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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产品简介
OneAPM Ai，是 OneAPM 为企业级用户精心打造的应用性能管理（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产品。

OneAPM Ai 能为大中型企业提供更好的分布式应用支持，并且提供对所有语言和框架的

全方位支持；能实现对 SOA下企业业务的跨应用监控，使企业对其业务交易状况进行实

时、有效的感知。

同时，Ai 通过提供私有云部署的解决方案，将相关性能数据保存在企业内部，让使用过

程更为安全可靠。除此之外，Ai 产品还提供专业技术人员的到场支持，客户可享受 7×24、

关键问题 1小时内电话回复的最高级售后服务。

关于产品详情及相关服务，请前往OneAPM 官网查看：http://oneapm.com/

或电话联系客户经理进行咨询：400-659-1230

http://oneap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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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neAPM Ai 架构
OneAPM Ai 由 Agent、Server、Client 三部分构成：

Agent ：Agent 安装在被监控的应用服务器的 JVM/CLR 上，收集各种性能数据，并传

输到 Server。

Server：处理从 Agent 接收的性能数据，将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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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ent：通过基于浏览器的 Client 管理界面，可以实现对 Agent 收集的性能数据的实时

监控。通过应用性能数据分析、故障诊断、代码级问题定位、告警提示、历史性能对比分

析等任务，实现对应用程序的性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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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程序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首页

该页面为进入OneAPM Ai 的第一个页面。

应用程序状态列出了 Ai 监

控的应用程序，以及对应的

数据指标。

应用名称的颜色代表应用的健康状况：

绿色——该应用在最近一小时内正常运行；

红色——该应用在最近一小时内，发生严重报警问题；

黄色——该应用在最近一小时内，发生告警问题；

灰色——该应用在最近一小时内，没有产生数据。

通知栏——用户在“系统设置”中设置应用的

报警策略，当应用的性能指标低于报警阈值或

者错误率高于报警阈值时，Ai 会触发告警并通

知用户，通知消息会显示在此处。

关于标红、标黄、标绿、标

灰的阈值界定，详见“系统

设置-报警策略-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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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列表中，列出了 Ai 当前监控的应用程序，及其所对应的平均响应时间、吞吐量、

错误率。用户可以通过本页面初步判断当前应用程序的总体情况，通过点击对应的应用名

称，可以观察各个程序所有的性能指标。

点击此处，可以给应用重命名，

或者隐藏不再要监控的应用。

点击应用名称，如 simpapp，

进入该应用程序的总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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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应用程序-监控

2.1.1 监控-总览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总览

服务器区域，显示了应用服

务器的当前数据指标，包含

Apdex 值、平均响应时间、

吞吐量、错误率、CPU使用

率、内存使用量。

此处可以切换应用。

该区域为吞吐量图表，

是指Web事务和后台

任务每分钟被调用的

次数（cpm）。

该区域为性能指数

图表，显示Apdex

值，是用户对应用

性能满意度的量化

值，单位为秒。

该区域为应用响应时间图

表，通过选择图表下方的

Web事务、数据库、后台

任务和外部服务选项，可

以查看对应的图表。

该区域为错误率图表，是指应

用程序返回异常数据的比率。

位于页面最低端的条形区域，显示了当

前应用在2分钟内的实时状态数据，从

左到右依次为应用名称、响应时间、吞

吐量、错误率。

此处可以在同一个应用下

的不同 agent 间切换。

此处可以切换时间。

该区域展示了平均响应时

间最长的 top3 事务，以

及事务的 trace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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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响应时间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总览 ＞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图表主要由四部分组成：❶Web 事务，代表应用中 Web 事务的响应时间；❷

数据库，代表应用中 SQL 语句的响应时间；❸后台任务，代表应用中后台任务的执行时

间；❹外部服务，代表应用在调用外部服务时的响应时间。

把鼠标悬停在图表上，将

显示对应时间节点的响

应时间信息和时间间隔。

通过选择web 事务、数据

库、后台任务、外部服务，

可以查看对应的数据图表。

展示应用的 99%、95%图，

方便用户确定应用响应的

性能瓶颈。（详见附录Ⅱ） 展示应用的总体平均响

应时间 （结合四个指标

进行计算）。

展示堆叠面积图，便

于分析各个指标的

比重，从而着重关注

重要指标。

展示折线图，便于分析各

个指标的变化情况。

在图中，拖动鼠标选择起止时间

的面积区域，可以查看该段时间

内的指标变化情况。

jazz
99%、95%图反应的时间，是根据某段时间内的数据样本所计算出的，是指大约有99%、95%的用户请求的响应时间都小于此数值。详细解释，请见附录Ⅱ 第8项 99%、95%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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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Apdex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总览 ＞ Apdex

性能指数，Apdex(Application Performance Index)是一个国际通用标准，Apdex 是用

户对应用性能满意度的量化值。它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测量和报告用户体验的方法，把最终

用户的体验和应用性能作为一个完整的指标，进行统一度量。

在Apdex 图中，通过设置响应时间阈值 T（默认为 0.5 秒），将用户请求分为满意（响

应时间<T）、容忍（T<响应时间<4T）、失望（响应时间>4T；或请求错误）三类，Apdex

值=（满意次数+容忍次数/2）/总次数。

这样，采样结果被量化为一个 0到 1之间的数值即“Apdex 指数”，0代表没有满意用户，

1则代表所有用户都满意。经过统计，Apdex 把这个数值与用户满意程度细化对应，如下图

所示，对于应用性能的Apdex 评分与用户的体验紧密关联，为管理者提供了一种通过应用性

能量化值来评估用户满意度的方法。

T值在 OneAPM Ai 中叫做 apdex_t，在 oneapm.properties 文件中配置，单位是秒。

通过 Apdex 值，就能对应用的用户体验进行有效的判断，从而进行优化。

把鼠标悬停在图表的任意时间节点上，可以查

看对应时间间隔的性能指数的详细信息。

jazz
注意：在计算Apdex时，发生请求错误的请求，也被当做失望的用户请求。举例：在2分钟内，共发生5次用户请求，其中2次的响应时间小于0.5秒，1次大于0.5秒、小于2秒，1次大于2秒，1次请求错误，则Apdex=(2+1/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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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吞吐量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总览 ＞ 吞吐量

应用吞吐量，是指应用程序每分钟被调用的次数。

吞吐量可以反映应用系统对于用户请求的响应能力。

总览-事务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总览 > 事务

一个事务，表示一个从“用户请求->webserver->DB->webserver->用户请求”的完整

过程。通常表现为一个HTTP 请求。

在该曲线图中，纵坐标为

吞吐量数值，单位是cpm，

即 call per minute。

在该曲线图中，横坐标时间间隔可以根据在右上

角时间设置 进行手动调整。

当把鼠标悬停在图表的任意时间

节点上，可以查看对应时间间隔

内吞吐量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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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对应的事务，跳转到“事务”界

面，并展示该条事务的详细信息。

点击 ，可以将当前事务设为

关键事务，进行重点监控。

事务列表按照事务的平均响应时间，从大到小列出 top3

的事务。



OneAPM Ai 用户操作手册

10

总览-错误率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总览 ＞ 错误率

错误率是指应用程序返回异常数据的比率。（异常数据，是指 java 所抛出的异常信息、

http 无法响应、web 无响应等错误信息，与应用程序运行日志中的错误信息等没有一一

对应关系。）

展示该事务的 trace 记录。
点击某事务的某条 trace 记录，可以查看该事务

的该条 trace 的详细信息。



OneAPM Ai 用户操作手册

11

总览-服务器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总览 ＞ 服务器

服务器，此处是指应用服务器，其别于一般所说的物理服务器。当一个应用运行在多个应

用服务器上时，我们在每一个上部署Ai 探针，就可以监控应用运行时的服务器性能指标。

当把鼠标悬停在图表的任意时间节点

上，可以查看对应时间间隔内的错误率

详细信息——该段时间内的错误率、每

分钟的平均错误次数、每分钟的平均请

求次数。

该数据是该短时间内，应用

的平均错误率。

选择不同的 JVM，可以查看不同

agent 获取的指标信息。

点击可以查看该JVM

的CPU使用率图。

点击可以查看该JVM

的内存使用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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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监控-拓扑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拓扑

在 Ai 监控软件中，可以通过拓扑图来了解应用程序端到端的调用视图，以及内部各个服

务的调用关系。

默认状态下，选中“WebTransaction”模块，并在拓扑图右侧展示Web事务的 Apdex、

响应时间、吞吐量图；当选中“Database”模块时，在拓扑图右侧展示数据库的 top5

响应时间图、“insert、delete、select、update”四类 SQL 语句的响应时间和吞吐量

图。

点击“Database”，跳转到“SQL”界

面，查看数据库调用的详细信息。

点击“WebTransaction”，

跳转到“总览”界面。

在该应用中调用了应用

Java-app-b ， 点 击

“Java-app-b”，跳转

到该应用的“总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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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监控-事务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事务 > 事务首页

一个事务，表示一个从“用户请求->webserver->DB->webserver->用户请求”的完整

过程。通常表现为一个HTTP 请求。

事务的排列方式有三

种：响应时间、Apdex、

吞吐量。

点击某条事务，可以查看

该单条事务的详细信息。

响应时间 top5 图，展示了平均响应时间最长的5个事务。

吞吐量图，展示

Web 事务的吞

吐量变化情况。

点击单条 trace，查看该条

trace 记录的详细信息。

Trace 列表，展

示了当事务的

响应时间较长

时，Ai 抓取到

的trace记录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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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次调用某一事务时，响应时间超过事务响应时间的阈值，我们就认为该次事务为”慢

事务“，并记录该次慢事务的详细信息，作为一条 trace 记录。

点击单条 trace，可以查看该次慢事务的详细信息。

trace-概要

trace-详情

组件执行时间面积图——展示在该

trace 中记录的事务的开始时间、总

耗时、agent名称、各组件执行时

间的面积图。

最慢组件列表——展示在该 trace

记录中，执行慢的组件的调用次数、

执行时间、组件的执行时间在事务

响应时间中所占的时间百分比。

展示该事务的各个方法的父子调用

关系、耗时。

耗时百分比为红色和黄色的方法是

耗时较长的地方，需要重点关注。

点击此处，查看调用该方法的

HTTP 请求。

点击此处，查看该方法的日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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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参数

（常用的HTTP 响应状态码，详见附录Ⅱ）

trace-SQL

点击 时，展示如下 8个指标——Apdex、

访问次数、吞吐量、响应时间-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时间百分比、不满意率。

jazz
举例说明，当用户请求5次，2次请求发生错误，3次请求的响应时间大于2秒，则：该事务的不满意率=(2+3)/5=100%。（错误请求，在计算Apdex和满意率、不满意率时，均作为不满意请求来考虑，这样符合用户的实际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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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单条事务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事务 > 单条事务

功能一——单条事务的拓扑图：

选中需要查看的单条事务，就会显示该单条事务的拓扑图。

点击”查看详情“，可以查看大图，以及吞吐量、响应时间、错误率、

Apdex 图的详细信息展示图。

点击该父事务（用 start 标识），在弹出框

的”总览“界面，会展示该父事务的响应时

间、吞吐量、错误率；在”JVMs“界面，

会展示该事务的应用服务器信息。

点击子事务（被调用的事务），在弹出框的”总

览“界面，会展示该被调用事务的响应时间、吞

吐量、错误率、每次事务调用次数（CPT）；在”

JVMs“界面，会展示该被调用事务的应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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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二——单条事务的其他图表：

在单条事务界面，除了该单条事务的拓扑图外，还有该事务的各个组件的执行时间图、该

事务的吞吐量图、Breakdown 列表以及 trace 表。

（”执行时间“、”响应时间“等相关概念的解释，请查看附录Ⅱ。）

点击”外部调用“节点，会展示该外部调用的URL、

吞吐量（Calls/min）、调用次数（Calls）、响应时间、

每次事务调用次数（CPT）。

点击”数据库“节点，会展示事务发出的 SQL名称、

响应时间、吞吐量（每分钟调用次数）、调用总次数、

每次事务调用次数（C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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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监控-SQL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SQL > SQL 首页

在 SQL 页面下，可以按照响应时间、吞吐量来对 SQL 语句进行排序。

该页面展示了 top5 的 SQL 响应时间图、“insert、select、delete、update”四类 SQL

语句的吞吐量和响应时间图、最慢 SQL 列表。

点击单条 SQL，可以查看

单条 SQL的详细信息。

点击单条最慢 SQL，可以查看Ai

抓取的慢 SQL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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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条最慢 SQL 中，都会记录该条最慢 SQL 的记录时间、平均执行时长、执行次数，并

且展示出详细 SQL 语句、执行计划和堆栈信息，把用户从查看 log 日志中解放出来，为

用户排查 SQL 错误提供有力的帮助。

SQL-单条 SQL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SQL > 单条 SQL

在单条 SQL 页面，展示该 SQL 的响应时间和吞吐量图、调用者时间占比图、事务列表、

最慢 SQL 列表：

响应时间和吞吐量图——以曲线图展示响应时间，以柱状图展示吞吐量，将这两个指标放

在同一张图中，可以帮助用户对这两个指标进行比对分析，也能更加直观看到该 SQL 语

句的响应时间和吞吐量变化情况。

调用者时间占比图——展示调用该条 SQL 的各个事务的执行时间，从而对各个事务调用

该条 SQL 的时间占比进行对比，方便用户确定监控的重点。

事务列表——展示调用该条 SQL 的事务的调用 SQL 次数、响应时间和吞吐量。

最慢 SQL 列表——展示该条 SQL 的最慢 SQL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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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监控-外部服务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外部服务 > 外部服务首页

外部服务，是指应用在运行时所调用的其他外部应用提供的服务。

在外部服务的首页，可以按照外部服务的响应时间和吞吐量图排序，同时展示了 top5 外

部服务的响应时间图、吞吐量图。

外部服务-单个外部服务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外部服务 > 单个外部服务

在单个外部服务页面，展示了该外部服务的响应时间和吞吐量图、调用者时间占比图、事

务列表：

响应时间和吞吐量图——展示该外部服务的响应时间和吞吐量变化情况。

点击单个外部服务，可以查看该外

部服务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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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者时间占比图——展示调用该外部服务的事务的执行时间。

事务列表——展示调用该条外部服务的事务的执行时间占比、响应时间和执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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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监控-后台任务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后台任务 > 后台任务首页

后台任务，是指应用在运行时不需要与用户交互的任务。它们通常在不打扰用户其它工作

的时候静默执行。

在后台任务首页，展示了 top5 后台任务的响应时间图、服务器的 CPU 使用率图、服务

器的内存使用情况图、后台任务的 trace 列表。

点击单个后台任务，可以查看该后

台任务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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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任务-单个后台任务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后台任务 > 单个后台任务

在单个后台任务页面，展示了该后台任务的执行时间图、吞吐量图、Breakdown 列表、

trace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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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监控-JVMs

JVMs-内存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JVMs > 内存

JVM（Java Virtual Machine），是指 Java 虚拟机。

在内存页面下，展示了 JVM的内存、垃圾收集、类加载的相关信息。

（关于 JVM内存的解释，详见附录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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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Ms-线程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JVMs > 线程

在线程页面，展示出 Java 虚拟机的线程数以及各个线程池的相关信息。

（关于 JVM线程的解释，详见附录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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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Ms-会话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监控 > JVMs > 会话

会话（Session）是指服务器与浏览器的建立的连接。

在会话页面，展示出 该应用在运行时建立的各个会话的相关信息。

（关于会话的解释，详见附录Ⅱ。）

每个容器，相当于一个应用服务，会有

好多 session，记录每一个容器的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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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应用程序-事件

2.2.1 事件-错误信息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事件 > 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是对应用程序返回出错以及抛出异常等异常状况的监控。

点击错误的请求地址，将会列出该错误的URL、第一次和

最后一次发生时间、错误发生次数、监测到错误的 agent

名称、错误信息和堆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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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事件-性能剖析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事件 > 性能剖析

Ai 的性能剖析可以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况下，监控和记录特定时间内执行的线程。

有了这项功能您可以：

 发现代码级别的性能瓶颈

 揭开应用程序堆栈的缺陷（虚拟机、应用服务器、集成中间件等）

 降低 CPU 使用率

 提高事务的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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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始一个性能剖析？

拖动滑动条

选择采用周期和采样频率，选择进行性能

分析的服务器，点击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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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应用程序-报表

2.3.1 报表-Web事务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报表 > Web事务

Web 事务报表，提供了 web 事务的比较信息，包括吞吐量、总执行时间、平均执行时间、

Apdex 值。用户可以用 24 小时内、48 小时~24 小时、上周同一天（24 小时）、7天内平均

值的数据进行对比。利用对比信息，可以分析出来哪些web 事务耗费的时间最长、请求数最

大、偏离正常值最多等信息。

默认报表对比：24小时与 48小时~24小时、

上周同一天（24小时）、7天内平均值。数据

也可按时间段筛选、重置。

更改默认显示，选中或清除该时间段的复选框

选项，然后选择应用。

恢复默认报表，点击重置。

可选择按不同的 agent 进行数据

筛选，生成报表。

点击“生成Excel”，报表会以excel

表格默认呈现所有事务数据。

Web事务可按吞吐量、总执行时间、

平均执行时间、Apdex 来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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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报表-SQL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报表 > SQL

从数据库角度分析应用程序的性能，提供过去 24 小时到过去 7天的数据值。显示事务的

比较信息，包括吞吐量（每分钟请求次数），总执行时间（数据库操作总耗时），平均执

行时间（数据库操作平均耗时）。

默认报表对比：24小时与 48小时~24 小时、

上周同一天（24小时）、7天内平均值。数据

也可按时间段筛选、重置。

更改默认显示，选中或清除该时间段的复选框

选项，然后选择应用。

恢复默认报表，点击重置。

可选择按不同的 agent 进行数

据筛选，生成报表。

点击下载报表，报表会以 excel

表格默认呈现所有事务数据。

sql 可按吞吐量、总执行时间、

平均执行时间来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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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应用程序-设置

2.4.1 设置-服务器环境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设置 > 服务器环境

展示了该应用的以下信息：

①Host/Agent 列表——展示该应用部署的Agent、版本号以及Agent 参数的配置情况。

②参数列表——展示了服务器的各种参数信息，包括操作系统、内核版本、Java 版本等。

③展示应用的包文件及其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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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设置-自定义事务

页面位置：应用程序 > 设置 > 自定义事务

自定义事务，允许用户将自己关心的重要业务定义为自定义事务，通过对用户指定的业务

入口的监听，就可以实现对该业务的实时监控。同时，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业务分析需要，

来设置业务的优先级、监听规则，从而对自己的业务更加了解。

自定义事务的设置方式：

❶选择某个需要自定义事务的应用，进入 应用程序>>设置>>自定义事务 下；

❷填写自定义事务的名称（如 user_xiaoming101）；

（注意：自定义事务名可以是数字、字母、特殊字符的任意组合，但不能是中文）

❸设置该自定义事务是否可用；

❹设置该自定义事务的优先级；

❺设置URL 请求的方法——GET 或 POST；

❻设置URL 的匹配规则；

❼设置HTTP 中的参数的匹配规则；

❽取消或保存该条自定义事务。

设置自定义事务后，可在”应用程序-事务“中查看该自定义事务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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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键事务
页面位置：关键事务 ＞关键事务首页

什么是关键事务？

在web 应用中，从业务的角度来看，有些web 事务比其它事务更重要，这些重要的事务

需要精确监控。这些事务包括应用中的关键事件（如登录操作或确认购买操作）或从性能

角度来看最重要的事务（如搜索或登录操作）。

关键事务能够允许用户密切监控关键性事务，并在运行异常时收到警告。

点击“添加”button，可以添加关键事务。

点击某一关键事务，可以查

看该关键事务的详细信息。

点击此处，可以修改关键事

务的名称、报警策略或删除

该关键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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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添加关键事务？

点击“添加”button，添加关键事务。
首先，选择一个应用程序。

然后，选择该应用程

序下的某一事务。
在 一栏中，输入自定义事务名称。在

一栏中，输入 apdexT 值。Ai 默认 apdexT

值为 0.5。最后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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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关键事务-总览
页面位置：关键事务 ＞ 单个关键事务 > 总览

在总览界面，展示了该事务中各个组件的响应时间图、该事务的 Apdex 图、吞吐量图、

trace 表和错误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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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键事务-拓扑
页面位置：关键事务 ＞ 单个关键事务 > 拓扑

选中”Enduser“时，右侧展示 Apdex 图、浏览器端各指标的平均响应时间图。

选中”WebTransaction“时，右侧展示 Apdex 图、事务各组件的平均响应时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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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键事务-性能剖析

页面位置：关键事务 ＞ 单个关键事务 > 性能剖析 > 首页

性能剖析能够为关键事务提供更多细节信息。启动性能剖析，Ai 就能够收集到你事务的

100 个事务足迹和一个线程监控。通过仔细研究事务足迹和线程分析，可以更好地确定在

关键性事务内部发生了什么。

点击此处，创建一个性能剖析。

点击此处，查看某次

剖析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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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性能剖析-总览

页面位置：关键事务 ＞ 单个关键事务 > 性能剖析 > 总览

显示了当前事务的名称、对应的应用程序

性能剖析开始时间、运行状态、采样次数。
列表中的耗时是每次采样到该事务

时，根据事务执行的耗时情况的排序。

①在 Trace 响应时间分布图中，根据采样的耗时情况进行分散排布。横坐标是

耗时时长，纵坐标是抓取到的次数。

②在响应时间和吞吐量图中，根据平均响应时间和吞吐量，分别绘制曲线图和

柱形图——左侧的纵坐标是响应时间，右侧的纵坐标是吞吐量。本处是以时

间段来显示，横坐标是将开始到结束分成 12个片段来进行显示。

③在App Server Breakdown中列出慢事务，可以点击查看具体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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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性能剖析-线程分析

页面位置：关键事务 ＞ 单个关键事务 > 性能剖析 > 线程分析

此处的百分比是根据在采样周期中，该行代码总计被采样到的次数与总采样次数的百分比。代

码后括号中的内容是该代码在事务中的行数。

在采样样本量足够的情况下，一般展开的非跟的

停到某个类的某个方法比如get 的方法，一般都是由于在进行密集计算，或者调用数据库但是数据

库长时间没有返回结果，或者数据库中有锁。如果是 cpu 慢，就会出现在这里；如果由于锁等原因，

就会出现在线程和锁的标签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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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键业务
页面位置：关键业务 > 首页

在关键业务列表，展示了用户添加的关键性业务，这些业务对用户的交易至关重要（如电

商平台的下单、支付业务）。

点击此处，查看某次

剖析的详细信息。

点击此处添加关键事务，方便

用户从业务角度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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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业务-单个关键业务
页面位置：关键业务 > 单个关键业务 > 业务拓扑

在业务拓扑页面，展示了关键业务的业务流程，即各个 URL 的调用关系；

在各个 URL 中，还展示出相应的响应时间和吞吐量图，方便用户根据业务逻辑查看相应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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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统设置

5.1 系统设置-账号管理
页面位置：系统设置 > 账号管理

点击添加，可增加用户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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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统设置-报警策略

5.2.1 报警策略-应用程序

页面位置：系统设置 > 报警策略 > 应用程序

此处可以设置应用的报警策略，当应用的性能指标出现异常时，Ai 会报警策略通知用户，

使用户能对应用的性能进行实时的监控。（根据Apdex 和错误率来设置报警阈值）

点击“创建应用报警策略”，

可增加报警策略。

填写应用报警策略名，点击“创建”，即可创建成功。

在此处设置报警策

略的报警阈值。

在此处，可以对报警策略进行编辑、

禁用（禁用后可以启用）或删除。

在此处设置使用该报警策略的应用。 在此处设置触发报警时通知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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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报警策略-关键事务

页面位置：系统设置 > 报警策略 > 关键事务

此处可以设置关键事务的报警策略，当关键事务的性能指标出现异常时，Ai 会通知用户，

使用户能对关键事务的性能进行实时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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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系统设置-报警记录

页面位置：系统设置 > 报警记录

此处展示了Ai 的报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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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Ai Agent 参数说明

oneapm.properties：

1. # 此文件用于配置OneAPM Agent.

2. # OneAPM 深度、低耗地监控您的 java 应用.

3. #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oneapm.com

4. #

5. # ============================LICENSE KEY

=============================

6. # 你必须指明你的 OneAPM 账户的 license_key 。

7. # 这个 license_key 会将你的 agent 数据绑定到你的账号下.

8. license_key = 这里请输入第二步生成的 License Key

9. # Agent 启用

10. # 使用这个参数来控制 agent 是否运行.

11. # 默认是 true

12. #agent_enabled = true

13. # 设定为 true 可以启用对 auto app naming 的支持.

14. # 会自动检测您的每一个 web app 的名字.

15. # 同时将不同 Agent 的数据对应到不同web app 中.

16. # 默认是 false.

17. enable_auto_app_naming = false

18. # 设定为 true 会基于您的组件名称为每个事务命名.

19. # 设定为 false 将使用一个 web 请求的 URI 作为事务的名字.

20. # 默认是 true.

21. enable_auto_transaction_naming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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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将你的应用程序的用一个你喜欢的名字在OneAPM 中显示.

23. # 如果 enable_auto_app_naming 设定为 false ,agent 将发送所有数据给这个应用

程序。

24. # 否则,agent 只报告非WEB 的事务给这个应用程序。

25. # 要将报告数据发送给多个应用程序，请使用";"将程序名分隔开。

26. # 例如，将数据发送给"My Application" 和 "My Application 2" 就使用如下的方式:

27. # app_name: My Application;My Application 2

28. # 此参数为必设参数。

29. app_name = MyApplication

30. # Agent 将会使用自带的日志文件进行日志记录,从而区别于您应用自身的日志.

31. # 这个设置是动态的，更改它并不需要您重启应用.

32. # 在此指定您日志的级别

33. # log 的级别: off, severe, warning, info, fine, finer, finest

34. # 默认是 info.

35. log_level = off

36. # 将所有进出 OneAPM 数据记录为纯文本格式

37. # 这项设置是动态的，更改它您不需要重启应用

38. # 默认为 false

39. audit_mode = false

40. # The number of log files to use.

41. # Default is 1.

42. #log_file_count = 1

43. # 写入 log 文件的最大字节数.

44. # 默认是 0 (不限制).

45. #log_limit_in_kbytes = 0

46. # log 文件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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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 默认名: oneapm.log.

48. #log_file_name = oneapm.log

49. # log 文件目录.

50. # 默认地址为 oneapm.jar 的父目录.

51. #log_file_path = application server path/OneAPM/logs

52. # agent 默认用 https 方式与 OneAPM 联系

53. # 如果您希望用 http 方式与 OneAPM 联系，

54. # 通过将值赋为 false 来关闭 SSL

55. # 这个动作所在线程与运行您应用代码的线程相异，

56. # 所以不会导致响应时间的变化。

57. # 默认为 true

58. ssl = false

59. # 服务器地址设置

60. host = localhost

61. port = 8080

62. # 设置代理连接 OneAPM 服务器.

63. #

64. # 如果代理被使用, 那么主机设置就是必须的.

65. # 其它设置是可选的。

66. # 默认端口是 8080.

67. # 设置用户名和密码以对代理进行认证

68. #

69. # proxy_host = hostname

70. # proxy_port = 8080

71. # proxy_user = username

72. # proxy_password =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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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激活时）向事务追踪器和错误收集器报告是否能捕捉HTTP 参数。

74. # 当值为 true 时，框架不捕捉HTTP 数据.

75. # 默认为 false.

76. capture_params = true

77. # 告知事务追踪器和错误收集器有选择的放弃收集某些特殊 http 参数

78. ignored_params = credit_card, ssn, password

79. # ApdexT 用来表示事务执行时间的阈值，以秒为单位.

80. # 换句话说，当事务执行时间超过阈值时，

81. # 捕捉当前的堆叠踪迹（stack trace），并传送到OneAPM.

82. # 这对定位长时间执行的事务很有帮助.

83. # 默认为 0.5 秒.

84. apdex_t = 0.5

85. # 默认为 true

86. match_interface_enabled = true

87. # 默认为 false

88. match_annotation_enabled = false

89. # Transaction tracer captures deep information about slow

90. # transactions and sends this to the OneAPM service once a

91. # minute. Included in the transaction is the exact call sequence of

92. # the transactions including any SQL statements issued.

93. # 事务追踪器默认开启

94. # 赋值为 false 来关闭

95. # 默认为 true.

96. transaction_tracer.enabled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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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 阀值用来确定是否纪录特定事务的详细踪迹。

98. # 当控制器的运行时间超过这个阀值，

99. # 事件将会被纪录，并传到 OneAPM.

100.# 赋值为任何浮点数都可以，

101.# 或者（默认）"apdex_f", 然后使用 Apdex 级别中的 "不满意的情况" 作为阀值。

102.# 它是 apdex_t 值的 4倍。

103.# 默认为 apdex_f.

104.transaction_tracer.transaction_threshold = apdex_f

105.# 当事务追踪器开启时，可以有选择地纪录 SQL 语句。

106.# 追踪器有三种模式：

107.# "off" 不记录 SQL

108.# "raw" 按原模式纪录 SQL

109.# "obfuscated" 不纪录数字和字符串

110.# 默认为 obfuscated.

111.transaction_tracer.record_sql = obfuscated

112.# 混淆只在特定 SQL 中出现的数字和字符串

113.# 只有当"record_sql" 的值为"raw"时，设置有效。

114.#obfuscated_sql_fields = credit_card, ssn, password

115.# 值赋为 true 来将 SQL 语句录入日志，而不是单单纪录。

116.# 使用 record_sql 模式可以将 SQL 录入日志。

117.# 默认为 false.

118.transaction_tracer.log_sql = false

119.# 设置阀值收集一次 sql 调用中的 stack trace（堆栈信息），以秒为单位。

120.# 当 SQL 语句超过阀值时，

121.# 当前 stack trace 将被纪录，并发送到OneAPM.

122.# 这对筛选出用时过长的 SQL 语句有所帮助。

123.# D 默认是 0.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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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transaction_tracer.stack_trace_threshold = 0.5

125.# 决定 agent 是否捕捉运行缓慢的 SQL 语句。

126.# 目前只支持 MySQL 和 PostgreSQL .

127.# 默认为 true.

128.transaction_tracer.explain_enabled = true

129.# 当低于阀值时，不会纪录。

130.# 只在‘explain_enabled’为 true 时有效.

131.# 默认为 0.5 秒。

132.transaction_tracer.explain_threshold = 0.5

133.# 用这个设置来管理追踪事件的多样性。

134.# 设置数值越高，trace 返回的数量越多。

135.# 当设置为“0”时，只返回最慢的一个 trace。

136.# 默认为 20.

137.transaction_tracer.top_n = 20

138.slow_sql.enabled = false

139.# 错误收集器捕捉错误信息，并发送给OneAPM.

140.# 错误收集器默认开启，赋值为 false 来关闭。

141.# 默认为 true.

142.error_collector.enabled = true

143.ignore_status_codes = 404

144.# 过滤特定的类名作为错误信息被报告到OneAPM.

145.# 用逗号分隔多个赋值内容。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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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ignore_errors:

148.# 过滤特定的状态码作为错误信息被报告到OneAPM.

149.# 用逗号分隔多个赋值内容。

150.# 默认为 404

151.# ignore_status_codes = 404

152.# 当调用其他 OneAPM Agent 监控的应用时

153.# Cross Application Tracing 使用 Apache HttpClient 来添加请求和回应的标识，

154.# 以提供更好的性能数据。

155.#

156.# 赋值为 true 来开启多应用追踪。

157.# 默认为 true.

158.cross_application_tracer.enabled = true

159.# 线程分析器

160.# 分析时钟时间（ wall clock time ），CPU 时间和在应用线程中调用记数的方法。

161.# 赋值为 false 以关闭线程分析器.

162.# 默认为 true.

163.thread_profiler.enabled = true

164.#运行环境编码，默认为 utf-8

165.environment.encoding=utf-8

166.#==========================Browser Monitoring

============================

167.# OneAPM Real User Monitoring 告诉你真实用户在你网站中的体验。

168.# 通过在您的网页代码头尾标签中嵌入 JavaScript 脚本，

169.# 我们能够纪录用户浏览器下载和加载您网站的时间，

170.# 从而达到监控用户体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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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Agent 默认自动在 JSP 中插入 API 指令，

172.# 以在网页中插入 JavaScript 语句。

173.# 赋值为 false 可以关闭这个动作。

174.browser_monitoring.auto_instrument = false

175.# 赋值为 false 可以关闭监控 Javascript 语句的插入。

176.# 默认为 true.

177.browser_monitoring.enabled = false

178.#赋值为 false 可以关闭在页面中 Javascript 语句的插入。

179.#默认为 false

180.bw.transform.enabl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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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术语解释

⒈事务中的几个概念

以如下事务调用关系为例：

事务A -> 外部服务

-> 数据库

-> 事务 B

-> 外部服务

-> 数据库

CPM，即 Calls Per Minute（Calls/min），就是我们熟知的吞吐量。

CPT，每次事务的调用次数（将 A的单次请求作为一次事务，那么其他节点在单次事务中

的请求次数就称为 CPT）。

响应时间，是指在单次事务中，从发出该事务的请求到该事务完成所用的时间（以 A为

例，A事务的响应时间，包括这些部分——A向数据库发出查询请求时在网络上的耗时、

数据库执行时间、数据库向 A回传响应时在网络上的耗时、A向 B事务发出调用请求时

在网络上的耗时、B事务的执行时间、B向 A回传响应时在网络上的耗时、A向外部服务

器发出请求时在网络上的耗时、数外部服务执行时间、外部服务向A回传响应时在网络

上的耗时）。

执行时间，是指从系统接收请求、处理请求、向请求者回传响应这个过程的耗时。以数据

库为例，从数据库服务器接收到传来的查询请求开始，到处理该请求并准备返回响应数据

的过程的耗时，就是该数据库的执行时间。

执行时间占比，是指在单次事务中(以 A为基准)，各个节点执行时间占A的总响应时间比

例，具体公式为：

A的执行时间占比= ( Resp_A - Resp_External - Resp_B - Resp_DB_A ) / Resp_A

B 的执行时间占比= ( Resp_B - Resp_External - Resp_DB _B ) * CPT_B / Resp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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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常见HTTP 状态码

常见状态码 含义

200 OK 服务器成功处理了请求。（最常见）

301/302 Moved Permanently（重定向） 请求的URL已移走。Response包含一个 Location

URL， 说明资源现在所处的位置。

304 Not Modified（未修改） 客户的缓存资源是最新的， 要客户端使用缓存。

404 Not Found 未找到资源。

501 Internal Server Error 服务器遇到一个错误，使其无法对请求提供服务。

3.Java内存
Java 的内存通常分为堆内存和非堆内存，堆内存由 Java 对象使用，非堆内存则用于存

放 JNI、Java 线程对象等非 Java 数据。示意图如下所示：

堆内存结构如下所示：

⒋垃圾收集（Garbage collection）
JVM Generational Collecting(分代)原理是这样的：把对象分为年青代(Young)、年老代

(Tenured)、持久代(Perm)，对不同生命周期的对象使用不同的算法。(基于对对象生命周

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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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为 Java 堆中的各代分布。

1. Young（年轻代）

年轻代分三个区。一个 Eden 区，两个 Survivor 区。大部分对象在 Eden 区中生成。

幸存者 0 区（Survivor 0 space）和幸存者 1 区（Survivor1 space）：当伊甸园的空

间用完时，程序又需要创建对象；此时 JVM 的垃圾回收器将对伊甸园区进行垃圾回收，

将伊甸园区中的不再被其他对象所引用的对象进行销毁工作。同时将伊甸园中的还有其他

对象引用的对象移动到幸存者 0 区。幸存者 0 区就是用于存放伊甸园垃圾回收时所幸存

下来的 JAVA 对象。当将伊甸园中的还有其他对象引用的对象移动到幸存者 0 区时，如

果幸存者 0 区也没有空间来存放这些对象时，JVM 的垃圾回收器将对幸存者 0 区进行

垃圾回收处理，将幸存者 0 区中不在有其他对象引用的 JAVA 对象进行销毁，将幸存者

0 区中还有其他对象引用的对象移动到幸存者 1 区。幸存者 1 区的作用就是用于存放

幸存者 0 区垃圾回收处理所幸存下来的 JAVA 对象。

2. Tenured（年老代）

年老代存放从年轻代存活的对象。一般来说年老代存放的都是生命期较长的对象。

3. Perm（持久代）

用于存放静态文件，如今 Java 类、方法等。持久代对垃圾回收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有些

应用可能动态生成或者调用一些 class，例如 Hibernate 等， 在这种时候需要设置一个

比较大的持久代空间来存放这些运行过程中新增的类。持久代大小通过

-XX:MaxPermSize=进行设置。

举个例子：当在程序中生成对象时，正常对象会在年轻代中分配空间，如果是过大的对象

也可能会直接在年老代生成（据观测在运行某程序时候每次会生成一个十兆的 空间用收

发消息，这部分内存就会直接在年老代分配）。年轻代在空间被分配完的时候就会发起内

存回收，大部分内存会被回收，一部分幸存的内存会被拷贝至 Survivor 的 from 区，

经过多次回收以后如果 from区内存也分配完毕，就会也发生内存回收然后将剩余的对象

拷贝至 to 区。等到 to 区也满的时 候，就会再次发生内存回收然后把幸存的对象拷贝至

年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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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们说的 JVM 内存回收总是在指堆内存回收，确实只有堆中的内容是动态申请分配

的，所以以上对象的年轻代和年老代都是指的 JVM 的 Heap 空间，而持久代则是之前

提到的 Method Area，不属于 Heap。

⒌Class count
Java 的运行时架构图如下：

JVM 主要包括两个子系统和两个组件。两个子系统分别是 Class loader 子系统和

Execution engine(执行引擎) 子系统；两个组件分别是 Runtime data area (运行时数

据区域)组件和 Native interface(本地接口)组件。

Class loader 子系统的作用：根据给定的全限定名类名(如 java.lang.Object)来装载

class 文件的内容到 Runtime data area 中的 method area(方法区域)。Java 程序员

可以 extends java.lang.ClassLoader 类来写自己的 Class loader。 Execution

engine 子系统的作用：执行 classes 中的指令。任何 JVM specification 实现(JDK)的

核心都是 Execution engine，不同的 JDK 例如 Sun 的 JDK 和 IBM 的 JDK 不同主

要就取决于他们各自实现的 Execution engine 的不同。

Native interface 组件：与 native libraries 交互，是其它编程语言交互的接口。当调用

native 方法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并且不再受虚拟机限制的世界，所以也很容易

出现 JVM 无法控制的 native heap OutOfMemory。

Runtime Data Area 组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 JVM 的内存了。它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⑴Heap (堆)：一个 Java 虚拟实例中只存在一个堆空间。

⑵Method Area(方法区域)：被装载的 class 的信息存储在 Method area 的内存中。

当虚拟机装载某个类型时，它使用类装载器定位相应的 class 文件，然后读入这个 class

文件内容并把它传输到虚拟机中。

⑶Java Stack(java 的栈)：虚拟机只会直接对 Java stack 执行两种操作：以帧为单位的

压栈或出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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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Program Counter(程序计数器)：每一个线程都有它自己的 PC 寄存器，也是该线程

启动时创建的。PC 寄存器的内容总是指向下一条将被执行指令的饿地址，这里的地址可

以是一个本地指针，也可以是在方法区中相对应于该方法起始指令的偏移量。

⑸Native method stack(本地方法栈)：保存 native 方法进入区域的地址。

6.线程

线程，是程序运行的基本执行单元。当操作系统(不包括单线程的操作系统，如微软早期

的DOS)在执行一个程序时，会在系统中建立一个进程，而在这个进程中，必须至少建立

一个线程（这个线程被称为主线程）来作为这个程序运行的入口点。因此，在操作系统中

运行的任何程序都至少有一个主线程。

进程和线程是现代操作系统中两个必不可少的运行模型。在操作系统中可以有多个进程，

这些进程包括系统进程（由操作系统内部建立的进程）和用户进程（由用户程序建立的进

程）；一个进程中可以有一个或多个线程。进程和进程之间不共享内存，也就是说系统中

的进程是在各自独立的内存空间中运行的。而一个进程中的线可以共享系统分派给这个进

程的内存空间。

线程不仅可以共享进程的内存，而且还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存空间，这段内存空间也叫

做线程栈，是在建立线程时由系统分配的，主要用来保存线程内部所使用的数据，如线程

执行函数中所定义的变量。

在操作系统将进程分成多个线程后，这些线程可以在操作系统的管理下并发执行，从而大

大提高了程序的运行效率。

7.会话

会话（Session）的定义根据场景而有所不同：在web 应用的用户看来，他打开浏览器访

问一个电子商务网站，登录、并完成购物直到关闭浏览器，这是一个会话；而在web 应

用的开发者开来，用户登录时，需要创建一个数据结构以存储用户的登录信息，这个结构

也是一个会话。

会话，是用于解决HTTP 协议自身无状态的方式之一，通过记录状态并将状态数据保存

在服务端以实现。会话的典型应用场景，是用户登录某网站之后，将其登录信息放入会话，

在以后的每次请求中，查询相应的登录信息以确保该用户合法；还有购物车等等经典场景。

8.99%、95%图

99%线：某段时间内，大概有 99%的请求，其响应时间都小于该值。

95%线：某段时间内，大概有 95%的请求，其响应时间都小于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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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线：某段时间内，所有事务的总响应时间与事务数目的商。

功能说明：

用户发出一个请求，可以看作相对独立事件。我们收集一段时间内的用户请求数据，将其

作为所有用户发出若干请求的事件的样本。通过对这个样本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预估应

用系统对所有用户请求作出响应的性能。

99%值的作用：根据样本估算，约有 99%的用户请求的响应时间都小于该值。该值就可

以作为用户响应时间的阈值。如果该值小于用户可容忍的响应时长，就可以认为 99%用

户能够容忍该应用的响应性能；如果该值小于用户满意的响应时长，就可以认为——99%

的用户都很满意该应用的响应性能。

95%值的作用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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