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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Winds Server
Configuration Monitor

SolarWinds Server Configuration Monitor (SCM) 是一种易于使用的工具，用来追踪您
®

的系统环境中系统和应用程序更改。 避免使未授权的配置更改影响应用程序性能的
速度。 比较不同时段的配置更改，或将其与性能相关联，这样您就可以更加轻松地查
明问题的根源。 Server Configuration Monitor 是一款功能强大但经济实惠的系统管理
员工具，带有基于节点监控的易于理解的许可授权模型。 SCM 构建于 SolarWinds 热
门的 Orion Platform，可为您的完整堆栈视图带来统一标准的监控体验。
®

SERVER CONFIGURATION MONITOR 概览
»» 可以基于代理的监控功能来追踪系统和应用程序的设置更改，让您能够了解有关更改内
容，即使这些更改在脱机状态下完成
»» 将服务器和应用程序配置中的更改与网络性能相关联，并查明任何潜在的配置问题
»» 自动检测符合监控条件的服务器
»» 适用于最常见服务器的即装即用配置文件
»» 查看硬件和软件库存并报告
»» 借助于 Orion Platform 将 SCM 轻松集成至您的系统监控解决方案
»» 在本地、云或虚拟环境中监控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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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追踪系统和应用程序更改
系统和应用程序一直会更改。 追踪所有这些更改对于系统环境的性能来说至关重要，但所有
这些需要手动的操作会非常耗时。 SCM 能够帮您留意这一切。 SCM 旨在监控您的服务器，
并记录对这些服务器的任何更改。 借助于 Orion Platform 功能强大的报表引擎，可以在一个
窗格中快速找到您所做的更改。

了解更多 >>
发现脱机状态下完成的更改
SCM 是一个基于代理的监控解决方案。 受监控服务器中每个部署的代理皆可捕获配置更
改，即使当网络宕机或服务器断开连接时也能够进行。 当服务器再次联机时，只要进行任何
未授权的更改，代理都会向您发出警报。

比较随着时间流逝而进行的配置更改
您是否需要了解维护时数有多少？ 或者您想要了解何时进行过更改？ 比较在仪表板中不同
时段的配置更改，并发现可能会出现的差异。

体验在线演示 >>
将性能的配置更改相关联
任何监控工具的主要任务都是能够尽快查明问题的根源。 您可以使用 SCM 将服务器和应用
程序配置中的更改与其性能相关联。 每当服务器因为不良的配置更改而导致缓慢，您都可以
很快找到原因并修复。

了解 PerfStack 的更多信息 >>
体验在线 PerfStack 演示 >>
观看 SolarWinds Lab 了解 PerfStack >>

管理资产清单
不要再将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用作 IT 资产管理的最佳解决方案。 通过 SCM 自动发现功
®

®

能创建您的硬件和软件资产清单。 此功能可以使列表始终保持为最新，无需耗时的手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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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on Platform 集成
SCM 构 建于 热 门 的 SolarWinds Orion Platform. 通 过 大 量 的 SolarWinds 其他 产品
(如 Server & Application Monitor, Network Automation Manager, Network Operations Manager,
Network Performance Monitor, Virtualization Manager, Storage Resource Monitor 等）为您提供
全面的集成功能. 基于 Orion Platform 的所有 SolarWinds 产品都能带来相同的用户体验，以及
功能强大且可靠的报表引擎。 此集成旨在让您能够根据需要扩展完整的堆栈监控解决方案。

许可
SolarWinds SCM 通过将受监控的节点数量获得许可。 一个节点被定义为一个服务器、虚拟
机、虚拟主机或操作系统实例。
无论有多少应用程序在服务器中运行，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服务器本身就是 一个节点。

系统要求
硬件
硬盘

10 GB 以上 | 推荐 20 GB

内存

6 GB 以上 | 推荐 8 GB

CPU

四核处理器或以上

软件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12, 2012 R2, 2016, Windows 8.1, 10

数据库

支持 SQL Server 2012, 2014, 2016 或 2017 的 Express,
Standard 或 Enterprise 版本

®

®

®

先试后买。 下载免费试用版！
耳听为虚。SolarWinds 建议您在购买我们的软件前宜先行试用。 这也正是我们提供功能齐全
的免费试用版的原因。 轻松下载和安装软件，当 SolarWinds SCM 查找您的应用程序和服务器
时，您正好可以小憩一下。 随后，全新的应用程序和服务器监控环境将呈现在您的眼前 - 即装
即用的仪表板、警报、报表及更多功能触手可得！ 就是这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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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OLARWINDS
SolarWinds 是功能强大且经济实惠的 IT 基础设施管理软件的领先提供商。 无论何种类型，
规模或 IT 基础设施的复杂性，我们的产品都能让全球的组织监控和管理他们的 IT 环境性能，
无论在本地、云还是混合模型中。 我们始终与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 IT 操作专业人员、DevOps
专业人员和托管服务提供商 (MSP) 密切合作 – 了解他们维护高性能和高可用性的 IT 基础设
施时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基于在 THWACK 等在线社区与他们合作时获得的洞察见解来构建
产品，这些产品能够通过技术人员对解决问题想要采取的方法来破解 IT 管理中突出的难题。
对用户的关注，以及对于端对端混合 IT 性能卓越管理的追求和努力，使 SolarWinds 成为网络
管理软件和 MSP 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者。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olarwinds.com.

联系我们
美洲地区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电话： 866.530.8100
传真： 512.682.9301
电子邮箱： sales@solarwinds.com

电话： +353 21 5002900
传真： +353 212 380 232
电子邮箱： sales@solarwinds.com

美国联邦

亚太地区

电话： 877 946 3751
电子邮箱： federalsales@solarwinds.com

电话： +65 6593 7600
传真： +65 6593 7601
电子邮箱： sales@solarwinds.com

有关更多的信息，请拨打 866.530.8100 或向 sales@solarwinds.com 发送电子邮件与 SolarWinds 进行联络。
要查找您附近的国际经销商，请访问 http://www.solarwinds.com/partners/reseller_locato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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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Winds, SolarWinds & Design, Orion 和 THWACK 商标是 SolarWinds Worldwide, LLC 或其附属公司的独家财产，在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登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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