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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概述 

本文档为监控宝 6 的用户指南，提供监控宝 6 的各种特性说明以及操作指导。 

 
用户对象 

本文档的用户对象为监控宝 6 的用户。 

 
修订记录 

 

版本（修订时间） 修订说明 

V2.0（2017/12/22） 对原来的用户指南进行改版。 

新增：网站监控中 ssl 证书认证以及 ssl 协议版本设置以及书下载、认证及连接建立过程的快

照记录等功能。 

V2.0.1（2018/2/27） 网站监控响应时间新增区分 SSL 握手和首字节的相关内容。 

V2.1（2018/3/22） 新增内网任务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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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这里开始 

1.1 认识监控宝 6 

监控宝 6 是云智慧旗下新一代向用户提供 IT 性能监控（IT Performance Monitoring）的 SaaS 产品，用
于构建端到端的一体化监控体系。 

监控宝 6 涵盖网站监控、网页性能监控两大功能，能够提供统一的报警、分析和故障排除能力。从性能数据
采集到运维问题主动发现及运维趋势分析，为运维体系优化提供数据支撑，保障企业运维的 SLA。 

监控宝 6 通过对端到端运营数据的实时分析，帮助客户创造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优化决策，推动客户业务增
长。 

1.2 系统的登录与注销 
 

n 登录监控宝 6 

在浏览器中输入监控宝 6 的登录地址，打开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使用您获取的账号（邮箱）和密码登录监控宝 6 即可。如果您是初次登录监控宝 6，请及时修改默认密码； 
如果您忘记密码，可点击<找回密码>按钮找回对应账号的密码。 

 

注意：目前监控宝 6 与老版监控宝已经统一了登录入口，用户仍然可以使用监控宝 6 或者老版监控宝的原 
 

有登录网址进行登录，但登录后的用户使用界面将根据用户的属性以及购买的功能模块进行调整，具体说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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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使用了<网站监控>以及<网页性能监控>功能模块的用户（含企业版用户）均将登录新版监控宝 
 

6 主页。 
 

2、没有使用<网站监控>以及<网页性能监控>功能模块的用户（含企业版用户）均将登录至老版监控宝 
 

主页。 
 

3、用户可以使用页面上的跳转按钮来完成新版监控宝 6 以及老版监控宝的切换，具体操作如下： 
 

 

 

从老版监控宝跳转到新版监控宝 6，单击下图右上角的切换按钮<体验监控宝 6>即可。 
 

从新版监控宝 6 跳转到老版监控宝，单击下图右上角的切换按钮<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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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注销监控宝 6 
 

要退出监控宝 6 时，点击右上方<个人设置>按钮并选择<退出登录>即可。 
 

 

1.3 查看账户信息 
 

点击右上方的<用户中心>按钮，您能够在“账户信息”页面查看账户的套餐情况，包括：     

l 账户基本信息：账户套餐类型和到期时间，可根据需要升级套餐和续费。          

l 监控项目数量统计：查看购买套餐中各类监控项目的可用总量和已用数量。       

l 短信和语音配额：查看告警短信和告警语音的可用总量和已用数量。                 

l 分布式监测点：查看可用的分布式监测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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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站监控 

2.1 什么是网站监控？ 

网站监控是指，通过云智慧的全球分布式监测点对您的网站或服务器实现分布式监控，监控的内容包括网     络
稳定性、服务端口可用性、网络路由稳定性、页面元素加载、DNS 解析正确性等。 

网站监控的性能指标主要包括可用率和响应时间。通过网站监控，您能够实时获取监控目标在全球范围内     的
可用率、响应时间、告警及故障信息，从而快速发现和解决问题。 

为满足您的监控需求，网站监控提供多种监控类型来支持对应协议的监控，如下表所示。 
 

监控类型 说明 

 
HTTP/HTTPs 

HTTP/HTTPs 监控包括外网监控和内网监控： 

l 外网监控：监控 Web 站点中指定的任何 URL，获得可用率及响应时间的详细统计分析报告。 

l 内网监控：依靠采集器监控内网 Web 站点中指定的任何 URL，获得可用率及响应时间统计分析

报告。 

 
 

Ping 

Ping 监控包括内网监控和外网监控： 

l 外网监控：对指定的服务器进行 ICMP Ping 检测，获得可用率、响应时间、丢包率的详细统计分

析报告。 

l 内网监控：依靠采集器对内网服务器进行 ICMP Ping 检测，获得可用率报告、响应时间、丢包率 

等统计分析报告。 

DNS 
监控指定的 DNS 服务器，获得可用率及响应时间统计分析报告，并获得各种 DNS 记录列表，支持 DNS 

轮询(RR)。 

 
TraceRoute 

TraceRoute 监控包括外网监控和内网监控： 

l 外网监控：对指定的服务器进行 TraceRoute 检测，获得数据包在 IP 网络经过的路由器 IP 地址。 

l 内网监控：依靠采集器对内网服务器进行 TraceRoute 检测，获得数据包在 IP 网络经过的路由器 

IP 地址。 

FTP 监控指定的 FTP 服务器，获得可用率及响应时间的详细统计分析报告。 

 

TCP 
TCP 监控包括外网监控和内网监控： 

l 外网监控：监控指定的服务器 TCP 端口，获得可用率及响应时间的详细统计分析报告。 

l 内网监控：依靠采集器监控内网服务器 TCP 端口，获得可用率及响应时间统计分析报告。 

UDP 监控指定的服务器 UDP 端口，获得可用率及响应时间的详细统计分析报告。 

2.2 创建监控任务 

单击<创建监控任务>按钮，选择监控项目类型后开始创建监控项目，可选的监控项目类型包括
HTTP/HTTPs、Ping、DNS、TraceRoute、FTP、TCP 和 UDP。 

2.2.1 创建监控项目 

选择监控类型后，单击<创建>按钮创建单个监控项目（根据实际要求选择对应的内网或者外网项目），     
您需要设置监控信息、监测信息和告警信息。 

 

n 设置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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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控信息设置中，设置监控项目的名称和监控对象的相关内容（URL、域名、IP、端口等）。不同类型     
的监控项目需要设置的内容也不同，详细说明见下表。 

 

监控类型 需设置的内容 

 

 

 

 

 

 
HTTP/HTTPs 

n 监控项目名称：输入监控项目的名称。 

n 监控网址： 

URL，即监控对象的网址，可以是网站首页等其他任何页面、网站中的图片或其他 Web 组件， 

例如： 

✓ 首页域名：http://www.domain.com 

✓ 二级域名：http://img.domain.com 

✓ 更多页面网址：http://www.domain.com/news/index.htm                                         

ü 动态网页地址：http://www.domain.com/list.php 或 http://www.domain.com/list.js 

ü 加 密                     HTTPs                 的 网 址 ：https://www.domain.com/login.aspx 

ü 带端口的网址：http://www.domain.com:8080/index.htm 

✓ 带 IP 地址的网址：http://123.44.13.11/index.htm 

n HTTP 插件：对于内网 HTTP/HTTPs 任务，需要选择对应的内网采集器。在内网采集器列表中选

择采集器，如果需要多个采集器，单击<添加>按钮添加即可。 

此外，点击<更多高级设置>按钮，您可根据自身需要设置更具体的监控条件，比如 HTTP 请求方法、

匹配响应内容、匹配方式、Cookies 等，详细说明见“2.2.2 高级设置（HTTP/HTTPs）”。 

 
Ping 

n 

n 

n 

监控项目名称：输入监控项目的名称。 

主机域名或 IP，比如 www.jiankongbao.com 或 8.8.8.8。 

Ping 插件：对于内网 Ping 任务，需要选择对应的内网采集器。在内网采集器列表中选择采集器， 

如果需要多个采集器，单击<添加>按钮添加即可。 

 
n 监控项目名称：输入监控项目的名称。 

域名：顶级域名或子域名，例如 www.jiankongbao.com 或 blog.jiankongbao.com。 

DNS 查询类型：指定 DNS 服务器的查询类型。ANY 查询是指包括 A、MX、NS、CNAME 等在

内的所有 DNS 记录，部分 DNS 服务器并不支持 ANY 查询，请谨慎选择 ANY 查询类型。 

匹配 IP 地址：选择“指定 IP 地址”，您可以指定多个 IP 地址来检查响应内容中是否包含这些 IP。 

指定 DNS 服务器：选择“指定 DNS 服务器”，您可以使用特定的 DNS 服务器来解析以上域名， 

可以是域名服务商提供的 DNS 服务器地址或您自己搭建的 DNS 服务器地址。如不指定，默认会使

用各分布式监测点的本地 DNS 服务器。 

 n 
 n 

DNS 
 

 n 
 n 

 
TraceRoute 

n 

n 

n 

监控项目名称：输入监控项目的名称。 

主机域名或 IP，比如 www.jiankongbao.com 或 8.8.8.8，不支持内网 IP。 

Traceroute 插件：对于内网 Traceroute 任务，需要选择对应的内网采集器。在内网采集器列表

中选择采集器，如果需要多个采集器，单击<添加>按钮添加即可。 

 
n 监控项目名称：输入监控项目的名称。 

 n 主机：提供 FTP 服务的主机域名或者 IP 地址，比如：www.jiankongbao.com 或 10.0.2.5。 

FTP 
n 

n 

FTP 端口：您的 FTP 服务端口号，默认为 21。 

FTP 身份验证选项：选择 FTP 身份验证方式，选择“需要身份验证”时，需要提供您的 FTP 服务

的用户名和密码；选择“匿名登录”时不需要。 

 n FTP 用户名：选择“需要身份验证”时，提供您的 FTP 服务的用户名。 

http://www.domain.com/
http://img.domain.com/
http://www.domain.com/news/index.htm
http://www.domain.com/list.php
http://www.domain.com/list.js
http://www.domain.com/login.aspx
http://123.44.13.11/index.htm
http://www.jiankongbao.com/
http://www.jiankongbao.com/
http://www.jiankongbao.com/
http://www.jiankong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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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类型 需设置的内容 

 n FTP 密码：选择“需要身份验证”时，提供您的 FTP 服务的密码。 

 
n 监控项目名称：输入监控项目的名称。 

 n 主机：TCP 的主机域名或者 IP 地址，比如 www.jiankongbao.com 或 10.0.2.5。 

TCP n TCP 端口：比如 Web 服务端口为 80。 

 n TCP 插件：对于内网 TCP 任务，需要选择对应的内网采集器。在内网采集器列表中选择采集器， 

如果需要多个采集器，单击<添加>按钮添加即可。 

 
n 监控项目名称：输入监控项目的名称。 

 n 主机：提供 UDP 服务的主机域名或者 IP 地址，比如：www.jiankongbao.com 或 10.0.2.5。 

 n UDP 端口：UDP 服务端口，比如 DNS 服务端口为 21。 

 n UDP 请求内容格式：选择 UDP 请求内容的输入格式。 

UDP n UDP 请求内容：请根据上面设置的内容格式，输入 UDP 测试请求内容。选择 Binary 格式，请输

入“0xNN,0xNN ... ”格式的内容；选择文本格式，请用<CR>、<LF>、<TAB>、<NUL>来表

示\r、\n、\t、\0。 

 n 匹配响应内容格式：选择匹配响应内容的输入格式，Binary 格式或文本格式。 

 n 匹配响应内容：您可以通过匹配内容来检查响应内容是否正确，为空则不做匹配检查。输入的内

容需符合已选择的输入格式，规则与“UDP 请求内容”相同。 
 

n 设置监测点分组 

您可以选择已有的监测点分组，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监测点分组。设置之后，就会使用分组内的监测点监     控
该监控项目，其可用率、响应时间、告警通知也都会由分组内的监测点来决定。 

注意：选择监测点分组后，监测点分组中的所有监测点都发生故障时才会向您发送告警消息。 
 

n 监测设置 

在监测设置中，您需要设置监测频率、连续告警提醒、重试告警次数、是否记录节点故障快照等，详细说    
明见下表。 

 

设置项 说明 

 
 

监控频率 

执行监控的时间间隔，例如选择“2”,则每隔 2 分钟就执行一次监控。目前支持的监控频率包括 2 

分钟、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20 分钟、30 分钟、60 分钟。 

更快的监控频率，意味着您可以更加及时的发现故障，尽早的收到故障告警通知，从而快速采取

相应措施，降低故障带来的损失。同时，更快的监控频率还可以获得更加准确的可用率统计，不

会遗漏时间较短的故障，为质量管理获得可靠的参考数据。 

 
连续告警提醒 

发送连续告警提醒的时间间隔，该设置能够保证告警接收者不会错过告警信息。例如选择“4”， 

则您的监控项目出现故障时，在第一次报警以后，每隔 4 分钟都将给您发送一次报警。 

注意：要实现连续告警提醒，还需要在【告警设置】中为对应用户开启“连续提醒”功能。 

 
重试几次告警 

发现故障后需要重试几次才能发送告警通知，该设置能够保障告警的准确率。目前，重试时间间

隔为 1 分钟，重试次数包括 1 次、2 次、3 次。 

例如，设置重试 1 次，那么第一次发现故障时，会在 1 分钟后重试 1 次，如果仍然失败，则发送

告警通知。 

http://www.jiankongbao.com/
http://www.jiankong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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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项 说明 

 
记录节点故障快照 

选择“开启”，则监控项目发生故障（告警）时，系统会自动记录当时所有监测点访问监控目标

的信息，包括返回的结果状态、响应的 IP 地址、时间、下载的字节数和下载速度，您可以在【历

史快照】中查看；选择“关闭”则不记录。 

 

n 告警设置 

在告警设置中，您需要设置自定义告警线、项目公开范围、告警接收人及告警方式，详细说明见下表。 
 

设置项 说明 

 

 

 

 

 
 

自定义告警线 

您能够自己定义故障判断规则，针对监控的指标设置一个阈值作为告警线。在监控过程中，一旦发现指

标超出、低于或是等于您设定的告警阈值时，便会发送告警提醒相关人员。 

点击<添加自定义告警线>按钮为监控项目设置告警线，包括： 

l 指标项：选择一个监控指标和判定条件，输入一个数值作为触发告警的阈值。例如“当前响应时间

大于 1000ms” 。 

l 针对分布式监测点（此项仅针对外网任务）：告警条件所针对的监测点，选择“任意几个监测点”， 

需要指定监测点个数；选择“指定监测点”，需要在监测点分组中选择特定的监测点；选择“平

均”，则针对监测点分组中所有监测点的平均值。 

l 针对内网采集器（此项仅针对内网任务）：告警条件所针对的采集器，选择“任意几个采集器”， 

需要指定采集器个数；选择“指定采集器”，需要从关联的采集器中选择特定的采集器；选择“平

均”，则针对所有采集器的平均值。 

l 高级告警策略：选择“开启”，可开启连续告警功能，需设置连续触发告警阈值的次数。例如选择

“1”，则只要触发告警阈值就发送告警通知；选择“2“，则连续 2 两次触发告警阈值才发送告

警通知。 

l 是否立即开启：选择“开启”启用当前告警线；选择“关闭”则暂不使用当前告警线。 

 

 

 
项目公开范围 

您需要为监控项目设置公开范围，从而将监控项目分享给企业的其他用户。公开范围包括以下四种： 

l 所有所在企业用户：选择该项，您所在企业的所有用户都能够查看到当前监控项目。 

l 用户组：选择该项，可以选择您所在企业的一个或多个用户组，所选用户组中的所有用户都能够查

看到当前项目。 

l 部分企业用户：选择该项，可以选择您所在企业的一个或多个用户，所选用户都能够查看到当前项

目。 

l 仅限本人：选择该项，只有您自己能够查看到当前监控项目。 

注意：查看到当前监控项目的用户能够对监控项目执行与自身权限相匹配的操作，因此请谨慎选择。 

 

 

 
告警接收人及告

警方式 

设置的项目公开范围即告警范围，从该范围内选择告警用户及对应的告警方式即可，包括 Email、手机

短信、电话语音、App 推送、微信告警、连续告警等。为确保告警接收用户能及时接收告警通知，请

注意以下几点： 

l 告警接收用户已在【通知设置】的对应通知方式中开启了“允许接收告警通知”。 

l 告警接收用户已经完善了相关联系方式（Email、手机号码）、下载了移动 App、开通绑定了微

信等，以确保能及时接收告警通知。 

l 告警方式对应的复选框后显示 ”图标时，说明当前用户没有设置该告警方式，您需要提醒该  

用户尽快设置以免影响接收告警通知。 

l 选择“连续告警”时，请确保您已在“监测设置”中设置了连续告警提醒频率，否则无法实现连

续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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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保存模板 

点击<将以上设置保存为模板>按钮可将当前监控项目的监测点分组设置、监测设置和告警设置保存为模     
板。以后创建监控项目时，点击<使用模板进行设置>按钮直接选择保存的模板即可。 

2.2.2 高级设置（HTTP/HTTPs） 

创建 HTTP/HTTPs 类型的监控项目时，点击<更多高级设置>按钮，您可根据自身需要设置更具体的监控
条件，比如指定提交方式、提交内容、Cookies、HTTP 自定义头信息等内容，这样可以监控更多更复杂的 
Web 应用，详细说明见下表。 

 

设置项 说明 

 
 

HTTP 请求方法 

默认为 GET 方法；POST 方法用于提交表单；HEAD 方法用于请求大文件但不下载正文。 

对于一些需要 POST 表单提交的页面，您只需选择使用 POST 请求方法，并将 POST 参数填写在提

交内容框内即可。 

比如，您可以通过 Post 提交方式来监控一个用户注册提交程序。当然，您需要在这个提交程序中

针对监控请求进行特定的返回，再通过匹配内容来判断是否可用。 

 

 

 

 

 
匹配响应内容 

指定匹配内容来检查响应内容是否正确，用于发现只通过状态码不能判断的错误。 

对于基于 HTTP 的网页监控任务，通常是根据 HTTP 响应状态码来判断是否可用。但是，在一些特

殊的情况下，即便返回状态码为 200 OK，也有可能不符合您的预期。比如，返回的页面出现局部

错误，或者返回的页面存在服务端程序计算错误等。这时，如果您设置了匹配响应内容，就能够检

查并发现不匹配的内容，并将该监控任务标记为失败状态。在任务检查历史中，可以更加直观的看

到故障持续的时间，并且可以查看每次检查的快照。 

通过设置匹配响应内容的这种方式，您可以设置网页在包含或者不包含某些特定内容（比如关键词、关

键字、错误提示信息等）的时候进行告警。这样，就可以监控到以下情况的发生： 

l 网站被 DNS 劫持，网站虽然能打开，但却成为了其它内容。监控平台并不知道这些内容是不是

您的网站，所以您可以使用匹配内容检查。 

l 网站无法打开，但并不是标准 HTTP 错误（比如 4XX/5XX），而是网站友好错误提示。监控平

台并不认识您的友好错误提示，所以您可以使用匹配内容检查。（需注意的是，被检测的网

页内容是包括了响应头信息的，所以您在填写特定内容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响应头信息中的内

容，以免造成干扰。） 

匹配方式 设置响应内容的匹配方式（包含或不包含），与“匹配响应内容”相对应。 

 
Cookies 

指定 cookie 的字符串，比如：pvid=954970634;flv=10.0。 

通过 Cookies 和 HTTP 自定义头信息，您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比如模拟用户登录状态、模拟浏览

器请求等。 

HTTP 请求头信息 自定义 HTTP 请求头信息，格式为“name:value”，多项可用换行分隔。 

HTTP 验证用户名 需要 HTTP 身份验证时，在这里填写对应的用户名。 

HTTP 验证密码 需要 HTTP 身份验证时，在这里填写对应的密码。 

 
服务器 IP 

如果您的域名 DNS 指向多台服务器，可以指定 IP 来监控特定的服务器。 

通过指定 IP 地址，您可以全面监控基于 DNS 负载均衡的站点以及应用了 CDN 服务的站点。通过

指定某个特定 IP 地址，所有的监控请求将跳过负载均衡策略，直接发送到相应服务器。 

举一个例子，对于 www.sina.com.cn 这个域名，我们在北京网通监控点上尝试获得它指向的服务 

http://www.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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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项 说明 

 器 IP，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对于通过北京网通接入的来访者，www.sina.com.cn 被解析到了多个 IP 地址， 

即将请求随机调度给多台服务器，以实现基于 DNS 的负载均衡。这里的解析操作实际上是由 CDN 

服务商控制的，当我们在深圳电信监控点上执行同样的操作时，可以看到被解析到了另外一组 IP 

地址，这便是 CDN 服务商提供的就近解析和负载均衡策略。 

这时候，您可以在创建 http://www.sina.com.cn 首页这个 HTTP 监控项目时，指定以上 IP 列表中

的某个特定 IP 地址，这样一来，所有的监控请求将跳过负载均衡策略，直接发送到这台服务器。 

 

当然，如果不指定特定 IP 地址，每次监控的请求将会随机发送给其中的某台服务器。同时您也可以在

监控历史快照中看到请求最终发送到的服务器 IP。 

 
是否重定向 

选择支持 301/302 重定向，可以在监控当前页面的同时跟踪监控跳转后的页面，最大跳数支持 3 

次和 5 次。 

ssl 版本 选择监控的 ssl 协议版本号。 

http://www.sina.com.cn/
http://www.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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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项 说明 

  

 
 

说 明 ：                                          

1.此选项仅对 https 类型的 url 生效。 

2.若选择“默认”选项,顺序适配 SSLv3、SSLv2、TLSv1 ssl 版本；若选择其他选项，仅适配对应的 

ssl 版本。 

 
 
 
 
 
 
 

开启 ssl 证书认证 

勾选此项后，开启 ssl 证书认证，对客户的证书及其版本进行监控。 
 

 
 

开启 ssl 证书认证后，监控宝 6 能对客户因证书过期、失效等原因造成的用户体验问题进行定位。

说明：此选项仅对 https 类型的 url 生效。 

 

2.2.3 管理监控项目 

创建监控项目后，您能够在“任务管理”页面查看并管理监控项目，包括： 
 

管理企业网站分组 

为方便管理企业的监控项目，我们为企业版用户提供了企业网站分组功能。您够创建和管理企业网站分组，     企业
中的所有用户都能查看企业网站分组。 

 

开启/批量开启监控项目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点击 >图标开启监控项目；选择多个未开启的监控项目，点击<批量开启>按钮可
同时开启多个监控项目。 

开启监控项目后，监控平台开始执行监控并向您发送告警通知。 
 

暂停/批量暂停监控项目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点击 >图标暂停监控项目；选择多个已开启的监控项目，点击<批量暂停>按钮可
同时暂停多个监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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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监控项目后，监控平台将暂停监控并不再向您发送告警通知。 
 

修改监控项目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点击 >图标修改监控项目。 
 

删除/批量删除监控项目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点击 >图标删除监控项目；选择多个监控项目，点击<批量删除>按钮可同时删除
多个监控项目。 

删除监控项目后，监控平台将停止监控并不再向您发送告警通知。要再次执行监控，您必须重新创建监控     项
目，因此请谨慎操作。 

 

加入/取消企业分组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监控项目，点击<加入企业分组>按钮将选择的监控项目添加到一个     
企业分组。 

选择已添加到企业分组的监控项目，点击<取消企业分组>按钮将监控项目从所属的企业分组中移除。 
 

导出 Excel 

点击<导出 Excel>按钮，您可以将需要的网站监控数据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保存到本地，方便您随时查看
和使用。 

2.3 分析监控结果 

在“任务管理”页面，您能够查看创建的监控项目，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筛选监控项目： 

l 按监控类型筛选：在“按类型查看”中，选择网站监控类型 ，查看对应监控类型的监控项目列表。
此处的类型与创建网站监控项目时的类型保持一致。 

l 按企业网站分组筛选：在“企业网站分组”中，选择企业网站分组查看对应的监控项目列表。创建企    业
网站分组后，您可以将监控项目手动添加到对应的分组中。 

注意：只有企业版的用户能够按企业网站分组查看，个人版的用户无法使用该功能。 

l 按任务状态筛选：在“任务状态”中，选择任务的状态（开启、暂停或全部），点击<查询>按钮进    
行筛选。 

l 按照任务类型分组：在<综合>或者<最后状态>列表中，可以通过全部、外网任务、内网任务页签来    查
看不同的任务分组。 

l 搜索监控项目：在搜索栏中输入关键词，在当前监控列表中搜索符合条件的监控项目。 

2.3.1 查看监控项目列表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查看监控项目的健康状态，为便于及时发现有问题的监控项目，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状     态： 

状态类型 

任务 

说明 

绿色：代表当前监控项目为正常状态，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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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类型 说明 

 黄色：代表当前监控项目为异常状态，运行缓慢或部分监测点不可用。 

红色：代表当前监控项目为故障状态，所有监测点都不可用。 

 
可用率 

绿色：可用率为 100% 

橙色：可用率区间为（95%,100%） 

红色：可用率区间为[0%,95%] 

 
 

响应时间 

绿色：响应时间区间为[0ms,200ms] 

蓝色：响应时间区间为(200ms,1000ms) 

橙色：响应时间区间为(1000ms,2000ms] 

红色：响应时间大于 2000ms 

 
 

查看监控项目的综合状态 

在“综合”列表中，您可以按照时间查看监控项目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平均可用率和平均响应时间。 
 

在时间栏中选择或自定义时间范围： 

l 今天：查看当天（00:00 到当前时间前一个整点）的数据。例如当前时间为 09:58，则您能查看今天 
00:00 到 09:00 的数据。根据监控项目的监测频率，当您刷新页面时，今天的监控数据会随时发生变化。 

l 昨天：查看昨天（00:00 到 24:00）的数据。 

l 最近一周：查看最近七天（当天和前六天）的数据。 

l 自定义：查看选择的起止日期范围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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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最后状态 

在“最后状态”列表中，您可以查看每个监控项目最近一次检查的最后一次操作时间、最后状态、最后响    
应时间和最后检查时间。 

 

最后状态是动态的，根据监控项目的监测频率，当您刷新页面时，最后状态的数据会随时发生变化。 

例如，监控项目的监控频率为 2 分钟，当前显示的最后检查时间为“06-05 14:36:29”，则 3 分钟后刷新
页面，您看到的最后检查时间为“06-05 14:38:30”。 

 
查看分组任务 

在<综合>或者<最后状态>列表中，可以通过全部、外网任务、内网任务页签来查看不同的任务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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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详细监控结果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点击监控项目查看监控结果详情，包括当前监控项目的运行状态、监控频率、监控类    
型、URL 以及概览分析、可用率统计分析、响应时间统计分析、历史快照、告警消息等。 

此外，您还能进行自定义告警设置、告警通知设置、自定义监测点、开启/暂停监控项目、修改监控项目     
或删除监控项目。 

2.3.2 查看外网任务的监控结果 
 

2.3.2.1 查看故障异常监控项目 

在“监控概览”页面快速查看最近一段时间触发告警的监控项目（出现故障、异常的 5 个监控项目），包
括最近 1 小时、2 小时、3 小时、6 小时和 12 小时。 

 

根据监控项目的监测频率，当您刷新页面时，监控数据会随时发生变化。 
 

您可以查看监控项目的概览信息，包括平均响应时间地图、故障异常信息及平均响应时间和平均可用率的     变
化趋势；点击监控项目名称可查看详细监控结果。 

 

平均响应时间地图 

如果监控项目中设置了海外监测点，您看到的是平均响应时间世界地图；如果只设置了国内监测点，则您     看
到的是中国地图。 

通过地图，您可以直观地掌握监控项目在各监测点的平均响应时间，不同颜色代表响应的快慢，具体可参     考
图例。 

如果没有故障和异常监控项目或数量少于 5 个，您将看到运行正常但响应时间较大的监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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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异常信息 

在故障异常信息中查看出现故障或异常的时间、恢复时间、故障异常信息、故障异常监测点等信息；点击    
监测点查看对应的检查快照；点击<查看更多快照>按钮进入“历史快照”页面，查看该监控项目更多监
测点的检查快照。 

如果监控项目没有出现故障异常，您将看到平均响应时间最慢的 8 个监测点和平均故障率最高的 8 个监测
点。 

 

 

2.3.2.2 分析概要信息 

在监控项目的“概览”页面查看平均响应时间地图、响应时间最慢的 15 个监测点、故障率最高的 15 个监测
点、平均响应时间及平均可用率的变化趋势、故障异常信息。 

在时间筛选栏中选择或自定义时间范围： 

l 今天：查看当天（00:00 到当前时间前一个整点）的数据。例如当前时间为 10:37，则您能查看今天 
00:00 到 10:00 的数据。根据监控项目的监测频率，当您刷新页面时，今天的监控数据会随时发生变化。 

l 昨天：查看昨天（00:00 到 24:00）的数据。 

l 最近一周：查看最近七天（当天和前六天）的数据。 

l 自定义：查看选择的起止日期范围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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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地图中的图例隐藏对应颜色的区域，如平均响应时间在 1000ms 以下的区域。 
 

在世界地图中点击中国区域进入中国地图查看国内各地区的统计数据；在中国地图中点击一个省市区域 

（如山东省），查看对应区域的统计数据。 
 

 

2.3.2.3 分析可用率 

在监控项目的“可用率统计”页面查看平均可用率地图、平均可用率最低的 10 个地区、各运营商可用率、 

可用率（最低的 5 个监测点）变化趋势、故障时间最长的 5 个监测点、故障次数最多的 5 个监测点。 

在时间筛选栏中选择时间范围，包括今天、昨天、最近一周或自定义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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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左下方的图例中，可拖动红色或蓝色滑块选择地图中显示的地区。从红色到蓝色，可用率逐渐增高。 

在世界地图中点击中国区域进入中国地图查看国内各地区的统计数据；在中国地图中点击一个省市区域 

（如山东省），查看对应区域的统计数据。 
 

此外，您还能在“监测点数据”页面查看监测点维度的可用率分析，包括平均可用率、故障总时长、故障    
总次数、可用率（最低的 5 个监测点）变化趋势、失败原因占比和故障时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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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地区和运营商来筛选监测点，可按可用率、故障时长或故障次数来排序，同时可通过模糊搜索     来
查找监测点。 

点击监测点能够查看具体每个监测点的平均可用率、故障总时长、故障总次数、可用率变化趋势、失败原    
因占比和故障时间统计。 

 

在故障时间统计列表中，点击故障时间查看对应的历史快照。 

2.3.2.4 分析响应时间 

在监控项目的“响应时间统计”页面查看平均响应时间地图、平均响应时间最长的 10 个地区、各运营商 
平均响应时间、平均响应时间（最长的 5 个监测点）变化趋势、响应最快的 5 个监测点、响应最慢的 5 个
监测点。 

在时间筛选栏中选择时间范围，包括今天、昨天、最近一周或自定义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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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地图中的图例隐藏对应颜色的区域，如平均响应时间在 1000ms 以下的区域。 

在世界地图中点击中国区域进入中国地图查看国内各地区的统计数据；在中国地图中点击一个省市区域 

（如山东省），查看对应区域的统计数据。 
 

 

此外，您还能在“监测点数据”页面查看监测点维度的响应时间分析，包括最大响应时间、平均响应时间、     最小响
应时间、响应时间（最慢的 5 个监测点）变化趋势、平均响应时间详细统计、各时段响应时间和响应时间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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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地区和运营商来筛选监测点，同时可通过模糊搜索来查找监测点。 

点击监测点能够查看具体每个监测点的最大响应时间、平均响应时间、最小响应时间、响应时间（最小、  
平均、最大）变化趋势、平均响应时间详细统计、各时段响应时间和响应时间分布。 

 

在平均响应时间详细统计图中查看 DNS 域名解析、建立连接、SSL 握手、首字节和下载内容的时间变化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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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 分析 TraceRoute 跳数 

在 TraceRoute 监控项目的“跳数统计”页面查看每个监测点的 TraceRoute 跳数分析，您可以通过地区
和运营商来筛选监测点，同时可通过模糊搜索来查找监测点。 

在时间筛选栏中选择时间范围，包括今天、昨天、最近一周或自定义时间范围。 

点击监测点查看对应的 TraceRoute 跳数分析，包括总跳数变化趋势、无响应跳数变化趋势和丢包率变化
趋势。 

 

 

2.3.2.6 分析历史快照 

在监控项目的“历史快照”页面查看历史快照列表，包括检查时间、使用情况、状态、响应服务器 IP、响应
时间等，不同类型的监控项目略有不同。 

在时间筛选栏中选择时间范围，包括今天、昨天、最近一周或自定义时间范围。 
 

您可以通过地区和运营商来筛选监测点，同时可通过模糊搜索来查找监测点。点击监测点能够查看具体每     个
监测点的历史快照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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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按检查时间、使用情况和响应时间等排序历史快照；也可通过使用情况（即是否可用）来筛选历史    
快照。 

点击<查看检查快照>按钮查看具体每次的检查详情，不同类型监控项目的检查内容各不相同，下面进行     
详细说明。 

2.3.2.6.1 HTTP/ HTTPs 检查快照 

n 检查结果为可用时，您能查看如下信息： 

l 概览：包括检查时间、检查结果、响应时间、监测点状态、响应服务器 IP、下载字节数和下载速度。 

l 响应时间报告：查看 DNS 域名解析时间、建立连接时间、SSL 握手、首字节和总响应时间。 

l HTTP 响应时间详情图：查看 DNS 域名解析时间、建立连接时间、SSL 握手时间、首字节时间、内
容下载时间的分布占比图。 

l HTTP 响应头信息：查看 HTTP 响应头信息，例如 Server、Date、Connection 等，每个监控项目的 

HTTP 响应头信息会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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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检查结果为不可用时，显示概览信息。如果当前的监控项目开启了 ssl 证书认证，会显示<建立连接过
程>，显示系统记录的证书下载、认证及连接建立过程的快照信息，方便客户快速准确定位故障问    题。 

 

 

点击<上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上一次的检查快照；点击<下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下一次的检查     
快照。 

2.3.2.6.2 Ping 检查快照 

检查结果为可用时，您能查看如下信息： 

l 概览：包括检查时间、检查结果、响应时间、监测点状态、主机     IP、数据包大小、TTL、发送的包数、收
到的包数和丢包率。 

l Ping 快照：查看主机 IP 是否 Ping 通及结果统计。 

检查结果为不可用，状态为数据包全部丢弃时，您还能查看 TraceRoute 快照。在 TraceRoute 快照中， 
查看 TraceRoute 返回结果，检查跳转路径并分析丢包原因。 

点击<上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上一次的检查快照；点击<下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下一次的检查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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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6.3 DNS 检查快照 

检查结果为可用时，您能查看如下信息： 

l 概览：包括检查时间、检查结果、响应时间、监测点状态和 DNS 解析服务器。 

l DNS 结果快照：查看 DNS 解析记录，包括主机记录、记录类型、记录值和 TTL。

检查结果为不可用时，只能查看概览信息。 

点击<上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上一次的检查快照；点击<下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下一次的检查     
快照。 

 

 

2.3.2.6.4 TraceRoute 检查快照 

在 TraceRoute 检查快照中，您能查看如下信息： 

l 概览：包括检查时间、检查结果、响应时间和监测点状态。 

l TraceRoute 快照：查看 TraceRoute 返回结果，包括最大跳数、数据包大小和跳转路径。 

点击<上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上一次的检查快照；点击<下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下一次的检查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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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6.5 FTP 检查快照 

检查结果为可用时，您能查看如下信息：                         

l 概览：包括检查时间、检查结果、响应时间和监测点状态。  

l FTP 结果快照：查看返回的 FTP 报文。 

检查结果为不可用时，只能查看概览信息。 

点击<上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上一次的检查快照；点击<下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下一次的检查     
快照。 

 

 

2.3.2.6.6 TCP 检查快照 

在 TCP 检查快照中，您能查看检查时间、检查结果、响应时间、监测点状态和主机 IP。 

点击<上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上一次的检查快照；点击<下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下一次的检查     
快照。 

 

 

2.3.2.6.7 UDP 检查快照 

检查结果为可用时，您能查看如下信息： 

l 概览：包括检查时间、检查结果、响应时间、监测点状态和主机 IP。 

l UDP 结果快照：查看返回的 UDP 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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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结果为不可用时，只能查看概览信息。 

点击<上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上一次的检查快照；点击<下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下一次的检查     
快照。 

 

 

2.3.3 查看内网任务的监控结果 
 

2.3.3.1 分析概要信息 

在监控项目的“概览”页面查看整体平均可用率、整体平均响应时间、平均可用率变化趋势、平均响应时    
间变化趋势、丢包率趋势以及采集器状态等信息。 

 
时间筛选 

在时间筛选栏中选择或自定义时间范围： 

n 今天：查看当天（00:00 到当前时间前一个整点）的数据。例如当前时间为 10:37，则您能查看今天 
00:00 到 10:00 的数据。根据监控项目的监测频率，当您刷新页面时，今天的监控数据会随时发生变化。 

n 昨天：查看昨天（00:00 到 24:00）的数据。 

n 最近一周：查看最近七天（当天和前六天）的数据。 

n 自定义：查看选择的起止日期范围内的数据。 

 
采集器状态（最后一次） 

 

可通过全部、问题采集器以及正常采集器分组查看不同状态的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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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单击采集器的名称，页面跳转到<可用率统计>页面。 

n 单击状态行，页面跳转到<历史快照>页面。 

n 单击响应时间，页面跳转到<响应时间统计>页面。 

 

 
2.3.3.2 分析可用率 

在可用率统计页面，您可以查看采集器维度的可用率分析，包括平均可用率、故障总时长、故障总次数、  
可用率（最低的 5 个采集器）变化趋势、失败原因占比和故障时间统计。 

 

 

您可以按可用率、故障时长或故障次数来排序，同时可通过模糊搜索来查找采集器。 

在时间筛选栏中选择时间范围，包括今天、昨天、最近一周或自定义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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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采集器能够查看具体每个采集器的平均可用率、故障总时长、故障总次数、可用率变化

趋势、失败原因占比和故障时间统计。 

 

 

 

 

 

 

 

 
 

 
 

 

 

 
 

在故障时间统计列表中，点击故障时间查看对应的历史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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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 分析响应时间 
 

 

 

 

 

在时间筛选栏中选择时间范围，包括今天、昨天、最近一周或自定义时间范围。

您可以通过模糊搜索来查找采集器。 

在响应时间统计页面，您可以查看采集器维度的响应时间分析，包括最快响应时间、平均响 

应时间、最慢响应时间、响应时间（最慢的 5 个采集器）变化趋势、平均响应时间详细统计、 

各时段响应时间和响应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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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采集器能够查看具体每个采集器的最快响应时间、平均响应时间、最慢响应时间、响应

时间（最慢、平均、最快）变化趋势、平均响应时间详细统计、各时段响应时间和响应时间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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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均响应时间详细统计图中查看 DNS 域名解析、建立连接、首字节和下载内容的时间变化

趋势。 

 
2.3.3.4 分析历史快照 

 

2.3.3.4.1 HTTP/ HTTPs 检查快照 

n 检查结果为可用时，您能查看如下信息： 

✓ 概览：包括检查时间、检查结果、响应时间、监测点状态、响应服务器 IP、下载字节数和下载
速度。 

✓ 响应时间报告：查看 DNS 域名解析时间、建立连接时间、SSL 握手、首字节和总响应时间。 

✓ HTTP 响应时间详情图：查看 DNS 域名解析时间、建立连接时间、SSL 握手时间、首字节时间、
内容下载时间的分布占比图。 

✓ HTTP 响应头信息：查看 HTTP 响应头信息，例如 Server、Date、Connection 等，每个监控项
目的 HTTP 响应头信息会略有不同。 

 

n   检查结果为不可用时，显示概览信息。如果当前的监控项目开启了 ssl 证书认证，会显示<建立连接过
程>，显示系统记录的证书下载、认证及连接建立过程的快照信息，方便客户快速准确定位故障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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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上一次的检查快照；点击<下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下一次的检查     
快照。 

2.3.3.4.2 Ping 检查快照 

n 检查结果为可用时，您能查看如下信息： 

✓ 概览：包括检查时间、检查结果、响应时间、监测点状态、主机   IP、数据包大小、TTL、发送的包
数、收到的包数和丢包率。 

✓ Ping 快照：查看主机 IP 是否 Ping 通及结果统计。 

n 检查结果为不可用，状态为数据包全部丢弃时，您还能查看 TraceRoute 快照。在 TraceRoute 快照
中，查看 TraceRoute 返回结果，检查跳转路径并分析丢包原因。 

点击<上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上一次的检查快照；点击<下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下一次的检查     
快照。 

2.3.3.4.3 TraceRoute 检查快照 

在 TraceRoute 检查快照中，您能查看如下信息： 

n 概览：包括检查时间、检查结果、响应时间和监测点状态。 

n TraceRoute 快照：查看 TraceRoute 返回结果，包括最大跳数、数据包大小和跳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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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上一次的检查快照；点击<下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下一次的检查     
快照。 

 

 

2.3.3.4.4 TCP 检查快照 

在 TCP 检查快照中，您能查看检查时间、检查结果、响应时间、监测点状态和主机 IP。 

点击<上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上一次的检查快照；点击<下一个：检查日期>按钮查看下一次的检查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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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查看告警消息 

在监控项目的“告警消息”页面查看告警消息列表，包括消息类型、监控项目状态、检查时间、监控项目    
名称、所在域/服务器、消息内容等。 

在时间筛选栏中可以自定义时间范围，查看指定范围内的告警消息。 
 

目前的告警消息分为三种： 

l 故障信息 ：由网站或服务器自身问题引起的严重故障，导致服务中断时，您会收到故障消息。 

l 提醒信息 ：设置自定义告警线后，一旦触发，您会收到提醒消息。 

l 系统信 ：当内网监控的采集器无法获取性能数据时，会记录系统消息，这时候您需要进行相应的
检查。 

在告警消息列表中，点击<查看>按钮查看告警消息对应的历史快照。 

2.3.5 设置监控项目 

查看监控项目详情时，您还能进行快捷设置，包括自定义告警设置、告警通知设置、自定义监测点、管理    
监控项目。 

 

设置自定义告警 

在“自定义告警设置”页面，您可以自定义告警线，详细说明请参考“自定义告警线”中的相关内容。此

外，点击<批量应用到其他站点任务>按钮，可将当前监控项目的自定义告警批量应用到其他监控项目。 

 

设置告警通知 

在“告警通知设置”页面，您可以设置告警通知的项目公开范围和告警方式，详细说明请参考“告警接收    
人及告警方式”中的相关内容。 

注意：只能选择监测点相同的监控项目，否则不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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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点击<批量应用到其他站点>按钮，可将当前监控项目的告警通知设置批量应用到其他监控项目。 
 

自定义监测点 

在“自定义监测点”页面，您可以根据监控项目的需要，对监测点进行分组管理，不同的监控项目可以使     
用不同的监测点分组。设置之后，监控平台就会使用分组内的监测点监控该监控项目，其可用率、响应时    
间、告警通知也都会由分组内的监测点来决定。 

在已有的监测点分组中选择一个分组，点击<保存并应用>按钮保存设置即可。没有合适的监测点分组时，     点
击<创建监测点分组>按钮创建新的监测点分组。 

此外，点击<批量应用到其他站点任务>按钮，可将当前监控项目的监测点设置批量应用到其他监控项目。 
 

 

管理监控项目 

点击页面右上方的<更多操作>下拉框，您可以选择暂停监控、修改或删除监控项目。 
 

 

2.4 查看数据报表 

在“数据统计”页面，您可以从不同维度查看监控项目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多性能指标统计报表和对比报表，     您还可以
导出数据统计报表进行深入分析。 

目前支持的统计报表包括监测点、省份&运营商、省份、海外、运营商、性能等；对比报表包括项目对比     
和同期对比。 

2.4.1 监测点统计报表 

首先通过设置查询条件来过滤需要在统计报表中展示的数据，包括： 

l 时间：选择时间粒度和时间范围，支持的时间粒度包括小时、日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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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监控项目：选择项目类型和监控项目，支持的项目类型包括 HTTP 监控、Ping 监控和 DNS 监控。 

l 监测点：选择需要统计的监测点即可。 

l 指标项：选择需要统计的监控指标，支持可用率、响应时间、DNS 域名解析、建立连接、首字节、
下载内容和下载速度。 

注意：当指标项大于 2 个或监测点 * 指标数大于 10 时， 都将无法查看统计图。 

设置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对应的统计图和统计报表，点击<导出报表>按钮可以将统计报表保存     到
本地。 

 

 

 

2.4.2 省份&运营商统计报表 

首先通过设置查询条件来过滤需要在统计报表中展示的数据，包括： 

l 时间：选择时间粒度和时间范围，支持的时间粒度包括日和月。 

l 监控项目：选择项目类型和监控项目，支持的项目类型包括 HTTP 监控和 Ping 监控。 

设置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对应的统计图和统计报表，包括各省份联通、移动、电信三大运营商     
的响应时间、DNS 域名解析时间和建立连接时间。点击<导出报表>按钮可以将统计报表保存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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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省份统计报表 

首先通过设置查询条件来过滤需要在统计报表中展示的数据，包括： 

l  时间：选择时间粒度和时间范围，支持的时间粒度包括日和月。 

l 监控项目：选择项目类型和监控项目，支持的项目类型包括 HTTP 监控和 Ping 监控。 

设置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对应的统计图和统计报表，包括各省份的响应时间、DNS 域名解析时
间、建立连接时间、首字节时间、下载内容时间、下载速度以及平均值。点击<导出报表>按钮可以将统计
报表保存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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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海外统计报表 

首先通过设置查询条件来过滤需要在统计报表中展示的数据，包括： 

l  时间：选择时间粒度和时间范围，支持的时间粒度包括日和月。 

l 监控项目：选择项目类型和监控项目，支持的项目类型包括 HTTP 监控、Ping 监控和 DNS 监控。 

l 地区：选择需要统计的海外地区即可。 

设置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对应的统计图和统计报表，包括各地区的  DNS   域名解析、建立连接、首
字节、下载内容时间以及平均值。点击<导出报表>按钮可以将统计报表保存到本地。 

 

 

 

2.4.5 运营商统计报表 

首先通过设置查询条件来过滤需要在统计报表中展示的数据，包括： 

l  时间：选择时间粒度和时间范围，支持的时间粒度包括日和月。 

l 监控项目：选择项目类型和监控项目，支持的项目类型包括 HTTP 监控和 Ping 监控。 

设置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各运营商链路性能分析的统计图和统计报表，包括响应时间、DNS 域
名解析时间、建立连接时间、首字节时间、下载内容时间和下载速度。点击<导出报表>按钮可以将统计报表保
存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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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性能统计报表 

首先通过设置查询条件来过滤需要在统计报表中展示的数据，包括： 

l 时间：选择时间粒度和时间范围，支持的时间粒度包括日和月。 

l 监控项目：选择项目类型和监控项目，支持的项目类型包括 HTTP 监控、Ping 监控和 DNS 监控。 

设置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各运营商链路性能分析的统计图，包括联通、电信、移动三大运营商     
的响应时间比例分布。点击<导出报表>按钮可以将统计报表保存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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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项目对比报表 
 

 

选择对比项后，您还可以选择数据时间范围和时间粒度，包括： 

l 今天：对比截止当天最近一个整时的指标数据，时间粒度可选时和日。 

l 昨天：对比昨天的指标数据，时间粒度可选时和日。 

l 最近一周：对比当天和前六天的指标数据，时间粒度可选日。 

l 自定义：自定义时间范围，可以选择任意几天但最长时间为 1 个月。2 天以内，时间粒度可选时和日； 

2 天以上，时间粒度只能选日。 

通过项目对比，您可以对比分析不同监控项目之间的监控指标数据。首先选择要对比的任务和指标，可选指标包括所有
监测点平均响应时间、指定监测点响应时间、所有监测点平均可用率和指定监测点可用率，最多可添加 10 个对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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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时间范围后，点击<应用>按钮查看监控项目指标对比分析图，点击<下载数据>按钮可将对比数据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保存到本地。 

2.4.8 同期对比报表 
 

 

l 

l 

l 

l 

l 

 

通过同期对比，您可以对比分析监控项目不同时间的监控指标数据，目前只支持任意天之间的数据对比，例如 2017 

年 9 月 12 日与 2017 年 8 月 10 日的对比。 

与项目对比不同的是，选择任务后必须先选择对比时间才能选择对比的监控指标。例如，当天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20 日（周三），则： 

可选指标包括所有监测点平均响应时间、指定监测点响应时间、所有监测点平均可用率和指定监测点可用率，最多可
添加 6 个对比项。 

选择“自定义日期”：可以选择任意一天或连续几天，分别展示对应这一天或几天的数据。例如选择 2017 年 

9 月 19 日至 2017 年 9 月 20 日，则分别展示这两天的数据。 

选择“今日”：展示今天的数据。  

选择“昨日”：展示昨天的数据。 

选择“上周同期”：展示上周周三即 2017 年 9 月 13 日的数据。  

选择“上个月同期”：展示上个月 20 日即 2017 年 8 月 20 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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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对比项后，点击<应用>按钮查看监控项目指标对比分析图，点击<下载数据>按钮可将对比数据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保存到本地。 
 

 

 
2.5 内网采集器以及监测点管理 

2.5.1 监测点管理 

在监测点管理模块的<监测点分组列表>页面，您能够对监测点分组以及分组下的监控任务进行统一的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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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监测点分组 

n 创建监测点分组 

单击<创建监测点分组>，在弹出的页面中输入监测点分组名称并勾选监测点分组后，单击<保存>按钮。 

n 编辑监测点分组 

单击监测点分组在操作列中对应  按钮，可以修改监测点分组的名称以及对应的监测点。 

n 删除监测点分组 
 

单击监测点分组在操作列中对应  按钮，可以删除监测点分组。 

 

注意：当监测点分组下面有监控任务时，当前的监测点分组不能被删除。 

 
查看和管理监测点分组下的监控任务 

在监测点分组列表中单击某个监测点分组，可以查看该分组下的所有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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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查看监控任务 
 

在<监测点分组关联任务列表>中单击监控任务的名称（或者单击监测任务对应的     >），页面将跳转到

监控任务的详情页面，在该页面可以查看监控任务的状态、频率、类型、URL、概览、可用率统计、响应     

时间统计、历史快照、告警消息等信息。 

n 启动监控任务 

在<监测点分组关联任务列表>中，单击  >图标启动监控任务。开启监控任务后，监控平台将开始执行
监控并向您发送告警通知。 

n 暂停监控任务 

在在<监测点分组关联任务列表>中，单击  >图标暂停监控任务。暂停监控任务后，监控平台将暂停监
控并不再向您发送告警通知。 

 
2.5.2 内网采集器管理 

 

2.5.2.1 内网数据采集器的运行环境说明 
 

 

要求项 
 

详细说明 

 

 

 

 

 

 
操作系统要求 

 

n Windows 版本: 
 

✓ Windows 2003 R2Server 
 

✓ Windows 2008 R2Server 
 

✓ Windows 2012 R2Server 

✓ Windows7、Windows8、Windows10 

n Linux 版本: 

✓ Centos 6.0-7.3 

✓ RedHat 6.0-7.3 

✓ suse 11.0-12 

✓ ubantu 12.04/12.10/14.04/14.10/16.04 

✓ Debian 6.0-8.8 

注：ubantu 14.04/16.04 可能因traceroute 命令装不上而引起trace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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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项 
 

详细说明 

 监控无法工作。 

 
Python 版本要求 

 

内网采集器是用 Python 语言编写的，运行时需要 Python 环境的支持。 

目前监控宝支持 Python2.6/2.7/3.2/3.3/3.6 版本，建议使用 2.6 或者 2.7。 

 
需要 curl 命令支持 

若需要安装 windows 服务运行，需要安装 pywin32。 

下 载 地 址 ：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pywin32/files/pywin32/Build%20221/ 

 

网络要求 
内网采集器需要向监控宝提交采集的数据，需要采集器所在机器能通过 http 
请求访问监控宝的服务器。 

 

权限要求 执行用户需要有文件的读写权限及程序的执行权限。 

 
 

2.5.2.2 下载内网数据采集器 

监控宝 6 通过内网数据采集器来采集内网相关数据，因此在进行内网监测前，您必须先运行内网数据采集器。
您需要将内网采集器下载并安装到一个能够与外网相通的服务器上，然后通过项目关联的插件来采集     监控所
需的数据。采集器是用 Python 语言编写的，运行采集器需要 Python 环境支持。 

在内网采集器列表中，点击 >按钮将所需版本（Windows/Linux）的采集器程序下载到需要监控的服
务器。如下图： 

 

 
 

2.5.2.3 解压内网数据采集器程序包 

解压缩下载的采集器程序包，解压后得到 jkb_agent 文件夹，请不要将其放到带有中文的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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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b_agent 文件夹中包含采集器服务相应的操作脚本和运行脚本，其中： 

Windows 版下的脚本是： 

n serviceInstall.bat：用于安装并启动服务 

n serviceStart.bat：用于启动服务 

n serviceStop.bat：用于暂停服务 

n serviceUnstall.bat：用于停止并删除服务 

n start.bat：用于运行采集器 

n stop.bat：用于暂停采集器 

 
Linux 版下的脚本是： 

n start.sh：用于运行采集器 

n stop.sh：用于暂停采集器 

 
2.5.2.4 配置采集器端口 

采集器运行前要注意配置使用的端口，若不配置则使用默认端口。配置方法如下： 

进到解压后的采集器目录 jkb_agent/config ,修改 jkbConfig.py 文件中的 agentPort，保存退出。 
 

 
2.5.2.5 在 Windows 环境下运行采集器 

 

2.5.2.5.1 使用命令窗口方式运行采集器 

在 jkb_agent 文件夹中，双击运行 start.bat ，运行成功后显示如下图所示的内容。 
 

启动成功后不要关闭运行窗口，直接关闭窗口程序会异常退出。如不小心关闭窗口，双击 start.bat 重新
启动。 

首次启动的采集器会自动解压当前目录下的绿色 python 包和 node 包，这需要 1 到 2 分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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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2 使用服务方式运行采集器 

在 Windows 服务器中，建议以 Windows 服务的方式运行采集器。 

采集器以服务方式运行时需要安装 python 和 pywin32，具体的步骤如下： 

1. 安装 python 

2. 安装 pywin32 

3. 启动 JKBNewAgentService-端口服务 

本小节以 Windows Server 2003 为例，介绍 Windows 服务器中 Python 和 pywin32 的安装配置方法。 

 
2.5.2.5.2.1 安装 Python 

 
下载并安装 Python 

下载 python 时请按当前系统的位数选择下载包 

32 位：https://www.python.org/ftp/python/2.7.13/python-2.7.13.msi 

64 位： 

https://www.python.org/ftp/python/2.7.13/python-2.7.13.amd64.msi 

下载 pywin32 时要根据当前 python 版本和位数选择。如 python2.7 32 位： 

https://netix.dl.sourceforge.net/project/pywin32/pywin32/Build%20221/pywin32-221.win32-py 
2.7.exe 

如 python 2.7 64 位： 
 

https://netix.dl.sourceforge.net/project/pywin32/pywin32/Build%20221/pywin32-221.win-amd6 4-
py2.7.exe 

下载完成后，双击安装程序直接安装即可。 

 
配置 PATH 

安装 Python 后，需要将 Python 运行目录加入 PATH 系统变量，操作如下。 

1、右击<我的电脑>，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如下图所示。 

http://www.python.org/ftp/python/2.7.13/python-2.7.13.msi
http://www.python.org/ftp/python/2.7.13/python-2.7.13.amd64.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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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打开对话框中的<高级>页签中，点击<环境变量>按钮设置环境变量，如下图所示。 
 

3、在<系统变量（S）>中选中变量 Path，点击<编辑>按钮，打开<编辑系统变量>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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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变量值>字段中增加 Python 的安装路径，例如“C:\Python27\”，与原有内容之间以半角分号分
隔。 

 
 

验证安装 

运行 cmd 窗口，输入 python 命令，显示如下图所示的内容说明 python 安装成功。 
 

 
2.5.2.5.2.2 安装 pywin32 

Windows 版的用户要使用安装 Windows 服务功能时，需要安装 pywin32 扩展件。

下载 pywin32 时要根据当前 python 版本和位数选择。 

如 python2.7 32 位： 

https://netix.dl.sourceforge.net/project/pywin32/pywin32/Build%20221/pywin32-221.win32-py 
2.7.exe 

如 python 2.7 6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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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tix.dl.sourceforge.net/project/pywin32/pywin32/Build%20221/pywin32-221.win-amd6 4-
py2.7.exe 

安装完成后，能够在 Python 的安装程序中查看到 Python Win，如下图所示。 
 

 
2.5.2.5.2.3 启动 JKBNewAgentService-端口服务 

安装 pywin32 后，进入采集器程序的 jkb_agent 文件夹，运行 serviceInstall.bat （这个脚本既能帮您安
装服务也能启动服务）。 

安装成功后，在 Windows 服务列表中能看到名为 JKBNewAgentService-端口的服务，这就是采集器的
服务。打开“管理工具→服务“查看 JKBNewAgentService-端口服务，如下图所示。 

 

 
 

2.5.2.6 在 Linux 环境下运行采集器 
 

2.5.2.6.1 在 Linux 环境中安装 Python 

因 Linux 版本较多，此处不再详细说明 Python 的安装过程。请自行编译安装，或者使用系统自带的 Python 
版本。 

安装完成之后，请输入 python 命令验证，显示如下图所示的内容说明 Python 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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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2 在 Linux 服务器中运行采集器 

下载采集器程序包并解压，运行 start.sh 程序，采集器在后台运行进程如下图。 
 

采集器正常运行后，根目录下会有一个 log 目录，里面会按日期生成 log。采集器启动后，正常情况下 log 
显示如下。 

 

 

 
2.5.2.7 使用内网数据采集器的注意事项 

在使用内网数据采集器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运行采集器之前，一定要配置相关域名的 host。 

2、采集器经常会自动重启，这是自我守护机制：采集器自动更新或者进程中断时会被守护进程自动重启。 

3、需要日常关注采集器 log 目录下是否生成 error 日志，采集器或插件出问题时可以通过 error 日志定
位原因。 

4、同一台机器的采集器使用的端口具有唯一性，不可重复。 

5、当需要重启采集器时，运行 stop 后需要等几秒再运行 start 脚本，因为 stop 时并不会马上释放占用
的端口。 

6、采集器所在路径不能含有中文字符或全角字符 

 
2.5.2.8 查看和管理内网采集器 

运行采集器后，可在监控宝 6 的采集器列表中查看采集器的运行状态，并对内网采集器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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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内网采集器的运行状态说明 

< >表示采集器运行正常，<   >表示采集器无数据上报，<   >表示采集器已暂停。 

若采集器无法获取数据，请检查采集器的相关配置是否正确。另外，当采集器出问题时，您可以通过查看    
采集器 log 目录下的 error 日志来定位问题。 

n 暂停内网采集器 
 

在<采集器列表>中单击内网采集器对应的暂停< >按钮，暂停内网采集器。暂停内网采集器后，采 

集器不再采集数据。 

在内网采集器列表中将显示最后一次暂停内网采集器的账号信息。 
 

n 启动内网采集器 
 

在<采集器列表>中单击内网采集器对应的启动< >按钮，启动内网采集器。启动内网采集器后，监 

控平台将开始内网数据采集并按照告警设置的内容向管理员发送采集器告警消息。 

n 修改内网采集器 
 

在<采集器列表>中单击内网采集器对应的修改<       >按钮，可以修改内网采集器的名称。 

n 删除内网采集器 
 

您可以对一个已经停止的内网采集器执行删除操作。 

 

在<采集器列表>中单击内网采集器对应的删除   >按钮，可以删除内网采集器。注意：此处的删除为 
 

逻辑删除非物理删除，因此在执行删除操作前请确保被删除的采集器不会重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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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9 查看内网采集器的关联项目以及采集数据 
 

查看内网采集器的关联项目 

在采集器列表中单击某个采集器，打开采集器关联任务列表。列表中显示当前采集器所关联的所有监控任     务。 

 
查看监控项目的采集数据 

若采集器运行正常，您可以在采集器的关联监控项目中查看采集数据。在关联任务列表中单击任务名称或     者

单击操作列的<   >，打开监控项目的任务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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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10 设置内网采集器告警 

内网采集器是监控平台实现内网采集的核心组件，为保证内网监控任务的正常运行，内网采集器必须正常     工
作。当内网采集器不能稳定进行数据采集时，必须及时向管理员告警。 

 
在<内网采集器列表>中单击采集器名称，进入采集器关联任务列表页面，选择<告警设置>页签进行采集     器
的告警设置。 

 

 

n 告警频率：即发送告警消息的频率（每次告警发送的时间间隔，对应的是心跳未上报的次数），目前    支
持的告警频率为 1 分半（即 3 次心跳未上报即发送告警）、2 分钟（即 4 次心跳未上报即发送告警）、 

3 分钟（即 6 次心跳未上报即发送告警）以及 5 分钟（即 10 次心跳未上报即发送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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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是否连续发送：采集器告警消息是否需要连续发送。若选择“否”，则仅发送一次采集器告警消息。   
若选择“是”，需要选择发送采集器告警的次数，可选的次数有 2 次、3 次、4 次、5 次。例如，设
置的告警频率为 2 分钟，选择连续发送告警次数为 2 次时，第一次告警的发送时间是第 2 分钟，第 

二次告警消息的发送时间为第 4 分钟。 

n 设置告警通知范围： 

在部分企业用户组中选择分组，并选中分组下的用户后，勾选用户对应的告警通知的方式即可，目前支持 

Email 以及手机短信两种告警通知方式。 

 
*注：当产生采集器告警时，消息将以邮件和短信的形式发送给管理员。 

定义了采集器的告警频率和发送次数后，单击<保存>完成采集器的告警设置。 

 
2.5.2.11 暂停/启动关联项目

暂停关联项目 

在<采集器关联任务列表>中，单击任务对应的暂停< >按钮，暂停监控项目。暂停监控项目后，监

控平台将暂停监控并不再向您发送告警通知。 

 
启动关联项目 

 

在<采集器关联任务列表>中，单击任务对应的启动< >按钮，启动监控项目。开启监控项目后，监

控平台开始执行监控并向您发送告警通知。 

 

2.6 使用仪表盘 

如果希望在一个页面中直接看到自己最关心的数据，比如最新告警消息、网站监控问题数量统计、响应时     间
展示地图等，您可以通过仪表盘来定制个性化的专属视图。 

在仪表盘中，您可以通过丰富的 Widget 库来自由定制一个或多个个性化的仪表盘，将您所关心的全部数据
集中展示出来，数据实时刷新，让您随时掌握项目最新动态。仪表盘支持大屏展示，图表数据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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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创建仪表盘 

在“仪表盘”页面，点击左上方的<添加仪表盘>按钮创建仪表盘，如果已经创建过仪表盘，点击左上方     
的下拉框并点击<添加仪表盘>按钮创建仪表盘。 

 

输入仪表盘的名称并选择仪表盘的背景风格，点击<确定>按钮保存仪表盘，如下图所示。 
 

点击<添加 widget>按钮，通过添加 widget 来定义要在仪表盘中展示的图表内容。一个仪表盘中可以添
加多个 widget，即一个仪表盘可以展示多个图表。 

 

选择图表 

首先，选择要在 widget 中展示的图表，目前网站监控支持的图表见下表。 
 

类型 说明 

网站监控问题数量统计 用于展示网站监控项目当天一共有多少问题，包括问题总数、已恢复问题数和未恢复问题数。 

 

今日响应时间变化曲线 
展示多个监控项目当天的响应时间变化曲线，帮您进行监控项目对比分析，掌握变化趋势。目

前支持 Http、Ping、UDP、TCP 和 FTP 类型的监控项目。 

 

今日可用率变化曲线 
展示多个监控项目当天的可用率变化曲线，帮您进行监控项目对比析，掌握变化趋势。目前支

持 Http、Ping、UDP、TCP 和 FTP 类型的监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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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说明 

最后响应时间展示地图 以地图（世界地图或中国地图）方式展示各地最后一次监测的响应时间，帮您进行区域分析。 

最后可用性展示地图 以地图（世界地图或中国地图）方式展示各地最后一次监测的可用率，帮您进行区域分析。 

 

设置图表 

选择要添加的图表后，设置图表在仪表盘中显示的名称并根据选择的图表设置相关参数。例如，选择“今
日响应时间变化曲线”，则需要选择监控项目的类型、监控项目（最多 5 个）、图表类型，如下图所示。 

 

 

调整图表布局 

设置完成后保存 widget，在仪表盘中查看图表，您可以通过拖拽调整图表的大小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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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查看仪表盘 

在“仪表盘”页面，点击左上方的下拉框选择仪表盘，查看仪表盘中的图表。图表中的数据实时自动自动    
刷新，即随时间动态变化，您可以及时掌握各监控项目的最新状态。 

 

点击右上方的<全屏>按钮，您可以在全屏模式下查看仪表盘，此时可以投放到大屏上作为一个监控中心。 

2.6.3 管理仪表盘 

创建仪表盘后，您可以修改或删除仪表盘及仪表盘中的 widget。 
 

管理仪表盘 

打开仪表盘，点击右上方的<设置>按钮可以修改或删除仪表盘。  

需要注意的是，删除仪表盘之前必须先删除所有 widget。 

管理 widget 

widget 图表下方工具条中的按钮可修改或删除 widget。同时还能调整 widget 的大小，拖动 widget 可
调整位置。 



监控宝 6 用户使用指南 

 

 

 
 

2.7 管理告警和故障 

当监控项目有告警消息时，您能够在平台右上方看到实时消息提醒。点击对应按钮进入告警和故障中心，  
您能够查看告警消息、告警通知、故障历史，设置告警通知方式并管理自定义告警线。 

 

 

2.7.1 查看告警消息 

目前，告警消息包括任务告警消息和采集器告警消息。其中：任务告警是监控任务触发的告警消息；采集    
器告警是内网采集器触发的告警消息。 

2.7.1.1 查看任务告警消息 

在“告警消息→任务告警”页面查看任务告警消息，您可以通过时间范围和告警类型来筛选告警消息，告    
警类型包括故障告警、故障恢复、阈值越界和阈值恢复。 

在告警消息列表中查看消息类型、监控项目状态、检查时间、监控项目名称、所在域/服务器、消息内容
等。告警消息列表按时间顺序倒序显示，您能够查看最新的告警消息。有新的告警消息时，无需刷新页面，     直接点
击右上方告警消息提醒，实时查看告警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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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消息类型 

告警消息是指监控宝 6 给用户发送的站内消息，它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l 故障消息：用 ”表示，由网站自身问题引起严重故障，导致服务中断时，您便会收到故障消息， 
比如网站无法打开。 

l 提醒消息：用 ”表示，设置自定义告警线后，一旦触发，您便会收到提醒消息，比如当前响应 
时间大于 1000ms。 

l 系统消息：用 ”表示，当采集器无法获取性能数据时，会记录系统消息，这时候您需要进行相 
应的检查。 

 

告警消息状态 

对应告警消息的类型，告警消息有如下四个状态： 

l 故障：用 ”表示，对应故障消息，说明监控项目处于故障中。 

l 提醒：用 ”表示，对应提醒消息，说明监控项目仍触发告警线。 

l 无法获取数据：用 ”表示，对应系统消息，说明监控项目无法获取监控数据。 

l 恢复正常：用 ”表示，说明监控项目已从故障、提醒、无法获取数据等状态恢复为正常状态。 

点击【问题监测点】属性列中的图标查看有问题的监测点；点击【查看历史快照】属性列中的<查看>按     
钮查看告警消息对应的历史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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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告警消息被发送给相关用户，点击   ”按钮能够查看对应的告警通知记录。 
 

 

2.7.1.2 查看采集器告警消息 

在“告警消息→采集器告警”页面查看采集器告警消息，内网采集器心跳不上报或达到不上报时长，会触    
发告警，产生告警消息。 

您可以通过时间范围、采集器名称、主机信息或端口号来筛选告警消息。 

在告警消息列表中查看消息类型、检查时间、采集器名称、主机信息、主机端口号、消息内容等。点击【查     看采
集器】属性列中的<查看>按钮进入采集器列表页面查看采集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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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器的告警消息只有故障消息，告警消息状态包含两种： 

l 故障：用 ”表示，说明监控项目处于故障中。 

l 恢复正常：用 ”表示，说明监控项目已从故障状态恢复为正常状态。 

2.7.2 查看告警通知 

在“告警通知”中查看告警通知历史、告警通知统计和 URL 回调通知历史。 

2.7.2.1 查看告警通知历史 

在“告警通知→告警通知历史”页面查看所有告警通知，包括 Email 通知、手机短信通知和语音通知。您
可以通过设置时间范围和告警通知接收人来筛选告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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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警通知列表中查看发送日期、发送时间、通知方式、短信通知内容，可以选择只查看 Email 通知、手
机短信通知或语音通知中的一种。 

点击<展开>按钮查看告警消息，包括检查时间、监控项目、所在域/服务器、消息内容。 
 

 

2.7.2.2 查看告警通知统计 

在“告警通知→告警通知统计”页面查看告警通知次数的统计，您可以通过设置时间范围来筛选告警通知     统
计范围。 

 

在告警通知列表中查看发送日期、Email 告警次数、短信告警次数和语音告警次数，点击次数查看对应的
告警通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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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3 查看 URL 回调通知历史 

在“告警通知→URL 回调通知历史”页面查看通过 URL 回调方式发送的告警通知，您可以通过设置时间
范围来筛选告警通知统计范围。 

 

在 URL 回调通知列表中查看发送日期、发送时间、监控项目和回调状态。点击“查看 URL 回调”列中的 
<展开>按钮查看对应的 HTTP 请求内容、返回内容；点击“查看告警消息”列中的<展开>按钮查看对应的
检查时间、监控项目、所在域/服务器、消息内容。 

 

 

2.7.3 查看故障历史 

在“故障管理→故障历史”页面中，选择时间范围并查看对应故障历史（以天为单位进行显示）。您可以     
选择查看今天、昨天、最近一周的故障历史，也可以自定义时间范围来查看特定时间段内的故障历史，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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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障列表中查看发生故障的监控项目、故障开始时间、故障恢复时间、故障持续时间、故障原因及故障     
分类。点击监控项目名称能够查看监控项目的监控详情；点击故障开始时间或恢复时间能够查看监控项目     的
历史快照。 

 

选择故障分类 

为便于查看和管理，您可以点击<选择分类>按钮为当前故障选择一个分类，如下图所示。 
 

点击故障分类名称为故障选择分类，点击补充内容对应的<修改>按钮可为当前故障添加补充说明，例如     
故障发生的具体原因、采取的处理方法等信息。完成后，点击<关闭>按钮即可。 

目前故障分类包含以下几种： 

l 维护：计划内的人为事件，如计划内关机、重启、网站升级、网站维护等。 

l 网络故障：网络原因导致的故障，如主干网络发生的故障。 

l 机房故障：机房内部原因导致的故障，如机房停电、交换机故障、空调过热、网线松动等。 

l 硬件故障：服务器硬件导致的故障，如磁盘故障、内存故障、网卡故障等。 

l 软件故障：软件原因导致的故障，如操作系统故障、Web 服务器运行故障、应用程序 BUG、软件服
务容量超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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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DNS 故障：域名解析导致的故障，如域名解析失败、域名解析错误等。 

l CDN 故障：CDN 服务导致的故障，如 CDN 资源下载失败。 

l 攻击：恶意攻击导致的故障，如 DDOS 攻击、CC 攻击。 

l 其它：其它原因导致的故障。 
 

导出故障历史 

点击右上方的<导出 Excel>按钮可将故障历史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保存到本地。 

2.7.4 设置告警通知方式 

在“告警通知设置→网站监控”页面中，您可以设置网站监控中所有监控项目的告警通知范围和告警通知     方
式，如下图所示。 

 

在监控项目列表右上方的告警通知范围中选择告警通知的接收人员，可以是您自己，也可以是其他用户。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设置每个监控项目发送告警通知的方式，包括 Email 告警、短信告警和语音告警。选
择“连续告警”后，监控宝会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连续给告警接受人员发送告警消息，直至问题处理完成。 

注意： 为了能够及时接收告警通知，请确保您选择的告警接收人员已经在【通知设置】的对应通知方式
中开启了“允许接收告警通知”选项，并设置 Email、手机号等联系方式。 

2.7.5 管理自定义告警线 

在“自定义告警→自定义告警线状态”页面中，您可以查看和管理创建监控项目时自定义的告警线，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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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查看网站监控项目中创建的自定义告警线，包括告警线所属监控项目的状态、名称、所在域/服
务器，以及告警线的指标、条件、阈值、开启状态。在左上方可以选择查看所有告警线或只查看已触发的    
告警线。 

此外，您还能开启、关闭或删除自定义告警线。 

3 网页性能监控 

3.1 概述 

监控宝 6 的网页性能监控能够对页面可用性、页面性能、资源可用性、资源性能、首屏时间等进行全面监控，
根据页面性能和网站资源监控结果，快速准确的定位到网站性能问题的具体原因及所在的地区，准确     地判断
是网络、CDN、服务器、还是网站页面性能的问题。 

 

页面可用性 

通过页面可用性监控，整体掌握网站的可用状态，通过不同时间点的可用性分析，定位具体的故障原因，  包
括 DNS 解析故障、连接超时、400 错误和 500 错误情况。根据监测时间以及监控状态，进行整体排查和性
能故障定位；根据故障类型进行历史快照追踪，掌握监测点 IP、监测时间和 DNS 服务器解析状态。 

 

资源可用性 

资源可用性监控可实现对网站全部资源的性能追踪，对故障资源进行定位，包括元素名称、响应状态、请    
求方式、资源类型等。针对不可用资源，还会自动对该资源目标进行 Ping 分析及 TraceRoute 分析，进
一步定位和分析故障原因。 

 

页面性能 

页面性能指页面响应过程中的关键指标，包括首屏时间、页面整体响应时间、网络层时间、DNS 解析时
间、建立连接时间、SSL 握手时间、重定向时间、首字节时间和内容下载时间。根据不同维度的性能状态， 进
行深度追踪，定位具体的城市运营商、监测点 IP、DNS 服务器、总下载时间、总下载字节数、下载速度和错
误代码，全方位定位网站性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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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性能 

资源性能指页面加载及渲染过程中各个元素的性能表现，从元素加载瀑布图及整体评分两个角度评价资源
性能。其中，元素加载瀑布图指页面实际加载和渲染过程中各个元素的耗时过程，可快速定位缓慢元素、  
阻塞元素、失败元素等带来的性能问题。通过页面性能指数，对网页 CONTENT、COOKIE、CSS、IMAGES、 

JS 和 SERVER 进行诊断，追踪 JS 代码错误和 CSS 信息等异常情况，准确定位页面或资源不可用。 

3.2 创建监控项目 

在“任务管理”页面，点击<添加监控项目>按钮可以创建网页性能监控项目，您需要设置监控项目的监     
控信息、同步检测对象、监测点、监控频率、告警、项目公开范围等。 

 

设置监控信息 

首先设置监控项目的名称和监控网址，监控网址可以是网站首页或其他任何页面。此外，您还可以监控网     站
中的图片或其他 Web 组件，输入对应网址即可。例如： 

l 首页域名：http://www.domain.com 

l 二级域名：http://img.domain.com 

l 更多页面网址：http://www.domain.com/news/index.htm 

l 动态网页地址：http://www.domain.com/list.php 或 http://www.domain.com/list.js 

l 加密 HTTPs 的网址：https://www.domain.com/login.aspx 

l 带端口的网址：http://www.domain.com:8080/index.htm 

l 带 IP 地址的网址：http://123.44.13.11/index.htm 

在高级设置中，您还可以添加 HTTP 请求头信息，设置 Header 名称和 Header 值。

设置同步检测对象 

除监控网址的前端用户体验性能，您还可以选择需要同步检测的对象，包括 Ping 检测、DNS 检测（已默
认同步检测）和 TraceRoute 检测。 

 

设置监测点 

选择需要监控的监测点即可，包括国内监测点和海外监测点，可以直接选择“全选”来选中所有的监测点。 
 

设置监控频率 

选择监控宝 6 执行监控的时间间隔，可选的频率包括 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1 小时、2 小
时、3 小时、6 小时、12 小时和 24 小时。例如选择“15 分钟”,则每隔 15 分钟就执行一次监控。 

 

设置告警 

点击<添加自定义告警线>按钮设置针对页面可用性的告警触发条件，选择告警接收人和通知方式，包括 

Email 和手机短信。 

除了在“任务管理”页面创建普通监控项目，您还可以在“快速检测”页面创建快速检测监控项目。与普通监控项目不同的是，

快速检测监控项目只执行一次监控，不需要设置监控频率。 

http://www.domain.com/
http://img.domain.com/
http://www.domain.com/news/index.htm
http://www.domain.com/list.php
http://www.domain.com/list.js
http://www.domain.com/login.aspx
http://123.44.13.11/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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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管理监控项目 

创建监控项目后，您能够管理监控项目，包括设置首页显示的监控项目、设置企业分组、开启监控项目、  
暂停架空项目、删除监控项目等。 

 

设置首页显示的监控项目 

您可以设置一个在网页性能管理系统首页显示的监控项目，且仅能设置一个。设置后，您可在登录系统后     直
接看到该监控项目的监控数据。 

 

管理企业分组 

为方便管理企业的监控项目，您够创建和管理企业分组，企业中的所有用户都能查看企业分组。 
 

创建成功后，您还可以为该分组创建子分组、修改分组名称或删除分组。 
 

开启/批量开启监控项目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点击 >图标开启监控项目；选择多个未开启的监控项目，点击<批量开启>按钮可
同时开启多个监控项目。 

开启监控项目时，监控宝 6 开始执行监控并向您发送告警通知。 
 

暂停/批量暂停监控项目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点击< >图标暂停监控项目；选择多个已开启的监控项目，点击<批量暂停>按钮可   
同时暂停多个监控项目。 

暂停监控项目后，监控宝 6 将暂停监控并不再向您发送告警通知。 
 

修改/批量修改监控项目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点击< >图标修改监控项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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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批量删除监控项目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点击< >图标删除监控项目；选择多个监控项目，点击<批量删除>按钮可同时删除
多个监控项目。 

删除监控项目后，监控宝 6 将停止监控并不再向您发送告警通知。要再次执行监控，您必须重新创建监控项
目，因此请谨慎操作。 

 

加入/取消企业分组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监控项目，点击<加入企业分组>按钮将选择的监控项目添加到一个     
企业分组。 

选择已添加到企业分组的监控项目，点击<取消企业分组>按钮将监控项目从所属的企业分组中移除。 

3.4 分析监控结果 

在监控项目列表中，点击监控项目名称进入“综合呈现”页面查看并分析监控结果。您可以从不同角度进    
行网页性能分析，包括网页整体状态、运营商性能、响应时间、性能评估、可用性和竞品对比。 

在页面左上方，选择企业分组和监控项目，您可以切换至其他监控项目来查看监控结果。 

3.4.1 分析整体性能 

在“概览”页面对网页进行整体性能分析，您可以直接选择时间段来查看最近一段时间的监控结果，包括    
最近 30 分钟、最近 1 小时、最近 2 小时、最近 3 小时、最近 6 小时和最近 12 小时；或者自定义一个时
间范围来看对应时间段内的监控结果。 

 

 

页面可用性 

在饼图中查看页面可用性分析，包括不可用类型及其次数和占比（单类不可用次数/不可用总次数）。页     
面不可用类型包括 DNS 解析故障、连接超时、400 错误、500 错误、其他异常。 

点击饼图进入“可用性”页面查看页面可用性的详细分析。 



监控宝 6 用户使用指南 

 

 

元素响应时间 

在饼图中查看请求页面中所有请求对象的响应时间性能分析，响应时间包括 DNS 解析时间、连接建立时
间、SSL 握手时间、首字节时间等。 

l 在内饼图中查看所有请求对象的响应时间达标和不达标的占比。 

l 在外环图中查看各阶段响应时间的达标次数和占比、不达标次数和占比。  

点击饼图进入“响应时间”页面查看响应时间的详细分析。 

元素可用性 

在饼图中查看请求页面中元素的可用性分析：不可用类型及其次数和占比（单类不可用次数/不可用总次     
数），元素不可用类型包括 DNS 解析故障、连接超时、400 错误、500 错误、其他异常。 

l 在内饼图中查看不可用元素的类型及其次数和占比，元素类型包括 Image、CSS、JS、其他。 

l 在外环图中不可用类型及其次数和占比，元素不可用类型包括 DNS 解析故障、连接超时、400 错误、 

500 错误、其他异常。 

点击饼图进入“可用性”页面查看元素可用性的详细分析。 
 

元素性能评估 

在面积雷达图中查看元素性能评估，包括静态资源 CDN 使用率、首字节、连接保持、静态资源、图片压
缩五个指标的性能评分，顶点处为 100 分，圆点处为 0 分。 

点击面积雷达图进入“性能评估”页面查看元素性能评估的详细分析。 
 

首屏时间 

您能够查看运营商首屏时间统计和首屏时间最慢的 10 个监测点，从世界地图到国家地图再到省份地图进
行逐级查看不同运营商链路下的首屏时间，最终定位最慢地区，分析缓慢影响范围。 

在“运营商首屏时间统计”列表中查看首屏时间最慢的三个运营商，点击下拉按钮查看所有运营商的首屏     时
间。点击运营商首屏时间进入“运营商”页面查看详细分析。 

在“首屏时间最慢 TOP10”列表中，点击运营商首屏时间进入“响应时间”页面查看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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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率和响应时间 

您能够查看一段时间内的可用率和响应时间变化趋势，同时还能通过仪表盘查看整体的平均可用率。 

 

3.4.2 分析运营商首屏时间 

在“运营商”页面查看各运营商之间首屏时间对比分析，您可以设置数据的时间范围和显示的时间粒度（时     或
日）。 

 

在列表中查看各运营商的详细数据，包括每次监控的时间、首屏时间和监测点个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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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分析响应时间 

在“响应时间”页面查看响应时间趋势和响应时间达标情况，您可以设置数据的时间范围、国家、省份、  
监测点和监控指标。监控指标包括首屏时间、网络层时间、DNS 解析时间、连接建立时间、SSL 握手时间、重
定向时间、首字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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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表中查看每次监控的时间、监测点、目标 IP、DNS 服务器和具体的响应时间。 
 

点击时间查看检测历史快照，包括整体响应时间、首屏时间、元素瀑布图、网络诊断图。 
 

请求元素分析 

在元素瀑布图中查看每个请求元素的详细分析，包括元素的可用性状态、大小、响应时间瀑布图等。响应    
时间瀑布图中包括阻塞等待时间、DNS 解析时间、建立连接时间、发送请求时间、等待时间、接收数据时
间以及 DOM 加载时间、页面加载时间、首屏时间基准线。 

 

将鼠标移至请求 URL 上并点击右上角的小三角可设置需要在元素瀑布图中显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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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鼠标移至请求元素上并点击右上角的小三角可分割元素瀑布图、在新窗口查看请求或返回内容。 
 

点击请求查看 Response Header 和 Request Header 的具体内容。 
 

 

网络诊断分析 

在网络诊断中查看Ping、DNS、TraceRoute 的具体诊断信息，如 Ping 丢包率、DNS 解析记录、TraceRoute 
跳数及跳转路径，分析请求元素不可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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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分析主机性能 

在“主机统计”页面查看主机的输出对象个数、响应次数和响应成功率。您可以通过选择监控任务和数据    
时间范围来筛选主机，也可以通过 IP 或域名搜索特定的主机。 

 

 

点击主机 IP 能够分析具体主机的性能，包括元素个数、SSL 握手时间、建连时间(TCP)、首字节时间、下
载速度、可用率、访问监测点个数及每个元素的请求次数、平均响应时间、可用率、元素大小。通过分析    
以上数据，有效调整元素分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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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分析监测点性能 

在“性能评估”页面，查看所有有问题的监测点及监测点最近一次分数最低的数据，包括元素性能评估得    
分、静态资源 CDN 使用率、首屏时间、响应时间、请求个数、域名数、资源类型统计、资源域名统计以
及首字节时间、静态资源 CDN 使用、保持连接、图片压缩、缓存节点静态资源五个性能指标的得分、问题
数。 

 

其中，性能评估得分是首字节时间、保持连接、图片压缩、缓存节点静态资源四个性能指标得分的平均值；     静态资
源 CDN 使用率与静态资源 CDN 使用指标的得分一致。 

 

首字节时间 

点击“首字节时间”区块查看预期首字节时间和实际首字节时间。 

l 预期首字节时间：成功加载页面第一个 200 对象所耗费的所有网络时间的开销+100ms 偏移。 

l 实际首字节时间：页面开始响应到第一个 200 对象的首字节时间的时间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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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资源 CDN 使用 

用于评估所有响应 200 的非 HTML 的静态资源对象，通过检测页面上所有非 HTML 的静态资源对象是否
由已知的 CDN 主机成功响应，得出静态资源 CDN 使用率。 

点击“静态资源 CDN 使用”区块查看影响得分即有问题的 URL、是否使用 CDN、CDN 服务提供商。 
 

保持连接 

用于评估所有响应 200 的对象，检测页面上所有参与响应的主机的连接是否开启了连接保持。

点击“保持连接”区块查看影响得分即有问题的 URL。 

图片压缩 

用于评估所有响应 200 的图片对象，检测图片对象是否使用了压缩(Compression)。

点击“图片压缩”区块查看影响得分即有问题的 URL。 

缓存节点静态资源 

用于评估所有响应 200 的非 HTML 的静态资源，检测静态资源是否适当地设置了过期时间，避免客户端
浏览器频繁的从服务器重新下载。 

点击“缓存节点静态资源”区块查看影响得分即有问题的 URL、评估结果和评估原因。 

3.4.6 分析元素性能 

在“元素性能”页面查看页面元素性能分析，您可以设置数据的时间范围，也可以按照域名进行模糊查询。     在元素

列表中，查看每个元素的被请求次数、平均响应时间、可用率和元素大小。 

点击元素 URL 对单个元素进行详细分析，包括响应主机数、访问监测点数、访问总次数、平均响应时间、平
均可用率和元素大小。同时还能查看具体每一个响应主机是否为 CDN 节点、CDN 服务提供商、访问监测点、
被请求次数、平均响应时间和可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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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CDN 评估 

在进行 CDN 服务商选型时，您可以通过监控宝 6 完善的数据对比，客观地评估不同服务商在相同应用场
景下的性能表现，从而选择更优质的 CDN 服务商。 

在“CDN 评估”页面查看对各 CND 服务商的性能评估，包括加速资源数、响应 Cache 节点数、TCP 建
立连接平均时间、首字节平均时间、平均下载速率、平均可用率。 

您可以通过设置时间范围、国家和运营商来筛选数据。 
 

在列表中查看每个请求发起地区的请求总次数、响应 Cache 节点数、TCP 建立连接平均时间、首字节平
均时间、平均下载速率、可用率。 

3.4.8 分析可用性 

在“可用性”页面查看页面可用性分析和元素可用性分析，您可以设置数据的时间范围、国家、省份和监    
测点。 

 

页面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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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页面”查看页面全部或单个不可用类型的散点分布图，错误和故障类型包括 400 错误、500 错误、 

DNS 解析故障、连接超时等。 
 

在列表中查看每次监控的时间、状态类型、监测点 IP、监测点、目标 IP、DNS 服务器。 

 
点击时间查看检测历史快照，包括整体响应时间、首屏时间、元素瀑布图、网络诊断图，通过具体信息分    
析不可用的原因。 

 

元素可用性 

选择“元素”查看页面全部或单个不可用类型的历史快照列表，错误和故障类型包括 400 错误、500 错误、 

DNS 解析故障、连接超时等。 

在列表中查看每次监控的时间、监测点、元素类型、监测点 IP、状态类型、元素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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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时间查看检测历史快照，包括整体响应时间、首屏时间、元素瀑布图、网络诊断图，通过具体信息分    
析不可用的原因。 

3.4.9 对比竞品 

在“竞品对比”页面查看竞品之间的首屏时间对比分析图，您可以设置数据的时间范围、显示的时间粒度 
（时或日）和监控指标。监控指标包括首屏时间、网络层时间、DNS 解析时间、连接建立时间、SSL 握手
时间、重定向时间、首字节时间。 

点击<选择对比任务>按钮选择一个或多个监控项目加入对比，查看对比分析图。 

 

3.4.10 查看告警消息 

当监控项目有告警消息时，您还能够在右上方看到实时消息提醒，点击对应按钮查看告警消息，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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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时间和告警类型来筛选告警消息，告警类型包括阈值越界和阈值恢复。 

在告警消息列表中查看监控项目状态、检查时间、监控项目名称、所在域/服务器、消息内容等。点击查     
看属性列中的图标查看有问题的监测点。 

 

 
4 系统管理 

4.1 管理企业组织结构 
 

如果您是系统管理员，点击右上方的<用户中心>按钮，您能够在“用户管理”页面管理企业用户和用户     

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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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管理用户组 
 

在左侧的分组结构中，您可以添加、修改、删除用户组，具体设置方法如下： 

 

n 添加用户组 

 

选中或将鼠标移至分组结构的一个节点上，点击添加按钮添加子节点（用户组），设置用户组名称即可。 

 

 

您可以设置多层级用户组，如下图所示。 
 

 

n 修改用户组名称 

 

选中或将鼠标移至分组结构的一个节点上，点击编辑按钮可修改用户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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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删除用户组 

 

选中或将鼠标移至分组结构的一个叶节点上，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用户组。 
 

 

4.1.2 管理用户 
 

监控宝 6 需要由企业管理者（系统管理员角色）为企业成员创建账号并设置密码，企业成员可直接凭账号

密码登录，首次登录时需要修改默认密码。 

n 添加用户 
 

点击<添加新用户>按钮可添加一个新的企业用户，需要设置登录账号、登录密码、姓名、手机号、 
 

QQ、等基本信息，此外您还需要设置用户的角色和所属用户组。 

 

✓ 用户角色分为三种：权限最高的是管理员，可以管理项目、账户和用户；高级用户只能管理项目    而

不能管理账户和用户；只读用户权限最低，只能查看项目而没有任何管理权限。 

✓ 用户组可以选择一个或是多个组，用户组和项目管理范围是相关联的，在创建和修改项目时可以    指

定哪些用户或是哪些用户组可以管理和查看这个项目。 

n 修改用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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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修改已有用户的基本信息、角色和用户组，或者暂停用户。用户被暂停后便不能登录并使用监控     宝 

6，必须重新开启后才可以继续使用。 

4.2 管理公共设置 
 

点击右上方的<用户中心>按钮，您能够在“公共设置”页面设置企业个性化信息，包括： 

 

l 个性化 Logo URL：您可以设置公司自行设计的 logo 作为监控宝 6 的 Logo，从而取代监控宝 6 的

Logo 显示在左上方，建议 Logo 图片的尺寸为 119*38（单位：像素）。直接输入图片的 URL 即可， 

例如：http://www.jiankongbao.com/img/logo.png。 

l 个性化名称：个性化名称将显示在个性化登录页面及其他位置，您可以设置自己公司或组织的名称作    为网

站的个性化名称，例如：云智慧公司服务器监控系统。 

l 对外联系方式：您可以填写公司的商务联系方式或技术支持联系方式，填写后将在通知邮件中进行替    换。 

设置以上内容后，监控宝 6 将自动更新告警模板中的相关内容，即告警邮件将使用新设置的 logo、名称

和对外联系方式。 

4.3 管理个人设置 
 

点击右上方<个人设置>按钮并选择<个人设置>，您能够在“个人设置”页面中设置个人信息，包括个人 
 

 

 

个人资料 

资料、密码、偏好选项和个性化设置。 

http://www.jiankongbao.com/img/logo.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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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资料页，您能够设置各种联系方式，包括 Email、QQ 号、邮寄地址、邮编等，邮寄地址用于寄送

一些出版物，比如站点性能优化等资料。 

修改密码 

 

在修改密码页，您能够修改账号的登录密码 

 

偏好选项 

 

在偏好选项页，根据个人需要，您能够设置告警通知、订阅、余额提醒等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l 告警消息音效：选择该项，当有新的站内告警消息时，监控宝 6 右上方显示消息提醒的同时还会有音效

提醒。 

l 订阅选项：选择该项，监控宝 6 将发送新功能介绍和使用技巧到您的注册邮箱，这样您能及时了解监控

宝 6 的最新变化。如果不再需要订阅，取消选择该项即可，监控宝 6 将不再给您发送邮件。 

l 短信余额提醒：选择该项，当您套餐内剩余的短信配额不足 5 条时，监控宝 6 将给您发送邮件提醒， 

从而避免影响您接收告警通知。 

l 系统消息通知：选择该项，监控宝 6 将发送系统消息到您的邮箱。 

 

个性化设置 

 

在个性化设置页，您能够根据个人喜好设置个性化的个性化网站 Logo、网站名称和独立登录域名，详细

说明如下： 

l 个性化 Logo URL：您可以设置自己设计的图片作为监控宝的 Logo，从而取代监控宝的 Logo 显示

在左上方，建议 Logo 图片的尺寸为 119*38（单位：像素）。直接输入图片的 URL 即可，例如： 

http://www.jiankongbao.com/img/logo.png。 

 

l 个性化名称：个性化名称将显示在个性化登录页面及其他位置，您可以设置自己公司或组织的名称作    为网

站的个性化名称，例如：云智慧公司服务器监控系统。 

http://www.jiankongbao.com/img/logo.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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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独立登录域名：您可以设置个性化登录域名作为登录监控宝的地址，例如： 
 

yourcompany.v.jiankongbao.com。 
 

4.4 管理通知设置 
 

点击右上方<个人设置>按钮并选择<通知设置>，您能够在“通知设置”页面中进行通知接收的相关设置， 
 

 

 

 

在 Email 页，您能够设置 Email 通知方式的邮件格式和每日邮件数量上限。 

 

l 告警邮件格式：监控宝 6 默认向您注册时使用的邮箱即登录账号发送告警通知，告警邮件的格式可以是 

HTML 或 Text（纯文本），纯文本格式适合不支持 HTML 的邮件系统或手机浏览器。 

l 每日告警邮件配额：如果不希望收到过多的邮件，您还可以设置每日接受邮件告警通知的数量上限（默    认为 

200 封），一旦达到这个数值，监控宝 6 当天将不再向您发送邮件告警通知。 

l    接收告警通知：要接收邮件告警通知，您必须选择“允许接收告警通知”选项，赋予监控宝 6 给您发送

邮件的权限。否则，即使在创建监控项目或设置告警通知时选择了邮件告警，监控宝 6 也不会向您发送

邮件。 

短信和语音 

 

在短信和语音页，您能够设置手机短信告警和手机语音告警的相关内容。 

包括 Email、短信和语音、URL 回调。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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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手机号：要通过手机接收短信或语音告警，您首先需要设置接收告警的手机号，这将作为下次创建监控

项目时的缺省设置。点击<更换>按钮填写手机号并进行验证，验证通过即可。 

l    每日接收短信上限：每日接收短信的数量上限，一旦达到这个数值，监控宝 6 当天将不再向您发送短信

告警通知。如果不希望接收短信告警可设置为 0。 

l    接收告警通知：要接收短信告警通知，您必须选择“允许接收告警通知”选项，赋予监控宝 6 给您发送

邮件的权限。否则，即使在创建监控项目或设置告警通知时选择了邮件告警，监控宝 6 也不会向您发送

邮件。 

l    免打扰时间：选择“设置”选项，您还可以设置免打扰时间，即在这一段时间内监控宝 6 将不再向您发

送任何告警短信，因此请谨慎设置。 

语音告警是企业版专享功能，选择“允许接受告警通知”选项启用语音告警即可。除通过手机接收外，还    

可以使用固定电话接收，要开通此功能请联系客服。 

 

URL 回调是告警消息的一种通知方式，通过 URL 回调，您可以让告警通知发送到您指定的 URL，使您能

更加灵活处理告警消息。 

在 URL 回调页，您能够设置回调 URL、回调 Token 和回调方式并开启 URL 回调告警通知方式。选择“开

启 URL 回调，接收故障告警消息”开启 URL 回调功能。开启后，监控宝 6 就会通过设定的回调方式向指

定的 URL 发送告警消息。 

URL 回调的详细设置和使用说明请参考“4.5URL 回调说明”。 

URL 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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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URL 回调说明 

4.5.1 什么是 URL 回调 
 

URL 回调，是告警消息的一种通知方式。通过 URL 回调，您可以让告警通知发送到您指定的 URL，使您

能更加灵活处理告警消息。 

URL 回调通知方式最大的特点是用户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灵活地处理各种告警消息。与普通告警方式相， 
 

URL 回调通知方式具有如下表所示的特点。 
 

 

对比项 
 

普通告警方式 
 

URL 回调方式 

选择类型 可以 可以 

选择项目 可以 可以 

选择告警消息类型 不可以 可以 

选择告警指标 不可以 可以 

告警接收途径 短信、邮件、电话语音 短信、邮件、电话语音、app、网页插件等无限种可能 

告警处理方法 人工 人工、程序智能 

 

4.5.2 设置 URL 回调 
 

设置回调 URL、回调 token、回调方式后，监控宝 6 就会通过设定的回调方式向指定的 URL 发送告警消

息。 

回调 URL 

 

输入您指定的回调 URL，即通过公网能访问到的 URL。点击<获取模拟回调地址>按钮，您可以实时查看

模拟的回调 URL。 

回调 token 

 

回调 token 用来验证您收到的消息是否由监控宝 6 发出。点击<更换一个>按钮可更换回调 token，同时

您需要更换回调程序中的校验 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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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调方式 

 

URL 回调通过 GET 或 POST 方式将告警信息发送至您指定的 URL，推荐使用 POST 传递方式。 

 

GET 方式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说明 

 

msg_id 
告警消息的 ID。 

task_user_id 任务的创建用户 ID。 

task_id 监控项目事务 ID。 

task_type 监控项目的类型。 

fault_time 故障的发生时间（unix 时间戳）。 

task_status 监控任务的状态：1 为不可用，0 为恢复可用。 

task_summary 监控项目的摘要。 

task_name 任务名称。 

server_id 服务器 ID（只有服务器监控才有此字段） 

content 告警消息的内容，对内容进行了 urlencode，需要 urldecode 得到内容。 

 

token 
使用 msg_id、task_id、fault_time 和您的回调 token 这 4 个参数连接并用 MD5 算法加密

后的值来校验消息。 

POST 方式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说明 

msg_id 告警消息的 ID。 

task_user_id 任务的创建用户 ID。 

task_id 监控项目的 ID。 

task_type 监控项目的类型。 

fault_time 故障发生的时间（unix 时间戳）。 

message_type 消息状态：1 为故障，2 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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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message_status 消息类型：1 为告警，2 为恢复。 

task_summary 监控项目的摘要。 

task_name 任务名称。 

server_id 服务器 ID（只有服务器监控才有此字段） 

content 告警消息内容，对内容进行了 urlencode，需要 urldecode 得到内容。 

 

token 
使用 msg_id、task_id、fault_time 和您的回调 token 这 4 个参数连接并用 MD5 算法加密

后的值来校验消息。 

message_detail json 串。 

 

约定说明 

 

监控宝 6 发起的请求中消息内容都为 UTF-8 编码，监控宝 6 会对 URL 回调结果进行记录，要求您返回的

正文内容为 UTF-8 编码并且不超过 100 个字符。 

4.5.3 URL 回调应用场景 
 

场景描述 

 

有很多人都在使用 DNSPod 的域名解析服务，如果您有多个服务器，发现某个服务器出现问题时可能需

要登录到 DNSPod 的系统上，然后从 DNS 解析中摘除这台机器。如果是深夜出现这样的情况，恐怕你这晚

的美梦就要被打扰了！往往这种不确定的情况都会让运维或者开发人员感到非常心烦。 

使用 URL 回调 

 

现在监控宝 6 支持 URL 回调功能，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URL 回调结合 DNSPod 开放的 API 服务，自动进

行故障转移。监控宝 6 能在第一时间监测到哪个服务器出现问题，然后将告警消息 URL 回调到您的程序， 

您的程序完全可以通过 DNSPod 的 API 去摘除问题服务器。这样，您就不必半夜起来打开电脑修改 DNS 

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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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URL 回调实例 
 

以 PHP 语言为例，以下是监控宝 6 发起的 GET 方式 URL 回调请求： 
 

 

你在 callback.php 文件中接收 GET 参数并对消息进行校验： 
 

 

以下是监控宝 6 发起的 POST 方式 URL 回调请求： 
 

 

你在 callback.php 文件中接收 POST 参数并对消息进行校验： 
 

http://domain/callback.php?msg_id=1&task_user_id=2&task_id=2&task_type=http&fault_time=1271767302 

&task_status=1&task_summary=http://domain.com&task_name=my_test&content= %E6%B6%88%E6%81%AF%E5%86 

%85%E5%AE%B9&token=3df5ed43ff3f57b3543d1d3e9c40e8d4 

$fault_time = $_GET['fault_time']; 
 

$token = $_GET['token']; 

$url_token = '您自己的回调 token'; 

//如果校验成功，则说明此消息为监控宝 6 系统发出，否则为非法请求，不予处理 

if (md5($msg_id . $task_id . $fault_time . $url_token) == $token) { 
 

.......... 
 

} 

= $_GET['task_id']; $task_id 

= $_GET['msg_id']; $msg_id 

POST http://domain/callback.php 
 

POST: array(10) { ["msg_id"]=> string(9) "101407787" ["message_status"]=> string(1) "2" ["message 

_type"]=> string(1) "2" ["fault_time"]=> string(10) 

"1409803140" ["content"]=> string(144) 

"%E6%81%A2%E5%A4%8D%E5%91%8A%E8%AD%A6%E7%BA%BF%5B%E6%9C%80%E8%BF%915%E5%88%86%E9%92%9F%E5%B9%B3%E 

5 

%9D%87%E8%B4%9F%E8%BD%BD%E5%A4%A7%E4%BA%8E+1%5D" 
 

["task_id"]=> string(6) "259197"["task_user_id"]=> string(1) "2" ["task_type"]=> string(4) "load" 

["task_summary"]=> string(16) "118.144.76.75(2)"["task_name"]=> string(4) "test" 

["server_id"]=> string(4) "1234" ["token"]=> string(32) 

"e156828484b1c5c151a4db7dd4f3c666" ["message_detail"]=> string(64) "{"metric":"load_average_5","c 

ompare":"gt","value":"1","unit":""}" } 

$fault_time = $_POST['fault_time']; 
 

$token = $_POST['token']; 

$url_token = '您自己的回调 token'; 

= $_POST['task_id']; $task_id 

= $_POST['msg_id']; $msg_id 

http://domain/callback.php?msg_id=1&amp;task_user_id=2&amp;task_id=2&amp;task_type=http&amp;fault_time=1271767302
http://domain/callback.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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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消息被非法重复请求您的回调 URL，您可以通过验证具有唯一性的 msg_id 参数是否已经在您

的存储（您处理过的消息）中即可判断是否为非法重复请求。 

//如果校验成功，则说明此消息为监控宝 6 系统发出，否则为非法请求，不予处理 

if (md5($msg_id . $task_id . $fault_time . $url_token) == $token)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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