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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手册所含内容若有任何改动，恕不另行通知。 

 在法律法规的最大允许范围内，睿石网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除就本手册和产品应负

的瑕疵担保责任外，无论明示或默示，不作其它任何担保，。 

 在法律法规的最大允许范围内，睿石网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对于您的使用或不能使

用本产品而发生的任何损坏（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的个人损害、商业利润的损失、

业务中断、商业信息的遗失或任何其它损失），不负任何赔偿责任。 

 本手册含受版权保护的信息，未经 睿石网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书面允许不得对本手

册的任何部分进行影印、复制或翻译。 

 

 

 

睿石网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快速配置手册 

睿石网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  3 

 

 

章节目录 

目录 

声明 ............................................................................................................................................................................. 2 

1. 前言 ..................................................................................................................................................................... 4 

1.1. 导言 ......................................................................................................................................................... 4 

1.2. 本书适用对象 ......................................................................................................................................... 4 

1.3. 本书适合的产品 ..................................................................................................................................... 4 

2. 如何开始 ............................................................................................................................................................. 4 

2.1. 准备工作 ................................................................................................................................................. 4 

2.2. 配置管理方法 ......................................................................................................................................... 4 

3. 网络环境 ............................................................................................................................................................. 5 

3.1. 网络拓扑 ................................................................................................................................................. 5 

3.2. 拓扑描述 ................................................................................................................................................. 5 

4. 部署步骤 ............................................................................................................................................................. 6 

4.1. 配置交换机端口镜像或 Flow ................................................................................................................. 6 

4.2. 采集配置 ................................................................................................................................................. 6 

4.3. 业务对象定义 ......................................................................................................................................... 7 

4.3.1. 主机组配置 ................................................................................................................................. 7 

4.3.2. 自定义业务配置 ......................................................................................................................... 7 

4.4. 配置下发 ................................................................................................................................................. 8 

4.5. 业务视图配置 ......................................................................................................................................... 8 

4.6. 完成配置 ................................................................................................................................................. 9 

5. 附录 ..................................................................................................................................................................... 9 

5.1. 华为交换机端口镜像配置示例 ............................................................................................................. 9 

5.2. Cisco 路由器 netflow V5 开启 flow 配置示例 ..................................................................................... 10 

5.3. 华为 netstream 版本 5 开启 flow 配置示例 ........................................................................................ 10 

5.4. H3C 开启 flow 配置示例 ....................................................................................................................... 10 

6. 关于 RStone 睿石 .............................................................................................................................................. 11 

 

  



                                                                            快速配置手册 

睿石网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  4 

 

1. 前言 

1.1. 导言 

《睿石企业级 APM---指南针产品快速配置手册》 是睿石 APM 产品主要的安装调试手册。产品简称：

指南针或者 Compass 系统，下文中将直接引用该名称。 

1.2. 本书适用对象 

本书适用对象是：使用该系统的管理用户技术工程师、厂家和渠道的售前售后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要

维护和使用该产品的技术人员。 

1.3. 本书适合的产品 

本书是睿石企业级 APM 产品的上线安装调试指导手册。 

2. 如何开始 

2.1. 准备工作 

1) 梳理监控的网络及业务，根据网络拓扑确定产品安装上架位置，根据业务情况确认监控的范围和

区域； 

2) 指南针产品上架，根据梳理的网络和业务情况，配置交换机镜像供指南针系统进行采集； 

3) 配置指南针产品管理 IP，探针采集网口，进行数据采集，并确认采集成功； 

4) 根据所关注的业务、网络情况定制网络视图、业务视图； 

5) 配置告警策略，以便所监控网络和业务出现故障时进行告警； 

2.2. 配置管理方法 

Compass 产品通过 HTTP 方式进行管理，默认管理口为靠近显示器接口的网口，默认管理地址

192.168.1.10 ，默认用户名 admin ，默认密码 admin123 。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进行登录管理，登录系统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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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环境 

3.1. 网络拓扑 

 

3.2. 拓扑描述 

1) 用户网络分为办公区和服务器区，有两个双百兆出口，出口是一台防火墙设备，办公区和服务器

区通过汇聚交换和核心交换连接防火墙； 

2) 用户重点关注服务器区服务器的业务交互情况和外网访问情况，用户的业务有 OA、ERP、网站、

数据库等，且网站业务和 ERP 业务经常有访问卡顿的故障，进一步了解到用户网站业务流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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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访问量在 70 万次左右，主要是外网用户的访问，ERP 业务主要是内网用户访问，访问流量集

中在工作日； 

3) 根据用户情况的了解和分析，指南针产品以旁路方式接入到网络中，镜像服务器区汇聚交换机和

核心交换机的流量到指南针探针，探针进行初步数据分析后发送给 UPM，UPM 通过接收探针采

集的数据进行详细的大数据分析和功能展现； 

4) 指南针产品的管理口根据实际情况接入交换机，只要保证路由可达即可对其进行管理； 

4. 部署步骤 

4.1. 配置交换机端口镜像或 Flow 

1) 把要采集数据的指南针探针网口接在交换机的镜像接口上；（下面以 cisco 设备镜像配置为例） 

#monitor session 2 source interface 2/13-20 both 

#monitor session 2 destination interface 2/24 

2) 核心交换机或者路由器配置 FLOW 流发送到指南针 UPM 系统（可选步骤）下面以 cisco 设备配置

为例： 

#interface FastEthernet 0/1 

#ip route-cache flow 

#ip flow-export version5 

#ip flow-export destination 192.168.1.10 9995 

#ip flow-export source FastEthernet 0/1 

#ip flow-cache timeout avtive1 

#ip flow-cache timeout inavtive15 

4.2. 采集配置 

1) 指南针系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数据采集探针，一部分为大数据分析系统 UPM，配置 IP 时有

如下两种情况： 

① UPM 和探针分别在两台硬件设备上面，则需要分别配置管理 IP， UPM 可以配置两个 IP 地址，

一个用于局域网管理，一个用于与探针直连接收数据，探针直连到 UPM 上，配置的 IP 能与

UPM 通讯即可。 

② UPM 和探针在同一台硬件设备上面，则只需要登录 UPM 管理界面后，配置一个管理 IP 即可。 

2) 以下按照②的情况，进行采集配置，添加探针， 

操作路径：配置>>采集配置>>探针配置，点击+号新增探针； 

 

3) 添加监控节点，在配置>>采集配置>>监控节点，点击+号新增监控节点；  

4) 选择需要深度分析的应用，在配置>>应用检测引擎，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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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业务对象定义 

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定义应用、主机并关联业务。 

4.3.1. 主机组配置 

操作路径：配置>>资源对象>>主机组，界面如下： 

 

点击+号新增监控节点，界面如下： 

 
 

4.3.2. 自定义业务配置 

操作路径：配置>>资源对象>>业务自定义，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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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配置下发 

在定义采集配置和业务对象之后，将配置下发到探针，使之生效。 

操作路径：配置>>采集配置>>配置下发，界面如下： 

 

 

4.5. 业务视图配置 

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定义业务视图，通过业务视图直观的观察业务运行状态： 

1) 新建业务视图，操作路径：中心视图>> ，新建视图，界面如下： 

 

点击“+”新建视图，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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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业务节点，在当前视图下拉框选择到已建的业务视图，新建节点。 

 

 

4.6. 完成配置 

另外 APV 视图，会自动生成，如下： 

 

 

5. 附录 

5.1. 华为交换机端口镜像配置示例 

[Sysname]mirroring-group 1 mirroring-port GigabitEthernet 1/0/9 to GigabitEthernet 1/0/16 both 

[Sysname] mirroring-group 1 monitor-port GigabitEthernet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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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Cisco 路由器 netflow V5 开启 flow 配置示例 

router-2621(config)#interface FastEthernet 0/1 

router-2621(config-if)#ip route-cache flow 

router-2621(config)#ip flow-export version5 

 router-2621(config)#ip flow-export destination 192.168.1.137 9995(此地址为 Compass 地址) 

router-2621(config)#ip flow-export source FastEthernet 0/1 

router-2621(config)#ip  flow-cache  timeout avtive 1 

router-2621(config)#ip  flow-cache  timeout  inavtive 15 

 

5.3. 华为 netstream 版本 5 开启 flow 配置示例 

# 使能 NetStream 出统计功能。 

[RouterD]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0/0 

[RouterD-GigabitEthernet1/0/0] ip netstream outbound 

# 配置报文的采样功能 

[RouterD-GigabitEthernet1/0/0] ip netstream sampler outbound 1000 

[RouterD-GigabitEthernet1/0/0] quit 

# 配置版本 5 聚合流的输出 

[RouterD] ip netstream aggregation prefix  

[RouterD-aggregation-prefix] enable 

[RouterD-aggregation-prefix] ip netstream export host 2.2.2.1 3000 

[RouterD-aggregation-prefix] ip netstream export source 3.3.3.1 

[RouterD-aggregation-prefix] export version 5 

5.4. H3C 开启 flow 配置示例 

<Sysname> system-view 

 [Sysname]sflow version5 

 [Sysname] sflow agent ip+ip 地址 

 [Sysname] sflowcollectorip+ip 地址 port +端口号 

 [Sysname]interfaceetnernet 1/0 

 [Sysname-Ethernet1/10]sflow enable inbound 

[Sysname-Ethernet1/10]sflow enable out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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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 RStone 睿石 

睿石网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简称“RStone 睿石”）是一家以应用监控管理和 WEB

应用安全技术为核心，专注于云安全和企业级 APM 应用性能监控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核

心成员均来自全球一流安全厂商，在云安全、网络和应用性能监控、大数据等领域，具有深

厚技术积淀和丰富应用经验。 

    

公司聚焦于网络性能监控和诊断（NPMD）、应用性能监控（APM）产品和 WEB 安全

产品，面向当前云计算、虚拟化、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络、智慧城市、物联网等方面应用

的迅猛发展，提供富有技术前瞻性的云安全、APM & NPM、智能运维解决方案，全面适用

政府、金融、能源、医疗、运营商、教育、军工、大中型企业等行业市场。 

目前，公司拥有 50 多项知识产权和重要资质，包括：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公安

部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国家保密局涉密信息系统证书、软件著作权项、发明技术专

利等，以国内领先的技术架构，高效能的研发体系和完备的精益管理工具，持续驱动产品

技术的迭代发展。 

“睿达卓见，心如磐石”，RStone 睿石将立足全球视野，倾力打造属于中国云时代的

卓越产品。 

 

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九号嘉华大厦 A1202 

公司官网：www.rstonenet.com 

服务热线：400-060-1565              总机电话：（010）6297 9676 

销售邮箱：sales@rstonenet.com        技术支持邮箱：support@rstonene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