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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户：  

衷心感谢您选用了浪潮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 

本手册介绍了浪潮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的运行环境、安装

设置过程和所能实现的功能，可使用户比较全面地了解本软件的适用范围和使用

方法。 

 

本手册大体包含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监控工具简介 

 

 重点介绍了浪潮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的主要功能及系统要

求。使您对浪潮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第二部分：监控工具安装配置方法 

 

 重点介绍浪潮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的安装及系统配置过程，

使用户可以快速的部署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 

 

第三部分：监控工具使用说明 

 

 重点介绍浪潮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的使用及监控数据分析

法，并以材料物理、分子动力学和计算流体力学三个应用领域的常用应用软件为

例，示范了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的主要功能，使用户可以快速的上

手浪潮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 

 

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拥有本手册的版权。 

未经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

形式复制本用户手册。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保留随时修改本手册

的权利。 

 

本手册中的内容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3 
 

如果您对本手册有疑问或建议，请向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垂

询。 

浪潮（北京）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三月 

 

技术服务电话： 800-860-0011  

传真： 86-10-62972649 

网址： http://www.inspur.com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

路2号创业园C栋1层  

邮编： 1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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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眼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简介 
 

1.1 软件内容简介 

 

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Teye），是由浪潮专业的高性能计算应

用支持和研发团队开发的一款卓越软件，它主要用于提取高性能应用程序在大规

模集群上运行时对系统资源占用的情况，并实时反映应用程序的运行特征，从而

帮助用户最大限度的在现有平台挖掘应用的计算潜力，进而为系统的优化、应用

程序的优化以及应用算法的调整改进提供科学的指引方向。与此同时，天眼高性

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亦可作为大规模集群作业管理和调度软件（如 Cluster 

Engine）的子模块，实现对硬件底层资源使用率的实时监控。 

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拥有众多的优点，它具有体积小、易操作、

数值监控精确、实时、资源占用率低等众多优点，即使在系统重负载情况下，天

眼对系统资源的需求量也远远不足千分之一，极大程度上保证了所反映的高性能

应用程序运行特征的真实性。此外，天眼功能和亮点还包括： 

 支持并提供服务器端及客户端运行模式，实现被监控对象和管理节点的分

工，减小了对特征监控分析系统对硬件资源的占用 

 支持英特尔至强最新的 SandyBridge-EP 平台处理器，并加入对英特尔下一

代平台 Ivy Bridge-EP 处理器的支持。 

 支持实时监控集群节点 CPU、MEM、Network、IO 性能数据，提供集群系

统中应用软件随时间变化的运行特征 

 支持实时监控集群节点 CPU 的单、双浮点运算速度 GFlops，X87 浮点单元

速度，SSE 单元及 AVX 单元的实时运算速度 

 支持实时监控集群节点 CPU 的 128bit SSE 指令向量化率、256bit AVX 指令

向量化率、节点内内存读、写带宽等数据 

 支持实时显示所监控的集群各节点的 NFS 文件系统的吞吐，以及总 NFS

吞吐流量 

 支持并实现与 MySQL 数据库完美结合，方便并实现用户对被监测数据的

数据库化存储及管理 

 支持并提供 MySQL 数据库数据导出工具，方便并实现用户对数据的处理 

 支持并提供同一集群所有节点运行该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提取软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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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 文件 

天眼高性能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应用程序的运行短

板，为高效、节能、环保的利用集群提供了有力保障，天眼特征监控分析系

统越来越将成为大规模高性能计算机集群管理者、专业应用程序开发者、以

及平台优化人员并不可或缺的得力工具。 

1.2 监控项目 

1) 微架构信息： 

a) Total_DP_GFlops:    双精度总浮点运算速度 

b) Total_SP_GFlops:    单精度总浮点运算速度 

c) X87_GFlops:     X87单元浮点运算速度 

d) SSE_DP_Packed_GFlops:  双精度SSE向量化单元浮点运算速度 

e) SSE_DP_Scalar_GFlops:   双精度SSE标量浮点运算速度 

f) AVX_DP_Packed_GFlops:  双精度AVX向量化单元浮点运算速度 

g) SSE_SP_Packed_GFlops:  单精度SSE向量化单元浮点运算速度 

h) SSE_SP_Scalar_GFlops:   单精度SSE标量浮点运算速度 

i) AVX_SP_Packed_GFlops:  单精度AVX向量化单元浮点运算速度 

j) SSE_DP_VEC:     双精度SSE向量化率 

k) AVX_DP_VEC:     双精度AVX向量化率 

l) SSE_SP_VEC:     单精度SSE向量化率 

m) AVX_SP_VEC:     单精度AVX向量化率 

n) CPI:       每指令的时钟周期数 

o) mem_total_bw_GB:   总实时内存带宽 

p) mem_read_bw_GB:   实时内存读带宽 

q) mem_write_bw_GB:   实时内存写带宽 

2) CPU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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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pu_user：     用户态程序占用百分比 

b) cpu_sys：     系统占用百分比 

c) cpu_idle：     空闲百分比 

d) cpu_iowait：    IO等待占用百分比 

3) 网络信息： 

a) ethX_send_MB：   ethX网卡发送数据流量 

b) ethX_spsize：    发送数据包数量 

c) ethX_receive_MB：   接收数据流量 

d) ethX_rpsize：    接收数据包数量 

4) INFINIBAND网络： 

a) ib_XmitData_MB：   发送数据流量 

b) ib_RcvData_MB：   接收数据流量 

c) ib_XmitPktsize：   发送数据包数量 

d) ib_RcvPktsize：    接收数据包数量 

5) 磁盘信息： 

a) disk_read_MB：   读数据量 

b) disk_rsize_MB：   读数据块平均大小 

c) disk_write_MB：   写数据量 

d) disk_wsize_MB：   写数据块平均大小 

6) 内存信息： 

a) MemTotal_KB：    总内存容量 

b) MemUsed_KB：    使用内存容量 

c) Buffers_KB：    缓冲内存容量 

d) Cached_KB：    缓存内容容量 

7) NFS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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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fs_read：     节点读数据大小 

b) nfs_write：     节点写数据大小 

c) nfs_server_read_MB:  NFS服务总读操作流量 

d) nfs_server_write_MB:  NFS服务总写操作流量 

 

1.3 软件依赖关系 

1) 系统依赖： 

a) 64位操作系统。 

b) Linux内核版本2.6.29以上。（RHEL6以上) 

2) 监控INFINIBAND网络依赖为： 

a) OFED驱动1.5.3版本或以上。 

3) 数据存储依赖： 

a) MySQL数据库 

4) 用户权限依赖： 

a) 软件登录名和密码是同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同步的。默认root用

户拥有全部的执行权力。Root用户可以通过软件分配给普通用户其他模块

的执行权力。 

b) 软件的主监控守护进程必须使用root账户运行。 

5) 其他依赖： 

a) 本工具不能与vtune等其他性能监控软件同时运行，可能会导致相应功

能无法正常使用或提取数据不正确。 

 



 

9 
 

 

2 天眼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安装配置方法 

 

天眼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1.0版本，共包含1个安装包。按集群的结构和功

能划分，特征数据提取程序客户端通过挂载共享目录的方式安装于各计算节点，

用于提取特征数据，WEB服务和特征数据提取程序服务端安装于管理节点，用

于管理各计算节点上的客户端守护进程。 

2.1 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1) 安装并启动mysql服务，配置mysql本地和远程密码（本地和远程密码需

要一致），检查防火墙配置，确保mysql服务可以被远程访问。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root'@'%' identified by 'passwd' with grant 

option; 

grant all privileges on *.* to 'root'@'localhost' identified by 'passwd with 

grant option; 

flush privileges; 

2) 在管理节点和计算上配置/etc/hosts文件，将管理节点及所有计算节点的

IP和hostname配置在/etc/hosts文件中。 

3) 配置管理节点到计算节点的ssh无密码连接。 

 

2.2 管理节点程序安装： 

1) 解压安装包，进入安装目录，配置install.config，配置文件说明如下： 

TSCE_INSTALL_DIR=/usr/local/inspur Teye的WEB服务安装目录。 

#TOMCAT_DIR= 默认不需要配置，使用Teye内的tomcat。如需要使

用系统已有tomcat，可在此配置tomcat路径。 

NODELIST=inspur1 inspur2 计算节点列表，请使用空格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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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_SERVER_IP=10.152.11.219 Mysql服务器的IP地址。 

MYSQL_SERVER_ROOT_PASSWORD=111111 Mysql服务器的root用户密码。 

MYSQL_DATABASE_PASSWORD=111111 Mysql数据库的root用户密码。 

2) 配置好install.config后，执行./install.sh 进行安装。 

3) 安装完成后将安装目录下的share目录配置为共享，并重启NFS服务，下

文中假定/usr/local/inspur为Teye的安装目录。 

echo "/usr/local/inspur/share *(rw,sync,no_root_squash)" >> /etc/exports 

service nfs restart  

4) 使环境变量生效并启动服务。 

source /etc/profile 

service tsce start 

 

2.3 计算节点程序安装： 

管理节点完成安装并配置共享目录后，在计算节点上挂载共享目录，如： 

mkdir -p /usr/local/inspur/share 

mount -t nfs -o vers=3 inspur2:/usr/local/inspur/share /usr/local/inspur/share 

inspur2为管理节点的主机名。 

 

2.4 License 安装： 

1) 在客户端浏览器中输入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服务端的地址，

如：http://10.152.11.219:8090/TSCE 

打开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的登陆页面，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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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 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登陆页面 

 

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通过验证，进入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

提示License验证错误。如图2-2所示。 

 

图 2- 2 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 license 验证页面 

 

3) 点击“模块管理”按钮，进入模块管理页面，如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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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 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模块管理页面 

 

4) 点击文件夹图标，选择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对应的 License（license

文件由浪潮提供）文件 xxxx.auth，点击“Import”按钮，在弹出的对话

框中点击“Yes”，即可完成 License 验证，如图 2-4 所示 

 

图 2- 4 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 License 导入确认对话框 

 

License 导入成功后，关闭页面重新登录即可使用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

统的各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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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眼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使用说明 
 

3.1 天眼软件的启动和运行： 

4) 首先确保WEB服务已启动，数据库已启动。如果有疑问请参考上一小节：

天眼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安装配置方法。 

5) 在任意一台客户端的任一浏览器中输入天眼软件服务端的地址，如： 

http://10.152.11.219:8090/TSCE 

则将打开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的登陆页面，如图3-1所示： 

 

图3-1 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登陆页面 

此时需要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当验证正确后，将进入天眼应用特征

监控分析系统软件。如图3-2所示。 

 

图3-2 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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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3所示，分别为“性能监控”模块和“性能分析”模块。前者用于

实时监控所指定计算节点上的应用运行特征，后者用于对已监控的应用运行

特征数据做分析和研究使用。下面将分别对这两个子模块做详细介绍。其他

两个模块“集群设置”模块和“模块管理”模块是配置节点信息和license导

入功能模块。 

 

 

图3-3 天眼应用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子模块 

           

1. 应用性能实时监控： 

点击图3-3中所示的“性能监控”模块，将打开天眼监控软件的监控控制选

项，如图3-4所示： 

 

图3-4 “性能监控”模块 

在“性能监控”模块的中包含了天眼监控必需的参数控制选项、状态标识及

任务启停按钮。 

图3-4显示的状态信息表示，此时天眼并未开启有效监控。当监控开启后，

此图标将变为一个绿色的“对勾”。而要开启一次有效的监控，则必需设置足够

的参数信息。下面，我们以正常开启一次监控的流程为例，加以说明。 

1) 选定所需要监控的计算节点。通常情况下，应用分析主要是针对有应用

程序运行的计算节点展开的。点击“节点”按钮，将列出现有集群中的

所有计算节点信息，如图3-5所示。用户需要选定那些正在运行被监控应

用程序的计算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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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天眼监控节点选项卡 

2) 选定所需要监控的“监控项”。监控项，即本手册第一部分《天眼特征

监控分析系统软件简介》中所介绍的特征指标，包括处理器微架构指标、

内存指标、网络指标、存储指标等等。在开启一项有效监控前，用户需

要选择其所需的指标项。如图3-6所示。 

 

图3-6 天眼监控指标选项卡 

3) 设定监控数据采样时间间隔。系统默认的采样时间间隔为1秒钟，但用户

可以实际需要来设置自定义的值。通过拖动“监控项”按钮右侧的标尺

滑块即可完成设定。 

4) 最后需要设置表名。这个表名为监控数据存入数据库时所需要数据库表

名称，它要求表名的全局唯一性，即不能使用已经使用过的表名。该选

项没有默认值，需要由用户来设定。表名输入框位于监控时间标尺的右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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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上述设置后，点击“启动”按钮，即可启动监控，得到如图3-7所示

的画面。它会显示出所有本次任务中所监控的计算节点。移动鼠标到任

一节点，将会显示出该节点的节点名（图3-7）。点击所需要查看的节点，

将得到该节点上的各个被监控指标实时曲线图，如图3-8所示。 

 

图3-7 监控节点页面 

 

图3-8 实时监控指标曲线 

6) 当本次监控的任务完成后，点击页面左上方的“停止”按钮，则即可退

出本次监控。相应的监控数据已经以给定的表名存储在数据库中。 

 

3.2 应用性能分析： 

性能分析模块，其主要功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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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已监控完成的历史监控数据以曲线图形式查看，并支持对历史数据

的删除 

B. 以列表形式提供监控时段内监控值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 

    进入性能分析模块：如图3-9所示  

 

图3-9 进入性能分析模块 

如图3-10所示，点选历史数据的下拉菜单，选择历史数据的名称；如要删除，

点选红色叉，并确认，如图3-11所示。 

 

图3-10 选择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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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删除历史数据 

如图3-12所示，点选节点，会出现历史数据所包含的节点列表，选择相应节

点，并点击确定。 

 

图3-12 选择相应节点 

如图3-13所示，点选监控项，选择要以曲线图显示的监控项（当前版本最多

支持一次显示3个监控项），再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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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选择监控项 

如图3-14，历史数据、节点、监控项都选择完毕后，点击查询。 

 

图3-14 查询历史数据 

点击查询后，即显示相应监控项的曲线图，如图3-15，可左右拖动曲线，查

看相应数据。如想查看某一点的值，将鼠标停留在曲线上的对应点即可。 

 

图3-15 相应监控项的曲线图及显示曲线点值 

如图3-16，在所有曲线图的最下方可见，监控项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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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监控项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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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疑难解答 

1. 问：登录时提示“用户名和密码错误”？ 

登录软件提示用户名和密码错误，天眼特征监控分析系统软件默认的用户名

和密码都是和管理端服务器系统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保持一直。 

2. 问：登录后首页物理视图中只有机柜，没有节点服务器？ 

在安装软件时，节点都配置到数据库中，需要手动添加到机柜中，具体操作

方法是在“集群设置”模块中，把对应的服务器拖到机柜中，然后填写的名

称和安装配置的服务器名称要保持一致，然后再“集群设置”模块中点击“保

存视图”后，就会自动配置成功。 

3. 问：license 怎么得到？ 

该 license 由浪潮控制，必须要把安装的服务器的 mac 地址和 IP 还有要安装

的节点数一起发给 duangd@inspur.com 来申请，或者电话联系客服也可以申

请，Tel：010-61643774 

4. 问：登陆页面无法打开，报 404 错误 

首先确保 WEB 服务是否正常启动，通过 ps –ef | grep java 来查看，如果启动

正常，查看是否防火墙没有关闭。 

5. 问：在“性能监控”模块中点击“节点”后弹出“数据库连接错误”的提示？ 

这表示数据库连接出现问题，或者数据库服务器网络有问题导致，也有可能

是数据库关闭了。 

6. 问：在“性能分析”模块中，移动提示“not complete, please later again drag1”？ 

该提示说明数据请求还没有响应，该提示不影响在次进行拖动。 

7. 问：在“性能分析”模块中，移动提示“Read it to the end”？ 

该提示说明已经是最后的数据了，不能再向该方向继续拖动了，因为这是数

据的末端了。 

8. 问：在“性能分析”模块中，移动提示“Read it to the start”？ 

该提示说明已经是第一个数据了，不能再向该方向继续拖动了，因为这是数

据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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