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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随着云计算技术不断演进，市场蓬勃发展，针对

不同业务场景，各公司推出差异化云计算产品，如大

数据云、行业云、通用 IT云和通信云等。各个云资源

池安全稳定运行是业务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出现故障

时能及时处理，在性能达到瓶颈时能及时扩容，同时

云资源池资源利用率是重要的运营衡量标准，这些都

需要云池监控数据的支撑和分析，监控方式的差异、

数据采集的效果以及对监控数据的展现都会影响故

障处理和数据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因此，针对多业

务场景云资源池的监控数据采集方式和统一展现的

研究是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

1 不同方式采集云资源数据的原理与差异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演进，云计算涉及的功能组件

也越来越多，这些功能组件可能是不同团队使用不同

编程语言开发实现的，同时云计算的分布式架构涉及

到的物理计算、网络、存储设备可能有成千上万台，横

跨多个不同数据中心。

随着业务的发展，云资源池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资源池上承载的业务类型和容量也在不断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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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计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逐渐满足业务的需求，并根据业务特点衍生出适用

于不同场景的云计算产品。而随着云资源池上承载的业务种类越来越多，云资

源池的可靠性和可用性也越来越重要，云资源监控已经成为提高平台可靠性、

增加可用性，减少故障梳理时间，精准定位故障原因的重要手段。通过详细分

析目前主流的监控手段，提出典型场景下云资源池监控方案，从而为云计算监

控开展提供参考。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it gradually meets the needs of business，and derives many cloud

computing products suitable for different scenarios according to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With more and more business types

carried on the cloud resource pool，the reliability and availability of cloud resource pool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

tant. The cloud resource monitor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the platform reliability，increase the availabili-

ty，reduce fault sorting time，and accurately locate the cause.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mainstream monitoring methods in de-

tail，it puts forward the monitoring scheme of cloud resource pool in typical scenarios，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cloud computing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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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频繁调整使资源池也需要频繁调整。这就带

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判断故障产生原因？如何界定故

障所影响的范围？如何分析性能使用情况？如何确

定容量使用情况从而进行后期建设规划？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监控数据进行支撑，目前主流

监控方式分为带内监控和带外监控。

1.1 云资源池带内监控原理

监控数据与业务数据在同一物理通道上传输，即

为带内监控。带内监控是目前的主流监控方式，分布

式探针监控系统则是带内监控中常见的监控系统，其

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有展示模块、采集模块、发送模

块、收集模块和存储模块。

采集模块将收集到的监控信息通过发送模块传

递至收集模块，收集模块进行存储，最终由前端展示

模块进行展示和查询，流程如图1所示。

除上述流程外，对于带内监控还有以下几点基本

技术要求。

a）带内探针系统的性能消耗：探针组件的影响应

当做到足够小，本身探针在采集监控数据时会消耗主

机性能，所以需要对数据采集的方式和频率周期进行

配置优化，以保证业务的正常运行。在一些高度敏感

和易受环境波动影响的云计算组件或业务组件中，即

使轻微损耗波动也会对系统造成可见影响，会迫使维

护团队关闭或删除探针软件。

b）监控的侵入性：监控组件作为云计算组件的一

部分，应尽可能少入侵或不入侵其他组件或承载业务

系统，同时作为业务使用方不需要知道或发现监控探

针的存在。

c）可扩展性：一个完备的监控系统必须支持分布

式部署，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

d）数据分析：数据分析系统必须尽快分析采集到

的监控数据，并且分析的维度也要尽可能的多。监控

系统需要尽快反馈信息，这样就可以对生产环境下的

故障或异常现象及时响应。

1.2 云资源池带外监控原理

监控系统通过单独的物理链路对已使用管理接

口联网的物理设备采集监控数据，这种监控方式被称

为带外监控，带外监控除了能采集到硬件设备的配置

信息、部分性能信息和健康状态外，在带内网络故障

或主机操作系统故障，导致 SSH、VNC等通过带内方式

连接无法使用时，可以通过带外通路远程登录带外管

理模块，查看、控制设备状态，处理故障等。

目前业界都是通过适配的接口协议对硬件设备

进行监控和管理，主流的协议有 IPMI协议（Intell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Redfish协议、MCTP协
议（Management Component Transport Protocol）、带外管

理标准协议（Desktop and mobile Architecture for Sys⁃
tem Hardware）等。

监控系统通过带外管理接口不仅可以获得设备

资产信息，还可以通过 SNMP接口监听方式对设备硬

件告警进行监控。相较带内监控方式，带外管理接口

获取的硬件告警信息更加详细，故障点更为精确。

1.3 带内、带外监控的差异

如表 1所示，带内、带外监控定位不同，带内监控

主要获取操作系统层级以上的监控数据，而带外监控

主要获取资产信息和硬件监控信息，因此带内、带外

监控并不是二选一，而是 1+1互补的关系。云资源池

同时具备带内、带外监控的情况下，采集到的监控数

据会更加全面，故障定位会更加迅速，数据分析也更

加全面。

图1 分布式探针监控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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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带内带外监控差异

对比内容

虚拟化平
台

硬件设备

虚拟机

带内监控

可以使用探针对虚拟化组件监
控，或采用实时日志监控的方
式对组件健康状态进行监控

通过宿主机操作系统功能监控
服务器硬件信息，网络设备则

通过探针方式监控

通过虚拟机操作系统部署探针
方式对操作系统进行监控

带外监控

不具备监控手段

通过 IPMI等带外管理协议
对服务器、网络设备进行带
外监控，除能获取硬件健康
状态外，还可以对温度、能
耗等参数进行数据采集

不具备监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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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云池场景采集方案

根据所承载业务不同，云资源分为多种产品，如

承载 IT系统的 IT云、承载大数据业务的大数据云、承

载网络能力虚拟化的通信云等，不同类型的云也需要

不同的云资源监控方案，以下列举 2类典型场景的监

控方式。

2.1 IT/大数据云资源监控

目前行业内 IT云资源池常用的监控手段是带内

监控为主，带外监控为辅的监控方案。现在主流的带

内监控产品有很多，如 zabbix、Prometheus、Span等。通

过带内监控对主机操作系统、网络设备性能等进行监

控，可以采集主机资源实时利用情况、操作系统健康

状态等，同时通过带外管理接口采集硬件的资产信

息、健康状态以及设备的功耗、进风口温度等信息，同

时也可以通过端口监听的方式获取设备的故障告警

信息。

以 Prometheus监控为例，如图 2所示，Prometheus
从主机上部署的 2种 exporter获取监控数据，带内监控

通过部署在主机操作系统上的 Node-exporter获取操

作系统数据，带外监控则通过 IPMI-exporter获取带外

管理接口中的数据，另外由于 Prometheus并没有传递

告警信息的能力，带外告警是 IPMI接口发出硬件告警

信息并推送至kafka进行存储转发，带内告警则是由汇

聚节点通过带内监控数据计算出告警并推送至 kafka
进行存储转发。

图2 IT云监控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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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信云资源监控

通信云即为承载运营商网络能力虚拟化（NFV）能

力的云资源，由于运营商业务的特殊性，通信业务对

云资源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安全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由于通信业务的极致可靠性要求，一般第三方监控软

件探针的安全性和性能在未长时间全方位验证测试

的情况下，是不允许部署在业务运行的虚拟机和宿主

机上的，因此 IT云监控方案不易套用在通信云上。

根据业务特性，通信云监控分为小闭环和大闭

环。如图 3所示，单个资源池建议采用小闭环，资源池

拥有二级平台对自身进行管理、监控、故障维护处理

等能力的逻辑闭环，监控范围涵盖带内带外所有网

络；多DC多资源池建议形成大闭环，由一级平台向小

闭环的二级平台采集资源池的监控、告警等信息，一

级平台建设数据采集层，制定统一资源模型以消除不

同厂家间北向上报的数据差异，各资源池间打通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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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分布式的运维能力，在上层构建智能化的数据分

析能力平台，增强运维能力，提高故障处理效率。

3 多场景多方案采集统一展示

为了消除不同云资源之间的差异，实现一点看

全、全局监控，运营商需要在用户侧建设一个统一的

云资源监控门户对不同类型云资源进行汇总和分类

展示，提高可视化能力，提供多种场景的运维管理窗

口，同时对不同角色的用户设置不同的展示窗口和浏

览范围。

不同云资源监控数据格式不同，无法合理进行统

一展示，这种情况就需要制定各云资源上报数据格式

的统一规范，对各类数据进行规范化要求，对通用和

核心关键指标进行集中展示，而对各类型业务云资源

差异化的指标则可以分不同场景窗口进行分类展示。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云资源监控的特点，总结了带内和

带外监控的各自特点，深入研究云资源池的监控方

式，并给出 2类典型业务场景的监控方案，为不同业务

云资源池监控提供重要参考，从而有效提高云资源池

运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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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通信云一级监控架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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