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思网巡”

产品技术白皮书

深圳飞思安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 1月



化繁为简，IT运维轻松自在

400-666-80092

目 录
1 系统简介.............................................................................................................................................................4

2 架构及方案.........................................................................................................................................................4

2.1 架构..........................................................................................................................................................4

2.2 方案..........................................................................................................................................................6

3 系统功能.............................................................................................................................................................7

3.1 通信线路监控..........................................................................................................................................7

3.2 网络设备监控..........................................................................................................................................7

3.3 服务器监控..............................................................................................................................................9

3.4 存储设备监控........................................................................................................................................13

3.5 虚拟化系统监控....................................................................................................................................18

3.6 应用及业务系统监控........................................................................................................................... 22

3.7 数据库监控............................................................................................................................................26

3.8 IP/MAC功能（高级模块）..................................................................................................................30

3.9 SYSLOG日志分析（高级模块）........................................................................................................30

3.10 SNMPtrap功能.................................................................................................................................... 31

3.11 流量分析（高级模块）......................................................................................................................31

3.12 报表功能..............................................................................................................................................34

3.13 资产管理..............................................................................................................................................35

3.14 网络设备配置自动备份与恢复......................................................................................................... 36

3.15 基于角色的分级权限管理................................................................................................................. 37

3.16 分布式管理集中监控......................................................................................................................... 38

3.17 多个物理隔离网络统一监控预警（高级模块）............................................................................. 39

3.18 网络拓扑..............................................................................................................................................39

3.19 自定义首页和大屏显示..................................................................................................................... 41

3.20 机房环境监控......................................................................................................................................42

3.21 3D可视化监控.....................................................................................................................................50

3.22 预警和运维服务管理......................................................................................................................... 52

3.23 运维服务管理（ITSM）....................................................................................................................52

3.24 移动 APP和云监控管理平台............................................................................................................ 54

4 产品特点...........................................................................................................................................................55

4.1 领先的全硬件产品方案....................................................................................................................... 55

4.2 网管动环监控一体化........................................................................................................................... 56

4.3 更高效和安全........................................................................................................................................56



化繁为简，IT运维轻松自在

400-666-80093

4.4 对网络和目标影响极低....................................................................................................................... 57

4.5 易于定制扩展........................................................................................................................................57

5 产品...................................................................................................................................................................58

5.1 软件........................................................................................................................................................58

5.2 专用硬件平台........................................................................................................................................58

5.3 网管动环一体机....................................................................................................................................58

6 案例及应用说明...............................................................................................................................................59

7 部分用户列表...................................................................................................................................................61

8 公司介绍...........................................................................................................................................................65



化繁为简，IT运维轻松自在

400-666-80094

1 系统简介

“飞思网巡”是创新和领先的机房综合 IT运维管理产品。“极简”的设计，提供机房 IT设备和动力

环境全面监控预警解决方案。监控内容包括 DDN专线和 VPN隧道等通信线路、服务器的硬件状态及各种

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和应用业务系统、网络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性能，IP 和应用流量分析，以及机房

动力环境等。

2 架构及方案

2.1 架构

“飞思网巡”网管系统基于高效安全 Linux内核，全 web配置管理，运行更稳定可靠，监控预警更快

速准确。优化的核心程序，对网络带宽占用极低，同时对目标网络设备和服务器性能影响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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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主要由数据采集、数据储存和分析处理、B/S可视化人机界面、报警等模块组成，并提供多种扩展

组件。

2.1.1 数据采集模块

数据采集模块通过标准协议（SNMP、WMI、SYSLOG、SnmpTrap、IPMI、SMI-S 等）；各种应用层

协议（ICMP、HTTP、FTP、SSH、TELNET、SMTP、POP3 等）及私有协议（MODBUS 等），对网络专

线（DDN、VPN）、网络设备、服务器、各种应用和数据库系统、机房动力环境等进行各种数据采集，提

交到数据储存和分析模块处理。

2.1.2 数据储存和分析模块

数据储存和分析处理模块对采集模块提交的的数据进行分析，确定监控目标的状态（正常、一般告警

和严重告警、错误等），向 B/S 可视化人机界面模块提交状态信息。同时，将数据储存到数据库中，提供

接口供人机界面模块进行历史数据查询。

2.1.3 B/S可视化人机界面模块

B/S 可视化人机界面模块通过 web 对用户提供配置、管理和告警接口。用户通过 web进行系统配置、

监控目标配置，查看网络拓扑图和监控目标的状态，查询历史数据生成详尽的性能曲线图、故障和告警历

史记录，生成报表。

人机界面也提供完整的管理员操作日志查询、配置备份和恢复、系统手动和自动升级等多种管理功能。

2.1.4 预警模块

预警模块通过人机界面的弹出窗口和声音进行声光预警，同时支持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微

信、声光报警器、电话语音、弹窗等多种手段进行预警。

2.1.5 扩展组件

系统提供流量分析、机房动力环境、IP/MAC地址管理、设备日志储存管理、3D机房展示等多种高级

模块，根据需要可灵活扩展。

 流量分析组件通过 netflow/sflow/抓包分析等进行 IP 和应用流量统计、TOPN列表、故障诊断、带

宽容量规划决策等高级功能。

 机房动力环境组件结合动力和环境探测设备，可以实现对机房动力（配电柜市电电压、电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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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开关、控制照明开关）、环境参数（温度、湿度、烟雾、漏水、门磁、红外、消防、风速）和

UPS、精密空调、家用空调、智能新风机、智能油机、列头柜、门禁、视频等智能设备的监控预警。

 日志储存服务组件通过 SYSLOG协议接收和储存被监控的网络设备、服务器的日志。提供查询和

管理，快速发现和定位存在的设备和服务器安全事件，设置指定关键字日志监控预警等高级功能。

 3D机房监控，以先进的 3D引擎技术，将机房内各被监控设备融合在虚拟仿真环境中，实现机房

监控高度可视化管理，集成机房 IT设备监控、动力环境监控、资产管理、运维管理、容量管理、

配线管理等功能。

2.2 方案

通信链路和机房 IP网络全面监控预警解决方案示意图

方案描述：

 实现 DDN专线和 VPN 隧道等通信线路监控

 实现网络设备状态性能监控

 实现服务器的硬件状态和各种操作系统状态性能监控

 实现存储设备的监控

 实现数据库、中间件和应用系统状态性能监控

 实现 IP和应用流量分析

 实现 SYSLOG日志分析

 实现机房动力环境监控（包括温湿度、烟雾、漏水、红外、门磁、市电电压电流、门禁、视

频、UPS、精密空调、新风机、智能设备等监控。需环境监控设备和各类监控探头支持）

 实现两台家用空调轮流开机，实现家用空调停电后来电自启动；

 实现多分支机房分布式部署在中心机房统一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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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弹窗、声光报警、电子邮件、短信预警、微信报警、电话语音报警和运维服务管理

 实现云端和手机 APP 随时查看管理监控系统

 实现 3D机房动态可视化监控管理，统一展示。

3 系统功能

3.1 通信线路监控

对 DDN专线、VPN隧道等网络线路的通断、丢包和延时情况进行监控，检测间隔最低可支持到 1秒，

提供详尽的延时和丢包性能曲线，可记录最近三年的历史曲线图。

结合网络设备端口流量监控以及详细的 IP和应用流量统计分析，实现最为全面的带宽监控、故障诊断

和带宽容量规划决策。

系统以 Cisco SLA（服务品质协议）为基础，针对大中型企业专网（DDN、VPN）和电信运营商的骨干

网络，对不同服务等级（TOS）的延时、抖动率的进行端到端监控，并可扩展对 TCP、UDP、HTTP、DNS、

DHCP、FTP等应用协议的 SLA支持，以保证网络的高可靠性和高品质运行。

（线路延时与丢包率监控历史曲线）

3.2 网络设备监控

对可网管的支持 SNMP协议的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无线 AC等网络设备进行监控。支持 Cisco、

Netscreen、Juniper、F5、飞塔、H3C、华为、中兴、锐捷、天融信、深信服等国内外著名厂家设备。

监控主要内容包括：

 CPU利用率/内存使用量/磁盘使用量/端口状态和流量等基本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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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电源/风扇/内部温度等硬件状态（Cisco、H3C等厂家部分设备支持）。

 接口错误包率/丢包率/广播包率等，并可在WEB界面关闭或开启接口。

 使用工具箱可在WEB界面快速对设备进行 Telnet/SSH/Ping/Tracert等操作。可预设目标设备

的 telnet/ssh 的登录帐号、密码等信息，实现自动登录。

 路由表、ARP表、MAC表、VLAN信息、连接数、会话数等。

 无线 AC性能、AP在线数量、每 AP CLIENT连接数、CLIENT流量等数据。

对负载均衡设备的业务性能提供更为深入的支持，包括：

 机箱电源、温度和风扇转速等硬件环境。

 HOST、TMM CPU利用率和内存、磁盘利用率，CPU温度和风扇转速等基本运行状态。

 全局、虚拟服务器、服务器池及成员的连接数和流量等业务性能。

详尽和直观的网络设备实时信息展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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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 AC、AP、CLIENT监控

3.3 服务器监控

3.3.1 硬件状态监控和管理

对支持 IPMI协议的服务器，不需依赖操作系统，实现对硬件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和管理。在对 IPMI协

议的支持上在国内处于领先的地位。

系统目前大部分厂家的服务器，如 HP、IBM、DELL 和国内联想、华为等众多的品牌服务器主板都支

持 IPMI协议。

IBM服务器通过 IMM 接口、HP服务器通过 ILO接口或 SIM AGENT程序、 DELL服务器通过 IDRAC

接口或 OMSA都可深入监控服务器硬件运行状态。

IBM、HP等服务器刀箱设备，可以通过主板管理接口可以监控其硬件状态。

通过 IPMI协议监控和管理主要内容包括：

 风扇转速和状态、机箱内部和 CPU温度、电源电压和状态、电流状态、模块的状态、内存状

态、主板状态、电缆状态。

 远程开机或重启服务器。（授权情况下）

 定时关机或重启服务器。（授权情况下）

服务器硬件状态监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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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通过 IMM接口获取硬件信息如下：

 CPU（CPU频率和状态）、磁盘（物理磁盘状态）、电压（电压和状态）、电源（电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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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风扇转速）、内存（内存状态和容量）、实时故障（当前故障数和新增故障数）、温

度（温度和状态）、系统状态（电源开启时间、电源状态、系统重启次数、硬件状态）

DELL通过 IDRAC接口获取硬件信息如下：

 CPU（电压、核数、频率、状态）、插槽（状态）、磁盘（理磁盘利用率、剩余、已用、总

量）、电池（状态）、电源（输出功率、输入电压、输入功率、状态）、风扇（转速和状态）、

固件（状态）、内存（状态和容量）、温度（主板 CPU温度和状态）

DELL通过 OMSA软件获取硬件信息如下：

 RAID电源（电源联合状态、检测 RAID的电源运行状态、组件状态）、RAID风扇（风扇联

合状态、检测 RAID的风扇运行状态、组件状态）、RAID机柜（机柜联合状态、检测 RAID

的机柜运行状态、组件状态）、RAID机柜管理模块(机柜管理模块联合状态、检测 RAID 的

机柜管理模块运行状态、组件状态)、RAID 控制器（控制器联合状态、检测 RAID 的控制器

运行状态、组件状态、集群模式）、RAID控制器通道（通道状态、检测 RAID的通道运行状

态、组件状态）、RAID温度（温度、联合状态、组件状态、运行状态）、RAID物理磁盘（容

量、联合状态、组件状态、运行状态）、RAID虚拟磁盘（容量、联合状态、组件状态、运行

状态）、RAID蓄电池（蓄电池充电能力、联合状态、组件状态、运行状态）、处理器（处理

器电压、频率、状态）、电池（状态）、电流（电流、状态）、电压（电压、状态）、电源

（电源传感器状态、来源、输出功率、输入电压、输入功率、运行状态）、风扇（风扇转速、

状态）

3.3.2 操作系统运行状态监控

通过 SNMP / SSH等方式支持对服务器中操作系统运行及性能状态进行监控。当前支持Windows、

Linux、UNIX、AIX、HP-Unix、VMware、Citrix Xen、Solaris、OS/400等操作系统。

监控主要内容包括：

 CPU/内存/磁盘空间/IO读写/网口状态和流量等。

 接口错误包率/丢包率/广播包率等。

 系统应用/进程状态/进程负载和服务等。

 使用工具箱可在WEB界面快速对服务器进行 VNC/程桌面/ Telnet/SSH/Ping/Tracert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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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实时信息展示界面

3.4 存储设备监控

存储设备作为存放数据的重要设备，监控存储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使用情况，是网管软件的重要功能，

支持当前的主流存储设备，包括 EMC、NETAPP、IBM Storwize 系列、HP EVA、DELL存储、华为、威联

通存储等。

监控主要内容包括：

 存储设备温度、风扇、电源等硬件状态；

 LUN、CIFS 等状态；

 物理磁盘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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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app存储监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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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存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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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存储监控

3.5 虚拟化系统监控

可以对 VMware、Citrix Xen进行深入的监控，通过直观的可视化界面展示，包括 CPU利

用率 、存储可用空间、内存利用率、网络流量、服务器的健康状况监视等。

3.5.1 对只有 Esxi主机的环境监控

对于只有 Esxi 主机的简单环境，通过 esxi 主机的 API，虚拟化监控模块可以实现对 esxi

主机以及主机下的所有虚拟机的性能和状态监控。

监控内容包括如下：

 ESXI主机 CPU利用率、内存（利用率和容量、已用）、存储节点（容量、利用率、读取

速度、写入速度、读盘请求、读盘延迟、写盘延迟）、网络接口（总流量、出流量、入

流量、收包数、发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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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XI下每个虚拟机的电源（电源状态开启关闭）、CPU利用率、内存容量、内存利用率、

置备空间大小、已用空间大小。

 ESXI的硬件状态，CPU健康状态、CPU最大时钟速度、CPU当前时钟数、CPU外部时

钟数、CPU缓存大小、CPU缓存级别、内存健康状态、内存容量、网络连接状态和健康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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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对有 vcenter集中管理的环境

对于部署了 vcenter集中管理的复杂环境，通过 vcenter和（或）esxi主机的 API，虚拟化监控

模块可以自动获得 vcenter管理的所有基础设施的树结构，实现对 vcenter管理软件、esxi主机以及

主机下的所有虚拟机的性能和状态监控。

监控内容包括如下:

 每个主机列表（ESXI）的连接状态、CPU利用率、内存容量、内存利用率、存储容量、存储

利用率、网络接口的流量和收包数、发包数。

 Vcenter下的每个虚拟机的电源开关闭、CPU利用率、内存容量、内存利用率、置备空间大小、

已用空间大小。

 对主机数和虚拟机数统一计算，包含存在多少主机数、虚拟机数、打开的虚拟机数、挂起虚

拟机数、关闭虚拟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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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应用及业务系统监控

3.6.1 基础监控

系统通过模拟访问的方式，对任意操作系统上运行的 HTTP、HTTPS、FTP、Telnet、FTP、ICMP、IMAP、

Pop3、SMTP、URL及任意 TCP端口上的应用服务的可用性、访问质量等进行监控。URL监控，通过模拟

访问可以监控任意 URL网页是否可以正常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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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深层次监控

对广泛应用的业务系统/OA/ERP/WEB/邮件系统/中间件等服务的详细运行状态和性能参数进行监控。

服务 监测内容

Apache
Apache对传输（出入流量）、连接（持久数、等待数、关闭数）、请求（）读取

数、每秒数、响应数）

Nginx Nginx等待连接数、读取请求数、活动请求数、响应请求数

IIS

CGI/GBI（每秒 GBI请求数、每秒 CGI请求数） 、HTTP连接数（每秒尝试登入、

每秒尝试连接、每秒非匿名用户、每秒匿名用户）、HTTP 流量（发送流量、接

受流量、每秒发送文件、每秒接收文件）

Tomcat JVM（剩余、利用率、已用、总量、最大值）、传输（出流量、发送总量、接受

总量、入流量）、请求（错误数、每秒错误数、每秒数、总数）、线程（当前数、

繁忙数、最大可用数）。

WebSphere JDBC（等待线程数、连接池使用率、连接平均等待时间、连接平均使用时间、已

关闭连接数、已建立连接数）、JVM（cup利用率、内存利用率、内存已用、内

存容量）、事务（回滚数、活动数、提交数）、线程池（创建数、销毁数、总数）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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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Logic JVM（当前连接数、总连接数）Jrockit（cpu利用率、JVM cpu利用率、JVM堆

利用率、JVM堆容量、JVM堆剩余容量、JVM堆已用、守护程序线程数、线

程总数）JAT（超时回滚、事务总数、系统回滚、应用程序回滚、资源回滚）、

执行队列（当前线程数、等待请求数、空闲线程数）

ActiveMQ 临时空间（容量、剩余空间、利用率、已用空间）、内存（容量、剩余空间、利

用率、已用空间）、消息（消息的平均长度、总数、最大长度、最小长度）、硬

盘（容量、剩余空间、利用率、已用空间）

Websphere监控界面

MQ监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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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Logic监控界面）

3.6.3 业务视图监控

业务视图监控是用户从业务划分的角度出发，提供对与业务系统相关的 IT 资源，包括服务器

资源、网络资源、存储资源、应用软件资源等，在一个视图页进行监控和查看，当业务出现故障

时，可以快速定位相关故障环节，实现面向业务应用的监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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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视图监控模块

3.7 数据库监控

数据库作为信息化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业务系统的运行起到关键作用。系统主要使用模拟访问

方式，对主流的数据库的性能参数进行监控。监控颗粒度非常细，为管理员提供更详尽的信息，更易优化

数据库性能。

数据库 监控内容

Oracle

主要监控内容包括：

SGA 数据高速缓存区（命中率、总量、空闲）SGA 重做日志缓冲区（命

中率、总量、空闲）SGA 共享池（使用率、总量、空闲）SGA 数据字典

缓冲区（命中率、总量、空闲）SGA大型池（使用率、总量、空闲）SGA

Java 池（使用率、总量、空闲）SGA 保留池（总量）、PGA 内存（PGA

使用率、分配率、总量、自动、已用、已分配、历史分配峰值、超载分配

次数） PGA缓存（命中率 ）、进行 TOPN排序 SQL语句执行次数、SQL

语句 CPU耗时、SQL语句内存占用、SQL语句读磁盘、表空间容量、已

用、剩余、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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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件名称、使用率、总量、已用、状态、扩张、会话（主机名、oracle

用户名、OS用户、服务名称、服务进程、SQL哈希值、SQL 地址、等待

位置、会话的 SID、会话的序列号、客户端 ID、故障转移类型、cond_id、

故障转移方法、会话状态、客户端程序、服务器、登陆时间、

fixed_table_sequence、、服务端 PID、逻辑读、物理读取、CPU耗时、块

修改、一致性读、块读取、PGA内存、故障转移状态、等待时间、模块、

操作、用户名）、等待事件（等待时间名称、平均等待时间、总的等待次

数、总的等待时间、总的超时事件次数）、重做日志（联机重做日志名称、

SCN起始时间、SCN起始编号、序列号、组号、组大小、归档状态、组状

态）、所队列（锁名称、等待数、等待时间、获取总数）

SqlServer

主要监控内容包括：

SQL 统计（批请求/s、编译/s、重编译/s、自动参数化尝试次数/s、自动

参数化失败次数/s）、缓存区管理统计（命中率、查找页数/s、已读页数

/s、已写页数/s、总页数、数据库页）、内存使用（总内存、SQL 缓存存

储、锁定内存、内存优化、连接内存、分配工作区内存、内存分配未成功、

内存分配成功）、锁定等待/s、访问明细（完全扫描/s、索引扫描/s、探

针扫描/s）、TOPN（SQL 语句 CPU 耗时、SQL 语句执行次数、SQL 语句读磁

盘、SQL 语句写磁盘）、会话（主机名、用户名、登录时间、进程名称、

进程 ID、状态、CPU 耗时、物理读等）、锁（每秒等待数、每秒死锁请求

数、 平均等待时间、每秒请求数、每秒超时请求数）、数据文件（每秒

等待数、每秒死锁请求数、 平均等待时间、每秒请求数、每秒超时请求

数）、物理内存（总量、未用、 已用、使用率、系统缓存大小、等待授

权进程数）、等待事件（锁名称、等待数、等待时间、平均等待时间）

Mysql

主要监控内容包括：

InnoDB 缓存（命中率）、InnoDB 锁（当前的等待数、等待的平均时长、

等待的总次数、等待的总时长、等待的最大时长）、MyISAM 索引缓存（读

命中率、写命中率）、表级锁（等待的总次数）、表空间（数据量、索引

量、总量）、查询缓存（空闲、命中率、内存使用率、内存碎片率、容量、

限制容量、已用、状态）、会话统计（当前数、活动率、配置数、失败数、

使用率）、事务（每秒提交数）、网络（查询量、出流量、入流量）

DB2 主要包括数据库连接响应时间、数据库服务已运行的时间、当前连接数、

线程缓存命中率、查询命中率、表缓存命中率、数据库访问流量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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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base 主要包括数据库连接响应时间、数据库服务已运行的时间、当前连接数、

线程缓存命中率、查询命中率、表缓存命中率、数据库访问流量等参数。

Informix 主要包括数据库表空间、数据库在线情况、数据库故障检测等参数。

Kingbase

(人大金仓)

主要包括数据库的表空间利用率、数据库的连接用户数、数据库的 redolog

可用数、数据库的连接响应时间探测、数据库的索引使用率等参数。

PostgreSQL 主要包括数据库的数据库表查询、数据库查询缓存空间利用率、数

据库连接数、数据库流量等参数。

Oracle 监控-SGA截图

javascript:;
http://192.168.88.37/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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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部分参数监控界面）

SQL SERVER监控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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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IP/MAC功能（高级模块）

可自定义时间间隔自动扫描网络中的 IP、MAC以及和交换机网口之间的对应关系，定义好网络中

的 IP/MAC/和上联交换机端口后，当扫描到网络中出现未知 IP、MAC时可进行策略报警，或当网络中

的 IP、MAC 以及主机上联的交换机端口发生变更时，也可以进行及时报警。IP/MAC功能对局域网的

日常维护管理和准入管理，都能进行全方位监控预警。

3.9 SYSLOG日志分析（高级模块）

通过 SYSLOG协议接收和储存被监控的网络设备、操作系统的日志。提供日志查询和管理，可以根据：

时间、源 IP、日志内容、等级、关键字等字段进行检索。快速发现和定位存在的设备和服务器安全事件，

设置指定关键字日志监控预警。支持设置日志告警通知策略，将包含指定关键字的日志信息发送给指定管

理员。支持设置报表策略，将包含不同关键字（如 error，warning，failed 等）的日志进行分类，形成日

志分类库，并根据分类库对日志进行分析汇总，形成分类日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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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SNMPtrap功能

系统可接收被监控主机发来的 SNMP Trap消息并进行管理。通过 SNMP Trap协议接收和储存服务器、

网络设备、存储设备等发来的 SNMPtrap消息日志，提供 SNMP Trap日志查询和管理，快速发现和定位被

监控设备或服务器的安全事件，可设置指定 SNMPtrap关键字日志监控预警。

3.11 流量分析（高级模块）

通过 Netflow、Sflow、抓包分析等手段进行 IP和应用流量统计，可帮助管理员发现网络中占有带宽最

多的 TOPN 用户及应用。进行故障诊断、带宽容量规划决策。可设置当有 IP流量超过阀值时进行实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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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流量分析 TOPN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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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分析细节显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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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报表功能

飞思网巡内置强大的报表功能，能够基于设备、监测器、接口流量、设备存活率、设备性能、线路运

行率进行灵活的自定义报表。自动生成日报、周报、月报、年报的历史报表，并可定时自动发送报表邮件。

系统可根据设备组、监测器组、设备所包含的监测器生成任意时间范围的可用性分析表，并针对每个

监测器，生成详尽的可用性报告，包括故障趋势图、可用性列表和饼状图、历史曲线图、故障日志和告警

记录日志。

可输出 HTML和 EXCEL格式报表，并可按用户要求定制报表内容。

自动生成指定多个设备或设备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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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设备包含的监测器可用性分析表

报表部分详细内容

3.13 资产管理

飞思网巡资产管理功能，可以对公司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合同管理等进行手动添加建立资产档案。

并可对需要进行定时提醒的任务，设置短信或邮件进行提醒。（需购买 ITSM流程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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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列表，并可以定义资产自动提醒任务

3.14 网络设备配置自动备份与恢复

可以自定义时间周期自动定期备份目标设备的配置，比如自动定期备份 CISCO、华为、H3C、锐捷等

设备的配置，当目标设备出现故障或配置被修改后，可以根据以前备份的配置进行恢复。

配置备份可按用户指定的时间策略进行自动备份，其中时间策略可按照日、周、月灵活定义，如：每

天的几时几分进行备份。

可以对备份下来的配置进行内容对比，当配置有变更则可进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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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基于角色的分级权限管理

系统具有运营级别的基于角色分级权限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

1. 可无限添加用户账号，可深入控制各帐号使用每个功能模块的读和写的能力，这些功能模块包

括“设备和监测器状态”、“拓扑图”、“日志”、“报表”、“帐号管理”、“设备和监测

器管理”和“系统管理”等。

2. 各帐号可关联到每个受监控管理的设备、监测器。

3. 各帐号均和设定独立的工作时间表，以及独立的告警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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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角色的权限定义

3.16 分布式管理集中监控

对于多级网络，可在中心和各级机房单独部署独立的监控系统，各自管理。同时可将下级系统产生的

故障信息上报到上级系统，实现大规模或超大规模的监测，轻松超越 10000个以上参数的监控，并最低支

持 10秒以下的数据采集间隔。实现集中监控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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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多个物理隔离网络统一监控预警（高级模块）

系统支持对多个物理隔离网络的环境进行统一的监控和预警。在完全满足物理隔离要求的前提下（不

是一台服务器安装一套系统，通过不同的网口接入各网络的方式），通过分布式部署的方式，在各网络上

部署独立系统，并且监控数据可实时通过安全隔离设备，统一传送到中心系统，在中心系统上对多个物理

网络的监控结果进行统一展示。

3.18 网络拓扑

系统提供自动拓朴、自由定义拓朴和导入 visio生成的详细拓扑图或者真实的机房、机柜照片等。可进

行无限的拓扑图分层。

提供自动网络拓扑管理。通过 SNMP、ICMP、CDP、STP、FDB、LLDP等多种协议进行网络拓扑进行

自动发现，可设置发现 IP区间和屏蔽 IP区间，设置发现的线程数量以控制发现的速度，自动分析出网络拓

朴结构，真实反映整个网络状态、链路实时流量情况，设备或链路通过设备图标和链路的颜色变化代表各

种运行状态。当目标设备由于线路故障或者设备故障，监控系统采集不到数据时，可以通过红色三角形图

标（带感叹号）展示。支持 SNMP v1，v2c和 V3版本。可通过拖拽的方式对自动生成的拓朴进行拖动和编

辑。可实现全屏缩放，专为大屏展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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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拓扑图

机柜监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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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监控图

3.19自定义首页和大屏显示

“飞思网巡”是 B/S 结构，只需要浏览器而不需要安装专用的客户端程序，不需要安装任何插件，就

要可以直接访问管理。

系统提供自由和灵活的可定义首页 Portal以及在大屏直接输出显示监控系统。可以根据需要在首页添加

各种内容窗口。可以通过拖动的方式自由排列各种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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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定义的 Portal人机界面

大屏显示监控内容

3.20 机房环境监控

结合环境监控主机和各类探头，可以实现对机房动力（配电柜市电电压、电流、空气开关、控制照明

开关）、环境参数（温度、湿度、烟雾、漏水、门磁、红外、消防、风速）和 UPS、蓄电池、精密空调、

家用空调、智能新风机、智能油机、门禁、视频等智能设备的监控预警。

a) 包含温湿度监控模块。能采集机房内 1个或者多个点的温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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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包含漏水监控模块。能采集机房空调等设备周围是否有漏水情况发生。

c) 包含消防监控模块。能采集机房内是否有产生烟雾情况发生。能与机房消防系统联动，采集消防

报警主机的干节点信号输出，以获得实时的消防状况。

d) 包含防雷监控模块。能与机房防雷器联动，采集防雷器的干节点信号输出，以获得实时的状况。

e) 包含新风机监控模块。通过使用智能设备监控主机，采集机房的新风机压缩机状态、风机状态、

加热器状态、抽湿器状态、加湿器状态等新风机通信协议所能提供的各项数据。

f) 包含加湿机监控模块。通过使用智能设备监控主机，采集机房的加湿机运行状态、运行参数等加

湿机通信协议所能提供的各项数据。

g) 包含电源监控模块。通过在配电柜中安装的电量仪，能对市电进线实现监测，采集进线三相电的

相电压、线电压、相电流、频率、功率因数等参数。同时可在配电柜表面实时看到电量仪采集到

的参数。

h) 包含配电开关监控模块。通过使用电压转换为开关量的模块，采集配电开关的通断电状态。

i) 包含 UPS监控模块。通过使用智能设备监控主机，采集 UPS的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旁路相电压，旁路相电流，功率因素，电池电压，电池电流，系统频率，系统负载，

电池后备时间等 UPS 通信协议所能提供的各项数据。

j) 包含精密空调监控模块。通过使用智能设备监控主机，采集精密空调的回风温度、回风湿度、回

风温度上限、回风湿度上限、回风温度下限、回风湿度下限、温度设定值、湿度设定值、空调运

行情况、压缩机运行状况、风机运行状况、加热器运行状况、加湿器运行状况、除湿器运行状况、

滤网状况等精密空调通信协议所能提供的相关参数。

k) 包含家用空调监控控制模块。通过家用空调摇控器，采集空调附近温度、空调供电线路电流状况

（关机和断电报警），并实现断电后来电自启动，定时开关空调，根据温度上限和下限开关机（满

足环保节能要求），并可进行远程控制。

l) 包含红外监测模块。通过在机房出入口处部署被动红外探测器，采集人员出入机房的以及在机房

内的移动探测。

m) 包含门禁监控管理模块。通过使用智能设备监控主机，采集门禁系统进出门管理资料及门的开关

状态，以及记录人员刷卡或指纹进出机房的情况，显示进出门时间（考勤时间）、卡号、姓名、

所属部门等门禁系统通信协议所能提供的各项数据。

n) 能定制对机房内的能提供通信协议的设备的监控模块。比如发电机、中央空调等。

o) 能实时监控蓄电池电压、电池内阻、电池表面温度和电池组充放电电流等参数。

p) 通过对接 Rtsp 码流地址的视频摄像机设备，可以进行单窗口或者多窗口实时视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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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动力环境监控拓扑图

温湿度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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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水监控

电量监控

消防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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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 详细监控信息

门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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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空调详细监控信息

烟雾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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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空调监控图

红外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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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禁监控

蓄电池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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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

3.21 3D可视化监控

3D机房监控，以先进的 3D引擎技术，将机房内各被监控设备融合在 3D虚拟仿真环境中，实

现机房监控高度可视化管理，集成机房动力环境监控、IT设备监控、容量管理、配线管理、资产

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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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预警和运维服务管理

系统可设置两级报警阀值，有故障时可进行电子邮件、短信、弹出窗口、声光报警、微信报警、

电话语音等多种方式预警，可自定义告警信息内容。管理员可进行值班表管理、人员分组和进行告警

升级设置。

邮件、短信和微信方式告警

3.23 运维服务管理（ITSM）

运维服务管理（ITSM）可将监控预警、资产以及运维服务整合，更有效的提升 IT管理水平、服务质量

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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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移动 APP和云监控管理平台

“飞思网巡”手机 APP，真正的移动运维，支持手机查看报警以及系统信息，实时运维，尽在掌握。

“飞思网巡”云监控平台，可以随时在云平台上直观查看监控情况（要求飞思网巡监控系统能上

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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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特点

4.1 领先的全硬件产品方案

“飞思网巡”的硬件产品，是更创新和更领先的综合 IT网络运维管理平台，全Web管理，简单易用。

硬件产品与软件产品的比较：

硬件产品 软件

安装 旁路接入交换机，“即插即用”。 需要比较复杂的过程：

1. 准备好服务器及 windows 操作系

统、数据库软件光盘；

2. 安装操作系统；

3. 安装数据库软件；

4. 安装网管程序。

安装过程中可能会碰到兼容性问题。

维护 网络安全设备级别的可靠性，故 1. 一两个月要重启一次。网管系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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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率低。出现故障时直接使用备

机或由厂家维修更换硬件设备即

可。

身是用来监控关键设备和服务器

的，但自身不具有足够的可靠性保

证报警准确和及时。

2. 出现故障时，要先判断是网管程序、

数据库软件、操作系统那方面出现

问题，然后找对应的厂家。故障点

不容易判断时更无从入手；

3. 系统极易感染病毒，要重新安装一

遍。

4.2 网管动环监控一体化

“飞思网巡”系统真正做到网管和动力环境监控一体化，全数字平台，轻松实现多地机房同时在一个

平台上监控预警，不受地域限制。较传统网管+动环两套系统的解决方案有很大的优势，为用户方便管理和

节约成本。

4.3 更高效和安全

“飞思网巡”系统基于 Linux 定制的专业操作系统。linux 操作系统多用于要求非常严格的计算和应用

环境，其多任务特性非常优秀，而决定网管软件性能的最重要的指标是能快速和准确的对监控目标进行轮

询，支持大量的并发采集数据任务。

同时，系统依赖 Linux上高效安全的防火墙能力，得到可靠的安全保护，不用担心会受到外来攻击和感

染病毒而引发系统崩溃所带来的风险。

基于 Linux操作系统的好处：

基于 Linux 操作系统 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成本 不需购买，自由使用。 需要购买，部分产品还需要价格高昂的

服务器版本。

如用使用没有 windows授权的许可证，

给企业带来风险。

数据库成本 产品集成Mysql，不需购买。 使用 Sql Server数据库居多，需要购买。

如用没有授权的许可证，给企业带来风

险。

感染病毒风险 不会感染病毒。 风险大。需额外安装防病毒软件或者使

用硬件防毒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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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病毒软件价格低，但会引起服务器本

身性能下降。

硬件防毒墙价格高昂。

效率 多任务处理能力优秀，效率高、

响应快。这也是 linux被大量使用

作为 web 服务器和其他网络应用

服务器的原因。

在同等任务量的情况下，对服务器硬件

的性能要求为两倍或者更高。

稳定 linux被大量使用作为web服务器

和其他网络应用服务器的另一个

原因之一是系统足够稳定，内核

非常可靠，可长期连续运行。

系统长时间运行后，内存和 CPU 等系

统资源完全消耗、系统不响应、需重启

服务器的问题经常发生。

安全 大量的专业防火墙安全产品基于

Linux内核及操作系统。

没有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来开发专

业防火墙产品的。

高效和模块化的核心程序：

本产品 其他产品

采集间隔 领先的秒级监控能力与多线程任

务并发技术，实时精确、高效稳

定。最低为 1 秒的数据采集间隔。

最小采集间隔为 1分钟或以上。一般把

缺省值设定在 5分钟或更高。

预警 多种通知方式，告警快而准。对

要求严格的监控目标，通过进行

秒级的采集间隔设定，能迅速对

故障进行反应，执行预警动作。

慢。不适用于要求严格的环境。一般没

有微信、APP、电话语音等报警方式。

4.4 对网络和目标影响极低

系统以对带宽占用低、目标网络设备、服务器等性能占用接近零为设计原则，数据采集程序进行特别

优化。在满足监控所需数据的情况下，不占用任何额外的带宽，以及对目标的访问。

这差别于以追求最大限度展示图形和实时面板的软件系统，这些都牺牲网络中大量的带宽以及服务器

性能。

4.5 易于定制扩展

模块化的系统框架，让系统定制支持能力更强，无需代码级别的定制开发，只需要通过模板文件的编

写，即可完成对新设备的监控。大大节省了开发进度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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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系统对外提供标准 API接口，可与第三方短信系统、流程系统、其他网管系统进行对接，对个

性化的需求快速响应。

模块化的系统框架，让系统定制支持能力更强，系统对外提供标准 API接口，可与第三方系统进行对

接，对个性化的需求快速响应。

5 产品

“飞思网巡”产品由软件和硬件平台组成。

5.1 软件

软件分为“企业版”和“运营版”等版本。不同版本提供有差别的最高性能支持，根据使用规模进行

选择。

5.2 专用硬件平台

专用硬件平台通过跟高效和安全的 Linux操作系统、模块化设计的软件进行优化整合，形成的一体化产

品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性能，并且易于部署和维护。

目标设备：

需监控的一台网络设备、一台服务器均为一个目标设备。系统通过目标设备上的 IP 地址进行数据采集。

监测器：

对于目标设备，需监控各种参数，如 CPU、内存、接口流量等。系统为监控目标设备的各种参数而具

备不同的数据采集命令，称为监测器类型。监控一个参数需要配置一个使用指定监测器类型的监测器。

如，监控一台Windows服务器的 CPU 需在配置 1 个“windows系统 CPU监测器类型”的监测器。监

控一台交换机的 24个端口需在配置 24个“通用网络接口监测器类型”的监测器（1个端口 1个监测器）。

5.3 运维动环一体机（专利产品）

飞思网巡 E-PRO系列，一体机产品是公司创新型产品，中小机房 IT运维动环综合监控预警首选方案。

功能包括机房动力环境监控及全网 IP设备、网络设备、服务器、存储、数据库、中间件、应用系统等监控

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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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E-PRO系列（网管+动力环境一体机）

外观 设备正面 设备背面

接口 5个 10/100/1000Mbps RJ-45网口，2个 USB2.0，1个 RJ-45串口，1个 VGA。

12 路 RJ45（网口）类型开关量输入接口，每路支持 12V/0.5A供电。带状态指

示灯。

10路 RJ45（网口）类型 RS485-以太网转换接口，每路支持 12V/0.5A供电。

4路 RJ45类型继电器输出接口，两路控制输出 DC12V/0.8A，两路控制通断。带

状态指示灯。2路 12V/1A直流电输出。

FM1000E-PRO 标配 10IP，可扩展到 50IP

FM2000E-PRO 标配 50IP，可扩展到 100IP

FM3000E-PRO 标配 100IP，可扩展到 300IP

6 案例及应用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中心机房布署飞思网巡硬件 IT 运维网管系统，旁路接入核心交换机，对服务器硬

件、软件、数据库、信息系统、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光纤线路、存储设备、

UPS等，进行统一的监控预警。

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

① 服务器硬件状态监控，可以监控服务器温度，风扇转速等;

② 报警管理，有邮件通知和短信通知。不同设备可发报警给一个或多个人员;

③ 数据库深入监控，包括 oracle和 SQL;

④ 拓朴网址发布，需要在政府内部网站上展示拓扑图。

北京铁路公安局

① 北京铁路公安局局核心机房部署一套飞思网巡机房立体监控平台。

② 在北京局、北京处、天津处、石家庄处、神华处机房各部署一套机房动力环境

配件，含温湿度、烟雾、漏水、供配电、UPS、空调、门禁、视频、安防等监控。

③ 北京局通过专线，实现对各机房的网络设备、服务器、机房动力环境的统一监

控和预警。

宜昌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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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ISCO网络设备、HP G380服务器的硬件(包括风扇、电源、机箱温湿度等);

② HP EVA系列存储监控，DELL、IBM服务器的硬件监控;

③ 机房动力环境包括：温湿度、烟雾、漏水监控、UPS、精密空调监控;

④ 后扩展通过图形界面展示网络拓扑及动环拓扑。

河北省电网

针对河北省南部电网的多个机房物理隔离，使用两套监控系统分布式布署，对机房

的业务服务器，网络设备、数据库系统，机房动力环境进行基础数据采集，数据通

过网闸并在一个界面上监控，整体机房 3D拓扑展示预警。

成都双流车际机场

机房内上网链路、网络设备、服务器监控，对 IBM/HP 小型机、数据库系统进行了

深入的监控预警，对办公及业务系统进行预警。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分布式部署，使用分布式部署策略，在省分行部署“飞思网巡”中心平台，地州分

行、县支行部署二级和三级系统，监控数据逐级上报。

国都证券

对多个机房的温湿度、UPS、精密空调、烟雾、水浸进行监控，对关键网络设备、

服务器软硬件、专线等进行实时监控，对业务及交易系统进行监控，实现分级短信、

邮件报警。

黑龙江省卫生厅

对机房内部的 IBM刀片机、IBM的 DS存储进行监控，对服务器、网络设备、中间

件、数据库进行监控预警，并提供网络拓扑图。

山东大学

对 CISCO、华为交换机提供了设备性能和接口流量监控，对 IBM 服务器、EMC存

储、AIX操作系统和相关业务应用进行监控，对服务器硬件状态进行深入监控。

武汉钢铁集团

对武钢总部及下属矿山井下车间机房动力环境及交换机的无人值守。包括：电量、

温湿度、

UPS、烟雾、漏水等。

松下电器

监控 DLINK交换机、SAN交换机，ESX SERVER，LINUX 、WINDOWS SERVER，

监控 NETAPP存储 、ORACLE数据库；

监控MSSQL SERVER数据库，并提供短信报警功能。

中国铁通山东分公司

对铁通山东分公司 NDC机房的链路、网络设备及服务器运行状态进行全面监控，

特别是对 ESXi健康信息和 HP 服务器物理磁盘，电源，风扇，机箱温度等硬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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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层次监控。

湖北平安城市

针对平安城市项目，专有二次开发，针对视频设备的运行状况和线路质量实时监控，

在公安局的展示大厅提供线路、摄像头的状态展示。

7 部分用户列表

金融行业：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云南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分行

收汇宝电子支付

广州万隆证券

北京展恒理财

奥地利奥合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北京国都证券

江门融和农商银行

上海直达投资有限公司

江西中磊支付科技

雅安市商业银行

宜信公司北京总部

宜信公司武汉总部

香港直达国际期货公司

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华拓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银行

湖北英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大宗商务交易中心

天津信唐货币

合肥华拓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梅州农信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

运营商：

湖北移动

新疆移动

中国铁通山东分公司

通辽移动

潍坊电信

湖北各地电信（“平安城市”运行保障合作项目）

天津松江科技（城域网运营商）

上海朴聚

环球数码数据中心机房

可可数据中心机房

杭州攀普科技数据运营中心

湖北移动关南 IDC 机房

中国移动湖北有限公司业务支撑中心

杭州万国软宝

政府和事业单位：

中国国防部

教育行业：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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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

山西省政府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温州乐清市政府

黑龙江工信委

广州市环保局

潍坊公安局（应急联动项目）

宜昌公安局

天津法院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局

鹤山市政府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铁路公安

乌海市烟草公司

四川新闻网

河北省公安网监支队

深圳龙岗区统计局

广东佛山市政法委

湖北十堰市政府

陕西渭南市国土局

湖北省浠水县人民政府

温州人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东营市公积金

梅州市公积金

宜昌市人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宜昌市规划局

东营市政府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

鄂州市博物馆

浙江临海市国土资源局

武汉司法局

辽宁广播电视台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团结报

蓝田县公安局

成都理工大学

西藏大学农牧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深圳市南园小学

咸宁职业教育集团

浙江建德市教育局

肇庆教育局

海淀七一小学

中国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信息中心

郴州市教育局

甘肃省新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铁路技术职业学院

京师实验中学

怀化辰溪县教育局

烟台龙口市教育局

丰台教委中心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温州市实验小学

衡阳市铁一中

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小学

深圳市坂田小学

医疗卫生：

晋城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黑龙江卫生厅

湖北恩施卫生局

北京市 12320 公共卫生热线

黄梅县人民医院

内蒙准格尔旗中心医院

怀化市计生委

双鸭山煤炭总医院

康美医院

湖南正大邵阳骨伤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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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市工商局

广西海事局

湖北省气象局

衡水市公积金

广西省总工会

沈阳电视台

深圳报业集团

潮州市住房公积金

山西太原林业局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哈尔滨市档案馆

郴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台州市椒江区国土局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

中国出版社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开平市科工商务局

上海市团市委

攀枝花市环保局

武汉东西湖区财政局

东海舰队

台州市玉环国土资源局

三门峡市环保局

郴州市安监局

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

湖北宜城市政府

武汉市青山区政府

宜城市电子政务

孝感市密码管理局

硚口区政府

岳阳临湘财政局

荆州沙市区地税局

东莞市东江水务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商务厅

成都天河中西医科技保育有限公司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

衡阳市妇幼保健院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南京金陵医院

当阳市计生委

北京市药监局呼叫中心

德州市中医院

十堰市郧西县妇幼医院

咸宁市妇幼保健院

解放军 306 医院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宁市卫计委

湖北省竹山县人民医院

深圳中山泌尿外科医院

交通：

中交集团

上海地铁

天津地铁

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

苏嘉杭高速公路

深圳运发集团

深圳市交通联网售票有限公司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山东省滨州市公路管理局

长江宜昌航道局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

上海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津滨轻轨车辆基地

青岛地铁

天津市交管局

河北高速公路管理局

电力行业：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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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电网贵阳市供电局

贵州电网遵义供电局

山东高唐供电局

通辽电业局

山东济矿鲁能阳城煤电有限公司

大唐信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电力

广安电力

陕西德源府谷能源有限公司府谷电厂

北京电力

石嘴山市供电局

陕西宝鸡电力

新疆额河北屯电力

企业：

深圳环球数码

中影集团

松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

中国昆仑工程公司辽宁分公司

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太仓化工环保有限公司

理光高科技

上海维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钱宝科技

苏州裕融租赁

武钢集团

长春一汽国际物流

胜利油田钻井工艺研究院

江西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阿尔斯通创为实

美联物业

玉灿鞋业（上海）有限公司

中交集团

万基集团

同洲电子

龙视传媒

汉雅星空

苏州铁维

华丽环保

北京掌城科技

松下电器

北京新势整合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东营胜利油田钻井院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显微电子有限公司

中煤国际工程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

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化有限公司

湖南通程集团

北京腾翔伟业

上海新冠美家具

膳魔师（中国）

江西先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普天时代

北京市长城伟业投资开发总公司

长城润滑油

中国船级社

唐山钢铁

陕鼓集团

青岛飞华空管实业

中电飞华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锐创国际

海泰宇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波隆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数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共和精英塑胶五金制品

徐州港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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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春秋网络科技 苏州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中铁信息

8 公司介绍

深圳飞思安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飞思安诺公司）是国内第一个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基于硬件

的机房网管和动力环境监控综合型产品的厂商，并为国内机房综合监控预警的倡导者与领导者。公司是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双软企业和深圳软件协会成员单位。公司产品取得多项专利和 10多项软件著作权证书；

公司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飞思网巡”产品通过 CCC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飞思安诺公司产品自 2008年初成立已来，就一直专注于机房系列产品的研发，经过不断的创新和积累，

目前公司产品已大量应用于政府、金融、电力、交通、电信、广电、教育等行业，以及大中型传统企业、

互联网应用企业，并可为不同行业用户提供定制开发服务。公司现设有北京、上海、山东、湖北、湖南、

广西、四川、黑龙江办事处，并建设有覆盖全国的渠道网络。公司力争做 IT信息化监控和物联网应用的创

新者及领导者，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智能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有核心竞争力、持续增长、对社会有贡献、受

社会尊重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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