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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要求 

1.1 服务器配置 

系统根据管理对象数量、监控指标多少、采集周长短不同对服务器的要求不

同具体的配置计算可以参考管理员手册相关章节，前期建议用于安装 IT 资源管

理系统的的目标服务器至少满足以下硬件规格要求： 

CPU：Intel 或 AMD 64 位 CPU，至少 4 核心 2.2Ghz 

内存：16 GB 

硬盘：512GB 

网络：千兆以太网 

1.2 网络环境 

系统所在的网络要能够主动访问被管对象所在网络，可以和被管对象在同一

园区网内也可以通过 NAT 访问被管对象。 

系统和被管对象在不同的安全域一定要把系统放在高安全域内。 

 

2 系统安装 

网瑞达 IT 资源管理系统基于自有 WRDOS 操作系统以 ISO 安装光盘为

安装介质。使用 ISO 可以为商用服务器硬件、网瑞达专用硬件、工控机、虚拟

化客户机、云主机等提供涵盖操作系统、中间组件、产品软件等 IT 资源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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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所需的一切软件及运行环境。 

本手册以借助 KVM 或者服务器带外管理为例进行安装介绍。网瑞达自有

WRDOS 也支持串口等其他安装方式，读者针对本手册提供的信息需要更多更详

细说明时，请参考《WRDOS 安装手册》。 

2.1 介质准备 

网瑞达 IT 资源管理系统以可引导 ISO 文件作为标准发布形式，读者可以使

用 ISO 文件引导虚拟机或者通过挂载 ISO 文件引导具备带外管理的服务器、

刻录为 DVD 光盘，还可以制作为可引导 U 盘。启动 U 盘的制作建议使用 

『Win32 Disk Imager』 工具，下载地址：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win32diskimager/ 

2.2 安装步骤 

1. 挂载镜像后进入引导系统，出现系统首界面如下图。选择安装选项，请

选择『All-in-One』安装。 

 

2. 若是使用 U 盘引导安装，则会出现引导介质设备类型选择界面如图 

3-1 所示。选择『Hard drive』 并按『OK』按钮进入引导介质设备名

称选择界面如图 3-2 所示。选择引导类型和对应磁盘设备名称（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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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sda1, 因机型和硬件配置而异，可做多次选择加以尝试）。 

 

图 3-1 选择引导介质设备类型 

  

图 3-2 选择引导介质设备名称 

3. 是全新磁盘或者新建 RAID，可能会出现提示如下图。选择『Yes, discard 

any data』建立分区表。 

 

4. 选择磁盘分区方法如下图所示。选择『Use All Space』 使用所有磁盘

空间，这将删除磁盘上所有数据，并创建默认分区结构。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勾选『Encrypt system』 选框，避免降低磁盘性能。 

 

5. 点击 『Reboot』 重新启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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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S 设置 

3.1 系统账号设置 

1. 登录系统控制台，使用用户名:『root』，密码:『@dm1n$』 登录命令

行。 

 

系统 root 用户因安全加固已禁止远程登录访问，远程访问需要创建新用

户。远程 SSH 登录端口为 『13911』。输入命令 『useradd wrd』新建用户 

（"wrd"即为新用户名，请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更改）。 

 

3. 为新用户设置密码。输入命令 『passwd wrd』 ，按 『回车』 键后输

入密码两次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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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络设置 

1. 在系统控制台以 root 用户登录后，输入 『setup』 命令进入配置界

面（如下图），选择 『Network configuration』（网络配置项）。 

 

5. 选择 『Device configuration』（设备配置项）。 

 

6. 在设备配置项页面中选择要使用的第一块网卡，作为外网网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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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置 IP 地址（此 IP 在网卡的网段中）、子网掩码、网关、DNS 信

息，最后按『OK』确认。 

 

7. 选择 『Save』（保存）。 

 

8. 选择 『Save&Quit』 （保存并退出）。 

 

9. 选择 『Quit』 退出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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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执行『service network restart』命令重启网络服务，以生效配置。 

 

11.执行『service php-fpm restart』命令重启 PHP-FPM 服务 

 

3.3 时间配置 

输入『date』命令检查系统时间是否正确，若不正确，则使用『date』命令

来校正系统时间为当前准确时间，如下图所示。 

 

4 系统设置 

4.1 系统登录 

安完成 OS 基本设置后，IT 资源管理系统的管理端默认使用 HTTP 协议访

问，也可以通过配置开启使用 HTTPS 协议访问。 

系统使用 TCP 『80』端口，可用 Chrome、Firefox、Safari 等现代浏览器

访问 URL：http://<ip> 。 

默认管理端用户名『admin』 密码为『Wr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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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地，强烈建议用户修改默认账户密码，以提高系统安全性。 

密码修改入口为：系统右上角用户名下的『用户信息』页面菜单。 

 

IT 资源管理系统管理端登录页如下图所示。 

 

4.2 NTP 设置 

为了确保 IT 资源管理系统记录信息的时间准确性，建议用户设置 NTP 服

务以同步准确时间。IT 资源管理系统进入『系统』『参数设置』『网络时钟

设置』菜单，界面如下图所示，填写 NTP 时钟服务器地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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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申请授权 

IT 资源管理系统 管理端进入『设置』『授权管理』菜单，在页面中填写

必要信息后点击『确定』按钮以下载授权申请文件，如下图所示。将授权申请文

件发送给我司技术人员以申请 License 授权 文件，之后在『更新授权』处上传

获得的 License 授权文件即可。授权申请联系人请参阅后文联系我们。 

 

5 使用示例 

系统使用方法请参考管理手册，本章节仅为使用示例。 

5.1 添加网络设备 

进入『资源』『有线』菜单，点击添加按钮，填写要扫描设备的开始地址、

结束地址和 SNMP 共同体名（默认方式使用 SNMPv2c）其他方式请展开高级

设置按要求填写，点击提交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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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会自动发现设备 IP，识别厂商、型号、接口等信息，可以选择要添加

到系统进行管理的设备，点击提交按钮，系统会提示是否创建新拓扑或者把设

备添加到已有拓扑，可以选择跳过、新建拓扑或者添加到已有拓扑。选择添加

到已有默认拓扑点击下一步。 

 

系统会继续提示是否采集计算连接关系所需数据，选择提交继续，系统会

自动采集相关信息计算设备间连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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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动计算出的连接关系中可以去掉不正确的结果，并选择提交。 

 

提交确认后会跳转到拓扑展示页面，拖动设备，调整各种设置和显示等。 

 

记得设置调整后点击右上角的菜单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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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拓扑管理 

系统中的拓扑是一个视图概念，一个被管对象可以存在于多个不同的拓扑，

被管对象之间的连接关系也会继承到所有的拓扑中，无需多次计算。在『视图』

『拓扑』菜单中可以对现有拓扑进行管理或者新建 

 

5.3 其他类型的被管对象添加 

系统可以管理各种类型的 IT 资源，包括有线无线设备、光网络设备、服务

器、虚拟化平台、数据库、中间件、存储、动环设备等，这些设备都可以通过资

源菜单各类管理对象进行添加，具体方法参考系统管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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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多功能 

6.1 机房和布线管理 

『机房』菜单下的功能对机房机柜使用空间以及综合布线的管理，可以通过

可视化的方式进行 3D/2D 的机房机柜图，直观的管理机房空间。通过对配线架

的信息和交换机接口/AP 关联，更高效的实现排障和溯源功能。 

 

6.2 IT 资产管理 

『资产』菜单下功能对在线和离线资产的管理，可以根据资产信息录入/导

入的 SN 号和设备管理自动发现设备的 SN 号进行匹配，实现更高效的在线资产

管理功能，同时提供合同管理、出入库管理、资产报表、过保提醒等多项功能，

具体方法参考系统管理手册。 



IT 资源管理系统 | 安装手册 

12 

 

6.3 网络设备配置批量下发和自动备份 

『配置』菜单下可以对网络设备的配置文件进行自动备份和批量下发，以及

对不同设备不同版本的配置文件进行比较，对配置文件进行合规性检查等，具体

方法参考系统管理手册。 

 

6.4 终端和 IP 地址管理 

『终端』菜单下的功能可以对所有在线和离线终端进行管理，记录终端对应

的 IP 地址、MAC 地址、接入位置（接入交换机端口/AP）等信息，用于溯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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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障管理。可以对每个子网 IP 使用情况进行管理，查看每个子网每个 IP 的当前

和历史使用情况，可以对已经分配的 IP 地址进行标记等，具体方法参考系统管

理手册。 

 

6.5 视图管理 

『视图』菜单提供拓扑视图、业务视图、星光图等对用户的 IT 资源的使用

和运行情况进行可视化监控和展现，具体方法参考系统管理手册。 

6.6 报表管理 

『报表』菜单提供了多种常用报表可以直接使用，也提供报表模板功能，用

户可以使用模板定义自己关注的数据内容，具体方法参考系统管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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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告警策略和告警通知 

『告警』菜单下内置了多种告警策略，并且允许用户根据实际情况定制自己

的告警策略，同时支持通过邮件、微信、短信等方式进行告警通知，以及告警跟

原因分析等功能，具体方法参考系统管理手册。 

 

6.8 系统设置 

『设置』菜单可以实现权限的管理、用户管理、系统运行状态监控、日志审

计、开启 HTTPS、统一身份认证对接等功能，具体方法参考系统管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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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更多参考 

更多 IT 资源管理系统的管理与使用参见下列手册。 

 《IT 资源管理系统系统管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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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联系我们 

微信扫下方二维码或搜索『网瑞达科技』关注我们，获取更多服务信息；全

国各区销售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可在微信公众号『关于我们』『联系我们』中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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