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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deployment,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supportability

SP1 的重點更新包含有：
• 增強警示、覆寫和搜尋的使用效能和可靠性。

• 支援將 SCOM 2007 圖表匯出為 Microsoft Visio 
VDX 檔案格式。

• Web console 現在可以在 [我的工作區] 中使用 [我
的最愛報表] 

• Web console 可讓使用者存取效能資料。

• 更新的指導手冊 – performance whitepaper, 
disaster/recovery guide, report authoring guide

• 更新的 step by step 教學影片

… 以及更多,更多的更新!!

高品質的保證：
• 經由 Microsoft IT 實際運行的保證

• 100% 由客戶所選定



客戶的需求與挑戰

• 有些應用程式的重要元件是架構在 Unix/Linux 之上

• 如何在我的分散式應用系統中併入這些 Unix/Linux 伺服器

• 單一 console 來執行 discover、manage 以及執行 tasks

我們需要異質平
台的監控管理

• 我要如何建立一個服務的關鍵健康指標報表

• 如果有系統問題影響到使用者，卻沒有相關資訊可看。

• 很難驗證我的 Service Level

我需要確保 IT 的
Service Levels

• 我需要位於第一層的操作員更有效率

• 增強綜合的處理與監視

• 難以管理許多特定的 資料來源與應用程式

我們需要一個整體
的 Datacenter 來監
控與增進我們的效

率



OpsMgr 2007 R2 解決方案
• 延續原本 SCOM 對微軟環境的監視，現在新增支援對非微
軟環境的監視

• 整合原本探索精靈的方式來新增監視 Windows、Unix、
Linux 或其他的系統

• 簡易的使用 MP 樣板來監視 Processes 以及 Daemons

• 互通性連接器能夠共享與同步化所有管理系統

跨平台的監視

• 使用精靈來建立 Service Level 的物件

• Service level 的警示會呈現於 availability 與 performance 

之上

• Service level dashboard reports 能夠drill-down到底層
的資訊

Service Level 的
監控與報表

• 相較於之前的版本，Console 提供了顯著改善的反應時間

• 改善的 notification subscription 精靈，能夠簡化新增與維護這
些通知

• 單擊一次的維護模式，便可暫停所有相關的監視項目

• 新整合的匯入管理套件精靈能夠自動地下載與安裝您所選擇管
理套件

• 新的監視樣板

• 監視可達千筆以上的 URL

強化的平台與使
用者感受



• Administrator 

− Operations Manager 2007 R2 必
須有可靠的 Agent 佈署與管理設
定。

• Service Manager 

− 確認監控 IT Service 項目的需求，
並與工程師建立刻製化的監控套
件

• Operator 
− 監視所有 IT 服務、系統以及應用

程式。並且是事件發生的第一線
處理人員



What’s new in OpsMgr R2 
for the Administrator



How OpsMgr R2 Helps the Administrator

Discovery wizard 只能夠讓我輕
鬆的 discover Windows 電腦

增強的 Discovery Wizard 現在也
包含 discovery Unix 以及 Linux 平
台

Administrators space 可以管理
所有的 Windows computers ，但
去管理監控電腦的權限安全性時
卻不太容易

更新的 Administrators space 將包
含 Unix Agents View ，就像
Windows agents 一樣並且透過增強
的 Run As Account 以及
Distribution Wizard

尋找新的 MPs，下載、解壓縮與
匯入是非常浪費時間 的。

透過 增強的 MP Import Wizard 你
可以搜尋網站(MP Catalog)上新的
MP，並直接下載與匯入



Discovery UNIX





Import Management Packs





What’s new in OpsMgr R2 
for the Service Manager



How OpsMgr R2 Empowers the Service Manager

我可以架構我的分散式應用系
統但卻沒辦法很簡單的建立客製
化的監控項目

新的 Process Template和 增
強的 OLE DB 以及 改善的
Windows Service Templates 
能夠大幅節省我的時間與金錢

對於 3rd party MPs 監控的報表
是很難客製化的

新的 Service Level 
Dashboards 讓我可以很靈活的
調整我所需的報表

我可以監控分散式應用系統的
健康狀態但無法監控我的
Service Levels

透過 新的 Service Level 
Monitoring wizards, 你可以很
簡單的產出影響服務的效能與可
用性報表



New Monitoring Templates



Service Level Tracking





What’s new in OpsMgr R2 
for the Operator



How OpsMgr R2 Simplifies the Life of the Operator

雖然我可以自訂 My Workspace，
但建立一個 Dashboard 卻是很 冗
長乏味 的

透過更新 Management Packs 的
New Views 以及 改進的
Dashboard view, 我可以很簡單
的建立自訂的 dashboards

我無法從 Alerts 中簡單的建立
subscriptions，但在MOM 2005 時
可以!

改善的 Notification 精靈 讓我
很容易就做到，並且節省了很多時
間

如需進入 Maintenance Mode 而不
想收到任何告警，我必須進行三個
步驟

更新過的 Maintenance Mode 
只需單擊便可將所有相關聯的項目
進入Maintenance Mode 

我在 Web Console 無法看到
overall health

在 Web Console 中已經新增
Health Explorer 。



建立 Subscripitions





Web Console





Overrides Summary





OpsMgr R2 的新功能與增強改
善項目

− 跨平台的監視

− Service Level 的監控與報表

− 新的監視樣板

− 使用性的加強

− 改良的效能



跨平台的監視

• 把原本端對端的監視分散式應用系統，擴大
到 Windows、Unix 和 Linux 的平台。

• 整合原本探索精靈的方式來新增監視
Windows、Unix、Linux 或其他的系統。

• 透過單一Console，集中監視各種跨平台伺
服器 (Windows、Linux 和 Unix)。



支援的 Platforms
Platform Beta RTM

Linux/SUSE Enterprise 9 (x86)  

Linux/SUSE Enterprise 10 SP1 (x86)  

Linux/Redhat Enterprise 4 (x86)  

Linux/Redhat Enterprise 5 (x86)  

AIX 5.3 (POWER)  

AIX 6.1 (POWER)  

HP-UX 11iv2 (PA-RISC/IA64)  

HP-UX 11iv3 (PA-RISC/IA64)  

Solaris 8 & 9 (SPARC)  

Solaris 10 (x86/SPARC)  

Linux/Redhat Enterprise 4 & 5 (x64) 

Linux/SUSE Enterprise 9 & 10 SP1 (x64) 

New

New

New

New

New



CPE架構



CPE的層級關係



CPE 監測範圍

• File systems: 
監測檔案系統

• Network interfaces:
確認網路卡是啟用與可用的。

• Core processes: 

監測系統的關鍵 processes ，例如: ssh, cron, syslog, 以及其他等
等. 

• Key configuration aspects: 
確認 hostname 是可以被解析的，WinRM 認證方式有被正確設定，以

及 SSL 的認證可透過 WS_Management 元件到達 Agent

• Core system attributes: 
包含確保磁碟空間不會趨近最大容量



Disk Space Collected



Memory & Processor 



Performance views



Powerful reports



Service Level 的監控與報表

• 能夠呈現所有 IT 服務的效能與可用性的詳細
數值報表，用來追蹤 IT 的 Service Levels。

• 允許個別定義 IT 服務的監視項目，可以透過
定義 Service Level 的物件來達成，而此物
件可能來自不同的監控項目。

• 可以透過報表或者是儀表板的方式來呈現，
例如使用微軟的 SharePoint 等等。



Service Level 的 3 種狀態等級

• Healthy：
代表所有元件的監視都符合設定的期望的参數值內。

• Warning：
代表有效能或是健康狀態有超出臨界值，但相關元件還

可運作 – 必須注意維護以避免服務停擺。

• Critical：
代表服務的相關元件已進入不健康的狀態，必須立即處

理。



Service Level 的監控與報表



Service Level 的監控與報表



新的監視樣板

• 新的 Process 監視樣板，能夠讓您監視執行
於系統上的最低 Process 數，訂定臨界值與
設定政策結束不想要的 Process。

• 增強的 OLEDB 監視樣板，允許操作員去定
義 database 的連接、查詢與臨界值的設定
等。

• 改善的 Windows Service 監視樣板，能夠使
用取代字元來選取多筆名稱相似的服務。

• 新的監視樣板，能夠讓您監視存在 Unix 和
Linux 系統上的 Log 檔案。



使用性的加強

• 新整合的匯入管理套件 (MPs) 精靈能夠讓您
瀏覽在微軟網站 (MP Catalog) 中可用的管理
套件 (MPs)，必且自動地下載與安裝您所選
擇管理套件 (MPs)。

• 改善的 notification subscription 精靈，能夠
簡化新增與維護這些通知，新功能包含了能
夠讓操作者直接在 alert view 上建立通知，
以及更容易的建立通知或條件式的通知。

• 新的複寫摘要檢視，讓您檢視所有複寫過的
管理套件。

• 在 Web Console 上新增能夠瀏覽 Health 
Explorer 的功能。

•



改良的效能

• 相較於之前的版本，Console 提供了顯著改
善的反應時間。

• 對於 URL 的監視，每台 Management 
Server 可提供超過 1000個 URL 的監視。

• 新增可完整支援安裝於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上。



主要效益

• 減少監視管理所有 Server 環境的成本。 並確保所有
跨平台服務的效能與可用性。

• 確保到使用者的服務水平符合需求。透過詳盡數據的效能與
可用性報表，能夠快速的鑑別服務出錯的最可能病因。

• 確保商務流程中重要的網頁應用程式和網站的可用
性。透過提高監視可達千筆以上的 URL，確保 .NET
與WEB系統的可用性。

• 增強管理性並確保所有虛擬系統的可用性。透過整合Virtual 
Machine Manager 2008和他的效能資源最佳化(PRO)功能，
來確保虛擬服務可利用最佳的硬體資源。

• 簡化各式IT管理系統的問題與處理動作。互通性連
接器能夠共享與同步化所有管理系統。



更多的訊息和資源

關於 System 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2007 

請造訪網站
http://www.microsoft.com/systemcenter/opsmgr

下載 Operations Manager 2007 R2 RC

請造訪 Technet 網站
http://technet.microsoft.com/opsmgr/

http://www.microsoft.com/systemcenter/opsmgr
http://technet.microsoft.com/opsm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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