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潮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 

用户手册 

文 档 版 本  

发 布 日 期  

适 用 版 本  



InView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i 浪潮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尊敬的用户： 

衷心感谢您选用浪潮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简称 InView）！ 

 

本手册用于帮助您更详细地了解和便捷地使用本平台，涉及的截图仅为示例，最终界面请以实际界面为准。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手册内容会不定期进行更新，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除非另有约定，本

手册仅作为使用指导，本手册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浪潮拥有本手册的版权，保留随时修改本手册的权利。未经浪潮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本手册的内容。 

 

如果您对本手册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向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垂询。 

 

 

 

 

 

 

 

 

 

 

技术服务电话： 4008600011 

地        址： 中国济南市浪潮路 1036 号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邮        编： 2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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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声明 

我们非常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且一如既往地严密关注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安全性，为您提供更满意的服务。

在您正式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先阅读以下安全声明。 

1. 您购买的产品在业务运营或故障定位的过程中可能会获取或使用用户的某些个人数据（如电话、邮箱、

用户 IP 地址等），因此您有义务根据所适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制定必要的用户隐私政策并采取足够

的措施以确保用户的个人数据受到充分的保护。 

2. 本产品进行版本升级或补丁安装前，建议您核对产品哈希值或数字签名，校验升级软件的合法性，避免

软件被非法篡改或替换，给您带来安全风险。 

3. 我们致力于产品功能和性能的持续提升，部分功能及操作与手册描述可能会有所差异，但不会影响使用。

如果您有任何疑难问题，请与我们的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4. 我们已全面建立产品安全漏洞应急和处理机制，确保第一时间处理产品安全问题。若您在本产品使用过

程中发现任何安全问题，或者寻求有关产品安全漏洞的必要支持，请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人员。 

以上声明中，“我们”指代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拥有对以上声明的最终

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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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InView 是面向全系浪潮存储平台的多设备智能管理软件，采用大数据和 AI 技术，构建智能化运维管理平台，

实现对存储系统自动化部署、批量配置、状态监测、容量预测、性能优化、远程巡检、故障诊断、硬盘故障

预测、资产管理、拓扑展示、定时快照、“两地三中心”容灾等智能化运营，解决 IT 系统运维难题，提高运

维效率，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可用性，降低运维成本，优化用户体验，保障业务连续性，为客户提供一体化

的智能运维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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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 

2.1 登录与初始化 

2.1.1 登录方法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https://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 IP”，进入 InView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如图 

2-1 所示。 

图 2-1 登录界面 

 

说明： 

 因 Windows Server 系统自带的 IE 浏览器安全级别设置较高，为了更好的用户体验，建议在 Windows Server 系统上使用

谷歌浏览器或火狐浏览器登录 InView 平台。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支持本地用户和 LDAP 用户，本地用户管理员账号 superuser，密码 Passw0rd_，使用 LDAP 用户

需要使用本地用户管理员账号登录，在“系统 > LDAP 配置”界面设置 LDAP 域信息，详见 10.3.3 小节，设置完成后，在

“系统 > 用户管理”界面，添加 LDAP 用户或用户组，并配置权限，详见 10.3.2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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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超级用户密码重置 

当超级用户忘记密码时，可通过预留的邮箱找回密码。当前仅支持超级用户通过邮箱重置密码。 

1. 在登录页面中，单击“忘记密码”链接，进入重置密码页面。 

图 2-2 通过邮箱重置密码 

 

说明： 

超级用户密码重置功能需要用户提前预留邮箱和配置邮箱 SMTP 服务器信息。超级用户邮箱可在首次登录初始化设置对话

框或者在顶部导航栏设置。邮箱 SMTP 服务器信息可以在首次登录初始化设置对话框或者“设置>系统管理> SMTP 设置”

页面设置。初始化设置详情请见章节 2.1.3，顶部导航栏设置请见详情请见章节 2.2.1，SMTP 设置详情请见章节 10.3.9。 

2. 请求重置密码页面输入超级用户预留邮箱地址和验证码，单击“提交”，系统将发送重置密码链接到用

户预留邮箱。 

图 2-3 发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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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录邮箱查看邮件，重置密码邮件主题为“InView 超级用户密码找回”。 

图 2-4 重置密码邮件 

 

4. 单击邮件中的重置链接，输入新密码、确认密码和验证码，单击“提交”，即可重置超级用户密码。重

置链接的有效期为 1 个小时。 

图 2-5 设置新密码 

  

2.1.3 初始化设置 

超级用户首次登录，强制修改默认密码。超级用户首次登录 InView 时，弹出初始化设置对话框。如果打开邮

箱配置开关，需要配置 SMTP 服务器、SMTP 端口号、加密协议、SMTP 身份认证和邮箱地址。单击“测试”，

测试邮箱配置是否正确。 



InView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5 浪潮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图 2-6 初始化设置-关闭邮箱配置 

 

图 2-7 初始化设置-开启邮箱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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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加入用户体验改进计划 

登录 InView 后，系统提示是否加入用户体验改进计划。你也可以通过“设置 > 系统 > InService 配置”页面

设置是否加入用户体验改进计划。 

图 2-8 浪潮用户体验改进计划提示框 

 

2.2 首页与导航栏 

2.2.1 首页 

在首页会呈现 InView 管理所有资产的总览信息，包括设备概况，存储连接状态，告警，存储健康状态，存储

预览，存储健康度，硬盘健康状态，容量，容量使用增长率，容量使用趋势，性能，总带宽，总时延等。 

 存储连接状态：展示 InView 管理资产连接状态和未连接状态数。 

 告警：展示 InView 不同告警级别的总数以及信息详情。告警级别有紧急、重要、警告。 

 存储健康状态：展示 InView 管理资产中优、良、差和未知的个数以及对应的存储名称。 

 容量：展示 InView 管理资产的已用容量、可用容量、总容量以及已用容量占比。 

 存储健康度：健康度评分是集群性能、容量、配置、硬件、特性五个维度最低评分，各个维度评分主要

根据集群相关维度的告警计算得出。 

 硬盘健康状态：展示 InView 管理资产中故障盘，风险盘（预测），正常盘（预测），未知盘（预测）的

个数。 

 容量使用趋势：展示容量使用的历史情况以及未来预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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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首页 

 

2.2.2 顶部导航栏 

登录 InView 管理界面以后，顶部导航栏依次展示：许可状态、任务管理器、关于（查看在线 Rest 接口文档、

InView 软件版本号）、superuser（超级用户）（修改用户密码、修改用户邮箱）、退出。 

修改用户密码（所有用户均可操作） 

1. 单击“superuser（超级用户）”，展示“修改用户密码”选项。 

图 2-10 顶部导航栏 

 

2. 单击“修改用户密码”，弹出修改密码对话框，输入旧密码、新密码和确认新密码，单击“确认”完成

修改密码。 



InView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8 浪潮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图 2-11 修改密码 

 

修改用户邮箱（仅 superuser 用户可操作） 

1. 单击“修改用户邮箱”，弹出配置邮箱对话框。输入邮箱地址，单击“确认”，完成邮箱配置。 

图 2-12 配置邮箱 

 

2. 单击配置邮箱的“测试”，系统将向配置邮箱发送邮件，用于验证邮箱是否能正常使用。 

图 2-13 邮件发送成功 

 

3. 登录邮箱查看邮件，邮箱测试邮件的主题为“InView 超级用户邮箱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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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邮件详情 

 

2.2.3 侧边导航栏 

登录 InView 管理界面以后，左侧导航栏默认是展开菜单（功能项）展示。除了展开菜单展示以外，还支持快

速缩起菜单（图标）展示。 

 单击“ ”可以从展开菜单切换到缩起菜单展示。 

 单击“ ”可以从缩起菜单切换到展开菜单展示。 

图 2-15 展开菜单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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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缩起菜单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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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 

健康管理功能包括告警、健康度和硬盘预测。 

3.1 告警 

1. 单击导航栏中的“健康”展开子菜单，单击“告警”，进入告警页面，可以查看设备的告警概况，包括

告警总览、告警源和告警详情三大部分。 

图 3-1 告警界面 

 

说明：该界面用于长期持续监控系统健康状况，不会超时退出。 

2. 设置告警源、告警级别或时间，单击“搜索”，即可搜索指定时间段指定设备指定级别的告警，单击“清

除”，恢复默认搜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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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搜索告警信息 

 

说明： 

图中告警恢复时间，如果该项为空表示告警未恢复。目前只有 InView 的网络告警，NTP 定时同步功能，审计日记自我管

理等可以自动恢复；资产身份认证失败时产生的告警，会在修改资产密码成功时自动恢复，其它告警需要手动单击“恢复”。 

注意 

存储设备的告警信息获取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在存储设备上配置 SNMP TRAP 指向 InView，此时展

现的告警信息是配置 SNMP 后单设备上的告警信息，配置 SNMP 时间点之前的告警信息无法获取，

因此，此处的告警和存储设备中告警信息相比可能会不一致；第二种是仅当未在存储设备配置 SNMP 

TRAP 时，InView 会主动获取存储设备的告警信息，但是只会获取最近 2000 条，也可能出现和资产

中信息相比不一致的情况。另外存储设备告警自动恢复后，此处的告警如果不能自动恢复，则需要人

工恢复，即在告警界面选中告警信息单击“恢复”即可 。 

3.2 健康度 

单击导航栏的“健康 > 健康度”，进入健康度页面，可查看受管集群的健康度评分，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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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健康度主页面 

 

图 3-4 健康度提示信息 

 

健康度页面提供两种集群整体健康度的查看方式：列表式样和卡片式样。单击右上角的“ ”，可以切

换健康度的查看方式。 

 卡片形式：以卡片的形式展示所有集群的健康度信息。 

如图 3-5，卡片中包含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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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片头部：展示集群的型号、名称和 IP 地址。 

 卡片主体：展示集群的健康度以及各个维度的评分。 

集群健康度评分是集群各个维度最低评分，各个维度评分主要根据集群相关维度的告警计算得出，单击

卡片右上角的“ ”可以立即更新健康度评分。 

图 3-5 健康度卡片 

 

 列表形式：以列表的形式展示所有集群的健康度信息。 

如图 3-6，列表中包含：集群名称、集群 IP、健康度得分、性能得分、容量得分、配置得分、硬件得分、

特性得分、上次得分时间和同步操作。单击“操作”列的“同步数据”，可以立即更新健康度得分。 

图 3-6 健康度列表 

 

在卡片模式下通过单击卡片，或者在列表模式下通过单击列表中的行，可以查看单个集群健康度的详细信息，

如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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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单个集群的健康度信息 

 

单个集群的健康度包括健康度评分和健康度分析两部分。健康度评分展示单个集群的设备评分，健康度分析

展示集群各个维度的详细评分，单击具有扣分的维度可以展开扣分详情页，显示具体的告警项以及修复建议。 

3.3 硬盘预测 

使用硬盘预测功能需要先添加存储资产，可参考“资产管理”章节。 

在“健康 > 硬盘预测”页面，可查看“HDD 故障预测”和“SSD 寿命预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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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硬盘预测主页面 

 

3.3.1 故障预测 

HDD 故障预测功能仅支持分布式存储。 

使用 HDD 故障预测功能需要先在存储上部署 ISAE Agent，部署完成 24 小时之后才能查看预测结果。 

3.3.1.1 ISAE Agent 部署 

在“健康 > 硬盘预测”主页面，即 HDD 故障预测主页面，单击“Agent 部署入口”，进入 ISAE Agent 部署

页面，可查看已添加的分布式存储的节点名称、部署状态和 Agent 版本号。 

ISAE Agent 配置功能包含：更新已上传的 Agent 包，部署，卸载，修复 ServerIP 配置，下载日志，刷新和搜

索。 

注意 

ServerIP 和 Agent 是成对出现，一对一硬盘预测。 

支持多个节点同时配置管理（部署/卸载/修复 ServerIP 配置/下载日志），其中下载日志一次同时最多 5 个

节点。 

Agent 部署操作步骤 

1. 在 ISAE Agent 部署界面，选择某台分布式存储，界面则显示该存储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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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中需要部署的节点（可多选），单击“部署”。 

3. 弹出“操作提示”界面，单击“确定”，自动部署节点。 

图 3-9 部署过程 

 

部署状态包含未部署、部署中、已部署，对应的运行状态如下： 

 未部署：-- 

 部署中：-- 

 已部署：运行中，异常，ServerIP 异常。当出现 ServerIP 异常状态时，会显示异常原因，可执行“修

复 ServerIP 配置”恢复为运行中的状态。若持续显示异常，请联系本公司客服人员进行支持。 

4. 自动部署结束后，弹出“操作结果”界面，单击“确定”。 

图 3-10 部署完成 

 

ISAE Agent 卸载 

操作步骤： 

1. 在“健康 > 硬盘预测 > ISAE Agent 部署”界面，选择某台分布式存储，界面则显示该存储节点信息。 

2. 选中需要卸载的一个或多个节点，单击“卸载”，系统弹出“操作提示”界面。 

3. 单击“确定”，卸载 Agent。 

修复推送 IP 配置 

操作步骤： 

1. 在“健康 > 硬盘预测”界面，单击“Agent 部署入口”链接，打开“ ISAE Agent 部署”页面。 

2. 选中需要修复 ServerIP 配置的一个或多个节点，单击“修复推送 IP 配置”，系统弹出“操作提示”界面。 

3. 单击“确定”，完成修复推送 IP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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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修复前 

 

下载日志 

操作步骤： 

1. 在“健康 > 硬盘预测 > ISAE Agent 部署”界面，选择某台分布式存储，界面则显示该存储节点信息。 

2. 选中需要下载日志的节点（可多选），单击“下载日志”。 

3. 弹出“提示”信息，待采集日志完成后，弹出日志保存界面，单击“确定”。 

图 3-12 提示信息 

 

图 3-13 保存日志 

 

4. 保存完成后，可以在本地查看日志。 

刷新 

操作步骤：在“硬盘预测 >  ISAE Agent 部署”界面，选择某台分布式存储，界面则显示该存储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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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右侧刷新图标“ ”。 

注意 

Agent 部署完成 10 分钟后，HDD 故障预测界面才能查看到采集的数据信息。 

3.3.1.2 HDD 故障预测 

主页面 

HDD 故障预测主页面展示已添加的分布式存储的资产信息，包括设备、型号、总数、硬盘健康状态（故障/风

险/正常/未知）和预测时间。 

图 3-14 HDD 故障预测-主页面 

 

单资产页面 

在 HDD 故障预测主界面，单击列表中的行，可进入单资产页面，显示该存储的硬盘信息，包括硬盘名称、主

机名称、失效预警、硬盘类型和预测时间。 

 支持硬盘定位 

 支持列表搜索 

 支持查看硬盘详情 

单击右上角“返回”，可返回 HDD 故障预测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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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HDD 故障预测-单资产 

 

说明：硬盘预测按照失效预警状态统计数量，显示在硬盘预测列表上方。 

硬盘定位和取消 

当失效预警显示为“故障”状态时，可对硬盘定位，帮助找到寿命将尽的硬盘进行更换。 

 单击列表中的“定位”可定位硬盘。 

 更换硬盘完成后，单击“取消”，可以取消定位显示。 

注意 

需要手动记录更换硬盘的硬盘名称、主机名称等信息，便于更换硬盘后，取消定位显示。 

列表搜索 

当系统中存在大量硬盘时，可以根据名称、类型或健康状态等信息对硬盘列表进行过滤。 

在右上角的搜索栏中输入关键字，系统会模糊匹配符合条件的硬盘进行显示。 

硬盘详情页面 

在单资产 HDD 故障预测页面，单击列表中的行，可弹出该硬盘的详情页面，显示的硬盘信息包括硬盘状态

（正常/故障/风险/未知）、硬盘名称、主机名称、失效预警、类型、预测时间、序列号、型号和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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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盘可以呈现根因分析雷达图。 

单击“关闭”，可关闭硬盘信息弹窗。 

图 3-16 风险盘根因分析雷达图 

 

3.3.2 寿命预测 

在“健康 > 硬盘预测”页面，切换顶部页签，可进入 SSD 寿命预测页面。 

主页面 

SSD 寿命预测主页面展示已添加的存储资产信息，包括名称、型号、硬盘总数、硬盘健康状态（故障/风险/

正常/未知）、预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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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时间：默认每天 3:00。支持通过命令行手动执行预测。 

图 3-17 SSD 寿命预测-主页面 

 

 

单资产页面 

在 SSD 寿命预测主界面，单击列表中的行，可进入单资产页面，显示该存储的硬盘信息，包括驱动器标识，

健康状态（正常/故障/风险/未知），健康时长，剩余寿命，状态（联机、降级和脱机），类型（SATA-SSD、

SAS-SSD 或 NVMe-SSD），预测时间。 

支持硬盘定位和取消，支持列表搜索，具体操作可参考 3.3.1.2 HDD 故障预测。 

单击右上角“返回”，可返回 SSD 寿命预测主页面。 

图 3-18 SSD 寿命预测-单资产 

 

硬盘详情页面 

在单资产 SSD 寿命预测页面，单击列表中的行，可弹出该硬盘的详情页面。 

显示的硬盘信息包括硬盘状态、健康时长、剩余寿命、预测时间、类型、产品标识、部件号、部件标识、制造

商和状态（联机、降级和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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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SSD 寿命预测-硬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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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能 

4.1 性能页面 

单击导航栏的“性能”，进入性能页面，可查看所有已添加存储 24 小时的性能数据。 

展示方式 

性能页面提供两种查看方式：卡片和列表。默认以卡片的形式进行展示。 

单击右上角的“ ”，可切换查看方式。 

 卡片：以卡片的形式展示所有已添加存储的性能信息。 

 卡片头部：展示集群的型号、名称、IP 地址。 

 卡片主体：展示 24 小时内的性能曲线，以及 IOPS、CPU 和带宽数据。 

 列表：以列表的形式展示所有已添加存储的性能信息。 

 展示内容：集群名称、集群 IP、集群型号、CPU 使用率、时延、IOPS（次）、带宽。 

信息导出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导出”，可以实现对集群信息的导出。 

导出内容包括：集群名称、集群 IP、集群型号、CPU 使用率、时延、IOPS（次）、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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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性能主页面-卡片 

 

图 4-2 性能主页面-列表 

 

4.2 分布式存储性能 

查看方式 

分布式存储的性能有两种查看方式： 

1. 性能入口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性能”，进入性能卡片视图页面，单击卡片可以进入单集群信息查看页面。 

 通过单击导航栏的“性能”，进入性能卡片视图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进入到列表视图页面，

单击列表中的集群名称可以进入单集群设备查看页面。 

2. 资产入口 

通过导航栏的“资产 > 存储”进入存储列表页面，单击列表中的集群名称，再单击“性能”选项卡可进

入单集群设备查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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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页面的区别： 

 通过性能入口进入单集群设备页面，页面顶部包含时间段的选择以及“导出”，左下角包含“关闭”。 

 通过资产入口进入单集群设备页面，页面顶部包含资产本身选项卡，如“设备信息”、“健康状态”、

“SSD 寿命预测”、“容量”、“性能”以及“返回”。 

界面展示 

添加资产后，需等待 10~15 分钟，可显示采集到的性能数据。 

曲线图 

 展示指标：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IOPS（总/读/写），带宽（总/读/写）。 

 默认展示存储最近 6 小时的历史数据。 

 在曲线下方可以查看各指标的历史最大值、最小值及平均值。 

顶部选择框 

 第一个选择框显示“存储”，表示该集群整体性能情况。 

 切换历史选择框中的选项，可以查看最近 1 小时、最近 6 小时、最近 1 天、最近 7 天、最近 30 天、最

近 1 年、自定义时间段的性能情况，在曲线图中以面积图显示。 

 切换导出选择框中的选项，可以以 PDF 或者 Excel 形式导出性能趋势的信息。导出信息为当前页面选择

的时间段内的历史数据。 

分布式存储统计时间与可查看的历史数据时间间隔，对应关系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统计时间与可查看的历史数据时间间隔 

统计时间 T （单位：天） 可查看历史数据的时间间隔 

T ≤ 1 1 分钟 

1 ＜ T ≤ 5 5 分钟 

5 ＜ T ≤ 15 15 分钟 

15 ＜ T ≤ 60 1 小时 

60 ＜ T  1 天 

说明：数据采集频率为 1 分钟。 

分布式存储历史性能数据如图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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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分布式存储历史数据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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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统一存储性能 

查看方式 

与分布式存储性能数据查看方式相同，此处不再介绍。 

界面展示 

添加资产后，需等待 10~15 分钟，可显示采集到的性能数据。 

切换第一个选择框的选项，可更换曲线图的展示指标，具体如下： 

 存储：CPU 使用率、缓存使用率（读/写）、时延（总/读/写）、IOPS（总/读/写/累计读/累计写）、带

宽（总/读/写）。 

 控制器：CPU 使用率、缓存使用率（读/写）、时延（总/读/写）、IOPS（总/读/写/累计读/累计写）、

带宽（总/读/写）。 

 Mdisk：时延（总/读/写）、IOPS（总/读/写/累计读/累计写）、带宽（总/读/写）。 

 卷：时延（总/读/写）、IOPS（总/读/写/累计读/累计写）、带宽（总/读/写）。 

 硬盘（集群、节点）：使用率、时延（总/读/写）、IOPS（总/读/写/累计读/累计写）、带宽（总/读/写）。 

 前端 FC 端口：时延（总/读/写）、IOPS（总/读/写/累计读/累计写）、带宽（总/读/写）。 

 前端 iSCSI 端口：时延（总/读/写）、IOPS（总/读/写/累计读/累计写）、带宽（总/读/写）。 

 RDMA 端口（前端、集群互联、全部）：时延（总/读/写）、IOPS（总/读/写/累计读/累计写）、带宽（总

/读/写）。 

 主机：时延（总/读/写）、IOPS（总/读/写/累计读/累计写）、带宽（总/读/写）。 

支持在一张图内展现多个对象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如图 4-5~图 4-12 所示。 

存储统计时间与可查看的历史数据时间间隔，对应关系如表 4-1 所示。 

统一存储历史/性能数据如图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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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统一存储历史数据性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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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统一存储控制器性能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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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统一存储 Mdisk 性能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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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统一存储卷性能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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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统一存储硬盘性能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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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统一存储前端 FC 端口性能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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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统一存储前端 iSCSI 端口性能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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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统一存储 RDMA 端口性能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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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统一存储主机性能历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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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容量 

功能简介 

InView 根据集群、池、节点和主机的总容量及使用容量的历史数据，对未来使用容量的趋势进行预测，并进

行容量告警，为用户及时扩容提供参考依据。 

支持模块 

 统一存储：集群、存储池。 

 分布式存储：集群、存储池、节点。 

 主机：主机、主机文件系统。 

定时时间 

 采集时间：定时（每隔 4 小时）采集历史容量信息。 

 预测时间：定时（每天 1:00）对使用容量数据进行预测。 

5.1 容量页面 

单击导航栏的“容量”，进入容量主页面，可查看所有已添加资产（存储、主机）的容量信息。 

注意 

 添加资源后，需采集 14 天的历史数据，作为容量预测分析依据，期间不会产生容量预测数据。 

 历史采集数据量如果少于 30 天，预测趋势可参考性较低。 

信息查看 

容量页面提供两种查看方式：卡片和列表。单击右上方的“ ”可进行切换。 

 卡片：以卡片的形式展示所有资产的容量信息。单击卡片可进入单资产信息查看页面。 

 卡片头部展示资产的名称、型号、IP 地址。 

 以饼图形式展示容量的使用情况，包括已用容量、可用容量和总容量。 

 卡片的右下侧展示使用容量达到警告、重要和紧急级别容量预测的剩余天数。 

 列表：以列表的形式展示容量信息，可以通过单击资产名称进入到单资产查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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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内容：名称、IP、型号、剩余容量、容量使用率、使用率达到警告、重要和紧急级别的剩余天数

和备注信息。 

 备注信息可以进行编辑。如果不输入，表示不设置备注信息。 

说明 

 容量剩余天数是 InView 提供的一个预测数据，用以预测资产容量将在未来多长时间内达到某个使用

量，提醒使用者进行关注。 

 警告、重要和紧急级别的取值要求需满足：50 <= 警告级别 < 重要级别 < 紧急级别 <= 100。可通过

“告警阈值设置”模块进行设置，参见章节 10.1.1 容量阈值。 

图 5-1 容量页面-卡片 

 

图 5-2 容量页面-列表 

 



InView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40 浪潮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搜索和刷新 

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单击“搜索”，可过滤显示需要查看的资产。 

单击“ ”，可以刷新界面显示的资产信息。 

信息导出 

单击容量页面左上角的“导出”，可以导出所有已添加资产的容量信息。 

导出内容包含名称、IP、型号、剩余容量、容量使用率、使用率达到警告、重要和紧急级别的剩余天数。 

列表编辑 

列表形式下，单击行尾的“编辑”，弹出编辑框，可编辑该资产的备注信息。 

5.2 存储容量 

5.2.1 单集群容量 

在容量页面，单击集群名称，进入单集群容量页面。 

 单集群容量报表展示实时设备使用情况、容量使用趋势、池容量。 

 仅分布式存储可以展示节点容量。 

 集群的使用容量为各存储池的使用容量之和。 

图 5-3 单集群容量页面（分布式存储） 

 

说明：当分布式集群进行扩容或者缩容时，对总容量有影响，预测引擎会在第二天重新判断是否超过阈值，并重新记录超过阈

值的剩余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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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单集群容量页面（统一存储） 

 

实时设备使用情况 

 以饼图的形式展示集群的已用容量、可用容量和总容量。 

 图下方展示使用率达到警告、重要和紧急级别的剩余天数。 

设备容量使用趋势 

 曲线图 

 展示设备容量使用的历史情况以及未来预测情况。 

 以红色虚线分割，左侧为历史信息，右侧为预测信息。 

 黄色横线表示总容量 90%的警戒线，用以警示容量使用情况，取值等于当前总容量*90%。。 

 时间选择框 

 历史时间可选最近 1 天、7 天、30 天、90 天、6 个月、1 年、2 年的容量使用情况。 

 预测时间可选未来 1 天、7 天、30 天、90 天、6 个月、1 年、2 年的容量趋势情况。 

 导出 

 可以以 PDF 或者 Excel 的形式导出容量数据。 

 导出信息包含预测数据和历史数据两部分。 

返回 

单击右上角“返回”可以返回容量页面。 

5.2.2 池容量 

单集群容量页面下方列表展示池容量信息。 

池容量信息包含池名称、剩余容量、容量使用率以及使用率达到警告、重要和紧急级别的剩余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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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池页签下的“导出”可以导出该集群的池容量信息。 

 单击列表中的行，可以弹出该池的容量报表界面。 

弹出界面功能介绍： 

 容量报表界面展示池容量的实时使用情况和预测未来的使用趋势。 

 可通过下拉框选择曲线图展示的时间段。 

 单击“导出”可以导出该池的容量使用信息，支持 Excel 或 PDF 格式。 

 单击弹窗左下角的“关闭”，可关闭池容量报表。 

统一存储的池容量报表还包含卷列表和文件系统列表。展示信息如下： 

 卷列表：卷名称、卷容量、主从卷。 

 文件系统列表：文件系统名称、总容量、可用容量、容量使用率。 

图 5-5 池容量（统一存储） 

 

图 5-6 池容量（分布式存储） 

 

说明：分布式存储池的使用容量为存储池的有效使用容量乘以该池的冗余率。 



InView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43 浪潮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5.2.3 节点容量 

仅分布式存储呈现节点容量页签。 

 展示内容：节点名称、节点 IP、容量使用率以及使用率达到警告、重要和紧急级别的剩余天数。 

 节点的使用容量即各磁盘的使用容量之和。 

 节点总容量即各磁盘的总容量之和。 

 单击页签下的“导出”可以导出该集群的节点容量信息。 

 单击列表中的行，可以查看该节点的容量报表。 

 容量报表界面展示该节点的实时使用情况和预测未来的容量使用趋势。 

 可通过下拉框选择曲线图展示的时间段。 

 单击“导出”可以导出该节点的容量使用信息，支持 Excel 或 PDF 格式。 

 单击弹窗左下角的“关闭”，可关闭节点容量报表。 

图 5-7 分布式节点容量 

 

5.3 主机容量 

功能简介： 

 支持对主机文件系统使用容量未来 24 个月的趋势预测。 

 主机文件系统只针对统一存储映射到主机的卷。 

 主机类型包括 Windows、Linux 和 ESXi 类型的主机。 

查看方式： 

在容量页面，单击主机卡片（卡片模式）或所在行（列表模式），进入该主机的容量页面。 

展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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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饼图：展示该主机的容量实时使用情况。 

包括已用容量、可用容量和总容量，并预测使用率到达警告、重要和紧急级别的剩余时间。 

 曲线图：展示该主机的容量使用趋势。 

包括容量使用的历史情况以及未来预测情况。 

 列表：展示该主机中各文件系统的容量使用情况。 

包括文件系统名称、映射卷名称、剩余容量、容量使用率、容量使用率达到警告、重要和紧急级别的剩

余天数。 

图 5-8 主机容量页面 

 

文件系统容量报表 

通过对主机文件系统使用容量的监测，可反映存储卷的容量使用趋势。 

文件系统容量信息包含文件系统名称、映射卷名称、剩余容量、容量使用率以及使用率达到警告、重要和紧

急级别的剩余天数。 

 单击页签下的“导出”可以导出该主机的文件系统容量信息。 

 单击列表中的行，可弹出该文件系统的容量报表界面。 

弹出界面功能介绍： 

 容量报表界面展示该文件系统的实时使用情况和预测未来的容量使用趋势。 

 可通过下拉框选择曲线图展示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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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导出”可以导出该文件系统的容量使用信息，支持 Excel 或 PDF 格式。 

 单击弹窗左下角的“关闭”，可关闭文件系统容量报表。 

图 5-9 主机文件系统容量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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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容灾 

6.1 定时快照 

定时快照分两种： 

 有插件快照：使用有插件快照功能时需要在主机安装 SnapshotAgent。 

说明 

当使用“有插件快照”且主机为 Windows 平台时，因定时快照使用的微软 VSS 服务自身限制： 

 每台 Windows 主机最大支持创建 6 个卷的定时快照任务。 

 若多个定时任务同时触发，可能导致任务排队等待被执行，排队靠后的任务会出现延迟被执行的

情况。 

 无插件快照：当主机无法安装 SnapshotAgent 时，可使用无插件快照功能，不通过主机插件，直接在

InView 上对统一存储进行快照相关操作。 

 无插件快照无法备份主机的缓存内容。 

 无插件快照支持回滚。 

定时快照功能仅支持统一存储系统。 

定时快照拥有任务管理、存储快照的权限，可在审计日志中查看定时快照的相关日志。 

6.1.1 任务管理 

使用该功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同一个卷不能添加到多个任务组。即使一个卷映射给多个主机，该卷同时也只能创建归属于其中一个主

机的任务。 

 删除任务时，不仅会删除任务及其定时策略，任务下归属的快照集也会被一起删除。 

 合理制定定时快照策略。当短时间内有大量快照任务执行时，关注日志中新建任务及已完成任务的编号、

计算队列中任务积攒量，避免出现短时间内大量任务积攒的情况。 

 当创建快照策略时，提前规划好对应池的容量，避免出现快照创建任务执行时，池容量不足或自精简卷

脱机的现象。 

 无插件快照模式下，当遇到池容量不足时，定时策略将被关闭，并生成审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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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快照任务管理主界面 

 

6.1.1.1 创建任务 

将需要同时打快照的卷加入到同一任务中。用户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自定义任务，包括任务的名称以及任务中

的源卷列表。在任务执行时，系统会对任务中的所有卷同时打快照，保证快照的一致性。 

操作步骤 

1. 进入“容灾 > 定时快照 > 任务”界面，单击“创建”，系统弹出创建任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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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创建任务界面-有插件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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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创建任务界面-无插件快照 

 

2. 选择模式： 

 有插件快照 

借助 SnapshotAgent 插件，对映射到主机的卷进行快照操作。因此，需选择应用数据所在的卷及该

卷映射的主机。 

 无插件快照 

无需借助任何插件，选择存储系统中的任意卷进行快照操作。需指定“目标卷类型”并选择是否开

启“多选卷是否开启加入一致性组”功能。不建议将无任何关联的卷加入一致性组。 

3. 设置存储、任务名称、卷等信息，单击“确认”，完成任务创建。 

6.1.1.2 修改任务名称 

针对系统中已有任务，可以手动修改任务名称。 

操作步骤： 

1. 进入“容灾 > 定时快照 > 任务”界面。 

2. 选中任务，单击“修改名称”。 

3. 修改“任务名称”，单击“确认”修改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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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删除任务 

针对系统中已有任务，可以手动删除。删除任务会同时删除通过该任务创建的所有的快照集。 

操作步骤： 

4. 进入“容灾 > 定时快照 > 任务”界面。 

5. 选中所要删除的任务，单击“删除”。 

6. 系统将会弹出确认删除设置界面，用户选择“确定”即可删除任务。 

6.1.1.4 刷新任务 

1. 进入“容灾 > 定时快照 > 任务”界面。 

2. 单击“刷新”，查看最新的任务信息。 

6.1.1.5 日历展示 

用户可以通过任务页面中的日历部分查看任务未来 3 个月的执行计划，其中展示某日会有多少次任务待执行。 

操作步骤： 

1. 进入“容灾 > 定时快照 > 任务”界面。 

2. 单击“刷新”，查看日历。 

图 6-4 查看日历 

 

6.1.1.6 过滤任务 

当系统中存在大量任务时，可以根据任务名、快照集上限、快照集数量等信息将用户关心的任务展示出来。 

操作步骤： 

1. 进入“容灾 > 定时快照 > 任务”界面。 

2. 在右上角的搜索栏中输入任务的关键字，系统会根据条件模糊匹配符合条件的任务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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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7 快照策略配置 

用户可以为每个任务配置定时快照策略。定时快照策略支持间隔策略、每日策略、每周策略和每月策略。这

四种策略可以同时存在。同时还支持定时删除策略，并且可以为任务指定快照集上限。 

创建策略 

1. 进入“容灾 > 定时快照 > 任务”界面。 

2. 选择想要修改的任务，单击“定时策略”，打开定时策略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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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定时策略设置 

 

3. 在“定时创建”标签下，根据需要打开“间隔策略”、“每日策略”、“每周策略”、“每月策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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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设置对应的参数： 

 间隔策略：开始时间、时间间隔 

 每日策略：小时（支持多选）、分钟 

 每周策略：星期（支持多选）、时分 

 每月策略：日期（支持多选）、时分 

4. 单击“确认”，完成设置。 

删除策略 

1. 进入“容灾 > 定时快照 > 任务”界面。 

2. 选择想要修改的任务，单击“定时策略”，打开定时策略设置界面。 

3. 在定时删除标签下打开删除策略开关，输入执行时间。 

4. 单击“确认”，完成设置。 

图 6-6 删除策略设置 

 

配置快照集上限 

1. 进入“容灾 > 定时快照 > 任务”界面。 

2. 选择待修改的任务，单击“定时策略 > 快照集上限”，进入“快照集上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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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快照集上限设置 

 

 说明：快照集上限值范围为 1~256。 

3. 输入上限值，单击“确认”，完成设置。 

查看快照集详情 

在任务管理界面中单击“快照集数量”列的数字，即可查看某个任务的所有快照集。包括快照集的名称、快

照集下的快照名称、源卷、目标卷、最后执行时间等。 

图 6-8 快照集详情 

 

6.1.1.8 快照集回滚 

在快照集详情界面中，可以对某个快照集某个时间点的快照进行回滚。使对应的所有卷恢复到该快照时间点

的状态。 

操作步骤： 

1. 进入“容灾 > 定时快照 > 任务”界面。 

2. 单击“快照集数量”列的数字，进入快照集详情界面。 

3. 选中某一时间点的快照集，单击左上方的“回滚”，完成恢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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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存储快照 

6.1.2.1 查看存储快照 

在“容灾 > 定时快照 > 存储快照”页面，可以查看所有存储的快照数量、快照数量占比和快照数量告警阈

值。 

图 6-9 存储快照 

 

支持修改快照数量告警阈值。 

操作步骤： 

1. 在存储快照页面，单击列表中的行即选中对应的存储。 

2. 单击左上角“设置快照数量告警阈值”，弹出设置页面。 

3. 修改阈值（20~100 的整数）。 

4. 单击“确认”，弹框提示修改成功。 

图 6-10 设置快照数量阈值 

 

6.1.2.2 查看卷快照 

可以查看所有存储以及单个存储的卷信息。 

操作步骤： 

1. 在“容灾 > 定时快照 > 存储快照”界面，单击存储名称，进入该存储的快照卷管理界面，可呈现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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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中所有的卷信息。 

2. 单击右上角的“ ”，可查看最新卷信息。 

卷列表呈现信息：卷名称、所属存储、主机、所属任务、快照数量。 

3. 单击右上角“返回”，返回存储快照界面。 

图 6-11 卷界面信息 

 

搜索卷信息 

当系统中存在大量卷时，可以根据关键字（如：卷名称、所属存储、主机名等）将用户关心的卷展示出来。 

操作步骤： 

1. 进入“容灾 > 定时快照 > 存储快照”界面。 

2. 在右上角的搜索栏中输入关键字，系统会根据该关键字模糊匹配卷的所有信息，包括卷名称、主机、所

属任务、快照数量等，并将匹配到的数据显示在下方列表中。 

查看快照详情 

当卷执行快照任务后，可以查看快照详情。 

在“容灾 > 定时快照 > 存储快照”界面，选择需要查看快照的卷，单击“快照数量”列中的数字，弹出该

卷的快照详情页面。 

 展示信息：快照名称、源卷、目标卷、一致性组、最后执行时间、回滚状态、最后回滚时间。 

 支持根据关键字搜索快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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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快照回滚。 

 单击弹窗左下角的“关闭”，可关闭快照详情页面。 

图 6-12 快照详情 

 

6.2  

3DC（两地三中心）可实现新建/修改/删除 3DC 策略、新建/修改/删除一致性组，在“更多”下拉选项中包

含查看策略属性、启用远程容灾卷（启用第三副本）、反向增量同步、加入一致性组、移出一致性组、恢复、

启动 3DC 策略、暂停 3DC 策略、启动一致性组、暂停一致性组。 

图 6-13 3DC 主界面 

 
说明： 

1.冻结时间表示上一次同步过程的开始时间，代表已存在一个可用副本。冻结时间的更新代表一轮数据同步完成。 

2.进度以百分比方式展示，表示同步过程进度，可供用户参考。 

3.当 3DC 策略超过两倍周期未执行时，在告警界面显示具体告警信息。 

6.2.1 新建 策略 

在新建 3DC 策略之前，需要事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具体如下： 

 在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中添加资产，包括生产存储、本地容灾存储、远程容灾存储，具体参见章节 7.1.1

添加。 

 根据拓扑类型，建立伙伴关系，具体操作请参考统一存储的《远程复制功能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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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联，建立生产存储与本地容灾存储伙伴关系、生产存储与远程容灾存储伙伴关系。 

 串联，建立生产存储与本地容灾存储伙伴关系、本地容灾存储与远程容灾存储伙伴关系。 

 分别在生产存储、本地容灾存储、远程容灾存储上，创建生产卷、本地容灾卷与远程容灾卷。 

新建 3DC 策略 

在完成上述基础配置后，用户可创建 3DC 策略。此处以新建同步远程复制关系为例进行介绍。 

操作步骤： 

1. 在“3DC”界面，选择“3DC”标签，单击“新建策略”。 

2. 选择拓扑类型和生产卷与本地容灾关系。其中拓扑类型包括串联、并联；生产卷与本地容灾关系选择“同

步远程复制”，同步远程复制关系选择“新建”。 

3. 选择生产卷，设置生产卷所在设备与生产卷对应的卷，单击“下一步”。 

4. 选择本地容灾卷，设置本地容灾卷所在设备与本地容灾卷对应的卷，单击“下一步”。 

5. 选择远程复制卷，设置远程容灾卷所在设备与远程容灾卷对应的卷，单击“下一步”。 

6. 设置任务名、任务间隔时间以及是否启用。 

7. 单击“完成”，创建完成。 

说明：使用“已有”同步远程复制关系时，无需配置本地容灾卷。 

图 6-14 创建策略-新建同步远程复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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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策略信息设置-新建同步远程复制关系 

 

6.2.2 查看 属性 

1. 在“3DC”界面，选择“3DC” 标签，选中已创建的 3DC 策略，单击“更多 > 属性”。 

2. 弹出“属性”对话框，可以查看到 3DC 策略的拓扑图以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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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6 查看 3DC 属性 

 

针对拓扑图中卷的状态和链路的状态说明如下： 

 卷的状态分为三种：离线、一致、不一致。 

 离线：表示该卷离线不可访问。 

 一致：表示从端有可用副本（不一定是最新数据），此时当主端异常时，从端数据可用。 

 不一致：表示从端无可用副本，此时当主端异常时，从端数据不可用。 

 链路状态分两种：拷贝进行中和拷贝停止。 

 拷贝进行中：表示主端与从端之间链路正常，数据持续拷贝。 

 拷贝停止：表示主端与从端之间，由于链路或其他原因，数据停止拷贝。 

6.2.3 启动 策略 

1. 在“3DC”界面，选择“3DC” 标签，选中已创建的 3DC 策略，单击“更多 > 启动”。 

2. 弹出“操作结果”提示信息，提示启动 3DC 策略成功，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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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启动 3DC 策略 

 

6.2.4 暂停 策略 

1. 在“3DC”界面，选择“3DC” 标签，选中已创建的 3DC 策略，单击“更多 > 暂停”。 

2. 弹出“确认”提示信息，确定暂停，单击“确定”。 

6.2.5 删除 策略 

用户可以将不需要的 3DC 策略删除。 

操作步骤： 

1. 在“3DC”界面，选择“3DC”标签，选中要删除的 3DC 策略，单击“删除”。 

2. 弹出“确认”提示信息，确定删除单击“确定”。 

图 6-18 删除 3DC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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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修改 策略 

用户可以修改现有的 3DC 策略，包括策略名称、策略间隔时间、策略状态。 

具体步骤如下： 

1. 在“3DC”界面，选择“3DC”标签，选中要修改的 3DC 策略，单击“修改”。 

2. 修改策略名称、策略间隔时间，单击“提交”，修改完成。 

图 6-19 修改 3DC 策略界面 

 

6.2.7 创建一致性组 

创建一致性组，应与 3DC 策略保持一致。 

操作步骤： 

1. 在“3DC”界面，选择“3DC”标签，单击“新建一致性组”。 

2. 弹出“新建一致性组”界面，设置一致性组名称。 

3. 选择拓扑类型、生产卷与本地容灾卷关系。 

4. 间隔时间设置。 

5. 设置生产卷所在设备、本地容灾卷所在设备、远程容灾卷所在设备，单击“提交”。 

6. 弹出“操作结果”提示信息，提示创建一致性组成功，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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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 创建一致性组 

 

6.2.8 加入一致性组 

3DC 策略加入一致性组。如果多个策略的生产卷共同部署某一个应用程序时（比如 oracle），那么建议将这

些策略加入一致性组。具体配置细节可根据用户需求制定。 

操作步骤： 

1. 在“3DC”界面，选择“3DC”标签，选中 3DC 策略，单击“更多 > 加入一致性组”。 

2. 弹出“加入一致性组”对话框，选择一致性组，单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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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加入一致性组 

 

3. 弹出“操作结果”提示信息，提示 3DC 策略加入一致性组成功。 

6.2.9 启动一致性组 

操作步骤： 

1. 在“3DC”界面，选择“3DC” 标签，选中一致性组，单击“更多 > 启动”。 

2. 弹出“操作结果”提示信息，提示启动一致性组成功，单击“确定”。 

6.2.10 暂停一致性组 

操作步骤： 

1. 在“3DC”界面，选择“3DC” 标签，选中一致性组，单击“更多 > 暂停”。 

2. 弹出“确认”提示信息，确定暂停，单击“确定”。 

6.2.11 移出一致性组 

操作步骤： 

1. 在“3DC”界面，选择“3DC”标签，选中一致性组内的 3DC 策略，单击“更多 > 移出一致性组”。 

2. 弹出“确认”对话框，确认移出单击“确定”。 

6.2.12 启用远程容灾卷 

当生产卷和本地容灾卷发生故障后，可以启用远程容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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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在“3DC”界面，选择“3DC”标签，选中需要配置的 3DC 策略，单击“更多 > 启用远程容灾卷”。 

2. 弹出“确认”提示信息，确定启用，单击“确定”。 

3. 弹出“操作结果”提示信息，提示启动远程容灾卷（3DC 策略）成功，单击“确定”。 

6.2.13 反向增量同步 

当启用远程容灾卷并接受 IO，生产卷和本地容灾卷恢复联机后，可执行反向增量同步。 

操作步骤： 

1. 在“3DC”界面，选择“3DC”标签，选中已经启用远程容灾卷的 3DC 策略，单击“更多 > 反向增量同

步”。 

2. 弹出“反向增量同步”对话框，配置间隔时间以及状态。 

3.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4. 弹出“操作结果”提示信息，提示反向增量同步 3DC 策略成功，单击“确定”。 

6.2.14 恢复 策略 

当反向增量同步完成且主机停止对远程容灾卷的 IO 后，可执行恢复生产卷。 

操作步骤： 

1. 在“3DC”界面，选择“3DC”标签，选中已经完成反向增量同步的 3DC 策略，单击“更多 > 恢复”。 

2. 弹出“操作结果”提示信息，提示恢复 3DC 策略成功，单击“确定”。 

6.2.15 故障恢复 

在生产存储或本地容灾存储出现宕机、节点故障、链路故障等存储故障时，当存储从故障中恢复后，需要登

录单设备管理软件即存储端管理软件，检查策略、一致性组的生产卷对应的远程复制和一致性组的状态，如

果是 空闲断开 、 一致断开 、 不一致断开 、 一致停止 、 不一致停止 场景，则需要手动启动，以便正常

同步。 



InView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66 浪潮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7 资产 

7.1 存储 

存储管理包含资产的添加、修改、删除和导出报表。 

存储呈现以下信息：名称、集群 IP、超级用户名、告警、网络状态、型号、剩余容量、容量使用率、健康得

分和添加时间。 

图 7-1 资产-卡片 

 

图 7-2 资产-列表 

 

7.1.1 添加存储 

操作步骤： 

1. 在“资产 > 存储”管理界面，单击“添加”。 

2. 弹出“添加存储”设置界面，输入需要添加的存储的信息。 

 添加统一存储 

需要设置存储平台的超级用户名（superuser 用户）、登录密码和数据推送目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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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添加统一存储资产 

 

 添加分布式存储 

 添加双向认证的存储前，需要导入该存储的 SSL 证书到 InView，操作步骤可参考“双向认证证

书”章节。 

 需要设置管理用户名为 root 或 superuser，这取决于存储产品的管理用户名称。 

图 7-4 添加分布式存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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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认”，即添加资产成功。 

7.1.2 修改存储 

操作步骤： 

1. 在“资产 > 存储”管理界面，单击卡片右上角的对勾或者单击列表形式下的行，选中要修改的存储。 

2. 单击左上角的“修改”，弹出“修改存储”设置界面。 

图 7-5 修改统一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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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修改分布式存储 

 

3. 修改存储的名称、类型、集群 IP、管理员用户名和管理密码，单击“确认”，即修改完成。 

7.1.3 删除存储 

操作步骤 

1. 在“资产 > 存储”管理界面，选中资产列表中要删除的存储，依次单击“删除 > 确认”，即删除成功。 

7.1.4 导出报表 

将采集的统一存储和分布式存储实时信息、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保存为 Excel 文件。 

 统一存储包含概况、设备信息、健康度、池、卷、Mdisk、文件系统、主机、本地复制、远程复制、用户、

审计日志、性能监控 1 天、性能监控 1 周、性能监控 1 月、性能监控 1 年、容量监控 1 天、容量监控 1

周、容量监控 1 月、容量监控 3 个月等 Sheet 页。 

 分布式存储包含概况、设备信息、健康度、硬盘预测、存储池管理、用户信息、文件管理、块管理、对

象管理、性能监控 1 天、性能监控 1 周、性能监控 1 月、性能监控 1 年、容量监控 1 天、容量监控 1 周、

容量监控 1 月、容量监控 3 个月等 Sheet 页。 

操作步骤： 

1. 在“资产 > 存储”管理界面，选中资产列表中要导出报表的资产，单击“导出报表”。 

2. 弹出报表任务创建成功提示框。在右上角任务管理器查看任务进度，或到审计日志页面查看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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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任务创建成功提示 

 

3. 导出报表任务完成后会自动弹出文件下载对话框，请及时保存。如果浏览器已经设置了自动保存，则可

以直接到目标文件夹中查看。 

4. 在任务管理器中可以查看已导出报表的任务信息和当前导出报表任务的进度信息。 

图 7-8 导出报表 

 

7.1.5 存储管理 

操作步骤 

1. 打开“资产 > 存储”界面，单击资产名称，进入该设备的详细信息页面， 

2. 在设备详细信息页面，单击右上角的“ ”打开存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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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分布式存储管理 

 

图 7-10 统一存储管理 

 

3. 免密码进入该存储管理界面。 

4. 若跳转到单设备界面时，提示“此连接不受信任”，通常需要下载安装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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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单设备跳转异常界面  

 

5. 单设备不能正常登录，通常包含的原如图 7-12 所示。 

图 7-12 单设备界面异常原因  

 

6. 单击“下载证书”，会将单设备的安全证书进行下载。 

7. 下载的文件夹汇总了证书安装的方法。 

图 7-13 证书压缩包包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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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装完毕，重启浏览器则可以正常访问单设备。 

7.1.6 单存储详情 

操作步骤 

1. 在“资产 > 存储”界面，单击存储名称，进入存储详细信息页面。 

2. 在存储详细信息页面可查看设备信息、健康状态、HDD 故障预测（分布式存储）、SSD 寿命预测、容量、

性能。其中，设备信息展示当前存储设备、服务、硬件信息。 

图 7-14 存储-单资产-统一 

 

图 7-15 存储-单资产-分布式 

 

3. 查看健康状态，可以查看存储的健康情况，以及具体的健康扣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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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查看健康状态 

 

4. 查看 HDD 故障预测（分布式存储）或者 SSD 寿命预测。 

图 7-17 查看 HDD 故障预测（分布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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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8 查看 SSD 寿命预测 

 

5. 查看容量信息，可以查看存储实时容量使用情况及容量使用趋势图表，并可显示该容量池相关信息。 

图 7-19 查看容量信息 

 

6. 查看性能信息，包括资产 CPU 使用率、读缓存使用率、写缓存使用率、时延、IOPS 和带宽信息，同时可

以导出某个时间范围内的性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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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0 性能视图 

 

7.1.7 设备发现 

注意 

该功能仅支持统一存储平台。 

7.1.7.1 扫描设备 

操作步骤： 

1. 在“资产 > 存储 > 设备发现”界面，单击“开始扫描”。 

2. 将显示已发现部署集群个数以及未部署节点个数。 

3. 单击“重新扫描”，将重新扫描发现已部署集群和未部署节点数量。 

图 7-21 开始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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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2 重新扫描 

 

7.1.7.2 已部署集群 

支持添加为资产操作。已部署集群中将显示已发现部署集群的详细信息，包含集群标识、包含节点、IP、状态、

是否添加为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资产信息。 

添加为资产 

操作步骤： 

1. 进入“资产 > 存储 > 设备发现 > 已部署集群”界面。 

2. 选择其中一个集群，单击“添加为资产”。 

3. 弹出“添加存储”设置界面，输入名称、超级用户、登录密码和数据推送目的 IP。 

4. 设置完成，单击“确认”。 

7.1.7.3 未部署节点 

支持立即部署、配置文件部署、导出文件模板、列表数据排序操作。未部署节点中将显示未部署节点的详细

信息，包括设备标识、类型、包含节点、节点名称、节点 IP、节点网关、节点掩码、节点状态信息。 

立即部署 

操作步骤： 

1. 进入“资产 > 存储 > 设备发现 > 未部署节点”界面。 

2. 选择未部署设备（包含两个节点或单节点），单击“立即部署”。 

3. 弹出“配置节点信息”设置界面，显示设备标识、IP、网关、掩码信息。 

4. 进行主节点设置，在左侧单选钮选中一个节点，填写其他配置信息，单击“确认”。 

5. 弹出提示设置界面，单击“确认”跳转到小助手界面。 

小助手中集群配置，请参考统一存储产品的《基本功能配置手册》。 

获取手册的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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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统一存储产品随机光盘中获取。 

 从浪潮官网 www.inspur.com 中获取：用户手册 > 存储产品 > AS 系列，选择对应产品型号，获取手册。 

图 7-23 配置节点信息 

 

图 7-24 跳转小助手界面 

 

配置文件部署 

配置文件导入功能，可根据配置模板填写设备配置信息，导入模板文件后，可进行批量配置。 

操作步骤： 

1. 进入“资产 > 存储 > 设备发现 > 未部署节点”界面。 

2. 单击右侧“配置文件部署”。 

3. 弹出“配置文件部署”设置界面，如图 7-25 所示。 

4. 单击“选择文件”，配置文件格式，请参考导出文件模板。 

5. 单击“上传”。 

6. 上传成功后，单击“下一步”进行配置文件审核校验，确认无误则单击“执行节点配置”，进行节点配

置，若有问题则单击“重新上传文件”，重新编辑文件并上传。 

7. 节点配置完成后，单击“执行集群配置”即可，如图 7-28 所示。 

http://www.insp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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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配置文件部署 

 

图 7-26 配置文件校验 

 

图 7-27 执行节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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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8 执行集群配置 

 

导出文件模板 

操作步骤： 

1. 进入“资产 > 存储 > 设备发现 > 未部署节点”界面。 

2. 单击右侧“导出文件模板”。 

3. 打开或保存文件。 

4. 填写配置文件时请严格按照格式填写，否则将会导致配置文件解析失败。 

图 7-29 导出文件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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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主机 

主机是指与存储连接的主机，InView 支持管理 Windows、Linux 和 ESXi 系统的主机。 

进入“资产 > 主机”界面，主机的管理操作包括添加、修改和删除主机，批量添加和导出列表。单击右上角

“搜索”，可以根据名称搜索主机信息。 

图 7-30 主机-卡片 

 

图 7-31 主机-列表 

 

7.2.1 添加主机 

操作步骤： 

1. 在“资产 > 主机”界面，单击“添加”，系统弹出“添加”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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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2 添加主机 

 

2. 输入主机名称。 

3. 选择主机类型： 

 Linux 和 ESXi 主机需要输入主机 IP、SSH 端口并选择认证方式。 

 选择密码认证需要输入 SSH 用户名和密码。 

 选择公钥认证需要输入 SSH 用户名。界面自动显示公钥，支持一键复制。 

 Linux 主机支持定时快照配置，需选择开启该功能并输入 Agent 端口号。添加的 Linux 主机地址为

IPV4 或 IPV6 时，端口号均为 20555。 

 Windows 主机需要输入主机 IP 和 Agent 端口号。当添加的 Windows 主机 IP 地址为 IPV4 时，端口

号为 20555；当添加的 Windows 主机 IP 地址为 IPV6 时，端口号为 20557。 

4. 单击“确认”，完成主机添加操作。 

7.2.2 批量添加 

操作步骤： 

1. 在“资产 > 主机”界面，单击“批量添加”，系统弹出“批量添加”对话框。 



InView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83 浪潮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2. 单击“下载模板”，将表格保存到本地，打开并填写需要添加的主机信息。 

3. 单击“选择文件”，将填好的表格上传。 

图 7-33 批量添加主机 

 

4. 执行完毕之后，弹框提示批量添加主机的执行结果。 

7.2.3 修改 删除 导出 

在“资产 > 主机”界面，单击“更多”，可以进行修改、删除和导出操作。 

 修改：对已添加的主机内容进行修改。 

 删除：删除列表中的主机。 

 导出：导出列表中的主机内容。 

7.3 交换机 

InView 支持管理光纤交换机和以太网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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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在使用交换机功能前，需先在“设置 > 系统”中配置 SNMP 和 SSH，可参考网管协议章节。 

添加交换机时，通过提前配置网管协议、批量添加交换机，可以达到快速添加交换机的效果。 

图 7-34 交换机 

 

7.3.1 添加交换机 

添加交换机是指将交换机添加至 InView 中，即配置 SNMP 和 SSH。 

操作步骤： 

1. 在“资产 > 交换机”界面，单击“添加”，弹出添加界面。 

2. 在“基本信息”区域，输入交换机名称和管理 IP，选择交换机类型。光纤交换机可以设置 SNMP 协议；

以太网交换机可以设置 SSH 协议信息。 

 SNMP 

a) 选择协议版本。 

b) 选择新增协议模板或者已有协议模板。 

c) 新增协议模板：输入协议模板名称和端口。新增 V1 和 V2C 版本的协议需要输入团体字；新增

V3 版本协议需要输入安全用户名并选择安全级别。 

 SSH 

a) 选择新增协议模板或者已有协议模板。 

b) 输入协议模板名称、端口、SSH 用户名和 SSH 密码。 

3. 单击“确认”，弹框提示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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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5 添加交换机 

  

7.3.2 批量添加 

操作步骤： 

1. 在“资产 > 交换机”界面，单击“批量添加”。 

2. 在弹出页面中单击“下载模板”，将.xlsx 格式的表格保存到本地，打开并填写需添加的交换机信息。 

3. 单击“选择文件”，将填好的表格上传。 

4. 执行完毕后，弹框提示批量添加交换机的执行结果。 

图 7-36 批量添加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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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配置以太网交换机 

配置端口 

在“资产 > 交换机”页面，单击以太网交换机名称，进入端口页面，显示当前交换机的端口设置信息。 

 可以设置 MTU、工作速率和限速。 

 单击“同步”可以从交换机同步配置信息，防止越过 InView 直接配置交换机导致端口配置不同步。 

 单击右上角“ ”可以打开命令窗口。 

图 7-37 交换机端口 

 

聚合端口 

单击端口聚合页签，可以添加/移除端口聚合、移除聚合组、设置均衡策略。 

说明：不同交换机的端口聚合参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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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8 端口聚合 

 

配置 VLAN 

单击 VLAN 页签，可以设置或删除 VLAN 信息。 

图 7-39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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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自动发现 

该功能需要使用已配置的网管协议，单击“前往配置”即可跳转到“设置 > 系统 > 网管协议”页面进行设

置。 

操作前准备 

进行自动发现交换机前，请先在“设置>系统>网管协议”中配置 SNMP 或者 SSH 协议模板。 

图 7-40 配置 SNMP 或者 SSH 协议模板 

 

操作步骤 

1. 在“资产 > 交换机”界面，切换到“自动发现”页签。 

2. 输入交换机管理 IP 的起止地址，选择已配置的协议模板，单击“开始扫描”。 

3. 扫描完成之后，在列表中会显示自动发现的结果。 

4. 选择交换机，单击“添加”，弹框提示执行结果。 

图 7-41 交换机-自动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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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批量配置 

在同一局域网下管理多套统一存储设备，且硬件配置和应用场景都基本相同时，可选用批量配置功能来提高

管理效率。 

基本功能： 

 支持对池、卷、主机、用户和 SNMP 服务器的新建和维护， 

 支持配置复制功能， 

 支持批量收集多个集群的日志。 

说明 

批量配置功能仅支持统一存储的基础环境（不包括双活环境和多控环境）。 

8.1 池管理 

功能简介： 

 支持对统一存储的业务进行集中批量配置。 

 支持批量配置的操作权限：超级用户。 

 支持对多个存储集群的存储池进行批量增、删、查、改（修改阈值，添加驱动器）的操作。 

单击导航栏的“批量配置”进入页面，在批量配置页面选择存储后，切换到池的页签下，可查看该存储的池

的基本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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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池信息 

 

单击池图标“ ”右侧的“ ”，弹出管理下拉框，可进行创建池、添加存储器、修改阈值和删除存储池的

操作。 

图 8-2 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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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创建池 

操作步骤： 

1. 在池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创建池”，进入创建池页面。 

2. 选择需要创建池的集群。 

3. 添加并编辑新建池的数量和名称。 

4.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图 8-3 创建池 

 

8.1.2 添加存储器 

操作步骤： 

1. 在池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添加存储器”，进入添加存储器页面，可查看所有可操作的池。 

2. 在“选择池”中选定某个存储池，“驱动器分配”中会自动显示该集群下可用的驱动器。 

3. 选择驱动器的类型，编辑驱动器的个数。页面显示最优的 RAID 类型，也可以自行修改。 

4.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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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添加存储器 

 

8.1.3 修改阈值 

操作步骤： 

1. 在池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修改阈值”，进入修改阈值页面，可查看所有可操作的池。 

2. 选定需要进行修改的存储池。 

在“选择集群下的池”区域右上角，单击“ ”图标，可一键选择其它集群中名称相同的池；单击“ ”

图标，可取消所选择的池。 

3. 编辑阈值，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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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修改阈值 

 

8.1.4 删除存储池 

操作步骤： 

1. 在池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删除存储池”，进入删除存储池页面，显示所有可删除的空池。 

2. 在“选择集群下的池”区域右上角，单击“ ”图标，可一键选择其它集群中名称相同的池；单击“ ”

图标，可取消所选择的池。 

3.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图 8-6 删除存储池 

 

8.2 卷管理 

支持对多个存储集群的逻辑卷进行批量增（基础卷，镜像卷）、删、查、改（修改属性、映射，修改 QOS 配

置，取消映射）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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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量配置页面，选择存储后，切换到卷的页签下，可查看该存储的卷的基本信息列表。 

图 8-7 卷信息 

 

单击卷图标“ ”右侧的“ ”，弹出管理选项下拉框，可进行创建卷、映射到主机、修改 Qos 配置、修

改卷属性和删除卷的操作。 

图 8-8 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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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创建卷 

操作步骤： 

1. 在卷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创建卷”，进入创建卷页面。 

2. 选择需要创建卷的类型：基本卷或镜像卷。 

图 8-9 创建卷-基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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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0 创建卷-镜像卷 

 

3. 选择需要创建卷的存储池。创建镜像卷需要同时选择卷所属池和镜像所属池。 

在“选择集群下的池”区域右上角，单击“ ”图标，可一键选择其它集群中名称相同的池；单击“ ”

图标，可取消所选择的池。 

4. 在“卷信息”中设置新卷的属性。如果没有输入，则使用默认值。 

5.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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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映射到主机 

操作步骤： 

1. 在卷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映射到主机”，进入映射到主机页面。 

2. 选择需要修改映射的单个卷。 

3. 在“修改映射”中自动显示未映射和已映射到已选卷的主机，可进行批量增加或删除。 

4. 单击“增加至已选列表”，记录步骤 3 的修改动作。 

5. 循环步骤 2 至步骤 4，将对所有卷的修改操作都添加到“已选主机和卷”列表。 

6.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任务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图 8-11 映射到主机 

 

8.2.3 修改 配置 

操作步骤： 

1. 在卷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修改 Qos 配置”，进入修改页面，显示所有可修改 Qos 配置的卷。 

2. 勾选需要修改配置的卷，可批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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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集群下的卷”区域右上角，单击“ ”图标，可一键选择其它集群中名称相同的卷；单击“ ”

图标，可取消所选择的卷。 

3. 可修改项包括 IOPS 限制和带宽限制，勾选并输入新值。 

4.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图 8-12 修改 Qos 配置 

 

8.2.4 修改卷属性 

操作步骤 

1. 在卷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修改卷属性”，进入修改页面，显示所有可修改属性的卷。该功能仅用于自

精简卷和压缩卷。 

2. 勾选需要修改属性的卷，可批量选择。 

在“选择集群下的卷”区域右上角，单击“ ”图标，可一键选择其它集群中名称相同的卷；单击“ ”

图标，可取消所选择的卷。 

3. 勾选并输入告警阈值，选择是否启动自动扩展。 

4.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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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3 修改卷属性 

 

8.2.5 删除卷 

操作步骤 

1. 在卷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删除卷”，进入删除卷页面。 

2. 勾选需要删除的卷，可批量选择。 

在“选择集群下的卷”区域右上角，单击“ ”图标，可一键选择其它集群中名称相同的卷；单击“ ”

图标，可取消所选择的卷。 

3. 单击“确定”，弹框提示是否强制删除，若勾选，则同步删除卷对应的映射；若不勾选，如遇到有映射

的卷，则提示删除失败。 

4. 单击“确认”，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图 8-14 删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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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主机管理 

支持对多个存储集群的主机进行批量增、删、查，改（修改主机映射，取消主机映射）的操作。 

在批量配置页面，选择存储后，切换到主机的页签下，可查看该存储的主机的基本信息列表。 

图 8-15 主机信息 

 

单击主机图标“ ”右侧的“ ”，弹出管理选项下拉框，可进行创建主机、修改主机映射和删除主机的操

作。 

8.3.1 创建主机 

操作步骤 

1. 在主机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创建主机”，进入创建主机页面。 

2. 勾选需要创建主机的集群，个数不限。 

3. 输入新增主机的名称。 

4. 选择主机的连接方式，光纤通道或 iSCSI。 

5. 编辑主机的 FC 端口或 iSCSI 端口。 

6. 编辑高级选项，包括主机类型、IO 组，iSCSI 还包括 CHAP 认证。 

7.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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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6 创建主机 

 

8.3.2 修改主机映射 

操作步骤 

1. 在主机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修改主机映射”，进入修改页面。由于卷和主机之间的映射存在多对多的

关系，仅支持单集群下批量操作多个主机，不支持批量操作多个集群，多个集群需要操作多次。 

2. 选择需要修改映射的单个主机。 

3. 在“修改映射”中自动显示未映射和已映射到已选主机的卷，可进行批量增加或删除映射卷。 

4. 单击“增加至已选列表”，记录步骤 3 中修改映射卷的操作。 

5. 循环步骤 2 至步骤 4，将对所有主机的修改操作都添加到“已选主机和卷”列表。 

6.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修改任务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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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7 修改主机映射 

 

8.3.3 删除主机 

操作步骤 

1. 在主机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删除主机”，进入删除主机页面。 

2. 勾选需要删除的主机，可批量选择。 

注意 

删除主机的过程默认删除所有与该主机相关的映射。 

在“选择集群下的主机”区域右上角，单击“ ”图标，可一键选择其它集群中名称相同的主机；单击

“ ”图标，可取消所选择的主机。 

3. 单击“确定”，弹框提示是否强制删除，若勾选，则同步删除主机对应的映射；若不勾选，如遇到有映

射的卷，则提示删除失败。 

4. 单击“确认”，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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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8 删除主机 

 

8.4 映射列表 

在批量配置页面，选择存储后，切换到映射的页签下，可查看该存储的主机和卷的映射信息列表。 

图 8-19 映射信息 

 

8.5 用户管理 

支持对多个存储集群的用户和用户组进行批量增、删、查、改（修改密码，修改所属用户组）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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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由于统一存储集群已预设好用户组，所以批量配置里不再提供对用户组的操作，但创建和修改用户时，仍

需指明所在的用户组。 

在批量配置页面，选择存储后，切换到用户的页签下，可查看该存储的用户的基本信息列表。 

图 8-20 用户信息 

 

单击用户图标“ ”右侧的“ ”，弹出管理选项下拉框，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用户和修改口令策略的操

作。 

8.5.1 添加用户 

操作步骤 

1. 在用户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添加用户”，进入添加用户页面。 

2. 选择需要添加用户的集群，可批量选择，个数不限。 

3. 输入新用户的用户名、密码，选择所属用户组。 

4.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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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1 添加用户 

 

8.5.2 修改用户 

操作步骤 

1. 在用户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修改用户”，进入修改用户页面。 

2. 选择需要修改的用户。 

在“选择集群下的用户”区域右上角，单击“ ”图标，可一键选择其它集群中名称相同的用户；单击

“ ”图标，可取消所选择的用户。 

3. 选择所属用户组，输入密码。 

4.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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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2 修改用户 

 

8.5.3 修改口令策略 

操作步骤 

1. 在用户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修改口令策略”，进入修改页面。 

2. 选择需要修改的集群，可批量选择。 

3. 如果需要修改密码有效期、密码重复次数、登录失败次数或锁定时长，勾选对应选项并输入新值。 

4.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修改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单击“恢复默认”，

在弹框中显示每个集群恢复默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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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3 修改口令策略 

 

8.5.4 删除用户 

操作步骤 

1. 在用户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删除用户”，进入删除用户页面。 

2. 选择需要删除的用户，可批量选择。 

在“选择集群下的用户”区域右上角，单击“ ”图标，可一键选择其它集群中名称相同的用户；单击

“ ”图标，可取消所选择的用户。 

3.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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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4 删除用户 

 

8.6 管理 

支持对多个存储集群的 SNMP 进行批量增、删、查、改（IP、端口、社区名、告警开关）的操作。支持对多个

存储集群的 USM 用户进行增、删、查、改（权限、安全级别、鉴权算法和密码、加密算法和密码）的操作。 

说明 

USM 用户仅用于 SNMP V3 服务器。 

在批量配置页面，选择存储后，切换到 SNMP 的页签下，可查看该存储的 SNMP 的基本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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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5 SNMP 信息 

 

单击 SNMP 图标“ ”右侧的“ ”，弹出管理选项下拉框，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 SNMP 服务器和添加

/修改/删除 USM 用户的操作。 

8.6.1 添加 服务器 

操作步骤： 

1. 在 SNMP 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添加 SNMP 服务器”，进入添加页面。 

2. 选择需要添加 SNMP 服务器的集群，可批量选择。 

3. 选择版本。 

 如果版本号是 V3，需要选定关联的 USM 用户。 

 如果版本号是 V2C，需要输入新 SNMP 服务器的团体字。 

4. 输入 Trap 服务器 IP 和端口号。端口号默认为 162。 

5. 选择告警级别（错误、警告或信息）。 

6.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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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6 添加 SNMP 服务器 

 

8.6.2 修改 服务器 

操作步骤 

1. 在 SNMP 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修改 SNMP 服务器”，进入修改页面。 

2. 选择需要修改 SNMP 服务器的集群。 

在“选择集群下的 SNMP”区域右上角，单击“ ”图标，可一键选择其它集群中名称相同的 SNMP 服

务器；单击“ ”图标，可取消所选择的 SNMP 服务器。 

3. 如需修改 Trap 服务器 IP 和端口号，勾选对应属性并输入新值。端口号默认为 162。 

4. 选择版本。 

 V2C 版本可以修改团体字。 

 V3 版本可以修改 USM 用户。 

5. 如需修改告警级别（错误、警告或信息），勾选“告警级别”并选择新级别。 

6.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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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7 修改 SNMP 服务器 

 

8.6.3 删除 服务器 

操作步骤 

1. 在 SNMP 的管理下拉框中单击“删除 SNMP 服务器”，进入删除页面。 

2. 选择需要删除的 SNMP 服务器，可批量选择。 

在“选择集群下的 SNMP”区域右上角，单击“ ”图标，可一键选择其它集群中名称相同的 SNMP 服

务器；单击“ ”图标，可取消所选择的 SNMP 服务器。 

3.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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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8 删除 SNMP 服务器 

 

8.6.4 添加 修改 删除 用户 

操作步骤 

1. 在 SNMP 的管理下拉框中分别单击添加/修改/删除 USM 用户，可分别进入添加/修改/删除页面。 

2. 批量选择 USM 用户进行添加/修改/删除操作。 

3. 单击“确定”，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注意：如果存在集群中 USM 用户被 SNMP 服务器调用，则删除失败，需先删除对应的 SNMP 服务器。 

图 8-29 添加 USM 用户 

 

图 8-30 修改 USM 用户 

 



InView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113 浪潮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图 8-31 删除 USM 用户 

 

 

8.7 日志收集 

 支持对多个统一存储集群的日志进行批量收集。 

 支持收集：NAS 日志、标准日志、标准日志+一个现有的即时记录、标准日志+每个节点的最新即时记录、

标准日志+新的即时记录。 

操作步骤 

1. 单击日志收集图标“ ”，进入日志收集页面。 

2. 在日志收集页面，选择需要收集日志的集群，可批量选择。 

3. 选择是否生成 NAS 日志。NAS 日志收集开关设为开启时，若集群中没有 NAS 业务，则无动作。 

4. 选择一种下载支持包。可选：标准日志、标准日志+一个现有的即时记录、标准日志+每个节点的最新即

时记录、标准日志+新的即时记录。 

5. 单击“下载”后，下载任务在后台运行。任务完成后，所收集的日志包自动下载到本地默认目录中，并

弹框提示执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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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2 日志收集 

 

8.8 配置复制 

 支持对多个统一存储集群的配置进行复制。 

 支持的配置复制功能包括：创建卷、创建池、创建 Mdisk、添加 Mdisk 到池、创建 SNMP。 

操作步骤 

1. 在批量配置页面，单击配置复制图标“ ”，进入配置复制页面。 

2. 选择某个集群作为源集群（源集群已配置好完整的数据）。 

3. 选择目标集群。支持多个目标集群，但不可与步骤 2 的源集群重复。 

4. 选择配置复制项：业务配置（包括 MDISK、池、卷）和 SNMP。 

5. 单击“确定”，弹出复制项信息确认框，内容为完整的导出数据列表。 

6. 单击“确认”，在弹出的状态显示框中显示每个集群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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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33  配置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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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拓扑 

在物理层面上，应用服务器（主机）端经过交换机到存储端形成了 SAN 网络拓扑。在业务层面上，存储中划

分的块存储会通过 SAN 网络分配到主机上作为 SCSi 硬盘使用，那么从存储上的卷到主机上的硬盘就形成了

业务层网络。因此，端到端拓扑，可以是从主机到存储，也可以是从磁盘到卷的映射情况，这里把从主机到

存储的网络称为物理拓扑或组网拓扑，把从磁盘到卷的映射称为业务拓扑。 

拓扑分析是从已添加的各资产中获取信息、分析出网络拓扑并进行展示，因此拓扑展示的前提是已将存储、

主机和交换机添加到 InView 中。 

 组网拓扑：展示“统一存储-交换机-主机”的物理链路拓扑。 

 支持拓扑编辑。 

 支持监测设备性能。 

 支持连接状态告警。 

 业务拓扑：展示“统一存储硬盘-MDisk-存储池-卷-交换机-主机卷”端到端的拓扑。 

 支持监测设备性能。 

组网拓扑和业务拓扑可以为存储扩容提供指导，监控拓扑的链路情况和性能指标能够进一步帮助定位故障设

备，以及发现产生性能瓶颈的设备。 

说明 

拓扑展示功能仅支持统一存储。 

9.1 分组管理 

为了方便管理，将整个拓扑分为若干个子拓扑，即拓扑分组，简称分组。拓扑的分组以存储为单位，将不同

的存储整合为不同的分组，展示分组的拓扑。分组展示便于用户查看，同时可以按需监控部分拓扑网络，用

户可以选择感兴趣的存储加入分组中。 

9.1.1 新建 

单击导航栏的“拓扑”，进入拓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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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拓扑 

 

单击“+新建组”，弹出添加界面，输入分组名称并选择存储，单击“确认”，弹框提示执行成功。 

说明 

如果 inview 是从低于 3.1 版本升级到 3.1，请确保已经将“资产>主机”页面中主机类型修改为正确的主机

类型。 

 新增分组完成后触发拓扑自动发现。 

 拓扑自动发现采取异步的方式进行，如果存在正在执行的拓扑发现，则提示需要等待执行完成。 

 分组之间的关系为并列关系，分组不包含子分组。 

图 9-2 新建分组 

 

9.1.2 修改 

单击分组名称右侧的“ ”，弹出修改界面，可修改分组名称和重新选择存储。单击“确认”，弹框提示修

改成功。 

 修改分组完成后触发拓扑自动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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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同一分组，每次拓扑自动发现的结果相互独立，后一次的拓扑发现将覆盖上次的发现结果。 

9.1.3 删除 

单击分组名称右侧的“ ”，可删除分组，同时删除拓扑信息。 

9.2 组网拓扑 

单击导航栏的“拓扑”进入页面，在拓扑页面左侧，单击分组名称，右侧即展示该分组的组网拓扑。 

组网元素： 

 设备，不同类型的设备用不同的图标表示，包括： 

 主机（服务器） 

 交换机 

 存储 

 链路：设备与设备之间的连线。 

9.2.1 性能监测 

将鼠标移至设备图标，可自动弹出框图，显示该设备的性能指标信息。 

表 9-1 组网拓扑展示的性能指标 

资产 展示的性能指标 

存储 IP、总容量、可用容量、数据更新时间 

交换机 IP、型号、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数据更新时间 

主机 IP、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数据更新时间 

链路 

设备名称、网口、wwpn、带宽、状态、输入数据量、输出数据量、链接失败次数、接口错误次

数、数据更新时间、累计时间 



InView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119 浪潮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图 9-3 组网拓扑-设备性能（以链路性能为例） 

 

9.2.2 设备告警 

在组网拓扑中，存在告警的线路或者设备用红色展现，并带有提示告警的图标，单击该图标可跳转至“健康 > 

告警”页面。 

组网拓扑支持链路断开告警和设备离线告警： 

 链路断开告警：通过监控发现链路断开时，发送链路断开告警。 

该告警可在告警功能中人工恢复，恢复后短时间内针对该断开链路不再产生告警。大约两分钟后，当

InView 检测到该链路恢复时，可自动恢复该链路的告警功能。 

 设备离线告警：检测到设备无法通过网络连接时，发送设备离线告警。 

当原有的设备无法连接时，产生一个设备离线告警。该告警可在告警功能中人工恢复，或者检测到设备

可以连接后，自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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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当设备从 InView 中删除后，该设备在拓扑界面中仍可展示并产生提示级别的告警，可以在编辑中移除，或

者重新发现。 

9.2.3 拓扑编辑 

图 9-4 编辑拓扑 

 

操作步骤： 

1. 在组网拓扑页面，单击右上角“编辑拓扑”，可进入编辑状态。 

2. 左侧列表显示主机和存储，可将列表中的设备拖拽到拓扑图中。 

3. 拖动主机或交换机图标，可以改变拓扑队列，支持在同类资产的队列上移动设备。当设备较多时，可以

通过拖动图标把关注的设备放在拓扑上端。 

4. 单击右上角“ ”可重新扫描设备。 

5. 单击右上角“ ”可删除指定设备，只能删除主机和存储，若设备存在链接则同时删除链接。 

6. 单击右上角“ ”可保存已编辑的拓扑，保存后会重新触发拓扑扫描。 

7. 单击右上角“ ”，可退出编辑状态。 

9.3 业务拓扑 

业务拓扑以存储为单位进行展示。 

在组网拓扑页面，单击拓扑中的存储图标，弹出该存储的业务拓扑页面，展示“统一存储硬盘-MDisk-存储池

-卷-交换机-主机卷”端到端的拓扑。 

 将鼠标移至设备图标，可弹出框图，显示该设备的性能指标信息。 

 单击左下角“关闭”，可关闭业务拓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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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业务拓扑显示的设备性能指标 

拓扑元素 性能指标 

主机侧磁盘 总容量、剩余容量、每秒钟的读写次数 

交换机 IP、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对应端口的速率 

主机 IP、CPU 利用率、内存利用率 

卷 名称、容量、时延、IOPS、带宽 

池 名称、已用容量、剩余容量 

阵列 名称、时延、IOPS、带宽、已用容量、剩余容量 

存储侧磁盘 使用率、时延、IOPS、带宽 

图 9-5 业务拓扑 

 

说明： 

您可以将鼠标悬浮到灰色边框网络拓扑图详情区域对其进行缩放，将鼠标悬浮到该区域的空白处，可以对拓扑图整体进行上下

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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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置 

InView 设置选项界面，可实现告警管理，日志管理，系统管理的相关操作。 

 告警管理 

 容量阈值适用于存储、池和节点容量告警。当预测对象容量使用率超出阈值时，将产生相应级别的

告警，只有本地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具备操作权限。 

 邮件通知指告警产生时，是否通过邮件告知用户，只有本地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具备操作权

限。 

 浏览器通知指告警产生时，是否通过浏览器消息通知方式告知用户产生告警，只有本地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具备操作权限。 

 SNMP 代理主要包括开启/关闭 Trap 告警、Trap 服务器设置，只有本地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

具备操作权限。 

 SNMP 管理站主要包括 SNMP 端口设置、同步 SNMP 信息，只有本地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具

备操作权限。 

 日志管理 

 审计日志主要指操作 InView 系统行为日志，具有审计日志角色的用户都具备查看审计日志权限。 

 监控日志主要包括 InView 日志导出、预测引擎日志导出，只有本地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具备

操作权限。 

 系统管理 

 许可主要包括激活许可、激活试用、注销许可，只有本地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具备操作权限。 

 用户管理，实现本地用户，LDAP 用户，LDAP 用户组添加，删除，修改，角色配置等功能，添加 LDAP

用户需要先配置 LDAP 服务器的域信息，只有本地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具备操作权限。 

 LDAP 配置，设置 LDAP 域信息。 

 日期与时间，实现手动设置时区和时间，以及 InView 系统与 NTP 服务器的同步功能，只有本地系

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具备 NTP 服务器设置操作权限。 

 备份设置主要包括 FTP 设置、审计日志备份策略、数据库备份，只有本地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

户具备操作权限。 

 数据库恢复主要包括业务数据和配置数据的恢复，只有本地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具备操作权

限。 

 证书管理，对 HTTPS 认证及双因子认证证书的管理，只有本地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具备操作

权限。 

 IP 白名单，只允许使用白名单内的 IP 进行登录，只有本地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具备操作权



InView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123 浪潮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限。 

 SMTP 设置，配置 SMTP 服务器，以使用邮件通知告警功能和超级用户邮箱找回密码功能，只有本地

系统管理员 superuser 用户具备操作权限。 

 网管协议，用于设置 SNMP 和 SSH，在添加交换机时进行引用即可。 

 HA 设置，实现通过 keepalived 实现 HA，并支持手动切换主从服务器。 

10.1 告警管理 

10.1.1 容量阈值 

在“设置 > 告警管理 > 容量阈值”设置页面可以进行预测容量阈值设置。 

1. 容量阈值设置是一个预测容量使用情况的判断阈值，用来判断集群容量将在多久达到某个使用量，以提

醒用户关注。 

2. 阈值设置包含三个级别：告警级别，警告级别和紧急级别。级别和告警日志的级别保持一致。 

3. 三个阈值取值满足：50<= 警告级别 < 告警级别 < 紧急级别<= 100 

4. 容量阈值设置同时适用于存储、节点和池。当预测对象容量使用率超出阈值时，将会产生相应级别的告

警信息。告警信息可以在告警模块查看。 

图 10-1 容量预测阈值 

 

10.1.2 邮件通知 

在“设置 > 告警管理 >邮件通知”管理界面中可以进行邮箱通知的设置，包括是否要发送邮件通知、告警源、

发件人/收件人和地理位置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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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邮件通知界面 

 

邮件通知配置 

在“设置 > 告警管理 > 邮件通知”界面中，单击“ ”，开启邮件通知，单击“ ”，关闭邮件

通知。 

告警源设置 

告警类型设置，告警类型包括 InView 告警和设备告警，可根据需求选择。 

 InView 告警包括坏盘告警和网络故障告警。坏盘告警是指硬盘预测发现故障盘后的告警；网络故障告警

是指已添加的资产网络状况不好时产生的告警。 

 设置告警包括统一存储平台和分布式存储平台上报的告警。 

发件人设置 

在邮件通知界面，设置发件人邮箱。 

收件人设置 

操作步骤： 

1. 在邮件通知界面的“收件人”右边，单击“添加”。 

2. 弹出“添加”设置界面，设置收件人邮箱、告警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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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添加收件人信息 

 

说明：最多可添加 4 位收件人。 

3.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在收件人列表中显示该信息。 

图 10-4 收件人设置界面 

 

说明：可对收件人测试、修改、删除操作。 

位置设置 

操作步骤： 

1. 邮件通知界面，进行用户信息设置。可设置国家和地区、州或省名称、街道名称、公司名称、详细位置

和邮政编码。 

2. 在所有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保存”。 

3. 弹出“操作结果”提示信息，单击“确定”。 

10.1.3 浏览器通知 

该功能是将告警信息通过浏览器通知的方式提醒用户，每当有新告警产生时，就会出现桌面通知，用户只需

要打开 InView 页面，就可以收到告警通知。 

以 chrome 为例： 

1. 进入 InView 页面时会提示是否显示通知，单击“允许”可以打开通知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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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设置浏览器通知权限 

 

2. 提示设置成功。 

图 10-6 设置成功 

 

3. 如果步骤 1 中单击了“禁止”，可通过以下步骤重新开启，打开“浏览器设置 > 高级”，单击“内容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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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高级设置 

 

4. 单击“通知”。 

图 10-8 通知设置 

 

5. 找到 InView 对应的域名或 IP，进行设置。 

 单击右侧菜单选择“允许”，即打开浏览器通知权限。 

 也可单击“删除”，此时刷新页面会重新提示用户是否显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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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 浏览器通知权限设置 

 

6. 登录 InView 后，在“设置 > 告警管理 > 浏览器通知”管理界面，单击“ ”开启浏览器通知，选

择告警源并保存设置，开启浏览器通知。 

图 10-10 开启浏览器通知后的界面 

 

说明： 

 若浏览器不支持桌面通知功能，则会提示“浏览器不支持桌面通知”提示信息。 

 当开启浏览器通知后，若出现告警，浏览器则会弹出“警告”提示对话框。 

7. 若要关闭浏览器通知，“设置 > 告警管理 >  浏览器通知”管理界面，单击“ ”，单击“确定”，

保存浏览器关闭通知配置，关闭浏览器通知。 

图 10-11 操作结果提示信息 

 

10.1.4 代理 

开启 Trap 告警，可实现告警发生时，通过 Trap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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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2 SNMP 代理管理界面 

 

操作步骤： 

1. 在“设置 > 告警管理 > SNMP 代理”管理界面，在“基础”设置中，设置代理状态，单击“ ”，

关闭 Trap 告警配置，需要单击下方“确定”后生效”。 

2. 在“设置 > 告警管理 > SNMP 代理”管理界面，在“基础”设置中，设置代理状态，单击“ ”，

开启 Trap 告警，需要单击下方“确定”后生效。 

3. 在“设置 > 告警管理 > SNMP 代理”管理界面，在“基础”设置中，设置告警类型，告警类型包括 InView

告警和设备告警，可任意选择，需要单击下方“确定”后生效。 

Trap 设置 

1. Trap 版本设置，版本包括 V1 版本、V2C 版本、V3 版本，选择对应的版本。 

2. Trap IP 设置，单击“添加”。 

3. 弹出“添加”设置界面。 

 V1/ V2C 版本：设置 Trap IP、端口、团体名、告警级别的信息。 

 V3 版本：设置 Trap IP、端口、安全名、安全级别、认证协议、认证密码、加密秘钥、告警级别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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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3 添加 Trap IP 设置-V1/V2C 版本 

 

图 10-14 添加 Trap IP 设置-V3 版本 

 

说明：可对 Trap IP 信息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4.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 

5. SNMP 代理信息设置完成后，单击页面下方“确定”，保存 SNMP 代理信息。 

6. 弹出“操作结果”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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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5 保存成功提示信息 

 

如上所有设置，只有保存成功后，才生效。 

10.1.5 管理站 

InView 通过设置 SNMP 管理站配置，获取单设备的告警信息。 

操作步骤： 

1. 设置 SNMP 端口信息。 

图 10-16 SNMP 设置界面 

 

2. 单击“确定”，可以修改 SNMP 端口，单击“取消”，可以取消设置。 

3. 当单设备的 SNMP 密钥变更后，在 InViw 设置中，单击“同步”，可以同步 SNMP 加密信息。 

注意 

同步加密信息仅支持分布式存储平台。 

10.2 日志管理 

10.2.1 审计日志 

1. 进入“设置 > 日志管理 > 审计日志”页面，可以查看系统记录的用户操作日志，并开启/关闭 Syslog 转

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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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7 审计日志列表界面 

 

2. 可选：单击“Syslog 转发”，系统弹出“Syslog 转发”对话框。 

图 10-18 Syslog 转发 

 

3. 设置“状态”为“开启”，输入 Syslog 服务器 IP 和 Port，单击“确认”，完成 Syslog 转发的开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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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9 开启 Syslog 转发 

 

10.2.2 监控日志 

主要是对 InView 日志的收集和 InView 配置信息的采集。可以实现资源占用情况（30 天）及日志文件的收集。 

 InView 日志收集包含：各系统日志、容量性能日志、硬盘预测日志、定时快照日志、Tomcat 日志、物理

资源占用日志。 

 InView 报表包含：概况、定时快照、3DC、审计日志、告警配置、系统配置。 

图 10-20 监控日志界面 

 

导出 InView 日志 

在“设置 > 日志管理 > 监控日志 > InView 日志”管理界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键导出”，另一种是

“按文件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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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一键导出”，弹出保存设置界面，保存文件即可。 

 单击“按文件导出”，弹出“选择文件”对话框，选择要下载的类型，单击“确定”，弹出保存设置界

面，保存文件即可。 

图 10-21 一键导出 

 

图 10-22 按文件导出 

 

说明：单次最多只能导出 10 个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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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3 保存文件 

  

导出 InView 报表 

1. 在“设置 > 日志管理 > 监控日志 > InView 报表”管理界面，单击“一键导出”，弹出 InView 报表任

务创建成功提示框。 

2. 在右上角任务管理器查看任务进度，或到审计日志页面查看日志信息。 

图 10-24 任务创建成功提示 

 

3. 导出报表任务完成后会自动弹出文件下载对话框，请及时保存。如果浏览器已经设置了自动保存，则可

以直接到目标文件夹中查看。 

4. 在任务管理器中可以查看已导出报表的任务信息和当前导出报表任务的进度信息。 

10.3 系统管理 

10.3.1 许可 

 支持对 InView 可管理的资产上限数进行 license 控制，支持多次激活。 

 license 状态分为试用中、未激活、已激活，安装完成后进入试用中；试用到期或数据异常时进入未激活；

导入许可文件后进入已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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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用期时长 90 天，顶部状态栏显示剩余试用期天数。 

 未激活状态下，普通用户拒绝登录；超级用户登录后，只显示许可子页面。待导入许可文件后，状态变

为已激活，页面正常显示。 

 激活流程包括导出设备标识文件、发送到本公司客服人员申请许可文件、获得许可文件并导入 InView。 

激活许可 

1. 进入“设置 > 系统 > 许可” 管理界面。 

图 10-25 许可页面 

     

2. 单击“激活许可”，弹出“上传许可文件并激活”界面。 

图 10-26 导入许可文件 

 

3. 导入正确的许可文件，单击“激活许可”，弹框提示激活成功。 

图 10-27 提示激活成功 

 

4. 完成激活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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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8 激活许可 

     

获取设备标识文件 

1. 在“设置 > 系统 > 许可” 管理界面，单击“单击此处获取设备标识文件”链接。 

图 10-29 获取设备标识 

 

2. 弹出保存设置界面，选择保存文件，单击“确定”。 

图 10-30 保存文件 

 

3. 将下载的文件，发送给浪潮技术支持中心获取相应的许可证书。 

10.3.2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主要指对本地用户和 LDAP 用户的管理。 

 用户包括本地用户、LDAP 用户、LDAP 用户组三种类型。 

 本地用户是 InView 系统的用户。 

 LDAP 用户和 LDAP 用户组存在于 LDAP 服务器上。 

 用户角色包含超级用户、普通用户、审计用户三种角色。 

 InView 系统只存在 superuser 这一个默认的超级用户，在系统中已经默认添加。 

 普通用户只有查看的权限，没有配置权限。 

 审计用户只能查看审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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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状态包括可用和已锁定两种 

 在线状态包括在线、离线两种 

在“设置 > 系统 > 用户管理”管理界面，用户列表显示用户名、类型、角色、状态、在线状态和描述。可

以实现添加、修改、删除、锁定、解锁的操作。 

图 10-31 用户管理界面 

 

添加 

1. 单击“添加”，弹出添加用户对话框。 

图 10-32 添加本地用户 

 

说明：选择本地用户时，需要设置用户名、密码和角色。用户名由字母、数字、下划线组成，必须以字母开头，长度：4~32

位。密码长度 8~64 位，必须包含大小写字母、数字和特殊字符（如!@#$%^&*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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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3 添加 LDAP 用户 

 

说明：选择 LDAP 用户或 LDAP 组时，需要设置用户名和角色。用户名由字母、数字、特殊字符（如_@.）组成，长度：

1~32 位。 

2. 单击“确认”，进行添加用户。 

3. 单击“取消”，取消添加用户。 

修改 

1. 单击用户列表中的一行数据，单击“更多”中的“修改”，弹出修改用户对话框。 

图 10-34 修改用户 

 

可以对本地用户的密码、角色、描述信息进行修改，也可以对 LDAP 用户的角色和描述信息进行修改，但不可以修改用户

类型和用户名。 

2. 单击“确认”，进行修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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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取消”，取消修改用户。 

删除 

1. 单击用户列表中的一行数据，单击“更多”中的“删除”，弹出删除用户确认框。 

图 10-35 删除用户 

 

2. 单击“确认”，进行删除用户。 

3. 单击“取消”，取消删除用户。 

锁定 

可以对用户进行锁定，用户被锁定后将无法登录 InView 系统。 

1. 单击用户列表中状态为可用的一行数据，单击“更多”中的“锁定”，弹出锁定用户确认框。 

图 10-36 锁定用户 

 

2. 单击“确认”，进行锁定用户。 

3. 单击“取消”，取消锁定用户。 

解锁 

可以对被锁定用户进行解锁，用户被解锁后可以登录 InView 系统。 

1. 单击用户列表中状态为已锁定的一行数据，单击“更多”中的“解锁”，弹出解锁用户确认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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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7 解锁用户 

 

2. 单击“确认”，进行解锁用户。 

3. 单击“取消”，取消解锁用户。 

刷新 

单击“ ”，刷新用户列表。 

搜索 

在搜索框输入关键字，单击“搜索”，按关键字搜索用户。 

10.3.3 设置 

LDAP 设置主要设置 LDAP 服务器信息及相关属性信息。 

在 LDAP 设置页面，可以开启 LDAP 状态，选择 LDAP 协议或 LDAPS 协议，并设置首先 IP 地址、备选 IP 地

址、端口号、用户属性、组属性、基准 DN、身份认证、登录 DN、密码等信息。 

 用户属性：用于确定用户的用户名的 LDAP 属性。该用户属性必须在 LDAP 属性中存在并且对个用户必

须是唯一的。 

 组属性：输入用于确定用户的组成员资格的 LDAP 属性。该属性必须包含组的专有名称。 

 基准 DN：LDAP 目录树的根的标识，格式如：dc=domain,dc=com 

 认证配置：用于设置登录 DN 和密码。 

 身份认证：当身份认证选择“否”时，不显示登录 DN 和密码。 

 登录 DN：LDAP 服务的管理员的 DN，格式如：cn=username,dc=domain,dc=com 

 密码：登录 DN 对应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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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8 LDAP 设置界面 

 

操作步骤： 

1. 在“设置 > 系统 > LDAP 设置” 管理界面，开启 LDAP 状态，选择协议，输入 LDAP 服务器首选 IP、备

选 IP、端口。 

2. 单击“测试”，测试成功说明 LDAP 服务器上已开启 LDAP 服务。 

图 10-39 LDAP 服务器测试 

 

3. 输入用户属性、组属性、基准 DN。 

4. 单击“确定”，设置 LDAP 服务器信息；单击“取消”，取消设置 LDAP 服务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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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LDAP 服务器禁止匿名登录，则需要输入登录 DN 和密码。操作步骤： 

1. 身份认证选择“是”，输入登录 DN 和密码。 

2. 单击“确定”，确认设置 LDAP 服务器信息。此时，密码框隐藏，只显示“修改密码”。 

图 10-40 身份认证选择“是” 

 

图 10-41 密码框隐藏 

 

10.3.4 日期与时间 

支持手动设置日期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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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设置 

1. 在“设置 > 系统 > 日期与时间”管理界面。 

2. 时区选择，根据所在时区选择。 

3. 时间设置。 

图 10-42 手动设置 

 

  

 

10.3.5 备份设置 

需要备份的数据有两类：审计日志与全量数据库。 

审计日志产生量大、数据量过多时会影响系统性能，因此当日志量超过设置的阈值时触发自动备份功能，

InView 会将多出的日志导出为 Excel 文件，并上传到 FTP/SFTP（需预先配置 FTP/SFTP 服务器），再从数据

库中删除。 

全量数据库备份，在执行“立即备份”后，系统自动将 InView与Agent Server数据库导出，并上传至 FTP/SF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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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审计日志备份与数据库备份，使用同一个 FTP 配置。 

FTP/SFTP 设置 

操作步骤： 

1. 在“设置 > 系统 > 备份设置” 管理界面，FTP/SFTP 设置中选择协议类型 FTP/SFTP。 

2. 输入服务器 IP、端口、用户名、密码。 

图 10-43FTP/SFTP 设置 

 

审计日志备份策略设置 

操作步骤： 

1. 在“设置 > 系统 > 备份设置” 管理界面，审计日志备份策略中勾选“开启”，启动定时备份审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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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4 启动定时备份审计日志 

  

说明：InView 每半小时检查一次审计日志数量，超过阈值时触发备份操作，同时记录审计日志。 

2. 设置备份策略，自定义“备份日志阈值”“系统保留记录数量”“备份路径”的参数值。 

触发阈值默认为 10 万条，保留数量默认为 5 万条，表示日志量超过 10 万条时，将日志按时间降序排序，

导出第 5 万条之后的数据，保存为 Excel 文件，然后将文件上传到 FTP 中，上传成功后将数据从表中删

除。 

10.3.6 数据库备份及恢复 

数据库备份及恢复主要指配置数据和硬盘业务数据的备份及恢复。配置数据是指 InView 管理平台数据库中所

有数据。硬盘业务数据是指硬盘预测相关业务数据。数据库备份及恢复包括本地备份恢复和远端备份恢复。 

注意 

备份或恢复数据库过程中请不要进行下列操作：关闭页面，切换页面及数据库的操作，避免备份或恢复失败。 

本地备份 

1. 在“设置 > 系统 > 数据库备份及恢复 > 本地备份” 管理界面，需选择备份类型：立即备份配置数据

或立即备份硬盘业务数据。 

2. 如单击“立即备份配置数据”，即立即执行备份配置数据。 

3. 备份成功后，界面则显示“备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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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5 备份成功 

 

4. 备份列表中显示备份详情。备份数据列表显示文件名、文件大小、类型、备份时间。可以实现立刻恢复、

删除、刷新、查询的操作。 

本地恢复 

本地恢复即本地备份数据的恢复。 

数量限制： 

 配置数据：本地备份最多保存为 3 个。 

 磁盘业务数据：本地备份最多保存为 1 个。 

操作步骤： 

1. 在“设置 > 系统 > 数据库备份及恢复 > 本地备份”管理界面，备份列表中选择一条要恢复的数据。 

2. 单击“立刻恢复”。 

3. 弹出“信息确认”对话框，输入 superuser 登录密码，勾选“恢复证书，浏览器会丢失链接，请关闭浏

览器并等待大约 2 分钟后，重新访问，确定恢复”，单击“确认”。 

4. 恢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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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6 本地恢复信息确认 

 

图 10-47 恢复成功 

 

删除-本地备份 

1. 在“设置 > 系统 > 数据库备份及恢复 > 本地备份”管理界面，选择要删除的备份数据，单击“删除”。 

2. 弹出“确定”提示框，单击“确定”，删除成功。 

刷新-本地备份 

在“设置 > 系统 > 数据库备份及恢复 > 本地备份”管理界面，单击“刷新”，刷新备份列表。 

搜索-本地备份 

在“设置 > 系统 > 数据库备份及恢复 > 本地备份”管理界面，当备份列表信息比较多的情况的，可根据关

键字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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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备份 

操作步骤： 

1. 在“设置 > 系统 > 数据库备份及恢复 > 远端备份” 管理界面，设置备份路径，路径是指备份文件上

传到 FTP/SFTP 的路径。 

2. 路径设置完成，弹出“成功”对话框，单击“确定”。 

3. 需选择备份类型：立即备份配置数据或立即备份硬盘业务数据。 

4. 如单击“立即备份配置数据”，即立即执行备份配置数据。 

5. 备份成功后，界面则显示“备份成功”。 

图 10-48 备份成功 

 

6. 备份列表中显示备份详情。备份数据列表显示文件名、文件大小、类型、备份时间。可以实现立刻恢复、

刷新、查询的操作。 

远端恢复 

远端恢复即远端备份数据的恢复。 

操作步骤： 

1. 在“设置 > 系统 > 数据库备份及恢复 > 远端备份”管理界面，备份列表中选择一条要恢复的数据。 

2. 单击“立刻恢复”。 

3. 弹出“信息确认”对话框，输入 superuser 登录密码，勾选“确认立刻恢复”，单击“确认”。 

4. 恢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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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9 远端恢复信息确认 

 

图 10-50 远端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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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1 恢复成功 

 

刷新-远端备份 

在“设置 > 系统 > 数据库备份及恢复 > 远端备份”管理界面，单击“刷新”，刷新备份列表。 

搜索-远端备份 

在“设置 > 系统 > 数据库备份及恢复 > 远端备份”管理界面，当备份列表信息比较多的情况的，可根据关

键字进行搜索。 

10.3.7 证书管理 

证书管理页面，包含对 HTTPS 认证、双因子认证证书及双向认证证书的管理。 

 HTTPS 认证支持自签名认证证书和第三方认证证书。 

 双因子认证是指在用户登录 InView 管理平台中，在账号+密码验证用户合法性的基础上，增加对用户数

字证书安全认证的方式。 

 超级用户可导入双向认证设备证书，并设置存储 IP 和密码等信息，支持设备证书的增加、修改和删除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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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2 证书管理界面 

 

10.3.7.1 HTTPS 认证 

在“设置 > 系统 > 证书管理”界面，在“HTTPS”认证中，显示证书类型、密钥类型、生效日期、失效日期、

失效告警阈值信息。其中： 

失效告警阈值设置参数包含 1 个月、2 个月、3 个月、6 个月，当证书失效前 n 个月，开始产生告警，提醒用

户及时更新证书。 

图 10-53 HTTPS 认证信息 

 

自签名证书管理 

操作步骤： 

1. 在“设置 > 系统 > 证书管理 > HTTP 认证”界面，单击“更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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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出“更新证书”管理界面，证书类型选择自签名证书。 

3. 证书签名请求文件信息设置，密钥类型固定为 2048 位 RSA、失效日期、国家与地区、省、城市、组织、

组织单位、公共名称。 

4. 设置完成后，单击“确认”，系统弹出“操作提示”对话框 

5. 单击“确定”，更新自签名证书。 

图 10-54 自签名证书更新 

 

第三方证书管理 

操作步骤： 

1. 在“设置 > 系统 > 证书管理”界面，单击“更新证书”。 

2. 弹出“更新证书”管理界面，证书类型选择第三方证书。 

3. 证书签名请求文件信息设置，密钥类型固定为 2048 位 RSA、国家与地区、省、城市、组织、组织单位、

公共名称。 

4. 设置完成后，单击“生成请求文件”。 

5. 等待生成请求文件下载完成后，将请求文件交由第三方签名获得证书，将获取的第三方签名证书导入。 

6. 单击“选择文件”导入签名证书。 

7. 成功导入证书，即第三方证书更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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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5 第三方证书更新 

 

10.3.7.2 双因子证书 

双因子证书默认是关闭状态，若要启用双因子证书，需要单独部署双因子证书管理平台环境，双因子平台的

管理员可以通过证书管理平台管理所有用户证书、生成用户证书，下载用户证书。双因子证书管理平台的详

情请联系本公司客服人员获取《双因子安装部署文档》和《双因子证书管理平台用户手册》进行参考。 

注意 

 双因子证书管理平台部署完成后，可以开启双因子证书服务。开启后，请前往双因子管理平台为所有

用户添加证书，并下载分发。用户需将证书导入本地浏览器后才能登录 InVIew。 

 如果双因子服务异常，导致用户无法进入 InView，管理员可以通过 cfgtwofactor 命令行关掉或者修改

双因子服务配置。关掉命令：cfgtwofactor -status off。同时双因子服务提供命令行 lstwofactor 用于

查看服务信息。 

InView 管理平台双因子证书配置管理操作，请参考以下操作。 

服务配置： 

在“设置 > 系统 > 证书管理 > 双因子证书”管理界面中单击“ ”，开启服务；单击“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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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服务。 

证书配置： 

1. 开启服务后，在“证书平台 IP”，输入双因子证书管理平台 IP。 

2. 端口配置，默认证书平台管理端口 8081，证书平台校验端口 8443，使用默认即可。如果用户在部署双

因子证书管理平台时，修改了证书平台的端口号，请输入实际配置的端口。 

3. 端口测试，单击“测试”，弹出提示框： 

 若配置正确，则提示证书平台 IP 和端口连接正常。 

 若配置有误，则提示证书平台 IP 和端口连接失败，请确认 IP 或端口是否输入正确。 

4. 确认配置正确后，单击“确定”，完成双因子证书设置。 

图 10-56 双因子证书管理 

 

5. 在双因子证书管理平台中下载用户证书到本地，并在使用的浏览器中导入证书。 

6. 重启浏览器。 

7. 重新登录 InView 管理界面，弹出加载证书信息，单击“确定”即可。提示信息以使用浏览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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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7 火狐浏览器提示信息 

 

10.3.7.3 双向认证证书 

设备证书导入步骤： 

1. 在“设置 > 系统 > 证书管理 > 设备证书导入”界面，单击“+导入证书”。 

2. 在弹出的“设备证书导入”界面，上传证书文件并填写存储 IP 和证书密码。 

图 10-58 设备证书导入 

 

3. 支持导入的设备证书格式为 pfx 格式，即包含证书和私钥，一般有密码保护。 

不支持 crt 格式（公钥）和 key 格式（私钥）的导入。如果证书格式错误或密码错误，会弹出提示框“新

增证书失败，原因：不是有效的 PKCS12 证书或证书密码错误”。 

4. 单击“确认”，完成添加之后，在设备证书列表中可查看或删除已成功添加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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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 白名单 

开启 IP 白名单功能后，只允许使用白名单内的 IP 地址登录 InView 平台。IP 白名单最多支持 20 个 IP。 

IP 白名单开启 

1. 在“设置 > 系统 > IP 白名单 > 白名单状态”界面中单击“ ”，开启服务。 

图 10-59 IP 白名单 

 

2. 单击“+添加”，添加 IP。 

图 10-60 添加 IP 

 

3. 单击“确认”，白名单 IP 添加完成，您可以通过 编辑”、“删除”链接，对其进行修改或删除。 

4. IP 全部添加完成后，单击页面下方的“确定”，系统提示“不在白名单的 IP 将无法登录，请确认 IP 填写

正确”。 

5. 单击“确定”，完成白名单 IP 配置操作。 

IP 白名单关闭 

在“设置 > 系统 > IP 白名单 > 白名单状态”界面中单击“ ”，关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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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 设置 

配置 SMTP 服务器，以使用邮件通知告警功能和超级用户邮箱找回密码功能。其中，SMTP 服务器、SMTP 端

口号、加密协议和 SMTP 身份认证为必填项。当选择进行 SMTP 身份认证时，必须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图 10-61 SMTP 设置 

 

10.3.10 网管协议 

SNMP 配置 

支持添加、修改和删除 SNMP 协议，支持输入关键字搜索 SNMP 列表。 

操作步骤： 

1. 在“设置 > 系统 > 网管协议” 管理界面的 SNMP 配置区域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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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2  添加 SNMP 

 

2. 输入协议模板名称，选择协议版本： 

 V1、V2C：端口、团体字。 

 V3：端口、用户名，安全级别（无鉴权无加密；只鉴权无加密，需设置“鉴权协议”和“鉴权密码”；

既鉴权又加密，需设置“鉴权协议”、“鉴权密码”、“加密协议”和“加密秘钥”）。 

3. 单击“确认”，完成 SNMP 添加操作。 

4. 单击 SNMP 列表中的“修改”或“删除”链接，可修改或删除对应的 SN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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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3 SNMP 配置 

 

SSH 配置 

支持添加、修改和删除 SSH 协议，支持输入关键字搜索协议列表，支持更新公钥。 

操作步骤： 

1. 在“设置 > 系统 > 网管协议” 管理界面，SSH 配置中单击“添加”。 

2. 输入协议名称、端口、SSH 用户名和密码。 

3. 单击“确认”，弹框提示操作结果。 

4. 单击 SSH 列表中的“修改”或“删除”，可修改或删除对应的 SSH。 

5. 单击“更新公钥”，在弹框中单击“确认”即可更新公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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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4 添加 SSH 

 

10.3.11  

InView 的 HA 功能配置成功后，可以查看 MySQL 和 Influxdb 的同步状态，也可以对两个节点进行主备切换、

拆除 HA 操作。 

说明 

配置 HA 之前 请校正 InView 系统与所在安装环境的时区、时间，避免因时间不一致导致部分模块的任务

执行出现问题。 

HA 环境配置成功后，请使用 VIP 登录 Inview 系统进行存储、交换机等设备的管理；若需要拆除 HA，请使

用主节点 IP 登录 Inview 系统进行拆除。 

配置 HA 信息 

1. 进入“设置 > 系统 > HA”页面，系统显示“HA 设置”页面。 

2. 输入虚拟 IP，即配置 VIP，配置成功后通过此 IP 访问 InView。 

3. 选择服务器节点设置模式，标准配置或精简配置，并配置主从节点相关信息。 

 标准配置：从节点中 InView 所有模块全部开启。 

 精简配置：从节点中仅开启 InView 基础访问功能，硬盘预测、性能/容量预测等功能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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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5 HA 配置 

 

4. 单击“确定”，HA 信息配置成功，并显示主从节点状态、MySQL/Influxdb 同步状态。 

切换 HA 主备关系 

1. 进入 HA 设置页面，针对已配置的 HA 关系，输出主从节点的密码，单击“主备切换”，系统提示“切换

后可能会有以下问题：1.若页面长时间未响应，请手动刷新页面；2.切换后，将返回到用户登录页面，请

重新登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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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若将主节点 A 或从节点 B 更换为节点 C，则需进入废弃的节点 C 的 CLI 页面，执行如下命令，停止并

移除不需要的 keepalived 节点，防止出现虚拟 IP 被废弃节点占用的情况，从而影响 InView 的使用。 

docker stop inview_keepalived 

docker rm inview_keepalived 

2. 单击“确定”，系统提示“执行成功”。 

拆除 HA 关系 

1. 登录主节点 InView 平台，进入 HA 配置页面，针对已配置的 HA 关系，输入主从节点密码，单击“拆除

HA”，系统提示“是否将目前 HA 环境拆除？拆除后，主从节点将分别成为单机环境”。 

2. 单击“确定”，系统提示“执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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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全 

11.1 安全 

限制容器 cpu、内存（可选） 

若用户需要对容器 cpu、内存进行限制，则 InView 提供了快速限制方式。 

操作步骤： 

1. 连接 InView 所在服务器的 shell，使用 root 权限用户登录后，在命令行中输入： 

bash parse-docker-compose-file-bash.sh 

2. 每个容器单独设置 cpu 及内存限制。分别输入 cpu 相应的核数（单个 docker 容器使用的最大核数）和

内存数（单个 docker 容器使用的最大内存），按 Enter 键，程序自动配置 docker 容器并重启 docker 容

器。 

 

3. 输入 docker stats ，查看单个容器最大内存数是否生效，若生效则说明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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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敏感信息销毁 

支持销毁的敏感信息包括：InView 所有用户名和密码、HTTPS 证书、双因子证书、SNMP、邮箱、短信配置、

FTP、LDAP、存储设备用户名和密码、license 和本地备份数据。 

销毁敏感数据时使用系统命令“shred”，该命令功能是重复覆盖文件，实现粉粹文件的功效，使数据无法被

硬件探测仪器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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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问题处理 

12.1 问题一 

现象：断电重启后，登录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网页不能访问，或者无法登录系统。 

处理： 

1. 检查 MySQL 与 Tomcat 的运行状态，执行“docker ps -a”命令，检查 inview _tomcat 与 inview _mysql 

的运行状态，如下图： 

 

如果 STATUS 列不是以 Up 开头，则表示为异常状态，可尝试使用以下命令重启 docker 容器： 

 重启 MySQL：docker restart inview _mysql 

 重启 tomcat：docker restart inview _tomcat 

如果重启了 MySQL，需在 MySQL 启动完成后再重启 Tomcat。 

2. 如果上述命令执行报错，可重启 docker 服务，执行命令“systemctl restart docker.service”，等待 1 分

钟后再次尝试登录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 

3. 如果 docker 服务无法启动，可尝试重启虚拟机或物理机。在重启成功后等待 1 分钟时间，若仍然无法打

开与登录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可收集日志发给浪潮工程师进行分析。 

 Tomcat 日志包括以下三个文件： 

 /var/lib/inview/tomcat/logs/msm/msm_info.log 

 /var/lib/inview/tomcat/logs/tomcat/localhost.log 

 /var/lib/inview/tomcat/logs/tomcat/catalina.log 

 导出 MySQL 日志文件： 

 docker cp inview_mysql:/var/log/mysql/error.log /home/superuser 

可将日志导出到 /home/superuser/error.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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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问题二 

问题：统一存储历史性能统计只有采用间隔为 1 分钟的数据，没有 5 分钟、15 分钟、60 分钟的数据。 

处理步骤： 

1. 检查多设备部署的 Linux 系统的时区是否与存储的一致。输入 date 命令查看 Linux 系统的时区是否为

CST，若不是 CST，即表明不是 GMT+8 时区。修改 Linux 系统的时区为 GMT+8 时区的方法为：在 Linux

系统输入以下命令： 

ln -sf /usr/share/zoneinfo/Asia/Shanghai /etc/localtime 

hwclock --systohc 

然后查看 date 的返回，发现时区已修改为 CST。 

2. 若 Linux 系统时区与存储的一致，查看采样间隔为 1 分钟时图中的点的间隔是否为 1 分钟。如果是 15 分

钟，需要更改设置。解决方法：在存储上输入命令 startstats -interval 1，将底层生成性能文件的间隔设

置为 1 分钟。 

12.3 问题三 

现象：在 InView 系统添加统一存储后，等待 10 分钟后，仍然没有性能数据曲线。 

处理步骤： 

1. SSH 通过 22 端口登录统一存储，执行命令“lsglobalinfo”，返回的第 9 行是 InView 的 IP 地址，第 10

行是开始推送文件的标志。 

 

2. 如果返回的第 11 行和第 12 行没有内容，则表示 FTP 客户端没有推送数据，此时需要登录统一存储的

GUI 管理平台上查看 active_push.log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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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查看 active_push.log 日志 

 

3. 根据 active_push.log 日志里时间最近的日志内容进行处理。 

 返回“connet to FTP error: 530 Authentication failed”。 

原因：统一存储的版本较早，使用的是 ftp 用户名为 ftpuser,对应的密码安全性较弱。需要在 InView

的配置文件里添加该密码。 

处理步骤： 

a) SSH 登录到 InView 服务器，执行命令： 

docker exec -it inview_tomcat sh 

cd /opt/soft/inview/apache-tomcat-7.0.105/webapps/msm/WEB-INF/classes/pm 

vi pmv2.xml 

b) 将 ftpuser 的密码修改为 Passw0rd。 

<ftpUsername>ftpuser</ ftpUsername > 

<ftpPass>Passw0rd</ftpPass> 

c) 输入:wq 进行保存。 

d) 执行同目录下的重启 FTP 服务器的脚本 sh restartFtp.sh。 

e) 等待十分钟左右，InView 的 FTP 服务器的配置文件生效，支持用户名为 ftpuser 的用户登录

FTP 服务器。 

 



InView 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用户手册 

169 浪潮专有和保密信息 

版权所有 济南浪潮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返回“connet to FTP error:[Errno 101] Network is unreachable” 

原因：统一存储没有配置网关，或者存储的网关与 InView 的网关不通。 

处理步骤： 

a) 检查存储管理 IP 地址是否配置网关，在 GUI 菜单“设置 > 网络 > 管理 IP 地址”里进行配置。 

图 12-2 配置网关 

 

b) 在存储的命令行页面，执行命令“mcsop ping srcip4 存储 IP InViewIP” ，检查网络是否连

通。 

存在这种情况：mcsop 能 ping 通，但存储网关没有配置，还是会返回“Errno 101”的错误。 

 返回“Current node is not config node” 

原因：当前集群 IP 不是配置节点。统一存储判断当前集群 IP 不是配置节点，只负责向配置节点复制

性能文件，不向 InView 推送性能文件。可能是节点进行了漂移。 

 返回“connect to FTP error: timed out” 

原因：客户端连不上 InView 的 FTP Server，可能是因为端口被防火墙屏蔽。 

处理： 

用 Windows 系统的电脑接入与存储同网段的网络（给电脑配置与存储相同网段的 IP 地址），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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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上通过 ftp 命令连接 InView IP。若连接失败（Connection failed），说明 21 端口被防火墙屏

蔽，请取消对 21 端口的屏蔽；若连接正常（提示输入 ftp 用户名、密码），直接按照提示输入用户

名和密码，进行连接。 

或连接 InVIew FTP 服务器（用户名：ftpuser 密码：Passw0rd）。如果返回提示：无法连接，说明

21 端口被屏蔽，请取消对 21 端口的屏蔽；如果返回提示：无法显示远程文件夹，说明 7001-7005

端口被屏蔽，请取消对 7001-7005 端口的屏蔽。如果 21 端口和 7001-7005 端口都正常，连接 InView 

FTP 服务器，可以看到该服务器的文件，表示连接成功。 

4. 再次执行命令“lsglobalinfo”，若返回如步骤 1 所示结果，通过 FTP 工具连接 InView 成功后，显示性

能文件，但 InView 平台仍未显示性能数据，有可能是存储时间时区与 InView 的时间时区设置不一致所

致，请将两个平台设置为一致的时间时区。 

12.4 问题四 

现象：添加资产时提示资产设备连接失败。 

处理：开启相关端口。 

 如果是统一存储，检查存储及所在的网段的 8443 端口是否开启。 

 如果是分布式存储，检查存储及所在的网段的 443、8443 端口是否开启。 

12.5 问题五 

现象：InView 所在服务器突然断电导致得 InView 无法访问。 

处理： 

当 InView 网站无法访问时，检测后台 docker 进程信息，若发现 mysql 频繁重启，则使用 docker logs -f 

inview_mysql，查看 MySQL 容器报错信息 

当看到 MySQL 报错信息中第一条为：InnoDB:Ignoring the redo log due to missiong the MLOG_CHECKPOINT 

字样时，则执行如下操作： 

1. 执行命令 cd /var/lib/inview/mysql/data，进入对应目录。 

2. 将原来得数据日志备份下： 

mv ib_logfile* backup/ 

docker restart inview_mysql 

如果经过上述操作 MySQL 还未恢复，请联系本公司客服人员进行定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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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问题六 

现象：inview 出现脑裂现象，具体表现为，当 InView 主从节点 A/B 之间网络不通，但是客户与 A/B 之间网

络通时，会出现 HA 脑裂现象。用户使用虚拟 IP 访问 InView 时，会出现短暂性的退出登录情况。 

处理：用户需手动在不需要使用的节点 shell 端执行如下命令：docker stop inview_keepal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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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术语 缩略语 

C 

CLI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命令行界面 

CPU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处理器 

D 

DRManager Disaster Recovery Manager 容灾恢复管理系统 

F 

FC Fibre Channel 光纤通道 

G 

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图形用户界面 

I 

- InView 浪潮统一智能存储管理平台 

ISAE Inspur Storage AI Engine 浪潮存储 AI 引擎 

H 

HDD Hard Disk Drive 硬盘驱动器 

L 

LDAP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轻量目录访问协议 

M 

MySQL MySQL Community Server 关系型数据库 

N 

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 网络时间协议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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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Operating System 操作系统 

R 

RAID Redundant Array of Disks 独立硬盘冗余阵列 

S 

SAN Storage Area Network 存储区域网络 

SFTP Secure File Transfer Protocol 安全文件传输协议 

SnapshotAgent SnapshotAgent 主机代理程序 

SNMP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SD Solid State Disk 固态硬盘 

V 

VSSProvider VSSProvider VSS 主机插件 

VSS Volume Shadow copy Service 卷映射拷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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