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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H3C Cloud Desktop Studio 管理平台运维架构可分为基础运维和高级运维，如图 1-1 所示，分别涵盖

了不同的功能，适用于不同的场景。用户熟悉 H3C Cloud Desktop Studio 管理平台相关的功能后，

即可轻松应对运维工作，简化日常例行工作，降低 IT 环境的复杂度和运维成本。 

• 基础运维：系统概览、一键巡检、ONEStor 监控报表、系统监控报表、系统日志管理、虚拟

化数据中心。 

• 高级运维：资源使用统计、告警管理、主机发现、应用管理、命令下发、任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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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H3C Cloud Desktop Studio 管理平台运维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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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中相关功能配置的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考《H3C Cloud Desktop Studio 联机帮助》。 

 

2 运维建议 
• 建议管理员日常关注 H3C Cloud Desktop Studio 管理平台的系统健康度和资源使用情况，定

期巡检，检测软硬件运行情况以及掌握虚拟化环境健康状态。了解系统内计算/网络/存储资源

的分布情况，监测主机/虚拟机/IP/VLAN/存储维度的资源使用情况。 
• 建议管理员设置告警通知功能来关注系统告警，按照告警详细信息的恢复建议对告警进行处

理。同时 H3C Cloud Desktop Studio 管理平台提供告警维护经验记录功能，对于同类型的告

警，管理员可以记录并累积维护经验。 

• 建议管理员定期查看和分析日志信息，能够及时发现系统中存在的隐患。H3C Cloud Desktop 
Studio 管理平台提供日志下载功能，遇到疑难问题可以发送日志给技术支持工程师，协助分

析解决问题。 

3 基础运维 

3.1  系统概览 

该功能在管理平台首页通过图表的形式可视化的展示了系统的运行状态、资源使用情况以及用户使

用情况等相关信息，帮助管理员清晰地监控和分析系统关键数据，快速掌握系统环境的资源使用现

状。 
通过概览页面可查看：系统健康度、桌面池数、桌面镜像数、本地用户与域用户数、桌面数量与状

态、不同类型终端的数量与状态、CPU 分配比、内存分配比、共享存储分配比、告警数量、云盘总

数与状态。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概览]菜单项，进入概览信息页面。单击各指标对应图标即可跳转到对应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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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概览页面 

 

 

步骤2 单击 图标，进入大屏概览页面。 

图3-2 大屏概览 

 
 

3.2  一键巡检 

一键巡检功能用于快速检测当前环境中虚拟机状态、主机 HostAgent 状态以及客户端版本号，帮助

管理员快速了解虚拟机环境的运行状态、性能以及可能存在的隐患。对于检测异常的指标项，系统

会提供有效的改进建议，确保业务系统稳定可靠的运行。 
步骤1 单击任意页面右上角 图标，进入一键巡检页面。 

步骤2 选择需要的检测项，单击<开始检测>按钮，开始巡检。 

步骤3 检测完成后，默认显示检测汇总页签下所有检测项的检测结果及详情。 
步骤4 单击“检测异常”页签，查看所有检测项为异常的检测项的检测结果及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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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单击指定检测项，可查看该检测项具体的检测内容以及改进建议。 

图3-3 一键巡检 

 
 

图3-4 检测结果 

 

 

3.3  ONEStor监控报表 

3.3.1  集群概览 

该功能用于显示查看整个集群的概要信息，如集群容量、健康度、集群 IOPS/OPS 等。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概览]菜单项，进入存储概览页面。鼠标停留在图例上可浮框显示具体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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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集群概览 

 
 

3.3.2  集群监控报表 

该功能用于监控集群相关运行数据，包含 IOPS/OPS、带宽、流量、容量、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

率、硬盘时延和负载的详细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监控图表/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监控报表页面。 

步骤2 勾选监控指标，并在右上角设置数据显示时间段，页面将显示所选时间段内已勾选指标的相关数

据。 

图3-6 集群监控报表 

 
 

3.3.3  主机监控报表 

该功能用于监控主机相关运行数据，包含数据盘 IOPS、读写带宽、容量、读写时延，以及文件 OPS、
读写带宽、以及主机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网卡收发数据量等。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监控图表/主机]菜单项，进入主机监控报表页面。 

步骤2 勾选监控指标，并在右上角选择主机和数据显示时间段，页面将显示所选时间段内主机的相关监

控指标项数据。 

步骤3 单击部分指标右上角<详情>按钮，可查看对应监控指标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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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主机监控报表 

 
 

3.3.4  硬盘监控报表 

该功能用于查看集群内硬盘使用率排名以及相关硬盘使用率图表等。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监控图表/硬盘]菜单项，进入硬盘监控报表页面。 

图3-8 硬盘监控报表 

 

 

3.4  系统监控报表 

监控报表功能用于统计和展示系统内主机、虚拟机、云桌面的性能和运行数据。监控报表包括：主

机报表、虚拟机报表、TopN 统计报表、云桌面利用率、最大在线桌面数、云桌面在线时长和各项

资源使用统计。查询监控报表可协助管理员对调整架构和更换 IT 资源等规划做出最佳决策。同时，

管理平台提供了将报表保存到本地的功能，可将查询报表结果保存为图片或 PDF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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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机报表：用于统计和查看指定主机在指定时间范围内的资源利用率等信息。 
• 虚拟机报表：用于统计和查看指定虚拟机在指定时间段内资源利用率等信息。 

• TopN 统计报表：用于统计和查看指定时间段内资源利用率最高的主机或虚拟机信息。 

• 云桌面利用率：用于统计和查看配置的工作日内上班时间段云桌面的使用情况。计算公式：

云桌面利用率=（虚拟机在配置时间段的使用时长总和）/（虚拟机个数 X 配置时间段） 
• 最大在线桌面数：用于统计和查看一天中同时在线桌面数量最多时刻的桌面数量。 

• 云桌面在线时长：用于统计和查看指定范围内在线时间最长或最短的云桌面信息。 

3.4.1  主机报表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主机报表]菜单项，进入主机报表页面。 
步骤2 设置统计类型、统计时间等相关参数，在页面下方将显示对应主机性能的统计数据。 

图3-9 主机报表 

 

 

3.4.2  虚拟机报表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虚拟机报表]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报表页面。 

步骤2 设置统计类型、统计时间等相关参数，在页面下方将显示对应虚拟机性能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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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虚拟机报表 

 

 

3.4.3  TopN 统计报表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监控管理/监控报表/TopN 统计报表]菜单项，进入 TopN 统计性能统计页面。 

步骤2 选择“主机”或者“虚拟机”页签，设置统计类型、统计时间等相关参数，在页面下方将显示对

应主机或虚拟机的对应统计数据。 

图3-11 TopN 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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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云桌面利用率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云桌面利用率]菜单项，进入云桌面利用率页面。默认显示全局云

桌面的利用率。 

步骤2 单击<桌面池>或<桌面池分组>按钮，可查看对应桌面池或桌面池分组下云桌面的利用率。 

图3-12 云桌面的利用率 

 
 

3.4.5  最大在线桌面数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最大在线桌面数]菜单项，进入最大在线桌面数页面。默认显示全

局下最大同时在线的桌面数。 

步骤2 单击<桌面池>或<桌面池分组>按钮，可查看对应桌面池或桌面池分组下最大同时在线的桌面数。 

图3-13 最大在线桌面数 

 

 

3.4.6  云桌面在线时长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云桌面在线时长]菜单项，进入云桌面在线时长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单击<查询>按钮，显示虚拟桌面在线时长统计图以及明细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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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云桌面在线时长 

 

 

3.5  系统日志管理 

系统日志详细记录了各类用户对系统所做的各项操作及时间类型，可协助用户了解系统内执行操作

的情况，任务的完成状态以及审计管理员所做操作是否安全合规。 
日志管理功能主要用于管理员和用户操作日志的记录和管理，包括查询操作日志详情、清理和下载

或导出系统保存的操作日志。其中管理员操作日志包含：云桌面日志、虚拟化日志、集群主机日志

和存储日志。 
 

 

本文档以云桌面日志管理为例介绍日志管理功能，虚拟化日志、集群主机日志、存储日志和用户操

作日志的查询、清理和收集操作与云桌面日志相关操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3.5.1  查询日志 

系统详细记录了管理员对管理平台所做的操作，可通过该功能查询操作详情，协助故障排查等。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管理员操作日志/云桌面日志]菜单项，进入云桌面日志列表页面。 
步骤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步骤3 设置查询参数后，单击<确定>按钮。云桌面日志列表中将显示符合过滤条件的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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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云桌面日志 

 

 

3.5.2  清理日志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管理员操作日志/云桌面日志]菜单项，进入云桌面日志列表页面。 

步骤2 单击<清理>按钮，弹出清理日志对话框。 

步骤3 单击输入框，在日历框中选择清理截止日期。 
步骤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图3-16 清理日志 

 

 

3.5.3  收集日志 

该功能用于收集日志信息，并将收集到的日志文件下载到本地。例如，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管理

员发现云桌面运行异常无法处理时，可选择对应的云桌面进行日志文件收集，发给技术支持工程师

分析。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管理员操作日志/云桌面日志]菜单项，进入云桌面日志列表页面。 

步骤2 单击<日志收集>按钮，弹出收集日志对话框。 
步骤3 设置日志收集参数后，单击<确定>按钮，开始收集日志文件并下载到本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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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收集日志 

 
 

3.6  虚拟化数据中心 

虚拟化数据中心详细展示了系统中主机池、集群、主机和虚拟机的的各项参数信息。 

3.6.1  主机池信息 

1. 查看主机池概要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主机池的详细配置信息（包括：CPU 总核数、总内存、本地总存储、本地总可用存

储、虚拟机数量和密度）、Top10 主机的 CPU 和内存利用率信息，以及 Top10 虚拟机的 CPU 和内

存利用率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菜单项，进入主机池概览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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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主机概览信息 

 

 

2. 查看主机池中主机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主机池中的所有主机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菜单项，进入主机池概要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主机”页签，进入主机池下主机列表页面，查看主机状态、管理 IP 地址、主机上运行的虚

拟机数量、主机 CPU 总核数等信息。该页面下还可进行主机发现、修改主机、删除主机等操作。  
步骤3 单击主机名称，可跳转到主机概览信息页面，该页面以图表形式展示主机资源使用概况、网络吞

吐量、TOP5 虚拟机 CPU 和内存利用率信息。 

3. 查看主机池中虚拟机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主机池中的所有虚拟机的所属主机、状态、CPU 总核数、内存容量、IP 地址、操

作系统以及 CPU 和内存利用率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菜单项，进入主机池概要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虚拟机”页签，进入主机池下虚拟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批量对虚拟机进行启动、关闭

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对单个虚拟机进行管理。 

步骤3 单击虚拟机名称，可跳转到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3.6.2  集群信息 

1. 查看集群概要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集群的详细配置信息（包括：主机数、CPU 核数、总内存、本地总存储、虚拟机数、

虚拟机密度和高可靠性、计算 DRS、存储 DRS 的开启/关闭情况），资源状况（CPU、内存、共享

存储的利用率和分配比）、Top10 主机 CPU 和内存利用率信息，以及 Top10 虚拟机的 CPU 和内存

利用率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2. 查看集群性能监控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集群下主机的 CPU 平均利用率、内存平均利用率、I/O 吞吐量统计和磁盘请求。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性能监控”页签，进入集群性能监控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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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集群中主机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集群中的所有主机的状态、管理 IP 地址、主机上运行的虚拟机数量、主机 CPU 总

核数、内存容量、磁盘容量、CPU 和内存利用率等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主机”页签，进入集群下主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对主机进主机发现、修改主机、删除

主机等操作。 

步骤3 单击主机名称，可跳转到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4. 查看集群中虚拟机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集群中的所有虚拟机的所属主机名称、状态、CPU 总核数、内存容量、CPU 和内

存利用率、IP 以及操作系统等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虚拟机”页签，进入集群下虚拟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批量对虚拟机进行启动、关闭删

除等操作，也可以对单个虚拟机进行管理。 

步骤3 单击虚拟机名称，可跳转到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3.6.3  主机信息 

1. 查看主机概览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指定主机的详细配置信息（包括：主机 IP 地址、主机状态、主机 iLO 口地址、主

机型号、版本、内存等）、资源状况（包括 CPU 分配比、内存分配比、内存利用率）、计算资源监

控信息、网络吞吐量、CPU 和内存利用率 Top5 的虚拟机信息。 
 

 

当主机更改内存或 CPU 硬件资源后，管理员需要重新连接主机，才能在主机概要中显示更改后的

内存或 CPU 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2. 查看主机硬件监控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主机硬件监控相关信息，主要包括主机的摘要信息、处理器信息、内存信息、温度

信息、电源信息和风扇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步骤2 选择“硬件监控”页签，进入主机摘要信息页面，可查看设备状态信息、系统信息和 BIOS 信息。

单击<导出>按钮，可导出摘要信息。 

步骤3 选择左侧“处理器”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处理器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处理器的型号、

状态、结构等信息。 

步骤4 选择左侧“内存”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内存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内存摘要信息和详细

信息。 
步骤5 选择左侧“温度”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温度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温度图和传感器数据。 

步骤6 选择左侧“电源”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电源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电源名称、功率和状

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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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选择左侧“风扇”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风扇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风扇的名称、位置、

状态、转速信息。 

3. 查看主机性能监控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指定主机的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I/O 吞吐量、网络吞吐量、磁盘请求、磁盘

I/O 延迟、磁盘利用率和分区占用率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步骤2 选择“性能监控”页签，进入主机性能监控信息页面。 

4. 查看主机上的虚拟机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指定主机上所有虚拟机的所属主机、状态、CPU 总核数、内存容量、CPU 利用率、

内存地址、IP 地址和操作系统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步骤2 选择“虚拟机”页签，进入主机下虚拟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批量对虚拟机进行启动、关闭删

除等操作，也可以对单个虚拟机进行管理。 
步骤3 单击虚拟机名称，可跳转到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3.6.4  虚拟机信息 

1. 查看虚拟机概览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虚拟机的基本信息（包括：虚拟机的操作系统、版本、磁盘容量、所属主机、虚拟

机状态、远程登录虚拟机的 VNC 端口号、创建时间、最后关机时间等）、硬件信息（显示虚拟机的

硬件设备信息，包括 CPU、内存、磁盘、网络、光驱、软驱信息）、CPU 利用率和内存利用率。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

览信息页面。 

2. 查看虚拟机性能监控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虚拟机的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I/O 吞吐量统计、网络吞吐量统计、磁盘 I/O
延迟、磁盘请求、CPU 使用情况、磁盘利用率、连接数和分区占用率信息。 
 

 

为了准确的监控虚拟机 CPU 和内存的使用情况，建议管理员在虚拟机上安装 CAStools，管理平台

通过该工具可以准确的获取虚拟机 CPU 和内存的使用情况。 

当虚拟机关闭、暂停、未安装 CAStools 时，系统将无法获取虚拟机的相关信息，磁盘利用率和分

区占用率都会显示为空。 

在虚拟机在线迁移的过程中，虚拟机的 CPU 使用情况、内存使用情况、I/O 吞吐量统计、网络吞吐

量统计等性能监控信息可能不准确。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

览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性能监控”页签，进入虚拟机性能监控信息页面。 

3. 查看虚拟机进程服务监控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虚拟机当前正在运行的程序、进程和服务，显示每个进程的用户名、PID、进程名、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和内存使用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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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机在线迁移的过程中，虚拟机进程的 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等性能监控信息可能不准确。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

览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进程服务监控”页签，进入虚拟机进程服务监控信息页面。 

4. 查看虚拟机备份历史 

该功能用于查看虚拟机的整机备份文件的创建时间、备份模式、备份位置、备份文件大小和备份类

型以及磁盘备份文件的存储路径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

览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备份管理”页签，进入虚拟机备份管理页面。 

5. 查看虚拟机迁移历史 

该功能用于查看虚拟机历史迁移的详细信息，包括迁移前后虚拟机所在的主机和存储池、迁移方式、

迁移此虚拟机的管理员、迁移的开始时间、迁移耗时等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

览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迁移历史”页签，进入虚拟机迁移历史页面。 

6. 查看虚拟机控制台信息 

该功能用于查看指定虚拟机的控制台信息，包括虚拟机 UUID、虚拟机状态、VNC 端口、MAC 地

址以及 IP 地址等。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

览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控制台”页签，进入虚拟机控制台信息页面。 

4 高级运维 

4.1  资源使用统计 

该功能模块集成在“监控报表”下，主要用于对管理平台中主机、虚拟机、IP、VLAN 和存储资源

分配情况的统计，为用户的资源规划提供最佳的决策依据。管理平台支持报表信息的灵活定制，以

及报表数据打印、导出为 PDF 文档或 EXCLE 表格保存。 

• 主机资源统计：用于统计和查看主机基本信息和资源使用情况，例如运行时间、主机型号、

CPU 型号、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本地磁盘容量等。 
• 虚机资源统计：用于查看虚拟机的基本信息和资源使用情况，例如主机名、虚拟机状态、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CPU、内存、虚拟机磁盘、操作系统等。 

• IP 分配统计：用于统计 IP 分配情况，可以快速的查询出每个主机池、集群和主机的虚拟机 IP
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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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AN 分配统计：用于统计系统中 VLAN 分配情况，可以快速查询虚拟机所属 VLAN。 
• 存储资源统计：用于统计系统中存储资源分配情况，可以快速的查询主机池、集群和主机下

存储资源包括虚拟机磁盘、网络存储、共享文件系统的分配情况。 

4.1.1  主机资源统计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主机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主机资源统计页面。 

步骤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步骤3 设置状态、CPU 利用率范围、内存利用率范围等查询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列表中将显示主机

资源统计的查询结果。 

图4-1 主机资源统计 

 

 

4.1.2  虚拟机资源统计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虚拟机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虚拟机资源统计页面。 

步骤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步骤3 设置状态、CPU 利用率范围、内存利用率范围等查询参数，列表中将显示虚拟机资源统计的查询

结果。 

图4-2 虚拟机资源统计 

 

 

4.1.3  IP 分配统计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IP 分配统计]菜单项，进入 IP 分配统计页面。 

图4-3 IP 分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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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VLAN 分配统计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VLAN 分配统计]菜单项，进入 VLAN 分配统计页面。 

步骤2 单击 VLAN ID 列的 图标，可展开 VLAN ID 下的虚拟机列表。 

图4-4 VLAN 分配统计 

 
 

4.1.5  存储资源统计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存储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存储资源统计页面。 

步骤2 在类型选择框中，选择待查询的类型（包括虚拟机磁盘、网络存储和共享文件系统）。报表中将显

示对应类型的查询结果。 

图4-5 存储资源统计 

 
 

4.2  告警管理 

通过告警机制，用户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影响系统健康运行的问题，确保系统能够稳定运行。 

4.2.1  实时告警 

该功能用于显示系统最近一段时间内产生的告警，支持对告警原因分析和恢复建议。例如，在日常

运维中业务虚拟机发生故障影响了部分业务。管理员可以通过实时告警功能去查看这台虚拟机的告

警信息，了解告警原因和恢复建议后，再去采取措施处理虚拟机。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实时告警]菜单项，进入实时告警列表页面。单击告警信息将弹出

查看告警详细信息对话框。告警详细信息对话框里的告警原因与恢复建议为系统提供，用户可对

维护经验进行编辑记录。 

步骤2 单击<高级查询>，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设置查询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实时告警列表中将显

示符合过滤条件的告警信息。 

步骤3 选择列表中已处理的告警信息进行确认。选中列表中已处理但未进行状态确认的实时告警信息， 
单击<确认告警信息>按钮进行确认。确认告警信息后，可根据需要选择清理或删除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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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实时告警信息的刷新频率为 10 秒。系统在达到刷新时间间隔所设置的时间后，将自

动刷新实时告警信息列表中显示信息。若刷新时间间隔设置较短，管理员将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确

认操作。因此，为了方便管理员完成告警信息确认操作，可以更改刷新时间间隔。 

 

图4-6 查看实时告警信息 

 
 

4.2.2  告警阈值配置 

该功能用于配置触发告警的最低值，支持自定义告警级别和告警阈值。例如，管理员重视集群的

CPU 利用率这项告警检测指标，希望在实时告警列表及时发现集群 CPU 利用率的变化。管理员可

以通过告警阈值配置功能，为这指标项配置告警级别、告警阈值、告警持续时间等参数，来获取关

注的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阈值配置]菜单项，进入告警阈值配置列表页面。系统中告警

类别分为：主机资源告警、虚拟机资源告警、集群资源告警、故障告警、安全告警、其他异常告

警。单击<展开所有>按钮可展开每类告警的指标项。 

步骤2 查看告警指标项，可在对应指标项操作列启用、禁用或编辑指标，也可选择多个指标项进行批量

启用或禁用。 

图4-7 告警阈值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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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告警屏蔽配置 

该功能用于将管理员不关注或不想展示在实时告警列表的告警信息进行屏蔽。已屏蔽的告警将不再

上报到实时告警列表。例如，在实时告警列表中有多条无需关注的告警信息上报。管理员可以通过

告警屏蔽配置功能，配置需要屏蔽的指标项和对象。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屏蔽配置]菜单项，进入告警屏蔽配置列表页面。单击<新建配

置>按钮，弹出新建告警屏蔽配置对话框。 

步骤2 选择需要屏蔽的告警指标项与需要屏蔽对象，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的告警屏蔽配置将显示在告

警屏蔽配置页面。 

图4-8 告警屏蔽配置 

 
 

4.2.4  告警邮件通知 

该功能用于将系统内告警信息以邮件方式通知用户。例如，在实际的使用中，管理员可能会需要时

刻重点监控部主机或虚拟机运行中的一些指标。管理员可以通过接收告警邮件通知实时了解系统内

资源运行的状态。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通知/告警邮件通知]菜单项，进入告警邮件通知页面。 

步骤2 设置邮件通知的告警级别，包括紧急、重要、次要、提示四个等级，可多选。 

步骤3 单击<添加邮箱>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接收告警通知的目的邮件地址后，单击<确定>按钮，

可设置多个目的邮件地址。 
步骤4 单击<邮件配置>按钮，弹出邮件服务器对话框，进行邮件服务器配置。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按钮返回告警邮件通知页面。 

步骤5 选择“关注项配置”页签，配置需关注的告警和指标项。需关注的告警可选“所有告警”或者“选

定告警”，“选定告警”支持自定义配置通知的告警指标项；需要关注的指标项可选择多个主机和

虚拟机。 

步骤6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关注项配置。 
步骤7 选择“邮件配置”页签，单击<邮件测试>按钮，验证告警邮件通知配置是否正确。 

步骤8 测试通过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告警邮件通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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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告警邮件通知 

 
 

4.2.5  告警短信通知 

该功能用于将系统内告警信息以短信方式通知用户。例如，在实际的使用中，管理员可能会需要时

刻重点监控部主机或虚拟机运行中的一些指标。管理员可以通过接收告警短信通知实时了解系统内

资源运行的状态。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通知/告警短信通知]菜单项，进入告警短信通知页面。 
步骤2 设置短信通知的告警级别，包括紧急、重要、次要、提示四个等级，可多选。 

步骤3 单击<添加电话>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接收告警通知的接收短信电话后，单击<确定>按钮，

可设置多个接收短信电话。 

步骤4 单击<短信配置>按钮，弹出短信配置对话框，启用短信通知功能，配置相关参数。配置完成后，

单击<保存>按钮返回告警短信通知页面。 
步骤5 选择“关注项配置”页签，配置需关注的告警和指标项。需关注的告警可选“所有告警”或者“选

定告警”，“选定告警”支持自定义配置通知的告警指标项；需要关注的指标项可选择多个主机和

虚拟机。 

步骤6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关注项配置。 

步骤7 选择“短信配置”页签，单击<短信测试>按钮，验证告警短信通知配置是否正确。 
步骤8 测试通过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告警短信通知配置。 

图4-10 告警短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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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主机发现 

主机发现功能用于将主机加入到管理平台中，适用于系统扩容的场景。整个扫描过程自动进行，操

作简单，只要二层网络可达即可，无需任何额外的网络配置和管理配置。 
 

 

• 待增加到管理平台的主机已安装的软件版本必须与管理平台的版本一致。 

• 待增加到管理平台的主机，其管理网、业务网、存储内网和存储外网各网络规划的网卡物理接口

的数量、链路聚合配置需要与管理平台初始化部署时各网络的规划一致。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主机发现>按钮，进入主机发现页面。 
步骤3 勾选符合要求的主机，单击<配置网卡>按钮，根据初始化配置时的网络规划进行主机网络配置后，

单击<确定>按钮。 

步骤4 单击<添加到集群>按钮，在弹出的选择磁盘对话框中，将主机磁盘加入指定硬盘池，单击<下一步>
按钮。 

步骤5 单击<完成>按钮完成操作。 

图4-11 主机发现 

 
 

4.4  应用管理 

应用管理主要包含文件分发和软件分发功能，可批量下发文件和安装更新软件，提高运维效率。 

• 文件分发：用于将文件分发到开机状态下用户正在使用的虚拟机。 
• 软件分发：用于为有相同软件需求的桌面池中的虚拟桌面下发软件，实现软件批量自动化安

装。 

4.4.1  文件分发 

当云桌面环境中多个用户需要从管理员处获取相同文件时，此时管理员可以使用文件分发功能批量

为在线用户发送文件。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文件分发/文件管理]菜单项，进入文件管理页面。 
步骤2 单击<上传>按钮，弹出上传对话框。 

步骤3 选择文件或文件夹按钮，单击“点击上传”，在本地选中待上传的文件或文件夹，上传成功后，单

击<确定>按钮，回到文件管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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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配置>按钮，弹出配置对话框，设置任务并发数和虚拟机下载限速，单击<确定>按钮，回到

文件管理页面。 
步骤5 在文件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单击<文件分发>按钮，弹出选择虚拟机对话框。 

步骤6 选择需要分发文件的虚拟机，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文件分发操作。 

图4-12 文件分发 

 
 

4.4.2  软件分发 

通过在软件库模板上安装软件、采集软件安装时释放的文件和注册表参数差异，上传差异到服务器

共享盘生成软件标本，在管理平台将软件标本下发至相同平台的虚拟机，虚拟机重启后即自动更新，

实现相关软件的自动推送更新。 

软件分发需新建软件库模板，然后在软件库模板机上安装待下发的软件，系统采集安装过程中产生

的差异的文件和注册表参数，生成软件标本上传至管理平台。最后，管理平台将软件标本下发至待

更新软件的虚拟机，虚拟机重启后即自动更新安装软件，实现软件的自动推送更新。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软件分发/软件库模板]菜单项，进入软件库模板列表页面。 

步骤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新建软件库模板页面，配置相关参数，新建软件库模板，新建软件库模板

时选择的虚拟机建议为新建的“纯净”的虚拟机且该虚拟机必须已安装配套版本的 Agent 和
CASTools。 

图4-13 新建软件库模板 

 

 

步骤3 单击左侧导航树[应用/软件分发/软件库]菜单项，进入软件库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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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单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软件库页面。 
步骤5 配置基本信息参数，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制作软件库页面。 

图4-14 新建软件库—基本信息配置 

 

 

步骤6 在制作软件库页面，制作状态显示为未制作，单击<打开制作页面>按钮，打开 Web 控制台。 

图4-15 制作软件库 

 
 

步骤7 通过共享目录等方式获取软件安装包，并将其拷贝至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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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获取软件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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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将安装包拷贝至桌面 

 

 

步骤8 打开软件库制作工具页面，单击<开始制作>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确认已存在软件安装包

后，单击<确定>按钮，回到桌面，开始安装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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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开始软件制作 

 

 

步骤9 软件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制作>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制作（虚

拟机自动关机），返回制作软件库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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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完成制作 

 

 

步骤10 此时制作状态仍为“制作中”，单击<刷新>按钮，进入测试软件库页面。 

步骤11 单击<增加>按钮，弹出选择虚拟桌面对话框。 

步骤12 选择用于测试的虚拟桌面，单击<确定>按钮，软件库向虚拟桌面下发软件。 
步骤13 当虚拟桌面列表下发状态显示为“下发成功“后，可以单击虚拟桌面对应操作列的<控制台>按钮，

查看测试虚拟桌面中是否已成功安装软件库中的软件。单击<软件列表>按钮，可查看软件库中软

件和版本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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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 测试软件库 

 
 

步骤14 测试软件库可用后，单击<完成测试>按钮，进入软件下发页面。 

图4-21 软件下发 

 
 

步骤15 ，单击<软件下发>按钮，弹出软件下发对话框。选择桌面池中需要安装或更新软件的虚拟桌面。

单击<确定>按钮下发软件。若勾选“强制下发“，会将选中的虚拟桌面强制关机并安装或更新软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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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2 软件下发 

 
步骤16 当虚拟桌面列表下发状态显示为“下发成功“后，可以单击虚拟桌面对应操作列的<控制台>按钮，

查看虚拟桌面中是否已成功安装软件库中的软件。 

4.5  命令下发 

该功能用于通过控制台将命令或附件下发到指定终端或虚拟机，实现远程运维，方便管理人员对虚

拟机或终端进行调试。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命令下发/命令下发]菜单项，进入命令下发页面。 

步骤2 在[控制台]栏直接输入下发命令，若需附带文件，可直接将文件拖至页面对应位置或点击上传文件。 

步骤3 单击<下发到终端>或<下发到虚拟机>按钮，弹出选择终端或虚拟机对话框，选择一个或多个终端

或虚拟机，单击<确定>按钮将命令和附件下发到指定的终端或虚拟机。 
步骤4 下发成功后，可在[系统/命令下发/下发历史]页面查看下发历史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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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命令下发 

 

4.6  任务设置 

该功能用于配置桌面池、虚拟机和终端的周期性定时任务策略。适用于无需全时段运行的业务，既

可以保证在指定时间段内业务的可用性，也可以确保其它时间段内资源的及时释放，提高系统资源

利用率。 

• 桌面池任务：包括关机、开机、重启、手工桌面池还原、创建快照和还原快照。 
• 虚拟机任务：包括关机、开机、重启等。 

• 终端任务：包括开机和关机。 
 

 

本文档以桌面池任务为例介绍任务设置功能，虚拟机任务和终端任务的相关操作与桌面池任务对应

操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高级设置/任务设置/桌面池]菜单项，进入桌面池任务列表页面。 
步骤2 单击<新建桌面池任务>按钮，弹出新建桌面池任务对话框，设置相关参数。 

步骤3 单击<选择执行对象>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应用任务的桌面池，单击<确定>按钮。 

步骤4 单击<确定>按钮回到桌面池任务列表页面。 
步骤5 单击欲执行任务对应操作列的<立即执行>按钮，弹出操作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执行桌面

池任务。 

步骤6 如有需要，可在桌面池任务列表操作列编辑或删除相应的桌面池任务，也可在应用桌面池任务的

桌面池列表操作列删除应用桌面池任务的桌面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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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 新建桌面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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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监控图表/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监控报表页面。
	步骤2 勾选监控指标，并在右上角设置数据显示时间段，页面将显示所选时间段内已勾选指标的相关数据。

	3.3.3   主机监控报表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监控图表/主机]菜单项，进入主机监控报表页面。
	步骤2 勾选监控指标，并在右上角选择主机和数据显示时间段，页面将显示所选时间段内主机的相关监控指标项数据。
	步骤3 单击部分指标右上角<详情>按钮，可查看对应监控指标详细信息。

	3.3.4   硬盘监控报表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ONEStor/监控图表/硬盘]菜单项，进入硬盘监控报表页面。


	3.4   系统监控报表
	3.4.1   主机报表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主机报表]菜单项，进入主机报表页面。
	步骤2 设置统计类型、统计时间等相关参数，在页面下方将显示对应主机性能的统计数据。

	3.4.2   虚拟机报表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虚拟机报表]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报表页面。
	步骤2 设置统计类型、统计时间等相关参数，在页面下方将显示对应虚拟机性能的统计数据。

	3.4.3   TopN统计报表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监控管理/监控报表/TopN统计报表]菜单项，进入TopN统计性能统计页面。
	步骤2 选择“主机”或者“虚拟机”页签，设置统计类型、统计时间等相关参数，在页面下方将显示对应主机或虚拟机的对应统计数据。

	3.4.4   云桌面利用率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云桌面利用率]菜单项，进入云桌面利用率页面。默认显示全局云桌面的利用率。
	步骤2 单击<桌面池>或<桌面池分组>按钮，可查看对应桌面池或桌面池分组下云桌面的利用率。

	3.4.5   最大在线桌面数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最大在线桌面数]菜单项，进入最大在线桌面数页面。默认显示全局下最大同时在线的桌面数。
	步骤2 单击<桌面池>或<桌面池分组>按钮，可查看对应桌面池或桌面池分组下最大同时在线的桌面数。

	3.4.6   云桌面在线时长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云桌面在线时长]菜单项，进入云桌面在线时长页面。
	步骤2 设置查询条件，单击<查询>按钮，显示虚拟桌面在线时长统计图以及明细数据信息。


	3.5   系统日志管理
	3.5.1   查询日志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管理员操作日志/云桌面日志]菜单项，进入云桌面日志列表页面。
	步骤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步骤3 设置查询参数后，单击<确定>按钮。云桌面日志列表中将显示符合过滤条件的日志信息。

	3.5.2   清理日志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管理员操作日志/云桌面日志]菜单项，进入云桌面日志列表页面。
	步骤2 单击<清理>按钮，弹出清理日志对话框。
	步骤3 单击输入框，在日历框中选择清理截止日期。
	步骤4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3.5.3   收集日志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日志/管理员操作日志/云桌面日志]菜单项，进入云桌面日志列表页面。
	步骤2 单击<日志收集>按钮，弹出收集日志对话框。
	步骤3 设置日志收集参数后，单击<确定>按钮，开始收集日志文件并下载到本地保存。


	3.6   虚拟化数据中心
	3.6.1   主机池信息
	1.  查看主机池概要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菜单项，进入主机池概览信息页面。

	2.  查看主机池中主机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菜单项，进入主机池概要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主机”页签，进入主机池下主机列表页面，查看主机状态、管理IP地址、主机上运行的虚拟机数量、主机CPU总核数等信息。该页面下还可进行主机发现、修改主机、删除主机等操作。
	步骤3 单击主机名称，可跳转到主机概览信息页面，该页面以图表形式展示主机资源使用概况、网络吞吐量、TOP5虚拟机CPU和内存利用率信息。

	3.  查看主机池中虚拟机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菜单项，进入主机池概要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虚拟机”页签，进入主机池下虚拟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批量对虚拟机进行启动、关闭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对单个虚拟机进行管理。
	步骤3 单击虚拟机名称，可跳转到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3.6.2   集群信息
	1.  查看集群概要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2.  查看集群性能监控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性能监控”页签，进入集群性能监控信息页面。

	3.  查看集群中主机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主机”页签，进入集群下主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对主机进主机发现、修改主机、删除主机等操作。
	步骤3 单击主机名称，可跳转到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4.  查看集群中虚拟机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菜单项，进入集群概要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虚拟机”页签，进入集群下虚拟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批量对虚拟机进行启动、关闭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对单个虚拟机进行管理。
	步骤3 单击虚拟机名称，可跳转到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3.6.3   主机信息
	1.  查看主机概览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2.  查看主机硬件监控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步骤2 选择“硬件监控”页签，进入主机摘要信息页面，可查看设备状态信息、系统信息和BIOS信息。单击<导出>按钮，可导出摘要信息。
	步骤3 选择左侧“处理器”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处理器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处理器的型号、状态、结构等信息。
	步骤4 选择左侧“内存”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内存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内存摘要信息和详细信息。
	步骤5 选择左侧“温度”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温度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温度图和传感器数据。
	步骤6 选择左侧“电源”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电源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电源名称、功率和状态信息。
	步骤7 选择左侧“风扇”页签，进入主机硬件监控的风扇信息页面，可查看主机的风扇的名称、位置、状态、转速信息。

	3.  查看主机性能监控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步骤2 选择“性能监控”页签，进入主机性能监控信息页面。

	4.  查看主机上的虚拟机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菜单项，进入主机概览信息页面。
	步骤2 选择“虚拟机”页签，进入主机下虚拟机列表页面。该页面下可批量对虚拟机进行启动、关闭删除等操作，也可以对单个虚拟机进行管理。
	步骤3 单击虚拟机名称，可跳转到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3.6.4   虚拟机信息
	1.  查看虚拟机概览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2.  查看虚拟机性能监控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性能监控”页签，进入虚拟机性能监控信息页面。

	3.  查看虚拟机进程服务监控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进程服务监控”页签，进入虚拟机进程服务监控信息页面。

	4.  查看虚拟机备份历史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备份管理”页签，进入虚拟机备份管理页面。

	5.  查看虚拟机迁移历史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迁移历史”页签，进入虚拟机迁移历史页面。

	6.  查看虚拟机控制台信息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数据中心/虚拟化/主机池/集群/<主机名称>/<虚拟机名称>]菜单项，进入虚拟机概览信息页面。
	步骤2 单击“控制台”页签，进入虚拟机控制台信息页面。




	4  高级运维
	4.1   资源使用统计
	4.1.1   主机资源统计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主机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主机资源统计页面。
	步骤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步骤3 设置状态、CPU利用率范围、内存利用率范围等查询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列表中将显示主机资源统计的查询结果。

	4.1.2   虚拟机资源统计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虚拟机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虚拟机资源统计页面。
	步骤2 单击<高级查询>按钮，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
	步骤3 设置状态、CPU利用率范围、内存利用率范围等查询参数，列表中将显示虚拟机资源统计的查询结果。

	4.1.3   IP分配统计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IP分配统计]菜单项，进入IP分配统计页面。

	4.1.4   VLAN分配统计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VLAN分配统计]菜单项，进入VLAN分配统计页面。
	步骤2 单击VLAN ID列的图标，可展开VLAN ID下的虚拟机列表。

	4.1.5   存储资源统计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监控报表/资源使用统计/存储资源统计]菜单项，进入存储资源统计页面。
	步骤2 在类型选择框中，选择待查询的类型（包括虚拟机磁盘、网络存储和共享文件系统）。报表中将显示对应类型的查询结果。


	4.2   告警管理
	4.2.1   实时告警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实时告警]菜单项，进入实时告警列表页面。单击告警信息将弹出查看告警详细信息对话框。告警详细信息对话框里的告警原因与恢复建议为系统提供，用户可对维护经验进行编辑记录。
	步骤2 单击<高级查询>，弹出高级查询对话框，设置查询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实时告警列表中将显示符合过滤条件的告警信息。
	步骤3 选择列表中已处理的告警信息进行确认。选中列表中已处理但未进行状态确认的实时告警信息， 单击<确认告警信息>按钮进行确认。确认告警信息后，可根据需要选择清理或删除告警信息。

	4.2.2   告警阈值配置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阈值配置]菜单项，进入告警阈值配置列表页面。系统中告警类别分为：主机资源告警、虚拟机资源告警、集群资源告警、故障告警、安全告警、其他异常告警。单击<展开所有>按钮可展开每类告警的指标项。
	步骤2 查看告警指标项，可在对应指标项操作列启用、禁用或编辑指标，也可选择多个指标项进行批量启用或禁用。

	4.2.3   告警屏蔽配置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屏蔽配置]菜单项，进入告警屏蔽配置列表页面。单击<新建配置>按钮，弹出新建告警屏蔽配置对话框。
	步骤2 选择需要屏蔽的告警指标项与需要屏蔽对象，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的告警屏蔽配置将显示在告警屏蔽配置页面。

	4.2.4   告警邮件通知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通知/告警邮件通知]菜单项，进入告警邮件通知页面。
	步骤2 设置邮件通知的告警级别，包括紧急、重要、次要、提示四个等级，可多选。
	步骤3 单击<添加邮箱>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接收告警通知的目的邮件地址后，单击<确定>按钮，可设置多个目的邮件地址。
	步骤4 单击<邮件配置>按钮，弹出邮件服务器对话框，进行邮件服务器配置。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返回告警邮件通知页面。
	步骤5 选择“关注项配置”页签，配置需关注的告警和指标项。需关注的告警可选“所有告警”或者“选定告警”，“选定告警”支持自定义配置通知的告警指标项；需要关注的指标项可选择多个主机和虚拟机。
	步骤6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关注项配置。
	步骤7 选择“邮件配置”页签，单击<邮件测试>按钮，验证告警邮件通知配置是否正确。
	步骤8 测试通过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告警邮件通知配置。

	4.2.5   告警短信通知
	步骤1 单击左侧导航树[系统/告警管理/告警通知/告警短信通知]菜单项，进入告警短信通知页面。
	步骤2 设置短信通知的告警级别，包括紧急、重要、次要、提示四个等级，可多选。
	步骤3 单击<添加电话>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配置接收告警通知的接收短信电话后，单击<确定>按钮，可设置多个接收短信电话。
	步骤4 单击<短信配置>按钮，弹出短信配置对话框，启用短信通知功能，配置相关参数。配置完成后，单击<保存>按钮返回告警短信通知页面。
	步骤5 选择“关注项配置”页签，配置需关注的告警和指标项。需关注的告警可选“所有告警”或者“选定告警”，“选定告警”支持自定义配置通知的告警指标项；需要关注的指标项可选择多个主机和虚拟机。
	步骤6 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关注项配置。
	步骤7 选择“短信配置”页签，单击<短信测试>按钮，验证告警短信通知配置是否正确。
	步骤8 测试通过后，单击<保存>按钮，完成告警短信通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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