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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 QoS 管理组件
产品简介
随着网络应用的飞速发展，P2P、VoIP 等新应用的出现，网络流量模型、应用模型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 IP 网络的尽力服务已不
能满足应用的需要，对网络中的关键应用类型、关键用户业务的服务质量保证需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QoS（Quality of Service，
服务质量）技术的出现，旨在针对各种应用的不同需求，为其提供不同的服务质量，例如：提供专用带宽、减少报文丢失率、降低
报文传送时延及时延抖动等。而统一集中的 QoS 策略管理以方便、快捷的实现全网端到端的 QoS 业务保证，成为每个网络管理员
不可或缺的需求。
作为业界领导的网络设备厂商，H3C 通过多年对网络的深刻理解和积累，推出了 QoS 管理解决方案，它基于 H3C 智能管理中心
开发，采用业界标准的 SOA 架构。QoS Manager 提供对 H3C 路由器、交换机系列设备的 QoS 策略定义、部署、监控管理。通
过 QoS Manager，用户不需要了解具体的配置命令，只需从实际应用层次上去规划网络管理，创建 QoS 规划，控制 QoS 部署，
监控 QoS 部署效果，优化部署策略。QoS Manager 为客户提供了图形化的全网端到端 QoS 策略管理方案，真正为管理员做到了
QoS 服务保证所见即可得。
QoS Manager（QoSM）是 iMC 智能管理中心的重要业务组件之一。 iMC 智能管理中心采用分布式、组件化、跨平台的开放体系
结构，易于扩展，它融合了当前多个产品，以统一的风格提供与网络相关的各类管理、控制、监控、报表等功能。基于 iMC 通过
选择安装 QoS Manager，用户可以对网络 QoS 进行图形化的配置，将设备上具体的 QoS 配置命令抽象为通用 QoS 策略，简化了
管理员对设备的配置操作，同时屏蔽了不同设备之间的配置差异，使得管理端到端的网络差分服务变得简单快捷，用户可以更有效
和经济地规划使用现有网络资源。QoS 策略部署后，QoSM 为管理员提供 SLA（Service Level Agreement，服务水平协议）工具，
通过获取抖动、时延、丢包率等指标数据来量化 QoS，并输出图形报表，使得关键的用户、关键的业务得到端到端的带宽保证。
通过 iMC 开放的体系框架，QoSM 可以与 iMC 其他业务组件无缝集成，如 ACL 管理、网络流量分析 NTA、智能配置中心 iCC 等。

产品特点
强大的 QoS 设备管理
结合 iMC 平台的功能，可以将支持 QoS 功能的设备添加到 QoSM 中来，查看其对 QoS 功能的支持情况。

自动的发现网络中现有的 QoS 业务
采用配置向导的方式，自动获取设备上的 QoS 配置（在设备的接口/VLAN 的一个方向上应用的策略）
，包括流分类、流行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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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策略应用等，并有选择性的保存在 QoSM 中。

集中的流分类管理
通过流分类功能，网络管理员可以设置流分类的策略，将报文流按照一定的规则、特征进行分类，例如综合源地址、目的地址、IP
协议或者应用程序的端口号等信息对报文流进行分类。 同时提供增加/修改、删除、复制、查看流分类等功能。

丰富的流行为管理
QoS 流行为是对数据流采取的流控动作，通过流行为功能可以对流量监管（CAR）
、流量整形（GTS）
、嵌套策略（Traffic-Policy）
、
标记（Remark）
、队列调度（Queuing）
、拥塞避免（WRED）等特性进行配置，进行数据流有效的控制、实现网络资源的合理分配。
同时提供增加/修改、删除、复制、查看流行为等功能。

多样化的 QoS 业务部署向导
将流分类和流行为组成流策略，绑定到设备接口/VLAN/VPN，用户可以在同一部署方案中，一次完成对不同设备的 QoS 配
置。
系统提供了通用 QoS 业务配置向导，也提供了多套行业定制的 QoS 业务配置向导，如 VoIP 业务、会议电视业务等。
系统提供调整、审计、拆除 QoS 部署功能，方便管理员的操作，为后续进行维护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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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 SLA 报表
SLA 管理通过提供丰富的服务种类，结合自定义阈值的服务等级，下发 SLA 实例进行数据采集，进而提供报表分析和展示，使用户
对服务水平的达成情况和发展趋势有充分的掌握，从而为网络优化和服务策略调整提供了可靠的基础。通过 SLA 管理提供的实例报
表、服务达成率报表和自定义分组达成率报表，可以实现对 QoS 策略实施效果的监测审计，向管理员提供一个从发现问题到分析
问题再到解决问题的完整业务流程解决方案，将工作流程融入于管理工具之中。

QoS 管理与网络流量分析融合
管理员可以借助流量展示清晰的了解网络流量模型，发现网络接口/VLAN 带宽利用率和应用流量使用情况，根据流量分析的结果，
通过 QoSM，制定全网的 QoS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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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S 管理和网络配置融合
iMC 智能配置中心 iCC 提供对设备配置的“定时自动配置备份”
，
“设备启动配置与运行配置比较”
，
“设备历史配置与当前运行/启
动配置比较功能”
，可通过此组件将 QoS 配置与设备上其它配置统一规范、管理。

运行环境
属性

硬件平台

参数
服务器端：PC 服务器：Xeon 2.4 G（及以上）、内存 2G（及以上）、硬盘 80G（及以上）、48 倍速光驱、100M
网卡、显卡支持分辨率 1024*768、声卡
客户端：PC：主频 1.8G（及以上）、内存 512MB（及以上）、硬盘 20GB（及以上）、48 倍速光驱、100M 网
卡、显卡支持分辨率 1024*768、声卡
服务器：Windows 2000 Server SP4/Server 2003 SP1、SP2（简体中文版）

操作系统

客户端：Windows XP/2000（简体中文版）
浏览器：IE5.5 及以上版本、Firefox1.5 及以上版本

数据库

SQL Server 2000 Standard 简体中文版（SP4）
SQL Server 2005 Workgroup 简体中文版

组网应用
QoS Manager 组件组网没有特殊性，和 iMC 平台的类似，要求 iMC 服务器和被管理设备 SNMP、ICMP 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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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项目

描述

功能模块-H3C iMC-SW7M1IMPWN-智能管理平台标准版(不含节点) For
Windows-纯软件(CD)中文版

必配，支持 Windows 操作系统。智能管理平台 For
Windows

功能模块-H3C iMC-SW7M1QOSM-QoS 管理组件-For Windows-纯软件
(CD)中文版

必配，QoS 管理组件，支持 Windows 操作系统

License 授权函-H3C iMC-SW7M1IMPF-智能管理平台标准版 license 费用-管
理 25 节点

选配，可增加管理 25 节点设备。

License 授权函-H3C iMC-SW7M1IMPA-智能管理平台 license 费用-管理 50
节点

选配，可增加管理 50 节点设备。

License 授权函-H3C iMC-SW7M1IMPB-智能管理平台 license 费用-管理 100
节点

选配，可增加管理 100 节点设备。

License 授权函-H3C iMC-SW7M1IMPC-智能管理平台 license 费用-管理 200
节点

选配，可增加管理 200 节点设备。

License 授权函-H3C iMC-SW7M1IMPD-智能管理平台 license 费用-管理 500
节点

选配，可增加管理 500 节点设备。

License 授权函-H3C iMC-SW7M1IMPE-智能管理平台 license 费用-管理
1000 节点

选配，可增加管理 1000 节点设备。

http://www.h3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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