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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阿里云提醒您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之前仔细阅读、充分理解本法律声明各条款的内容。
如果您阅读或使用本文档，您的阅读或使用行为将被视为对本声明全部内容的认可。

1. 您应当通过阿里云网站或阿里云提供的其他授权通道下载、获取本文档，且仅能用
于自身的合法合规的业务活动。本文档的内容视为阿里云的保密信息，您应当严格
遵守保密义务；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您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手册内容或
提供给任何第三方使用。

2. 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公司或个人不得擅自摘抄、翻译、复制本文
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进行传播和宣传。

3.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调整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有可能变更。阿里云保留在没有
任何通知或者提示下对本文档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并在阿里云授权通道中不时
发布更新后的用户文档。您应当实时关注用户文档的版本变更并通过阿里云授权渠
道下载、获取最新版的用户文档。

4. 本文档仅作为用户使用阿里云产品及服务的参考性指引，阿里云以产品及服务
的“现状”、“有缺陷”和“当前功能”的状态提供本文档。阿里云在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尽最大努力提供相应的介绍及操作指引，但阿里云在此明确声明对本文档内
容的准确性、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等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任何单位、
公司或个人因为下载、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发生任何差错或经济损失的，阿里云不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阿里云均不对任何间接性、后果性、惩戒性、
偶然性、特殊性或刑罚性的损害，包括用户使用或信赖本文档而遭受的利润损失，
承担责任（即使阿里云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

5. 阿里云网站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著作、产品、图片、档案、资讯、资料、网
站架构、网站画面的安排、网页设计，均由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依法拥有其知识
产权，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非经阿里云和/或其关
联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修改、复制、公开传播、改变、散布、发
行或公开发表阿里云网站、产品程序或内容。此外，未经阿里云事先书面同意，任
何人不得为了任何营销、广告、促销或其他目的使用、公布或复制阿里云的名称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为或以组合形式包含“阿里云”、“Aliyun”、“万网”等阿
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品牌，上述品牌的附属标志及图案或任何类似公司名称、商
号、商标、产品或服务名称、域名、图案标示、标志、标识或通过特定描述使第三
方能够识别阿里云和/或其关联公司）。

6. 如若发现本文档存在任何错误，请与阿里云取得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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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约定
格式格式 说明说明 样例样例

 危险危险 该类警示信息将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至故
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危险危险

重置操作将丢失用户配置数据。

 警告警告 该类警示信息可能会导致系统重大变更甚
至故障，或者导致人身伤害等结果。

 警告警告

重启操作将导致业务中断，恢复业务
时间约十分钟。

 注意注意 用于警示信息、补充说明等，是用户必须
了解的内容。

 注意注意

权重设置为0，该服务器不会再接受新
请求。

 说明说明 用于补充说明、最佳实践、窍门等，不是
用户必须了解的内容。

 说明说明

您也可以通过按Ct rl+A选中全部文
件。

> 多级菜单递进。 单击设置设置> 网络网络> 设置网络类型设置网络类型。

粗体粗体 表示按键、菜单、页面名称等UI元素。 在结果确认结果确认页面，单击确定确定。

Courier字体 命令或代码。
执行 cd /d C:/window 命令，进入
Windows系统文件夹。

斜体 表示参数、变量。
bae log list  --inst anceid

Inst ance_ID

[] 或者 [a|b] 表示可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ipconfig [-all|-t ]

{} 或者 {a|b} 表示必选项，至多选择一个。 swit ch {act iv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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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云监控主要功能的发布时间、发布地域和相关文档。

2022年01月2022年01月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导入和导出报
警模板

您可以通过报警模板的导入和导
出功能，根据已有报警模板快速
创建一个新的报警模板。

2022-01-29 全部地域 导出和导入报警模板

2021年12月2021年12月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实时数据导出
您可以通过API实时导出云上监控
数据，实现云监控数据本地化存
储。

2021-12-29 全部地域 实时导出监控数据

秒级监控

秒级监控应用于对云产品的指标
有高精度要求的监控场景。您可
以一键开启指定云产品的秒级监
控指标。

2021-12-01 全部地域 开启秒级监控

2021年10月2021年10月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报警黑名单
云监控根据报警黑名单策略对报
警通知进行屏蔽。

2021-10-22 全部地域 创建报警黑名单策略

2021年07月2021年07月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接入外部报警

您可以通过云监控提供的报警服
务调用地址，实现外部系统（非
云监控）通过云监控的报警渠道
进行报警。

2021-07-30 全部地域 接入外部报警

2021年05月2021年05月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1.动态与公告1.动态与公告
1.1. 新功能发布记录1.1. 新功能发布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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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大盘

线下IDC、阿里云产品和其他云厂
商产品的监控数据接入云监控
后，您可以为监控数据创建监控
大盘，通过监控大盘查看指定监
控指标的监控图表。

2021-05-20 全部地域 监控大盘

资源水位报告

资源水位报告用于资源梳理、使
用量判断和成本分析等场景。您
可以对使用量高的资源进行升
配，提高资源的性能；对使用量
低的资源进行降配或释放，降低
成本。

2021-05-20 全部地域 资源水位报告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2020年12月2020年12月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布时间 发布地域 相关文档

Kubernetes容
器监控

云监控自动获取您当前阿里云账
号下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的所
有集群，实现跨地域、集中化和
全局化监控容器服务。

2020-12-06 全部地域 Kubernetes容器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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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监控服务关联角色（AliyunServiceRoleForCloudMonitor）是在某些场景下，为了完成云监控的某个功
能，需要获取其他云服务的访问权限而提供的RAM角色。

说明 说明 更多关于服务关联角色的信息，请参见服务关联角色。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当云监控自动安装主机监控的插件时，需要授权使用云助手的相关权限。通过服务关联角色功能可以获取云
助手的访问权限。

权限说明权限说明
云监控服务关联角色的权限说明如下：

角色名称：AliyunServiceRoleForCloudMonitor。

角色权限策略名称：AliyunServiceRolePolicyForCloudMonitor。

角色权限策略说明：获取您当前账号下所有实例通过云助手查看实例状态、执行命令和查看命令结果的权
限。

{
    "Version": "1",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ecs:RunCommand",
                "ecs:DescribeInvocations",
                "ecs:DescribeCloudAssistantStatus"
            ],
            "Resource": [
                "acs:ecs:*:*:instance/*",
                "acs:ecs:*:*:command/*"
            ]
        }
    ]
}               

创建服务关联角色创建服务关联角色
当云监控安装主机监控的插件时，会自动创建服务关联角色。

删除服务关联角色删除服务关联角色
删除服务关联角色的操作方法如下：

1.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检查是否关闭新购ECS自动安装云监控新购ECS自动安装云监控开关。

如果新购ECS自动安装云监控新购ECS自动安装云监控开关的状态为 ，则需要单击开关，将状态调整为 。

2.管理权限2.管理权限
2.1. 云监控服务关联角色2.1. 云监控服务关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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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删除服务关联角色。

关于如何删除服务关联角色，请参见删除服务关联角色。

RAM用户使用云监控管理各云产品之前，需要所属阿里云账号授予相应权限策略。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RAM用户。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RAM用户。

请确保您已创建云监控服务关联角色（AliyunServiceRoleForCloudMonitor）。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服
务关联角色。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RAM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 用户用户。

3. 在用户用户页面，单击目标RAM用户操作操作列的添加权限添加权限。

4. 在添加权限添加权限面板，选择授权范围授权范围为整个云账号整个云账号，然后选择权限策略。

系统策略系统策略：从权限策略名称权限策略名称列表，选择需要的权限。

权限策略名称 说明

AliyunCloudMonitorFullAccess 管理云监控的权限。

AliyunCloudMonitorReadOnlyAccess 只读访问云监控的权限。

自定义策略自定义策略：从权限策略名称权限策略名称列表，选择需要的权限。

关于如何创建自定义策略，请参见创建自定义权限策略。

例如：授予RAM用户导出监控数据的权限。示例代码如下：

{
  "Version": "1",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
        "cms:BatchGet",
        "cms:Cursor"
      ],
      "Resource": [
        "*"
      ],
      "Condition": {}
    }
  ]
}

5. 单击确定确定。

6. 单击完成完成。

2.2. 为RAM用户授权2.2. 为RAM用户授权

2.3. 为RAM用户授予日志服务角色权限2.3. 为RAM用户授予日志服务角色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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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RAM用户在云监控上创建报警规则，且报警通知渠道选择日志服务SLS，那么云监控的报警信息需要写
入日志服务SLS。此时，需要授予该用户日志服务角色（AliyunCloudMonitorAccessingLogRole）的权限。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RAM用户。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RAM用户。

请确保您已创建云监控服务关联角色（AliyunServiceRoleForCloudMonitor）。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服
务关联角色。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RAM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身份管理身份管理 >  > 角色角色。

3. 在角色角色页面，单击左上角的创建角色创建角色。

4. 在选择类型选择类型页面，选择可信实体类型为阿里云服务阿里云服务，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5. 在配置角色配置角色页面，角色类型角色类型选择普通服务角色普通服务角色，角色名称角色名称输
入AliyunCloudMonit orAccessingLogRoleAliyunCloudMonit orAccessingLogRole，受信服务选择云监控云监控，然后单击完成完成。

6. 在创建完成创建完成页面，单击精确授权精确授权。

7. 在添加权限添加权限面板，权限类型选择系统策略系统策略，策略名称输
入AliyunCloudMonit orAccessingLogRolePolicyAliyunCloudMonit orAccessingLogRolePolicy。

8. 单击确定确定。

9. 单击关闭关闭。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创建报警规则

创建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资源目录的管理账号可以将资源目录中的成员设置为云监控的委派管理员账号。设置成功后，委派管理员账
号将获得管理账号的授权，代替管理账号将资源目录中的任意成员的阿里云产品接入云监控进行监控。管理
账号只能为云监控添加一个委派管理员账号。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必须使用管理账号登录。

请确保您已开通资源目录。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资源目录。

请确保您已在资源目录中创建成员或邀请成员。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成员和邀请阿里云账号加入资源目
录。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关于委派管理员账号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委派管理员账号。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资源管理控制台。

2.3. 为RAM用户授予日志服务角色权限2.3. 为RAM用户授予日志服务角色权限

2.4. 为云监控添加委派管理员账号2.4. 为云监控添加委派管理员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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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资源目录资源目录 >  > 可信服务可信服务。

3. 在可信服务可信服务页面，单击产品产品列云监控云监控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管理管理。

4. 在委派管理员账号委派管理员账号区域，单击添加添加。

5. 在添加委派管理员账号添加委派管理员账号面板，选中成员。

6. 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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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分组提供跨云产品、跨地域的云产品资源分组管理功能，支持用户从业务角度集中管理业务线涉及到的
服务器、数据库、负载均衡、存储等资源。从而按业务线来管理报警规则、查看监控数据，可以迅速提升运
维效率。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购买了多种云产品的阿里云深度用户，通过应用分组功能将同一业务相关的服务器、数据库、对象存储、缓
存等资源添加到同一应用分组中。在分组维度管理报警规则，查看监控数据，可以极大的降低管理复杂度，
提高云监控使用效率。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一个云账号最多可以创建5000个应用分组。

一个应用分组中，一个产品最多添加3000个资源实例，单次最多添加1000个资源实例，应用分组中的总
资源实例数无限制。

应用分组提供跨云产品、跨地域的资源分组管理功能。您可以根据业务管理需求创建应用分组，将业务相关
的服务器、数据库等资源添加到同一应用分组中，从应用分组维度管理报警规则。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应用分组支持的创建方式和云产品如下表所示。

创建方式 说明 支持的云产品

3.应用分组3.应用分组
3.1. 概览3.1. 概览

3.2. 创建应用分组3.2. 创建应用分组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应用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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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创建标签创建

当您的实例已绑定标签时，可以通过
标签匹配规则创建应用分组，将匹配
的所有实例自动添加到该应用分组中
进行管理。当实例与标签值匹配时，
每个标签值都会自动创建一个应用分
组。未来新匹配的符合标签值的实
例，也会自动加入该应用分组。一次
最多可以匹配3000个实例。

关于如何在资源管理中创建并绑定标
签，请参见创建并绑定自定义标签。

云服务器ECS

Redis标准版

Redis集群版

Redis读写分离版

云数据库MongoDB版-副本集

云数据库MongoDB版-分片集群

云数据库MongoDB版-单节点实例

云数据库RDS版（RDS）

云数据库RDS版 PostgreSQL

负载均衡

ElasticSearch

云数据库PolarDB MySQL（新版）

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

云原生数据仓库AnalyticDB MySQL版3.0

函数计算

E-MapReduce

新BGP高防IP

CDN

高速通道

弹性公网IP

共享带宽包

NAT网关

手动创建手动创建
当您需要根据业务管理需求，对已有
固定实例进行管理时，可以创建标准
应用分组。

支持的云产品

实例名创建实例名创建

您可以通过设置实例名称的匹配规
则，自动创建应用分组，将匹配的所
有实例自动添加到该应用分组进行管
理。

云服务器ECS

云数据库RDS版（RDS）

负载均衡

Redis标准版

Redis集群版

Redis读写分离版

云数据库MongoDB版-副本集

云数据库MongoDB版-分片集群

云数据库MongoDB版-单节点实例

创建方式 说明 支持的云产品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应用分组 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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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组创建资源组创建

当您已设置资源组时，可以通过资源
组创建应用分组，将指定资源组中的
所有实例添加到该应用分组中进行管
理。

关于如何在资源管理中创建资源组，
请参见创建资源组。

云服务器ECS

云数据库RDS版（RDS）

负载均衡

弹性公网IP

新BGP高防IP

CDN

共享带宽包

云数据库PolarDB MySQL（新版）

Redis标准版

Redis集群版

Redis读写分离版

云数据库MongoDB版-副本集

云数据库MongoDB版-分片集群

云数据库MongoDB版-单节点实例

Web应用防火墙

创建方式 说明 支持的云产品

通过标签自动创建应用分组通过标签自动创建应用分组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 图标或右上角的创建应用分组创建应用分组。

4. 在创建应用分组创建应用分组面板，选择创建实例方法创建实例方法为标签创建标签创建，并设置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应用分组名称应用分组名称 云监控自动生成应用分组名称。

资源标签区域资源标签区域 应用分组所属地域。

资源标签键资源标签键 实例的标签键。您可以通过设置资源标签键和资源标签值的匹配规则自动添加实例。

资源标签值资源标签值

实例的标签值。您可以通过设置资源标签键和资源标签值的匹配规则自动添加实例。

云监控根据实例名称中字段的包含包含 、前缀前缀 、后缀后缀 、不包含不包含 、等于等于 、全部全部 自动匹配实例，
符合匹配规则的实例自动加入到应用分组中。未来创建的实例，如果符合当前应用分组的
匹配规则，也自动加入该应用分组。

初始化安装监控初始化安装监控
插件插件

当资源为云服务器ECS实例时，云监控自动为应用分组中的ECS实例（阿里云主机）安装云
监控插件，以便采集ECS实例的监控数据。

初始化安装监控插件初始化安装监控插件 开关默认打开。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应用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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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事件通知订阅事件通知

当应用分组中的资源产生严重或警告级别的事件时，云监控自动给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
联系人发送报警通知。

订阅事件通知订阅事件通知 开关默认打开。

报警联系人组报警联系人组
用于接收报警通知的联系人组。

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组，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组。

报警模板报警模板
报警模板为应用分组初始化报警规则。

关于如何创建报警模板，请参见创建报警模板。

参数 说明

5. 单击确定确定。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您可以查看创建的应用分组。

手动创建应用分组手动创建应用分组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 图标或右上角的创建应用分组创建应用分组。

4. 在创建应用分组创建应用分组面板，选择创建实例方法创建实例方法为手动创建手动创建，并设置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应用分组名称应用分组名称 设置应用分组名称。

初始化安装监控初始化安装监控
插件插件

当资源为云服务器ECS实例时，云监控自动为应用分组中的ECS实例（阿里云主机）安装云
监控插件，以便采集ECS实例的监控数据。

初始化安装监控插件初始化安装监控插件 开关默认打开。

订阅事件通知订阅事件通知

当应用分组中的资源产生严重或警告级别的事件时，云监控自动给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
联系人发送报警通知。

订阅事件通知订阅事件通知 开关默认打开。

报警联系人组报警联系人组
用于接收报警通知的联系人组。

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组，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组。

5. 单击确定确定。

6.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组内资源组内资源页面，单击添加产品添加产品。

7. 在添加/修改组资源添加/修改组资源面板，选择目标应用分组关联的云产品及其实例。

8. 单击确定确定。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组内资源组内资源页面，您可以查看添加的云产品及其实例信息。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应用分组 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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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组内资源组内资源页面，单击 图标，返回应用分组列表应用分组列表页面。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您可以查看创建的应用分组。

通过实例名称创建应用分组通过实例名称创建应用分组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 图标或右上角的创建应用分组创建应用分组。

4. 在创建应用分组创建应用分组面板，选择创建方式创建方式为实例名创建实例名创建，并设置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应用分组名称应用分组名称 设置应用分组名称。

动态添加云产品动态添加云产品
实例实例

选择云产品名称及其实例名称满足的条件，为应用分组自动添加实例。

您可以单击添加规则添加规则 ，设置多条规则，同时选择满足所有条件满足所有条件 或满足任意条件满足任意条件 。

初始化安装监控初始化安装监控
插件插件

当资源为云服务器ECS实例时，云监控自动为应用分组中的ECS实例（阿里云主机）安装云
监控插件，以便采集ECS实例的监控数据。

初始化安装监控插件初始化安装监控插件 开关默认打开。

订阅事件通知订阅事件通知

当应用分组中的资源产生严重或警告级别的事件时，云监控自动给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
联系人发送报警通知。

订阅事件通知订阅事件通知 开关默认打开。

报警联系人组报警联系人组
用于接收报警通知的联系人组。

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组，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组。

5. 单击确定确定。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组内资源组内资源页面，您可以查看添加的云产品及其实例信息。

6.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组内资源组内资源页面，单击 图标，返回应用分组列表应用分组列表页面。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您可以查看创建的应用分组。

通过资源组创建应用分组通过资源组创建应用分组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 图标或右上角的创建应用分组创建应用分组。

4. 在创建应用分组创建应用分组面板，选择创建方式创建方式为资源组创建资源组创建，并设置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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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应用分组名称应用分组名称
从资源管理控制台选择资源组。

关于如何在资源管理中创建资源组，请参见创建资源组。

报警联系人组报警联系人组
用于接收报警通知的联系人组。

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组，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组。

初始化安装监控初始化安装监控
插件插件

当资源为云服务器ECS实例时，云监控自动为应用分组中的ECS实例（阿里云主机）安装云
监控插件，以便采集ECS实例的监控数据。

初始化安装监控插件初始化安装监控插件 开关默认打开。

订阅事件通知订阅事件通知

当应用分组中的资源产生严重或警告级别的事件时，云监控自动给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
联系人发送报警通知。

订阅事件通知订阅事件通知 开关默认打开。

5. 单击确定确定。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您可以查看创建的应用分组。

创建应用分组后，您可以查看应用分组的组内资源、监控视图、故障列表、可用性监控等数据，并执行相关
操作。通过应用分组集中管理资源，便于您及时接收故障资源的报警通知，并及时处理故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在组概览组概览页面，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关联云产品概览关联云产品概览和组监控其他状态组监控其他状态。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您可以根据所需查看该应用分组的组内资源组内资源、监控视图监控视图、故障列故障列
表表、可用性监控可用性监控、组进程监控组进程监控、系统事件系统事件、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日志监控日志监控、自定义监控自定义监控、报警历史报警历史、报警报警
规则规则和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功能 说明

组内资源组内资源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内的资源列表，并管理云服务及其资源。

监控视图监控视图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内资源的监控详情。云监控默认显示常用的监控数据，如果您需
要展示更多监控数据或改变图表的展现形式，则可以修改图表类型和自定义监控数据。

您可以在自定义图表自定义图表 页签中，单击添加监控图表添加监控图表 ，添加更多监控指标。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获取云服务器ECS操作系统的监控指标，则必须安装云监控插
件。具体操作，请参见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3.3. 查看应用分组3.3. 查看应用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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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列表故障列表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内当前正在报警的所有资源，方便您快速总览全部不健康实例，
及时处理故障。

说明说明

同一个资源的多个监控项同时报警时，故障列表中会多次显示该资源。故障
列表中的每条记录，表示资源的一个正在报警的监控项。

当您禁用正在发生报警的规则后，规则对应资源的监控项将不在故障列表中
显示。

可用性监控可用性监控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内可用性监控任务，也可以创建、修改、删除、启用或停用可用
性任务。

组进程监控组进程监控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内所有进程记录，也可以创建、修改或删除进程。

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内的系统事件，也可以为系统事件创建、删除或修改报警规则，
便于您追溯对报警规则的操作。您可以查看最近90天内的事件报警记录。

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内的自定义事件，也可以为自定义事件创建、删除或修改报警规
则，便于您追溯对报警规则的操作。您可以查看最近90天内的事件报警记录。

日志监控日志监控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内所有日志监控记录，也可以创建、修改或删除日志监控。

自定义监控自定义监控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内所有自定义监控记录，也可以删除或设置报警规则。

报警历史报警历史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内所有报警规则的报警历史。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内所有报警规则，且可以在报警规则列表中对指定规则执行禁
用、启用、修改等操作。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内所有Prometheus监控数据、本地日志监控数据、SLS日志监控
数据和自定义监控数据，且可以创建数据接入任务、报警和监控大盘。

功能 说明

您可以更换应用分组的报警联系人组，也可以管理应用分组中的云产品及其资源。

更换应用分组的报警联系人组更换应用分组的报警联系人组
当目标应用分组的报警联系人变动时，您可以更换报警联系人组。

3.4. 修改应用分组3.4. 修改应用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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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组概览组概览的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区域，单击报警联系人组报警联系人组对应的 图标。

5. 重新选择报警联系人组报警联系人组。

6. 单击确定确定。

添加资源至应用分组添加资源至应用分组
您可以在目标应用分组中添加云产品及其资源，以便从应用分组维度管理报警规则，查看监控数据。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组内资源组内资源。

5. 单击右上角的管理产品和资源管理产品和资源。

说明 说明 当目标应用分组内无资源时，单击添加产品添加产品。

6. 在添加/修改组资源添加/修改组资源面板，选择目标云产品及其资源。

7. 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应用分组中的资源删除应用分组中的资源
删除目标应用分组中的资源后，您无法通过该应用分组查看资源的监控数据，也无法收到该资源的报警通
知。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组内资源组内资源。

5. 在目标云产品页签，删除资源。

单个删除

a. 单击目标实例名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b. 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a. 先单击目标实例名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删除删除。

b. 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不再需要某个应用分组时，可以对其执行删除操作。删除应用分组后，该应用分组内的实例自动转移到
全部实例中，同时删除该应用分组的所有报警规则和事件通知。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3.5. 删除应用分组3.5. 删除应用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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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删除目标应用分组。

单个删除

a. 在目标应用分组区域，先单击 图标，然后单击删除组删除组。

b. 在确认删除组确认删除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a. 先单击所有目标应用分组区域右下角的复选框，然后单击批量删除批量删除。

b. 在确认删除组确认删除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有大量云资源时，建议您先根据业务应用维度，创建应用分组，然后创建报警模板，并将该模板直接应
用到应用分组，这样可简化报警规则的创建和维护。报警模板需要与应用分组配合使用，您可以将报警模板
应用在各个应用分组上，为各云服务快速创建报警规则。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报警模板。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报警模板。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应用报警模板到应用分组时，云监控会自动删除您应用分组中原有的报警规则，根据所选报警模板重新为您
创建报警规则。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先选中目标应用分组，然后单击批量应用模板批量应用模板。

4. 在应用模板到分组应用模板到分组对话框，设置模板、通道沉默周期、生效时间、报警回调和模板应用方式。

5. 单击确定确定。

在目标应用分组区域，您可以查看关联模板的名称。

当您暂时不需要接收某个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时，可以暂时停止报警通知的发送。当超过您设置的暂停报警
通知的时间范围后，云监控自动恢复报警通知。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为应用分组创建报警规则。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报警规则。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6. 应用报警模板到应用分组3.6. 应用报警模板到应用分组

3.7. 暂停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3.7. 暂停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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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暂停目标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

单个暂停

a. 在目标应用分组区域，先单击 图标，然后单击暂停通知暂停通知。

b. 在通知暂停发送通知暂停发送对话框，设置暂停报警通知的时间范围。

c. 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暂停

a. 先单击所有目标应用分组区域右下角的复选框，然后单击暂停通知暂停通知。

b. 在通知暂停发送通知暂停发送对话框，设置暂停报警通知的时间范围。

c. 单击确定确定。

可用性监控为您定期探测本地或远程指定路径和端口是否正常响应。当出现响应超时或状态码错误时，云监
控发送报警通知，帮助您快速发现本地或远程服务无响应的情况。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可用性监控仅支持云服务器ECS、云数据库RDS版和云数据库Redis版。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可用性监控可用性监控。

5. 单击添加可用性监控添加可用性监控。

6. 在创建任务创建任务页面，设置任务相关参数。

参数 描述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可用性监控的任务名称。

探测源探测源 待探测的实例ID。

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待探测目标。取值：

URL或者IPURL或者IP：仅用于云服务器ECS。

云数据库RDS版云数据库RDS版 ：仅用于云数据库RDS版。

云数据库Redis版云数据库Redis版 ：仅用于云数据库Redis版。

3.8. 可用性监控3.8. 可用性监控
3.8.1. 创建可用性监控任务3.8.1. 创建可用性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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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待探测类型。

当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为URL或者IPURL或者IP时，支持如下探测类型：

HT T P(S)HT T P(S)：需要输入待探测目标的URL地址。

T ELNETT ELNET ：需要输入待探测目标的IP地址。

PINGPING：需要输入待探测目标的IP地址。

当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为云数据库RDS版云数据库RDS版 或云数据库Redis版云数据库Redis版 时，支持如下探测类型：

T ELNETT ELNET ：需要选择实例ID和探测连接地址。

PINGPING：需要选择实例ID和探测连接地址。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

探测类型的请求方法。请求方法包括HEADHEAD、GETGET 和POSTPOST 。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为URL或者IPURL或者IP，且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
要设置该参数。

监控频率监控频率

探测周期。

取值：15秒、30秒、1分钟、2分钟、5分钟、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例
如：选择1分钟频率，云监控将以1分钟/次的频率监控目标实例。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为URL或者IPURL或者IP，且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
要设置该参数。

HeadersHeaders

站点探测时HTTP或HTTPS的Headers。

Header格式：  parameter1:value1 。

多个Header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为URL或者IPURL或者IP，且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
要设置该参数。

提交内容提交内容

站点探测时POST的请求内容。

提交内容格式：  parameter1=value1&parameter2=value2 ，仅支持英
文。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为URL或者IPURL或者IP、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和请求方请求方
法法 为POSTPOST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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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响应内容匹配响应内容

站点探测的匹配响应方式和匹配响应信息。

当匹配响应信息非空时，站点探测读取HTTP服务器回应Body的前64KB，从中
查找匹配响应信息。匹配响应方式取值：

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

不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不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为URL或者IPURL或者IP，且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
要设置该参数。

参数 描述

7.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8. 在报警设置报警设置页面，设置报警相关参数。

参数 描述

状态码状态码

当探测的状态码满足报警设置时，触发报警。

状态码状态码 和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其中之一达到阈值后都会触发报警，报警会发送给应用分
组的报警联系人组。

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当探测的响应时间满足报警设置时，触发报警。

状态码状态码 和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其中之一达到阈值后都会触发报警，报警会发送给应用分
组的报警联系人组。

报警级别报警级别

报警级别和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Critical（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Warning（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Info（邮件+钉钉机器人）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公网可访问的URL，用于接收云监控通过POST请求推送的报警信息。目前仅支
持HTTP协议。关于如何设置报警回调，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通道沉默时间通道沉默时间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5
分钟、30分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某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
过报警阈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
沉默周期后仍未恢复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发送报警通知，非生效时间内
产生的报警只记录报警历史。

9. 单击确定确定。

3.8.2. 修改可用性监控任务3.8.2. 修改可用性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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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已有可用性监控任务不能满足您探测本地或远程指定路径和端口的需求时，您可以根据所需修改任务。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可用性监控可用性监控。

5. 单击目标可用性监控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6. 在创建任务创建任务页面，设置任务相关参数。

参数 描述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可用性监控的任务名称。

探测源探测源 待探测的实例ID。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

探测类型的请求方法。请求方法包括HEADHEAD、GETGET 和POSTPOST 。

说明 说明 当目标可用性监控任务的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为URL或者IPURL或者IP，且探测类探测类
型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监控频率监控频率

探测周期。

取值：15秒、30秒、1分钟、2分钟、5分钟、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例
如：选择1分钟频率，云监控将以1分钟/次的频率监控目标实例。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为URL或者IPURL或者IP，且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
要设置该参数。

HeadersHeaders

站点探测时HTTP或HTTPS的Headers。

Header格式：  parameter1:value1 。

多个Header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为URL或者IPURL或者IP，且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
要设置该参数。

提交内容提交内容

站点探测时POST的请求内容。

提交内容格式：  parameter1=value1&parameter2=value2 ，仅支持英
文。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为URL或者IPURL或者IP、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和请求方请求方
法法 为POSTPOST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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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响应内容匹配响应内容

站点探测的匹配响应方式和匹配响应信息。

当匹配响应信息非空时，站点探测读取HTTP服务器回应Body的前64KB，从中
查找匹配响应信息。匹配响应方式取值：

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

不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不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为URL或者IPURL或者IP，且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
要设置该参数。

参数 描述

7.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8. 在报警设置报警设置页面，设置报警相关参数。

参数 描述

状态码状态码

当探测的状态码满足报警设置时，触发报警。

状态码状态码 和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其中之一达到阈值后都会触发报警，报警会发送给应用分
组的报警联系人组。

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当探测的响应时间满足报警设置时，触发报警。

状态码状态码 和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其中之一达到阈值后都会触发报警，报警会发送给应用分
组的报警联系人组。

报警级别报警级别

报警级别和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Critical（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Warning（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Info（邮件+钉钉机器人）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公网可访问的URL，用于接收云监控通过POST请求推送的报警信息。目前仅支
持HTTP协议。关于如何设置报警回调，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通道沉默时间通道沉默时间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5
分钟、30分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某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
过报警阈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
沉默周期后仍未恢复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发送报警通知，非生效时间内
产生的报警只记录报警历史。

9. 单击确定确定。

3.8.3. 删除可用性监控任务3.8.3. 删除可用性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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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不再需要应用分组中的某条可用性监控任务时，可以对其执行删除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可用性监控可用性监控。

5. 删除可用性监控任务。

单个删除

a. 先单击目标可用性监控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然后单击删除删除。

b. 在删除删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a. 先单击目标可用性监控任务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批量删除批量删除。

b. 在删除删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暂时不需要探测资源的本地或远程指定路径和端口时，可以禁用应用分组中的可用性监控任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您确保可用性监控任务的监控状态监控状态为启用启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可用性监控可用性监控。

5. 禁用可用性监控任务。

单个禁用

a. 单击目标可用性监控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禁用禁用。

b. 在禁用禁用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禁用

a. 先单击目标可用性监控任务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批量禁用批量禁用。

b. 在禁用禁用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需要继续探测资源的本地或远程指定路径和端口时，可以重新启用应用分组中的可用性监控任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您确保可用性监控任务的监控状态监控状态为禁用禁用。

3.8.4. 禁用可用性监控任务3.8.4. 禁用可用性监控任务

3.8.5. 启用可用性监控任务3.8.5. 启用可用性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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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可用性监控可用性监控。

5. 启用可用性监控任务。

单个启用

a. 单击目标可用性监控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启用启用。

b. 在启用启用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启用

a. 先单击目标可用性监控任务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批量启用批量启用。

b. 在启用启用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本地服务的可用性监控可以帮助您快速发现本地服务无响应的情况，并能够在出现响应超时或状态码错误
时，给您发送报警通知。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本地服务的可用性监控依赖云监控插件，被监控主机需要安装云监控插件。请确保您已安装云监控插件。
具体操作，请参见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应用分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应用分组。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可用性监控可用性监控。

5. 单击添加可用性监控添加可用性监控。

6. 在创建任务创建任务页面，设置任务相关参数。

参数 描述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可用性监控的任务名称。

探测源探测源 待探测的实例ID。

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待探测目标。

探测目标探测目标 选择URL或者IPURL或者IP。

3.8.6. 为本地服务创建可用性监控任务3.8.6. 为本地服务创建可用性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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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待探测类型。您可以设置如下探测类型：

HT T P(S)HT T P(S)：需要输入待探测目标的URL地址，同时选择请求方法：HEAD、
GET或POST，格式：  localhost:port/path 。

T ELNETT ELNET ：需要输入待探测目标的IP地址，格式：  127.0.0.1:port 。

PINGPING：需要输入待探测目标的IP地址。

例如：您需要探测Tomcat响应是否正常，选择HTTP(S)后填写  localhost:
8080/monitor ；您需要探测MySQL的连通性，选择TELNET后填写  127.0
.0.1:3306 。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

探测类型的请求方法。请求方法包括HEADHEAD、GETGET 和POSTPOST 。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监控频率监控频率

探测周期。

取值：15秒、30秒、1分钟、2分钟、5分钟、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例
如：选择1分钟频率，云监控将以1分钟/次的频率监控目标实例。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HeadersHeaders

站点探测时HTTP或HTTPS的Headers。

Header格式：  parameter1:value1 。

多个Header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提交内容提交内容

站点探测时POST的请求内容。

提交内容格式：  parameter1=value1&parameter2=value2 ，仅支持英
文。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且请求方法请求方法 为POSTPOST 时，需要设
置该参数。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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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响应内容匹配响应内容

站点探测的匹配响应方式和匹配响应信息。

当匹配响应信息非空时，站点探测读取HTTP服务器回应Body的前64KB，从中
查找匹配响应信息。匹配响应方式取值：

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

不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不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参数 描述

7.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8. 在报警设置报警设置页面，设置报警相关参数。

参数 描述

状态码状态码

当探测的状态码满足报警设置时，触发报警。

状态码状态码 和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其中之一达到阈值后都会触发报警，报警会发送给应用分
组的报警联系人组。

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当探测的响应时间满足报警设置时，触发报警。

状态码状态码 和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其中之一达到阈值后都会触发报警，报警会发送给应用分
组的报警联系人组。

报警级别报警级别

报警级别和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Critical（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Warning（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Info（邮件+钉钉机器人）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公网可访问的URL，用于接收云监控通过POST请求推送的报警信息。目前仅支
持HTTP协议。

通道沉默时间通道沉默时间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5
分钟、30分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某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
过报警阈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
沉默周期后仍未恢复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发送报警通知，非生效时间内
产生的报警只记录报警历史。

9. 单击确定确定。

3.8.7. 状态码说明3.8.7. 状态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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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通过可用性监控功能探测指定路径或端口的可用性时，如果探测异常，会返回相应状态码。

状态码说明如下表所示。

协议类型 状态码 含义

HTTP
610

超时。发出HTTP请求后5秒内无响
应，视为超时。

611 探测失败。

Telnet
630

超时。发出Telnet请求后5秒内无响
应，视为超时。

631 探测失败。

事件监控为您提供各云产品系统事件的统一查询和统计入口，使您及时得知各云产品的运行状态，并接收报
警通知，便于您在业务故障时，快速分析并定位问题。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云监控支持各云产品的系统事件，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5. 在事件监控事件监控页签，选择待查看的云产品、事件类型、事件名称和时间段，单击确定确定。

6. 在事件列表中，单击目标事件对应操作操作列的详情详情。

查看目标事件的JSON格式。

云监控集中管理各云产品的系统事件和自定义事件。您可以为云产品的系统事件设置报警规则，当异常发生
时，您可以及时收到报警通知，便于快速分析并定位问题。本文为您介绍创建和调试系统事件报警规则的方
法。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云监控支持的事件类型和云产品如下表所示。

事件类型 说明 支持的云产品

3.9. 系统事件3.9. 系统事件
3.9.1. 查看系统事件3.9.1. 查看系统事件

3.9.2. 使用系统事件报警3.9.2. 使用系统事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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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事件
云监控为您提供各云产品系统事件的
统一查询入口，使您及时得知各云产
品的运行状态，并接收报警通知。

支持的云产品和系统事件

自定义事件

您可以通过云监控的自定义事件上报
接口，将目标云产品的异常事件上报
到云监控，使您及时得知该云产品的
运行状态，并接收报警通知。

云监控支持的所有云产品。

事件类型 说明 支持的云产品

创建系统事件报警规则创建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5.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6. 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7. 在创建/修改事件报警创建/修改事件报警面板，设置系统事件的报警规则参数。

参数 说明

报警规则名称报警规则名称 事件报警规则的名称。

产品类型产品类型 事件报警规则的云产品类型。云监控支持的云产品，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报警规则的事件类型。每个云产品支持的事件类型，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事件等级事件等级 事件报警规则的事件等级。每个云产品支持的事件等级，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事件报警规则的事件名称。每个云产品支持的事件名称，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关键词过滤关键词过滤

报警规则过滤的关键词。取值：

满足包含上面任何一个关键词满足包含上面任何一个关键词 ：当您的报警规则中包含任何一个关键词时，不
发送报警通知。

满足不包含上面任何一个关键词满足不包含上面任何一个关键词 ：当您的报警规则中不包含任何一个关键词
时，不发送报警通知。

SQL Filt erSQL Filt er SQL过滤语句。

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事件报警规则作用的资源范围。取值：

全部资源全部资源 ：当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选择全部资源全部资源 时，任何资源发生相关事件，都会按照配
置发送通知。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当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选择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时，只有指定应用分组内的资源发生相关
事件，才会发送通知。

联系人组联系人组 事件报警规则的报警联系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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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方式通知方式

事件报警的级别和通知方式。取值：

Critical（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Warning（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Info（邮件+钉钉机器人）

消息服务队列消息服务队列 事件报警投递到消息服务的指定队列。

函数计算函数计算 事件报警投递到函数计算的指定函数。

URL回调URL回调
公网可访问的URL，用于接收云监控通过POST请求推送的报警信息。目前仅支持
HTTP协议。关于如何设置报警回调，请参见使用系统事件报警回调。

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事件报警投递到日志服务的指定日志库。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5分钟、
30分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参数 说明

8. 单击确定确定。

调试系统事件报警规则调试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说明 说明 您只能调试系统事件的报警规则，且该规则必须关联指定的云服务和事件名称。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5.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6.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调试调试。

7. 在创建事件调试创建事件调试面板，选择待调试事件。

8. 在内容（JSON格式）内容（JSON格式）区域，显示该事件内容，您可以根据实际环境修改其实例ID等信息。

9. 单击确定确定。

云监控根据内容发送一个报警事件，触发报警规则。

相关操作相关操作
在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单击目标规则对应操作列的修改修改、禁用禁用、启用启用和删除删除，对系统事件的报警规则执行
相关操作。

3.10. 自定义事件3.10. 自定义事件
3.10.1. 查看自定义事件3.10.1. 查看自定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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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监控为您提供自定义事件的统一查询和统计入口，方便您查看自定义事件的监控数据，并接收报警通
知，便于您在业务故障时，快速分析并定位问题。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上报自定义事件监控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见概览。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

5. 在事件监控事件监控页签，选择待查看的事件级别、事件名称和时间段，单击确定确定。

6. 在事件列表中，单击目标事件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查看详情查看详情，查看该事件的详细信息。

云监控集中管理各云产品的系统事件和自定义事件。您可以为云产品的系统事件设置报警规则，当异常发生
时，您可以及时收到报警通知，便于快速分析并定位问题。本文为您介绍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的创建方法。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云监控支持的事件类型和云产品如下表所示。

事件类型 说明 支持的云产品

系统事件
云监控为您提供各云产品系统事件的
统一查询入口，使您及时得知各云产
品的运行状态，并接收报警通知。

支持的云产品和系统事件

自定义事件

您可以通过云监控的自定义事件上报
接口，将目标云产品的异常事件上报
到云监控，使您及时得知该云产品的
运行状态，并接收报警通知。

云监控支持的所有云产品。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

5.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6. 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7. 在创建/修改事件报警创建/修改事件报警面板，设置自定义事件的报警规则参数。

参数 说明

报警规则名称报警规则名称 事件报警规则的名称。

3.10.2. 使用自定义事件报警3.10.2. 使用自定义事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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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只有指定应用分组内的资源发生相关事件，才会发送通知。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自定义事件的名称。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事件报警规则的详细信息。1~5分钟内报警累计发生的次数。

通知方式通知方式

事件报警的通知方式和级别。取值：

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CRIT ICAL）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WARN）

邮件+钉钉机器人（INFO）

联系人组联系人组 事件报警规则的报警联系人组。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设置URL回调地址和请求方法。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POST或
GET请求推送到该地URL，目前仅支持HTTP协议。

参数 说明

8. 单击确定确定。

相关操作相关操作
在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单击目标规则对应操作列的修改修改、禁用禁用、启用启用和删除删除，对自定义事件的报警规则执
行相关操作。

本文为您介绍日志监控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以及业务流程。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在企业级的业务运维和运营场景中， 日志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业务日志的简单本地化存储，很难挖
掘日志背后真正的数据价值。将日志存储到集中的服务端后，将其处理成指导运维和指导运营的指标，成为
企业日益迫切的需求。

日志监控提供对日志数据实时分析、监控图表可视化展示和报警服务。您只需要开通日志服务，将本地日志
通过日志服务进行收集，即可解决企业的监控运维与运营诉求。此外，还可完美结合云监控的其他功能，形
成完整的监控闭环。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通过将云监控与日志服务结合， 推出了非常轻量级，但全面、易用的解决方案，如下图所示。

简单和易用是与传统ELK方案相比较，零编码即可享有完整监控解决方案。

提供日志数据实时分析、监控图表展示、报警服务的全套解决方案。

基于阿里云Apsara Monitor服务，提供稳定可靠的日志监控体验。

全SaaS服务，几乎无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运维成本，让您快速拥有企业级业务日志实时监控能力。

3.11. 日志监控3.11. 日志监控
3.11.1. 概览3.11.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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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日志监控的业务流程如下图所示。

1. 通过日志服务收集日志。

2. 授权云监控读取日志服务数据的权限，查询您的日志。

3. 使用日志监控定义监控指标和日志数据处理方式。

4. 为监控指标设置报警规则。

在您首次使用日志监控功能时，需要授权云监控访问日志服务SLS的权限。授权后，云监控能访问日志服务
SLS，统计和筛选日志。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开通日志服务SLS。

当您首次使用日志服务时，需要登录日志服务控制台，根据页面提示开通日志服务。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
日志服务。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3.11.2. 授权日志监控3.11.2. 授权日志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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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监控日志监控。

3. 在云监控服务关联角色云监控服务关联角色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在日志监控中创建监控项，并对该监控项执行修改和删除操作。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在日志服务SLS中创建Project和Logstore。

具体操作，请参见快速入门。

请确保您已授权云监控访问日志服务SLS的权限。

具体操作，请参见授权日志监控。

请确保您已购买日志监控的数据处理量。

更多信息，请参见计费标准和套餐。

创建日志监控项创建日志监控项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监控日志监控。

5. 单击新建日志监控新建日志监控。

6. 在关联资源关联资源页面，设置日志服务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描述

地域地域 日志服务中日志项目（日志Project）所在地域。

日志日志
ProjectProject

日志服务中日志项目的名称。

日志日志
Logst oreLogst ore

日志服务中日志库的名称。

7. 在监控项定义监控项定义页面，设置监控项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描述

监控项监控项 监控指标的名称。

单位单位 监控项的单位。

计算周期计算周期 监控项的计算周期。单位：分钟。取值：1、2、3、4、5、10、15、20、30、60。

3.11.3. 管理日志监控项3.11.3. 管理日志监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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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统计方法

在计算周期内根据选定的统计方法对日志数据进行聚合处理。如果字段值是数值型，可以使用所
有统计方法，否则只能使用计数计数 和count pscount ps 两种聚合算法。取值：

计数计数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个数。

求和求和 ：计算1分钟内指定字段数值之和。

最大值最大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最大值。

最小值最小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最小值。

平均值平均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平均值。

count pscount ps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count后的每秒平均值。

sumpssumps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sum后的每秒平均值。

dist inctdist inct ：去重后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出现的次数。

扩展字段扩展字段
为统计方法中的结果提供四则运算功能，例如：在统计方法中配置了HTTP状态码请求总数
TotalNumber和HTTP状态码大于499的请求数5xxNumber，则可以通过扩展字段计算出服务端
的错误率：5xxNumber/TotalNumber*100。

日志筛选日志筛选

对日志数据进行过滤，相当于SQL中的where条件，例如：Key为level，Value中需要监控的关
键字为ERROR，该参数设置为  level=Error 。

选择过滤的日志字段名不能包含中文。

Group-byGroup-by

对数据进行空间维度聚合，相当于SQL中的Group By。

根据指定的维度，对监控数据进行分组。如果Group By不选择任何维度，则根据聚合方法对全
部监控数据进行聚合。

关于Group By，请参见Group By子句。

Select  SQLSelect  SQL 将统计方法转化成SQL语句，方便您理解数据的处理方式。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应用分组的名称。将该监控项添加到指定应用分组中。

参数 描述

8. 在报警设置报警设置页面，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描述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报警规则的名称。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数据满足指定报警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

报警级别报警级别

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邮件+钉钉机器人

连续几次超过阈连续几次超过阈
值后报警值后报警

连续几次超过阈值后，报警联系人组中的联系人会收到报警通知。取值：1、3、5、10、
15、30。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应用分组 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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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0分钟、15分
钟、30分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

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阈值，
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仍未恢复正
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地址，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POST或GET请求推送到该URL地
址，目前仅支持HTTP协议。关于报警回调的设置方法，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参数 描述

9. 在创建结果创建结果页面，单击关闭关闭。

修改日志监控项修改日志监控项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监控日志监控。

5. 单击目标监控项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

6. 在关联资源关联资源页面，设置监控项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描述

地域地域 日志服务中日志项目（日志Project）所在地域。

日志日志
ProjectProject

日志服务中日志项目的名称。

日志日志
Logst oreLogst ore

日志服务中日志库的名称。

7. 在监控项定义监控项定义页面，设置监控项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描述

单位单位 监控项的单位。

计算周期计算周期 监控项的计算周期。单位：分钟。取值：1、2、3、4、5、10、15、20、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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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统计方法

在计算周期内根据选定的统计方法对日志数据进行聚合处理。如果字段值是数值型，可以使用所
有统计方法，否则只能使用计数计数 和count pscount ps 两种聚合算法。取值：

计数计数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个数。

求和求和 ：计算1分钟内指定字段数值之和。

最大值最大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最大值。

最小值最小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最小值。

平均值平均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平均值。

count pscount ps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count后的每秒平均值。

sumpssumps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sum后的每秒平均值。

dist inctdist inct ：去重后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出现的次数。

扩展字段扩展字段
为统计方法中的结果提供四则运算功能，例如：在统计方法中配置了HTTP状态码请求总数
TotalNumber和HTTP状态码大于499的请求数5xxNumber，则可以通过扩展字段计算出服务端
的错误率：5xxNumber/TotalNumber*100。

日志筛选日志筛选

对日志数据进行过滤，相当于SQL中的where条件，例如：该参数设置为  level:ERROR ，表
示统计关键字ERROR的监控数据。

选择过滤的日志字段名不能包含中文。

Group-byGroup-by

对数据进行空间维度聚合，相当于SQL中的Group By。

根据指定的维度，对监控数据进行分组。如果Group By不选择任何维度，则根据聚合方法对全
部监控数据进行聚合。

关于Group By，请参见Group By子句。

Select  SQLSelect  SQL 将统计方法转化成SQL语句，方便您理解数据的处理方式。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应用分组的名称。将该监控项添加到指定应用分组中。

参数 描述

8. 

9. 在创建结果创建结果页面，单击关闭关闭。

删除日志监控项删除日志监控项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监控日志监控。

5. 删除日志监控项。

单个删除

a. 单击目标监控项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

b. 在确认删除日志监控确认删除日志监控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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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先单击目标监控项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批量删除批量删除。

b. 在确认删除日志监控确认删除日志监控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创建日志监控的监控项后，可以查看其监控图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监控日志监控。

5. 单击目标监控项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

您可以查看目标监控项的监控图表，及其同比昨天和同比上周的监控数据。

本文为您介绍日志监控常见问题的排查方法。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创建日志监控时页面报错。

创建日志监控时，页面报错是因为AccessKey状态为已禁用已禁用。启用方法如下：

i. 使用阿里云账号登录控制台。

ii. 将鼠标置于页面右上方的账号图标，单击AccessKey管理AccessKey管理。

iii. 在安全提示安全提示对话框，单击继续使用AccessKey继续使用AccessKey。

iv. 在AccessKeyAccessKey页面，单击目标AccessKey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启用启用。

v. 在启用启用对话框，单击启用启用。

2. 创建日志监控成功，监控图表无数据。

如果监控图表无数据，则报警规则会出现数据不足的情况。

在日志监控日志监控列表中，单击目标监控项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在Select  SQLSelect  SQL中，查看生成的SQL语句中
是否包含中文字符。

说明 说明 SQL语句中不能包含中文字符。

确保目标监控项中设置的统计方法统计方法和日志筛选日志筛选有匹配的日志数据。

在日志监控日志监控列表中，单击目标监控项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在预览预览中查看是否有匹配的日志数据。
您可以查看最近1小时内的日志数据。

登录日志服务控制台，您可以查看更长时间的日志匹配数据。

3. 监控数据达到阈值，但是未收到报警。

检查报警通知是否进入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默认为24小时。

报警通知进入通道沉默周期，且监控数据未恢复正常，云监控不发送报警通知。

3.11.4. 查看监控数据3.11.4. 查看监控数据

3.11.5. 常见问题排查3.11.5. 常见问题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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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通知未进入通道沉默周期，且监控数据未恢复正常，云监控继续发送报警通知。

当您需要监控应用分组中各云产品资源的使用情况时，可以创建报警规则。如果资源的监控指标达到报警条
件，云监控自动发送报警通知，帮助您及时得知异常监控数据，并快速处理。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5. 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6.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面板，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产品产品 云监控可管理的云产品名称。例如：云数据库RDS版。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数据满足报警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规则描述的设置方法如
下：

i. 单击添加规则添加规则 。

ii. 在添加规则描述添加规则描述 面板，设置规则名称、监控指标类型、监控指标、阈值、报警级别
和报警方式等。

iii. 单击确定确定 。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5分钟、30分
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某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阈
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仍未恢复
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可设置该参数。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可设置该参数。

报警联系人组报警联系人组

发送报警的联系人组。

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会发送给该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组是一组报警
联系人，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人。

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和报警联系人组，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

3.12. 报警规则3.12. 报警规则
3.12.1. 创建报警规则3.12.1. 创建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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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公网可访问的URL，用于接收云监控通过POST请求推送的报警信息。目前仅支持HTTP协
议。关于如何设置报警回调，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弹性伸缩弹性伸缩

如果您打开弹性伸缩弹性伸缩 开关，当报警发生时，会触发相应的伸缩规则。您需要设置弹性伸缩
的地域地域 、弹性伸缩组弹性伸缩组 和弹性伸缩规则弹性伸缩规则 。

关于如何创建弹性伸缩组，请参见创建伸缩组。

关于如何创建弹性伸缩规则，请参见创建伸缩规则。

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如果您打开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开关，当报警发生时，会将报警信息写入日志服务。您需要设置日志
服务的地域地域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和Logst oreLogst ore。

关于如何创建Project和Logstore，请参见快速入门。

无数据报警处理无数据报警处理
方法方法

无监控数据时报警的处理方式。取值：

不做任何处理不做任何处理 （默认值）

发送无数据报警发送无数据报警

视为正常视为正常

参数 说明

7. 单击确定确定。

当已有报警规则不能满足您应用分组中指定云产品的监控指标的报警需求时，您可以根据所需修改报警规
则。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5. 单击目标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6.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面板，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数据满足报警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规则描述的修改方法如
下：

i. 单击目标规则名称后面的 图标。

ii. 在添加规则描述添加规则描述 面板，设置规则名称、监控指标、阈值、报警级别和报警方式。

iii. 单击确定确定 。

3.12.2. 修改报警规则3.12.2. 修改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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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5分钟、30分
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某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阈
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仍未恢复
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可设置该参数。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可设置该参数。

报警联系人组报警联系人组

发送报警的联系人组。

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会发送给该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组是一组报警
联系人，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人。

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和报警联系人组，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公网可访问的URL，用于接收云监控通过POST请求推送的报警信息。目前仅支持HTTP协
议。关于如何设置报警回调，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弹性伸缩弹性伸缩

如果您打开弹性伸缩弹性伸缩 开关，当报警发生时，会触发相应的伸缩规则。您需要设置弹性伸缩
的地域地域 、弹性伸缩组弹性伸缩组 和弹性伸缩规则弹性伸缩规则 。

关于如何创建弹性伸缩组，请参见创建伸缩组。

关于如何创建弹性伸缩规则，请参见创建伸缩规则。

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如果您打开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开关，当报警发生时，会将报警信息写入日志服务。您需要设置日志
服务的地域地域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和Logst oreLogst ore。

关于如何创建Project和Logstore，请参见快速入门。

无数据报警处理无数据报警处理
方法方法

无监控数据时报警的处理方式。取值：

不做任何处理不做任何处理 （默认值）

发送无数据报警发送无数据报警

视为正常视为正常

参数 说明

7. 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不再需要应用分组中的某条报警规则时，可以对其执行删除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3.12.3. 删除报警规则3.12.3. 删除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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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5. 删除报警规则。

单个删除

a.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b. 在删除报警确认删除报警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删除删除。

b. 在删除报警确认删除报警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需要手动停止云产品的服务，进行维护或升级时，可以禁用应用分组中的报警规则，避免因人为变更而
收到大量且无用的报警通知。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您确保报警规则的状态状态为正常正常。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5. 禁用报警规则。

单个禁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然后单击禁用禁用。

b. 在禁用报警规则确认禁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禁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禁用禁用。

b. 在禁用报警规则确认禁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完成云产品的维护或升级后，可以重新启用应用分组中的报警规则。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您确保报警规则的状态状态为已禁用已禁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3.12.4. 禁用报警规则3.12.4. 禁用报警规则

3.12.5. 启用报警规则3.12.5. 启用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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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名称链接。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5. 启用报警规则。

单个启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然后单击启用启用。

b. 在启用报警规则确认启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启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启用启用。

b. 在启用报警规则确认启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应用分组 云监控

57 > 文档版本：20220701



云监控通过在主机上安装插件，为您的主机提供监控功能。无论您的主机是云服务器ECS，还是其他云厂商
的虚拟机或物理机，都可以使用云监控的主机监控功能。目前云监控仅支持为Linux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
主机安装插件。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您可以使用主机监控功能查询主机的资源使用情况和故障指标。主机监控的应用场景如下：

混合云监控解决方案

主机监控通过云监控插件采集您主机的监控项。该插件支持安装在非阿里云主机上，解决您云上和云下双
重环境的基础监控问题。

企业级用户的监控解决方案

主机监控支持将阿里云不同地域的主机分配在同一应用分组中，真正从业务角度管理主机。同时提供应用
分组维度的报警管理功能，设置的报警规则可以作用于应用分组中的所有主机，极大地提升了您的运维效
率。

功能特性功能特性

功能 描述

便捷的插件安装
云监控通过安装在主机上的云监控插件，为您采集丰富的操作系统层面的监控项。更多信息，
请参见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丰富的监控项
为您监控CPU、内存、磁盘、网络等监控项，满足主机的基本运维需求。云监控支持的监控
项，请参见监控项说明。

业务级进程监控
为您采集当前活跃进程的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和打开文件数，帮助您了解主机的资源分配
情况。更多信息，请参见进程监控。

图形化GPU监控 从GPU、实例和分组维度监控GPU的相关监控项。更多信息，请参见GPU监控。

灵活的报警服务
支持对主机跨地域分组管理，您可以设置分组维度的报警规则，极大地降低监控管理成本。更
多信息，请参见使用报警服务。

云监控的主机监控服务通过在主机上安装云监控插件，为您提供主机的系统监控服务。

插件版本插件版本
云监控插件共有三个版本，从前往后依次为Java、Go和C++版本，当前最新版本为C++版本。由于C++版本
的云监控插件比Go和Java版本占用的CPU和内存资源低，特别当云监控负载较高时，C++版本插件的资源占
用明显低于Go和Java版本，因此建议您使用C++版本插件安装。云监控插件版本的详细说明如下表所示。

4.主机监控4.主机监控
4.1. 概览4.1. 概览

4.2. 云监控插件4.2. 云监控插件
4.2.1. 插件概览4.2.1. 插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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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版本号 说明 参考文档

C++（推荐） 3.X 最新版本，推荐使用。 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Go 2.X
推荐使用C++版本，Go版本插件
不再维护。

云监控Go语言版本插件介绍

云监控Go语言版本插件安装

Java 1.X
推荐使用C++版本，Java版本插
件不再维护。

云监控Java版本插件介绍

云监控Java版本插件安装

系统要求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 硬件架构

Windows 7、Windows Server 2008 R2及以上版本 i386、AMD64

Linux 2.6.23及以上版本（必须包括Glibc库） i386、AMD64

安装位置安装位置
Linux：/usr/local/cloudmonitor
Windows：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or

进程信息进程信息
插件安装后，您的主机上运行以下进程：

Linux：/usr/local/cloudmonitor/bin/argusagent
Windows：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or\bin\argusagent

端口说明端口说明
通过TCP协议访问远程服务器的80、443、3128、8080端口， 用于心跳检测与监控数据上报。

资源消耗资源消耗

分类 消耗

CPU 0.2%~1.0%的单核CPU。

内存 10MB~20MB

网络
每15秒发送一次监控数据，约占用内网网络带宽10KB。每3分钟发送一次心跳数据，约占用内
网网络带宽2KB左右。

插件安装包大小 10MB~15MB

日志 单个日志文件占用10MB磁盘空间，最多占用70MB。

插件日志插件日志
插件日志所在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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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or\local_data\logs
Linux：/usr/local/cloudmonitor/local_data/logs

插件日志所在文件夹中包括如下两种日志：

argusagentd.log：云监控C++版本插件运行时为了守护进程而记录的日志。日志主要包括监控进程的启
动、停止等信息。

argusagent.log：云监控C++版本插件的运行日志。

配置网络配置网络
如果您的主机设置了防火墙，则安装云监控插件前，需要配置网络。具体操作，请参见配置网络。

安装方法安装方法
关于如何安装云监控插件。具体操作，请参见安装云监控插件。

常用操作常用操作
云监控插件的常用操作，请参见常用操作。

如果您的主机设置了防火墙，则需要将云监控的IP地址和端口加入防火墙的白名单，云监控插件才能和云监
控服务器正常通信。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以root用户登录云监控插件所在主机。

2. 执行以下命令，解析并获取云监控心跳的IP地址。

nslookup cms-cloudmonit or.aliyun.comnslookup cms-cloudmonit or.aliyun.com

3. 执行以下命令，解析并获取云监控数据上报的IP地址。

VPC

nslookup met richub-<regionid>.aliyun.comnslookup met richub-<regionid>.aliyun.com

公网

nslookup met richub-cms-<regionid>.aliyuncs.comnslookup met richub-cms-<regionid>.aliyuncs.com

说明 说明 如果您使用VPC，云监控数据上报地址首选VPC地址  metrichub-<regionid>.aliyun.co
m ，备选公网地址  metrichub-cms-<regionid>.aliyuncs.com ，公网地址的  regionid 目前仅
支持  cn-hangzhou 、  cn-shanghai 、  cn-beijing 和  cn-shenzhen 。

4. 将云监控的心跳IP地址和端口，以及数据上报IP地址和端口加入防火墙的白名单。

云监控端口如下：

80和443：用于监控主机上报的数据。

8080和3128：用于检测云监控插件的心跳。

本文为您介绍自动安装、手动安装和卸载云监控C++版本插件的操作方法。

4.2.2. 配置网络4.2.2. 配置网络

4.2.3. 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4.2.3. 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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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安装插件（推荐）自动安装插件（推荐）
为阿里云主机自动安装插件的操作方法如下：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选中待安装或升级插件的阿里云主机，单击左下角的批量安装或升级插件批量安装或升级插件。

4. 单击确定确定。

安装或升级插件大约需要5分钟，请您耐心等待。当插件状态插件状态由安装中安装中变为运行中运行中时，表示插件安装或
升级成功。

说明 说明 对于新购阿里云主机，您可以先单击左上角的安装/更新Agent安装/更新Agent ，然后打开新购ECS自新购ECS自
动安装云监控动安装云监控开关。打开开关后，您新购买的ECS主机将自动安装云监控插件，反之，需要您手动
安装。

为阿里云主机手动安装插件为阿里云主机手动安装插件

注意 注意 当您自动为阿里云主机安装或升级云监控插件失败时，需要先卸载云监控插件，再手动执行
本操作安装云监控C++版本插件。关于如何卸载云监控插件，请参见如何卸载云监控插件？。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左上角的安装/更新Agent安装/更新Agent 。

4. 在监控安装指引监控安装指引面板，单击脚本安装脚本安装页签。

5. 在脚本安装脚本安装页签，选择主机所属地域和操作系统，根据页面上的安装提示和命令安装插件。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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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主机的操作系统版本，下载32位或64位插件包。

b. 以Administrator用户登录待安装云监控插件的主机。

c. 创建目录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or。

d. 上传插件包到主机，并解压到目录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or。

e. 打开命令提示符命令提示符页面。

通过键盘快捷键Win+R打开运行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cmdcmd，单击确定确定。

f.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云监控插件。

cd 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 or\bincd 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 or\bin

argusagent _service.exe inst allargusagent _service.exe inst all

g.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云监控插件。

net  st art  argusagentnet  st art  argusagent

h. 查看云监控插件状态。

a. 打开服务服务页面。

通过键盘快捷键Win+R打开运行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services.mscservices.msc，单击确定确定。

b. 查看服务argusagent  serviceargusagent  service的状态。

当服务状态为正在运行正在运行时，插件状态正常。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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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击安装命令安装命令区域的 图标。

b. 以root用户登录待安装云监控插件的主机。

c. 粘贴并执行云监控插件安装命令。

d.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云监控插件状态。

ps aux | grep argusagent  | grep -v grepps aux | grep argusagent  | grep -v grep

显示如下信息，说明云监控插件状态正常。

root      2284  0.0  0.0  22516  1488 ?        Ss   Sep14   0:00 /usr/local/cloud
monitor/bin/argusagent -d
root      2286  0.2  0.3 939652 14300 ?        Sl   Sep14   3:15 /usr/local/cloud
monitor/bin/argusagent

为非阿里云主机手动安装插件为非阿里云主机手动安装插件

注意 注意 当您手动为非阿里云主机安装云监控插件失败或升级云监控插件时，需要先卸载云监控插
件，再手动执行本操作安装云监控C++版本插件。关于如何卸载云监控插件，请参见如何卸载云监控插
件？。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左上角的安装/更新Agent安装/更新Agent 。

4. 在监控安装指引监控安装指引面板，单击脚本安装脚本安装页签。

5. 在脚本安装脚本安装页签，选择主机操作系统，根据页面上的安装提示和命令安装插件。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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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主机的操作系统版本，下载32位或64位插件包。

b. 下载配置文件accesskey.propert ies。

c. 以Administrator用户登录待安装云监控插件的主机。

d. 创建目录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or。

e. 上传插件包到主机，并解压到目录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or。

f. 上传配置文件到主机，并解压到目录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or\local_data\conf。

g. 打开命令提示符命令提示符页面。

通过键盘快捷键Win+R打开运行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cmdcmd，单击确定确定。

h.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云监控插件。

cd 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 or\bincd 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 or\bin

argusagent _service.exe inst allargusagent _service.exe inst all

i.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云监控插件。

net  st art  argusagentnet  st art  argusagent

j. 查看云监控插件状态。

a. 打开服务服务页面。

通过键盘快捷键Win+R打开运行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services.mscservices.msc，单击确定确定。

b. 查看服务argusagent  serviceargusagent  service的状态。

当服务状态为正在运行正在运行时，插件状态正常。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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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阿里云主机能访问公网

a. 单击安装命令安装命令区域的 图标。

b. 以root用户登录待安装云监控插件的主机。

c. 粘贴并执行云监控插件安装命令。

d.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云监控插件状态。

ps aux | grep argusagent  | grep -v grepps aux | grep argusagent  | grep -v grep

显示如下信息，说明云监控插件状态正常。

root      2284  0.0  0.0  22516  1488 ?        Ss   Sep14   0:00 /usr/local/clo
udmonitor/bin/argusagent -d
root      2286  0.2  0.3 939652 14300 ?        Sl   Sep14   3:15 /usr/local/clo
udmonitor/bin/argusagent

非阿里云主机不能访问公网

说明 说明 如果您的非阿里云主机已安装云监控插件，但不能访问公网，则无法上报监控数据
至云监控，需要您在云监控插件中配置代理服务器。具体操作，请参见步骤二：安装和配置云
监控插件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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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装代理服务器。

本文以安装Nginx代理服务器为例进行介绍。具体操作，请参见步骤一：部署Nginx代理服务
器中1~4。

b. 单击安装命令安装命令区域的 图标。

c. 以root用户登录待安装云监控插件的主机。

d. 粘贴并执行云监控插件安装命令。

请您根据实际情况替换以下命令中的参数取值，其他信息均保持不变。

CMS_HTTP_PROXY=<代理服务器的地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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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云监控插件状态。

ps aux | grep argusagent  | grep -v grepps aux | grep argusagent  | grep -v grep

显示如下信息，说明云监控插件状态正常。

root      2284  0.0  0.0  22516  1488 ?        Ss   Sep14   0:00 /usr/local/clo
udmonitor/bin/argusagent -d
root      2286  0.2  0.3 939652 14300 ?        Sl   Sep14   3:15 /usr/local/clo
udmonitor/bin/argusagent

卸载C++版本插件卸载C++版本插件
卸载云监控C++版本插件后，您不能通过云监控控制台实时监控该主机，但是可以查看其历史监控数据。

Windows

i. 以Administrator用户登录云监控插件所在主机。

ii. 打开命令提示符命令提示符页面。

通过键盘快捷键Win+R打开运行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cmdcmd，单击确定确定。

iii. 执行以下命令，停止云监控插件。

net  st op argusagentnet  st op argusagent

iv. 执行以下命令，卸载云监控插件。

"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 or\bin\argusagent _service.exe" uninst all"C:\Program Files\Alibaba\cloudmonit or\bin\argusagent _service.exe" uninst all

v. 执行以下命令，删除目录cloudmonitor。

cd C:\Program Files\Alibabacd C:\Program Files\Alibaba

rd /s /q cloudmonit orrd /s /q cloudmonit or

Linux

i. 以root用户登录云监控插件所在主机。

ii. 执行以下命令，停止云监控插件。

bash /usr/local/cloudmonit or/cloudmonit orCt l.sh st opbash /usr/local/cloudmonit or/cloudmonit orCt l.sh st op

iii. 执行以下命令，卸载云监控插件。

bash /usr/local/cloudmonit or/cloudmonit orCt l.sh uninst allbash /usr/local/cloudmonit or/cloudmonit orCt l.sh uninst all

iv. 执行以下命令，删除目录cloudmonitor。

rm -rf  /usr/local/cloudmonit orrm -rf  /usr/local/cloudmonit or

本文为您介绍启用、停用和查看云监控插件的操作方法。

启用插件启用插件
Windows

i. 以Administrator用户登录云监控插件所在主机。

ii. 打开命令提示符命令提示符页面。

通过键盘快捷键Win+R打开运行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cmdcmd，单击确定确定。

4.2.4. 常用操作4.2.4. 常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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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云监控插件。

net  st art  argusagentnet  st art  argusagent

Linux

i. 以root用户登录云监控插件所在主机。

ii.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云监控插件。

bash /usr/local/cloudmonit or/cloudmonit orCt l.sh st artbash /usr/local/cloudmonit or/cloudmonit orCt l.sh st art

停止插件停止插件
Windows

i. 以Administrator用户登录云监控插件所在主机。

ii. 打开命令提示符命令提示符页面。

通过键盘快捷键Win+R打开运行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cmdcmd，单击确定确定。

iii. 执行以下命令，停止云监控插件。

net  st op argusagentnet  st op argusagent

Linux

i. 以root用户登录云监控插件所在主机。

ii. 执行以下命令，停止云监控插件。

bash /usr/local/cloudmonit or/cloudmonit orCt l.sh st opbash /usr/local/cloudmonit or/cloudmonit orCt l.sh st op

查看插件状态查看插件状态
Windows

i. 以Administrator用户登录云监控插件所在主机。

ii. 打开服务服务页面。

通过键盘快捷键Win+R打开运行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services.mscservices.msc，单击确定确定。

iii. 查看服务argusagent  serviceargusagent  service的状态。

当服务状态为正在运行正在运行时，插件状态正常。

Linux

i. 以root用户登录云监控插件所在主机。

ii.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云监控插件状态。

ps aux | grep argusagent  | grep -v grepps aux | grep argusagent  | grep -v grep

显示如下信息，说明云监控插件状态正常。

root      2284  0.0  0.0  22516  1488 ?        Ss   Sep14   0:00 /usr/local/cloudmoni
tor/bin/argusagent -d
root      2286  0.2  0.3 939652 14300 ?        Sl   Sep14   3:15 /usr/local/cloudmoni
tor/bin/argusagent

本文为您介绍云监控插件的版本发布信息。

4.2.5. 版本说明4.2.5. 版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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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3.5.5

分类 说明

发布时间 2021-12-30

新特性 支持日志采集。

修复问题 无

3.5.43.5.4

分类 说明

发布时间 2021-12-16

新特性
Windows系统的进程采集支持中文进程名。

Windows系统支持中文用户名。

修复问题

容器服务内偶现CPU核数采集不准确问题。

Windows系统IP地址解析错误问题。

当进程采集线程数时，偶现云监控插件退出问题。

可用性探测中ping未正确生效问题。

可用性探测的调度间隔偶现大于配置的时间间隔问题。

3.5.33.5.3

分类 说明

发布时间 2021-09-10

新特性

支持Exporter采集数据。

HTTP可用性探测任务支持对HTTPS协议的重定向请求。

HTTP可用性探测任务支持更多SSL Cipher。

HTTP可用性探测任务默认与curl工具的表现相同，且在header中增加了user_agent等。

修复问题
解决TCP连接数相关指标有IPv6连接的主机上偶发的计算错误问题。

实现磁盘使用率精度由整数位到小数位。

解决进程采集cred指标时，偶现的插件停用问题。

3.5.2.23.5.2.2

分类 说明

发布时间 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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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性

可用性监控任务可调整监控频率。

可用性监控易用性优化，例如：本地日志更加全面和规范。

增加Uptime指标，用于查看系统从上次启动到当前的运行时间。

修复问题 解决云监控插件Windows版本无动态链接库等问题。

分类 说明

3.4.103.4.10

分类 说明

发布时间 2021-03-11

新特性 无。

修复问题 解决云监控中非阿里云主机接入后读取AccessKey路径错误的问题。

3.4.93.4.9

分类 说明

发布时间 2021-01-05

新特性 支持Socks5代理。

修复问题 解决非阿里云主机的操作系统Windows Server 2012及以下版本缺少某些动态链接库的问题。

3.4.83.4.8

分类 说明

发布时间 2020-11-17

新特性 无

修复问题 解决可用性监控无法正确解析URL的问题。

3.4.73.4.7

分类 说明

发布时间 2020-07-27

新特性

支持指标：磁盘I/O、CPU单核。

资源占用更少：重构云监控插件的实现方式，监控指标的采集对硬件资源的占用更少，对系统的
负载影响更小。

引入保护机制：自我保护机制。当系统负载较重或其他原因导致云监控插件的系统资源占用超过
限制时，插件会自动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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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问题 解决Go版本的云监控插件自动修改系统时间等问题。

分类 说明

早期版本早期版本
云监控插件的早期版本说明，请参见早期版本说明。

进程监控默认为您采集阿里云主机最近一段时间内活跃进程的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和文件打开数。如果
您添加了进程关键字，还可以采集包含关键字的进程个数。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为阿里云主机安装云监控插件。具体操作，请参见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云监控每分钟统计一次CPU消耗Top5的进程，记录这些进程的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和打开文件数。

进程的CPU使用率与内存使用率。

您可以参考Linux中的t opt op命令理解这两个监控项的含义。

进程的打开文件数。

您可以参考Linux中的lsoflsof 命令理解这个监控项的含义。

云监控采集CPU消耗Top5进程的CPU使用率，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如果您的进程占用多个CPU，则会出现CPU使用率超过100%的情况，因为采集结果为多核CPU的总使用
率。

如果您查询的时间范围内，CPU消耗Top5的进程不固定，进程列表会显示该时间范围内全部进入过Top5
的进程，列表中的时间表示该进程最后一次进入Top5的时间。

云监控只采集CPU消耗Top5进程的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和打开文件数。如果进程在查询的时间范围内
未持续进入Top5，则监控图表中会出现数据点不连续的情况，数据点的密集程度表明了该进程在主机上
的活跃程度。示例如下：

Wrapper进程未持续进入主机CPU消耗Top5，监控图表中的数据点稀疏，且不连续，表示有数据点的时
间该进程进入Top5。

4.3. 进程监控4.3. 进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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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进程在监控图表中的数据点非常密集，且连续，表示该进程已持续进入CPU消耗Top5。

添加指定进程添加指定进程
您可以通过监控主机的进程数，采集关键进程的数量，及时获取关键进程的存活状态。

假设您的主机运行了如下进程 ：

 /usr/bin/java -Xmx2300m -Xms2300m org.apache.catalina.startup.Bootstrap 

 /usr/bin/ruby 

 nginx -c /etc/nginx/nginx.conf 

您添加了6个进程关键字，采集结果如下：

进程关键字为  ruby ，采集进程数为1，命中进程名称。

进程关键字为  nginx ，采集进程数为1，命中进程名称与参数。

进程关键字为  /usr/bin ，采集进程数为2，命中路径（2个进程包含该路径）。

进程关键字为  apache.catalina ，采集进程数为1，命中部分参数。

进程关键字为  nginx.conf ，采集进程数为1，命中部分参数。

进程关键字为  -c ，采集进程数为1， 命中部分参数。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目标主机的实例名称链接，或单击目标主机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

4. 单击进程监控进程监控页签。

5. 在进程数进程数区域，单击右上角的添加进程监控添加进程监控。

6. 在添加进程监控添加进程监控面板，输入进程名称，单击增加增加。

7. 单击右上角的 图标。

删除指定进程删除指定进程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目标主机的实例名称链接，或单击目标主机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

4. 单击进程监控进程监控页签。

5. 在进程数进程数区域，单击右上角的添加进程监控添加进程监控。

6. 在添加进程监控添加进程监控面板，单击目标进程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7. 在删除确认删除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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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右上角的 图标。

为指定进程设置报警规则为指定进程设置报警规则
您设置监控指定进程后，可以为该进程设置报警规则。当进程数发生变化时，您可以收到报警通知。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4.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面板，监控指标监控指标选择进程进程中的（Agent ）process.count _processname（Agent ）process.count _processname，根据所
需设置报警规则其他参数。

如果主机上设置了多个进程，且每个进程数不同，可以单击添加规则添加规则，为多个进程设置报警规则。关于
如何设置报警规则中的相关参数，请参见创建报警规则。

5. 单击确定确定。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通过云监控控制台和API查询GPU监控数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在云服务器ECS上创建GPU计算型实例，且已安装GPU驱动。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未配备驱动
的GPU实例。

请确保您已在云服务器ECS上安装云监控插件。具体操作，请参见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请确保您已添加监控图表，且包含GPU的监控项。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监控图表。

GPU监控项说明GPU监控项说明
您可以从GPU、实例和应用分组维度查看GPU相关监控项。GPU的监控项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Agent）GPU维度解码
器使用率

% gpu_decoder_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编码
器使用率

% gpu_encoder_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GPU温
度

℃ gpu_gpu_temperature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GPU使
用率

%
gpu_gpu_usedutilizatio
n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显存
空闲量

Byte gpu_memory_freespace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显存
空闲率

%
gpu_memory_freeutiliza
tion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显存
使用量

Byte
gpu_memory_userdspa
ce

userId、instanceId、
gpuId

4.4. GPU监控4.4. GPU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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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GPU维度显存
使用率

%
gpu_memory_usedutiliz
ation

userId、instanceId、
gpuId

（Agent）GPU维度GPU功
率

W
gpu_power_readings_p
ower_draw

userId、instanceId、
gpuId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通过云监控控制台查看GPU的监控数据通过云监控控制台查看GPU的监控数据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目标主机的实例名称链接，或单击目标主机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

4. 单击GPU监控GPU监控页签。

在GPU监控GPU监控页签，查看GPU相关监控图表。

通过API查看GPU的监控数据通过API查看GPU的监控数据
通过DescribeMetricList接口查询GPU监控数据。更多信息，DescribeMetricList。

说明 说明  Namespace 取值为  acs_ecs_dashboard ，  MetricName 和  Dimensions 的取值，请
参见GPU监控项说明。

您可以在主机监控中为单个主机设置报警规则，也可以将主机添加到指定应用分组后，在应用分组中设置报
警规则。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安装云监控插件。具体操作，请参见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在应用分组中设置报警规则，请参见创建报警规则。

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4.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面板，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

关于如何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请参见创建报警规则。

5. 单击确定确定。

修改报警规则修改报警规则

说明 说明 如果报警规则处于已禁用已禁用状态，则无法修改。

4.5. 使用报警服务4.5. 使用报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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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

4.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5.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页面，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

6. 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报警规则删除报警规则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

4. 删除报警规则。

单个删除

a.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b. 在删除报警确认删除报警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删除删除。

b. 在删除报警确认删除报警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查看报警规则的详情查看报警规则的详情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

4.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详情详情。

查看报警规则的报警历史查看报警规则的报警历史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

4.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报警历史报警历史。

您可以查看目标报警规则的所有报警历史。

禁用报警规则禁用报警规则

说明 说明 报警规则的状态状态非已禁用已禁用。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主机监控主机监控。

3. 在主机监控主机监控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

4. 禁用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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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禁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然后单击禁用禁用。

b. 在禁用报警规则确认禁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禁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禁用禁用。

b. 在禁用报警规则确认禁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主机监控的监控项包括操作系统监控项和基础监控项。操作系统监控项数据采集频率为每15秒一次，基础监
控项数据采集频率为每1分钟一次。

说明 说明 当您查看ECS基础监控和操作系统监控数据（来源于插件采集数据）时，可能会存在数据不
一致的情况，主要原因如下：

统计频率不同。监控图表中提供的数据均为统计周期内的平均值，基础监控统计频率是1分钟，
操作系统统计频率是15秒。当监控数据波动比较大时，会出现基础监控数据比操作系统监控数据
小的情况。

数据统计视角不同。基础监控的网络流量统计计费维度数据，已除去ECS和SLB之间不计费的网络
流量。操作系统监控的网络流量，记录每张网卡实际的网络流量。会出现操作系统监控的网络数
据大于基础监控网络数据的情况，即出现插件采集的数据比实际购买的带宽或流量大的情况。

操作系统监控项操作系统监控项
CPU相关监控项

Linux

您可以参考t opt op命令理解下表中监控项的含义。

Windows

调用ntdll中的NtQuerySystemInformation函数，获取CPU各个部分所花费时间。间隔两次调用该函数
即可获得该时间间隔内CPU各个部分所占比率。

监控项名
称

监控项含义 单位
Metric
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说明（仅用于Linux）

（Agent
）cpu.idl
e

当前空闲CPU
百分比。

%
cpu_idl
e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当前CPU处于空闲状态的
百分比。

（Agent
）cpu.sy
stem

当前内核空间
占用CPU百分
比。

%
cpu_sy
stem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系统上下文切换的消耗。
如果该监控项数值比较
高，则说明服务器开了太
多的进程或线程。

（Agent
）cpu.us
er

当前用户空间
占用CPU百分
比。

%
cpu_us
er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用户进程对CPU的消耗。

4.6. 监控项说明4.6. 监控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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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
）cpu.wa
it

当前等待IO操
作的CPU百分
比。

%
cpu_w
ait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如果该监控项数值比较
高，则说明IO操作频繁。

（Agent
）cpu.ot
her

其他占用CPU
百分比。

%
cpu_ot
her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其他消耗
=Nice+SoftIrq+Irq+Stol
en。

（Agent
）cpu.to
tal

当前消耗的总
CPU百分比。

%
cpu_to
tal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当前消耗
=user+system+nice+w
ait

监控项名
称

监控项含义 单位
Metric
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说明（仅用于Linux）

内存相关监控项

Linux

您可以参考f reef ree命令理解下表中监控项的含义，数据源：/proc/meminfo。

Windows

调用kernel32.dll中的GlobalMemoryStatusEx函数获取Windows 32位操作系统当前物理和虚拟内存的使
用情况。

监控项
名称

监控项
含义

单位
MetricN
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说明（仅用于Linux）

（Agen
t）me
mory.t
otal.sp
ace

内存总
量。

Byte
memor
y_total
space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服务器的内存总量。

/proc/meminfo的
MemTotal。

（Agen
t）me
mory.fr
ee.spac
e

剩余内
存量。

Byte
memor
y_frees
pace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系统可用内存。

/proc/meminfo的
MemFree。

（Agen
t）me
mory.u
sed.sp
ace

已用内
存量。

Byte
memor
y_used
space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系统已用内存。

计算方法：total–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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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
t）me
mory.a
ctualus
ed.spa
ce

用户实
际使用
的内
存。

Byte

memor
y_actua
luseds
pace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计算方法：

当/proc/meminfo中有
MemAvailable时：total-
MemAvailable

当/proc/meminfo中无
MemAvailable时：used–
buffers-cached

说明 说明 当Centos
7.2与Ubuntu 16.04以上
（包含）的系统使用新
的Linux内核时，内存估
算更准
确，MemAvailable的具
体含义，请参
见commit。

（Agen
t）me
mory.fr
ee.utili
zation

剩余内
存百分
比。

%

memor
y_freeu
tilizatio
n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计算方法：

当/proc/meminfo中有
MemAvailable时：
MemAvailable/total×100
%。

当/proc/meminfo中无
MemAvailable时：
（total–
actualused）/total
×100%。

（Agen
t）me
mory.u
sed.util
ization

内存使
用率。

%

memor
y_used
utilizati
on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计算方法：

当/proc/meminfo中有
MemAvailable时：
（total-
MemAvailable）/total×1
00%。

当/proc/meminfo中无
MemAvailable时：
（total–free-buffers-
cached）/total×100%。

监控项
名称

监控项
含义

单位
MetricN
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说明（仅用于Linux）

系统平均负载监控项

Linux

您可以参考t opt op命令理解下表中监控项的含义。监控项数值越大表示系统越繁忙。

Windows

无此监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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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项名称 监控项含义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Agent）lo
ad.1m

过去1分钟的系统平均负
载。

无 load_1m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lo
ad.5m

过去5分钟的系统平均负
载。

无 load_5m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lo
ad.15m

过去15分钟的系统平均负
载。

无 load_15m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lo
ad.1m.perco
re

CPU平均每核过去1分钟
的系统平均负载。

无
load_per_co
re_1m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lo
ad.5m.perco
re

CPU平均每核过去5分钟
的系统平均负载。

无
load_per_co
re_5m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lo
ad.15m.perc
ore

CPU平均每核过去15分钟
的系统平均负载。

无
load_per_co
re_15m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磁盘相关监控项

Linux

磁盘使用率与inode使用率可以参考dfdf 命令，磁盘读写可以参考iost atiost at 命令，便于您理解下表中监控项
的含义。

Windows

先调用Kernel32.dll中的GetDiskFreeSpaceExA检索磁盘可用空间，获取磁盘的已用存储空间、磁盘使用
率、磁盘的剩余存储空间和磁盘存储总量；再调用RegConnectRegistryA函数建立与
HKEY_PERFORMANCE_DATA注册表的连接；最后调用RegQueryValueExA函数查询
HKEY_PERFORMANCE_DATA注册表中磁盘相关属性（读取次数、写入次数、写入字节数、读取字节
数、读取花费时间、写入花费时间和磁盘使用时间）。

监控项名称 监控项含义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Agent）di
sk.usage.us
ed_device

磁盘的已用存储空
间。

Byte
diskusage_u
sed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di
sk.usage.util
ization_devi
ce

磁盘使用率。 %
diskusage_u
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di
sk.usage.fre
e_device

普通用户和超级用
户的磁盘剩余存储
空间。

Byte
diskusage_fr
ee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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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di
sk.usage.av
ail_device

普通用户的磁盘剩
余存储空间。

Byte
diskusage_a
vail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di
sk.usage.tot
al_device

磁盘存储总量。 Byte
diskusage_t
otal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di
sk.read.bps_
device

磁盘每秒读取的字
节数。

Byte/s
disk_readby
te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di
sk.write.bps
_device

磁盘每秒写入的字
节数。

Byte/s
disk_writeby
te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di
sk.read.iops
_device

磁盘每秒的读请求
数量。

次/秒
disk_readiop
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di
sk.write.iops
_device

磁盘每秒的写请求
数量。

次/秒
disk_writeio
p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监控项名称 监控项含义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文件系统监控项

Linux

您可以参考dfdf 命令理解下表中监控项的含义。

Windows

无此监控项。

监控项名
称

监控项含
义

单位
MetricNa
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说明（仅用于Linux）

（Agent
）fs.inod
e.utilizati
on_devic
e

inode使
用率。

%
fs_inodeu
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Linux系统内部不使用文
件名，而使用inode号码
来识别文件。当磁盘未存
满，但inode已经分配完
时，会出现无法在磁盘新
建文件的情况，因此需要
监控inode使用率。
inode数量代表文件系统
的文件数量，大量小文件
会导致inode使用率过
高。

网络相关监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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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您可以参考ssss命令理解TCP连接数采集。

说明 说明 TCP连接数是指ECS主机中所有占用TCP协议的连接。

TCP连接数默认采集TCP_TOTAL（总连接数）、ESTABLISHED（正常连接状态）和
NON_ESTABLISHED（非连接的状态连接数，ESTABLISHED以外的所有状态）。

您可以参考if t opif t op命令理解下表中网络相关监控项的含义。

Windows

先调用Iphlpapi.dll中的GetAdaptersAddresses来获取本机上的适配器地址；再通过调用GetIfTable来
获取各个Interface网络指标，包括每秒接受比特数、每秒发送比特数、每秒接受的数据包数、每秒发送
的数据包数、接受错误包数和发送错误包数等。

监控项名称 监控项含义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Agent）ne
twork.in.rat
e_device

网卡每秒接收的比特
数，即网卡的下行带
宽。

bit/s
networkin_r
ate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ne
twork.out.ra
te_device

网卡每秒发送的比特
数，即网卡的上行带
宽。

bit/s
networkout
_rate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ne
twork.in.pac
kages_devic
e

网卡每秒接收的数据
包数。

个/
秒

networkin_p
ackage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ne
twork.out.p
ackages_de
vice

网卡每秒发送的数据
包数。

个/
秒

networkout
_package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ne
twork.in.err
orpackages_
device

设备驱动器检测到的
接收错误包的数量。

个/
秒

networkin_e
rrorpackage
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ne
twork.out.er
rorpackages
_device

设备驱动器检测到的
发送错误包的数量。

个/
秒

networkout
_errorpacka
ge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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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ne
twork.tcp.c
onnection_s
tate

各种状态下的TCP连
接数包括：LISTEN、
SYN_SENT、
ESTABLISHED、
SYN_RECV、
FIN_WAIT1、
CLOSE_WAIT、
FIN_WAIT2、
LAST_ACK、
TIME_WAIT、
CLOSING和CLOSED。

Coun
t

net_tcpconn
ection

userId、
instanceId、stat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监控项名称 监控项含义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进程相关监控项

Linux

进程的CPU使用率和内存使用率可参考t opt op命令，CPU使用率为多核使用情况。

Host.process.openfile可参考lsoflsof 命令。

Host.process.number可参考ps aux | grep '<关键字>'ps aux | grep '<关键字>'命令。

Windows

查询

先通过调用Kernel32.dll中的OpenProcess函数进入进程，间隔两次调用GetProcessTimes获取CPU各
部分消耗的时间来获得在时间间隔内process中CPU各部分所花费的时间比率；再调用
RegConnectRegistryA函数建立与HKEY_PERFORMANCE_DATA注册表的连接，调用
RegQueryValueExA函数查询HKEY_PERFORMANCE_DATA注册表中进程相关属性（进程ID、进程的父
进程号、优先级、虚拟内存、常驻内存、共享内存、进程名、打开文件数、包含线程数、页错误、读
取字节和写入字节）。

计数（Host.process.number）

先调用OpenProcess打开需要查询的进程，再调用NTDLL中的NtQueryInformationProcess函数获
得进程RTL_USER_PROCESS_PARAMETERS的参数信息，最后通过ReadProcessMemory函数获得进
程cmdline，从而获得进程args和运行root路径，即进程当前文件夹路径。

先调用OpenProcessToken获取访问Token的句柄，再调用GetTokenInformation获取Token信息，
最后通过LookupAccountSid获得进程的用户名和用户组。

对于每条进程的进程args和运行root路径，与进程当前文件夹路径、用户名和用户组进行匹配，与
关键字match的计数+1。

监控项名称 监控项含义 单位
MetricNa
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备注

（Agent）pr
ocess.cpu_p
id

某个进程消耗的
CPU百分比。

%
process.
cpu

userId、instanceId、
name、pid

Average
不支持设
置报警。

（Agent）pr
ocess.mem
ory_pid

某个进程消耗的
内存百分比。

%
process.
memory

userId、instanceId、
name、pid

Average
不支持设
置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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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pr
ocess.openf
ile_pid

当前进程打开文
件数。

个
process.
openfile

userId、instanceId、
name、pid

Average
不支持设
置报警。

（Agent）pr
ocess.count
_processna
me

指定关键字的进
程数。

个
process.
number

userId、instanceId、
processName

Average
不支持设
置报警。

监控项名称 监控项含义 单位
MetricNa
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备注

基础监控项基础监控项
如果您的主机是ECS服务器，则以下监控项无需安装插件。指标采集粒度为1分钟。

监控项名称 监控项含义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CS）CPU使
用率

CPU使用率 % CPUU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CS）经典网
络公网流入带宽

公网入流量平均
速率

bit/s InternetInRate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CS）内网流
入带宽

私网入流量平均
速率

bit/s IntranetInRate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CS）经典网
络公网流出带宽

公网出流量平均
速率

bit/s
InternetOutRat
e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CS）内网流
出带宽

私网出流量平均
速率

bit/s
IntranetOutRat
e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CS）所有磁
盘读取BPS

系统磁盘每秒读
取字节总数

Byte/s DiskReadBPS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CS）所有磁
盘写入BPS

系统磁盘每秒写
入字节总数

Byte/s DiskWriteBPS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CS）所有磁
盘每秒读取次数

所有磁盘读IOPS 个/秒 DiskReadIOPS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CS）所有磁
盘每秒写入次数

所有磁盘写IOPS 个/秒 DiskWriteIOPS
userId、
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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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IP维度
公网流入带宽

公网流入带宽 bit/s
VPC_PublicIP_I
nternetInRate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CS）IP维度
公网流出带宽

公网流出带宽 bit/s
VPC_PublicIP_I
nternetOutRat
e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CS）IP维度
公网流出带宽使
用率

公网流出带宽使
用率

%
VPC_PublicIP_I
nternetOutRat
e_Percent

userId、
instanceId、ip

Average

（ECS）经典网
络公网流入流量

公网流入流量 Byte InternetIn
userId、
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Sum

（ECS）经典网
络公网流出流量

公网流出流量 Byte InternetOut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CS）内网流
入带宽

内网流入流量 Byte IntranetInRate
userId、
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监控项名称 监控项含义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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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监控自动获取您当前阿里云账号下云产品的资源。您可以查看各云产品的监控图表，了解资源的运行状
况。您也可以通过设置报警规则，帮助您监控资源的运行状况。当符合报警规则时，云监控自动发送报警通
知，便于您及时获悉资源的运行状况。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在每个云产品监控页面，您可以查看的监控信息不同。例如：负载均衡，您可以查看负载均衡的实例列表和
监控图表，并为其设置报警规则。

查看监控数据查看监控数据
您可以在目标云产品的监控页面，查看该云产品中资源的运行状态和各个指标的使用情况。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产品监控云产品监控。

3. 在云产品监控云产品监控页面，单击目标云产品。

4. 在目标云产品的监控页面，单击目标资源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监控图表监控图表。

查看该云产品中指定资源的监控图表。

说明说明

您最多可连续查看最近30天的监控数据。

设置报警规则设置报警规则
您可以在目标云产品的监控页面，为该云产品中的资源设置报警规则。当资源符合报警规则时，云监控自动
发送报警通知。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产品监控云产品监控。

3. 在云产品监控云产品监控页面，单击目标云产品。

4. 为目标云产品创建报警规则。

在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页面，创建报警规则。

a. 在目标云产品的监控页面，单击目标资源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b. 在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页面，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c.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面板，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

d. 单击确定确定。

在目标云产品的监控页面，创建报警规则。

a. 在目标云产品的监控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b.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页面，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

c. 单击确定确定。

说明 说明 关于如何设置报警规则的相关参数，请参见创建报警规则。

5.云产品监控5.云产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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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报警规则查看报警规则
您可以在目标云产品的监控页面，查看该云产品中的所有报警规则。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云产品监控云产品监控。

3. 在云产品监控云产品监控页面，单击目标云产品。

4. 在目标云产品的监控页面，单击右上角的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云产品监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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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监控自动获取您当前阿里云账号下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的所有集群，实现跨地域、集中化和全局化监控
容器服务。

基本概念基本概念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集群、节点、命名空间、工作负载和容器组（pod）的基本概念，请参见基本概念。

如果您想深入了解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请参见什么是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

监控项监控项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的集群、节点、命名空间、应用和容器组的监控项，请参见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新
版）。

功能特性功能特性
容器监控支持的功能特性如下表所示。

功能 说明

查看容器监控数据
您可以查看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集群的概览、节点、命名空间和工作负载的监
控数据，时刻掌握容器服务的运行情况。

管理报警规则
您可以为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的集群、节点或容器组（pod）设置报警规则，
当符合报警规则时，云监控自动发送报警通知，便于您及时了解容器服务的异常
并快速进行处理。

应用限制应用限制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集群的metrics-server组件必须升级到V0.3.8及以上版本，操作方法请参见升级
Kubernetes集群的metrics-server组件。

云监控为您提供基础的容器监控功能，您可以查看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集群的概览、节点、命名空间和工
作负载的监控数据，时刻掌握容器服务的运行情况。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开通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且已创建集群。具体操作，请参见首次使用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

查看集群概览查看集群概览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Kubernet es容器监控Kubernet es容器监控。

3. 在容器监控容器监控页面，单击目标集群的集群名称链接或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4. 在集群概览集群概览页面，查看目标集群的基本信息和监控数据。

在集群监控统计概览集群监控统计概览页签，您可以查看容器组和节点的运行情况，以及CPU和内存消耗的Top数据。

6.Kubernetes容器监控6.Kubernetes容器监控
6.1. 概览6.1. 概览

6.2. 查看容器监控数据6.2. 查看容器监控数据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Kubernet es容器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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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群监控图表集群监控图表页签，您可以查看指定时间段内所有监控项的监控图表。

查看节点查看节点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Kubernet es容器监控Kubernet es容器监控。

3. 在容器监控容器监控页面，单击目标集群的集群名称链接或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节点节点。

5. 在节点节点页面，单击目标节点的实例ID链接或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6. 在监控图表监控图表页签，查看指定时间段内所有监控项的监控图表。

查看命名空间查看命名空间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Kubernet es容器监控Kubernet es容器监控。

3. 在容器监控容器监控页面，单击目标集群的集群名称链接或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命名空间命名空间。

5. 在命名空间命名空间页面，单击目标命名空间的名称链接或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6. 在监控图表监控图表页签，查看指定时间段内容器组的运行情况，以及CPU和内存消耗的Top监控图表。

查看工作负载查看工作负载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Kubernet es容器监控Kubernet es容器监控。

3. 在容器监控容器监控页面，单击目标集群的集群名称链接或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4.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工作负载工作负载。

5. 在工作负载工作负载页面，查看应用和容器组的监控图表，以及容器组的CPU和内存消耗的Top数据。

在无状态无状态、有状态有状态、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定时任务定时任务或任务任务页签，单击目标应用名称链接或操作操作列的查看查看
详情详情，查看应用的监控图表、容器组列表和容器组热点。

在容器组容器组页签，单击目标容器组名称链接或操作操作列的查看详情查看详情，查看工作负载中的所有容器组的监
控图表。

6. 在工作负载工作负载的无状态无状态页签，单击目标工作负载的名称链接或查看详情查看详情。

您可以从无状态无状态、有状态有状态、守护进程集守护进程集、定时任务定时任务、任务任务和容器组容器组维度查看工作负载的CPU和内存的
使用量。

7. 从部署应用部署应用、容器组列表容器组列表和容器组热点容器组热点维度查看工作负载的基本信息和监控图表。

您可以为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的集群、节点或容器组（pod）创建报警规则。当符合报警规则时，云监控
自动发送报警通知，便于您及时了解容器服务的异常并快速进行处理。本文为您介绍创建、查看、修改、删
除、暂停和启用报警规则的操作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开通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且已创建集群，操作方法请参见首次使用容器服务Kubernetes
版。

6.3. 管理报警规则6.3. 管理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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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Kubernet es容器监控Kubernet es容器监控。

3. 在容器监控容器监控页面，单击目标集群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4. 在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面，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5.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面板，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

参数 描述

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报警规则的作用范围。取值：

集群集群 ：报警规则作用于目标集群。

节点节点 ：报警规则作用于目标集群的全部节点或指定节点。

容器组（pod）容器组（pod） ：报警规则作用于目标集群的指定命名空间下应用中的全部容器组或
指定容器组。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数据满足指定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5分钟、30分
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某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阈
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仍未恢复
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公网可访问的URL，用于接收云监控通过POST请求推送的报警信息。目前仅支持HTTP协
议。关于如何设置报警回调，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报警联系组报警联系组

发送报警的联系人组。

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会发送给该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组是一组报警
联系人，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人。

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和报警联系人组，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

6. 单击确定确定。

查看报警规则查看报警规则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Kubernet es容器监控Kubernet es容器监控。

3. 在容器监控容器监控页面，单击目标集群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4. 在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面，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规则详情规则详情或报警历史报警历史。

查看报警规则的详细信息、报警历史和故障资源。

修改报警规则修改报警规则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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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Kubernet es容器监控Kubernet es容器监控。

3. 在容器监控容器监控页面，单击目标集群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4. 在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面，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5. 在修改报警规则修改报警规则面板，修改报警规则相关参数。

6. 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报警规则删除报警规则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Kubernet es容器监控Kubernet es容器监控。

3. 在容器监控容器监控页面，单击目标集群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4. 在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面，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5. 在删除报警确认删除报警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禁用报警规则禁用报警规则

说明 说明 创建的报警规则默认处于正常正常状态。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Kubernet es容器监控Kubernet es容器监控。

3. 在容器监控容器监控页面，单击目标集群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4. 在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面，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更多更多 >  > 禁用禁用。

5. 在禁用报警规则确认禁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启用报警规则启用报警规则
当报警规则状态为已禁用已禁用时，您可以对其执行启用操作。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Kubernet es容器监控Kubernet es容器监控。

3. 在容器监控容器监控页面，单击目标集群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4. 在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面，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更多更多 >  > 启用启用。

5. 在启用报警规则确认启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的集群、节点和容器组的监控项。

说明 说明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集群的  metrics-server 组件必须升级到V0.3.8及以上版本。具体
操作，请参见升级Kubernetes集群的metrics-server组件。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k8sacs_k8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6.4.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新版）6.4.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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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集群CPU分配上线 Core cluster.cpu.limit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CPU资源分配最
小需求

Core
cluster.cpu.reques
t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CPU使用量 Core
cluster.cpu.usage_
rate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CPU使用率 %
cluster.cpu.utilizat
ion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内存分配上线 Byte
cluster.memory.li
mit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内存最小分配 Byte
cluster.memory.re
quest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维度的内存使
用率

%
cluster.memory.ut
ilization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维度CPU可分配
额

Core
node.cpu.allocata
bl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CPU可分配配额 Core node.cpu.capacity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CPU配额限制 Core node.cpu.limit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Node_CPU资源超卖
率
（usage/request
）

%
node.cpu.oversale
_rat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CPU资源分配最
小需求

Core node.cpu.request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CPU使用量 Core
node.cpu.usage_r
at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CPU使用率 %
node.cpu.utilizatio
n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文件系统可用
率

Count
node.filesystem.a
vailabl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文件系统
Inodes

Count
node.filesystem.in
odes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文件系统配额 Count
node.filesystem.li
mit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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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文件系统使用
量

Count
node.filesystem.u
sag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维度内存可分
配额

Byte
node.memory.allo
catabl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缓存内存使用
量

Count
node.memory.cac
h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维度内存使用
限制

Count
node.memory.limi
t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Node_内存资源超
卖率
（usage/request
）

%
node.memory.ove
rsale_rat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内存资源分配
最小需求

Count
node.memory.req
uest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节点内存使用量 Count
node.memory.usa
ge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节点内存使用率 %
node.memory.utili
zation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工作内存使用
率

Count
node.memory.wor
king_set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节点网络错误比例 Count
node.network.rx_e
rrors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节点网络接收错误
率

Count
node.network.rx_e
rrors_rate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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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网络流入比率 Count
node.network.rx_r
ate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节点网络流出错误
比例

Count
node.network.tx_
errors_rate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节点网络流出错误
比例

Count
node.network.tx_r
ate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命名空间CPU资源分
配上线

Core ns.cpu.limi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Value

容器组CPU资源分配
上限

Core pod.cpu.limi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Pod_CPU资源超卖
率
（usage/request
）

%
pod.cpu.oversale_
ra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CPU资源分配
最小需求

Core pod.cpu.reques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CPU使用量 Core
pod.cpu.usage_ra
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CPU使用率
（usage/limit）

%
pod.cpu.utilizatio
n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内存资源
Cache

Byte
pod.memory.cach
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内存资源分
配上限

Byte pod.memory.limi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Kubernet es容器监
控

云监控

93 > 文档版本：20220701



Pod_内存资源超卖
率
（usage/request
）

%
pod.memory.over
sale_ra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内存资源分
配最小需求

Byte
pod.memory.requ
es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内存资源Rss Byte pod.memory.rss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内存使用率
（working_set/limi
t）

%
pod.memory.utiliz
ation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工作内存使
用量

Byte
pod.memory.work
ing_se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网络接收错
误速率

Byte/s
pod.network.rx_er
rors_ra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网络接受速
率

Byte/s
pod.network.rx_ra
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网络发送错
误速率

Byte/s
pod.network.tx_er
rors_ra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网络发送速
率

Byte/s
pod.network.tx_ra
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部署应用文件系统
可用大小

Byte
deployment.filesy
stem.availabl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

Sum

部署应用文件系统
上限

Byte
deployment.filesy
stem.limi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

Sum

容器组文件系统可
用大小

Byte
pod.filesystem.av
ailabl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文件系统上
限

Byte
pod.filesystem.lim
i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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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文件系统可用
大小

Byte
cluster.filesystem.
available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文件系统上限 Byte
cluster.filesystem.
limit

userId、cluster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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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云监控的Dashboard ，您不仅能够查看服务概览，还可以查看监控细节，并排查故障。

展示多个实例的监控数据走势展示多个实例的监控数据走势
例如：您的一个应用部署在多台ECS实例上，可以将部署了相同应用的多台ECS实例监控信息添加在同一张监
控图表中，查看相关多台机器的监控数据变化趋势。 例如在一张图表中同时展示ECS多个实例各自的CPU使
用率的时间序走势。

展示多个监控项的数据对比展示多个监控项的数据对比
云监控可在一张图表中展示一个ECS实例的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磁盘使用率等多个指标。

7.Dashboard7.Dashboard
7.1. 概览7.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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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实例的资源消耗排序展示实例的资源消耗排序
例如：您有20台ECS服务器，通过表格您可以查看20台服务器的CPU使用率从大到小的排序。快速了解资源
消耗情况，更合理的使用资源，减少不必要的花费。

展示多个实例的监控数据实时分布展示多个实例的监控数据实时分布
例如：通过热力图展示ECS实例的CPU使用率分布情况，以及每台服务器的CPU使用率和其他服务器的差异。
单击色块，您可以查看该服务器一段时间内的监控数据走势。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Dashboard 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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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多个实例指定监控项的聚合数据展示多个实例指定监控项的聚合数据
例如：在一张图表中查看ECS多个实例的CPU使用率的平均聚合值，从而了解整体的CPU使用率水位，判断各
个实例资源使用是否均衡。

全屏展示全屏展示
Dashboard支持全屏展示和自动刷新，您可以将各类产品指标添加到监控大盘，在运维大屏上全屏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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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监控的Dashboard功能为您提供自定义查看监控数据的功能。当云监控默认的ECS监控大盘无法满足您的
业务需求时，您可以根据所需创建新的监控大盘，并添加监控图表，查看自定义监控数据。您还可以对监控
大盘执行修改和删除操作。

创建自定义监控大盘创建自定义监控大盘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DashboardDashboard。

3. 在自定义大盘自定义大盘页签，单击添加大盘添加大盘或 图标。

4. 在添加大盘组添加大盘组对话框，输入大盘名称。

5. 单击确定确定。

修改自定义监控大盘修改自定义监控大盘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DashboardDashboard。

3. 在自定义大盘自定义大盘页签的目标大盘区域，单击左上角的 图标。

4. 在修改大盘组修改大盘组对话框，输入大盘名称。

5. 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自定义监控大盘删除自定义监控大盘

注意 注意 当您删除自定义监控大盘时，会删除该大盘上的监控图表，请谨慎操作。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7.2. 管理自定义监控大盘7.2. 管理自定义监控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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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DashboardDashboard。

3. 在自定义大盘自定义大盘页签的目标大盘区域，单击左上角的 图标。

4. 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使用了多款云产品时，可将相关云产品的监控项通过添加图表的形式添加在同一个监控大盘上，全局查
看相关云产品的监控数据。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监控大盘。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自定义监控大盘。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云监控默认为您提供ECS监控大盘，展示ECS部分监控数据。如果您需要查看其他云产品的监控项，可以通过
添加监控图表来实现。每个监控大盘最多添加20个监控图表。

云监控支持的图表类型和使用限制如下表所示。

图表类型 说明 使用限制

折线图 按时间序列展示监控数据，可以添加多个监控项。 1个折线图最多可以显示10条线。

面积图 按时间序列显示监控数据，可以添加多个监控项。 1个面积图最多可以展示10块面积。

TopN表格
显示最近三小时内最后时刻监控数据的排序，最多显示正
序的1000条或倒序的1000条数据。例如：ECS所有主机
的CPU使用率从大到小的排序。只能添加一个监控项。

1个TopN表格最多展示1000条数据的
排序结果。

热力图
显示监控项的实时数据，用于展示多个实例指定监控项的
实时监控数据的分布与对比。例如：展示多个主机的CPU
使用率的水位分布情况。只能添加一个监控项。

1个热力图最多展示1000个色块。

饼图
显示监控项的实时数据，常用于数据的对比。只能添加一
个监控项。

无。

添加监控图表添加监控图表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DashboardDashboard。

3. 在自定义大盘自定义大盘页签的目标大盘区域，单击监控大盘名称。

4. 单击右上角的添加图表添加图表。

5. 在添加图表添加图表面板，先选择图表类型，再选择云产品及其监控项。

在云产品监控云产品监控页签，先选择目标云产品，再设置监控图表名称，最后选择目标监控项，以及监控项的统
计方法和归属资源。

关于阿里云各个云产品的监控项，请参见云产品监控。

6. 单击确定确定。

修改监控图表修改监控图表

7.3. 管理自定义监控大盘中的监控图表7.3. 管理自定义监控大盘中的监控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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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DashboardDashboard。

3. 在自定义大盘自定义大盘页签的目标大盘区域，单击监控大盘名称。

4. 在目标监控图表区域，先单击右上角的 图标，再单击修改修改。

5. 在添加图表添加图表面板，重新选择图表类型和云产品及其监控项。

6. 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监控图表删除监控图表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DashboardDashboard。

3. 在自定义大盘自定义大盘页签的目标大盘区域，单击监控大盘名称。

4. 在目标监控图表区域，先单击右上角的 图标，再单击删除删除。

5. 单击确定确定。

查看监控图表查看监控图表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DashboardDashboard。

3. 在自定义大盘自定义大盘页签的目标大盘区域，单击监控大盘名称。

4. 选择目标监控图表的时间段。

说明 说明 您只能查询最近30天的监控数据。

5. 查看监控图表。

单击右上角的全屏全屏，全屏查看目标监控大盘上的所有监控图表。

单击右上角的刷新刷新，实时刷新目标监控大盘上所有监控图表的数据。

您可以查看云服务器ECS公网IP地址和绑定在ECS上弹性公网IP（EIP）的监控数据。云监控默认为您提供公网
流出带宽、公网流入带宽和公网流出带宽使用率的监控大盘。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网络监控大盘中的数据包括同地域公网IP地址和跨地域公网IP互相访问的流量。由于主机基础监控的公网带
宽未包含该页面的监控数据，因此该页面监控数据可能大于主机基础监控的公网带宽。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DashboardDashboard。

3. 单击网络监控大盘网络监控大盘页签。

4. 选择目标监控图表的时间段。

7.4. 查看网络监控大盘7.4. 查看网络监控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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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您只能查询最近30天内的监控数据。

5. 在IP地址IP地址的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ECS公网IP地址。

您可以查看当前阿里云账号下云产品的监控大盘，以及该监控大盘下资源的监控图表，并为其设置报警规
则，帮助您监控资源的运行状况。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DashboardDashboard。

3. 单击云产品监控大盘云产品监控大盘页签。

4. 选择目标云产品和相关参数。

支持查看监控大盘的云产品与云产品监控云产品监控菜单中支持的云产品相同，相关文档请参见云产品监控。

5. 选择目标云产品监控大盘的时间段。

说明 说明 您只能查询最近30天内的监控数据。

6. 查看目标云产品的监控大盘。

相关操作相关操作

您可以单击右上角的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或单击目标监控图表的 图标，为目标云产品设置报警规则。

7.5. 查看云产品监控大盘7.5. 查看云产品监控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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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站点监控的含义、典型应用场景和监控类型。

站点监控是一款定位于互联网网络探测的监控产品，主要用于通过遍布全国的互联网终端节点，发送模拟真
实用户访问的探测请求，监控全国各省市运营商网络终端用户到您服务站点的访问情况。以下是站点监控的
典型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站点监控的典型应用场景如下：

运营商网络质量分析

通过站点监控的探测点，模拟最终用户的访问行为，可以获得全国各地到目标地址的访问数据，从而知晓
各地域、各运营商的网络质量，针对性进行网络优化。

性能分析

通过创建站点监控任务，可以获得访问目标地址的DNS域名解析时间、建连时间、首包时间、下载时间
等，从而分析服务的性能瓶颈。

竞品分析

通过添加自己的服务站点和竞争对手的站点，选择目标探测点，针对分析探测结果，得出自己的服务和竞
品服务的质量分析。

探针覆盖情况分析

站点监控支持从阿里云各地域的机房或全国各地终端节点发起探测请求。目前覆盖20个来自阿里巴巴机房
的地域和100+个区分运营商的各省市地域。

监控类型监控类型
站点监控支持的监控类型如下表所示。

监控类型 功能

HTTP（S） 对指定的URL和IP地址进行HTTP或HTTPS探测。

PING 对指定的URL和IP地址进行ICMP ping探测。

TCP 对指定的端口进行TCP探测。

UDP 对指定的端口进行UDP探测。

DNS 对指定的域名进行DNS探测。

POP3 对指定的URL和IP地址进行POP3探测。

SMTP 对指定的URL和IP地址进行SMTP探测。

FTP 对指定的URL和IP地址进行FTP探测。

8.网络分析与监控8.网络分析与监控
8.1. 概览8.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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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监控类型的高级设置，请参见说明信息。

您可以通过创建站点监控任务，对互联网进行网络探测，进而实现网络质量分析和性能分析。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如果您需要在创建站点监控任务的同时设置报警规则，则建议您先创建报警联系人和报警联系组，以便在
设置报警规则时选择相应的报警联系组，用于接收报警通知。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
系组。

如果您需要在设置报警规则时使用报警回调功能，则请准备通过公网访问的回调URL，并在已有的运维系
统或消息通知系统的告警方式中开启URL回调。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站点监控主要用于通过遍布全国的互联网终端节点，发送模拟真实用户访问的探测请求，监控全国各省市运
营商网络终端用户到您服务站点的访问情况。以下是站点监控的典型应用场景。

通过站点监控的探测点，模拟最终用户的访问行为，获得全国各地到目标地址的访问数据，从而得知各地
域和各运营商的网络质量，可针对性的进行网络优化。

通过创建站点监控任务，可以获得访问目标地址的DNS域名解析时间、连接时间、首包时间、下载时间
等，从而分析服务的性能瓶颈。

通过添加阿里巴巴和运营商的服务站点，选择目标探测点，针对探测结果，得出阿里巴巴和运营商的质量
分析。

站点监控支持从阿里云各地域的机房或全国各地终端节点发起探测请求。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网络分析与监控网络分析与监控 >  > 站点监控（定时拨测）站点监控（定时拨测）。

3.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单击创建任务创建任务。

4. 在任务设置任务设置页面，先选择协议类型，然后设置该协议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监控类型
站点监控任务支持的协议类型。取值：HTTP（S）、PING、TCP、UDP、DNS、SMTP、
POP3和FTP。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站点监控任务支持的任务名称。取值：4~100个字符，支持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
和汉字。

IP探针类型IP探针类型 站点监控任务支持的IP探针类型。包括：IPv4和IPv6。

8.2. 创建站点监控任务8.2. 创建站点监控任务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网络分析与监控

> 文档版本：20220701 10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3248.html#task-1943886/section-08r-0oc-dac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04004.html#task-2514452
https://cloudmonitornext.console.aliyun.com/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站点监控的目标地址。取值：

手工录入任务地址手工录入任务地址 ：手工输入站点监控的目标地址。一次可以输入多个监控地址，多
个监控地址之间用回车键换行分隔。创建站点监控任务完成后，云监控自动将多个监控
地址拆分为多个任务。

从云解析域名导入从云解析域名导入 ：从云解析DNS中选择目标域名。关于如何创建云解析域名，请参
见添加网站解析。

监控频率监控频率
站点监控的周期。取值：1分钟、5分钟、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例如：选择1分钟频
率，各地域探测点将以1分钟/次的频率监控目标地址。

高级设置 不同协议类型支持的高级设置，请参见说明信息。

参数 描述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6. 在选择探测点选择探测点页面，选择目标探测点。

说明 说明 如果云监控默认提供的探测点不能满足您的需求，请按照如下操作自定义探测点。

i. 单击自定义探测点选择自定义探测点选择后面的 图标。

ii. 单击创建模板创建模板。

iii. 输入模板名称模板名称，选择自定义探测点。

iv. 单击确定确定。

v. 单击确定确定。

7.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8. 在设置告警设置告警页面，设置规则描述、报警联系人和规则的高级选项。

i. （可选）设置规则描述。

说明 说明 云监控默认提供两条规则。如果默认规则不能满足您的需求，请按照如下操作重新
添加规则。

a. 单击添加规则描述添加规则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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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设置规则描述相关参数。

参数 描述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报警规则的名称。

指标名称指标名称

报警规则的指标名称。取值：

可用探测点百分比

可用探测点百分比=（域名或IP地址在一个探测周期内可以正常访问的次数/探
测总次数）×100。

可用探测点数量

可用探测点数量是指域名或IP地址在一个探测周期内可以正常访问的次数。

任意状态码（独立报警）

当任意一个探测点的探测结果符合该状态码时，就会报警。

所有状态码（组合报警）

当所有探测点的探测结果都符合该状态码时，才会报警。

响应时间

比较比较

报警规则的阈值比较符。取值：

>=

>

<=

<

=

!=

同比昨天同时间上涨

同比昨天同时间下降

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上涨

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降

环比上周期上涨

环比上周期下降

阈值和报警级别阈值和报警级别

报警级别和该级别对应的阈值。

报警级别取值：Critical（严重）、Warn（警告）和Info（信息）。

报警连续周期取值：1、2、3、4、5、10、15和20。

通知联系人通知联系人 发送报警的联系人组。

c. 单击确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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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高级设置高级设置，设置报警规则的高级选项。

参数 描述

通道沉默时间通道沉默时间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

某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
阈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仍
未恢复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POST请求推送到该地址，目前仅支
持HTTP协议。关于如何设置报警回调，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9. 单击完成完成。

说明信息说明信息
监控类型的高级设置如下表所示。

HTTP（S）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无。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 单选 是

支持HTTP的请求方法。取值：

GET（默认值）

POST

HEAD

请求内容请求内容
表单数据或JSON对
象

否

请求内容的格式为  key1=value1;key2=value
2 或一段JSON代码  {"test":"testValue"}
 。

说明 说明 当请求方法请求方法 选择POSTPOST 时，需要
设置该参数。

匹配响应方式匹配响应方式 单选 是

当匹配响应内容非空时，站点监控读取HTTP服务
器回应Body的前64K，从中查找匹配响应内容。
取值：

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

不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

站点监控会根据匹配响应方式来决定是否报警。

匹配内容仅支持英文。

匹配响应内容匹配响应内容 文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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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T P请求头HT T P请求头 多行文本 否

HTTP请求头格式为  key1:value1 ，通过回车
键换行。站点监控会在请求头中预置以下
Header：

 Host:${监控地址中的域名} 
 Pragma:no-cache 
 Cache-Control:no-cache 
 User-Agent:Chrome/57 
 Accept: */* 

当请求内容是表单时，还会有以下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
-urlencoded;charset=UTF-8 

如果您的Header中出现了以上内容的某一项或某
几项，则这几项将被您的设置所覆盖。

说明 说明 根据HTTP协议，您提供的请求
头中的key会被站点监控转换为canonical
format of MIME Header形式：

首字母以及短划线（-）后面的字母
被转换为大写形式。如accept-
encoding被转换为Accept-
Encoding。

如果key中包含空格或其他非法字
符，则key保持不变。

可接受的大于等于可接受的大于等于
400的HT T P状态400的HT T P状态
码码

文本 否
大于等于400的HTTP状态码。多个状态码之间用
半角逗号（,）分隔。

CookieCookie Cookie文本 否 HTTP规则的Cookie文本。

HT T P验证用户名HT T P验证用户名 用户名 否
通过HTTP协议的基础验证。

HT T P验证密码HT T P验证密码 密码 否

证书验证证书验证 勾选 否 是否支持SNI。默认不勾选，即不支持。

不跟随跳转不跟随跳转 勾选 否
如果出现301或302状态码，是否跟随再次做重定
向探测。默认不勾选，即跟随跳转。

是否开启是否开启
ProxyProt ocolProxyProt ocol

勾选 否 默认不勾选，即不支持。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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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无。

ping包数目ping包数目 正整数 是
发起ping的次数。默认值：20， 取值范
围：1~40。

TCP或UDP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无。

端口端口 正整数 是 TCP或UDP协议的端口。

请求内容格式请求内容格式 单选 是

请求内容非空时有效。取值：

文本

十六进制格式

请求内容请求内容
普通文本或十六进
制格式

否

普通文本

普通文本指字符串，即由可见字符组成的字符
串。

说明 说明 普通文本不支持转义，即不
会将\n转为回车符，只是当做两个字符：
\和n。

十六进制格式

当请求的内容是Byte串，无法用可见字符表达
时，可以将Byte串转换为十六进制表示的可见
字符串形式。具体转换规则为：一个Byte转换
成二字节的十六进制字符，例如：  (byte)1
 转换成十六进制为01，  (byte)27 转换
成十六进制为1B。

二进制数组（Java形式）：  {(byte)1, (by
te)27} 转换成十六进制为：011b或011B。
站点监控对十六进制不区分大小写。将字符串
 "011B" 填入请求内容中，同时请求内容格

式选择十六进制格式。

匹配响应内容格式匹配响应内容格式 单选 是

响应内容非空时有效。取值：

文本

十六进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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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响应内容匹配响应内容
普通文本或十六进
制格式

否

普通文本

普通文本指字符串，即由可见字符组成的字符
串。

说明 说明 普通文本不支持转义，即不
会将\n转为回车符，只是当做两个字符：
\和n。

十六进制格式

当请求的内容是Byte串，无法用可见字符表达
时，可以将Byte串转换为十六进制表示的可见
字符串形式。具体转换规则为：一个Byte转换
成二字节的十六进制字符，例如：  (byte)1
 转换成十六进制为01，  (byte)27 转换
成十六进制为1B。

二进制数组（Java形式）：  {(byte)1, (by
te)27} 转换成十六进制为：011b或011B。
站点监控对十六进制不区分大小写。将字符串
 "011B" 填入请求内容中，同时请求内容格

式选择十六进制格式。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DNS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无。

类型类型 单选 是

DNS查询的类型。

支持六种：A（默认值）、MX、NS、CNAME、
TXT、ANY、AAA。

DNS服务器DNS服务器 服务器IP地址 否
如果为空，则使用探针默认DNS服务器地址。可
以是域名或IP地址。

期望解析别名或者期望解析别名或者
地址地址

多行文本 否

云监控对域名解析的结果进行验证，验证是否包
含您期望的域名或IP地址。当期望列表是DNS列表
的子集时，表示探测成功。

多个域名或IP地址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匹配规则匹配规则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是 域名或IP地址的匹配规则。

SM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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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无。

端口端口 正整数 是 SMTP协议的端口。

用户名用户名 文本 是
使用Plain进行认证。

请谨慎输入用户名密码，站点监控会按您设置的
频率进行探测，如果用户名密码错误，过于频繁
的探测可能会导致对方服务屏蔽您的账号。

密码密码 文本 是

安全连接安全连接 单选 是

SMTP是否使用安全连接。取值：

使用

不使用

POP3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无。

端口端口 正整数 是 POP3协议的端口。

用户名用户名 文本 是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命令进行认证。

请谨慎输入用户名密码，站点监控会按您设置的
频率进行探测，如果用户名密码错误，过于频繁
的探测可能会导致对方服务屏蔽您的账号。

密码密码 文本 是

安全连接安全连接 单选 是

POP3是否使用安全连接。取值：

使用

不使用

FTP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例如：ftp://smtp.aliyun.com。

端口端口 正整数 是 FTP协议的端口。

是否匿名登录是否匿名登录 单选 是

匿名登录（默认值）

需要身份验证

当您选择该参数时，需要设置FTP服务器
的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用户名 文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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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密码密码 文本 是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当已有站点监控任务不能满足您监控的需求时，您可以根据所需修改站点监控任务。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网络分析与监控网络分析与监控 >  > 站点监控（定时拨测）站点监控（定时拨测）。

3.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单击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4. 在任务设置任务设置页面，设置站点监控任务的基本信息。

参数 描述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站点监控任务支持的任务名称。取值：4~100个字符，支持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_）
和汉字。

IP探针类型IP探针类型 站点监控任务支持的IP探针类型。包括：IPv4和IPv6。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站点监控的目标地址。取值：

手工录入任务地址手工录入任务地址 ：手工输入站点监控的目标地址。一次可以输入多个监控地址，多
个监控地址之间用回车键换行分隔。创建站点监控任务完成后，云监控自动将多个监控
地址拆分为多个任务。

从云解析域名导入从云解析域名导入 ：从云解析DNS中选择目标域名。关于如何创建云解析域名，请参
见添加网站解析。

监控频率监控频率
站点监控的周期。取值：1分钟、5分钟、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例如：选择1分钟频
率，各地域探测点将以1分钟/次的频率监控目标地址。

高级设置 不同协议类型支持的高级设置，请参见说明信息。

5.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6. 在选择探测点选择探测点页面，选择目标探测点。

说明 说明 如果云监控默认提供的探测点不能满足您的需求，请按照如下操作自定义探测点。

i. 单击自定义探测点选择自定义探测点选择后面的 图标。

ii. 单击创建模板创建模板。

iii. 输入模板名称模板名称，选择自定义探测点。

iv. 单击确定确定。

v. 单击确定确定。

7.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8. 在设置告警设置告警页面，设置规则描述、报警联系人和规则的高级选项。

i. （可选）设置规则描述。

8.3. 修改站点监控任务8.3. 修改站点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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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可选）设置规则描述。

说明 说明 云监控默认提供两条规则。如果默认规则不能满足您的需求，请按照如下操作重新
添加规则。

a. 单击添加规则描述添加规则描述。

b. 设置规则描述相关参数。

参数 描述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报警规则的名称。

指标名称指标名称

报警规则的指标名称。取值：

可用探测点百分比

可用探测点百分比=（域名或IP地址在一个探测周期内可以正常访问的次数/探
测总次数）×100。

可用探测点数量

可用探测点数量是指域名或IP地址在一个探测周期内可以正常访问的次数。

任意状态码（独立报警）

当任意一个探测点的探测结果符合该状态码时，就会报警。

所有状态码（组合报警）

当所有探测点的探测结果都符合该状态码时，才会报警。

响应时间

比较比较

报警规则的阈值比较符。取值：

>=

>

<=

<

=

!=

同比昨天同时间上涨

同比昨天同时间下降

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上涨

同比上周同一时间下降

环比上周期上涨

环比上周期下降

阈值和报警级别阈值和报警级别

报警级别和该级别对应的阈值。

报警级别取值：Critical（严重）、Warn（警告）和Info（信息）。

报警连续周期取值：1、2、3、4、5、10、15和20。

通知联系人通知联系人 发送报警的联系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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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击确定确定。

ii. 单击高级设置高级设置，设置报警规则的高级选项。

参数 描述

通道沉默时间通道沉默时间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

某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
阈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仍
未恢复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POST请求推送到该地址，目前仅支
持HTTP协议。关于如何设置报警回调，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9. 单击完成完成。

说明信息说明信息
监控类型的高级设置如下表所示。

HTTP（S）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无。

请求方法请求方法 单选 是

支持HTTP的请求方法。取值：

GET（默认值）

POST

HEAD

请求内容请求内容
表单数据或JSON对
象

否

请求内容的格式为  key1=value1;key2=value
2 或一段JSON代码  {"test":"testValue"}
 。

说明 说明 当请求方法请求方法 选择POSTPOST 时，需要
设置该参数。

匹配响应方式匹配响应方式 单选 是

当匹配响应内容非空时，站点监控读取HTTP服务
器回应Body的前64K，从中查找匹配响应内容。
取值：

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

不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

站点监控会根据匹配响应方式来决定是否报警。

匹配内容仅支持英文。

匹配响应内容匹配响应内容 文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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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 T P请求头HT T P请求头 多行文本 否

HTTP请求头格式为  key1:value1 ，通过回车
键换行。站点监控会在请求头中预置以下
Header：

 Host:${监控地址中的域名} 
 Pragma:no-cache 
 Cache-Control:no-cache 
 User-Agent:Chrome/57 
 Accept: */* 

当请求内容是表单时，还会有以下Header：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
-urlencoded;charset=UTF-8 

如果您的Header中出现了以上内容的某一项或某
几项，则这几项将被您的设置所覆盖。

说明 说明 根据HTTP协议，您提供的请求
头中的key会被站点监控转换为canonical
format of MIME Header形式：

首字母以及短划线（-）后面的字母
被转换为大写形式。如accept-
encoding被转换为Accept-
Encoding。

如果key中包含空格或其他非法字
符，则key保持不变。

可接受的大于等于可接受的大于等于
400的HT T P状态400的HT T P状态
码码

文本 否
大于等于400的HTTP状态码。多个状态码之间用
半角逗号（,）分隔。

CookieCookie Cookie文本 否 HTTP规则的Cookie文本。

HT T P验证用户名HT T P验证用户名 用户名 否
通过HTTP协议的基础验证。

HT T P验证密码HT T P验证密码 密码 否

证书验证证书验证 勾选 否 是否支持SNI。默认不勾选，即不支持。

不跟随跳转不跟随跳转 勾选 否
如果出现301或302状态码，是否跟随再次做重定
向探测。默认不勾选，即跟随跳转。

是否开启是否开启
ProxyProt ocolProxyProt ocol

勾选 否 默认不勾选，即不支持。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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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无。

ping包数目ping包数目 正整数 是
发起ping的次数。默认值：20， 取值范
围：1~40。

TCP或UDP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无。

端口端口 正整数 是 TCP或UDP协议的端口。

请求内容格式请求内容格式 单选 是

请求内容非空时有效。取值：

文本

十六进制格式

请求内容请求内容
普通文本或十六进
制格式

否

普通文本

普通文本指字符串，即由可见字符组成的字符
串。

说明 说明 普通文本不支持转义，即不
会将\n转为回车符，只是当做两个字符：
\和n。

十六进制格式

当请求的内容是Byte串，无法用可见字符表达
时，可以将Byte串转换为十六进制表示的可见
字符串形式。具体转换规则为：一个Byte转换
成二字节的十六进制字符，例如：  (byte)1
 转换成十六进制为01，  (byte)27 转换
成十六进制为1B。

二进制数组（Java形式）：  {(byte)1, (by
te)27} 转换成十六进制为：011b或011B。
站点监控对十六进制不区分大小写。将字符串
 "011B" 填入请求内容中，同时请求内容格

式选择十六进制格式。

匹配响应内容格式匹配响应内容格式 单选 是

响应内容非空时有效。取值：

文本

十六进制格式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网络分析与监控

> 文档版本：20220701 116



匹配响应内容匹配响应内容
普通文本或十六进
制格式

否

普通文本

普通文本指字符串，即由可见字符组成的字符
串。

说明 说明 普通文本不支持转义，即不
会将\n转为回车符，只是当做两个字符：
\和n。

十六进制格式

当请求的内容是Byte串，无法用可见字符表达
时，可以将Byte串转换为十六进制表示的可见
字符串形式。具体转换规则为：一个Byte转换
成二字节的十六进制字符，例如：  (byte)1
 转换成十六进制为01，  (byte)27 转换
成十六进制为1B。

二进制数组（Java形式）：  {(byte)1, (by
te)27} 转换成十六进制为：011b或011B。
站点监控对十六进制不区分大小写。将字符串
 "011B" 填入请求内容中，同时请求内容格

式选择十六进制格式。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DNS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无。

类型类型 单选 是

DNS查询的类型。

支持六种：A（默认值）、MX、NS、CNAME、
TXT、ANY、AAA。

DNS服务器DNS服务器 服务器IP地址 否
如果为空，则使用探针默认DNS服务器地址。可
以是域名或IP地址。

期望解析别名或者期望解析别名或者
地址地址

多行文本 否

云监控对域名解析的结果进行验证，验证是否包
含您期望的域名或IP地址。当期望列表是DNS列表
的子集时，表示探测成功。

多个域名或IP地址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匹配规则匹配规则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是 域名或IP地址的匹配规则。

SM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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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无。

端口端口 正整数 是 SMTP协议的端口。

用户名用户名 文本 是
使用Plain进行认证。

请谨慎输入用户名密码，站点监控会按您设置的
频率进行探测，如果用户名密码错误，过于频繁
的探测可能会导致对方服务屏蔽您的账号。

密码密码 文本 是

安全连接安全连接 单选 是

SMTP是否使用安全连接。取值：

使用

不使用

POP3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无。

端口端口 正整数 是 POP3协议的端口。

用户名用户名 文本 是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命令进行认证。

请谨慎输入用户名密码，站点监控会按您设置的
频率进行探测，如果用户名密码错误，过于频繁
的探测可能会导致对方服务屏蔽您的账号。

密码密码 文本 是

安全连接安全连接 单选 是

POP3是否使用安全连接。取值：

使用

不使用

FTP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监控域名监控域名 URL或域名 是 例如：ftp://smtp.aliyun.com。

端口端口 正整数 是 FTP协议的端口。

是否匿名登录是否匿名登录 单选 是

匿名登录（默认值）

需要身份验证

当您选择该参数时，需要设置FTP服务器
的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用户名 文本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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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密码密码 文本 是

选项 输入方式 是否必选 描述

当您不再需要某条站点监控任务时，可以对其执行删除操作。删除站点监控任务后，与其关联的报警规则同
步被删除。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网络分析与监控网络分析与监控 >  > 站点监控（定时拨测）站点监控（定时拨测）。

3. 删除站点监控任务。

单个删除

a.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单击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b. 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a.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先单击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批量删除批量删除。

b. 单击确定确定。

4. 确认站点监控任务删除结果。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已被删除。

当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处于启用状态时，才能对其执行禁用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网络分析与监控网络分析与监控 >  > 站点监控（定时拨测）站点监控（定时拨测）。

3. 禁用站点监控任务。

单个禁用

a.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选择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 > 禁用禁用。

b. 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禁用

a.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先单击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批量禁用批量禁用。

b. 在确定要批量禁用选中项？确定要批量禁用选中项？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4. 查看站点监控任务状态。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目标站点监控任务的状态状态变更为 。

8.4. 删除站点监控任务8.4. 删除站点监控任务

8.5. 禁用站点监控任务8.5. 禁用站点监控任务

8.6. 启用站点监控任务8.6. 启用站点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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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处于禁用状态时，才能对其执行启用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网络分析与监控网络分析与监控 >  > 站点监控（定时拨测）站点监控（定时拨测）。

3. 启用站点监控任务。

单个启用

a.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选择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 > 启用启用。

b. 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启用

a.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先单击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批量启用批量启用。

b. 单击确定确定。

4. 查看站点监控任务状态。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目标站点监控任务的状态状态变更为 。

创建站点监控任务后，您可以将该站点监控任务与应用分组进行关联。站点监控任务与应用分组关联后，可
以探测关联应用分组中的所有ECS实例。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应用分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应用分组。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每个站点监控任务最多可以关联5个应用分组。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网络分析与监控网络分析与监控 >  > 站点监控（定时拨测）站点监控（定时拨测）。

3.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单击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对应应用分组应用分组列的 图标。

4. 在关联应用分组关联应用分组对话框，选择应用分组。

5. 单击确定确定。

6. 查看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关联的应用分组。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单击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对应应用分组应用分组列的 图标，查看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关联的所

有应用分组。

8.6. 启用站点监控任务8.6. 启用站点监控任务

8.7. 关联应用分组8.7. 关联应用分组

8.8. 查看站点监控任务8.8. 查看站点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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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站点监控任务后，您可以查看其任务详情、监控分析和报警规则，便于您及时查看站点的异常数据，并
处理故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网络分析与监控网络分析与监控 >  > 站点监控（定时拨测）站点监控（定时拨测）。

3. 在站点监控列表站点监控列表页面，您可以查看站点监控列表中的所有报警任务数、可用率报警任务数、响应时间
报警任务数和站点监控任务配额使用数。

4. 在监控任务监控任务页签，单击目标站点监控任务名称链接，或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

您可以查看站点监控任务的概览、监控分析和报警规则。

在概览概览页面，您可以查看站点监控任务的监控概览监控概览、报警规则报警规则、报警历史报警历史、可用性响应时间分析可用性响应时间分析
统计（平均）统计（平均）和探测结果6小时探测结果6小时。

在监控分析监控分析页面，您可以查看站点监控任务的总体探测任务分析总体探测任务分析、地域探测分析地域探测分析、运营商探测分运营商探测分
析析和探测错误分析探测错误分析

在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面，您可以查看站点监控任务的报警规则，并对报警规则执行修改、删除、停用和启用
操作。

您可以从不同地域运营商网络的探测点发起HTTP、Ping、DNS或路由追踪的网络拨测，以便了解不同地域网
络环境访问检测目标的情况。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网络分析与监控网络分析与监控 >  > 一次性拨测工具 一次性拨测工具 。

3. 在一次性拨测工具一次性拨测工具页面，设置HTTP检测、Ping检测、DNS检测或路由追踪检测的相关参数。

4. 单击立即检测立即检测。

在查看详情结果查看详情结果页签，查看运营商探测点的检测结果。

云监控站点监控中每种协议的状态码和HTTP协议常用标准状态码说明如下表。

云监控自定义状态码含义云监控自定义状态码含义

协议 状态码 含义

610 连接或SSL证书交换超时。超时时间为30秒。

613 DNS解析错误。

615 内容不匹配。

8.8. 查看站点监控任务8.8. 查看站点监控任务

8.9. 拨测运营商探测点8.9. 拨测运营商探测点

8.10. 状态码说明8.10. 状态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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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616 认证失败。

611 其他原因导致的探测失败。

617

超过最大跳转次数。

ECS探测点允许的3XX重定向最大跳转次数为5次。

运营商探测点允许的3XX重定向最大跳转次数为2次。

703
禁止对服务器进行内网探测。内网探测可以使用创建可用性监控任
务。

PING

550 网络不通。

610 网络稳定，但发出的所有包在2秒内均无响应。

613 无法通过主机解析IP地址。

703
禁止对服务器进行内网探测。内网探测可以使用创建可用性监控任
务。

TCP

550 无法打开Socket。通常是因为系统资源耗尽。

610 接收回应失败（超时或无回应）。

611 连接失败（超时或对端拒绝）。

615 内容不匹配。

703
禁止对服务器进行内网探测。内网探测可以使用创建可用性监控任
务。

UDP

550 无法打开Socket。通常是因为系统资源耗尽。

611 连接失败（主机无法解析）。

610 发送或接收失败。

615 内容不匹配。

703 禁止对服务器进行内网探测。内网探测可以使用创建站点监控任务。

DNS

610 DNS解析失败。

613 DNS查询通信出现异常。

615 内容不匹配。

703
禁止对服务器进行内网探测。内网探测可以使用创建可用性监控任
务。

协议 状态码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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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P

610 连接超时。

611
无法成功访问您的站点，失败原因包括但不限于DNS解析失败、Email
格式不正确、初始化SMTP客户端失败等。

616 登录被拒绝。

703
禁止对服务器进行内网探测。内网探测可以使用创建可用性监控任
务。

POP3

611 无法成功访问您的站点。

703
禁止对服务器进行内网探测。内网探测可以使用创建可用性监控任
务。

FTP

610 FTP传输失败。

611 其他原因导致的失败，例如：DNS解析失败和TCP连接失败。

616 登录失败。

703
禁止对服务器进行内网探测。内网探测可以使用创建可用性监控任
务。

协议 状态码 含义

HTTP协议常用标准状态码说明HTTP协议常用标准状态码说明

状态码 含义 说明

200 请求已完成 2XX状态码均为正常。

300 多种选择
服务器根据请求可执行多种操作。服务器可根据请求者来
选择一项操作，或提供操作列表供请求者选择。

301 永久移动

请求的网页已被永久移动到新位置。服务器返回此响应
（作为对GET或HEAD请求的响应）时，会自动将请求者
转到新位置。此状态码通知Googlebot某个网页或网站
已被永久移动到新位置。

302 临时移动

服务器目前正从不同位置的网页响应请求，但请求者应继
续使用原有位置来进行以后的请求。此状态码与响应GET
和HEAD请求的301状态码类似，会自动将请求者转到不
同的位置。

303 查看其他位置
当请求者应对不同的位置进行单独的GET请求以检索响应
时，服务器会返回此状态码。对于除HEAD请求之外的所
有请求，服务器会自动转到其他位置。

304 未修改
自从上次请求后，请求的网页未被修改过。服务器返回此
响应时，不会返回网页内容。

305 使用代理
请求者只能使用代理访问请求的网页。如果服务器返回此
响应，那么，服务器还会指明请求者应当使用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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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临时移动 此状态码与302类似，使用GET请求重定向。

308 永久移动
请求的资源已被永久移动到由Location首部指定的URL
上。

400 错误请求 服务器不理解请求的语法。

401 未授权
请求需要进行身份验证。登录后，服务器可能会对页面返
回此响应。

403 已禁止 服务器拒绝请求。

404 未找到
服务器找不到请求的网页。例如，如果请求针对服务器上
不存在的网页，则服务器通常会返回此状态码。

405 方法禁用 禁用请求中所指定的方法。

406 不接受 无法使用请求的内容特性来响应请求的网页。

407 需要代理授权
此状态码与401类似，但是指定了请求者应当使用代理进
行授权。如果服务器返回此响应，则服务器还会指明请求
者应当使用的代理。

408 请求超时 服务器等候请求时超时。

409 冲突

服务器在完成请求时发生冲突。服务器的响应必须包含有
关响应中所发生的冲突的信息。服务器在响应与前一个请
求相冲突的Put请求时可能会返回此状态码，同时会提供
两个请求的差异列表。

411 需要有效长度 服务器不会接受包含无效内容长度标头字段的请求。

412 未满足前提条件 服务器未满足请求者在请求中设置的其中一个前提条件。

413 请求实体过大
服务器无法处理请求，因为请求实体过大，已超出服务器
的处理能力。

414 请求的URL过长 请求的URL（通常为网址）过长，服务器无法进行处理。

415 不支持的媒体类型 请求的格式不受请求页面的支持。

416 请求范围不符合要求
如果请求是针对网页的无效范围进行的，则服务器会返回
此状态。

417 未满足期望值 服务器未满足期望请求标头字段的要求。

499 客户端断开连接 因服务端处理时间过长，客户端关闭了连接。

500 服务器内部错误 服务器遇到错误，无法完成请求。

501 尚未实施
服务器不具备完成请求的功能。例如，当服务器无法识别
请求方法时，服务器可能会返回此状态码。

状态码 含义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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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错误网关
服务器作为网关或代理。云监控从运营商站点收到无效响
应。ECS探测点或运营商探测点收到目标站点的无效响
应。

503 服务不可用
目前无法使用服务器。可能原因是服务器超载或停机维
护。通常，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

504 网关超时
服务器作为网关或代理。ECS探测点或运营商探测点未及
时从目标站点接收请求。

505 不支持HTTP版本 服务器不支持请求中所使用的HTTP协议版本。

状态码 含义 说明

本文为您介绍站点监控的探测指标和探测流程。

探测指标探测指标
HTTP协议的探测指标如下表所示。其他协议（SMTP、FTP、TCP、UDP等）的指标名称和解释与下表类似。

中文名 英文名 单位 解释

总响应时间 total_time 毫秒
整个探测过程消耗的时间
（包含redirect_time）。

DNS域名解析时间 http_dns_time 毫秒 解析域名消耗的时间。

curl连接时间 curl_connect_time 毫秒
从发起探测到完成curl连
接消耗的时间（包含
http_dns_time）。

TCP连接时间 tcp_connect_time 毫秒
从发起探测到完成TCP连
接消耗的时间（包含
http_dns_time）。

SSL时间 ssl_connect_time 毫秒
从发起探测到完成SSL认
证消耗的时间。

传输前置时间 curl_pretransfer_time 毫秒
从发起探测到完成HTTP请
求写入消耗的时间。

传输开始时间 curl_starttransfer_time 毫秒
从发起探测到收到Web服
务器返回数据的第一个字
节消耗的时间。

HTTP连接时间 http_connect_time 毫秒
HTTP连接时间=传输前置
时间-DNS域名解析时间

8.11. 探测指标说明8.11. 探测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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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时间 http_download_time 毫秒

当探针版本小于1.8时，该
时间为0。 当探针版本大
于等于1.8时，该时间为读
取HTTP响应包前64字节
所消耗的时间。如果HTTP
响应包经过加密，则该时
间包含解密时间。

下载大小 http_download_size 字节

HTTP响应包的大小。如果
HTTP回应包中有
Content-Length，则为
HTTP响应包的大小；如果
HTTP响应包中无
Content-Length，则为实
际读取的字节。

下载速度 http_download_speed 字节/秒
读取HTTP响应时的网络速
度。

重定向时间 redirect_time 毫秒
从发起探测到发起第一个
重定向请求消耗的时间。

重定向次数 redirect_count 次 重定向跳转次数。

中文名 英文名 单位 解释

说明 说明 如果探测过程中发生了重定向，则为最后一次探测。

探测流程探测流程
探测流程和计时方式如下图所示。

当您需要探测已设置IP地址保护的站点时，需要参考IPv4和IPv6地址库设置IP白名单，保证站点监控可用。

您可以调用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接口查询所有运营商探测点的IPv4和IPv6地址。关于
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接口中的参数含义，请参见DescribeSiteMonitorISPCityList。

8.12. 站点监控探测点IP地址库8.12. 站点监控探测点IP地址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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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监控汇集了云服务故障、运维事件以及用户业务异常事件，提供按云服务、事件等级和事件名称统计系
统事件，便于您关联资源和复盘问题。支持自定义事件的通知对象和通知方式，避免关键事件被忽略，并可
以记录事件详情，有利于您快速分析定位问题。

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事件监控为您提供各云服务系统事件的统一查询和统计入口，使您明确得知其使用状态。通过应用分组进行
资源分类后，云服务产生的系统事件会自动与组中资源关联，帮助您集成各类监控信息，方便您在业务故障
时，快速分析并定位问题。

云监控同时还为您提供事件的报警功能，您可以根据事件等级配置报警，通过短信、邮件、钉钉接收通知或
设置报警回调，使您第一时间得知严重事件并及时处理，形成线上自动化运维闭环。

事件监控为您提供云服务故障、运维事件查询和报警服务。云监控支持的云服务事件，请参见支持的云服务和
系统事件。

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
事件监控提供事件类型数据的上报、查询和报警功能，方便您将业务中的各类异常事件或重要变更事件收集
上报到云监控，并在异常发生时接收报警。自定义事件监控原理如下图所示。

自定义事件监控与自定义监控的区别如下：

自定义事件监控用于解决非连续的事件类型监控数据上报、查询与报警的场景。

自定义监控用于解决周期性持续采集的时间序列监控数据上报、查询与报警的场景。

报警服务与自动化运维报警服务与自动化运维
事件监控支持多种报警方式，便于您进行自动化运维。

9.事件监控9.事件监控
9.1. 概览9.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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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方式 说明

报警通知 您可以通过语言电话、短信、邮件、钉钉群接收报警通知。

消息队列服务 事件可写入您的消息服务队列中，您可通过消息服务与自有运维系统进行对接。

函数计算 事件触发您的函数服务，进行后续运维逻辑处理。

报警回调
通过HTTP协议的POST请求推送报警通知到您指定的公网URL（已有运维体系或消息通
知体系），您在接收到报警通知后，可以根据通知内容做进一步处理。

事件监控为您提供各云产品系统事件的统一查询和统计入口，使您及时得知各云产品的运行状态，并接收报
警通知，便于您在业务故障时，快速分析并定位问题。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云监控支持各云产品的系统事件，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3. 在事件监控事件监控页签，选择待查看的云产品、事件类型、事件名称和时间段，单击确定确定。

4. 在事件列表中，单击目标事件对应操作操作列的详情详情。

查看目标事件的JSON格式。

云监控集中管理各云产品的系统事件和自定义事件。您可以为云产品的系统事件设置报警规则，当异常发生
时，您可以及时收到报警通知，便于快速分析并定位问题。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如果事件报警规则需要作用于指定应用分组的实例上，则请您确保已创建应用分组，且已将资源添加至该应
用分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应用分组和添加资源至应用分组。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云监控支持的事件类型和云产品如下表所示。

事件类型 说明 支持的云产品

9.2. 系统事件9.2. 系统事件
9.2.1. 查看系统事件9.2.1. 查看系统事件

9.2.2. 管理系统事件报警规则9.2.2. 管理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9.2.2.1. 创建系统事件报警规则9.2.2.1. 创建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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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事件
云监控为您提供各云产品系统事件的
统一查询入口，使您及时得知各云产
品的运行状态，并接收报警通知。

支持的云产品和系统事件

自定义事件

您可以通过云监控的自定义事件上报
接口，将目标云产品的异常事件上报
到云监控，使您及时得知该云产品的
运行状态，并接收报警通知。

云监控支持的所有云产品。

事件类型 说明 支持的云产品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5. 在创建/修改事件报警创建/修改事件报警面板，设置系统事件的报警规则参数。

参数 说明

报警规则名称报警规则名称 事件报警规则的名称。

产品类型产品类型 事件报警规则的云产品类型。云监控支持的云产品，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报警规则的事件类型。每个云产品支持的事件类型，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事件等级事件等级 事件报警规则的事件等级。每个云产品支持的事件等级，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事件报警规则的事件名称。每个云产品支持的事件名称，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关键词过滤关键词过滤

报警规则过滤的关键词。取值：

满足包含上面任何一个关键词满足包含上面任何一个关键词 ：当您的报警规则中包含任何一个关键词时，不
发送报警通知。

满足不包含上面任何一个关键词满足不包含上面任何一个关键词 ：当您的报警规则中不包含任何一个关键词
时，不发送报警通知。

SQL Filt erSQL Filt er SQL过滤语句。

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事件报警规则作用的资源范围。取值：

全部资源全部资源 ：当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选择全部资源全部资源 时，任何资源发生相关事件，都会按照配
置发送通知。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当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选择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时，只有指定应用分组内的资源发生相关
事件，才会发送通知。

联系人组联系人组 事件报警规则的报警联系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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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方式通知方式

事件报警的级别和通知方式。取值：

Critical（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Warning（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Info（邮件+钉钉机器人）

消息服务队列消息服务队列 事件报警投递到消息服务的指定队列。

函数计算函数计算 事件报警投递到函数计算的指定函数。

URL回调URL回调
公网可访问的URL，用于接收云监控通过POST请求推送的报警信息。目前仅支持
HTTP协议。关于如何设置报警回调，请参见使用系统事件报警回调。

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事件报警投递到日志服务的指定日志库。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5分钟、
30分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参数 说明

6. 单击确定确定。

当已有系统事件报警规则不能满足您指定云产品的系统事件的报警需求时，您可以根据所需修改报警规则。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5. 在创建/修改事件报警创建/修改事件报警面板，设置系统事件的报警规则参数。

参数 说明

产品类型产品类型 事件报警规则的云产品类型。云监控支持的云产品，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报警规则的事件类型。每个云产品支持的事件类型，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事件等级事件等级 事件报警规则的事件等级。每个云产品支持的事件等级，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事件报警规则的事件名称。每个云产品支持的事件名称，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关键词过滤关键词过滤

报警规则过滤的关键词。取值：

满足包含上面任何一个关键词满足包含上面任何一个关键词 ：当您的报警规则中包含任何一个关键词时，不
发送报警通知。

满足不包含上面任何一个关键词满足不包含上面任何一个关键词 ：当您的报警规则中不包含任何一个关键词
时，不发送报警通知。

9.2.2.2. 修改系统事件报警规则9.2.2.2. 修改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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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Filt erSQL Filt er SQL过滤语句。

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事件报警规则作用的资源范围。取值：

全部资源全部资源 ：当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选择全部资源全部资源 时，任何资源发生相关事件，都会按照配
置发送通知。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当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选择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时，只有指定应用分组内的资源发生相关
事件，才会发送通知。

联系人组联系人组 事件报警规则的报警联系人组。

通知方式通知方式

事件报警的级别和通知方式。取值：

Critical（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Warning（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Info（邮件+钉钉机器人）

消息服务队列消息服务队列 事件报警投递到消息服务的指定队列。

函数计算函数计算 事件报警投递到函数计算的指定函数。

URL回调URL回调
公网可访问的URL，用于接收云监控通过POST请求推送的报警信息。目前仅支持
HTTP协议。关于如何设置报警回调，请参见使用系统事件报警回调。

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事件报警投递到日志服务的指定日志库。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5分钟、
30分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参数 说明

6. 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暂时不需要接收某条系统事件报警规则的报警通知时，可以对其执行禁用操作。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您确保系统事件报警规则的启用状态启用状态为已启用已启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禁用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单个禁用

a.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禁用禁用。

b. 单击确定确定。

9.2.2.3. 禁用系统事件报警规则9.2.2.3. 禁用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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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禁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上角的禁用禁用。

b. 单击确定确定。

当某条系统事件报警规则的启用状态启用状态为已禁用已禁用时，您可以对其执行启用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启用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单个启用

a.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启用启用。

b. 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启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上角的启用启用。

b. 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不再需要某条系统事件报警规则时，可以对其执行删除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删除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单个删除

a.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b. 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上角的删除删除。

b. 单击确定确定。

创建系统事件报警规则后，您可以使用系统事件的调试功能，验证系统事件报警规则中设置的消息服务队
列、函数计算、URL回调和日志服务是否能正常被触发。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9.2.2.4. 启用系统事件报警规则9.2.2.4. 启用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9.2.2.5. 删除系统事件报警规则9.2.2.5. 删除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9.2.2.6. 调试系统事件报警规则9.2.2.6. 调试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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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能调试系统事件的报警规则，且该规则必须关联指定的云服务和事件名称。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调试调试。

5. 在创建事件调试创建事件调试面板，选择待调试事件。

6. 在内容（JSON格式）内容（JSON格式）区域，显示该事件内容，您可以根据实际环境修改其实例ID等信息。

7. 单击确定确定。

云监控根据内容发送一个报警事件，触发报警规则。

云监控除了电话、短信、邮件和钉钉机器人的报警通知方式外，还可以使用报警回调方式，让您更自由、更
灵活的处理告警事件。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使用系统事件的报警回调功能，实现将云监控发送的报警通知集成
到已有的运维系统或消息通知系统。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准备好公网URL地址。该URL地址为运维系统或消息通知系统的URL地址。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云监控通过HTTP协议的POST请求推送报警通知到您指定的URL地址，请您将IP地址106.11.225.0/24、
106.11.226.0/24、106.11.227.0/24、106.11.242.0/24、106.11.167.0/24、106.11.245.0/24、
59.82.0.0/16、59.82.84.0/24、203.119.128.0/17和203.119.156.0/24加入防火墙的白名单。当您接收到报
警通知后，可以根据通知内容做进一步处理。

报警回调的重试策略为3次，超时时间为5秒。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重新创建系统事件的报警规则。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系统事件报警规则。

5. 在创建/修改事件报警创建/修改事件报警面板，单击URL回调URL回调前面的复选框。

6. 选择请求方法请求方法为POSTPOST ，输入报警回调的URL地址。

7. 单击确定确定。

执行结果执行结果
当报警规则被触发时，云监控会将报警消息发送到您指定的URL地址，发送的POST请求内容如下表所示。

9.2.3. 使用系统事件报警回调9.2.3. 使用系统事件报警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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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traceId String 各云产品向云监控上报事件的ID，用于排查事件报警。

resourceId String 资源ID。

ver String 事件版本。

product String
云产品名称。关于系统事件支持的云产品，请参见云产品
系统事件。

instanceName String 指定云产品的实例名称。

level String

事件等级。取值：

Critical

Warning

Info

userId String 当前阿里云账号ID。

content String 事件内容。

regionId String 地域ID。

eventT ime String
事件发生的时间戳，为日期格式。使用UTC时间并按照
ISO8601标准，格式为：YYYY-MM-DDThh:mm:ssZ。

name String
事件名称。各云产品支持的事件名称，请参见云产品系统
事件。

id String 事件ID。

status String
事件状态。各云产品中指定事件的事件状态，请参见云产
品系统事件。

POST请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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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eId": "b0eaeed6-6758-4d45-ac64-c52437de****",
  "resourceId": "acs:ecs:cn-hangzhou:145394352104****:snapshot/s-bp13s5zbbwxm780t****",
  "ver": "1.0",
  "product": "ECS",
  "instanceName": "s-bp13s5zbbwxm780t****",
  "level": "INFO",
  "userId": "145394352104****",
  "content": {
    "result": "accomplished",
    "snapshotId": "s-bp13s5zbbwxm780t****",
    "snapshotType": "timer",
    "snapshotName": "auto2.0_20210224_sp-bp1etszs074zjp4p****",
    "diskId": "d-bp1ioh7hw6l94rys****",
    "startTime": "2021-02-23T17:05:13Z",
    "endTime": "2021-02-23T17:11:13Z"
  },
  "regionId": "cn-hangzhou",
  "eventTime": "20210224T011113.709+0800",
  "name": "Snapshot:CreateSnapshotCompleted",
  "id": "103E55FC-7FC3-4B3D-AE12-C19EA84C****",
  "status": "Normal"
}

事件监控功能为您提供上报自定义事件的接口，方便您将业务产生的异常事件采集上报到云监控，通过对上
报的事件配置报警规则来接收报警通知。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上报自定义事件监控数据的使用限制如下：

单个阿里云账号的QPS限制为20。

单次最多上报100个事件。

单次最多上报500KB数据。

上报方式上报方式
云监控为您提供的自定义事件监控数据的上报方式如下：

通过Java SDK上报事件监控数据（推荐）

通过HTTP上报事件监控数据

通过命令行（CLI）上报事件监控数据

9.3. 自定义事件9.3. 自定义事件
9.3.1. 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9.3.1. 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

9.3.1.1. 概览9.3.1.1. 概览

9.3.1.2. 通过Java SDK上报事件监控数据（推荐）9.3.1.2. 通过Java SDK上报事件监控数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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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通过Java SDK上报自定义事件监控数据的配置方法。

安装Java SDK安装Java SDK
通过Maven安装Java SDK，需要添加的依赖如下：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openservices</groupId>
            <artifactId>aliyun-cms</artifactId>
            <version>0.2.4</version>
</dependency>

代码示例代码示例
通过Java SDK方式上报事件监控数据的代码示例如下：

public void uploadEvent() throws CMSException, InterruptedException {
        //初始化客⼾端
        CMSClient cmsClient = new CMSClient(endpoint, accKey, secret);
       //构建2个事件上报
         CustomEventUploadRequest request = CustomEventUploadRequest.builder()
                    .append(CustomEvent.builder()
                            .setContent("abc,123")
                            .setGroupId(101l)
                            .setName("Event001").build())
                    .append(CustomEvent.builder()
                            .setContent("abc,123")
                            .setGroupId(101l)
                            .setName("Event002").build())
                    .build();
            CustomEventUploadResponse response = cmsClient.putCustomEvent(request);
            List<CustomEvent> eventList = new ArrayList<CustomEvent>();
            eventList.add(CustomEvent.builder()
                    .setContent("abcd,1234")
                    .setGroupId(101l)
                    .setName("Event001").build());
            eventList.add(CustomEvent.builder()
                    .setContent("abcd,1234")
                    .setGroupId(101l)
                    .setName("Event002").build());
            request = CustomEventUploadRequest.builder()
                    .setEventList(eventList).build();
            response = cmsClient.putCustomEvent(request);
    }

说明 说明 endpoint是云服务的接入地址，云监控的接入地址为  metrics.aliyuncs.com 。云监控各
地域的接入地址，请参见服务地址。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通过Java SDK方式上报事件监控数据的代码返回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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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success",
    "RequestId": "E25EE651-9C97-4EFD-AF22-A753B674E8D4",
    "Code": "200"
}

HTTP状态码返回200表示成功。

本文为您介绍通过HTTP上报自定义事件监控数据的配置方法。

服务地址服务地址
云监控用于上报自定义事件的服务地址如下：

公网：互联网访问地址。

公网服务地址：  http://metrichub-cms-cn-hangzhou.aliyuncs.com 。

VPC：可在同地域内VPC中访问，无需开放公网访问权限。

VPC服务地址如下表所示。

地域名称 地域ID 服务地址

华东1（杭州） cn-hangzhou http://metrichub-cn-hangzhou.aliyun.com

华东2（上海） cn-shanghai http://metrichub-cn-shanghai.aliyun.com

华北1（青岛） cn-qingdao http://metrichub-cn-qingdao.aliyun.com

华北2（北京） cn-beijing http://metrichub-cn-beijing.aliyun.com

华北3（张家口） cn-zhangjiakou http://metrichub-cn-zhangjiakou.aliyun.com

华北5 （呼和浩特） cn-huhehaote http://metrichub-cn-huhehaote.aliyun.com

华南1（深圳） cn-shenzhen http://metrichub-cn-shenzhen.aliyun.com

中国（香港） cn-hongkong http://metrichub-cn-hongkong.aliyun.com

阿联酋（迪拜） me-east-1 http://metrichub-me-east-1.aliyun.com

美国（硅谷 ） us-west-1 http://metrichub-us-west-1.aliyun.com

美国（弗吉尼亚） us-east-1 http://metrichub-us-east-1.aliyun.com

日本（东京 ） ap-northeast-1 http://metrichub-ap-northeast-1.aliyun.com

德国（法兰克福） eu-central-1 http://metrichub-eu-central-1.aliyun.com

澳大利亚（悉尼） ap-southeast-2 http://metrichub-ap-southeast-2.aliyun.com

新加坡 ap-southeast-1 http://metrichub-ap-southeast-1.aliyun.com

9.3.1.3. 通过HTTP上报事件监控数据9.3.1.3. 通过HTTP上报事件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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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吉隆坡） ap-southeast-3 http://metrichub-ap-southeast-3.aliyun.com

印度（孟买） ap-south-1 http://metrichub-ap-south-1.aliyuncs.com

韩国（首尔） ap-northeast-2 http://metrichub-ap-northeast-2.aliyuncs.com

泰国（曼谷） ap-southeast-7 http://metrichub-ap-southeast-7.aliyuncs.com

地域名称 地域ID 服务地址

请求语法请求语法
通过HTTP方式上报事件监控数据的请求语法如下：

POST /event/custom/upload HTTP/1.1 
Authorization:<AuthorizationString>
Content-Length:<Content Length>
Content-MD5:<Content MD5>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Date:<GMT Date>
Host:metrichub-cms-cn-hangzhou.aliyuncs.com
x-cms-signature:hmac-sha1
x-cms-api-version:1.0
x-cms-ip:30.27.XX.XX
User-Agent:cms-java-sdk-v-1.0
[{"content":"EventContent","groupId":GroupId,"name":"EventName","time":"20171023T144439.948
+0800"}]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通过HTTP方式上报事件监控数据的请求参数和请求头说明如下表所示。

请求头

Header 类型 描述

Authorization String

内容：  AccessKeyId:SignString 。

AccessKey ID的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SignString的签名方法，请参见签名算法：HMAC-
SHA1。

Content-Length Long
RFC 2616中定义的HTTP请求的Body长度。如果请求无
Body部分，则无需提供该请求头。

Content-MD5 String
请求Body经过MD5计算后的字符串，计算结果为大写字
母和数字字符串。如果请求无Body部分，则无需提供该
请求头。

Content-Type String
发送端发送的实体数据的数据类型。只支持  applica
tion/j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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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String

HTTP请求中的标准时间戳头（遵循RFC 1123格式，使
用GMT标准时间）。

示例：  Mon, 3 Jan 2010 08:33:47 GMT 

Host String

HTTP请求的完整Host名称（不包括如https://这样的
协议头）。

示例：  metrichub-cms-cn-hangzhou.aliyuncs.
com 。

x-cms-api-version String API版本。当前版本1.0。

x-cms-signature String
签名算法。目前，云监控只支持数字签名算法HMAC-
SHA1。

x-cms-ip String 上报事件的服务器IP地址。

User-Agent String 客户端说明。

Header 类型 描述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必选 描述

content String 是 事件详情。

name String 是 事件名称。

groupId Long 否 事件所属的应用分组ID。

time String 否 事件发生时间。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通过HTTP方式上报事件监控数据的代码返回示例如下：

{
  "code":"200",//200表⽰成功。
  "msg":""//正常上报时返回msg为空。
}

本文为您介绍通过阿里云命令行（CLI）上报自定义事件监控数据的配置方法。

授权云监控管理权限授权云监控管理权限
云监控支持使用阿里云账号或RAM用户上报事件监控数据。当RAM用户使用AccessKey上报监控数据时，需
要授权云监控的管理权限。操作方法如下：

1. 使用阿里云账号登录RAM控制台。

9.3.1.4. 通过命令行（CLI）上报事件监控数据9.3.1.4. 通过命令行（CLI）上报事件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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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RAM用户。

操作方法请参见创建RAM用户。

3. 为RAM用户创建访问密钥。

操作方法请参见为RAM用户创建访问密钥。

4. 为RAM用户授权（AliyunCloudMonitorFullAccess）。

操作方法请参见为RAM用户授权。

安装和配置阿里云命令行（CLI）工具安装和配置阿里云命令行（CLI）工具
安装阿里云命令行（CLI）工具，操作方法请参见在Windows上安装阿里云CLI或在Linux上安装阿里云CLI。

上报监控数据上报监控数据
使用PutCustomEvent接口上报事件监控数据，请参见PutCustomEvent。

示例如下：

aliyun cms PutCustomEvent --EventInfo.1.EventName ErrorEvent  --EventInfo.1.Content hellowo
rld --EventInfo.1.Time "20171013T170923.456+0800"  --EventInfo.1.GroupId 0

上报事件监控数据成功后，返回状态码200。

{
    "Message": "success",
    "RequestId": "AB4BCB36-A048-4BD7-9530-46802D5F23ED",
    "Code": "200"
}

错误码说明错误码说明
当通过命令行上报事件监控数据时，返回的错误码如下表所示。

错误码 描述

400 客户端请求中的语法错误。

403 校验失败、限速、没有授权。

500 服务器内部错误。

事件监控为您提供自定义事件的统一查询和统计入口，方便您查看自定义事件的监控数据，并接收报警通
知，便于您在业务故障时，快速分析并定位问题。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上报自定义事件监控数据。具体操作，请参见概览。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9.3.2. 查看自定义事件9.3.2. 查看自定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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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

3. 在事件监控事件监控页签，选择待查看的事件级别、事件名称和时间段，单击确定确定。

4. 在事件列表中，单击目标事件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查看详情查看详情，查看该事件的详细信息。

云监控集中管理各云产品的系统事件和自定义事件。您可以为云产品的自定义事件设置报警规则，当异常发
生时，您可以及时收到报警通知，便于快速分析并定位问题。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云监控支持的事件类型和云产品如下表所示。

事件类型 说明 支持的云产品

系统事件
云监控为您提供各云产品系统事件的
统一查询入口，使您及时得知各云产
品的运行状态，并接收报警通知。

支持的云产品和系统事件

自定义事件

您可以通过云监控的自定义事件上报
接口，将目标云产品的异常事件上报
到云监控，使您及时得知该云产品的
运行状态，并接收报警通知。

云监控支持的所有云产品。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5. 在创建/修改事件报警创建/修改事件报警面板，设置自定义事件的报警规则参数。

参数 说明

报警规则名称报警规则名称 事件报警规则的名称。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只有当指定应用分组内的资源发生相关事件时，才会发送报警通知。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自定义事件的名称。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事件报警规则的详细信息。1~5分钟内报警累计发生的次数。

9.3.3. 管理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9.3.3. 管理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9.3.3.1. 创建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9.3.3.1. 创建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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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方式通知方式

事件报警的通知方式和级别。取值：

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CRIT ICAL）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WARN）

邮件+钉钉机器人（INFO）

联系人组联系人组 事件报警规则的报警联系人组。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设置URL回调地址和请求方法。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地址，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
POST或GET请求推送到该URL地址，目前仅支持HTTP协议。URL回调的设置方法，请参
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参数 说明

6. 单击确定确定。

当已有事件报警规则不能满足自定义监控指标的报警需求时，您可以根据所需修改报警规则。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5. 在创建/修改事件报警创建/修改事件报警面板，设置自定义事件的报警规则参数。

参数 说明

报警规则名称报警规则名称 事件报警规则的名称。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只有当指定应用分组内的资源发生相关事件时，才会发送报警通知。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自定义事件的名称。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事件报警规则的详细信息。1~5分钟内报警累计发生的次数。

通知方式通知方式

事件报警的通知方式和级别。取值：

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CRIT ICAL）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WARN）

邮件+钉钉机器人（INFO）

联系人组联系人组 事件报警规则的报警联系人组。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设置URL回调地址和请求方法。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地址，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
POST或GET请求推送到该URL地址，目前仅支持HTTP协议。URL回调的设置方法，请参
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6. 单击确定确定。

9.3.3.2. 修改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9.3.3.2. 修改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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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暂时不需要接收某条自定义事件的报警通知时，可以对其执行禁用操作。启用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后，
自动恢复报警通知。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您确保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的启用状态启用状态为 。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禁用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单个禁用

a.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禁用禁用。

b. 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禁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上角的禁用禁用。

b. 单击确定确定。

当某条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的启用状态启用状态为禁用时，您可以对其执行启用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启用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单个启用

a.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启用启用。

b. 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启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上角的启用启用。

b. 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不再需要某条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时，可以对其执行删除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9.3.3.3. 禁用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9.3.3.3. 禁用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9.3.3.4. 启用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9.3.3.4. 启用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9.3.3.5. 删除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9.3.3.5. 删除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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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自定义事件自定义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删除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单个删除

a.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b. 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上角的删除删除。

b. 单击确定确定。

云监控自定义事件功能可以帮助您实现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异常时，自动记录异常情况并在满足特定条件
时发送报警通知。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服务在运行过程中，难免出现异常情况，有些异常通过重试等方法可以自动恢复，有些则不能，严重异常甚
至会中断客户业务。因此需要一个系统来记录这些异常，且在满足特定的条件时触发报警。传统方法是打印
日志文件，并收集日志到特定系统，例如开源的ELK（Elast icsearch、Logstash和Kibana）。 这些开源系统
由多个复杂的分布式系统组成，自行维护面临着技术门槛高、成本高的问题。 云监控提供的事件监控功能，
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准备工作准备工作
自定义事件监控提供了Java SDK和OpenAPI两种上报数据的方式，本文为您介绍通过Java SDK上报异常数据
的处理方法。

1. 添加Maven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openservices</groupId>
    <artifactId>aliyun-cms</artifactId>
    <version>0.1.2</version>
</dependency>

2. 初始化SDK。

//118代表云监控的应⽤分组ID，可以从应⽤的⻆度来对事件进⾏归类, 可以在云监控的应⽤分组列表中查看分
组ID。
CMSClientInit.groupId = 118L;
//地址是事件系统上报的⼊⼝，⽬前是公⽹地址。accesskey和secretkey⽤于⾝份识别。
CMSClient c = new CMSClient("https://metrichub-cms-cn-hangzhou.aliyuncs.com", accesskey
, secretkey);

3. 是否异步上报数据。

云监控事件默认提供了同步的上报策略。 虽然编写代码简单，但是可以保证每次上报事件的可靠性，不
丢失数据。

9.3.4. 自定义事件监控最佳实践9.3.4. 自定义事件监控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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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策略存在的问题：因为要在业务代码中嵌入事件上报代码，如果网络出现波动，可能会阻塞代码执
行，影响正常的业务。由于部分场景无需事件100%不丢失，因此需要异步上报封装，先将事件写入
LinkedBlockingQueue，再通过ScheduledExecutorService异步批量上报。

//初始化queue与Executors：
private LinkedBlockingQueue<EventEntry> eventQueue = new LinkedBlockingQueue<EventEntry
>(10000);
private ScheduledExecutorService schedule = Executors.newSingleThreadScheduledExecutor(
);
//上报事件：
//每⼀个事件都包含事件的名称与事件的内容，名称⽤于识别事件，内容是事件的详细信息，⽀持全⽂搜索。
public void put(String name, String content) {
    EventEntry event = new EventEntry(name, content);
    //事件队列满后直接丢弃，可以根据⾃⼰的情况调整该策略。
    boolean b = eventQueue.offer(event);
    if (!b) {
        logger.warn("事件队列已满，丢弃事件：{}", event);
    }
}
//异步提交事件，初始化定时任务，每秒执⾏Run⽅法批量上报事件。您可以根据⾃⼰的情况调整上报间隔。
schedule.scheduleAtFixedRate(this, 1, 1, TimeUnit.SECONDS);
public void run() {
    do {
        batchPut();
    } while (this.eventQueue.size() > 500);
}
private void batchPut() {
    //从队列中取出99条事件，⽤于批量上报。
    List<CustomEvent> events = new ArrayList<CustomEvent>();
    for (int i = 0; i < 99; i++) {
        EventEntry e = this.eventQueue.poll();
        if (e == null) {
            break;
        }
        events.add(CustomEvent.builder().setContent(e.getContent()).setName(e.getName()
).build());
    }
    if (events.isEmpty()) {
        return;
    }
    //批量上报事件到云监控且未重试。如果您对事件可靠度要求⾼，则需要⾃⼰加重试策略。
    try {
        CustomEventUploadRequestBuilder builder = CustomEventUploadRequest.builder();
        builder.setEventList(events);
        CustomEventUploadResponse response = cmsClient.putCustomEvent(builder.build());
        if (!"200".equals(response.getErrorCode())) {
            logger.warn("上报事件错误：msg: {}, rid: {}", response.getErrorMsg(), respons
e.getRequestId());
        }
    } catch (Exception e1) {
        logger.error("上报事件异常", e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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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异常事件模板上报异常事件模板
模板1：HTTP Controller的异常监控

主要监控HTTP请求是否有大量异常，如果每分钟异常次数超过指定数量，则报警。

实现原理：通过Spring拦截器或Servlet  f ilter技术对HTTP请求拦截，如果出现异常就记录日志，通过配置
报警规则来实现报警。

上报事件的模板如下。

//每个事件都有丰富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搜索和定位问题，这⾥使⽤Map来组织事件，最后将其转换成JSON格式作为事
件的Content。 
Map<String, String> eventContent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eventContent.put("method", "GET");  // HTTP请求⽅法。
eventContent.put("path", "/users"); // HTTP的Path。
eventContent.put("exception", e.getClass().getName()); //异常类名，⽅便搜索。
eventContent.put("error", e.getMessage()); //异常报错信息。
eventContent.put("stack_trace", ExceptionUtils.getStackTrace(e)); // 异常堆栈，⽅便定位问题
。
//最后使⽤已封装的异步上报⽅法提交事件，当前是异步上报，且未重试，可能会⼩概率丢事件，但已满⾜HTTP未
知异常报警场景。
put("http_error", JsonUtils.toJson(eventContent));
![image.png](http://ata2-img.cn-hangzhou.img-pub.aliyun-inc.com/864cf095977cf61bd340dd146
1a0247c.png)

模板2：记录重要事件

自定义事件监控用来记录重要的业务发生情况，但是不需要报警，方便日后查看。例如：重要业务的操作
日志、修改密码、修改订单、异地登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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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日志监控的应用场景、解决方案以及业务流程。

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在企业级的业务运维和运营场景中， 日志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业务日志的简单本地化存储，很难挖
掘日志背后真正的数据价值。将日志存储到集中的服务端后，将其处理成指导运维和指导运营的指标，成为
企业日益迫切的需求。

日志监控提供对日志数据实时分析、监控图表可视化展示和报警服务。您只需要开通日志服务，将本地日志
通过日志服务进行收集，即可解决企业的监控运维与运营诉求。此外，还可完美结合云监控的其他功能，形
成完整的监控闭环。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通过将云监控与日志服务结合， 推出了非常轻量级，但全面、易用的解决方案，如下图所示。

简单和易用是与传统ELK方案相比较，零编码即可享有完整监控解决方案。

提供日志数据实时分析、监控图表展示、报警服务的全套解决方案。

基于阿里云Apsara Monitor服务，提供稳定可靠的日志监控体验。

全SaaS服务，几乎无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运维成本，让您快速拥有企业级业务日志实时监控能力。

业务流程业务流程
日志监控的业务流程如下图所示。

10.日志监控10.日志监控
10.1. 概览10.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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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日志服务收集日志。

2. 授权云监控读取日志服务数据的权限，查询您的日志。

3. 使用日志监控定义监控指标和日志数据处理方式。

4. 为监控指标设置报警规则。

在您首次使用日志监控功能时，需要授权云监控访问日志服务SLS的权限。授权后，云监控能访问日志服务
SLS，统计和筛选日志。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开通日志服务SLS。

当您首次使用日志服务时，需要登录日志服务控制台，根据页面提示开通日志服务。更多信息，请参见什么是
日志服务。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监控日志监控。

3. 在云监控服务关联角色云监控服务关联角色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在日志监控中创建监控项及其报警规则，并对该监控项执行修改和删除操作。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在日志服务SLS中创建Project和Logstore。

具体操作，请参见快速入门。

请确保您已授权云监控访问日志服务SLS的权限。

具体操作，请参见授权日志监控。

请确保您已购买日志监控的数据处理量。

更多信息，请参见计费标准和套餐。

创建日志监控项创建日志监控项

10.2. 授权日志监控10.2. 授权日志监控

10.3. 管理日志监控项10.3. 管理日志监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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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监控日志监控。

3. 在日志监控日志监控页面，单击新建日志监控新建日志监控。

4. 在关联资源关联资源页面，设置日志服务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描述

地域地域 日志服务中日志项目（日志Project）所在地域。

日志日志
ProjectProject

日志服务中日志项目的名称。

日志日志
Logst oreLogst ore

日志服务中日志库的名称。

5. 在监控项定义监控项定义页面，设置监控项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描述

监控项监控项 监控指标的名称。

单位单位 监控项的单位。

计算周期计算周期 监控项的计算周期。单位：分钟。取值：1、2、3、4、5、10、15、20、30、60。

统计方法统计方法

在计算周期内根据选定的统计方法对日志数据进行聚合处理。如果字段值是数值型，可以使用所
有统计方法，否则只能使用计数计数 和count pscount ps 两种聚合算法。取值：

计数计数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个数。

求和求和 ：计算1分钟内指定字段数值之和。

最大值最大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最大值。

最小值最小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最小值。

平均值平均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平均值。

count pscount ps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count后的每秒平均值。

sumpssumps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sum后的每秒平均值。

dist inctdist inct ：去重后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出现的次数。

扩展字段扩展字段
为统计方法中的结果提供四则运算功能，例如：在统计方法中配置了HTTP状态码请求总数
TotalNumber和HTTP状态码大于499的请求数5xxNumber，则可以通过扩展字段计算出服务端
的错误率：5xxNumber/TotalNumber*100。

日志筛选日志筛选

对日志数据进行过滤，相当于SQL中的where条件，例如：Key为level，Value中需要监控的关
键字为ERROR，该参数设置为  level=Error 。

选择过滤的日志字段名不能包含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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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byGroup-by

对数据进行空间维度聚合，相当于SQL中的Group By。

根据指定的维度，对监控数据进行分组。如果Group By不选择任何维度，则根据聚合方法对全
部监控数据进行聚合。

关于Group By，请参见Group By子句。

Select  SQLSelect  SQL 将统计方法转化成SQL语句，方便您理解数据的处理方式。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应用分组的名称。将该监控项添加到指定应用分组中。

参数 描述

6. 在报警设置报警设置页面，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描述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报警规则的名称。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数据满足指定报警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

报警级别报警级别

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邮件+钉钉机器人

连续几次超过阈连续几次超过阈
值后报警值后报警

连续几次超过阈值后，报警联系人组中的联系人会收到报警通知。取值：1、3、5、10、
15、30。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0分钟、15分
钟、30分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

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阈值，
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仍未恢复正
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地址，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POST或GET请求推送到该URL地
址，目前仅支持HTTP协议。关于报警回调的设置方法，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7. 在创建结果创建结果页面，单击关闭关闭。

修改日志监控项修改日志监控项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监控日志监控。

3. 在日志监控日志监控页面，单击目标监控项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

4. 在关联资源关联资源页面，设置监控项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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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地域地域 日志服务中日志项目（日志Project）所在地域。

日志日志
ProjectProject

日志服务中日志项目的名称。

日志日志
Logst oreLogst ore

日志服务中日志库的名称。

5. 在监控项定义监控项定义页面，设置监控项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描述

单位单位 监控项的单位。

计算周期计算周期 监控项的计算周期。单位：分钟。取值：1、2、3、4、5、10、15、20、30、60。

统计方法统计方法

在计算周期内根据选定的统计方法对日志数据进行聚合处理。如果字段值是数值型，可以使用所
有统计方法，否则只能使用计数计数 和count pscount ps 两种聚合算法。取值：

计数计数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个数。

求和求和 ：计算1分钟内指定字段数值之和。

最大值最大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最大值。

最小值最小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最小值。

平均值平均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平均值。

count pscount ps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count后的每秒平均值。

sumpssumps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sum后的每秒平均值。

dist inctdist inct ：去重后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出现的次数。

扩展字段扩展字段
为统计方法中的结果提供四则运算功能，例如：在统计方法中配置了HTTP状态码请求总数
TotalNumber和HTTP状态码大于499的请求数5xxNumber，则可以通过扩展字段计算出服务端
的错误率：5xxNumber/TotalNumber*100。

日志筛选日志筛选

对日志数据进行过滤，相当于SQL中的where条件，例如：该参数设置为  level:ERROR ，表
示统计关键字ERROR的监控数据。

选择过滤的日志字段名不能包含中文。

Group-byGroup-by

对数据进行空间维度聚合，相当于SQL中的Group By。

根据指定的维度，对监控数据进行分组。如果Group By不选择任何维度，则根据聚合方法对全
部监控数据进行聚合。

关于Group By，请参见Group By子句。

Select  SQLSelect  SQL 将统计方法转化成SQL语句，方便您理解数据的处理方式。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应用分组的名称。将该监控项添加到指定应用分组中。

6. 在报警设置报警设置页面，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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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报警规则的名称。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数据满足指定报警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

报警级别报警级别

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邮件+钉钉机器人

连续几次超过阈连续几次超过阈
值后报警值后报警

连续几次超过阈值后，报警联系人组中的联系人会收到报警通知。取值：1、3、5、10、
15、30。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0分钟、15分
钟、30分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

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阈值，
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仍未恢复正
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地址，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POST或GET请求推送到该URL地
址，目前仅支持HTTP协议。关于报警回调的设置方法，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7. 在创建结果创建结果页面，单击关闭关闭。

删除日志监控项删除日志监控项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日志监控日志监控。

3. 删除日志监控项。

单个删除

a. 单击目标监控项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

b. 在确认删除日志监控确认删除日志监控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a. 先单击目标监控项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批量删除批量删除。

b. 在确认删除日志监控确认删除日志监控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创建日志监控的监控项后，可以查看其监控图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日志监控日志监控。

10.4. 查看监控数据10.4. 查看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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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日志监控日志监控页面，单击目标监控项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

您可以查看目标监控项的监控图表，及其同比昨天和同比上周的监控数据。

本文为您介绍日志监控常见问题的排查方法。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创建日志监控时页面报错。

创建日志监控时，页面报错是因为AccessKey状态为已禁用已禁用。启用方法如下：

i. 使用阿里云账号登录控制台。

ii. 将鼠标置于页面右上方的账号图标，单击AccessKey管理AccessKey管理。

iii. 在安全提示安全提示对话框，单击继续使用AccessKey继续使用AccessKey。

iv. 在AccessKeyAccessKey页面，单击目标AccessKey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启用启用。

v. 在启用启用对话框，单击启用启用。

2. 创建日志监控成功，监控图表无数据。

如果监控图表无数据，则报警规则会出现数据不足的情况。

在日志监控日志监控列表中，单击目标监控项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在Select  SQLSelect  SQL中，查看生成的SQL语句中
是否包含中文字符。

说明 说明 SQL语句中不能包含中文字符。

确保目标监控项中设置的统计方法统计方法和日志筛选日志筛选有匹配的日志数据。

在日志监控日志监控列表中，单击目标监控项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在预览预览中查看是否有匹配的日志数据。
您可以查看最近1小时内的日志数据。

登录日志服务控制台，您可以查看更长时间的日志匹配数据。

3. 监控数据达到阈值，但是未收到报警。

检查报警通知是否进入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默认为24小时。

报警通知进入通道沉默周期，且监控数据未恢复正常，云监控不发送报警通知。

报警通知未进入通道沉默周期，且监控数据未恢复正常，云监控继续发送报警通知。

10.5. 常见问题排查10.5. 常见问题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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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监控为您提供了自定义监控项和报警规则的功能，您可以通过上报监控数据接口，将自己关心的业务
指标上报至云监控，并在云监控上添加监控图表和设置报警规则，对于故障指标发送报警通知，便于您及时
处理故障，保障业务的正常运行。

事件监控与自定义监控的区别如下：

事件监控用于解决非连续的事件类型的监控数据的上报、查询与报警。

自定义监控用于解决周期性的持续采集的时间序列监控数据的上报、查询与报警。

自定义监控的使用流程如下：

1. 上报监控数据。

监控数据上报方式如下：

通过HTTP上报监控数据

通过Java SDK上报监控数据（推荐）

通过命令行（CLI）上报监控数据

2. 添加监控图表。

具体操作，请参见添加自定义监控图表。

3. 查看监控数据。

具体操作，请参见查看自定义监控数据。

4. 设置报警规则。

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自定义监控为您提供了自由定义监控项的功能，您可以通过上报监控数据接口，将自己关心的业务指标上报
至云监控，并进行集中监控。

使用限制使用限制
上报监控数据的使用限制如下：

华北2（北京）、华东2（上海）和华东1（杭州）地域的QPS限制为200，华北3（张家口）和华南1（深
圳）地域的QPS限制为100，其他地域的QPS限制为50。

单次最多上报100条数据，Body最大为256KB。

 metricName 字段只支持大小写字母、数字、下划线（_）。需要以大小写字母开头，非字母开头会被替
换为大写字母“A”，非法字符会被替换为下划线（_）。

 dimensions 字段不支持等于号（=）、and（&）、逗号（,），非法字符会被替换为下划线（_）。

 metricName  和  dimensions 的Key和Value最大均为64字节，超过64字节会被截断。

上报原始数据为付费功能，免费版云监控可以上报聚合数据（即上报数据时，请求参数中type字段需传入

11.自定义监控11.自定义监控
11.1. 概览11.1. 概览

11.2. 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11.2. 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
11.2.1. 概览11.2.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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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他限制请参见计费方式。

统计方式统计方式
通过上报监控数据接口上报原始数据后，云监控会按以下统计方式计算1分钟和5分钟的统计结果。

统计方式 描述

Average 平均值

Maximum 最大值

Minimum 最小值

Sum 求和

SampleCount 计数

SumPerSecond 求和/对应周期的秒数，也可以使用滑动平均计算

CountPerSecond 计数/对应周期的秒数，也可以使用滑动平均计算

LastValue 本上报周期最后一个采样值

P10 percentile 0.1，大于10%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

P20 percentile 0.2，大于20%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

P30 percentile 0.3，大于30%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

P40 percentile 0.4，大于40%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

P50 percentile 0.5，大于50%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中位数

P60 percentile 0.6，大于60%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

P70 percentile 0.7，大于70%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

P75 percentile 0.75，大于75%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

P80 percentile 0.8，大于80%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

P90 percentile 0.9，大于90%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

P95 percentile 0.95，大于95%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

P98 percentile 0.98，大于98%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

P99 percentile 0.99，大于99%本周期所有采样数据

上报方式上报方式
云监控为您提供的监控数据上报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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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Java SDK上报监控数据（推荐）

通过HTTP上报监控数据

通过命令行（CLI）上报监控数据

本文为您介绍通过Java SDK上报监控数据的配置方法。

通过Java SDK上报监控数据的方法如下：

您可以直接通过Java SDK上报监控数据。

您可以先在本地通过Java SDK聚合数据，再通过Java SDK上报监控数据。

聚合周期为60秒或300秒。

安装Java SDK安装Java SDK
通过Maven安装Java SDK，需要添加的依赖如下：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openservices</groupId>
            <artifactId>aliyun-cms</artifactId>
            <version>0.2.4</version>
</dependency>

代码示例代码示例
通过Java SDK方式上报监控数据的代码示例如下：

上报原始数据

CMSClientInit.groupId = 101L;//设置公共的应⽤分组ID。
        CMSClient cmsClient = new CMSClient(endpoint, accKey, secret);//初始化client。
        CustomMetricUploadRequest request = CustomMetricUploadRequest.builder()
                .append(CustomMetric.builder()
                        .setMetricName("testMetric")//指标名称。
                        .setGroupId(102L)//设置应⽤分组ID。
                        .setTime(new Date())
                        .setType(CustomMetric.TYPE_VALUE)//类型为原始值。
                        .appendValue(MetricAttribute.VALUE, 1f)//原始值，key只能是该value，
不能⾃定义。
                        .appendDimension("key", "value")//添加维度。
                        .appendDimension("ip", "127.0.0.1")//添加维度。
                        .build())
                .build();
        CustomMetricUploadResponse response = cmsClient.putCustomMetric(request);//上报数
据。
        System.out.println(JSONObject.toJSONString(response));

上报聚合数据

11.2.2. 通过Java SDK上报监控数据（推荐）11.2.2. 通过Java SDK上报监控数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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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ClientInit.groupId = 101L;
        CMSClient cmsClient = new CMSClient(endpoint, accKey, secret);
        CustomMetricUploadRequest request = CustomMetricUploadRequest.builder()
                .append(CustomMetric.builder()
                        .setMetricName("customTest")
                        .setTime(new Date())
                        .setType(CustomMetric.TYPE_AGG)//类型为聚合。
                        .setPeriod(CustomMetric.PERIOD_1M)//周期为1分钟。
                        .appendDimension("test", "testValue")//设置维度。
                        .appendDimension("dimension", "dimensionValue")//设置维度。
                        .appendValue(MetricAttribute.SUM, 100)//设置求和。
                        .appendValue(MetricAttribute.MAX, 20)//设置最⼤值。
                        .appendValue(MetricAttribute.MIN, 0.1)//设置最⼩值。
                        .appendValue(MetricAttribute.COUNT, 20)//设置计数。
                        .appendValue(MetricAttribute.AVG, 5)//设置平均值。
                        .appendValue(MetricAttribute.LAST, 10)//设置周期最后⼀个值。
                        .appendValue(MetricAttribute.P50, 10)//设置P50。
                        .appendValue(MetricAttribute.P90, 17)//设置P90。
                        .appendValue(MetricAttribute.P99, 19)//设置P99。
                        .build())
                .build();
        CustomMetricUploadResponse response = cmsClient.putCustomMetric(request);
        System.out.println(JSONObject.toJSONString(response));

说明 说明 endpoint是云服务的接入地址，云监控的接入地址为  metrics.aliyuncs.com 。云监控各
地域的接入地址，请参见服务地址。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通过Java SDK方式上报监控数据的代码返回示例如下：

{
    "Message": "success",
    "RequestId": "E25EE651-9C97-4EFD-AF22-A753B674E8D4",
    "Code": "200"
}

HTTP状态码返回200表示成功。

多周期聚合上报多周期聚合上报
Java SDK支持在本地先聚合数据，再上报监控数据的功能。

数据类型 描述 聚合的值 内存消耗

value 一般值类型 除了LastValue外的所有属性 约4KB

gauge 采样值 LastValue 4Byte

meter 求和、速率 Sum、SumPerSecond 50Byte

counter 计数 SampleCount 10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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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imer 计算时间
SampleCount、CountPerSecond、
Average、Maximum、Minimum、
PXX（P10-P99）

约4KB

histogram 分布
SampleCount、Average、Maximum、
Minimum、PXX（P10-P99）

约4KB

数据类型 描述 聚合的值 内存消耗

说明 说明 内存消耗是单时间序列和单聚合周期。

代码示例如下：

//初始化
        CMSClientInit.groupId = 0L;
        CMSClient cmsClient = new CMSClient(accKey, secret, endpoint);//创建client。
        CMSMetricRegistryBuilder builder = new CMSMetricRegistryBuilder();
        builder.setCmsClient(cmsClient);
//创建registry，包含2个聚合周期。
final MetricRegistry registry = builder.build();
//或创建registry，只创建1分钟聚合周期。
final MetricRegistry registry = builder.build(RecordLevel._60S);
//使⽤value。
ValueWrapper value = registry.value(MetricName.build("value"));
value.update(6.5);
//使⽤meter。
MeterWrapper meter = registry.meter(MetricName.build("meter"));
meter.update(7.2);
//使⽤counter。
CounterWrapper counter = registry.counter(MetricName.build("counter"));
counter.inc(20);
counter.dec(5);
//使⽤timer。
TimerWrapper timer = registry.timer(MetricName.build("timer"));
timer.update(30, TimeUnit.MILLISECONDS);
//使⽤histogram。
HistogramWrapper histogram = registry.histogram(MetricName.build("histogram"));
histogram.update(20);
//使⽤gauge。
final List list = new ArrayList();
registry.gauge(MetricName.build("gauge"), new Gauge() {
                        @Override
                        public Number getValue() {
                            return list.size();
                        }
                    });

本文为您介绍通过HTTP上报监控数据的配置方法。

11.2.3. 通过HTTP上报监控数据11.2.3. 通过HTTP上报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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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地址服务地址
云监控用于上报自定义事件的服务地址如下：

公网：互联网访问地址。

公网服务地址：  http://metrichub-cms-cn-hangzhou.aliyuncs.com 。

VPC：可在同地域内VPC中访问，无需开放公网访问权限。

VPC服务地址如下表所示。

地域名称 地域ID 服务地址

华东1（杭州） cn-hangzhou http://metrichub-cn-hangzhou.aliyun.com

华东2（上海） cn-shanghai http://metrichub-cn-shanghai.aliyun.com

华北1（青岛） cn-qingdao http://metrichub-cn-qingdao.aliyun.com

华北2（北京） cn-beijing http://metrichub-cn-beijing.aliyun.com

华北3（张家口） cn-zhangjiakou http://metrichub-cn-zhangjiakou.aliyun.com

华北5 （呼和浩特） cn-huhehaote http://metrichub-cn-huhehaote.aliyun.com

华南1（深圳） cn-shenzhen http://metrichub-cn-shenzhen.aliyun.com

中国（香港） cn-hongkong http://metrichub-cn-hongkong.aliyun.com

阿联酋（迪拜） me-east-1 http://metrichub-me-east-1.aliyun.com

美国（硅谷 ） us-west-1 http://metrichub-us-west-1.aliyun.com

美国（弗吉尼亚） us-east-1 http://metrichub-us-east-1.aliyun.com

日本（东京 ） ap-northeast-1 http://metrichub-ap-northeast-1.aliyun.com

德国（法兰克福） eu-central-1 http://metrichub-eu-central-1.aliyun.com

澳大利亚（悉尼） ap-southeast-2 http://metrichub-ap-southeast-2.aliyun.com

新加坡 ap-southeast-1 http://metrichub-ap-southeast-1.aliyun.com

马来西亚（吉隆坡） ap-southeast-3 http://metrichub-ap-southeast-3.aliyun.com

印度（孟买） ap-south-1 http://metrichub-ap-south-1.aliyuncs.com

韩国（首尔） ap-northeast-2 http://metrichub-ap-northeast-2.aliyuncs.com

泰国（曼谷） ap-southeast-7 http://metrichub-ap-southeast-7.aliyuncs.com

请求语法请求语法
通过HTTP方式上报监控数据的请求语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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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metric/custom/upload HTTP/1.1 
Authorization:<AuthorizationString>
Content-Length:<Content Length>
Content-MD5:<Content MD5>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Date:<GMT Date>
Host: metrichub-cms-cn-hangzhou.aliyuncs.com
x-cms-signature:hmac-sha1
x-cms-api-version:1.0
x-cms-ip:192.168.XX.XX
User-Agent:cms-java-sdk-v-1.0
[{"dimensions":{"key":"value"},"groupId":12345,"metricName":"TestMetric","period":60,"time"
:"20210827T143329.213+0800","type":0,"values":{"value":10}}]

请求参数请求参数
通过HTTP方式上报监控数据的请求头和请求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请求头

Header 类型 描述 示例

Authorization String

内容：  AccessKeyId:SignString 。

AccessKey ID的获取方法，请参见获取
AccessKey。

SignString的签名方法，请参见签名算
法：HMAC-SHA1。

 testKey:F86ADF652A
6466FCCD860B867D951
8D48C24E7F6 

Content-Length Long

RFC 2616中定义的HTTP请求的Body长度。
请求Body按UTF-8编码后的字节数。

说明 说明 如果请求无Body部分，则
无需提供该请求头。

 151 

Content-MD5 String

请求Body经过MD5计算后的字符串，计算
结果为大写字母和数字字符串。

说明 说明 如果请求无Body部分，则
无需提供该请求头。

 215614AA47799058C0
09D3E20B19B83A 

Content-Type String
发送端发送的实体数据的数据类型。只支
持  application/json 。

 application/json 

Date String

HTTP请求中的标准时间头（遵循RFC 1123
格式，使用GMT标准时间）。

示例：  Mon, 3 Jan 2010 08:33:47 G
MT 。

 Fri, 27 Aug 2021 0
6:33:55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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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String

HTTP请求的完整Host名称（不包括如
https://这样的协议头）。

示例：  metrichub-cms-cn-hangzhou.
aliyuncs.com 

 metrichub-cms-cn-h
angzhou.aliyuncs.co
m 

x-cms-api-version String API版本。当前版本1.0。  1.0 

x-cms-signature String
签名算法。目前，云监控只支持数字签名算
法HMAC-SHA1。

 hmac-sha1 

x-cms-ip String 上报监控数据的服务器IP地址。  192.168.XX.XX 

User-Agent String 客户端说明。
 cms-java-sdk-v-1.0
 

Header 类型 描述 示例

请求参数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groupId Long 是 应用分组ID。

metricName String 是 监控项名称。详情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dimensions Object 是

维度Map，用于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数据。

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常用的key-value集合
为  instanceId:i-abcdefgh12**** 。

time String 是

指标生成时间。支持的格式如下：

yyyyMMdd’T ’HHmmss.SSSZ

例如：20171012T132456.888+0800

long

例如：1508136760000

type Int 是

上报数值的类型。0为原始值，1为聚合数据。

当上报聚合数据时，建议上报60秒和300秒的数据，否则无法
正常查询跨度大于7天的监控数据。

period String 否

聚合周期。单位：秒。

如果type为1，则需要上传该参数，取值：

6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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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Object 是

指标值集合。

如果type为0，则Key只能与Value相同，上报原始值，云监控
会按周期将原始值聚合为多个值。例如：最大、计数、求和
等。

名称 类型 是否必选 描述

返回示例返回示例
通过HTTP方式上报监控数据的代码返回示例如下：

{
  "code":"200",//200表⽰成功。
  "msg":""//正常上报时返回msg为空。
}

本文为您介绍通过命令行上报监控数据的配置方法。

授权云监控管理权限授权云监控管理权限
云监控支持使用阿里云账号和RAM用户上报监控数据。当RAM用户使用AccessKey上报监控数据时，需要授
权云监控的管理权限。操作方法如下：

1. 使用阿里云账号登录RAM控制台。

2. 创建RAM用户。

操作方法请参见创建RAM用户。

3. 为RAM用户创建访问密钥。

操作方法请参见为RAM用户创建访问密钥。

4. 为RAM用户授权（AliyunCloudMonitorFullAccess）。

操作方法请参见为RAM用户授权。

安装和配置阿里云命令行（CLI）工具安装和配置阿里云命令行（CLI）工具
安装阿里云命令行（CLI）工具，操作方法请参见在Windows上安装阿里云CLI或在Linux上安装阿里云CLI。

上报监控数据上报监控数据
使用PutCustomMetric接口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请参见PutCustomMetric。

示例如下：

aliyun cms PutCustomMetric  --MetricList.1.MetricName cpu_total --MetricList.1.Dimensions '
{"sampleName1":"value1","sampleName2":"value2"}' --MetricList.1.Time 1555390981421 --Metric
List.1.Type 0 --MetricList.1.Period 60 --MetricList.1.Values '{"value":10.5}' --MetricList.
1.GroupId "0"

上报监控数据成功后，返回状态码200。

11.2.4. 通过命令行（CLI）上报监控数据11.2.4. 通过命令行（CLI）上报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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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success",
  "RequestId": "F69F5623-DDD6-42AE-AE59-87A2B841620B",
  "Code": "200"
}

状态码说明状态码说明
当通过命令行上报监控数据时，返回的状态码如下表所示。

状态码 描述

200 正常

206

返回信息为  “reach max time series num” ，表示您的可用时间序列配
额已用完，需要购买更多配额或删除不再使用的时间序列。

返回信息为  “not allowed original value, please upgrade servic
e” ，表示您使用的是免费版云监控，无法使用上报原始数据功能。

返回信息为  “type is invalid”  ，表示Type参数错误，请检查是否传入
了0或1以外的数值。

400 表示客户端请求中的语法错误。

403 表示校验失败、限速或没有授权。

500 表示服务器内部错误。

您可以通过自定义监控功能将采集到的监控数据上报至云监控，在云监控上创建大盘并添加图表，将监控数
据通过图表形式进行展示。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您确保已成功上报监控数据，详情请参见概览。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创建自定义大盘。

i.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DashboardDashboard。

iii. 在自定义大盘自定义大盘页签，单击添加大盘添加大盘或 图标。

iv. 在添加大盘组添加大盘组对话框，输入大盘名称。

v. 单击确定确定。

2. 添加自定义监控图表。

i. 在目标自定义大盘区域，单击大盘名称。

11.3. 添加自定义监控图表11.3. 添加自定义监控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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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单击添加图表添加图表或 图标。

iii. 在添加图表添加图表面板，选择图表类型、云产品和监控项，以及监控项归属的应用分组或实例。

iv. 单击确定确定。

3. 查看自定义监控图表。

添加自定义监控图表成功后，您可以通过如下方法查看：

在自定义大盘自定义大盘页签中查看。

在自定义监控自定义监控页面的时间序列时间序列页签中查看。

您可以通过自定义监控功能将采集到的监控数据上报至云监控，在云监控中查看其监控数据。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自定义监控自定义监控。

3. 在自定义监控自定义监控的时间序列时间序列页签，选择应用分组和时间序列，单击维度维度。

4. 在维度维度面板，选中目标维度，单击确定确定。

云监控默认查询近1小时的监控数据。您可以根据所需选择时间段。

云监控为自定义监控指标提供报警功能。当自定义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云监控会发送报警通知给报警
联系人组中的报警联系人。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您确保已成功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至云监控。具体操作，请参见概览。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自定义监控自定义监控。

3. 单击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签。

4. 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5. 在创建/修改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创建/修改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面板，设置自定义监控指标的报警规则。

参数 说明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报警规则名称。

11.4. 查看自定义监控数据11.4. 查看自定义监控数据

11.5. 管理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11.5. 管理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11.5.1. 创建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11.5.1. 创建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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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应用分组所属应用分组

报警规则所属的应用分组名称。

报警规则默认不属于任何一个应用分组，您可以根据所需选择应用分组。关于如何
创建应用分组，请参见创建应用分组。

监控指标监控指标 自定义监控指标名称。

维度维度

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数据。

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例如：  instanceId:i-uf6j91r34rnwawo
o**** 、  userId:100931896542**** 。

报警方式报警方式

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邮件+钉钉机器人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数据满足指定报警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

联系人组联系人组

报警联系人组。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组，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
组。

当所属应用分组所属应用分组 为不属于任何一个分组不属于任何一个分组 时，您可以选择报警联系人组。当报警
规则被触发时，该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联系人会收到报警通知。

当所属应用分组所属应用分组 为某个目标应用分组时，您可以选择报警联系人组。当报警规则
被触发时，该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联系人会收到报警通知。目标应用分组中的
报警联系人组不会被改变，且不会收到报警通知。

连续几次超过阈值后报连续几次超过阈值后报
警警

连续几次超过阈值后，报警联系人组中的联系人会收到报警通知。取值：1、3、5、
10、15、30。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0分钟、
15分钟、30分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

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
阈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
仍未恢复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地址，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POST或GET请求推送到该URL
地址，目前仅支持HTTP协议。URL回调的设置方法，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参数 说明

6. 单击确认确认。

当已有报警规则不能满足自定义监控指标的报警需求时，您可以根据所需修改报警规则。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11.5.2. 修改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11.5.2. 修改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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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自定义监控自定义监控。

3. 单击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签。

4.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5. 在创建/修改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创建/修改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面板，设置自定义监控指标的报警规则。

参数 说明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报警规则名称。

所属应用分组所属应用分组

报警规则所属的应用分组名称。

报警规则默认不属于任何一个应用分组，您可以根据所需选择应用分组。关于如何
创建应用分组，请参见创建应用分组。

监控指标监控指标 自定义监控指标名称。

维度维度

查询指定资源的监控数据。

格式：key-value键值对形式的集合，例如：  instanceId:i-uf6j91r34rnwawo
o**** 、  userId:100931896542**** 。

报警方式报警方式

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邮件+钉钉机器人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数据满足指定报警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

联系人组联系人组

报警联系人组。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组，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
组。

当所属应用分组所属应用分组 为不属于任何一个分组不属于任何一个分组 时，您可以选择报警联系人组。当报警
规则被触发时，该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联系人会收到报警通知。

当所属应用分组所属应用分组 为某个目标应用分组时，您可以选择报警联系人组。当报警规则
被触发时，该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联系人会收到报警通知。目标应用分组中的
报警联系人组不会被改变，且不会收到报警通知。

连续几次超过阈值后报连续几次超过阈值后报
警警

连续几次超过阈值后，报警联系人组中的联系人会收到报警通知。取值：1、3、5、
10、15、30。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0分钟、
15分钟、30分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

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
阈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
仍未恢复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地址，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POST或GET请求推送到该URL
地址，目前仅支持HTTP协议。URL回调的设置方法，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6. 单击确认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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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暂时不需要接收某个自定义监控指标的报警通知时，可以对其执行禁用操作。启用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后，自动恢复报警通知。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您确保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的状态为已启用已启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自定义监控自定义监控。

3. 单击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签。

4.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禁用禁用。

5. 在禁用报警规则禁用报警规则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某条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的状态为已禁用已禁用时，您可以对其执行启用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自定义监控自定义监控。

3. 单击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签。

4.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启用启用。

5. 在启用报警规则确认启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不再需要某条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时，可以对其执行删除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自定义监控自定义监控。

3. 单击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签。

4.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5. 在删除报警确认删除报警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11.5.3. 禁用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11.5.3. 禁用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11.5.4. 启用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11.5.4. 启用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11.5.5. 删除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11.5.5. 删除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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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对主机监控中的监控项、站点监控中的探测点、云服务监控中的实例和自定义监控中的监控项设置报
警规则。您可以在全部资源、应用分组和单实例维度设置报警规则。

报警服务支持电话、短信、旺旺、邮件、钉钉机器人等多种方式。旺旺仅支持PC端报警消息推送。如果您安
装了阿里云App，也可以通过阿里云App接收报警通知。

主机监控报警规则主机监控报警规则
您可以对主机监控中的全部监控项设置报警规则，云监控提供的报警探测频率最小为每分钟1次。

站点监控报警规则站点监控报警规则
您可以对站点监控中的探测点创建报警规则。站点监控中报警规则的统计周期和探点的探测周期是一致的。
例如：如果您创建了1个探测周期为5分钟的探测点，则报警规则的统计周期也为5分钟，5分钟监测一次探测
点返回的数据，系统自动对比实际值是否超过阈值，并根据报警规则发送报警通知。

云服务报警规则云服务报警规则
您可以对各类云产品中的资源设置性能消耗类指标的阈值报警，也可以对实例或服务的状态设置事件类报
警。

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自定义监控报警规则
您通过自定义监控接口上报监控数据后，可对监控信息设置报警规则。当监控数据阈值达到报警条件时，触
发相应报警通知方式。

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自定义事件报警规则
您通过自定义事件接口上报异常事件后，可对事件设置报警规则。当上报的事件符合报警条件时，触发相应
报警通知方式。

当资源发生报警时，您可以从云产品和应用分组维度查看正在报警资源的数量、监控图表详情、报警规则详
情和报警历史。

从云产品维度查看从云产品维度查看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正在报警正在报警。

在云产品云产品页签，您可以查看正在报警的所有云产品的报警资源数。

3. 单击目标云产品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展开详情展开详情。

您可以查看目标云产品的所有报警资源的详情，包括：报警资源、报警规则、报警值和触发条件、报警
发生时间、报警持续时间和报警历史。您还可以对报警资源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目标报警资源链接，在资源/报警规则/通知对象资源/报警规则/通知对象面板的资源资源页签，查看报警资源的监控图表详
情。

单击目标报警资源对应的报警规则链接，在资源/报警规则/通知对象资源/报警规则/通知对象面板的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签，查看报

12.报警服务12.报警服务
12.1. 概览12.1. 概览

12.2. 查看正在报警的资源12.2. 查看正在报警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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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规则详情。

单击目标报警资源对应的报警历史链接，在报警历史报警历史页面，查看资源的报警历史。更多信息，请参
见查看报警历史。

从应用分组维度查看从应用分组维度查看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正在报警正在报警。

3. 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您可以查看正在报警的所有应用分组的报警资源数。

4. 单击目标应用分组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展开详情展开详情。

您可以查看目标应用分组的所有报警资源的详情，包括：报警资源、报警规则、报警值和触发条件、报
警发生时间、报警持续时间和报警历史。您还可以对报警资源执行以下操作：

单击目标报警资源链接，在资源/报警规则/通知对象资源/报警规则/通知对象面板的资源资源页签，查看报警资源的监控图表详
情。

单击目标报警资源对应的报警规则链接，在资源/报警规则/通知对象资源/报警规则/通知对象面板的报警规则报警规则页签，查看报
警规则详情。

单击目标报警资源对应的报警历史链接，在报警历史报警历史页面，查看资源的报警历史。更多信息，请参
见查看报警历史。

当报警发生后，您可以按照云产品、应用分组、报警级别、报警联系人组等查看报警历史信息。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历史报警历史。

3. 在报警历史报警历史页面，通过筛选或搜索功能找到目标报警历史记录。

4. 单击目标报警历史记录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图表图表，可查看报警图表。

当您拥有大量云资源时，可以使用报警模板功能，将各类云产品监控项的报警规则保存到模板中。当您创建
或修改报警规则时，可以直接使用模板，无需重复定义报警规则。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报警模板需要与应用分组配合使用。您可以先创建应用分组，再创建报警模板，并将报警模板应用到应用
分组，简化报警规则的创建和维护过程。关于如何创建应用分组，请参见创建应用分组。

当您创建报警模板时，应用限制如下：

每个阿里云账号最多创建100个报警模板。

每个报警模板最多包含30个监控项。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2.3. 查看报警历史12.3. 查看报警历史

12.4. 报警模板12.4. 报警模板
12.4.1. 创建报警模板12.4.1. 创建报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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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模板报警模板。

3. 在报警模板报警模板页面，单击创建报警模板创建报警模板。

4. 在创建/修改报警模板创建/修改报警模板面板，先输入模板名称，再选择目标云产品。

5. 单击目标云产品下面的添加规则添加规则，为报警模板设置规则。

云监控支持以下报警模板：

阈值报警模板

阈值报警规则的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说明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阈值报警规则的名称。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阈值报警规则的指标类型。取值：

单指标单指标 ：一条报警规则仅作用于一个监控指标。

多指标多指标 ：一条报警规则作用于多个监控指标。

指标名称指标名称

报警的监控指标名称。关于如何获取云产品的监控项，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说明 说明 当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选择单指标单指标 时，显示该参数。

阈值及报警级别阈值及报警级别

报警规则的报警条件、报警阈值和报警级别。

您可以设置多级报警，当阈值处于不同区间时，对应不同报警级别，云监控通过不同渠
道给您发送报警通知。

说明 说明 当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选择单指标单指标 时，显示该参数。

报警级别报警级别

报警级别和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紧急（Critical）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警告（Warn）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普通（Info）邮件+钉钉机器人

说明 说明 当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选择多指标多指标 时，显示该参数。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多个监控指标的指标类型。取值：

标准创建标准创建 ：直接选择多个监控指标及其报警条件。

表达式创建表达式创建 ：通过表达式设置多个监控指标及其报警条件。

说明 说明 当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选择多指标多指标 时，显示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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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指标报警描述多指标报警描述

多个监控指标的报警规则。

说明 说明 当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选择多指标多指标 ，且为标准创建标准创建 时，显示该参数。

监控图表预览监控图表预览

监控指标的监控图表预览效果。

监控图表预览监控图表预览 开关默认关闭。

说明 说明 当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选择多指标多指标 ，且为标准创建标准创建 时，显示该参数。

多指标关系多指标关系

多个监控指标之间的关系。取值：

当所有指标都符合条件时候则报警当所有指标都符合条件时候则报警

有一个满足条件就报警有一个满足条件就报警

说明 说明 当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选择多指标多指标 ，且为标准创建标准创建 时，显示该参数。

多指标报警表达多指标报警表达
式式

多个监控指标的报警表达式。

说明 说明 当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选择多指标多指标 ，且为表达式创建表达式创建 时，显示该参数。

发出报警需要满发出报警需要满
足达到阈值的次足达到阈值的次
数数

发送报警通知需要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的次数。取值：连续1个周期、连续3个周期、
连续5个周期、连续10个周期、连续15个周期、连续30个周期、连续60个周期、连续70
个周期、连续90个周期、连续120个周期和连续180个周期。

无数据报警处理无数据报警处理
方法方法

无监控数据时报警的处理方式。取值：

不做任何处理不做任何处理 （默认值）

发送无数据报警发送无数据报警

视为正常视为正常

参数 说明

事件报警模板

事件报警规则仅支持系统事件，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说明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事件报警规则的名称。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事件报警规则的事件类型。每个云产品支持的事件类型，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事件等级事件等级 事件报警规则的事件等级。每个云产品支持的事件等级，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事件名称事件名称 事件报警规则的事件名称。每个云产品支持的事件名称，请参见云产品系统事件。

消息服务队列消息服务队列 事件报警投递到消息服务的指定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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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计算函数计算 事件报警投递到函数计算的指定函数。

URL回调URL回调
设置URL回调地址和请求方法。填写公网可访问的URL，云监控会将报警信息通过POST
或GET请求推送到该地URL，目前仅支持HTTP协议。关于如何设置URL回调，请参见使
用系统事件报警回调。

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事件报警投递到日志服务的指定日志库。

参数 说明

组进程报警模板

仅云服务器ECS支持组进程报警，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说明

进程名称进程名称 进程报警规则的名称。

匹配规则匹配规则

进程的匹配规则。取值：

组全部实例组全部实例 ：报警设置应用于应用分组内的全部实例。当应用分组内任意实例的任
意进程满足报警设置时，触发报警。

满足所有规则满足所有规则 ：应用分组内实例的进程满足所有规则，触发报警。

满足任意规则满足任意规则 ：应用分组内实例的进程满足任意规则，触发报警。

动态规则匹配动态规则匹配

进程的动态匹配规则。报警设置可以应用于应用分组内的全部实例，也可以应用于某类
实例名称。

说明 说明 当匹配规则匹配规则 为满足所有规则满足所有规则 和满足任意规则满足任意规则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进程数进程数 进程数量。

可用性监控报警模板

仅云服务器ECS支持可用性监控报警，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参数 描述

任务名称任务名称 可用性监控的任务名称。

探测源探测源 待探测的实例ID。默认选中全部全部 ，且不能修改。

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待探测类型。取值：

HT T P(S)HT T P(S)：需要输入待探测目标的URL地址。

T ELNETT ELNET ：需要输入待探测目标的IP地址。

PINGPING：需要输入待探测目标的IP地址。

探测地址探测地址 探测类型对应的探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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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规则匹配规则

探测的请求方法。取值：

HEADHEAD

GETGET

POSTPOST

提交内容提交内容

站点探测时POST的请求内容。

提交内容格式：  parameter1=value1&parameter2=value2 ，仅支持英文。

当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且请求方法请求方法 为POSTPOST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匹配响应内容匹配响应内容

站点探测的匹配响应方式和匹配响应信息。

当匹配响应信息非空时，站点探测读取HTTP服务器回应Body的前64KB，从中查找匹配
响应信息。匹配响应方式取值：

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

不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不包含匹配内容则报警

说明 说明 当探测类型探测类型 为HT T P(S)HT T P(S)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状态码状态码

探测的状态码满足报警设置时，触发报警。

状态码状态码 和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其中之一达到阈值后都会触发报警，报警会发送给应用分组的联系
人组。

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探测的响应时间满足报警设置时，触发报警。

状态码状态码 和响应时间响应时间 其中之一达到阈值后都会触发报警，报警会发送给应用分组的联系
人组。

参数 描述

6. 单击确定确定。

7. 单击确定确定。

8. 在创建/修改报警模板完成创建/修改报警模板完成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单击取消取消，则取消将当前报警模板应用到应用分组的操作。关于如何将报警模板
应用到应用分组，请参见应用报警模板到应用分组。

9. 在应用模板到分组应用模板到分组对话框，设置应用分组、通道沉默周期、生效时间、报警回调和模板应用方式。

10. 单击确定确定。

11. 在应用模板到分组应用模板到分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需要批量修改应用分组中的报警规则时，请先修改报警模板，再将该报警模板应用到应用分组中。

12.4.2. 修改报警模板12.4.2. 修改报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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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模板报警模板。

3. 在报警模板报警模板页面，单击目标报警模板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4. 在创建/修改报警模板创建/修改报警模板面板，重新设置云产品及其报警规则。

当您修改报警模板时，也可以使用克隆模板功能，选择待克隆模板，重新设置云产品及其报警规则。

5. 单击确定确定。

6. 在创建/修改报警模板完成创建/修改报警模板完成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单击取消取消，则取消将当前报警模板应用到应用分组的操作。后续将该报警模板应
用到应用分组的操作方法，请参见应用报警模板到应用分组。

7. 在应用模板到分组应用模板到分组对话框，设置应用分组、通道沉默周期、生效时间、报警回调和模板应用方式。

8. 单击确定确定。

9. 在应用模板到分组应用模板到分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不再需要某个报警模板时，可以对其执行删除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模板报警模板。

3. 删除报警模板。

单个删除

a. 单击目标报警模板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b. 在删除报警模板删除报警模板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a. 先单击目标报警模板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批量删除批量删除。

b. 在删除报警模板删除报警模板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需要将一个报警模板上的配置复制到新模板时，需要使用克隆报警模板功能。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报警模板。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报警模板。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模板报警模板。

3. 在报警模板报警模板页面，单击目标报警模板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模板克隆模板克隆。

12.4.3. 删除报警模板12.4.3. 删除报警模板

12.4.4. 克隆报警模板12.4.4. 克隆报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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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创建/修改报警模板创建/修改报警模板面板，输入新模板名称，根据所需设置云产品及其报警规则。

5. 单击确定确定。

6. 在创建/修改报警模板完成创建/修改报警模板完成对话框，单击取消取消。

说明 说明 导入报警模板成功，仅取消将当前报警模板应用到应用分组的操作。关于如何应用报警
模板到应用分组，请参见应用报警模板到应用分组。

当您有大量云资源时，建议您先根据业务应用维度，创建应用分组，然后创建报警模板，并将该模板直接应
用到应用分组，这样可简化报警规则的创建和维护。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应用分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应用分组。

请确保您已创建报警模板。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报警模板。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应用报警模板到应用分组时，云监控会自动删除应用分组中原有的报警规则，根据所选报警模板重新为您创
建报警规则。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模板报警模板。

3. 应用报警模板到应用分组。

单个应用

a. 单击目标报警模板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应用到分组应用到分组。

b. 在应用模板到分组应用模板到分组对话框，设置应用分组、通道沉默周期、生效时间、报警回调和模板应用方
式。

c. 单击确定确定。

d. 在应用模板到分组应用模板到分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应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模板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批量应用模板批量应用模板。

b. 在应用模板到分组应用模板到分组对话框，设置应用分组、通道沉默周期、生效时间、报警回调和模板应用方
式。

c. 单击确定确定。

d. 在应用模板到分组应用模板到分组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想通过已有报警模板快速创建报警模板时，可以先导出目标报警模板，再导入报警模板并修改其名称，
即可创建一个新的报警模板。

导出报警模板导出报警模板

12.4.5. 应用报警模板到应用分组12.4.5. 应用报警模板到应用分组

12.4.6. 导出和导入报警模板12.4.6. 导出和导入报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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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模板报警模板。

3. 在报警模板报警模板页面，单击目标报警模板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导出模板导出模板。

4. 在导出/导入模版导出/导入模版对话框，复制JSON格式的报警模板，单击确认确认。

导入报警模板导入报警模板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模板报警模板。

3. 单击左上角的导入模板导入模板。

4. 在导出/导入模版导出/导入模版对话框，先粘贴导出报警模板中已复制的JSON格式报警模板并修改报警模板名称，然
后单击确认确认。

5. 在请确认请确认对话框，单击确认确认。

6. 在创建/修改报警模板完成创建/修改报警模板完成对话框，单击取消取消。

说明 说明 导入报警模板成功，仅取消将当前报警模板应用到应用分组的操作。关于如何应用报警
模板到应用分组，请参见应用报警模板到应用分组。

当您需要监控各云产品资源的使用情况时，可以创建报警规则。如果资源的监控指标达到报警条件，云监控
自动发送报警通知，帮助您及时得知异常监控数据，并快速处理。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3. 在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页面，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4.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页面，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产品产品 云监控可管理的云产品名称。例如：云数据库RDS版。

资源范围资源范围

报警规则作用的资源范围。取值：

全部资源全部资源 ：报警规则作用于指定云产品的全部资源上。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报警规则作用于指定云产品的指定应用分组内的全部资源上。

实例实例 ：报警规则作用于指定云产品的指定资源上。

12.5. 报警规则12.5. 报警规则
12.5.1. 创建报警规则12.5.1. 创建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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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数据满足报警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规则描述的设置方法如
下：

i. 单击添加规则添加规则 。

ii. 在添加规则描述添加规则描述 面板，设置规则名称、监控指标类型、监控指标、阈值、报警级别
和报警方式等。

iii. 单击确定确定 。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5分钟、30分
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某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阈
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仍未恢复
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可设置该参数。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可设置该参数。

报警联系人组报警联系人组

发送报警的联系人组。

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会发送给该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组是一组报警
联系人，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人。

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和报警联系人组，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公网可访问的URL，用于接收云监控通过POST请求推送的报警信息。目前仅支持HTTP协
议。关于如何设置报警回调，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弹性伸缩弹性伸缩

如果您打开弹性伸缩弹性伸缩 开关，当报警发生时，会触发相应的伸缩规则。您需要设置弹性伸缩
的地域地域 、弹性伸缩组弹性伸缩组 和弹性伸缩规则弹性伸缩规则 。

关于如何创建弹性伸缩组，请参见创建伸缩组。

关于如何创建弹性伸缩规则，请参见创建伸缩规则。

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如果您打开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开关，当报警发生时，会将报警信息写入日志服务的日志库。您需要
设置日志服务的地域地域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和Logst oreLogst ore。

关于如何创建Project和Logstore，请参见快速入门。

消息服务MNS-消息服务MNS-
T opicT opic

如果您打开消息服务MNS-T opic消息服务MNS-T opic开关，当报警发生时，会将报警信息写入消息服务的主
题。您需要设置消息服务的地域和主题。

关于如何创建主题，请参见创建主题。

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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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据报警处理无数据报警处理
方法方法

无监控数据时报警的处理方式。取值：

不做任何处理不做任何处理 （默认值）

发送无数据报警发送无数据报警

视为正常视为正常

参数 说明

5. 单击确定确定。

当已有报警规则不能满足您指定云产品的监控指标的报警需求时，您可以根据所需修改报警规则。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3. 在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页面，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4.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面板，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规则描述规则描述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数据满足报警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规则描述的修改方法如
下：

i. 单击目标规则名称后面的 图标。

ii. 在添加规则描述添加规则描述 面板，设置规则名称、监控指标、阈值、报警级别和报警方式。

iii. 单击确定确定 。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5分钟、30分
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某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阈
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仍未恢复
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可设置该参数。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数据是否需要报警。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可设置该参数。

12.5.2. 修改报警规则12.5.2. 修改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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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联系人组报警联系人组

发送报警的联系人组。

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会发送给该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组是一组报警
联系人，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人。

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和报警联系人组，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公网可访问的URL，用于接收云监控通过POST请求推送的报警信息。目前仅支持HTTP协
议。关于如何设置报警回调，请参见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弹性伸缩弹性伸缩

如果您打开弹性伸缩弹性伸缩 开关，当报警发生时，会触发相应的伸缩规则。您需要设置弹性伸缩
的地域地域 、弹性伸缩组弹性伸缩组 和弹性伸缩规则弹性伸缩规则 。

关于如何创建弹性伸缩组，请参见创建伸缩组。

关于如何创建弹性伸缩规则，请参见创建伸缩规则。

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如果您打开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开关，当报警发生时，会将报警信息写入日志服务。您需要设置日志
服务的地域地域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和Logst oreLogst ore。

关于如何创建Project和Logstore，请参见快速入门。

无数据报警处理无数据报警处理
方法方法

无监控数据时报警的处理方式。取值：

不做任何处理不做任何处理 （默认值）

发送无数据报警发送无数据报警

视为正常视为正常

参数 说明

5. 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需要手动停止云产品的服务，进行维护或升级时，可以禁用报警规则，避免因人为变更而收到大量且无
用的报警通知。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您确保报警规则的状态状态为正常正常。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3. 禁用报警规则。

单个禁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然后单击禁用禁用。

b. 在禁用报警规则确认禁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禁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禁用禁用。

12.5.3. 禁用报警规则12.5.3. 禁用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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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禁用报警规则确认禁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完成云产品的维护或升级后，可以重新启用报警规则。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您确保报警规则的状态状态为已禁用已禁用。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3. 启用报警规则。

单个启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 图标，然后单击启用启用。

b. 在启用报警规则确认启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启用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启用启用。

b. 在启用报警规则确认启用报警规则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不再需要某条报警规则时，可以对其执行删除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3. 删除报警规则。

单个删除

a. 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b. 在删除报警确认删除报警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删除删除。

b. 在删除报警确认删除报警确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查看指定报警规则中的所有故障资源的报警详情和报警图表，及时定位并处理资源故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12.5.4. 启用报警规则12.5.4. 启用报警规则

12.5.5. 删除报警规则12.5.5. 删除报警规则

12.5.6. 查看指定报警规则的报警历史12.5.6. 查看指定报警规则的报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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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页面，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报警历史报警历史。

您可以查看当前报警规则下所有故障资源的报警详情，您还可以单击故障资源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图表图表，查看
报警图表。

云监控除了电话、短信、邮件和钉钉机器人的报警通知方式外，还可以使用报警回调方式，让您更自由、更
灵活的处理告警。本文为您介绍如何使用阈值的报警回调功能，实现将云监控发送的报警通知集成到已有的
运维系统或消息通知系统。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准备好公网URL地址。该URL地址为运维系统或消息通知系统的URL地址。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云监控通过HTTP协议的POST请求推送报警通知到您指定的URL地址，请您将IP地址106.11.225.0/24、
106.11.226.0/24、106.11.227.0/24、106.11.242.0/24、106.11.167.0/24、106.11.245.0/24、
59.82.0.0/16、59.82.84.0/24、203.119.128.0/17和203.119.156.0/24加入防火墙的白名单。当您接收到报
警通知后，可以根据通知内容做进一步处理。

报警回调的重试策略为3次，超时时间为5秒。

云监控控制台不支持批量设置阈值报警回调，您可以通过以下API实现：

先调用CreateMetricRuleTemplate接口创建报警模板，且设置回调地址，再调用
ApplyMetricRuleTemplate接口将报警模板应用到指定应用分组。更多信息，请参
见CreateMetricRuleTemplate和ApplyMetricRuleTemplate。

调用PutGroupMetricRule接口创建或修改应用分组的报警规则，且设置回调地址。更多信息，请参
见PutGroupMetricRule。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3. 在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页面，单击目标报警规则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说明 说明 您也可以重新创建报警规则。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报警规则。

4.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面板，输入报警回调的URL地址。

5. 单击确定确定。

执行结果执行结果
当报警规则被触发时，云监控会将报警消息发送到您指定的URL地址，发送的POST请求内容如下表所示。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alertName String 报警名称。

12.5.7. 使用阈值报警回调12.5.7. 使用阈值报警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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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State String

报警状态。根据实际情况返回以下三种状态中的一种：

OK：正常。

ALERT：报警。

INSUFFICIENT_DATA：无数据。

curValue String 报警发生或恢复时监控项的当前值。

dimensions String
发生报警的对象。示例：  {userId=110803419679****,
instanceId=i-8psdh7l6lphbn10l****} 。

expression String 报警条件。

instanceName String 实例名称。

metricName String 监控项名称。关于监控项名称，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metricProject String
云服务名称。metricProject与namespace相同。关于云服务名
称，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namespace String
云服务命名空间。namespace与metricProject相同。关于云服
务命名空间，请参见云服务监控项。

preTriggerLevel String

上一次触发报警的级别。取值：

CRIT 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ruleId String 触发本次报警的报警规则ID。

timestamp String 触发本次报警的时间戳。

triggerLevel String

本次触发报警的级别。取值：

CRIT ICAL：严重。

WARN：警告。

INFO：信息。

userId String 用户ID。

参数 数据类型 描述

POST请求示例：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harset=UTF-8
expression=$Average>=95&metricName=Host.mem.usedutilization&instanceName=instance-name-****
&signature=eEq1zHuCUp0XSmLD8p8VtTKF****&metricProject=acs_ecs_dashboard&userId=110803419679
****&curValue=97.39&alertName=基础监控-ECS-内存使⽤率&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triggerLeve
l=WARN&alertState=ALERT&preTriggerLevel=WARN&ruleId=applyTemplateee147e59-664f-4033-a1be-e9
595746****&dimensions={userId=110803419679****), instanceId=i-8psdh7l6lphbn10l****}&timesta
mp=1508136760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报警服务

> 文档版本：20220701 18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3515.html#concept-248649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3515.html#concept-248649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3515.html#concept-2486491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将报警信息写入到指定的消息服务MNS。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授予云监控将报警信息写入消息服务MNS的权限。

i. 单击云资源访问授权。

ii. 单击同意授权同意授权。

2. 调用PutResourceMetricRule接口，创建报警规则。

关于如何设置请求参数，请参见PutResourceMetricRule。

3. 调用PutMetricRuleTargets接口，为目标报警规则创建报警信息，并写入指定消息服务MNS的消息队
列。

关于如何设置请求参数，请参见PutMetricRuleTargets。

Arn指具体写入的消息服务MNS的消息队列，格式为  "acs:mns:{$RegionId}:{$UserId}:/queues/{$qu
eueName}/messages" 。

PutMetricRuleTargets接口请求参数示例：

RuleId:"putNewAlarm_group_778af9ba-a291-46ab-ac53-3983bcee****",
Targets:[{
    Id: 1,
    Arn:"acs:mns:{$RegionId}:{$UserId}:/queues/{$queueName}/messages",
    Level: ["INFO", "WARN", "CRITICAL"],
}]

写入消息服务MNS的消息体说明写入消息服务MNS的消息体说明
写入消息服务MNS的MessageBody为JSON格式，在MessageBody中，按JSON格式解析，消息结构如下：

{
  "ruleId": "putNewAlarm_group_778af9ba-a291-46ab-ac53-3983bcee****",
  "ruleName": "test123",
  //当前级别。
  "curLevel": "WARN",
  //上次级别。
  "preLevel": "OK",
  //触发本次报警的实例。
  "resources": "{\"instanceId\": \"i-uf61rfofjd2iku7e****\"}",
  //触发本次报警的条件。
  "escalation": {
    "comparisonOperator": "GreaterThanYesterday",
    "level": 3,
    "statistics": "Average",
    "tag": "WARN",
    "threshold": "0",
    "times": 1
  },
  "metricData": {
    "timestamp": 1534736160000,
    "userId": "127067667954****",

12.5.8. 报警信息写入消息服务MNS12.5.8. 报警信息写入消息服务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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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uf61rfofjd2iku7e****",
    "Average": 470687744,
    "Maximum": 470794240,
    "Minimum": 470556672,
    //开始环⽐同⽐相关参数。
    "AliyunCmsPrevValues": { 
      "timestamp": 1534649760000,
      "userId": "127067667954****",
      "instanceId": "i-uf61rfofjd2iku7e****",
      "Average": 468463616,
      "Maximum": 468549632,
      "Minimum": 468258816
    },
    //对⽐计算公式。
    "AliyunCmsComplexExpression": "100.0 * ($Average-$$prevAverage)/$$prevAverage",
    //对⽐计算的换算式
    "AliyunCmsComplexMath": "100.0 * (470687744-468463616)/468463616",
    //对⽐计算结果。
    "AliyunCmsComplexValue": 0.47477070236336133
    //结束环⽐同⽐相关参数。
  },
  //监控项信息。
  "metricName": "memory_actualusedspace#60",
  "namespace": "acs_ecs_dashboard",
  "period": "60",
  //应⽤分组信息。
  "groupBy": "group",
  "productGroupName": "ECS实例",
  "groupId":"7301****",
  //报警时间。
  "lastTime": 327362743, //持续时间。
  "time": 1534736160000, //数据发⽣时间。
  "userId": "173651113438****",
  "eventName": "AlertOk",
  "eventType": "Alert",
  //跟踪消息。
  "batchId": "4272653-152082****",
  "version": "1.0"
}

当同一个阿里云账号的多个资源在同一报警规则和周期内同时报警时，为减少报警资源的消耗和冗余信息的
干扰，云监控在第一条报警通知发出后，以一分钟为周期对后续的报警通知进行合并发送。本文将介绍不同
报警规则下的报警通知合并示例。

报警通知方式报警通知方式
报警通知合并影响的报警通知方式包括：电话、短信、邮件和钉钉机器人。报警通知合并后，不同报警通知
方式的差异如下：

电话和短信仅展示第一条资源的详细信息，其他资源的详细信息需要通过短信中的链接跳转云监控控制台
查看。

12.5.9. 报警通知合并12.5.9. 报警通知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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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和钉钉机器人仅展示前20条资源的详细信息。

通过应用分组设置阈值报警规则通过应用分组设置阈值报警规则
示例：创建报警规则  test_cpu_alarm ，对应用分组  testGroup 中的云服务器ECS实例的监控指
标  （Agent）Host.cpu.total（推荐） 进行监控，并将报警通知以短信、邮件和钉钉机器人的方式发送给
报警联系人组  Alarm_Group 。应用分组  testGroup 和报警联系人组  Alarm_Group 需要您提前创建。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3. 在应用分组应用分组页签，单击应用分组名称t est Groupt est Group。

4. 在目标应用分组的左侧导航栏，单击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5. 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6.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面板，选择产品产品为云服务器ECS云服务器ECS。

7. 单击添加规则添加规则，设置云服务器ECS实例的报警规则，然后单击确定确定。

参数 示例

规则名称 test_cpu_alarm

指标名称 （Agent）Host.cpu.total（推荐）

阈值 >=10%

报警级别 Warning

报警通知方式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8. 选择报警联系人组报警联系人组为Alarm_GroupAlarm_Group，单击确定确定。

报警规则设置完毕后，如果多个资源在同一周期内满足报警规则，报警信息会自动合并。不同报警通知
方式的通知信息如下：

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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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报警通知是应用分组中第一条资源的报警信息。

一分钟后，云监控将对其他相同时间段内多个资源的报警信息进行合并发送。短信只展示第一条资
源的详细信息，其他资源均需要登录云监控控制台查看。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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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报警通知是应用分组中第一条资源的报警信息。

一分钟后，云监控将对其他相同时间段内多个资源的报警信息进行合并发送。邮件只展示前20条资
源的详细信息。

钉钉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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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报警通知是应用分组中第一条资源的报警信息。

一分钟后，云监控将对其他相同时间段内多个资源的报警信息进行合并发送。钉钉机器人只展示前
20条资源的详细信息。

通过报警服务为全部资源设置阈值报警规则通过报警服务为全部资源设置阈值报警规则
示例：创建报警规则  test_cpu_alarm ，对云服务器ECS中全部资源的监控指
标  （Agent）Host.cpu.total（推荐） 进行监控，并将报警通知以短信、邮件和钉钉机器人的方式发送给
报警联系人组  Alarm_Gro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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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3. 在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页面，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4.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面板，为云服务器ECS全部资源的指定监控指标设置报警规则和通知方式。

参数 示例

产品 云服务器ECS

资源范围 全部资源

规则名称 test_cpu_alarm

指标名称 （Agent）Host.cpu.total（推荐）

周期 1分钟

阈值 最大值>=10%

报警持续周期 5个

报警级别 Warning

报警通知方式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报警联系人组 Alarm_Group

5. 单击确定确定。

报警规则设置完毕后，如果多个资源在同一周期内满足报警规则，报警信息会自动合并。不同报警通知
方式的通知信息如下：

短信

第一条报警通知是应用分组中第一条资源的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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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后，云监控将对其他相同时间段内多个资源的报警信息进行合并发送。短信只展示第一条资
源的详细信息，其他资源均需要登录云监控控制台查看。

邮件

第一条报警通知是应用分组中第一条资源的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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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后，云监控将对其他相同时间段内多个资源的报警信息进行合并发送。邮件只展示前20条资
源的详细信息。

钉钉机器人

第一条报警通知是应用分组中第一条资源的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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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后，云监控将对其他相同时间段内多个资源的报警信息进行合并发送。钉钉机器人只展示前
20条资源的详细信息。

通过报警服务为目标实例设置阈值报警规则通过报警服务为目标实例设置阈值报警规则
示例：创建报警规则  test_node_alert ，对云数据库Redis集群版中目标实例  r-bp1vfufnlnkt2c****-
name（r-bp1vfufnlnkt2c****） 的监控指标  Proxy单个请求的平均字节数 进行监控，并将报警通知以短
信、邮件和钉钉机器人的方式发送给报警联系人组  Alarm_Group 。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3. 在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页面，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4.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面板，为云数据库Redis集群版的目标实例的指定监控指标设置报警规则和通知方式。

参数 示例

产品 Redis集群版

资源范围 实例

地域 华东1（杭州）

实例 r-bp1vfufnlnkt2c****-name（r-bp1vfufnlnkt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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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名称 test_node_alert

指标名称 Proxy单个请求的平均字节数

周期 1分钟

阈值 平均值>=0 Byte

报警持续周期 5个

报警级别 Warning

报警通知方式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报警联系人组 Alarm_Group

参数 示例

5. 单击确定确定。

报警规则设置完毕后，如果多个资源在同一周期内满足报警规则，报警信息会自动合并。不同报警通知
方式的通知信息如下：

短信

第一条报警通知是目标实例全部节点中的第一个节点的报警信息。

一分钟后，云监控将对其他相同时间段内目标实例的多个节点的报警信息进行合并发送。短信只展
示第一个节点的详细信息，其他节点均需要登录云监控控制台查看。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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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报警通知是目标实例全部节点中的第一个节点的报警信息。

一分钟后，云监控将对其他相同时间段内目标实例的多个节点的报警信息进行合并发送。邮件只展
示前20个节点的详细信息。

钉钉机器人

第一条报警通知是目标实例全部节点中的第一个节点的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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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后，云监控将对其他相同时间段内目标实例的多个节点的报警信息进行合并发送。钉钉机器
人只展示前20个节点的详细信息。

通过事件监控设置事件报警规则通过事件监控设置事件报警规则
示例：创建事件报警规则  test_config_alarm ，对云数据库Redis集群版中目标实例  r-
bp1vfufnlnkt2c****-name（r-bp1vfufnlnkt2c****） 的监控指标  Proxy单个请求的平均字节数 进行监控，
并将报警通知以邮件和钉钉机器人的方式发送给报警联系人组  Alarm_Group 。报警联系人
组  Alarm_Group 需要您提前创建。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事件监控事件监控 >  > 系统事件系统事件。

3. 单击事件报警规则事件报警规则页签。

4. 单击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

5. 在创建/修改事件报警创建/修改事件报警面板，为配置审计的系统事件设置报警规则和通知方式。

参数 示例

报警规则名称 test_config_alarm

产品类型 配置审计

事件类型 Notification

事件等级 信息

事件名称 配置项变更

资源范围 全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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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组 Alarm_Group

通知方式 Info（邮件+钉钉机器人）

参数 示例

6. 单击确定确定。

报警规则设置完毕后，如果多个资源在同一周期内满足报警规则，报警信息会自动合并。不同报警通知
方式的通知信息如下：

邮件

第一条报警通知是配置审计触发的第一条事件的报警信息。

一分钟后，云监控将对其他相同时间段内配置审计触发的多个事件的报警信息进行合并发送。邮件
只展示前20条事件的报警信息。

钉钉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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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报警通知是配置审计触发的第一条事件的报警信息。

一分钟后，云监控将对其他相同时间段内配置审计触发的多个事件的报警信息进行合并发送。钉钉
机器人只展示前20条事件的报警信息。

12.6. 报警黑名单12.6. 报警黑名单
12.6.1. 创建报警黑名单策略12.6.1. 创建报警黑名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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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黑名单是指云监控根据报警黑名单策略对报警通知进行屏蔽。当阈值报警规则中某个云产品的某个实例
中的某个指标无需发送报警通知时，您可以为其设置报警黑名单策略，对报警通知进行屏蔽。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阈值报警规则。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报警规则。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目前云监控仅支持为阈值指标设置报警黑名单策略，不支持系统事件。关于云监控支持的云产品和阈值指
标，请参见云产品监控项。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黑名单报警黑名单。

3. 在报警黑名单报警黑名单页面，单击创建黑名单策略创建黑名单策略。

4. 在创建或编辑黑名单策略创建或编辑黑名单策略面板，设置报警黑名单策略的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名称 报警黑名单策略的名称。

产品产品 报警黑名单策略中的指定云产品。

实例实例 报警黑名单策略中指定云产品的具体实例ID。多个实例ID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指标指标

报警黑名单策略中指定云产品的具体实例ID中的具体指标。

如果选择指标，报警黑名单策略仅在具体指标中生效。单击指标指标 正下方的添加添加 ，即可
选择任意指标。

如果不选择指标，报警黑名单策略在所有指标中生效。

指定生效时间范指定生效时间范
围围

报警黑名单策略的生效时间。

如果您选中指定生效时间范围指定生效时间范围 复选框，需要设置生效时间范围，报警黑名单策略仅在
指定时间范围内生效。取值：

绝对时间范围绝对时间范围 报警黑名单策略仅在指定时间段内生效，您需要设置固定的生效时间
范围。

相对时间范围（每天循环）相对时间范围（每天循环） ：报警黑名单策略每天循环在固定时区内生效，您还可
以设置循环日期范围，即从哪天到哪天循环生效。

如果您未选中指定生效时间范围指定生效时间范围 复选框，报警黑名单策略永久生效。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报警黑名单策略在多个时间段生效，可以通过创建多个报警
黑名单策略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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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范围生效范围

报警黑名单策略的生效范围。取值：

用户维度用户维度 ：报警黑名单策略仅在当前阿里云账号中生效。

分组维度分组维度 ：报警黑名单策略在指定应用分组中生效，您需要选择指定应用分组。

请确保您已创建应用分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应用分组。

参数 说明

5. 单击确定确定。

当已有报警黑名单策略不能满足您的需求时，您可以根据所需进行修改。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黑名单报警黑名单。

3. 在报警黑名单报警黑名单页面，单击目标报警黑名单策略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

4. 在创建或编辑黑名单策略创建或编辑黑名单策略面板，设置报警黑名单策略的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名称 报警黑名单策略的名称。

实例实例 报警黑名单策略中指定云服务的具体实例ID。多个实例ID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指标指标

报警黑名单策略中指定云服务的具体实例ID中的具体指标。

如果选择指标，报警黑名单策略仅在具体指标中生效。单击指标指标 正下方的添加添加 ，即可
选择任意指标。

如果不选择指标，报警黑名单策略在所有指标中生效。

说明 说明 目前云监控仅支持阈值指标，不支持系统事件。

指定生效时间范指定生效时间范
围围

报警黑名单策略的生效时间。

如果您选中指定生效时间范围指定生效时间范围 复选框，需要设置生效时间范围，报警黑名单策略仅在
指定时间范围内生效。取值：

绝对时间范围绝对时间范围 报警黑名单策略仅在指定时间段内生效，您需要设置固定的生效时间
范围。

相对时间范围（每天循环）相对时间范围（每天循环） ：报警黑名单策略每天循环在固定时区内生效，您还可
以设置循环日期范围，即从哪天到哪天循环生效。

如果您未选中指定生效时间范围指定生效时间范围 复选框，报警黑名单策略永久生效。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报警黑名单策略在多个时间段生效，可以通过创建多个报警
黑名单策略来实现。

12.6.2. 修改报警黑名单策略12.6.2. 修改报警黑名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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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范围生效范围

报警黑名单策略的生效范围。取值：

用户维度用户维度 ：报警黑名单策略仅在当前阿里云账号中生效。

分组维度分组维度 ：报警黑名单策略在指定应用分组中生效，您需要选择指定应用分组。

请确保您已创建应用分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应用分组。

参数 说明

5. 单击确定确定。

当目标报警黑名单策略处于启用状态时，才能对其执行禁用操作。禁用报警黑名单策略后，您设置的报警黑
名单策略失效。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黑名单报警黑名单。

3. 在报警黑名单报警黑名单页面，单击目标报警黑名单策略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禁用禁用。

4. 单击确定确定。

当目标报警黑名单策略处于禁用状态时，才能对其执行启用操作。启用报警黑名单策略后，您设置的报警黑
名单策略再次生效。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黑名单报警黑名单。

3. 在报警黑名单报警黑名单页面，单击目标报警黑名单策略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启用启用。

4. 单击确定确定。

当您不再需要某条报警黑名单策略时，可以对其执行删除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黑名单报警黑名单。

3. 在报警黑名单报警黑名单页面，单击目标报警黑名单策略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4. 单击确定确定。

12.6.3. 禁用报警黑名单策略12.6.3. 禁用报警黑名单策略

12.6.4. 启用报警黑名单策略12.6.4. 启用报警黑名单策略

12.6.5. 删除报警黑名单策略12.6.5. 删除报警黑名单策略

12.7. 报警联系人12.7. 报警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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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联系人和报警联系组是云监控发送报警通知的基础。您需要先创建报警联系人和报警联系组，并将报警
联系人添加到报警联系组。当您创建报警规则时，选择相应的报警联系组，从而实现通过报警联系组接收报
警通知的目的。

创建报警联系人创建报警联系人
同一个报警联系人，可以加入多个报警联系组。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

3. 在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页签，单击新建联系人新建联系人。

4. 在设置报警联系人设置报警联系人面板，填写报警联系人的姓名、手机号码、邮箱、旺旺和钉钉机器人，报警通知信报警通知信
息语言息语言保持默认值自动自动。

说明 说明 自动自动表示云监控根据当前阿里云账号注册时的语言，自动适配报警通知信息的语言。

5. 信息验证无误后，单击确认确认。

6. （可选）报警联系人邮箱和手机号码激活。

如果您设置了报警联系人的邮箱和手机号码，默认处于等待激活等待激活状态。报警联系人需要根据邮件和短消
息中的激活链接，在24小时内进行激活，否则无法收到报警通知。激活后，您可以在报警联系人列表中
看到目标报警联系人的手机号码和邮箱。

创建报警联系组创建报警联系组
报警联系组是一组报警联系人，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人。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

3. 单击报警联系组报警联系组页签。

4. 在报警联系组报警联系组页签，单击新建联系组新建联系组。

5. 在新建联系组新建联系组面板，填写报警联系组的组名，并选择报警联系人。

6. 单击确认确认。

批量添加报警联系人到报警联系组批量添加报警联系人到报警联系组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

3. 在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页签，单击目标报警联系人前面的复选框。

4. 单击添加到报警联系组添加到报警联系组。

5. 在确认信息确认信息对话框，单击目标报警联系组。

6. 单击确定确定。

12.7.1. 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12.7.1. 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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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报警联系人信息变更时，您可以直接修改。您也可以随时更换报警联系人所属报警组。实现灵活管理报警
联系人和报警联系组。

修改报警联系人修改报警联系人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

3. 在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页签，单击目标报警联系人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

4. 在设置报警联系人设置报警联系人面板，重新填写报警联系人的手机号码、邮箱、旺旺和钉钉机器人，报警通知信息报警通知信息
语言语言保持默认值自动自动。

说明 说明 自动自动表示云监控根据当前阿里云账号注册时的语言，自动适配报警通知信息的语言。

5. 信息验证无误后，单击确认确认。

6. （可选）报警联系人邮箱和手机号码激活。

如果您设置了报警联系人的邮箱和手机号码，默认处于等待激活等待激活状态。报警联系人需要根据邮件和短消
息中的激活链接，在24小时内进行激活，否则无法收到报警通知。激活后，您可以在报警联系人列表中
看到目标报警联系人的手机号码和邮箱。

修改报警联系组修改报警联系组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

3. 单击报警联系组报警联系组页签。

4. 在报警联系组报警联系组页签，单击目标报警联系组对应的 。

5. 在新建联系组新建联系组面板，重新选择报警联系人。

6. 单击确认确认。

当您不需要某个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时，可以直接删除。

删除报警联系人删除报警联系人
删除报警联系人时，报警联系组中的该报警联系人自动被删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

3. 删除报警联系人。

单个删除

a. 在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页签，单击目标报警联系人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12.7.2. 修改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12.7.2. 修改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

12.7.3. 删除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12.7.3. 删除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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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确认信息确认信息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批量删除

a. 先单击目标报警联系人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左下角的批量删除联系人批量删除联系人。

b. 在确认信息确认信息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报警联系组删除报警联系组
删除报警联系组，不会删除该报警联系组的报警联系人。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

3. 单击报警联系组报警联系组页签。

4. 在报警联系组报警联系组页签，单击目标报警联系组对应的 。

5. 在确认信息确认信息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报警联系组中的报警联系人删除报警联系组中的报警联系人
当报警联系组中只有一个报警联系人时，不允许删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

3. 单击报警联系组报警联系组页签。

4. 在报警联系组报警联系组页签，单击目标报警联系组对应的 。

5. 在目标报警联系组的报警联系人列表中，单击目标报警联系人对应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6. 在确认信息确认信息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接入外部报警是指外部系统（非云监控）通过云监控的报警渠道进行报警。您可以通过云监控提供的报警服
务调用地址，实现该功能。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报警联系组。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组。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

3. 单击报警联系组报警联系组页签。

4. 单击目标报警联系组右侧的接入外部报警接入外部报警。

5. 在报警服务使用引导报警服务使用引导面板，设置接入外部报警的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12.7.4. 接入外部报警12.7.4. 接入外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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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置安全设置

外部系统通过云监控的报警渠道向报警联系组中的联系人发送报警通知时，对外部系统的
报警内容或登录信息进行验证。取值：

安全词安全词 ：云监控对外部系统的报警内容的安全词进行验证。当外部系统的报警内容包含
设置的安全词时，云监控会给报警联系组中的报警联系人发送报警通知；反之，云监控
不发送报警通知。

Basic Aut hBasic Aut h：云监控对外部系统的登录信息进行验证。当云监控对外部系统的登录信
息验证成功时，云监控会给报警联系组中的报警联系人发送报警通知；反之，云监控不
发送报警通知。

添加安全词添加安全词

在云监控中添加的安全词。

如果您设置了安全词，则云监控对外部系统的报警内容进行验证，当报警内容包含该安
全词时，云监控会给报警联系组中的报警联系人发送报警通知；反之，云监控不发送报
警通知。

如果您未设置安全词，则云监控忽略校验安全词，直接给报警联系组中的报警联系人发
送报警通知。

当安全设置安全设置 选择安全词安全词 时，您需要添加安全词。操作方法如下：

i. 单击添加安全词添加安全词 。

ii. 单击 图标。

iii. 输入安全词。

iv. 单击保存安全词保存安全词 。

报警级别报警级别

报警级别和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邮件+钉钉机器人

报警服务调用地报警服务调用地
址址

云监控提供给外部系统的报警服务调用地址。

当您需要变更报警服务调用地址报警服务调用地址 中的Token时，单击刷新t oken刷新t oken。

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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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内容报警内容

报警通知中包含的信息。当您需要测试报警是否成功时，可以单击测试命令测试命令 ，查看报警内
容和测试命令。

报警内容是JSON格式，必须包含ruleNameruleName、t it let it le和messagemessage，例如：  {"ruleNa
me":"报警规则名","title":"报警信息标题","message":"报警信息内容"} 。

测试命令由报警内容报警内容 和报警服务调用地址报警服务调用地址 组成，例如：  curl -H "Content-Type
: application/json" -d '{"ruleName":"报警规则名","title":"报警信息标
题","message":"报警信息内容undefined"}' "https://metrichub-cms-cn-ha
ngzhou.aliyuncs.com/event/notify?token=eyJhbGlVaWQiOiIxMjA4ODYzMTc
4NjEyOTUzIiwibmFtZSI6IkUtY29tbWVyY2VCYWNrZ3JvdW5kTW9kdWxlVGVtcGxhd
GUiLCJzZWN1cmUiOiJjOWZjM2IxMy1jZmJkLTQ2ZDAtOGRiYy04NjcxNDVhMjkyZDE
iLCJ0b2tlblR5cGUiOiJjb250YWN0R3JvdXAifQ.xw8NcbVgHwHutGL4Gx****&lev
el=CRITICAL" 。

您可以单击测试命令后面的 图标，将其复制到命令提示符命令提示符 中进行测试。当返回结果

显示如下信息时，说明测试成功。

{"requestId":"de912e9f-622d-4691-b19c-
fbb763f746da","code":"200","msg":null,"data":
{"requestId":"de912e9f-622d-4691-b19c-fbb763f746da"}}

参数 说明

6. 单击关闭关闭。

一键报警功能为您提供一键开启指定云产品关键监控项的报警服务，让您在面对多种云产品的监控项时，能
够快速建立云产品的报警体系，及时知晓关键监控项的异常并进行处理。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一键报警功能目前支持的云产品及报警规则详情，请参见一键报警列表。

开启一键报警功能的注意事项如下：

开启目标云产品的一键报警功能后，默认开启该云产品的所有预置报警规则，云监控自动建立指定监控项
的报警体系。

开启目标云产品的一键报警功能后，该云产品的报警规则应用于当前实例及后续新生成的实例。

开启目标云产品的一键报警功能后，您可以对预置报警规则执行修改、删除和禁用操作。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一键报警一键报警。

3. 在一键报警列表一键报警列表页面，单击目标云产品的一键报警一键报警开关，开启一键报警。

4. 单击目标云产品的 ，查看云监控提供的报警规则。

相关操作相关操作
在目标云产品的报警规则列表中，单击操作操作列的禁用禁用、修改修改和删除删除，对云监控预置的报警规则执行相关操
作。

12.8. 开启一键报警12.8. 开启一键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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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查看当前账号的基础云监控的资源消耗情况，并购买资源、关闭按量付费或退订套餐。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基础云监控包括免费使用资源和付费使用资源。

免费使用资源

关于免费使用资源的免费项和免费额度，请参见免费使用。

付费使用资源

关于付费使用资源的计费标准、套餐和资源包，请参见概览。

查看资源消耗查看资源消耗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资源消耗资源消耗。

3. 在资源消耗资源消耗页面，您可以查看当前账号的计费方式和资源配额使用情况。

购买资源购买资源

说明 说明 如果您已开通网络分析与监控服务，则无法开通按量付费或购买套餐。关于网络分析与监控
服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产品概述。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资源消耗资源消耗。

3. 在资源消耗资源消耗页面，您可以开通按量付费、购买套餐或购买资源包。

开通按量付费

a. 在资源历史用量曲线图资源历史用量曲线图区域，单击开通按量付费开通按量付费。

b. 单击立即开通立即开通。

c. 单击确定确定。

购买套餐

a. 在当月资源配额使用当月资源配额使用区域，单击购买购买，或在资源历史用量曲线图资源历史用量曲线图区域，单击开通包月开通包月。

b. 选择推荐套餐或自定义套餐。

c. 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

d. 先单击我已阅读并同意我已阅读并同意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去支付去支付。

e. 先设置支付方式，然后单击支付支付。

购买资源包

a. 在当月资源配额使用当月资源配额使用区域，单击购买短信购买短信或购买电话配额购买电话配额。

b. 先选择短信或电话数量，然后单击立即购买立即购买。

c. 先单击我已阅读并同意我已阅读并同意前面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去支付去支付。

d. 单击订购订购。

13.资源消耗13.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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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按量付费关闭按量付费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单击资源消耗资源消耗。

3. 在资源历史用量曲线图资源历史用量曲线图区域，单击关闭按量付费关闭按量付费。

4. 单击确定确定。

退订套餐退订套餐
请您提交工单，申请退订套餐。云监控将根据套餐剩余到期时间为您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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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云监控针对企业级应用场景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监控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云监控包括监控大盘、秒级监
控、智能水位分析和实时数据导出。

开通企业云监控开通企业云监控
当您首次使用企业云监控时，需要单独开通。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企业云监控。

应用场景和优势应用场景和优势
企业云监控支持的功能及其应用场景和优势如下表所示。

功能 应用场景 优势

监控大盘

多云、混合云和跨账号一体化监控。

多云：基于阿里云产品，通过统一方案拉
通企业多个云厂商产品的监控数据，实现
企业监控数据集中管理。

混合云：高效且低成本解决云下资源的监
控数据汇聚，快速构建云上云下一体化监
控体系。

跨账号：通过资源目录轻松实现企业跨账
号统一监控资源。

全面兼容Prometheus协议。

数据采集：针对阿里云产品的监控数据
提供一键导入功能，通过安装云监控插
件和Exporter可简单快捷地实现对非阿
里云资源的数据采集。

配置灵活：支持Prometheus的
PromQL语法，使监控大盘的配置更具
灵活性。

开放指标仓库：在提供云上大盘配置的
同时，也支持将指标仓库配置到本地部
署的监控大盘中。

更丰富的维度信息。

提供多方位数据聚合：相比自定义大
盘，企业云监控大盘支持将站点监控、
可用性监控等监控数据集中配置在一个
大盘中。

提供更丰富的维度信息：在原有云产品
监控数据基础上，补充了IP地址、地
域、标签等维度信息，使得监控大盘的
配置和展现更高效和友好。

秒级监控
应用于对云产品的指标有高精度要求的监控
场景。

一键开启秒级监控指标。最小监控粒度5秒。

智能水位分析
定期对保有资源的数量和使用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为资源配置优化提供依据。

一键生成智能水位分析报表。

统计范围可配置：可自定义生成报告的云
产品、监控指标，以及统计周期。

资源信息更完整：与调用API获取监控数据
相比较，完善了资源的名称、地域和规格
等辅助信息。

实时数据导出 应用于云监控支持的所有阿里云产品。 实时导出云上监控数据。

14.企业云监控14.企业云监控
14.1. 概览14.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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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应用场景 优势

当您首次使用企业云监控时，需要单独开通。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开通企业云监控。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开通企业云监控不会产生任何费用，后续将按照实际使用量进行计费。关于企业云监控的计费说明，请参
见企业云监控计费说明。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监控大盘监控大盘。

您也可以执行以下操作，开通企业云监控。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秒级监控秒级监控。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智能水位分析智能水位分析。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实时数据导出实时数据导出。

3. 单击马上开通马上开通。

4. 单击立即开通立即开通。

开通企业云监控成功后，关闭当前页面，刷新云监控控制台，即可使用企业云监控提供的功能。

请您通过本文快速了解创建监控大盘的操作流程及步骤。

创建监控大盘的操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创建监控大盘操作流程的步骤说明如下表所示。

步骤 操作 说明

步骤一 创建指标仓库
指标仓库中的监控指标可以通过监控大盘展示。在接入线下
IDC（Internet Data Center）、阿里云产品和其他云厂商服务
的监控数据之前，您必须添加指标仓库。

14.2. 开通企业云监控14.2. 开通企业云监控

14.3. 管理监控大盘14.3. 管理监控大盘
14.3.1. 概览14.3.1.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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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

创建数据接入任务，具体操作如
下：

创建线下IDC数据接入任务

创建阿里云单账号数据接入任
务或创建阿里云多账号数据接
入任务

创建其他云厂商服务数据接入
任务

您可以通过创建线下IDC、阿里云产品和其他云厂商服务的数据
接入任务，将监控数据接入云监控。

步骤三

创建监控大盘，具体操作如下：

创建业务大盘

创建系统预置大盘

创建自定义大盘

线下IDC、阿里云产品和其他云厂商服务的监控数据接入云监控
后，您可以为监控数据创建监控大盘，通过监控大盘查看指定
监控指标的监控图表。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创建监控大盘：

创建业务大盘：您可以通过指定云产品、资源范围和指标仓
库使用默认模板快速创建业务大盘。

创建系统预置大盘：您可以选择云监控预置模板快速创建监
控大盘。

创建监控大盘：您可以为线下IDC、阿里云产品和其他云厂商
服务的监控数据创建监控大盘。

步骤 操作 说明

指标仓库是存储监控指标的仓库。在创建监控大盘之前，您需要先创建指标仓库。

创建指标仓库创建指标仓库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3. 单击创建指标仓库创建指标仓库。

4. 在指标仓库管理指标仓库管理面板，设置指标仓库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命名空间名称。

数据存储时长数据存储时长

监控指标在云监控中存储的时长。取值：

cms.s1.large（数据存储时长15天）

cms.s1.xlarge（数据存储时长32天）

cms.s1.2xlarge（数据存储时长63天）

cms.s1.3xlarge（数据存储时长93天）（默认值）

cms.s1.6xlarge（数据存储时长185天）

cms.s1.12xlarge（数据存储时长376天）

不同存储时长规格的价格，请参见价格表。

14.3.2. 管理指标仓库14.3.2. 管理指标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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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仓库描述指标仓库描述 指标仓库的描述信息。

参数 说明

5. 单击确定确定。

修改指标仓库修改指标仓库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3. 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

4. 在指标仓库管理指标仓库管理面板，设置指标仓库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数据存储时长数据存储时长

监控指标在云监控中存储的时长。取值：

cms.s1.large（数据存储时长15天）

cms.s1.xlarge（数据存储时长32天）

cms.s1.2xlarge（数据存储时长63天）

cms.s1.3xlarge（数据存储时长93天）（默认值）

cms.s1.6xlarge（数据存储时长185天）

cms.s1.12xlarge（数据存储时长376天）

不同存储时长规格的价格，请参见价格表。

指标仓库描述指标仓库描述 指标仓库的描述信息。

5. 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指标仓库删除指标仓库

说明 说明 如果指标仓库中存在数据接入任务，则不允许删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3. 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4. 在确认删除确认删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通过创建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将监控数据接入云监控。监控数据接入云监控后，您可以创建
监控大盘，通过监控大盘查看指定监控指标的监控图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14.3.3. 管理数据接入任务14.3.3. 管理数据接入任务

14.3.3.1. 管理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14.3.3.1. 管理阿里云产品的数据接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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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您已创建指标仓库。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指标仓库。

创建单账号数据接入任务创建单账号数据接入任务
当您通过阿里云账号或RAM用户登录云监控控制台时，只能将本账号中的阿里云产品接入云监控。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3. （可选）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接入数据接入数据列的管理数据接入管理数据接入。

说明 说明 仅当指标仓库列表指标仓库列表中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指标仓库时，需要执行该操作。

4. 在云产品指标云产品指标页签，单击接入云产品指标接入云产品指标。

5. 在阿里云数据阿里云数据页签，选择当前账号当前账号。

6. 选择目标云产品和该云产品对应的监控指标。

7. 单击确定确定。

创建多账号数据接入任务创建多账号数据接入任务
当您通过企业管理账号登录云监控控制台时，可以选择将资源目录中的任意成员账号的阿里云产品接入云监
控。通过资源目录实现企业跨账号统一监控目标阿里云产品中的监控指标。关于资源目录中的可信服务，请
参见可信服务概述。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3. （可选）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接入数据接入数据列的管理数据接入管理数据接入。

说明 说明 仅当指标仓库列表指标仓库列表中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指标仓库时，需要执行该操作。

4. 在云产品指标云产品指标页签，单击接入云产品指标接入云产品指标。

5. 在阿里云数据阿里云数据页签，选择其他账号其他账号。

6. 从资源目录成员账号资源目录成员账号列表中，选择一个成员账号。

7. （可选）在自动添加SLR角色自动添加SLR角色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如果目标成员账号初次使用云监控，则为该成员账号自动创建云监控服务关联角色。更多信息，请参
见云监控服务关联角色。

8. 选择目标云产品和该云产品对应的监控指标。

9. 单击确定确定。

修改数据接入任务修改数据接入任务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3. （可选）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接入数据接入数据列的管理数据接入管理数据接入。

说明 说明 仅当指标仓库列表指标仓库列表中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指标仓库时，需要执行该操作。

4. 在云产品指标云产品指标页签，单击目标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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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阿里云数据阿里云数据页签，选择目标云产品和该云产品对应的监控指标。

6. 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数据接入任务删除数据接入任务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3. （可选）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接入数据接入数据列的管理数据接入管理数据接入。

说明 说明 仅当指标仓库列表指标仓库列表中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指标仓库时，需要执行该操作。

4. 在云产品指标云产品指标列表中，单击目标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5. 在确认删除确认删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通过创建线下IDC（Internet Data Center）的数据接入任务，将监控数据接入云监控。监控数据接入
云监控后，您可以创建监控大盘，通过监控大盘查看指定监控指标的监控图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云监控与线下IDC，以及线下IDC中间件所在主机之间可以正常通信。

请确保您已创建指标仓库。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指标仓库。

创建数据接入任务创建数据接入任务
1. 为线下IDC所在主机安装云监控插件。

具体操作，请参见为非阿里云主机手动安装插件。

2. 为线下IDC的中间件安装Exporter。

以在中间件Redis上安装Exporter为例，介绍安装Exporter的操作方法。

Windows

a. 以Administrator用户登录中间件所在主机。

b. 访问Exporter下载地址，下载Exporter安装包redis_exporter_win_amd64至任意路径。

说明 说明 如果您需要为其他中间件安装Exporter，则将下载地址中的  redis 修改为对应
中间件。

c. 双击redis_exporter_win_amd64，安装Exporter。

14.3.3.2. 管理线下IDC的数据接入任务14.3.3.2. 管理线下IDC的数据接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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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查看Exporter安装结果。

a. 打开命令提示符命令提示符页面。

通过键盘快捷键Win+R打开运行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cmdcmd，单击确定确定。

b.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Exporter状态。

t asklist  | f indst r "redis"t asklist  | f indst r "redis"

显示如下信息，说明Exporter安装成功。

redis_exporter_win_amd64.     4496 RDP-Tcp#37                 3      7,924 K

Linux

说明 说明 以下命令中的  redis 需要修改为对应中间件。

a. 以root用户登录中间件所在主机。

b. 执行以下命令，下载Exporter安装包。

wget  ht t ps://cms-promet heus.oss-cn-wget  ht t ps://cms-promet heus.oss-cn-
hangzhou.aliyuncs.com//redis/redis_export er_linux_amd64hangzhou.aliyuncs.com//redis/redis_export er_linux_amd64

c. 执行以下命令，授予文件redis_exporter_linux_amd64可执行权限。

chmod + x redis_export er_linux_amd64chmod + x redis_export er_linux_amd64

d. 执行以下命令，将文件名称redis_exporter_linux_amd64修改为redis_exporter。

mv redis_export er_linux_amd64 redis_export ermv redis_export er_linux_amd64 redis_export er

e.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Exporter并启动服务。

./redis_export er -redis.addr localhost :6379 -web.list en-address localhost :9121./redis_export er -redis.addr localhost :6379 -web.list en-address localhost :9121

f.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Exporter安装结果。

ps -ef  | grep "redis_export er"ps -ef  | grep "redis_export er"

显示如下信息，说明Exporter安装成功。

root      461050  460640  0 15:46 pts/0    00:00:00 ./redis_exporter -redis.addr 
localhost:6379 -web.listen-address localhost:9121root      461166  461128  0 15:4
7 pts/5    00:00:00 grep --color=auto redis_exporter

3. 创建数据接入任务。

i.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iii. （可选）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接入数据接入数据列的管理数据接入管理数据接入。

说明 说明 仅当指标仓库列表指标仓库列表中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指标仓库时，需要执行该操作。

iv. 先单击其他指标其他指标页签，然后单击接入其他指标接入其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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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线下IDC线下IDC页签，设置线下IDC的基础任务信息，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说明

请选择要监控的中间件请选择要监控的中间件
主机的中间件。包括：Spring、Tomcat、Nginx、Tengine、JVM、
Redis、MySQL和其他。

自定义中间件自定义中间件
自定义中间件的名称。

当请选择要监控的中间件请选择要监控的中间件 选择其他其他 时，需要输入自定义中间件的名称。

任务名任务名 数据接入任务名称。

任务描述任务描述 数据接入任务描述。

主机选择主机选择

线下IDC的主机。

说明 说明 这些主机均已安装云监控插件。

区域区域

主机归属的地域。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选项高级选项 ，可设置该参数。

网络类型网络类型

主机的网络类型。取值：

VPC：专有网络。

classic：经典网络。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选项高级选项 ，可设置该参数。

vi. 在数据接入检查数据接入检查页面，确认已安装最新版本的云监控插件和Exporter，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vii. 在任务详情任务详情页面，输入采集目标的URL地址，选择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和超时时间，设置数据接入
任务的标签，单击确定确定。

viii. 在数据大盘数据大盘页面，单击关闭关闭。

修改数据接入任务修改数据接入任务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3. （可选）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接入数据接入数据列的管理数据接入管理数据接入。

说明 说明 仅当指标仓库列表指标仓库列表中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指标仓库时，需要执行该操作。

4. 先单击其他指标其他指标页签，然后单击目标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5. 在线下IDC线下IDC页签，设置线下IDC的基础任务信息，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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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任务名任务名 数据接入任务名称。

任务描述任务描述 数据接入任务描述。

主机选择主机选择

线下IDC的主机。

说明 说明 这些主机均已安装云监控插件。

区域区域

主机归属的地域。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选项高级选项 ，可设置该参数。

网络类型网络类型

主机的网络类型。取值：

VPC：专有网络。

classic：经典网络。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选项高级选项 ，可设置该参数。

6. 在数据接入检查数据接入检查页面，确认已安装最新版本的云监控插件和Exporter，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7. 在任务详情任务详情页面，输入采集目标的URL地址，选择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和超时时间，设置数据接入任务
的标签，单击确定确定。

8. 在数据大盘数据大盘页面，单击关闭关闭。

删除数据接入任务删除数据接入任务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3. （可选）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接入数据接入数据列的管理数据接入管理数据接入。

说明 说明 仅当指标仓库列表指标仓库列表中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指标仓库时，需要执行该操作。

4. 先单击其他指标其他指标页签，然后单击目标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5. 在确认删除确认删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通过创建AWS（亚马逊云）或腾讯云的数据接入任务，将监控数据接入云监控。监控数据接入云监控
后，您可以创建监控大盘和监控图表，通过监控大屏查看该云服务的监控指标。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云监控与AWS或腾讯云服务所在主机之间可以正常通信。

请确保您已创建指标仓库。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指标仓库。

14.3.3.3. 管理其他云厂商服务的数据接入任务14.3.3.3. 管理其他云厂商服务的数据接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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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接入任务创建数据接入任务
1. 为AWS或腾讯云服务所在主机安装云监控插件。

具体操作，请参见为非阿里云主机手动安装插件。

2. 为腾讯云服务所在主机安装Exporter。

以腾讯云服务部署在Linux服务器上为例，介绍Exporter的安装方法。

i. 以root用户登录腾讯云服务所在主机。

ii. 执行以下命令，下载Exporter安装包。

wget  ht t ps://cms-promet heus.oss-cn-hangzhou.aliyuncs.com/t encent yun/qcloud-wget  ht t ps://cms-promet heus.oss-cn-hangzhou.aliyuncs.com/t encent yun/qcloud-
export er-linux-amd64.t ar.gzexport er-linux-amd64.t ar.gz

iii. 执行以下命令，解压文件qcloud-exporter-linux-amd64.tar.gz。

t ar zxvf  qcloud-export er-linux-amd64.t ar.gzt ar zxvf  qcloud-export er-linux-amd64.t ar.gz

iv.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目录qcloud-exporter-linux-amd64中包含的所有文件。

cd qcloud-export er-linux-amd64cd qcloud-export er-linux-amd64

ll qcloud-export er-linux-amd64ll qcloud-export er-linux-amd64

qcloud-cdb-product.yml   qcloud-clb-product.yml     qcloud-cvm-product.yml  qcloud_
exporter                     qcloud-redis-cluster-product.yml
qcloud-cdn-product.yml   qcloud-cmongo-product.yml  qcloud-dc-product.yml   qcloud-
exporter-linux-amd64.tar.gz  qcloud-redis-product.yml
qcloud-clb7-product.yml  qcloud-cos-product.yml     qcloud-dcx-product.yml  qcloud-
nat-product.yml

其中，后缀为  .yml 的文件，均为腾讯云服务的配置文件。您可以直接修改目标配置文件，也可
以复制一个配置文件，修改其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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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配置腾讯云服务的配置文件qcloud-redis-product.yml。

说明 说明 以配置文件qcloud-redis-product.yml为例。

a. 执行以下命令，编辑文件qcloud-redis-product.yml。

vi qcloud-redis-product .ymlvi qcloud-redis-product .yml

b. 配置腾讯云服务的配置文件qcloud-redis-product.yml。

     1  credential:
     2    access_key: "access_key" # 当前腾讯云账号的AccessKey ID。
     3    secret_key: "secret_key" # 当前腾讯云账号的AccessKey Secret。
     4    region: "region" # Redis所在地域。
     5
     6  rate_limit: 15   # 腾讯云的云监控调⽤接⼝时，最⼤限制为20次/秒或1200次/分钟。
     7
     8  products:
     9    - namespace: QCE/REDIS    # Redis的命名空间。
    10      all_metrics: true # true表⽰监控Redis的所有监控项。
    11      all_instances: true # true表⽰监控Redis的所有实例。
    12      #only_include_metrics: []
    13      #only_include_instances: [crs-xxxxxxxx]
    14      #extra_labels: [InstanceName]
    15      #statistics_types: [last]
    16      #period_seconds: 60
    17      #metric_name_type: 2

c. 按Esc键，输入:wq，再按Enter键，保存并退出文件qcloud-redis-product.yml。

vi.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Exporter并启动服务。

qcloud_export er --conf ig.f ile "qcloud-redis-product .yml"qcloud_export er --conf ig.f ile "qcloud-redis-product .yml"

3. 为AWS服务所在主机安装Exporter。

以AWS服务部署在Linux服务器上为例，介绍Exporter的安装方法。

i. 以root用户登录AWS服务所在主机。

ii. 执行以下命令，设置环境变量。

AWS_ACCESS_KEY_ID= "AKIAZUF26NQPE****"AWS_ACCESS_KEY_ID= "AKIAZUF26NQPE****"

AWS_SECRET _ACCESS_KEY= "8mSpf + XRHBuJEi4t jJN4YU6h3LRS****"AWS_SECRET _ACCESS_KEY= "8mSpf + XRHBuJEi4t jJN4YU6h3LRS****"

iii. 创建AWS服务的配置文件example.yml。

a.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空白文件example.yml。

t ouch example.ymlt ouch example.yml

b. 执行以下命令，编辑文件example.yml。

vi example.ymlvi example.y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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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配置AWS服务的配置文件example.yml。

region: us-east-2
region: us-east-2
metrics:
- aws_namespace: AWS/EC2
  aws_metric_name: CPUUtilization
  aws_dimensions: [InstanceId]
  aws_dimenstion_select:
          InstanceID: [i-03c0a044201c5****,i-04e5e3be6f194****]
  aws_statistics: [Maximum]
- aws_namespace: AWS/EC2
  aws_metric_name: DiskReadOps
  aws_dimensions: [InstanceId]
  aws_dimenstion_select:
          InstanceID: [i-03c0a044201c5****,i-04e5e3be6f194****]
  aws_statistics: [Maximum]
- aws_namespace: AWS/EC2
  aws_metric_name: DiskWriteOps
  aws_dimensions: [InstanceId]
  aws_dimenstion_select:
          InstanceID: [i-03c0a044201c5****,i-04e5e3be6f194****]
  aws_statistics: [Maximum]
- aws_namespace: AWS/EC2
  aws_metric_name: DiskReadBytes
  aws_dimensions: [InstanceId]
  aws_dimenstion_select:
          InstanceID: [i-03c0a044201c5****,i-04e5e3be6f194****]
  aws_statistics: [Maximum]

参数 说明

 region AWS服务所在地域。

 aws_namespace AWS服务的命名空间。

 aws_metric_name AWS服务的监控项。

 aws_dimensions 查询AWS服务的监控数据的维度，例如：  InstanceId 。

 InstanceID AWS服务的实例ID。

 aws_statistics AWS服务监控项的统计方法。

d. 按Esc键，输入:wq，再按Enter键，保存并退出文件example.yml。

iv. 执行以下命令，下载Exporter安装包。

wget  ht t ps://cms-promet heus.oss-cn-hangzhou.aliyuncs.com/aws-wget  ht t ps://cms-promet heus.oss-cn-hangzhou.aliyuncs.com/aws-
cloudwat ch/cloudwat ch_export er-0.9.0-jar-wit h-dependencies.jarcloudwat ch/cloudwat ch_export er-0.9.0-jar-wit h-dependencies.jar

v. 执行以下命令，创建目录target。

mkdir t argetmkdir t 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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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执行以下命令，将Exporter安装包cloudwatch_exporter-0.9.0-jar-with-dependencies.jar移动到
目录target。

mv cloudwat ch_export er-0.9.0-jar-wit h-dependencies.jar t argetmv cloudwat ch_export er-0.9.0-jar-wit h-dependencies.jar t arget

vii.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Exporter并启动服务。

java -jar t arget /cloudwat ch_export er-0.9.0-jar-wit h-dependencies.jar 9106java -jar t arget /cloudwat ch_export er-0.9.0-jar-wit h-dependencies.jar 9106
example.ymlexample.yml

显示如下信息，说明Exporter安装成功。

2021-06-11 03:24:55.743:INFO::main: Logging initialized @1775ms to org.eclipse.jett
y.util.log.StdErrLog
2021-06-11 03:24:55.844:INFO:oejs.Server:main: jetty-9.4.z-SNAPSHOT; built: 2019-02
-15T16:53:49.381Z; git: eb70b240169fcf1abbd86af36482d1c49826****; jvm 1.8.0_282-b08
2021-06-11 03:24:55.906:INFO:oejsh.ContextHandler:main: Started o.e.j.s.ServletCont
extHandler@3de8f619{/,null,AVAILABLE}
2021-06-11 03:24:55.964:INFO:oejs.AbstractConnector:main: Started ServerConnector@3
feb2dda{HTTP/1.1,[http/1.1]}{0.0.0.0:9106}
2021-06-11 03:24:55.965:INFO:oejs.Server:main: Started @1997ms

4. 创建数据接入任务。

i.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iii. （可选）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接入数据接入数据列的管理数据接入管理数据接入。

说明 说明 仅当指标仓库列表指标仓库列表中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指标仓库时，需要执行该操作。

iv. 先单击其他指标其他指标页签，然后单击接入其他指标接入其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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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先单击其他云其他云页签，然后选择AWS或腾讯云，并设置云厂商的基础任务信息，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说明

任务名任务名 数据接入任务名称。

任务描述任务描述 数据接入任务描述。

主机选择主机选择

目标云厂商的主机。

说明 说明 这些主机均已安装云监控插件。

区域区域

主机归属的地域。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选项高级选项 ，可设置该参数。

网络类型网络类型

主机的网络类型。取值：

VPC：专有网络。

classic：经典网络。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选项高级选项 ，可设置该参数。

vi. 在数据接入检查数据接入检查页面，确认主机已安装最新版本的云监控插件和Exporter，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vii. 在任务详情任务详情页面，输入采集目标的URL地址，选择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和超时时间，设置数据接入
任务的标签，单击确定确定。

viii. 在数据大盘数据大盘页面，单击关闭关闭。

修改数据接入任务修改数据接入任务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3. （可选）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接入数据接入数据列的管理数据接入管理数据接入。

说明 说明 仅当指标仓库列表指标仓库列表中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指标仓库时，需要执行该操作。

4. 先单击其他指标其他指标页签，然后单击目标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5. 在其他云其他云页签，设置目标云厂商的基础任务信息，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参数 说明

任务名任务名 数据接入任务名称。

任务描述任务描述 数据接入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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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选择主机选择

目标云厂商的主机。

说明 说明 这些主机均已安装云监控插件。

区域区域

主机归属的地域。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选项高级选项 ，可设置该参数。

网络类型网络类型

主机的网络类型。取值：

VPC：专有网络。

classic：经典网络。

说明 说明 单击高级选项高级选项 ，可设置该参数。

参数 说明

6. 在数据接入检查数据接入检查页面，确认已安装最新版本的云监控插件和Exporter，单击下一步下一步。

7. 在任务详情任务详情页面，输入采集目标的URL地址，选择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和超时时间，设置数据接入任务
的标签，单击确定确定。

8. 在数据大盘数据大盘页面，单击关闭关闭。

删除数据接入任务删除数据接入任务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3. （可选）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接入数据接入数据列的管理数据接入管理数据接入。

说明 说明 仅当指标仓库列表指标仓库列表中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指标仓库时，需要执行该操作。

4. 先单击其他指标其他指标页签，然后单击目标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5. 在确认删除确认删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通过创建Prometheus的数据接入任务，将Prometheus数据接入云监控。Prometheus数据接入云监控
后，您可以创建监控大盘，通过监控大盘查看指定监控指标的监控图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指标仓库。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指标仓库。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Prometheus指标是指Prometheus通过云监控插件采集的非阿里云产品的监控数据。

创建数据接入任务创建数据接入任务

14.3.3.4. 管理Prometheus的数据接入任务14.3.3.4. 管理Prometheus的数据接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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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3. 在Promet heus监控Promet heus监控页签，单击右上角的接入数据接入数据。

4. 在Promet heus指标Promet heus指标页签，设置Prometheus的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指标类型指标类型
Prometheus的指标类型。取值：自定义Prometheus指标、Spring、
Tomcat、Nginx、Tengine、JVM、Redis和MySQL。

任务名任务名 Prometheus的数据接入任务名称。

描述信息描述信息 Prometheus的数据接入任务描述。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Prometheus数据归属的应用分组。

主机主机

Prometheus数据的主机匹配规则。取值：

全部全部 ：Prometheus的全部数据。

满足所有规则满足所有规则 ：Prometheus数据中实例名称满足所有规则。

满足任意规则满足任意规则 ：Prometheus数据中实例名称满足任意规则。

采集目标采集目标 采集Prometheus数据的URL地址。

采集时间间隔采集时间间隔 采集Prometheus数据的时间间隔。取值：10秒、30秒和60秒。

采集超时时间采集超时时间 采集Prometheus数据的超时时间。取值：10秒、30秒和60秒。

数据存入指标仓库数据存入指标仓库 指标仓库名称。

标签标签 监控指标的标签。您可以设置标签键和标签值。

Agent 安装确认Agent 安装确认
请确保您所选的应用分组下的实例已安装云监控插件，且版本必须大于等于
3.5.5。关于如何安装云监控插件，请参见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5. 单击确定确定。

修改数据接入任务修改数据接入任务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3. 在Promet heus监控Promet heus监控页签，单击目标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4. 在Promet heus指标Promet heus指标页签，设置Prometheus的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任务名任务名 Prometheus的数据接入任务名称。

描述信息描述信息 Prometheus的数据接入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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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主机

Prometheus数据的主机匹配规则。取值：

全部全部 ：Prometheus的全部数据。

满足所有规则满足所有规则 ：Prometheus数据中实例名称满足所有规则。

满足任意规则满足任意规则 ：Prometheus数据中实例名称满足任意规则。

采集目标采集目标 采集Prometheus数据的URL地址。

采集时间间隔采集时间间隔 采集Prometheus数据的时间间隔。取值：10秒、30秒和60秒。

采集超时时间采集超时时间 采集Prometheus数据的超时时间。取值：10秒、30秒和60秒。

标签标签 监控指标的标签。您可以设置标签键和标签值。

Agent 安装确认Agent 安装确认
请确保您所选的应用分组下的实例已安装云监控插件，且版本必须大于等于
3.5.5。关于如何安装云监控插件，请参见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参数 说明

5. 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数据接入任务删除数据接入任务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3. 在Promet heus监控Promet heus监控页签，单击目标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4. 在确认删除确认删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复制数据接入任务复制数据接入任务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3. 在Promet heus监控Promet heus监控页签，单击目标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复制复制。

4. 在Promet heus指标Promet heus指标页签，设置Prometheus的相关参数。

云监控默认复制目标数据接入任务的所有参数，您可以根据所需修改。

您可以通过创建本地日志的数据接入任务，将本地日志接入云监控。本地日志接入云监控后，您可以创建监
控大盘，通过监控大盘查看指定监控指标的监控图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指标仓库。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指标仓库。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本地日志监控是指通过云监控插件将本地日志根据配置解析成具体的监控指标后，将其上报到云监控的指标
仓库以图表形式展示。

创建数据接入任务创建数据接入任务

14.3.3.5. 管理本地日志的数据接入任务14.3.3.5. 管理本地日志的数据接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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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3. 单击本地日志监控本地日志监控页签。

4. 单击右上角的接入数据接入数据。

5. 在本地日志监控本地日志监控页签，设置本地日志的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任务名任务名 本地日志的数据接入任务名称。

描述信息描述信息 本地日志的数据接入任务描述。

应用分组应用分组 本地日志数据归属的应用分组。

主机主机

本地日志数据的主机匹配规则。取值：

全部全部 ：本地日志的全部数据。

满足所有规则满足所有规则 ：本地日志数据中实例名称满足所有规则。

满足任意规则满足任意规则 ：本地日志数据中实例名称满足任意规则。

日志路径日志路径

本地日志数据的存储路径。

Windows：仅支持盘符开头，例如：C:\UserData\log\*.Log（不支持通
配路径）。

Linux：仅支持以“/”开头，例
如：/home/appdata/log/**/*.log（/**/用于匹配appdata下的所有文
件）。

日志编码日志编码 本地日志数据的编码格式。目前仅支持UTF-8。

匹配模式匹配模式

本地日志数据的匹配模式。取值：

完整正则模式完整正则模式

分隔符模式分隔符模式

JSON模式JSON模式

示例日志示例日志 本地日志数据的匹配模式对应的日志示例。

正则正则

本地日志数据的正则表达式。

仅当匹配模式匹配模式 选择完整正则模式完整正则模式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您可以手动输入正则
表达式，也可以根据示例日志示例日志 自动生成正则表达式。自动生成正则表达式的
方法如下：

i. 在示例日志示例日志 中输入日志示例。

ii. 单击确定输入确定输入 。

iii. 在示例日志示例日志 中选中待解析的字段，单击生成正则生成正则 。

日志抽取结果日志抽取结果
本地日志数据的抽取结果。

云监控根据示例日志示例日志 抽取日志中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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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周期采集周期
本地日志数据的采集周期。取值：10秒、20秒、30秒、1分钟、2分钟和5分
钟。

监控项设置监控项设置
本地日志数据的指定监控指标的统计方法。

根据示例日志示例日志 解析出的有效字段设置监控指标的统计方法。

数据存入指标仓库数据存入指标仓库 指标仓库名称。

标签标签 监控指标的标签。您可以设置标签键和标签值。

Agent 安装确认Agent 安装确认
请确保您所选的应用分组下的实例已安装云监控插件，且版本必须大于等于
3.5.5。关于如何安装云监控插件，请参见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参数 说明

6. 单击确定确定。

修改数据接入任务修改数据接入任务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3. 单击本地日志监控本地日志监控页签。

4. 单击目标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5. 在本地日志监控本地日志监控页签，设置本地日志的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任务名任务名 本地日志的数据接入任务名称。

描述信息描述信息 本地日志的数据接入任务描述。

主机主机

本地日志数据的主机匹配规则。取值：

全部全部 ：本地日志的全部数据。

满足所有规则满足所有规则 ：本地日志数据中实例名称满足所有规则。

满足任意规则满足任意规则 ：本地日志数据中实例名称满足任意规则。

日志路径日志路径

本地日志数据保存在云监控所在主机的指定路径。

Windows：仅支持盘符开头，例如：C:\UserData\log\*.Log（不支持通
配路径）。

Linux：仅支持以“/”开头，例
如：/home/appdata/log/**/*.log（/**/用于匹配appdata下的所有文
件）。

日志编码日志编码 本地日志数据的编码格式。目前仅支持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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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模式匹配模式

本地日志数据的匹配模式。取值：

完整正则模式完整正则模式

分隔符模式分隔符模式

JSON模式JSON模式

示例日志示例日志 本地日志数据的匹配模式对应的日志示例。

正则正则

本地日志数据的正则表达式。

仅当匹配模式匹配模式 选择完整正则模式完整正则模式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您可以手动输入正则
表达式，也可以根据示例日志示例日志 自动生成正则表达式。自动生成正则表达式的
方法如下：

i. 在示例日志示例日志 中输入日志示例。

ii. 单击确定输入确定输入 。

iii. 在示例日志示例日志 中选中待解析的字段，单击生成正则生成正则 。

日志抽取结果日志抽取结果
本地日志数据的抽取结果。

云监控根据示例日志示例日志 抽取日志中的字段。

采集周期采集周期
本地日志数据的采集周期。取值：10秒、20秒、30秒、1分钟、2分钟和5分
钟。

监控项设置监控项设置
本地日志数据的指定监控指标的统计方法。

根据示例日志示例日志 解析出的有效字段设置监控指标的统计方法。

标签标签 监控指标的标签。您可以设置标签键和标签值。

Agent 安装确认Agent 安装确认
请确保您所选的应用分组下的实例已安装云监控插件，且版本必须大于等于
3.5.5。关于如何安装云监控插件，请参见安装和卸载C++版本插件。

参数 说明

6. 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数据接入任务删除数据接入任务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3. 单击本地日志监控本地日志监控页签。

4. 单击目标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5. 在确认删除确认删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复制数据接入任务复制数据接入任务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3. 单击本地日志监控本地日志监控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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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目标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复制复制。

5. 在本地日志监控本地日志监控页签，设置本地日志的相关参数。

云监控默认复制目标数据接入任务的所有参数，您可以根据所需修改。

您可以通过创建SLS日志的监控指标，将SLS日志接入云监控。SLS日志接入云监控后，您可以创建监控大
盘，通过监控大盘查看指定监控指标的监控图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在日志服务SLS中创建日志项目（Project）和日志库（Logstore）。

具体操作，请参见快速入门。

请确保您已创建指标仓库。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指标仓库。

创建监控指标创建监控指标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3. 单击SLS日志监控SLS日志监控页签。

4. 在指标指标页签，单击右上角的接入数据接入数据。

5. 在SLS日志监控SLS日志监控页签，设置SLS日志的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监控项名称监控项名称 日志服务的监控项名称。

描述信息描述信息 监控项名称的描述信息。

SLS日志SLS日志

日志服务的日志库（Logstore）信息。取值：

选择Logst ore组选择Logst ore组 ：选择已存在的Logstore组。

选择Logst ore选择Logst ore：选择日志服务的地域（Region）、日志项目（Project）
和日志库（Logstore）。

先选择日志服务的Logstore，再在另存为Logst ore组另存为Logst ore组 文本框中输入
Logstore组的名称，将当前Logstore的信息另存为Logstore组。

聚合周期聚合周期 监控项的统计周期。单位：秒。取值：15和60。

14.3.3.6. 管理SLS日志的监控指标14.3.3.6. 管理SLS日志的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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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统计方法

在统计周期内根据选定的统计方法对日志数据进行聚合处理。如果字段值是数
值型，可以使用所有统计方法，否则只能使用计数计数 和count pscount ps 两种聚合算
法。取值：

计数计数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个数。

求和求和 ：计算1分钟内指定字段数值之和。

平均值平均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平均值。

最大值最大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最大值。

最小值最小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最小值。

监控值监控值 ：监控项的取值。

sumpssumps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sum后的每秒平均值。

count pscount ps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count后的每秒平均值。

dist inctdist inct ：去重后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出现的次数。

分布分布 ：计算一个周期内指定范围的日志条数，例如：统计1分钟内HTTP请
求为5xx的状态码个数，则定义为 (499,599]。统计方式为左开右闭。

percent ilepercent ile：计算1分钟内指定字段的百分比的数据，例如：监控项的统计
结果为0.7，计算周期为30ms，表示70%的监控项请求小于30ms。

扩展字段扩展字段

为统计方法中的结果提供四则运算功能，例如：在统计方法中配置了HTTP状
态码请求总数TotalNumber和HTTP状态码大于499的请求数5xxNumber，则
可以通过扩展字段计算出服务端的错误率（%）：
5xxNumber/TotalNumber*100。

日志筛选日志筛选

对日志数据进行过滤，相当于SQL中的where条件，例如：Key为level，Value
中需要监控的关键字为ERROR，该参数设置为  level=Error 。

选择过滤的日志字段名不能包含中文。

Group-ByGroup-By

对数据进行空间维度聚合，相当于SQL中的Group By。

根据指定的维度，对监控数据进行分组。如果Group By不选择任何维度，则根
据聚合方法对全部监控数据进行聚合。

关于Group By，请参见Group By子句。

数据存入指标仓库数据存入指标仓库 指标仓库名称。

标签标签 监控项的标签。您可以设置标签键和标签值。

参数 说明

6. 单击确定确定。

修改监控指标修改监控指标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3. 单击SLS日志监控SLS日志监控页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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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指标指标页签，单击目标监控指标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修改修改。

5. 在SLS日志监控SLS日志监控页签，设置SLS日志的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描述信息描述信息 监控项名称的描述信息。

聚合周期聚合周期 监控项的统计周期。单位：秒。取值：15和60。

统计方法统计方法

在统计周期内根据选定的统计方法对日志数据进行聚合处理。如果字段值是数
值型，可以使用所有统计方法，否则只能使用计数计数 和count pscount ps 两种聚合算
法。取值：

计数计数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个数。

求和求和 ：计算1分钟内指定字段数值之和。

平均值平均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平均值。

最大值最大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最大值。

最小值最小值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数值的最小值。

监控值监控值 ：监控项的取值。

sumpssumps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sum后的每秒平均值。

count pscount ps ：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求count后的每秒平均值。

dist inctdist inct ：去重后计算统计周期内指定字段出现的次数。

分布分布 ：计算一个周期内指定范围的日志条数，例如：统计1分钟内HTTP请
求为5xx的状态码个数，则定义为 (499,599]。统计方式为左开右闭。

percent ilepercent ile：计算1分钟内指定字段的百分比的数据，例如：监控项的统计
结果为0.7，计算周期为30ms，表示70%的监控项请求小于30ms。

扩展字段扩展字段

为统计方法中的结果提供四则运算功能，例如：在统计方法中配置了HTTP状
态码请求总数TotalNumber和HTTP状态码大于499的请求数5xxNumber，则
可以通过扩展字段计算出服务端的错误率（%）：
5xxNumber/TotalNumber*100。

日志筛选日志筛选

对日志数据进行过滤，相当于SQL中的where条件，例如：Key为level，Value
中需要监控的关键字为ERROR，该参数设置为  level=Error 。

选择过滤的日志字段名不能包含中文。

Group-ByGroup-By

对数据进行空间维度聚合，相当于SQL中的Group By。

根据指定的维度，对监控数据进行分组。如果Group By不选择任何维度，则根
据聚合方法对全部监控数据进行聚合。

关于Group By，请参见Group By子句。

标签标签 监控项的标签。您可以设置标签键和标签值。

6. 单击确定确定。

删除监控指标删除监控指标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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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3. 单击SLS日志监控SLS日志监控页签。

4. 在指标指标页签，单击目标监控指标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5. 在确认删除确认删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复制监控指标复制监控指标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业务监控业务监控。

3. 单击SLS日志监控SLS日志监控页签。

4. 在指标指标页签，单击目标监控指标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复制复制。

5. 在SLS日志监控SLS日志监控页签，设置SLS日志的相关参数。

云监控默认复制目标监控指标的必填参数，您可以根据所需修改。

您可以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至企业云监控的指标仓库，通过监控大盘查看指定监控指标的监控图表。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开通企业云监控。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企业云监控。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开通企业云监控不会产生任何费用，后续将按照实际使用量进行计费。关于监控大盘的计费标准，请参见监
控大盘。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在自定义监控数据所在服务器安装阿里云CLI。

关于如何安装阿里云CLI，请参见在Windows上安装阿里云CLI、在Linux上安装阿里云CLI或在macOS上安装阿里
云CLI。

执行命令aliyun versionaliyun version，显示阿里云CLI当前版本，表示阿里云CLI安装成功。

2. 在自定义监控数据所在服务器配置阿里云账号或RAM用户的AccessKey。

关于如何获取阿里云账号或RAM用户的AccessKey，请参见获取AccessKey。

关于如何配置AccessKey，请参见配置AccessKey凭证。

屏显信息如下，表示AccessKey配置成功。

14.3.3.7. 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14.3.3.7. 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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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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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云监控控制台上创建指标仓库。

i.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i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iii. 单击创建指标仓库创建指标仓库。

iv. 在指标仓库管理指标仓库管理面板，设置指标仓库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命名空间名称。

数据存储时长数据存储时长

监控指标在云监控中存储的时长。取值：

cms.s1.large（数据存储时长15天）

cms.s1.xlarge（数据存储时长32天）

cms.s1.2xlarge（数据存储时长63天）

cms.s1.3xlarge（数据存储时长93天）（默认值）

cms.s1.6xlarge（数据存储时长185天）

cms.s1.12xlarge（数据存储时长376天）

不同存储时长规格的价格，请参见价格表。

指标仓库描述指标仓库描述 指标仓库的描述信息。

v. 单击确定确定。

4. 上报自定义监控数据至企业云监控的指标仓库。

单条自定义数据上报

aliyun cms PutHybridMonitorMetricData --region cn-hangzhou --MetricList.1.Name CPU_Us
age --MetricList.1.Labels.1.Key=IP --MetricList.1.Labels.1.Value=192.168.XX.XX  --Met
ricList.1.Value 90 --Namespace 'default-aliyun'

多条自定义数据上报

aliyun cms PutHybridMonitorMetricData --region cn-hangzhou --MetricList.1.Name CPU_Us
age --MetricList.1.Labels.1.Key=IP --MetricList.1.Labels.1.Value=192.168.XX.XX --Metr
icList.1.Labels.2.Key=IP --MetricList.1.Labels.2.Value=192.168.XX.XX --MetricList.1.V
alue 90 --Namespace 'default-ali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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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PutHybridMonitorMetricData接口中各参数的含义及其设置方法，请参
见PutHybridMonitorMetricData。

5. 在云监控控制台的指标仓库中查看自定义监控数据。

i.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ii. （可选）单击目标指标仓库对应接入数据接入数据列的查看数据查看数据。

说明 说明 仅当指标仓库列表指标仓库列表中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指标仓库时，需要执行该操作。

iii. 选择目标监控指标，查看其监控数据。

您可以选择云监控预置模板快速创建监控大盘。创建监控大盘完成后，您仍然可以根据所需对监控数据和图
表配置进行调整。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指标仓库。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指标仓库。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监控大盘监控大盘。

3. 在大盘管理大盘管理页签，单击右上角的创建大盘创建大盘。

4. 在系统预置大盘系统预置大盘页签，单击目标模板右上方的 图标，选择指标仓库。

5. 单击确定确定。

6. 在提示提示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在大盘管理大盘管理页签，单击目标大盘名称，可以查看监控图表。

创建系统预置大盘完成后，在指定指标仓库中自动创建一条阿里云数据接入任务。您可以对该任务执行
修改或删除操作。

您仅通过指定云服务、资源范围和指标仓库，即可使用默认大屏模板快速创建业务大盘。创建业务大盘完成
后，您仍然可以根据所需对监控数据和图表配置进行调整。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指标仓库。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指标仓库。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监控大盘监控大盘。

3. 在大盘管理大盘管理页签，单击右上角的创建大盘创建大盘。

14.3.4. 创建监控大盘14.3.4. 创建监控大盘

14.3.4.1. 创建系统预置大盘14.3.4.1. 创建系统预置大盘

14.3.4.2. 创建业务大盘14.3.4.2. 创建业务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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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创建大盘创建大盘面板，单击业务大盘业务大盘页签。

5. 选择实例名称实例名称、标签标签或资源集资源集，并设置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名称名称 业务大盘名称。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命名空间名称。关于如何创建指标仓库，请参见创建指标仓库。

产品产品

监控大屏支持的阿里云服务。包括：

云服务器ECS

负载均衡SLB

弹性公网IP

云数据库RDS版（RDS）

规则
阿里云服务根据实例名称的匹配规则自动生成监控大盘。

当您选择实例名称实例名称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标签标签
阿里云服务根据匹配的标签自动生成监控大屏。

当您选择标签标签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资源集资源集

阿里云服务根据匹配的资源组自动生成监控大屏。关于如何在资源管理中创建资源
组，请参见创建资源组。

当您选择资源集资源集 时，需要设置该参数。

6. 单击确定确定。

创建业务大盘完成后，在指定指标仓库中自动创建一条阿里云数据接入任务。您可以对该任务执行修改
或删除操作。

7. 在提示提示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在大盘管理大盘管理页签，单击目标大盘名称，可以查看监控图表。

您可以从监控大盘的指标仓库中选择指定监控指标，创建多样化的监控图表，并将监控图表通过监控大盘进
行展示。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指标仓库。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指标仓库。

请确保您已接入线下IDC、阿里云服务或其他云厂商服务。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线下IDC数据接入任
务、创建阿里云单账号数据接入任务、创建阿里云多账号数据接入任务或创建其他云厂商服务数据接入任
务。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监控大盘监控大盘。

14.3.4.3. 创建自定义大盘14.3.4.3. 创建自定义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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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大盘管理大盘管理页签，单击查看大盘查看大盘。

4. 在监控大盘的左侧导航栏，先单击 图标，再单击Add new panelAdd new panel。

5. 在Edit  PanelEdit  Panel页面，设置监控指标和监控图表。

在QueryQuery页签，先选择目标指标仓库，再选择监控指标。

在右上方的PanelPanel页签，设置监控图表的名称、类型、展示样式等。

6. 在Edit  PanelEdit  Panel页面，单击右上角的Apply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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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监控图表成功。

7. 单击右上角的 图标，设置监控大盘的名称和归属目录。

8. 单击SaveSave。

创建监控大盘成功。

9. 在监控大盘的左侧导航栏，选择  >  > ManageManage，查看监控大盘。

当您将阿里云产品、线下IDC（Internet Data Center）、其他云厂商产品、Prometheus、本地日志、SLS日
志和自定义监控数据接入云监控后，如果需要监控各资源的使用情况，可以创建报警规则。当资源的监控指
标达到报警条件时，云监控自动给您发送报警通知。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指标仓库。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指标仓库。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3. 在指标仓库列表指标仓库列表页签，单击右上角的创建报警创建报警。

4. 在创建报警规则创建报警规则面板，设置报警规则相关参数。

参数 说明

规则名称规则名称 报警规则的名称。

指标仓库指标仓库 报警规则作用的指标仓库。

告警表达式告警表达式 报警规则的主体。当监控指标满足报警条件时，触发报警规则。

标签标签 报警规则的标签。您可以设置标签键和标签值。

注释注释 报警规则的注释。您可以设置注释键和注释值。

通道沉默周期通道沉默周期

报警发生后未恢复正常，间隔多久重复发送一次报警通知。取值：5分钟、15分钟、30分
钟、60分钟、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某监控指标达到报警阈值时发送报警，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内持续超过报警阈
值，在通道沉默周期内不会重复发送报警通知；如果监控指标在通道沉默周期后仍未恢复
正常，则云监控再次发送报警通知。

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报警规则的生效时间。报警规则只在生效时间内才会检查监控指标是否需要报警。

14.3.5. 创建报警规则14.3.5. 创建报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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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联系人组报警联系人组

发送报警的联系人组。

应用分组的报警通知会发送给该报警联系人组中的报警联系人。报警联系人组是一组报警
联系人，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报警联系人。

关于如何创建报警联系人和报警联系人组，请参见创建报警联系人或报警联系组。

报警级别报警级别

报警级别和报警通知方式。取值：

紧急（电话+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警告（短信+邮件+钉钉机器人）

普通（邮件+钉钉机器人）

报警连续周期的取值：1、3、5、10、15、30、60、70、90、120和180。1周期等于1分
钟。

报警回调报警回调
公网可访问的URL，用于接收云监控通过POST请求推送的报警信息。目前仅支持HTTP协
议。

弹性伸缩弹性伸缩

如果您打开弹性伸缩弹性伸缩 开关，当报警发生时，会触发相应的伸缩规则。您需要设置弹性伸缩
的地域地域 、弹性伸缩组弹性伸缩组 和弹性伸缩规则弹性伸缩规则 。

关于如何创建弹性伸缩组，请参见创建伸缩组。

关于如何创建弹性伸缩规则，请参见创建伸缩规则。

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如果您打开日志服务日志服务 开关，当报警发生时，会将报警信息写入日志服务。您需要设置日志
服务的地域地域 、Project NameProject Name和Logst oreLogst ore。

关于如何创建Project和Logstore，请参见快速入门。

消息服务MNS-消息服务MNS-
T opicT opic

如果您打开消息服务MNS-T opic消息服务MNS-T opic开关，当报警发生时，会将报警信息写入消息服务的主
题。您需要设置消息服务的地域和主题。

关于如何创建主题，请参见创建主题。

参数 说明

5. 单击确定确定。

6. 查看创建的报警规则。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报警服务报警服务 >  > 报警规则报警规则。

在报警规则列表报警规则列表页面，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为Promet heusPromet heus的报警规则为您创建的报警规则。

秒级监控功能应用于对云产品的监控指标有高精度要求的监控场景。您可以一键开启目标云产品中指定监控
指标的秒级监控功能。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14.4. 管理秒级监控14.4. 管理秒级监控
14.4.1. 开启秒级监控14.4.1. 开启秒级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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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秒级监控秒级监控。

3. 在秒级监控秒级监控页面，打开目标云产品的秒级监控秒级监控开关。

4. 在提示提示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开启目标云产品列表中所有监控指标的秒级监控功能。

相关操作相关操作
在秒级监控秒级监控页面，单击目标云产品的秒级监控秒级监控开关，关闭秒级监控。

在秒级监控秒级监控页面，单击右上角的秒级监控图表秒级监控图表，您可以查看目标云产品中支持秒级监控的所有监控指标
的监控图表。

您可以选择云监控预置模板快速创建高精度秒级监控大盘。创建监控大盘完成后，您仍然可以根据所需对监
控数据和图表配置进行调整。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创建指标仓库。具体操作，请参见创建指标仓库。

请确保您已开启秒级监控。具体操作，请参见开启秒级监控。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监控大盘监控大盘。

3. 在大盘管理大盘管理页签，单击右上角的创建大盘创建大盘。

4. 在创建大盘创建大盘面板，单击高精度秒级大盘高精度秒级大盘页签。

5. 在高精度秒级大盘高精度秒级大盘页签，单击目标模板右上方的 图标，选择指标仓库。

6. 单击确定确定。

创建高精度秒级大盘完成后，在指定指标仓库中自动创建一条阿里云数据接入任务。您可以对该任务执
行修改或删除操作。

7. 在提示提示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创建高精度秒级大盘会产生费用。关于秒级监控如何计费，请参见秒级监控。

8. 在提示提示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在大盘管理大盘管理页签，单击目标大盘名称对应操作操作列的查看查看，可以查看监控图表。

智能水位分析报表用于资源梳理、使用量判断和成本分析等场景。您可以对使用量高的资源进行升配，提高
资源的性能；对使用量低的资源进行降配或释放，降低成本。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14.4.2. 创建高精度秒级大盘14.4.2. 创建高精度秒级大盘

14.5. 管理智能水位分析报表14.5. 管理智能水位分析报表
14.5.1. 创建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14.5.1. 创建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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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智能水位分析智能水位分析。

3. 在智能水位分析智能水位分析页面，单击右上角的创建报表任务创建报表任务。

4. 在创建或修改报表任务创建或修改报表任务面板，设置报表相关信息。

参数 说明

频率频率

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的统计频率。取值：

单次

周频

月频

名称名称 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的名称。

描述描述 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的描述。

起止时间起止时间

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的统计时间。取值：

单次：1天至31天，截止时间的次日生成报表。

周频：周一至周日，截止时间的次日生成报表。

月频：每月第一天至最后一天，次月第一天生成报表。

说明 说明 该参数无需设置，云监控自动根据报表任务统计一个月的
数据。

标签标签

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的标签。

您仅需设置标签键，无需设置标签值，云监控自动按照标签值进行统计。您最
多可以设置3个标签，多个标签之前用半角逗号（,）分隔。

产品及指标产品及指标

智能水位分析报表支持的阿里云产品和该阿里云产品的监控项。支持的统计方
法如下：

max：最大值。

min：最小值。

avg：平均值。

P90：计算1分钟内指定字段90%的数据，例如：监控项  networkout_ra
te 的统计结果为P90，计算周期为30ms，表示90%的  networkout_ra
te 请求小于30ms。

P95：计算1分钟内指定字段95%的数据，例如：监控项  networkout_ra
te 的统计结果为P95，计算周期为30ms，表示95%的  networkout_ra
te 请求小于30ms。

5. 单击完成完成。

当您需要更新智能水位分析报表统计的云产品、监控项和起止时间时，可以修改报表任务。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4.5.2. 修改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14.5.2. 修改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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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智能水位分析智能水位分析。

3. 在智能水位分析智能水位分析页面，单击报表任务报表任务页签。

4. 在报表任务报表任务页签，单击目标报表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编辑编辑。

5. 在创建或修改报表任务创建或修改报表任务面板，设置报表相关信息。

参数 说明

名称名称 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的名称。

描述描述 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的描述。

起止时间起止时间

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的统计时间。取值：

单次：1天至31天，截止时间的次日生成报表。

周频：周一至周日，截止时间的次日生成报表。

月频：每月第一天至最后一天，次月第一天生成报表。

说明 说明 该参数无需设置，云监控自动根据报表任务统计一个月的
数据。

标签标签

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的标签。

您仅需设置标签键，无需设置标签值，云监控自动按照标签值进行统计。您最
多可以设置3个标签，多个标签之前用半角逗号（,）分隔。

产品及指标产品及指标

智能水位分析报表支持的阿里云产品和该阿里云产品的监控项。支持的统计方
法如下：

max：最大值。

min：最小值。

avg：平均值。

P90：计算1分钟内指定字段90%的数据，例如：监控项  networkout_ra
te 的统计结果为P90，计算周期为30ms，表示90%的  networkout_ra
te 请求小于30ms。

P95：计算1分钟内指定字段95%的数据，例如：监控项  networkout_ra
te 的统计结果为P95，计算周期为30ms，表示95%的  networkout_ra
te 请求小于30ms。

6. 单击完成完成。

当您无需执行某个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时，可以删除该报表任务。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14.5.3. 删除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14.5.3. 删除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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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智能水位分析智能水位分析。

3. 在智能水位分析智能水位分析页面，单击报表任务报表任务页签。

4. 在报表任务报表任务页签，单击目标报表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删除删除。

5. 在确认删除确认删除对话框，单击确定确定。

您可以将智能水位分析报表下载到本地，便于云下查看资源的监控数据。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云监控控制台。

2. 在左侧导航栏，选择企业云监控企业云监控 >  > 智能水位分析智能水位分析。

3. 在报表报表页签，单击目标报表任务对应操作操作列的下载详细报表下载详细报表。

您可以获得一份Excel格式的企业资源报表。在该报表中，您可以查看资源的相关信息，以及该资源监控
项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等。

说明 说明 单击右上角的下载示例报表下载示例报表，得到一个固定的示例报表文件，不能用于数据分析。

当您需要导出云上监控数据时，可以使用云监控提供的实时数据导出功能。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请确保您已开通企业云监控。具体操作，请参见开通企业云监控。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开通企业云监控不会产生任何费用，后续将按照实际使用量进行计费。关于实时数据导出的计费标准，请参
见实时数据导出。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调用DescribeMetricMetaList接口获取各云产品的监控指标列表。

关于DescribeMetricMetaList接口中各参数的设置方法，请参见DescribeMetricMetaList。

说明 说明 您可以从云产品监控项中获取各云产品监控指标的  Namespace 、  MetricName 、  D
imensions 、  Period 和  Statistics 。

i. 通过Maven引入云监控的SDK。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cms20190101</artifactId>
  <version>1.0.1</version>
</dependency>

14.5.4. 下载智能水位分析报表14.5.4. 下载智能水位分析报表

14.6. 实时导出监控数据14.6. 实时导出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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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调用DescribeMetricMetaList接口获取各云产品的监控指标列表。

SDK请求示例如下：

private static Client getClient() throws Exception {
    Config config = new Config()
      .setAccessKeyId("LTAI4Fd8LkD2DeS1k79t****")
      .setAccessKeySecret("9y4i7i8ToE9KMjm6Uni57zaMyO****");
    config.endpoint = "metrics.cn-hangzhou.aliyuncs.com";
    return new Client(config);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throws Exception {
    Client client = getClient();
    DescribeMetricMetaListRequest describeMetricMetaListRequest = new DescribeMetri
cMetaListRequest();
    describeMetricMetaListRequest.set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DescribeMetricMetaListResponse describeMetricMetaListResponse = client.describe
MetricMetaList(describeMetricMetaListRequest);
    String json = JSON.toJSONString(describeMetricMetaListResponse.getBody());
    System.out.println(json);
}

2. 获取监控指标。

i. 通过Pom引入云监控获取监控数据的SDK。

<dependency>
    <groupId>com.aliyun</groupId>
    <artifactId>cms_export20211101</artifactId>
    <version>1.0.4</version>
</dependency>

ii. 调用Cursor接口定义导出监控数据的范围，并返回用于初始调用BatchGet接口的Cursor值。

关于Cursor接口中各参数的设置方法，请参见Cursor。

SDK请求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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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tatic Config config = null;
private static Config getConfig(Config config){
  config = new Config();
  config.setAccessKeyId("LTAI4Fd8LkD2DeS1k79t****");
  config.setAccessKeySecret("9y4i7i8ToE9KMjm6Uni57zaMyO****");
  config.setRegionId("cn-shanghai");
  config.setEndpoint("cms-export-share.cn-shanghai.aliyuncs.com");
  return config;
}
private static String getCursor() throws Exception {
    Client client = new Client(getConfig(config));
    CursorRequest cursorRequest = new CursorRequest();
    cursorRequest.set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cursorRequest.setMetric("CPUUtilization");
    cursorRequest.setPeriod(60);
    cursorRequest.setStartTime(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60 * 60 * 1000);
    cursorRequest.setEndTime(Long.MAX_VALUE);
    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hers matcher = new 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
tchers();
    matcher.setLabel("userId").setOperator("EQUALS").setValue("173651113438****");
    List<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hers> chain = new ArrayList<>();
    chain.add(matcher);
    cursorRequest.setMatchers(chain);
    CursorResponse cursorResponse = client.cursor(cursorRequest);
    if (cursorResponse == null || cursorResponse.getBody() == null || cursorRespons
e.getBody().getData() == null || cursorResponse.getBody().getData().cursor == null)
{
      return null;
    }
    return cursorResponse.getBody().getData().cursor;

说明 说明  regionId 仅支持  cn-shanghai ，  endpoint 仅支持  cms-export-share.cn-
shanghai.aliyuncs.com 。

SDK返回结果如下：

eyJidWNrZXRzIjo0LCJlbmRUaW1lIjo5MjIzMzcyMDM2ODU0Nzc1ODA3LCJleHBvcnRFbmRUaW1lIjo5MjI
zMzcyMDM2ODU0Nzc1ODA3LCJleHByZXNzUmFuZ2UiOmZhbHNlLCJoYXNOZXh0Ijp0cnVlLCJsaW1pdCI6NT
AwMCwibG9nVGltZU1vZGUiOnRydWUsIm1hdGNoZXJzIjp7ImNoYWluIjpbeyJsYWJlbCI6InVzZXJJZCIsI
m9wZXJhdG9yIjoiRVFVQUxTIiwidmFsdWUiOiIxNzM2NTExMTM0Mzg5MTEwIn0seyJsYWJlbCI6InRhc2tJ
ZCIsIm9wZXJhdG9yIjoiRVFVQUxTIiwidmFsdWUiOiIqIn1dfSwibWV0cmljIjoiQXZhaWxhYmlsaXR5X29
yaWdpbmFsIiwibWV0cmljVHlwZSI6Ik1FVFJJQyIsIm5hbWVzcGFjZSI6ImFjc19uZXR3b3JrbW9uaXRvci
IsIm5leHRQa0FkYXB0ZXIiOnt9LCJvZmZzZXQiOjAsInN0YXJ0VGltZSI6MTYzODQwNTA1MDcxNywic3Rlc
CI6LTEsInRpbWVvdXQiOjEyMCwid2luZG93Ijo2****

iii. 调用BatchGet接口导出在Cursor接口中定义的监控数据。

关于BatchGet接口中各参数的设置方法，请参见BatchGet。

SDK请求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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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tatic String BatchGet(String cursor) throws Exception {
    Client client = new Client(getConfig(config));
    BatchGetRequest batchGetRequest = new BatchGetRequest();
    batchGetRequest.set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batchGetRequest.setMetric("CPUUtilization");
    batchGetRequest.setCursor(cursor);
    batchGetRequest.setLength(1000);
    BatchGetResponse batchGetResponse = client.batchGet(batchGetRequest);
    if (batchGetResponse == null || batchGetResponse.getBody() == null
        || batchGetResponse.getBody().getData() == null) {
      return null;
    }else {
      String json = JSON.toJSONString(batchGetResponse.getBody().getData().records)
;
      return json;
    }
}

SDK返回结果如下：

{
  "cursor":"eyJidWNrZXRzIjo0LCJjdXJzb3IiOiIxNjM5NDQ0NjgwMDAwMWUxY2YxNWZiNWMwNjY5NjF
iZThmNTU4N2RmMzQ4YjRkNDRjOTQ5OTMxMzczMzM2MzUzMTMxMzEzMzM0MzMzODM5MzEzMTMwMjQyYzY5Mm
QzMDZhNmMzMDdhMzY3NzYyNmE2ODM4NzczNDc4NjM3NjZlMzI2MjY1MjQyYyIsImN1cnNvclZlcnNpb24iO
iJxdWVyeSIsImVuZFRpbWUiOjE2Mzk0NDgzMjA4OTMsImV4cG9ydEVuZFRpbWUiOjkyMjMzNzIwMzY4NTQ3
NzU4MDcsImV4cG9ydFN0YXJ0VGltZSI6MTYzOTQ0NDY0Mjc0OCwiZXhwcmVzc1JhbmdlIjpmYWxzZSwiaGF
zTmV4dCI6dHJ1ZSwiaW5wdXRNZXRyaWMiOiJDUFVVdGlsaXphdGlvbiIsImlucHV0TmFtZXNwYWNlIjoiYW
NzX2Vjc19kYXNoYm9hcmQiLCJsaW1pdCI6MSwibG9nVGltZU1vZGUiOnRydWUsIm1hdGNoZXJzIjp7ImNoY
WluIjpbeyJsYWJlbCI6InVzZXJJZCIsIm9wZXJhdG9yIjoiRVFVQUxTIiwidmFsdWUiOiIxNzM2NTExMTM0
Mzg5MTEwIn1dfSwibWV0cmljIjoiQ1BVVXRpbGl6YXRpb24iLCJtZXRyaWNUeXBlIjoiTUVUUklDIiwibmF
tZXNwYWNlIjoiYWNzX2Vjc19kYXNoYm9hcmQiLCJuZXh0UGtBZGFwdGVyIjp7fSwib2Zmc2V0IjowLCJwYX
JlbnRVaWQiOjEyNzA2NzY2Nzk1NDY3MDQsInN0YXJ0VGltZSI6MTYzOTQ0NDY0Mjc0OCwic3RlcCI6LTEsI
nRpbWVvdXQiOjEyMCwid2luZG93Ijo2****",
  "length":1,
  "records":[{
    "labelValues":["i-0jl0z6wbjh8w4xcv****","173651113438****"],
    "labels":["instanceId","userId"],
    "measureLabels":["Minimum","Maximum","Average"],
    "measureValues":["0.82","0.82","0.82"],
    "metric":"CPUUtilization",
    "namespace":"acs_ecs_dashboard",
    "period":-1,
    "tagValues":[],
    "tags":[],
    "timestamp":1639444680000
  }]
}

实时导出监控数据示例实时导出监控数据示例
示例1：连续导出云监控中站点监控  acs_networkmonitor 的监控指标  Availability 的监控数据。

i. 获取Cur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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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tatic Config config = null;
private static Config getConfig(Config config){
  config = new Config();
  config.setAccessKeyId("LTAI4Fd8LkD2DeS1k79t****");
  config.setAccessKeySecret("9y4i7i8ToE9KMjm6Uni57zaMyO****");
  config.setRegionId("cn-shanghai");
  config.setEndpoint("cms-export-share.cn-shanghai.aliyuncs.com");
  return config;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Cursor(String namespace,String metric,Integer period,Long sta
rt,Long end,List<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hers> chain) throws Exception {
    Client client = new Client(getConfig(config));
    CursorRequest cursorRequest = new CursorRequest();
    cursorRequest.setNamespace(namespace);
    cursorRequest.setMetric(metric);
    cursorRequest.setPeriod(period);
    cursorRequest.setStartTime(start);
    cursorRequest.setEndTime(end);
    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hers matcher = new 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
hers();
    matcher.setLabel("userId").setOperator("EQUALS").setValue("173651113438****");
    cursorRequest.setMatchers(chain);
    CursorResponse cursorResponse = client.cursor(cursorRequest);
    if (cursorResponse == null || cursorResponse.getBody() == null || cursorResponse.
getBody().getData() == null
        || cursorResponse.getBody().getData().cursor == null) {
      return null;
    }
    return cursorResponse.getBody().getData().cursor;
}                          

ii. 导出监控数据。

public static String BatchGet(String cursor,String namespace,String metric,Integer le
ngth) throws Exception {
    Client client = new Client(getConfig(config));
    BatchGetRequest batchGetRequest = new BatchGetRequest();
    batchGetRequest.setNamespace(namespace);
    batchGetRequest.setMetric(metric);
    batchGetRequest.setCursor(cursor);
    batchGetRequest.setLength(length);
    BatchGetResponse batchGetResponse = client.batchGet(batchGetRequest);
    if (batchGetResponse == null || batchGetResponse.getBody() == null
        || batchGetResponse.getBody().getData() == null) {
      return null;
    }else {
      String json = JSON.toJSONString(batchGetResponse.getBody().getData());
      return json;
    }
}

iii. 连续导出监控指标  Availability 的监控数据。

例如：设置定时器为3秒，即每3秒导出一次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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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Demo1 {
    private String cursor;
    @Scheduled(cron = "*/3 * * * * ?")
    public void getCpuData() throws Exception {
        System.out.println("开始获取数据。");
        if(cursor == null){
            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hers matcher = new CursorRequest.CursorReq
uestMatchers();
            matcher.setLabel("userId").setOperator("EQUALS").setValue("173651113438**
**");
            List<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hers> chain  = new ArrayList<>();
            chain.add(matcher);
            cursor = GetDataUtil.getCursor("acs_networkmonitor","Availability",60,Sys
tem.currentTimeMillis() - 60 * 60 * 1000,Long.MAX_VALUE,chain);
        }
        String sth = GetDataUtil.BatchGet(cursor,"acs_networkmonitor","Availability",
10);
        JSONObject jsonObject = JSONObject.parseObject(sth);
        if(!StringUtils.isEmpty(jsonObject.getString("cursor"))){
            cursor = jsonObject.getString("cursor");
        }
        System.out.println("结束获取数据。");
    }

示例2：连续导出云监控中站点监控  acs_networkmonitor 的监控指标  Availability 和  Availabilit
y_new 的监控数据。

i. 获取Cur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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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static Config config = null;
private static Config getConfig(Config config){
  config = new Config();
  config.setAccessKeyId("LTAI4Fd8LkD2DeS1k79t****");
  config.setAccessKeySecret("9y4i7i8ToE9KMjm6Uni57zaMyO****");
  config.setRegionId("cn-shanghai");
  config.setEndpoint("cms-export-share.cn-shanghai.aliyuncs.com");
  return config;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Cursor(String namespace,String metric,Integer period,Long sta
rt,Long end,List<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hers> chain) throws Exception {
    Client client = new Client(getConfig(config));
    CursorRequest cursorRequest = new CursorRequest();
    cursorRequest.setNamespace(namespace);
    cursorRequest.setMetric(metric);
    cursorRequest.setPeriod(period);
    cursorRequest.setStartTime(start);
    cursorRequest.setEndTime(end);
    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hers matcher = new 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
hers();
    matcher.setLabel("userId").setOperator("EQUALS").setValue("173651113438****");
    cursorRequest.setMatchers(chain);
    CursorResponse cursorResponse = client.cursor(cursorRequest);
    if (cursorResponse == null || cursorResponse.getBody() == null || cursorResponse.
getBody().getData() == null
        || cursorResponse.getBody().getData().cursor == null) {
      return null;
    }
    return cursorResponse.getBody().getData().cursor;
}                          

ii. 导出监控数据。

public static String BatchGet(String cursor,String namespace,String metric,Integer le
ngth) throws Exception {
    Client client = new Client(getConfig(config));
    BatchGetRequest batchGetRequest = new BatchGetRequest();
    batchGetRequest.setNamespace(namespace);
    batchGetRequest.setMetric(metric);
    batchGetRequest.setCursor(cursor);
    batchGetRequest.setLength(length);
    BatchGetResponse batchGetResponse = client.batchGet(batchGetRequest);
    if (batchGetResponse == null || batchGetResponse.getBody() == null
        || batchGetResponse.getBody().getData() == null) {
      return null;
    }else {
      String json = JSON.toJSONString(batchGetResponse.getBody().getData());
      return json;
    }
}

iii. 连续导出监控指标  Availability 和  Availability_new 的监控数据。

例如：设置定时器为3秒，即每3秒导出一次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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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Demo2 {
    private String availabilityCursor;
    private String availability_newCursor;
    @Scheduled(cron = "*/3 * * * * ?")
    public void getCpuData() throws Exception {
        System.out.println("开始获取数据。");
        if(availabilityCursor == null){
            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hers matcher = new CursorRequest.CursorReq
uestMatchers();
            matcher.setLabel("userId").setOperator("EQUALS").setValue("173651113438**
**");
            List<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hers> chain  = new ArrayList<>();
            chain.add(matcher);
            availabilityCursor = GetDataUtil.getCursor("acs_networkmonitor","Availabi
lity",60,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60 * 60 * 1000,Long.MAX_VALUE,chain);
        }
        if(availability_newCursor == null){
            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hers matcher = new CursorRequest.CursorReq
uestMatchers();
            matcher.setLabel("userId").setOperator("EQUALS").setValue("173651113438**
**");
            List<CursorRequest.CursorRequestMatchers> chain  = new ArrayList<>();
            chain.add(matcher);
            availability_newCursor = GetDataUtil.getCursor("acs_networkmonitor","Avai
lability_new",60,System.currentTimeMillis() - 60 * 60 * 1000,Long.MAX_VALUE,chain);
        }
        String sth1 = GetDataUtil.BatchGet(availabilityCursor,"acs_networkmonitor","A
vailability",10);
        String sth2 = GetDataUtil.BatchGet(availability_newCursor,"acs_networkmonitor
","Availability_new",10);
        JSONObject jsonObject1 = JSONObject.parseObject(sth1);
        if(!StringUtils.isEmpty(jsonObject1.getString("cursor"))){
            availabilityCursor = jsonObject1.getString("cursor");
        }
        System.out.println("availability");
        System.out.println(sth1);
        JSONObject jsonObject2 = JSONObject.parseObject(sth2);
        if(!StringUtils.isEmpty(jsonObject2.getString("cursor"))){
            availability_newCursor = jsonObject2.getString("cursor");
        }
        System.out.println("availability_new");
        System.out.println(sth2);
        System.out.println("结束获取数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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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提供云监控中各云产品监控项的使用说明以及监控项索引表。

监控项使用说明监控项使用说明
当您需要调用云监控API接口时，可以通过下表链接获取云产品相关监控项
的NamespaceNamespace、Met ricNameMet ricName、DimensionsDimensions和PeriodPeriod。

监控项索引表监控项索引表

云产品分类 云产品

弹性计算

云服务器ECS

云盒

弹性伸缩

函数计算

专有宿主机

Serverless工作流

Serverless应用引擎

存储

对象存储OSS监控

专属块存储集群

文件存储NAS

文件存储HDFS

混合云备份

混合云容灾保护服务器

混合云容灾网关

云存储网关

表格存储

日志服务

15.附录1 云产品监控项15.附录1 云产品监控项
15.1. 概览15.1. 概览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云监控

249 > 文档版本：2022070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2844.html#concept-248230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22177.html#concept-1956281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4956.html#concept-249517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4978.html#concept-249529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6191.html#concept-2498678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5141.html#concept-249674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87708.html#concept-1985786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2870.html#concept-248232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21427.html#concept-249960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5138.html#concept-249674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5151.html#concept-2496852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6510.html#concept-249960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6193.html#concept-249880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6194.html#concept-249880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7344.html#concept-2500207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321889.html#concept-2499600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164687.html#concept-2493296


数据库

云数据库RDS版（RDS）

云数据库RDS版-PostgreSQL

云数据库RDS版-SQLServer

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X 1.0

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X 2.0存储节点

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X 2.0计算节点

云数据库PolarDB PostgreSQL

云数据库PolarDB MySQL（新版）

云数据库PolarDB Oracle

云数据库专属主机组

云数据库OceanBase版

云数据库MongoDB版-副本集

云数据库MongoDB版-分片集群

云数据库MongoDB版-单节点实例

新版云数据库Memcache

旧版云数据库Memcache

新版云数据库Memcache集群版

云数据库Redis版（旧版）

云数据库Redis版-全球多活（旧版）

Redis标准版

Redis集群版

Redis读写分离版

Tair容量存储型主从版

Tair持久内存型标准版

HBase标准版

云HBase增强版

HBase Serverless版

HBase数据同步服务

云数据库TSDB

云数据库Cassandra

HybridDB for MySQL

云原生多模数据库Lindorm

图数据库GDB

分析型数据库

云原生数据仓库AnalyticDB MySQL版3.0

云数据库ClickHouse

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

数据传输服务DTS（Migration）

数据传输服务DTS（Synchronization）

数据传输服务DTS（Change_tracking）

云产品分类 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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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DDoS高防国际

DDoS高防IP

新BGP高防

Web应用防火墙

内容安全

操作审计

大数据

流计算

交互式分析hologres

MaxCompute-按量付费

MaxCompute-通用

MaxCompute-包年包月Quota组资源

MaxCompute-包年包月用户资源

E-MapReduce

Databricks数据洞察

ElasticSearch

OpenSearch

阿里云LogstashService

智能推荐

智能推荐-智能召回引擎BE

智能推荐-TPP

数据总线DataHub

人工智能
PAI-EAS在线预测服务（旧版）

营销引擎

云产品分类 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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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CDN

负载均衡

应用型负载均衡

弹性公网IP

高速通道-对等连接

高速通道-边界路由器

高速通道-物理端口

增强型NAT网关

NAT网关

NAT网关带宽包

共享带宽

全球加速

全球加速独享型

全球加速共享型

VPN网关

云企业网-区域监控

云企业网-地域监控

云企业网-边缘路由器

IPV6公网带宽

私网连接PrivateLink

智能接入网关（硬件版）

智能接入网关（App）

智能接入网关（应用加速带宽）

私网连接终端节点

私网连接终端节点服务

任播弹性公网IP

CDN

PCDN

安全加速

全站加速

边缘节点服务ENS

云连接器

视频服务

媒体处理

视频直播

视频点播

云产品分类 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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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与中间件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旧版）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新版）

Kafka

消息服务-队列

消息服务-Topic

消息队列AMQP（实例版）

消息队列RocketMQ版

开发与运维 阿里云OpenAPI

物联网IoT
物联网平台

物联网平台-服务端订阅

企业应用与服务

API网关

邮件推送

区块链服务Fabric Orderer

区块链服务Fabric Peer

云产品分类 云产品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服务器ECS的监控项。

基础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ecs_dashboardacs_ecs_dashboard。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CS）突发性能实
例-预支CPU积分

Count AdvanceCredi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ECS）突发性能实
例-已消耗CPU积分

Count BurstCredi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ECS）CPU使用率 % CPU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15.2. 弹性计算15.2. 弹性计算
15.2.1. 云服务器ECS15.2.1. 云服务器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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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所有磁盘读
取BPS

Byte/s DiskRead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CS）所有磁盘每
秒读取次数

Count/Second DiskRead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ECS）所有磁盘写
入BPS

Byte/s DiskWrite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CS）所有磁盘每
秒写入次数

Count/Second DiskWrite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ECS）经典网络公
网流入流量

Byte InternetI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Sum

（ECS）经典网络公
网流入带宽

bit/s InternetIn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ECS）经典网络公
网流出流量

Byte InternetOu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Sum

（ECS）经典网络公
网流出带宽

bit/s InternetOut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ECS）经典网络公
网流出带宽使用率

%
InternetOutRate_P
erce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内网流入流
量

Byte IntranetI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Sum

（ECS）内网流入带
宽

bit/s IntranetIn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ECS）内网流出流
量

Byte IntranetOu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Sum

（ECS）内网流出带
宽

bit/s IntranetOut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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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突发性能实
例-超额CPU积分

Count
NotpaidSurplusCr
edit

userId、instanceId
Minimum、
Average、
Maximum

（ECS）突发性能实
例-累积CPU积分

Count TotalCredi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CS）IP维度公网
流入带宽

bit/s
VPC_PublicIP_Inter
netInRate

userId、
instanceId、ip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CS）IP维度公网
流出带宽

bit/s
VPC_PublicIP_Inter
netOutRate

userId、
instanceId、ip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CS）IP维度公网
流出带宽使用率

%
VPC_PublicIP_Inter
netOutRate_Perce
nt

userId、
instanceId、ip

Average

（ECS）持久内存读
带宽

MB/s aep_bw_read
userId、
instanceId、
aepName

Average

（ECS）持久内存写
带宽

MB/s aep_bw_write
userId、
instanceId、
aepName

Average

（ECS）持久内存读
操作

Count aep_iops_read
userId、
instanceId、
aepName

Average

（ECS）持久内存写
操作

Count aep_iops_write
userId、
instanceId、
aepName

Average

（ECS）同时连接数 Count
concurrentConnec
tion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EIP）EIP实例维度
流入带宽

bit/s eip_InternetIn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EIP）EIP实例维度
流出带宽

bit/s
eip_InternetOutRa
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ECS）入方向丢包
率

%
packetInDropRate
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ECS）出方向丢包
率

%
packetOutDropRa
te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操作系统级别监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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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ecs_dashboardacs_ecs_dashboard。

PeriodPeriod默认为15秒，也可以为15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Agent）cpu.cor
es

Count cpu_core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Agent）cpu.idle % cpu_idle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cpu.oth
er

% cpu_other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cpu.sys
tem

% cpu_system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cpu.tot
al

% cpu_total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cpu.use
r

% cpu_user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cpu.wai
t

% cpu_wai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disk.rea
d.bytes_device

Byte/s disk_readbyte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inimum、
Average、
Maximum

（Agent）disk.rea
d.iops_device

Count/s disk_readiop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inimum、
Average、
Maximum

（Agent）disk.wri
te.bytes_device

Byte/s disk_writebyte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disk.wri
te.iops_device

Count/s disk_writeiop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disk.usa
ge.avail_device

Byte diskusage_avail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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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disk.usa
ge.free_device

Byte diskusage_free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gent）disk.usa
ge.total_device

Byte diskusage_total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gent）disk.usa
ge.used_device

Byte diskusage_used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gent）disk.usa
ge.utilization_devi
ce

%
diskusage_utilizat
ion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gent）fs.inod
e.utilization_devic
e

%
fs_inodeutilizatio
n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gent）gpu.de
coder.utilization_
gpuid

%
gpu_decoder_utili
zation

userId、
instanceId、gpu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enc
oder.utilization_g
puid

%
gpu_encoder_utili
zation

userId、
instanceId、gpu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te
mperature_gpuid

℃
gpu_gpu_temper
ature

userId、
instanceId、gpu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use
dutilization_gpuid

%
gpu_gpu_usedutil
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gpu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me
mory.free.space_
gpuid

Byte
gpu_memory_fre
espace

userId、
instanceId、gpu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me
mory.free.utilizati
on_gpuid

%
gpu_memory_fre
eu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gpu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me
mory.used.space_
gpuid

Byte
gpu_memory_use
dspace

userId、
instanceId、gpu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me
mory.used.utilizat
ion_gpuid

%
gpu_memory_use
du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gpu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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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gpu.po
wer.readingspow
erdraw_gpuid

W
gpu_power_readi
ngs_power_draw

userId、
instanceId、gpu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roup.g
pu.decoder.utiliza
tion

%
group_gpu_deco
der_utilization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roup.g
pu.encoder.utiliza
tion

%
group_gpu_encod
er_utilization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roup.g
pu.gpu.temperat
ure

℃
group_gpu_gpu_t
emperature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roup.g
pu.usedutilization

%
group_gpu_gpu_u
sedutilization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roup.g
pu.memory.free.s
pace

Byte
group_gpu_mem
ory_freespace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roup.g
pu.memory.free.u
tilization

%
group_gpu_mem
ory_freeutilization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roup.g
pu.memory.used.
space

Byte
group_gpu_mem
ory_usedspace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roup.g
pu.memory.used.
utilization

%
group_gpu_mem
ory_usedutilizatio
n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roup.g
pu.power.reading
spowerdraw

W
group_gpu_powe
r_readings_power
_draw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de
coder.utilization

%
instance_gpu_dec
oder_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enc
oder.utilization

%
instance_gpu_enc
oder_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gp
u.temperature

℃
instance_gpu_gpu
_temperatur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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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gpu.use
dutilization

%
instance_gpu_gpu
_used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me
mory.free.space

Byte
instance_gpu_me
mory_freespac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me
mory.free.utilizati
on

%
instance_gpu_me
mory_freeutilizati
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me
mory.used.space

Byte
instance_gpu_me
mory_usedspac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me
mory.used.utilizat
ion

%
instance_gpu_me
mory_usedutilizat
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gpu.po
wer.readingspow
erdraw

W
instance_gpu_po
wer_readings_po
wer_draw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load.15
m

/ load_15m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load.1
m

/ load_1m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gent）load.5
m

/ load_5m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load.15
m.percore

/
load_per_core_15
m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load.1
m.percore

/
load_per_core_1
m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load.5
m.percore

/
load_per_core_5
m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memor
y.actualused.spac
e

Byte
memory_actualus
edspac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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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memor
y.free.space

Byte
memory_freespac
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gent）memor
y.free.utilization

%
memory_freeutiliz
ation

userId、instanceId
Minimum、
Maximum、
Average

（Agent）memor
y.total.space

Byte
memory_totalspa
ce

userId、instanceId
Minimum、
Average、
Maximum

（Agent）memor
y.used.space

Byte
memory_usedspa
ce

userId、instanceId
Minimum、
Maximum、
Average

（Agent）memor
y.used.utilization

%
memory_usedutili
zation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networ
k.tcp.connection_
state

Count
net_tcpconnectio
n

userId、
instanceId、stat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networ
k.in.droppackages
.percent_device

%
networkin_dropp
ackages_percent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gent）networ
k.in.errorpackages
_device

Count/s
networkin_errorp
ackage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Agent）networ
k.in.packages_dev
ice

Count/s
networkin_packag
e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inimum、
Average、
Maximum

（Agent）networ
k.in.rate_device

bit/s networkin_rate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gent）networ
k.out.droppackag
es.percent_device

%
networkout_drop
packages_percent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gent）networ
k.out.errorpackag
es_device

Count/s
networkout_error
package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Agent）networ
k.out.packages_d
evice

Count/s
networkout_pack
ages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Minimum、
Maximum、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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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networ
k.out.rate_device

bit/s networkout_rate
userId、
instanceId、
devic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gent）process
.cpu_pid

% process.cpu
userId、
instanceId、
name、pid

Average

（Agent）process
.count_processna
me

Count/Min process.number
userId、
instanceId、
processName

Average

（旧
Agent）cpu.total

% vm.CPU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旧
Agent）disk.read
bytes_diskname

Byte/s vm.DiskIORead
userId、
instanceId、
disknam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旧
Agent）disk.write
bytes_diskname

Byte/s vm.DiskIOWrite
userId、
instanceId、
disknam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旧
Agent）fs.inode.u
tilization_mountp
oint

%
vm.DiskIusedUtiliz
ation

userId、
instanceId、
mountpoint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旧
Agent）disk.usag
e.utilization_mou
ntpoint

% vm.DiskU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
mountpoint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旧
Agent）load.1m

vm.LoadAverage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旧
Agent）memory.u
sed.utilization

%
vm.MemoryUtiliza
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旧
Agent）network.t
cp.connection_sta
te

Count/Min vm.TcpCount
userId、
instanceId、stat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旧
Agent）process.c
ount

Count/Min vm.ProcessCo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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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服务器ECS的云盒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cloudboxacs_cloudbox。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块存储容量监控 GB ebs_capacit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块存储剩余存储容
量监控

GB ebs_free_capacit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IDC湿度监控 %RH idc_humidit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IDC机柜湿度监控 %RH idc_rack_humidity
userId、
instanceId、rackId

Average

IDC机柜温度监控 ℃
idc_rack_temperat
ure

userId、
instanceId、rackId

Average

IDC温度监控 ℃ idc_temperatur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流入带宽 bit/second network_in_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流入限速丢包速率 package/second
network_in_drop_
p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流入包速率 package/second network_in_p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流出带宽 bit/second network_out_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流出限速丢包速率 package/second
network_out_drop
_p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流出包速率 package/second network_out_p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弹性伸缩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ess_dashboardacs_ess_dashboard。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15.2.2. 云盒15.2.2. 云盒

15.2.3. 弹性伸缩15.2.3. 弹性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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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实例数 Count MaxInstanceCo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最小实例数 Count MinInstanceCo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正在加入实例数 Count
PendingInstanceC
o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正在移除实例数 Count
RemovingInstance
Co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运行实例数 Count
RunningInstanceCo
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总实例数 Count
TotalInstanceCoun
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函数计算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f cacs_f c。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超时丢弃 Count
FunctionAsyncEven
tExpiredDropped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平均处理延时 Second
FunctionAsyncMes
sageLatencyAvg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最大处理延时 Second
FunctionAsyncMes
sageLatencyMax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平均Duration ms
FunctionAvgDurati
on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15.2.4. 函数计算15.2.4. 函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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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BillableInv
ocations

Count
FunctionBillableInv
ocation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BillableInvocations
占比

%
FunctionBillableInv
ocationsRate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CPU使用情况 %
FunctionCPUPerce
nt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CPU配额 %
FunctionCPUQuota
Percent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ClientErrors次数 Count
FunctionClientError
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ClientErrors占比 %
FunctionClientError
sRate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并发实例超上限 Count
FunctionConcurren
cyThrottle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FunctionConcurren
tCount

Count
FunctionConcurren
tCount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并发请求数 Count
FunctionConcurren
tRequest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Average、
Maximum

资源使用量 Count FunctionCost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请求处理完成 Count
FunctionDequeueC
ount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目标触发失败 Count
FunctionDestinatio
nError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请求入队 Count
FunctionEnqueueC
ount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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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Errors Count
FunctionFunctionEr
ror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FunctionErrors占比 %
FunctionFunctionEr
rorsRate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端到端平均延时 Second
FunctionLatencyAv
g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端到端最大延时 Second
FunctionLatencyM
ax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最大内存使用 MB
FunctionMaxMemo
ryUsage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内存配额 MB
FunctionMemoryLi
mitMB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Average、
Maximum

函数已使用按量实
例数

Count
FunctionOndeman
dActiveInstance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基于预留实例调用 Count
FunctionProvisionI
nvocation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函数预留实例数 Count
FunctionProvisione
dCurrentInstance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FunctionQualifierC
oncurrentCount

Count
FunctionQualifierC
oncurrentCount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qualifier

Value

入网流量 Byte/s
FunctionRXBytesP
erSec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Average、
Maximum

磁盘使用率 Count
FunctionResource
Throttle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ServerErrors Count
FunctionServerErro
r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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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Errors占比 %
FunctionServerErro
rsRate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出网流量 Byte/s
FunctionTXBytesP
erSec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Throttles Count FunctionThrottle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Throttles占比 %
FunctionThrottles
Rate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TotalInvocations Count
FunctionTotalInvo
cation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functionName

Value

RegionBillableInvo
cations

Count
RegionBillableInvo
cations

userId、region Value

RegionBillableInvo
cations占比

%
RegionBillableInvo
cationsRate

userId、region Value

RegionClientErrors Count RegionClientErrors userId、region Value

RegionClientErrors
占比

%
RegionClientErrors
Rate

userId、region Value

并发实例上限 Count
RegionConcurrenc
yLimit

userId、region Value

RegionConcurrentC
ount

Count
RegionConcurrent
Count

userId、region Value

RegionFunctionErr
ors

Count
RegionFunctionErr
ors

userId、region Value

实例总数超上限 Count
RegionResourceTh
rottles

userId、region
Average、
Maximum

RegionServerErrors
占比

% RegionServerErrors userId、region Value

RegionThrottles Count RegionThrottles userId、region Value

RegionThrottles占
比

%
RegionThrottlesRa
te

userId、region Value

RegionTotalInvoca
tions

Count
RegionTotalInvoca
tions

userId、region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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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BillableInvo
cations

Count
ServiceBillableInvo
cation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Value

ServiceBillableInvo
cations占比

%
ServiceBillableInvo
cationsRate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Value

ServiceClientErrors Count ServiceClientError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Value

ServiceClientErrors
占比

%
ServiceClientErrors
Rate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Value

ServiceConcurrent
Count

Count
ServiceConcurrent
Count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Value

函数错误 Count
ServiceFunctionErr
or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Value

实例总数超上限 Count
ServiceResourceTh
rottle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Value

ServiceServerErrors Count
ServiceServerError
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Value

ServiceServerErrors
占比

%
ServiceServerError
sRate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Value

ServiceThrottles Count ServiceThrottle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Value

ServiceThrottles占
比

%
ServiceThrottlesRa
te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Value

ServiceTotalInvoca
tions

Count
ServiceTotalInvoca
tions

userId、region、
serviceNam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专有宿主机DDH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dhacs_ddh。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专有宿主机上VM总
的CPU利用率

% UserCpuUtilization
userId、
DedicatedHostId

Value

15.2.5. 专有宿主机15.2.5. 专有宿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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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宿主机上VM磁
盘读BPS

Byte/s UserDiskReadBPS
userId、
DedicatedHostId

Value

专有宿主机上VM磁
盘读IOPS

IOPS UserDiskReadIOPS
userId、
DedicatedHostId

Value

专有宿主机上VM磁
盘写BPS

Byte/s UserDiskWriteBPS
userId、
DedicatedHostId

Value

专有宿主机上VM磁
盘写IOPS

IOPS UserDiskWriteIOPS
userId、
DedicatedHostId

Value

专有宿主机上VM入
方向网络每秒带宽

bit/s
UserNetworkRxBa
ndwidth

userId、
DedicatedHostId

Value

专有宿主机上VM入
方向网络每秒收包
数

PPS
UserNetworkRxPP
S

userId、
DedicatedHostId

Value

专有宿主机上VM出
方向网络每秒带宽

bit/s
UserNetworkTxBa
ndwidth

userId、
DedicatedHostId

Value

专有宿主机上VM出
方向网络每秒发包
数

PPS
UserNetworkTxPP
S

userId、
DedicatedHost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Serverless工作流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f nfacs_f nf 。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流程执行时长 Ms
ExecutionExecT im
eMs

userId、flowName Value

流程执行失败次数 Count ExecutionsFailed userId、flowName Count

流程启动次数 Count ExecutionsStarted userId、flowName Count

流程执行停止次数 Count
ExecutionsStoppe
d

userId、flowName Count

流程执行成功次数 Count
ExecutionsSuccee
ded

userId、flowName Count

15.2.6. Serverless工作流15.2.6. Serverless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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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执行超时次数 Count
ExecutionsT imedO
ut

userId、flowName Count

流程状态转换数 Count StepTransitions userId、flowName Count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Serverless应用引擎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serverlessacs_serverles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应用CPU % cpu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磁盘IOPS读 Count/Second diskIopsRead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磁盘IOPS写 Count/Second diskIopsWrite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磁盘IO吞吐率读 Byte/Second diskRead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磁盘总量 Kilobyte diskTotal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磁盘使用量 Kilobyte diskUsed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磁盘IO吞吐率写 Byte/Second diskWrite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已使用内存 MB
instanceId_memor
yUsed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CPU % instance_cpu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15.2.7. Serverless应用引擎15.2.7. Serverless应用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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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磁盘IOPS读 Count/Second
instance_diskIopsR
ead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磁盘IOPS写 Count/Second
instance_diskIops
Write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磁盘IO吞吐率读 Byte/Second instance_diskRead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磁盘总量 Kilobyte instance_diskTotal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磁盘使用量 Kilobyte instance_diskUsed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磁盘IO吞吐率写 Byte/Second instance_diskWrite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平均负载 min instance_load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总内存 MB
instance_memory
Total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已使用内存 MB
instance_memory
Used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接收字节 Byte/Second instance_netRecv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总接收字节 Byte
instance_netRecvB
ytes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接收数据丢包 Count/Second
instance_netRecvD
rop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接收错误数据
包

Count/Second
instance_netRecvE
rror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接收数据包 Count/Second
instance_netRecvP
acket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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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发送字节 Byte/Second instance_netTran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总发送字节 Byte
instance_netTranB
ytes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发送数据丢包 Count/Second
instance_netTranD
rop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发送错误数据
包

Count/Second
instance_netTranE
rror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发送数据包 Count/Second
instance_netTranP
acket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活跃TCP连接数 Count
instance_tcpActive
Conn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非活跃TCP连接
数

Count
instance_tcpInacti
veConn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总TCP连接数 Count
instance_tcpTotal
Conn

userId、app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平均负载 min load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总内存 MB memoryTotal userId、appId Average

应用已使用内存 MB memoryUsed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接收字节 Byte/Second netRecv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总接收字节 Byte netRecvBytes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接收数据丢包 Count/Second netRecvDrop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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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接收错误数据
包

Count/Second netRecvError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接收数据包 Count/Second netRecvPacket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发送字节 Byte/Second netTran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总发送字节 Byte netTranBytes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发送数据丢包 Count/Second netTranDrop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发送错误数据
包

Count/Second netTranError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发送数据包 Count/Second netTranPacket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活跃TCP连接数 Count tcpActiveConn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非活跃TCP连接
数

Count tcpInactiveConn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应用总TCP连接数 Count tcpTotalConn userId、ap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对象存储OSS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oss_dashboardacs_oss_dashboard。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15.3. 存储15.3. 存储
15.3.1. 对象存储OSS监控15.3.1. 对象存储OSS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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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监控项CDN流入计量流量CDN流入计量流量、CDN流出计量流量CDN流出计量流量、公网流入计量流量公网流入计量流量、公网流出计量流公网流出计量流
量量、跨区域复制流入计量流量跨区域复制流入计量流量和跨区域复制流出计量流量跨区域复制流出计量流量的PeriodPeriod默认为3600秒，也可以为3600的
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AppendObject成功
请求数

Count
AppendObjectCou
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AppendObject请求
平均E2E延时

Millisecond
AppendObjectE2e
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AppendObject请求
平均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AppendObjectServ
er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客户端授权错误请
求总数

Count
AuthorizationError
C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客户端授权错误请
求占比

%
AuthorizationError
Rate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可用性 % Availabilit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CDN流入流量 Byte CdnRecv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CDN流出流量 Byte CdnSend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客户端其他错误请
求总数

Count
ClientOtherErrorCo
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客户端其他错误请
求占比

%
ClientOtherErrorRa
te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客户端超时错误请
求总数

Count
ClientT imeoutError
C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客户端超时错误请
求占比

%
ClientT imeoutError
Rate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CopyObject成功请
求数

Count CopyObjectC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CopyObject请求平
均E2E延时

ms
CopyObjectE2eLat
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CopyObject请求平
均服务器延时

ms
CopyObjectServerL
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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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Object成功
请求数

Count
DeleteObjectCoun
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DeleteObjects成功
请求数

Count
DeleteObjectsCou
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GetObject成功请求
数

Frequency GetObjectC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GetObject请求平均
E2E延时

Millisecond
GetObjectE2eLate
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GetObject请求平均
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GetObjectServerLa
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HeadObject成功请
求数

Count HeadObjectC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HeadObject请求平
均E2E延时

Millisecond
HeadObjectE2eLat
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HeadObject请求平
均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HeadObjectServer
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公网流入流量 Byte InternetRecv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公网流入带宽 bps
InternetRecvBand
width

userId、
BucketName

InternetRecvBand
width

公网流出流量 Byte InternetSend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公网流出带宽 bps
InternetSendBand
width

userId、
BucketName

InternetSendBand
width

内网流入流量 Byte IntranetRecv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内网流入带宽 bps
IntranetRecvBand
width

userId、
BucketName

IntranetRecvBand
width

内网流出流量 Byte IntranetSend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内网流出带宽 bps
IntranetSendBand
width

userId、
BucketName

IntranetSendBand
width

AppendObject请求
最大E2E延时

Millisecond
MaxAppendObject
E2e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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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Object请求
最大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MaxAppendObject
Server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CopyObject请求最
大E2E延迟

ms
MaxCopyObjectE2
e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CopyObject请求最
大服务器延时

ms
MaxCopyObjectSer
ver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GetObject请求最大
E2E延时

Millisecond
MaxGetObjectE2eL
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GetObject请求最大
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MaxGetObjectServ
er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HeadObject请求最
大E2E延时

Millisecond
MaxHeadObjectE2
e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HeadObject请求最
大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MaxHeadObjectSer
ver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PostObject请求最
大E2E延时

Millisecond
MaxPostObjectE2e
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PostObject请求最
大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MaxPostObjectSer
ver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PutObject请求最大
E2E延时

Millisecond
MaxPutObjectE2eL
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PutObject请求最大
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MaxPutObjectServ
er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UploadPartCopy请
求最大E2E延时

Millisecond
MaxUploadPartCo
pyE2e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UploadPartCopy请
求最大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MaxUploadPartCo
pyServer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UploadPart请求最
大E2E延时

Millisecond
MaxUploadPartE2e
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UploadPart请求最
大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MaxUploadPartSer
ver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CDN流入计量流量 Byte MeteringCdnRX

userId、
BucketName、
region、
storageTyp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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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流出计量流量 Byte MeteringCdnTX

userId、
BucketName、
region、
storageType

Value

Get类请求数 Count
MeteringGetReque
st

userId、
BucketName、
region、
storageType

Value

公网流入计量流量 Byte
MeteringInternetR
X

userId、
BucketName、
region、
storageType

Value

公网流出计量流量 Byte
MeteringInternetT
X

userId、
BucketName、
region、
storageType

Value

MeteringIntranetR
X

Byte
MeteringIntranetR
X

userId、
BucketName、
region、
storageType

Value

MeteringIntranetT
X

Byte
MeteringIntranetT
X

userId、
BucketName、
region、
storageType

Value

Put类请求数 Count
MeteringPutReque
st

userId、
BucketName、
region、
storageType

Value

存储大小 Byte
MeteringStorageU
tilization

userId、
BucketName、
region、
storageType

Value

跨区域复制流入计
量流量

Byte MeteringSyncRX

userId、
BucketName、
region、
storageType

Value

跨区域复制流出计
量流量

Byte MeteringSyncTX

userId、
BucketName、
region、
storageType

Value

[镜像回源]指定回源
源站的正常请求平
均延时

Millisecond
MirrorAverageLate
ncy

userId、
BucketName、
host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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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回源]指定返回
值和回源源站的请
求平均延时

Millisecond
MirrorAverageLate
ncyByStatus

userId、
BucketName、
host、status

Value

[镜像回源]指定回源
源站的正常请求总
数

Frequency
MirrorRequestCou
nt

userId、
BucketName、
host

Value

[镜像回源]指定返回
值和回源源站的请
求总数

Frequency
MirrorRequestCou
ntByStatus

userId、
BucketName、
host、status

Value

[镜像回源]指定回源
源站的正常请求平
均传输速度

Byte/s
MirrorRequestTran
sferSpeed

userId、
BucketName、
host

Value

[镜像回源]指定返回
值和回源源站的请
求平均传输速度

Byte/s
MirrorRequestTran
sferSpeedByStatu
s

userId、
BucketName、
host、status

Value

[镜像回源]指定回源
源站的正常请求流
入流量

Byte MirrorTraffic
userId、
BucketName、
host

Value

[镜像回源]指定返回
值和回源源站的请
求流入流量

Byte
MirrorTrafficBySta
tus

userId、
BucketName、
host、status

Value

网络错误请求总数 Count
NetworkErrorCoun
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网络错误请求占比 % NetworkErrorRate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PostObject成功请
求数

Count PostObjectC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PostObject请求平
均E2E延时

Millisecond
PostObjectE2eLat
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PostObject请求平
均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PostObjectServerL
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PutObject成功请求
数

Count PutObjectC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PutObject请求平均
E2E延时

Millisecond
PutObjectE2eLate
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PutObject请求平均
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PutObjectServerLa
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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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请求总数 Count RedirectC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重定向请求占比 % RedirectRate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有效请求率 % RequestValidRate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客户端资源不存在
错误请求总数

Count
ResourceNotFoun
dErrorC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客户端资源不存在
错误请求占比

%
ResourceNotFoun
dErrorRate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服务端错误请求总
数

Count ServerErrorC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服务端错误请求占
比

% ServerErrorRate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成功请求总数 Count SuccessC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成功请求占比 % SuccessRate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跨区域复制流入流
量

Byte SyncRecv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跨区域复制流出流
量

Byte SyncSend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总请求数 Count
TotalRequestCoun
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UploadPartCopy成
功请求数

Count
UploadPartCopyC
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UploadPartCopy请
求平均E2E延时

Millisecond
UploadPartCopyE2
e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UploadPartCopy请
求平均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UploadPartCopySe
rverL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UploadPart成功请
求数

Count UploadPartCoun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UploadPart请求平
均E2E延时

Millisecond
UploadPartE2eLat
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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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oadPart请求平
均服务器延时

Millisecond
UploadPartServerL
atency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用户层级客户端授
权错误请求总数

Count
UserAuthorization
ErrorCount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客户端授
权错误请求占比

%
UserAuthorization
ErrorRate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可用性 % UserAvailability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CDN流入流
量

Byte UserCdnRecv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CDN流出流
量

Byte UserCdnSend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客户端其
他错误请求总数

Count
UserClientOtherErr
orCount

userId Value

客户端超时错误请
求占比

%
UserClientOtherErr
orRate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客户端超
时错误请求总数

Count
UserClientT imeout
ErrorCount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客户端超
时错误请求占比

%
UserClientT imeout
ErrorRate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公网流入
流量

Byte UserInternetRecv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公网流出
流量

Byte UserInternetSend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内网流入
流量

Byte UserIntranetRecv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内网流出
流量

Byte UserIntranetSend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网络错误
请求总数

Count
UserNetworkError
Count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网络错误
请求占比

%
UserNetworkError
Rate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重定向请
求总数

Count UserRedirectCount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重定向请
求占比

% UserRedirectRate user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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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层级有效请求
率

%
UserRequestValidR
ate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客户端资
源不存在错误请求
总数

Count
UserResourceNotF
oundErrorCount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客户端资
源不存在错误请求
占比

%
UserResourceNotF
oundErrorRate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服务端错
误请求总数

Count
UserServerErrorCo
unt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服务端错
误请求占比

%
UserServerErrorRat
e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成功请求
总数

Count UserSuccessCount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成功请求
占比

% UserSuccessRate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跨区域复
制流入流量

Byte UserSyncRecv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跨区域复
制流出流量

Byte UserSyncSend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总请求数 Count
UserTotalRequest
Count

userId Value

用户层级有效请求
数

Count
UserValidRequestC
ount

userId Value

有效请求数 Count
ValidRequestCoun
t

userId、
BucketNam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专属块存储集群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iskacs_disk。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15.3.2. 专属块存储集群15.3.2. 专属块存储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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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专属块存储集群剩
余存储容量监控

GB
dbsc_free_storag
e_capacit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专属块存储集群容
量监控

GB
dbsc_storage_cap
acit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文件存储NAS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nasacs_na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用型NAS数据量
（不含低频介质）

Byte AlignedSize
userId、
fileSystemId

Value

文件数 Count FileCount
userId、
fileSystemId

Value

读IOPS op/s IopsRead
userId、
fileSystemId

Value

写IOPS op/s IopsWrite
userId、
fileSystemId

Value

读延迟 ms LatencyRead
userId、
fileSystemId

Value

写延迟 ms LatencyWrite
userId、
fileSystemId

Value

元数据QPS op/s QpsMeta
userId、
fileSystemId

Value

低频介质数据量 Byte
SecondaryAligned
Size

userId、
fileSystemId

Value

读吞吐 Byte/s ThruputRead
userId、
fileSystemId

Value

写吞吐 Byte/s ThruputWrite
userId、
fileSystemId

Value

15.3.3. 文件存储NAS15.3.3. 文件存储NAS

15.3.4. 文件存储HDFS15.3.4. 文件存储H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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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文件存储HDFS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hdf sacs_hdf 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文件系统读请求频
率

Count/Second read_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文件系统读取请求
大小

Byte read_iosiz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文件系统每秒读取
字节数

Byte/s read_throughpu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文件系统空间剩余
量

Byte
remaining_storage
spac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文件系统空间使用
率

% storage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文件系统空间使用
量

Byte
used_storagespac
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文件系统写请求频
率

Count/Second write_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文件系统写入请求
大小

Byte write_iosiz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文件系统每秒写入
字节数

Byte/s write_throughpu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混合云备份HBR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hbracs_hbr。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仓库存储数据量 Byte
vault_storage_siz
e

userId、vaultId Maximum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混合云容灾服务HDR的保护服务器的监控项。

15.3.5. 混合云备份15.3.5. 混合云备份

15.3.6. 混合云容灾保护服务器15.3.6. 混合云容灾保护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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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hdracs_hdr。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服务器RPO s
server_info_server.
rpo

userId、serverId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混合云容灾服务HDR的网关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hdracs_hdr。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网关CPU空闲率 % cpu_usage_idle userId、gatewayId Average

网关内存使用率 %
mem_used_perce
nt

userId、gatewayId Average

网关流入流量 Byte net_bytes_recv
userId、
gatewayId、
interface

Maximum

网关流出流量 Byte net_bytes_sent
userId、
gatewayId、
interface

Maximum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存储网关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hcs_sgwacs_hcs_sgw。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文件网关的每个共
享的缓存使用率

%
cache_used_perce
nt

userId、
gatewayId、share

Average

网关CPU用户态空间
使用率

% cpu_user userId、gatewayId Average

网关内存使用率 %
mem_used_perce
nt

userId、gatewayId Average

15.3.7. 混合云容灾网关15.3.7. 混合云容灾网关

15.3.8. 云存储网关15.3.8. 云存储网关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云监控

283 > 文档版本：20220701



文件网关的每个共
享的元数据盘使用
率

%
meta_used_perce
nt

userId、
gatewayId、share

Average

文件网关NFS客户端
使用连接数百分比

%
nfs_used_connecti
on_percent

userId、gatewayId Average

文件网关的每个共
享的前端读写速度

KB/s rw_rate
userId、
gatewayId、share

Average

文件网关的每个共
享的Throttling状态

State throttling
userId、
gatewayId、share

Average

文件网关的每个共
享的数据上云速度

KB/s upload_rate
userId、
gatewayId、share

Average

块网关的每个卷的
缓存使用率

%
vol_cache_used_p
ercent

userId、gateway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表格存储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ot s_newacs_ot s_new。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2xx请求 CountSecond
InstanceCount2xx
Number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429请求 CountSecond
InstanceCount429
Number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4xx请求 CountSecond
InstanceCount4xx
Number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5xx请求 CountSecond
InstanceCount5xx
Number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外网流入流量 Byte/s
InstanceExtranetIn
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外网流出流量 Byte/s
InstanceExtranetO
ut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失败行数 CountS
InstanceFailRowCo
unt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15.3.9. 表格存储15.3.9. 表格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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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外网流出流量 Byte/s
InstanceFreeExtran
etOut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内部读CU CountS
InstanceFreeReadC
U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内部写CU CountS
InstanceFreeWrite
CU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内网流入流量 Byte/s
InstanceIntranetIn
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内网流出流量 Byte/s
InstanceIntranetO
ut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实例超量读CU CountS
InstanceOverRead
CU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实例超量写CU CountS
InstanceOverWrite
CU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操作读CU CountS
InstanceReadCU_N
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总请求 CountSecond
InstanceRequestN
umber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实例预留VCU CountSecond
InstanceReservedV
CU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Sum

总行数 CountS
InstanceRowCount
_N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实例VCU CountS InstanceVCU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Sum

操作写CU CountS
InstanceWriteCU_N
oOp

userId、region、
instanceNam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日志服务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sls_dashboardacs_sls_dashboard。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15.3.10. 日志服务15.3.10. 日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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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发生错误IP统计 Frequency AlarmIPCount

userId、project、
logstore、
alarm_type、
source_ip

Count

客户端错误次数 Frequency AlarmPV
userId、project、
logstore

Sum

客户端错误机器数 Frequency AlarmUV
userId、project、
logstore

Count

消费落后时长 Second
ConsumerGroupFa
llBehind

userId、project、
logstore、
consumerGroup

Maximum

客户端解析失败行
数

Line FailedLines
userId、project、
logstore

Sum

写入行数 Line/Minute InflowLine
userId、project、
logstore

Sum

服务状态 Count LogCodeQPS
userId、project、
logstore、status

Count

流入流量 Byte LogInflow
userId、project、
logstore

Sum

操作次数 Count LogMethodQPS
userId、project、
logstore、method

Count

流出流量 Byte LogOutflow
userId、project、
logstore

Sum

网络流入流量 Byte NetFlow
userId、project、
logstore

Sum

客户端解析成功流
量

Byte SuccessdByte
userId、project、
logstore

Sum

客户端解析成功行
数

Line SuccessdLines
userId、project、
logstore

Sum

总体QPS Count SumQPS
userId、project、
logstore

Count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RDS版的监控项。

15.4. 数据库15.4. 数据库
15.4.1. 云数据库RDS版（RDS）15.4.1. 云数据库RDS版（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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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rds_dashboardacs_rds_dashboard。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说明 说明 对于Microsoft  SQL Server实例，只有2008 R2版本支持连接数使用率和内存使用率。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连接数使用率 % Connection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CPU使用率 % Cpu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只读实例延迟 Second DataDela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磁盘使用率 % Disk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IOPS使用率 % IOPS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内存使用率 % Memory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MySQL_ActiveSessi
ons

Count
MySQL_ActiveSessi
on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MySQL每秒Delete
量

CountSecond MySQL_ComDele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每秒Insert量 CountSecond MySQL_ComInse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每秒
InsertSelect量

CountSecond
MySQL_ComInsert
Selec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每秒Replace
量

CountSecond
MySQL_ComReplac
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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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每秒
ReplaceSelect量

CountSecond
MySQL_ComReplac
eSelec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每秒Select
量

CountSecond MySQL_ComSelec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每秒Update
量

CountSecond
MySQL_ComUpdat
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数据磁盘使
用量

MB
MySQL_DataDiskSi
z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BP脏页百分
率

%
MySQL_IbufDirtyRa
tio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BP读命中率 %
MySQL_IbufReadHi
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每秒逻辑读
次数

CountSecond
MySQL_IbufReques
tR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每秒逻辑写
次数

CountSecond
MySQL_IbufReques
tW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BP利用率 %
MySQL_IbufUseRat
io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InnoDB每秒
读取数据量

KB
MySQL_InnoDBDat
aRea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InnoDB每秒
写入数据量

KB
MySQL_InnoDBDat
aWritte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InnoDB每秒
日志fsync量

CountSecond
MySQL_InnoDBLog
Fsync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InnoDB每秒
日志写请求次数

CountSecond
MySQL_InnoDBLog
WriteRequest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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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_InnoDB每秒
日志物理写次数

CountSecond
MySQL_InnoDBLog
Write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InnoDB每秒
删除行数

CountSecond
MySQL_InnoDBRow
Dele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InnoDB每秒
插入行数

CountSecond
MySQL_InnoDBRow
Inse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InnoDB每秒
读取行数

CountSecond
MySQL_InnoDBRow
Rea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InnoDB每秒
更新行数

CountSecond
MySQL_InnoDBRow
Upd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实例磁盘使
用量

MB
MySQL_InstanceDis
kSiz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日志磁盘使
用量

MB
MySQL_LogDiskSiz
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网络流入带
宽

bit/s
MySQL_NetworkIn
New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MySQL网络流出带
宽

bit/s
MySQL_NetworkO
utNew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MySQL_其他磁盘使
用量

MB
MySQL_OtherDiskSi
z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ProxyCpu使
用率

%
MySQL_ProxyCpuU
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每秒查询量 CountSecond MySQL_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只读实例IO线程状态 Value
MySQL_SlaveIORun
ning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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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读实例SQL线程状
态

Value
MySQL_SlaveSQLR
unning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每秒慢查询
量

CountSecond
MySQL_SlowQueri
e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每秒事务数 CountSecond MySQL_T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每秒创建临
时表数量

CountSecond
MySQL_TempDiskT
ableCreate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线程连接数 Count
MySQL_ThreadsCo
nnecte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活跃线程数 Count
MySQL_ThreadsRu
nning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_临时磁盘使
用量

MB
MySQL_TmpDiskSi
z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ySQL每秒物理读
次数

CountSecond
MySQL_ibufPoolRe
ad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QLServer网络流入
带宽

bit/s
SQLServer_Networ
kInNew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SQLServer网络流出
带宽

bit/s
SQLServer_Networ
kOutNew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RDS版的PostgreSQL数据库云盘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rds_dashboardacs_rds_dashboard。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15.4.2. 云数据库RDS版-PostgreSQL15.4.2. 云数据库RDS版-PostgreSQL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 文档版本：20220701 290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PG_数据库年龄 xids PG_DB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G_非活跃复制槽数
量

Count PG_InactiveSlot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G_最慢SQL执行耗
时

Second
PG_MaxExecutingS
QLTim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G_最大复制槽延迟 MB
PG_MaxSlotWalDel
a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G_只读同步延迟 Second PG_RO_ReadLag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G_只读流复制状态 Value
PG_RO_Streaming
Statu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G_最慢Standby回
放延迟

MB PG_ReplayLatenc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G_最长事务执行耗
时

Second PG_SwellT im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G_每CPU平均活跃
连接数

Count
active_connection
s_per_cpu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G_连接数使用率 % conn_usga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G_CPU使用率 % cpu_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G_五秒慢SQL Count
five_seconds_exec
uting_sql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PG_IOPS使用率 % iops_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G_INODE使用率 %
local_fs_inode_us
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G_磁盘空间使用率 %
local_fs_size_usag
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G_内存使用率 % mem_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G_一秒慢SQL Count
one_second_exec
uting_sql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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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_三秒慢SQL Count
three_seconds_ex
ecuting_sql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RDS版SQLServer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rds_dashboardacs_rds_dashboard。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SQLServerCpu使用
率

%
SQLServer_CpuUsa
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QLServer磁盘使用
率

%
SQLServer_DiskUsa
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QLServer每秒IO次
数

CountSecond SQLServer_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QLServer网络流出
带宽

bit/s
SQLServer_Networ
kRea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QLServer网络流入
带宽

bit/s
SQLServer_Networ
kWri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QLServer每秒查询
数

CountSecond SQLServer_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QLServer每秒事务
数

CountSecond SQLServer_T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QLServer总连接数 Count
SQLServer_TotaCo
n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15.4.3. 云数据库RDS版-SQLServer15.4.3. 云数据库RDS版-SQL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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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X 1.0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rdsacs_drd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DRDS_CPU利用率 % CPU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DRDS_连接数 Count ConnectionCo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逻辑QPS Count Logic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逻辑RT ms Logic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内存利用率 % Memory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DRDS_网络输入带宽 bit/s
NetworkInputTraf
fic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DRDS_网络输出带宽 bit/s
NetworkOutputTr
affic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物理QPS Count Physics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物理RT ms Physics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活跃线程数 Count ThreadCo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私有
RDS_MySQL_Active
Sessions

Count active_session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每
秒Delete量

Count com_delete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每
秒Insert量

Count com_insert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每
秒InsertSelect量

Count com_insert_select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每
秒Replace量

Count com_replace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15.4.4. 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X 1.015.4.4. 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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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RDS_MySQL每
秒ReplaceSelect量

Count
com_replace_sele
ct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每
秒Select量

Count com_select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每
秒Update量

Count com_update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连
接数利用率

% conn_usage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
CPU利用率

% cpu_usage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磁
盘使用率

% disk_usage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
RDS_MySQL_BP脏
页百分率

% ibuf_dirty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每
秒物理读次数

Count ibuf_pool_reads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
RDS_MySQL_BP读
命中率

% ibuf_read_hit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每
秒逻辑读次数

Count ibuf_request_r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每
秒逻辑写次数

Count ibuf_request_w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
RDS_MySQL_BP利
用率

% ibuf_use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
RDS_MySQL_InnoD
B每秒读取数据量

KB inno_data_read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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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
RDS_MySQL_InnoD
B每秒写入数据量

KB inno_data_written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
RDS_MySQL_InnoD
B每秒删除行数

Count inno_row_delete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
RDS_MySQL_InnoD
B每秒插入行数

Count inno_row_insert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
RDS_MySQL_InnoD
B每秒读取行数

Count inno_row_readed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
RDS_MySQL_InnoD
B每秒更新行数

Count inno_row_update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
RDS_MySQL_InnoD
B每秒日志写请求次
数

Count
innodb_log_write_
requests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
RDS_MySQL_InnoD
B每秒日志物理写次
数

Count innodb_log_writes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
RDS_MySQL_InnoD
B每秒日志fsync量

Count
innodb_os_log_fs
yncs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网
络流入带宽

bit/s input_traffic_ps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
IOPS利用率

% iops_usage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网
络流出带宽

bit/s output_traffic_ps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每
秒查询量

Count qps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只
读实例延迟

Second slave_lag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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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RDS_MySQL每
秒慢查询量

Count slow_queries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每
秒创建临时表数量

Count tb_tmp_disk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私有RDS_MySQL每
秒事务数

Count tps
userId、
instanceId、
rdsInst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X 2.0存储节点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rdsacs_drd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PolarDB-X 存储节
点连接使用率

% ConnUsage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内存使用率

% MemUsage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网络流出带宽

bit/s NetworkOut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网络流入带宽

bit/s NetworkIn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每秒慢查询量

CountSecond SlowQueries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每秒创建临时表
数量

CountSecond
TempDiskTableCre
ates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线程连接数

Count
ThreadsConnecte
d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活跃线程数

Count
ThreadsRunningOf
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ActiveSessions

Count
ActiveSessionsOfD
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15.4.5. 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X 2.0存储节点15.4.5. 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X 2.0存储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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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arDB-X 存储节
点临时磁盘使用量

MB TmpDiskSize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磁盘使用量

MB DiskSize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磁盘使用率

% DiskUsage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 IOPS 使用率

% IOPSUsage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BP脏页百分率

%
IbufDirtyRatioOfD
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BP读命中率

% IbufReadHit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BP利用率

% IbufUseRatio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日志磁盘使用量

MB LogDiskSize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存储节
点CPU使用率

% CPUUsageOfD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X 2.0计算节点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rdsacs_drd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PolarDB-X 计算层
活跃连接数

Count
ActiveConnections
OfCN

userId、instanceId Sum

PolarDB-X 计算层
CPU使用率

% CPUUsageOfC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计算层
连接数

Count ConnectionsOfCN userId、instanceId Sum

PolarDB-X 计算层
错误数

Count/s ErrorCountOfCN userId、instanceId Sum

15.4.6. 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X 2.0计算节点15.4.6. 云原生分布式数据库PolarDB-X 2.0计算节点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云监控

297 > 文档版本：20220701



PolarDB-X 计算层
物理逻辑响应时间

μs LogicRTOfC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计算层
逻辑请求数

req/s
LogicRequestCoun
tOfCN

userId、instanceId Sum

PolarDB-X 计算层
逻辑慢SQL

req/s LogicSlowOfCN userId、instanceId Sum

PolarDB-X 计算层
内存使用率

% MemUsageOfC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olarDB-X 计算层
网络流量（进）

B/s NetInOfCN userId、instanceId Sum

PolarDB-X 计算层
网络流量（出）

B/s NetOutOfCN userId、instanceId Sum

PolarDB-X Full GC
时间

Nanosecond FullGcT imeOfCN userId、instanceId S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PolarDB的PostgreSQL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polardbacs_polard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pg活跃连接数 Count
pg_active_connect
ions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数据块读取数 Count
pg_blks_read_delt
a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连接使用率 % pg_conn_usag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 CPU使用率 % pg_cpu_total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15.4.7. 云数据库PolarDB PostgreSQL15.4.7. 云数据库PolarDB Post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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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数据库最大年龄 xids pg_db_ag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内存使用率 % pg_mem_usag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数据盘大小 MB pg_pls_data_siz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Value

pg IOPS Frequency pg_pls_iops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读IOPS Frequency pg_pls_iops_read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写IOPS Frequency pg_pls_iops_writ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 WAL日志大小 MB
pg_pls_pg_wal_di
r_siz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Value

pg IO吞吐 MB/s
pg_pls_throughpu
t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读IO吞吐 MB/s
pg_pls_throughpu
t_read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写IO吞吐 MB/s
pg_pls_throughpu
t_writ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事务回滚率 % pg_rollback_ratio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膨胀点 S pg_swell_tim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pg TPS Frequency pg_tps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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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PolarDB的MySQL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polardbacs_polard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活跃连接数 Count
cluster_active_ses
sions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连接数使用率 %
cluster_connectio
n_utilization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CPU使用率 %
cluster_cpu_utiliza
tion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每秒存储引擎IO吞吐
量

KB cluster_data_io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每秒存储引擎IO次数 CountSecond cluster_data_iops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每秒IO次数 CountSecond cluster_iops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内存命中率 %
cluster_mem_hit_r
atio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内存使用率 %
cluster_memory_u
tilization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每秒查询数量 Count cluster_qps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每秒慢查询数量 CountS
cluster_slow_queri
es_ps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每秒事务数 CountS cluster_tps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只读节点复制延迟 Second cluster_replica_lag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当前总连接数 Count
cluster_total_sessi
on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15.4.8. 云数据库PolarDB MySQL（新版）15.4.8. 云数据库PolarDB MySQL（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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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秒网络输出流量 KB/s
cluster_output_tra
ffic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秒数据操作数 CountSecond cluster_mps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IOPS使用率 %
cluster_iops_usag
e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秒网络输入流量 KB/s
cluster_input_traff
ic

userId、
clusterId、nod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说明 说明 每秒慢查询数量的含义和注意事项如下：

每秒慢查询数量是分钟秒级平均值，例如：一分钟内产生一条慢SQL，每秒慢查询数量的计算公
式：1/60=0.016。

由于云数据库RDS需要对实例进行日常维护，也可能产生慢SQL，建议您在使用报警功能时，每
秒慢查询数量的阈值不要设置过小，例如：阈值不要设置为0，推荐设置为1。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PolarDB Oracle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polardbacs_polard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活跃连接数 Count
active_connection
s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数据块读取数 Count blks_read_delta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Value

连接使用率 % conn_usag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CPU使用率 % cpu_total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15.4.9. 云数据库PolarDB Oracle15.4.9. 云数据库PolarDB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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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最大年龄 xids db_ag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内存使用率 % mem_usag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数据盘大小 Mbyte pls_data_siz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Value

IOPS Frequency pls_iops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读IOPS Frequency pls_iops_read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写IOPS Frequency pls_iops_writ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WAL日志大小 Mbyte
pls_pg_wal_dir_si
z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Value

IO吞吐 Mbyte/s pls_throughput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读IO吞吐 Mbyte/s
pls_throughput_re
ad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写IO吞吐 Mbyte/s
pls_throughput_w
rit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膨胀点 s swell_time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TPS Frequency tps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Average

事务回滚率 % rollback_ratio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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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RDS版的专属主机组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rds_saracs_rds_sar。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CPU利用率 % CPUUtilization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系统读IOPS CountSecond DiskReadIOPS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系统写IOPS CountSecond DiskWriteIOPS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公网流入流量 MByte InternetIn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公网流出流量 MByte InternetOut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私网流入流量 MByte IntranetIn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私网流出流量 MByte IntranetOut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系统程序CPU消耗 % cpu_system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CPU总消耗 % cpu_total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用户程序CPU消耗 % cpu_user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15.4.10. 云数据库专属主机组15.4.10. 云数据库专属主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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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读取速度 MByte/s disk_readBytes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磁盘读IOPS CountSecond disk_readiops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磁盘写入速度 Byte/s disk_writeBytes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磁盘写IOPS CountSecond disk_writeiops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磁盘剩余空间 MByte diskusage_free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device

Average

磁盘存储总量 MByte diskusage_total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device

Average

已使用磁盘容量 MByte diskusage_used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device

Average

磁盘使用率 %
diskusage_utilizati
on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device

Average

最近15分钟系统平
均负载

% load_15m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最近1分钟系统平均
负载

% load_1m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最近5分钟系统平均
负载

% load_5m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剩余内存容量 MByte
memory_freespac
e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内存总量 MByte
memory_totalspa
ce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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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用内存 MByte
memory_usedspa
ce

userId、
hostGroupId、
host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OceanBase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oceanbaseacs_oceanbas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active_memstore_
percent_by_trigge
r

%
active_memstore_
percent_by_trigge
r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active_memstore_
percent_by_trigge
r_instance

%
active_memstore_
percent_by_trigge
r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活跃memstore内存
使用率

%
active_memstore_
percent_by_trigge
r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active_memstore_
used

Byte
active_memstore_
used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active_memstore_
used_instance

Byte
active_memstore_
used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active_sessions Count active_sessions
userId、
obClusterId

Sum

active_sessions_in
stance

Count
active_sessions_in
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active_sessions_m
ax_tenant

%
active_sessions_m
ax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Maximum

active_sessions_te
nant

Count
active_sessions_te
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15.4.11. 云数据库OceanBase版15.4.11. 云数据库OceanBase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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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心跳时间 Second agent_heartbea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block_cache_hit_p
ercent

%
block_cache_hit_p
erce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block_cache_hit_p
ercent_instance

%
block_cache_hit_p
erce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block_cache_hit_p
ercent_tenant

%
block_cache_hit_p
erce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block_index_cache
_hit_percent

%
block_index_cache
_hit_perce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block_index_cache
_hit_percent_insta
nce

%
block_index_cache
_hit_percent_insta
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block_index_cache
_hit_percent_tena
nt

%
block_index_cache
_hit_percent_tena
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bloom_filter_cach
e_hit_percent

%
bloom_filter_cach
e_hit_percen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bloom_filter_cach
e_hit_percent_inst
ance

%
bloom_filter_cach
e_hit_percent_inst
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bloom_filter_cach
e_hit_percent_ten
ant

%
bloom_filter_cach
e_hit_percent_ten
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core_count_instan
ce

Count
core_count_instan
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cpu_usage % cpu_usage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租户平均CPU使用率 %
cpu_usage_avg_te
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cpu_usage_instanc
e

%
cpu_usage_instan
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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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最大CPU使用率 %
cpu_usage_max_t
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Maximum

CPU使用量 % cpu_util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disk_data_size_ins
tance

GB
disk_data_size_ins
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disk_data_usage_i
nstance

%
disk_data_usage_i
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disk_genernal_size
_instance

GB
disk_genernal_size
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disk_genernal_usa
ge_instance

%
disk_genernal_usa
ge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disk_log_size_inst
ance

GB
disk_log_size_inst
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日志盘使用量 %
disk_log_usage_in
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disk_ob_data_size Byte disk_ob_data_size
userId、
obClusterId

Maximum

磁盘使用量 GB
disk_ob_data_size
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disk_ob_data_usa
ge

%
disk_ob_data_usa
ge

userId、
obClusterId

Maximum

磁盘使用率 %
disk_ob_data_usa
ge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ECS时钟偏移
（ntpstat）

Millisecond
ecs_clock_deviatio
n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ECS CPU使用率 %
ecs_cpu_usage_pe
rce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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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 clog盘读IOPS Count
ecs_disk_clog_rea
d_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 clog盘读bps Byte
ecs_disk_clog_rea
d_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 clog盘使用量 Byte ecs_disk_clog_siz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 clog盘使用率 %
ecs_disk_clog_usa
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 clog盘写IOPS Count
ecs_disk_clog_writ
e_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 clog盘写bps Byte
ecs_disk_clog_writ
e_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数据盘读IOPS Count
ecs_disk_data_rea
d_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数据盘读bps Byte
ecs_disk_data_rea
d_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数据盘使用量 Byte
ecs_disk_data_siz
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数据盘使用率 %
ecs_disk_data_usa
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数据盘写IOPS Count
ecs_disk_data_wri
te_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数据盘写bps Byte
ecs_disk_data_wri
te_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磁盘读IOPS Count
ecs_disk_read_iop
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磁盘读bps Byte
ecs_disk_read_rat
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系统盘读IOPS Count
ecs_disk_system_r
ead_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系统盘读bps Byte
ecs_disk_system_r
ead_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系统盘使用量 Byte
ecs_disk_system_s
iz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系统盘使用率 %
ecs_disk_system_
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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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S系统盘写IOPS Count
ecs_disk_system_
write_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系统盘写bps Byte
ecs_disk_system_
write_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磁盘写IOPS Count
ecs_disk_write_iop
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磁盘写bps Byte
ecs_disk_write_rat
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_mem_used_by
te

Byte
ecs_mem_used_b
yte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ecs_mem_used_p
ercent

%
ecs_mem_used_p
ercen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ECS TCP连接数 Count
ecs_net_connectio
n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内网接收流量 Mbit ecs_net_in_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CS内网发送流量 Mbit ecs_net_out_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lection_event_his
tory_row_count

Count
election_event_his
tory_row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idle_sessions_inst
ance

Count
idle_sessions_inst
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io_await_instance Millisecond io_awai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io_read_bytes Count io_read_bytes
userId、
obClusterId

Sum

io_read_bytes_inst
ance

%
io_read_bytes_inst
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io_read_bytes_ten
ant

Count
io_read_bytes_ten
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io_read_count Count io_read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io_read_count_inst
ance

%
io_read_count_ins
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云监控

309 > 文档版本：20220701



io_read_count_ten
ant

Count
io_read_count_ten
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io_read_delay Millisecond io_read_delay
userId、
obClusterId

Sum

io_read_delay_inst
ance

%
io_read_delay_inst
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io_read_delay_ten
ant

Count
io_read_delay_ten
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io_read_rt Millisecond io_read_r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io_read_rt_instanc
e

Millisecond
io_read_rt_instanc
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io_read_rt_tenant Millisecond io_read_r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io_write_bytes Count io_write_bytes
userId、
obClusterId

Sum

io_write_bytes_ins
tance

%
io_write_bytes_ins
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io_write_bytes_te
nant

Count
io_write_bytes_te
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io_write_count Count io_write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io_write_count_ins
tance

%
io_write_count_ins
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io_write_count_te
nant

Count
io_write_count_te
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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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_write_delay ms io_write_delay
userId、
obClusterId

Sum

io_write_delay_ins
tance

%
io_write_delay_ins
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io_write_delay_ten
ant

Count
io_write_delay_te
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io_write_rt Millisecond io_write_r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io_write_rt_instanc
e

Millisecond
io_write_rt_instan
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io_write_rt_tenant Millisecond io_write_r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load_load1_instan
ce

%
load_load1_instan
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location_cache_hit
_percent

%
location_cache_hit
_percen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location_cache_hit
_percent_instance

%
location_cache_hit
_perce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location_cache_hit
_percent_tenant

%
location_cache_hit
_perce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machine_mem_us
ed_percent_instan
ce

%
machine_mem_us
ed_percent_instan
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max_memory_size Byte max_memory_size
userId、
obClusterId

Sum

max_memory_size
_instance

Byte
max_memory_size
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max_memory_size
_tenant

Count
max_memory_size
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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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store_limit % memstore_limit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memstore_limit_t
enant

Count
memstore_limit_t
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min_memory_size Byte min_memory_size
userId、
obClusterId

Sum

min_memory_size
_instance

Byte
min_memory_size
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min_memory_size
_tenant

Count
min_memory_size
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ob_server_inactive
_count_instance

Count
ob_server_inactive
_cou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ob_sys_clog_unsy
nc_instance

Count
ob_sys_clog_unsy
nc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ob_sys_daily_mer
ge_error_instance

Count
ob_sys_daily_mer
ge_error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ob_sys_daily_mer
ge_stopped_insta
nce

Count
ob_sys_daily_mer
ge_stopped_insta
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ob_sys_daily_mer
ge_timeout_instan
ce

Count
ob_sys_daily_mer
ge_timeout_instan
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ob_sys_disk_invali
d_instance

Count
ob_sys_disk_invali
d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ob_sys_election_in
fo_instance

Count
ob_sys_election_in
fo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ob_sys_leader_ele
ction_instance

Count
ob_sys_leader_ele
ction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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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er进程ID Count
observer_process_
id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OBServer进程状态 Count
observer_process_
kernel_status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ODP集群客户端连接
数

Count
odp_client_sessio
ns

userId、instanceId Sum

ODP节点客户端连接
数

Count
odp_client_sessio
ns_instance

userId、
instanceId、
odpServerId

Average

ODP集群请求失败
QPS

Count odp_error_qps userId、instanceId Sum

ODP节点失败请求
QPS

Count
odp_error_qps_ins
tance

userId、
instanceId、
odpServerId

Average

ODP节点宕机数量 Count
odp_inactive_coun
t_instance

userId、
instanceId、
odpServerId

Average

ODP集群QPS Count odp_qps userId、instanceId Sum

ODP节点QPS Count odp_qps_instance
userId、
instanceId、
odpServerId

Average

ODP集群qps_rt Millisecond odp_qps_r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ODP节点qps_rt Millisecond
odp_qps_rt_instan
ce

userId、
instanceId、
odpServerId

Average

ODP集群服务端连接
数

Count
odp_server_sessio
ns

userId、instanceId Sum

ODP节点服务端连接
数

Count
odp_server_sessio
ns_instance

userId、
instanceId、
odpServerId

Average

ODP集群TPS Count odp_tps userId、instanceId Sum

ODP节点TPS Count odp_tps_instance
userId、
instanceId、
odpServerId

Average

ODP集群tps_rt Millisecond odp_tps_r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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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P节点tps_rt Millisecond
odp_tps_rt_instan
ce

userId、
instanceId、
odpServerId

Average

QPS Count qps
userId、
obClusterId

Sum

OB节点QPS Count qps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qps_rt Millisecond qps_r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qps_rt_instance Millisecond qps_r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qps_rt_tenant Millisecond qps_r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qps_tenant Count qps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request_dequeue_
count

Count
request_dequeue_
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request_dequeue_
count_instance

Count
request_dequeue_
cou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request_dequeue_
count_tenant

Count
request_dequeue_
cou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request_enqueue_
count

Count
request_enqueue_
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request_enqueue_
count_instance

Count
request_enqueue_
cou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request_queue_rt Millisecond request_queue_r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request_queue_rt_
instance

Millisecond
request_queue_rt_
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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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_queue_rt_
tenant

Millisecond
request_queue_rt_
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request_queue_ti
me

Millisecond
request_queue_ti
me

userId、
obClusterId

Sum

request_queue_ti
me_instance

Count
request_queue_ti
me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request_queue_ti
me_tenant

Count
request_queue_ti
me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rootservice_event_
history_row_count

Count
rootservice_event
_history_row_coun
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row_cache_hit_per
cent

%
row_cache_hit_per
cen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row_cache_hit_per
cent_instance

%
row_cache_hit_per
ce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row_cache_hit_per
cent_tenant

%
row_cache_hit_per
ce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rpc_packet_in Count rpc_packet_in
userId、
obClusterId

Sum

rpc_packet_in_byt
es_ps

Count
rpc_packet_in_byt
es_ps

userId、
obClusterId

Sum

rpc_packet_in_byt
es_ps_instance

Count
rpc_packet_in_byt
es_ps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rpc_packet_in_byt
es_ps_tenant

Count
rpc_packet_in_byt
es_ps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rpc_packet_in_inst
ance

Millisecond
rpc_packet_in_inst
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rpc_packet_in_ten
ant

Count
rpc_packet_in_ten
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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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_packet_out Count rpc_packet_ou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rpc_packet_out_b
ytes

Count
rpc_packet_out_b
ytes

userId、
obClusterId

Sum

rpc_packet_out_b
ytes_instance

Count
rpc_packet_out_b
ytes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rpc_packet_out_in
stance

Count
rpc_packet_out_in
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rpc_packet_out_te
nant

Count
rpc_packet_out_te
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server_event_histo
ry_row_count

Count
server_event_histo
ry_row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活跃连接数 Count
slb_active_connec
tion

userId、
instanceId、port

Average

丢失连接数 Count
slb_drop_connecti
on

userId、
instanceId、port

Average

非活跃连接数 Count
slb_inactive_conne
ction

userId、
instanceId、port

Average

连接数量 Count
slb_max_connecti
on

userId、
instanceId、port

Average

新增连接数 Count
slb_new_connecti
on

userId、
instanceId、port

Average

slow_log_count_in
stance

Count
slow_log_count_in
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low_log_count_t
enant

Count
slow_log_count_t
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slow_log_max_ex
ecute_time_tenant

Count
slow_log_max_ex
ecute_time_tenan
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Maximum

sql_delete_count Count sql_delete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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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_delete_count_i
nstance

Count
sql_delete_count_
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ql_delete_count_
tenant

Count
sql_delete_count_
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sql_delete_rt Millisecond sql_delete_r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sql_delete_rt_inst
ance

Millisecond
sql_delete_rt_inst
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ql_delete_rt_tena
nt

Millisecond
sql_delete_rt_ten
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sql_distributed_co
unt

Count
sql_distributed_co
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sql_distributed_co
unt_instance

Count
sql_distributed_co
u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ql_distributed_co
unt_tenant

Count
sql_distributed_co
u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sql_dml_rt Millisecond sql_dml_r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sql_dml_rt_instanc
e

Millisecond
sql_dml_rt_instan
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ql_dml_rt_tenant Millisecond sql_dml_r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sql_insert_count Count sql_insert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sql_insert_count_i
nstance

Count
sql_insert_count_i
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ql_insert_count_t
enant

Count
sql_insert_count_t
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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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_insert_rt Millisecond sql_insert_r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sql_insert_rt_insta
nce

Millisecond
sql_insert_rt_insta
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ql_remote_count Count sql_remote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sql_remote_count
_instance

Count
sql_remote_count
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ql_remote_count
_tenant

Count
sql_remote_count
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sql_replace_count Count sql_replace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sql_replace_count
_instance

Count
sql_replace_count
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ql_replace_count
_tenant

Count
sql_replace_count
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sql_replace_rt Millisecond sql_replace_r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sql_replace_rt_inst
ance

Millisecond
sql_replace_rt_ins
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ql_replace_rt_ten
ant

Millisecond
sql_replace_rt_ten
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sql_select_count_i
nstance

Count
sql_select_count_i
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ql_select_count_t
enant

Count
sql_select_count_
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sql_select_rt Millisecond sql_select_r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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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_select_rt_insta
nce

Microsecond
sql_select_rt_insta
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ql_select_rt_tena
nt

Millisecond
sql_select_rt_tena
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sql_update_count Count sql_update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sql_update_count
_instance

Count
sql_update_count
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ql_update_rt Millisecond sql_update_r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sql_update_rt_inst
ance

Microsecond
sql_update_rt_inst
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torage_delete_ro
w_count

Count
storage_delete_ro
w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storage_delete_ro
w_count_instance

Count
storage_delete_ro
w_cou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torage_delete_ro
w_count_tenant

Count
storage_delete_ro
w_cou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storage_insert_ro
w_count

Count
storage_insert_ro
w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storage_insert_ro
w_count_instance

Count
storage_insert_ro
w_cou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torage_insert_ro
w_count_tenant

Count
storage_insert_ro
w_cou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storage_read_row
_count

Count
storage_read_row
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storage_read_row
_count_instance

Count
storage_read_row
_cou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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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_update_r
ow_count

Count
storage_update_r
ow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storage_update_r
ow_count_instanc
e

Count
storage_update_r
ow_count_instanc
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storage_update_r
ow_count_tenant

Count
storage_update_r
ow_cou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table_snapshot_e
xistence_time_sec

Second
table_snapshot_e
xistence_time_sec

userId、
obClusterId

Maximum

tcp_retran_instanc
e

%
tcp_retran_instanc
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otal_memstore_p
ercent_by_limit

%
total_memstore_
percent_by_limi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total_memstore_p
ercent_by_limit_in
stance

%
total_memstore_
percent_by_limit_i
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租户memstore使用
率

%
total_memstore_
percent_by_limit_t
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Maximum

total_memstore_u
sed

Byte
total_memstore_u
sed

userId、
obClusterId

Sum

total_memstore_u
sed_instance

Byte
total_memstore_u
sed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otal_memstore_u
sed_tenant

Count
total_memstore_u
sed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total_sessions_ins
tance

Count
total_sessions_ins
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ps Count tps
userId、
obClusterId

Sum

tps_instance Count tps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ps_rt Millisecond tps_r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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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s_rt_instance Millisecond tps_r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ps_rt_tenant Millisecond tps_r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tps_tenant Count tps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traffic_bytin_insta
nce

Byte
traffic_bytin_insta
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raffic_bytout_inst
ance

Byte
traffic_bytout_inst
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提交的事务数量 Count
trans_commit_cou
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trans_commit_cou
nt_instance

Count
trans_commit_cou
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rans_commit_cou
nt_tenant

Count
trans_commit_cou
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trans_commit_rt Millisecond trans_commit_r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trans_commit_rt_i
nstance

Millisecond
trans_commit_rt_i
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rans_commit_rt_t
enant

Millisecond
trans_commit_rt_t
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trans_multi_partit i
on_count

Count
trans_multi_partit i
on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rans_multi_partit i
on_count_tenant

Count
trans_multi_partit i
on_cou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trans_rollback_cou
nt

Count
trans_rollback_co
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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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_rollback_cou
nt_instance

Count
trans_rollback_co
u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rans_rollback_cou
nt_tenant

Count
trans_rollback_co
u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trans_rollback_rt Millisecond trans_rollback_rt
userId、
obClusterId

Average

trans_rollback_rt_i
nstance

Millisecond
trans_rollback_rt_i
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rans_rollback_rt_t
enant

Millisecond
trans_rollback_rt_
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Average

trans_single_partit
ion_count

Count
trans_single_partit
ion_co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trans_single_partit
ion_count_instanc
e

Count
trans_single_partit
ion_count_instanc
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rans_single_partit
ion_count_tenant

Count
trans_single_partit
ion_cou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trans_timeout_cou
nt

Count
trans_timeout_co
unt

userId、
obClusterId

Sum

trans_timeout_cou
nt_instance

Count
trans_timeout_co
unt_instance

userId、
obClusterId、
obInstanceId

Average

trans_timeout_cou
nt_tenant

Count
trans_timeout_co
unt_te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Sum

租户内存使用率 %
memory_usage_te
nant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Maximum

租户单节点活跃内
存百分比

%
ob_tenant.active_
memstore_percen
t_by_node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ob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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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单节点负载 %
ob_tenant.cpu_pe
rcent_by_node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obInstanceId

Average

租户单节点
memstore百分比

%
ob_tenant.total_
memstore_percen
t_by_node

userId、
obClusterId、
obTenantId、
ob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MongoDB版的副本集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ongodbacs_mongod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副本集）CPU使用
率

% CPUU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连接数
使用量

Count
ConnectionAmoun
t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连接数
使用率

%
ConnectionUtilizati
on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数据占
用磁盘空间量

Byte DataDiskAmount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磁盘使
用率

% DiskU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IOPS使
用率

% IOPSU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实例占
用磁盘空间量

Byte
InstanceDiskAmou
nt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15.4.12. 云数据库MongoDB版-副本集15.4.12. 云数据库MongoDB版-副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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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集）内网网
络入流量

Byte IntranetIn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内网网
络出流量

Byte IntranetOut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日志占
用磁盘空间量

Byte LogDiskAmount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内存使
用百分比

% MemoryU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请求数 Count NumberRequests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
集）Command操作
次数

Frequency OpCommand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Delete
操作次数

Frequency OpDelete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
集）Getmore操作
次数

Frequency OpGetmore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Insert操
作次数

Count OpInsert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Query操
作次数

Frequency OpQuery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Update
操作次数

Frequency OpUpdate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每秒请
求数

Count QPS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副本集）复制延
迟

Seconds ReplicationLag
userId、
instanceId、role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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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MongoDB版的分片集群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ongodbacs_mongod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分片集
群）Command操作
次数

Count
ShardingOpComm
and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
群）Delete操作次
数

Count ShardingOpDelete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群）日志
磁盘使用量

Bytes
ShardingLogDiskA
mount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群）内存
使用率

%
ShardingMemoryU
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群）请求
数

Count
ShardingNumberR
equests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分片集群）IOPS
使用率

%
ShardingIOPSUtiliz
ation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群）内网
入流量

Bytes ShardingIntranetIn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分片集群）内网
出流量

Bytes
ShardingIntranetO
ut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15.4.13. 云数据库MongoDB版-分片集群15.4.13. 云数据库MongoDB版-分片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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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片集群）数据
占用磁盘空间量

Bytes
ShardingDataDiskA
mount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群）CPU使
用率

%
ShardingCPUUtiliza
tion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群）连接
数量

Count
ShardingConnectio
nAmount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群）连接
使用率

%
ShardingConnectio
nU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群）实例
占用磁盘空间量

Bytes
ShardingInstanceD
iskAmount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群）磁盘
使用率

%
ShardingDiskUtiliz
ation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
群）Getmore操作
次数

Count
ShardingOpGetmo
re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
群）ShardingOpIns
ert

Count ShardingOpInsert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群）Query
操作次数

Count ShardingOpQuery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
群）Update操作次
数

Count
ShardingOpUpdat
e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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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片集群）QPS Count/s ShardingQPS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
群）ShardingData
DiskAmountOrigina
l

无
ShardingDataDiskA
mountOriginal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片集群）复制
延迟

Seconds
ShardingReplicatio
nLag

userId、
instanceId、
subinstanceId、
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MongoDB版的单节点实例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ongodbacs_mongod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单节点）磁盘使
用率

%
SingleNodeDiskUtil
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点）网络入
流量

Bytes
SingleNodeIntrane
tI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点）网络出
流量

Bytes
SingleNodeIntrane
tOu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点）内存使
用率

%
SingleNodeMemor
y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点）请求数 Count
SingleNodeNumbe
rRequest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点）CPU使用
率

%
SingleNodeCPUUtil
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15.4.14. 云数据库MongoDB版-单节点实例15.4.14. 云数据库MongoDB版-单节点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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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节点）连接数
使用量

Count
SingleNodeConnec
tionAmo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点）连接数
使用率

%
SingleNodeConnec
tion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
点）Command操作
次数

Count
SingleNodeOpCo
mman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点）Delete
操作次数

Count
SingleNodeOpDele
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
点）Getmore操作
次数

Count
SingleNodeOpGet
mor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点）Insert操
作次数

Count
SingleNodeOpInse
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点）Query操
作次数

Count
SingleNodeOpQue
r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点）Update
操作次数

Count
SingleNodeOpUpd
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点）QPS Count SingleNode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单节点）数据占
用磁盘空间量

Bytes
SingleNodeDateDi
skAmo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新版云数据库Memcache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emcacheacs_memcach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15.4.15. 新版云数据库Memcache15.4.15. 新版云数据库Mem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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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数使用率 % ConnectionUsage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CPU使用率 % CpuUsage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操作失败数 Count FailedCoun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命中率 % HitRate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写入网络带宽 Byte/s IntranetIn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写入带宽使用率 % IntranetInRatio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读取网络带宽 Byte/s IntranetOu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读取带宽使用率 % IntranetOutRatio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内存使用率 % MemoryUsage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已用连接数 Count UsedConnection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内存使用量 Byte UsedMemory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旧版云数据库Memcache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emcacheacs_memcach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15.4.16. 旧版云数据库Memcache15.4.16. 旧版云数据库Mem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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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逐出 CountSecond Evic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读取命中率 % HitRate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内网网络入流量 Byte/s IntranetIn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内网网络出流量 Byte/s IntranetOu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记录数 Count ItemCoun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已用缓存 Byte UsedMemCache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QPS Count/s UsedQp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新版云数据库Memcache集群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emcacheacs_memcach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Sharding节点连接
数使用率

%
ShardingConnectio
n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Sharding节点CPU使
用率

% ShardingCpu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Sharding节点操作
失败数

Count
ShardingFailedCou
n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15.4.17. 新版云数据库Memcache集群版15.4.17. 新版云数据库Memcache集群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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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ding节点命中
率

% ShardingHitRat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harding节点写入
网络带宽

Byte/s ShardingIntranetIn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Sharding节点写入
带宽使用率

%
ShardingIntranetIn
Ratio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Sharding节点读取
网络带宽

Byte/s
ShardingIntranetO
u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Sharding节点读取
带宽使用率

%
ShardingIntranetO
utRatio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Sharding节点内存
使用率

%
ShardingMemoryU
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Sharding节点已用
连接数

Count
ShardingUsedConn
ection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Sharding节点内存
使用量

Byte
ShardingUsedMem
ory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Redis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kvst oreacs_kvst or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连接数使用率 % Connection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CPU使用率 % Cpu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15.4.18. 云数据库Redis版（旧版）15.4.18. 云数据库Redis版（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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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失败数 Count/Second FailedCo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分组维度）连接
数使用率

%
GroupConnectionU
sage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分组维度）CPU使
用率

% GroupCpuUsage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分组维度）写入
带宽使用率

%
GroupIntranetInRa
tio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分组维度）读取
带宽使用率

%
GroupIntranetOutR
atio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分组维度）内存
使用率

%
GroupMemoryUsa
ge

userId、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内网网络入流量 Byte/s IntranetI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写入带宽使用率 % IntranetInRatio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内网网络出流量 Byte/s IntranetOu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读取带宽使用率 % IntranetOutRatio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内存使用率 % Memory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已用连接数 Count UsedConnec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内存使用量 Byte UsedMemory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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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用QPS数量 Count/Second Used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Redis版的全球多活实例的监控项。

说明 说明 关于全球多活，请参见什么是Redis全球多活。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kvst oreacs_kvst or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同步语句中的平均
数据大小

Byte AvgLogSize
userId、
instanceId、
direction

Average

同步流量 Byte/s Flow
userId、
instanceId、
direction

Average

同步语句中的最大
数据大小

Byte MaxLogSize
userId、
instanceId、
direction

Average

同步延迟 ms Rt
userId、
instanceId、
direction

Average

同步速度
Transaction/Seco
nd

TPS
userId、
instanceId、
direction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Redis标准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kvst oreacs_kvst or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15.4.19. 云数据库Redis版-全球多活（旧版）15.4.19. 云数据库Redis版-全球多活（旧版）

15.4.20. Redis标准版15.4.20. Redis标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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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说明 云监控只支持2.8以上版本的Redis实例。2.8版本的Redis实例已停止售卖。更多信息，请参
见【通知】2.8版本Redis实例停止售卖。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平均响应时间 us StandardAvg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连接数使用率 %
StandardConnecti
on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CPU使用率 %
StandardCpuUsag
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命令失败次数 Count/Second
StandardFailedCo
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命中率 % StandardHit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入方向流量 KB/s StandardIntranetI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流入带宽使用率 %
StandardIntranetIn
Ratio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出方向流量 KB/s
StandardIntranetO
u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流出带宽使用率 %
StandardIntranetO
utRatio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缓存内Key数量 Count StandardKey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最大响应时间 us StandardMax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内存使用率 %
StandardMemoryU
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QPS使用率 %
StandardQPSUsag
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数据同步时延 Second
StandardSyncDela
yT im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已用连接数 Count
StandardUsedCon
nec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内存使用量 Byte
StandardUsedMe
mor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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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秒访问次数 Count StandardUsed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Redis集群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kvst oreacs_kvst or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平均响应时间 us ShardingAvgR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连接数使用率 %
ShardingConnectio
n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CPU使用率 % ShardingCpu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命中率 % ShardingHitRat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入方向流量 KB/s ShardingIntranetIn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流入带宽使用率 %
ShardingIntranetIn
Ratio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出方向流量 KB/s
ShardingIntranetO
u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流出带宽使用率 %
ShardingIntranetO
utRatio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缓存内Key数量 Count ShardingKeys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15.4.21. Redis集群版15.4.21. Redis集群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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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响应时间 us ShardingMaxR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内存使用率 %
ShardingMemoryU
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单个请求的平
均字节数

Byte
ShardingProxyAvg
RequestSiz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单个响应的平
均字节数

Byte
ShardingProxyAvg
ResponseSiz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平均时延 us
ShardingProxyAvg
R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连接数使用率 %
ShardingProxyCon
nection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 CPU使用率 %
ShardingProxyCpu
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入流量速率 KB/s
ShardingProxyIntra
netIn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出流量速率 KB/s
ShardingProxyIntra
netOu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单个请求最大
字节数

Byte
ShardingProxyMax
RequestSiz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单个响应的最
大字节数

Byte
ShardingProxyMax
ResponseSiz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最大时延 us
ShardingProxyMax
R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每秒总请求数 Count/s
ShardingProxyTot
alQps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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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已使用连接数 Count
ShardingProxyUse
d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QPS使用率 %
ShardingQPSUsag
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数据同步时延 Second
ShardingSyncDelay
T im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Maximum、
Average

已用连接数 Count
ShardingUsedConn
ection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内存使用量 Byte
ShardingUsedMem
ory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平均每秒访问次数 Count ShardingUsedQPS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Redis读写分离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kvst oreacs_kvst or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平均响应时间 us SplitrwAvgR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连接数使用率 %
SplitrwConnection
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CPU使用率 % SplitrwCpu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命令失败次数 Count/Second
SplitrwFailedCoun
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15.4.22. Redis读写分离版15.4.22. Redis读写分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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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率 % SplitrwHitRat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入方向流量 KB/s SplitrwIntranetIn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流入带宽使用率 %
SplitrwIntranetInR
atio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出方向流量 KB/s SplitrwIntranetOu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流出带宽使用率 %
SplitrwIntranetOut
Ratio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缓存内 Key 数量 Count SplitrwKeys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最大响应时间 us SplitrwMaxR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内存使用率 %
SplitrwMemoryUsa
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单个请求的平
均字节数

Byte
SplitrwProxyAvgRe
questSiz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单个响应的平
均字节数

Byte
SplitrwProxyAvgRe
sponseSiz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平均时延 us SplitrwProxyAvgR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连接数使用率 %
SplitrwProxyConne
ction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 CPU使用率 %
SplitrwProxyCpuUs
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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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入流量速率 KB/s
SplitrwProxyIntran
etIn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出流量速率 KB/s
SplitrwProxyIntran
etOu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单个请求最大
字节数

Byte
SplitrwProxyMaxR
equestSiz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单个响应的最
大字节数

Byte
SplitrwProxyMaxR
esponseSiz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最大时延 us SplitrwProxyMaxR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每秒总请求数 Count/s
SplitrwProxyTotal
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Proxy已使用连接数 Count
SplitrwProxyUsedC
onnec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QPS使用率 % SplitrwQPS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数据同步时延 Second
SplitrwSyncDelayT
im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已用连接数 Count
SplitrwUsedConne
ction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内存使用量 Byte
SplitrwUsedMemo
ry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平均每秒访问次数 Count SplitrwUsedQPS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Tair容量存储型主从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t airacs_t air。

15.4.23. Tair容量存储型主从版15.4.23. Tair容量存储型主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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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RocksDB平均IO时延 us
TairPDBStandardA
vgIO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平均响应时间 us
TairPDBStandardA
vg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连接数使用率 %
TairPDBStandardC
onnection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CPU 使用率 %
TairPDBStandardC
pu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磁盘使用率 %
TairPDBStandardDi
sk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命令失败次数 Count/Second
TairPDBStandardF
ailedCou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流入带宽 bit/s
TairPDBStandardIn
tranetI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流入带宽使用率 %
TairPDBStandardIn
tranetInRatio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流出带宽 bit/s
TairPDBStandardIn
tranetOu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流出带宽使用率 %
TairPDBStandardIn
tranetOutRatio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RocksDB最大IO时延 us
TairPDBStandardM
axIO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最大响应时间 us
TairPDBStandardM
ax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内存使用率 %
TairPDBStandardM
emory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QPS使用率 %
TairPDBStandardQ
PS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命中率 %
TairPDBStandardS
tandardHit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已用连接数 Count
TairPDBStandardU
sedConnec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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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使用量 Bytes
TairPDBStandardU
sedMemor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平均每秒访问次数 Count
TairPDBStandardU
sed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Tair持久内存型标准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t airacs_t air。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平均响应时间 us
TairPENASharding
AvgRt

userId、node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连接数使用率 %
TairPENASharding
ConnectionUsage

userId、nodeId、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CPU使用率 %
TairPENASharding
Cpu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命令失败次数 Count/Second
TairPENAShardingF
ailedCoun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命中率 %
TairPENASharding
HitRat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流入带宽 bit/s
TairPENAShardingI
ntranetIn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流入带宽使用率 %
TairPENAShardingI
ntranetInRatio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流出带宽 bit/s
TairPENAShardingI
ntranetOu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流出带宽使用率 %
TairPENAShardingI
ntranetOutRatio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15.4.24. Tair持久内存型标准版15.4.24. Tair持久内存型标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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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响应时间 us
TairPENASharding
MaxRt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内存使用率 %
TairPENASharding
Memory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持久内存使用率 %
TairPENASharding
Pmem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QPS使用率 %
TairPENASharding
QPS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Sum

已用连接数 Count
TairPENASharding
Used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内存使用量 Byte
TairPENASharding
UsedMemory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平均每秒访问次数 Count
TairPENASharding
UsedQPS

userId、
instanceId、
nodeId

Average、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HBase标准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hbaseacs_hbas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触发写入过快保护
次数

CountSecond
AboveGlobalMemL
imit_num_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活跃线程数 Count AliveHandlerNu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Append平均RT Millisecond Append_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Append每秒请求数 CountSecond Append_num_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15.4.25. HBase标准版15.4.25. HBase标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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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Cache访问次
数

Count BlockCache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BlockCache命中率 %
BlockCacheCountH
itPerc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BlockCache换出次
数

Count
BlockCacheEvicted
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BlockCache空闲大
小

Byte BlockCacheFre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BlockCache未命中
次数

Count
BlockCacheMissCo
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BlockCache当前大
小

Byte BlockCacheSiz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BlockCapacity Byte BlockCapacity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blockChecksum操
作的平均时间

Millisecond
BlockChecksumOp
AvgT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BlockChecksumOp
NumOps

Count
BlockChecksumOp
Num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BlocksRead Byte BlocksRea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N读取流量 Byte/s BytesRea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N写入流量 Byte/s BytesWritt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PC请求队列长度
（废弃）

Count CallQueueLength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存储空间可用量 Byte CapacityRemain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存储空间总量 Byte Capacity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存储空间使用量 Byte CapacityUs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实例存储空间非数
据使用量

Byte
CapacityUsedNon
DF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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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空间使用比例 %
CapacityUsedPerc
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lusterRequests Count ClusterRequest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ontainersComple
ted

Count
ContainersComple
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ontainersFailed Count ContainersFail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ontainersInit ing Count ContainersInit 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ontainersKilled Count ContainersKill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ontainersLaunche
d

Count
ContainersLaunche
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ontainersRunning Count ContainersRunn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orruptBlocks Count CorruptBl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elete平均RT Millisecond
DeleteRequestLat
ency_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elete每秒请求量 CountSecond
DeleteRequestLat
ency_num_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FlushNanosAvgTi
me

ns
FlushNanosAvgTi
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FlushNanosNumO
ps

CountS
FlushNanosNumO
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FlushQueueSize Count FlushQueueSiz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FlushTime ms FlushT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FlushTime_num_o
ps

CountS
FlushTime_num_o
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FsPreadLatency_av
g_time

ms
FsPreadLatency_a
vg_t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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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PreadLatency_n
um_ops

CountS
FsPreadLatency_n
um_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GcCount Count G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GcTimeMillis ms GcTimeMilli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Get平均RT Nanosecond
GetRequestLatenc
y_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Get每秒请求量 CountSecond
GetRequestLatenc
y_num_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OFSTooManyFileR
eader

Count
HOFSTooManyFile
Reader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ster请求队列长
度

Count HandlerQueueSiz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logCount Count Hlog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logFileSize Byte HlogFileSiz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logWriteLatency_
avg_time

ms
HlogWriteLatency_
avg_t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logWriteLatency_
num_ops

CountS
HlogWriteLatency_
num_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logWriteSize_avg
_time

ms
HlogWriteSize_avg
_t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logWriteSize_nu
m_ops

CountS
HlogWriteSize_nu
m_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LoadPerCpu 1 LoadPerCpu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空闲内存比例 % MemFreePerc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mHeapCommitt
edM

MB
MemHeapCommitt
ed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mHeapMaxM MB MemHeapMax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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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HeapUsedM MB MemHeapUsed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mMaxM MB MemMax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mNonHeapCom
mittedM

MB
MemNonHeapCom
mitted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mNonHeapMax
M

MB
MemNonHeapMax
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mNonHeapUse
dM

MB
MemNonHeapUse
d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写缓存
（memstore）大小

Byte MemStoreSiz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issingBlocks Count MissingBl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utationsWithout
WALCount

CountSecond
MutationsWithout
WAL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utationsWithout
WALSize

Byte
MutationsWithout
WALSiz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odeManager_All
ocatedContainers

Count
NodeManager_All
ocatedC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otServingRegionE
xception

Count
NotServingRegion
Exceptio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umActiveNMs Count NumActiveNM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宕机的RS数量 Count
NumDeadRegionS
erv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umDecommissio
nedNMs

Count
NumDecommissio
nedNM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umLostNMs Count NumLostNM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umOpenConnecti
ons

Count
NumOpenConnecti
on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umRebootedNMs Count
NumRebootedNM
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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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erver总数 Count NumRegionServ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umUnhealthyNMs Count
NumUnhealthyNM
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endingContainers Count PendingC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endingDataNode
MessageCount

Count
PendingDataNode
Message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endingDeletionBl
ocks

Count
PendingDeletionBl
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endingReplicatio
nBlocks

Count
PendingReplicatio
nBl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eadBlockOpAvgTi
me

ms
ReadBlockOpAvgTi
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eadBlockOpNum
Ops

CountS
ReadBlockOpNum
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读平均RT Millisecond
ReadRequests_av
g_t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读请求量 CountSecond
ReadRequests_nu
m_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eceivedBytes Byte ReceivedByte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egionSplitT ime_a
vg_time

ms
RegionSplitT ime_a
vg_t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egion总数 Count Region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SlowAppendCount CountS SlowAppend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SlowDeleteCount CountS SlowDelete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SlowGetCount CountS SlowGet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SlowIncrementCou
nt

CountS
SlowIncrementCou
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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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wPutCount CountS SlowPut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StreamingInputRat
e

%
StreamingInputRat
e

userId、
clusterId、appId

appName、
Average

StreamingLatency % StreamingLatency
userId、
clusterId、appId

Value、Average

当前Runnable状态
的线程个数

Count ThreadsRunnabl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文件和目录的总个
数

Count TotalFile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amenode的
Xceiver个数

Count TotalLoa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egionserver的总请
求数

Frequency
TotalRequestCoun
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副本个数不够的
Block数量

Count
UnderReplicatedBl
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写数据块的平均时
间

Millisecond
WriteBlockOpAvgT
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写数据块的次数 Frequency
WriteBlockOpNum
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写平均RT Millisecond
WriteRequests_av
g_t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写请求量 CountSecond
WriteRequests_nu
m_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BatchPut请求平均
延迟

Nanosecond
batchPutRequestL
atency_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每秒网络流入量 Byte/s bytes_i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每秒网络流出量 Byte/s bytes_ou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ompaction队列长
度

Count
compactionQueue
Siz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空闲率 % cpu_idl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 文档版本：20220701 348



CPU利用率system % cpu_syste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PU利用率user % cpu_user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isk_free Byte disk_fre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系统盘剩余空间 %
disk_free_percent
_rootf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最近15分钟平均负
载

1 load_fifte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最近5分钟平均负载 1 load_fiv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每分钟平均负载 1 load_on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空闲内存总量 KB mem_fre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内存总量 KB mem_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umCallsInPriority
Queue

Count
numCallsInPriority
Queu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每秒网络接收
Packet数

CountSecond pkts_i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每秒网络发送
Packet数

CountSecond pkts_ou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运行中的进程（线
程）数量

Count proc_ru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进程（线程）总数 Count proc_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BLOCKED进程（线
程）数量

Count procs_block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每秒创建的进程
（线程）数量

CountSecond procs_crea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ut请求平均延迟 Nanosecond
putRequestLatenc
y_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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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流量 KB/s
readDataPerSecon
dKB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itCount Count rit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长时间处于RIT的
Region个数

Count
ritCountOverThres
hol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S fullGC平均时间 ms
rs_fullGC_avg_tim
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s_fullGC_max_tim
e

ms
rs_fullGC_max_tim
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S fullGC频率 CountS
rs_fullGC_num_op
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PC请求队列内存占
用

Byte
rs_handlerQueueH
eapSiz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PC请求队列长度 Count
rs_handlerQueueSi
z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写流量 KB/S
writeDataPerSeco
ndKB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的TCP连接总数 Count
zookeeper_tcp_co
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HBase增强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hbaseueacs_hbaseu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超过memstore上限
次数

Frequency
above_memstore_
cou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秒网络流入量 Byte/s bytes_in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15.4.26. 云HBase增强版15.4.26. 云HBase增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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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秒网络流出量 Byte/s bytes_ou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冷存储总容量 Byte
cold_storage_tota
l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冷存储使用量 Byte
cold_storage_use
d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冷存储使用百分比 %
cold_storage_use
d_perce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mpaction队列长
度

Count
compaction_queu
e_siz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空闲率 % cpu_idl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利用率System % cpu_system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利用率User % cpu_user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利用率IOWait % cpu_wio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磁盘读流量 Byte/s disk_read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磁盘写流量 Byte/s disk_write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Get请求量 CountS get_num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Get平均RT Milliseconds get_rt_avg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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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操作P99延迟 Milliseconds get_rt_p99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andlerQueue长度 Count
handler_queue_siz
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5分钟平均负载 Load load_fiv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分钟平均负载 Load load_on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缓存大小
（buff/cache）

Byte mem_buff_cach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空闲内存大小
（free）

Byte mem_fre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共享内存大小
（shared）

Byte mem_shared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总量（total） Byte mem_total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使用比例 %
mem_used_perce
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ut请求量 CountS put_num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ut平均RT Millisecond put_rt_avg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ut P99延迟 Millisecond put_rt_p99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读流量 KB/s read_data_kb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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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请求量 CountS read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读平均RT Millisecond read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RegionServer管理
Region个数

Count
regions_per_ldser
ver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can请求量 CountS scan_num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can平均延迟 Millisecond scan_rt_avg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can P99延迟 Millisecond scan_rt_p99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每秒网络流入量 Byte/s solr_bytes_in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每秒网络流出量 Byte/s solr_bytes_ou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 CPU空闲率 % solr_cpu_idl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 CPU利用率
System

% solr_cpu_system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 CPU利用率
User

% solr_cpu_user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 CPU利用率
IOWait

% solr_cpu_wio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磁盘读流量 Byte/s
solr_disk_readbyt
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云监控

353 > 文档版本：20220701



Solr磁盘写流量 Byte/s
solr_disk_writebyt
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每5分钟平均负
载

Load solr_load_fiv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每分钟平均负载 Load solr_load_on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缓存大小
（buff/cache）

Byte
solr_mem_buff_ca
ch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空闲内存大小
（free）

Byte solr_mem_fre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共享内存大小
（shared）

Byte solr_mem_shared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总量（total） Byte solr_mem_total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使用比例 %
solr_mem_used_p
erce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15分钟select
ops

CountS
solr_select_15min
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1分钟select
ops

CountS
solr_select_1minR
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5分钟select
ops

CountS
solr_select_5minR
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次数总计 Count solr_select_cou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最大RT Millisecond
solr_select_max_r
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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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平均ops CountS
solr_select_meanR
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平均RT Millisecond
solr_select_mean_
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 p75 RT Millisecond solr_select_p75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 p95 RT Millisecond solr_select_p95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 p999 RT Millisecond
solr_select_p999_r
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 p99 RT Millisecond solr_select_p99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存储空间总量 Byte
solr_storage_total
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存储空间使用量 Byte
solr_storage_used
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存储空间使用比
例

%
solr_storage_used
_perce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15分钟update
ops

CountS
solr_update_15mi
n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1分钟update
ops

CountS
solr_update_1min
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5分钟update
ops

CountS
solr_update_5min
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次数总计 Count
solr_update_coun
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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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最大RT Millisecond
solr_update_max_
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平均ops CountS
solr_update_mean
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平均RT Millisecond
solr_update_mean
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 p75 RT Millisecond
solr_update_p75_r
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 p95 RT Millisecond
solr_update_p95_r
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 p999 RT Millisecond
solr_update_p999
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 p99 RT Millisecond
solr_update_p99_r
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存储空间总量 Byte
storage_total_byt
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存储空间使用量 Byte
storage_used_byt
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存储空间使用比例 %
storage_used_per
ce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存储本地化率 % store_locality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写流量 KB/s write_data_kb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写请求量 CountS write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Thrift请求平均耗时 Millisecond thrift_call_mea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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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ift请求量 Count
thrift_call_num_o
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Thrift请求队列等待
耗时

ms
thrift_call_time_in
_queu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Thrift请求队列等待
数量

Count
thrift_call_time_in
_queue_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HBase Serverless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hbaseserverlessacs_hbaseserverles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实例所占空间 Byte
Instance_storage_
size

userId、instanceId Sum

Delete ms dele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Get ms ge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Put ms pu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读CU request per min read_cu userId、instanceId Sum

Scan ms sca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写入CU数 request per min write_cu userId、instanceId Sum

hbase serverless读
cu

request per min
hbase_serverless_
read_cu

instanceId Sum

hbase serverless写
cu

request per min
hbase_serverless_
write_cu

instanceId Sum

实例所占空间 Byte
Instance_total_sto
rage

instanceId Maximum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HBase数据同步服务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bdsacs_bds。

15.4.27. HBase Serverless版15.4.27. HBase Serverless版

15.4.28. HBase数据同步服务15.4.28. HBase数据同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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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每秒网络流入量 bytes/s bytes_in
userId、
instna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秒网络流出量 bytes/s bytes_ou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冷存储总容量 bytes
cold_storage_cap
acity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冷存储使用量 bytes
cold_storage_use
d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冷存储使用比例 %
cold_storage_use
d_perce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空闲率 % cpu_idl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利用率System % cpu_system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利用率User % cpu_user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利用率IOWait % cpu_wio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失败任务数 count failed_job_cou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5分钟平均负载 1 load_fiv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分钟平均负载 1 load_on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缓存大小
（buff/cache）

bytes mem_buff_cach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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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内存大小
（free）

bytes mem_fre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共享内存大小
（shared）

bytes mem_shared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总量 bytes mem_total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使用比例 %
mem_used_perce
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大任务延迟 ms task_delay_max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异常任务数 count warn_job_cou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工作节点数量 count worker_cou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时序数据库TSDB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hit sdbacs_hit sd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时间线总数 Count
TotalT imeSeries-
Influxdb

instanceId Maximum

时间点增量 Count
DataPointsIncreme
nt-Influxdb

instanceId、host Maximum

磁盘使用量 GB
DiskUtilization-
Influxdb

instanceId、host Maximum

CPU使用率 %
CpuUsage-
Influxdb

instanceId、host Maximum

15.4.29. 云数据库TSDB15.4.29. 云数据库T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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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使用率 % DiskUsage instanceId、host Maximum

TSDB-内存使用率 % MemUsage-TSDB instanceId、host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Cassandra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cdsacs_cd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AntiEntropy活跃任
务数

Counts
AntiEntropyActive
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ntiEntropy等待任
务数

Counts
AntiEntropyPendin
g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认证失败次数 Counts AuthFailure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AS读延时 ms CasReadLatency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AS读请求次数 Requests/s CasReadRequest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AS读请求未提交次
数

Counts/s
CasReadUnfinishe
dCommit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AS写延时 ms CasWriteLatency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AS写请求次数 Requests/s CasWriteRequest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AS写请求未提交次
数

Counts/s
CasWriteUnfinishe
dCommit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15.4.30. 云数据库Cassandra15.4.30. 云数据库Cassa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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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连接数 Connections ClientConnection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ajor GC耗时 ms CmsGc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mmitlog完成任
务数

Counts
CommitlogCompl
ete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mmitlog等待任
务数

Counts
CommitlogPendin
g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mpaction活跃任
务数

Counts
CompactionActive
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mpaction已完成
数据

Bytes
CompactionComp
actedByte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mpaction完成任
务数

Counts
CompactionCompl
ete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mpaction等待任
务数

Counts
CompactionPendin
g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erStage等待
任务数

Counts
CounterStagePend
ing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硬中断 % CpuIrq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 1分钟负载 无 CpuLoad1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 15分钟负载 无 CpuLoad15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 5分钟负载 无 CpuLoad5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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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Nice占比 % CpuNice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软中断 % CpuSoftIrq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系统占比 % CpuSy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使用率 % CpuUsage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用户占比 % CpuUser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等待 % CpuWait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数据盘大小 Bytes DataDiskTotal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数据盘使用率 % DataDiskUsage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数据盘使用 Bytes DataDiskUsed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DeleteWithConditi
on请求数

Requests
DeleteWithConditi
on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磁盘等待 ms DiskAwait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磁盘读次数 Operations/s DiskInput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磁盘写次数 Operations/s DiskOutput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 文档版本：20220701 362



磁盘读数据 Bytes/s DiskRead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磁盘%util % DiskUtil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磁盘写数据 Bytes/s DiskWrite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请求失败数 Counts Failure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GC次数 Counts GcCollection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GC最大耗时 ms GcMaxElapsed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GC回收内存 Bytes GcReclaimed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GC总耗时 ms GcTotalElapsed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Gossip活跃任务数 Counts GossipActive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Gossip等待任务数 Counts
GossipPendingTas
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堆内存使用率 % HeapMemUsage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ntDispatcher活跃
任务数

Counts
HintDispatcherActi
ve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ntDispatcher等待
任务数

Counts
HintDispatcherPen
ding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云监控

363 > 文档版本：20220701



Key Cache命中率 % KeyCacheHitRate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Key Cache命中次数 Hits/s KeyCacheHit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Key Cache请求次数 Requests/s KeyCacheRequest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延时 ms Latency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剩余 Bytes MemFree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使用率 % MemUsage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使用 Bytes MemUsed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emtableFlushWri
ter活跃任务数

Counts
MemtableFlushWri
terPending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emtablePostFlus
h等待任务数

Counts
MemtablePostFlus
hPending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utationStage等
待任务数

Counts
MutationStagePen
ding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NativeTransport等
待任务数

Counts
NativeTransportPe
nding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网络收包丢失数 Packets/s NetInputDropped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网络收包错误数 Packets/s NetInputError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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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收包Overruns Packets/s NetInputOverrun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网络收包数 Packets/s NetInput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网络发包丢失数 Packets/s
NetOutputDroppe
d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网络发包错误数 Packets/s NetOutputError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网络发包Overruns Packets/s
NetOutputOverrun
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网络发包数 Packets/s NetOutput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网络收数据 Bytes/s NetRead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网络发数据 Bytes/s NetWrite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非堆内存 Bytes OffHeapMem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Minor GC耗时 ms ParNewGc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arallelScan请求数 Requests ParallelScan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utWithCondition
请求数

Requests PutWithCondition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QueryWithFilter请
求数

Requests QueryWithFilter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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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切片延时 ms RangeSliceLatency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Range切片请求次数 Requests/s
RangeSliceReques
t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读延时 ms ReadLatency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读延时95分位 ms ReadLatency95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读延时99分位 ms ReadLatency99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ReadRepairStage
等待任务数

Counts
ReadRepairStageP
ending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读请求次数 Requests/s ReadRequest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ReadStage等待任
务数

Counts
ReadStagePendin
g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请求数 Requests Request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Row Cache命中率 % RowCacheHitRate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Row Cache命中次
数

Hits/s RowCacheHit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Row Cache请求次
数

Requests/s
RowCacheRequest
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canWithFilter请求
数

Requests ScanWithFilter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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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索引等待任务
数

Counts
SecondaryIndexPe
ndingTask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系统盘使用率 % SysDiskUsage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超时次数 Counts T imeout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请求不可用数 Counts Unavailables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WithConditi
on请求数

Requests
UpdateWithCondit
ion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视图写延时 ms ViewWriteLatency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视图写请求次数 Requests/s ViewWriteRequest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写延时 ms WriteLatency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写延时95分位 ms WriteLatency95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写延时99分位 ms WriteLatency99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写请求次数 Requests/s WriteRequest
userId、
cluster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HybridDB for MySQL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pet adat aacs_pet adat a。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15.4.31. HybridDB for MySQL15.4.31. HybridDB for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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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磁盘使用量 MB Disk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网络流入带宽 Bytes/Second
InboundBandwidt
h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子节点CPU使用率 Percent Node_CPUUsage
userId、
instanceId、
schema、nodeId

Average、
Maximum

子节点磁盘使用量 MB Node_DiskUsage
userId、
instanceId、
schema、nodeId

Average、
Maximum

子节点IOPS Count/Second Node_IOPS
userId、
instanceId、
schema、nodeId

Average、
Maximum

网络流出带宽 Bytes/Second
OutBoundBandwid
th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每秒请求数 Count/Second 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原生多模数据库Lindorm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lindormacs_lindorm。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超过Memstore上限
次数

Frequency
above_memstore_
cou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秒网络流入量 Byte/s bytes_in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秒网络流出量 Byte/s bytes_ou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15.4.32. 云原生多模数据库Lindorm15.4.32. 云原生多模数据库Lind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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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存储总容量 Byte
cold_storage_tota
l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冷存储使用量 Byte
cold_storage_use
d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冷存储使用百分比 %
cold_storage_use
d_perce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mpaction队列长
度

Count
compaction_queu
e_siz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空闲率 % cpu_idl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利用率System % cpu_system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利用率User % cpu_user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利用率IOWait % cpu_wio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磁盘读流量 Byte/s disk_read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磁盘写流量 Byte/s disk_write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失败任务数 Count failed_job_cou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Get请求量 CountS get_num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Get平均RT Millisecond get_rt_avg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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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操作P99延迟 Millisecond get_rt_p99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andlerQueue长度 Count
handler_queue_siz
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5分钟平均负载 Load load_fiv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分钟平均负载 Load load_on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QL连接数 Count lql_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Delete请求平均耗
时

Millisecond lql_delete_avg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Delete请求数 CountSecond lql_delete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Delete p99耗时 Millisecond lql_delete_p99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Select请求平均耗时 Millisecond lql_select_avg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Select请求数 CountSecond lql_select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Select p99 耗时 Millisecond lql_select_p99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Upsert请求平均耗
时

Millisecond lql_upsert_avg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Upsert请求数 CountSecond lql_upsert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Upsert p99耗时 Millisecond lql_upsert_p99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缓存大小
（Buff/Cache）

Byte mem_buff_cach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空闲内存大小
（Free）

Byte mem_fre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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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内存大小
（Shared）

Byte mem_shared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总量（Total） Byte mem_total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使用比例 %
mem_used_perce
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ut请求量 CountS put_num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ut平均RT Millisecond put_rt_avg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ut P99延迟 Millisecond put_rt_p99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读流量 KB/s read_data_kb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读请求量 CountS read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读平均RT Millisecond read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RegionServer管理
Region个数

Count
regions_per_ldser
ver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can请求量 CountS scan_num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can平均延迟 Millisecond scan_rt_avg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can P99延迟 Millisecond scan_rt_p99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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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每秒网络流入
量

Byte/s search_bytes_in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搜索每秒网络流出
量

Byte/s search_bytes_ou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搜索冷存储使用量 Byte
search_cold_stora
ge_used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搜索CPU空闲率 % search_cpu_idl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搜索CPU利用率
System

%
search_cpu_syste
m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搜索CPU利用率User % search_cpu_user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搜索 CPU利用率
IOWait

% search_cpu_wio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搜索磁盘读流量 Byte/s
search_disk_readb
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搜索磁盘写流量 Byte/s
search_disk_write
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搜索热存储使用量 Byte
search_hot_storag
e_used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搜索每5分钟平均负
载

Load search_load_fiv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搜索每分钟平均负
载

Load search_load_on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搜索缓存大小
（Buff/Cache）

Byte
search_mem_buff
_cach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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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内存大小
（Free）

Byte search_mem_fre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共享内存大小
（Shared）

Byte
search_mem_shar
ed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总量（Total） Byte search_mem_total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使用比例 %
search_mem_used
_perce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15分钟Select
ops

CountS
search_select_15
min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1分钟Select
ops

CountS
search_select_1mi
n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5分钟Select
ops

CountS
search_select_5mi
n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次数总计 CountS
search_select_cou
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最大RT Millisecond
search_select_ma
x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平均ops CountS
search_select_me
an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平均RT Millisecond
search_select_me
an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 p75 RT Millisecond
search_select_p75
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 p95 RT Millisecond
search_select_p95
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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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p999 RT Millisecond
search_select_p99
9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 p99 RT Millisecond
search_select_p99
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15分钟Update
ops

CountS
search_update_15
min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1分钟Update
ops

CountS
search_update_1
min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5分钟Update
ops

CountS
search_update_5
min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次数总计 CountS
search_update_co
u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最大RT Millisecond
search_update_m
ax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平均ops CountS
search_update_m
ean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平均RT Millisecond
search_update_m
ean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 p75 RT Millisecond
search_update_p7
5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 p95 RT Millisecond
search_update_p9
5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 p999 RT Millisecond
search_update_p9
99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 p99 RT Millisecond
search_update_p9
9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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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r每秒网络流入量 Byte/s solr_bytes_in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每秒网络流出量 Byte/s solr_bytes_ou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 CPU空闲率 % solr_cpu_idl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 CPU利用率
System

% solr_cpu_system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 CPU利用率
User

% solr_cpu_user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 CPU利用率
IOWait

% solr_cpu_wio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磁盘读流量 Byte/s
solr_disk_readbyt
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磁盘写流量 Byte/s
solr_disk_writebyt
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每5分钟平均负
载

Load solr_load_fiv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每分钟平均负载 Load solr_load_on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缓存大小
（Buff/Cache）

Byte
solr_mem_buff_ca
ch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空闲内存大小
（Free）

Byte solr_mem_fre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共享内存大小
（Shared）

Byte solr_mem_shared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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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总量（Total） Byte solr_mem_total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使用比例 %
solr_mem_used_p
erce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15分钟Select
ops

CountS
solr_select_15min
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1分钟Select
ops

CountS
solr_select_1minR
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5分钟Select
ops

CountS
solr_select_5minR
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次数总计 Count solr_select_cou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最大RT Millisecond
solr_select_max_r
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平均ops CountS
solr_select_meanR
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平均RT Millisecond
solr_select_mean_
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 p75 RT Millisecond solr_select_p75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 p95 RT Millisecond solr_select_p95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 p999 RT Millisecond
solr_select_p999_r
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elect p99 RT Millisecond solr_select_p99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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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r存储空间总量 Byte
solr_storage_total
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存储空间使用量 Byte
solr_storage_used
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Solr存储空间使用比
例

%
solr_storage_used
_perce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15分钟Update
ops

CountS
solr_update_15mi
n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1分钟Update
ops

CountS
solr_update_1min
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近5分钟Update
ops

CountS
solr_update_5min
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次数总计 Count
solr_update_coun
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最大RT Millisecond
solr_update_max_
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平均ops CountS
solr_update_mean
Rate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平均RT Millisecond
solr_update_mean
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 p75 RT Millisecond
solr_update_p75_r
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 p95 RT Millisecond
solr_update_p95_r
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Update p999 RT Millisecond
solr_update_p999
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云监控

377 > 文档版本：20220701



Update p99 RT Millisecond
solr_update_p99_r
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存储空间总量 Byte
storage_total_byt
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存储空间使用量 Byte
storage_used_byt
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存储空间使用比例 %
storage_used_per
ce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存储本地化率 % store_locality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宽表冷存储使用量 Byte
table_cold_storag
e_used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宽表热存储使用量 Byte
table_hot_storage
_used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最大任务延迟 ms task_delay_max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Thrift请求平均耗时 Millisecond thrift_call_mea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Thrift请求量 Count
thrift_call_num_o
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Thrift请求队列等待
耗时

ms
thrift_call_time_in
_queu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Thrift请求队列等待
数量

Count
thrift_call_time_in
_queue_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时序冷存储使用量 Byte
tsdb_cold_storag
e_used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数据点数量 Count
tsdb_datapoints_
added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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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使用量 GB tsdb_disk_used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时序热存储使用量 Byte
tsdb_hot_storage
_used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JVM内存使用率 %
tsdb_jvm_used_pe
rce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异常任务数 Count warn_job_cou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工作节点数量 Count worker_cou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写流量 KB/s write_data_kb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写请求量 CountS write_op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写平均RT Millisecond write_r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热存储总容量 Byte
hot_storage_total
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热存储使用量 Byte
hot_storage_used
_bytes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热存储使用比例 %
hot_storage_used
_percent

userId、
instanceId、host

Average、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图数据库GDB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gdbacs_gd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15.4.33. 图数据库GDB15.4.33. 图数据库G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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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CPU使用率 % cpu_usage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平均每秒IO字节
数

Byte/s data_io_byt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IO次数 CountSecond data_io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磁盘空间使用率 % disk_usage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Delete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del_edg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Delete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del_vertices_p
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Insert边语
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insert_edges_
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Insert点语
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insert_vertices
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Read语句
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readonly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Update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updated_edg
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Update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dsl_updated_verti
c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Delete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gremlin_del_edge
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Delete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gremlin_del_vertic
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Insert边语
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gremlin_insert_ed
g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Insert点语
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gremlin_insert_ver
tic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Read语句
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gremlin_readonly_
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当前活跃连接数 Count
gremlin_running_c
onn_num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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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总连接数 Count
gremlin_total_con
n_num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Update边
语句执行次数

CountSecond
gremlin_updated_
edg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导入的边
数目

CountS import_edges_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导入的点
数目

CountS
import_vertices_p
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内存使用率 % mem_usage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当前活跃连接数 Count running_conn_num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当前总连接数 Count total_conn_num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事务平均执行时间 Millisecond
transaction_avg_e
xecute_time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事务最大执行时间 Millisecond
transaction_max_
execute_time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事务执行成功率 %
transaction_succe
ss_rate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每秒执行事务
数

CountSecond transaction_tps
userId、
db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分析型数据库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adsacs_ad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磁盘额定容量 MB ads.diskSize

userId、
instanceId、
tableSchema、
worker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磁盘已用容量 MB ads.diskUsed

userId、
instanceId、
tableSchema、
worker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15.4.34. 分析型数据库15.4.34. 分析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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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使用率 %
ads.diskUsedPerce
nt

userId、
instanceId、
tableSchema、
workerId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原生数据仓库Analyt icDB MySQL版3.0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adbacs_ad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弹性模式） 磁盘
冷数据使用量

MB
ColdDataDiskUsag
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弹性模式） 磁盘
热数据使用量

MB HotDataDisk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连接数 Count connection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弹性模式） 磁盘
使用量

MB disk_used_MB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预留模式） 磁盘
使用率

% disk_used_perce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查询计算节点CPU使
用率

%
executor_avg_cpu
_use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查询计算节点读吞
吐量

MB
executor_avg_rea
d_bytes_MB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查询计算节点读
IOPS

Frequency
executor_avg_rea
d_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查询计算节点写吞
吐量

MB
executor_avg_writ
e_bytes_MB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查询计算节点写
IOPS

Frequency
executor_avg_writ
e_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写入响应时间 Millisecond insert_avg_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写入吞吐量 MB insert_in_byte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最大写入响应时间 Millisecond insert_max_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15.4.35. 云原生数据仓库AnalyticDB MySQL版3.015.4.35. 云原生数据仓库AnalyticDB MySQL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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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S Count 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查询耗时 Millisecond query_avg_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最大查询耗时 Millisecond query_max_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最大查询等待耗时 Millisecond
query_max_wait_ti
m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平均查询等待耗时 Millisecond
query_total_wait_
tim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TPS Count t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数据读写节点CPU使
用率

%
worker_avg_cpu_u
se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磁盘IO使用率 % worker_avg_io_util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数据读写节点读吞
吐量

MB
worker_avg_read_
byte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数据读写节点读
IOPS

Frequency
worker_avg_read_i
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数据读写节点写吞
吐量

MB
worker_avg_write
_byte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数据读写节点写
IOPS

Frequency
worker_avg_write
_io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弹性模式） 最大
节点磁盘使用量

MB
worker_max_node
_disk_used_MB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预留模式） 最大
节点磁盘使用率

%
worker_max_node
_disk_used_percen
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ClickHouse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clickhouseacs_clickhous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连接数使用比例 % conn_usage uid、logic_name Average

15.4.36. 云数据库ClickHouse15.4.36. 云数据库Click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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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数 count conn_usage_count uid、logic_name Average

CPU使用率 % cpu_usage uid、logic_name Average

磁盘空间已用比例 % disk_usage uid、logic_name Average

磁盘总使用空间 MB disk_usage_size uid、logic_name Average

每秒插入数据量 MB insert_mb_ps uid、logic_name Average

每秒插入行数 line insert_rows_ps uid、logic_name Average

内存使用比例 % mem_usage uid、logic_name Average

内存使用量 MB mem_usage_size uid、logic_name Average

每秒查询次数 frequency qps uid、logic_nam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分析型数据库PostgreSQL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hybriddbacs_hybridd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资源预留】连接
数使用率

% ConnectionUsage
userId、
instanceId、role

Average

【资源预留】CPU使
用率

% CpuUsage
userId、
instance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资源预留】磁盘
使用率

% DiskUsage
userId、
instanceId、role

Average

【资源预留】IO吞吐
量使用率

% IOPSUsage
userId、
instanceId、role

Average

【资源预留】内存
使用率

% MemoryUsage
userId、
instanceId、role

Average

【资源弹性】连接
数

Count
adbpg_conn_coun
t

userId、
instanceId、
instance_compon
ent、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15.4.37. 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15.4.37. AnalyticDB for Post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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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弹性】节点
CPU使用率

%
node_cpu_used_p
ercent

userId、
instanceId、
instance_compon
ent、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资源弹性】节点
IOPS

Count node_disk_iops

userId、
instanceId、
instance_compon
ent、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资源弹性】节点
磁盘使用率

%
node_disk_used_p
ercent

userId、
instanceId、
instance_compon
ent、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资源弹性】节点
内存使用率

%
node_mem_used_
percent

userId、
instanceId、
instance_compon
ent、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数据传输服务DTS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t sacs_dt 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订阅延迟 Seconds
ChangeTrackingLa
tenc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数据传输服务DTS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t sacs_dt 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迁移延迟 Seconds MigrationLatenc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15.4.38. 数据传输服务DTS（Change_tracking）15.4.38. 数据传输服务DTS（Change_tracking）

15.4.39. 数据传输服务DTS（Migration）15.4.39. 数据传输服务DTS（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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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数据传输服务DTS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t sacs_dt 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同步延迟 Milliseconds
SynchronizationLa
tenc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DDoS高防国际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dosdipacs_ddosdip。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活跃连接数 Count Active_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高防IP攻击流量 bit/s AttackTraffic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高防IP回源流量 bit/s Back_Traffic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高防IP入流量 bit/s In_Traffic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非活跃连接数 Count
Inactive_connectio
n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新建连接数 Count New_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高防IP出流量 bit/s Out_Traffic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15.4.40. 数据传输服务DTS（Synchronization）15.4.40. 数据传输服务DTS（Synchronization）

15.5. 安全15.5. 安全
15.5.1. DDoS高防国际15.5.1. DDoS高防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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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PS CountS qps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QPS环比下降率 % qps_ratio_down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QPS环比增长率 % qps_ratio_up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2XX状态码 Count resp2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2XX状态码占比 % resp2xx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3XX状态码 Count resp3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3XX状态码占比 % resp3xx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04状态码 Count resp404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04状态码占比 % resp404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XX状态码 Count resp4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XX状态码占比 % resp4xx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5XX状态码 Count resp5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5XX状态码占比 % resp5xx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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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X回源状态码 Count upstream_resp2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2XX回源状态码占比 %
upstream_resp2xx
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3XX回源状态码 Count upstream_resp3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3XX回源状态码占比 %
upstream_resp3xx
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04回源状态码 Count upstream_resp404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04回源状态码占比 %
upstream_resp404
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XX回源状态码 Count upstream_resp4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XX回源状态码占比 %
upstream_resp4xx
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5XX回源状态码 Count upstream_resp5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5XX回源状态码占比 %
upstream_resp5xx
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DDoS高防IP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dosacs_ddo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15.5.2. DDoS高防IP15.5.2. DDoS高防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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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高防IP活跃并发连接 Count Active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高防IP攻击流量 bit/s AttackTraffic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高防IP回源带宽 bit/s
BackToSourceTraf
fic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高防IP非活跃并发连
接

Count Inactive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高防IP入流量 bit/s InternetInRate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高防IP出流量 bit/s InternetOutRate
userId、
instanceId、ip

Value

高防IP新建连接 Count New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DDoS高防的新BGP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newbgpddosacs_newbgpddo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活跃连接数 Count Active_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高防IP攻击流量 bit/s AttackTraffic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高防IP回源流量 bit/s Back_Traffic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高防IP入流量 bit/s In_Traffic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非活跃连接数 Count
Inactive_connectio
n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新建连接数 Count New_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15.5.3. 新BGP高防15.5.3. 新BGP高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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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防IP出流量 bit/s Out_Traffic
userId、
InstanceId、ip

Maximum

QPS CountS qps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QPS环比下降率 % qps_ratio_down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QPS环比增长率 % qps_ratio_up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2XX状态码 Count resp2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2XX状态码占比 % resp2xx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3XX状态码 Count resp3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3XX状态码占比 % resp3xx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04状态码 Count resp404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04状态码占比 % resp404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XX状态码 Count resp4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XX状态码占比 % resp4xx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5XX状态码 Count resp5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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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XX状态码占比 % resp5xx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2XX回源状态码 Count upstream_resp2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2XX回源状态码占比 %
upstream_resp2xx
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3XX回源状态码 Count upstream_resp3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3XX回源状态码占比 %
upstream_resp3xx
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04回源状态码 Count upstream_resp404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04回源状态码占比 %
upstream_resp404
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XX回源状态码 Count upstream_resp4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4XX回源状态码占比 %
upstream_resp4xx
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5XX回源状态码 Count upstream_resp5xx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5XX回源状态码占比 %
upstream_resp5xx
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Web应用防火墙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wafwaf 。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15.5.4. Web应用防火墙15.5.4. Web应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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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4XX占比 % 4XX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5XX占比 % 5XX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访问控制拦截量
（5m）

Count acl_blocks_5m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访问控制拦截占比
（5m）

% acl_rate_5m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CC防护拦截量
（5m）

Count cc_blocks_5m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CC防护拦截占比
（5m）

% cc_rate_5m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QPS CountS qps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QPS环比增长率 % qps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QPS环比下降率 % qps_ratio_down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Web攻击拦截量
（5m）

Count waf_blocks_5m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Web攻击拦截占比
（5m）

% waf_rate_5m
userId、
instanceId、
domain

Maximum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内容安全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lvwangacs_lvwang。

15.5.5. 内容安全15.5.5. 内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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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服务QPS或路数 countSecond service_qps
userId、
serviceId、
regionId

Maximum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操作审计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act iont railacs_act iont rail。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OSS投递失败事件量 Count
delivery_oss_fail_c
ount

userId、instanceId Sum

OSS投递事件量 Count
delivery_oss_succ
ess_count

userId、instanceId Sum

SLS投递失败事件量 Count
delivery_sls_fail_c
ount

userId、instanceId Sum

SLS投递事件量 Count
delivery_sls_succe
ss_count

userId、instanceId Sum

IP异常调用 Frequency ip_abnormal_call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Sum

单IP异常调用次数 Frequency
single_ip_abnorm
al_calls

userId、
instanceId、ip、
regionId

Sum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流计算的监控项。

说明 说明 流计算即阿里云实时计算。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15.5.6. 操作审计15.5.6. 操作审计

15.6. 大数据15.6. 大数据
15.6.1. 流计算15.6.1. 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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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st reamcomput eacs_st reamcomput 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数据滞留时间 s FetchedDelay
userId、regionId、
projectName、
jobName

Average

读入RPS RPS ParserTpsRate
userId、regionId、
projectName、
jobName

Average

写入RPS RPS SinkOutTpsRate
userId、regionId、
projectName、
jobName

Average

FailoverRate % TaskFailoverRate
userId、regionId、
projectName、
jobName

Average

业务延迟 s inputDelay
userId、regionId、
projectName、
jobName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交互式分析Hologres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hologresacs_hologre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连接数 Count connection_count
userId、
instanceId、
dbName

Average、Sum

SQL总连接数 Count connection_num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CPU水位 % cpu_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Delete语句QPS CountSecond delete_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Delete语句响应时
间

MilliSecond
delete_query_late
nc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每秒Delete记录数 CountS
delete_record_qp
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15.6.2. 交互式分析hologres15.6.2. 交互式分析holog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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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查询数 Count failed_querie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Insert语句QPS CountSecond insert_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Insert语句响应时间 MilliSecond
insert_query_laten
c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内存水位 % memory_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Query响应时间明细 MilliSecond query_latency
instanceId、
userId、cmdType

Average

Query QPS明细 CountS query_qps
instanceId、
userId、cmdType

Average

每秒实时导入吞吐
量

Byte
realtime_ingestion
_throughpu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实时导入RPS CountS record_input_qps instanceId、userId Average

每秒Insert记录数 CountS
records_per_seco
n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查询时长P99 Second select_latency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查询时长P95 Second
select_latency_p9
5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查询时长P999 Second
select_latency_p9
99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Select语句QPS CountSecond select_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Select语句响应时间 MilliSecond
select_query_late
ncy

instanceId、userId Average

存储已用容量 Byte storage_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存储水位 %
storage_usage_pe
rce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Update语句QPS CountSecond update_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Update语句响应时
间

MilliSecond
update_query_lat
enc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每秒Update记录数 CountS
update_record_qp
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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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写入RPS countS dml_rps
userId、
instanceId、
cmdType

Average、Sum、
Maximum

Query P99延迟 milliseconds query_latency_p99
userId、
instanceId、
cmdType

Average、
Maximum、Value

连接数使用率 % connection_us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每秒失败查询数 countS failed_query_qps
userId、
instanceId、
cmdTyp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的按量付费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axcomput e_prepayacs_maxcomput e_prepay。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按量付费日作业消
费

rmb TaskDailyCost userId、project Maximum

按量付费月作业消
费

rmb TaskMonthlyCost userId、project Maximum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的通用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axcomput e_prepayacs_maxcomput e_prepay。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作业运行时长 Second
RunningInstanceTi
meout

userId、project、
instanceId

Maximum

作业运行时长_SQL
类型

Second
RunningInstanceTi
meout-SQL

userId、project、
instanceId

Maximum

15.6.3. MaxCompute-按量付费15.6.3. MaxCompute-按量付费

15.6.4. MaxCompute-通用15.6.4. MaxCompute-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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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nel日累计下载
数据量_Project级别

Byte
TunnelDownloadD
atasizeDailyBP

userId、project Maximum

Tunnel下载流量
_Project级别

Byte/minute
TunnelDownloadT
rafficBP

userId、project Average

Tunnel当前并发
Slot数_Project级别

Count
TunnelSlotQuotaB
P

userId、
projectName、
region

Maximum

Tunnel日累计上传
数据量_Project级别

Byte
TunnelUploadData
sizeDailyBP

userId、project Average

Tunnel上传流量
_Project级别

Byte/minute
TunnelUploadTraf
ficBP

userId、project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的包年包月Quota组资源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axcomput e_prepayacs_maxcomput e_prepay。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预付费配额组CPU使
用量

%
PrePayQuotaGrou
pCPUUsed

userId、
groupName

Average

包年包月配额组作
业等待数

Count
PrePayQuotaGrou
pJobWaitQueue

userId、
groupName

Value

包年包月配额组内
存使用量

MB
PrePayQuotaGrou
pMemUsed

userId、
groupName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大数据计算服务MaxCompute的包年包月用户资源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axcomput e_prepayacs_maxcomput e_prepay。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预付费Region配额
组CPU使用量

%
UserRegionQGCPU
Utilization

userId、regionId Average

包年包月Region配
额组MEM使用率

%
UserRegionQGMEM
Utilization

userId、regionId Average

15.6.5. MaxCompute-包年包月Quota组资源15.6.5. MaxCompute-包年包月Quota组资源

15.6.6. MaxCompute-包年包月用户资源15.6.6. MaxCompute-包年包月用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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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E-MapReduce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emracs_emr。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ALINKNginxPortOp
en（old）

Count
ALINKNginxPortOp
en

userId、
clusterId、role、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LINKServerPortOp
en（old）

Count
ALINKServerPortO
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ActiveApplications
（old）

Count ActiveApplication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ActiveUsers（old
）

Count ActiveUs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AggregateContain
ersAllocated（old
）

Count
AggregateContain
ersAlloca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AggregateContain
ersReleased（old
）

Count
AggregateContain
ersReleas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AllocatedContaine
rs（old）

Count
AllocatedContaine
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AppsCompleted（
old）

Count AppsComple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AppsFailed（old）

Count AppsFail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AppsKilled（old）

Count AppsKill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15.6.7. E-MapReduce15.6.7. E-Map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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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QueueMetrics.
AppsPending（old
）

Count AppsPend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AppsRunning（old
）

Count AppsRunn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AppsSubmitted（
old）

Count AppsSubmit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AvailableMB（old
）

MB AvailableMB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AvailableVCores（
old）

Count AvailableVCore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BlockCapacity（
old）

Count BlockCapacity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Bloc
kChecksumOpAvg
Time（old）

ms
BlockChecksumOp
AvgT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Bloc
kChecksumOpNum
Ops（old）

Count
BlockChecksumOp
Num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Bloc
kReportsAvgTime
（old）

ms
BlockReportsAvgTi
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Bloc
kReportsNumOps
（old）

Count
BlockReportsNum
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Bloc
kVerificationFailure
s（old）

Count
BlockVerificationF
ailure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Bloc
ksRead（old）

Count BlocksRea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Bloc
ksRemoved（old
）

Count BlocksRemov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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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datanode.Bloc
ksReplicated（old
）

Count BlocksReplica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BlocksTotal（ol
d）

Count Blocks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Bloc
ksUncached（old
）

Count BlocksUncach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Bloc
ksVerified（old）

Count BlocksVerifi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Bloc
ksWritten（old）

Count BlocksWritt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Byte
sRead（old）

Byte BytesRea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Byte
sWritten（old）

Byte BytesWritt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pc.rpc.CallQueueL
ength（old）

Count CallQueueLength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CapacityRemaini
ng（old）

Byte CapacityRemain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CapacityTotal（
old）

Byte Capacity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CapacityUsed（
old）

Byte CapacityUs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CapacityUsedNo
nDFS（old）

Byte
CapacityUsedNon
DF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NodeManager
Metrics.Containers
Completed（old）

Count
ContainersComple
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NodeManager
Metrics.Containers
Failed（old）

Count ContainersFail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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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NodeManager
Metrics.ContainersI
nit ing（old）

Count ContainersInit 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NodeManager
Metrics.Containers
Killed（old）

Count ContainersKill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NodeManager
Metrics.Containers
Launched（old）

Count
ContainersLaunche
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NodeManager
Metrics.Containers
Running（old）

Count ContainersRunn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Cop
yBlockOpAvgTime
（old）

ms
CopyBlockOpAvgTi
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Cop
yBlockOpNumOps
（old）

Count
CopyBlockOpNum
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CorruptBlocks（
old）

Count CorruptBl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ataNodeDfsUsed
Percent（old）

%
DataNodeDfsUsed
Perc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DataNodeHttpPort
Open（old）

Count
DataNodeHttpPor
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ataNodeIpcPortO
pen（old）

Count
DataNodeIpcPortO
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ataNodePortOpe
n（old）

Count
DataNodePortOpe
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isk_free_percent_
mnt_disk1（old）

%
DiskUsageMntDisk
1

userId、
clusterId、

Average

disk_free_percent_
rootfs（old）

% DiskUsageRootfs
userId、
clusterId、

Average

Flow（old） bit/s
EmrFlowSubmitte
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ExcessBlocks（o
ld）

Count ExcessBl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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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FSNamesyste
m.ExpiredHeartbe
ats（old）

Count ExpiredHeartbeat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network.Req
uestMetrics.LocalT
imeMs.request.Fet
ch.max（old）

Millisecond
Fetch.LocalT imeM
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network.Req
uestMetrics.LocalT
imeMs.request.Fet
ch.mean（old）

Millisecond
Fetch.LocalT imeM
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LocalT
imeMs.stddev（ol
d）

Millisecond
Fetch.LocalT imeM
s.stdd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network.Req
uestMetrics.Remot
eTimeMs.request.F
etch.max（old）

Millisecond
Fetch.RemoteTim
eM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Remot
eTimeMs.mean（o
ld）

Millisecond
Fetch.RemoteTim
eM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Remot
eTimeMs.stddev（
old）

Millisecond
Fetch.RemoteTim
eMs.stdd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Reque
stQueueTimeMs.m
ax（old）

Millisecond
Fetch.RequestQue
ueTimeM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Reque
stQueueTimeMs.m
ean（old）

Millisecond
Fetch.RequestQue
ueTimeM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Reque
stQueueTimeMs.st
ddev（old）

Millisecond
Fetch.RequestQue
ueTimeMs.stdd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Respo
nseQueueTimeMs.
max（old）

Millisecond
Fetch.ResponseQu
eueTimeM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Respo
nseQueueTimeMs.
mean（old）

Millisecond
Fetch.ResponseQu
eueTimeM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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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Fetch.Respo
nseQueueTimeMs.
stddev（old）

Millisecond
Fetch.ResponseQu
eueTimeMs.stdde
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Respo
nseSendTimeMs.m
ax（old）

Millisecond
Fetch.ResponseSe
ndTimeM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Respo
nseSendTimeMs.m
ean（old）

Millisecond
Fetch.ResponseSe
ndTimeM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Respo
nseSendTimeMs.st
ddev（old）

Millisecond
Fetch.ResponseSe
ndTimeMs.stdd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Thrott
leT imeMs.max（ol
d）

Millisecond
Fetch.ThrottleT im
eM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Thrott
leT imeMs.mean（
old）

Millisecond
Fetch.ThrottleT im
eM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Thrott
leT imeMs.stddev
（old）

Millisecond
Fetch.ThrottleT im
eMs.stdd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network.Req
uestMetrics.TotalT
imeMs.request.Fet
ch.max（old）

Millisecond
Fetch.TotalT imeM
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network.Req
uestMetrics.TotalT
imeMs.request.Fet
ch.mean（old）

Millisecond
Fetch.TotalT imeM
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Fetch.TotalT
imeMs.stddev（ol
d）

Millisecond
Fetch.TotalT imeM
s.stdd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Flink）任务缓冲
区队列长度

Count
FlinkJobTaskBuffer
sOutputQueueLen
gth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最后任务
checkpoint耗时

Count
FlinkJobmanagerJo
bLastCheckpointD
uration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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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nk）jobmanag
er最后checkpoint
恢复耗时

Count
FlinkJobmanagerJo
bLastCheckpointR
estoreT imestamp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最后任务
checkpoint大小

Count
FlinkJobmanagerJo
bLastCheckpointSi
z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任务完成
checkpoint数量

Count
FlinkJobmanagerJo
bNumberOfCompl
etedCheckpoint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任务失败
checkpoint数量

Count
FlinkJobmanagerJo
bNumberOfFailed
Checkpoint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任务处理中
checkpoint数量

Count
FlinkJobmanagerJo
bNumberOfInProg
ressCheckpoint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任务checkpoint
总数

Count
FlinkJobmanagerJo
bTotalNumberOfC
heckpoint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任务执行时间

Count
FlinkJobmanagerJo
bUpti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被注册
taskmanager数量

Count
FlinkJobmanagerN
umRegisteredTask
Manager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运行任务数量

Count
FlinkJobmanagerN
umRunningJob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的CPU负载

Count
FlinkJobmanagerSt
atusJVMCPULoa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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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nk）jobjmana
ger的JVM 线程数量

Count
FlinkJobmanagerSt
atusJVMThreadsCo
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可用slot数量

Count
FlinkJobmanagerT
askSlotsAvailabl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总slot数量

Count
FlinkJobmanagerT
askSlotsTotal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任务缓冲
区inpool使用率

Count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BuffersInP
oolUsag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任务输入
缓冲区队列长度

Count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BuffersInp
utQueueLength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任务缓冲
区outpool使用率

Count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BuffersOut
PoolUsag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当前输入
水印

Millisecond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CurrentInp
utWatermark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任务本
地buffer每秒流量

Byte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NumBuffer
sInLocalPerSecon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任务远
程buffer每秒流量

Byte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NumBuffer
sInRemotePerSeco
n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任务每
秒buffer出口流量

Byte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NumBuffer
sOutPerSecon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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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nk）job任务本
地每秒流量

Byte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NumBytesI
nLocalPerSecon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任务远
程每秒流量

Byte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NumBytesI
nRemotePerSecon
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任务每
秒出口流量

Byte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NumBytes
OutPerSecon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任务输入
记录数

Count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NumRecor
dsIn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任务输入
记录数每秒

Count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NumRecor
dsInPerSecon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任务输出
记录数

Count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NumRecor
dsOu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任务输出
记录数每秒

Count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NumRecor
dsOutPerSecon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当前操作
输入水印

Millisecond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OperatorC
urrentInputWater
mark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当前操作
输出水印

Millisecond

FlinkTaskmanagerJ
obTaskOperatorC
urrentOutputWate
rmark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job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taskmana
ger的CPU负载

Count
FlinkTaskmanager
StatusJVMCPULoa
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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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nk）taskmana
ger的JVM线程数量

Count
FlinkTaskmanager
StatusJVMThreads
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dfs.datanode.Flus
hNanosAvgTime（
old）

ns
FlushNanosAvgTi
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Flus
hNanosNumOps（
old）

ns
FlushNanosNumO
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Fsyn
cCount（old）

Count Fsyn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JvmMetrics.Gc
Count（old）

Count G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JvmMetrics.Gc
T imeMillis（old）

ms GcTimeMilli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MasterHttpPortO
pen（old）

Count
HMasterHttpPortO
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MasterIpcPortOp
en（old）

Count
HMasterIpcPortOp
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MasterJmxPortOp
en（old）

Count
HMasterJmxPortO
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RegionServerHttp
PortOpen（old）

Count
HRegionServerHtt
p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RegionServerIpcP
ortOpen（old）

Count
HRegionServerIpcP
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RegionServerJmx
PortOpen（old）

Count
HRegionServerJmx
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iveServer2PortOp
en（old）

Count
HiveServer2PortOp
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Server2WebuiP
ortOpen（old）

Count
HiveServer2Webui
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HuePortOpen（old
）

Count Hue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obHistoryPortOpe
n（old）

Count
JobHistoryPortOpe
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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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HistoryWebapp
PortOpen（old）

Count
JobHistoryWebapp
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ournalNodeHttpP
ortOpen（old）

Count
JournalNodeHttpP
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ournalNodeRpcPo
rtOpen（old）

Count
JournalNodeRpcPo
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 Broker
RequestQueue队列
的使用率

Percent

Kafka.Network.Re
questChannel.Req
uestQueueUsageP
erce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Bytes
InPerSec

Byte/s
Kafka.Broker.Bytes
InPerSec.OneMinut
eRat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Bytes
OutPerSec

Byte/s
Kafka.Broker.Bytes
OutPerSec.OneMin
uteRat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Faile
dFetchRequestsPe
rSec

Count/s

Kafka.Broker.Faile
dFetchRequestsPe
rSec.OneMinuteRat
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Faile
dProduceRequests
PerSec

Count/s

Kafka.Broker.Faile
dProduceRequests
PerSec.OneMinute
Rat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 Broker每秒
Fetch导致消息版本
转换条数

Message/s

Kafka.Broker.Fetch
MessageConversio
nsPerSec.OneMinu
teRat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G1_Ol
d.CollectionCount

Count
Kafka.Broker.G1_O
ld_Generation.Coll
ection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G1_Ol
d.CollectionTime

ms
Kafka.Broker.G1_O
ld_Generation.Coll
ectionTi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G1_Y
oung.CollectionCo
unt

ms
Kafka.Broker.G1_Y
oung_Generation.
Collection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G1_Y
oung.CollectionTi
me

ms
Kafka.Broker.G1_Y
oung_Generation.
CollectionTi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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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Broker.IsrExp
andsPerSec

Count/s
Kafka.Broker.IsrEx
pandsPerSec.One
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IsrShr
inksPerSec

Count/s
Kafka.Broker.IsrShr
inksPerSec.OneMin
uteRat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_Broker.kafk
a.server.ReplicaMa
nager.LeaderCoun
t

Count
Kafka.Broker.Lead
er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_Broker.kafk
a.log.Log.Size

Byte
Kafka.Broker.Log.S
iz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LogFl
ushRateAndTimeM
s

Count/s
Kafka.Broker.LogFl
ushRateAndTimeM
s.Rat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LogFl
ushRateAndTimeM
s

ms
Kafka.Broker.LogFl
ushRateAndTimeM
s.T ImeM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Mess
agesInPerSec

Message/s
Kafka.Broker.Mess
agesInPerSec.One
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Netw
orkProcessorAvgId
lePercent

Ratio
Kafka.Broker.Netw
orkProcessorAvgId
lePerce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_Broker.kafk
a.log.LogManager.
OfflineLogDirector
yCount

Count
Kafka.Broker.Offlin
eLogDirectoryCou
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_Broker.kafk
a.server.ReplicaMa
nager.OfflineRepli
caCount

Count
Kafka.Broker.Offlin
eReplica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_Broker.kafk
a.server.ReplicaMa
nager.Partit ionCou
nt

Count
Kafka.Broker.Partit
ion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Prod
uceMessageConve
rsionsPerSec

Message/s

Kafka.Broker.Prod
uceMessageConve
rsionsPerSec.OneM
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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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Broker.Repli
cationBytesInPerSe
c

Byte/s
Kafka.Broker.Repli
cationBytesInPerS
ec.One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Repli
cationBytesOutPer
Sec

Byte/s

Kafka.Broker.Repli
cationBytesOutPer
Sec.OneMinuteRat
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Requ
estBytes.99th.Fetc
h

Byte
Kafka.Broker.Requ
estBytes.99thPerc
entile.Fetch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Requ
estBytes.99th.Pro
duce

Byte
Kafka.Broker.Requ
estBytes.99thPerc
entile.Produc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Requ
estHandlerAvgIdle
Percent

Ratio
Kafka.Broker.Requ
estHandlerAvgIdle
Perce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Requ
estQueueUsagePer
cent

Ratio
Kafka.Broker.Requ
estQueueUsagePe
rce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Requ
estsPerSec.Fetch

Count/s
Kafka.Broker.Requ
estsPerSec.OneMin
uteRate.Fetch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Requ
estsPerSec.FetchC
onsumer

Count/s

Kafka.Broker.Requ
estsPerSec.OneMin
uteRate.FetchCons
umer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Requ
estsPerSec.FetchF
ollower

Count/s

Kafka.Broker.Requ
estsPerSec.OneMin
uteRate.FetchFoll
ower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Requ
estsPerSec.Produc
e

Count/s
Kafka.Broker.Requ
estsPerSec.OneMin
uteRate.Produc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Total
FetchRequestsPer
Sec

Count/s

Kafka.Broker.Total
FetchRequestsPer
Sec.OneMinuteRat
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Total
ProduceRequestsP
erSec

Count/s

Kafka.Broker.Total
ProduceRequestsP
erSec.OneMinuteR
at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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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Broker.Total
T imeMs.99th.Fetch

ms
Kafka.Broker.Total
T imeMs.99thPerce
ntile.Fetch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Total
T imeMs.99th.Prod
uce

ms
Kafka.Broker.Total
T imeMs.99thPerce
ntile.Produc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Unde
rMinIsrPartit ionCou
nt

Count
Kafka.Broker.Unde
rMinIsrPartit ionCou
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Unde
rReplicatedPartit io
ns

Count
Kafka.Broker.Unde
rReplicatedPartit io
n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ZooK
eeperDisconnectsP
erSec

Count/s
Kafka.Broker.ZooK
eeperDisconnects
PerSec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ZooK
eeperExpiresPerSe
c

Count/s
Kafka.Broker.ZooK
eeperExpiresPerSe
c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_Broker.kafk
a.server.ReplicaMa
nager.disk-
usages-max-
percent

Ratio
Kafka.Broker.disk-
usages-max-
perce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disk-
usages-mean

Ratio
Kafka.Broker.disk-
usages-mean-
perce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_Broker.kafk
a.server.ReplicaMa
nager.disk-
usages-min-
percent

Ratio
Kafka.Broker.disk-
usages-min-
perce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Broker.disk-
usages-stddev

Ratio
Kafka.Broker.disk-
usages-stddev-
perce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afka.Cluster.Activ
eControllerCount

Count
Kafka.Cluster.Kafk
aController.Active
ControllerCount

userId、clusterId max

Kafka.Cluster.Glob
alPartit ionCount

Count
Kafka.Cluster.Kafk
aController.Global
Partit ionCount

userId、clusterId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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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_Broker.kafk
a.controller.Kafka
Controller.GlobalT
opicCount

Count
Kafka.Cluster.Kafk
aController.Global
TopicCount

userId、clusterId max

Kafka.Cluster.Offli
nePartit ionsCount

Count
Kafka.Cluster.Kafk
aController.Offline
Partit ionsCount

userId、clusterId max

Kafka.Topic.BytesI
nPerSec

Byte/s
Kafka.Topic.BytesI
nPerSec.OneMinut
eRate

userId、
clusterId、
tag_topic

Average

Kafka.Topic.Bytes
OutPerSec

Byte/s
Kafka.Topic.Bytes
OutPerSec.OneMin
uteRate

userId、
clusterId、
tag_topic

Average

Kafka.Topic.Failed
FetchRequestsPer
Sec

Count/s

Kafka.Topic.Failed
FetchRequestsPer
Sec.OneMinuteRat
e

userId、
clusterId、
tag_topic

Average

Kafka.Topic.Failed
ProduceRequestsP
erSec

Count/s

Kafka.Topic.Failed
ProduceRequestsP
erSec.OneMinuteR
ate

userId、
clusterId、
tag_topic

Average

Kafka.Topic.Fetch
MessageConversio
nsPerSec

Message/s

Kafka.Topic.Fetch
MessageConversio
nsPerSec.OneMinu
teRate

userId、
clusterId、
tag_topic

Average

Kafka_Broker.kafk
a.log.Log.Size

Byte
Kafka.Topic.Log.Si
ze

userId、
clusterId、
tag_topic

Average

Kafka.Topic.Messa
gesInPerSec

Message/s
Kafka.Topic.Messa
gesInPerSec.OneMi
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
tag_topic

Average

Kafka.Topic.Produ
ceMessageConvers
ionsPerSec

Message/s

Kafka.Topic.Produ
ceMessageConver
sionsPerSec.OneMi
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
tag_topic

Average

Kafka.Topic.TotalF
etchRequestsPerS
ec

Count/s

Kafka.Topic.Total
FetchRequestsPer
Sec.OneMinuteRat
e

userId、
clusterId、
tag_topic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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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Topic.Total
ProduceRequestsP
erSec

Count/s

Kafka.Topic.Total
ProduceRequestsP
erSec.OneMinuteR
ate

userId、
clusterId、
tag_topic

Average

kafka.controller.Ka
fkaController.Activ
eControllerCount
（old）

Count
KafkaActiveContro
ller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Broke
rTopicMetrics.Byte
sInPerSec.1Minute
Rate（old）

Byte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BytesInPerS
ec1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Broke
rTopicMetrics.Byte
sInPerSec.count（
old）

Byte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BytesInPerS
e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Broke
rTopicMetrics.Byte
sOutPerSec.1Minut
eRate（old）

Byte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BytesOutPe
rSec1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Broke
rTopicMetrics.Byte
sOutPerSec.count
（old）

Byte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BytesOutPe
rSe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Broker.Bytes
RejectedPerSec（o
ld）

Byte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BytesReject
edPerSec1MinuteR
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Broke
rTopicMetrics.Byte
sRejectedPerSec.c
ount（old）

Byte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BytesReject
edPerSe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Broker.Failed
FetchRequestsPer
Sec（old）

Count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FailedFetch
RequestsPerSec1M
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Broker.Failed
FetchRequestsPer
Sec.count（old）

Count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FailedFetch
RequestsPerSecCo
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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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Broker.Failed
ProduceRequestsP
erSec（old）

Count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FailedProd
uceRequestsPerSe
c1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Broker.Failed
ProduceRequestsP
erSec.count（old
）

Count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FailedProd
uceRequestsPerSe
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Broker.Mess
agesInPerSec（old
）

Count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MessagesIn
PerSec1MinuteRat
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Broke
rTopicMetrics.Mes
sagesInPerSec.cou
nt（old）

Count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MessagesIn
PerSe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Broker.Total
FetchRequestsPer
Sec（old）

Count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TotalFetch
RequestsPerSec1M
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Broker.Total
FetchRequestsPer
Sec.count（old）

Count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TotalFetch
RequestsPerSecCo
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Broker.Total
ProduceRequestsP
erSec（old）

Count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TotalProdu
ceRequestsPerSec
1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Broker.Total
ProduceRequestsP
erSec.count（old
）

CountSecond

KafkaBrokerTopic
MetricsTotalProdu
ceRequestsPerSec
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Broker.Bytes
RejectedPerSec（o
ld）

CountSecond
KafkaBytesRejecte
dPerSec1MinuteRa
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utils.Throttl
er.cleaner-
io.1MinuteRate
（old）

CountMinute
KafkaCleanerIo1Mi
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utils.Throttl
er.cleaner-
io.count（old）

Count
KafkaCleanerIoCou
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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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disk-
usages-max-
percent（old）

%
KafkaDiskUsagesM
axPerc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disk-
usages-stddev-
percent（old）

%
KafkaDiskUsagesS
tddevPerc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coordinator.
GroupMetadataMa
nager.NumGroups
（old）

Count
KafkaGroupMetad
ataManagerNumGr
ou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coordinator.
GroupMetadataMa
nager.NumOffsets
（old）

Count
KafkaGroupMetad
ataManagerNumO
ffset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IsrExpan
dsPerSec.1MinuteR
ate（old）

CountSecond
KafkaIsrExpandsPe
rSec1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IsrExpan
dsPerSec.count（o
ld）

CountSecond
KafkaIsrExpandsPe
rSe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IsrShrink
sPerSec.1MinuteRa
te（old）

CountSecond
KafkaIsrShrinksPer
Sec1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IsrShrink
sPerSec.count（ol
d）

CountSecond
KafkaIsrShrinksPer
Se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old）

CountMilliSecond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1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count（old）

Count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max（old）

Count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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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mean（old）

Count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meanRate（old）

Count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Mean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median（old）

Count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Medi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min（old）

Count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Mi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stddev（old）

Count
KafkaLeaderElecti
onRateAndTimeMs
Stdd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og.LogClea
ner.max-buffer-
utilization-
percent（old）

%
KafkaLogCleanerM
axBufferUtilPercen
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og.LogClea
ner.max-clean-
time-secs（old）

Second
KafkaLogCleanerM
axCleanT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og.LogClea
nerManager.max-
dirty-
percent（old）

%
KafkaLogCleanerM
axDirtyPerc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og.LogClea
ner.cleaner-
recopy-
percent（old）

%
KafkaLogCleanerR
ecopyPerc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og.LogFlush
Stats.LogFlushRat
eAndTimeMs.1Min
uteRate（old）

Count
KafkaLogFlush1Mi
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og.LogFlush
Stats.LogFlushRat
eAndTimeMs.coun
t（old）

Count
KafkaLogFlushCou
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og.LogFlush
Stats.LogFlushRat
eAndTimeMs.max
（old）

Count
KafkaLogFlushRat
eAndTimeM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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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log.LogFlush
Stats.LogFlushRat
eAndTimeMs.mea
n（old）

Count
KafkaLogFlushRat
eAndTimeM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og.LogFlush
Stats.LogFlushRat
eAndTimeMs.mea
nRate（old）

Count
KafkaLogFlushRat
eAndTimeMsMean
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og.LogFlush
Stats.LogFlushRat
eAndTimeMs.medi
an（old）

Count
KafkaLogFlushRat
eAndTimeMsMidea
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og.LogFlush
Stats.LogFlushRat
eAndTimeMs.min
（old）

Count
KafkaLogFlushRat
eAndTimeMsMi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og.LogFlush
Stats.LogFlushRat
eAndTimeMs.stdd
ev（old）

Count
KafkaLogFlushRat
eAndTimeMsStdd
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network.Soc
ketServer.Network
ProcessorAvgIdleP
ercent（old）

%
KafkaNetworkProc
essorAvgIdlePerce
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log.LogMan
ager.OfflineLogDir
ectoryCount（old
）

Count
KafkaOfflineLogDir
ectory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controller.Ka
fkaController.Offli
nePartit ionsCount
（old）

Count
KafkaOfflinePartit i
ons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OfflineR
eplicaCount（old
）

Count
KafkaOfflineReplic
a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eferredRe
plicaImbalanceCou
nt（old）

Count
KafkaPreferredRep
licaImbalanceCoun
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disk-
usages-max-
percent（old）

%
KafkaReplicaMana
gerDiskUsage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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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disk-
usages-mean-
percent（old）

%
KafkaReplicaMana
gerDiskUsage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disk-
usages-min-
percent（old）

%
KafkaReplicaMana
gerDiskUsageMi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disk-
usages-stddev-
percent（old）

%
KafkaReplicaMana
gerDiskUsageStdd
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LeaderC
ount（old）

Count
KafkaReplicaMana
gerLeader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Partit ion
Count（old）

Count
KafkaReplicaMana
gerPartit ion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UnderRe
plicatedPartit ions
（old）

Count
KafkaReplicaMana
gerUnderReplicate
dPartit ion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RequestHan
dlerAvgIdlePercent
（old）

CountSecond
KafkaRequestHan
dlerAvgIdlePercen
t1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RequestHan
dlerAvgIdlePercent
.count（old）

CountSecond
KafkaRequestHan
dlerAvgIdlePercen
t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network.Req
uestChannel.Requ
estQueueSize（ol
d）

Count
KafkaRequestQue
ueSiz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network.Req
uestChannel.Resp
onseQueueSize（o
ld）

Count
KafkaResponseQu
eueSiz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UncleanLead
erElectionsPerSec
（old）

CountSecond
KafkaUncleanLead
erElectionsPerSec1
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UncleanLead
erElectionsPerSec.
count（old）

CountSecond
KafkaUncleanLead
erElectionsPerSecC
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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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server.Replic
aManager.UnderRe
plicatedPartit ions
（old）

Count
KafkaUnderReplica
tedPartit ion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A
uthFailuresPerSec
（old）

CountSecond
KafkaZooKeeperA
uthFailuresPerSec1
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A
uthFailuresPerSec.
count（old）

CountSecond
KafkaZooKeeperA
uthFailuresPerSecC
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Di
sconnectsPerSec（
old）

CountSecond
KafkaZooKeeperDi
sconnectsPerSec1
MinuteRa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Di
sconnectsPerSec.c
ount（old）

CountSecond
KafkaZooKeeperDi
sconnectsPerSecC
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E
xpiresPerSec（old
）

CountSecond
KafkaZooKeeperEx
piresPerSec1Minut
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E
xpiresPerSec.count
（old）

CountSecond
KafkaZooKeeperEx
piresPerSe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R
eadOnlyConnectsP
erSec（old）

CountSecond
KafkaZooKeeperR
eadOnlyConnectsP
erSec1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R
eadOnlyConnectsP
erSec.count（old
）

CountSecond
KafkaZooKeeperR
eadOnlyConnectsP
erSe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S
aslAuthPerSec（ol
d）

CountSecond

KafkaZooKeeperS
aslAuthentications
PerSec1MinuteRat
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S
aslAuthPerSec.cou
nt（old）

CountSecond
KafkaZooKeeperS
aslAuthentications
PerSe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S
yncConnectsPerSe
c（old）

CountSecond
KafkaZooKeeperS
yncConnectsPerSe
c1MinuteRat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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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ZooKeeperS
yncConnectsPerSe
c.count（old）

CountSecond
KafkaZooKeeperS
yncConnectsPerSe
c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DFSUsedPerce
nt（old）

%
MaxDFSUsedPerce
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提交堆内存大小 MB
MemHeapCommitt
ed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最大的堆内存大
小

MB MemHeapMax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使用的堆内存大
小

MB MemHeapUsed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mMaxM MB MemMax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提交的非堆内存
大小

MB
MemNonHeapCom
mitted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最大的非堆内存
大小

MB
MemNonHeapMax
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JvmMetrics.Me
mNonHeapMaxM（
old）

MB
MemNonHeapMax
M_origin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使用的非堆内存
大小

MB
MemNonHeapUse
d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JvmMetrics.Me
mNonHeapUsedM
（old）

MB
MemNonHeapUse
dM_origin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m_used_percen
t（old）

% MemUsedPerc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tastorePortOpe
n（old）

Count
MetastorePortOpe
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MissingBlocks（
old）

Count MissingBl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ameNodeActive
（old）

Count NameNodeActiv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ameNodeHttpPo
rtOpen（old）

Count
NameNodeHttpPo
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 文档版本：20220701 420



NameNodeInSafe
Mode（old）

Count
NameNodeInSafe
Mod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ameNodeIpcPort
Open（old）

Count
NameNodeIpcPort
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ameNode_HeapU
sage_Files_Blocks
（old）

Ratio
NameNode_Heap
Usage_Files_Block
s

userId、
clusterId、

Average

kafka.network.Soc
ketServer.Network
ProcessorAvgIdleP
ercent（old）

%
NetworkProcessor
AvgIdlePerc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odeManagerHttp
PortOpen（old）

Count
NodeManagerHttp
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NodeManager
Metrics.AllocatedC
ontainers（old）

Count
NodeManager_All
ocatedC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ClusterMetrics
.NumActiveNMs（
old）

Count NumActiveNMs userId、cluster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NumDeadDataNod
e（old）

Count
NumDeadDataNod
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ClusterMetrics
.NumDecommissio
nedNMs（old）

Count
NumDecommissio
nedNM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pc.rpc.NumOpenC
onnections（old）

Count
NumOpenConnecti
on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ClusterMetrics
.NumRebootedNM
s（old）

Count
NumRebootedNM
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ClusterMetrics
.NumUnhealthyNM
s（old）

Count
NumUnhealthyNM
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OozieAdminPortO
pen（old）

Count
OozieAdminPortO
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OozieHttpPortOpe
n（old）

Count
OozieHttpPortOpe
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art_max_await（
old）

Millisecond Partit ionMaxAwai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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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_max_util（ol
d）

%
Partit ionMaxUtiliza
tio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PendingContainers
（old）

Count PendingC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PendingDataNo
deMessageCount
（old）

Count
PendingDataNode
Message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PendingDeletion
Blocks（old）

Count
PendingDeletionBl
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PendingReplicat
ionBlocks（old）

Count
PendingReplicatio
nBl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PostponedMisre
plicatedBlocks（ol
d）

Count
PostponedMisrepli
catedBl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restoMasterHttp
PortOpen（old）

Count
PrestoMasterHttp
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restoWorkerHttp
PortOpen（old）

Count
PrestoWorkerHttp
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Loc
alT imeMs.max（ol
d）

Millisecond
Produce.LocalT im
eM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Loc
alT imeMs.mean（
old）

Millisecond
Produce.LocalT im
eM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Loc
alT imeMs.stddev
（old）

Millisecond
Produce.LocalT im
eMs.stdd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Re
moteTimeMs.max
（old）

Millisecond
Produce.RemoteTi
meM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Re
moteTimeMs.mea
n（old）

Millisecond
Produce.RemoteTi
meM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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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Produce.Re
moteTimeMs.stdd
ev（old）

Millisecond
Produce.RemoteTi
meMs.stdd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Req
uestQueueTimeMs
.max（old）

Millisecond
Produce.RequestQ
ueueTimeM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Req
uestQueueTimeMs
.mean（old）

Millisecond
Produce.RequestQ
ueueTimeM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Req
uestQueueTimeMs
.stddev（old）

Millisecond
Produce.RequestQ
ueueTimeMs.stdd
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Res
ponseQueueTime
Ms.max（old）

Millisecond
Produce.Response
QueueTimeMs.ma
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Res
ponseQueueTime
Ms.mean（old）

Millisecond
Produce.Response
QueueTimeMs.me
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Res
ponseQueueTime
Ms.stddev（old）

Millisecond
Produce.Response
QueueTimeMs.std
d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Res
ponseSendTimeMs
.max（old）

Millisecond
Produce.Response
SendTimeM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Res
ponseSendTimeMs
.mean（old）

Millisecond
Produce.Response
SendTimeMs.mea
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Res
ponseSendTimeMs
.stddev（old）

Millisecond
Produce.Response
SendTimeMs.stdd
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Thr
ottleT imeMs.max
（old）

Millisecond
Produce.ThrottleT
imeM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Thr
ottleT imeMs.mean
（old）

Millisecond
Produce.ThrottleT
imeM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Thr
ottleT imeMs.stdd
ev（old）

Millisecond
Produce.ThrottleT
imeMs.stdd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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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ka.Produce.Tot
alT imeMs.max（ol
d）

Millisecond
Produce.TotalT im
eMs.max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Tot
alT imeMs.mean（
old）

Millisecond
Produce.TotalT im
eMs.mea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Produce.Tot
alT imeMs.stddev
（old）

Millisecond
Produce.TotalT im
eMs.stddev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roxyServerPortOp
en（old）

Count
ProxyServerPortOp
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Rea
dBlockOpAvgTime
（old）

ms
ReadBlockOpAvgTi
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Rea
dBlockOpNumOps
（old）

Count
ReadBlockOpNum
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pc.rpc.ReceivedBy
tes（old）

Byte ReceivedByte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Repl
aceBlockOpAvgTi
me（old）

ms
ReplaceBlockOpAv
gT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Repl
aceBlockOpNumO
ps（old）

Count
ReplaceBlockOpNu
m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RequestHan
dlerAvgIdlePercent
（old）

%
RequestHandlerAv
gIdlePerc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network.Req
uestChannel.Requ
estQueueUsagePer
cent（old）

%
RequestQueueUsa
gePerc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ReservedContainer
s（old）

Count
ReservedContainer
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esourceManager
Active（old）

Count
ResourceManager
Activ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esourceManager
AdminPortOpen（
old）

Count
ResourceManager
Admin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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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ManagerP
ortOpen（old）

Count
ResourceManager
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ResourceManagerR
esourcetrackerPor
tOpen（old）

Count
ResourceManager
ResourcetrackerPo
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esourceManagerS
chedulerPortOpen
（old）

Count
ResourceManager
SchedulerPortOpe
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esourceManager
WebappPortOpen
（old）

Count
ResourceManager
Webapp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NumLostNMs（old
）

Count
RevisedNumLostN
M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ScheduledReplic
ationBlocks（old
）

Count
ScheduledReplicat
ionBl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rpc.rpc.SentBytes
（old）

Byte SentByte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SparkHistoryServer
UiPortOpen（old）

Count
SparkHistoryServer
Ui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StormNimbusThrif
tPortOpen（old）

Count
StormNimbusThrif
t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StormUiPortOpen
（old）

Count StormUi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JvmMetrics.Thr
eadsBlocked（old
）

Count ThreadsBlock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JvmMetrics.Thr
eadsNew（old）

Count ThreadsNew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JvmMetrics.Thr
eadsRunnable（ol
d）

Count ThreadsRunnabl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JvmMetrics.Thr
eadsTerminated（
old）

Count
ThreadsTerminate
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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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m.JvmMetrics.Thr
eadsTimedWaiting
（old）

Count
ThreadsTimedWai
t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jvm.JvmMetrics.Thr
eadsWaiting（old
）

Count ThreadsWait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ThriftServerInfoPo
rtOpen（old）

Count
ThriftServerInfoPo
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ThriftServerJmxPor
tOpen（old）

Count
ThriftServerJmxPor
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ThriftServerPortOp
en（old）

Count
ThriftServerPortO
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TimelineServerPort
Open（old）

Count
T imelineServerPor
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TimelineServerWe
bappPortOpen（ol
d）

Count
T imelineServerWe
bapp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TotalDFSUsedPerc
ent（old）

%
TotalDFSUsedPerc
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TotalFiles（old
）

Count TotalFile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TotalLoad（old
）

Count TotalLoa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FSNamesyste
m.UnderReplicate
dBlocks（old）

Count
UnderReplicatedBl
ock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VVPAppManagerP
ortOpen（old）

Count
VVPAppManagerP
ortOpen

userId、
clusterId、
instance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VVPGatewayPortO
pen（old）

Count
VVPGatewayPortO
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VVPUiPortOpen（o
ld）

Count VVPUi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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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datanode.Volu
meFailures（old）

Count VolumeFailure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Writ
eBlockOpAvgTime
（old）

ms
WriteBlockOpAvgT
im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dfs.datanode.Writ
eBlockOpNumOps
（old）

Count
WriteBlockOpNum
Op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QueueMetrics.
root.ContainerPen
dingRatio（old）

1
YARN.ContainerPe
ndingRatio

userId、
clusterId、role、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vailableMem
oryPercentage（ol
d）

%
YARN.MemoryAvail
blePercentage

userId、
clusterId、role、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vailableVCor
esPercentage（ol
d）

%
YARN.VCoreAvailbl
ePercentage

userId、
clusterId、role、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ppsFailed（
old）

Count YarnAppsFail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ctiveApplica
tions（old）

Count
YarnRootActiveAp
plication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ctiveUsers（
old）

Count
YarnRootActiveUs
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llocatedCon
tainers（old）

Count
YarnRootAllocate
dC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llocatedMB
（old）

MB
YarnRootAllocate
dMB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llocatedVCo
res（old）

Count
YarnRootAllocate
dVCore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ppsComplet
ed（old）

Count
YarnRootAppsCo
mple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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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QueueMetrics.
root.AppsKilled（
old）

Count
YarnRootAppsKille
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ppsPending
（old）

Count
YarnRootAppsPen
d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ppsRunning
（old）

Count
YarnRootAppsRun
n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ppsSubmitt
ed（old）

Count
YarnRootAppsSub
mit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vailableMB
（old）

MB
YarnRootAvailable
MB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vailableVCor
es（old）

Count
YarnRootAvailable
VCore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ContainerPen
dingRatio（old）

%
YarnRootContaine
rPendingRatio

userId、
clusterId、role、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vailableMem
oryPercentage（ol
d）

%
YarnRootMemoryA
vailablePercentag
e

userId、
clusterId、role、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PendingConta
iners（old）

Count
YarnRootPendingC
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PendingMB（
old）

MB
YarnRootPending
MB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PendingVCore
s（old）

Count
YarnRootPendingV
Core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ReservedCont
ainers（old）

Count
YarnRootReserved
C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ReservedMB
（old）

MB
YarnRootReserved
MB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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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QueueMetrics.
root.ReservedVCor
es（old）

Count
YarnRootReserved
VCore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yarn.QueueMetrics.
root.AvailableVCor
esPercentage（ol
d）

%
YarnRootVCoreAv
ailablePercentage

userId、
clusterId、role、
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zk_avg_latency（o
ld）

Millisecond ZKAvgLatency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ClientPortOpen
（old）

Count ZKClient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FCPortOpen（ol
d）

Count ZKFC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IsLeader（old） Count ZKIsLeader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LeaderPortOpen
（old）

Count
ZKLeaderPortOpe
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PeerPortOpen（
old）

Count ZKPeer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eppelinPortOpen
（old）

Count ZeppelinPortOp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_max_file_descri
ptor_count（old）

Count
ZkMaxFileDescript
or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_max_latency（
old）

Millisecond ZkMaxLatency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_min_latency（o
ld）

Millisecond ZkMinLatency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_num_alive_con
nections（old）

Count
ZkNumAliveConne
ction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_open_file_desc
riptor_count（old
）

Count
ZkOpenFileFescrip
tor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_outstanding_re
quests（old）

Count
ZkOutstandingReq
uest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_packets_receiv
ed（old）

Count
ZkPacketsReceive
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云监控

429 > 文档版本：20220701



zk_packets_sent（
old）

Count ZkPacketsSe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_watch_count（
old）

Count ZkWatch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zk_znode_count（
old）

Count ZkZnodeCou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A
uthFailuresPerSec
（old）

CountSecond
ZooKeeperAuthFai
luresPerSec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Di
sconnectsPerSec（
old）

CountSecond
ZooKeeperDisconn
ectsPerSec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E
xpiresPerSec（old
）

CountSecond
ZooKeeperExpires
PerSec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R
eadOnlyConnectsP
erSec（old）

CountSecond
ZooKeeperReadOn
lyConnectsPerSec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S
aslAuthPerSec（ol
d）

CountSecond
ZooKeeperSaslAut
henticationsPerSe
c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kafka.ZooKeeperS
yncConnectsPerSe
c（old）

CountSecond
ZooKeeperSyncCo
nnectsPerSec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airflow_dag_run_f
ail_alert

Count
airflow_dag_run_f
ail_alert

userId、
clusterId、
dag_link、
message_version
、dag_id

Maximum

bytes_in（old） bit/s bytes_i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bytes_out（old） bit/s bytes_ou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pu_aidle（old） % cpu_aidl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pu_idle（old） % cpu_idl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pu_intr（old） % cpu_intr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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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_nice（old） % cpu_nic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pu_sintr（old） % cpu_sintr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pu_system（old
）

% cpu_syste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pu_user（old） % cpu_user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cpu_wio（old） % cpu_wio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空闲磁盘容量 Byte disk_fre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磁盘总容量 Byte disk_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mr_node_cpu_idl
e

%
emr_node_cpu_idl
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mr_node_cpu_sy
stem

%
emr_node_cpu_sy
stem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mr_node_cpu_us
er

%
emr_node_cpu_us
er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mr_node_load1 Count emr_node_load1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mr_node_mem_u
sed_percent

%
emr_node_mem_u
sed_perce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mr_node_memor
y_MemFree_bytes

Byte
emr_node_memor
y_MemFree_byt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mr_node_part_m
ax_used

%
emr_node_part_m
ax_us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mr_node_procs_
blocked

Count
emr_node_procs_
block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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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r_node_procs_r
unning

Count
emr_node_procs_r
unning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base_hmaster_as
signment_ritCount

Count
hbase_hmaster_as
signment_rit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hmaster_as
signment_ritCount
OverThreshold

Count
hbase_hmaster_as
signment_ritCount
OverThreshol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hmaster_as
signment_ritOldes
tAge

ms
hbase_hmaster_as
signment_ritOldes
tAg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hmaster_se
rver_numDeadRegi
onServers

Count
hbase_hmaster_se
rver_numDeadRegi
onServers

userId、clusterId Average

hbase_hmaster_se
rver_numRegionSe
rvers

Count
hbase_hmaster_se
rver_numRegionSe
rvers

userId、clusterId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ipc_numActiveHa
ndler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ipc_numActiveHa
ndler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ipc_numCallsInG
eneralQueue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ipc_numCallsInG
eneralQueu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ipc_numCallsInRe
plicationQueue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ipc_numCallsInR
eplicationQueu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ipc_numOpenCo
nnections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ipc_numOpenCo
nnection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Append_
99th_percentile

ms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Append_
99th_percentil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Append_
mean

ms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Append_
mean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Append_
num_ops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Append_
num_op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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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Delete_99
th_percentile

ms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Delete_9
9th_percentil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Delete_m
ean

ms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Delete_m
ean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Delete_nu
m_ops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Delete_n
um_op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Get_99th
_percentile

ms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Get_99th
_percentil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Get_mea
n

ms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Get_mea
n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Get_num_
ops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Get_num
_op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Increment
_99th_percentile

ms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Incremen
t_99th_percentil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Increment
_mean

ms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Incremen
t_mean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Increment
_num_ops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Incremen
t_num_op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Put_99th_
percentile

ms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Put_99th
_percentil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Put_mean

ms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Put_mea
n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Put_num_
ops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Put_num_
op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compacti
onQueueLength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compacti
onQueueLength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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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flushQue
ueLength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flushQue
ueLength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hlogFileC
ount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hlogFileC
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mutation
sWithoutWALCoun
t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mutation
sWithoutWALCoun
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readRequ
estCount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readRequ
est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regionCo
unt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regionCo
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lowApp
endCount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lowApp
end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lowDele
teCount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lowDele
te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lowGetC
ount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lowGetC
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lowIncre
mentCount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lowIncre
ment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lowPutC
ount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lowPutC
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toreFileC
ount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toreFileC
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toreFileS
ize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storeFileS
iz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totalRequ
estCount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totalReq
uest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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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updatesB
lockedTime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updatesB
lockedTi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writeReq
uestCount

Count
hbase_regionserve
r_server_writeReq
uest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datanode_jv
m_GcTimeMillis

Count
hdfs_datanode_jv
m_GcTimeMilli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datanode_rp
c_activity_CallQue
ueLength

Count
hdfs_datanode_rp
c_activity_CallQue
ueLength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journalnode_
jvm_GcTimeMillis

ms
hdfs_journalnode_
jvm_GcTimeMilli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journalnode_
rpc_activity_CallQu
eueLength

Count
hdfs_journalnode_
rpc_activity_CallQu
eueLength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Cap
acityRemainingGB

GB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Cap
acityRemainingGB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Cor
ruptBlocks

Count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Cor
ruptBlock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Expi
redHeartbeats

Count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Exp
iredHeartbeat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Mis
singBlocks

Count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Mis
singBlock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Nu
mDecomDeadData
Nodes

Count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Nu
mDecomDeadData
Nod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Nu
mDecomLiveDataN
odes

Count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Nu
mDecomLiveData
Nod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Stal
eDataNodes

Count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Sta
leDataNod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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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Und
erReplicatedBlocks

Count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Un
derReplicatedBloc
k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Vol
umeFailuresTotal

Count
hdfs_namenode_f
snamesystem_Vol
umeFailuresTotal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h
a_transit ion_time

ms
hdfs_namenode_h
a_transit ion_ti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jv
m_GcCount

Count
hdfs_namenode_j
vm_Gc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jv
m_GcTimeMillis

ms
hdfs_namenode_j
vm_GcTimeMilli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
memory_threshol
d

MB
hdfs_namenode_
memory_threshol
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n
amenodeinfo_NNS
tartedTimeInMillis

ms
hdfs_namenode_n
amenodeinfo_NNS
tartedTimeInMilli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r
pc_SafeModeTime

ms
hdfs_namenode_r
pc_SafeModeTi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r
pc_activity_CallQu
eueLength

Count
hdfs_namenode_r
pc_activity_CallQu
eueLength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r
pc_client_activity_
CallQueueLength

Count
hdfs_namenode_r
pc_client_activity_
CallQueueLength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s
afemode_status

Count
hdfs_namenode_s
afemode_statu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dfs_namenode_s
tatus

Count
hdfs_namenode_s
tatu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ctive_calls_a
pi_create_table

μs
hive_active_calls_a
pi_create_tabl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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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_active_calls_a
pi_drop_table

μs
hive_active_calls_a
pi_drop_tabl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alter_tabl
e

μs
hive_api_alter_tab
l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alter_tabl
e_with_environme
nt_context

μs
hive_api_alter_tab
le_with_environme
nt_contex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create_ta
ble

μs
hive_api_create_ta
bl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create_ta
ble_with_environm
ent_context

μs
hive_api_create_ta
ble_with_environ
ment_contex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drop_tab
le

μs
hive_api_drop_tab
l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drop_tab
le_with_environme
nt_context

μs
hive_api_drop_tab
le_with_environme
nt_contex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get_all_d
atabases

μs
hive_api_get_all_d
atabas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get_all_f
unctions

μs
hive_api_get_all_f
unction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get_data
base

μs
hive_api_get_data
bas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get_data
bases

μs
hive_api_get_data
bas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get_multi
_table

μs
hive_api_get_multi
_tabl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get_table μs
hive_api_get_tabl
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云监控

437 > 文档版本：20220701



hive_api_get_table
_objects_by_name
_req

μs
hive_api_get_tabl
e_objects_by_nam
e_req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get_table
_req

μs
hive_api_get_tabl
e_req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get_table
_statistics_req

μs
hive_api_get_tabl
e_statistics_req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get_table
s

μs
hive_api_get_tabl
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api_get_table
s_by_type

μs
hive_api_get_tabl
es_by_typ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metrics_api_h
s2_sql_operation_
PENDING

Count
hive_metrics_api_h
s2_sql_operation_
PENDING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udu_data_dirs_fai
led

Count
kudu_data_dirs_fa
il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kudu_data_dirs_fu
ll

Count
kudu_data_dirs_fu
ll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load_fifteen（old
）

Count load_fifte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load_five（old） Count load_fiv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load_one（old） Count load_on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m_buffers（ol
d）

KB mem_buff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m_cached（old
）

KB mem_cach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空闲内存容量
（旧）

KB mem_fre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m_shared（old
）

KB mem_shar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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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内存容量 Byte mem_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em_used_percen
t（old）

%
mem_used_perce
n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art_max_used（o
ld）

% part_max_us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kts_in（old） Count/Second pkts_i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kts_out（old） Count/Second pkts_ou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resto_ClusterMe
moryManager_Nu
mberOfLeakedQue
ries

Count

presto_ClusterMe
moryManager_Nu
mberOfLeakedQue
ries

userId、clusterId Average

presto_ClusterMe
moryManager_Que
riesKilledDueToOu
tOfMemory

Count

presto_ClusterMe
moryManager_Que
riesKilledDueToOu
tOfMemory

userId、clusterId Average

presto_ClusterMe
moryPool_name_g
eneral_BlockedNo
des

Count

presto_ClusterMe
moryPool_name_g
eneral_BlockedNo
des

userId、clusterId Average

presto_ClusterMe
moryPool_name_g
eneral_FreeDistrib
utedBytes

Byte

presto_ClusterMe
moryPool_name_g
eneral_FreeDistrib
utedBytes

userId、clusterId Average

presto_ClusterMe
moryPool_name_g
eneral_Nodes

Count
presto_ClusterMe
moryPool_name_g
eneral_Nodes

userId、clusterId Average

presto_Memory_H
eapMemoryUsage
_max

Byte
presto_Memory_H
eapMemoryUsage
_max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presto_Memory_N
onHeapMemoryUs
age_used

Byte
presto_Memory_N
onHeapMemoryUs
age_us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presto_QueryMana
ger_ConsumedCpu
TimeSecs_OneMin
ute_Count

Second

presto_QueryMana
ger_ConsumedCpu
TimeSecs_OneMin
ute_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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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_QueryMana
ger_ExternalFailure
s_OneMinute_Coun
t

Count

presto_QueryMana
ger_ExternalFailur
es_OneMinute_Cou
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presto_QueryMana
ger_FailedQueries_
OneMinute_Count

Count
presto_QueryMana
ger_FailedQueries_
OneMinute_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presto_QueryMana
ger_InternalFailure
s_OneMinute_Coun
t

Count

presto_QueryMana
ger_InternalFailure
s_OneMinute_Coun
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presto_QueryMana
ger_QueuedQuerie
s

Count
presto_QueryMana
ger_QueuedQuerie
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presto_QueryMana
ger_QueuedTime_
OneMinute_Avg

ms
presto_QueryMana
ger_QueuedTime_
OneMinute_Avg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presto_QueryMana
ger_UserErrorFailur
es_OneMinute_Cou
nt

Count

presto_QueryMana
ger_UserErrorFailur
es_OneMinute_Cou
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proc_run（old） Count proc_ru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roc_total（old） Count proc_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rocs_blocked（ol
d）

Count procs_block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rocs_created（ol
d）

Count procs_crea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swap_free（old） KB swap_fre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swap_total（old
）

KB swap_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yarn_cluster_Num
ActiveNMs

Count
yarn_cluster_Num
ActiveNM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Num
DecommissionedN
Ms

Count
yarn_cluster_Num
DecommissionedN
M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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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_cluster_Num
Decommissioning
NMs

Count
yarn_cluster_Num
Decommissioning
NM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NumL
ostNMs

Count
yarn_cluster_Num
LostNM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Num
RebootedNMs

Count
yarn_cluster_Num
RebootedNM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Num
ShutdownNMs

Count
yarn_cluster_Num
ShutdownNM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Num
UnhealthyNMs

Count
yarn_cluster_Num
UnhealthyNM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activ
eNodes

Count
yarn_cluster_activ
eNod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alloc
atedMB

MB
yarn_cluster_alloc
atedMB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alloc
atedVirtualCores

Count
yarn_cluster_alloc
atedVirtualCor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apps
Completed

Count
yarn_cluster_apps
Complet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apps
Failed

Count
yarn_cluster_apps
Fail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apps
Killed

Count
yarn_cluster_apps
Kill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apps
Pending

Count
yarn_cluster_apps
Pending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apps
Running

Count
yarn_cluster_apps
Running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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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_cluster_apps
Submitted

Count
yarn_cluster_apps
Submitt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availa
bleMB

MB
yarn_cluster_avail
ableMB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availa
bleVirtualCores

Count
yarn_cluster_avail
ableVirtualCor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conta
inersAllocated

Count
yarn_cluster_cont
ainersAllocat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conta
inersPending

Count
yarn_cluster_cont
ainersPending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conta
inersReserved

Count
yarn_cluster_cont
ainersReserv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deco
mmissionedNodes

Count
yarn_cluster_deco
mmissionedNod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deco
mmissioningNode
s

Count
yarn_cluster_deco
mmissioningNode
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lostN
odes

Count
yarn_cluster_lostN
od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rebo
otedNodes

Count
yarn_cluster_rebo
otedNod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reser
vedMB

MB
yarn_cluster_reser
vedMB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reser
vedVirtualCores

Count
yarn_cluster_reser
vedVirtualCor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shutd
ownNodes

Count
yarn_cluster_shut
downNod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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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_cluster_total
MB

MB
yarn_cluster_total
MB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total
Nodes

Count
yarn_cluster_total
Nod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total
VirtualCores

Count
yarn_cluster_total
VirtualCor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cluster_unhe
althyNodes

Count
yarn_cluster_unhe
althyNod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jobhistory_jv
m_GcCount

Count
yarn_jobhistory_jv
m_Gc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jobhistory_jv
m_GcTimeMillis

ms
yarn_jobhistory_jv
m_GcTimeMilli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BadLocalDirs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BadLocalDir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ContainersCompl
eted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ContainersComp
let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ContainersFailed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ContainersFail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ContainersInit ing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ContainersInit ing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ContainersKilled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ContainersKill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ContainersLaunc
hed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ContainersLaunc
h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ContainersRunnin
g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ContainersRunni
ng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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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_nodemanage
r_GoodLocalDirsDi
skUtilizationPerc

Percent
yarn_nodemanage
r_GoodLocalDirsDi
skUtilizationPerc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availMemoryMB

MB
yarn_nodemanage
r_availMemoryMB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availableVirtualC
ores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availableVirtualC
or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jvm_GcCount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jvm_Gc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jvm_GcTimeMillis

ms
yarn_nodemanage
r_jvm_GcTimeMilli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lastHealthUpdat
e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lastHealthUpdat
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numContainers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numC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shuffle_ShuffleC
onnections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shuffle_ShuffleC
onnection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shuffle_ShuffleO
utputsFailed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shuffle_ShuffleO
utputsFail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shuffle_ShuffleO
utputsOK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shuffle_ShuffleO
utputsOK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usedMemoryMB

MB
yarn_nodemanage
r_usedMemoryMB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nodemanage
r_usedVirtualCores

Count
yarn_nodemanage
r_usedVirtualCore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jvm_GcCount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jvm_Gc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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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_resourceman
ager_jvm_GcTime
Millis

ms
yarn_resourceman
ager_jvm_GcTime
Milli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ggre
gateContainersAll
ocated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ggr
egateContainersAl
located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ggre
gateContainersRel
eased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ggr
egateContainersR
eleased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lloc
atedContainer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lloc
atedC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lloc
atedMB

MB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lloc
atedMB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lloc
atedVCore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lloc
atedVCore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pps
Completed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pps
Completed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pps
Failed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pps
Failed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pps
Killed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pps
Killed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pps
Pending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pps
Pending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pps
Running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pps
Running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pps
Submitted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pps
Submitted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vaila
bleMB

MB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vaila
bleMB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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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vaila
bleVCore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vaila
bleVCore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Pendi
ngContainer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Pendi
ngC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Pendi
ngMB

MB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Pendi
ngMB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Pendi
ngVCore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Pendi
ngVCore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Reser
vedContainer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Reser
vedC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Reser
vedMB

MB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Reser
vedMB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Reser
vedVCore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Reser
vedVCore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bsol
uteUsedCapacity

Perce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bsol
uteUsedCapacity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mRe
sourceUsed_mem
ory

MB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mRe
sourceUsed_mem
ory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mRe
sourceUsed_vCore
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mRe
sourceUsed_vCore
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mUs
edResources_mem
ory

MB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mUs
edResources_me
mory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mUs
edResources_vCor
e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amUs
edResources_vCor
e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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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mem
oryUsed

MB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mem
oryUsed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numA
ctiveApplication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numA
ctiveApplication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numA
ctiveApp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numA
ctiveApp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numA
pplication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numA
pplication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numC
ontainer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numC
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numP
endingApplication
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numP
endingApplication
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numP
endingApp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numP
endingApp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reserv
edResources_mem
ory

MB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reser
vedResources_me
mory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reserv
edResources_vCor
e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reser
vedResources_vCo
re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usedC
apacity

Perce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used
Capacity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usedR
esources_memory

MB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used
Resources_memor
y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usedR
esources_vCore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used
Resources_vCores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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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vCore
sUsed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queue_vCore
sUsed

userId、
clusterId、
queue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rpc_CallQueu
eLength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rpc_CallQueu
eLength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rpc_NumOpe
nConnections

Count
yarn_resourceman
ager_rpc_NumOpe
nConnection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resourceman
ager_rpc_RpcProc
essingTimeAvgTim
e

ms

yarn_resourceman
ager_rpc_RpcProc
essingTimeAvgTi
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Get
DomainOps

Count
yarn_timeline_Get
DomainOp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Get
DomainTimeAvgTi
me

ms
yarn_timeline_Get
DomainTimeAvgTi
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Get
DomainsOps

Count
yarn_timeline_Get
DomainsOp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Get
DomainsT imeAvgT
ime

ms
yarn_timeline_Get
DomainsT imeAvgT
i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GetE
ntit iesOps

Count
yarn_timeline_Get
Entit iesOp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GetE
ntit iesT imeAvgTim
e

ms
yarn_timeline_Get
Entit iesT imeAvgTi
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GetE
ntityOps

Count
yarn_timeline_Get
EntityOp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GetE
ntityT imeAvgTime

ms
yarn_timeline_Get
EntityT imeAvgTim
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GetE
ventsOps

Count
yarn_timeline_Get
EventsOp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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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_timeline_GetE
ventsT imeAvgTim
e

ms
yarn_timeline_Get
EventsT imeAvgTi
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Post
Entit iesOps

Count
yarn_timeline_Pos
tEntit iesOp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Post
Entit iesT imeAvgTi
me

ms
yarn_timeline_Pos
tEntit iesT imeAvgTi
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Put
DomainOps

Count
yarn_timeline_Put
DomainOp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_Put
DomainTimeAvgTi
me

ms
yarn_timeline_Put
DomainTimeAvgTi
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serve
r_jvm_GcCount

Count
yarn_timelineserve
r_jvm_Gc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yarn_timelineserve
r_jvm_GcTimeMillis

ms
yarn_timelineserve
r_jvm_GcTimeMilli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zk_avg_latency ms zk_avg_latency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zk_node_status Count zk_node_statu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zk_num_alive_con
nections

Count
zk_num_alive_con
nection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zk_outstanding_re
quests

Count
zk_outstanding_re
quest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zk_synced_follow
ers

Count
zk_synced_follow
er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zk_znode_count Count zk_znode_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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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nk）taskmana
ger的JVM 内存使用

Count
FlinkTaskmanager
StatusJVMMemory
HeapUs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Flink）jobmanag
er的内存使用

Count
FlinkJobmanagerSt
atusJVMMemoryHe
apUs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pp_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Kafka.Broker.Fetch
MessageConversio
nsPerSec.OneMinut
eRate

Message/s

Kafka.Broker.Fetch
MessageConversio
nsPerSec.OneMinu
teRat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hive_metrics_hs2_
open_connections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open_connection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mory_hea
p_max

Count
hive_memory_hea
p_max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mory_hea
p_used

Count
hive_memory_hea
p_us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mory_non
_heap_used

Count
hive_memory_non
_heap_us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active_sessions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active_session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active_calls_api_ru
nTasks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active_calls_api_ru
nTask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completed_sql_op
eration_FINISHED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completed_sql_o
peration_FINISH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cumulative_conne
ction_coun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cumulative_conne
ction_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gc_PS_MarkSweep
_coun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gc_PS_MarkSweep
_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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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_metrics_hs2_
gc_PS_MarkSweep
_time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gc_PS_MarkSweep
_ti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gc_PS_Scavenge_c
oun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gc_PS_Scavenge_c
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gc_PS_Scavenge_ti
me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gc_PS_Scavenge_t
ime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hive_mapred_task
s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hive_mapred_task
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hive_tez_tasks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hive_tez_task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total_ini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total_ini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heap_co
mmitted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heap_co
mmitt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heap_ini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heap_ini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heap_ma
x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heap_ma
x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heap_use
d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heap_us
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non_hea
p_committed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non_hea
p_committ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non_hea
p_ini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non_hea
p_ini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non_hea
p_max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non_hea
p_max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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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non_hea
p_used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non_hea
p_us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total_co
mmitted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total_co
mmitted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total_ma
x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memory_total_ma
x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open_sessions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open_sessions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
sql_operation_acti
ve_user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sql_operation_acti
ve_user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t
hreads_blocked_c
oun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threads_blocked_
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t
hreads_coun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threads_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t
hreads_daemon_c
oun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threads_daemon_
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t
hreads_deadlock_
coun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threads_deadlock
_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t
hreads_new_coun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threads_new_cou
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t
hreads_runnable_c
oun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threads_runnable_
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t
hreads_terminate
d_coun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threads_terminate
d_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hive_metrics_hs2_t
hreads_timed_wai
ting_coun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threads_timed_wa
iting_c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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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_metrics_hs2_t
hreads_waiting_co
unt

Count
hive_metrics_hs2_
threads_waiting_c
ount

userId、
clusterId、
host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Databricks数据洞察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sparkacs_spark。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Maximum percent
used for all
partit ions

% part_max_us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阻塞的进程数目 Count procs_block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创建的进程/线程数
目

Count procs_crea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运行中的进程数目 Count proc_ru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总进程数目 Count proc_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mount of
available swap
memory

KB swap_fre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Total amount of
swap space
displayed in KBs

KB swap_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网络流出速率 bit/s bytes_ou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15分钟平均负载 Count load_fiftee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15.6.8. Databricks数据洞察15.6.8. Databricks数据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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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钟平均负载 Count load_fiv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网络流入速率 bit/s bytes_i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分配的Container个
数

Count
AllocatedContaine
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等待的Container个
数

Count PendingContain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总共分配的
Container个数

Count
AggregateContain
ersAlloca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总共释放的
Container个数

Count
AggregateContain
ersReleas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Active状态的作业个
数

Count ActiveApplication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ctive的用户数 Count ActiveUs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当前队列当前可用
的内存大小

MB AvailableMB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1分钟平均负载 Count load_on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mount of
buffered memory

KB mem_buffers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mount of cached
memory

KB mem_cach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空闲内存容量 Byte mem_fre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Amount of shared
memory

KB mem_shar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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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内存容量 Byte mem_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数据包流入速率 Count/Second pkts_in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数据包流出速率 Count/Second pkts_out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ercent of t ime
since boot idle
CPU

% cpu_aidl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PU空闲率 % cpu_idl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ercent CPU
interrupt

% cpu_intr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ercent CPU nice % cpu_nic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ercent CPU soft
interrupt

% cpu_sintr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系统态CPU使用率 % cpu_system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用户态CPU使用率 % cpu_user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Percent CPU wait
io

% cpu_wio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空闲磁盘容量 Byte disk_free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磁盘总容量 Byte disk_total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已完成的作业数 Count AppsComple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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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作业数 Count AppsFail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被杀死的作业数 Count AppsKill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等待的作业数 Count AppsPend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运行中的作业数 Count AppsRunning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提交的作业数 Count AppsSubmitted
userId、
clusterId、rol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ElasticSearch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elast icsearchacs_elast icsearch。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快照状态 Value
ClusterAutoSnaps
hotLatestStatus

userId、clusterId Maximum

集群写入QPS Count/Second ClusterIndexQPS userId、clusterId Average

集群查询QPS Count/Second ClusterQueryQPS userId、clusterId Average

集群状态 Value ClusterStatus userId、clusterId Value、Maximum

Elasticsearch实例
节点CPU使用率

%
NodeCPUUtilizatio
n

userId、
clusterId、nodeIP

Average

Elasticsearch实例
节点磁盘使用率

%
NodeDiskUtilizatio
n

userId、
clusterId、nodeIP

Average

Elasticsearch实例
节点HeapMemory
使用率

%
NodeHeapMemory
Utilization

userId、
clusterId、nodeIP

Average

节点Load_1m Value NodeLoad_1m
userId、
clusterId、nodeIP

Average

15.6.9. ElasticSearch15.6.9. Elastic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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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秒完成的读请求
数量

Count
NodeStatsDataDis
kR

userId、
clusterId、nodeIP

Maximum

每秒钟读取的大小 MB/s
NodeStatsDataDis
kRm

userId、
clusterId、nodeIP

Maximum

IOUtil %
NodeStatsDataDis
kUtil

userId、
clusterId、nodeIP

Maximum

每秒完成的写请求
数量

Count
NodeStatsDataDis
kW

userId、
clusterId、nodeIP

Maximum

每秒钟写入的大小 MB/s
NodeStatsDataDis
kWm

userId、
clusterId、nodeIP

Maximum

Exception次数 Count
NodeStatsExcepti
onLogCount

userId、
clusterId、nodeIP

Maximum

FullGc次数 Count
NodeStatsFullGcC
ollectionCount

userId、
clusterId、nodeIP

Maximum

节点网络流入包 Count
NodeStatsNetwor
kinPackages

userId、
clusterId、nodeIP

Maximum

数据流入率 KB/s
NodeStatsNetwor
kinRate

userId、
clusterId、nodeIP

Maximum

节点网络流出包 Count
NodeStatsNetwor
koutPackages

userId、
clusterId、nodeIP

Maximum

数据流出率 KB/s
NodeStatsNetwor
koutRate

userId、
clusterId、nodeIP

Maximum

节点TCP链接数 Count
NodeStatsTcpEsta
blished

userId、
clusterId、nodeIP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开放搜索（OpenSearch）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opensearchacs_opensearch。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单次查询计算消耗 LCU
ComputeCostbyA
pp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Average、
Maximum

15.6.10. OpenSearch15.6.10. Open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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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资源使用率 %
ComputeResource
RatiobyApp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Maximum

计算资源 LCU
ComputeResource
byApp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Maximum

计算资源每日峰值 LCU
DailyPeakCompute
ResourcebyApp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Maximum

文档总数 Count DocCountbyApp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Maximum

存储容量使用率 %
DocSizeRatiobyAp
p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Maximum

存储容量 Byte DocSizebyApp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Maximum

查询耗时 ms LatencybyApp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Average、
Maximum

查询限流QPS Count/Second LossQPSbyApp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Average、
Maximum

查询QPS Count/Second QPSbyApp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Average、
Maximum

应用附表处理延迟 ms
app_realtime_trig
ger_latency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Average

应用实时处理延迟 ms
app_realtime_writ
e_latency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Maximum

应用实时推送限速
QPS

Count/s
app_write_rate_li
mit_qps

userId、regionId、
appName、appId

Average

任务执行失败次数 Count
TaskRunningFailsb
yApp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Count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阿里云LogstashService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elast icsearchacs_elast icsearch。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15.6.11. 阿里云LogstashService15.6.11. 阿里云Logstash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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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Logstash实例节点
CPU使用率

%
LogstashCpuPerce
nt

userId、
instanceId、
nodeHost

Maximum

Logstash实例节点
磁盘使用率

%
LogstashNodeDisk
Usage

userId、
instanceId、
nodeHost

Maximum

节点内存使用量 %
LogstashNodeHea
pMemory

userId、
instanceId、
nodeHost

Maximum

节点1分钟负载 Value
LogstashNodeLoa
d1m

userId、
instanceId、
nodeHost

Maximum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智能推荐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airecacs_airec。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Behavior推送失败
速率

Count/Second BehaviorFailedTps userId、instanceId Sum

行为数据平均延迟 Second BehaviorT imeLag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Behavior推送速率 Count/Second BehaviorTps userId、instanceId Sum

BS集群CPU使用百分
比

val BsCpu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BS集群内存使用百
分比

val BsMemor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Item推送失败速率 Count/Second ItemFailedTps userId、instanceId Sum

Item表使用比率 Percent
ItemQuotaUsedRa
tio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Item推送速率 Count/Second ItemTps userId、instanceId Sum

查询限流请求量 Count/Second OverRateQPS userId、instanceId Count

15.6.12. 智能推荐15.6.12. 智能推荐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云监控

459 > 文档版本：20220701



Recommend空结果
率

Count/Second
RecommendEmpt
yTps

userId、instanceId Count

推荐接口平均延时 ms
RecommendLaten
c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查询请求量 Count/Second RecommendQPS userId、instanceId Count

场景查询限流请求
量

Count/Second
SceneOverRateQP
S

userId、
instanceId、
querySceneId

Count

场景Recommend空
结果率

Count/Second
SceneRecommend
EmptyTps

userId、
instanceId、
querySceneId

Count

场景推荐接口平均
延时

ms
SceneRecommend
Latency

userId、
instanceId、
querySceneId

Average

User推送失败速率 Count/Second UserFailedTps userId、instanceId Sum

User表使用比率 Percent
UserQuotaUsedRa
tio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User推送速率 Count/Second UserTps userId、instanceId Sum

场景查询请求量 Count/Second
SceneRecommend
QPS

userId、
instanceId、
querySceneId

Count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智能推荐的智能召回引擎BE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airecacs_airec。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服务请求空结果QPS CountSecond
aime_biz_empty_
qps

userId、
instanceId、biz

Sum

服务请求错误QPS CountSecond
aime_biz_error_qp
s

userId、
instanceId、biz、
host

Sum

15.6.13. 智能推荐-智能召回引擎BE15.6.13. 智能推荐-智能召回引擎BE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 文档版本：20220701 460



服务请求Latency Millisecond aime_biz_latency
userId、
instanceId、biz

Average

服务请求QPS CountSecond aime_biz_qps
userId、
instanceId、biz

Sum

服务请求召回个数 Count
aime_biz_recall_c
ount

userId、
instanceId、biz

Average、
Maximum

集群CPU使用百分比 % aime_cpu_perce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集群CPU使用量 Count aime_cpu_use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集群内存使用百分
比

%
aime_mem_perce
n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集群内存使用量 Byte aime_mem_use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请求QPS CountSecond aime_qps userId、instanceId Sum

表增量QPS CountSecond
aime_table_add_q
ps

userId、
instanceId、
tableName

Sum

表增量处理延迟 Millisecond
aime_table_end2E
ndLatency

userId、
instanceId、
tableName

Average

表实时内存使用率 %
aime_table_rtInde
xMemoryUseRatio

userId、
instanceId、
tableName

Average

向量表请求召回率 %
aime_table_vec_re
call_ratio

userId、
instanceId、
tableNam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智能推荐TPP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airecacs_airec。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总QPS CountSecond tpp_scene_qps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15.6.14. 智能推荐-TPP15.6.14. 智能推荐-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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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控QPS CountSecond
tpp_scene_qps_bl
ock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流控QPS占比 %
tpp_scene_qps_bl
ock_rate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Average

空结果QPS CountSecond
tpp_scene_qps_e
mpty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空结果QPS占比 %
tpp_scene_qps_e
mpty_rate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Average

异常QPS CountSecond
tpp_scene_qps_ex
ception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异常QPS占比 %
tpp_scene_qps_ex
ception_rate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Average

正常QPS CountSecond
tpp_scene_qps_su
ccess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超时QPS CountSecond
tpp_scene_qps_ti
meout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超时QPS占比 %
tpp_scene_qps_ti
meout_rate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Average

平均RT Millisecond tpp_scene_rt_avg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Average

调用服务的总QPS CountSecond tpp_service_qps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调用ABFS的QPS CountSecond
tpp_service_qps_a
bfs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调用ABFS的异常
QPS

CountSecond
tpp_service_qps_a
bfs_exception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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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BE的QPS CountSecond
tpp_service_qps_b
e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调用BE的异常QPS CountSecond
tpp_service_qps_b
e_exception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调用服务的异常QPS CountSecond
tpp_service_qps_e
xception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调用PAI-EAS的QPS CountSecond
tpp_service_qps_p
redict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调用PAI-EAS的异常
QPS

CountSecond
tpp_service_qps_p
redict_exception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调用Redis的QPS CountSecond
tpp_service_qps_r
edis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调用Redis的异常
QPS

CountSecond
tpp_service_qps_r
edis_exception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Sum

调用服务的平均RT Millisecond
tpp_service_rt_av
g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Average

调用ABFS的平均RT Millisecond
tpp_service_rt_av
g_abfs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Average

调用BE的平均RT Millisecond
tpp_service_rt_av
g_be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Average

调用PAI-EAS的平均
RT

Millisecond
tpp_service_rt_av
g_predict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Average

调用Redis的平均RT Millisecond
tpp_service_rt_av
g_redis

userId、
instanceId、
sceneId、ab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数据总线DataHub的监控项。

15.6.15. 数据总线DataHub15.6.15. 数据总线Data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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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at ahubacs_dat ahu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订阅延迟 Seconds sub_delay userId、subId Valu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数据湖构建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lfacs_dlf 。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工作流作业延迟 Second workflow_delay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PAI-EAS在线预测服务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learnacs_lear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CPU消耗 Count cpu_core_usage
userId、
serviceName

Average、
Maximum

GPU利用率 % gpu_util
userId、
serviceName

Average、
Maximum

内存消耗 Byte memory_rss
userId、
service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秒总调用次数 Frequency qps_total
userId、
serviceName

Value、Average、
Maximum

状态码2xx每秒响应 Frequency rps_status_2xx
userId、
serviceName

Average、
Maximum、
Value、Minimum

15.6.16. 数据湖构建（DLF）15.6.16. 数据湖构建（DLF）

15.7. 人工智能15.7. 人工智能
15.7.1. PAI-EAS在线预测服务（旧版）15.7.1. PAI-EAS在线预测服务（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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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2xx响应占比 %
rps_status_2xx_ra
tio

userId、
serviceNam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Value

状态码4xx每秒响应 Frequency rps_status_4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Value

状态码4xx响应占比 %
rps_status_4xx_ra
tio

userId、
service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Value

状态码5xx每秒响应 Frequency rps_status_5xx
userId、
servicName

Average、
Maximum、Value

状态码5xx响应占比 %
rps_status_5xx_ra
tio

userId、
service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Value

响应时间 Microsecond rt
userId、
service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入流量 bps traffic_in
userId、
service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Value

出流量 bps traffic_out
userId、
serviceNam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PAI-EAS在线预测服务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learnacs_lear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CPU消耗 Count
eas_cpu_core_usa
g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GPU显存使用量 Byte eas_gpu_memory userId、instanceId Value

GPU利用率 % eas_gpu_util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内存消耗 Byte eas_memory_rs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15.7.2. PAI-EAS在线预测服务15.7.2. PAI-EAS在线预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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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秒总调用次数 Frequency eas_qps_total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状态码2xx每秒响应 Frequency
eas_rps_status_2x
x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状态码2xx响应占比 %
eas_rps_status_2x
x_ratio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状态码4xx每秒响应 Frequency
eas_rps_status_4x
x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状态码4xx响应占比 %
eas_rps_status_4x
x_ratio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状态码5xx每秒响应 Frequency
eas_rps_status_5x
x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状态码5xx响应占比 %
eas_rps_status_5x
x_ratio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平均响应时间 Microsecond eas_rt_avg userId、instanceId Value

TP100响应时间 Microsecond eas_rt_tp100 userId、instanceId Value

TP5响应时间 Microsecond eas_rt_tp5 userId、instanceId Value

TP80响应时间 Microsecond eas_rt_tp80 userId、instanceId Value

TP90响应时间 Microsecond eas_rt_tp90 userId、instanceId Value

TP95响应时间 Microsecond eas_rt_tp95 userId、instanceId Value

TP99响应时间 Microsecond eas_rt_tp99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流量 bps eas_traffic_in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出流量 bps eas_traffic_ou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营销引擎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openadacs_openad。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DSP）RTB竞价PV Count bid_pv userId、dspId Sum

（DSP）RTB竞价
QPS

Count/Second bid_qps userId、dspId Value

15.7.3. 营销引擎15.7.3. 营销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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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广告点击
PV

Count click_pv userId、dspId Sum

（DSP）广告点击
QPS

Count/Second click_qps userId、dspId Value

（DSP）广告点击延
时

Milliseconds click_rt userId、dspId Value

（DSP）DMP有效人
群数

Count/Day dmp_crowd_num userId、dspId Value

（DSP）DMP有效人
群请求量

Count/Day dmp_crowd_pv userId、dspId Value

（DSP）DMP占用存
储

Bytes/Day dmp_storage userId、dspId Value

（DSP）广告曝光
PV

Count show_pv userId、dspId Sum

（DSP）广告曝光
QPS

Count/Second show_qps userId、dspId Value

（DSP）广告曝光延
时

Milliseconds show_rt userId、dspId Value

（SSP）RTB竞价PV Count ssp_bid_pv userId、sspId Sum

（SSP）RTB竞价
QPS

Count/Second ssp_bid_qps userId、sspId Value

（SSP）广告点击PV Count ssp_click_pv userId、sspId Sum

（SSP）广告点击
QPS

Count/Second ssp_click_qps userId、sspId Value

（SSP）广告点击延
时

Milliseconds ssp_click_rt userId、sspId Value

（SSP）DMP有效人
群数

Count/Day
ssp_dmp_crowd_
num

userId、sspId Value

（SSP）DMP有效人
群请求量

Count/Day
ssp_dmp_crowd_
pv

userId、sspId Value

（SSP）广告曝光PV Count ssp_show_pv userId、sspId Sum

（SSP）广告曝光
QPS

Count/Second ssp_show_qps userId、ssp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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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广告曝光延
时

Milliseconds ssp_show_rt userId、sspId Value

友盟+DIP 有效人群
数

Count/Day
umeng_crowd_nu
m

userId、dspId Value

友盟+DIP有效人群
请求量

frequency/Day umeng_crowd_pv userId、dsp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负载均衡SLB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slb_dashboardacs_slb_dashboard。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TCP每秒活跃连接数 Count Active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听每秒丢失连接
数

Count/s Drop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听每秒丢失入包
数

Count/s DropPacketR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听每秒丢失出包
数

Count/s DropPacketT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听每秒丢失入bit
数

bit/s DropTrafficR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听每秒丢失出bit
数

bit/s DropTrafficT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分组维度）TCP每
秒活跃连接数

Count
GroupActiveConne
ction

grou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Sum

15.8. 网络与CDN15.8. 网络与CDN
15.8.1. 负载均衡15.8.1. 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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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维度）TCP新
建连接数

Count
GroupNewConnect
ion

grou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Sum

TotalTrafficRX bit/s
GroupTotalTraffic
RX

groupId Value

TotalTrafficTX bit/s
GroupTotalTraffic
TX

groupId Value

（分组维度）流入
带宽

bit/s GroupTrafficRX 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Sum

（分组维度）流出
带宽

bit/s GroupTrafficTX group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Sum

（分组维度）后端
异常ECS实例个数

Count
GroupUnhealthySe
rverCount

group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Sum

七层转发规则后端
健康ECS实例个数

Count
HealthyServerCoun
tWithRule

userId、
instanceId、port、
vip、domain、url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健康检查后端健康
ECS实例个数

Count
HeathyServerCoun
t

userId、
instanceId、port、
vip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TCP非活跃连接数 Count Inactive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实例每秒活跃连接
数

Count/s
InstanceActiveCon
nec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实例每秒丢失连接
数

Count/s
InstanceDropConn
ec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Sum

实例每秒丢失入包
数

Count/s
InstanceDropPack
etR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实例每秒丢失出包
数

Count/s
InstanceDropPack
etT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实例每秒丢失入bit
数

bit/s
InstanceDropTraffi
cR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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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每秒丢失出bit
数

bit/s
InstanceDropTraffi
cT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实例每秒非活跃连
接数

Count/s
InstanceInactiveCo
nnec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实例每秒最大并发
连接数

Count/s
InstanceMaxConne
c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实例最大连接数使
用率

%
InstanceMaxConne
ction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每秒新建连接
数

Count/s
InstanceNewConn
ec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实例新建连接数使
用率

%
InstanceNewConn
ection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实例每秒入包数 Count/s InstancePacketR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实例每秒出包数 Count/s InstancePacketT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七层实例QPS Count/s Instance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七层实例QPS使用率 %
InstanceQpsUtiliza
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七层实例RT ms Instance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七层实例每秒状态
码2XX数量

Count/Second
InstanceStatusCod
e2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七层实例每秒状态
码3XX数量

Count/Second
InstanceStatusCod
e3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七层实例每秒状态
码4XX数量

Count/Second
InstanceStatusCod
e4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七层实例每秒状态
码5XX数量

Count/Second
InstanceStatusCod
e5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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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层实例每秒其它
状态码数量

Count/Second
InstanceStatusCod
eOther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每秒入bit数 bit/s InstanceTrafficR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实例每秒出bit数 bit/s InstanceTrafficT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实例网络流出带宽
使用率

%
InstanceTrafficTX
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七层实例每秒
UpstreamCode4xx
数量

Count/Second
InstanceUpstream
Code4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七层实例每秒
UpstreamCode5xx
数量

Count/Second
InstanceUpstream
Code5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七层实例
UpstreamRt

ms
InstanceUpstream
R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端口并发连接数 Count/Second Max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Maximum、
Minimum、
Average

TCP新建连接数 Count New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每秒流入数据包数 Count/s PacketR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每秒流出数据包数 Count/s PacketT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七层监听QPS Count/s Qps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七层监听RT ms Rt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七层监听每秒状态
码2XX数量

Count/s StatusCode2x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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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层监听每秒状态
码3XX数量

Count/Second StatusCode3x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七层监听每秒状态
码4XX数量

Count/Second StatusCode4x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七层监听每秒状态
码5XX数量

Count/Second StatusCode5x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七层监听每秒其它
状态码数量

Count/Second StatusCodeOther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流入带宽 bit/s TrafficRXNew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流出带宽 bit/s TrafficTXNew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后端异常ECS实例个
数

Count
UnhealthyServerCo
unt

userId、
instanceId、port、
vip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七层转发规则后端
异常ECS实例个数

Count
UnhealthyServerCo
untWithRule

userId、
instanceId、port、
vip、domain、url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七层监听每秒
UpstreamCode4xx
数量

Count/s UpstreamCode4x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七层监听每秒
UpstreamCode5xx
数量

Count/s UpstreamCode5x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七层监听
UpstreamRt

ms UpstreamRt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应用型负载均衡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albacs_alb。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15.8.2. 应用型负载均衡15.8.2. 应用型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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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监听活跃连接数 Count
ListenerActiveCon
nection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TLS握手失
败连接数

Count/s
ListenerClientTLSN
egotiationError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2XX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Code
2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3XX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Code
3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4XX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Code
4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500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Code
500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502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Code
502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503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Code
503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504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Code
504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5XX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Code
5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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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听后端每秒2XX状
态码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Code
Upstream2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后端每秒3XX状
态码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Code
Upstream3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后端每秒4XX状
态码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Code
Upstream4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后端每秒5XX状
态码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Code
Upstream5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自定义
Reponse个数

Count/s
ListenerHTTPFixed
Response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重定向个
数

Count/s
ListenerHTTPRedir
ect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健康的服务器
数

Count
ListenerHealthyHo
stCount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入带宽 bits/s ListenerInBits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新建连接
数

Count/s
ListenerNewConne
ction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无粘性请
求数

Count/s
ListenerNonSticky
Request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 文档版本：20220701 474



监听出带宽 bits/s ListenerOutBits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请求数 Count/s ListenerQPS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每秒丢弃连接
数

Count/s
ListenerRejectedC
onnection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不健康的服务
器数

Count
ListenerUnHealthy
HostCount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后端每秒连接
失败数

Count/s
ListenerUpstream
ConnectionError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后端应答时间 Milliseconds
ListenerUpstream
ResponseTime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监听后端每秒TLS握
手失败数

Count/s
ListenerUpstream
TLSNegotiationErr
or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活跃
连接数

Count
LoadBalancerActiv
eConnection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TLS握手失败连接数

Count/s
LoadBalancerClien
tTLSNegotiationEr
ror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2XX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Code2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3XX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Code3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4XX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Code4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500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Code500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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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502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Code502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503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Code503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504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Code504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5XX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Code5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后端
每秒2XX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CodeUpstream2X
X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后端
每秒3XX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CodeUpstream3X
X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后端
每秒4XX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CodeUpstream4X
X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后端
每秒5XX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CodeUpstream5X
X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自定义Reponse个
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FixedResponse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重定向个数

Count/s
LoadBalancerHTTP
Redirect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健康
的服务器数

Count
LoadBalancerHealt
hyHostCount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入带
宽

bits/s LoadBalancerInBits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新建连接数

Count/s
LoadBalancerNew
Connection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无粘性请求数

Count/s
LoadBalancerNonS
tickyRequest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出带
宽

bits/s
LoadBalancerOutBi
ts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请求数

Count/s LoadBalancerQPS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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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均衡实例每秒
丢弃连接数

Count/s
LoadBalancerRejec
tedConnection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不健
康的服务器数

Count
LoadBalancerUnHe
althyHostCount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后端
每秒连接失败数

Count/s
LoadBalancerUpst
reamConnectionEr
ror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后端
应答时间

Milliseconds
LoadBalancerUpst
reamResponseTim
e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负载均衡实例后端
每秒TLS握手失败数

Count/s
LoadBalancerUpst
reamTLSNegotiati
onError

userId、
loadBalancerId

Value

转发规则后端每秒
2XX个数

Count/s
RuleHTTPCodeUps
tream2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转发规则后端每秒
3XX个数

Count/s
RuleHTTPCodeUps
tream3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转发规则后端每秒
4XX个数

Count/s
RuleHTTPCodeUps
tream4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转发规则后端每秒
5XX个数

Count/s
RuleHTTPCodeUps
tream5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转发规则健康的服
务器数

Count
RuleHealthyHostC
ount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转发规则每秒无粘
性请求数

Count/s
RuleNonStickyReq
uest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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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规则每秒请求
数

Count/s RuleQPS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转发规则不健康的
服务器数

Count
RuleUnHealthyHos
tCount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转发规则后端每秒
连接失败数

Count/s
RuleUpstreamCon
nectionError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转发规则后端应答
时间

Milliseconds
RuleUpstreamRes
ponseTime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转发规则后端每秒
TLS握手失败数

Count/s
RuleUpstreamTLS
NegotiationError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服务器组后端每秒
2XX个数

Count/s
ServerGroupHTTPC
odeUpstream2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serverGroupId

Value

服务器组后端每秒
3XX个数

Count/s
ServerGroupHTTPC
odeUpstream3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serverGroupId

Value

服务器组后端每秒
4XX个数

Count/s
ServerGroupHTTPC
odeUpstream4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serverGroupId

Value

服务器组后端每秒
5XX个数

Count/s
ServerGroupHTTPC
odeUpstream5XX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serverGroup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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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组健康的服
务器数

Count
ServerGroupHealth
yHostCount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serverGroupId

Value

服务器组无粘性请
求数

Count/s
ServerGroupNonSt
ickyRequest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serverGroupId

Value

服务器组每秒请求
数

Count/s ServerGroupQPS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serverGroupId

Value

服务器组不健康的
服务器数

Count
ServerGroupUnHea
lthyHostCount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serverGroupId

Value

服务器组后端每秒
连接失败数

Count/s
ServerGroupUpstr
eamConnectionErr
or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serverGroupId

Value

服务器组后端应答
时间

Milliseconds
ServerGroupUpstr
eamResponseTim
e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serverGroupId

Value

服务器组后端每秒
TLS握手失败数

Count/s
ServerGroupUpstr
eamTLSNegotiatio
nError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serverGroupId

Value

转发规则后端每秒
2XX占比

%
RuleHTTPCodeUps
tream2XXRatio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转发规则后端每秒
3XX占比

%
RuleHTTPCodeUps
tream3XXRatio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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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规则后端每秒
4XX占比

%
RuleHTTPCodeUps
tream4XXRatio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转发规则后端每秒
5XX占比

%
RuleHTTPCodeUps
tream5XXRatio

userId、
loadBalancerId、
listenerProtocol、
listenerPort、
rule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弹性公网IP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vpc_eipacs_vpc_eip。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入方向限速丢包速
率

Packet/Second
in_ratelimit_drop_
spee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流入流量 Byte net.r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Sum

流入数据包数 Count net.rxPkg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Sum

流出流量 Byte net.t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Sum

流出数据包数 Count net.txPkg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Sum

网络流入带宽利用
率

Value
net_in.rate_percen
t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网络流出带宽利用
率

Value
net_out.rate_perc
entag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15.8.3. 弹性公网IP15.8.3. 弹性公网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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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入带宽 bit/s net_rx.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入包速率 Packet/Second net_rxPkgs.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网络流出带宽 bit/s net_tx.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出包速率 Packet/Second net_txPkgs.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出方向限速丢包速
率

Packet/Second
out_ratelimit_dro
p_speed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高速通道的对等连接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express_connectacs_express_connect 。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IntranetRX Byte IntranetRX userId、instanceId Value

IntranetTX Byte IntranetTX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网络流出限速丢包
数

pps RateLimitDropP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入带宽 bit/s ReceiveBandwidth userId、instanceId Value

丢包率 %
RouterInterfaceLo
ssRate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时延 ms
RouterInterfaceRe
sponseTime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流出带宽 bit/s
TransportedBand
width

userId、instanceId Valu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高速通道的边界路由器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physical_connect ionacs_physical_connect io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15.8.4. 高速通道-对等连接15.8.4. 高速通道-对等连接

15.8.5. 高速通道-边界路由器15.8.5. 高速通道-边界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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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VPC到IDC方向流出
字节数

Byte
BytesOutFromVpc
ToIDC

userId、instanceId Value

IDC到VPC方向流入
字节数

Byte
BytesInFromIDCTo
Vpc

userId、instanceId Value

IDC到VPC方向丢弃
流入数据包数

pps
PkgsDropInFromID
CToVpc

userId、instanceId Value

VPC到IDC方向丢弃
流出数据包数

pps
PkgsDropOutFrom
VpcToIDC

userId、instanceId Value

IDC到VPC方向流入
数据包数

pps
PkgsInFromIDCToV
pc

userId、instanceId Value

VPC到IDC方向流出
数据包数

pps
PkgsOutFromVpcT
oIDC

userId、instanceId Value

IDC到VPC方向流入
速率

bps
RateInFromIDCToV
pc

userId、instanceId Value

VPC到IDC方向流出
速率

bps
RateOutFromVpcT
oIDC

userId、instanceId Value

VBR健康检查时延 μs
VbrHealthyCheckL
atency

userId、instanceId Value

VBR健康检查丢包率 %
VbrHealthyCheckL
oss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高速通道的物理端口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physical_connect ionacs_physical_connect io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物理专线状态 Status
PhysicalConnectio
nStatus

userId、instanceId Statu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增强型NAT网关的监控项。

15.8.6. 高速通道-物理端口15.8.6. 高速通道-物理端口

15.8.7. 增强型NAT网关15.8.7. 增强型NAT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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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nat _gat ewayacs_nat _gat eway。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从VPC来流量速率 bps
BWRateInFromInsi
d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从公网来流量速率 bps
BWRateInFromOut
sid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VPC流量速率 bps
BWRateOutToInsid
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公网流量速率 bps
BWRateOutToOuts
id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从VPC来流量 Byte BytesInFromInsid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从公网来流量 Byte
BytesInFromOutsid
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VPC流量 Byte BytesOutToInsid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公网流量 Byte
BytesOutToOutsid
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接口入丢弃流量 Byte EniBytesDropRx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接口出丢弃流量 Byte EniBytesDropTx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接口入流量 Byte EniBytesRx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接口出流量 Byte EniBytesTx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接口端口分配失败
包数量

Count
EniPacketsDropPor
tAllocationFail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接口入丢弃报文量 Count EniPacketsDropRx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接口出丢弃报文量 Count EniPacketsDropTx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接口入报文量 Count EniPacketsRx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云监控

483 > 文档版本：20220701



接口出报文量 Count EniPacketsTx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接口并发连接数 Count
EniSessionActiveC
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接口新建丢弃连接
速率

CountS
EniSessionLimitDro
p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接口新建连接速率 CountS
EniSessionNewCon
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接口并发丢弃连接
速率

CountS
EniSessionNewLimi
tDropC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eniId

Value

从VPC来包速率 CountS
PPSRateInFromInsi
d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从公网来包速率 CountS
PPSRateInFromOut
sid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VPC包速率 CountS
PPSRateOutToInsi
d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公网包速率 CountS
PPSRateOutToOut
sid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从VPC来包量 Count
PacketsInFromInsi
d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从公网来包量 Count
PacketsInFromOut
sid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VPC包量 Count
PacketsOutToInsid
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公网包量 Count
PacketsOutToOuts
id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并发连接数 Count
SessionActiveConn
ection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并发连接水位 %
SessionActiveConn
ectionWaterLever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并发丢弃连接速率 CountS
SessionLimitDropC
onnection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新建连接速率 CountS
SessionNewConne
ction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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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连接水位 %
SessionNewConne
ctionWaterLever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新建丢弃连接速率 CountS
SessionNewLimitD
ropConnection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NAT网关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nat _gat ewayacs_nat _gat eway。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SNAT连接数 Count/Min SnatConnection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历史累积最大限制
丢弃连接数

Count/Min
SnatConnectionDr
op_ConcurrentCon
nectionLimi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历史累积新建限制
丢弃连接数

Count/Min
SnatConnectionDr
op_ConnectionRat
eLimi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并发超规格丢弃速
率

countS
SessionLimitDropR
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新建超规格丢弃速
率

countS
SessionNewLimitD
rop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新建速率 countS
SessionNewConne
ction2

userId、instanceId Valu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NAT网关带宽包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nat _gat ewayacs_nat _gat eway。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流入包速率 Count/Second net_rx.Pkg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入带宽 bits/s net_rx.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出包速率 Count/Second net_tx.Pkg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出带宽 bits/s net_tx.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15.8.8. NAT网关15.8.8. NAT网关

15.8.9. NAT网关带宽包15.8.9. NAT网关带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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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出带宽使用
率

% net_tx.ratePercen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共享带宽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bandwidt h_packageacs_bandwidt h_packag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流入包速率 pps net_rx.Pkg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入带宽 bit/s net_rx.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网络流入带宽使用
率

% net_rx.ratePercen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出包速率 pps net_tx.Pkg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出带宽 bit/s net_tx.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网络流出带宽使用
率

% net_tx.ratePercen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全球加速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global_accelerat ionacs_global_accelerat io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标准型源站探测可
用率

%
GaApplicationMoni
torAvailability

userId、
instanceId、taskId

Value

基础型入方向带宽 bit/s GaBaseIpInB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15.8.10. 共享带宽15.8.10. 共享带宽

15.8.11. 全球加速15.8.11. 全球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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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型入方向包速
率

pps GaBaseIpInP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基础型出方向带宽 bit/s GaBaseIpOutB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基础型出向包速率 pps GaBaseIpOutP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终端节点组
所在地域入方向带
宽

bit/s
GaEndPointGroupI
nB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终端节点组
所在地域入方向丢
弃包速率

pps
GaEndPointGroupI
nDropP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终端节点组
所在地域入方向包
速率

pps
GaEndPointGroupI
nP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终端节点组
所在地域出方向带
宽

bit/s
GaEndPointGroup
OutB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终端节点组
所在地域出方向丢
弃包速率

pps
GaEndPointGroup
OutDropP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终端节点组
所在地域出向包速
率

pps
GaEndPointGroup
OutP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加速IP活跃连
接数

Count
GaIpActiveConnect
ionCount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入方向带宽 bit/s GaIpInB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入方向丢弃
包速率

pps GaIpInDropP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入方向包速
率

pps GaIpInP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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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型出方向带宽 bit/s GaIpOutB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出方向丢弃
包速率

pps GaIpOutDropP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出向包速率 pps GaIpOutPp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Average

标准型全球加速丢
弃包速率_目标IP

pps
GaNetworkProbeA
cceleratorDrop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endpointGroupId
、targetIp

Average

标准型全球加速延
时_目标IP

s
GaNetworkProbeA
cceleratorLatency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endpointGroupId
、targetIp

Average

标准型公网丢弃包
速率_目标IP

pps
GaNetworkProbeIn
ternetDrop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endpointGroupId
、targetIp

Average

标准型公网延时_目
标IP

s
GaNetworkProbeIn
ternetLatency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endpointGroupId
、targetIp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全球加速独享型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global_accelerat ionacs_global_accelerat io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网络流入数据包 pps InternetInP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网络流入带宽 bits/s InternetIn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网络流出数据包 pps InternetOutP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15.8.12. 全球加速独享型15.8.12. 全球加速独享型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 文档版本：20220701 488



网络流出带宽 bits/s InternetOut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全球加速共享型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global_accelerat ionacs_global_accelerat io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流入包速率 pps
SharingInternetInP
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入带宽 bits/s
SharingInternetInR
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出包速率 pps
SharingInternetOu
tP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出带宽 bits/s
SharingInternetOu
t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网络流出带宽使用
率

%
SharingInternetOu
tRatePercen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VPN网关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vpnacs_vp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连接流入包速率 pps ipsec.rxPkgs
userId、
instanceId、
ipsecId

Value

连接流出包速率 pps ipsec.txPkgs
userId、
instanceId、
ipsecId

Value

连接流入带宽 bits/s ipsec_rx.rate
userId、
instanceId、
ipsecId

Value

连接流出带宽 bits/s ipsec_tx.rate
userId、
instanceId、
ipsecId

Value

15.8.13. 全球加速共享型15.8.13. 全球加速共享型

15.8.14. VPN网关15.8.14. VPN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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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带宽 bits/s net_rx.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出带宽 bits/s net_tx.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连接个数 count ssl_client.coun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网关流入包速率 pps net_rx.Pkg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网关流出包速率 pps net_tx.Pkg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企业网的区域监控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cenacs_ce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区域间带宽 bits/s
InternetOutRateBy
ConnectionArea

userId、cenId、
geographicSpanId
、
bandwidthPackag
eId

Value

区域间带宽百分比 %
InternetOutRatePe
rcentByConnection
Area

userId、cenId、
geographicSpanId
、
bandwidthPackag
eId

Valu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企业网的地域监控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cenacs_ce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地域流出带宽 bit/s
InternetOutRateBy
ConnectionRegion

userId、cenId、
geographicSpanId
、localRegionId、
oppositeRegionId

Value

15.8.15. 云企业网-区域监控15.8.15. 云企业网-区域监控

15.8.16. 云企业网-地域监控15.8.16. 云企业网-地域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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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流出带宽百分
比

%
InternetOutRatePe
rcentByConnection
Region

userId、cenId、
geographicSpanId
、localRegionId、
oppositeRegionId

Value

地域间限速丢包速
率

pps
InternetOutDropRa
teByConnectionRe
gion

userId、cenId、
geographicSpanId
、localRegionId、
oppositeRegion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企业网的边缘路由器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cenacs_ce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延时 ms
VBRHealthyCheckL
atency

userId、cenId、
vbrInstanceId

Value

丢包率 %
VBRHealthyCheckL
ossRate

userId、cenId、
vbrInstanceId

Value

流入带宽 bits/s VBRInternetInRate
userId、cenId、
vbrInstanceId

Value

流出带宽 bits/s
VBRInternetOutRat
e

userId、cenId、
vbrInstanceId

Valu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企业网的转发路由器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cenacs_ce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TR连接黑洞路由丢
弃流量

bit/s
AttachmentBlackH
oleDropBytes

userId、cenId、
trInstanceId、
attachmentId

Value

TR连接流入速率 bit/s AttachmentInRate
userId、cenId、
trInstanceId、
attachmentId

Value

15.8.17. 云企业网-边缘路由器15.8.17. 云企业网-边缘路由器

15.8.18. 云企业网-转发路由器15.8.18. 云企业网-转发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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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连接流出速率 bit/s
AttachmentOutRa
te

userId、cenId、
trInstanceId、
attachment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IPV6公网带宽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ipv6_bandwidt hacs_ipv6_bandwidt h。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公网流入数据包数 pps
Ipv6Gateway.PkgsI
nFromInterne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公网流出数据包数 pps
Ipv6Gateway.Pkgs
OutToInterne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公网丢弃流入数据
包

pps
Ipv6Gateway.Rate
DropInFromInterne
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公网丢弃流出数据
包

pps
Ipv6Gateway.Rate
DropOutFromInter
ne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公网流入流量 bits/s
Ipv6Gateway.RateI
nFromInterne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公网限速丢弃流入
数据包

pps
Ipv6Gateway.Rate
LimitedPkgsDropIn
FromInterne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公网限速丢弃流出
数据包

pps
Ipv6Gateway.Rate
LimitedPkgsDropO
utToInterne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公网流出流量 bits/s
Ipv6Gateway.Rate
OutToInterne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公网流入带宽利用
率

Value
Ipv6Gateway.Rate
PercentageInFromI
nterne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公网流出带宽利用
率

Value
Ipv6Gateway.Rate
PercentageOutToI
nterne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15.8.19. IPV6公网带宽15.8.19. IPV6公网带宽

15.8.20. 私网连接PrivateLink15.8.20. 私网连接Privat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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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私网连接PrivateLink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privat elinkacs_privat elink。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入带宽

bit/s EndpointENIInBp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入丢弃带宽

bit/s
EndpointENIInDrop
Bp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入丢弃数据包速
率

packet/s
EndpointENIInDrop
Pp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入数据包速率

packet/s EndpointENIInPp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出带宽

bit/s
EndpointENIOutBp
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出丢弃带宽

bit/s
EndpointENIOutDr
opBp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出丢弃数据包速
率

packet/s
EndpointENIOutDr
opPp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出数据包速率

packet/s
EndpointENIOutPp
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入带宽 bit/s EndpointIn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入丢弃
带宽

bit/s
EndpointInDropBp
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入丢弃
数据包速率

packet/s
EndpointInDropPp
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入数据
包速率

packet/s EndpointInP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出带宽 bit/s EndpointOut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出丢弃
带宽

bit/s
EndpointOutDropB
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出丢弃
数据包速率

packet/s
EndpointOutDropP
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出数据
包速率

packet/s EndpointOutP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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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智能接入网关SAG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smart agacs_smart ag。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设备CPU利用率 % SagCpuU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设备硬盘利用率 % SagDiskUtilization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设备内存利用率 %
SagMemoryUtiliza
tion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app_instance_rx_d
rop_h

PPM
app_instance_rx_d
rop_h

userId、instanceId Value

app_instance_tx_d
rop_h

PPM
app_instance_tx_d
rop_h

userId、instanceId Value

app_user_rx_drop
_h

PPM
app_user_rx_drop
_h

userId、
instanceId、
user_name

Average

app_user_tx_drop
_h

PPM
app_user_tx_drop
_h

userId、
instanceId、
user_name

Average

SAG实例的应用加速
带宽包限速丢弃丢
包数

p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sag_drop_pp
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SAG实例的应用加速
流入流量

Byte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sag_rx_byte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SAG实例的应用加速
流流入数据包

p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sag_rx_p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SAG实例的应用加速
入方向带宽

b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sag_rx_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SAG实例的应用加速
流出流量

Byte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sag_tx_byte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15.8.21. 智能接入网关（硬件版）15.8.21. 智能接入网关（硬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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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实例的应用加速
流流出数据包

p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sag_tx_p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SAG实例的应用加速
出方向带宽

b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sag_tx_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bandwidth_utilizat
ion

%
bandwidth_utiliza
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box_drop.pkgs pps box_drop.pkgs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设备4G入方向丢包
的包速率

PPM box_lte_rx_drop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Value

设备4G流入速率 bps box_lte_rx_rate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设备4G流出丢包的
包速率

PPM box_lte_tx_drop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Value

设备4G流出速率 bps box_lte_tx_rate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box_master.delay bps box_master.delay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box_master.drop pps box_master.drop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box_net.rxPkgs pps box_net.rxPkgs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box_net.txPkgs pps box_net.txPkgs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box_net_rx.rate bps box_net_rx.rate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box_net_tx.rate bps box_net_tx.rate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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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_rx_pkgs pps box_rx_pkgs
userId、
instanceId、sn

Average

box_rx_rate bit/s box_rx_rate
userId、
instanceId、sn

Average

box_slave.delay ms box_slave.delay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box_slave.drop pps box_slave.drop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box_tx_pkgs pps box_tx_pkgs
userId、
instanceId、sn

Average

box_tx_rate bit/s box_tx_rate
userId、
instanceId、sn

Average

SAG设备WAN口入
向包转发率

pps box_wan_rx.pps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wan_name

Value

SAG设备WAN口入
向带宽

bps box_wan_rx.rate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wan_name

Value

SAG设备WAN口出
向包转发率

pps box_wan_tx.pps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wan_name

Value

SAG设备WAN口出
向带宽

bps box_wan_tx.rate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wan_name

Value

box_wan_wireless.
rxPkgs

pps
box_wan_wireless
.rxPkgs

userId、
instanceId、sn

Average

box_wan_wireless.
txPkgs

pps
box_wan_wireless
.txPkgs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设备无线流入带宽 bps
box_wan_wireless
_rx.rate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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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无线流出带宽 bps
box_wan_wireless
_tx.rate

userId、
instanceId、
box_sn

Average

ccn_drop_pps pps ccn_drop_pps
userId、
instance_id

Value

实例4G流入丢包的
包速率

PPM lte_rx_drop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4G流入速率 bps lte_rx_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4G流出丢包的
包速率

PPM lte_tx_drop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实例4G流出速率 bps lte_tx_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流入带宽 bit/s net_rx.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流出带宽 bit/s net_tx.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入方向带宽利用率-
实例

（0-1）
rx_bandwidth_utili
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SAG实例健康检查时
延

ms
sag_box_nqa_late
ncy

userId、
instance_id

Average

SAG实例健康检查丢
包

Packet
sag_box_nqa_loss
_data

userId、
instance_id

Value

SAG实例健康检查失
败率

%
sag_box_nqa_loss
_percent

userId、
instance_id

Value

SAG实例WiFi入向速
率

bit/s
sag_box_wifi_rx_b
ps

userId、
instance_id

Average

SAG实例WiFi入向包
速率

Packet/s
sag_box_wifi_rx_p
ps

userId、
instance_id

Average

SAG实例WiFi出向速
率

bit/s
sag_box_wifi_tx_b
ps

userId、
instance_id

Average

SAG实例WiFi出向包
速率

Packet/s
sag_box_wifi_tx_p
ps

userId、
instance_id

Average

sag_ccn_rx_limit_d
rop

PPM
sag_ccn_rx_limit_d
rop

userId、
instance_id

Value

sag_ccn_rx_limit_d
rop_pps

pps
sag_ccn_rx_limit_d
rop_pps

userId、
instance_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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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_ccn_tx_limit_d
rop

PPM
sag_ccn_tx_limit_
drop

userId、
instance_id

Value

sag_ccn_tx_limit_d
rop_pps

pps
sag_ccn_tx_limit_
drop_pps

userId、
instance_id

Value

SAG设备WiFi入向速
率

bit/s
sn_box_wifi_rx_bp
s

userId、
instance_id、
box_sn

Average

SAG设备WiFi入向包
速率

Packet/s
sn_box_wifi_rx_pp
s

userId、
instance_id、
box_sn

Average

SAG设备WiFi出向速
率

bit/s
sn_box_wifi_tx_bp
s

userId、
instance_id、
box_sn

Average

SAG设备WiFi出向包
速率

Packet/s
sn_box_wifi_tx_pp
s

userId、
instance_id、
box_sn

Average

出方向带宽利用率-
实例

（0-1）
tx_bandwidth_utili
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wan_wireless.rxPk
gs

pps
wan_wireless.rxPk
gs

userId、
instanceId、sn

Average

wan_wireless.txPk
gs

pps
wan_wireless.txPk
g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wan_wireless_rx.ra
te

bit/s
wan_wireless_rx.r
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wan_wireless_tx.r
ate

bit/s
wan_wireless_tx.r
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智能接入网关SAG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smart agacs_smart ag。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SAG实例入向流量 Byte
app_instance_rx_d
ata

userId、instanceid Sum

15.8.22. 智能接入网关（App）15.8.22. 智能接入网关（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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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实例入向流量 Byte
app_instance_rx_d
ata_h

userId、instanceid Sum

SAG实例入向限速丢
包

PPM
app_instance_rx_d
rop

userId、instanceId Value

SAG实例入向速率 bit/s
app_instance_rx_r
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SAG实例出向流量 Byte
app_instance_tx_d
ata

userId、instanceId Sum

SAG实例出向流量 Byte
app_instance_tx_d
ata_h

userId、instanceId Sum

SAG实例出向限速丢
包

PPM
app_instance_tx_d
rop

userId、instanceId Value

SAG实例出向速率 bit/s
app_instance_tx_r
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SAG用户账号入向流
量

Byte app_user_rx_data
userId、
instanceId、
user_name

Sum

SAG用户账号入向流
量

Byte
app_user_rx_data
_h

userId、
instanceId、
user_name

Sum

SAG用户账号入向限
速丢包

PPM app_user_rx_drop
userId、
instanceId、
user_name

Value

SAG用户入向速率 bit/s app_user_rx_rate
userId、
instanceId、
user_name

Average

SAG用户账号出向流
量

Byte app_user_tx_data
userId、
instanceId、
user_name

Sum

SAG用户账号出向流
量

Byte
app_user_tx_data
_h

userId、
instanceId、
user_name

Sum

SAG用户账号出向限
速丢包

PPM app_user_tx_drop
userId、
instanceId、
user_name

Value

SAG用户出向速率 bit/s app_user_tx_rate
userId、
instanceId、
user_nam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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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 APP用户的SAG
实例的应用加速带
宽包限速丢弃丢包
数

p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app_user_dr
op_pps

userId、
instanceId、
userName

Value

SAG APP用户的应用
加速带宽包流入流
量

Byte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app_user_rx_
bytes

userId、
instanceId、
userName

Value

SAG APP用户的应用
加速带宽包流入带
宽

b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app_user_rx_
rate

userId、
instanceId、
userName

Value

SAG APP用户的应用
加速带宽包流出流
量

Byte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app_user_tx_
bytes

userId、
instanceId、
userName

Value

SAG APP用户的应用
加速出方向带宽

b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app_user_tx_
rate

userId、
instanceId、
userName

Value

SAG APP用户使用应
用加速带宽包的入
数据包

p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sag_user_rx_
pps

userId、
instanceId、
userName

Value

SAG APP用户使用应
用加速带宽包的流
出数据包

p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sag_user_tx_
pps

userId、
instanceId、
userNam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智能接入网关SAG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smart agacs_smart ag。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应用加速带宽包流
入流量

Byte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bwp_rx_byte
s

userId、bwpId Value

应用加速带宽包流
入数据包

p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bwp_rx_pps

userId、bwpId Value

应用加速带宽包流
入带宽

b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bwp_rx_rate

userId、bwpId Value

15.8.23. 智能接入网关（应用加速带宽）15.8.23. 智能接入网关（应用加速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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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加速带宽包流
出流量

Byte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bwp_tx_byte
s

userId、bwpId Value

应用加速带宽包流
出数据包

p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bwp_tx_pps

userId、bwpId Value

应用加速带宽包流
出带宽

b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bwp_tx_rate

userId、bwpId Value

应用加速带宽限速
丢弃丢包数

p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drop_pps

userId、bwpId、
bwpRuleId

Value

应用加速带宽包流
入流量

Byte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rx_bytes

userId、bwpId、
bwpRuleId

Value

应用加速带宽流入
数据包

p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rx_pps

userId、bwpId、
bwpRuleId

Value

应用加速带宽流入
带宽

b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rx_rate

userId、bwpId、
bwpRuleId

Value

应用加速带宽包流
出流量

Byte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tx_bytes

userId、bwpId、
bwpRuleId

Value

应用加速带宽流出
数据包

p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tx_pps

userId、bwpId、
bwpRuleId

Value

应用加速带宽流出
带宽

bps
application_accele
rate_tx_rate

userId、bwpId、
bwpRule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私网连接终端节点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privat elinkacs_privat elink。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入带宽

bit/s EndpointENIInBp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入丢弃带宽

bit/s
EndpointENIInDrop
Bp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15.8.24. 私网连接终端节点15.8.24. 私网连接终端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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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入丢弃数据包速
率

packet/s
EndpointENIInDrop
Pp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入数据包速率

packet/s EndpointENIInPp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出带宽

bit/s
EndpointENIOutBp
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出丢弃带宽

bit/s
EndpointENIOutDr
opBp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出丢弃数据包速
率

packet/s
EndpointENIOutDr
opPp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弹性网卡
流出数据包速率

packet/s
EndpointENIOutPp
s

userId、
instanceId、eni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入带宽 bit/s EndpointIn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入丢弃
带宽

bit/s
EndpointInDropBp
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入丢弃
数据包速率

packet/s
EndpointInDropPp
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入数据
包速率

packet/s EndpointInP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出带宽 bit/s EndpointOut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出丢弃
带宽

bit/s
EndpointOutDropB
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出丢弃
数据包速率

packet/s
EndpointOutDropP
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流出数据
包速率

packet/s EndpointOutP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可用区流
入带宽

bit/s
VpcEndpointZoneI
nB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Average

终端节点可用区流
入丢弃带宽

bit/s
VpcEndpointZoneI
nDropB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Average

终端节点可用区流
入丢弃数据包速率

packet/s
VpcEndpointZoneI
nDropP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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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节点可用区流
入数据包速率

packet/s
VpcEndpointZoneI
nP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Average

终端节点可用区流
出带宽

bit/s
VpcEndpointZone
OutB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Average

终端节点可用区流
出丢弃带宽

bit/s
VpcEndpointZone
OutDropB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Average

终端节点可用区流
出丢弃数据包速率

packet/s
VpcEndpointZone
OutDropP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Average

终端节点可用区流
出数据包速率

packet/s
VpcEndpointZone
OutP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私网连接终端节点服务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privat elinkacs_privat elink。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终端节点服务下终
端节点可用区流入
数据包速率

packet/s
VpcEndpointServic
eEndpointZoneInP
ps

userId、
instanceId、
endpointId、
zon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下终
端节点可用区流出
带宽

bit/s
VpcEndpointServic
eEndpointZoneOu
tBps

userId、
instanceId、
endpointId、
zon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下终
端节点可用区流出
丢弃带宽

bit/s
VpcEndpointServic
eEndpointZoneOu
tDropBps

userId、
instanceId、
endpointId、
zoneId

Average

15.8.25. 私网连接终端节点服务15.8.25. 私网连接终端节点服务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云监控

503 > 文档版本：20220701



终端节点服务下终
端节点可用区流出
丢弃数据包速率

packet/s
VpcEndpointServic
eEndpointZoneOu
tDropPps

userId、
instanceId、
endpointId、
zon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下终
端节点可用区流出
数据包速率

packet/s
VpcEndpointServic
eEndpointZoneOu
tPps

userId、
instanceId、
endpointId、
zon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流入
带宽

bit/s
VpcEndpointServic
eIn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流入
丢弃带宽

bit/s
VpcEndpointServic
eInDrop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流出
带宽

bit/s
VpcEndpointServic
eOut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流出
丢弃带宽

bit/s
VpcEndpointServic
eOutDrop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流出
丢弃数据包速率

packet/s
VpcEndpointServic
eOutDropP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流出
数据包速率

packet/s
VpcEndpointServic
eOutP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资源
流入带宽

bit/s
VpcEndpointServic
eResourceInB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resour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资源
流入丢弃带宽

bit/s
VpcEndpointServic
eResourceInDropB
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resour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资源
流入丢弃数据包速
率

packet/s
VpcEndpointServic
eResourceInDropP
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resour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资源
流入数据包速率

packet/s
VpcEndpointServic
eResourceInP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resour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资源
流出带宽

bit/s
VpcEndpointServic
eResourceOutB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resour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项

> 文档版本：20220701 504



终端节点服务资源
流出丢弃带宽

bit/s
VpcEndpointServic
eResourceOutDrop
B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resour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资源
流出丢弃数据包速
率

packet/s
VpcEndpointServic
eResourceOutDrop
P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resourceId

Average

终端节点服务资源
流出数据包速率

packet/s
VpcEndpointServic
eResourceOutPps

userId、
instanceId、
zoneId、
resour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任播弹性公网IP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anycast _eipacs_anycast _eip。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入方向带宽 bits/s
InboundBandwidt
h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No

Value

入方向带宽使用率 Value
InboundBandwidt
hUsage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No

Value

入方向包速率 Packets/Second
InboundPacketRat
e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No

Value

入方向限速丢包带
宽

bits/s
InboundRatelimitD
ropBandwidth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No

Value

入方向限速丢包速
率

Packets/Second
InboundRatelimitD
ropSpeed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No

Value

出方向带宽 bits/s
OutboundBandwid
th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No

Value

15.8.26. 任播弹性公网IP15.8.26. 任播弹性公网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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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方向带宽使用率 Value
OutboundBandwid
thUsage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No

Value

出方向包速率 Packets/Second
OutboundPacketR
ate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No

Value

出方向限速丢包带
宽

bits/s
OutboundRatelimi
tDropBandwidth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No

Value

出方向限速丢包速
率

Packets/Second
OutboundRatelimi
tDropSpeed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No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CDN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cdnacs_cd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边缘网络带宽 bit/s 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EdgeScript规则异
常次数

Count EsCode4xx userId、instanceId Sum

EdgeScript规则异
常占比

% EsCode4xxRatio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分组维度）边缘
网络带宽

bit/s GroupBPS userId、groupId Sum

（分组维度）下行
流量

Byte GroupInternetOut userId、groupId Sum

下行流量 Byte InternetOu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秒访问次数 Count 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15.8.27. CDN15.8.27. 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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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维度边缘QPS Count UserQPS userId Average

用户维度边缘状态
码4XX占比

% Usercode4xx userId Average

用户维度边缘状态
码5XX占比

% Usercode5xx userId Average

用户维度边缘命中
率

% UserhitRate userId Average

边缘状态码4XX占比 % code4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边缘状态码5XX占比 % code5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边缘状态码499个数 Count code_count_499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边缘状态码1XX占比 % code_ratio_1
userId、
domain_name

Maximum

边缘状态码2XX占比 % code_ratio_2
userId、
domain_name

Maximum

边缘状态码3XX占比 % code_ratio_3
userId、
domain_name

Maximum

边缘状态码499占比 % code_ratio_499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边缘字节命中率 % hit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边缘累加请求数 Count l1_acc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Average、
Minimum

回源累加请求数 Count ori_acc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Average、
Minimum

回源网络带宽 bit/s ori_bp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Average、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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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源状态码1XX占比 % ori_code_ratio_1xx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Average、
Minimum

回源状态码2XX占比 % ori_code_ratio_2xx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Average、
Minimum

回源状态码3XX占比 % ori_code_ratio_3xx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Average、
Minimum

回源状态码499占比 %
ori_code_ratio_49
9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Average、
Minimum

回源状态码4XX占比 % ori_code_ratio_4xx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Average、
Minimum

回源状态码5XX占比 % ori_code_ratio_5xx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Average、
Minimum

边缘响应时间 Millisecond r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Average、
Minimum

用户维度边缘状态
码499个数

%
user_code_count_
499

user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PCDN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pcdnacs_pcd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下行网络带宽 bps InternetOutRate userId、domain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2P分享率 % P2PShareRate userId、domain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15.8.28. PCDN15.8.28. PCDN

15.8.29. 安全加速15.8.29. 安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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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安全加速SCDN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scdnacs_scd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网络带宽峰值 bits/s 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每秒访问次数 Count/s 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返回码4xx占比 % code4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返回码5xx占比 % code5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命中率 % hit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全站加速DCDN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cdnacs_dcdn。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Websocket流出带
宽

bit/s bps_out_w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Websocket流入带
宽

bit/s bps_in_w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Http流出带宽 bit/s bps_out_http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Http每秒请求数 CountSecond dcdn_qps_http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Websocket每秒请
求数

CountSecond dcdn_qps_w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Http命中率 % hit_rate_http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Websocket命中率 % hit_rate_w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Http请求时间 MilliSeconds rt_http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Websocket请求时
间

MilliSeconds rt_w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http流入带宽 bit/s bps_in_http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15.8.30. 全站加速15.8.30. 全站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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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带宽（废弃） bit/s 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废弃 Count 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流入带宽 bit/s bps_in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流出带宽 bit/s bps_ou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4xx状态码比例（废
弃）

% code4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5xx状态码比例（废
弃）

% code5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1xx状态码比例 % code_ratio_1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Http1xx状态码比例 % code_ratio_1_http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Websocket1xx状态
码比例

% code_ratio_1_w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2xx状态码比例 % code_ratio_2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Http2xx状态码比例 % code_ratio_2_http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Websocket2xx状态
码比例

% code_ratio_2_w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3xx状态码比例 % code_ratio_3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Http3xx状态码比例 % code_ratio_3_http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Websocket3xx状态
码比例

% code_ratio_3_w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4xx状态码比例 % code_ratio_4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Http4xx状态码比例 % code_ratio_4_http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Websocket4xx状态
码比例

% code_ratio_4_w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5xx状态码比例 % code_ratio_5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Http5xx状态码比例 % code_ratio_5_http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Websocket5xx状态
码比例

% code_ratio_5_w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每秒请求数 CountSecond dcdn_qps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命中率（废弃） % hit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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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率 % hit_rate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请求时间 MilliSeconds rt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边缘节点服务ENS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ensacs_en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MTR丢包率 % MTR sourceRegion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连接器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ccacs_cc。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设备连接数 Count
cciot_connect_cou
n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入速率 bps cciot_in_b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入丢弃速率 bps cciot_in_drop_b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入丢弃包速率 pps cciot_in_drop_p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入包速率 pps cciot_in_p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超规格流入丢弃速
率

bps
cciot_in_quato_dr
op_b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超规格流入丢弃包
速率

pps
cciot_in_quato_dr
op_p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出速率 bps cciot_out_b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出丢弃速率 bps
cciot_out_drop_b
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15.8.31. 边缘节点服务ENS15.8.31. 边缘节点服务ENS

15.8.32. 云连接器15.8.32. 云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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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丢弃包速率 pps
cciot_out_drop_p
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流出包速率 pps cciot_out_p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超规格流出丢弃速
率

bps
cciot_out_quato_
drop_b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超规格流出丢弃包
速率

pps
cciot_out_quato_
drop_pps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VPC对等连接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vpcpeeracs_vpcpeer。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周期内入方向流量 Byte IntranetRX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vpcId

Sum

周期内出方向流量 Byte IntranetTX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vpcId

Sum

网络限速丢包速率 pps RateLimitDropPps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vpcId

Value

入方向带宽 bit/s ReceiveBandwidth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vpcId

Average

出方向带宽 bit/s
TransportedBand
width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vpcId

Averag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媒体处理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psacs_mp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15.8.33. VPC对等连接15.8.33. VPC对等连接

15.9. 视频服务15.9. 视频服务
15.9.1. 媒体处理15.9.1. 媒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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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请求成功率 %
RequestSuccessRa
te

userId Value

提交截图任务数 Count/Min SnapshotTasks userId、pipelineId Value

转码时长 s
TranscodingDurati
on

userId、pipelineId Value

提交转码任务数 Count/Min TranscodingTasks userId、pipelineId Valu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视频直播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videoliveacs_videolive。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带宽峰值 bits/s 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下行流量 Bytes InternetOut userId、instanceId Sum

每秒请求数 Count 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返回码4xx占比 % code4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返回码5xx占比 % code5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视频点播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vodacs_vod。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15.9.2. 视频直播15.9.2. 视频直播

15.9.3. 视频点播15.9.3.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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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边缘网络带宽 bit/s 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下行流量 Byte InternetOut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每秒访问次数 Count Q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边缘状态码4XX占比 % code4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边缘状态码5XX占比 % code5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边缘状态码499个数 Count code_count_499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边缘状态码1XX占比 % code_ratio_1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边缘状态码2XX占比 % code_ratio_2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边缘状态码3XX占比 % code_ratio_3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边缘状态码499占比 % code_ratio_499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字节命中率 % hitRate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回源累加请求数 Count ori_acc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回源网络带宽 bit/s ori_bps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回源状态码1xx占比 % ori_code_ratio_1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回源状态码2xx占比 % ori_code_ratio_2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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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源状态码3xx占比 % ori_code_ratio_3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回源状态码499占比 %
ori_code_ratio_49
9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回源状态码4xx占比 % ori_code_ratio_4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回源状态码5xx占比 % ori_code_ratio_5xx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音视频通信（RTC）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rt cacs_rt c。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音频卡顿数 Count AudioStuck userId、instanceId Value

音频卡顿率 % AudioStuck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端到端延迟统计 Count ClientRt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端到端延迟占比 % ClientRtt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首帧慢总数 Count FirstFrameSlow userId、instanceId Value

首帧慢占比 %
FirstFrameSlowRat
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会成功率 % Join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会慢总数 Count JoinSlow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会慢占比 % JoinSlow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会成功 Count JoinSuc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入会总数 Count JoinUser userId、instanceId Value

15.9.4. 音视频通信15.9.4. 音视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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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人数 Count OnlineUser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推流成功率 % Pub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推流成功数 Count PubSuc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推流总数 Count PubUser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拉流成功率 % Sub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拉流成功数 Count SubSuc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拉流总数 Count SubUser userId、instanceId Value

视频卡顿数 Count VedioStuck userId、instanceId Value

视频卡顿率 % VedioStuck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视频模糊数 Count VideoVagu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视频模糊占比 % VideoVagueRate userId、instance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kubernet esacs_kubernet e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group.cpu.usage_r
ate

%
group.cpu.usage_r
ate

userId、groupId Sum

group.memory.cac
he

bytes
group.memory.ca
che

userId、groupId Sum

group.memory.ma
jor_page_faults

count
group.memory.ma
jor_page_faults

userId、groupId Sum

group.memory.ma
jor_page_faults_ra
te

count/s
group.memory.ma
jor_page_faults_ra
te

userId、groupId Sum

15.10. 容器与中间件15.10. 容器与中间件
15.10.1.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旧版）15.10.1.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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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memory.pa
ge_faults

count
group.memory.pa
ge_faults

userId、groupId Sum

group.memory.pa
ge_faults_rate

count/s
group.memory.pa
ge_faults_rate

userId、groupId Sum

group.memory.rss bytes group.memory.rss userId、groupId Sum

group.memory.us
age

bytes
group.memory.us
age

userId、groupId Sum

group.memory.wo
rking_set

bytes
group.memory.wo
rking_set

userId、groupId Sum

group.network.io_
write_bytes_rate

bytes/s
group.network.io_
write_bytes_rate

userId、groupId Sum

group.network.rx_
rate

bytes
group.network.rx_
rate

userId、groupId Sum

group.network.tx_
errors

count
group.network.tx_
errors

userId、groupId Sum

group.network.tx_
errors_rate

count/s
group.network.tx_
errors_rate

userId、groupId Sum

group.network.tx_
rate

bytes/s
group.network.tx_
rate

userId、groupId Sum

group.uptime ms group.uptime userId、groupId Sum

pod.memory.cach
e

bytes
pod.memory.cach
e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od.memory.majo
r_page_faults

count
pod.memory.majo
r_page_faults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od.memory.majo
r_page_faults_rat
e

count/s
pod.memory.majo
r_page_faults_rat
e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od.memory.page
_faults

count
pod.memory.page
_faults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od.memory.page
_faults_rate

count/s
pod.memory.page
_faults_rate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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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memory.rss bytes pod.memory.rss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od.memory.work
ing_set

bytes
pod.memory.work
ing_set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od.network.io_w
rite_bytes_rate

bytes/s
pod.network.io_w
rite_bytes_rate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od.network.rx_er
rors

count
pod.network.rx_er
rors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od.network.rx_ra
te

bytes
pod.network.rx_ra
te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pod.uptime ms pod.uptime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使用量 bytes
pod.memory.usag
e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容器组网络流入错
误比例

count/s
pod.network.rx_er
rors_rate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容器组使用率 %
pod.cpu.usage_ra
te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容器组网络流出比
例

bytes/s
pod.network.tx_ra
te

userId、groupId、
pod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的集群、节点和容器组的监控项。

说明 说明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集群的  metrics-server 组件必须升级到V0.3.8及以上版本。具体
操作，请参见升级Kubernetes集群的metrics-server组件。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k8sacs_k8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15.10.2.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新版）15.10.2. 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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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集群CPU分配上线 Core cluster.cpu.limit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CPU资源分配最
小需求

Core
cluster.cpu.reques
t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CPU使用量 Core
cluster.cpu.usage_
rate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CPU使用率 %
cluster.cpu.utilizat
ion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内存分配上线 Byte
cluster.memory.li
mit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内存最小分配 Byte
cluster.memory.re
quest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维度的内存使
用率

%
cluster.memory.ut
ilization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维度CPU可分配
额

Core
node.cpu.allocata
bl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CPU可分配配额 Core node.cpu.capacity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CPU配额限制 Core node.cpu.limit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Node_CPU资源超卖
率
（usage/request
）

%
node.cpu.oversale
_rat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CPU资源分配最
小需求

Core node.cpu.request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CPU使用量 Core
node.cpu.usage_r
at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CPU使用率 %
node.cpu.utilizatio
n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文件系统可用
率

Count
node.filesystem.a
vailabl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文件系统
Inodes

Count
node.filesystem.in
odes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文件系统配额 Count
node.filesystem.li
mit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1 云产品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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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文件系统使用
量

Count
node.filesystem.u
sag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维度内存可分
配额

Byte
node.memory.allo
catabl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缓存内存使用
量

Count
node.memory.cac
h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维度内存使用
限制

Count
node.memory.limi
t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Node_内存资源超
卖率
（usage/request
）

%
node.memory.ove
rsale_rate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内存资源分配
最小需求

Count
node.memory.req
uest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节点内存使用量 Count
node.memory.usa
ge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节点内存使用率 %
node.memory.utili
zation

userId、cluster、
node

Value

节点工作内存使用
率

Count
node.memory.wor
king_set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节点网络错误比例 Count
node.network.rx_e
rrors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节点网络接收错误
率

Count
node.network.rx_e
rrors_rate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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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网络流入比率 Count
node.network.rx_r
ate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节点网络流出错误
比例

Count
node.network.tx_
errors_rate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节点网络流出错误
比例

Count
node.network.tx_r
ate

userId、cluster、
nod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Count、Sum、
Value

命名空间CPU资源分
配上线

Core ns.cpu.limi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Value

容器组CPU资源分配
上限

Core pod.cpu.limi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Pod_CPU资源超卖
率
（usage/request
）

%
pod.cpu.oversale_
ra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CPU资源分配
最小需求

Core pod.cpu.reques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CPU使用量 Core
pod.cpu.usage_ra
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CPU使用率
（usage/limit）

%
pod.cpu.utilizatio
n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内存资源
Cache

Byte
pod.memory.cach
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内存资源分
配上限

Byte pod.memory.limi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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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_内存资源超卖
率
（usage/request
）

%
pod.memory.over
sale_ra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内存资源分
配最小需求

Byte
pod.memory.requ
es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内存资源Rss Byte pod.memory.rss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内存使用率
（working_set/limi
t）

%
pod.memory.utiliz
ation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工作内存使
用量

Byte
pod.memory.work
ing_se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网络接收错
误速率

Byte/s
pod.network.rx_er
rors_ra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网络接受速
率

Byte/s
pod.network.rx_ra
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网络发送错
误速率

Byte/s
pod.network.tx_er
rors_ra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网络发送速
率

Byte/s
pod.network.tx_ra
t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部署应用文件系统
可用大小

Byte
deployment.filesy
stem.availabl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

Sum

部署应用文件系统
上限

Byte
deployment.filesy
stem.limi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

Sum

容器组文件系统可
用大小

Byte
pod.filesystem.av
ailable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容器组文件系统上
限

Byte
pod.filesystem.lim
it

userId、cluster、
namespace、
type、app、po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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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文件系统可用
大小

Byte
cluster.filesystem.
available

userId、cluster Value

集群文件系统上限 Byte
cluster.filesystem.
limit

userId、cluster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弹性容器实例ECI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eci_dashboardacs_eci_dashboard。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CPU使用率 %
instance_cpu_utili
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内存使用率 %
instance_memory_
utilization

userId、instanceId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消息队列Kafka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kaf kaacs_kaf ka。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实例磁盘使用率 %
instance_disk_cap
acity

userId、instanceId Maximum

实例消息生产量 Byte/s
instance_message
_inpu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实例消息生产条数 CountS
instance_message
_num_inpu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实例消息消费条数 CountS
instance_message
_num_outpu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15.10.3. 弹性容器实例ECI15.10.3. 弹性容器实例ECI

15.10.4. Kafka15.10.4. Kaf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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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消息消费量 Byte/s
instance_message
_outpu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实例消息发送次数 CountSecond
instance_reqs_inp
u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实例消息消费次数 CountSecond
instance_reqs_out
put

userId、instanceId Value

消息堆积量 Count
message_accumul
ation

userId、
instanceId、
consumerGroup

Value

ConsumerGroup未
消费此Topic消息数
（个）

Count
message_accumul
ation_onetopic

userId、
instanceId、
consumerGroup、
topic

Value

Topic消息生产量 Byte/s
topic_message_in
put

userId、
instanceId、topic

Value

Topic消息生产条数 CountS
topic_message_nu
m_input

userId、
instanceId、topic

Value

Topic消息消费条数 CountS
topic_message_nu
m_output

userId、
instanceId、topic

Value

Topic消息消费量 Byte/s
topic_message_o
utput

userId、
instanceId、topic

Value

Topic消息发送次数 CountSecond topic_reqs_input
userId、
instanceId、topic

Value

Topic消息消费次数 CountSecond topic_reqs_output
userId、
instanceId、topic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消息服务MNS的队列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ns_newacs_mns_new。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活跃消息 Count ActiveMessages
userId、region、
queu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15.10.5. 消息服务-队列15.10.5. 消息服务-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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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删除消息请求
量

Count
BatchDeleteMessa
geCount

userId、region、
queu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批量接收消息请求
量

Count
BatchReceiveMess
ageCount

userId、region、
queu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批量发送消息请求
量

Count
BatchSendMessag
eCount

userId、region、
queu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修改可见时间请求
量

Count
ChangeMessageVi
sibilityCount

userId、region、
queu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延迟消息 Count DelayMessages
userId、region、
queu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删除消息请求量 Count
DeleteMessageCo
unt

userId、region、
queue

Average、
Maximum、
Minimum

不可见消息 Count InactiveMessages
userId、region、
queu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接收消息请求量 Count
ReceiveMessageCo
unt

userId、region、
queu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发送消息请求量 Count
SendMessageCoun
t

userId、region、
queue

Average、
Minimum、
Maxim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消息服务MNS的Topic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mns_newacs_mns_new。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15.10.6. 消息服务-Topic15.10.6. 消息服务-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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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次数 Count TopicCount

userId、
regionName、
TopicName、
SubscriptionName

Value

推送成功率 % TopicSuccessRate

userId、
regionName、
TopicName、
SubscriptionName

Averag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消息队列AMQP版的实例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amqpacs_amqp。

PeriodPeriod默认为15秒，也可以为15秒、60秒或300秒。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change每秒消息
流入数

CountS ExchangeTPSIn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exchangeName

Value

Exchange每秒消息
流出数

CountS ExchangeTPSO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exchangeName

Value

Instance的Channel
数量

Count InstanceChannel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Sum

Instance通道数量 Count
InstanceChannelsN
ew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alue

Instance连接数量 Count
InstanceConnectio
n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alue

Instance消费者数 Count
InstanceConsumer
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alue

Instance消息生产数
量

Count
InstanceMessageIn
p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Sum

15.10.7. 消息队列AMQP（实例版）15.10.7. 消息队列AMQP（实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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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消息消费数
量

Count
InstanceMessageO
utp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Sum

Instance消息每秒流
入数

CountS InstanceTPSIn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alue

Instance消息每秒流
出数

CountS InstanceTPSO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alue

VHost的Channel 数 Count
InstanceVhostCha
nnels

userId、
instanceId、
vhostName、
regionId

Sum

VHost消费者数量 Count
InstanceVhostCon
sumer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hostName

Value

Queue消费者数量 Count
InstanceVhostQue
ueConsumers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queueName

Value

Queue消息堆积量 Count
InstanceVhostQue
ueMessageAccum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queueName、
vhostName

Maximum

Queue消息生产数
量

Count
InstanceVhostQue
ueMessageInp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queueName

Sum

Queue消息消费数
量

Count
InstanceVhostQue
ueMessageOutp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queueName

Sum

Queue消息堆积数
量

Count/min
QueueMessageAcc
umulation

userId、regionId、
vhostName、
queueName

Maximum

Queue消息生产数
量

Count/min
QueueMessageInp
ut

userId、regionId、
vhostName、
queueName

Value

Queue消息消费数
量

Count/min
QueueMessageOut
put

userId、regionId、
vhostName、
queueNam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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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ue消息每秒流
入数

CountS QueueTPSIn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queueName

Value

Queue每秒消息流
出数

CountS QueueTPSO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queueName

Value

VHost每秒消息流入
数

CountS VHostTPSIn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Value

VHost每秒消息流出
数

CountS VHostTPSO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Value

VHost通道数量 Count VhostChannel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hostName

Value

VHost连接数量 Count VhostConnection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hostName

Value

Vhost消息生产数量 Count/min
VhostMessageInp
ut

userId、regionId、
vhostName

Value

Vhost消息消费数量 Count/min
VhostMessageOut
put

userId、regionId、
vhostNam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消息队列RocketMQ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rocket mqacs_rocket mq。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说明 说明 关于已就绪消息的概念，请参见相关概念。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15.10.8. 消息队列RocketMQ版15.10.8. 消息队列RocketMQ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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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堆积 Count ConsumerLag
userId、
instanceId、
groupId

Sum

消息堆积
（GroupID&Topic
）

Count
ConsumerLagPerGi
dTopic

userId、
instanceId、
groupId、topic

Sum

实例API调用频率 Count/s
InstanceApiCallTp
s

userId、instanceId Sum

消息保留时长 Hour
MessageRetention
Period

userId、instanceId Minimum

已就绪消息排队时
间（GroupId）

Millisecond
ReadyMessageQue
ueTime

userId、
instanceId、
groupId

Maximum

已就绪消息排队时
间
（GroupId&Topic
）

Millisecond
ReadyMessageQue
ueTimePerGidTopi
c

userId、
instanceId、
groupId、topic

Maximum

已就绪消息量
（GroupId）

Count ReadyMessages
userId、
instanceId、
groupId

Sum

已就绪消息量
（GroupId&Topic
）

Count
ReadyMessagesPe
rGidTopic

userId、
instanceId、
groupId、topic

Sum

Consumer（GroupI
d） 每分钟接收消息
数量

Count/min
ReceiveMessageCo
untPerGid

userId、
instanceId、
groupId

Sum

Consumer（GroupI
d&Topic） 每分钟
接收消息数量

Count/min
ReceiveMessageCo
untPerGidTopic

userId、
instanceId、
topic、groupId

Sum

实例（Instance）
每分钟接收消息数
的数量

Count/min
ReceiveMessageCo
untPerInstance

userId、instanceId Sum

Consumer（Topic
） 每分钟接收消息
的数量

Count/min
ReceiveMessageCo
untPerTopic

userId、
instanceId、topic

Sum

每分钟产生死信消
息的数量
（GroupId）

Count/min
SendDLQMessage
CountPerGid

userId、
instanceId、
groupId

S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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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分钟产生死信消
息的数量
（GroupId&Topic
）

Count/min
SendDLQMessage
CountPerGidTopic

userId、
instanceId、
groupId、topic

Sum

Producer（GroupId
） 每分钟发送消息
的数量

Count/min
SendMessageCoun
tPerGid

userId、
instanceId、
groupId

Sum

Producer（GroupId
&Topic） 每分钟发
送消息数量

Count/min
SendMessageCoun
tPerGidTopic

userId、
instanceId、
topic、groupId

Sum

实例（Instance）
每分钟发送消息数
量

Count/min
SendMessageCoun
tPerInstance

userId、instanceId Sum

Producer（Topic）
每分钟发送消息数
量

Count/min
SendMessageCoun
tPerTopic

userId、
instanceId、topic

S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消息队列RabbitMQ版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amqpacs_amqp。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change每秒消息
流入数

CountS ExchangeTPSIn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exchangeName

Value

Exchange每秒消息
流出数

CountS ExchangeTPSO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exchangeName

Value

Instance的Channel
数量

Count InstanceChannel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Sum

Instance通道数量 Count
InstanceChannelsN
ew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alue

15.10.9. 消息队列RabbitMQ版15.10.9. 消息队列RabbitMQ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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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连接数 Count
InstanceConnectio
n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alue

Instance消费者数 Count
InstanceConsumer
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alue

实例API TPS峰值
（次/秒）

CountSecond
InstanceMaxTpsIn
Minute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alue

实例消息生产数量 Count
InstanceMessageIn
p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Sum

实例消息消费数量 Count
InstanceMessageO
utp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Sum

实例Queue消息堆
积量（推荐）

Count
InstanceQueueMes
sageAccumulation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Queue

Maximum

实例Queue消息生
产数量（推荐）

Count
InstanceQueueMes
sageInp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Queue

Sum

实例Queue消息消
费数量（推荐）

Count
InstanceQueueMes
sageOutp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Queue

Sum

Instance每秒消息流
入数

CountS InstanceTPSIn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alue

Instance每秒消息流
出数

CountS InstanceTPSO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alue

VHost的Channel 数 Count
InstanceVhostCha
nnels

userId、
instanceId、
vhostName、
regionId

Sum

VHost消费者数量 Count
InstanceVhostCon
sumer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hostName

Value

实例Vhost消息生产
数量

Count
InstanceVhostMes
sageInp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Sum

实例Vhost消息消费
数量

Count
InstanceVhostMes
sageOutp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Sum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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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ue消费者数量 Count
InstanceVhostQue
ueConsumers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queueName

Value

Queue消息堆积量 Count
InstanceVhostQue
ueMessageAccum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queueName、
vhostName

Maximum

Queue消息生产数
量

Count
InstanceVhostQue
ueMessageInp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queueName

Sum

Queue消息消费数
量

Count
InstanceVhostQue
ueMessageOutp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queueName

Sum

Queue消息每秒流
入数

CountS QueueTPSIn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queueName

Value

Queue每秒消息流
出数

CountS QueueTPSO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queueName

Value

VHost每秒消息流入
数

CountS VHostTPSIn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Value

VHost每秒消息流出
数

CountS VHostTPSOu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vhostName

Value

VHost通道数量 Count VhostChannel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hostName

Value

VHost连接数量 Count VhostConnections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hostNam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15.11. 开发与运维15.11. 开发与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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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阿里云OpenAPI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openAPIacs_openAPI。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API速率配额使用率 % QuotaUsage

userId、
productName、
API、version、
region

Value

调用次数 Count TotalNumber
userId、
productName、
API

Value

错误次数 Count code4XXNumber
userId、
productName、
API

Value

错误率 % code4XXRate
userId、
productName、
API

Value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物联网平台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iotacs_iot 。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设备事件上报失败
数

Frequency
DeviceEventReport
Error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设备属性上报失败
数

Frequency
DevicePropertyRep
ortError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15.11.1. 阿里云OpenAPI15.11.1. 阿里云OpenAPI

15.12. 物联网IoT15.12. 物联网IoT
15.12.1. 物联网平台15.12.1. 物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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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属性设置失败
数

Frequency
DevicePropertySet
tingError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设备服务调用失败
数

Frequency
DeviceServiceCallEr
ror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规则引擎消息流转
次数（DATAHUB）

Frequency
MessageCountFor
wardedThroughRu
leEngine_DATAHUB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规则引擎消息流转
次数（FC）

Frequency
MessageCountFor
wardedThroughRu
leEngine_FC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规则引擎消息流转
次数（MNS）

Frequency
MessageCountFor
wardedThroughRu
leEngine_MNS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规则引擎消息流转
次数（MQ）

Frequency
MessageCountFor
wardedThroughRu
leEngine_MQ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规则引擎消息流转
次数（OTS）

Frequency
MessageCountFor
wardedThroughRu
leEngine_OTS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规则引擎消息流转
次数（RDS）

Frequency
MessageCountFor
wardedThroughRu
leEngine_RDS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规则引擎消息流转
次数（REPUBLISH）

Frequency

MessageCountFor
wardedThroughRu
leEngine_REPUBLIS
H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规则引擎消息流转
次数（TSDB）

Frequency
MessageCountFor
wardedThroughRu
leEngine_TSDB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当前实例每分钟消
息上下行次数

Count
MessageCountPer
Minute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平台发出的消息量
（HTTP/2）

Frequency
MessageCountSen
tFromIoT_HTTP_2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平台发出的消息量
（LoRa）

Frequency
MessageCountSen
tFromIoT_LoRa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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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发出的消息量
（MQTT）

Frequency
MessageCountSen
tFromIoT_MQT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发送到平台的消息
量（CoAP）

Frequency
MessageCountSen
tToIoT_CoAP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发送到平台的消息
量（HTTP）

Frequency
MessageCountSen
tToIoT_HTTP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发送到平台的消息
量（HTTP/2）

Frequency
MessageCountSen
tToIoT_HTTP_2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发送到平台的消息
量（LoRa）

Frequency
MessageCountSen
tToIoT_LoRa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发送到平台的消息
量（MQTT）

Frequency
MessageCountSen
tToIoT_MQT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实时在线设备数
（MQTT）

Frequency
OnlineDevicesCoun
t_MQT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deviceNum

当前实例每分钟规
则引擎流转次数

Count
RuleEningeTransmi
tCountPerMinute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当月智能声码服务
解码用量

Frequency
SoundCodeService
DecodeMonthlyTo
tal

userId、
instanceId、
regionId

Value

产品下已创建的设
备数

Count
device_count_of_
product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productKey

Count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物联网平台的服务端订阅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iotacs_iot 。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15.12.2. 物联网平台-服务端订阅15.12.2. 物联网平台-服务端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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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组消息堆积数 count
AMQP_Msg_Accum
ulate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groupId

Value

消费组消息消费速
率

countM
AMQP_Msg_Consu
me_rate

userId、regionId、
instanceId、
group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API网关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apigat eway_dashboardacs_apigat eway_dashboard。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旧版）响应时间 ms Latency
userId、region、
apiUid

Average

响应时间 ms Latency_stage
userId、region、
apiUid、
apiStageName

Average

（旧版）总体请求
次数

Count SumQPS
userId、region、
apiUid

Count

总体请求次数 Count SumQPS_stage
userId、region、
apiUid、
apiStageName

Count

（旧版）流入流量 KBytes TrafficRX
userId、region、
apiUid

Sum

流入流量 KBytes TrafficRX_stage
userId、region、
apiUid、
apiStageName

Sum

（旧版）流出流量 KBytes TrafficTX
userId、region、
apiUid

Sum

流出流量 KBytes TrafficTX_stage
userId、region、
apiUid、
apiStageName

Sum

15.13. 企业应用与服务15.13. 企业应用与服务
15.13.1. API网关15.13.1. API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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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返回码2XX
个数

Count code2XX
userId、region、
apiUid

Value

返回码2XX个数 Count code2XX_stage
userId、region、
apiUid、
apiStageName

Value

（旧版）返回码4XX
个数

Count code4XX
userId、region、
apiUid

Value

返回码4XX个数 Count code4XX_stage
userId、region、
apiUid、
apiStageName

Value

（旧版）返回码5XX
个数

Count code5XX
userId、region、
apiUid

Value

返回码5XX个数 Count code5XX_stage
userId、region、
apiUid、
apiStageName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邮件推送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direct mailacs_direct mail。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WEB/API错误-长度
超限QPS

Count/min
MAILAGENT_SEND
MAIL_ERR_MSGSIZE
_QPS

userId Value

WEB/API错误-额度
超限QPS

Count/min
MAILAGENT_SEND
MAIL_ERR_QUOTA_
QPS

userId Value

WEB/API错误-垃圾
邮件QPS

Count/min
MAILAGENT_SEND
MAIL_ERR_SPAM_Q
PS

userId Value

WEB/API发信成功
QPS

Count/min
MAILAGENT_SEND
MAIL_SUCC_QPS

userId Value

SMTP认证失败QPS Count/min
SMTP_AUTH_FAILE
D_QPS

userId Value

SMTP认证成功QPS Count/min
SMTP_AUTH_SUCC
_QPS

userId Value

15.13.2. 邮件推送15.13.2. 邮件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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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P错误-长度超
限QPS

Count/min
SMTP_SENDMAIL_E
RR_MSGSIZE_QPS

userId Value

SMTP错误-额度超
限QPS

Count/min
SMTP_SENDMAIL_E
RR_QUOTA_QPS

userId Value

SMTP错误-垃圾邮
件QPS

Count/min
SMTP_SENDMAIL_E
RR_SPAM_QPS

userId Value

SMTP发信成功QPS Count/min
SMTP_SENDMAIL_S
UCC_QPS

userId Value

账号异常-恶意IP访
问QPS

Count/min
UD_AUTH_ERR_IP_
QPS

userId Value

账号异常-密码错误
QPS

Count/min
UD_AUTH_ERR_PAS
SWD_QPS

userId Value

账号异常-账号冻结
QPS

Count/min
UD_AUTH_ERR_STA
TUS_QPS

user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区块链服务Fabric Orderer的监控项。

当您调用云监控的API接口时，需要获取当前云产品的NamespaceNamespace和PeriodPeriod，具体取值如下：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baasacs_baa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当前云产品的Met ricNameMet ricName和DimensionsDimensions的取值如下表所示。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AllOrdererTotalSt
orageSize

Byte
AllOrdererTotalSt
orageSize

userId、instanceId Sum

OrdererBroadcastB
lockCounter

Count
OrdererBroadcast
BlockCounter

userId、
instanceId、id、
channelId

Sum

OrdererBroadcast
TransactionCounte
r

Count
OrdererBroadcast
TransactionCount
er

userId、
instanceId、id、
channelId

Sum

OrdererCaHealthzC
ounter

Count
OrdererCaHealthz
Counter

userId、
instanceId、id

Sum

OrdererLedgerStor
ageSize

Byte
OrdererLedgerStor
ageSize

userId、
instanceId、id、
channelId

Value

15.13.3. 区块链服务Fabric Orderer15.13.3. 区块链服务Fabric Ord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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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erOrdererHea
lthzCounter

Count
OrdererOrdererHe
althzCounter

userId、
instanceId、id

Sum

OrdererSLBActiveC
onnection

Count
OrdererSLBActiveC
onnection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OrdererSLBTrafficR
X

Byte
OrdererSLBTraffic
R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OrdererSLBTraffic
TX

Byte
OrdererSLBTraffic
TX

userId、
instanceId、port、
protocol

Average

OrdererTotalStora
geSize

Byte
OrdererTotalStora
geSize

userId、
instanceId、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Name Dimensions Statistics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区块链服务Fabric Peer的监控项。

NamespaceNamespace为acs_baasacs_baas。

PeriodPeriod默认为60秒，也可以为60的整数倍。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PeerBlockCommitT
ime

ms
PeerBlockCommit
T ime

userId、
instanceId、id、
channelId

Sum

PeerBlockProcessi
ngTime

ms
PeerBlockProcessi
ngTime

userId、
instanceId、id、
channelId

Sum

PeerCaHealthzCou
nter

Count
PeerCaHealthzCou
nter

userId、
instanceId、id

Sum

PeerEndorsementC
ounter

Count
PeerEndorsement
Counter

userId、
instanceId、id

Sum

PeerEndorsementS
uccessfulCounter

Count
PeerEndorsement
SuccessfulCounter

userId、
instanceId、id

Sum

PeerLedgerStorag
eSize

Byte
PeerLedgerStorag
eSize

userId、
instanceId、id、
channelId

Value

PeerPeerHealthzC
ounter

Count
PeerPeerHealthzC
ounter

userId、
instanceId、id

Sum

15.13.4. 区块链服务Fabric Peer15.13.4. 区块链服务Fabric 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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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RecvBlockCou
nter

Count
PeerRecvBlockCou
nter

userId、
instanceId、id、
channelId

Sum

PeerRecvTransacti
onCounter

Count
PeerRecvTransacti
onCounter

userId、
instanceId、id、
channelId

Sum

PeerRecvTransacti
onSuccessfulCoun
ter

Count
PeerRecvTransacti
onSuccessfulCoun
ter

userId、
instanceId、id、
channelId

Sum

PeerSendBlockCou
nter

Count
PeerSendBlockCou
nter

userId、
instanceId、id、
channelId

Sum

PeerStateStorage
Size

Byte
PeerStateStorage
Size

userId、
instanceId、id

Value

PeerTotalStorage
Size

Byte
PeerTotalStorage
Size

userId、
instanceId、id

Value

监控项 单位 Metric Dimension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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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您介绍云监控支持的各云产品的系统事件。

系统事件使用说明系统事件使用说明
当您需要调用云监控API接口时，可以通过下表链接获取云产品相关系统事件的事件类型事件类型、事件名称事件名称、事件事件
含义含义、事件状态事件状态和事件等级事件等级。

系统事件索引表系统事件索引表

云产品分类 云产品

弹性计算

云服务器ECS

运维编排

资源编排

弹性伸缩

网络与CDN

云企业网

智能接入网关

负载均衡

VPN网关

云解析PrivateZone

私网连接

边缘节点服务ENS

安全加速

存储 对象存储OSS

数据库

云数据库RDS版

云数据库PolarDB

分析型数据库

分析型数据库PostgreSQL版

数据库备份DBS

数据传输

云数据库MongoDB版

云数据库Redis版

大数据 E-MapReduce

16.附录2 云产品系统事件16.附录2 云产品系统事件
16.1. 概览16.1. 概览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2 云产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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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新BGP高防

Web应用防火墙

云防火墙

DDoS高防国际

操作审计

开发与运维

云监控

配置审计

标签

云产品分类 云产品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服务器ECS的系统事件。

说明 说明 关于云服务器ECS系统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ECS系统事件汇总。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说明

StatusNotifica
tion

Disk:ConvertT
oPostpaidCom
pleted

转换磁盘到按量
付费完成

Normal Info 无

StatusNotifica
tion

Disk:DiskOpera
tionComplete
d

磁盘操作完成 Normal Info 无

Exception
Disk:ErrorDete
cted:Executed

本地磁盘出现损
坏告警结束

Executed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Disk:ErrorDete
cted:Executing

本地磁盘出现损
坏告警开始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StatusNotifica
tion

Disk:OverdueP
aymentReleas
e

磁盘释放（账号
欠费）

Normal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Disk:Stalled:Ex
ecuted

磁盘性能受到严
重影响结束

Executed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Disk:Stalled:Ex
ecuting

磁盘性能受到严
重影响开始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16.2. 弹性计算16.2. 弹性计算
16.2.1. 云服务器ECS16.2.1. 云服务器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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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Notifica
tion

Instance:Burst
ablePerforman
ceRestricted

突发性能实例性
能受限

Normal Warn 无

Exception
Instance:Insta
nceFailure.Reb
oot:Executed

实例重启结束
（实例错误）

Executed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Instance:Insta
nceFailure.Reb
oot:Executing

实例重启开始
（实例错误）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StatusNotifica
tion

Instance:LiveM
igrationAcross
DDH

实例在专有宿主
机间热迁移

无 Info 无

StatusNotifica
tion

Instance:Perfo
rmanceModeC
hange

突发性能实例性
能模式切换

Normal Info 无

StatusNotifica
tion

Instance:Pree
mptibleInstanc
eInterruption

抢占式实例中断
通知

Normal Warn

如果市场价格高
于您的出价或资
源供需关系发生
变化等，则会导
致抢占式实例进
入待回收状态，
请参见抢占式实
例概述。

Exception
Instance:Secur
ity.TpmAlert:E
xecuted

TPM安全警告结
束

Executed Warn 无

Exception
Instance:Secur
ity.TpmAlert:E
xecuting

TPM安全警告开
始

Executing Warn 无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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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Notifica
tion

Instance:State
Change

实例状态改变通
知

Normal Info

事件详情中会展
示实例的具体状
态。状态如下：

Running：运
行中

Stopped：
已停止、已
过期、即将
过期、已锁
定、欠费回
收中、等待
释放

Deleted：实
例已释放

具体的实例生命
周期说明，请参
见实例生命周
期。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Delet
e:Avoided

实例自动释放已
规避（实例创建
失败）

Avoided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Delet
e:Executed

实例自动释放已
完成（实例创建
失败）

Executed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Delet
e:Executing

实例自动释放执
行中（实例创建
失败）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Rebo
ot:Executed

实例重启结束
（系统错误）

Executed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Rebo
ot:Executing

实例重启开始
（系统错误）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Rebo
ot:Failed

实例重启失败
（系统错误）

Failed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Rede
ploy:Avoided

实例重新部署已
规避（系统错
误）

Avoided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Rede
ploy:Canceled

实例重新部署已
取消（系统错
误）

Canceled Crit ical 无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说明

云监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2 云产品系统
事件

> 文档版本：20220701 544

https://help.aliyun.com/document_detail/25380.html#concept-zg1-gv2-5db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Rede
ploy:Executed

实例重新部署已
完成（系统错
误）

Executed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Rede
ploy:Executing

实例重新部署执
行中（系统错
误）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Rede
ploy:Schedule
d

实例计划重新部
署通知（系统错
误）

Schedu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IsolateErrorDis
k:Avoided

因系统维护隔离
坏盘已规避

Avoid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IsolateErrorDis
k:Canceled

因系统维护隔离
坏盘已取消

Cance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IsolateErrorDis
k:Executed

因系统维护隔离
坏盘已完成

Execut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IsolateErrorDis
k:Executing

因系统维护隔离
坏盘执行中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IsolateErrorDis
k:Failed

因系统维护隔离
坏盘已失败

Fai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IsolateErrorDis
k:Inquiring

因系统维护隔离
坏盘问询中

Inquiring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PerformanceI
mpact:Execut
ed

实例性能潜在影
响结束（系统维
护）

Executed Warn 无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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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PerformanceI
mpact:Executi
ng

实例性能潜在影
响开始（系统维
护）

Executing Warn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InitErrorDisk
:Avoided

因系统维护重新
初始化坏盘已规
避

Avoid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InitErrorDisk
:Canceled

因系统维护重新
初始化坏盘已取
消

Cance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InitErrorDisk
:Executed

因系统维护重新
初始化坏盘已完
成

Execut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InitErrorDisk
:Executing

因系统维护重新
初始化坏盘执行
中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InitErrorDisk
:Failed

因系统维护重新
初始化坏盘已失
败

Fai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InitErrorDisk
:Inquiring

因系统维护重新
初始化坏盘问询
中

Inquiring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Avoid
ed

实例计划重启规
避（系统维护）

Avoid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Cance
led

实例计划重启取
消（系统维护）

Cance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Execu
ted

实例计划重启已
完成（系统维
护）

Executed Crit ical 无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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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Execu
ting

实例计划重启执
行中（系统维
护）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Failed

实例计划重启失
败（系统维护）

Fai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Inquiri
ng

实例计划重启问
询中（系统维
护）

Inquiring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Sched
uled

实例计划重启通
知（系统维护）

Schedu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AndIso
lateErrorDisk:A
voided

因系统维护重启
实例并隔离坏盘
已规避

Avoid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AndIso
lateErrorDisk:C
anceled

因系统维护重启
实例并隔离坏盘
已取消

Cance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AndIso
lateErrorDisk:E
xecuted

因系统维护重启
实例并隔离坏盘
已完成

Execut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AndIso
lateErrorDisk:E
xecuting

因系统维护重启
实例并隔离坏盘
执行中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AndIso
lateErrorDisk:I
nquiring

因系统维护重启
实例并隔离坏盘
问询中

Inquiring Crit ical 无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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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AndReI
nitErrorDisk:Av
oided

因系统维护重启
实例并重新初始
化坏盘已规避

Avoid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AndReI
nitErrorDisk:Ca
nceled

因系统维护重启
实例并重新初始
化坏盘已取消

Cance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AndReI
nitErrorDisk:Ex
ecuted

因系统维护重启
实例并重新初始
化坏盘已完成

Execut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AndReI
nitErrorDisk:Ex
ecuting

因系统维护重启
实例并重新初始
化坏盘执行中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bootAndReI
nitErrorDisk:In
quiring

因系统维护重启
实例并重新初始
化坏盘问询中

Inquiring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deploy:Avo
ided

实例计划重新部
署已规避（系统
维护）

Avoid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deploy:Can
celed

实例计划重新部
署已取消（系统
维护）

Cance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deploy:Exe
cuted

实例计划重新部
署已完成（系统
维护）

Execut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deploy:Exe
cuting

实例计划重新部
署执行中（系统
维护）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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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deploy:Inq
uiring

实例计划重新部
署问询中（系统
维护）

Inquiring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Redeploy:Sch
eduled

实例计划重新部
署通知（系统维
护）

Scheduled Crit ical 无

StatusNotifica
tion

Snapshot:Crea
teSnapshotCo
mpleted

磁盘快照创建完
成

Normal Info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Stop:Avoided

实例计划停止规
避（系统维护）

Avoid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Stop:Cancele
d

实例计划停止取
消（系统维护）

Cance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Stop:Execute
d

实例计划停止已
完成（系统维
护）

Execut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Stop:Executin
g

实例计划停止执
行中（系统维
护）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Stop:Failed

实例计划停止失
败（系统维护）

Fai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Stop:Schedul
ed

实例计划停止通
知（系统维护）

Scheduled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Stop:
Executed

实例停止已完成
（系统错误）

Executed Crit ical 无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Stop:
Executing

实例停止开始
（系统错误）

Executing Crit ical 无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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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Perfo
rmanceImpact
:Executing

实例性能影响开
始（系统错误）

Executing Warn 无

Exception

Instance:Syste
mFailure.Perfo
rmanceImpact
:Executed

实例性能影响结
束（系统错误）

Executing Warn 无

Exception

Instance:Insta
nceFailure.Perf
ormanceImpac
t:Executing

实例性能潜在影
响开始（实例错
误）

Executing WARN 无

Exception

Instance:Insta
nceFailure.Perf
ormanceImpac
t:Executed

实例性能潜在影
响结束（实例错
误）

Executed WARN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PerformanceI
mpact:Schedu
led

实例性能潜在影
响通知（系统维
护）

Scheduled CRIT ICAL 无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
mMaintenance
.PerformanceI
mpact:Avoide
d

实例性能潜在影
响规避（系统维
护）

Avoided CRIT ICAL 无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说明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运维编排OOS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StatusNotification
Execution:StatusC
hange

模板执行状态变更 Normal Info

StatusNotification
TaskExecution:Sta
tusChange

任务执行状态变更 Normal Info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资源编排ROS的系统事件。

16.2.2. 运维编排16.2.2. 运维编排

16.2.3. 资源编排16.2.3. 资源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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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StatusNotification
Stack:StatusChan
ge

资源栈状态变化 Normal Info

StatusNotification
StackGroup:Opera
tionStatusChange

资源栈组操作状态
变化

Normal Info

StatusNotification
StackResource:Sta
tusChange

资源栈资源状态变
化

Normal Info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弹性伸缩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StatusNotification
AUTOSCALING:SCA
LE_OUT_WARN

弹性伸缩组扩容伸
缩活动部分成功

Warn Warn

StatusNotification
AUTOSCALING:SCA
LE_IN_WARN

弹性伸缩组缩容伸
缩活动部分成功

Warn Warn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企业网CEN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80%
QuotaExceeded

EightyPercentQuot
aExceeded:Route

超过Quota 80%事
件

EightyPercentQuot
aExceeded

Warn

98%
QuotaExceeded

NinetyEightPercen
tQuotaExceeded:R
oute

超过Quota 98%事
件

NinetyEightPercen
tQuotaExceeded

Warn

95%
QuotaExceeded

NinetyFivePercent
QuotaExceeded:R
oute

超过Quota 95%事
件

NinetyFivePercent
QuotaExceeded

Warn

90%
QuotaExceeded

NinetyPercentQuo
taExceeded:Route

超过Quota 90%事
件

NinetyPercentQuo
taExceeded

Warn

100%
QuotaExceeded

QuotaExceeded:R
oute

超过Quota 100%事
件

QuotaExceeded Crit ical

60%
QuotaExceeded

SixtyPercentQuota
Exceeded:Route

超过Quota 60%事
件

SixtyPercentQuota
Exceeded

Warn

16.2.4. 弹性伸缩16.2.4. 弹性伸缩

16.3. 网络与CDN16.3. 网络与CDN
16.3.1. 云企业网16.3.1. 云企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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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RoutesRemain
ed

TenRoutesRemain
ed:Route

路由Quota余量少
于10条

TenRoutesRemain
ed

Warn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智能接入网关的系统事件。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类型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AccessGatewayFail
over

接入点切换 Maintenance Agwfailover Info

ConnectionDisconn
ect

网络连接断开 Exception Disconnect Crit ical

DeviceHacked 设备被攻击 Exception Hacked Crit ical

DeviceLinkDown 设备链路故障 Exception Linkdown Crit ical

DeviceOffline 设备离线 StatusNotification Offline Crit ical

DeviceOnline 设备上线 StatusNotification Online Info

DeviceSwitched 设备发生主备切换 Maintenance Switched Crit ical

DeviceWanLinkDo
wn

设备Wan链路故障 Exception WanLinkDown Crit ical

DeviceWanLinkSwit
ched

设备Wan链路切换 Maintenance WanLinkSwitched Crit ical

DeviceWanLinkUp 设备Wan链路恢复 Exception WanLinkUp Info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负载均衡SLB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StatusNotification CertKeyExpired_1 证书将在1天后到期 Normal Warn

StatusNotification CertKeyExpired_15
证书将在15天后到
期

Normal Warn

StatusNotification CertKeyExpired_3 证书将在3天后到期 Normal Warn

StatusNotification CertKeyExpired_30
证书将在30天后到
期

Normal Warn

16.3.2. 智能接入网关16.3.2. 智能接入网关

16.3.3. 负载均衡16.3.3. 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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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Notification CertKeyExpired_60
证书将在60天后到
期

Normal Warn

StatusNotification CertKeyExpired_7 证书将在7天后到期 Normal Warn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VPN网关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ception CertKeyExpired 证书到期 Expire Crit ical

StatusNotification
ipsec_health_chec
k_failed

健康检查失败 0 Warn

StatusNotification
ipsec_health_chec
k_success

健康检查成功 1 Info

StatusNotification
ipsec_phase1_neg
o_failed

IPsec第一阶段协商
失败

0 Warn

StatusNotification
ipsec_phase1_neg
o_success

IPsec第一阶段协商
成功

1 Info

StatusNotification
ipsec_phase2_neg
o_failed

IPsec第二阶段协商
失败

0 Warn

StatusNotification
ipsec_phase2_neg
o_success

IPsec第二阶段协商
成功

1 Info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解析PrivateZone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StatusNotification
VPC_DNS_QPS_Lim
it

当前账号下DNS请
求QPS超限

Warn Warn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私网连接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Accept
Endpoint:Connecti
on:Accept

终端节点连接被接
受

Executed Info

16.3.4. VPN网关16.3.4. VPN网关

16.3.5. 云解析PrivateZone16.3.5. 云解析PrivateZone

16.3.6. 私网连接16.3.6. 私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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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ject
Endpoint:Connecti
on:Reject

终端节点连接被拒
绝

Executed Info

Accept
Endpoint:Connecti
on:Zone:Accept

终端节点新增zone
建立连接

Executed Info

Delete
Endpoint:Connecti
on:Zone:Delete

删除终端节点连接
Zone

Executed Info

Accept
Service:Connectio
n:Auto_Accept

自动接受终端节点
连接

Executed Crit ical

Delete
Service:Connectio
n:Delete

终端节点连接被删
除

Executed Info

Accept
Service:Connectio
n:Manual_Accept

手动接受终端节点
连接

Executed Info

Reject
Service:Connectio
n:Reject

拒绝终端节点连接 Executed Info

Accept
Service:Connectio
n:Zone:Accept

终端节点连接新增
Zone连接

Executed Info

Delete
Service:Connectio
n:Zone:Delete

终端节点连接Zone
被删除

Executed Info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边缘节点服务ENS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ception
Disk:Stalled:Execu
ted

磁盘性能受限结束 Executed Crit ical

Exception
Disk:Stalled:Execu
ting

磁盘性能受限开始 Executing Crit ical

Notice
EnsInstance:Creat
e:Executed

实例创建完成 Executed Crit ical

Notice
EnsInstance:Delet
e:Executed

实例删除完成 Executed Crit ical

Exception
EnsRegion:Networ
kDown:Executed

节点网络恢复 Executed Crit ical

Exception
EnsRegion:Networ
kDown:Executing

节点网络失联 Executing Crit ical

16.3.7. 边缘节点服务ENS16.3.7. 边缘节点服务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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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EnsRegion:Networ
kMigration:Cancel
ed

边缘节点网络割接
取消

Canceled Info

Maintenance
EnsRegion:Networ
kMigration:Execut
ed

边缘节点网络割接
完成

Executed Info

Maintenance
EnsRegion:Networ
kMigration:Executi
ng

边缘节点网络割接
执行

Executing Crit ical

Maintenance
EnsRegion:Networ
kMigration:Schedu
led

边缘节点网络割接
计划

Scheduled Warn

Executed
EnsRegion:Networ
kWaterLevel:Execu
ted

ENS节点带宽水位恢
复

Executed Warn

Executing
EnsRegion:Networ
kWaterLevel:Execu
ting

ENS节点带宽水位异
常

Executing Warn

Exception
EnsRegion:PortErr
or:Executed

节点端口恢复 Executed Crit ical

Exception
EnsRegion:PortErr
or:Executing

节点端口异常 Executing Crit ical

Exception
Instance:SystemF
ailure.Reboot:Exec
uted

实例重启完成（系
统问题导致）

Executed Crit ical

Exception
Instance:SystemF
ailure.Reboot:Exec
uting

实例重启执行中
（系统问题导致）

Executing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安全加速SCDN的系统事件说明。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Attack CcAttack 域名遭遇CC攻击 无 Critical

Attack DdosAttack 遭受DDoS攻击 无 Critical

16.3.8. 安全加速16.3.8. 安全加速

16.4. 存储16.4.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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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对象存储OSS的系统事件。

说明 说明 关于流控事件的影响和解决方法，请参见通过云监控服务实时监控OSS流控信息。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触发原因

BucketEgressBand
width

Bucket下行带宽超
过汇报阈值

Normal Info

当前Bucket的下行
请求带宽之和大于
汇报阈值时触发此
事件。

BucketEgressBand
widthThresholdEx
ceeded

Bucket下行带宽超
过流控阈值

Normal Warn

当前Bucket的下行
带宽之和大于
Bucket下行带宽流
控阈值时触发此事
件。

BucketIngressBand
width

Bucket上行带宽超
过汇报阈值

Normal Info

当前Bucket的上行
请求带宽之和大于
汇报阈值时触发此
事件。

BucketIngressBand
widthThresholdEx
ceeded

Bucket上行带宽超
过流控阈值

Normal Warn

当前Bucket的上行
带宽之和大于
Bucket的上行流控
阈值时触发此事
件。

BucketImageCpuT
hresholdExceeded

Bucket图片处理占
用CPU核数超过流控
阈值

Normal Warn

当前Bucket中所有
用于处理图片请求
的CPU核数之和大于
Bucket CPU核数流
控阈值时触发此事
件。

BucketMirrorIngres
sBandwidthThresh
oldExceeded

Bucket镜像回源带
宽超过流控阈值

Normal Warn

当前Bucket的所有
镜像回源类型请求
的带宽之和大于流
控阈值时触发此事
件。

BucketMirrorQpsTh
resholdExceeded

Bucket镜像回源
QPS超过流控阈值

Normal Warn

当前Bucket的所有
镜像回源类型的每
秒请求数之和大于
镜像回源QPS流控阈
值时触发此事件。

16.4.1. 对象存储OSS16.4.1. 对象存储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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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etQpsThresho
ldExceeded

Bucket每秒请求数
超过QPS流控阈值

Normal Warn

当前Bucket的每秒
请求数之和大于
Bucket每秒请求数
流控阈值时触发此
事件。

UserEgressBandwi
dth

User下行带宽超过
汇报阈值

Normal Info

归属当前用户的所
有Bucket的下行请
求带宽之和大于汇
报阈值时触发此事
件。

UserEgressBandwi
dthThresholdExce
eded

User下行带宽超过
流控阈值

Normal Warn

归属当前用户的所
有Bucket的下行带
宽之和大于下行带
宽流控阈值时触发
此事件。

UserIngressBandwi
dth

User上行带宽超过
汇报阈值

Normal Info

归属当前用户的所
有Bucket的上行请
求带宽之和大于汇
报阈值时触发此事
件。

UserIngressBandwi
dthThresholdExce
eded

User上行带宽超过
流控阈值

Normal Warn

归属当前用户的所
有Bucket的上行带
宽之和大于上行带
宽流控阈值时触发
此事件。

UserImageCpuThre
sholdExceeded

User图片处理占用
CPU核数超过流控阈
值

Normal Warn

归属当前用户的所
有Bucket中用于处
理图片请求的CPU核
数之和大于该用户
的CPU核数流控阈值
时触发此事件。

UserMirrorIngressB
andwidthThreshol
dExceeded

User镜像回源带宽
超过流控阈值

Normal Warn

归属当前用户的所
有Bucket内的镜像
回源类型上传请求
流量之和大于用户
镜像回源带宽流控
阈值时触发此事
件。

UserMirrorQpsThre
sholdExceeded

User镜像回源QPS
超过流控阈值

Normal Warn

归属当前用户的所
有Bucket每秒发出
的镜像回源类型请
求数之和大于用户
镜像回源QPS流控阈
值时触发此事件。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触发原因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2 云产品系统
事件

云监控

557 > 文档版本：20220701



UserQpsThreshold
Exceeded

User QPS超过流控
阈值

Normal Warn

归属当前用户的所
有Bucket的每秒请
求数之和大于每秒
请求数流控阈值时
触发此事件。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触发原因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RDS版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ception
Instance_Failure_E
nd

实例故障结束 Executed Crit ical

Exception
Instance_Failure_S
tart

实例故障开始 Executing Crit ical

Exception
SyncStatusAbnor
mal

同步状态异常 Abnormal Crit ical

InstanceMaintenan
ce

Instance_Switchov
er

实例主备切换（任
务切换）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Transf
er:Scheduled

实例迁移（计划
中）

Schedu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Transf
er:Executing

实例迁移（开始执
行）

Executing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Transf
er:Executed

实例迁移（执行完
成）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Transf
er:Canceled

实例迁移（已取
消）

Cance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MinorV
ersionUpgrade:Sc
heduled

实例小版本升级
（计划中）

Scheduled Warn

16.5. 数据库16.5. 数据库
16.5.1. 云数据库RDS版16.5.1. 云数据库RDS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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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MinorV
ersionUpgrade:Ex
ecuting

实例小版本升级
（开始执行）

Executing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MinorV
ersionUpgrade:Ex
ecuted

实例小版本升级
（执行完成）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MinorV
ersionUpgrade:Ca
nceled

实例小版本升级
（已取消）

Cance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Sche
duled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计划中）

Schedu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Exec
uting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开始执行）

Executing Warn

Maintenance

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Exec
uted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执行完成）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Canc
eled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已取消）

Cance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_Failover
实例主备切换（故
障切换）

Executed Warn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PolarDB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ception
Instance_Failure_E
nd

实例故障结束 Executed Crit ical

Exception
Instance_Failure_S
tart

实例故障开始 Executing Crit ical

16.5.2. 云数据库PolarDB16.5.2. 云数据库Polar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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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ion
SyncStatusAbnor
mal

同步状态异常 Abnorm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Transf
er:Scheduled

实例迁移（计划
中）

Schedu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Transf
er:Executing

实例迁移（开始执
行）

Executing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Transf
er:Executed

实例迁移（执行完
成）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Transf
er:Canceled

实例迁移（已取
消）

Cance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MinorV
ersionUpgrade:Sc
heduled

实例小版本升级
（计划中）

Schedu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MinorV
ersionUpgrade:Ex
ecuting

实例小版本升级
（开始执行）

Executing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MinorV
ersionUpgrade:Ex
ecuted

实例小版本升级
（执行完成）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MinorV
ersionUpgrade:Ca
nceled

实例小版本升级
（已取消）

Cance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_Failover
实例主备切换（故
障切换）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Sche
duled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计划中）

Schedu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Exec
uting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开始执行）

Executing Warn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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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Exec
uted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执行完成）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Canc
eled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已取消）

Canceled Warn

InstanceMaintenan
ce

Instance_Switchov
er

实例主备切换（任
务切换）

Executed Warn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分析型数据库ADS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ception InsertFailureRate 插入失败率10% Failed Crit ical

Exception SelectFailureRate 查询失败率10% Failed Crit ical

Maintenance StorageUsage 磁盘使用率80% Failed Crit ical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分析型数据库PostgreSQL版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ception
ComputeGroupCp
uHigh

计算组CPU水位超过
90%

Failed Crit ical

Exception
ComputeGroupMe
moryHigh

计算组内存水位超
过85%

Failed Crit ical

Exception
HighCoumputeGro
upDiskUsed

最大计算组存储水
位超过80%

Failed Crit ical

Exception InstanceDown 实例服务不可用 Failed Crit ical

Exception LongTransaction 长事务数大于等于5 Failed Crit ical

Exception MasterCpuHigh
Master节点CPU水
位超过90%

Failed Crit ical

Exception
MasterMemoryHig
h

Master节点内存水
位超过85%

Failed Crit ical

16.5.3. 分析型数据库16.5.3. 分析型数据库

16.5.4. 分析型数据库PostgreSQL版16.5.4. 分析型数据库PostgreSQL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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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ption
NonSuperConnecti
on

实例连接数超过
80%

Failed Crit ical

Exception XidAgeHigh xid age超过4亿 Failed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数据库备份DBS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StatusNotification CloseContBackup 关闭增量日志备份 Failed Info

Exception ContBackupFail 增量备份异常 Failed Warn

StatusNotification DataRestoreFail 数据恢复异常 Failed Warn

StatusNotification
DataRestoreSucce
ss

数据恢复成功 Running Warn

Exception FullBackupFail 全量备份异常 Failed Warn

StatusNotification InstancePause 备份计划暂停 Failed Info

StatusNotification InstanceStart 备份计划启动 Running Info

StatusNotification OpenContBackup 开启增量日志备份 Running Info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数据传输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ception
migration_job_abn
ormal

迁移任务异常 Failed Crit ical

Restore
migration_job_res
tore

迁移任务恢复 Restore Info

Exception
subscribe_job_abn
ormal

订阅任务异常 Failed Crit ical

Restore
subscribe_job_rest
ore

订阅任务恢复 Restore Info

Exception
sync_job_abnorma
l

同步任务异常 Failed Crit ical

Restore sync_job_restore 同步任务恢复 Restore Info

16.5.5. 数据库备份DBS16.5.5. 数据库备份DBS

16.5.6. 数据传输16.5.6. 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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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MongoDB版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ception
Instance_Failure_E
nd

实例故障结束 Executed Crit ical

Exception
Instance_Failure_S
tart

实例故障开始 Executing Crit ical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Sche
duled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计划中）

Schedu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Exec
uting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开始执行）

Executing Warn

Maintenance

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Exec
uted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执行完成）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Canc
eled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已取消）

Canceled Warn

InstanceMaintenan
ce

Instance_Failover
实例主备切换（故
障切换）

Executed Warn

InstanceMaintenan
ce

Instance_Switchov
er

实例主备切换（任
务切换）

Executed Warn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数据库Redis版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ception
Instance_Failure_E
nd

实例故障结束 Executed Crit ical

Exception
Instance_Failure_S
tart

实例故障开始 Executing Crit ical

Exception
SyncStatusAbnor
mal

同步状态异常 Abnormal Crit ical

16.5.7. 云数据库MongoDB版16.5.7. 云数据库MongoDB版

16.5.8. 云数据库Redis版16.5.8. 云数据库Redis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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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Maintenan
ce

Instance_Switchov
er

实例主备切换（任
务切换）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Transf
er:Scheduled

实例迁移（计划
中）

Schedu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Transf
er:Executing

实例迁移（开始执
行）

Executing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Transf
er:Executed

实例迁移（执行完
成）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Transf
er:Canceled

实例迁移（已取
消）

Cance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MinorV
ersionUpgrade:Sc
heduled

实例小版本升级
（计划中）

Schedu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MinorV
ersionUpgrade:Ex
ecuting

实例小版本升级
（开始执行）

Executing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MinorV
ersionUpgrade:Ex
ecuted

实例小版本升级
（执行完成）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MinorV
ersionUpgrade:Ca
nceled

实例小版本升级
（已取消）

Cance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_Failover
实例主备切换（故
障切换）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Sche
duled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计划中）

Schedul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Exec
uting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开始执行）

Executing Warn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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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Exec
uted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执行完成）

Executed Warn

Maintenance

Instance:SystemM
aintenance.Schedu
ledOperation:Canc
eled

实例计划内运维事
件（已取消）

Canceled Warn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E-MapReduce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Flow EMR-110401002 工作流已成功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03 工作流已提交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04 作业已提交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05 工作流节点已启动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06
工作流节点状态已
检查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07 工作流节点已完成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08 工作流节点已结束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09 工作流节点已取消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10 工作流已取消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11 工作流已重跑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12 工作流已恢复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13 工作流已暂停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14 工作流已结束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15 工作流节点已失败 Normal Info

Flow EMR-110401016 作业已失败 Normal Info

Flow EMR-210401001 工作流已失败 Normal Info

16.6. 大数据16.6. 大数据
16.6.1. E-MapReduce16.6.1. E-Map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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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EMR-210401003
工作流节点启动超
时

Normal Info

Flow EMR-210401004 作业启动超时 Normal Info

Scaling
Scaling:ScalingAct
ivity:Failed

伸缩活动失败 Normal Crit ical

Scaling
Scaling:ScalingAct
ivity:T imeout

伸缩活动超时 Normal Crit ical

Scaling
Scaling:ScalingAct
ivity:Rejected

弹性伸缩被拒绝 Normal Crit ical

StatusNotification StatusCheck 服务组件状态 Failed Warn

Exception
Agent:EcmAgentH
eartbeatExpired

EcmAgent心跳消息
过期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DataNode.DataTr
ansferPortUnAvail
able

DataNode的数据传
输端口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DataNode.ExitUne
xpected

DataNode进程异常
退出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DataNode.IpcPort
UnAvailable

DataNode的IPC端
口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DataNode.OOM.U
nableToCreateNe
wNativeThread

DataNode OOM不
能创建新的Native
线程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IpcPor
tUnAvailable

NameNode的IPC端
口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LoadF
sImageException

NameNode加载
FsImage异常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LowA
vailableDiskSpace
AndInSafeMode

磁盘空间不足导致
NameNode处于安
全模式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OOM

NameNode发生
OOM

Critical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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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Resou
rceLow

NameNode资源不
足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SyncJ
ournalFailed

NameNode同步日
志失败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ZKFC.ActiveStand
bySwitchOccured

ZKFC触发
NameNode主备切
换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ZKFC.TransportLe
velExceptionInMon
itorHealth

ZKFC监控
NameNode健康状
态时发生传输层异
常事件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ZKFC.UnableToCo
nnectToQuorum

ZKFC不能连接
ZookeeperQuoru
m

Crit 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ZKFC.UnableToSt
artZKFC

ZKFC不能启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MetaStore.Dat
aBaseCommunicat
ionLinkFailure

HiveMetaStore数据
库通信链路失败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MetaStore.Dat
aBaseConnectionF
ailed

HiveMetaStore数据
库连接失败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MetaStore.Dat
aBaseDiskQuotaUs
edup

HiveMetastore数据
库磁盘空间用尽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MetaStore.Jdb
cCommunicationEx
ception

HiveMetaStore发生
JDBC通信异常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MetaStore.Ma
xQuestionsExceed
ed

HiveMetastore超过
最大查询数

Critical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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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MetaStore.Ma
xUpdatesExceede
d

HiveMetastore超过
最大更新数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MetaStore.Ma
xUserConnectionEx
ceeded

HiveMetastore超过
最大用户连接数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MetaStore.Oo
mOccured

HiveMetaStore发生
OOM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MetaStore.Par
seConfError

HiveMetastore配置
文件解析错误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MetaStore.Re
quiredTableMissin
g

HiveMetastore请求
的表丢失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MetaStore.hiv
eServer2PortUnAv
ailable

HIVE.HiveMetaStor
e.hiveServer2Port
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Server2.Conne
ctToZkTimeout

hiveServer2连接ZK
超时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Server2.ErrorP
arseConf

hiveServer2配置解
析错误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Server2.ErrorS
tartingHiveServer

HiveServer2启动错
误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Server2.FailedI
nitMetaStoreClient

HiveServer2初始化
MetaStore客户端
失败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Server2.Failed
ToConnectToMeta
StoreServer

HiveServer2连接
MetaStoreServer失
败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Server2.HiveSe
rver2OOM

HiveServer2发生
OOM

Critical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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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Maintenance:HOS
T.OomFoundInVar
LogMessage

主
机/var/log/messa
ge有OOM异常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SPAR
K.SparkHistory.Oo
mOccured

SparkHistory发生
OOM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JobHistory.ExitU
nExpectedly

JobHistory服务异常
退出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JobHistory.Starti
ngError

JobHistory服务启动
错误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NodeManager.D
eadNodeDetected

检测到死亡的
NodeManager节点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NodeManager.O
OM

NodeManager发生
OOM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NodeManager.S
tartingError

NodeManager启动
错误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NodeManager.U
nHealthyForDiskFai
led

磁盘错误导致不健
康的NodeManager

Crit 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ErrorInStarting

ResourceManager
启动错误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ErrorInTransit io
nToActiveMode

ResourceManager
切换到Active模式发
生错误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ExitUnexpected

ResourceManager
异常退出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OOM

ResourceManager
发生OOM

Critical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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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UnkownHostExc
eption

ResourceManager
发生
UnkownHostExcep
tion异常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ZKRMStateStor
eCannotConnectZ
K

YARN服务中
ZKRMStateStore不
能连接ZK

Crit 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T imelineServer.E
rrorInStarting

TimelineServer启
动错误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T imelineServer.E
xistUnexpectedly

T imelineServer异
常退出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ZOO
KEEPER.UnableToR
unQuorumServer

ZOOKEEPER不能运
行QuorumServer

Crit 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Agent:Maintenanc
e.EcmAgentT imeo
ut

EcmAgent长时间断
连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ZOO
KEEPER.LeaderPort
UnAvailable

Zookeeper的
LeaderPort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ZOO
KEEPER.ClientPortU
nAvailable

Zookeeper的
ClientPort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NodeManager.U
nHealthyNodesExi
st

YARN存在不健康的
节点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ActiveStandbyS
witch

ResourceManager
发生主备切换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PortUnAvailable

ResourceManager
的服务端口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STOR
M.Nimbus.ThriftPo
rtUnAvailable

STORM.Nimbus.Th
riftPort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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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DataNode.FailueV
olumes

DataNode有坏盘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JournalNode.RpcP
ortUnAvailable

JournalNode的RPC
端口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Active
StandbySwitch

NameNode发生主
备切换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Block
CapacityNearUsed
Up

NameNode块容量
趋于耗尽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BAS
E.HMaster.IpcPort
UnAvailable

HBASE.HMaster的
IPC端口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BAS
E.HRegionServer.Ip
cPortUnAvailable

HBASE.HRegionSer
ver的IpcPort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BAS
E.ThriftServer.Servi
cePortUnAvailable

HBASE.ThriftServer
的服务端口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UE.
OozieAdminPortU
nAvailable

Oozie的管理端口不
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UE.
PortUnAvailable

HUE的服务端口不可
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InSafe
Mode

NameNode处于安
全模式过长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Missin
gBlock

HDFS有数据块丢失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MetaStore.Por
tUnAvailable

HIVE.HiveMetaStor
e的端口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OS
T.HighMemoryUsa
ge

内存使用量过高 Critical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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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Maintenance:HOS
T.LowDiskForMntD
isk

/mnt/disk1可用空
间过低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OS
T.LowRootfsDisk

根文件系统所在盘
可用空间过低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IVE.
HiveServer2.Canno
tConnectByAnyURI
sProvided

不能通过提供的
URIs连接到
HiveServer2

Crit 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DataNode.TooMa
nyDataNodeDead

HDFS存在过多死亡
的DataNodes

Crit 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DataNode.Excepti
onInSecureMain

DataNode的
SecureMain发生异
常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DataNode.OomFo
rJavaHeapSpace

JavaHeapSpace引
起OOM错误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DataNode.DeadD
ataNodesExist

HDFS存在Dead的
DataNode

Crit 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TooM
uchDfsCapacityUs
ed

HDFS存储空间使用
过多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TooM
uchBlockCapacityU
sed

HDFS的块空间使用
过多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RpcPo
rtCallQueueLength
TooLong

NameNode的RPC
请求队列过长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Write
ToJournalNodeTi
meout

HDFS写
JournalNode超时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BothA
ctive

两个NameNode节
点都处于Active状态

Critical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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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BothS
tandy

NameNode节点均
处于Standy状态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ExitUn
expectely

NameNode异常退
出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Direct
oryFormatted

HDFS发生目录格式
化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DataNode.Volum
eFailuresExist

HDFS存在坏盘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Corru
ptBlocksOccured

HDFS存在坏块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JobHistory.PortU
nAvailable

JobHistory的服务端
口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OS
T.LowAbsoluteFre
eMemory

主机可用的绝对内
存剩余空间过小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OS
T.TooManyProces
sesOnMasterHost

主节点的进程数过
多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OS
T.VmHostShutDo
wn

主机关闭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OS
T.VmHostStartUp

主机启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OS
T.CpuStuck

主机CPU卡顿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ZKFC.PortUnAvaila
ble

HDFS.ZKFC端口不
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TooM
uchHeapUsedByTo
oManyFilesAndBlo
cks

文件和块数过多导
致多亮的堆内存消
耗

Critical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云监控公共云合集··附录2 云产品系统
事件

云监控

573 > 文档版本：20220701



Maintenance

Maintenance:HDFS
.NameNode.TooM
uchDataNodeCapa
cityUsed

DataNode空间使用
过多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NodeManager.Er
rorRebootingNode
StatusUpdater

NodeManager启动
RebootingNodeSt
atusUpdater失败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ZOO
KEEPER.PeerPortUn
Available

ZOOKEEPER的peer
端口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WebAppProxySe
rver.PortUnAvailab
le

YARN.WebAppPro
xyServer服务端口
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BothInStandby

ResourceManager
两个节点都处于
Standby状态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BothInActive

ResourceManager
两个节点都处于
Active状态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T imelineServer.P
ortUnAvailable

YARN.T imelineServ
er端口不可用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CouldNotTransi
t ionToActive

ResourceManager
不能切换到Active状
态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ZOO
KEEPER.LeaderFoll
owerSwitch

Zookeeper发生主
从切换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InvalidConf.Can
notFoundRM_HA_I
D

ResourceManager
无效配置问题：不
能找到RM_HA_ID

Crit 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NodeManager.L
ostNodesExist

存在丢失的
NodeManager节点

Critical Crit ical

Maintenance
Maintenance:YAR
N.ResourceManag
er.PortUnAvailable

YARN.ResourceMa
nager服务端口不可
用

Critical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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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RStudio

EMRStudio:Airflow
.AirflowScheduler.
DagRunFailure.WA
RNING

Airflow设置告警级
别为WARNING的
DAG运行失败

Warn Warn

EMRStudio

EMRStudio:Airflow
.AirflowScheduler.
DagSLAFailure.CRI
T ICAL

Airflow设置告警级
别为CRIT ICAL的DAG
SLA失败

Critical Crit ical

EMRStudio

EMRStudio:Airflow
.AirflowScheduler.
DagSLAFailure.WA
RNING

Airflow设置告警级
别为WARNING的
DAG SLA失败

Warn Warn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新BGP高防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DDoS黑洞
ddoscoo_event_bl
ackhole_add

黑洞进行中 blackhole_begin Crit ical

DDoS黑洞
ddoscoo_event_bl
ackhole_end

黑洞解除 blackhole_end Crit ical

DDoS清洗
ddoscoo_event_d
efense_add

清洗进行中 defense_begin Crit ical

DDoS清洗
ddoscoo_event_d
efense_end

清洗解除 defense_end Crit ical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Web应用防火墙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WAF攻击事件
waf_event_aclatta
ck

访问控制事件 acl Crit ical

WAF攻击事件
waf_event_ccatta
ck

CC攻击事件 cc Crit ical

WAF攻击事件
waf_event_webat
tack

Web攻击事件 web Crit ical

16.7. 安全16.7. 安全
16.7.1. 新BGP高防16.7.1. 新BGP高防

16.7.2. Web应用防火墙16.7.2. Web应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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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F攻击事件
waf_event_websc
an

防扫描事件 webscan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防火墙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Bandwidth
InternetBandwidth
ThresholdExceede
d

互联网流量峰值超
过购买带宽规格

Exceeded Warn

SecurityIncident
SecurityIncidentW
arningsNotify

安全事件告警通知 Ongoing Warn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DDoS高防国际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DDoS黑洞
ddosdip_event_bl
ackhole_add

黑洞进行中 blackhole_begin Crit ical

DDoS黑洞
ddosdip_event_bl
ackhole_end

黑洞解除 blackhole_end Crit ical

DDoS清洗
ddosdip_event_de
fense_add

清洗进行中 defense_begin Crit ical

DDoS清洗
ddosdip_event_de
fense_end

清洗解除 defense_end Crit ical

DDoS攻击
ddosbgp_event_b
lackhole

黑洞 blackhole Crit ical

DDoS攻击
ddosbgp_event_cl
ean

清洗 defense Crit ical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操作审计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Trail Trail:Delivery:Fail 跟踪投递失败 Failed CRIT ICAL

16.7.3. 云防火墙16.7.3. 云防火墙

16.7.4. DDoS高防国际16.7.4. DDoS高防国际

16.7.5. 操作审计16.7.5. 操作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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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l
Trail:Delivery:OSS:
Fail

投递OSS失败 Failed WARN

Trail
Trail:Delivery:SLS:
Fail

投递SLS失败 Failed WARN

Trail Trail:Removed 跟踪被删除 Removed CRIT ICAL

Trail Trail:Stopped 跟踪被禁用 Stopped CRIT ICAL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云监控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备注

Exception
Agent_Status_
Running

心跳检查恢复 Running Crit ical
仅非阿里云主机
支持。

Exception
Agent_Status_
Stopped

心跳检查失败 Stopped Crit ical
仅非阿里云主机
支持。

Exception
Group_AddRes
ourcesFailed_
QuotaReached

超过资源上限，
动态添加机器到
分组失败

Failed Crit ical 无

Alert AlertWebHook 报警回调 Alarm Info 无

Exception

Alert_SendSho
rtMessageFaile
d_QuotaReach
ed

因quota用满导
致短信未发送

Failed Crit ical 无

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配置审计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Notification
ConfigurationItem
ChangeNotificatio
n

配置项变更 Normal Info

Notification
ConfigurationNon
CompliantNotifica
tion

不合规事件 Normal Info

16.8. 开发与运维16.8. 开发与运维
16.8.1. 云监控16.8.1. 云监控

16.8.2. 配置审计16.8.2. 配置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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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标签的系统事件。

事件类型 事件名称 事件含义 事件状态 事件等级

StatusNotification
Tag:ChangeOnRes
ource

资源标签变更通知 Normal Info

16.8.3. 标签16.8.3.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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