留”则停留在当前对话框。 

⑦编辑对话框 

 

以 XML 格式显示最近一次保存的报表配置。语法高亮，并显示行号和竖直滚动

条，用户可编辑配置。编辑对话框标题与新建对话框标题不同，其他按钮操作

和验证功能与⑥新建对话框的相同。 



• 取消 

点击“取消”弹出提示信息询问继续或停留。点击“继续”则关闭当前对话

框，不保存修改。点击“停留”则停留在当前对话框。 

• 确认 

点击“确认”首先验证配置文件，若有格式错误则在行号的左边显示出错

提示。配置无报错则保存配置并关闭对话框。 

• 关闭 

点击“关闭”弹出提示信息询问继续或停留。点击“继续”则关闭当前对话

框；点击“停留”则停留在当前对话框。 

6.1.2 报表归档 

 

①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报表 > 报表样例 1”，其中“报表”有超链接。点击报表“报表”进

入报表管理页面；“报表样例 1”为当前页面名称，无超链接。 

②选中的 



当前选中的报表归档数目。点击复选框可勾选或去勾选报表归档条目。被选中

的条目高亮显示，列表左上角显示选中的数目，列表右上角显示“删除”按钮。

点击“删除”按钮后被选中的条目被删除。去勾选后，报表归档条目不选中，正

常显示。若没有被选中的条目，则“删除”按钮隐藏，否则显示。 

③栏目 

点击则弹出所有栏目名称。勾选复选框则在配置列表中显示该栏目，不勾选则

不显示。 

④报表归档列表 

显示所有当前报表配置运行的结果归档。所有列可拖拽释放以调整列的位置。 

• 复选框 

点击复选框可勾选或去勾选报表配置条目。当选中报表后，被选中的条

目高亮显示，列表左上角显示被选中的条目个数，列表右上角显示“删

除”按钮，点击“删除”按钮后被选中的条目被删除。去勾选后，归档条目

不选中，正常显示。 

• 报表 

报表运行的时间，点击名称或名称后的升序/降序箭头可切换升序/降序

排序。点击可查看归档结果，参见报表结果。 

• 报告时间 

报告生成的时间，点击名称或名称后的升序/降序箭头可切换升序/降序

排序。 

6.2 报表配置 

6.2.1 报表配置公共部分 

• 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必

需

项 

label string 

报表的名称，显示在报表管

理页面中的报表配置列表的

“报表”列和报表结果的标题

中 

 

description string 
报表的说明，显示在报表结

果页面中的报表描述中 
 

schedule 

   
 

cron 
 

string 

定义报表的运行时间，由 5

部分组成，用空格分隔，从

左到右依次代表分钟、小

时、天、月、星期。例如：

* 2,3,4 * * *，表示每天的二

三四点运行 

分钟时间范围：0-59 

小时时间范围：0-23 

天时间范围：1-31 

月时间范围：1-12 

星期时间范围：0-6（0 表

示星期天） 

 



row 

  

报表使用 row 做行布局，

一组<row></row>标签表示

一行，每一行都是独立的，

一行里最多只能包含两列。

可设置多个行 

 

panel 

 

 

 

 

 
 

  

报表使用 panel 做列布局，

一组<panel></panel>标签表

示一列，一列里只能包含一

个报表 

 

title string 

该列中图表的标题，显示在

报表结果页面中该列图表的

标题中 

 

datasource 

 
 

   

定义报表的

数据来源，

显示在报表

结果页面中

该列图表的

左上方，跟

标题同一行

显示 

 

spv  string 

定义报表的

数据来自哪

些服务路径

图 

 



cap  string 

定义报表的

数据来自哪

些捕获点，

支持 gsocp

配置 

 

dimension 

 string 

定义报表的

数据来自哪

些维度 

 

@name string 

维度的名

称，包括：

site、

ip_src、

ip_dst、

ret_code 以

及自定义维

度。只允许

一个

dimension，

但可以填多

个值，用逗

号隔开 

 

chart  

定义报表的显示格式和内

容。具体配置见下面每种报

表的配置 

 

reportPeriod  
定义报表周期。具体配置见

下面每种报表的配置 
 



• 示例 

report   

<report> 

  <label>Report 样例</label> 

  <description>Report Description</description> 

  <schedule> 

    <cron> 

      <!-- 

        定义报表运行时间，crontab格式 

        分钟 小时 天 月 星期 

        每天 3点运行 

        0 3 * * * 

        每周一 2点 15分运行 

        15 2 * * 1 

        每月 1号 4点运行 

        0 4 1 * * 

      --> 

      10 3 * * * 

    </cron> 

  </schedule> 

  <row> 

    <panel> 

      <title>交易类型成功率日报表</title> 

      <dataSource> 

        <spv>app1</spv> 

        <cap>cap2</cap> 

        <dimension name="site">1,2</dimension> 

      </dataSource> 

      <chart> 

        ... 

      </chart> 



      <reportPeriod> 

        ... 

      </reportPeriod> 

    </panel> 

    <panel> 

      <title>响应率周报表</title> 

      <dataSource> 

        <spv>app1</spv> 

        <cap>cap2</cap> 

      </dataSource> 

      <chart> 

        ... 

      </chart> 

      <reportPeriod> 

        ... 

      </reportPeriod> 

    </panel> 

  </row> 

  <row> 

    <panel> 

      <title>站点交易量超出阈值时间 10/day累计图</title> 

      <dataSource> 

        <spv>app1</spv> 

        <cap>cap3</cap> 

      </dataSource>     

      <chart> 

          ... 

      </chart> 

      <reportPeriod> 

        ... 

      </reportPeriod> 

     </panel> 



  </row> 

</report> 

6.2.2 普通报表 

• 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必

需

项 

chart   
定义报表的显示

格式和内容 
 



type string 

图表类型，包括

line（线图）、

table（表格）、

column（柱状

图）、pie（饼

图）、bar（条

形图）、

stackedColumn

（堆叠柱状

图）、

stackedBar（堆

叠条形图）。 

每个 chart 标签

下只能有一种

type 的图表，

stackedColumn

和 stackedBar 两

种图形需要

<dimension>配

置两个非 ts 字

段作为维度 

 

metric string 

指标，包括四大

指标

trans_count、

succ_rate、

duration、

rr_rate 以及自定

义指标 

 



dimension string 

维度，包括 ts、

site、ip_src、

ip_dst、

ret_code 以及自

定义的维度。只

允许一个

dimension，但

最多可以填写两

个值，用逗号隔

开 

 

granularity 

 int 

颗粒度，包括

1m、5m、

15m、1h、1d，

不可填其他颗粒

度，否则会报

错。当

dimension 为 ts

时，必须要配颗

粒度，否则前台

校验不通过 

 

@unit string 

时间单位，可选

值：minute，

hour，day，分

别表示分钟，小

时，天 

 

referenceLin

e 
int 参考线 

 



sort string 

排序，包括

asc、desc，分表

表示升序、降

序，按照 metric

的值进行排序。

必须搭配维度一

起使用 

 

top int 

按照排序，控制

显示的数据个

数，例如 top 为

3，即显示排序

后前 3 条数据。

必须搭配维度和

排序一起使用 

 

reportPeriod   定义报表周期 
 



period string 

包括 day、

week、month，

分别表示日报

表、周报表、月

报表 

不论是定时生成

或是立即运行 

日报表的数据皆

为生成报表这刻

的前一日的数

据，即生成昨天

的报表 

周报表的数据皆

为生成报表这刻

的前一周的数

据，即生成上周

的报表，一周的

第一天是星期日 

月报表的数据皆

为生成报表这刻

的前一月的数

据，即生成上月

的报表 

 

• 示例 

普通报表  



<panel> 

  <title>上月</title> 

 

  <dataSource> 

 <spv>app4</spv> 

 <cap>cap3</cap> 

  </dataSource> 

 

  <chart> 

 <type>stackedBar</type> 

 <metric>rr_rate</metric> 

 <dimension>ret_code</dimension> 

 <granularity unit="hour">1</granularity> 

 <referenceLine>1000</referenceLine> 

 <sort>asc</sort> 

    <top>10</top> 

  </chart> 

 

  <reportPeriod> 

 <!-- day, week, month --> 

 <period>month</period> 

  </reportPeriod> 

</panel> 

6.2.3 同比报表 

• 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必

需

项 



chart 

  
定义报表的显示格

式和内容 
 

@compare string 
同比时，值为

periodOverPeriod 
 

type string 
同比报表只有

table 类型 
 

period string 

同比的比较周期，

用来表示与哪个周

期的数据进行同

比，配合同比图中

报表周期

reportPeriod 使用 

目前匹配方式只有

两种：报表周期为

day&比较周期为

week、报表周期

为 month&比较周

期为 year 

 

metric string 

指标，包括四大指

标 trans_count、

succ_rate、

duration、rr_rate

以及自定义指标 

 



dimension string 

维度，包括 ts、

site、ip_src、

ip_dst、ret_code

以及自定义的维

度。只允许一个

dimension，但最

多可以填写两个

值，用逗号隔开 

 

granularity 

 int 

颗粒度，包括

1m、5m、15m、

1h、1d，不可填其

他颗粒度，否则会

报错。当

dimension 为 ts

时，必须要配颗粒

度，否则前台校验

不通过 

 

@unit string 

时间单位，可选

值：minute，

hour，day，分别

表示分钟，小时，

天 

 



businessTime 

  

业务时间范围，显

示在报表结果页面

中该列图表的最下

方的横线下，左边

显示业务时间范

围，右边显示比较

的当前业务时间 

 

weekday string 

星期，多个值用逗

号分隔，0 代表星

期天 

 

timerange string 
时间范围，多个值

用逗号分隔 
 

sort string 

排序，包括 asc、

desc，分表表示升

序、降序，按照

metric 的值进行排

序。必须搭配维度

一起使用 

 

top int 

按照排序，控制显

示的数据个数，例

如 top 为 3，即显

示排序后前 3 条数

据。必须搭配维度

和排序一起使用 

 

reportPeriod   定义报表周期 
 



period string 

包括 day、

month，分别表示

日同比、月同比 

不论是定时生成或

是立即运行 

日同比的数据皆为

生成报表这刻的前

一日（星期几）与

上个星期的同一个

星期几的指标增长

率报表，即生成昨

天和上个星期的同

一个星期几的指标

增长率报表 

月同比的数据皆为

生成报表这刻的前

一月与去年的同一

个月的指标增长率

报表，即生成上个

月和去年的这个月

指标增长率报表 

 

• 示例 

同比报表 

<panel> 

  <title>上个月与去年的上个月比较</title> 

 



  <dataSource> 

 <spv>app4</spv> 

 <cap>cap2</cap> 

  </dataSource> 

 

  <!-- 同比 --> 

  <chart compare="periodOverPeriod"> 

   <type>table</type> 

   <period>year</period> 

   <metric>trans_count</metric> 

   <businessTime> 

    <weekday>0,1,2,3,4,5,6</weekday> 

    <timeRange>00:00-24:00</timeRange> 

   </businessTime> 

  </chart> 

 

  <reportPeriod> 

 <!-- day, week, month --> 

 <period>month</period> 

  </reportPeriod> 

</panel> 

6.2.4 环比报表 

• 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必

需

项 

chart   
定义报表的显示

格式和内容 
 



@compare string 
环比时，值为

periodOnPeriod 
 

type string 
环比报表只有

table 类型 
 

metric string 

指标，包括四大

指标

trans_count、

succ_rate、

duration、

rr_rate 以及自定

义指标 

 

dimension string 

维度，包括 ts、

site、ip_src、

ip_dst、

ret_code 以及自

定义的维度。只

允许一个

dimension，但

最多可以填写两

个值，用逗号隔

开 

 



granularity 

 int 

颗粒度，包括

1m、5m、

15m、1h、1d，

不可填其他颗粒

度，否则会报

错。当

dimension 为 ts

时，必须要配颗

粒度，否则前台

校验不通过 

 

@unit string 

时间单位，可选

值：minute，

hour，day，分

别表示分钟，小

时，天 

 

businessTime 

  

业务时间范围，

显示在报表结果

页面中该列图表

的最下方的横线

下，左边显示业

务时间范围，右

边显示比较的当

前业务时间 

 

weekday string 

星期，多个值用

逗号分隔，0 代

表星期天 

 



timerange string 
时间范围，多个

值用逗号分隔 
 

sort string 

排序，包括

asc、desc，分表

表示升序、降

序，按照 metric

的值进行排序。

必须搭配维度一

起使用 

 

top int 

按照排序，控制

显示的数据个

数，例如 top 为

3，即显示排序

后前 3 条数据。

必须搭配维度和

排序一起使用 

 

reportPeriod   定义报表周期 
 



period string 

包括 day、

week、month，

分别表示日环

比、周环比、月

环比 

不论是定时生成

或是立即运行 

日报表的数据皆

为生成报表这刻

的前一日与再前

一日的指标增长

率报表，即昨天

和前天指标增长

率报表 

周报表的数据皆

为生成报表这刻

的前一周与再前

一周的指标增长

率报表，即上周

和上上周指标增

长率报表 

月报表的数据皆

为生成报表这刻

的前一月与再前

一月的指标增长

率报表，即上个

 



月和上上个月指

标增长率报表 

• 示例 

环比报表 

<panel> 

  <title>上个月和上上个月交易量比较</title> 

 

  <dataSource> 

 <spv>app4</spv> 

 <cap>cap2</cap> 

  </dataSource> 

 

  <!-- 环比 --> 

  <chart compare="periodOnPeriod"> 

   <type>table</type> 

   <metric>trans_count</metric> 

   <dimension>ip_dst</dimension> 

   <sort>desc</sort> 

   <top>5</top> 

   <businessTime> 

    <weekday>0,1,2,3,4,5,6</weekday> 

    <timeRange>00:00-24:00</timeRange> 

   </businessTime> 

  </chart> 

 

  <reportPeriod> 

 <!-- day, week, month --> 

 <period>month</period> 

  </reportPeriod> 

</panel> 



6.2.5 累计时间报表 

累计时间是一个基于”基础统计指标”的高级统计指标，指某个指标超出阈值的

时间之和，单位秒。 

• 参数 

名称 类型 描述 

必

需

项 

chart   
定义报表的显示

格式和内容 
 



type string 

图表类型，包括

line（线图）、

table（表格）、

column（柱状

图）、pie（饼

图）、bar（条

形图）、

stackedColumn

（堆叠柱状

图）、

stackedBar（堆

叠条形图） 

每个 chart 标签

下只能有一种

type 的图表，

stackedColumn

和 stackedBar 两

种图形需要

<dimension>配

置两个非 ts 字

段作为维度 

 



baseMetric string 

指标，只能用在

累计时间报表，

值同 metric，包

括四大指标

trans_count、

succ_rate、

duration、

rr_rate 以及自定

义指标 

 

dimension string 

维度，包括 ts、

site、ip_src、

ip_dst、

ret_code 以及自

定义的维度。只

允许一个

dimension，但

最多可以填写两

个值，用逗号隔

开 

 

threshold 

  
设置某个指标的

阈值 
 

@op  

包括 lt（小

于）、le（小于

等于）、gt（大

于）、ge（大于

等于） 

 



advanceMetric  

统计参数，目前

只有 cumtime

（累计时间） 

 

granularity 

 int 

颗粒度，包括

1m、5m、

15m、1h、1d，

不可填其他颗粒

度，否则会报

错。当

dimension 为 ts

时，必须要配颗

粒度，否则前台

校验不通过 

 

@unit string 

时间单位，可选

值：minute，

hour，day，分

别表示分钟，小

时，天 

 

businessTime   

业务时间范围，

显示在报表结果

页面中该列图表

的最下方的横线

下，左边显示业

务时间范围，右

边根据报表周期

显示相应的时间 

 



weekday string 

星期，多个值用

逗号分隔，0 代

表星期天 

 

timerange string 
时间范围，多个

值用逗号分隔 
 

sort string 

排序，包括

asc、desc，分表

表示升序、降

序，按照 metric

的值进行排序。

必须搭配维度一

起使用 

 

top int 

按照排序，控制

显示的数据个

数，例如 top 为

3，即显示排序

后前 3 条数据。

必须搭配维度和

排序一起使用 

 

referenceLine int 参考线  

reportPeriod   定义报表周期 
 



period string 

包括 day、

week、month 

day 统计的是生

成报表这刻的前

一日；week 统

计的是生成报表

这刻的前一周；

month 统计的是

生成报表这刻的

前一月 

 

• 示例 

累计时间报表 

<panel> 

  <title>交易量超过 60/h的累积时间图</title> 

 

  <dataSource> 

 <spv>app4</spv> 

 <cap>cap3</cap> 

  </dataSource> 

 

  <chart> 

   <type>table</type> 

   <baseMetric>trans_count</baseMetric> 

   <threshold op="gt">60</threshold> 

   <granularity unit="hour">1</granularity> 

   <dimension>trans_type</dimension> 

   <sort>asc</sort> 

   <top>3</top> 



   <advancedMetric>cumtime</advancedMetric> 

   <businessTime> 

    <weekday>0,2,3,4,5,6</weekday> 

    <timeRange>12:00-20:00</timeRange> 

   </businessTime> 

  </chart> 

 

  <reportPeriod> 

 <!-- day, week, month --> 

 <period>month</period> 

  </reportPeriod> 

</panel> 

7 基线设置 

7.1 基线管理 

平均值类型的基线设置每个路径图只能有一个，且路径图设置平均值基线后，

每个周日 03:00 会定时自动生成与该路径图设置相符的平均值基线。 

 

① 导航 

显示“基线设置”，为非超链接。 

② 基线排除 



用于计算基线时排除特定时间段和特定路径图服务通讯点的数据。具体请参考

基线排除。 

③ 搜索框 

基线列表搜索，支持点击放大镜图标搜索、回车搜索。 

• 输入框 

默认灰色字体显示“数据来源”。 

可输入数据来源中的内容。 

支持模糊搜索。 

• 搜索按钮 

点击搜索按钮，按当前搜索条件进行搜索显示基线设置数据。 

④ 新建按钮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对话框，具体对话框内容请参考⑥ 新建弹出框。 

⑤ 基线列表 

列表不可手动调整宽度。点击列标题不可以拖动更换列所在位置。 

点击“类型”的列标题，展开下拉勾选项，包括“平均值”、“移动平均值”。点击前

面的勾选框选中后点击确定可进行相应勾选项的过滤，点击重置取消过滤。 

点击“训练窗口”的列标题，出现向上箭头，数据按点击的列名升序排列，再次

点击，出现向下箭头，数据按点击的列名降序排序。 

• 类型 

基线的类型，包括“平均值”、“移动平均值”。 

• 数据来源 

基线的数据来源，包含路径图、组件、维度信息。 



• 训练窗口 

基线的训练窗口时间范围。 

• 操作 

该列用于对基线设置的操作，包括编辑、删除、立即运行。 

o 编辑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基线编辑对话框，项内容与当前基线设置一

致，具体对话框内容请参考⑥ 新建弹出框。 

o 删除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提示对话框。 

点击确认，表示确认删除，删除成功后会显示“执行成功”的信

息。该删除的基线设置不再显示于列表中。 

点击取消，表示取消删除。该取消删除的基线设置仍然显示于列

表中。 

平均值类型的基线设置删除后，对应的基线数据也会被删除。 

o 立即运行 

点击立即运行，弹出提示对话框。 

点击确认，表示确认立即运行。同时会立即运行生成或更新对应

的平均值基线。 

点击取消，表示取消立即运行。同时不做基线生成或更新。 

只有平均值类型的基线有该操作项，移动平均值类型的基线设置

创建后即开始实时计算生成基线。 

⑥ 新建弹出框 

平均值基线 



 

• 关闭按钮 

新建弹出框的关闭按钮，点击关闭对话框。 

• 类型 

基线类型选择下拉框，默认选中“平均值”。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类型，包括“平均值”、“移动平均值”。 

展开后点击某个类型进行选中，底部的来源和参数显示与该类型对应的

编辑项。 

• 来源 

路径图选择下拉框，默认选中第一个路径图名称。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路径图信息，展开后点击某个路径图名称进行选中。 

• 参数  

o 训练窗口 

基线的时间范围训练窗口下拉框，默认选中“4 周”。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时间范围选项，包括“4 周”、“8 周”、“12 周”。 

展开后点击某项进行选中，选择的时间范围，代表提取前几周数

据用于计算平均值基线。 

• 取消 

点击取消，则取消新建。 



• 确认 

点击新建，则新建成功。 

移动平均值基线 

 

• 关闭按钮 

新建弹出框的关闭按钮，点击关闭对话框。 

• 类型 

基线类型选择下拉框，默认选中“平均值”。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类型，包括“平均值”、“移动平均值”。 

展开后点击某个类型进行选中，底部的来源和参数显示与该类型对应的

编辑项。 

• 来源 

o 服务路径图 

指定移动平均值基线的服务路径图，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所有可

选路径图。 



o 组件 

指定移动平均值基线的组件，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路径图的所有

组件和*。支持单选和多选。支持 gsocp 组件的选择。 

o 维度 

点击维度增加按钮，会新增一行自定义维度，包括维度和维度

值，点击自定义维度后面的“-”按钮，可以删除该维度。自定义维

度最多只能配置一个。 

▪ 维度 

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组件包含的所有维度，维度类型包

括：客户端 IP、服务端 IP、站点、自定义维度以及返回

码。 

▪ 维度值 

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该维度的所有维度值。支持输入，输

入值支持模糊匹配。可选择多个，选择结果显示用逗号隔

开。 

• 参数  

o 训练窗口 

基线的时间范围训练窗口下拉框，默认选中“4 周”。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时间范围选项，包括“4 周”、“8 周”、“12 周”。 

展开后点击某项进行选中，选择的时间范围，代表提取前几周数

据用于计算移动平均值基线。 

o 敏感度 

敏感度输入选择框，默认显示“1.0”。 

可以输入或点击上下箭头选择设置敏感度的值。设置的敏感度影

响移动平均值基线的基线数据范围。 

• 取消 

点击取消，则取消新建。 



• 确认 

点击新建，则新建成功。 

7.2 基线排除 

 

① 导航 

显示“基线设置>基线排除”，基线排除为非超链接，点击基线设置，回到基线管

理页面。 

② 新建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基线排除设置框，可以增加新的基线排除设置。具体对话

框内容请参考④新建弹出框。 

③ 基线排除设置列表 

默认显示所有的基线排除设置。表格列的宽度、位置不可调，选中行做高亮显

示。 



• 描述 

显示基线排除的描述信息，该列不可排序。 

• 时间范围 

显示基线排除的时间范围，该列不可排序。 

• 操作 

用于对基线排除设置的操作，包括编辑、删除、复制，该列不可排序。  

o 编辑 

点击链接，弹出基线排除编辑框，项内容与当前基线排除设置一

致，具体对话框内容请参考④新建弹出框。 

o 删除 

点击链接，弹出基线排除删除提示框，可以删除基线排除设置。 

o 复制 

点击链接，弹出基线排除编辑框，复制当前选中行的所有设置内

容，可以编辑生成新的基线排除设置。 

• 翻页 

可点击上一页、下一页、数字跳转至相应的页数。 

④ 新建弹出框 



 

• 描述 

用户自定义的基线排除设置的相关描述信息。 

• 时间范围 

指定基线排除生效的时段和服务路径图组件，在此时段内的服务路径图

组件数据不会用于计算基线。 

o 时段 

设置基线排除生效的时段，包括日期和时间，可设置多个，最多

20 个，最少 1 个。 

o 来源 

设置基线排除生效的来源，可点击下拉框选择服务路径图和组

件。 

▪ 服务路径图 

指定基线排除的服务路径图，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所有可

选路径图。只支持单选。 

▪ 组件 

指定基线排除的组件，下拉列表中的选项为路径图的所有

组件和*。支持单选或多选。支持 gsocp 组件选择。 



• 取消 

点击取消，则取消新建。 

• 确认 

点击新建，则新建成功。 

 

8 用户访问控制 

8.1 用户管理 

 

① 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用户访问控制>用户”，均无超链接。 

② 筛选框 

• 文本框 

文本框中可填写任意长度的字符和数字。 

文本框里未填写时，默认显示为“用户名、角色”。 

• 筛选按钮 

点击筛选按钮，按当前筛选条件进行刷新显示筛选结果，刷新过程中按

钮变成“X”的样式，可点击取消刷新。 

③ 新建按钮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用户对话框，具体请参考。 

④ 用户管理列表 

• 用户名 

显示用户的用户名，该列可排序。 

列表中默认有 admin 用户。 

若用外部认证系统的用户登录了 BPC 系统，列表中会增加一条该用户的

信息，用户名为该用户登录时的用户名。 

• 显示用户名为 

显示用户的显示名称，该列可排序。 

• 角色 

显示所每个用户所拥有的角色，可以为空，该列不可排序。 

列表中默认 admin 用户的角色为 super_admin。 

同一个用户可以拥有多种角色。 

若用外部认证系统的用户登录了 BPC 系统，列表中会增加一条该用户的

信息，角色默认为空，只拥有 everyone 的权限。 

• 操作 

该列用于对用户信息的操作，包括编辑和删除。该列不可排序。admin

用户的操作列中只有编辑按钮。外部认证系统的用户登录 BPC 后有编辑

和删除按钮。 

•  

o 编辑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用户编辑弹出框，具体请参考⑥用户编辑弹

出框。 



o 删除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提示对话框。 

点击确认，表示确认删除，删除成功后会显示“执行成功”的信

息。该删除的用户信息不再显示于列表中。 

点击取消，表示取消删除。该取消删除的用户信息仍然显示于列

表中。 

⑤ 用户新建弹出框 

 

• 用户 

非超链接，不可点击。 

• 关闭按钮 

点击关闭按钮，关闭用户新建弹出框。 

• 用户名 

必填项，不可为空。 

输入的长度不得超过 30 个字符。 

不得新建已存在的用户名。 



• 显示用户名为 

非必填项，可为空。 

可输入任意长度、任意字符的密码。 

• 角色 

分为可用的和选中的两个列表。 

o 可用的 

显示所有已创建的角色，具体请参考角色。 

若未创建任何角色，默认有 super_admin 角色。 

点击列表中任意角色，该角色从黑色变灰色，选中的列表中会添

加该角色，显黑色。 

点击列表中已变灰色的角色，不会有任何变化。 

点击添加所有按钮，列表中所有角色都变灰色，选中的列表中会

添加所有角色，显黑色。 

o 选中的 

显示所有从可用的列表中已添加的角色。 

若未创建任何角色，默认显示为空。 

点击列表中任意角色，该角色会从列表中消失，可用的列表中该

角色从灰色变黑色。 

点击清除所有按钮，列表中的角色都消失，可用的列表中所有角

色都变黑色。 

• 密码 

必填项，不可为空。 

可输入任意长度、任意字符的密码。 

• 确认密码 

必填项，不可为空。 

必须与密码输入框中输入的内容一致。 



• 取消 

点击取消按钮，在弹出框上方显示提示信息“如果离开此页，变更将会被

丢弃。”，点击继续，弹出框关闭，则该用户未被创建成功；点击停留，

弹出框未被关闭，所填内容仍被保留。 

• 确认 

点击确认按钮，当输入的内容通过校验时，弹出框关闭，该用户显示在

用户列表中；当输入的内容未通过校验时，会有红色提示信息显示在未

通过校验的输入框下方。 

⑥ 用户编辑弹出框 

 

其余项同用户新建弹出框，各项内容与当前用户配置的信息一致。 

admin 用户的用户编辑弹出框不可编辑可用的和选中的列表中的角色。 

• 用户名 

为只读状态，非超链接，不可点击，显示为该用户的用户名。 



• 显示用户名为 

为只读状态，非超链接，不可点击，显示为该用户的显示名称。 

• 角色 

分为可用的和选中的两个列表。 

o 可用的 

admin 用户的用户编辑弹出框中该输入框只读。 

非 admin 用户的用户编辑弹出框中该输入框与用户新建弹出框中

的该输入框功能相同。 

o 选中的 

admin 用户的用户编辑弹出框中该输入框只读。 

非 admin 用户的用户编辑弹出框中该输入框与用户新建弹出框中

的该输入框功能相同。 

• 密码 

admin 用户的用户编辑弹出框无密码输入框。 

非 admin 用户的密码输入框可为空。 

• 确认密码 

admin 用户的用户编辑弹出框无确认密码输入框。 

非 admin 用户的确认密码输入框可为空。 

• 取消 

admin 用户的用户编辑弹出框无取消按钮。 

非 admin 用户的用户编辑弹出框同用户新建弹出框。 

• 确认 

admin 用户的用户编辑弹出框无确认按钮。 

非 admin 用户的用户编辑弹出框同用户新建弹出框。 



8.2 角色管理 

 

① 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用户访问控制>角色”，“用户访问控制”为当前页面的父级菜单，

“角色”为当前页面名称，均无超链接。 

② 新建按钮 

点击新建按钮，弹出角色新建弹出框，具体请参考④角色新建弹出框。 

③ 角色列表 

• 角色名称 

显示角色的角色名，该列可排序。 

列表中默认有 super_admin 角色。 

• 权限数量 

显示每个角色所拥有的权限数量，该列不可排序。 

列表中默认的 super_admin 角色拥有所有的权限，权限数量为 15。 

角色可以不拥有任何权限，此时权限数量为 0。 

• 操作 

该列用于对角色信息的操作，包括编辑和删除。该列不可排序。

super_admin 角色的操作列中只有编辑按钮。  

o 编辑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角色编辑弹出框，具体请参考⑤角色编辑弹

出框。 



o 删除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提示对话框。 

点击确认，表示确认删除，删除成功后会显示“执行成功”的信

息。该删除的角色信息不再显示于列表中。 

点击取消，表示取消删除。该取消删除的角色信息仍然显示于列

表中。 

④ 角色新建弹出框 

 

• 角色 

非超链接，不可点击。 

• 关闭按钮 

点击关闭按钮，关闭角色新建弹出框。 

• 角色名 

必填项，不可为空。 

输入的长度不得超过 30 个字符。 

必须唯一，不可填写已存在的角色名。 

• 权限 

权限共有 15 个： 



权限名 描述 

user_view 有查看用户页面的权限 

user_edit 
在用户页面中有新建和编辑用户信息的权限，有该

权限的必要条件是拥有 user_view 权限 

role_view 有查看角色页面的权限 

role_edit 
在角色页面中有新建和编辑角色信息的权限，有该

权限的必要条件是拥有 role_view 权限 

forensic 有查看并提取故障定位数据包操作的权限 

spv_create 有新建服务路径图的权限 

smartview_create 有新建 smartview 视图的权限 

service_restart 
有查看系统控制页面并在改页面中点击重新启动按

钮的权限 

decoder_edit 在解码库与授权页面中有更新解码器的权限 

license_edit  在解码库与授权页面中有更新授权文件的权限 

storage_edit 
有查看数据存储页面并在该页面修改保存数据存储

配置的权限 

protocol_sync 
有查看解码器配置页面并在该页面同步解码器的权

限 

datasource_edit 
在网络数据采集页面中的控制列下有启动、停止数

据源的权限 



smartdecoder_create 在智能解码器页面有新建解码器的权限 

smartdecoder_sdp_create 在智能解码器页面有新建自定义解码器的权限 

appmall_create 有在互联数据应用商城中新建应用的权限 

• 分为可用的和选中的两个列表。 

o 可用的 

默认显示所有权限，所有权限显黑色。 

点击列表中任意权限，该权限从黑色变灰色，选中的列表中会添

加该权限，显黑色。 

点击列表中已变灰色的权限，不会有任何变化。 

点击添加所有按钮，列表中所有权限都变灰色，选中的列表中会

添加所有权限，显黑色。 

o 选中的 

显示所有从可用的列表中已添加的权限。 

若未选中任何权限，默认显示为空。 

点击列表中任意权限，该权限会从列表中消失，可用的列表中该

权限从灰色变黑色。 

点击清除所有按钮，列表中的权限都消失，可用的列表中所有权

限都变黑色。 

• 取消 

点击取消按钮，在弹出框上方显示提示信息“如果离开此页，变更将会被

丢弃。”，点击继续，弹出框关闭，则该角色未被创建成功；点击停留，

弹出框未被关闭，所填内容仍被保留。 

• 确认 

点击确认按钮，当输入的内容通过校验时，弹出框关闭，该角色显示在



角色列表中；当输入的内容未通过校验时，会有红色提示信息显示在未

通过校验的输入框下方。 

⑤ 角色编辑弹出框 

 

除角色名为只读外，其余项功能同角色新建弹出框功能相同，各项显示内容与

当前角色配置的信息一致。 

super_admin 角色的角色编辑弹出框不可编辑可用的和选中的列表中的权限。 

• 角色名为非编辑状态，非超链接，不可点击，显示为该角色的角色名。 

• 取消 

super_admin 角色的角色编辑弹出框无取消按钮。 

非 super_admin 角色的角色编辑弹出框同角色新建弹出框。 

• 确认 

super_admin 角色的角色编辑弹出框无确认按钮。 

非 super_admin 角色的角色编辑弹出框同角色新建弹出框。 

 



9 系统 

9.1 系统控制 

 

① 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系统 > 系统控制”。”系统“为当前页面的父级；“系统控制”为当

前页面名称，二者均无超链接。 

② BPC 服务器列表 

显示当前 BPC 服务器系统中所有服务器信息。 

• BPC 服务器名称 

显示 BPC 服务器的 IP 地址以及服务器属性：主机/从机。 

• 重新启动 

点击则立即重启对应的服务器，弹出对话框显示操作信息。 



9.2 解码器与授权 

 

① 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系统 > 解码库和授权”。其中“系统”为当前页面的父级；“解码库

和授权”为当前页面名称，二者均无超链接。 

② 解码库与授权列表 

显示各服务器的解码器和授权信息。 

• BPC 服务器名称 

包括 BPC 服务器的 IP 地址，以及属于主机还是从机。 

• BPC 版本 

当前 BPC 系统的版本信息。 

• 解码引擎版本 

解码引擎的版本信息。 

• 解码器版本 

解码器的版本信息。 



• 许可证 

显示当前许可证类型：试用许可证/永久许可证。  

o 可用的服务通讯点 

显示当前许可证可继续添加的服务通讯点个数以及支持的通讯点

总数。 

o 有效期 

许可证有效时间。 

o 授权状态 

许可证状态：有效/无效。 

• 更新解码器 

点击弹出更新解码器对话框，可选择解码器文件并上传。 

• 更新授权文件 

点击弹出更新授权文件对话框，可选择授权文件并上传。 

 



10 自监控 

10.1 数据服务器状态 

 

① 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自监控 > 数据服务器状态”。“自监控”为当前页面的父级；“数据

服务器状态”为当前页面名称，二者均无超链接。 

② 服务器状态视图 

显示 BPC 系统的服务器状态信息。 

• BPC 服务器名称 

包括 BPC 服务器的 IP 地址，以及服务器属性：主机/从机。 

• 服务器状态 

显示当前服务器状态：正常/异常。 



10.2 数据库状态 

 

① 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自监控 > 数据服务器状态”。“自监控”为当前页面的父级；“数据

库状态”为当前页面名称，二者均无超链接。 

② 数据库状态视图 

显示各 BPC 服务器的数据库状态信息。 

• BPC 服务器名称 

包括 BPC 服务器的 IP 地址，以及服务器属性：主机/从机。 

• 数据库状态 

显示当前数据库状态：正常/异常。 



10.3 数据存储 

 

① 导航 

显示“自监控 > 数据存储”。“自监控”为当前页面的父级，“数据存储”为当前页

面名称，二者均无超链接。 

② 服务器信息 

显示[BPC 服务器名称]-[BPC 服务器 IP](主/从)，该页面显示所有 server 的存储信

息，显示的服务器信息与/opt/bpc/etc/system/server.xml 文件中配置一致。 

③ 存储比例 

• 存储路径及空间 

显示存储路径/opt 下的总空间以及可用空间。 



• 比例条 

显示存储路径/opt 下不同类型数据占用的空间，包括：数据库、原始数

据包、故障数据、业物流记录、数据包缓存、spv 发现数据、其他、可

用空间。 

④ 存储配置 

• 数据库 

可以输入任意整数，单位选择天或小时。当业务数据超出限定时间，启

动自动清理程序(精确到分钟的删除)，包括业务数据存放的数据库

bpc_data_app*、数据库 bpc_app*（baseline 和 baseline_stat 表除外）、

数据库 bpc_data_selfmonitor_1m_*。 

同时，系统会自动清理两天前的数据库 bpc_transtrack、一天前的数据库

bpc 下的 system_througput 表、100 天前的数据库 bpc_app*下的

baseline_stat 表、100 天前的数据库 bpc_baseline 下的 baseline_stat 表。 

• 原始记录 

可以输入任意整数，单位选择天或小时。当 btr 数据文件超出限定时

间，启动自动清理程序（文件以时间命名,精确到小时级的删除）；btr

数据文件所在目录为/opt/bpc/var/store/btr。 

• 交易追踪 

可以输入任意整数，单位选择天或小时。当 ttr 数据文件超出限定时间，

启动自动清理程序（文件以时间命名,精确到小时级的删除）；ttr 数据文

件所在目录为/opt/bpc/var/store/ttr。 

• 告警记录 

可以输入任意整数，单位选择天或小时。对应前台的告警记录，按告警

记录的最后发生时间计算，一直持续的告警记录即使超出限定时间也不

会删除，告警数据存放在 bpc_alert 数据库的 alert_log 表里。 



• 故障数据 

可以输入任意整数，单位选择天或小时。当定位告警时的原始数据包和

TTR 超出限定时间，启动自动清理程序(精确到分钟的删除)；故障定位数

据文件所在目录为/opt/bpc/var/backup/errorlocate/app*。 

• 数据包 

可以输入任意整数，单位选择天或小时。当 pcap 数据包文件超出限定时

间，启动自动清理程序（文件以时间命名,精确到小时级的删除）；pcap

数据文件所在目录为/opt/bpc/var/store/pcap。 

• 磁盘清理阈值 

可以输入任意整数，单位选择 MB、GB、TB 或 PB。当磁盘可用空间低于

该数值时，启动自动清理程序，用于判定是否触发磁盘清理。 

• 可用空间预警 

可以输入任意整数，单位选择 MB、GB、TB 或 PB。当可用空间低于该数

值时，将停止数据源，并给出提示。 

• 服务路径图发现 

SPVD 可用空间的上限，可以输入任意整数，单位选择 MB、GB、TB 或

PB。当磁盘的可用空间低于此阈值时，将无法提取 SPVD 数据； 当满足

条件时，点击提取，显示红色提示信息：SPVD 空间不足。 

⑤ 应用更改按钮 

点击应用更改按钮，弹出是否确认更改的提示对话框，点击确认，更改成功，

同时更新后台 cleaner.xml 配置文件，系统进行检查然后清理；点击取消，取消

更改。 



10.4 高可用状态 

 

① 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自监控 > 高可用状态”。“自监控”为当前页面的父级；“高可用状

态”为当前页面名称，二者均无超链接。 

② 高可用状态视图 

• BPC 服务器名称 

显示 BPC 服务器 IP 地址以及服务器属性：主机/从机。 

• 高可用状态 

显示高可用功能状态。 

o 未配置 

未配置高可用。 

o 未找到配置文件 

备用服务器中未找到已备份的配置文件。 

o 无法连接备用服务器 

备用服务器网络连接断开或 BPC 服务异常。 



o 备份超时 

距离上次备份时间间隔超过了指定备份时长。 

o 正常 

备份功能正常。 

10.5 捕获时丢包 

 

① 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自监控 > 捕获时丢包”。“自监控”为当前页面的父级；“捕获时丢

包”为当前页面名称，二者均无超链接。 

② 筛选项 

• 数据服务器筛选框 

数据服务器下拉框，默认选中主机的服务器。 

展开显示所有服务器，点击选择服务器。 

• 时间范围筛选框 

时间范围下拉框，默认选中最近 30 分钟的时间范围。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时间范围，包括“自定义时间”、“最近 15 分钟”、“最近

30 分钟”、“最近 60 分钟”、“最近 4 小时”、“最近 24 小时”、“最近 7



天”、“今天”、“本周”、“昨日”、“上周”。 

展开后点击某个时间范围进行选中。 

选中“自定义时间”后，可以通过输入或者使用日历时间控件点击选择时

间范围。 

时间范围为“自定义时间”且不匹配完整颗粒度时，刷新会规整时间范围

且下方出现时间范围调整的提示信息。 

• 颗粒度筛选框 

颗粒度下拉框，默认显示“缺省”，会根据时间范围自动选择对应的

颗粒度。 

点击展开显示所有颗粒度，颗粒度筛选项与时间范围保持一致，对

应关系如下： 

时间范围  颗粒度  

最近 15 分钟 缺省、1 分钟、5 分钟 

最近 30 分钟 缺省、1 分钟、5 分钟、15 分钟 

最近 60 分钟 缺省、1 分钟、5 分钟、15 分钟 

最近 4 小时 缺省、1 分钟、5 分钟、15 分钟、1 小时 

最近 24 小时 缺省、1 分钟、5 分钟、15 分钟、1 小时 

最近 7 天 缺省、15 分钟、1 小时、1 天 

<10 分钟 缺省、1 分钟 

>10 分钟&&<30 分钟 缺省、1 分钟、5 分钟 

>30 分钟&&<2 小时 缺省、1 分钟、5 分钟、15 分钟 



时间范围  颗粒度  

>2 小时 缺省、1 分钟、5 分钟、15 分钟、1 小时 

>2 天 缺省、5 分钟、15 分钟、1 小时、1 天 

• 展开后点击某个颗粒度进行选中。 

• 刷新按钮 

点击按当前筛选条件进行刷新显示数据，刷新过程中按钮变成“X”

的样式，可点击取消刷新。 

③ 视图展示 

• 捕获时丢包 

数据来源为 v1：/opt/bpc/var/log/pktminer_*_stdout.log 文件的 ps_drop

字段值，v2：/opt/bpc/var/log/pktminer_stderr.log 文件的 ioDrop 字段

值。 

显示指定时间范围及筛选条件下的捕获时丢包曲线图。 

鼠标移上去会显示具体时间及网卡丢包数据。 

点击视图底部网卡信息，可使对应网卡的视图数据不显示。 

• 镜像源丢包 

数据来源为/opt/bpc/var/run/dp-report/dp-default-decode.log 文件的

tcpLostCnt 字段值。 

显示指定时间范围及筛选条件下的镜像源丢包曲线图。 

鼠标移上去会显示具体时间及网卡丢包数据。 

点击视图底部网卡信息，可使对应网卡的视图数据不显示。 



10.6 数据探针 

 

① 导航 

显示当前页面“自监控 > 数据探针”。“自监控”为当前页面的父级，“数据探针”

为当前页面名称，二者均无超链接。 

② 端口流量视图 

显示当前 BPC 系统中主机和从机上所有已开启混杂模式的端口的流量信息。 

• 服务器名称 

显示 BPC 服务器 IP 及服务器属性。“主”表示是主机，“从”表示是从机。 

• 网卡 

网卡接口名称。 

• 端口状态 

显示当前端口状态，Up 表示开启，Down 表示关闭。 

• 链接状态 

网络链接是否建立。 



• 速率 

网卡速率。1000Mbpc 表示千兆网卡，10000Mbpc 表示万兆网卡，

unknown Mbpc 表示速率未知。 

• 双工 

网卡工作模式。N/A 表示未知。 

• 接收流量 

当前网卡上数据流量的大小，以 Mbps 为单位。 

10.7 技术支持 

 

① 导航 

显示“自监控 > 技术支持”，其中自监控和技术支持都为非超链接。 

② 数据收集条件 

• BPC 服务器 

下拉框里面显示所有的 BPC 服务器 IP 和主从信息，选中其中一个服务

器，将会收集该服务器在指定时间段内的日志等数据信息。 



• 时间范围 

默认显示当前时间前八个小时的时间段。可以通过输入或者使用日历时

间控件点击选择时间范围，不能超过 3 天。 

• 数据包类型 

目前仅支持“全量支持数据包”。 

③ 收集按钮 

点击收集按钮，会打开一个提示框，一开始显示“正在生成全量支持数据

包.....*%”，百分比会随着收集过程发生变化，收集结束后会显示“成功生成全量

支持数据包”，然后出现下载按钮，点击下载按钮，将会生成满足收集条件的

tar.gz 数据压缩包。收集的数据包中的文件如下表所示： 

数据包中

文件 
后台对应文件夹 文件列表 

bpc /opt/bpc/bpc 

1. local_settings.py 

2. rest_local_settings.py（如果配置了的

话） 

3. spd_local_settings.py（如果配置了的

话） 

4. smartview 数据库文件，该文件夹下是

/bpcweb/bpcweb/smartview/grafana/da

ta/grafana.db 

5. appmall 数据库文件，该文件夹下是

/bpcweb/bpcweb/appmall/grafana/data

/grafana.db 

dataflow-

report 

/opt/bpc/var/run/dat

aflow-report/ 
timeline.log 

db /opt/bpc/var/db/ bpc.db 



dp-report 
/opt/bpc/var/run/dp

-report/ 

1. dp-default-cache*.log 

2. dp-default-decode*.log 

3. dp-default-drop*.log 

4. dp-default-ds*.log 

5. dp-default-jvm*.log 

6. dp-default-monitor*.log 

7. dp-default-parallel*.log 

8. dp-default-snoop*.log 

9. dp-default-throughput*.log 

10. dp-default-decode-time*.log 

11. dp-default-zmq-*.log 

etc /opt/bpc/etc 

1. apps 

2. bigscreen (bigscreen 文件夹下面有大屏

配置文件时才有） 

3. env 

4. forwarder 

5. restapi 

6. runtime 

7. system/local 

lib /opt/lib/log mongod.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