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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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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开通ARMS试用版后，即可使用ARMS的全部子产品。对于付费子产品，您可以免费试用一段时间，试用
结束后需开通基础版或专家版方可继续使用。本文介绍如何开通ARMS各子产品的不同版本，以及如何购买
资源包。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注册阿里云账号并完成实名认证具体操作，请参见注册阿里云账号。

免费开通ARMS免费开通ARMS
如果您是新用户，请按照以下步骤免费开通ARMS。

1. 打开ARMS产品主页，在页面右上角单击登录登录，然后输入您的阿里云账号和密码完成登录。

2. 在产品主页上单击立即开通立即开通，然后在应用实时监控服务应用实时监控服务页面选中应用实时监控服务服务协议应用实时监控服务服务协议，并单
击立即开通立即开通。

为商业化子产品开通计费版本为商业化子产品开通计费版本
免费开通ARMS后，您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公测中的子产品。

对于已商业化的子产品，您将获得一段时间的免费试用期，该期间内每日可获得一定的免费使用额度。每天
的免费额度使用完毕后，子产品的服务将自动停止。您可以等待次日免费使用额度恢复后继续免费试用，也
可以立即开通基础版或专家版以继续使用。开通专家版后，您还可购买资源包来降低成本。

ARMS子产品 计费规则 开通链接

应用监控

免费试用版 开通试用版

专家版（按量付费） 开通专家版（按量付费）

专家版（预付费资源包） 购买专家版（预付费资源包）

前端监控

免费试用版 开通试用版

专家版（按量付费） 开通专家版（按量付费）

1.开通ARMS1.开通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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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basics-for-beginners/latest/create-an-alibaba-cloud-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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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433212.htm#task-2188155
https://common-buy-intl.alibabacloud.com/?commodityCode=arms_intl#/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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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mmon-buy-intl.alibabacloud.com/?commodityCode=arms_web_post_intl


前端监控

专家版（预付费资源包） 购买专家版（预付费资源包）

Prometheus监控
免费试用版 开通试用版

专家版（按量付费） 开通专家版

Grafana服务 公测中 开通ARMS

告警管理 公测中 开通ARMS

Kubernetes监控 公测中 开通ARMS

ARMS子产品 计费规则 开通链接

更多信息更多信息
开通ARMS后，您可以参见以下入门文档，快速上手使用ARMS的各项功能。

应用监控：创建应用监控任务

前端监控：以CDN方式接入前端监控

Prometheus监控：Prometheus实例 for 容器服务

Grafana服务：工作区管理

Kubernetes监控：接入

链路追踪：准备工作概述

交互大盘：为应用监控创建交互大盘

告警管理：快速指南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ARMS价格详情

快速入门··开通ARMS 应用实时监控服务 ARMS

6 > 文档版本：20220705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433214.htm#task-2121328/section-9yu-1v2-85z
https://common-buy-intl.alibabacloud.com/?commodityCode=arms_web_bag_int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430174.htm#concept-2372659
https://common-buy-intl.alibabacloud.com/?commodityCode=arms_intl#/open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430174.htm#concept-2372659
https://common-buy-intl.alibabacloud.com/?commodityCode=arms_promethues_public_intl
https://common-buy-intl.alibabacloud.com/?commodityCode=arms_intl#/open
https://common-buy-intl.alibabacloud.com/?commodityCode=arms_intl#/open
https://common-buy-intl.alibabacloud.com/?commodityCode=arms_intl#/open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74471.htm#concept-74471-zh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58663.htm#concept-58663-zh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83.htm#concept-1062555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311931.htm#task-2112879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251852.htm#task-2081347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686.htm#concept-1443497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74413.htm#concept-74413-zh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260828.htm#task-2074469
https://www.alibabacloud.com/product/arms/pricing


您可以根据应用的类型、环境、使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方式接入ARMS。

功能入口功能入口
1. 登录ARMS控制台。

2. 在概览页面的接入中心接入中心区域单击查看全部查看全部，或者在左侧导航栏单击接入中心接入中心。

在接入中心接入中心页面根据需要选择对应的接入方式。

前端、移动端和用户端应用前端、移动端和用户端应用

2.ARMS接入中心2.ARMS接入中心

Web & H5Web & H5
以CDN方式安装探针
以npm方式安装探针

WeexWeex
Weex接入配置

钉钉小程序钉钉小程序
开始监控钉钉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微信小程序
开始监控微信小程序

支付宝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
开始监控支付宝小程序

应用实时监控服务 ARMS 快速入门··ARMS接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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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rms-ap-southeast-1.console.aliyun.com/#/home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58663.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66404.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65674.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03990.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03992.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03991.html


后端应用后端应用

说明 说明 星号（*）表示使用链路追踪Tracing Analysis。

应用组件应用组件

其他小程序其他小程序
开始监控其他类别小程序

云拨测云拨测
创建浏览任务
创建网络任务
创建下载任务


Ja vaJa va

为Java应用手动安装探针 使用脚本为Java应用安装探针 为函数计算中的应用安装探针 为容器服务Kubernetes版中的Java应用安装探针
为开源Kubernetes中的Java应用安装探针 为Docker中的Java应用安装探针


Go *Go *

通过Jaeger上报Go应用数据
通过Zipkin上报Go应用数据


.NET *.NET *

通过Jaeger上报.NET 应用数据
通过Zipkin上报.NET 应用数据


C+ + *C+ + *

通过Jaeger上报C++应用数据


No de.js*No de.js*

上报Node.js应用数据

快速入门··ARMS接入中心 应用实时监控服务 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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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03993.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0679.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354875.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354874.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63797.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02784.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5421.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03106.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03108.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85906.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90505.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96334.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99880.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99881.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90502.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93482.html


MySQLMySQL
使用阿里云Prometheus监控MySQL

RedisRedis
使用阿里云Prometheus监控Redis

Ela sticsea rchEla sticsea rch
使用阿里云Prometheus监控ElasticSearch

Mo ngo DBMo ngo DB
使用阿里云Prometheus监控MongoDB

Ka fkaKa fka
使用阿里云Prometheus监控Kafka

Ra bbitMQRa bbitMQ
使用阿里云Prometheus监控RabbitMQ

Po stgreSQLPo stgreSQL
使用阿里云Prometheus监控Post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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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80.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79.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84.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85.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87.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88.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86.html


运行环境运行环境

Z o o KeeperZ o o Keeper
使用阿里云Prometheus监控ZooKeeper

Ro cketMQRo cketMQ
使用阿里云Prometheus监控RocketMQ

Nginx（旧版）Nginx（旧版）
使用阿里云Prometheus监控Nginx（旧版）

Nginx（新版）Nginx（新版）
使用阿里云Prometheus监控Nginx（新版）

其他应用组件其他应用组件
其他类型的Exporter接入

自建Kubernetes集群自建Kubernetes集群
Prometheus实例 for Kubernetes

容器服务Kubernetes集群容器服务Kubernetes集群
Prometheus实例 for 容器服务

ECS集群（VPC）ECS集群（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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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91.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213302.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89.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90.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92.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208532.html
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196083.html


云服务云服务Prometheus实例 for VPC

Aliba ba  Clo ud ECSAliba ba  Clo ud ECS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Aliba ba  Clo ud Mo ngo DBAliba ba  Clo ud Mo ngo DB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Aliba ba  Clo ud RedisAliba ba  Clo ud Redis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Aliba ba  Clo ud RDSAliba ba  Clo ud RDS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Aliba ba  Clo ud OSSAliba ba  Clo ud OSS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Aliba ba  Clo ud NATAliba ba  Clo ud NAT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Aliba ba  Clo ud SLBAliba ba  Clo ud SLB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应用实时监控服务 ARMS 快速入门··ARMS接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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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libabacloud.com/help/doc-detail/274451.html
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Aliba ba  Clo ud Ro cketMQAliba ba  Clo ud Ro cketMQ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Aliba ba  Clo ud EIPAliba ba  Clo ud EIP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Aliba ba  Clo ud Ela sticsea rchAliba ba  Clo ud Ela sticsea rch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Aliba ba  Clo ud Ka fkaAliba ba  Clo ud Ka fka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Aliba ba  Clo ud DRDSAliba ba  Clo ud DRDS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Aliba ba  Clo ud Po la rDBAliba ba  Clo ud Po la rDB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Aliba ba  Clo ud Lo gsta shAliba ba  Clo ud Lo gsta sh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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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https://help.alibabacloud.com/document_detail/2832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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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监控系统开源监控系统
Aliba ba  Clo ud E-Ma pReduceAliba ba  Clo ud E-Ma pReduce

Prometheus实例 for 云服务

SkyWa lkingSkyWa lking
通过SkyWalking上报Java应用数据
通过Skywalking上报Nginx应用数据

Z ipkinZ ipkin
通过Zipkin上报Java应用数据
通过Zipkin上报Go应用数据
通过Zipkin上报Node.js应用数据
通过Zipkin上报.NET 应用数据
通过Zipkin上报Nginx应用数据


Ja egerJa eger

通过Jaeger上报Java应用数据
通过Jaeger上报Go应用数据
通过Jaeger上报Python应用数据
通过Jaeger上报.NET 应用数据
通过Jaeger上报C++应用数据
通过Jaeger上报Nginx应用数据

Pro metheusPro metheus
Prometheus实例 for Remote Write

OpenT elemetryOpenT ele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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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S应用监控提供应用链路追踪、本地堆栈诊断、业务日志全息排查等监控功能。如果您想要使用ARMS应
用监控开始监控您的应用，那么需要先创建应用监控任务。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开通ARMS

确保您使用的云服务器ECS实例的安全组已开放8442、8443、8883三个端口的TCP出方向权限。为云服务
器ECS开放出方向权限的方法，请参见添加安全组规则。

说明 说明 ARMS不仅可接入阿里云ECS上的应用，还能接入其他能访问公网的服务器上的应用。

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ARMS应用监控可以监控运行在多种环境下的Java应用。本文以在ECS实例中Tomcat环境下运行的Java应用
为例，介绍如何创建一个应用监控任务。针对不同的应用运行环境，ARMS提供手动安装探针和利用脚本快
速安装探针的途径。但是，为了帮助您了解一般性的创建应用监控任务的步骤，本文示例中采用的是手动安
装探针的方法。

步骤一：获取License Key步骤一：获取License Key
1. 登录ARMS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选择应用监控应用监控 >  > 应用列表应用列表。

2. 在应用列表应用列表页面顶部选择目标地域，然后单击接入应用接入应用。

3. 在接入中心接入中心面板单击JavaJava，然后在ST EP2ST EP2区域获取License Key。

步骤二：配置Tomcat运行环境步骤二：配置Tomcat运行环境
请按照以下步骤配置Tomcat运行环境，在配置文件中设置必要的参数。

1. 打开{TOMCAT_HOME}/bin/catalina.sh配置文件。

说明 说明 如果您的Tomcat版本没有catalina.sh配置文件，则请尝试找到{TOMCAT_HOME}/bin/s
etenv.sh配置文件并打开。

2. 在配置文件中添加以下配置。

说明 说明 请将以下示例代码中的<licenseKey>替换为步骤一中获得的真实值，并
将<appName>替换为自定义的应用名称。

3.创建应用监控任务3.创建应用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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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_OPTS="$JAVA_OPTS -javaagent:/workspace/ArmsAgent/arms-bootstrap-1.7.0-SNAPSHOT.jar
-Darms.licenseKey=<licenseKey> -Darms.appName=<appName>"
                    

配置Tomcat运行环境的代码运行示例如下所示。

步骤三：安装Java探针步骤三：安装Java探针
请按照以下步骤为应用安装Java探针，以采集所需的监控数据。

1. 使用wgetwget 命令下载Java探针压缩包。

说明 说明 本示例以杭州地域为例，其他地域的Java探针压缩包下载地址，请参见为Java应用手动
安装Agent。

# 杭州地域
wget "http://arms-apm-hangzhou.oss-cn-hangzhou.aliyuncs.com/ArmsAgent.zip" -O ArmsAgent
.zip

2. 将Java探针压缩包解压至工作目录下。本示例的工作目录为workspace。

unzip ArmsAgent.zip -d /workspace/

安装Java探针的代码运行示例如下所示。

应用实时监控服务 ARMS 快速入门··创建应用监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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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重启Tomcat步骤四：重启Tomcat
1. 进入{TOMCAT_HOME}/bin目录。

2. 重新启动Tomcat。

./startup.sh

重启Tomcat的代码运行示例如下所示。

结果验证结果验证
等待2~3分钟后，如果ARMS控制台的应用监控应用监控 >  > 应用列表应用列表页面上出现了您的应用（应用名称为自定义
的<appName>），则说明您已成功创建应用监控任务。

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应用监控接入概述

应用监控常见问题

快速入门··创建应用监控任务 应用实时监控服务 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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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S应用监控模块适用于通过采集的监控数据诊断出现的问题，但如果需要实时监控应用状态，例如在监
控大屏上展示应用实时状态，那么您可以为应用监控任务创建交互大盘。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您已在ARMS中创建应用监控任务。创建应用监控任务的方法，请参见创建应用监控任务。

操作步骤操作步骤
1. 登录ARMS控制台。

2. 在控制台左侧菜单栏单击交互大盘交互大盘，在交互大盘管理交互大盘管理页面右上角选择新建交互大盘新建交互大盘 >  > 自定义大盘自定义大盘。

3. 在创建交互大盘创建交互大盘对话框中输入交互大盘名称，并单击确定确定。例如，输入App Dashboard。系统自动为
此交互大盘创建一个空白的标签页。

4. 单击标签页顶部的铅笔图标，在T abT ab对话框中输入待监控应用的名称，并单击保存保存。 例如，输入
Tomcat-Demo。

5. 添加一个应用监控拓扑图。

i. 在编辑模式下，在页面右上角选择交互控件交互控件 >  > 应用监控拓扑图应用监控拓扑图。

4.为应用监控创建交互大盘4.为应用监控创建交互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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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应用监控拓扑图应用监控拓扑图对话框中，完成以下参数的填写与选择。

参数 说明

名称 自定义的拓扑图名称

数据集 应用监控的数据集

时间受全局控制

应用监控拓扑图显示的数据是否受全局时间范围的控制。此参数含有两个选项：

允许允许 ：此时，拓扑图显示数据的时间范围与全局时间范围一致。

说明 说明 在编辑模式下，可以通过页面右上角的时间范围选择工具确
定全局时间范围。

禁止禁止 ：此时，对话框会显示以下两个新参数。

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通过设置时间范围时间范围 参数，您可以自定义拓扑图显示数据的时间
范围。此时，拓扑图显示数据将不再受全局时间范围的控制。

实时数据实时数据 ：

开启开启 ：选择开启实时数据时，拓扑图数据会随着时间推移，在设定时间
范围内继续进行实时更新。

关闭关闭 ：选择关闭实时数据时，拓扑图数据将在设定时间范围内不再进行
实时更新。

iii. 单击确定确定。

说明 说明 在编辑模式下，您可以通过拖拽拓扑图图表右下角按需调整图表大小。拖动整个图表可
调整其位置。

6. 添加一个应用监控图表。在编辑模式下，在页面右上角单击交互控件交互控件 >  > 应用监控图表应用监控图表。在新建交互图新建交互图
表表对话框中，输入所有必填信息，并单击确定确定。 例如，选择应用站点后，在类型类型下拉框中选择应用调应用调
用统计用统计，在维度维度下拉框中选择全部全部，在指标指标下拉框中选择a.调用次数a.调用次数。

快速入门··为应用监控创建交互大盘 应用实时监控服务 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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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照上一步的方法，再添加两个应用监控图表，分别用于统计响应时间和错误数。在新建交互图表新建交互图表对
话框中，选择与上一步相同的应用站点、类型和维度，但在指标指标下拉框中分别选择a.调用响应时间a.调用响应时间
_ms_ms（响应时间）和a.调用错误次数a.调用错误次数（错误数）。创建好的交互大盘如下所示。

8. （可选）如有其他应用，您可以单击标签页顶部的“+ ”“+ ”图标来添加标签页，并按照上述步骤添加应用
监控图表。

9. 如想全屏展示交互大盘，可以在编辑模式下，单击页面右上角的浏览模式浏览模式，并单击全屏全屏。在弹出的全全
屏设置屏设置的对话框中，勾选想要全屏展示的标签页并单击确定确定即可全屏展示交互大盘。

说明 说明 如需将展示主题切换为深色，请在编辑模式下的页面右上角单击切换主题切换主题 >  > DarkDark。

应用实时监控服务 ARMS 快速入门··为应用监控创建交互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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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档相关文档
创建应用监控任务

为Java应用手动安装Agent

创建交互大盘

管理交互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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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监控任务创建报警可在满足报警条件时通过邮件、短信、钉钉等渠道实时报警，主动帮助您发现异常。本
文将分别以一个实例介绍创建应用监控报警、前端监控报警和Prometheus监控报警的方法。

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确保您已成功创建一个监控任务和管理联系人分组，请参见以下文档：

创建应用监控任务

创建联系人

创建联系人分组

创建应用监控报警创建应用监控报警
若需为应用监控任务创建一个JVM-GC次数同比报警，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ARMS控制台，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报警管理报警管理 >  > 报警策略管理报警策略管理。

2. 在报警规则和历史报警规则和历史页面的右上角单击创建报警创建报警 >  > 应用监控报警应用监控报警。

3. 在弹出的创建报警创建报警对话框中输入所有必填信息，完成后单击保存保存。
根据页面提示配置如下参数：

i. 填写报警名称，例如：JVM-GC次数同比报警。

5.快速创建ARMS报警（旧版）5.快速创建ARMS报警（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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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应用站点应用站点栏选择您已创建的监控任务。

iii. 在类型类型栏选择监控指标的类型，例如：JVM监控。

iv. 设置维度为遍历。

v. 设置报警规则。

a. 选择同时满足下述规则同时满足下述规则。

b. 编辑报警规则，例如：N=5时JVM_FullGC累计次数的平均值与上小时同比上升100% 时则报
警。

说明 说明 若需设置多条报警规则，单击报警规则右侧的加号（+），即可编辑第二条报
警规则。

vi. 选择通知方式。例如：选择邮件。

vii. 设置通知对象。在全部联系组全部联系组框中单击联系人分组的名称，该联系人分组出现在已选联系组在已选联系组框
中，则设置成功。

创建前端监控报警创建前端监控报警
若需为前端监控任务创建一个页面指标JS错误率和JS错误数报警，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在控制台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报警管理报警管理 >  > 报警策略管理报警策略管理。

2. 在报警规则和历史报警规则和历史页面的右上角单击创建报警创建报警 >  > 前端监控报警前端监控报警。

3. 在弹出的创建报警创建报警对话框中输入所有必填信息，完成后单击保存保存。
根据页面提示配置如下参数：

快速入门··快速创建ARMS报警（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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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填写报警名称，例如：页面指标报警。

ii. 在应用站点应用站点栏选择您已创建的监控任务。

iii. 在类型类型栏选择监控指标的类型，例如：页面指标。

iv. 设置维度为遍历。

v. 设置报警规则。

a. 选择同时满足下述规则同时满足下述规则。

b. 编辑报警规则，例如：N=10时JS错误率的平均值大于等于20时则报警。

c. 单击报警规则右侧的加号（+ ）加号（+ ），编辑第二条报警规则，例如：N=10时JS错误数的总和大于等
于20时则报警。

vi. 选择通知方式，例如：选择短信和邮件。

vii. 设置通知对象。在全部联系组全部联系组中单击联系人分组的名称，该联系人分组出现在已选联系组在已选联系组中，则
设置成功。

创建Prometheus监控报警创建Prometheus监控报警
若需为Prometheus监控任务创建一个网络接收压力报警，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在控制台左侧导航栏中选择报警管理报警管理 >  > 报警策略管理报警策略管理。

2. 在报警规则和历史报警规则和历史页面的右上角单击创建报警创建报警 >  > Promet heusPromet heus。

3. 在创建报警创建报警对话框中输入所有必填信息，完成后单击保存保存。

应用实时监控服务 ARMS 快速入门··快速创建ARMS报警（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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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页面提示配置如下参数：

i. 填写报警名称，例如：网络接收压力报警。

ii. 选择要创建报警的Prometheus监控对应的集群集群。

iii. 选择类型类型为graf anagraf ana。

iv. 选择要监控的具体大盘大盘和图表图表。

快速入门··快速创建ARMS报警（旧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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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设置报警规则。

a. 选择同时满足下述规则同时满足下述规则。

b. 编辑报警规则，例如：N=5时网络接收数据字节（MB）的平均值大于等于3时则报警。

说明 说明 一个Grafana图表中可能有A、B、C三条曲线数据，您可设置监控其中的一条
线。

c. 在PromQLPromQL输入框中编辑或重新输入PromQL语句。

注意 注意 PromQL语句中包含的  $ 符号会导致报错，您需要删除包含  $ 符号的语句
中  = 左右两边的参数及  = 。例如：将  sum (rate (container_network_receive_byt
es_total{instance=~"^$HostIp.*"}[1m])) 修改为  sum (rate (container_network_re
ceive_bytes_total[1m])) 。

vi. 选择通知方式，例如：选择短信。

vii. 设置通知对象。在全部联系组全部联系组中单击联系人分组的名称，该联系人分组出现在已选联系组已选联系组中，即
设置成功。

新版说明新版说明
新版创建告警规则的操作如下：

应用监控创建告警的操作，请参见应用监控告警规则（新版）。

前端监控创建告警的操作，请参见前端监控告警规则（新版）。

Prometheus监控创建告警的操作，请参见创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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