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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理（IOM）
产品概述：
H3C U-Center 智能运维解决方案的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理（IOM）是整个 U-Center 智能运维平台的基础，提供网络管理、服
务器管理、存储管理、数据库管理、中间件管理、业务链路管理、机房管理、业务流量管理、虚拟化资源管理、集中性能管理、集
中告警管理、融合拓扑管理、分级分权管理、统一报表管理等功能，实现了管理的深入融合联动，包括：NSM（网络管理）
、SSA(服
务器存储管理)、APM（应用管理）
、NTA（网络流量分析）
、SHM(服务健康管理)、3D 机房运维管理等主要功能模块

客户获益：
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理（IOM）对网络资源、服务器、存储、系统资源、虚拟资源、业务链路、应用资源、硬件资源、动
力环境等进行了统一管理，真正实现了在一个管理平台上对异构的 IT 资源的统一管理，消除了数据信息孤岛，提升了 IT 运维
管理效益；
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理（IOM）提供了 IT 资源的集中事件管理、集中性能管理、集中告警管理、融合拓扑管理，统一报
表管理，实现了业务系统的集中化管理；
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理（IOM）从业务网络流量分析角度的入手，帮助网络管理人员了解企业内部网络之运行状况，及时
发现并解决网络中的性能瓶颈问题、网络异常现象，也能方便用户进行网络优化、网络设备投资、网络带宽优化等的参考，
并方便网络管理员及时解决网络异常问题；
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理（IOM）基于融合基础架构资源的性能、告警、NQA 链路监控，NTA 网络流量分析、应用管理等
业务模块，提取关键性能指标（KPI），建立服务各个方面质量的度量指标（KQI）以及服务整体质量的度量模型（SLA），基
于服务可用性、MTTR 平均修复时间、MTBF 平均无故障时间等的监控和分析对服务的健康水平做出评价；
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理（IOM）以全三维形式表现机房、机柜、动力设备、环境设备等，并从中实时展示业务系统等的实
时状态。管理员可以以第一视角在机房中行走，逐层查看机房环境实际运行情况；同时当告警发生时，可以实时发出相应的
通知。

服务内容：
产品功能

功能描述
网络资源管理：网络设备的纳管，对设备状态、网络拓扑、设备的基本信息、
接口信息、性能数据和告警信息等进行管理；
集中性能管理：对集中管理的各种 IT 资源的性能状态进行集中处理与展示；

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
理（IOM）-网络管理

监控指标自定义管理：支持全新自定义监控指标，同时还支持对默认指标的自
定义功能；
集中告警管理：对 IT 资源各种事件进行集中告警管理，实现包括告警阈值管
理、告警通知管理、故障根源分析、告警统计管理等，支持邮件、短信、微信
告警等多种方式；
动态阈值管理：通过计算过去一段时间的监控值（默认至少 5 周）来自动确定
阈值，例如：每周一早上 8 点采集的设备的 CPU 利用率应该是处于一个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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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

功能描述
的区间内，根据采的一个阶段的平均值来确定阈值区间（默认上下的 20%）
，
后续超出这个区间的为异常值，触发告警；
WEBSSH 配置代理管理：实现操作类似 SecureCRT 的 WEBSSH 代理，可以直观
方便的在 iMC 上进行设备命令行操作，支持联想等基本功能，同时将命令行记
录全程记录审计；
分级分权管理：通过对用户角色管理，实现按角色、分权限、分资源（设备和
用户）的多层权限控制。
应用批量添加：支持应用基于类型的批量导入，提供自定义应用南向接口，提
供应用管理视图的自定义
操作系统监视：对主流操作系统，如 Windows、Linux、Unix 等系统的性能、
容量、进程等进行监控管理；
•

Windows 服务器包括：Windows XP、各版本的 Windows Serve

•

Unix 服务器包括：AIX、FreeBSD、OpenBSD、Solaris、Mac OS、HP-UX

•

AS400

Linux 服务器包括：CentOS、Redhat Linux、中标麒麟、凝思磐石等
主机硬件监视：对服务器的电源、风扇、硬盘状态、机箱温度等进行监视管理；
应用监视：对主流数据库、中间件和常用应用服务系统进行监控管理：

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
理（IOM）-应用管理

数据库服务器包括：Oracle（8.x/9i/10g/RAC/11g）
、MySQL（3.23.x/4.x/5.x）
、
MS SQL Server（2000/2005/2008）
、Sybase（12.5 及以上）
、IBM DB2（10.x 以
上）
、达梦数据库、虚谷数据库、MongoDB、PostgreSQL、MemCached、Cache
等
应用服务器包括：.Net 服务器、JBoss 服务器、Tomcat 服务器、Weblogic、
WebSphere、GlassFish、Oracle AS
Web 服务器包括：Apache 服务器、IIS 服务器、PHP
邮件服务器包括：Exchange 服务器（2003/2007）
中间件包括：office SharePoint、WebSphere MQ 等
Web 服务包括：REST 服务、SOAP 服务等
LDAP 包括：Active Directory 服务、通用 LDAP 等
SAP 监视
虚拟化包括：vmware、CAS、Hyper-V
文件系统监视等
自定义应用：支持自定义脚本监控，自定义 SQL 查询语句监控等
应用拓扑管理：DCU 拓扑以分层显示 DCU 内部的交换机设备、服务器设备及
存储设备的链路连接关系，直观展示服务器设备、存储设备的接入信息等关系。
网络设备流量统计：提供对 NetStream 技术、NetFlow 技术、SFlow 技术接口
的网络设备，负责对设备各个端口进出的网络报文进行流分类统计，然后打包
输出；

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
理（IOM）-业务流量管理

DIG 日志采集和统计分析：提供对不支持 NetStream 技术、NetFlow 技术、SFlow
技术的网络设备进行流量分析的组网环境，DIG 日志采集器过滤和统计 DIG 日
志报文，形成 DIG 日志输出；
流量分析报表：NTA 提供了一系列预置的流量、带宽报表，所有报表均可以灵
活定制过滤条件（包括应用类别、源 IP、目的 IP 等）
，在预定义报表中按照定
制的过滤条件显示特定应用的流量趋势或特定节点的流量明细信息；

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
理（IOM）-3D 机房运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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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机房展示定制：提供对用户机房、机柜、动力设备、环境设备等的三维视
图定制；实现三维形式展示用户整个机房环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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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
理

功能描述
网络监控、应用监控等对象与 3D 机房展示的信息对接，将 U-Center 的资源监
控信息与 3D 机房进行关联，当有告警时，可以在 3D 机房视图上实时展示；
通过标准 REST 接口定义规范来与第三方厂商监控设施对接，获取第三方数据，
在 3D 机房中进行展示，已默认适配融智兴华动环系统；
支持以第一视角在机房中行走，身临其境查看机房实际展示效果，进行机房内
基础设施的巡检管理。
支持 VMWare，Hyper-V、CAS 和 KVM 等主流虚拟化环境管理，包括虚拟网络
视图展示、虚拟网络拓扑展示、性能监控和告警展示；

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
理（IOM）-虚拟资源管理

提供结构化视图，层次化的展示出了物理服务器（比如 ESX/ESXi Server）
、虚
拟交换机、虚拟机之间的逻辑关系。包括物理服务器的状态、拓扑定位、品牌、
型号、内存、CPU、隶属的数据中心、管理端等信息；虚拟交换机下连的虚拟
机、状态、IP 地址及可执行的操作等。
提供网络性能诊断和监测工具，通过主动在多个站点或链路之间发送数据包来
实现对网络性能的度量，通过时延、抖动、丢包、吞吐量等指标来评估网络链
路质量；

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
理（IOM）- 服务健康管
理

将网络中的告警（Trap）
、性能、链路质量、网络业务流量等关键数据进行提
炼，形成预定义的设备监控、接口监控、NQA 链路、NTA 流量分析、应用管
理等 KPI，并提供扩展机制，实现对网络各角度性能数据的可度量定义；
提供了可视化的 SLA 建模工具，可基于建模工具定义服务涉及的资源、建立
KQI 和复合 KQI 资源化和评价策略、创建服务整体评价策略，实现整个服务的
建模；
通过服务列表视图可以实时监视服务可用性、健康状况，同时提供当天、本周、
本月、本年按时间分布的健康状况报告，根据报告可以清晰确定影响服务运行
质量的 KQI 和 KPI，以便采取措施，更好的保障服务运行质量。
方便的设计出用户所需要的报表，设计所见即所得，预览界面所看到的报表与
打印的效果完全一致，并与智能管理平台其它管理功能无缝集成；
提供可视化的报表设计环境，类似 MS Office 的操作界面，用户可以拖放报表
的组成元素，如报表标题、数据库字段等，内置 20 多个图形类型，包括条形
图、饼图、曲线图、甘特图、面积图、圆环图、三维梯形图、三维曲面图、XY
散点图、雷达图、气泡图、股票图、漏斗图等，全面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

融合基础架构运行监控管
理（IOM）- 报表管理

支持基于页面的格式和基于记录的格式，包括：RPT（iAR 自带）
、Microsoft Word
（RTF）
、Microsoft Excel、HTML、PDF、XML、CSV、TXT 等，可以通过 ODBC
格式将报表数据导出到任何与 ODBC 兼容的数据库；
对报表模板的管理支持发布、修改、删除。用已发布的报表模板可以定制天、
周、月、季度、半年、年报表，可以设定周期性报表的开始时间、失效时间、
报表生成格式，以及定时生成报表后 Email 到指定邮箱。特别的，用户可以将
自身的组织名称和 Logo 融入到发布的报表中。

http://www.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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