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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录系统

打开浏览器 ，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www.youshengyun.com/y9home 回车后，在登陆

框里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及密码登录系统。

登录成功，在导航菜单选择服务总线模块进入，界面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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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资源管理

2.1服务资源目录

2.1.1 新增分类

在根节点或者子节点点击右键，弹出新增分类菜单，输入分类名称，点击确定即可。

2.1.2 编辑分类

在子节点点击右键，弹出操作菜单，点击编辑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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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删除分类

在子节点点击右键，弹出操作菜单，选择删除分类，点击确定即可删除分类，如果该分

类下还有子分类或者服务，先删除子分类和服务，然后删除该分类。

2.2.服务资源管理

2.2.1 新增服务资源

新增服务资源在服务资源目录下选择 按钮，填写完整信息提交完成资源新增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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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服务资源编辑、删除操作

编辑服务资源点击该记录右侧操作下对应的“ ”，在窗口编辑信息保存退出即可；

删除服务资源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在服务资源列表前面勾选要删除的项，点击

按钮批量删除，另一个方式是在列表后面操作下面直接点击对应列的“ ”按钮。

2.2.3 服务资源负责人的增删查

（1）设置负责人

a）鼠标点击要设置负责人服务资源所在的列，然后点击 ，出现窗口如下

所示，输入负责人的姓名和手机号，点击“保存”按钮完成操作。

B）点击操作列的“ ”按钮，在服务编辑页进行添加,直接编辑服务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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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负责人

直接点击想要查看负责人的服务资源所在列操作项下的“ ”，可以看到如下界面：

（3）删除负责人

在编辑页，直接编辑服务负责人及联系方式列即可。

2.2.4 服务资源联系人的增删改

（1）添加联系人

a）勾选要添加的列，点击“ ”按钮，将弹出选择人员的按钮，勾选人员，

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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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点击列表后面操作下面的“ ”按钮，弹窗如下页面，勾选负责人点击确定，在左

侧列表将显示所选择的负责人。

（2）删除联系人

点击操作列的“ ”来删除负责人，弹出确认框，点击确定即可将联系人移除。

2.2.5 按服务名称查询服务资源

通过选择服务类型、启用状态、是否为定时任务、是否可检测、当前状态以及服务中文

名称来进行模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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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短信通知服务负责人

如果该服务已经添加了负责人，需要手动将该服务的状态信息通知给负责人点击“短信

通知”确定即可。

2.2.7 查看服务最新状态

选择服务点击“ ”按钮，即可刷新该服务的当前状态。

2.2.8 权限设置

在列表中勾选一条服务，点击“ ”按钮，弹出设置界面，显示有权限访问该

服务的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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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侧的“+”按钮或者“添加所有用户”进行授权，此时授权人员会移到左侧，如

想移除，点击“-”即可，或者点击“移除所有用户”按钮。

三、服务操作日志

服务操作日志记录服务被增删改操作的时间、操作人、时间等信息，可以按照操作状态、

服务名称、用户名称、时间区间组合模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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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务访问统计

服务访问统计模块主要是监控统计服务资源的访问情况，包括服务名称、服务地址、访

问次数、最小耗时、最大耗时、平均耗时、请求流量、响应流量。

五、定时器日志

服务历史状态查询可以按服务名称、webURL 进行单项或者组合查询，支持模糊查询。

主要查看定时器的 cron 表达式、第一次触发时间、最近触发时间以及下次触发时间等信息。

六、历史状态

服务历史状态查询可以按状态、服务名称、检测时间区间进行单项或者组合查询，支持

模糊查询。



10

七、调用者管理

界面如下所示：

7.1注册账号

点击 ，填写账户名和账号密码提交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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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编辑账号

选择要编辑的账号记录所在行，点击 在“修改密码”窗口中编辑密码保存

即可，账号名不可以更改。

7.3删除账号

点选要删除的账号，点击 并确定即可。

7.4权限设置

选择要设置权限的账号，点击 ，出现如下图所示窗口，在右边框选择要赋

权的项，点击+号添加到左侧框，保存完成权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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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权限查看

点选要查看权限的账号名所在行，然后点击 ，在窗口中可查看权限。或者

点击列表的“查看服务”进行查看。

八、联系人管理

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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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设置消息接收类型

点击“ ”按钮，修改消息的接收类型，主要包括：短信、邮件、

短信和邮件三种类型，点击确定进行保存。

8.2设置是否领导

点击“ ”设置联系人，将其设置成领导。

8.3删除联系人

点击“ ”按钮，在确认框中点击确定，即可删除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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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查看服务

点击列表的“查看服务”，就能查看该联系人所负责的所有服务。

九、名称映射

为了更近一些理解服务，将英文服务名称进行中文映射，以便服务列表中显示。界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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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编辑服务名称映射

在列表中选择要编辑的服务，点击“ ”按钮，在服务中文名称编辑框

中输入，点击保存，即可编辑成功。

9.2搜索

可以根据服务注册名称和服务中文名称单项或多项进行模糊查询。

十、消息日志

界面如下所示：

10.1查看详细信息

在列表中选择一条信息，点击“ ”按钮，可以查看该消息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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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搜索

可以根据接收者、发送时间来综合查询。

十一、跳过检查的 URL 规则

界面如下所示：

11.1新增

点击“ ”按钮，输入要跳过的 URL，可以是全路径，也可以是匹配路径，“*”

代表跳过所有检查，点击“确定”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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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修改

点击“ ”，对规则进行修改或者禁用，点击“确定”保存即可

11.3.删除

点击“ ”按钮，在确认框中点击“确定”即可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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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领导联系人管理

12.1设置领导人

点击“ ”，在弹窗中选择领导人，点击“确定”保存即可。

12.2删除领导联系人

点击“ ”，在确认框中点击“确定”即可删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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