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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

应用性能监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09:39

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快速使用应用性能监控。

登录 腾讯云官网。如果没有账号，请参见 账号注册。

1. 进入 应用性能监控控制台  > 资源管理。

2. 在资源管理页中选择对应的地域，单击新建，按照提示填写业务名称，选择存储时长（存储时长越长，计费越高）。选择完后，勾选相关协议并单击确定。

3. 创建完后，单击操作列中的开启计费即可。

1. 在应用列表管理页单击接入应用。

2. 在接入指南页选择接入语言、接入方式和上报方式，单击下一步。

步骤1：登录注册

步骤2：创建业务系统

步骤3：接入应用

https://cloud.tencent.com/logi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78/1798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a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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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页面指引完成应用接入，单击完成即可完成应用接入。

在应用性能监控中可查看服务概览、数据库调用情况、接口调用情况和调用链路等监控数据。详情请参见 应用列表 。

说明：

应用性能监控支持多语言接入，不同语言接入方式不同，详情请参见 接入指南 。

步骤4：查看系统性能监控数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apm/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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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性能监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5 16:21:35

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快速使用前端性能监控。

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前端性能监控 > 应用管理 > 业务系统。

3. 在业务系统管理页单击创建业务系统，在弹框中填写业务名称并勾选相关协议即可。

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前端性能监控 > 数据总览。

3. 在数据总览页单击应用接入，根据下列表格配置应用信息。

4. 配置完后单击下一步，参见下列说明选择一种方式安装 SDK 。

ii. 在接入指引页面中复制提供的代码初始化 SDK。

步骤1：创建业务系统

步骤2：接入应用

 配置项  说明

 应用名称  自定义应用名称，方便您在前端监控平台辨识该应用。

 应用描述  填写应用描述 ，如应用用途、应用简介等，方便用户了解该应用。

 应用类型  支持 Web 、小程序（微信、QQ）、Hippy、Weex 、 React Native、Flutter、Cocos 应用类型接入。

 应用仓库地址

（可选）
 填写您的应用仓库地址，可不填写。

数据上报域名

填 * 表示不对上报域名进行校验；

*.aa.com 匹配任意 aa.com 域名；

支持正则表达式，以 / 开头, 以 / 结尾，如 /^.*/。

 所属业务系统
该功能用于分类管理您接入的应用，您可以根据研发团队、业务逻辑、应用类别等进行应用分类管理。若您没有可用团队，您可以

单击右侧的创建链接，填写完信息后，单击确认即创建成功。

npm 方式安装 SDK（所有应用类型均可使用该方式接入）。下列 Web 应用为例说明如何通过 npm 方式接入 SDK。 

 i. 在接入指引页面中复制提供的首行命令，引入 npm 包。

<script> 标签引入方式接入 SDK（仅支持 Web 接入类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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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接入成功且有一定的数据上报后，您可以前往 前端性能监控控制台  查看异常分析和页面性能、页面访问等监控数据。

 i. 在接入指引页面复制提供的 <script>  标签 代码。 

ii. 把<script> 标签引入类型下的代码引入到 <head></head>  标签中即可。

说明

按照上述步骤接入后即可使用数据总览、页面性能、异常分析、页面访问（PV、UV）、API 监控和静态资源功能。如需使用日志查询、离线日志、

自定义测速和自定义事件，需参考接入指引上报数据。

步骤3：查看监控数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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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拨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5 18:06:45

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快速使用云拨测功能。

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云拨测 > 任务列表。

3. 在任务列表页，单击任务列表页面上方的新建任务。

4. 进入新建任务页面，根据提示选择拨测类型、任务类型、填写拨测地址、拨测名称，并选择拨测类型和拨测点，填写完后单击创建任务即可。

1. 进入多维分析页面。

2. 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筛选拨测域名、拨测类型、时间跨度等信息即可查看拨测任务关键指标数据，还可以查看单个拨测任务详情。

步骤1：新建任务

说明

如需了解更多新建任务配置信息，请参见 新建自定义拨测  或 新建快速拨测任务 。

步骤2：多维分析拨测性能数据

说明

如需了解更多多维分析能力，请参见 多维分析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8725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8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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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压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6 09:31:55

本文介绍如何使用 PTS 脚本模式，通过 JavaScript 脚本快速发起压测，帮您掌握 PTS 的基本用法。

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云压测 > 项目列表.

3. 在项目列表页单击新建项目 。

4. 填写项目名、描述和标签。完成后单击保存。

1. 进入创建测试场景页，选择脚本模式。

功能介绍

压测场景 描述

脚本模式 使用我们的 JS 代码示例作为脚本的基础，或从头开始。支持 HTTP、Websocket、gRPC 等协议。

简单模式 使用我们的交互式 UI ，组合不同的用户请求。

JMeter 通过使用原生的 JMeter JMX 文件进行压测。

脚本导入 HAR 等 API 导入自动生成测试场景。

流量录制 录制浏览器流量，自动生成测试场景。

操作步骤

步骤1: 创建 PTS 项目

步骤2：创建测试场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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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排测试场景，完成以下设置，然后单击保存并运行。新创建的测试场景默认可直接运行。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12 共38页

功能模块说明如下表所示：

功能模块 描述

场景名字 更新场景名字，方便后续识别场景用途。

施压配置 当前支持压力模型为：并发压力模式(虚拟用户模式)、RPS 压力模式。

并发模式配置内容

并发压力模式(虚拟用户模式)：并发指虚拟并发用户数。从业务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同时在线的用户数。

RPS 压力模式：每秒请求数量，用于衡量服务端的吞吐量。免去并发数到 RPS 的繁琐转换，来帮忙用户更好的摸底业务性能瓶

颈。

最大并发数：可以理解为被压服务同时在线的用户数。

递增步数：并发压力递增的阶段数量。

递增时长：压力递增持续时间。

压测总时长：压测持续时间。

压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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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保存并运行后，PTS 将拉起压测引擎进行测试。控制台将跳转至施压报告界面。

压测报告生成后，您可以单击导航栏测试场景名称，可查看、下载历史报表。在错误详情列表，您还可单击查看请求采样，查看错误请求采样信息。

RPS 模式配置内容

单压测资源默认提供 500并发，以及对应的底层资源；

若 CPU、内存或出入带宽达到上限，可适当增加压测资源，提高分配给任务的 CPU、内存和出入带宽；

压测资源数增加会带来计费的增加，计费并发 = 压测资源数 * 500。

网络类型：通用网络支持公网访问；腾讯云 VPC 私有网络支持私网访问。

流量分布：选择不同地域施压流量占比。

最大 RPS：压测 RPS 上限，用来摸底业务系统的目标吞吐量。PTS 会根据最大 RPS 为压测任务分配合理的施压资源。

起始 RPS：压测起始 RPS，用户可以在压测过程中手工调整发压 RPS，并观察报表指标变化。

压测总时长：一次压测的总时长。

压测资源：PTS 会根据用户设置的最大 RPS，合理分配压测资源池。如果您的请求响应较慢，您可以通过适当扩大压测资源池，

来确保达到目标吞吐量。

流量分布：将压测总流量以一定的百分比，分布于多个地域，以模拟真实场景中，来自不同地域的用户带来的流量。

场景编排

提供脚本常用模板示例。

支持语法高亮、智能提示、函数引用、代码格式化等。

JS 编排区域内右键查看更多功能。更多常用的 JS 语法，代码示例请参见 脚本模式压测 。

步骤3：查看压测报告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8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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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etheus 监控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09:39

Prometheus 监控服务在继承开源 Prometheus 监控能力的同时 ，还提供高可用的 Prometheus 托管服务及与开源可视化的 Grafana。为您减少用户的

开发及运维成本。

创建腾讯云容器服务 托管版集群 。

1. 登录  Prometheus 监控服务控制台 。

2. 单击新建，进入新建购买页，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购买对应的实例，详情请参见 创建实例 。

1. 在 Prometheus 实例列表中，单击新建的 实例 ID/名称 。

2. 进入 Prometheus 管理中心，在左侧列表中单击集成容器服务。

3. 在集群监控页面进行下列操作。

为了方便用户接入，Prometheus 监控服务对常用的 开发 / 中间件 / 大数据 进行了集成，用户只需根据指引即可对相应的组件进行监控，同时提供了开箱即用

的 Grafana 监控大盘。 

功能介绍

说明

对于已创建腾讯云 容器服务 TKE  的用户，您可以在  Prometheus 监控服务控制台  创建 Prometheus 实例并安装 Prometheus 监控插件对其进

行监控，同时 Prometheus 监控服务集成 Grafana 及预定义 Dashboard 来查看不同维度的性能指标数据。

前提条件

步骤1：创建 Prometheus 实例

步骤2：集成容器服务

关联集群：将集群和 Prometheus 实例关联，参见指引 关联集群 。

数据采集配置：支持通过控制台新增或 Yaml 文件配置两种方式，配置新的数据采集规则来监控您的业务数据，参见指引 数据采集配置 。

精简基础监控指标：选择需要上报的指标，避免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参见指引 精简基础监控指标  。

步骤3：接入服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32189#TemplateCreation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prometheu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16/559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prometheu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18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18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57/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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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etheus 监控服务提供了开箱即用的 Grafana ，同时也集成了丰富的 Kubernetes 基础监控的 Dashboard，以及常用服务监控的 Dashboard，用

户可以开箱即用。

1. 在 Prometheus 实例  列表，找到对应的 Prometheus 实例，单击实例 ID 右侧 图标，打开您的专属 Grafana，输入账号密码，即可进行 Grafana 

可视化大屏操作区。

2. 进入 Grafana，单击 图表，展开监控面板。 

步骤4：Grafana 查看监控数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prometh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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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对应的监控图表名称即可查看监控数据。

说明

如需了解 Grafana 更多操作说明，请参见 Grafana 官网使用手册 。

https://grafana.com/docs/grafana/latest/getting-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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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fana 服务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16: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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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可观测平台为您提供高可用 Grafana 托管服务，减少您搭建运维 Grafana 的成本。包括安装、升级、安装插件、安装面板、配置数据源等。

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控制台，选择 Grafana 服务。

2. 单击新建，根据页面提示配置信息，详情参见 新建 Grafana 实例 。

3. 配置完后，单击立即购买即可。

1. 在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Grafana 服务  中，找到对应的实例，单击操作区中的管理。

2. 进入 Grafana 管理页，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配置。

3. 在 Grafana 配置页左上方单击编辑，根据提示修改配置文件。

4. 修改完后，单击确定即可。

1. 在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Grafana 服务  中，找到对应的实例，单击实例 ID 右侧  。

2. 进入 Grafana，输入 Grafana 登录账号和密码。即可进行 Grafana 可视化大屏操作区。

3. 单击 ，进入监控面板列表页。

4. 在监控面板列表页单击对应的监控图表名称，即可查看监控数据。

功能介绍

操作步骤 

步骤1：创建 Grafana

步骤2：配置 Grafana

步骤3：登录  Grafana  查看监控数据

说明

如需了解 Grafana 更多操作说明，请参见 Grafana 官网使用手册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grafana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437/6219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grafana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grafana
https://grafana.com/docs/grafana/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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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管理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09:40

本文主要介绍告警管理模块的功能和操作流程。

告警功能提供对监控指标的告警功能。在某些监控指标改变时，可以创建告警来及时通知您采取措施。告警在一定周期内监控某些特定指标，并根据给定的阈值，

每隔若干个时间段通过多种方式（微信、短信等）发送告警通知。

为了防止云服务器的监控指标达到一定值后，影响您系统的正常运行。您可以对这些监控指标设定告警规则促使告警系统自动检查监控数据，并在监控数据满足条

件时，发送告警通知给管理员。帮助您第一时间了解业务异常，并迅速解决。

1. 登录 访问管理控制台 。

2. 选择用户列表 > 新建用户，进入新建子用户页面。

3. 选择自定义创建 > 仅用于接收消息。

4. 填写用户信息后，单击完成即可。

1. 登录 访问管理控制台 。

2. 选择用户组 > 新建用户组，进入新建用户组页面。

3. 输入用户组名，单击下一步。

4. 关联策略可不选择，选择下一步 > 完成，即可创建用户组。

5. 在用户组列表中，找到上述步骤创建的用户组，在其右侧操作栏中，单击添加用户 > 勾选对应的用户。

6. 完成后，单击确定即可。

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2. 选择告警管理 > 告警策略，进入告警策略配置页面。

3. 单击新建，配置告警策略。

4. 完成以上设置后， 单击完成即可。

功能介绍

应用场景

操作步骤

创建告警

步骤1：创建告警联系人

说明

 更多用户管理操作步骤请参见 用户管理 。

步骤2：创建告警联系组

说明

更多用户组操作步骤，请参见 新建用户组 。

云产品等基础资源监控与自定义监控的子账号权限独立。子账号默认没有权限查询其他子账号信息，需开通相关权限查询。

若子账号需要在云产品等基础资源监控下查看用户组权限，需主账号登录 访问管理控制台  授权子账号 "QcloudMonitorFullAccess" 权限（若

仅开通此权限，云服务资源监控和自定义监控的告警接收对象不同步）。

若子账号需要在自定义监控下查看用户组权限，需要主账号在 访问管理模块  授权子账号 "QcloudCamReadOnlyAccess" 权限。

步骤3：创建告警策略:

配置基础选项：策略名称、备注、监控类型、策略类型、策略所属项目。

选择告警对象。

设置触发条件范围。

设置告警渠道。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5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4985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polic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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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监控概览，进入监控概览页即可查看告警。

说明

查看更多告警设置，请参见 创建告警策略 。

查看告警

说明

如需了解更多监控概览信息，请参见 查看告警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03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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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Dashboar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09:40

本文为您介绍如何快速创建 Dashboard。

Dashboard 提供自定义监控面板的服务，用户可以跨产品跨实例地自定义基础指标进行盯屏展示，将同一个业务或集群下的资源集中展示。

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Dashboard > Dashboard 列表，进入 Dashboard 列表页。

在 Dashboard 列表页单击左上角的新建 Dashboard，进入新建 Dashboard 页面。

1. 在新建 Dashboard 页面的面板中单击新建图表创建监控图表。

2. 在图表下方编辑指标信息和图表右侧定义图表名，编辑完后单击右上角的保存即可。详情请参见新建图表相关文档 新建指标 。 

功能介绍

准备工作

步骤1：创建 Dashboard

步骤2：创建监控图表

步骤3：查看监控图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6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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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图表创建后，您可以在 Dashboard 管理页查看您创建的监控图表。 

  

说明

如需了解更多 Dashboard 设置，请参见 Dashboard  操作指南。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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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总线

开通事件总线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11:53:25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事件通过 访问管理 （Cloud Access Management，CAM）来实现权限管理。CAM 是腾讯云提供的权限及访问管理服务，主要用于帮

助客户安全管理腾讯云账户下的资源的访问权限。用户可以通过 CAM 创建、管理和销毁用户（组），并使用身份管理和策略管理控制其他用户使用腾讯云资源的

权限。使用事件 EventBridge 前，您需在产品页开通该服务。本文介绍如何开通及使用事件 EventBridge。

首次执行下列步骤后将会出现 CAM 授权页提示。

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控制台。

2. 进入事件集页面，根据控制台提示完成服务开通和角色创建（此操作必须主账号完成）。

3. （可选）登录 CAM 控制台  为子账号授权。

4. 服务角色创建完成后，即可使用事件相关功能，完成后续资源创建。

主账号第一次使用事件服务时，根据 CAM 要求，您需要开通事件服务角色 EB_QCSRole，并授权服务角色相关权限来调用其它服务。

进入角色管理页面，根据提示完成授权即可：

1. 主账号登录 CAM 控制台 ，选择对应子账号，选择关联策略。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步骤一：进入事件页面

步骤二： 开通事件服务

步骤三：子账号授权

注意

子账号使用前，主账户需要在 CAM 角色管理控制台  先确认是否已经成功创建 EB_QCSRole ，如果没有，请按照 主账号授权  授权操作完成授权，否

则子用户无法正常使用 EB 控制台和通过 EB 调用其他云上资源。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e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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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策略表中关联策略 > 新建自定义策略。 

3. 选择按策略语法创建 > 空白模板，自定义名称后，在策略内容中输入下列语法内容：

{

    "version": "2.0",

    "statement": [

        {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5 共38页

4. 完成后，将该自定义策略和预设策略 QcloudEBFullAccess  绑定给子账户，子账户即可正常使用服务。

            "effect": "allow",

            "action": [

                "apigw:DescribeServicesStatus",

                "apigw:DescribeApi",

                "apigw:DescribeService",

                "apigw:CreateService",

                "cam:ListGroups",

                "cam:DescribeSubAccountContacts",

                "cam:GetRole",

                "cam:GetGroup",

                "scf:ListNamespaces",

                "scf:ListFunctions",

                "scf:ListVersionByFunction",

                "scf:ListAliases",

                "scf:CreateFunction",

                "scf:GetFunction",

                "tdmq:CreateSubscription",

                "tdmq:ResetMsgSubOffsetByTimestamp",

                "tdmq:DescribeClusters",

                "tdmq:DescribeEnvironments",

                "tdmq:DescribeTopics",

                "tdmq:DescribeSubscriptions",

                "ckafka:DescribeInstanceAttributes",

                "ckafka:DescribeInstances",

                "ckafka:DescribeTopic",

                "ckafka:DescribeRoute",

                "ckafka:DescribeTopicAttributes",

                "cls:DescribeTopics",

                "cls:DescribeLogsets",

                "cls:SearchLog",

                "cls:DescribeLogsets",

                "cls:DescribeTopics",

                "monitor:GetMonitorData",

                "monitor:DescribeAlarmNotices",

                "cam:CreateRole",

                "cloudaudit:*",

                "dts:DescribeSubscribes",

                "es:DescribeInstances",

                "tag:DescribeTagKeys",

                "tag:DescribeTagValues"

            ],

            "resourc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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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投递自定义事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09:40

除了官方云服务产生的云产品事件与云审计事件外，您自己的应用程序产生的事件只能发布到自定义事件集。您可以在 创建自定义事件集  后通过 配置事件连接

器  对自定义事件进行投递。您也可以使用 API/SDK 投递您的自定义事件。本文为您展示如何使用事件连接器进行自定义事件投递。

1. 登录 事件总线控制台 ，单击新建事件集。 

2. 填写事件集名称与事件集描述：  

3. 单击确定后完成创建。

1. 在事件集页单击自定义事件集名称，进入事件集详情页。

场景简介

说明

 除了使用事件连接器外，您也可以通过调用 API 对自定义事件进行投递。具体请参见 API 文档 。

自定义事件投递步骤

步骤1. 创建自定义事件集

步骤2. 创建事件连接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9/560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9/5608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e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9/6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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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事件集详情页，单击事件连接器栏中的添加。

3. 以 Ckafka 事件连接器为例，根据页面提示填写相关信息： 

其中连接器类型选择消息队列 (Kafka)连接器，其余配置项按照提示填写，单击确定完成创建。其他类型的连接器配置方法，请参见 事件连接器 。

4. 单击确定。配置完成后，事件连接器将可以从 CKafka 拉取消息，并用消息内容生成一个事件投递到事件集中。以一条内容为 “Hello from Ckafka 

again!” 的消息为例，连接器将会生成以下事件：

有关事件格式的详细解释，请参见 事件结构 。

        

     "specversion":"1.0"        

     "id":"13a3f42d-7258-4ada-da6d-******3b4662"

     "type":"connector:kafka"    

     "source":"ckafka.cloud.tencent"    

     "subjuect": "qcs::ckafka:ap-guangzhou:uin/1250000000:ckafkaId/uin/1250000000/ckafka-123456"      

     "time":"1615430559146"    

     "region":"ap-guangzhou"        

     "data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data":              

          "topic":"test-topic"          

          "Partition":1          

          "offset":37          

          "msgKey":"test"          

          "msgBody":"Hello from Ckafka again!"      

        

{

,

,

,

,

,

,

,

,

{

,

,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9/560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9/5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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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左侧导航栏中的事件规则。

2. 在“事件规则”顶部选框，选择之前创建的事件集，并单击新建事件规则。

3. 根据页面提示填写相关信息：

该事件模式的含义是，接收所有来自 Ckafka 连接器的消息。事件模式的具体编写方法，请参见 事件模式 。

4. 单击下一步后配置事件目标，可选的事件目标包括 SCF 云函数 、 日志服务 CLS 、 消息推送  及 Ckafka 。此处以云函数为例，事件内容将以参数的形式传

递给云函数：

注意

目前只支持云上 Ckafka 实例投递，请确认您的 Ckafka 实例没有配置用户名密码等信息，否则连接器可能无法成功获取消息。

步骤3. 创建事件规则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9/560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9/587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9/625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9/625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9/7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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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 test 函数的功能是打印接收到的事件，您可以根据实际业务场景编写您的函数。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平台提供的模板函数快速将事件投递到 Ckafka 或

下游的 SaaS 服务。具体可参见 SCF 目标投递 。

发送一条消息至 target-topic 后，可在对应云函数日志页看到如下信息：

步骤4. 测试事件

START RequestId:79e6d53e-7a98-11ec-8f0d-******4284e2

Received event: 

  "data": 

    "Partition": 1

    "msgBody": "Hello from Ckafka again!"

    "msgKey": "test"

    "offset": 37

    "topic": "target-topic"

  

  "data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id": "13a3f42d-7258-4ada-da6d-******3b4662"

  "region": "ap-guangzhou"

  "source": "ckafka.cloud.tencent"

  "specversion": "0"

  "status": ""

  "subject": "qcs::ckafka:ap-guangzhou:uin/1250000000:ckafkaId/uin/1250000000/ckafka-123456"

  "tags": null

  "time": 1615430559146

  "type": "connector:kafka"

{

{

,

,

,

,

},

,

,

,

,

,

,

,

,

,

}

步骤5. 追踪历史投递事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9/58791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0 共38页

事件总线为用户提供了事件追踪能力，开启 事件追踪  后，在事件集的事件查询页可以查看事件投递记录。 

事件追踪方式若选择“默认投递”，将仅能查询匹配成功但投递到下游失败的事件。若需查询全部事件，请在“事件集-事件追踪”中将投递类型设置为全部日

志，并勾选“同时上报规则匹配失败日志”。如下图所示：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359/7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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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配置事件告警推送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3 16:55:46

开启腾讯云可观测平台-事件服务后，将为您自动在广州地域创建默认云服务事件集，所有已接入事件告警的产品所产生的告警事件（监控事件及审计事件）将自

动投递至此。您可以通过配置事件规则、投递目标等方式，完成告警链路的配置。

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事件 。

2. 选择事件集所在地域。

3. 单击云服务事件集 default，进入云服务事件集 default 详情页，查看目前已经接入云服务事件集的云服务事件。

4. 在事件连接器中可以查看目前所有支持告警事件推送的云服务：

单击详情后可以看到目前支持的所有告警事件类型：

以云服务器产生的 ping 不可达事件为例，投递到云服务事件集的标准事件格式如下： 

操作场景

操作步骤

步骤1：查看事件列表

示例

    "specversion":"1.0"

    "id":"13a3f42d-7258-4ada-da6d-023a333b4662"

    "source":"${ProductName}.cloud.tencent"

    "type":"cvm:ErrorEvent:ping_unreachable"

    "subject":"${CAM 产品六段式}"

{

,

,

,

,

,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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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入事件规则页面，选择对应的事件集后，在事件集下创建事件规则，完成需要配置告警推送的事件筛选。

    "time": 1615430559146

    "region":"ap-guangzhou"

    "resource":

        "qcs::eb:ap-guangzhou:uid1250000000:eventbusid/eventruleid"

    

    "data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tags":

        "key1":"value1"

        "key2":"value2"

     

    "status":"1"

    "data":

        "appId":"1250000011"

        "instanceId":"ins-xxxxxxx"

        "projectId":"11"

        "dimensions":

            "ip":"127.0.0.1"

            

        "additionalMsg":

            "IP":"something unnormal"

            

    

,

,

[

],

,

{

,

},

,

{

,

,

,

{

},

{

}

}

}

字段说明

字段 描述 字符串类型

specversion 事件结构体版本（cloudevents 遵循版本，目前仅支持1.0）。 String

id PUT Event 返回的 ID 信息。 String

type
PUT Event 输入的事件类型。云服务告警事件标准格式为 ${ProductName}:ErrorEvent:${EventType} ，

用 “:” 分割类型字段。
String

source 事件来源（云服务事件必传此参数，为 subjuect 的缩写 ）。云服务默认为 xxx.cloud.tencent 。 String

subject 事件来源详情可自定义，云服务默认使用 QCS 描述，例如 qcs::dts:ap-guangzhou:appid/uin:xxx 。 String

time 发生事件的时间，0时区毫秒时间戳，例如1615430559146。
Timestam

p

datacontenttyp

e
数据类型申明。 String

region 地域信息。 String

status 告警事件状态，分为 “1（异常 error）/0（恢复 recovered）/- （无状态 stateless）”三类。 String

tags 资源标签。 String

data PUT Event 输入的事件详情，由各个业务方自定义。 String

步骤2：配置告警事件规则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33 共38页

2. 以 CVM 告警配置为例，您可以选择指定的事件告警类型，也可以选择全部告警事件，详细事件匹配规则请参见 事件模式 。

3. 若要将告警范围限定至某一具体实例，您可以单击编辑匹配规则，在事件模式中加入 subject 字段。

事件告警场景下，您可以通过配置消息推送投递目标完成告警接收。

消息推送：通过配置消息推送，将您的告警事件推送至指定的消息接收渠道，完成用户及时触达。

配置完成后，即可在腾讯云可观测平台-事件，完成告警事件的查看与推送配置。

步骤3： 配置推送目标

注意

使用限制：短信消息限制 500 字，电话限制 350 字。如果您的实例名等字段过长，可能导致消息因长度超限而发送失败，建议您同时配置多个渠

道。

跨境进行接口回调可能存在因网络不稳定导致回调失败的情况，请您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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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端链路打通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1:38:15

前端性能监控可联动腾讯云应用性能监控实现前后端一体化监控。本文将为您介绍如何进行前后端链路打通，实现调用链路追踪，前后端异常联动排查。

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2. 在左侧菜单栏中单击前端性能监控 > 数据总览。

3. 在数据总览页中单击应用接入，根据下列表格配置创建应用信息。

4. 配置完后单击下一步，进入应用接入页面。根据页面提示接入 RUM SDK，并初始化 SDK。

1. 在 资源管理页面  新建业务系统。

说明

目前仅支持前后端均使用 Skywalking 协议的上报方式。

步骤1：接入 RUM SDK

说明

详细接入步骤可参见 应用接入 。

步骤2：后端使用 Skywalking 方式接入 AP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apm/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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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 探针部署  页面，选择对应的业务系统，选择对应的语言和 Skywalking 方式接入应用。

3. 单击下一步：数据接入，根据探针部署步骤接入应用。

使用 Nginx 有下列三个作用：

说明

目前支持 Skywalking 协议 Java 、Go、PHP 应用接入方式，详细请参见 接入指南 。

步骤3：通过业务域名下的 Nginx 配置开启 Skywalking 上报接口转发

解决上报接口跨域问题。

请求头中加入 token 以方便上报接口校验。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apm/acces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8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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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Nginx 配置信息，Skywalking sdk 上报接口是 “/v3/segments”

在前端页面引入 Skywalking SDK 。

引入示例如下：

在 资源管理页面  查看是否有数据上报量，若有数据上报则表示上报成功。 

转发请求到应用性能监控（APM）的服务中。

location /v3/segments 

    proxy_set_header authentication BaFdLUhcs*********YhY

    add_header Access-Control-Allow-Headers 'sw8'

    proxy_pass https://ap-guangzhou.apm.tencentcs.com:12800/v3/segments

{

;

;

;

}

说明

Authentication 为步骤二中在应用性能监控控制台获取的 token。加入 header ‘sw8’ 是因为 Skywalking SDK 会注入 sw8 header 到请求

头中，导致请求跨域，因此加入响应头以解决跨域的问题。

步骤4：前端引入 Skywalking SDK

ClientMonitor.register

    collector: 'https://xxx.yy.com', // 上报域名，前面配置跨域的

    service: 'service-name',

    pagePath: location.href,

    serviceVersion: 'v1.0.0',

    useFmp: true,

    autoTracePerf: true,

    traceSDKInternal: true,

    enableSPA: true,

    traceTimeInterval: 2000,

    noTraceOrigins: /aegis.qq.com/  // 需要屏蔽上报的接口

({

[ ]

});

步骤5：验证 APM 和 RUM 是否上报正常

验证 APM 是否上报正常

验证 RUM 是否上报正常

https://github.com/apache/skywalking-client-j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apm/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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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页面性能  查看是否有数据显示，若有数据上报则表示上报成功。

当接口发生请求，产生历史日志时，您在 历史日志  可以选择字段选择 Trace，若该日志有 TraceID ，可左键单击 TraceID。在弹框中单击自定义跳转配置，

绑定 APM 业务系统。

绑定后，单击相关链接即可调整到 APM 链路详情页。

实现调用链路追踪，排查后端异常原因。

步骤6：使用方法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rum/web/performanc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rum/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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