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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D	是什么？
COLLECTD	是收集系统和应
用程序性能指标的守护进程。
指标是一种度量，提供围绕给定指标的常规数据点， 
例如 CPU 利用率。指标数据源按常规间隔生成度量
值，包含：

• 时间戳
• 指标名称
• 度量（数据点）
•  维度（通常描述主机、实例类型或其他需要过滤

或对指标进行排序的属性）
指标对于监控尤其有用。就像定期检查患者脉搏的心脏
监测器，指标可以帮助您深入了解影响基础设施和应用
性能和可用性的趋势或问题。但是，心脏监测器不会告
诉您为什么患者的心率突然出现问题 - 您需要其他方
法来快速确定问题的原因并稳定患者。

指标通常由运行在服务器（操作系统）、容器或应用程
序上的守护进程（或进程）生成。每个数据测量都通
过网络传送到指向并分析该信息的服务器。请务必注
意，collectd 仅执行指标的收集和传输。它不会自行
分析或提供指标。您需要一个工具（例如 Splunk） 
或像 Graphite 这样的开源选项来收集和可视化指标。

collectd 涉及在服务器上运行的代理，该代理配置为测
量特定属性并将该信息传输到定义的目标。collectd  
是一个可扩展的测量引擎，因此您可以收集各种数据。
目前，collectd 最常用于核心基础架构监视分析， 
例如深入了解工作负载、内存使用情况、I/O 以及服务
器和其他基础架构组件的存储情况。您可以访问  
http://collectd.org 来了解有关 collectd 的更多信息。

COLLECTD  
简介

COLLECTD 简介 COLLECTD 简介 

http://collect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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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D	测量什么 
COLLECTD	可以测量广泛的
指标。
默认情况下，它使 CPU、接口、加载和内存插件完美地
从服务器获得基本指标。

您可以将大约 100 个插件添加到 collectd 中。许多
插件集中于网络主题（从 NetLink 到 SNMP 的网络
协议），而其他插件则涉及从 UPS 到传感器的流行
设备。包括流行的应用程序堆栈软件组件。您会发现 
MySQL、ReDIS 以及许多其他流行的插件。 
插件的完整列表可以在以下地址找到： 
https://collectd.org/wiki/index.php/Table_of_Plugins。

COLLECTD 简介 COLLECTD 简介 

获得	COLLECTD 
有很多地方可以获得	
COLLECTD， 
并且它的许可证是免费的。
您也可以将 collectd 作为二进制文件获取（如果您准
备好使用它们），或者可以获取源代码，根据需要修改
它，然后编译源代码。

获得 collectd 的最直接的方法是下载 collectd 数据
包，您可以在 https://github.com/collectd/collectd/ 
找到。
 git clone git://github.com/collectd/collectd.git

在那里，您需要使用 Buff.Script 脚本编译 collectd，
这是分发的一部分。

有一些已编译的数据包，这将为您节省相关步骤。 
这些数据包依赖于分发。有关完整列表，请访问 
https://collectd.org/download.shtml，了解可以使
用  pkg_add, apt-get   等安装的可用分发。编译完成
后，您可以添加执行特定测量的插件（稍后会在插件上
添加更多插件）。您还将修改  collectd.conf（定义插
件），进行测量的频率以及如何传输收集的数据。

https://collectd.org/wiki/index.php/Table_of_Plugins
https://github.com/collectd/collectd/
https://collectd.org/downloa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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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UNK	侧重于索引和分析
指标和机器数据。
虽然收集数据是有效索引和分析数据的必要步骤， 
但 Splunk 的重点是围绕基础架构数据提供分析。 
同时，collectd 的重点是以简单、轻便和免费的形
式，收集数据，并将数据传输到分析工具。

使用 collectd 和 Splunk，您能够轻松和安全地分析
大量基础架构数据。

今天，“分析”数据不仅仅意味着创建仪表板，对阈
值进行警告，并根据需要创建可视化。随着环境与可
观察性需求的增加，Splunk 软件可帮助您识别可能无
法用肉眼观察到的趋势、问题和关系。

更重要的是，collectd 生成的指标只能说明一半的事实
情况。它们对监控很有用，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发生
了什么”的答案。 它们不会帮助我们快速地解决问题
并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发生？” 通过关联时间序
列中的日志和指标，可以添加唯一来自日志的上下文。

SPLUNK  
和	COLLECTD	 
如何一起工作？

COLLECTD	的好处
免费！ 
您无需为每个代理付费，您可以将 collectd 推送到认
为合适的许多系统中。还可以使用您喜欢的任何插件。

轻便。 
从内存和磁盘的角度来看，collectd 的占用空间很小。 
它的模块化架构允许代理以最小的尺寸便可执行该工作。

您将减少对软件供应商的依赖。  
collectd 只收集和传输指标。您可以将该信息引导到任
意数量的工具来消费该数据。

在收集的内容方面，它具有非常高的灵活性。 
通过 collectd，您可以具体声明要捕获的指标，以及希
望以何种频率捕获它们。这意味着您可以将指标集合缩
减到适合您的可观察性需求的数据。或者，您可能只想
在不支持任务关键型 SLA 的系统上每隔 5 分钟收集一
次数据，但对于具有“4 or 5 9’s”可用性要求的系
统，将轮询时间间隔加速到每分钟一次。

这些好处并非没有挑战。collectd 要求您积极管理分配
代理的方式（虽然诸如 Puppet  的 CI/CD 工具可以提
供极大帮助）。

https://pupp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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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D 云是本地的吗？	 
它很复杂。
根据 云本地计算基金会 (CNCF)，云本地系统具有以
下特性：

1.它们被包装在容器中： 

 hub.docker.com 列出了超过20 个 包含多种 
flavor 或其他 collectd 的集线器回购协议。 凭借
几个回购协议超过 500 万次的提取，这很可能通
过 LITMUS 测试，collectd 不仅是容器箱化的包
装，而且被容器社区广泛采用。

2.它们进行动态管理： 

 动态编写配置文件可能是最好的，也是唯一可能
的方法（尽可能地说），以管理 collectd 的状态
和行为。一些开源项目使用环境变量作为动态配
置 collectd 状态以提供运行时配置的方法。但是
缺少接口会使配置和管理 collectd 状态变得具有
挑战性。当然可以改善在容器环境中运行时的维
护和运行成本。

3.它们是面向微服务的：  
毫无疑问， collectd 是一个非常松散耦合的集合
守护进程。它的插件体系结构允许插件的任何组合
彼此独立运行。

对 collectd 而言，满足 CNCF 识别的所有标准可能是
一个挑战，但是，总是有改进的空间，当然， 
对这个伟大的项目来说，有更多的开源贡献： 
https://github.com/collectd/collectd。谁来挑战？

SPLUNK 和 COLLECTD 如何协同工作？SPLUNK 和 COLLECTD 如何协同工作？ 11

https://www.cncf.io/about/charter/
http://hub.docker.com
https://www.cncf.io/about/charter/
https://www.cncf.io/about/charter/
https://www.cncf.io/about/charter/
https://github.com/collectd/collec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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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d 是其中最久经考验的系统监控代理之一， 
并有超过 130 个插件的官方目录。

核心 collectd 守护进程的这些插件可以完成所有工
作，从重要系统指标（例如 CPU、内存和磁盘使用
率）到针对 NetApp、MySQL、Apache Webserver 
等众多流行技术的特定技术指标。特别是一些插件扩展
了 collectd 的数据转发和收集能力，允许它作为在环
境中运行的多个 collectd 代理的中心收集点。

与任何开源代理一样，collectd 的强大之处在于它
的可扩展性。例如，官方 collectd 文档中的所有插
件均使用 C 语言编写，这使得 collectd 能够在运行
时对主机系统产生最小影响，并且提供了可扩展性，
消除了在依赖关系上的开销。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
如，Python 的 collectd 插件需要具体版本的 Python 
能够在主机系统上使用。然而，对于许多插件，不需要
依赖的库集。

然而，C 语言有其自身的问题。对于许多开发人员来
说，这是一种在大学之外没有被广泛使用或讨论的语
言，或者是关于特定建筑问题的方法的无关紧要的对
话。幸运的是，还有其他途径来扩展 collectd 的核心能
力。通过  collectd GO 插件，开发人员能够以 GO 语

言编写 collectd 的强大扩展，这是一种类似于 C 的语
言，它是编译的，可以在没有任何外部依赖的情况下使
用。对于许多系统管理员和试图在优化的基础架构上
传输软件和服务的 SRE 而言，必须将 Python 添加到 
CoreOS 中的这种操作没有成功的希望。用 C 和 GO 
语言扩展 collectd 非常适合那些需求基础架构优化黄
金法则的人士。

如果您正在寻求速度和易用性，可以很容易地用 
Python 或 Perl 插件扩展 collectd。只要意识到您在
干什么即可。Perl 和 Python 均：

•  在运行时编译，这意味着它们在没有依赖关系的情况  
 下 不会被整洁地打包 

•  在运行的可靠性方面，不如使用 C 或 GO 语言   
 编写的插件

•  可以为系统增加额外的开销 

这可能不是开发中的问题，但如果可以避免的话，生
产工程师和管理员很少希望增加额外的开销。也就是
说，Python 和 Perl 对于快速开发和易用性以及直截了
当的语法都非常适用。两者都有大量的社区贡献库，这
使得它们在相比于系统的总体资源利用率更注重速度和
灵活性的情况下，成为极佳的选择。

SPLUNK 和 COLLECTD 如何协同工作？ SPLUNK 和 COLLECTD 如何协同工作？

可扩展性 
这完全取决于性能、 
可靠性和灵活性。

https://collectd.org/documentation/manpages/collectd-python.5.shtml
https://github.com/collectd/go-collec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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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何监控解决方案一样， 
该工具与数据一样好，  
而数据与使用案例一样好。 
始于“收集一切，然后仔细研究”的策略是解决典型大
数据问题的良好方法，在大数据中，数据跨越多个环
境、来源和格式。

第一步是知道您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例如，如果您是系
统管理员，您要考虑的问题包括：

• 我的主机性能是否像预期的那样？ 
• CPU是否被过度使用或者使用不足？ 
• 网络流量是否如预期的那样流向服务器？ 
• 我的硬盘是否已满？

collectd 既拥有对这些数据源的开箱即用插件，又有多
种方法来确保可以提供与环境相关的数据。本节中，您
将了解如何配置 collectd 来回答上述问题，并发现在可
视化工具中寻找什么。

collectd.conf	文件全局设置示例： 
下面介绍了如何在 collectd 中为系统监控设置全局变
量和重要插件。

######################################################
# collectd 的全局配置                    #
######################################################

主机名“my.host”

间隔 60

关于这些设置：

最基本的 collectd. 配置不需要全局设置。在该示例
中，我们使用主机名来设置主机名，它将与 collectd 
守护进程中的每个测量值一起发送。请注意，如果未设
置主机名，collectd 将使用 gethostname(2) 系统调
用确定主机名。

间隔设置将设置调用 collectd 插件的时间间隔（以秒
为单位）。这设置了测量的粒度。在上例中，每 60 秒
收集一次测量值。请注意，间隔设置不需要设置， 
但默认为每 24 小时一次。

分析 COLLECTD 数据 分析 COLLECTD 数据

分析  
COLLECTD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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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间隔的说明： 
此值不应经常变化，因为收集测量值的间隔应符合技术
和服务级别的要求。换句话说，如果您不需要每隔  
60 秒就知道 CPU 的利用率，那么就不需要每 60 秒测
量一次。请记住，collectd 插件全部在相同的时间间隔
上运行，所以在保持插件的同时也要选择一个间隔。

在过去，3 到 5 分钟是一个完全可接受的监控间隔。但
是，随着工作负载和部署变得更加自动化和复杂(以及对
服务交付的期望增加)，以 60 秒为间隔的收集数据并不
少见，有些组织甚至每秒钟收集数据一次。六十秒是收
集间隔的良好标准方法，用于收集和使用指标数据的任
何工具都应该能够提供这种收集和分析间隔。

加载	collectd	插件: 
加载插件的语法很简单: 为了使配置文件易于阅读和更
新，请单独保留一部分用于加载插件和插件设置。

######################################################
# 加载插件部分                # 
###################################################### 

加载插件系统日志 
加载插件日志文件 
加载插件 CPU  
加载插件接口

 

这些行加载以下各项所需的插件: 
 • 设置日志级别和位置（系统日志、日志文件） 
 • 收集 CPU 指标 (CPU) 
 • 收集网络指标（接口）

为插件配置设置 
本节将详细介绍如何设置我们在前一节中加载的插件。
每个插件都有自己独特的设置，当我们第一次设置 
collectd 时，我们喜欢将日志设置为信息，以确保这
些设置是正确的。语法错误可能导致 collectd 守护进
程失败。如果您对设置有信心，那么日志级别就可以更
改为不那么冗长的内容，例如警告。

######################################################
# 插件配置                # 
######################################################
<Plugin logfile> 

  日志级别信息 
  文件 “/etc/collectd/collectd.log” 
  时间戳真 
  PrintSeverity 真 
</Plugin> 

 

<Plugin syslog> 

  日志级别信息 
</Plugin>

配置文件的这一部分只是为了确保您获得有关 collectd 
的重要信息，并捕获日志文件中的任何潜在错误。您可
以在命令行中使用这些日志来解决代理部署问题，也可
以使用日志分析工具（例如 Splunk平台）来执行更高
级的分析。（我们为该操作推荐了工具，但是您可以选
择最适合您的。）

日志文件 - 这里您正在设置日志级别并调整一些关键设
置，例如位置（文件）、是否添加时间戳以及是否添加
严重性。您可以更改级别以调试更详细的日志，或者仅
针对严重错误更改警告或错误。

分析 COLLECTD 数据 分析 COLLECTD 数据

https://www.staging.splunk.com/en_us/products/splunk-enterpri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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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日志	- 通过它可以了解 collectd 要写入我们的
系统日志的级别（如果您要将数据发送到 collectd 日
志，这可能是不必要的）。如果使用系统日志对主机进
行故障排除和调查，则完成此步骤非常重要。

CPU - 此插件将按 CPU 收集测量值(禁用此设置可跨所
有 CPU 核心收集聚合 CPU 测量值)。ReportByState 
将 CPU 指标分解为实际的 CPU 状态；系统、用户、 
闲置等。如果未设置，则指标将仅用于空闲状态和聚合
活动状态。

<Plugin cpu> 

  ReportByState  真 

  ValuesPercentage  真 

</Plugin>

您可能没有考虑每个 CPU 值，但如果您的目标是确保
所有逻辑 CPU 正在被传递到系统的工作负载使用，这
可能非常重要。对于大多数监控使用案例来说，获得聚
合利用率就足够了。

下面的图表（图 1a）来自构建服务器示例，表明该机
器的 CPU 仍大部分空闲。这意味着您有可能过度调配
此实例，并且您可以使用明显较少的硬件完成相同的工
作负载。

图 1：我们的主机对非活动和活动 CPU 状态的利用率。

两张图片均显示此系统通常处于闲置状态。事实上，
它只占用其总 CPU 容量的大约 1％。但这是一个任务
关键型服务器，所以它不太可能会被硬件更小的服务
器所取代。一旦您走上顶部书架，很难回头。

接口 - 在这种情况下，接口没有任何特定的设置。 
这意味着您可以从所有接口收集网络数据。

<Plugin interface> 

</Plugin>

网络流量是在服务器内整体资源利用率下降时首先要
检查的事项之一。在本地网络中丢失连接是数据中心
的常见问题。如果 CPU 空闲使用率接近 100％，则该
服务器可能没有接收任何来源的流量。接口插件有助
于解决这个问题。

此配置使用最基本的设置来捕获所有接口的网络数
据。collectd 接口插件允许您在需要时显式忽略某些
接口（尽管在此方案中不是必需的）。

备注：有很多原因可以忽略接口。环回接口没有关联
的物理硬件，因此测量其性能并不重要。您可以通过
显式列出要忽略的接口或使用正则表达式动态消除接
口来静态排除受监视的接口。

分析 COLLECTD 数据 分析 COLLECTD 数据

https://collectd.org/wiki/index.php/Plugin: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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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该数据时，您应该将所有接口汇总在一起，因
为您正在寻找所有接口的基本活动（我们也做了一些小
算术，以确保我们以每秒兆字节为单位查看流量）。 
collectd 接口插件将 Net I / O 作为 Octets 进行收集。
正如对音乐非常感兴趣的人所知道的，Octets 是由 8 位
音乐家组成的小组合。计算世界中的 Octets 大致相当
于 8 位或一个字节。

请注意，许多接口指标都是作为计数器出现的，也就
是说，除非重置为 0，否则这些值不会降低。我们用
来将这些数据以每秒兆字节为单位进行显示的公式为 
interface.octets.rx *（0.000001 / 60）

在下图中，您可以看到该服务器存在稳定的网络流量。

图 2：此搜索显示了该主机的入站网络数据。我们已将 octets 转换为兆字节。 
  

了解到该服务器拥有相当标准的网络数据流，您可以
设置一条警报，以便在入站网络数据持续一段时间低
于此线路时发出提醒。这可能会提供足够的警告，说
明您即将开始查看该服务器上的严重故障并收到开发
人员的投诉。

DF  -  DF 插件提供了有关文件系统的重要统计信
息，包括总可用空间、使用量和预留量。您可以按照 
MountPoint、FSType 或 Devicename 筛选测量结
果。与接口插件一样，您可以静态设置此筛选器或使用
正则表达式进行动态筛选。下面的设置示例显示了根分
区仅获取测量值的百分比。您也可以看到绝对值，但是
对于该使用案例，我们有兴趣知道本地文件系统何时将
会满。空间已满的磁盘（或接近空间已满的磁盘）通常
是应用程序和服务器故障的根本原因。

<Plugin df> 

  MountPoint “/” 

  ReportByDevice  真 
  ValuesAbsolute 假 
  ValuesPercentage 真 
  IgnoreSelected  假 
</Plugin>

 
与 CPU 一样，此示例使用我们的分析工具将所有指标
合并到一个图中：

图 3：此图表显示了我们的根文件系统中随时间释放、使用和保留的数据量。

分析 COLLECTD 数据 分析 COLLECTD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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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迄今分析的其他指标一样，此服务器处于固态。在这
种情况下，一些额外的警报将会很有用。当磁盘可用空
间小于或等于 50％ 时，会发出第一次提醒，当服务器
的磁盘可用空间少于 25％ 时，会发出下一次警告，当
可用空间少于 20％ 时，最后一次会是严重警告。这些
警报将有助于防止磁盘中断。

例如，在与一组系统管理员合作时，我们的任务关键型
应用程序发生严重故障。经过数小时和多轮的指责后，
有人发现将数据从本地数据库移动到中央数据库的主要
批处理过程之一失败了，因为它所托管的虚拟机的空间
不足。但我们没有接到有关虚拟机磁盘空间的警报， 
因此我们的中央报告已经落后了将近一天。

这只是对每个基础架构团队都应该关注的关键系统指标
的基本介绍。即使在容器和微服务的世界中，在底层还
有庞大的 CPU、网络接口和硬盘基础架构。了解服务
器的重要标志是构建持久和健康基础架构的第一步。

了解	COLLECTD	的命名模式和序列化
Collectd 使用标识符将指标分类为命名模式。  
标识符由五个字段组成，其中两个是可选的： 
 • 主机 
 • 插件 
 • 插件实例（可选） 
 • 类型 
 • 类型实例（可选）

另外，数据源用于对指标进行分类： 
 • dsnames 
 • dstypes

Splunk 指标将这些字段组合为指标名称，后跟虚
线字符串标记。这可以很容易地辨别指标的层次结
构。Splunk 中的用户界面可以使用点字符串标记将属
于一组的指标分组，并使用户能够浏览此层次结构。

这些是来自 write_http插件 发送到 Splunk 的指标有效
负载的示例值： 
 • 主机： server-028 
 • 插件：协议 
 • 插件实例： IpExt 
 • 类型： protocol_counter 
 • 类型实例： InOctets 
 • dsnames： [“value”]

分析 COLLECTD 数据 分析 COLLECTD 数据

https://docs.splunk.com/Documentation/Splunk/latest/Alert/Aboutal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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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llectd.org/wiki/index.php/Plugin:Write_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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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unk 使用以下模式创建指标名称：

plugin.type.type_instance.dsnames[X]

对于上面的负载，这将形成以下指标名称：

protocols.protocol_counter.InOctets.value

维度在上面的负载中，有两个字段不用于将来自 collectd 
标识符的指标名称串在一起（主机和 plugin_instance 
字段）。如果 Splunk 平台设置正确（请参阅“使用 
Splunk 与 collectd”部分），collectd 中主机字段的内
容也将用作 Splunk 中内部主机字段的值。

然后，可以使用此字段筛选主机或在查询指标时使用 
groupby 操作，在主机之间比较指标。同样， 
plugin_instance 将作为自定义维度被摄入，这允许使
用相同的筛选器和 groupby 操作。plugin_instance 
的示例是 CPU 内核的 ID（“0”、“15”等）或网络接
口的标识符（“IpExt”等）。

将	COLLECTD	数据引入	
SPLUNK	中
collectd 支持广泛的写入插件，可用于将指标引
入 Splunk。其中一些特定于产品或服务（例如 
TSDB、Kafka、MongoDB），而其他的则支持更通用
的技术。在 Splunk 中支持摄取 collectd 指标的方法
是使用 write_http 插件，该插件通过 POST 请求， 
将标准 JSON 负载中的指标发送到任何 HTTP 端点。
在接收端，Splunk 中的 HTTP 事件收集器 (HEC) 端点
可以很容易地配置为接收和分析这些有效负载，因此可
以将它们摄入到指标索引中。

HTTP	事件收集器	(HEC)
在设置 write_http 插件之前，需要启用 HEC 来接收数
据。在设置 collectd 之前配置此数据输入，因为您需
要使用 collectd 配置的数据输入详细信息。

1. 在 Splunk Web 中，单击设置>数据输入。

2. 在本地输入下，单击	HTTP	事件收集器。

3. 确认 HEC 已启用。

a. 单击全局设置。

b. 对于所有令牌，如果尚未选择此按钮，请单击启用。

c. 请注意	HTTP	端口号的值，您需要配置 collectd。

d. 单击保存。

分析 COLLECTD 数据 使用 SPLUNK 和 COLlec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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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新令牌，配置 HEC 令牌以发送数据。

5. 在选择源页面上，对于名称，输入令牌名称， 
  例如“collectd token”。

6. 将其他选项留空或取消选中。

7. 单击下一步。

8. 在输入设置页面上，对于源类型，单击选择。

9. 单击选择源类型，然后选择指标>	collectd_http	。

10.  在默认索引旁边，选择您的指标索引，或单击       
    创建新索引来创建一个索引。

11. 如果您选择在新建索引对话框中创建索引。

a. 输入索引名称。用户定义的索引名称只能由数字、
小写字母、下划线和连字符组成。索引名称不能以
下划线或连字符开头。

b. 对于索引数据类型，单击指标。

c. 根据需要配置其他索引属性。

d. 单击保存。

12. 单击审查，，然后单击提交 。

13. 复制显示的令牌值，您需要 配置 collectd。

要测试数据输入，您可以使用 / collector / raw REST 
API 端点将 collectd 事件直接发送到您的指标索引，
该端点接受 collectd JSON 格式的数据。您的指标索
引被分配给具有唯一 HEC 令牌的 HEC 数据输入， 
并将“collectd_http”作为其源类型。

以下示例显示的是 curl 命令，用于将 collectd 事件发
送到与您的 HEC 令牌关联的索引：

write_http插件设置 HEC 后，需要在 collectd 配置文
件 (collectd.conf) 中启用并配置 write_http 插件。 
它需要从您的 HEC 数据输入中获得以下字段：

curl -k  

https://localhost:8088/services/collector/raw? 

sourcetype=collectd_http 

\ 

-H “Authorization:Splunk <HEC_token>” 

\ 

-d 

‘[{“values”:[164.9196798931339196],”dstypes”: 

[“derive”],”dsnames”:[“value”],”time”: 

1505356687.894,”interval”:10.000,”host”:” 

collectd”,”plugin”:”protocols”,” 

plugin_instance”:”IpExt”,”type”:” 

protocol_counter”,”type_instance”:”InOctets”}]’

您可以通过使用 mcatalog 运行搜索来验证 HEC 数据
输入是否正在工作，以列出所有指标名称，并将时间范
围设置为“所有时间”，例如：

| mcatalog values(metric_name) WHERE index= 

<your_metrics_index> AND metric_name=protocols. 

protocol_counter.InOctets.value

字段名 描述 句法 示例

URL 向其提交值的 URL。该 URL 包含您
的 Splunk 主机（IP 地址、主机名或
负载均衡器名称）和 HTTP 端口号。

URL 
“https://<Splunk_
host>:<HTTP_port>/
services/collector/
raw”

URL  
“https://10.66.104. 
127:8088/services 
collector/raw”  

标题 要添加到请求的 HTTP 标题。 标题“授权：Splunk 
<HEC_token>”

标题“授权：Splunk 
b0221cd8-c4b4-
465a-9a3c-
273e3a75aa29”

格式 数据格式。 格式“JSON” 格式“JSON”

使用 SPLUNK 和 COLlectd 使用 SPLUNK 和 COLlec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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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运行以下命令将确认您已成功安装 collectd， 
  并且您正在运行向 Splunk 发送指标所需的版 
  本 5.6 及以上版本：collectd -h 

4. 安装 write_http 和磁盘插件：
yum -y install collectd collectd-write_http.x86_64

yum -y install collectd collectd-disk.x86_64

5. 配置 collectd：添加系统级插件来测试集成
a.  创建新的配置文件。
b.  以下是一个示例 collectd 文件：  

  https://s3.amazonaws.com/splunk-collectd- 
  beginnerguide/collectd.beginnerguide.conf 。 
（有关可用插件及其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collectd.org/wiki/index.php/Table_of_ 
   Plugins。)

c.  在您自己的环境值提供的配置中配置  
  <splunk_host>、<hec_port> 和 <hec_ 
  token>。

d.  保存更改。
e.  用新配置的版本覆盖本地 collectd.conf 文件。

curl -sL -o collectd.beginnerguide.conf https://s3.amazonaws.
com/splunk-collectd-beginnerguide/collectd.beginnerguide.conf 
vi collectd.beginnerguide.conf

f. 使用 vi，更新文件的内容（例如，配置 splunk_
host、hec_port 和 hec_token）并保存更新。

g. 用新的更新覆盖本地 collectd.conf：
sudo cp ./collectd.beginnerguide.conf /etc/collectd.conf

云和 COLLECTD 云和 COLLECTD

云和	COLLECTD

为什么在云中使用	
COLLECTD？
云计算采用率以每年惊人的速度增长。服务器更新项目
正在推动组织考虑迁移到云，以降低基础架构和人力资
本成本，从而适应业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采用混合或多云方法，您如何在本地和云供应商之间创
建统一的服务器视图？采用标准云本机方法收集系统统
计数据可以帮助您监控性能和风险并对其进行故障排
除。在一个解决方案中收集这些指标并将它们与这些服
务器的日志关联起来，可以缩短识别时间并帮助您专注
于最重要的事情。

AWS 
开始使用：在	EC2	服务器上安装和配置	collectd

1. 启动新的 Amazon Linux AMI（可以使用任何其他  
  AMI/OS，但请注意安装说明可能有所不同）。

2. SSH 到 AMI 以安装和配置 collectd： 
  ssh -i <ssh-key> ec2-user@<aws-externalip>

3. 安装 collectd： http://docs.splunk.com/ 
  Documentation/   Splunk / 7.0.0 / Metrics /  
  GetMetricsInCollectd 

a. 在 Amazon Linux AMI 上，建议使用以下命 
  令安装 AWS CloudWatch 的版本。

sudo yum -y install collectd

https://collectd.org/wiki/index.php/Table_of_Plugins
https://collectd.org/wiki/index.php/Table_of_Plugins
http://docs.splunk.com/Documentation/Splunk/7.0.0/Metrics/GetMetricsInCollectd
http://docs.splunk.com/Documentation/Splunk/7.0.0/Metrics/GetMetricsInCollectd
http://docs.splunk.com/Documentation/Splunk/7.0.0/Metrics/GetMetricsInCollec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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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新启动 collectd：sudo /etc/init.d/collectd restart
有关更详细的配置，请参阅： http://docs.splunk.com/
Documentation/Splunk/7.0.0/Metrics/GetMetricsInCollectd。
分析您的指标
1. 在 Splunk Web UI 中打开搜索和报告。
2. 按报告的名称查询指标列表：http://localhost:8000/en-US/

app/search/search?q=%7C%20mcatalog%20values(metric_
name)&display.page.search.mode=smart&dispatch.
sample_ratio=1&earliest=0&latest=&sid=1509734051.54
&display.general.type=statistics

a.  列出收集的指标名称：|mcatalog 值（metric_name）
3. 使用 mstats 根据需要创建聚合（有关 mstats 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 http://docs.splunk.com/Documentation/
Splunk/7.0.0/SearchReference/Mstats 。）

a. 指定时间窗口内的平均 CPU 空闲：|mstats avg 
(_value)，其中 metric_name=cpu.percent.idle.value

b. 具有指定范围的指定时间窗口内的平均 CPU 空闲：| 
mstats avg(_value)，其中 metric_name = cpu.percent.
idle.value 范围 = 5 分钟

c. 具有主机分割的指定范围的指定时间窗口内的平均 CPU 
空闲：| mstats avg(_value)，其中 metric_name = cpu.
percent.idle.value 按主机划分的范围 = 5 分钟

d. 与按主机划分的时间表中显示的相同：| mstats avg(_
value) prestats=true，其中 metric_name=”cpu.
percent.idle.value” 按“主机”划分的范围 = 5 分钟
| timechart avg(_value) 为“平均”agg=最大限制=20 
useother=false 按“主机”划分的范围 = 5 分钟

故障排除
Collectd 无法启动？查看错误日志（例如，less /var/log/
collectd.log）。您可能需要安装缺少的插件。

GOOGLE	云平台	(GCP)	
开始使用：在	GCE	VM	 实例上安装和配置	COLLECTD
1. 使用默认的 Debian GNU/Linux 9 (stretch) 作为启动盘 

 创建新的 VM 实例。
2. SSH 到 AMI 以安装和配置 collectd，gcloud compute  

 ssh [INSTANCE_NAME]。
3. 运行以下命令。（说明将根据您选择的操作系统而有所不 

 同。有关更多说明，请访问：https://collectd.org/wiki/ 
 index.php/First_steps。）

a. sudo apt-get update
b. apt-get install --force-yes --assume-yes 

collectd
4. 配置 collectd：添加系统级插件来测试集成

a. 创建新的配置文件：vi collectd.conf。
b. 将此文件的内容添加到 collectd，collectd.

beginnerguide.conf （有关可用插件及其配置的
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collectd.org/wiki/
index.php/ Table_of_Plugins。）

c. 在提供了您自己的唯一值的配置中配置 <splunk_
host>、<hec_port> 和 <hec_token>。

d. 保存更改。
e. 覆盖本地 collectd.conf 文件，cp ./collectd.conf /

etc/collectd/collectd.conf。
5. 启动 collectd：sudo /etc/init.d/collectd restart。

有关更详细的配置，请参阅：http://docs.splunk.
com/Documentation/Splunk/7.0.0/Metrics/
GetMetricsInCollectd。

云和 COLLECTD 云和 COLLECTD

http://docs.splunk.com/Documentation/Splunk/7.0.0/Metrics/GetMetricsInCollec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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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s.splunk.com/Documentation/Splunk/7.0.0/SearchReference/Ms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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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云供应商分析	COLLECTD	数据

可以快速简单地比较来自任何云供应商的服务器。 
Analytics for Linux Splunk App 为您的服务器提供了
有关系统统计数据的完美概览。您还可以使用搜索和报
告功能，或者构建您自己的仪表板来分析结果。
 

图4：collectd 系统统计信息概述。

使用以下 collectd 仪表板开始使用：

1. 在 Splunk Web UI 中打开搜索和报告， 
    http://localhost:8000/en-US/app/search/search

2. 创建新仪表板

a. 单击仪表板。

b. 单击创建新仪表板。

c. 设置标题（例如，collectd）。

d. 单击创建仪表板。

e. 将 XML 的内容替换为以下内容：db_collectd_
perfmon-optimized.xml

curl -sL -o db_collectd_beginnerguide.xml https://s3.amazonaws.com/
splunk-collectd-beginnerguide/db_collectd_beginnerguide.xml

f. 保存更新。

一些查询示例：
•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主机进行计数：|mstats count，

其中 metric_name=* 按主机划分的范围=自动 |  
时间表计为“主机计数” cont=false\

• 随着时间推移系统消耗的 CPU %：| mstats 
avg(_value)，其中 metric_name=cpu.percent.
system.value 按主机分割的范围=自动 | timechart 
first(avg(_value))为按主机划分的“平均值”

云和 COLLECTD 云和 COLLECTD

https://splunkbase.splunk.com/app/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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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信息， 
那里有更多的资源。
COLLECTD.ORG  
该站点提供了资源列表，从二进制文件到 collectd 的
获取、配置和使用示例 

SPLUNK INSIGHTS FOR INFRASTRUCTURE
想要在几分钟内开始收集和分析基础架构中的指
标？Splunk Insights for Infrastructure 可让您从 
collectd 和 statsd 分发和收集数据，并将它与来自系统
的指标相关联。您无需成为当前的 Splunk Enterprise 
用户，并且您可以免费使用它！ 

METRICS	FOR	SPLUNK
Splunk Enterprise 提供了许多功能，包括能够收集和
分析指标，以及将其与日志相关联。此资源向 Splunk 
用户介绍了 Splunk Enterprise 中的新功能，并为您提
供有关如何入门的建议。

SPLUNK	社区
Splunk 拥有成千上万热情的客户和倡导者构成的网
络，他们欢迎新的想法和问题。提出问题并与他人分享
您的知识！

更多 信息

更多信息

http://Collectd.org
https://www.splunk.com/blog/2017/09/26/what-s-new-in-splunk-enterprise-7-0.html
http://answers.splunk.com
http://www.splunk.com/insights-for-infra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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