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og Analyzer
将您的日志数据转换为功能强大的调查和故障排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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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Winds® Log Analyzer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日志管理和分析工具，可与 Orion® 
Platform 完全集成，并为用户提供实现其日志数据潜力的机制。 使用实时日志收集、
分析和可视化功能，您可以享用现成的可见性，直观了解 IT 架构性能和可用性。

LOG ANALYZER 概览
 » 收集您的架构生成的日志数据，以帮助您在对 IT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和执行取证分析时获得

更深入的洞察力

 » 通过直观的自带过滤器优化您的日志数据，并通过强大的搜索引擎帮助您迅速查找相关的
日志条目

 » 通过交互式图表快速可视化日志卷、搜索结果并优化时间范围

 » 通过集成的 Orion 警报对关键事件采取措施

 » 将您的日志数据直接集成至 Orion Platform 控制台，以便轻松地将其与网络和系统性能指
标一起查看

数据表

30 天，完整版本

免费试用

https://www.solarwinds.com/log-manager-for-orion-software/registration?CMP=LEC-OTA-SWI-SW_WW_X_PP_X_LD_EN_LAZLCH_SW-LAZ-20190200_OF1_X_X_VidNo-Data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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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WINDS LOG ANALYZER 功能 

日志和事件收集与分析

您的架构不断地生成日志数据以提供性能洞察力。 无论是 syslog、SNMP 陷阱、Windows® 还
是 VMware 事件，始终可以提供关键洞察力以进行故障排除。 使用一个工具来收集、合并和分
析日志信息，帮助您更快地找到根源。

搜索并筛选日志数据

日志数据堆积起来非常快，要找到相应的少量信息会很难。 Log Analyzer 可帮助您快速执行
搜索，并应用过滤器来优化您的结果。 此外，轻松将颜色编码标签应用于日志数据，以帮助筛
选、搜索和识别性能问题。

实时日志流

传统的日志收集和管理工具可生成纯文本或 HTML 格式的报告。 您还可以通过 SolarWinds 
Log Analyzer 查看交互式实时日志流。 当故障出现时，通过观察日志数据识别潜在问题即可
轻松将其排除，并针对像事件 ID 或错误代码等特殊关键词进行筛选。

Orion 智能警报操作

成为出现问题时第一个知道的人。 Log Analyzer 与 Orion Platform 的智能警报引擎集成，可
提供可自定义的警报和交付选项，包括电子邮件通知、ServiceNow® 集成以及触发外部脚本
的功能。

将日志数据与性能指标相关联

借助 SolarWinds PerfStack™，您可以在具有网络和系统可用性和性能指标的公共时间线上查
看日志数据，从而可以轻松、快速地查看可能导致运行中断或减速的事件。 

常见问题
Log Analyzer 如何授予许可？

不需要很复杂的卷计算。 Log Analyzer 许可基于生成日志数据的设备数量，和卷无关。

Log Analyzer 支持哪些日志源？

SolarWinds Log Analyzer 目前支持 syslog、SNMP 陷阱、Windows® 和 VMware® 事件。 VMware 
事件需要 Virtualization Manager 的许可证。

30 天，完整版本

免费试用

https://www.solarwinds.com/log-manager-for-orion-software/registration?CMP=LEC-OTA-SWI-SW_WW_X_PP_X_LD_EN_LAZLCH_SW-LAZ-20190200_OF2_X_X_VidNo-Data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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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志数据存储在哪里？ 日志数据将存储多长时间？

默认情况下，数据在 Log Analyzer SQL 数据库中存储七天；但可以在产品设置中轻松配置此设
置。

如果 Log Analyzer 不能满足我的需求该怎么办？

无论您是在 IT 运营、架构、监控还是开发运营领域，SolarWinds 都可为您提供适合的日志监
控和管理工具。

系统要求

30 天，完整版本

免费试用

硬件 最低要求

CPU 2.0GHz 双处理器。 建议使用双核处理器

内存 8GB

硬盘 100GB

软件 最低要求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16 或更高版本

数据库 SQL Server® 2016 SP1 
建议启用 SQL Full Text Search

Web 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11、Microsoft Edge®、Mozilla® Firefox® 45.0 或更高版
本、Google® Chrome® 49.0 或更高版本

注： 所列出的服务器最低要求假定为默认配置。 显著提高轮询率或统计信息收集率会增加服务器上的负载，需要处理
能力更强的 CPU 或额外的内存。

先试后买。 下载免费试用版！
耳听为虚。 SolarWinds 认为，您在购买我们的软件前应该先试用。 这也正是我们提供功能齐
全的免费试用版的原因。

https://www.solarwinds.com/log-manager-for-orion-software/registration?CMP=LEC-OTA-SWI-SW_WW_X_PP_X_LD_EN_LAZLCH_SW-LAZ-20190200_OF3_X_X_VidNo-Data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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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地区 
电话： 866.530.8100      
传真： 512.682.9301
电子邮箱： sales@solarwinds.com

亚洲地区 
电话： +65 6422 4123 
传真： +65 6593 7601
电子邮箱： apacsales@solarwinds.com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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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电话： +353 21 5002900      
传真： +353 212 380 232
电子邮箱： emeasales@solarwinds.com

太平洋地区 
电话： +61 2 8412 4910     
电子邮箱： apacsales@solarwin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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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各个组织的类
型、规模、IT 架构的复杂性如何，我们的产品均可让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在本机、云或以混合模式
监视和管理其 IT 环境的性能。 我们持续与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IT 运营专家、开发运营专家和
托管服务提供商 (MSP)）建立合作关系，以了解他们在维护高性能和高可用性 IT 架构时所面临的
挑战。 我们在 THWACK 在线社区等领域与他们合作，从中获得的洞察使我们能够充分理解技术
专家在 IT 管理中面对的挑战，并构建产品，以他们想要的方式解决已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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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天，完整版本

免费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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