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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 架构

OneAPM MI：MI 产品包括 Server 一体机和 Client。

Agent ：安装在被监控的 apk 上，把需要的各种性能数据传输到 Server 上。

Server ：处理从Agent 接收的性能数据后，保存到文件和数据库中并且提供可视化图形

展示等信息。Server 是由 OneAPM提供的高性能一体机，已经含有预先配置完毕的服务

端，仅需完成上架、连接电源网线、配置 IP 即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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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版本——Agent 所监测到的 APP

的版本数

包名——唯一标识一个应用

2.移动应用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首页

该页面为进入MI的第一个页面。

应用程序状态列出了MI 监控的应用程序，以及对

应的数据指标。

创建仪表盘——新建空的仪表盘

仪表盘名称——标识仪表盘类型

创建时间——记录仪表盘创建时间

修改时间——记录仪表盘修改时间

崩溃次数——最近一小时内APP 发生崩溃的次数

HTTP错误率——最近一小时内HTTP 错误数/请求数

网络错误率——最近一小时内网络错误数/请求数

新增设备数——最近一小时内新增用户设备数

新增设备数——最近一小时内新增用户设备数

活跃设备数——最近一小时内使用APP 的设备用户数

应用程序——OneAPM监控当前用户使用的

App应用。点击应用名称，进入应用总览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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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移动应用-应用

2.1.1 移动应用-应用-总览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总览

按版本划分的活跃会话数

随时间推移的趋势统计图

此处可以切换应用。

该区域为HTTP响应时

间图表，HTTP 请求

TOP5 响应时间趋势

图。

该区域为崩溃次数统计

图表，显示随时间推移，

发生崩溃的次数的趋势

统计

该区域为应用执行时间图

表，通过选择图表下方的

Network 、 Database 、

View loading 和 images，

Json可以查看对应的图表。

最慢交互 TOP5统计列表

此处可以在同一个应用

下的不同 app版本间切

换。

此处可以切换时间。

该区域展示了HTTP 错误率与

网络故障率对比趋势图

当前时间：显示截止当前时间到选定时间内的数据。
自定义时间：显示任意选定时间内的数据。

选择隐藏/显示对应曲线

模块导航栏

按APP版本划分的活

跃会话数的对比趋势

图



MI操作手册

6

总览页面包括 5张图表

执行时间：展示网络请求，数据库，UI 渲染，图片解析，JSON解析的执行时间趋势图

崩溃次数：按已解决与未解决划分的崩溃次数时间曲线

HTTP 响应时间：展示各类HTTP 请求响应时间 TOP5 的时间曲线。

HTTP 错误率&网络故障率：以堆叠曲线图展示当前应用的各类HTTP 错误率和网络故障

率历史曲线

会话数-应用版本：按版本展示会话数 TOP5 的时间曲线。

2.1.1.1 移动应用-应用-总览-执行时间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 总览 ＞ 执行时间

执行时间图表主要由五部分组成：Network、http 传输时间。Database，数据库执行时

间；View loading，app 的每个 UI 渲染时间；images，app 代码中的 bitmap 类的解

析时间。Json，解析 Json 字符串时间。

将鼠标停留在OneAPM任何数据图表上，

可以看到对应时间节点的详细信息。

鼠标悬停至任意图

表，点击此处可添加

至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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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移动应用-应用-总览-崩溃次数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 总览 ＞ 崩溃次数

崩溃次数：发生崩溃的次数。

2.1.1.3 移动应用-应用-总览-HTTP响应时间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 总览 ＞ HTTP 响应时间

HTTP响应时间：发送 HTTP请求开始，到收到所有响应内容的时间。

2.1.1.4 移动应用-应用-总览-HTTP错误率&网络故障率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 总览 >HTTP 错误率&网络故障率

HTTP错误率：在选定时间段内，HTTP错误数量与请求数量的比率。

网络故障率：网络错误数量与请求数量的比率。其中发生网络错误的 HTTP请求数指发生

DNS解析错误、无法建连、连接超时等网络方面的错误的数量。

将鼠标停留在OneAPM任何数据图表上，

可以看到对应时间节点的详细信息。

将鼠标停留在OneAPM任何数据图表上，

可以看到对应时间节点的详细信息。HTTP 响应时间 TOP5的请求

点击此处可添加至

仪表盘。

点击此处可添加至

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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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移动应用-应用-总览- 会话数（应用版本）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 总览> 会话数-应用版本

活跃会话：用户交互过程中每个 App终端每分钟与服务器的连接次数。

2.1.1.5 移动应用-应用-总览- 最慢 Interactions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 总览 > 最慢 Interactions

最慢交互 TOP5：平均执行时间最长的 5条交互数据

将鼠标停留在OneAPM任何数据图表上，

可以看到对应时间节点的详细信息。HTTP 错误与网络错误发生次数随时间的

推移的对比

将鼠标停留在OneAPM任何数据图表上，

可以看到对应时间节点的详细信息。
活跃会话数 TOP5 的版本号

点击此处可添加至

仪表盘。

点击此处可添加至

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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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平均响应时间/执行时间/

访问次数对交互信息排序
平均执行时间 TOP5 的交互时

序图（默认堆叠图） 执行次数 TOP5的交互时序图

按照方法名归类慢交互 Trace

列表

2.1.2 移动应用-应用-Interactions（交互）

交互页面包括 4张曲线图

平均执行时间：平均执行时间 TOP5 Activity 执行时间曲线

筛选参与交互的Activity

平均执行时间慢交互Activity 全名

筛选应用版本
筛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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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次数：执行次数 TOP5 Activity 执行时间曲线

UI Thread Breakdown：UI 主线程中执行次数 TOP5 线程时间曲线。

Worker Thread Breakdown：UI 主线程中执行次数 TOP5 线程时间曲线。

2.1.2.1 移动应用-应用-Interactions（交互）-Traces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 交互 ＞ Traces

通过对比平均执行时间 TOP5与执行次数 TOP5，筛选出需要优化的页面。例如：某 Activity

为平均执行时间 TOP5，却不是执行次数 TOP5，可以判断该 Activity单次执行时间就很

长，需要进行相应的优化。

2.1.2.1 移动应用-应用-Interactions（交互）-Interactions 列表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 交互 ＞ Interactions 列表

将鼠标停留在OneAPM任何数据图表上，

可以看到对应时间节点的详细信息。平均执行时间 TOP5的 Activity。

执行次数 TOP5的 Activity

鼠标悬停至图表右

上角，点击此处可添

加至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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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对比图，得知主线程耗时操作有哪些。是否可以考虑放到worker 线程中

切换堆叠图，可以查看同一时间，UI 线程与Worker 线程总体情况。

UI 主线程执行次数 TOP5线程时间曲线

按照平均执行时间/执行时间/访问次数降序排列交互信息

Worker线程执行次数TOP5线程时间曲线

鼠标悬停图表右上

角，点击此处可添加

至仪表盘。



MI操作手册

12

2.1.2.1 移动应用-应用-Interactions（交互）-Trace 列表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 交互 ＞Trace 列表

慢交互追踪列表：按照方法名归类慢交互 Trace 列表。

好处：系统地记录同一 Trace 的表现，方便用户按照自身需求查找特定 trace，而进而有

针对性地优化自己的方法。

如上图所示，慢交互追踪列表依次列出方法名，平均耗时，首次发生时间，最后发生时间，

采集次数及影响用户数。

在左侧点击单个Activity 页，或在慢交互 trace 列表点击单条信息，可查看 trace 明细与

慢交互的影响信息。

两个饼状图分别展示了慢交互影响的 APP 版本和操作系统占比，方便用户分析不同版本

的应用和操作系统的运行状况，从而针对特定的应用版本或操作系统进行优化。

慢交互追踪列表：默认当单个线程执行时间超过 0.4s 则会将该交互记为慢交互。

鼠标悬停图表右上

角，点击此处可添

加至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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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列表中的任一 trace:

在该页面中显示发生缓慢的某次交互中 CPU/memory 消耗状况，网络请求，异步线程

的分布情况。交互时间轴也会提供“设备参数”，帮助您更加了解 App 用户使用的设备

级别数据。

该页展示了所选择的 Activity 的应用版本，操作系统，设备信息，发生时间，地理信息，

联网方式，剩余电量，UI 朝向。指标时序图是 Trace 时序图的堆叠图，从内存堆叠图可

以看出，该应用模块的内存释放是否及时，网络堆叠图可以看出同一时刻发生了多少异步

网络请求，是否和程序员最初设计的业务逻辑相符合。从而判断出造成某一时刻慢的原因。

在 Trace 的时序图中可以看出耗时的异步请求，内存消耗，多次请求调用，进而有针对

性地优化应用模块。

当 Activity 中逻辑相对比较复杂的时候，该页也可以帮助非开发该功能的程序员看清楚

其中的逻辑关系，快速定位造成 Activity 慢的原因。

慢交互类名 慢交互总耗

时
慢交互发生时间

应用名称|包名 发生慢交互时，后台APP

内存堆叠图：随时间推移内存堆叠情况

CPU堆叠图：随时间推移 CPU堆叠情况

网络堆叠图：随时间推移网络求求情况总览，并表征统一时间网络请求次数

异步请求列表

异步请求时序图

慢交互发生操作系统版本

相关指标：耗时，发生慢交

互的时间，操作系统版本，

设备信息，地理信息，联网

方式，剩余电量，UI 朝向



MI操作手册

14

2.1.4 移动应用-应用-崩溃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 崩溃

OneAPM mobile agent 版本在 1.06 以上,所有的崩溃信息通过“新版”样式展

现。

2.1.4.1 移动应用-应用-崩溃-崩溃次数

崩溃次数统计图展示了 app 发生的崩溃数。它分为两部分:已解决和未解决。当

横轴范围15天，统计每天APP 崩溃次数 统计每天不同版本

APP发生崩溃数

发生崩溃的信息列表，点击每

一条可进入详细界面

可按照：首次发生时间，最后发生时间，发生次数，

影响设备数，状态进行排序

可选择只显示未解决崩溃信息

鼠标悬停图表右上

角，点击此处可添

加至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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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APM mobile 发现了崩溃现象,将把该崩溃归类到未解决类别。当你解决一个 bug

时,你可以标记该 crash 为已解决状态。在图表中,所有出现该崩溃都会重新分配到已解决

的类别中,重新规划崩溃次数图。随着你崩溃问题的修复,查看已解决崩溃次数图将降为 0.

注意:如果已解决崩溃数依旧在增长,那么就表明这个所谓的已解决崩溃并没有完全修复,

或者用户没有更新 APP。

2.1.4.2 移动应用-应用-崩溃-崩溃次数按版本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崩溃 ＞ 崩溃次数按版本

根据版本的崩溃次数统计图。

根据版本的崩溃次数统计图展示了随时间推移 app 发生的崩溃数的趋势。它是按照版本

进行分类的。

把鼠标悬停在图表上，将显

示对应时间区间内发生的崩

溃次数

通过选择不同的崩溃类别：已解决、未

解决，可以查看对应的数据图表。

通过选择不同的 APP 版本，可以查看对应的数据

图表
展示折线图，便于分析 app

发生的崩溃数的变化情况。

崩溃次数的曲线图，展示已

解决与未解决崩溃随时间推

移的增长趋势

把鼠标悬停在图表上，将显示某一版本的APP

在对应时间区间内发生的崩溃次数

鼠标悬停图表右上

角，点击此处可添

加至仪表盘。

鼠标悬停图表右上

角，点击此处可添

加至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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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 移动应用-应用-崩溃-崩溃信息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崩溃 ＞ 崩溃列表

根据 crash 的唯一错误代码行,生成崩溃统计列表,崩溃列表列出以下信息:

 异常类型与相关代码

 崩溃首次发生时间

 崩溃最后发生时间

 应用版本号

 崩溃发生次数

 影响设备数

 状态

OneAPM 重新定义了崩溃分析,记录 crash 发生时用户 app 的运行数据

2.1.4.3 移动应用-应用-崩溃-单个崩溃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崩溃 ＞ 单个崩溃

用户的崩溃数据,统计、分析、展示给 android 开发者,核心的功能有:

 设备和 OS 故障

 App 版本

 发生次数

 受影响的具体用户

异常类型与相关代码

崩溃首次发生时间 崩溃最后发生时间

应用版本号

崩溃发生次数

筛选未修复崩溃信

息

影响设备数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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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溃发生的时间轴

 崩溃样例的深入详情信息

 发生崩溃的用户信息

1、统计某类崩溃在各类设备、操作系统和各 app 版本中出现的次数,被该崩溃影

响的用户数

展示折线图，

便于分析 app

发生的崩溃数

的变化情况。

把鼠标悬停在图表上，将显示某

一版本的APP在对应时间区间内

发生的该类崩溃的趋势

APP 应用版本，同类崩溃数，发

生该崩溃的用户数

解决一个 bug 时,你可以标

记该 crash 为已解决状态，影

响前面的已解决、为解决崩溃

图表

统计此类崩溃在

各类设备、操作系

统中出现的次数，

及不同设备，OS

版本出现崩溃的

占比情况

把鼠标悬停在图表上，将

显示该设备在所选时间

范围内发生该类崩溃的

次数

把鼠标悬停在图表上，将显

示该操作系统在所选时间

范围内发生的该类崩溃的

次数

鼠标悬停图表右上

角，点击 可添

加至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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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互追踪

交互追踪部分展示了所追踪的 app 从用户会话开始到发生这一崩溃这段时间内的交互

时间轴。这一部分可以帮助您重现用户操作,还原本次崩溃异常现场。

3.记录崩溃时的崩溃 log 和线程堆栈详情信息

统计某类崩溃在各类设备

出现的次数，及此次崩溃发

生的时间、顺序 点击，显示下一个崩溃的

Interaction 及 Detail 信息

点击，显示上一个崩溃的

Interaction 及 Detail 信息

显示崩溃的细节信息：类型，发生崩溃的代码行，APP版本，操作系统版本，内

存，联网方式，磁盘，所使用的Agent 版本，手机屏幕朝向等信息

展示了所追踪的 app 从用户会话开始到发

生这一崩溃这段时间内的交互时间轴。这一部

分重现用户操作,还原本次崩溃异常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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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移动应用-网络

2.2.1 移动应用-网络-拓扑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网络 > 拓扑

拓扑图展示该应用的网络请求状况。整个拓扑图，从左至右，顺时针按照响应时间递减趋

势展示。

在这里可以查看到App 类型、网络错

误率、选定时间内的活跃会话数。

这里显示App正在使用的

服务，以及对应的平均响

应时间、吞吐量。

点击服务名称，跳转到网

络请求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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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移动应用-网络-请求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网络 > 请求

监测网络请求的性能和它们的相应时间可以帮助提供提升移动用户体验的有用信息。MI

网络请求界面包括依照响应时间和平均吞吐量排名前五的项目。

网络请求页面包括 3张图表

HTTP 响应时间：展示网络请求平均响应时间 TOP5 的时间曲线。

吞吐量：展示吞吐量 TOP5 的时间曲线。

网络请求：根据网络请求，查看响应时间、执行时间、流量的对比情况。

2.2.2.1 移动应用-网络-请求-请求列表

三部分：响应时间，执行时间，流量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网络 > 请求 > 请求列表-响应时间/吞吐量

HTTP响应时间：发送 HTTP 请求开始，到收到所有响应内容的时间

吞吐量：平均每分钟的HTTP 请求数量。

按网络请求查看降序查询响应时间（平均响应时间）

/执行时间（总响应时间）/流量（请求接收量）
平均响应时间

TOP5的时间曲线

吞吐量 TOP5的时间曲线

TOP5 域名

鼠标悬停图表右上

角，点击 可添

加至仪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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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域名下的

完整URL链接

点击请求名称，查看详情：

各 path 响应时间

平均吞吐量

网络错误率

http 错误

鼠标悬停图表右上

角，点击 可添

加至仪表盘。



MI操作手册

22

2.2.3 移动应用-网络-错误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网络 > 错误

OneAPM移动端的错误统计界面包含HTTP 错误（403、404、422、500、

502 等）的细节，以及 host 的网络失败，比如：

 安全连接失败

 请求超时

 无法连接至网络

 连接 host 失败

2.2.3.1 移动应用-网络-错误-HTTP错误率/网络故障率/Traces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网络 > 错误 > HTTP 错误率/网络故障率/Traces

错误统计包含三部分：域名，状态码，故障类型

按域名/状态码/故障类型展示网络错误 HTTP 错误率 TOP5的域名的 按域名/状态码/故障类型展示网络错误

采集的HTTP 错误 trace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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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率降序，按域名/状态

码/故障类型展示网络错误

域名

状态码

故障类型

HTTP 错误率、网络故障率、

Traces，Top5的域名

HTTP错误率Top5的状态码

网络故障率 Top5的故障类型

URL 名称和HTTP 状态码是用于归类的联合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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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移动应用-网络-错误-HTTP错误率/网络故障率/Traces-单个域名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网络 > 错误 > HTTP 错误率/网络故障率/Traces-单个域名

2.2.3.3 移动应用-网络-错误-HTTP错误率/网络故障率/Traces-单个状态码

此域名错误状态码为

500的 http 错误率

鼠标悬停，显示在此时间

区间内的错误率，错误次

数及总次数

鼠标悬停，显示在此时间区间内某故障

类型的错误率，错误次数及总次数

此域名有两

种网络故障

类型，选择

TimeOut、

Unknown

显示对应图

www.99ico

可按照：HTTP

状态码，首次

发生时间，应

用版本号，发

生次数。默认

按照发生（采

集）次数排序

展示

URL名称和HTTP 状态码是用于归类的联合唯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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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域名错误状态码为

502的 http 错误率

鼠标悬停，显示在此一天内的

错误率，错误次数及总次数
鼠标悬停，显示在此一天内某域名的错

误率，错误次数及总次数

错 误 率

top5 的 图

表，选择显

示对应图表

叠加面积图

折线图，显示趋势

点击任意一条 trace，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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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该详情页面展示了该网络错误次数的时间曲线、错误影响区域的占比、错误影响运营商的占比和错误影响接入

方式的占比。

其中：

错误次数的时间曲线能告诉用户网络错误的趋势，在哪个时段最容易出现错误。

地域、运营商和接入方式均是与网络密切相关的指标。地域占比能告诉用户应该特别注意哪个地区的网络性能。运营

商占比反映了哪家运营商的服务对自己的应用最友好。如上图所示，当用户连接WIFI 使用 APP时，HTTP 错误率占

比最高。

此外，红框内的HTTP 错误滚动追踪轴，可以查看单次HTTP 错误的详情。

因为，当APP 上线后，短时间内的HTTP 错误可能多达上百条，不易查看。将同类信息合并，可以快速发现关键问

题。而需要查看细节时，也可以滚动追踪轴，查看每条记录。

2.2.3.3 移动应用-网络-错误-HTTP 错误率/网络故障率/Traces-单个故障类

型

错误类型为 TimeOut

的总错误率
鼠标悬停，显示在此时间范围

内的错误率，错误次数及总次

数

鼠标悬停，显示在此时间区间内某域名

的错误率，错误次数及总次数

错 误 率

top5 域 名

的图表，选

择显示对应

图表

折线图，显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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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移动应用-运营

2.3.1 移动应用-运营-地理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地理

2.3.1.1 移动应用-运营-地理-地理列表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地理 > 地理列表

响应时间，吞吐量，流量，活跃会话数，网络故障率

2.3.1.2 移动应用-运营-地理-响应时间/吞吐量/活跃会话数/网络故障率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地理 > 响应时间/吞吐量/活跃会话数/网络故障率

响应时间，吞吐量，流量，活

跃会话数，网络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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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移动应用-运营-运营商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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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移动应用-运营-运营商-运营商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运营商 >运营商列表

响应时间，活跃会话数，网络错误率

不同运营商分

别按照响应时

间、活跃会话

数、网络错误率

由高到低排列。

鼠标停留，显示某一运营商在此时

间节点一天内的平均响应时间,响

应次数

鼠标停留，显示某一运营商在此时间

节点一天内的错误率,错误次数,错误

总次数次.

鼠标停留，显示某一运营商在此时间

节点一天内的 session数

折线图，反映变化趋势

面积图

选择不同的运营商查看

响应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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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2 移动应用-运营-运营商-响应时间/活跃会话数/网络错误率-单个运营

商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运营商 >响应时间/活跃会话数/网络错误率-单个运营商

鼠标停留，显示 ChinaMobile 在此时间

节点一天内的平均响应时间,响应次数

鼠标停留，显示 ChinaMobile 在此

时间节点一天内的错误率,错误次

数,错误总次数次.

鼠标停留，显示 ChinaMobile

在 此 时 间 节 点 一 天 内 的

session数



MI操作手册

31

2.3.3 移动应用-运营-应用版本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应用版本

2.3.3.1 移动应用-运营-应用版本-应用版本列表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应用版本 >应用版本列表

2.3.3.2 移动应用-运营-应用版本-执行时间/活跃会话数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应用版本 >执行时间/活跃会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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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 移动应用-运营-应用版本-执行时间/活跃会话数-单个版本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应用版本 >执行时间/活跃会话数-单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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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移动应用-运营-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页面包括 5张图表

执行时间：各类设备执行时间 TOP5 堆叠时间曲线

HTTP 响应时间：展示各类设备HTTP 平均响应时间 TOP5 的时间曲线。

网络错误率：展示各类设备网络错误率 TOP5 的时间曲线。

活跃会话数：展示各类设备活跃会话数 TOP5 的时间曲线。

操作系统：按照操作系统查看交互时间，HTTP 相应时间，HTTP 请求数，活跃会话数，

网络错误率的对比情况

按操作系统版本查看降序查询交互时间（平均执行

时间）/HTTP 响应时间/HTTP 请求数/活跃会话数/

网络请求数

Android所有操作系统执行时间 TOP5

堆叠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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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1 移动应用-运营-OS-操作系统版本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OS ＞操作系统版本

操作系统版本选项包括交互时间，HTTP 响应时间，HTTP 请求数，活跃会话数，网络错

误率。

交互时间：页面平均执行时间

HTTP响应时间：发送 HTTP 请求开始，到收到所有响应内容的时间

HTTP请求数：所选时间段内，某类型设备进行HTTP 请求的次数

活跃会话数：用户交互过程中每个App 终端每分钟与服务器的连接次数。

网络错误率：此处指网络故障率，即：网络错误数量与请求数量的比率。其中发生网络错

误的HTTP 请求数指发生DNS 解析错误、无法建连、连接超时等网络方面的错误的数量。

2.3.4.2 移动应用-运营-操作系统-执行时间/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率/活

跃会话数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运营 >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版本执行时间/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率/活跃会话数

已有Android 操作系统版本

从该对比图中可以看出 android 5.01 的执行时间不在 top5 中，

相对于其他版本，执行时间较少，但是活跃会话数却在 TOP5 中。

得出结论：android5.01 活跃会话数较多，总响应时间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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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版本，从整体对比执行时间/HTTP 相应时间/网络错误率/活跃会话数的时间曲线。

从整体图中可以看出 4.3 版本的活跃会话数较少，执行时间、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

率均较高。

2.3.4.3 移动应用-运营-操作系统-执行时间/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率/活

跃会话数-单个版本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应用 > OS ＞操作系统版本执行时间/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率/活跃会话数-单个版本

选择单个版本：android 4.3，对比活跃会话数，执行时间、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

率。可以看出随着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率的增长，活跃会话数呈下降趋势。随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率的降低，活跃会话数呈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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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移动应用-运营-设备

设备页面包括 5张图表

执行时间：各类设备执行时间 TOP5 堆叠时间曲线

HTTP 响应时间：展示各类设备HTTP 平均响应时间 TOP5 的时间曲线。

网络错误率：展示各类设备网络错误率 TOP5 的时间曲线。

活跃会话数：展示各类设备活跃会话数 TOP5 的时间曲线。

设备：按照设备类型查看交互时间，HTTP 相应时间，HTTP 请求数，活跃会话数，网络

错误数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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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1 移动应用-运营-设备-设备信息列表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设备 ＞设备

设备选项包括交互时间，HTTP 响应时间，HTTP 请求数，活跃会话数，网络错误率。

交互时间：页面平均执行时间

HTTP响应时间：发送 HTTP 请求开始，到收到所有响应内容的时间

HTTP请求数：所选时间段内，某类型设备进行HTTP 请求的次数

活跃会话数：用户交互过程中每个App 终端每分钟与服务器的连接次数。

网络错误率：此处指网络故障率，即：网络错误数量与请求数量的比率。其中发生网络错

误的HTTP 请求数指发生DNS 解析错误、无法建连、连接超时等网络方面的错误的数量。

设备信息

按设备查看降序查询交互时间（平均执行时间）

/HTTP 响应时间/HTTP 请求数/活跃会话数/网络

请求数
各类设备执行时间 TOP5 堆叠时间曲线

各类设备HTTP 平均响应时间

TOP5的时间曲线。

各类设备网络错误率

TOP5的时间曲线

各类设备活跃会话数

TOP5的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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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2 移动应用-运营-设备-执行时间/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率/活跃会

话数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设备 ＞执行时间/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率/活跃会话数

堆叠图：同一时间，所选维度堆叠展示，分析所查看信息与所选维度的关系

非叠加图：对所选维度使用情况进行趋势分析

选定时间内各设备交互时间列

表统计，得出交互时间最长的设

备类型是pad

设备类型分为：

pad,small_phone,phone,large_pad

点击任意类型，查看机型

选择时间跨度15天，执行时间堆叠图可以看到整体走势，帮

助用户查看 app执行时间与设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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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来开 phone 的执行时间近平滑曲线，说明 phone 的执行时间相对稳定

选择只看一种类型的设备的执行时间/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率/活跃会话数对比：

选择 phone，将 pad,small_phonr,large_pad 隐藏。

2.3.5.3 移动应用-运营-设备-执行时间/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率/活跃会

话数-单个设备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设备 ＞执行时间/HTTP 响应时间/网络错误率/活跃会话数-单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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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小米设备中的 xiaomi MI 2 型号，查看对应设备的执行时间，HTTP 响应时间，网络

错误率，活跃会话数的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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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移动应用-运营-日活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运营 > 日活

2.3.6.1 移动应用-运营-日活-日活跃用户数对比

2.3.6.2 移动应用-运营-日活-分时段活跃用户数对比

对比同一段时间，今

日，昨日，7 天前，

15天前活跃用户数

把鼠标悬停在图表上，将显

示对应时段对应时间节点 1

小时内活跃用户数。

今天、昨天、7 天前、15 天前，可以查看对

应的数据曲线图表。

时间跨度：24 小时，以每一小时

为单位展示数据

展示15天内，每日活跃

用户数对比统计图

把鼠标悬停在图表上，将显示当

日活跃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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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 移动应用-运营-日活-地域划分的活跃用户数

2.3.6.4 移动应用-运营-日活-APP版本划分的活跃用户数

2.3.6.5 移动应用-运营-日活-操作系统划分的活跃用户数

按 APP 版本，统计 15 天内活

跃用户数趋势与对比

按照操作系统，统计15天内活

跃用户数趋势

15 天，以一天为单位展

示数据

把鼠标悬停在图表上，将显示

该版本对应时段 1 天内内活跃

用户数。

通过选择不同的APP 版本，可以

查看对应的数据曲线图表。

把鼠标悬停在图表上，将显示对该操作

系统应时段 1天内活跃用户数。

展示活跃设备数 TOP5 地域随时间的推移的

活跃设备数的对比趋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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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移动应用-分析

2.4.1 移动应用-分析-组合分析
页面位置：移动应用 > 分析 > 组合分析

目的：提供多维度信息展示与筛选功能，帮助用户从多个角度和方位定位性能问题。

分类：

 崩溃的组合分析

 网络的组合分析

崩溃的组合分析：

指标 维度 筛选条件

崩溃次数
APP版本，设备类型，

操作系统版本，崩溃类型

APP版本，操作系统版本，用户信息（IMSI），

崩溃类型，TOPN

崩溃率
APP版本，设备类型，

操作系统版本，崩溃类型

APP版本，操作系统版本，用户信息（IMSI），
崩溃类型，TOPN

崩溃的组合分析以崩溃次数为首要指标，支持从多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亦可以按照多个

条件对信息进行筛选，达到更高的细粒度

网络的组合分析：

指标 维度 筛选条件

HTTP错
误数

APP版本，地域，域名，操作系统版

本，设备厂商，运营商，接入方式，

状态码

APP版本，地域，状态码，域名，

操作系统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
TOPN

HTTP错
误率

APP版本，地域，域名，操作系统版

本，设备厂商，运营商，接入方式，

状态码

APP版本，地域，状态码，域名，
操作系统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
TOPN

网络错

误数
APP版本，地域，域名，操作系统版
本，设备厂商，运营商，接入方式，

故障类型

APP版本，地域，故障类型，域名，
操作系统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
TO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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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错

误率
APP版本，地域，域名，操作系统版
本，设备厂商，运营商，接入方式，

故障类型

APP版本，地域，故障类型，域名，
操作系统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
TOPN

响应时

间
APP版本，地域，域名，操作系统版

本，设备厂商，运营商，接入方式

APP版本，地域，域名，操作系统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TOPN

流量
APP版本，地域，域名，操作系统版

本，设备厂商，运营商，接入方式

APP版本，地域，域名，操作系统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TOPN

吞吐量 APP版本，地域，域名，操作系统版
本，设备厂商，运营商，接入方式

APP版本，地域，域名，操作系统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TOPN

网络的组合分析包括HTTP 错误数，HTTP 错误率，网络错误数，网络错误率，响应时间，

流量，吞吐量七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支持从多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再按照指定的筛选条

件对选定的维度进行更细致的筛选。

注意：维度仅支持单选，筛选条件可以多选。

操作实例：
步骤一、选择指标：崩溃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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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选择维度：APP 版本，点击绘制，出现右图结果

步骤三、选择筛选条件：APP 版本，只选择一个版本，点击绘制，出现右图结果

步骤四、筛选条件中选择多个APP 版本，点击绘制，出现右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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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在步骤四的基础上，增加筛选条件崩溃类型，点击绘制，出现右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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