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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及系统，以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采集信息系统的第一
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信息，并对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判断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是否发生故障，
当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采集信息系统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该信息收集方法及
系统，会以预设时间间隔采集信息系统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信息，并在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
障时，自动采集信息系统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而不再需要人工参与和采集，从而保证了信
息收集的全面性和及时性，以满足后续对故障问题进行分析和定位的需要，且避免了紧急情况下人工采集信
息过程中发生误操作的风险。



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信息收集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

集方法及系统 。

背景技术

信息系统的故障场景信息收集对于后续信息系统的故障原因分析至关重

要 。由于信息系统中故障发生的偶然性、短暂性和复杂性 ，如果不能对信息

系统发生故障时的场景进行全面、及时的故障信息收集 ，那么将难于进行故

障重现及故障问题 的分析和定位 。

目前 由于缺少相关故障场景信息收集 的工具 ，信息系统运行人员普遍采

用人工方式进行故障信息收集 ，但是，由于运行人员技术能力存在差异 以及

生产运行在 出现故障时要求及时恢复生产 的需求 ，导致信息系统出现故障

时，经常出现故障场景信息收集不全和不及时等 问题 ，导致关键信息缺失，

进而使得现有技术信息系统故障场景收集 的信息无法满足后续对故障 问题进

行分析的需要 。

发 明内容

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

收集方法及系统 ，以及 时、全面的收集信息系统故障场景的信息 ，满足后续

对故障问题进行分析、定位 的需求 。

为解决上述 问题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 ，包括 ：

以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 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 中各参数信

息；

对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判断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是

否发生故障；

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 的第二预设

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



优选 的，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

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包括：

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将所述故障信息与预设信息进

行匹配 ，获得该故障信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类型；

根据所述故障信息对应 的故障场景类型 ，采集该故障场景类型对应 的第

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 的信息 。

优选 的，该方法还包括 ：将所述故障信息与预设信息进行匹配 ，未获得

与该故障信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类型时，增加与之对应 的故障场景类型 。

优选 的，所述预设时间间隔的取值范围为 lmm-5mm ，包括端点值 。

优选 的，该方法还包括 ：

对所述采集 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和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

各参数的信息进行存储 。

一种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系统 ，应用于上述任一项所述 的信息系

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 ，该系统包括：

第一采集模块 ，以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一预设参数

集合 中各参数信息；

监控模块 ，用于对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判断所述信息系

统的运行状态是否发生故障；

第二采集模块 ，用于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采集所述

信息系统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优选 的，所述第二采集模块包括：

信息匹配单元 ，用于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将所述故

障信息与预设信息进行匹配 ，获得该故障信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类型 ，其

中，所述信息匹配单元中预先设置有多种故障场景类型及其对应的预设信

息；

信息收集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故障信息对应 的故障场景类型 ，采集该故

障场景类型对应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优选 的，所述第二采集模块还包括：

信息提示单元 ，用于将所述故障信息与预设信息进行匹配 ，未获得与该

故障信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类型时，发 出提示信息，所述提示信息用于提

示 目前系统 中不存在与之对应的故障场景类型 。



优选 的，所述第二采集模块还包括：

信息补充单元 ，用于当所述信息系统发生故障，且 目前系统 中不存在与

之对应的故障场景类型时，收集 当前故障的信息 ，汇总整理成其相应 的故障

场景类型 ，增加到所述信息匹配单元中。

优选 的，该系统还包括 ：

存储模块 ，用于对所述采集 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和第二

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进行存储 。

与现有技术相 比，上述技术方案具有 以下优点：

本发 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及系统 ，以预设

时间间隔定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 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信息，并对所

述信息系统 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判断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是否发生故

障，当所述信息系统 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二预设

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由此可见，本发 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信息系统故障

场景信息收集方法及系统 ，会 以预设时间间隔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一预设

参数集合中各参数信息，并在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 自动采

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而不再需要人工参与

和采集 ，从而保证 了信息收集 的全面性和及时性 ，以满足后续对故障 问题进

行分析和定位 的需要 ，且避免了紧急情况下人工采集信息过程 中发生误操作

的风险。

附图说 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 明本发 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 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

施例或现有技术描述 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 ，下面

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 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

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 的前提下 ，还可 以根据这些 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图 1 为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所提供 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流程

示意 图；

图 2 为本发 明另一个实施例所提供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流

程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 明一个实施例所提供 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系统结构

图；



图 4 为本发 明另一个实施例所提供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系统结

构 图。

具体实施方式

正如背景技术部分所述 ，现有技术信息系统故障场景收集 的信息无法满

足后续对故障问题进行分析的需要 。

有鉴于此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 ，

包括 ：

以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 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 中各参数信

息；

对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判断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是

否发生故障；

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 的第二预设

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

相应的，本发 明实施例还提供 了一种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系统 ，

应用于上述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 ，该系统包括 ：

第一采集模块 ，以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一预设参数

集合 中各参数信息；

监控模块 ，用于对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判断所述信息系

统的运行状态是否发生故障；

第二采集模块 ，用于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采集所述

信息系统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本发 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及系统 ，会 以预

设时间间隔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信息，并在所述

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 自动采集所述信息系统 的第二预设参数集

合中各参数 的信息，而不再需要人工参与和采集 ，从而保证 了信息收集 的全

面性和及时性 ，以满足后续对故障问题进行分析和定位 的需要 ，且紧急情况

下避免了人工采集信息过程 中发生误操作 的风险。

以上是本 申请 的核心思想 ，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 的实施例仅仅

是本发 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基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 ，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在下面 的描述 中阐述 了很多具体细节 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发 明，但是本发

明还可 以采用其他不 同于在此描述 的其它方式来实施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

在不违背本发 明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推广 ，因此本发 明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

实施例的限制 。

本发 明实施例提供 了一种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 ，如 图 1 所

示 ，该方法包括：

歩骤 S1 : 以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

中各参数信息。

需要说 明的是 ，在本发 明实施例中，无论所述信息系统是否发生故障，

均 以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 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 中各参数信

息。在本发 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 中，所述第一预设参数集合包括：操作系统

信息和 10， 信息等 ，其中，所述操作系统信息包括：所述信息系统中

运行进程信息、资源 占用情况信息、网卡使用情况信息 以及各系统进程对应

的文件打开数量信息等；所述 weblo glC 信息包括 ：服务进程信息、垃圾回

收 日志信息、服务 日志信息和 JVM 信息等 ，本发 明对此并不做限定 ，具体

视情况而定 。

还需要说 明是 ，在本发 明实施例中，JVM 是 Java Virtual Machine (Java

虚拟机 ）的缩写，它是一种用于计算设备 的规范 ，一个虚构出来的计算机 ，

通过在实际的计算机上仿真模拟各种计算机功能来实现 。WebLogic 是一个

基于 JAVAEE 架构的中间件 ，用于开发、集成、部署和管理大型分布式

Web 应用、网络应用和数据库应用 的 Java 应用服务器 。由于 JVM 和

WebLogic 已为本领域人员所熟知 ，本发 明对此不再详细赘述 。

在上述任一实施例的基础上 ，在本发 明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预设时

间间隔的取值范围为 lmm-5mm ，包括端点值 ，但本发 明对此并不做 限定，

具体视情况而定，只要保证所述预设时间间隔小于所述信息系统发生故障后

到所述信息系统重新开始运行之 间的时间间隔，从而保证当所述信息系统发

生故障时，可 以采集到发生故障时刻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即

可 。



歩骤 S2: 对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判断所述信息系统的

运行状态是否发生故障。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当所述信息系统处于运行状态时，

需对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全程监控。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

中，对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判断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是

否发生故障包括：

对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判断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是

否发生异常；

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异常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发生异常的

信息；

判断所述信息系统发生异常的信息是否满足预设条件；

当所述信息系统发生异常的信息满足预设条件时，判定所述信息系统的

运行状态发生故障。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所述预设条件可以为所述信息系

统的处理器 占用率是否超过阈值，也可以为所述信息系统的错误 日志中是否

出现关键字，还可以为其他判断条件，或同时包括多种判断条件，本发明对

此并不做限定，具体视情况而定。

歩骤 S3 : 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

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

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包括：

歩骤 S301 : 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将所述故障信息

与预设信息进行匹配，获得该故障信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类型；

歩骤 S302: 根据所述故障信息对应的故障场景类型，采集该故障场景

类型对应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该方法还包括：

歩骤 S303 : 将所述故障信息与预设信息进行匹配，未获得与该故障信

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类型时，发出提示信息，所述提示信息用于提示所述

信息系统的运行人员所述信息系统发生故障，且所述信息系统中不存在与之

对应的故障场景类型，从而无法对其故障信息进行 自动收集。在本发明的另

一个实施例中，该方法还包括：将所述故障信息与预设信息进行匹配，未获



得与该故障信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类型时，增加与之对应的故障场景类

型，从而对预设故障场景类型进行完善，尽可能及时、全面的采集所述信息

系统可能发生的所有故障场景信息，为后续故障问题的分析、定位提供有力

的支持。

在上述任一实施例的基础上，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二预设

参数集合包括：所述故障场景类型的应用 日志信息和应用配置信息等，本发

明对此并不做限定，具体视情况而定。如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当

监控到所述信息系统的 webl 0glC 服务端 口服务宕机或服务失效时，所述第

二预设参数集合包括：该服务端口的应用 日志的备份、该服务端 口是否发生

dump ( dump 用于显示 java 线程池执行线程函数调用关系）、备份 dump 文

件 （保存有所述系统进程的运行状态，用于供驱动程序编写人调试驱动程序

用）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不同预设故障场景类型的第二预设

参数集合中的参数类型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定，具

体视情况而定，以确保对发生故障时对应的故障场景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信

息收集，从而实现故障信息收集的快速、有效。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

故障时，所述第一预设参数集合的参数信息采集和所述第二预设参数集合的

参数信息采集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依次进行，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定，具

体视情况而定。

在上述任一实施例的基础上，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如图 2 所示，

该方法还包括：

歩骤 S4: 对所述采集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和第二预设

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进行存储，以便于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人员査询和

调用。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对

所述采集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和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

的信息进行存储之前还包括：对所述采集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

息和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进行归类、整理，然后再分类进行存

储。具体分类方法可以根据其故障场景类型而定，也可以根据其他便于査询

或分析的方法而定，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定，具体视情况而定。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会

以预设时间间隔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信息，并在

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自动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二预设参

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而不再需要人工干预和守候，不仅在减少人为工作
量的同时，能够确保在故障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故障场景信息的手机，保证

了故障场景信息收集的时效性和全面性，以满足后续对故障问题进行分析、

定位的需求，还避免了在紧急情况下人为误操作的风险。

相应的，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系统，

应用于本发明上述任一实施例所提供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如
图 3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系统包括：

第一采集模块 100，以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一预设

参数集合中各参数信息；
监控模块 200，用于对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判断所述信

息系统的运行状态是否发生故障；
第二采集模块 300，用于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采集

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无论所述信息系统是否发生故障，所述第一采集模
块 100 均以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

数信息。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预设参数集合包括：操作
系统信息和 weblogic 信息等，其中，所述操作系统信息包括：所述信息系

统中运行进程信息、资源占用情况信息、网卡使用情况信息以及各系统进程
对应的文件打开数量等；所述 weblogic 信息包括：服务进程信息、垃圾回

收日志信息、服务日志信息和 JVM 信息等。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定，具体

视情况而定。

在上述任一实施例的基础上，在本发明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预设时
间间隔的取值范围为 lmm-5mm ，包括端点值，但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定，

具体视情况而定，只要保证所述预设时间间隔小于所述信息系统发生故障后

到所述信息系统重新开始运行之间的时间间隔，从而保证当所述信息系统发
生故障时，可以采集到发生故障时刻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即
可。



优选 的，在上述任一实施例的基础上 ，在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当所

述信息系统处于运行状态 时，所述监控模块 200 需对所述信息系统 的运行状

态进行全程监控 。具体的，在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监控模块 200 包

括：

监控单元 ，用于对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判断所述信息系

统的运行状态是否发生异常；

采集单元 ，用于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异常时，采集所述信息

系统发生异常的信息；

第一判断单元 ，用于判断所述信息系统发生异常的信息是否满足预设条

件 ；

第二判断单元 ，用于当所述信息系统发生异常的信息满足预设条件 时，

判定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发出预警信息给所述第二采集模块

300 ，触发所述第二采集模块 300 工作 ，并 同时将其监控到的异常信息发送

给所述第二采集模块 。

需要说 明的是 ，在本发 明实施例中，所述预设条件可 以为所述信息系统

的处理器 占用率是否超过 阈值 ，也可 以为所述信息系统的错误 日志中是否出

现关键字 ，还可 以为其他判断条件 ，或 同时包括多种判断条件 ，本发 明对此

并不做限定 ，具体视情况而定。

在上述任一实施例的基础上 ，在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二采集

模块 300 包括：

信息匹配单元 ，用于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将所述故

障信息与预设信息进行匹配 ，获得该故障信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类型 ，其

中，所述信息匹配单元中预先设置有多种故障场景类型及其对应的预设信

息，以便于所述信息匹配单元在接收到所述监控模块发送 的异常信息时，可

以根据该异常信息，通过査询所述多种故障场景类型及其对应 的预设信息，

快速确定其对应的故障场景类型 ；

信息收集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故障信息对应 的故障场景类型 ，采集该故

障场景类型对应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在上述任一实施例的基础上 ，在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二预设

参数集合包括：所述故障场景类型 的应用 日志信息和应用配置信息等 ，本发

明对此并不做限定，具体视情况而定。如在本发 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中，当



监控到所述信息系统的 webl 0glC 服务端 口服务宕机或服务失效时，所述第

二预设参数集合包括：该服务端口的应用 日志的备份、该服务端 口是否发生

dump ( dump 用于显示 java 线程池执行线程函数调用关系）、备份 dump 文

件 （保存有所述系统进程的运行状态，用于供驱动程序编写人调试驱动程序

用）等。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定，具体视情况而定。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发明实施例中，不同预设故障场景类型的第二预设

参数集合中的参数类型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定，具

体视情况而定，以确保对发生故障时对应的故障场景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信

息收集，从而实现故障信息收集的快速、有效。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二采集模块

300 还包括：信息提示单元，用于将所述故障信息与预设信息进行匹配，未

获得与该故障信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类型时，发出提示信息，所述提示信

息用于提示 目前系统中不存在与之对应的故障场景类型，无法启动所述信息

收集单元对该故障场景的信息进行 自动收集。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第二采集模块

300 还包括：

信息补充单元，用于当所述信息系统发生故障，且 目前系统中不存在与

之对应的故障场景类型时，收集当前故障的信息，汇总整理成其相应的故障

场景类型，增加到所述信息匹配单元中，从而对所述匹配单元中存储的预设

故障场景类型进行完善，尽可能及时、全面的采集所述信息系统可能发生的

所有故障场景信息，为后续故障问题的分析、定位提供有力的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

障时，所述第一预设参数集合的参数信息采集和所述第二预设参数集合的参

数信息采集可以同时进行，也可以依次进行，本发明对此并不做限定，具体

视情况而定。

在上述任一实施例的基础上，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如图 4 所示，

该系统还包括：

存储模块 400 ，用于对所述采集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和

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进行存储，以便于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人

员査询和调用。



需要说 明的是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 ，在本发 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所

述存储模块 400 还用于对所述采集 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和第

二预设参数集合 中各参数的信息进行归类 、整理 ，然后再分类进行存储 。具

体分类方法可 以根据其故障场景类型而定 ，也可 以根据其他便于査询或分析

的方法而定 ，本发 明对此并不做 限定，具体视情况而定。

综上所述 ，本发 明实施例所提供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系统 ，通

过所述第一采集模块 100 以预设时间间隔采集所述信息系统 的第一预设参数

集合 中各参数信息，并在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通过所述第

二采集模块 300 自动采集所述信息系统 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 中各参数的信

息，而不再需要人工干预和守候 ，不仅在减少人为工作量 的同时，能够确保

在故障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故障场景信息的手机 ，保证 了故障场景信息收集

的时效性和全面性 ，以满足后续对故障问题进行分析、定位 的需求 ，还避免

了在紧急情况下人为误操作的风险。

如 同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理解 的，本说 明书中的各个实施例的信息系统故

障场景信息收集系统可 以通过包括处理器 的计算机来实现 ，该处理器被配置

为执行本说 明书中各个实施例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的歩骤 。另

选地 ，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系统可 以通过包括存储器和处理器 的计算

机来实现 ，存储器除了可 以存储对所采集 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 中各参数的信

息和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 的信息从而实现本说 明书中的存储模块 400

之外 ，还可 以存储有程序 ，处理器通过执行存储器上存储 的程序来执行本说

明书中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 的歩骤 。

本说 明书中各个部分采用递进 的方式描述 ，每个部分重点说 明的都是与

其他部分的不 同之处 ，各个部分之间相 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 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

本发 明。对这些实施例 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

见 的，本文 中所 定义 的一般原理可 以在不脱离本发 明的精神或范 围的情况

下 ，在其它实施例 中实现 。因此 ，本发 明将不会被 限制于本文所示 的实施

例 ，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致 的最宽的范围。



权 利要 求 书

1、一种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 ，包括：

以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 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 中各参数信

息；

对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判断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是

否发生故障；

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 的第二预设

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信息收集方法 ，其中，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

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 的信息

包括 ：

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将所述故障信息与预设信息进

行匹配 ，获得该故障信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类型；

根据所述故障信息对应 的故障场景类型 ，采集该故障场景类型对应 的第

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 的信息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信息收集方法 ，其中，该方法还包括 ：将所

述故障信息与预设信息进行匹配 ，未获得与该故障信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

类型时，增加与之对应的故障场景类型 。

4、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信息收集方法 ，其中，所述预设时间间隔的

取值范围为 lmin-5min ，包括端点值 。

5、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信息收集方法 ，其中，该方法还包括 ：

对所述采集 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和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

各参数的信息进行存储 。

6、一种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系统 ，应用于权利要求 1-5 任一项

所述 的信息系统故障场景信息收集方法 ，该系统包括：

第一采集模块 ，以预设时间间隔定时采集所述信息系统的第一预设参数

集合 中各参数信息；

监控模块 ，用于对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判断所述信息系

统的运行状态是否发生故障；

第二采集模块 ，用于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采集所述

信息系统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系统 ，其中，所述第二采集模块包括 ：

信息匹配单元 ，用于当所述信息系统的运行状态发生故障时，将所述故

障信息与预设信息进行匹配 ，获得该故障信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类型 ，其

中，所述信息匹配单元中预先设置有多种故障场景类型及其对应的预设信

息 ；

信息收集单元 ，用于根据所述故障信息对应 的故障场景类型 ，采集该故

障场景类型对应的第二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

8、根据权利要求 7 所述 的系统 ，其中，所述第二采集模块还包括：

信息提示单元 ，用于将所述故障信息与预设信息进行匹配 ，未获得与该

故障信息对应的预设故障场景类型时，发 出提示信息，所述提示信息用于提

示 目前系统 中不存在与之对应的故障场景类型 。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系统 ，其中，所述第二采集模块还包括：

信息补充单元 ，用于当所述信息系统发生故障，且 目前系统 中不存在与

之对应的故障场景类型时，收集 当前故障的信息 ，汇总整理成其相应 的故障

场景类型 ，增加到所述信息匹配单元中。

10、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系统 ，其中，该系统还包括：

存储模块 ，用于对所述采集 的第一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和第二

预设参数集合中各参数的信息进行存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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