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hatsUp® Gold Total Plus 版可全面查看云或本地应用程序、网

络设置和服务器的状态和性能。 

让您的信息部门对情况了如指掌，深入了解并自动解决问题： 
 

• 在问题影响到使用者之前就找出症结并对症下药 

• 让重点应用程序和服务能优先使用带宽 

• 自动探索、制作框架图、监控、预警以及制作清单和报告 

• 监控有线和无限线备以及云资源 

 

自动探索以及制作框架图 
 

WhatsUp Gold 第 2/3 层网络探索软件可识别网络上的所有设

备，包括路由器、交换器、服务器、接入点等等。WhatsUp 

Gold 提供起点扫描技术，通过自动学习您的网络架构来探索

网络上的所有设备。也可以使用 IP 范围扫描（从起始 IP 位置

到结束 IP 位置）功能来探索网络，搜索所有端口对接连线和

网络的依存关系。 

 

WhatsUp Gold 自动生成核心技术设施、Windows® 基础设施、无

线基础设施、云资源等的 2/3 层网络层。它可以监控无线 LAN 

控制器（包括 Cisco Meraki 无线云）、接入点、服务器、存储

设备及打印机等。独特的互动方式、网络架构图能够完整显

示整个信息作业环境，迅速呈现每台设备的状态，让您对整

个网络的状况一目了然。网络管理员通过点击任何设备即可

展示其状态、属性以及指定的监控工具，或者也可以选择切

入各个仪表板，显示详细的性能资料。 

TOTAL PLUS 版功能 
 

探索  

可用率与状态  

性能监控  

预警 

报告 

清单 

进阶监控 
（WMI、SSH、HTTPS） 

无线监控  

云监控  

存储监控  

流量监控  

虚拟监控 

应用程序与网站监控  

网络设定管理  

日志管理  

扩充式轮询程序  

REST API 

WhatsUp® Gold Total Plus 版本 
网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可用性和性能监控 

资料表 



 

 

WhatsUp Gold 互动式架构图 
 

 

管理与监控基础架构 

WhatsUp Gold 可持续监控您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和性能，包括路由器、交换

器、防火墙、服务器和存储设备等。换句话说，WhatsUp Gold 可监控任何设

有 IP 位置而且能通过监控标准通讯协议存取的设备，包括 ICMP、SNMP、

WMI 和 SSH。 
 

 
 

WhatsUp Gold 仪表板 
 

 
管理和监控您的云资源 

WhatsUp Gold 自动发现、配对和监控云环境，包括 Amazon Web Services 和 

Microsoft Azure 服务器。您可通过本地 API 收集的每个指标的状态和性能来

监控您的云资源，从而自动生成报告，并在有问题时获得预警。这不仅可

以让您跟踪云资源的使用情况，还可以让您跟踪云计费，并在简单的仪表

板上显示报告。使用 WhatsUp Gold，这些数据存储多年都没问题，您可追踪

长期趋势，而大多数云供应商只提供 60 或 90 天的指标，远远未能达到我

们的标准。这将 WhatsUp Gold 久经验证的网络监控功能扩展到混合云以及

内部基础设施外，以确保所有系统之间的一致性。 



应用程序监控 
WhatsUp Gold 提供及时可用的应用程应用规范，让您轻松监控常见 Microsoft 

应用程序的可用率和性能，例如 Exchange、SharePoint®、Dynamics、Lync®、

SQL Server®、DNS、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Active Directory®、Hyper-V®，

此外亦可监控 Linux 系统和 Apache 网页服务器（Linux 或 Microsoft 系统）。

轻松通过易于使用的设定档工具来为自行开发的应用程序建立设定档。 

 
 
 
 
 
 
 
 
 
 
 
 
 
 
 
 
 
 
 
 
 
 

WhatsUp Gold 应用程序监控 

 
 

网络传输流量分析 
WhatsUp Gold 使用 Cisco NetFlow、NetFlow-Lite 和 NSEL、QUIC、Juniper J-

Flow、sFlow 和 IPFIX 通讯协议来收集多家厂商庞大的网络传输流量记录。这

样可有效提升网络性能，找出网络流量的异常和瓶颈，并建立带宽使用政

策。WhatsUp Gold 可监控、预警及报告界面流量和带宽使用率。针对消耗网

络带宽的传输端、接收端、对话、应用程序和通讯协议排行，以此详细的

资料为依据采取行动。WhatsUp Gold 也有助于保障网络安全，因为它能够追

踪及通报传入暗网 (Tor) 端口的流量及其他可疑连线。 
 

 
WhatsUp Gold 网络传输流量分析 



虚拟监控 
对于虚拟主机和客体，WhatsUp Gold 可及时探索、制作框架图、监控、预警

及报告性能。同时保留所有虚拟主机和属性的最新清单。监控主机和客体

的性能与资源消耗，包括 CPU、内存、软盘和界面的使用效率。监控虚拟

服务器的可用率和性能，并同时连用 VMware 和 Hyper-V 技术来收集事件 

日志。 

 

 

WhatsUp Gold 虚拟监控 

 
 

 

日志管理 
WhatsUp Gold 日志管理将所有功能整合至业界领先的界面中，可轻松观看并

管理设备的日志资料及 Windows 与 Syslog 日志事件。网络管理员能监控、筛

选、寻找及预警网络中每个设备的日志，同时注意日志量变化等元趋势，

造就此集网络监控及强大日志管理功能于一身且又易于使用的一流解决方

案。WhatsUp Gold 日志管理功能让管理员能通过可自定义的 WhatsUp Gold 界

面，轻松管理 Windows 及系统日志事件与预警。广泛的事前及事后筛选功能

将日志存放区 (firehose) 缩减至所需的特定事件，同时在日志状态或事件触

发预设的条件或阈值时触发预警。 
 

 
WhatsUp Gold 日志管理 



设置与变更管理 
WhatsUp Gold 可为您网络上的路由器、交换器和防火墙自动设定设置与变更

管理。为网络设置建立封存档并进行审查，对任何变更发出预警并显示报

告。网络管理员可确保所有设备都使用通过授权的设定，以保证网络安全

性并符合规范标准。这样可减少因手动和重复设置以及变更管理任务而造

成的时间和成本。可为网络设备调度定期审查，以现成的设定范本来证明

符合封存设定的规范。 

 

智能预警与行动 

WhatsUp Gold 可通过电子邮件、文本、Slack 和日志中提供实时预警。预警功

能可让您在问题影响到使用者、应用程序和企业之前就主动出击。当设备

或监视器改变状态（例如从在线状态变成离线状态）或超出性能阈值（例

如内存使用率超过 75%）时，WhatsUp Gold 会发出警报。WhatsUp Gold 的智

能预警功能可通过在探索网络设备程序中自动辨认网络依存关系，消除警

报泛滥的问题并迅速确定出网络问题的根本原因。WhatsUp Gold 预警中心会

在单个仪表板中显示阈值警报。 

 

您可建立智能预警的预警发出政策，包括建立事件记录、Sloack 通知、发布

到 IFTTT、电子邮件、发送信息和自动化的自动修复功能，例如重新启动应

用程序服务或采取其他可由 PowerShell 指令码启动的动作。 

 

建立报告与清单 

WhatsUp Gold 提供易于定制化的报告作业环境。您可以从上百种现成的查看

视图中选择，或者轻松建立拖放式仪表板，来迅速评估信息作业环境的整

体健全状况，此外还可提供详细的向下切入仪表板，轻松检查出性能问题

的根本原因。这些仪表板能帮您迅速解决整个机构的效能问题。 

 

在故障排除或寻找问题时，即时性能监控工具可提供非常详尽的报表。您

可将这些报表新增到任何仪表板视图，并设定为显示任何性能监控工具的

即时统计资料。通过灵活的暂停及导出数据，这些报告可大幅改善问题解

决所需的时间。 

 

WhatsUp Gold 还提供集成的清单报告功能，包括硬件清单、已安装软件与更

新的报告、保修报告等等这些报告能既省时又省钱，把年终的信息部门盘

点工作从好几周缩短到几分钟，还可以帮您找到使用率过低的硬件以便重

新部署，并找出没有授权的软件，省下昂贵的添购成本。 



REST API 
WhatsUp Gold 内含强大的 REST API，能轻松管理 WhatsUp Gold 与其他系统的

整合。广泛的 OUTBOUND REST API 呼叫套件让使用者能利用 REST 从其他第

三方系统提供信息给 WhatsUp Gold。此方式将整合延伸至应用程序层级，因

此能轻松地无缝整合 Salesforce、Office 365 等其他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功能。同

样，INBOUND REST API 呼叫让您能从 WhatsUp Gold 获取特定的资料，或输入

来自单独系统或脚本的信息，以便将工作负载自动化。您能提取当前状态信

息供其他系统使用、在进行变更前自动将设备置于维护模式、添加或删除设

备、添加监控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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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Progress 

Progress（NASDAQ 股票代号：PRGS）提供顶尖的产品，用以开发、部署并管理

影响重大的商业应用。我们全方位的产品堆叠旨在提高技术团队的生产力，并

让组织能加快策略性商业应用的创建及交付，将配置、部署及扩展应用程序的

流程自动化，并使关键资料及内容更容易存取且更安全，实现竞争优势及业务

上的成功。如需了解 Progress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 progress com 或致电：

+1-800-477-6473。 

© 2021 Progress Software Corporation、和/或其子公司或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Rev 2021/01 RITM0103143TW 

如需免费试用，请访问： 

www.ipswitch.com/tw/forms/free-trials/whatsup-gold 

https://www.facebook.com/progresssw
https://twitter.com/progresssw
https://www.youtube.com/progresssw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progress-software/mycompany/
http://www.progress.com/
https://www.ipswitch.com/tw/forms/free-trials/whatsup-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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