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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特点： 

 模块化开发模式 

 直观的全方位状态监控 

 提供方便易用的报表功能 

 集中的资源管理操作 

 提供强大的作业调度功能 

 实时多样的告警管理 

 快捷集群部署和方便的管理 

 绿色的节能软件 

Gridview 2.6 整合各种集群的监控和管理方式，为您带来集群监管

的新理念。Gridview 2.6 集群监控管理系统采用模块化、可插拔的

设计理念，为您供全方位的集群监控管理、作业调度等功能，可精

细化展现当前集群运行状态，动态显示监控信息，记录历史错误信

息，及时发现集群的异常状况，让您防患于未然。 

产品概述 

Gridview2.6 集群监控管理系统提供集群的状态监控、告警

管理、集群管理、资源管理、作业管理功能。 

Gridview 2.6 集群监控管理系统适用于数据中心、计算中心

等各种计算环境，可有效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维成本，并针对

不同的高性能计算应用，提供不同的 Portal 界面，方便用户的业

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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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特色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模块化开发模式 

Gridview 2.6 采用模块化、可

插拔的设计理念，产品具备很

强的灵活性、可扩展性，能充

分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产品

升级维护简单。 

Gridview2.6 提供资源管理、

信息采集、告警管理、报表管

理、集群管理、作业调度、功

耗管理等多个子系统软件，实

现了集群系统的全方位管理。 

 

直观的全方位状态监控 

Gridview2.6 的“状态监控”模

块功能为用户提供了全方位

的集群监控信息，并通过状态

图进行直观展示，使用户对系

统的整体状态一目了然。 

Gridview 2.6 以 Dashboard

方式，展现集群的状态、性能

等多种监控信息，可进行全方

位的集群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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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特色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提供方便易用的报表功能 

Gridview2.6 的“报表系统”模

块提供了系统报表的产生和

导出功能，方便用户对集群系

统监控报表的使用。 

系统提供“预定义报表”和“自

定义报表”两种报表产生方

式，可满足用户根据不同需要

进行灵活配置的需求。 

 

集中的资源管理操作 

Gridview2.6 的“资源管理”模

块对系统中的资源提供了集

中的资源管理功能，可以将系

统中所有的资源进行统一展

现，并提供多样的资源操作功

能。 

系统提供“资源配置”和“组资

源管理”功能，分别实现灵活

的资源配置操作和集中管理

功能。  

提供强大的作业调度功能 

Gridview2.6 的“作业调度”模

块实现了对集群系统中的作

业进行灵活管理的功能。 

系统提供“统计视图”实时展

现系统中作业和节点情况；

“作业管理”提供对系统作业

的多种管理操作；作业记账提

供了作业报表；GPU 调度为

GPU 应用提供了支持；

License 调度减少了软件投资

成本；VNC 管理则方便了用

户进行图形交互式操作；后台

的非法进程监控为系统安全

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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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特色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实时多样的告警管理 

Gridview2.6 的“告警管理”模

块为用户提供实时告警，历史

告警，告警查看、删除和恢复，

告警方式选择以及告警消息

模板定义等功能，能够在系统

故障的第一时间通知用户，也

能够统计一段时间内系统的

故障信息情况，满足用户对故

障的快速处理需求。  

快捷集群部署和方便的管理 

Gridview2.6 的“集群管理”模

块提供了“集群部署”功能，方

便用户实现操作系统镜像备

份和管理，以及快速集群部署

功能；“用户管理”、“文件管理”、

“进程管理”等则满足用户对

系统中各类资源方便管理的

需求。 

 

绿色的节能软件 

Gridview2.6 的“功耗管理”模

块提供了系统功耗监控视图

并可以设置系统的节能模式，

能够有效减少系统使用的能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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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状态监控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插件化的信息采集框架 

 一目了然的集群状态视

图 

 全面的集群总体性能视

图 

 全方位的 GPU 监控 

 

插件化的信息采集框架 

系统提供插件化的信息采集

框架，支持多种设备、应用监

控，同时提供了灵活扩展功

能，便于开发新增的监控资源

和指标，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

求。 

 

一目了然的集群状态视图 

系统将集群物理视图与集群

设备告警状态结合，以不同颜

色表示不同的告警状态，使得

集群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页码：6    版本：1.0 

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状态监控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全面的集群总体性能视图 

系统提供集群 CPU、内存、

磁盘、负载、网络 IO、磁盘

IO 等多个性能指标的统一展

现，便于用户及时了解集群运

行情况，掌握集群总体负荷。 

 

 

全方位的 GPU 监控 

系统对 GPU 的运行信息进行

监控，可监控单个 GPU 的详

细性能信息，也可监控多个

GPU 对比性能信息，可与作

业调度相配合使用，方便用户

实时掌握 GPU 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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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告警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提供开放的告警接口 

 提供实时告警查询功能 

 提供历史告警查询功能 

 支持多种告警处理方式 

 具有灵活的告警触发机

制 

 可定义丰富的告警策略 

 可配置的告警消息模板 

 

开放的告警接口 

系统提供开放式的告警接收

接口，既能够接收设备类告

警，又能够接收应用类告警。 

根据设备类告警和应用类告

警，系统定义了如下告警类

型： 

 通信告警 

 设备告警 

 环境告警 

 软件告警 

 存储告警 

 

实时告警查询 

系统可在第一时间发现集群

的异常情况，使用户能够及时

了解集群中设备和应用的状

态。 

 

  

设备监控 应用监控

告警管理子系统

告警接口

告警 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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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告警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历史告警查询 

系统提供历史告警信息查询

的功能，能够呈现选定时间范

围内产生的所有历史告警信

息，以便掌握选定时间内系统

中设备和应用的运行状态。 

所有告警信息均可以通过所

属“集群”、所属“资源”、“告警原

因”、“告警时间”、“告警类型”、“告

警等级”和“处理状态”排序。 

 

 

多样的告警处理 

系统提供对告警信息的多种

处理操作，可查询告警的详细

信息、对告警进行删除和恢复

操作。 

对于正在处理中的告警除可

以进行告警详细信息查询、告

警删除和告警恢复操作，还可

以进行终止处理的操作。 

 

灵活的告警触发机制 

系统提供“阈值管理”功能，用

户可以自定义指标的告警阈

值，告警等级，以及是否进行

告警；从而满足不同用户对不

同应用的需求。 

 

可定义丰富的告警策略 

系统提供了“策略管理”功能，

用户可以进行告警策略的增

加、修改和删除操作，能够方

便地定义多种告警策略，从而

实现不同应用下告警策略的

灵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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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告警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可配置的告警消息模板 

系统提供了“消息模板管理”

功能，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配置

消息模板的格式，满足用户不

同需求下对告警消息展示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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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集群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便捷的系统部署功能 

 完善的用户管理功能 

 方便的多节点并发管理 

 易操作的文件管理功能 

 方便的进程管理功能 

 快捷的关机管理功能 

 

完善的用户管理功能 

系统提供“用户管理“功能，能

够提供完善的操作系统用户

管理功能，包括：用户查看、

增加、修改、删除功能，实

现集群系统用户和组的管理

工作。 

 

方便的多节点并发管理 

系统提供“并行命令”功能； 

用户可同时对多个被管理节

点执行相同命令，并查看命

令输出，方便管理员对多个

节点的并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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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集群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易操作的文件管理功能 

系统提供“文件管理”功能，提

供节点文件查看、增加、属

性修改、删除等功能，从而

使复杂的浏览集群中文件的

任务变得相对简单易行。 

 

方便的进程管理功能 

系统提供“进程管理”功能，支

持对多个节点进程同时进行

管理的功能，包括：向进程

发出信号、停止、显示详情

等功能，实现方便的进程管

理。 

 

 

快捷的关机管理功能 

系统提供“关机管理”功能，可

对选定节点或整个集群实现

快速的关机/重启操作，大大

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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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集群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简洁的刀片控制功能 

系统提供“刀片控制”功能，用

户可以对集群中的刀片、刀

片机箱分别实现单一、批量

开关机操作。 

 

多样的数据管理功能 

系统提供“数据管理”功能，用

户 可 以 通 过 可 视 化

“WinSCP”方式及命令行的

“PuTTY”方式实现数据、文件

的上传下载等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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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部署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系统提供“集群部署”功能，

实现镜像管理、集群配置、

服务管理等功能。 

 完善的操作系统镜像

管理 

 快速的系统部署 

 多镜像同时分发 

 全程进度监控 

 

完善的操作系统镜像管理 

系统提供“添加镜像”和“删

除镜像”功能，用户可通过

web 界面方便的添加镜像

和删除镜像，并实时监控镜

像添加进度。 

 

快速的系统部署功能 

系统支持以 BT 的方式，通

过网络快速部署集群操作

系统。 

 

 

支持多镜像分发 

系统提供“集群配置”功能，

支持对多个操作系统镜像

通过网络同时分发，实现快

速便捷的镜像分发。 

 

 

实现全程进度监控 

“集群部署”主页面直观地展

现了系统中服务器的部署

信息，可全程监控镜像分发

进度，详细掌握集群操作系

统安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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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作业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丰富的统计视图 

 多样的作业提交方式 

 完善的作业控制功能 

 全面的调度器管理功能 

 丰富的调度器策略 

 强大的管理功能 

 可灵活定制的应用模板 

 多维度的作业记账 

 高效的 GPU 调度 

 有效的 License 管理 

 

丰富的统计视图 

系统提供“统计视图”功能，

以 Dashboard 形式呈现作

业系统的各种统计信息，使

用户对系统的运行状态一

目了然。 

系 统 展 现 了 以 下

Dashboard 视图： 

 作业状态 

 节点状态 

 当前用户资源限额 

 队列作业 

 用户作业 

 队列运行作业数限额 

 队列核心数限额 

 最近 30 天历史作业 

 

多样的作业提交方式 

系统提供“作业提交”功能，

可以通过 web 页面将作业

提交给调度器。 

系统提供四种作业提交方

式： 

 脚本方式提交 

 命令行方式提交 

 模板方式提交 

 Portal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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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作业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完善的作业控制功能 

系统提供“作业控制”功能，

提供作业保留、作业释放、

作业挂起、作业恢复、作业

重新运行以及 VNC 查看等

功能，能够使管理员方便地

进行作业的相关操作。 

 

全面的调度器管理功能 

系统提供“调度器管理”功

能，可以进行查询调度器、

增加调度器、修改调度器、

删除调度器、重启调度器、

调度器策略配置、备份调度

器策略、加载调度器配置等

功能。 

 

丰富的调度器策略 

系统提供“调度器策略配置”

功能，能够进行回填策略设

置、抢占策略设置，支持的

回填算法： 

 FirstFit 

 BestFit 

 Greedy 

支持的抢占策略： 

 ReQueue 

 Suspend 
 

强大的管理功能 

系统提供“队列管理”、“节点

管理”和“用户管理”功能，能

够直观地显示系统中可用

的集群资源，监控集群中计

算节点的状态，并对系统用

户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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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作业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可灵活定制的应用模板 

系统提供“模板管理”功能，

能够提供基于描述的页面

自动生成功能，轻松实现根

据用户的使用模式定制作

业提交页面的需求。 

定制的作业提交页面可以

包含：文本框、下拉列表、

多选按钮、文件浏览框等多

种页面元素。  

方便的 VNC 管理 

系统提供“VNC”管理功能， 

可在作业调度系统中实现

图形交互式操作，在作业系

统自动分配的计算节点上

远程打开 CAE 等软件的图

形界面，方便用户操作。 

VNC 管理提供以下功能： 

 打开会话 

 删除会话 

 

 

快捷的 VNC 登录 

系统提供“VNC 登录”功能，

能够快速建立到管理节点

的 VNC 会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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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作业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可监控系统非法进程 

系统在后台提供非法进程

监控功能，支持非法作业进

程的扫描和处理（记录日

志、强制退出），避免常见

的 MPI 残留进程问题，并

能够打印判定结果日志，从

而保证系统的安全。 

 

 

多维度的作业记账 

作业记账页面提供了查看

以及导出作业调度报表的

功能。 

作业调度报表包含以下几

种： 

 用户作业统计详表 

 节点使用统计详表 

 历史作业统计详表 

 用户作业统计总表 

 节点使用统计总表 

 历史作业统计总表 

 CPU 使用时间统计 

 

高效的 GPU 调度 

GPU 调度通过三方面提高

GPU 加速器的利用率： 

 以GPU加速器为调度

粒度 

 GPU 作业与非 GPU

作业能够共享同一个

节点 

 为空闲的GPU加速器

预留 CPU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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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集群监控管理系统 Gridview 2.6 

 
产品功能-作业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有效的 License 管理 

License 管理调度支持以浮

动License作为许可方式的

软件管理和调度。高效的

License 调度为用户节省软

件投资成本，提高了软件的

可用性。 

 

高度集成的应用 Portal 

系统根据行业应用类型，针

对每种应用提供高度集成

的应用 Portal；应用 Portal

封装了常用的应用输入参

数，并提供灵活的选项，非

常方便于用户根据应用类

型提交作业。 

 

 



 

页码：19    版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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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资源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提供多样的资源操作 

 实现方便的组资源管

理 

 支持资源配置参数管

理 

 支持资源关联关系管

理 

 

提供多样的资源操作 

系统提供“资源配置”功能，

支持快捷的资源增加、删

除、查询等操作，支持对资

源的批量操作。 

 

方便的组资源管理 

系统提供“组资源管理”功

能，能够对系统中的资源以

资源树和资源详细信息表

格展现，方便查看系统中的

所有资源信息。 

 

支持资源配置参数管理 

支持资源配置参数格式合

法性和逻辑合理性校验。如

IP 地址格式校验；服务器

高度和所在机柜位置逻辑

合理性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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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功能-资源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支持资源关联关系管理 

支持资源关联关系管理。如

增加资源时先检查是否存

在被依赖资源；删除资源时

先检查是否存在依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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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功能-计费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灵活的用户配额制度 

 直观的资源配额查询 

 完善的账号管理功能 

 详尽的作业统计功能 

 详细的充值明细记录 

 详细的支出明细记录 

 灵活多样的自定义费

率 

 

 

灵活的用户配额制度 

系统 SRC 1.2.0 采用统一

的量化手段描述资源的数

量，在高性能集群中引入配

额策略，对用户的可用资源

进行预分配和实时计费，并

可灵活控制用户配额的有

效期限，精确地记录和控制

用户资源使用量，从而实现

精细粒度的资源记账和配

额统筹。  

直观的资源配额查询 

SRC 1.2.0 的“余额查询”功

能为集群用户提供了直观

的配额信息，包括每个用户

当前可用的机时配额，以及

目前由于正运行的作业而

冻结的配额数量。  

完善的账号管理功能 

SRC 1.2.0 可以将多套集

群都纳入进来作为一个整

体管理，提供全局统一的用

户配额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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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功能-计费管理 

功能特点 功能展示 

详尽的作业统计功能 

SRC 1.2.0 提供了详细的

作业统计列表，包括每个作

业的用户、所属集群、所属

队列、节点类型、并行规模、

实际消费机时等信息。  

详细的充值明细记录 

SRC 1.2.0 针对每个计费

账号提供了详细的充值明

细记录，方便集群管理员实

时监控。 

 

详细的支出明细记录 

SRC 1.2.0 针对每个计费

账号提供了详细的支出明

细记录，为外部计费和内部

核算提供有力保证。 

 

 

灵活多样的自定义费率 

SRC 1.2.0 可灵活设置费

率，针对不同的计算资源

(节点类型、CPU 速度、占

用的商业软件 License 数

量等)实现区别计费。 

 

 

 

 

如需更多信息 
 

请访问曙光公司官方网站：www.sugon.com 或拨打客服电话：400-810-0466/800-810-0466 

亦可联系曙光公司全国各分支机构，联系方式请登录曙光公司官网进行查询。 

曙光公司保留对产品规格或其它产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重量、外观、尺寸或其它物理因素）不经通知予以更改的权利； 

本文中所提到的信息，如因产品升级或其它原因而导致的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本文中所涉及的产品图片均以产品实物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