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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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582页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云产品监控指标

产品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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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582页

【版权声明】

©2013-2023 腾讯云版权所有

本文档（含所有文字、数据、图片等内容）完整的著作权归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单独所有，未经腾讯

云事先明确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修改、使用、抄袭、传播本文档全部或部分内容。前述行为

构成对腾讯云著作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律责任。

【商标声明】

及其它腾讯云服务相关的商标均为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本文档涉及的第三方主体

的商标，依法由权利人所有。未经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书面许可，任何主体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前述商标进行使用、

复制、修改、传播、抄录等行为，否则将构成对腾讯云及有关权利人商标权的侵犯，腾讯云将依法采取措施追究法

律责任。

【服务声明】

本文档意在向您介绍腾讯云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的当时的相关概况，部分产品、服务的内容可能不时有所调整。

您所购买的腾讯云产品、服务的种类、服务标准等应由您与腾讯云之间的商业合同约定，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否

则，腾讯云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承诺或保证。

【联系我们】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售前购买咨询服务，及相应的技术售后服务，任何问题请联系 4009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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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582页

文档目录

云产品监控指标

概述

云服务器监控指标

云硬盘监控指标

云数据库

云数据库 SQL Server 监控指标

云数据库 MySQL 监控指标

云数据库 Redis

CKV 版监控指标

内存版监控指标（5秒）

云数据库 MongoDB 监控指标

云数据库 PostgreSQL 监控指标

云数据库 TDSQL-C MySQL 监控指标

云数据库 TcaplusDB 监控指标

云数据库 MariaDB 监控指标

节点

实例

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 版监控指标

节点

实例

分片

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 版监控指标（旧）

云数据库 TBase 监控指标

数据库一体机 TData 监控指标

云数据库独享集群监控指标

TDSQL-C PostgreSQL 版监控指标

云函数监控指标

消息队列 Ckafka

主题监控指标

实例监控指标

消费分组监控指标

消息队列 TDMQ

CMQ

Pulsar 版本

RocketMQ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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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582页

私有网络

NAT 网关监控指标

VPN 网关监控指标

VPN 通道监控指标

专线网关监控指标

云联网监控指标

对等连接监控指标

带宽包监控指标

弹性公网 IP 监控指标

Anycast 弹性公网 IP 监控指标

网络探测监控指标

负载均衡

公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内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对象存储监控指标

内容分发式网络 CDN

省份

国内域名

国外域名

文件存储监控指标

黑石物理服务器

黑石物理服务器1.0监控指标

黑石弹性公网 IP（EIP）监控指标

黑石对等连接监控指标

黑石内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黑石外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边缘计算机器

存储监控指标

计算和网络监控指标

负载均衡四层协议监控指标

弹性 MapReduce

弹性 MapReduce（HDFS）

弹性 MapReduce（HBASE）

弹性 MapReduce（HIVE）

弹性 MapReduce（NODE）

弹性 MapReduce（PRESTO）

弹性 MapReduce（SPARK）

弹性 MapReduce（Y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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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共582页

弹性 MapReduce（ZOOKEEPER）

弹性 MapReduce（Impala）

弹性 MapReduce（Ranger）

弹性 MapReduce（Trino）

弹性 MapReduce（PrestoSQL）

弹性 MapReduce（Doris）

弹性 MapReduce（Alluxio）

弹性 MapReduce（Clickhouse ）

弹性 MapReduce（Cosranger）

弹性 MapReduce（Kylin）

弹性 MapReduce（Spark）

弹性 MapReduce（KYUUBI）

弹性 MapReduce（LIVY）

弹性 MapReduce（OOZIE）

弹性 MapReduce（STORM）

弹性 MapReduce（ZEPPELIN）

专线接入

专用通道监控指标

物理专线监控指标

容器服务

Pod

工作负载

集群

集群组件

节点

容器

PVC

全球应用加速

全球应用加速源站健康状态监控指标

全球应用加速通道(GAAP)监控指标

API 网关监控指标

Elasticsearch 监控指标

Web 应用防火墙监控指标

游戏服务器伸缩监控指标

实例

服务器舰队

游戏服务器队列

云开发 CloudBase 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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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共582页

云数据仓库 ClickHouse

全站加速网络 ECDN

轻量应用服务器监控指标

日志服务监控指标

微服务平台 TSF 监控指标

数据万象监控指标

云 HDFS 监控指标

云联网监控指标

云直播监控指标

流计算 Oceanus 监控指标

数据传输服务监控指标

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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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共582页

云产品监控指标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23 11:18:10

当您需要调用  GetMonitorData  和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时，可通过 云产品监控指标  获取相关指标

的 Namespace、MetricName、Dimensions 和 Perio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10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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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器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1 14:28:59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CVM

监控指标

CPU 监控

GPU 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说明 单位

CPUUsage CPU  利用率 机器运行期间实时占用的 CPU 百分比 %

CpuLoadavg CPU  一分钟平均负载
1分钟内正在使用和等待使用 CPU  的平均

任务数（Windows 机器无此指标）
-

Cpuloadavg5m CPU  五分钟平均负载
5分钟内正在使用和等待使用 CPU  的平均

任务数（Windows 机器无此指标）
-

Cpuloadavg15m CPU  十五分钟平均负载
15分钟内正在使用和等待使用 CPU  的平均

任务数（Windows 机器无此指标）
-

BaseCpuUsage 基础  CPU 使用率

基础 CPU  使用率通过宿主机采集上报，无

须安装监控组件即可查看数据，子机高负载

情况下仍可持续采集上报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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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说明 单位

GpuMemTotal GPU 内存总量 GPU 内存总量 MB

GpuMemUsage GPU 内存使用率 GPU 内存使用率 %

GpuMemUsed GPU 内存使用量 评估负载对显存占用 MB

GpuPowDraw GPU 功耗使用量 GPU 功耗使用量 W

GpuPowLimit GPU 功耗总量 GPU 功耗总量 W

GpuPowUsage GPU 功耗使用率 GPU 功耗使用率 %

GpuTemp GPU 温度 评估 GPU 散热状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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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监控

GpuUtil GPU 使用率
评估负载所消耗的计算能力，非空闲状态百

分比
%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说明 单位

LanOuttraffic 内网出带宽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Mbp

LanIntraffic 内网入带宽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入流量 Mbp

LanOutpkg 内网出包量 内网网卡网卡的平均每秒出包量 个/s

LanInpkg 内网入包量 内网网卡网卡的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s

WanOuttraffic 外网出带宽 外网平均每秒出流量速率，最小粒度数据为 M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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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秒总流量/10秒计算得出，该数据为 

EIP+CLB+CVM 的外网出/入带宽总和

WanIntraffic 外网入带宽

外网平均每秒入流量速率，最小粒度数据为

10秒总流量/10秒计算得出，该数据为 

EIP+CLB+CVM 的外网出/入带宽总和

Mbp

WanOutpkg 外网出包量 外网网卡网卡的平均每秒出包量 个/s

WanInpkg 外网入包量 外网网卡网卡的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s

AccOuttraffic 外网出流量 外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MB

TcpCurrEstab TCP  连接数
处于 ESTABLISHED 状态的 TCP 连接

数量
个

TimeOffset 子机 utc 时间和 ntp 时

间差值

子机 utc 时间和 ntp 时间差值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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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监控

磁盘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说明 单位

MemUsed 内存使用量

用户实际使用的内存量，不包括缓冲区与系

统缓存占用的内存，总内存  - 可用内存

（包括 buffers 与 cached）得到内存使

用量数值，不包含 buffers和 cached

MB

MemUsage 内存利用率

用户实际内存使用率，不包括缓冲区与系统

缓存占用的内存，除去缓存、buffer  和剩

余，用户实际使用内存与总内存之比

%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说明
单

位

CvmDiskUsage 磁盘利用率
磁盘已使用容量占总容量的百分比(所有磁

盘)
%

说明

1. 安装 云服务器监控组件 Agent  才能获取基础指标数据（CPU、内存等）和告警时间（为客户云服务器

的本地时间）。若客户云服务器本地时间非东八区时间，将导致该云服务器的监控数据的时间为非东八

区的子机本地时间。

2. 安装监控组件两种方式：

3.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

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用户可通过购买机器时勾选云监控按钮自动安装监控组件。

通过 安装云服务器监控组件  手动安装监控组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2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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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云服务器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VM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云服务器的具体 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nstanceId 云服务器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nstanceId 云服务器实例的具体 ID

输入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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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10:13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BLOCK_STORAGE

监控指标

说明

如需拉取磁盘利用率指标监控数据请参见 云服务器监控指标-磁盘监控 。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说明 单位

DiskReadTraffic 硬盘读流量 硬盘每秒读流量 KB

DiskWriteTraffic 硬盘写流量 硬盘每秒写流量 KB

DiskReadIops 硬盘读 IOPS 硬盘每秒的读次数 次

DiskWriteIops 硬盘写 IOPS 硬盘每秒的写次数 次

DiskAwait 硬盘 IO 等待时间 硬盘 IO 等待时间 m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843#.E7.A3.81.E7.9B.98.E7.9B.91.E6.8E.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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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云硬盘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BLOCK_STORAG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disk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云硬盘 ID

DiskSvctm 硬盘 IO 服务时间 硬盘 IO 服务时间 ms

DiskUtil 硬盘 IO 繁忙比率 硬盘IO 繁忙比率 %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diskId 云硬盘 ID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diskId 云硬盘的具体 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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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云数据库 SQL Server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11:17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SQLSERVER

监控指标

常见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Cpu CPU 利用率 实例 CPU 消耗的百分比

Transactions 事务数 平均每秒的事务数

Connections 连接数 平均每秒用户连接数据库的个数

Requests 请求数 每秒请求次数

Logins 登录次数 每秒登录次数

Logouts 登出次数 每秒登出次数

Storage 已用存储空间 实例数据库文件和日志文件占用的空间总和

InFlow 输入流量 所有连接输入包大小总和

OutFlow 输出流量 所有连接输出包大小总和

Iops 磁盘 IOPS 每秒磁盘读写次数

DiskReads 读取磁盘次数 每秒读取磁盘次数

DiskWrites 写入磁盘次数 每秒写入磁盘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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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优化指标

ServerMemory 内存占用 实际内存消耗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SlowQueries 慢查询 运行时间超过1秒的查询数量

BlockedProcesses 阻塞数 当前阻塞数量

LockRequests 锁请求次数 平均每秒锁请求的次数

UserErrors 用户错误数 平均每秒错误数

SqlCompilations SQL 编译数 平均每秒 SQL 编译次数

SqlRecompilations SQL 重编译数 平均每秒 SQL 重编译次数

FullScans
每秒钟 SQL 做全表扫

描数目
每秒不受限制的完全扫描数

BufferCacheHitRati

o
缓冲区缓存命中率 数据缓存（内存）命中率

LatchWaits 闩锁等待数量 每秒闩锁等待数量

LockWaits 平均锁等待延迟 每个导致等待的锁请求的平均等待时间

NetworkIoWaits IO 延迟时间 平均网络 IO 延迟时间

PlanCacheHitRatio 执行缓存缓存命中率 每个 SQL 有一个执行计划，执行计划的命中率

FreeStorage 硬盘剩余容量 硬盘剩余容量百分比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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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云数据库 SQL Server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SQL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resour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为实例的资源 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resourceId 实例资源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resourceId 实例具体的资源 ID

输入实例的具体 re

dh0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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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MySQL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5 10:02:03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CDB

监控指标

资源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BytesReceived 内网入流量 每秒接收的字节数 字节/秒

Inst

Inst

填）

BytesSent 内网出流量 每秒发送的字节数 字节/秒

Inst

Inst

填）

Capacity 磁盘占用空间

包括 MySQL 数据目录和  

binlog、relaylog、

undolog、errorlog、

slowlog 日志空间

MB

Inst

Inst

填）

CpuUseRate CPU 利用率
允许闲时超用，CPU 利用率

可能大于100%
%

Inst

Inst

填）

IOPS IOPS 每秒的输入输出量(或读写次

数)

次/秒 Inst

Inst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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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监控（普通）- MyISAM

MemoryUse 内存占用
允许闲时超用，实际内存占用

可能大于购买规格
MB

Inst

Inst

填）

MemoryUseRate 内存利用率
允许闲时超用，内存利用率可

能大于100%
%

Inst

Inst

填）

RealCapacity 数据使用空间

仅包括 MySQL 数据目录，

不含  binlog、relaylog、

undolog、errorlog、

slowlog 日志空间

MB

Inst

Inst

填）

VolumeRate 磁盘利用率 磁盘使用空间/实例购买空间 %

Inst

Inst

填）

IopsUseRate IOPS 利用率 磁盘 IOPS 利用率 %

Inst

Inst

填）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KeyCacheHitRate myisam 缓存命中率 myisam 引擎的缓存命中

率

% Insta

Insta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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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共582页

引擎监控（普通）- InnoDB

KeyCacheUseRate myisam 缓存使用率
myisam 引擎的缓存使用

率
%

Insta

Insta

填）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InnodbCacheHitRat

e
innodb 缓存命中率 Innodb 引擎的缓存命中率 %

Insta

Insta

填）

InnodbCacheUseRa

te
innodb 缓存使用率 Innodb 引擎的缓存使用率 %

Insta

Insta

填）

InnodbNumOpenFile

s

当前 InnoDB 打开表的

数量

Innodb 引擎当前打开表的

数量
个

Insta

Insta

填）

InnodbOsFileReads innodb 读磁盘数量
Innodb 引擎每秒读磁盘文

件的次数
次/秒

Insta

Insta

填）

InnodbOsFileWrites innodb 写磁盘数量
Innodb 引擎每秒写磁盘文

件的次数
次/秒

Insta

Insta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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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监控（普通）- 连接

InnodbOsFsyncs innodbfsync 数量 Innodb 引擎每秒调用 

fsync 函数次数

次/秒 Insta

Insta

填）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ConnectionUseRate 连接数利用率 当前打开连接数/最大连接数 %

Insta

Insta

填）

MaxConnections 最大连接数 最大连接数 个

Insta

Insta

填）

Qps 每秒执行操作数

数据库每秒执行的 SQL 数

（含  insert、select、

update、delete、

replace），QPS 指标主要

体现 TencentDB 实例的实

际处理能力

次/秒

Insa

Insta

填）

ThreadsConnected 当前连接数 当前打开的连接的数量 个

Insta

Insta

填）

Tps 每秒执行事务数
数据库每秒传输的事务处理

个数
个/秒

Insta

Insta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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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监控（普通）- 访问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ComDelete 删除数 每秒删除数 次/秒

Ins

Ins

填）

ComInsert 插入数 每秒插入数 次/秒

Ins

Ins

填）

ComReplace 覆盖数 每秒覆盖数 次/秒

Ins

Ins

填）

ComUpdate 更新数 每秒更新数 次/秒

Ins

Ins

填）

Queries 总访问量
所有执行的 SQL 语句，包括 

set，show 等
次/秒

Ins

Ins

填）

QueryRate 访问量占比 每秒执行操作数 QPS/推荐每

秒操作数

% Ins

Ins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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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监控（普通）- 表

引擎监控（扩展）- Tmp

SelectCount 查询数 每秒查询数 次/秒

Ins

Ins

填）

SelectScan 全表扫描数 执行全表搜索查询的数量 次/秒

Ins

Ins

填）

SlowQueries 慢查询数

查询时间超过 

long_query_time 秒的查询

的个数

个

Ins

Ins

填）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CreatedTmpTables 内存临时表数量 创建临时表的数量 个/秒

Ins

Ins

填

TableLocksWaited 等待表锁次数 不能立即获得的表的锁的次数 次/秒

Ins

Ins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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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监控（扩展）- Key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CreatedTmpDiskTab

les
磁盘临时表数量 每秒创建磁盘临时表的次数 次/秒

Ins

Ins

填

CreatedTmpFiles 临时文件数量 每秒创建临时文件的次数 次/秒

Ins

Ins

填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KeyBlocksUnused 键缓存内未使用的块数量
myisam 引擎未使用键缓存

块的个数
个

Ins

Ins

填

KeyBlocksUsed 键缓存内使用的块数量
myisam 引擎已使用键缓存

块的个数
个

Ins

Ins

填

KeyReadRequests 键缓存读取数据块次数
myisam 引擎每秒读取键缓

存块的次数
次/秒

Ins

Ins

填

KeyReads 硬盘读取数据块次数 myisam 引擎每秒读取硬盘

数据块的次数

次/秒 Ins

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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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监控（扩展）- InnoDB Row

填

KeyWriteRequests 数据块写入键缓冲次数
myisam 引擎每秒写键缓存

块的次数
次/秒

Ins

Ins

填

KeyWrites 数据块写入磁盘次数
myisam 引擎每秒写硬盘数

据块的次数
次/秒

Ins

Ins

填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InnodbRowLockTime

Avg

InnoDB 平均获取行锁

时间（毫秒）

Innodb 引擎行锁定的平均时

长
ms

Ins

Ins

填

InnodbRowLockWaits InnoDB 等待行锁次数
Innodb 引擎每秒等待行锁定

的次数
次/秒

Ins

Ins

填

InnodbRowsDeleted InnoDB 行删除量 Innodb 引擎每秒删除的行数 行/秒

Ins

Ins

填

InnodbRowsInserted InnoDB 行插入量 Innodb 引擎每秒插入的行数 行/秒 Ins

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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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监控（扩展）- InnoDB Data

填

InnodbRowsRead InnoDB 行读取量 Innodb 引擎每秒读取的行数 行/秒

Ins

Ins

填

InnodbRowsUpdated InnoDB 行更新量 Innodb 引擎每秒更新的行数 行/秒

Ins

Ins

填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

InnodbDataRead InnoDB 读取量
Innodb 引擎每秒已经完成读

取数据的字节数
字节/秒

In

In

填

InnodbDataReads InnoDB 总读取量
Innodb 引擎每秒已经完成读

取数据的次数
次/秒

In

In

填

InnodbDataWrites InnoDB 总写入量
Innodb 引擎每秒已经完成写

数据的次数
次/秒

In

In

填

InnodbDataWritten InnoDB 写入量 Innodb 引擎每秒已经完成写

数据的字节数

字节/秒 In

In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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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监控（扩展）- Handler

引擎监控（扩展）- Buff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

HandlerCommit 内部提交数 每秒事务提交的次数 次/秒

In

In

填

HandlerReadRndNe

xt
读下一行请求数 每秒读取下一行的请求次数 次/秒

In

In

填

HandlerRollback 内部回滚数 每秒事务被回滚的次数 次/秒

In

In

填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InnodbBufferPoolPagesFre

e
InnoDB 空页数 Innodb 引擎内存空页个数 个

InnodbBufferPoolPagesTot

al

InnoDB 总页数 Innodb 引擎占用内存总页

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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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监控（扩展）- 其他

引擎监控（扩展）- 连接

InnodbBufferPoolReadReq

uests
innodb 缓冲池预读页次数

Innodb 引擎每秒已经完成

的逻辑读请求次数
次/秒

InnodbBufferPoolReads innodb 磁盘读页次数
Innodb 引擎每秒已经完成

的物理读请求次数
次/秒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LogCapacity 日志使用量 引擎使用日志的数量 MB

OpenFiles 打开文件数 引擎打开的文件的数量 个/秒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ThreadsCreated 已创建的线程数 创建用来处理连接的线程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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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监控（扩展）- 访问

数据库代理（Proxy）

ThreadsRunning 运行的线程数 激活的（非睡眠状态）线程数 个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ComCommit 提交数 每秒提交次数 次/秒

ComRollback 回滚数 每秒回滚次数 次/秒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ProxyCpuUseRate CPU 利用率 % InstanceId、Instance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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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监控（备机）

ProxyCurrentConnectio

ns

当前连接数 个 InstanceId、InstanceType

ProxyMemoryUseRate 内存利用率 % InstanceId、InstanceType

ProxyQueries 请求数 个 InstanceId、InstanceType

ProxyRouteMaster 写请求数 个 InstanceId、InstanceType

ProxyRouteSlave 读请求数 个 InstanceId、InstanceType

ProxyMemoryUse 内存占用 MB InstanceId、InstanceType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MasterSlaveSyncDista

nce

主从延迟距离 主从 binlog 差距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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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SecondsBehindMaster 主从延迟时间 主从延迟时间 秒

SlaveIoRunning IO 线程状态 IO 线程运行状态
状态值（0-Yes，1-

No，2-Connecting）

SlaveSqlRunning SQL 线程状态 SQL 线程运行状态
状态值（0-Yes，1-

No）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nstanceId 数据库的实例 ID 名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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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云数据库（MySQL）产品监控数据，入参说明如下：

&Namespace=QCE/CD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数据库的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nstanceTyp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数据库实例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nstanceId 数据库的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InstanceType（选

填）
数据库实例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InstanceType（选

填）

数据库实例类型，默认取值为1，详细取值如

取值为1：表示拉取实例主机的监控数据

取值为2：表示拉取实例从机的监控数据

节点和双节点）

取值为3：表示拉取只读实例的监控数据

（InstanceId 需入参为只读实例 ID，否

取值为1）

取值为4：表示拉取实例第二从机（仅金融

第二从机）的监控数据

说明

 InstanceType 说明：

假设 InstanceId 入参值为主实例的 ID，仅 InstanceType 支持拉取主机（取值为1）、从机（取值

为2）、只读实例（取值为3）、第二从机（取值为4）的监控数据。

假设 InstanceId 入参值为主实例的 ID，InstanceType 入参为 2 （从机），且该主实例是三节点

（一主两从）。由于拉取从机监控数据仅支持单节点和双节点，会导致缺少一个监控节点数据。

若需要拉取只读实例监控数据，InstanceId 需入参为只读实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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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Redis

CKV 版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14:38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REDIS

监控指标

指标中文名 指标英文名 指标采集方式（Linux下含义） 指标统计方式

总请求 Qps 1分钟内命令总数除以60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

5分钟内求平均值

连接数量
Connectio

ns
1分钟内连接数总和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

5分钟内求和

CPU使用率 CpuUs
CPU处于非空闲状态的百分比，取

/proc/stat 数据计算得出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

5分钟内求平均值

入流量 InFlow 1分钟内入流量总和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

5分钟内求和

Key总个数 Keys 1分钟内key数量的最大值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

5分钟内求最大值

出流量 OutFlow 1分钟内出流量总和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

5分钟内求和

读请求 StatGet

1分钟内 get、hget、hgetall、

hmget、mget、getbit、

getrange 命令请求数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

5分钟内求和

写请求 StatSet

1分钟内 set、hset、hmset、

hsetnx、lset、mset、msetnx、

setbit、setex、setrange、setnx 

命令请求数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

5分钟内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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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云数据库 Redis 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QCE/REDI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redis_u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为实例的 uuid 

内存使用量 Storage 1分钟内已使用容量的最大值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

5分钟内求最大值

内存使用率 StorageUs 1分钟内已使用容量的百分比最大值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

5分钟内求最大值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redis_uuid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redis_uuid 实例具体 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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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版监控指标（5秒）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5 17:22:01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REDIS_MEM

监控指标

Redis 实例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CpuUtil CPU 使用率 平均 CPU 使用率

CpuMaxUtil
节点最大 CPU 使用

率
实例中节点（分片或者副本）最大 CPU 使用率

MemUsed 内存使用量 实际使用内存容量，包含数据和缓存部分

MemUtil 内存使用率 实际使用内存和申请总内存之比

MemMaxUtil 节点最大内存使用率 实例中节点（分片或者副本）最大内存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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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 Key 总个数 实例存储的总 Key 个数（一级 Key）

Expired Key 过期数
时间窗内被淘汰的 Key 个数，对应 info 命令输出的 

expired_keys

Evicted Key 驱逐数
时间窗内被驱逐的 Key 个数，对应 info 命令输出的 

evicted_keys

Connections 连接数量 连接到实例的 TCP 连接数量

ConnectionsUti

l
连接使用率 实际 TCP 连接数量和最大连接数比

InFlow 入流量 内网入流量

InBandwidthUti

l
入流量使用率 内网入流量实际使用和最大流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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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owLimit 入流量限流触发 入流量触发限流的次数

OutFlow 出流量 内网出流量

OutBandwidth

Util
出流量使用率 内网出流量实际使用和最大流量比

OutFlowLimit 出流量限流触发 出流量触发限流的次数

LatencyAvg 平均执行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执行时延平均值

LatencyMax 最大执行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执行时延最大值

LatencyRead 读平均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读命令平均执行时延

LatencyWrite 写平均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写命令平均执行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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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ncyOther 其他命令平均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读写命令之外的命令平均

执行时延

Commands 总请求 QPS，命令执行次数

CmdRead 读请求 每秒读命令执行次数

CmdWrite 写请求 每秒写命令执行次数

CmdOther 其他请求 每秒读写命令之外的命令执行次数

CmdBigValue 大 Value 请求 每秒请求命令大小超过32KB的执行次数

CmdKeyCount Key 请求数 命令访问的 Key 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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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延指标（command 维度）

CmdMget Mget 请求数 Mget 命令执行次数

CmdSlow 慢查询
执行时延大于 slowlog - log - slower - than 配

置的命令次数

CmdHits 读请求命中
读请求 Key 存在的个数，对应 info 命令输出的 

keyspace_hits 指标

CmdMiss 读请求Miss
读请求 Key 不存在的个数，对应 info 命令输出的 

keyspace_misses 指标

CmdErr 执行错误
命令执行错误的次数，例如，命令不存在、参数错误等

情况

CmdHitsRatio 读请求命中率
Key 命中 / (Key 命中 + KeyMiss)，该指标可以反

应 Cache Miss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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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xy 节点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

QpsCommand 命令每秒执行次数 命令每秒执行次数 %

LatencyAvgComman

d
执行时延平均值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执行时延平均值 %

LatencyMaxComman

d
执行时延最大值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执行时延最大值 %

LatencyP99Comman

d
P99 延迟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执行时延99%水位

线
%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CpuUtilProxy CPU 使用率 Proxy CPU 使用率 %

CommandsProxy 总请求 Proxy 执行的命令数 次/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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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KeyCountProx

y
Key 请求数 命令访问的 Key 个数 个/秒

CmdMgetProxy Mget 请求数 Mget 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CmdErrProxy 执行错误
Proxy 命令执行错误的次数，例如，命令不存

在、参数错误等情况
次/秒

CmdBigValueProxy 大 Value 请求 请求命令大小超过32KB的执行次数 次/秒

ConnectionsProxy 连接数量 连接到实例的 TCP 连接数量 个

ConnectionsUtilPro

xy
连接使用率 实际 TCP 连接数量和最大连接数比 %

InFlowProxy 入流量 内网入流量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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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andwidthUtilPro

xy
入流量使用率 内网入流量实际使用和最大流量比 %

InFlowLimitProxy 入流量限流触发 入流量触发限流的次数 次

OutFlowProxy 出流量 内网出流量 Mb

OutBandwidthUtilPr

oxy
出流量使用率 内网出流量实际使用和最大流量比 %

OutFlowLimitProxy 出流量限流触发 出流量触发限流的次数 次

LatencyAvgProxy 平均执行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执行时延平均值 ms

LatencyMaxProxy 最大执行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执行时延最大值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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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 节点监控

LatencyReadProxy 读平均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读命令平均执行时

延
ms

LatencyWriteProxy 写平均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写命令平均执行时

延
ms

LatencyOtherProxy 其他命令平均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读写命令之外的命

令平均执行时延
ms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CpuUtilNode CPU 使用率 平均 CPU 使用率 %

ConnectionsNode 连接数量 Proxy 连接到节点的连接数 个

ConnectionsUtilN

ode

连接使用率 节点连接数使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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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UsedNode 内存使用量 实际使用内存容量，包含数据和缓存部分 MB

MemUtilNode 内存使用率 实际使用内存和申请总内存之比 %

KeysNode Key 总个数 实例存储的总 Key 个数（一级 Key） 个

ExpiredNode key 过期数
时间窗内被淘汰的 Key 个数，对应 info 命令输

出的 expired_keys
个

EvictedNode key 驱逐数
时间窗内被驱逐的 Key 个数，对应 info 命令输

出的 evicted_keys
个

ReplDelayNode 复制延迟 副本节点的相对主节点命令延迟长度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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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sNode 总请求 QPS，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CmdReadNode 读请求 每秒读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CmdWriteNode 写请求 每秒写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CmdOtherNode 其他请求 每秒读写命令之外的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CmdSlowNode 慢查询
执行时延大于 slowlog-log-slower-than 配

置的命令次数
次

CmdHitsNode 读请求命中 读请求 Key 存在的个数，对应 info 命令输出的 

keyspace_hits 指标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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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CmdMissNode 读请求 Miss
读请求 Key 不存在的个数，对应 info 命令输出

的 keyspace_misses 指标
次

CmdHitsRatioNod

e
读请求命中率

Key 命中 \ (Key命中 + KeyMiss)，该指标可

以反应 Cache Miss 的情况
%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nstanceid 实例 ID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nstanceid 实例具体 ID

输入实例的具体 Redis 实

是实例串号，例如：crs-i

列表接口  查询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rnodeid

redis 节点 ID 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rnodeid redis 具体节点 ID

输入 Redis 具体节点 ID，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pnodeid

proxy 节点 ID 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pnodeid proxy 具体节点 ID

输入 proxy 具体节点 ID，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1. command 命令字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9/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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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云数据库 Redis 实例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REDIS_MEM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实例的 ID

查询云数据库 Proxy 节点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REDIS_MEM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实例的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p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proxy 节点ID

查询云数据库 Redis 节点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REDIS_MEM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实例的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r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Redis 节点ID

查询云数据库 Redis 时延指标（command 维度）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REDIS_MEM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实例的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comman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具体命令字

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command 具体命令字 输入具体命令字，例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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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MongoDB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17:35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CMONGO

监控指标

MongoDB

1. 请求类

2. 时延请求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Inserts 写入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写入次数

Reads 读取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读取次数

Updates 更新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更新次数

Deletes 删除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删除次数

Counts count 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 count 次数

Success 成功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成功请求次数

Commands command 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 command 请求次数

Qps 每秒钟请求次数 每秒操作数，包含 CRUD 操作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Delay10 时延在10 - 50毫秒间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成功请求延迟在10ms - 50ms次数

Delay50 时延在50 - 100毫秒间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成功请求延迟在50ms - 100ms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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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连接数类

4. 系统类

MongoDB 副本集

1. 系统类

2. 主从类

3. Cache 类

Delay100 时延在100毫秒以上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成功请求延迟在100ms以上次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ClusterConn 集群连接数 集群总连接数，指当前集群 proxy 收到的连接数

Connper 连接使用率 当前集群的连接数与集群总连接配置的比例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ClusterDiskusage 磁盘使用率 集群当前实际占用存储空间与总容量配置的比例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ReplicaDiskusage 磁盘使用率 副本集容量使用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SlaveDelay 主从延迟 主从单位时间内平均延迟

Oplogreservedtime oplog 保存时间 oplog 记录中最后一次操作和首次操作时间差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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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 节点

1. 系统类

2. 读写类

3. TTL 索引类

CacheDirty
Cache 脏数据百分

比
当前内存 Cache 中脏数据百分比

CacheUsed Cache 使用百分比 当前 Cache 使用百分比

HitRatio Cache 命中率 当前 Cache 命中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CpuUsage CPU 使用率 CPU 使用率

MemUsage 内存使用率 内存使用率

NetIn 网络入流量 网络入流量

NetOut 网络出流量 网络出流量

Disk 节点磁盘用量 节点磁盘用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Qr Read 请求等待队列中的个数 Read 请求等待队列中的个数

Qw Write 请求等待队列中的个数 Write 请求等待队列中的个数

Ar WT 引擎的ActiveRead Read 请求活跃个数

Aw WT 引擎ActiveWrite Write 请求活跃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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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dimensions.0.value 取值参照表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TtlDeleted TTL 删除的数据条数 TTL 删除的数据条数

TtlPass TTL 运转轮数 TTL 运转轮数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信息。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target target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target 视查询维度而定 请参键 取值

说明

云数据库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的取值： 

腾讯云提供的 MongoDB 为集群服务，可以查询“整个集群”、“某个副本集”、“某个节点”三个维度

的监控数据：

“整个集群”维度：代表了您所购买的某一个 MongoDB 实例，这个维度可以查询整个实例的读写请

求次数、容量使用率、超时请求等。

“某个副本集”维度：可查询集群下的某一个副本集内部的容量使用率和主从延迟。副本集实例本身只

包含一个副本集，分片实例的每一片都是一个副本。

“某个节点”维度：可以查询集群内的任意节点的 CPU、内存等信息。

取值类型  取值示例                                          描述

实例 ID cmgo-6ielucen

实例 ID，一个 MongoDB 实例的唯一标识：

可以在 MongoDB 控制台  获取

或者调用 MognoDB 的 API 获取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0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go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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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云数据库 MongoDB 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MONGO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target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视查询维度而定

副本集 ID cmgo-6ielucen_0

cmgo-6ielucen_2

在实例 ID 后面拼接 “_索引号”可以得到副本

“索引号”从0开始，最大值为副本集个数-1；

以固定拼接“_0”即可；分片实例有多个片，

片的副本集 ID 就是拼接“_2”

节点 ID

cmgo-6ielucen_0-node-

primary

cmgo-6ielucen_1-node-

slave0

cmgo-6ielucen_3-node-

slave2

在副本集 ID 后面拼接“-node-primary”

在副本集 ID 后面拼接“-node-slave 从节

的 ID，“从节点索引号”从0开始，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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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PostgreSQL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5 14:38:29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POSTGRES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描述 维度

Cpu CPU 利用率 % CPU 实际利用率 resour

Storage 已用存储空间 GB 整实例空间占用大小 resour

DataFileSize 数据文件大小 GB 数据文件占用空间大小 resour

LogFileSize 日志文件大小 GB wal 日志文件占用空间大小 resour

TempFileSize 临时文件大小 MB 临时文件的大小 resour

StorageRate 存储空间使用率 %

总的存储空间使用率，包括临时文件、

数据文件、日志文件以及其他类型的数

据库文件

resour

Qps 每秒查询数 次/秒 平均每秒执行的 SQL 语句数量 resour

Connections 连接数 个 对数据库发起采集时，数据库当前总连 res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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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数

NewConnIn5s
5秒内新建连接

数
次

对数据库发起采集时，查询出关于最近

5秒内建立的所有连接数
resour

ActiveConns 活跃连接数 个
对数据库发起采集时，数据库瞬时活跃

连接（非 idle 连接）
resour

IdleConns 空闲连接数 个
对数据库发起采集时，查询出来的数据

库瞬时空闲连接（idle 连接）
resour

Waiting 等待会话数 个
对数据库发起采集时，数据库正在等待

的会话数量（状态为 waiting）
resour

LongWaiting
等待超过5秒的

会话数
个

一个采集周期内，数据库等待超过5秒

的会话数量（状态为 waiting，且等待

状态维持了5秒）

resour

IdleInXact 空闲事务数 个
对数据库发起采集时，数据库正在处于 

idle 状态的事务数量
resour

LongXact
执行时长超过1

秒的事务数目
个

一个采集周期内，执行时间超过1秒的事

务数量
resour

LongIdleInXac

t

超过5秒的空闲

事务数
个

一个采集周期内，空闲时间超过5秒的

事务数量
resour

Tps 每秒事务数 次/秒
平均每秒执行成功的事务数（包括回滚

和提交）
resour

XactCommit 事务提交数 次/秒 平均每秒提交的事务数 res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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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共582页

XactRollback 事务回滚数 次/秒 平均每秒回滚的事务数 resour

ReadWriteCall

s
请求数 次 一个统计周期内的总请求数 resour

ReadCalls 读请求数 次 一个统计周期内的读请求数 resour

WriteCalls 写请求数 次 一个统计周期内的写请求数 resour

OtherCalls 其他请求数 次

一个统计周期内的其他请求数

（begin、create、非 DML、

DDL、DQL 操作）

resour

HitPercent
缓冲区缓存命中

率
%

一个请求周期内的所有 SQL 语句执行

的命中率
resour

SqlRuntimeAv

g
平均执行时延 ms

一次统计周期内所有 SQL 语句的平均

执行时延
resour

SqlRuntimeMa

x

最长 TOP10 执

行时延
ms

一次统计周期内最长 TOP10 的 SQL 

平均执行时延
resour

SqlRuntimeMi

n

最短 TOP10 执

行时延
ms

一次统计周期内最短 TOP10 的 SQL 

平均执行时延
resour

RemainXid 剩余 XID 数量 个

对数据库发起采集时，显示当前剩余 

xid 最少的库的剩余 xid 数量。只读实

例无此指标

res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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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ogDiff 备库日志发送与

回放位置差异

byte 日志从主库发送至备库与备库回放完成

之间的大小差异，主要反映了备库日志

应用的速度，主要能够通过此指标查看

出备库的性能、网络传输的速度。只读

实例无此指标

resour

XlogDiffTime
备库日志落盘时

间延迟
byte

日志从主库发送至备库与备库接收到日

志并落盘之间的时间差异。只读实例无

此指标，且实例版本在 10.x 以上版本

才有此指标

resour

SlaveApplyDel

ay

主备数据同步延

迟
s

主备数据同步延迟,对于主实例而言，此

指标可以体现出故障切换的 RTO。反

映到只读实例在多少时间后能够查询到

在主库进行写入的数据. 只读实例指标

名为：与主实例数据同步延迟

resour

SlowQueryCnt 慢查询数量 个 一个采集周期内，出现的慢查询个数 resour

LongQuery
执行时长超过1

秒的 SQL 数
个

对数据库发起采集时，查询出来 执行时

间超过1s的 SQL 数量
resour

2pc 2pc事务数 个
对数据库发起采集时，当前的 2PC 事

务数量
resour

Long2pc
超过5s未提交的 

2PC 事务数
个

对数据库发起采集时，当前执行时间超

过5s的 2PC 事务数量
resour

TupDeleted 每秒删除记录数 个
平均每秒删除的 tupe 数量。只读实例

无此指标
resour

TupInserted 每秒插入记录数 个
平均每秒插入的 tupe 数量。只读实例

无此指标
resour

TupUpdated 每秒更新记录数 个 平均每秒更新的 tupe 数量。只读实例 res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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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无此指标

TupFetched
每秒索引扫描回

表记录数
个 平均每秒通过索引扫描的 tupe 数量 resour

TupReturned
每秒全表扫描记

录数
个 平均每秒全表扫描的 tupe 数量 resour

Deadlocks 死锁数 个 在一个采集周期内的所有死锁数 resour

Memory 内存占用量 MB 内存已使用量 resour

MemoryRate 内存使用率 % 内存已使用量占用总量的百分比 resour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resourceId

resourceId 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resourceId

实例具体的 

resourceId

输入实例的具体 resourc

12345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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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PostgreSQL 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POSTGRE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resour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为实例的 resour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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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TDSQL-C MySQL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9 16:11:52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CYNOSDB_MYSQL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

位
维度 统计粒度

BytesSent
每秒发送客户端流

量

M

B/

s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BytesReceived
每秒接收客户端流

量

M

B/

s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ComDelete 删除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ComInsert 插入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ComUpdate 更新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MemoryUse 内存使用量
M

B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ComSelect 查询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MaxConnections 最大连接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CreatedTmpTables 临时表的数量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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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dbCacheHitRate
InnoDB引擎缓存

命中率
%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CacheUseRate
InnoDB引擎缓存

使用率
%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SlowQueries 慢查询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ThreadsRunning 运行的线程数 个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HandlerRollback 内部回滚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HandlerCommit 内部提交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RowsDeleted InnoDB行删除量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RowsInserted InnoDB行插入量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RowsUpdated InnoDB行更新量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RowsRead InnoDB行读取量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

dRequests

InnoDB缓冲池写

入次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Memoryuserate 内存使用率 %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Comreplace 覆盖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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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screated 已创建的线程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Selectscan 全表扫描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TmpVolumeUsage 临时表空间使用量
G

B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UndoVolumeUsage undo表空间使用量
G

B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DataVolumeUsage 数据表空间使用量
G

B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Storageuserate 存储使用率 %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Storageuse 存储使用量
G

B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Connectionuserate 连接数利用率 %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Comrollback 回滚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Selectfulljoin
全表扫描复合查询

次数

次/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Sortmergepasses 排序合并通过次数
次/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Qcacheuserate Qcache使用率 %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Tablelockswaited 等待表锁次数
次/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Openedtables 已经打开的表数 个/ Instan 5s、60s、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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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ceId 3600s、86400s

Tablelocksimmediate 立即释放的表锁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Tableopencachemiss

es

表打开缓存未命中

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osfilereads 读磁盘数量 个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osfilewrites 写磁盘数量 个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osfsyncs
InnoDB_fsyncs

数
个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numopenfiles
当前InnoDB打开

表的数量
个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dataread InnoDB读取量
B/

s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datareads InnoDB总读取量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datawrites InnoDB总写入量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datawritten InnoDB写入量
B/

s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rowlocktimeav

g

InnoDB平均获取

行锁时间

m

s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rowlockwaits
InnoDB等待行锁

次数

次/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logwaits
InnoDB日志等待

写入次数

次/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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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dblogwrites InnoDB日志物理

写入次数

次/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logwritereques

ts

InnoDB日志物理

写请求次数

次/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Createdtmpdisktables 临时表数量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Createdtmpfiles 临时文件数量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Handlerreadrndnext 读下一行请求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bufferpoolpage

sfree
InnoDB空页数 个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bufferpoolpage

stotal
InnoDB总页数 个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

s
InnoDB物理读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Selectfullrangejoin
范围扫描复合查询

次数

次/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Openfiles 打开文件总数 个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Tableopencachehits 表打开缓存命中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Comcommit 提交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Threadsconnected 当前打开连接数 个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Qcachehitrate Qcache命中率 % Instan 5s、60s、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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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ceId 3600s、86400s

Cpuuserate CPU使用率 %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Replicationdelay 复制延迟
m

s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Qps 每秒执行操作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Replicationdelaydista

nce
复制落后的lsn距离 B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Replicationstatus 复制状态 -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Tps 每秒执行事务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Queries 总请求数
个/

秒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bufferpoolpage

sdirty
InnoDB脏页数 个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datapendingwr

ites

InnoDB挂起写入

数
个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Innodbdatapendingre

ads

InnoDB挂起读取

数
个

Instan

ceId

5s、60s、300s、

3600s、86400s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信息。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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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云数据库（CynosDB for MySQL）产品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YNOSDB_MYSQL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CynosDB 数据库中具体实例的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nstanceId

数据库实例 ID 的维度名

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nstanceId 数据库的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

12ab34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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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TcaplusDB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16:04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CAPLUS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Avgerror 平均错误率 表格操作平均错误的比例 %

Writelatency 平均写时延 表格一般操作的错误比例 微秒

Comerror 一般错误率 对表格实际读取的容量单位数量 %

Readlatency 平均读时延 平均读取数据时延 微秒

Volume 存储容量 表格所占用的存储容量 KBytes

Syserror 系统错误率 系统错误比例 %

Writecu 实际写容量单位 平均写入数据时延 个/秒

Readcu 实际读容量单位 对表格实际写入的容量单位数量 个/秒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TableInstanceI

d

数据库实例 ID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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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游戏数据库 TcaplusDB 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CAPLU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Tabl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数据库的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Cluster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具体集群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TableInstanceI

d
数据库的具体的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ClusterId 集群 ID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Cluster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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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MariaDB 监控指标

节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1:58:44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MARIADB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ActiveThreadCountNode 活跃线程数 DB 节点线程池活跃线程个数 个

BinlogDiskAvailableNod

e
剩余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DB 节点剩余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G

BinlogUsedDiskNode 已用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DB 节点已用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G

ConnUsageRateNode DB 连接使用率
DB 节点连接使用率，计算方式为 

ThreadsConnected/ConnMax
%

CpuUsageRateNode CPU 利用率 DB 节点 CPU 使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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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DiskAvailableNode 可用数据磁盘空间 DB 节点可用数据磁盘空间 G

DataDiskUsedRateNode 数据磁盘空间利用率 DB 节点数据磁盘空间利用率 %

DeleteTotalNode DELETE 请求数 DB 节点 Delete 请求数 次

IOUsageRateNode IO 利用率 DB 节点 IO 利用率 %

InnodbBufferPoolReads

Node
innodb 磁盘读页次数 DB 节点 innodb 磁盘读页次数 次

InnodbBufferPoolReadA

headNode
innodb 缓冲池预读页次数 DB 节点 innodb 缓冲池预读页次数 次

InnodbBufferPoolReadR

equestsNode
innodb 缓冲池读页次数 DB 节点 innodb 缓冲池读页次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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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dbRowsDeletedNod

e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

数

DB 节点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

数

行

InnodbRowsInsertedNod

e

innodb 执行 INSERT 行

数

DB 节点 innodb 执行 INSERT 行

数
行

InnodbRowsReadNode innodb 执行 READ 行数 DB 节点 innodb 执行 READ 行数 行

InnodbRowsUpdatedNo

de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

数

DB 节点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数
行

InsertTotalNode INSERT 请求数 DB 节点 INSERT 请求数 次

LongQueryCountNode 慢查询数 DB 节点慢查询数 次

MemAvailableNode 可用缓存空间 DB 节点可用缓存空间 G

MemHitRateNode 缓存命中率 DB 节点缓存命中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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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ceSelectTotalNode
REPLACE_SELECT 请

求数

DB 节点 REPLACE-SELECT 请

求数
次

ReplaceTotalNode REPLACE 请求数 DB 节点 REPLACE 请求数 次

RequestTotalNode 总请求数 DB 节点总请求数 次

SelectTotalNode SELECT 请求数 DB 节点 SELECT 请求数 次

SlaveDelayNode 备延迟 DB 节点备延迟 秒

UpdateTotalNode UPDATE 请求数 DB 节点 UPDATE 请求数 次

ThreadsConnectedNode 当前打开连接数
DB 节点连接数，计算方式为 show 

processlist 得到的 session 个数
个

ConnMaxNode 最大连接数 DB 节点最大连接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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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云数据库 MariaDB -节点级别监控指标入参说明如下：

&Namespace=QCE/MARIAD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具体节点 ID

IsMaster 是否为主 DB 表示这个 DB 节点是否为主 DB -

ThreadsRunningCountN

ode
运行线程数 DB 节点 Threads_running 数值 个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nstanceId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NodeId 节点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NodeId 具体节点 ID 输入具体节点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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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1:58:02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MARIADB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ActiveThreadCount 活跃线程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 计算方式为累加主备节

点 DB 线程池活跃线程个数

BinlogDiskAvailable
剩余 Binlog 日志磁盘空

间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 取值为实例主备节点剩

余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最小值

BinlogUsedDisk
已用 Binlog 日志磁盘空

间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 取值为实例主节点已用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ConnUsageRate DB 连接使用率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备所有节点

的 DB 连接使用率的最大值

CpuUsageRate CPU 利用率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 CPU 

使用率

DataDiskAvailable 可用数据磁盘空间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可用数

据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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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DiskUsedRate 数据磁盘空间利用率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的 

DataDiskUsedRateNode 指标值

DeleteTotal DELETE 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的 

DELETE 请求数监控值

IOUsageRate IO 利用率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的 IO 

利用率

InnodbBufferPoolRea

ds
innodb 磁盘读页次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有

主备节点的 innodb 磁盘读页次数

InnodbBufferPoolRea

dAhead

innodb 缓冲池预读页次

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有

主备节点 innodb 缓冲池预读页次数

InnodbBufferPoolRea

dRequests
innodb 缓冲池读页次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有

主备节点 innodb 缓冲池读页次数

InnodbRowsDeleted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的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数监控值

InnodbRowsInserted
innodb 执行 INSERT 

行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的 

innodb 执行 INSERT 行数监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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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dbRowsRead innodb 执行 READ 行

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有

主备节点 innodb 执行 READ 行数

InnodbRowsUpdated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数监控值

InsertTotal INSERT 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 

INSERT 请求数

LongQueryCount 慢查询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慢查询

数

MemAvailable 可用缓存空间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的可用

缓存空间

MemHitRate 缓存命中率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的缓存

命中率

ReplaceSelectTotal
REPLACE_SELECT 

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的 

REPLACE-SELECT 请求数

ReplaceTotal REPLACE 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的 

REPLACE 请求数

RequestTotal 总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总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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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所有备节点 SELECT 请求数的和

SelectTotal SELECT 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有

主备节点 SELECT 请求数

SlaveDelay 备延迟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所有备机的备

延迟最小值

UpdateTotal UPDATE 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 

UPDATE 请求数

ThreadsConnected 当前打开连接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有

主备节点当前打开连接数

ConnMax 最大连接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累加实例所有主备

节点最大连接数

ClientConnTotal 客户端总连接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 

Proxy 上的所有连接。这个指标真实展示了

您有多少个客户端连到数据库实例上

SQLTotal SQL 总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您有多少条 SQL 发

往数据库实例

ErrorSQLTotal SQL 错误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有多少条 SQL 执行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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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SQLTotal SQL 成功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成功执行的 SQL 数

量

TimeRange0 耗时(<5ms)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执行时间小于5ms

的请求数

TimeRange1 耗时(5~20ms)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执行时间5-20ms

的请求数

TimeRange2 耗时(20~30ms)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执行时间20~30ms

的请求数

TimeRange3 耗时(大于30ms)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执行时间大于30ms

的请求数

MasterSwitchedTotal 主从切换次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实例主从切换发生的

次数

MaxSlaveCpuUsage

Rate
最大备节点 CPU 利用率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所有备节点 CPU 

利用率的最大值

ThreadsRunningCou

nt

汇总运行线程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累加实例所有节点 

Threads_running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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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云数据库 MariaDB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入参说明如下：

&Namespace=QCE/MARIAD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实例 ID

Threads_running 为执行 show status 

like 'Threads_running' 得到的结果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nstanceId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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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 版监控指标

节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1:57:31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DMYSQL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ActiveThreadCountNode 活跃线程数 DB 节点线程池活跃线程个数 个

BinlogDiskAvailableNode
剩余 Binlog 日志磁

盘空间

DB 节点剩余 Binlog日志磁盘

空间
GB

BinlogUsedDiskNode
已用 Binlog 日志磁

盘空间

DB 节点已用 Binlog日志磁盘

空间
GB

ConnUsageRateNode DB 连接使用率

DB 节点连接使用率，计算方

式为 

ThreadsConnected/Con

nMax

%

CpuUsageRateNode CPU 利用率 DB 节点 CPU 使用率 %

DataDiskAvailableNode 可用数据磁盘空间 DB 节点可用数据磁盘空间 GB

DataDiskUsedRateNode 数据磁盘空间利用率 DB 节点数据磁盘空间利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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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TotalNode DELETE 请求数 DB 节点 Delete 请求数
次/

秒

IOUsageRateNode IO 利用率 IO 利用率 %

InnodbBufferPoolReadsNode
innodb 磁盘读页次

数

DB 节点 innodb磁盘读页次

数
次

InnodbBufferPoolReadAheadN

ode

innodb 缓冲池预读

页次数

DB 节点 innodb缓冲池预读

页次数
次

InnodbBufferPoolReadRequest

sNode

innodb 缓冲池读页

次数

DB 节点 innodb缓冲池读页

次数
次

InnodbRowsDeletedNode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数

DB 节点 innodb执行 

DELETE 行数
行

InnodbRowsInsertedNode
innodb 执行 

INSERT行数

DB 节点 innodb执行 

INSERT 行数
行

InnodbRowsReadNode
innodb 执行 

READ 行数

DB 节点 innodb执行 READ 

行数
行

InnodbRowsUpdatedNode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数

DB 节点 innodb执行 

UPDATE 行数
行

InsertTotalNode INSERT 请求数 DB 节点 INSERT 请求数
次/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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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QueryCountNode 慢查询数 DB 节点慢查询数 次

MemAvailableNode 可用缓存空间 DB 节点可用缓存空间 GB

MemHitRateNode 缓存命中率 DB 节点缓存命中率 %

ReplaceSelectTotalNode
REPLACE_SELE

CT 请求数

DB 节点 REPLACE-

SELECT请求数

次/

秒

ReplaceTotalNode REPLACE 请求数 DB 节点总请求数
次/

秒

RequestTotalNode 总请求数 DB 节点总请求数
次/

秒

SelectTotalNode SELECT 请求数 DB 节点 SELECT 请求数
次/

秒

SlaveDelayNode 备延迟 DB 节点备延迟 秒

UpdateTotalNode 当前打开连接数 DB 节点 UPDATE 请求数
次/

秒

ThreadsConnectedNode UPDATE 请求数

DB 节点连接数，计算方式为 

show processlist 得到的 

session 个数

个

ConnMaxNode 最大连接数 DB 节点最大连接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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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 版-节点监控指标入参说明下：

&Namespace=QCE/TDMYSQL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具体节点 ID

IsMaster 是否为主 DB
表示这个 DB 节点是否为主 

DB
-

ThreadsRunningCountNode 运行线程数
DB 节点 Threads_running 

数值
个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

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

s.0.Name

Instan

ceId

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

s.0.Value

Instan

ceId
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

tdsqlshard-9kjauqq1

Instances.N.Dimension

s.1.Name

NodeI

d

节点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

s.1.Value

NodeI

d
具体节点 ID

输入具体节点 ID，例如：

877adc0ada3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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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1:56:38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DMYSQL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ActiveThreadCount 活跃线程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 计算方式为累加所有分

片主备节点活跃线程数
个

BinlogDiskAvailable
剩余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 计算方式为累加各个分

片 BinlogDiskAvailableShard 指标监控

值

GB

BinlogUsedDisk
已用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 计算方式为累加各个分

片主节点已用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GB

ConnUsageRate
DB 连接使用

率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 取值为实例所有分片主

备节点的 DB 连接使用率的最大值
%

CpuUsageRate CPU 利用率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所有分片主

节点 CPU 使用率的最大值
%

DataDiskAvailable
可用数据磁盘

空间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各个分

片主节点可用数据磁盘空间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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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DiskUsedRate 数据磁盘空间

利用率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各个分片主

节点数据磁盘空间利用率最大值

%

DeleteTotal
DELETE 请

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各

个分片主节点的 Delete 请求数
次/

InnodbBufferPoolReads
innodb 磁盘

读页次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

有分片主备节点 innodb 磁盘读页次数
次

InnodbBufferPoolReadAhe

ad

innodb 缓冲

池预读页次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

有分片主备节点 innodb 缓冲池预读页次数
次

InnodbBufferPoolReadReq

uests

innodb 缓冲

池读页次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

有分片主备节点 innodb 缓冲池读页次数
次

InnodbRowsDeleted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

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各

个分片主节点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数
行

InnodbRowsInserted
innodb 执行 

INSERT 行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各

个分片主节点 innodb 执行 INSERT 行数
行

InnodbRowsRead
innodb 执行 

READ 行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

有分片主备节点 innodb 执行 READ 行数
行

InnodbRowsUpdated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各

个分片主节点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数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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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InsertTotal
INSERT 请求

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各

个分片主节点的 INSERT 请求数
次/

LongQueryCount 慢查询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各

个分片主节点的慢查询数
次

MemAvailable 可用缓存空间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各

个分片主节点的可用缓存空间
GB

MemHitRate 缓存命中率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各个分片主

节点的缓存命中率最小值
%

ReplaceSelectTotal

REPLACE_

SELECT 请

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各

个分片主节点 REPLACE-SELECT 请求

数

次/

ReplaceTotal
REPLACE 请

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各

个分片主节点 REPLACE 请求数
次/

RequestTotal 总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

有主节点总请求数和所有备节点的 

SELECT 请求数

次/

SelectTotal
SELECT 请

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

有分片主备节点 SELECT 请求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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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Delay 备库延迟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先计算各个分片的备延

迟，然后取1个最大值作为这个实例的备延

迟。分片的备延迟为这个分片的所有备节点

延迟的最小值

秒

UpdateTotal
UPDATE 请

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各

个分片主节点 UPDATE 请求数
次/

ThreadsConnected
当前打开连接

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

有分片主备节点当前打开连接数
次

ConnMax 最大连接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所

有分片主备节点最大连接数
个

ClientConnTotal
客户端总连接

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加实例 

Proxy 上的所有连接。这个指标真实展示了

您有多少个客户端连到数据库实例上

个

SQLTotal SQL 总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您有多少条 SQL 

发往数据库实例
条

ErrorSQLTotal SQL 错误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有多少条 SQL 执

行错误
条

SuccessSQLTotal SQL 成功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成功执行的 SQL 

数量
个

TimeRange0 耗时(<5ms)

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执行时间小于5ms

的请求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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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共582页

TimeRange1

耗时

(5~20ms)请

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执行时间5-20ms

的请求数
次/

TimeRange2

耗时

(20~30ms)

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执行时间

20~30ms的请求数
次/

TimeRange3
耗时(大于

30ms)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执行时间大于

30ms的请求数
次/

MasterSwitchedTotal 主从切换次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表示实例主从切换发生

的次数
次

IOUsageRate IO 利用率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各个分片主

节点 IO 利用率的最大值
%

MaxSlaveCpuUsageRate
最大备节点 

CPU 利用率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所有备节点 CPU 

利用率的最大值
%

ThreadsRunningCount
汇总运行线程

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累加实例所有节

点 Threads_running 数值。

Threads_running 为执行 show status 

like 'Threads_running' 得到的结果

个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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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 版-实例监控指标入参说明下：

&Namespace=QCE/TDMYSQL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实例 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nstanceId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nstanceId 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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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1:56:11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DMYSQL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CpuUsageRateShard CPU 利用率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主节点 CPU 利用率
%

Ins

dId

DataDiskAvailableSha

rd

可用数据磁盘

空间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主节点可用数据磁盘空间
GB

Ins

dId

DataDiskUsedRateSh

ard

数据磁盘空间

利用率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主节点数据磁盘空间利用率
%

Ins

dId

DeleteTotalShard
DELETE 请

求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主节点 DELETE 请求数
次/秒

Ins

dId

IOUsageRateShard IO 利用率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主节点 IO 利用率
%

Ins

dId

InnodbBufferPoolRea

dsShard

innodb 磁盘

读页次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

加当前分片所有主备节点 innodb 磁盘

读页次数

次
Ins

dId

InnodbBufferPoolRea

dAheadShard

innodb 缓冲

池预读页次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

加当前分片所有主备节点 innodb 缓冲

池预读页次数

次
Ins

dId

InnodbBufferPoolRea innodb缓冲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 次 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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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questsShard 池读页次数 加当前分片所有主备节点 innodb 缓冲

池读页次数

dId

InnodbRowsDeletedS

hard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

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主节点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数
次

Ins

dId

InnodbRowsInsertedS

hard

innodb 执行 

INSERT 行

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主节点 innodb 执行 INSERT 行数
次

Ins

dId

InnodbRowsReadShar

d

innodb 执行 

READ 行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

加当前分片所有主备节点 innodb 执行 

READ 行数

次
Ins

dId

InnodbRowsUpdatedS

hard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

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主节点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

数

次
Ins

dId

InsertTotalShard
INSERT 请

求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主节点 INSERT 请求数
次/秒

Ins

dId

LongQueryCountShar

d
慢查询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主节点慢查询数
次

Ins

dId

MasterSwitchedTotal

Shard
主从切换次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表示当前这个

分片主备切换发生的次数
次

Ins

dId

MemAvailableShard 可用缓存空间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这

个分片主节点可用缓存空间
GB

Ins

dId

MemHitRateShard 缓存命中率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这

个分片主节点缓存命中率
%

Ins

dId

ReplaceSelectTotalSh

ard

REPLACE_

SELECT 请

求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这

个分片主节点 REPLACE_SELECT 

请求数

次/秒 Ins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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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ceTotalShard
REPLACE 

请求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这

个分片主节点 REPLACE 请求数
次/秒

Ins

dId

RequestTotalShard 总请求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

加当前分片主节点总请求数和所有备节

点Select请求数

次/秒
Ins

dId

SelectTotalShard
SELECT 请

求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

加当前分片所有主备节点 SELECT 请

求数

次/秒
Ins

dId

SlaveDelayShard 备延迟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所有备机的备延迟最小值
秒

Ins

dId

ThreadsConnectedSh

ard

当前打开连接

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计算方式为累

加当前分片所有主备节点的当前打开连

接数

次
Ins

dId

UpdateTotalShard
UPDATE 请

求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主节点 UPDATE 请求数
次/秒

Ins

dId

ActiveThreadCountSh

ard
活跃线程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 累加当前分片

主备节点活跃线程数
个

Ins

dId

BinlogDiskAvailableSh

ard

剩余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 取值为实例分

片主备节点剩余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最小值

GBy

tes

Ins

dId

BinlogUsedDiskShard
已用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 取值为实例分

片主节点已用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GBy

tes

Ins

dId

ConnMaxShard
分片最大连接

数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 取值为累加当

前分片所有主备节点最大连接数
个

Ins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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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 版-分片监控指标入参说明下：

&Namespace=QCE/TDMYSQL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Shard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具体分片 ID

ConnUsageRateShard 分片连接使用

率

实例分片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当前分

片所有主备节点 DB 连接使用率的最大

值

% Ins

dId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nstanceId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nstanceId 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

e
ShardId 分片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ShardId 具体分片 ID 输入分片 ID，例如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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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 版监控指标

（旧）
最近更新时间：2021-04-09 14:57:38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DCDB

监控指标

说明

旧版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 版监控指标即将下线，请使用 新版监控  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puUsageRate CPU 使用率 % uuid、shardId

MemHitRate 缓存命中率 % uuid、shardId

DataDiskUsedRate 磁盘空间利用率 % uuid、shardId

MemAvailable 可用缓存空间 GB uuid、shardId

DataDiskAvailable 可用磁盘空间 GB uuid、shardId

BinlogUsedDisk 已用日志磁盘空间 GB uuid、shardId

DiskIops IO 利用率 % uuid、shardId

ConnActive 总连接数
次/

秒
uuid、shardId

ConnRunning 活跃连接数
次/

秒
uuid、shardId

TotalOrigSql SQL 总数 次/

秒

uuid、shard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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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ErrorSql SQL 错误数
次/

秒
uuid、shardId

TotalSuccessSql SQL 成功数
次/

秒
uuid、shardId

LongQuery 慢查询数
次/

秒
uuid、shardId

TimeRange0 耗时（1 - 5ms）请求数
次/

秒
uuid、shardId

TimeRange1 耗时（5 - 20ms）请求数
次/

秒
uuid、shardId

TimeRange2 耗时（20 - 30ms）请求数
次/

秒
uuid、shardId

TimeRange3 耗时（大于30ms）请求数
次/

秒
uuid、shardId

RequestTotal 总请求数（QPS）
次/

秒
uuid、shardId

SelectTotal 查询数
次/

秒
uuid、shardId

UpdateTotal 更新数
次/

秒
uuid、shardId

InsertTotal 插入数
次/

秒
uuid、shardId

ReplaceTotal 覆盖数
次/

秒
uuid、shardId

DeleteTotal 删除数
次/

秒
uuid、shar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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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MasterSwitchedTotal 主从切换 次/

秒

uuid、shardId

SlaveDelay 主从延迟 Ms uuid、shardId

InnodbBufferPoolReads innodb 磁盘读页次数
次/

秒
uuid、shardId

InnodbBufferPoolReadRequest

s
innodb 缓冲池读页次数

次/

秒
uuid、shardId

InnodbBufferPoolReadAhead innodb 缓冲池预读页次数
次/

秒
uuid、shardId

InnodbRowsDeleted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数
次/

秒
uuid、shardId

InnodbRowsInserted innodb 执行 INSERT 行数
次/

秒
uuid、shardId

InnodbRowsRead innodb 执行 READ 行数
次/

秒
uuid、shardId

InnodbRowsUpdated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

数

次/

秒
uuid、shardId

说明

 分布式数据库所有指标的统计粒度可取值60s 、300s 。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

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uuid 数据库实例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uuid 实例具体的 uu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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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分布式数据库 DCDB V3 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DCD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u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实例具体的 uu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shardId

实例分片 ID 的维度名称，在需要查询分片的监

控数据时传递，不传则查询汇总的实例监控数据

Instances.N.Dimensions.1.Va

lue
shardId 实例具体的 shar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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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TBase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1:55:47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BASE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puUsedPct CPU利用率 % InstanceId

CpuUsedPctNode CPU利用率 % InstanceId、NodeId

CapacityUsage 已使用容量 GB InstanceId

WriteRequests 写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WriteRequestsNode 写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XlogDiff 主备xlog同步差异 B InstanceId

XlogDiffNode 主备xlog同步差异 B InstanceId、NodeId

TotalRequests 总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TotalRequestsNode 总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Connections 连接数 次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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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dSyncDelay XLOG同步延迟 ms InstanceId

XidSyncDelayNode XLOG同步延迟 ms InstanceId、NodeId

SqlRuntimeMax 最大TOP10执行耗时 ms InstanceId

SqlRuntimeMaxNode 最大TOP10执行耗时 ms InstanceId、NodeId

MasterSwitch 主备切换次数 次 InstanceId

MasterSwitchNode 主备切换次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SqlRuntimeAvg 平均SQL执行耗时 ms InstanceId

SqlRuntimeAvgNode 平均SQL执行耗时 ms InstanceId、NodeId

SqlRuntimeMin 最小TOP10执行耗时 ms InstanceId

SqlRuntimeMinNode 最小TOP10执行耗时 ms InstanceId、NodeId

ErrorRequests 错误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ErrorRequestsNode 错误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ReadRequests 读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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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RequestsNode 读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TwoPhaseCommitTrxs 残留两阶段事务数目 个 InstanceId

TwoPhaseCommitTrxsNo

de
残留两阶段事务数目 个 InstanceId、NodeId

OtherRequests 其他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OtherRequestsNode 其他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CacheHitPct 缓存命中率 % InstanceId

CapacityUsedPct 容量使用率 % InstanceId

CapacityUsageNode 已使用容量 GB InstanceId、NodeId

ConnectionsNode 连接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CacheHitPctNode 缓存命中率 % InstanceId、NodeId

CapacityUsedPctNode 容量使用率 % InstanceId、NodeId

XidRemain 剩余XID数量 个 InstanceId

XidRemainNode 剩余XID数量 个 InstanceId、NodeId

MemUsedPctNode 内存利用率 % InstanceId、Nod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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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IopsNode IO吞吐量 次/秒 InstanceId、NodeId

UserRequests 业务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UpdateRequestsNode 更新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MemUsedPct 内存利用率 % InstanceId

Iops IO吞吐量 次/秒 InstanceId

UserRequestsNode 业务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UpdateRequests 更新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DeleteRequests 删除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DeleteRequestsNode 删除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InsertRequests 插入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InsertRequestsNode 插入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InstanceId 云数据库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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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实例级别监控指标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BAS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云数据库实例的具体 ID

查询节点级别监控指标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BAS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云数据库实例的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云数据库节点的具体 ID

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nstanceId 云数据库实例的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

e
NodeId 云数据库节点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

e
NodeId 云数据库节点的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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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一体机 TData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4 11:19:00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DATA

监控指标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单位 维度

TablespaceCapacity 单个表空间总容量 GB
InstanceId、

Tablespace

DataFileNum 数据文件个数 个
InstanceId、

Tablespace

TablespaceUsedCapac

ity
单个表空间已使用容量 GB

InstanceId、

Tablespace

TablespaceUsedPct 单个表空间使用率 %
InstanceId、

Tablespace

FraUsedPct 闪回区使用率 % InstanceId

BufferBusyWaits 缓存区忙等待 个 InstanceId

DbHitRatio 缓存命中率 % InstanceId

BlockingSessions 阻塞会话数 个 InstanceId

DeadLock 死锁次数 次 InstanceId

ExecuteCount 执行次数 次 Instance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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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ParseRatio 硬解析比例 % InstanceId

HardParseCount 硬解析次数 次 InstanceId

TotalParseCount 总解析次数 次 InstanceId

QueryLock 查询锁次数 次 InstanceId

QueryRollbacks 查询回滚次数 次 InstanceId

SessionUsedPct 会话使用率 % InstanceId

UserCommits 用户提交次数 次 InstanceId

TableScanRowsGotten 表扫描获取行数 行 InstanceId

LongTableScans 大表扫描次数 次 InstanceId

UserActiveSessions 用户活跃会话数 个 InstanceId

UserSessions 用户会话数 个 InstanceId

TablespaceMaxUsedP

ct
表空间最大使用率 % InstanceId

ArchiveDest2GapStatu

s

归档日志2间隔状态

0-NO CONFIG

1-NO GAP

2-LOG SWITCH GAP

3-RESOLVABLE GAP

4-UNRESOLVABLE GAP

- InstanceId

ArchiveDest3GapStatu

s

归档日志3间隔状态

0-NO CONFIG

1-NO GAP

2-LOG SWITCH GAP

3-RESOLVABLE GAP

4-UNRESOLVABLE GAP

-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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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DataGuardMRPStatus

DataGuard MRP 进程状态。作为

主实例时无数据，

作为 DataGuard 备实例时：

0-NO AVAILABLE

1-APPLYING LOG

2-WAIT FOR GAP

3-WAIT FOR LOG

4-ANNOUNCING

5-RECEIVING/6-WRITING

7-CLOSING

8-OPENING

9-ERROR

10-IDEL

1-ATTACHED

12-CONNECTED

- InstanceId

TotalAssignedCapacity 总分配容量 GB InstanceId

RacInstanceCount RAC 节点个数 个 InstanceId

RmanBackupStatus

RMAN 备状态

0-FAILED

1-COMPLETED

2-COMPLETED WITH 

WARNING

3-COMPLETED WITH ERROR

- InstanceId

PhysicalWrites 数据块写次数 次 InstanceId

PhysicalReads 数据块读次数 次 InstanceId

DatabaseRole 数据库运行角色 个 Instance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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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共582页

入参说明

查询表空间相关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QCE/TDAT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具体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Tablespac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具体表空间名

查询其余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QCE/TDAT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具体数据库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nstanceId 实例的维度名称 输

I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InstanceId 具体实例 ID 输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Tablespace 表空间名的维度名称

输

T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Tablespace 具体表空间名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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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独享集群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30 15:12:29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EXCLUSTER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puUsageRate 主机Cpu使用率 % hostId、instanceId

MemoryUsageRate 主机内存使用率 % hostId、instanceId

MemoryUsageAmount 主机内存使用量 MB hostId、instanceId

DiskUsageRate 主机磁盘使用率 % hostId、instanceId

DiskUsageAmount 主机磁盘使用量 GB hostId、instanceId

DiskWriteCount 主机磁盘写次数 次 hostId、instanceId

DiskReadCount 主机磁盘读次数 次 hostId、instance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nstanceId 集群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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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云数据库独享集群信息，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EXCLUSTER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具体集群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具体主机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hostId 主机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hostId 具体主机 ID 输入具体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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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QL-C PostgreSQL 版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9 17:36:24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CYNOSDB_POSTGRES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CacheHitRate 缓存命中率 % InstanceId 5s、10s、60s

Memoryusagerate 内存使用率 % InstanceId 5s、60s、300

ReadWriteCalls 总请求数 个/秒 InstanceId 5s、10s、60s

ReadCalls 读请求数 个/秒 InstanceId 5s、10s、60s

SqlRuntimeAvg 平均执行时延 ms InstanceId 5s、10s、60s

StorageUsage 存储使用量 GB InstanceId 5s、60s、300

WriteCalls 写请求数 个/秒 InstanceId 5s、10s、60s

DbConnections 总连接数 个 InstanceId 5s、60s、300

CpuUsageRate CPU利用率 % InstanceId 5s、60s、300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nstanceI

d

TDSQL-C PostgreSQL  实

例 ID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nstanceI

d

TDSQL-C PostgreSQL 的实

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

可通过 Desc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56/7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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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 TDSQL-C PostgreSQL 版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YNOSDB_POSTGRE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TDSQL-C PostgreSQL 的实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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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函数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13:26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SCF_V2

监控指标

请求监控

资源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Error 错误次数

函数执行后产生的错误请求次数，当前包含客

户的错误次数和平台错误次数之和，按粒度（1

分钟、5分钟）统计求和

次

fun

ver

na

alia

Invocation 调用次数
函数/地域级别的请求次数，按粒度（1分钟、5

分钟）统计求和
次

fun

ver

na

alia

Throttle 受限次数

函数/地域级别被流控的请求次数，达到函数并

发后的请求将受限，按粒度（1分钟、5分钟）

统计求和

次

fun

ver

na

alia

ConcurrentExecuti

ons
并发执行次数

同一时间点并发处理的请求数，按粒度（1分

钟、5分钟）统计求和，在函数/地域维度统计

求最大值

次

fun

ver

na

alia

DlqFailedNum
dlq 投递失败

次数
dlq 投递失败次数 次

fun

ver

na

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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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Duration 运行时间

函数/地域级别的运行时间，指的用户的函数代

码从执行开始到结束的时间，按粒度（1分

钟、5分钟）统计求平均

ms

func

vers

nam

alia

BillDuration 计费时间 计费时间 ms

func

vers

nam

alia

Mem 运行内存
函数运行时实际使用的内存，按粒度（1分

钟、5分钟）统计求最大值
MB

func

vers

nam

alia

MemDuration 时间内存
资源使用量，函数运行时长 × 函数运行所用

内存，按粒度（1分钟、5分钟）统计求和
MB

func

vers

nam

alia

ConfigMem 配置内存 配置内存 MB

func

vers

nam

alia

OutFlow 外网出流量
在函数内访问外网资源时产生对外的流量，按

粒度（1分钟、5分钟）统计求和
KB

func

vers

nam

alia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Http2xx

正确次数

（HTTP 

2xx）

函数执行后返回 2xx 状态码的个数，

按粒度（1分钟、5分钟）统计求和
个

functio

versio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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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Http432 资源超过限制

（HTTP 

432）

函数执行后返回 432 状态码的个数，

按粒度（1分钟、5分钟）统计求和

个 functio

versio

names

Http433

函数执行超时

（HTTP 

433）

函数执行后返回 433 状态码的个数，

按粒度（1分钟、5分钟）统计求和
个

functio

versio

names

Http434

内存超过限制

（HTTP 

434）

函数执行后返回 434 状态码的个数，

按粒度（1分钟、5分钟）统计求和
个

functio

versio

names

Http4xx

函数错误次数

（HTTP 

4xx）

函数执行后返回 4xx 状态码的个数，

按粒度（1分钟、5分钟）统计求和
个

functio

versio

names

Syserr

平台错误次数

（HTTP 

5xx）

函数执行后返回 5xx 状态码的个数，

按粒度（1分钟、5分钟）统计求和
个

functio

versio

names

FunctionErrorPercen

tage
函数错误率 函数错误率 %

functio

versio

names

ServerErrorPercenta

ge
平台错误率 平台错误率 %

functio

versio

names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functionNa

me
云函数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 functionNa 云函数的具体名称 输入具体函数名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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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云函数支持以下两种维度组合的查询方式，两种入参取值例如下：

1. 按云函数版本维度拉取指标监控数据：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function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云函数的具体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namespac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云函数所在的命名空间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version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云函数具体版本 

2. 按云函数别名维度拉取指标监控数据：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function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云函数的具体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namespac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云函数所在的命名空间

alue me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namespace 云函数命名空间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namespace 云函数所在的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函数名称，

云函数命名空间由用

ListNamespace

Instances.N.Dimensions.2.V

alue
version 云函数版本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2.N

ame
version 云函数具体版本 输入函数具体版本，

Instances.N.Dimensions.2.V

alue
alias 云函数别名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2.N

ame
alias 云函数具体别名 输入函数具体别名，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3/3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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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队列 Ckafka

主题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04 11:29:08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CKAFKA

监控指标

累计用量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CtopicConCount
Topic 消费消息条

数
Topic 消费消息条数，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统计求和

CtopicConFlow Topic 消费流量
Topic 消费流量（不包含副本产生的流量），按照所选择

的时间粒度统计求和

CtopicConReqCou

nt

Topic 级别消费请

求次数

Topic 级别消费请求次数，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统计求

和

CtopicMsgCount
Topic 落盘的消息

总条数

Topic 落盘的消息总条数（不包含副本），按照所选择的

时间粒度取最新值

CtopicMsgHeap
Topic 占用磁盘的

消息总量

Topic 占用磁盘的消息总量（不包含副本），按照所选择

的时间粒度取最新值

CtopicProCount
Topic 生产消息条

数
Topic 生产消息条数，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统计求和

CtopicProFlow Topic 生产流量
Topic 生产流量（不包含副本产生的流量），按照所选择

的时间粒度统计求和

CtopicProReqCou

nt

Topic 级别生产请

求次数

Topic 级别生产请求次数，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统计求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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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消息队列主题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KAFK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topic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主题 ID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

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

.0.Name

instan

ceId

ckafka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

.0.Value

instan

ceId

ckafka 具体实例的 

ID

输入实例具体 ID，例如：

ckafka-test

Instances.N.Dimensions

.1.Name
topicId

实例所在主题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topicId

Instances.N.Dimensions

.1.Value
topicId

实例所在主题的具体

主题 ID

输入主题具体 ID，例如：

topic-te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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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0-11 15:08:41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CKAFKA

监控指标

性能类

系统类

累计用量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InstanceProCount 实例生产消息条数 实例生产消息条数，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统计求和

InstanceConCount 实例消费消息条数 实例消费消息条数，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统计求和

InstanceConReqCo

unt
实例消费请求次数 实例级别消费请求次数，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统计求和

InstanceProReqCou

nt
实例生产请求次数 实例级别生产请求次数，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统计求和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InstanceDiskUsage 磁盘使用百分比 当前磁盘占用与实例规格磁盘总容量的百分比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InstanceConnectCount 实例连接数 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连接数

InstanceConFlow 实例消费流量 实例消费流量（不包含副本产生的流量），

所选择的时间粒度统计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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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MaxConFlow 实例消费消息峰值带宽 实例消费消息峰值带宽（消费时无副本的概

InstanceMaxProFlow 实例生产消息峰值带宽
实例生产消息峰值带宽（不包含副本生产的

宽）

InstanceMsgCount 实例落盘的消息总条数
实例落盘的消息总条数（不包含副本），按

选择的时间粒度取最新值

InstanceMsgHeap 实例磁盘占用量
实例磁盘占用量（包含副本），按照所选择

间粒度取最新值

InstanceProFlow 实例生产带宽
实例生产流量（不包含副本产生的流量），

所选择的时间粒度统计求和

InstanceConnectPercenta

ge
实例连接数百分比

实例连接数百分比(客户端和服务端连接数

额百分比)

InstanceConsumeBandwi

dthPercentage
实例消费带宽百分比

实例消费带宽百分比(实例消费带宽占配额

比)

InstanceConsumeGroupN

um
实例消费分组数量 实例消费分组数量

InstanceConsumeGroupP

ercentage
实例消费分组百分比

实例消费分组百分比(实例消费组数占配额

比)

InstanceConsumeThrottle 实例消费限流次数 实例消费限流次数

InstancePartitionNum 实例 partition 数量 实例 partition 数量

InstancePartitionPercenta

ge

实例 partition 百分比（占

用配额百分比）
实例 partition 百分比（占用配额百分比

InstanceProduceBandwidt

hPercentage
实例生产带宽百分比 实例生产带宽百分比（占用配额百分比）

InstanceProduceThrottle 实例生产限流次数 实例生产限流次数

InstanceReplicaProduceFl 实例生产消息峰值带宽 实例生产消息峰值带宽（包含副本生产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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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消息队列实例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KAFK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实例 ID 

ow

InstanceTopicNum 实例 Topic 数量 实例 Topic 数量

InstanceTopicPercentage 实例 Topic 百分比 实例 Topic 百分比（占用配额）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nstanceId ckafka 实例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ckafka 实例的具体 ID 输入实例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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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分组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08 14:40:42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CKAFKA

监控指标

消费分组—分区

消费分组—主题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partitionConsumerSpeed 分区消费速度 次/分钟
consumerG

partition,to

CgroupMaxOffset 消费分组最大 offset 条
consumerG

partition,to

CtopicMsgOffset 主题级别消费分组 offset 条
consumerG

partition,to

CtopicUnconsumeMsgCou

nt
主题级别未消费消息个数 个

consumerG

partition,to

CtopicUnconsumeMsgOffs

et
主题级别未消费消息堆积量 MB

consumerG

partition,to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topicConsumerSpeed 主题消费速度 次/分钟
consumer

icName

MaxOffsetTopic 消费分组对应当前 topic 最大 offset 条
consumer

icName

OffsetTopic 消费分组当前消费 offset 条 consumer

ic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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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UnconsumeSizeTopic 消费分组未消费消息大小 MB
consumer

icName

UnconsumeTopic 消费分组未消费消息数 条
consumer

icName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consumerGrou

p
消费分组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consumerGrou

p
具体消费分组信息

输入用户需要查看的消

consumer-8330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instanceId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instanceId 具体的实例 ID 输入用户需要查看监控

Instances.N.Dimensions.2.N

ame
topicId 主题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2.V

alue
topicId 具体的主题 ID 输入用户订阅主题 ID

Instances.N.Dimensions.3.N

ame
partition

partition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3.V

alue
partition 具体 partition 信息 输入 topic 分区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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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消息队列分组消费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KAFK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consumerGrou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消费分组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topicId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主题 ID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partition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分区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topic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主题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4.N

ame

topicName 主题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4.V

alue
topicName 具体主题名称 输入用户消费主题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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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队列 TDMQ

CMQ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23 17:29:26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DMQ

监控指标

TDMQ RocketMQ 版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CmqQueueMsgBacklog Queue 消息堆积数量 条
environme

tenantId、

CmqTopicMsgBacklog Topic 消息堆积数量 条
environme

tenantId、

InactiveMsgNum 不可见消息条数 条
appId、res

resourceN

CmqInactiveMsgPercen

tage
cmq 不可见消息百分比 %

environme

tenantId、

MsgRateIn 消息生产速率
条/

秒

environme

tenant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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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MsgRateOut 在所选时间范围中，本 Topic 下所有消费者某一

秒内消费消息的数量

条/

秒

environme

tenantId、

MsgThroughputIn
在所选时间范围内某一秒，本 Topic 下所有消费

者消费的消息数据量大小
B/S

environme

tenantId、

SubMsgThroughputOut 消息消费流量 B/S
environme

tenantId、

StorageSize 积压消息大小 B
environme

tenantId、

MsgAverageSize 生产消息平均大小 B
environme

tenantId、

StorageBacklogPercent

age
消息积压已使用配额百分比 %

environme

tenantId、

CmqRequestCount
该指标用于计算API调用次数费用，并非实际调用

次数
次

appId、res

resourceN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维度解释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environmentI

d

environmen

tId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environmentI

d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命名空间，例如："C

DescribeCmqQueues  接

“Namespace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N tenantId 集群 ID 的维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79/5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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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消息队列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指标一：

&Namespace = QCE/TDMQ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environmen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具体命名空间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tenantId  

ame 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enant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cm

DescribeCmqQueues  接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topicName

主题名称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opicName 具体主题名称

具体主题名称，例如：testT

cmq-xxxxxxxx ，可在 D

字段名为 “Queue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appId

主账号 

APP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appId

主账号的具体 

APPID
输入主账号 APPID，例如：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resourceId

集群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resource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cm

DescribeCmqQueues  接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resourceNam

e

主题名称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resourceNam

e
具体主题名称

具体主题名称，例如：testT

cmq-xxxxxxxx ，可在 D

字段名为 “QueueNam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79/559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79/559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79/559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79/5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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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具体集群 ID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 topic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具体主题名称

指标二：

&Namespace = QCE/TDMQ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主账号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resour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具体集群 ID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 resource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具体主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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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sar 版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4 10:28:29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DMQ

监控指标

TDMQ Pulsar 版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MsgAverageSiz

e
生产消息平均大小 B

MsgRateIn 消息生产速率 条/秒

MsgThroughputI

n
消息生产流量 B/S

InMessagesTot

al

当前 Topic 生产消息总数，该指标在发生服务端重启或者切换时会归

零
条

ProducersCount 生产者数量 个

StorageSize 积压消息大小 B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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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logSize 积压消息数量 条

SubscriptionsCo

unt
订阅者数量 个

ConsumersCou

nt
消费者数量 个

SubMsgBacklog

所选时间范围内，已经生产到 TDMQ，但并未被消费的消息数量。消

息堆积不宜太多，如有明显增长趋势，请对消费者服务进行扩容以减少

堆积量。

条

SubMsgDelayed

所选时间范围内，使用了 TDMQ 延迟消息功能的消息数量，这种消息

在生产后不会马上被消费，用户会指定一条延迟时间，过后才允许消费

者消费。

条

SubUnackedMs

g

在所选时间范围内，已发送给消费者消息但是没有接收到确认信息回传

的消息数量。如果存在很多这种消息，请检查您的消费者服务是否正

常，以及是否使用官方 SDK 进行消费。

条

SubConsumerC

ount
在所选时间范围内有效连接上本 Topic 的消费者数量。 个

SubMsgRateRe

deliver
在所选时间范围中，本 Topic 下某一秒内所有的重传消息的数量 条/秒

SubMsgRateEx

pired

消息过期删除速率 条/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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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sgRateOut 消息消费速率 条/秒

SubMsgThrough

putOut
消息消费流量 B/S

NsStorageSize 命名空间消息积压大小 B

TenantInMessa

gesTotal
虚拟集群入消息总数 条

TenantMsgAver

ageSize
租户级别消息平均大小 B

TenantRateIn 租户级别消息生产速率 条

TenantRateOut 租户级别消息消费速率 条

TenantStorageS

ize
租户级别消息积压大小 B

TenantIn entry 

Count
生产消息 entry 数量 条

TenantInentrySi 生产消息小于等于128B的 entry 数量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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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Le128

TenantInentrySi

zeLe1Kb
生产消息大小512B_1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InentrySi

zeLe2Kb
生产消息大小1KB_2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InentrySi

zeLe4Kb
生产消息大小2KB_4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InentrySi

zeLe16Kb
生产消息大小1KB_2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InentrySi

zeLe1Mb
生产消息大小100KB_1M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InentrySi

zeLe100Kb
生产消息大小16KB_100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InentrySi

zeLeOverflow
生产消息大小1KB_2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In entry 

SizeSum
生产消息 entry 总大小 条

TenantInentrySi

zeLe512
生产消息大小128B_512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Outentry

SizeCount

消费消息 entry 数量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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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ntOutentry

SizeLe100Kb
消费消息大小16KB_100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Outentry

SizeLe128
消费消息小于等于128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Outentry 

SizeLe1Kb
消费消息大小512B_1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Outentry

SizeLe16Kb
消费消息大小4KB_16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Outentry

SizeLe1Mb
消费消息大小100KB_1M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Outentry

SizeLe2Kb
消费消息大小1KB_2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Outentry

SizeLe4Kb
消费消息大小2KB_4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Outentry

SizeLe512
消费消息大小128B_512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Outentry

SizeLeOverflow
消费消息大于1M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Outentry

SizeSum
消费消息 entry 总大小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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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维度解释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environmentId

environmen

tId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environmentId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命名空间，例如：d

DescribeEnvironments

为“Environmen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tenantId

集群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enant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pu

Pulsar 版控制台-集群管理

DescribeClusterDetail  接

为“Cluster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topicName

主题名称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opicName 具体主题名称

具体主题名称，例如：testT

控制台-Topic管理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namespace

集群所在命名

空间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namespace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命名空间：例如：te

DescribeEnvironments

段“Namespace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tenant

集群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enant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pu

DescribeClusterDetail  中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79/4607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clu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79/5218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topi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79/4607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79/5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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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消息队列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指标类型一：

&Namespace = QCE/TDMQ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environmen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具体命名空间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tenant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具体集群 ID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 topic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具体主题名称

指标类型二：

&Namespace = QCE/TDMQ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tenant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具体集群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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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etMQ 版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4 10:28:35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DMQ

监控指标

TDMQ RocketMQ 版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RopRateIn rop 消息生产速率 条/秒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

RopRateOut rop 消息消费速率 条/秒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

RopThroughputIn rop 消息生产流量 B/S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

RopThroughputOut rop 消息消费流量 B/S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

RopMsgBacklog rop 消息积压数量 条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

RopMsgAverageSiz

e
rop 消息平均大小 B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

RopInMessageTotal rop 消息发送总数量 条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

RopGroupCount rop 消费组数量 条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维度解释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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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消息队列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TDMQ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environmen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具体命名空间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tenant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具体集群 ID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 topic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具体主题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environmen

tId

environment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environmen

tId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命名空间，例如：

RocketMQ 版本控制台-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tenantId 集群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tenant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p

列 RocketMQ 版本控制台

DescribeRocketMQCl

为“ClusterId”。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topicName

主题名称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topicName 具体主题名称

具体主题名称，例如：test

RocketMQ 版本控制台-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rocket-clust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rocket-cluste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79/6342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tdmq/rocket-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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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网络

NAT 网关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10 10:57:57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NAT_GATEWAY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OutBandwidth 外网出带宽 NAT 网关平均每秒出流量 Mbps natId

InBandwidth 外网入带宽 NAT 网关平均每秒入流量 Mbps natId

InPkg 外网入包量 NAT 网关平均每秒入包量 pps natId

OutPkg 外网出包量 NAT 网关平均每秒出包量 pps natId

Conns 外网络连接数 NAT 网关的实时并发数 个/秒 natId

Droppkg 连接数超限丢包量
NAT 网关连接数超限累计丢

包量
个 natId

ConnsUsage 并发连接数使用率 网络连接数使用率 % natId

Egressbandwidthu

sage
出带宽使用率 外网入带宽使用率 % natId

WanInByteUsage 入带宽使用率 外网出带宽使用率 % natId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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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私有网络 NAT 网关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NAT_GATEWAY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na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为 NAT 网关 ID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

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信息。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natId NAT 网关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natId NAT 网关具体 ID 输入具体 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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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 网关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3 11:00:25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VPNGW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InBandwidth 外网入带宽
VPN 网关平均每秒入流

量

Mbp

s

vpnGwI

d

OutBandwidth 外网出带宽
VPN 网关平均每秒出流

量

Mbp

s

vpnGwI

d

Inpkg 入包量
VPN 网关平均每秒入包

量
个/秒

vpnGwI

d

Outpkg 出包量
VPN 网关平均每秒出包

量
个/秒

vpnGwI

d

VpnBandwidthUsageR

ate

VPN 带宽利用

率
VPN 带宽利用率 %

vpnGwI

d

说明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

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

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

s.0.Name

vpnG

wId

VPN 网关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vpnGw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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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私有网络 VPN 网关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VPNGW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pnGw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为 VPN 网关 ID

Instances.N.Dimension

s.0.Value

vpnG

wId

VPN 网关具体 

ID

输入 VPN 网关具体 ID，例如：

vpngw-q7v069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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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 通道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5 17:21:04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VPNX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OutBandwidth VPN 通道出带宽 VPN 通道平均每秒出流量

InBandwidth VPN 通道入带宽 VPN 通道平均每秒入流量

InPkg VPN 通道入包量 VPN 通道平均每秒入包量

OutPkg VPN 通道出包量 VPN 通道平均每秒出包量

PkgDrop VPN 通道丢包率 VPN 探测一分钟的丢包比例

Delay VPN 通道时延 VPN 探测一分钟的平均时延

说明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

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vpnConnId VPN 通道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vpnConnId VPN 通道具体 ID 输入 VPN 通道具体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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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共582页

入参说明

查询私有网络 VPN 通道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VPNX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pnCon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VPN 通道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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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线网关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22:27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DCG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InBandwidth 网络入带宽 专线网络网络入带宽 Mbps dire

InPkg 入包量 专线网络入包量 个/秒 dire

OutBandwidth 网络出带宽 专线网络网络出带宽 Mbps dire

OutPkg 出包量 专线网络出包量 个/秒 dire

Rxbytes 入方向流量 专线网络入方向流量 GB dire

Txbytes 出方向流量 专线网络出方向流量 GB dire

说明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

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信息。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directConnectGatewayI

d

专线网关 ID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directCon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directConnectGatewayI

d
专线网关具体 ID 输入专线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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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私有网络专线网关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DCG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directConnectGateway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专线网关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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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联网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1-02-04 10:18:01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VBC

监控指标

地域间指标

单地域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InBandwidth 入带宽 地域间入带宽 Mbps Ccn

OutBandwidth 出带宽 地域间出带宽 Mbps Ccn

InPkg 入包量 地域间入包量 个/秒 Ccn

OutPkg 出包量 地域间出包量 个/秒 Ccn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RegionInBandwidthBM 入带宽 单地域入带宽 Mbps

RegionOutBandwidthBM 出带宽 单地域出带宽 Mbps

RegionInPkgBM 入包量 单地域入包量 个/秒

RegionOutPkgBM 出包量 单地域出包量 个/秒

说明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

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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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私有网络云联网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VBC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Cc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云联网的具体 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CcnId 云联网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CcnId 云联网具体 ID 输入云联网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SRegion 源地域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SRegion 具体源地域 输入具体源地域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DRegion 目的地域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DRegion 具体目的地域 输入具体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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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连接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21:52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PCX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

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InBandwidt

h

网络入带

宽
对等连接入带宽

bp

s

peeringConnecti

onId

OutBandwi

dth

网络出带

宽
对等连接出带宽

bp

s

peeringConnecti

onId

InPkg 入包量 对等连接每秒入包量
个/

秒

peeringConnecti

onId

OutPkg 出包量 对等连接每秒出包量
个/

秒

peeringConnecti

onId

PkgDrop 丢包率
对等连接因带宽限制丢弃报文与总报

文的比率
%

peeringConnecti

onId

OutbandR

ate

出带宽使

用率
对等连接出带宽使用率 %

peeringConnecti

onId

InbandRat

e

入带宽使

用率
对等连接入带宽使用率 %

peeringConnecti

onId

说明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

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信息。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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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私有网络基础网络跨地域互联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PCX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peeringConnectio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基础网络跨地域互联 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peeringConne

ctionId

基础网络跨地域互联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

peeringC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peeringConne

ctionId
基础网络跨地域互联具体 ID

输入基础网

pcx-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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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包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21:01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BWP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私有网络带宽包监控接口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BWP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InPkg 入包量 共享带宽包入包量 个/秒 bandwidthPackageId

InTraffic 入带宽 共享带宽包入带宽 Mbps bandwidthPackageId

OutPkg 出包量 共享带宽包出包量 个/秒 bandwidthPackageId

OutTraffic 出带宽 共享带宽包出带宽 Mbps bandwidthPackageId

说明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

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bandwidthPackageId

带宽包 ID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

bandwi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bandwidthPackageId 带宽包的具体 ID 输入带宽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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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bandwidthPackag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带宽包的唯一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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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公网 IP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20:26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LB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VipIntraffic 入带宽 弹性公网IP入带宽

VipOuttraffic 出带宽 弹性公网IP出带宽

VipInpkg 入包量 弹性公网IP入包量

VipOutpkg 出包量 弹性公网IP出包量

AccOuttraffic 出流量 弹性公网IP出流量

说明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

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信息。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eip 弹性公网 IP 或 IPV6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eip 弹性公网 IP 或 IPV6 地址 输入具体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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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私有网络弹性公网 IP 监控接口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e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弹性公网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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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cast 弹性公网 IP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7 14:37:10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CEIP_SUMMARY

监控指标

Anycast 弹性公网 IP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私有网络弹性公网 IP 监控接口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EIP_SUMMARY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e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弹性公网 IP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VipInpkg 入包量 Anycast 弹性公网 IP 入包量 个/秒 eip

VipOutpkg 出包量 Anycast 弹性公网 IP 出包量 个/秒 eip

VipIntraffic 入带宽 Anycast 弹性公网 IP 入带宽 Mbps eip

VipOuttraffic 出带宽 Anycast 弹性公网 IP 出带宽 Mbps eip

参数名称
维度

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

0.Name
eip

弹性公网 IP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eip

Instances.N.Dimensions.

0.Value
eip

弹性公网具体 IP 

地址

输入具体 IP 地址，例如：

111.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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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探测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1:20:54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VPC_NET_DETECT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私有网络弹性公网 IP 监控接口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VPC_NET_DETECT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netDetec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网络探测具体实例 ID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PkgDrop 丢包率 网络探测丢包率 %

Delay 时延 网络探测时延 ms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netDetectId 网络探测实例维度名称 输入 St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netDetectId 网络探测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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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均衡

公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6 15:23:43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LB_PUBLIC

监控指标

说明

此命名空间下的指标为公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包括负载均衡实例、监听器、后端服务和后端服务端口四个

维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ClientConnum 客户端到 LB 的活跃连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的某一时刻，从客户端到负载均衡或监

听器上的活跃连接数。

ClientInactiveCon

n

客户端到 LB 的非活跃连接

数

在统计粒度内的某一时刻，从客户端到负载均衡或监

听器上的非活跃连接数。

ClientConcurCon

n
客户端到 LB 的并发连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的某一时刻，从客户端到负载均衡或监

听器上的并发连接数。

ClientNewConn 客户端到 LB 的新建连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从客户端到负载均衡或监听器上的新

建连接数。

ClientInpkg 客户端到 LB 的入包量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向负载均衡每秒发送的数据包

数量。

ClientOutpkg 客户端到 LB 的出包量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向客户端每秒发送的数据包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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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AccIntraffic 客户端到 LB 的入流量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流入到负载均衡的流量。

ClientAccOuttraffi

c
客户端到 LB 的出流量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流出到客户端的流量。

ClientIntraffic 客户端到 LB 的入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流入到负载均衡所用的带宽。

ClientOuttraffic 客户端到 LB 的出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流出到客户端所用的带宽。

InTraffic LB 到后端的入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流入到后端 RS 所用的带

宽。

OutTraffic LB 到后端的出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 RS 流出到负载均衡所用的带

宽。

InPkg LB 到后端的入包量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向后端 RS 每秒发送的数据

包数量。

OutPkg LB 到后端的出包量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 RS 向负载均衡每秒发送的数据

包数量。

ConNum LB 到后端的连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从负载均衡到后端 RS 的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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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共582页

NewConn LB 到后端的新建连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从负载均衡到后端 RS 的新建连接

数。

AccOuttraffic LB 到后端的出流量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流入到后端 RS 的流量。

DropTotalConns 丢弃连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或监听器上丢弃的连接数。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

账户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

InDropBits 丢弃入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通过外网访问负载均衡时丢弃

的带宽。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

账户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

OutDropBits 丢弃出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访问外网时丢弃的带宽。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

账户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

InDropPkts 丢弃流入数据包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通过外网访问负载均衡时丢弃

的数据包。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

账户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

OutDropPkts 丢弃流出数据包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访问外网时丢弃的数据包。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

账户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

DropQps 丢弃 QPS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或监听器上丢弃的请求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

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账户类型判断方式请

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

IntrafficVipRatio 入带宽利用率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通过外网访问负载均衡所用的

带宽利用率。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

账户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此指标处

于内测阶段，如需使用，请提交 工单申请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6&level2_id=163&source=0&data_title=%E8%B4%9F%E8%BD%BD%E5%9D%87%E8%A1%A1%20CLB&level3_id=1071&queue=96&scene_code=34639&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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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trafficVipRatio 出带宽利用率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访问外网所用的带宽使用

率。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

账户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此指标处

于内测阶段，如需使用，请提交 工单申请 。

ReqAvg 平均请求时间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的平均请求时间。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ReqMax 最大请求时间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的最大请求时间。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RspAvg 平均响应时间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的平均响应时间。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RspMax 最大响应时间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的最大响应时间。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RspTimeout 响应超时个数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响应超时的个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SuccReq 每分钟成功请求数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每分钟的成功请求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TotalReq 每秒请求数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每秒钟的请求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3xx CLB 返回的 3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3xx 状态码的个数

（负载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4xx CLB 返回的 4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4xx 状态码的个数

（负载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6&level2_id=163&source=0&data_title=%E8%B4%9F%E8%BD%BD%E5%9D%87%E8%A1%A1%20CLB&level3_id=1071&queue=96&scene_code=34639&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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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5xx CLB 返回的 5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5xx 状态码的个数

（负载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404 CLB 返回的 404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404 状态码的个数

（负载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499 CLB 返回的 499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499 状态码的个数

（负载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502 CLB 返回的 502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502 状态码的个数

（负载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503 CLB 返回的 503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503 状态码的个数

（负载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504 CLB 返回的 504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504 状态码的个数

（负载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2xx 2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2xx 状态码的个

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3xx 3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3xx 状态码的个

数。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4xx 4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4xx 状态码的个

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5xx 5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5xx 状态码的个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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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404 404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404 状态码的个

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499 499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499 状态码的个

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502 502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502 状态码的个

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503 503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503 状态码的个

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504 504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504 状态码的个

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OverloadCurConn SNAT 并发连接数

在统计周期内，负载均衡的 SNAT IP 每分钟的并发

连接数。

此指标处于内测阶段，如需使用，请提交 内测申

请 。

ConnRatio SNAT 端口使用率

在统计周期内，负载均衡的 SNAT IP 的端口使用

率。 

端口使用率 = SNAT 并发连接数 / (SNAT IP 数 

55000 × RS 个数）。

 此指标处于内测阶段，如需使用，请提交 内测申

请 。

SnatFail SNAT 失败数

在统计周期内，负载均衡的 SNAT IP 与后端 RS 

分钟建立连接的失败次数。 

此指标处于内测阶段，如需使用，请提交 内测申

请 。

UnhealthRsCount 健康检查异常数 在统计周期内，负载均衡的健康检查异常个数。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z2b346gxli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z2b346gxli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z2b346g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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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

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公网入包量（InPkg）、公网入带宽（InTraffic）、公网出包量（OutPkg）、公网出带宽

（OutTraffic）指标在10s统计粒度内取平均值，在1min统计粒度内取每10s值的最大值，在5min统

计粒度内取每1min值的最大值，以此类推。

LB 到后端的入带宽（InTraffic）、LB 到后端的出带宽（OutTraffic）、LB 到后端的入包量

（InPkg）、LB 到后端的出包量（OutPkg）四个指标，只有实例维度支持  10s 统计粒度，监听器维

度、后端服务和后端服务器端口维度都不支持 10s 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vip 负载均衡 VIP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vip 负载均衡具体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loadBalancerP

ort
负载均衡监听器端口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loadBalancerP

ort
负载均衡具体的监听器端口

Instances.N.Dimensions.2.n

ame
protocol 监听协议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2.v

alue
protocol 具体监听的协议

Instances.N.Dimensions.3.n

ame
vpcId 私有网络 ID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3.v vpcId 负载均衡所在私有网络的具体 ID，若是跨地域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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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公网负载均衡支持以下4种维度组合的查询方式，4种入参取值例如下：

1. 公网负载均衡实例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Namespace: QCE/LB_PUBLIC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IP 地址

2. 公网负载均衡监听器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Namespace: QCE/LB_PUBLIC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IP 地址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端口号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 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协议类型

3. 公网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Namespace: QCE/LB_PUBLIC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vip 

alue 绑定 1.0 请查看表格下的说明

Instances.N.Dimensions.4.n

ame
lanIp 后端服务器 IP 地址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4.v

alue
lanIp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 IP 地址

Instances.N.Dimensions.5.n

ame
port 后端服务器端口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5.v

alue
port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服务端口号

说明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 参数是指负载均衡所在私有网络的具体 ID，但仅在跨地域绑定1.0

的情况下，此参数为跨地域 VPC 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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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IP 地址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端口号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 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协议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 = 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 = 后端服务器所在的私有网络 ID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 = 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 = 负载均衡绑定机器的 IP

4. 公网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端口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Namespace: QCE/LB_PUBLIC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IP 地址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端口号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 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协议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 = 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 = 负载均衡所在私有网络的 ID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 = 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 = 为负载均衡绑定机器的 IP 

&Instances.N.Dimensions.5.Name = 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5.Value = 负载均衡绑定机器的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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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2-02 14:42:27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LB_PRIVATE

监控指标

说明

此命名空间下的指标为内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包括负载均衡实例、监听器、后端服务和后端服务端口四个

维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ClientConnum
客户端到 LB 的活

跃连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的某一时刻，从客户端到负载均衡或监听器

上的活跃连接数。

ClientInactiveConn
客户端到 LB 的非

活跃连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的某一时刻，从客户端到负载均衡或监听器

上的非活跃连接数。

ClientConcurConn
客户端到 LB 的并

发连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的某一时刻，从客户端到负载均衡或监听器

上的并发连接数。

ClientNewConn
客户端到 LB 的新

建连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从客户端到负载均衡或监听器上的新建连

接数。

ClientInpkg
客户端到 LB 的入

包量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向负载均衡每秒发送的数据包数

量。

ClientOutpkg
客户端到 LB 的出

包量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向客户端每秒发送的数据包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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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AccIntraffic 客户端到 LB 的入

流量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流入到负载均衡的流量。

ClientAccOuttraffi

c

客户端到 LB 的出

流量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流出到客户端的流量。

ClientOuttraffic
客户端到 LB 的出

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流出到客户端所用的带宽。

ClientIntraffic
客户端到 LB 的入

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流入到负载均衡的带宽。

OutTraffic LB 到后端的出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 RS 流出到负载均衡所用的带宽。

InTraffic LB 到后端的入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流入到后端 RS 所用的带宽。

OutPkg LB 到后端的出包量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 RS 向负载均衡每秒发送的数据包数

量。

InPkg LB 到后端的入包量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向后端 RS 每秒发送的数据包数

量。

ConNum LB 到后端的连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从负载均衡到后端 RS 的连接数。

NewConn
LB 到后端的新建连

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从负载均衡到后端 RS 的新建连接数。

DropTotalConns 丢弃连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或监听器上丢弃的连接数。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账户

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

InDropBits 丢弃入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通过外网访问负载均衡时丢弃的带

宽。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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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账户

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

OutDropBits 丢弃出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访问外网时丢弃的带宽。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账户

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

InDropPkts 丢弃流入数据包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通过外网访问负载均衡时丢弃的数

据包。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账户

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

OutDropPkts 丢弃流出数据包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访问外网时丢弃的数据包。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账户

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

DropQps 丢弃 QPS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或监听器上丢弃的请求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

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账户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

账户类型 。

IntrafficVipRatio 入带宽利用率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通过外网访问负载均衡所用的带宽

利用率。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账户

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此指标处于内测阶

段，如需使用，请提交 工单申请 。

OuttrafficVipRatio 出带宽利用率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访问外网所用的带宽使用率。

此指标仅标准账户类型支持，传统账户类型不支持，账户

类型判断方式请参见 判断账户类型 。此指标处于内测阶

段，如需使用，请提交 工单申请 。

ReqAvg 平均请求时间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的平均请求时间。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ReqMax 最大请求时间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的最大请求时间。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RspAvg 平均响应时间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的平均响应时间。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6&level2_id=163&source=0&data_title=%E8%B4%9F%E8%BD%BD%E5%9D%87%E8%A1%A1%20CLB&level3_id=1071&queue=96&scene_code=34639&step=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99/49090#judge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level1_id=6&level2_id=163&source=0&data_title=%E8%B4%9F%E8%BD%BD%E5%9D%87%E8%A1%A1%20CLB&level3_id=1071&queue=96&scene_code=34639&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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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pMax 最大响应时间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的最大响应时间。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RspTimeout 响应超时个数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响应超时的个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SuccReq 每分钟成功请求数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每分钟的成功请求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TotalReq 每秒请求数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每秒钟的请求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3xx
CLB 返回的 3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3xx 状态码的个数（负载均

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4xx
CLB 返回的 4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4xx 状态码的个数（负载均

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5xx
CLB 返回的 5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5xx 状态码的个数（负载均

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404
CLB 返回的 404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404 状态码的个数（负载

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499
CLB 返回的 499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499 状态码的个数（负载

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502
CLB 返回的 502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502 状态码的个数（负载

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ClbHttp503 CLB 返回的 503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503 状态码的个数（负载

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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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bHttp504
CLB 返回的 504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返回 504 状态码的个数（负载

均衡和后端服务器返回码之和）。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2xx 2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2xx 状态码的个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3xx 3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3xx 状态码的个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4xx 4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4xx 状态码的个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5xx 5xx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5xx 状态码的个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404 404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404 状态码的个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499 499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499 状态码的个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502 502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502 状态码的个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503 503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503 状态码的个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Http504 504 状态码
在统计粒度内，后端服务器返回 504 状态码的个数。

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OverloadCurConn SNAT 并发连接数

在统计周期内，负载均衡的 SNAT IP 每分钟的并发连接

数。

此指标处于内测阶段，如需使用，请提交 内测申请 。

ConnRatio SNAT 端口使用率 在统计周期内，负载均衡的 SNAT IP 的端口使用率。

 端口使用率 = SNAT 并发连接数 / (SNAT IP 数 × 

55000 × RS 个数）。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z2b346g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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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此指标处于内测阶段，如需使用，请提交 内测申请 。

SnatFail SNAT 失败数

在统计周期内，负载均衡的 SNAT IP 与后端 RS 每分钟

建立连接的失败次数。

此指标处于内测阶段，如需使用，请提交 内测申请 。

UnhealthRsCount 健康检查异常数 在统计周期内，负载均衡的健康检查异常个数。

说明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

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vip 负载均衡 V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vip 负载均衡具体 VIP 输入具体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loadBalancerPo

rt

负载均衡监听器端口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

loadBala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loadBalancerPo

rt
负载均衡具体的监听器端口 输入具体端

Instances.N.Dimensions.2.n

ame
protocol 监听协议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2.v

alue
protocol 具体监听的协议

输入协议值

UDP

Instances.N.Dimensions.3.n

ame
vpcId 私有网络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3.v vpcId 负载均衡所在私有网络的具体 输入私有网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z2b346gxli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z2b346gxl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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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内网负载均衡支持以下4种维度组合的查询方式，4种入参取值例如下：

1. 内网负载均衡实例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Namespace: QCE/LB_PRIVAT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IP 地址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负载均衡所在私有网络的 ID

2. 内网负载均衡监听器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Namespace: QCE/LB_PRIVAT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IP 地址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负载均衡所在私有网络的 ID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 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端口号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 = 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 = 协议类型

3. 内网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Namespace: QCE/LB_PRIVAT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IP 地址 

alue ID

Instances.N.Dimensions.4.n

ame
lanIp

后端服务器 IP 地址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4.v

alue
lanIp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 IP 地址

输入具体 IP

111.222.1

Instances.N.Dimensions.5.n

ame
port 后端服务器端口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5.v

alue
port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服务端口号 输入具体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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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端口号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 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协议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 = 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 = 负载均衡所在私有网络的 ID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 = 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 = 负载均衡绑定机器的 IP

4. 内网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端口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Namespace: QCE/LB_PRIVAT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IP 地址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端口号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 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协议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 = 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 = 负载均衡所在私有网络的 ID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 = 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 = 为负载均衡绑定机器的 IP 

&Instances.N.Dimensions.5.Name = 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5.Value = 负载均衡绑定机器的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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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12:49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COS

监控指标

请求类

说明

由于对象存储的监控数据都在广州，所以无论存储桶所属地域是哪里，拉取对象存储监控指标数据时 

Region 请统一选择“广州”地域。

使用 API Explorer  拉取数据时，Region 字段统一选择“华南地区(广州)”。

使用 SDK 拉取数据时，Region 字段统一填写“ap-guangzhou”。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StdReadRequests 标准存储读请求
标准存储类型读取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送请

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StdWriteRequests 标准存储写请求
标准存储类型写入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送请

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MazStdReadReque

sts
多 AZ 标准存储读请求

多AZ标准存储类型读取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

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MazStdWriteReque

sts
多 AZ 标准存储写请求

多AZ标准存储类型写入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

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IaReadRequests 低频存储读请求
低频存储类型读取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送请

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IaWriteRequests 低频存储写请求
低频存储类型写入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送请

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monitor&Version=2018-07-24&Action=GetMonitorData&Sig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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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类

MazIaReadReques

ts

多 AZ 低频存储读请求 多 AZ 低频存储类型读取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

送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MazIaWriteReques

ts
多 AZ 低频存储写请求

多 AZ 低频存储类型写入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

送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DeepArcReadRequ

ests
深度归档存储读请求

深度归档存储类型读取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

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DeepArcWriteRequ

ests
深度归档存储写请求

深度归档存储类型写入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

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ItReadRequests 智能分层存储读请求
智能分层存储类型读取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

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ItWriteRequests 智能分层存储写请求
智能分层存储类型写入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

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MazItReadRequest

s
多 AZ 智能分层存储读请求

多 AZ 智能分层存储类型读取请求次数，请求次数

据发送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MazItWriteRequest

s
多 AZ 智能分层存储写请求

多 AZ 智能分层存储类型写入请求次数，请求次数

据发送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TotalRequests 总请求数
所有存储类型的读写总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

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GetRequests GET 类总请求数
所有存储类型 GET 类总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

送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PutRequests PUT 类总请求数
所有存储类型 PUT 类总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

送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

StdStorage 标准存储-存储空间 M

MazStdStorage 多 AZ 标准存储-存储空间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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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Storage 低频存储-存储空间 M

MazIaStorage 多 AZ 低频存储-存储空间 M

ItFreqStorage 智能分层存储-高频层存储空间 M

ItInfreqStorage 智能分层存储-低频层存储空间 M

MazItFreqStorage 多 AZ 智能分层存储-高频层存储空间 M

MazItInfreqStorage 多 AZ 智能分层存储-低频层存储空间 M

ArcStorage 归档存储-存储空间 M

DeepArcStorage 深度归档存储-存储空间 M

StdObjectNumber 标准存储-对象数量 个

MazStdObjectNumber 多 AZ 标准存储-对象数量 个

IaObjectNumber 低频存储-对象数量 个

MazIaObjectNumber 多 AZ 低频存储-对象数量 个

ItFreqObjectNumber 智能分层存储_高频层对象数量 个

ItInfreqObjectNumber 智能分层存储_低频层对象数量 个

MazItFreqObjectNumber 多 AZ 智能分层存储_高频层对象数量 个

MazItInfreqObjectNumber 多 AZ 智能分层存储_低频层对象数量 个

ArcObjectNumber 归档存储对象数量 个

DeepArcObjectNumber 深度归档存储对象数量 个

StdMultipartNumber 标准存储-文件碎片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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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类

MazStdMultipartNumber 多 AZ 标准存储-文件碎片数 个

IaMultipartNumber 低频存储-文件碎片数 个

MazIaMultipartNumber 多 AZ 低频存储-文件碎片数 个

ItFrequentMultipartNumber 智能分层-高频文件碎片数 个

MazItFrequentMultipartNumber 多 AZ 智能分层-高频文件碎片数 个

ArcMultipartNumber 归档存储-文件碎片数 个

DeepArcMultipartNumber 深度归档存储-文件碎片数 个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InternetTraffic 外网下行流量 数据通过互联网从 COS 下载到客户端产生的流

InternetTrafficUp 外网上行流量 数据通过互联网从客户端上传到 COS 产生的流

InternalTraffic 内网下行流量
数据通过腾讯云内网从 COS 下载到客户端产生

流量

InternalTrafficUp 内网上行流量
数据通过腾讯云内网从客户端上传到 COS 产生

流量

CdnOriginTraffic CDN 回源流量
数据从 COS 传输到腾讯云 CDN 边缘节点产生

流量

InboundTraffic 外网、内网上传总流量
数据通过互联网、腾讯云内网从客户端上传到 

COS 产生的流量

CrossRegionReplicationT

raffic
跨地域复制流量

数据从一个地域的存储桶传输到另一个地域的存

桶产生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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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码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2xxResponse 2xx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2xx 的请求次数

3xxResponse 3xx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3xx 的请求次数

4xxResponse 4xx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4xx 的请求次数

5xxResponse 5xx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5xx 的请求次数

2xxResponseRate 2xx 状态码占比 返回状态码为 2xx 的请求次数在总请求次数中的占比

3xxResponseRate 3xx 状态码占比 返回状态码为 3xx 的请求次数在总请求次数中的占比

4xxResponseRate 4xx 状态码占比 返回状态码为 4xx 的请求次数在总请求次数中的占比

5xxResponseRate 5xx 状态码占比 返回状态码为 5xx 的请求次数在总请求次数中的占比

400Response 400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400 的请求次数

403Response 403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403 的请求次数

404Response 404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404 的请求次数

400ResponseRate 400 状态码占比 返回状态码为 400 的请求次数在总请求次数中的占比

403ResponseRate 403 状态码占比 返回状态码为 403 的请求次数在总请求次数中的占比

404ResponseRate 404 状态码占比 返回状态码为 404 的请求次数在总请求次数中的占比

500ResponseRate 500 状态码占比 返回状态码为 500 的请求次数在总请求次数中的占比

501ResponseRate 501 状态码占比 返回状态码为 501 的请求次数在总请求次数中的占比

502ResponseRate 502 状态码占比 返回状态码为 502 的请求次数在总请求次数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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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读取类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对象存储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O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主账号的 APPID 

503ResponseRate 503 状态码占比 返回状态码为 503 的请求次数在总请求次数中的占比

说明

1. 具体的3xx、4xx、5xx状态码详情请查看 错误码表  。

2.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

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StdRetrieva

l
标准数据读取量

读取标准数据产生的流量，是标准存储外网下行流量、内网下行流量、

回源流量的总和

IaRetrieval 低频数据读取量
读取低频数据产生的流量，是低频存储外网下行流量、内网下行流量、

回源流量的总和

参数名称
维度名

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appid 主账号 APP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appid 主账号的具体 APPID 输入主账号 AP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bucket 存储桶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bucket 存储桶具体名称
输入存储桶具体名

125000000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7730#.E9.94.99.E8.AF.AF.E7.A0.81.E5.88.97.E8.A1.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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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bucke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存储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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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发式网络 CDN

省份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1:19:50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CDN_LOG_DATA

监控指标

注意

拉取内容分发式网络-省份监控指标数据时，Region 请统一选择“广州”地域。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Bandwidth 带宽 Mbps domain,isp,projectid,province

Traffic 流量 MB domain,isp,projectid,province

HitTraffic 命中缓存的流量 MB domain,isp,projectid,province

RequestTotal 总请求次数 次 domain,isp,projectid,province

HttpStatus2xx 状态码2xx 次 domain,isp,projectid,province

HttpStatus3xx 状态码3xx 次 domain,isp,projectid,province

HttpStatus4xx 状态码4xx 次 domain,isp,projectid,province

HttpStatus5xx 状态码5xx 次 domain,isp,projectid,province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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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内容分发网络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DN_LOG_DAT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provinc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省份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sp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运营商具体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projectId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项目 ID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域名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province 省份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ro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province 省份 输入省份，例如：广东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isp

运营商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sp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isp

运营商具体名

称

输入运营商具体名称，例如：中国

带宽或中国铁通

Instances.N.Dimensions.2.N

ame
projectId 项目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ro

Instances.N.Dimensions.2.V

alue
projectId 项目具体 ID 输入项目具体 ID，例如：1

Instances.N.Dimensions.3.N

ame
domain

国外域名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dom

Instances.N.Dimensions.3.V

alue
domain 具体域名 输入具体域名，例如： www.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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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域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12 10:37:25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CDN

监控指标

访问量

访问请求数

回源用量

注意

拉取内容分发式网络-国内域名监控指标数据时，Region 请统一选择“广州”地域。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Bandwidth 带宽 Mbps projectId、do

Flux 流量 MB projectId、do

FluxHitRate 流量命中率 % projectId、do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Requests 请求数 次 projectId、do

RequestsHitRate 请求数命中率 % projectId、do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BackOriginBandwidth 回源带宽 Mbps projectId、do

BackOriginFailRate 回源失败率 % projectId、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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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源请求数

访问状态码

BackOriginFlux 回源流量 MB projectId、do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BackOriginRequests 回源请求数 次 projectId、do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HttpStatus0 状态码（0）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0Rate 状态码0占比 % projectId、d

HttpStatus200 状态码（200）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206 状态码（206）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2xx 状态码（2xx）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302 状态码（302）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304 状态码（304）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3xx 状态码（3xx）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401 状态码（401）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403 状态码（403）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403Rate 403状态码占比 % projectId、d

HttpStatus404 状态码（404）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404Rate 404状态码占比 % projectI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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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us405 状态码（405）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416 状态码（416）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4xx 状态码（4xx）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4xxRate 4xx状态码占比 % projectId、d

HttpStatus500 状态码（500）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502 状态码（502）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5xx 状态码（5xx） 次 projectId、d

HttpStatus5xxRate 5xx状态码占比 % projectId、d

HttpStatusErrorRate 错误状态码占比（4xx+5xx） % projectId、d

BackOriginHttp200 回源状态码200 次 projectId、d

BackOriginHttp206 回源状态码206 次 projectId、d

BackOriginHttp2xx 回源状态码2xx 次 projectId、d

BackOriginHttp302 回源状态码302 次 projectId、d

BackOriginHttp304 回源状态码304 次 projectId、d

BackOriginHttp3xx 回源状态码3xx 次 projectId、d

BackOriginHttp401 回源状态码401 次 projectId、d

BackOriginHttp403 回源状态码403 次 projectId、d

BackOriginHttp404 回源状态码404 次 projectId、d

BackOriginHttp4xx 回源状态码4xx 次 projectI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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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内容分发网络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DN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projec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项目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域名 

BackOriginHttp500 回源状态码500 次 projectId、d

BackOriginHttp502 回源状态码502 次 projectId、d

BackOriginHttp5xx 回源状态码5xx 次 projectId、d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projectId 项目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projectId 项目具体 ID 输入项目具体 ID，例如：1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domain 域名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domain 具体域名 输入具体域名，例如： w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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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域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6 15:24:04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OV_CDN

监控指标

访问量

访问请求数

回源用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Bandwidth 带宽 Mbps projec

Flux 流量 GB projec

CdnFluxHitRate 流量命中率 % projec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Requests 请求数 次 projec

RequestsHitRate 请求数命中率 % projec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BackOriginBandwidth 回源带宽 Mbps project

BackOriginFailRate 回源失败率 % project

BackOriginSpeed 回源速率 KB/s project

BackOriginFlux 回源流量 GB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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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状态码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HttpStatus0 状态码（0） 次 projec

HttpStatus0Rate 状态码0占比 % projec

HttpStatus200 状态码（200） 次 projec

HttpStatus206 状态码（206） 次 projec

HttpStatus2xx 状态码（2xx） 次 projec

HttpStatus302 状态码（302） 次 projec

HttpStatus304 状态码（304） 次 projec

HttpStatus3xx 状态码（3xx） 次 projec

HttpStatus401 状态码（401） 次 projec

HttpStatus403 状态码（403） 次 projec

HttpStatus403Rate 403状态码占比 % projec

HttpStatus404 状态码（404） 次 projec

HttpStatus404Rate 404状态码占比 % projec

HttpStatus405 状态码（405） 次 projec

HttpStatus416 状态码（416） 次 projec

HttpStatus4xx 状态码（4xx） 次 projec

HttpStatus4xxRate 4xx状态码占比 % proj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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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us500 状态码（500） 次 projec

HttpStatus502 状态码（502） 次 projec

HttpStatus5xx 状态码（5xx） 次 projec

HttpStatus5xxRate 5xx状态码占比 % projec

HttpStatusErrorRate
错误状态码占比

（4xx+5xx）
% projec

BackOriginHttp200 回源状态码200 次 projec

BackOriginHttp206 回源状态码206 次 projec

BackOriginHttp2xx 回源状态码2xx 次 projec

BackOriginHttp302 回源状态码302 次 projec

BackOriginHttp304 回源状态码304 次 projec

BackOriginHttp3xx 回源状态码3xx 次 projec

BackOriginHttp401 回源状态码401 次 projec

BackOriginHttp403 回源状态码403 次 projec

BackOriginHttp404 回源状态码404 次 projec

BackOriginHttp4xx 回源状态码4xx 次 projec

BackOriginHttp500 回源状态码500 次 projec

BackOriginHttp502 回源状态码502 次 projec

BackOriginHttp5xx 回源状态码5xx 次 proj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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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内容分发网络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OV_CDN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projec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项目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域名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projectId 项目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projectId 项目具体 ID 输入项目具体 I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domain 国外域名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domain 具体域名 输入具体域名，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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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存储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12:10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CFS

监控指标

带宽类

读写次数类

存储类

延时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DataReadIoBytes 读取带宽 文件系统平均每秒钟读取的数据量 KB/s

DataWriteIoBytes 写入带宽 文件系统平均每秒钟写入的数据量 KB/s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DataReadIoCount 读取 IOPS 每秒读文件系统的次数 次/秒

DataWriteIoCount 写入 IOPS 每秒写文件系统的次数 次/秒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Storage 文件系统存储量 文件系统当前时刻的存储量 GB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DataReadIoLatency 读取延时 文件系统平均读取延时 ms

DataWriteIoLatency 写入延迟 文件系统平均写入延时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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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文件存储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F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FileSystem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文件系统 ID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接口

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FileSystemId 文件系统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FileSystem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FileSystemId 文件系统具体 ID

输入文件系统具体 I

fjojeogej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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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物理服务器

黑石物理服务器1.0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3 09:24:24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CPM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puUsage CPU 使用率 % instanceId

MemUse MEM 内存使用量 MByte instanceId

IoReadTraffic 磁盘 IO 读流量 KByte/s instanceId

IoWriteTraffic 磁盘 IO 写流量 KByte/s instanceId

IoUtil 磁盘 IO 的 CPU 使用率 % instanceId

WanOuttraffic 外网出带宽 Mbps instanceId

WanIntraffic 外网入带宽 Mbps instanceId

WanOutpkg 外网出包量 个/秒 instanceId

WanInpkg 外网入包量 个/秒 instanceId

WanOutflux 外网出流量 GByte instanceId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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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黑石物理服务器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PM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黑石物理机的实例 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nstanceI

d

黑石物理服务器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nstanceI

d
黑石物理服务器具体实例 ID

输入实例具体ID，例如

物理服务器接口 De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386/3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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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弹性公网 IP（EIP）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3 09:23:52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BM_LB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黑石弹性公网 IP（EIP）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EipOuttraffic 外网出带宽 Mbps

EipIntraffic 外网入带宽 Mbps

EipOutpkg 外网出包量 个/秒

EipInpkg 外网入包量 个/秒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

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vip 弹性公网 IP 地址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vip 弹性公网具体IP 地址

输入具体 EIP 地址，例如

接口 DescribeEipB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028/3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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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QCE/BM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要查询的 EIP 的地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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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对等连接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3 09:23:17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BM_PCX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黑石对等连接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OutBandwidth 外网出带宽 Mbps peeringConnec

InBandwidth 外网入带宽 Mbps peeringConnec

OutPkg 外网出包量 个/秒 peeringConnec

InPkg 外网入包量 个/秒 peeringConnec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

s.0.Name

peeringConnectionI

d

黑石对等连接唯一 ID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peeringCon

Instances.N.Dimension

s.0.Value

peeringConnectionI

d
黑石对等连接唯一 ID

输入黑石对等

tes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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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QCE/BM_PCX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peeringConnectio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黑石对等连接唯一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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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内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3 09:22:50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BM_INTRA_LB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Inpkg 入包量

Outpkg 出包量

Intraffic 入带宽

Outtraffic 出带宽

Connum 当前连接数（四层监听器）

Req 请求个数（七层监听器）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

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黑石内网负载均衡指标支持多维度查询，可参见 入参说明 。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vip 负载均衡 v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vip 负载均衡具体的 vip 输入具体 IP 地址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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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黑石内网负载均衡提供了获取以下四种级别监控数据的组合：

负载均衡级别，监听器级别，监听器下服务器级别，监听器下服务器端口级别。

1. 获取负载均衡级别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BM_INTRA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负载均衡的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protocol 协议值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protocol 具体协议值

输入协议值具体名

udp、http、htt

Instances.N.Dimensions.2.

Name

loadBalancerP

ort
负载均衡的端口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2.

Value

loadBalancerP

ort
负载均衡具体的端口 输入具体端口号，

Instances.N.Dimensions.3.

Name
lanIp 后端服务器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3.

Value
lanIp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 IP 输入具体 IP 地址

Instances.N.Dimensions.4.

Name
rsPort

后端服务器端口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4.

Value
rsPort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端口 输入后端服务器具

Instances.N.Dimensions.5.

Name
vpcId

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私有网

络整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5.

Value
vpcId

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的私有

网络具体整型 ID

输入负载均衡实例

1，可通过 查询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1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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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的私有网络整形 ID

2. 获取监听器级别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BM_INTRA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负载均衡的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协议值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负载均衡的端口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的私有网络整形 ID

3. 获取监听器下服务器级别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BM_INTRA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负载均衡的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协议值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负载均衡的端口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后端服务器的 IP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的私有网络整形 ID

4. 获取监听器下服务器端口级别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BM_INTRA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负载均衡的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协议值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负载均衡的端口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后端服务器的 IP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rs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后端服务器的端口 

&Instances.N.Dimensions.5.Name=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5.Value=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的私有网络整形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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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外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1-03-03 09:21:46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BM_LB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Inpkg 入包量

Outpkg 出包量

Intraffic 入带宽

Outtraffic 出带宽

Connum 当前连接数（四层监听器）

Req 请求个数（七层监听器）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

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黑石内网负载均衡指标支持多维度查询，可参考 入参说明 。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vip 负载均衡 v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vip 具体的负载均衡的 vip 输入具体 IP 地址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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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黑石外网负载均衡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黑石外网负载均衡提供了获取以下四种级别监控数据的组合：

负载均衡级别，监听器级别，监听器下服务器级别，监听器下服务器端口级别

1. 获取负载均衡级别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BM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负载均衡的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protocol 协议值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protocol 具体协议值 输入协议值具体名

Instances.N.Dimensions.2.

Name

loadBalancerP

ort
负载均衡具体端口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2.

Value

loadBalancerP

ort
具体的负载均衡的端口 输入具体端口号，

Instances.N.Dimensions.3.

Name
lanIp 后端服务器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3.

Value
lanIp 后端服务器具体IP 输入具体 IP 地址

Instances.N.Dimensions.4.

Name
rsPort 后端服务器端口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4.

Value
rsPort 后端服务器具体端口 输入具体端口号，

Instances.N.Dimensions.5.

Name
vpcId

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私有网络

整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5.

Value
vpcId

具体的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的

私有网络整型 ID

输入负载均衡实例

通过 查询私有网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1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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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获取监听器级别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BM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负载均衡的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协议值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负载均衡的端口

3. 获取监听器下服务器级别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BM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负载均衡的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协议值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负载均衡的端口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后端服务器的 IP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的私有网络整型 ID

4. 获取监听器下服务器端口级别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BM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负载均衡的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协议值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负载均衡的端口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后端服务器的 IP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rs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后端服务器的端口 

&Instances.N.Dimensions.5.Name=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5.Value=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的私有网络整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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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机器

存储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14:08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ECM_BLOCK_STORAGE

监控指标

注意

拉取存储监控指标数据时，Region 请统一选择“广州”地域。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DiskReadTraffic 磁盘读流量 平均每秒从硬盘读到内存的数据量

DiskWriteTraffic 磁盘写流量 平均每秒从内存写到硬盘的数据量

DiskReadIops 硬盘读 IOPS 磁盘读 IOPS

DiskWriteIops 硬盘写 IOPS 磁盘写 IOPS

DiskAwait 硬盘 IO 等待时间 硬盘 I/O 平均每次操作的等待时间

DiskSvctm 硬盘 IO 服务时间 硬盘平均每次 I/O 操作所花的时间

DiskUtil 硬盘 IO 繁忙比率 硬盘有 IO 操作的时间与总时间的百分比

DiskUsage 磁盘分区使用率 磁盘分区使用率

DiskTotal 磁盘分区总容量 磁盘分区总容量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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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1. 查询 ECM 存储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ECM_BLOCK_STORAG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disk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磁盘 ID

2. 查询服务器磁盘分区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ECM_BLOCK_STORAG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U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实例 UU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

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UUID 实例 UU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UUID 具体实例 UUID

输入具体 UUID，例如

2029a07d8999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diskId 磁盘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diskId 具体磁盘 ID 输入具体 diskid，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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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和网络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1-04-02 15:03:11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ECM

监控指标

说明

拉取计算和网络监控指标数据时，Region 请统一选择“广州”地域。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CpuUsage CPU 使用率
CPU 利用率是通过 CVM 子机内部监控组件采集上报，

据更加精准

CpuLoadavg CPU 平均负载
1分钟内 CPU 平均负载，取 /proc/loadavg 第一列数据

（Windows 操作系统无此指标），依赖 监控组件  采集

MemUsed 内存使用量
使用的内存量，不包括系统缓存和缓存区占用内存，依赖

监控组件  采集

BaseCpuUsage 基础 CPU 使用率
基础 CPU 使用率通过宿主机采集上报，无须安装监控组

即可查看数据，子机高负载情况下仍可持续采集上报数据

MemUsage 内存利用率
用户实际使用的内存量与总内存量之比，不包括缓冲区与

统缓存占用的内存

LanOuttraffic 内网出带宽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LanIntraffic 内网入带宽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入流量

LanOutpkg 内网出包量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包量

LanInpkg 内网入包量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入包量

TcpCurrEstab TCP 连接数 处于 ESTABLISHED 状态的 TCP 连接数量，依赖监控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2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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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组件安装采集

WanOuttraffic 外网出带宽
外网平均每秒出流量，最小粒度数据为，10秒总流量/10秒

计算得出

WanIntraffic 外网入带宽 外网平均每秒入流量

WanOutpkg 外网出包量 外网平均每秒出包量

WanInpkg 外网入包量 外网平均每秒入包量

AccOuttraffic 外网网卡每秒出流量 外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RegionIspIntraffi

c
地域 ISP 外网入口带宽 每个区域每个 ISP 外网使用入口带宽

RegionIspOuttraf

fic
地域 ISP 外网出口带宽 每个区域每个 ISP 外网使用出口带宽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UUID 实例 U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UUID 实例 U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Region ECM 地域

Instances.N.Dimensions.0. Region ECM 地域，可在 ECM 产品中使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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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1. 查询计算和网络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ECM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U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实例 UUID

2. 查询地域 ISP 外网出、入口带宽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ECM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Regio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CM 具体地域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SP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节点具体运营商

Value DescribeNode  接口查询 Region 列表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ISP 节点运营商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ISP

节点具体运营商，可在 ECM 产品中使用 

DescribeNode  接口查询 Region 支持的 ISP 

列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08/425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08/4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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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均衡四层协议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1:59:38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ECM_LB

监控指标

注意

拉取负载均衡四层协议监控指标数据时，Region 请统一选择“广州”地域。

指标英

文名

指标中

文名
指标说明

单

位
统计粒度

ConN

um

当前连

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或监听器上的

连接数
个

60s、300s、3600s、

86400s

NewC

onn

新建连

接数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或监听器上新

建连接数

个/

秒

60s、300s、3600s、

86400s

InPkg 入包量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每秒接到的请

求数据包数量

个/

秒

10s、60s、300s、

3600s、86400s

InTraf

fic
入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通过外网访问负

载均衡所用的带宽

M

bp

s

10s、60s、300s、

3600s、86400s

OutP

kg
出包量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每秒发出的数

据包数量

个/

秒

10s、60s、300s、

3600s、86400s

OutTr

affic
出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访问外网所用

的带宽

M

bp

s

10s、60s、300s、

3600s、86400s

说明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

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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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共582页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负载均衡支持以下4种维度组合的查询方式，4种入参取值例如下：

1. 负载均衡实例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vip 负载均衡 V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vip 负载均衡具体 VIP 输入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loadBalancerPor

t

负载均衡监听器端口的维度名

称

输入

loa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loadBalancerPor

t
负载均衡具体的监听器端口 输入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protocol 监听协议的维度名称 输入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protocol 具体监听的协议
输入

UDP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 vpcId 私有网络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 vpcId
负载均衡所在私有网络的具体 

ID

输入

1yw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 lanIp
后端服务器 IP 地址的维度名

称
输入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 lanIp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内网 IP 地

址
输入

Instances.N.Dimensions.5.name port 后端服务器端口的维度名称 输入

Instances.N.Dimensions.5.value port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服务端口号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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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 QCE/ECM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负载均衡具体 VIP

2. 负载均衡监听器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Namespace: QCE/ECM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负载均衡具体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监听端口号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协议类型

3. 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Namespace: QCE/ECM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负载均衡具体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监听端口号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协议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负载均衡所在的私有网络 ID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后端服务器的具体内网 IP 地址

4. 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端口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Namespace: QCE/ECM_LB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负载均衡具体 V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监听端口号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协议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负载均衡所在的私有网络 ID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后端服务器的具体内网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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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5.Name=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5.Value=后端服务器的具体服务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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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

弹性 MapReduce（HDFS）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0 16:03:25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HDFS

监控指标

弹性 MapReduce（HDFS）提供 HDFS-Overview、HDFS-OverviewAggregation、HDFS-

NameNode、HDFS-DataNode、HDFS-Journal Node 和 HDFS-ZKFC 指标。

HDFS-Overview

说明：

维度对应参数，请单击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查看。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

ksBlockstotal
BLOCKS数量_BlocksTotal 个 总 BLOCK 数量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

ksCorruptblocks

BLOCKS数量

_CorruptBlocks
个 坏块数量

EmrHdfsOverviewHdfsNnVolu

meFailuresVolumefailurestotal

磁盘故障

_VolumeFailuresTotal
个

所有 Datanode

故障总数

EmrHdfsOverviewHdfsNnFiles

TotalFilestotal
集群文件总数量_FilesTotal 个 集群文件总数量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

ksScheduledreplicationblocks

BLOCKS数量

_ScheduledReplicationBlo

cks

个 安排要备份的块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

ksPostponedmisreplicatedbloc

ks

BLOCKS数量

_PostponedMisreplicated

Blocks

个 被推迟处理的异

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797#hdfs-overvie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797#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797#hdfs-namenod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797#hdfs-datanod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797#hdfs-journal-nod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797#hdfs-zkfc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797#.E5.90.84.E7.BB.B4.E5.BA.A6.E5.AF.B9.E5.BA.94.E5.8F.82.E6.95.B0.E6.80.BB.E8.A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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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rHdfsOverviewHdfsNnData

nodesCountNumdecommissio

ning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commissioningD

ataNodes

个 正在下线的节点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

kCapacityBlockcapacity

BLOCK容量

_BlockCapacity
GB BLOCK 容量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

ksUnderreplicatedblocks

BLOCKS数量

_UnderReplicatedBlocks
个 副本数不够的块

EmrHdfsOverviewHdfsNnCapa

cityCapacityusednondfs

集群存储容量

_CapacityUsedNonDFS
GB 集群非 HDFS 使

EmrHdfsOverviewHdfsNnLoad

Totalload
集群负载_TotalLoad 个 集群负载数

EmrHdfsOverviewHdfsNnData

nodesCountNumstaledatanod

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StaleDataNodes
个

由于心跳延迟而

过期的 DataNo

前数量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

ksPendingreplicationblocks

BLOCKS数量

_PendingReplicationBlock

s

个 等待被备份的块

EmrHdfsOverviewHdfsNnData

nodesCountNumdeaddatanod

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adDataNodes
个

已经标记为 Dea

的数据节点数量

EmrHdfsOverviewHdfsNnSnap

shotsSnapshots

SNAPSHOT相关

_Snapshots
个 Snapshots 数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

ksPendingdeletionblocks

BLOCKS数量

_PendingDeletionBlocks
个 等待被删除的块

EmrHdfsOverviewHdfsNnCapa

cityCapacityused
集群存储容量_CapacityUsed GB 集群储存已使用

EmrHdfsOverviewHdfsNnData

nodesCountNumdecomlivedat

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comLiveDataNod

es

个 下线且 Live 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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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OverviewAggregation

EmrHdfsOverviewHdfsNnCapa

cityCapacitytotal
集群存储容量_CapacityTotal GB 集群存储总容量

EmrHdfsOverviewHdfsNnData

nodesCountNumdecomdeadd

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comDeadDataNo

des

个
下线且 Dead 的

量

EmrHdfsOverviewHdfsNnCapa

cityCapacityremaining

集群存储容量

_CapacityRemaining
GB 集群存储剩余容

EmrHdfsOverviewHdfsNnData

nodesCountNumlive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LiveDataNodes
个 个活的数据节点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

ksExcessblocks

BLOCKS数量

_ExcessBlocks
个 多余的块数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VolumeFailuresVolume

failurestotal

磁盘故障

_VolumeFailuresTotal
个

所有 Datanod

故障总数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BlocksPendingreplicati

onblocks

BLOCKS数量

_PendingReplicationBloc

ks

个 等待被备份的块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BlocksPendingdeletion

blocks

BLOCKS数量

_PendingDeletionBlocks
个 等待被删除的块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CapacityCapacityused

集群存储容量

_CapacityUsed
GB 集群储存已使用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BlocksExcessblocks

BLOCKS数量

_ExcessBlocks
个 多余的块数量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BlocksBlockstotal

BLOCKS数量_BlocksTotal 个 块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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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BlocksPostponedmisre

plicatedblocks

BLOCKS数量

_PostponedMisreplicated

Blocks

个 被推迟处理的异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BlockCapacityBlockca

pacity

BLOCK容量

_BlockCapacity
个 BLOCK 容量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CapacityCapacitytotal

集群存储容量

_CapacityTotal
GB 集群存储总容量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DatanodesCountNumst

ale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StaleDataNodes
个

由于心跳延迟而

期的 DataNod

数量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BlocksCorruptblocks

BLOCKS数量

_CorruptBlocks
个 坏块数量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SnapshotsSnapshots

SNAPSHOT相关

_Snapshots
个 Snapshots 数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DatanodesCountNumli

ve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LiveDataNodes
个 个活的数据节点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DatanodesCountNumd

ead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adDataNodes
个

已经标记为 De

的数据节点数量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BlocksScheduledreplic

ationblocks

BLOCKS数量

_ScheduledReplicationBl

ocks

个 安排要备份的块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DatanodesCountNumd

ecomlive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comLiveDataNo

des

个 下线且 Live 的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DatanodesCountNumd

ecommissioning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commissioningD

ataNodes

个 正在下线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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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DataNode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FilesTotalFilestotal
集群文件总数量_FilesTotal 个 集群文件总数量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CapacityCapacityremai

ning

集群存储容量

_CapacityRemaining
GB 集群存储剩余容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LoadTotalload
集群负载_TotalLoad - 集群负载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BlocksUnderreplicated

blocks

BLOCKS数量

_UnderReplicatedBlocks
个 副本数不够的块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CapacityCapacityused

nondfs

集群存储容量

_CapacityUsedNonDFS
GB 集群非 HDFS 使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

HdfsNnDatanodesCountNumd

ecomdead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comDeadDataNo

des

个
下线且 Dead 的

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HdfsDnXceiverXceivercount
XCEIVER 数量

_XceiverCount
个 Xceiver 数量

HdfsDnBytesByteswrittenmb
数据读写速率

_BytesReadMB
Bytes/s 写入 DN 的字节

HdfsDnBytesBytesreadmb
数据读写速率

_BytesReadMB
Bytes/s 读取 DN 的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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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DnBytesRemotebytesread

mb

数据读写速率 

_RemoteBytesReadMB

Bytes/s 远程客户端读取

HdfsDnBytesRemotebyteswritt

enmb

数据读写速率 

_RemoteBytesWrittenMB
Bytes/s 远程客户端写入

HdfsDnClientWritesfromremote

client

客户端连接数 

_WritesFromRemoteClie

nt

个
来自远程客户端

QPS

HdfsDnClientWritesfromlocalcli

ent

客户端连接数 

_WritesFromLocalClient
个

来自本地客户端

OPS

HdfsDnClientReadsfromremote

client

客户端连接数 

_ReadsFromRemoteClie

nt

个
来自远程客户端

QPS

HdfsDnClientReadsfromlocalcli

ent

客户端连接数 

_ReadsFromLocalClient
个

来自本地客户端

QPS

HdfsDnBlocksVerifiedFailuresBl

ockverificationfailures

Block 校验失败 

_BlockVerificationFailure

s

次/s BLOCK 校验失

HdfsDnVolumeFailuresVolumef

ailures
磁盘故障_VolumeFailures 次/s 磁盘故障次数

HdfsDnNetworkErrorsDatanod

enetworkerrors

网络错误 

_DatanodeNetworkError

次/s 网络错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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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dfsDnHbRtHeartbeatsavgtime
心跳延迟

_HeartbeatsAvgTime
ms 心跳接口平均时

HdfsDnHbOpsHeartbeatsnumo

ps

心跳 

QPS_HeartbeatsNumOp

s

次/s 心跳接口 QPS

HdfsDnDatapacketAvgtimeSen

ddatapackettransfernanosavgti

me

包传输操作 

QPS_SendDataPacketTr

ansfer NanosAvgTime

ms 发送数据包平均

HdfsDnBlocksOpsReadblockop

numops

数据块操作 

_ReadBlockOpNumOps
次/s

从 DataNode

Block OPS

HdfsDnBlocksOpsWriteblockop

numops

数据块操作 

_WriteBlockOpNumOps
次/s

向 DataNode

Block OPS

HdfsDnBlocksOpsBlockchecks

umopnumops

数据块操作 

_BlockChecksumOpNum

Ops

次/s

DataNode 进

Checksum 操

OPS

HdfsDnBlocksOpsCopyblockop

numops

数据块操作 

_CopyBlockOpNumOps
次/s 复制 Block 操

HdfsDnBlocksOpsReplaceblock

opnumops

数据块操作 

_ReplaceBlockOpNumOp

s

次/s
Replace Blo

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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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DnBlocksOpsBlockreports

numops

数据块操作 

_BlockReportsNumOps
次/s

BLOCK 汇报动

OPS

HdfsDnBlocksOpsIncrementalbl

ockreportsnumops

数据块操作 

_IncrementalBlockRepor

ts NumOps

次/s
BLOCK 增量汇

OPS

HdfsDnBlocksOpsCachereports

numops

数据块操作 

_CacheReportsNumOps
次/s 缓存汇报的 OP

HdfsDnBlocksOpsPacketackro

undtriptimenanosnumops

数据块操作 

_PacketAckRoundTripTi

meNanos NumOps

次/s
每秒处理 ACK

TRIP 次数

HdfsDnFsyncOpsFsyncnanosn

umops

FSYNC 操作 

_FsyncNanosNumOps
次/s FSYNC 次数

HdfsDnFlushOpsFlushnanosnu

mops

FLUSH 操作 

_FlushNanosNumOps
次/s

每秒处理 Flus

数

HdfsDnBlocksRtReadblockopav

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ReadBlockOpAvgTime
ms

读取 Block 操

间

HdfsDnBlocksRtWriteblockopa

v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ReplaceBlockOpAvgTim

e

ms 写 Blcok 操作

HdfsDnBlocksRtBlockchecksu

mopav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BlockChecksumOpAvg

ms 块校验操作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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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HdfsDnBlocksRtCopyblockopav

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CopyBlockOpAvgTime
ms 复制块操作平均

HdfsDnBlocksRtReplaceblocko

pav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Replaceblockopavgtime
ms

Replace Blo

均时间

HdfsDnBlocksRtBlockreportsav

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BlockReportsAvgTime
ms 块汇报平均时间

HdfsDnBlocksRtIncrementalblo

ckreportsav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IncrementalBlockRepor

tsAvgTime

ms 增量块汇报平均

HdfsDnBlocksRtCachereportsa

v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CacheReportsAvgTime
ms 缓存汇报平均时

HdfsDnBlocksRtPacketackroun

dtriptimenanosav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PacketAckRoundTripTi

meNanos AvgTime

ms
处理 ACK RO

TRIP 平均时间

HdfsDnFlushRtFlushnanosavgti

me

FLUSH延迟

_FlushNanosAvgTime
ms Flush 操作平均

HdfsDnFsyncRtFsyncnanosavg

time

FSYNC延迟

_FsyncNanosAvgTime
ms Fsync 操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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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

lockswrite

RAMDISKBlocks_Ram 

DiskBlocksWrite
块/s 写入内存的块的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

lockswritefallback

RAMDISKBlocks_Ram 

DiskBlocksWriteFallback
块/s

写入内存但未成

数（故障转移到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

locksdeletedbeforelazypersiste

d

RAMDISKBlocks_RamDis

kBlocks 

DeletedBeforeLazyPersis

ted

块/s
应用程序在被保

之前被删除的块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

locksreadhits

RAMDISKBlocks_Ram 

DiskBlocksReadHits
块/s

内存中的块被读

数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

locksevicted

RAMDISKBlocks_Ram 

DiskBlocksEvicted
块/s 内存中被清除的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

locksevictedwithoutread

RAMDISKBlocks_RamDis

kBlocks 

EvictedWithoutRead

块/s
从内存中取出的

数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

lockslazypersisted

RAMDISKBlocks_RamDis

k BlocksLazyPersisted
块/s

惰性写入器写入

数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

yteslazypersisted

RAMDISKBlocks_Ram 

DiskBytesLazyPersisted
Bytes/s

由懒惰写入器写

总字节数

HdfsDnRamBlocksBytesRamdi

skbyteswrite

RAMDISK 写入速度

_RamDiskBytesWrite

Bytes/s 写入内存的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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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DnJvmMemMemnonheapu

s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

NonHeapMe

大小

HdfsDnJvmMemMemnonheapc

omm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

dM

MB

JVM 配置的 

NonHeapCo

M 的大小

HdfsDnJvmMemMemheapused

m

JVM 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

HeapMemor

HdfsDnJvmMemMemheapcom

mitte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HeapM

提交大小

HdfsDnJvmMemMemheapmax

m

JVM 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

HdfsDnJvmMemMemmaxm JVM 内存 _MemMaxM MB
JVM 运行时的

的最大的内存的

HdfsDnJvmJavaThreadsThread

snew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New
个 处于新建状态的

HdfsDnJvmJavaThreadsThread

srunnable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处于可运行状态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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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DnJvmJavaThreadsThread

sblock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处于阻塞状态的

HdfsDnJvmJavaThreadsThread

swaiting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处于 WAITING

线程数量

HdfsDnJvmJavaThreadsThread

stimedwaiting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处于 TIMED W

状态的线程数量

HdfsDnJvmJavaThreadsThread

sterminated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处于 Termina

的线程数量

HdfsDnJvmLogTotalLogfatal JVM 日志数量_LogFatal 个 Fatal 日志数量

HdfsDnJvmLogTotalLogerror JVM 日志数量_LogError 个 Error 日志数量

HdfsDnJvmLogTotalLogwarn JVM 日志数量_LogWarn 个 Warn 日志数量

HdfsDnJvmLogTotalLoginfo JVM 日志数量_LogInfo 个 Info 日志数量

HdfsDn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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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Dn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

比

HdfsDn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

HdfsDn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

HdfsDn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

占比

HdfsDn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space 区内存

HdfsDnGcUtilGcCountFgc GC 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dfsDnGcUtilGcCountYgc GC 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

HdfsDnGcUtilGcTimeYg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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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DnGcUtilGcTimeFg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

HdfsDn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

HdfsDnPort4004RxtxReceivedb

ytes
数据流量_ReceivedBytes Bytes/s 接收数据速率

HdfsDnPort4004RxtxSentbytes 数据流量_SentBytes Bytes/s 发送数据速率

HdfsDnPort4004QpsRpcqueuet

imenumops

QPS_RpcQueueTimeNu

mOps
次/s RPC 调用速率

HdfsDnPort4004RtRpcqueueti

meavgtime

请求处理延迟 

_RpcQueueTimeAvgTime
ms RPC 平均延迟

HdfsDnPort4004AuthRpcauthe

nticationfailur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enticationFailur

es

次/s RPC 验证失败

HdfsDnPort4004AuthRpcauthe

nticationsuccess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enticationSucc

esses

次/s RPC 验证成功

HdfsDnPort4004AuthRpcauthor

izationfailur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orizationFailure

次/s RPC 授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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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dfsDnPort4004AuthRpcauthor

izationsuccess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orizationSucce

sses

次/s RPC 授权成功

HdfsDnPort4004ConnectionsN

umopenconnections

当前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当前链接数量

HdfsDnPort4004QueueLenCall

queuelength

RPC 处理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当前 RPC 处理

HdfsDnThreadTimeCurrentthre

adcputime

CPU 时间 

_CurrentThreadCpuTime
ms CPU时间

HdfsDnThreadTimeCurrentthre

adusertime

CPU 时间 

_CurrentThreadUserTim

e

ms 用户时间

HdfsDnStartTimeStarttime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s 进程启动时间

HdfsDnThreadCountPeakthrea

dcount
程数量_PeakThreadCount 个 峰值线程数量

HdfsDnThreadCountDaemonthr

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后台线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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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ameNode

HdfsDnRtWrit 读写延迟_Write MB/s 磁盘写速率

HdfsDnRtRead 读写延迟_Read 次/s 读操作 QPS

HdfsDnDatapacketOpsDatapac

ketops

包传输操作 

QPS_DataPacketOps
次/s 包传输操作 QP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HdfsNnTransactionsSincelast

checkpoint

总事务数

_Sincelastcheckpoint
次数总和 总事务数

HdfsNnTransactionRtTransact

ionsavgtime

事务操作延迟

_TransactionsAvgTime
ms

处理 Journal 

transaction 操

延迟

HdfsNnTransactionOpsTransa

ctionsnumops

事务操作

_TransactionsNumOps
次/秒

每秒处理 Journ

transaction 操

HdfsNnTransactionOpsTransa

ctionsbatchedinsync

事务操作

_TransactionsBatchedInS

ync

次/秒
每秒批量处理 Jo

transaction 操

HdfsNnThreadCountThreadco

u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个 线程数量

HdfsNnThreadCountPeakthre

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t

个 峰值线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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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nThreadCountDaemont

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后台线程数量

HdfsNnSyncsRtSyncsavgtime
SYNCS操作延迟

_SyncsAvgTime
ms

处理 Journal s

作的平均延迟

HdfsNnSyncsOpsSyncsnumop

s
SYNC操作_SyncsNumOps 次/秒

每秒处理 Journ

syncs 操作的次

HdfsNnStateState 主备情况_State 个 NN 状态

HdfsNnStartTimeStarttime 启动时间_StartTime ms 进程启动时间

HdfsNnStaleStoragesCountNu

mstalestorages

被标记为过期的存储的数量

_NumStaleStorages
个

由于心跳延迟而

期的 DataNod

目

HdfsNnSnapshotOpsSnapshot

diffreportops

SNAPSHOT操作

_SnapshotDiffReportOps
次/秒

每秒执行 

AllowSnapsh

次数

HdfsNnSnapshotOpsRenames

napshotops

SNAPSHOT操作

_RenameSnapshotOps
次/秒

每秒执行 

SnapshotDiff

ps 的次数

HdfsNnSnapshotOpsListsnaps

hottabledirops

SNAPSHOT操作

_ListSnapshottableDirOps
次/秒

每秒执行 

RenameSnap

s 的次数

HdfsNnSnapshotOpsDisallows

napshotops

SNAPSHOT操作

_DisallowSnapshotOps
次/秒

每秒执行 

ListSnapshot

操作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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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nSnapshotOpsDeletesn

apshotops

SNAPSHOT操作

_DeleteSnapshotOps

次/秒 每秒执行 

DisallowSnap

作的次数

HdfsNnSnapshotOpsCreatesn

apshotops

SNAPSHOT操作

_CreateSnapshotOps
次/秒

每秒执行 

DeleteSnaps

的次数

HdfsNnSnapshotOpsAllowsna

pshotops

SNAPSHOT操作

_AllowSnapshotOps
次/秒

每秒执行 

CreateSnaps

的次数

HdfsNnPort4007RxtxSentbyte

s
数据流量_SentBytes B/s 发送数据速率

HdfsNnPort4007RxtxReceived

bytes
数据流量_ReceivedBytes B/s 接收数据速率

HdfsNnPort4007RtRpcqueueti

meavgtime

请求处理延迟

_RpcQueueTimeAvgTime
ms RPC 平均延迟时

HdfsNnPort4007RtRpcproces

singtimeavgtime

请求处理延迟_ 

RpcProcessingTimeAvgTi

me

ms 请求处理延迟

HdfsNnPort4007QueueLenCal

lqueuelength

RPC处理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次/秒 当前 RPC 处理

HdfsNnPort4007QpsRpcqueu

etimenumops

QPS_RpcQueueTimeNum

Ops
次/秒 RPC 调用速率

HdfsNnPort4007Numops3Sett

imes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SetTimes 次/秒 SetTimes 每秒

HdfsNnPort4007Numops3Set 每秒调用次数_SetSafeMode 次/秒 SetSafe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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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modenumops 时间

HdfsNnPort4007Numops3Set

permission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SetPermission
次/秒

SetPermissio

用时间

HdfsNnPort4007Numops3Mkd

irs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Mkdirs 次/秒 Mkdirs 每秒调用

HdfsNnPort4007Numops3List

encryptionzones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ListEncryptionZones
次/秒

ListEncryptio

每秒调用时间

HdfsNnPort4007Numops3Get

serverdefaults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GetServerDefaults
次/秒

GetServerDe

秒调用时间

HdfsNnPort4007Numops3Get

blocklocations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GetBlockLocations
次/秒

GetBlockLoc

秒调用时间

HdfsNnPort4007Numops2Ver

sionrequest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VersionRequest
次/秒

VersionRequ

调用时间

HdfsNnPort4007Numops2Ren

ewleas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RenewLease 次/秒

RenewLease

时间

HdfsNnPort4007Numops2Reg

isterdatanod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RegisterDatanode
次/秒

RegisterData

秒调用时间

HdfsNnPort4007Numops2Fsy

nc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Fsync 次/秒 Fsync 每秒调用

HdfsNnPort4007Numops2Del

et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Delete 次/秒 Delete 每秒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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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nPort4007Numops2Bloc

kreport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BlockReport 次/秒

BlockReceive

eleted 每秒调用

HdfsNnPort4007Numops2Bloc

kreceivedanddeleted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BlockReceivedAndDelet

ed

次/秒
SendHeartbe

用时间

HdfsNnPort4007Numops1Sen

dheartbeat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SendHeartbeat
次/秒 Rename 每秒调

HdfsNnPort4007Numops1Ren

am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Rename 次/秒 Rename 每秒调

HdfsNnPort4007Numops1Getli

sting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GetListing 次/秒

GetListing 每秒

间

HdfsNnPort4007Numops1Getf

ileinfo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GetFileInfo 次/秒

GetFileInfo 每

间

HdfsNnPort4007Numops1Cre

at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Create 次/秒 Create 每秒调

HdfsNnPort4007Numops1Com

plet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Complete 次/秒 Complete 每秒

HdfsNnPort4007Numops1Add

block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AddBlock 次/秒 AddBlock 每秒

HdfsNnPort4007Connections

Numopenconnections

当前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当前链接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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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nPort4007Avgtime3Setti

mes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SetTimes 毫秒 SetTimes 请求

HdfsNnPort4007Avgtime3Sets

afemod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SetSafeMode
毫秒

SetSafeMode

延时

HdfsNnPort4007Avgtime3Setp

ermission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SetPermission
毫秒

SetPermissio

均延时

HdfsNnPort4007Avgtime3Mkd

irs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Mkdirs 毫秒 Mkdirs 请求平均

HdfsNnPort4007Avgtime3List

encryptionzones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ListEncryptionZones
毫秒

ListEncryptio

请求平均延时

HdfsNnPort4007Avgtime3Get

serverdefaults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GetServerDefaults
毫秒

GetServerDe

求平均延时

HdfsNnPort4007Avgtime3Get

blocklocations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GetBlockLocations
毫秒

GetBlockLoc

求平均延时

HdfsNnPort4007Avgtime2Vers

ionrequest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VersionRequest
毫秒

VersionRequ

平均延时

HdfsNnPort4007Avgtime2Ren

ewleas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RenewLease
毫秒

RenewLease

延时

HdfsNnPort4007Avgtime2Regi

sterdatanod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RegisterDatanode
毫秒

RegisterData

求平均延时

HdfsNnPort4007Avgtime2Fsy

nc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Fsync 毫秒 Fsync 请求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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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nPort4007Avgtime2Dele

t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Delete 毫秒 Delete 请求平均

HdfsNnPort4007Avgtime2Bloc

kreport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BlockReport
毫秒

BlockReceive

eleted 请求平均

HdfsNnPort4007Avgtime2Bloc

kreceivedanddeleted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BlockReceivedAndDelet

ed

毫秒
SendHeartbe

均延时

HdfsNnPort4007Avgtime1Sen

dheartbeat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SendHeartbeat
毫秒 Rename 请求平

HdfsNnPort4007Avgtime1Ren

am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Rename 毫秒 Rename 请求平

HdfsNnPort4007Avgtime1Getli

sting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GetListing 毫秒

GetListing 请求

时

HdfsNnPort4007Avgtime1Getfi

leinfo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GetFileInfo
毫秒

GetFileInfo 请

时

HdfsNnPort4007Avgtime1Crea

t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Create 毫秒 Create 请求平

HdfsNnPort4007Avgtime1Com

plet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Complete 毫秒 Complete 请求

HdfsNnPort4007Avgtime1Add

block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AddBlock 毫秒 AddBlock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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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nPort4007AuthRpcauth

orizationsuccess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orizationSucces

ses

次 RPC 授权成功次

HdfsNnPort4007AuthRpcauth

orizationfailur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orizationFailure

s

次 RPC 授权失败次

HdfsNnPort4007AuthRpcauth

enticationsuccess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enticationSucce

sses

次 RPC 验证成功次

HdfsNnPort4007AuthRpcauth

enticationfailur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enticationFailur

es

次 RPC 验证失败次

HdfsNnPendingDatanodeMess

ageCountPendingdatanodeme

ssagecou

备 NN 上挂起的与 BLOCK 相

关操作的消息数量

_PendingDataNodeMessa

geCount

个/秒

备NN上挂起的与

BLOCK相关操

数量

HdfsNnLockqueueLockqueuel

ength
等待文件锁的队列长度 次数总和 等待文件锁的队

HdfsNnJvmMemMemnonheap

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

NonHeapMem

大小

HdfsNnJvmMemMemnonheap

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

dM

MB JVM 内存

HdfsNnJvmMemMemmaxm JVM内存_MemMaxM MB
JVM 运行时的可

最大的内存的大

HdfsNnJvmMemMemheapuse

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

Heap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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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nJvmMemMemheapma

xm

JVM内存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HdfsNnJvmMemMemheapco

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HeapMe

交大小

HdfsNnJvmLogTotalLogwarn JVM日志数量_LogWarn 个 Warn 日志数量

HdfsNnJvmLogTotalLoginfo JVM日志数量_LogInfo 个 Info 日志数量

HdfsNnJvmLogTotalLogfatal JVM日志数量_LogFatal 个 Fatal 日志数量

HdfsNnJvmLogTotalLogerror JVM日志数量_LogError 个 Error 日志数量

HdfsNnJvmJavaThreadsThrea

ds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处于新建状态的

HdfsNnJvmJavaThreadsThrea

dstimed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处于 WAITING

程数量

HdfsNnJvmJavaThreadsThrea

dsterminat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处于 TIMED W

状态的线程数量

HdfsNnJvmJavaThreadsThrea

dsrunnable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处于 Terminat

的线程数量

HdfsNnJvmJavaThreadsThrea

dsnew

JVM线程数量_ThreadsNew 个 处于可运行状态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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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nJvmJavaThreadsThrea

dsblock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处于阻塞状态的

HdfsNnImageRtPutimageavgti

me

镜像操作延迟

_PutImageAvgTime
ms 写入镜像文件平

HdfsNnImageRtGetimageavgti

me

镜像操作延迟

_GetImageAvgTime
ms 读取镜像文件平

HdfsNnImageRtGeteditavgtim

e

镜像操作延迟

_GetEditAvgTime
ms

读取 Edit 文件操

迟

HdfsNnImageOpsPutimagenu

mops

镜像操作

_PutImageNumOps
Count/s

每秒执行 

PutImageNum

次数

HdfsNnImageOpsGetimagenu

mops

镜像操作

_GetImageNumOps
Count/s

每秒执行 

GetImageNum

次数

HdfsNnImageOpsGeteditnumo

ps
镜像操作_GetEditNumOps Count/s

每秒执行 

GetEditNumO

数

HdfsNn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

比

HdfsNn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

比

HdfsNn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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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n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

占比

HdfsNn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

HdfsNn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space 区内存使

HdfsNnGcUtilGcTimeYg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

HdfsNn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

HdfsNnGcUtilGcTimeFg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

HdfsNnGcUtilGcCountYgc GC 次数_YGC Count Young GC 次数

HdfsNnGcUtilGcCountFgc GC 次数_FGC Count Full GC 次数

HdfsNnFilesOpsTotalfileops 文件操作_TotalFileOps Count/s
每秒执行 Total

的次数

HdfsNnFilesOpsGetlistingops 文件操作_GetListingOps Count/s
每秒执行 GetL

作的次数

HdfsNnFilesOpsGetlinktargeto 文件操作 Count/s 每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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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_GetLinkTargetOps GetLinkTarge

次数

HdfsNnFilesOpsGetadditional

datanodeops

文件操作

_GetAdditionalDatanodeO

ps

Count/s

每秒执行 

GetAdditiona

de 操作的次数

HdfsNnFilesOpsFilesingetlistin

gops

文件操作

_FilesInGetListingOps
Count/s

每秒执行 

FilesInGetLis

的次数

HdfsNnFilesOpsFileinfoops 文件操作_FileInfoOps Count/s
每秒执行 FileIn

次数

HdfsNnFilesOpsDeletefileops 文件操作_DeleteFileOps Count/s
每秒执行 Delet

作的次数

HdfsNnFilesOpsCreatesymlink

ops

文件操作

_CreateSymlinkOps
Count/s

每秒执行 

CreateSymlin

次数

HdfsNnFilesOpsCreatefileops 文件操作_CreateFileOps Count/s
每秒执行 Creat

作的次数

HdfsNnFilesFilesdeleted 文件数量_Filesdeleted 次数总和 删除文件数量

HdfsNnFilesFilescreated 文件数量_Filescreated 次数总和 创建文件数量

HdfsNnFilesFilesappended Appended文件数量 次数总和 Appended 文件

HdfsNnCheckpointtimeLastch

eckpoint

上次Checkpoint以来的时间 秒(s) 上次 Checkpo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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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Journal Node

HdfsNnCacheReportRtCacher

eportavgtime

Cache汇报延迟

_CacheReportAvgTime
ms 缓存上报动作平

HdfsNnCacheReportOpsCach

ereportnumops

缓存汇报

_CacheReportNumOps
Count/s

每秒处理 Cach

操作的次数

HdfsNnBlocksOpsBlockreceiv

edanddeletedops

数据块操作

_BlockReceivedAndDelet

edOps

Count/s
处理 DataNod

上报操作的延迟

HdfsNnBlocksOpsBlockopsqu

eued

数据块操作

_BlockOpsQueued
Count/s

每秒执行 

BlockReceive

eletedOps 的次

HdfsNnBlocksMissingNumber

ofmissingblockswithreplicatio

nfacto

缺失块统计

_NumberOfMissingBlocks

WithReplicationFactorOne

Count
缺失的数据库数

1）

HdfsNnBlocksMissingNumber

ofmissingblocks

缺失块统计

_NumberOfMissingBlocks
Count 缺失的数据块数

HdfsNnBlockReportRtBlockre

portavgtime

数据块汇报延迟

_BlockReportAvgTime
ms

每秒处理 DataN

Blcok 平均延迟

HdfsNnBlockReportOpsBlockr

eportnumops

数据块汇报

_BlockReportNumOps
Count/s

每秒处理 DataN

Blcok 上报操作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HdfsJnJvmMemMemnonhea

pus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

NonHeapMe

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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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JnJvmMemMemnonhea

pcomm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d

M

MB JVM 内存

HdfsJnJvmMemMemheapuse

dm
JVM 内存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

HeapMemor

HdfsJnJvmMemMemheapco

mmitte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HeapMe

提交大小

HdfsJnJvmMemMemheapma

xm
JVM 内存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

HdfsJnJvmMemMemmaxm JVM 内存_MemMaxM MB
JVM 运行时的

的最大的内存的

HdfsJnJvmJavaThreadsThre

adsnew
JVM 线程数量_ThreadsNew 个

处于新建状态的

量

HdfsJnJvmJavaThreadsThre

adsrunnable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处于可运行状态

数量

HdfsJnJvmJavaThreadsThre

adsblocked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处于阻塞状态的

量

HdfsJnJvmJavaThreadThrea

dswaiti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处于 WAITING

线程数量

HdfsJnJvmJavaThreadsThre

adstimedwaiting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处于 TIMED 

WAITING 状态

数量

HdfsJnJvmJavaThreadThrea

dsterminated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处于 Termina

态的线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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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JnJvmLogTotalLogfatal JVM 日志数量_LogFatal 个 Fatal 日志数量

HdfsJnJvmLogTotalLogerror JVM 日志数量_LogError 个 Error 日志数量

HdfsJnJvmLogTotalLogwarn JVM 日志数量_LogWarn 个 Warn 日志数量

HdfsJnJvmLogTotalLoginfo JVM 日志数量_LogInfo 个 Info 日志数量

HdfsJn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

占比

HdfsJn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

占比

HdfsJn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

HdfsJn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

HdfsJn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

用占比

HdfsJn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space 区内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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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JnGcUtilGcCountFgc GC 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dfsJnGcUtilGcCountYgc GC 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

HdfsJnGcUtilGcTimeYg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

HdfsJnGcUtilGcTimeFg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

HdfsJn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GC s 垃圾回收时间消

HdfsJnPort4005RxtxReceive

dbytes
数据流量_ReceivedBytes Bytes/s 接收数据速率

HdfsJnPort4005RxtxReceive

dbytes
数据流量_ReceivedBytes Bytes/s 发送数据速率

HdfsJnPort4005QpsRpcqueu

etimenumops

QPS_RpcQueueTimeNum

Ops
次/s RPC 调用速率

HdfsJnPort4005RtRpcqueueti

meavgtime

请求处理延迟

_RpcQueueTimeAvgTime
ms RPC 平均延迟

HdfsJnPort4005AuthRpcauth

enticationfailur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enticationFailure

s

次/s RPC 验证失败次

HdfsJnPort4005AuthRpcauth 验证和授权 次/s RPC 授权成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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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zationsuccesses _RpcAuthorizationSuccess

es

HdfsJnPort4005AuthRpcauth

enticationsuccess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enticationSucces

ses

次/s RPC 验证成功次

HdfsJnPort4005AuthRpcauth

orizationfailur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orizationFailures
次/s RPC 授权失败次

HdfsJnPort4005Connections

Numopenconnections

当前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当前链接数量

HdfsJnPort4005QueueLenCal

lqueuelength

RPC 处理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当前 RPC 处理

度

HdfsJnThreadTimeCurrentthr

eadcputime

CPU 时间

_CurrentThreadCpuTime
ms CPU时间

HdfsJnThreadTimeCurrentthr

eadusertime

CPU 时间

_CurrentThreadUserTime
ms 用户时间

HdfsJnStartTimeStarttime 启动时间_StartTime s 进程启动时间

HdfsJnThreadCountThreadco

u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个 线程数量

HdfsJnThreadCountPeakthre

adcount
线程数量_PeakThreadCount 个 峰值线程数量

HdfsJnThreadCountDaemont

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后台线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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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ZKFC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HdfsDfzk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

用占比

HdfsDfzk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

用占比

HdfsDfzk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

比

HdfsDfzk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dfsDfzk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

使用占比

HdfsDfzk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

使用占比

HdfsDfzk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dfsDfzk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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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HdfsDfzk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HdfsDfzk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dfsDfzk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标

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hdfs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hdfsoverview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hdfsoverview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hdfsoverview EMR 实例中具

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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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hdfsnamenode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hdfsnamenod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hdfsnamenod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hdfsnamenode

EMR 实例中具

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hdfsdatanode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hdfsdatanod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hdfsdatanod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hdfsdatanode

EMR 实例中具

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hdfsjournalnode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hdfsjournalnod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hdfsjournalnod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输入String 类型

host4hdfsjou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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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弹性 MapReduce（HDFS）支持以下六种维度组合的查询方式，六种入参取值如下：

1. 查询 HDFS-OverviewAggregation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DF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dfs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2. 查询 HDFS-Overview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DF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dfs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hdfs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3. 查询 HDFS-NameNode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DF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dfsname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称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hdfsjournalnode

EMR 实例中具

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d4hdfszkfail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hdfszkfailovercon

trolle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String 类型

host4hdfszkf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hdfszkfailovercon

troller

EMR 实例中具

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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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hdfsname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4. 查询 HDFS-DataNode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DF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dfsdata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hdfsdata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5. 查询 HDFS-Journal Node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DF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dfsjournal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hdfsjournal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6. 查询 HDFS-ZKFC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DF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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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HBAS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17 11:42:01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HBASE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EmrHbaseOverviewHbaseMa

sterRsnumsNumregionserver

s

集群RS数量

_numRegionServers
个

当前存活的 

RegionServer 个数

EmrHbaseOverviewHbaseMa

sterRsnumsNumdeadregions

ervers

集群RS数量

_numDeadRegionServe

rs

个
当前Dead的 

RegionServer 个数

EmrHbaseOverviewHbaseMa

sterReqClusterrequests

集群接口总请求量

_clusterRequests
个 集群总请求数量

EmrHbaseOverviewHbaseMa

sterBytesSentbytes
集群读写数量_sentBytes b/s 集群发送数据量

EmrHbaseOverviewHbaseMa

sterBytesReceivedbytes

集群读写数量

_receivedBytes
b/s 集群接收数据量

EmrHbaseOverviewHbaseMa

sterBalancerOpsBalancerclus

terNumOps

集群负载均衡次数

_BalancerCluster_num

_ops

次 集群负载均衡次数

EmrHbaseOverviewHbaseMa

sterAvgloadAverageload

每个RS平均REGION数

_averageLoad
个

每个 ResgionServe

均 Region 数

EmrHbaseOverviewHbaseMa 集群RIT时间 ms Region in transi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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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sterAssignmentmanagerTime

Ritoldestage

_ritOldestAge 最老年龄

EmrHbaseOverviewHbaseMa

sterAssignmentmanagerRitRit

countoverthreshold

集群处于RIT Region个数

_ritCountOverThreshol

d

个
Region in transitio

间超过阈值的 Region

EmrHbaseOverviewHbaseMa

sterAssignmentmanagerRitRit

count

集群处于RIT Region个数

_ritCount
个

Region in transitio

个数

EmrHbaseOverviewHbaseMa

sterAssignmentmanagerOpsB

ulkassignNumOps

集群Assignment管理器操

作

_BulkAssign_num_ops

次 Bulk assign region

EmrHbaseOverviewHbaseMa

sterAssignmentmanagerOpsA

ssignNumOps

集群Assignment管理器操

作_Assign_num_ops
次 Assign region次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

onHbaseMasterAssignmentm

anagerOpsBulkassignNumOp

s

集群Assignment管理器操

作

_BulkAssign_num_ops

次 Bulk assign regio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

onHbaseMasterAssignmentm

anagerRitRitcountoverthresho

ld

集群处于RIT_Region个数

_ritCountOverThreshol

d

个
Region in transitio

间超过阈值的 Regio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

onHbaseMasterBytesSentbyt

es

集群读写数量_sentBytes B/s 集群发送数据量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

onHbaseMasterAssignmentm

anagerRitRitcount

集群处于RIT_Region个数

_ritCount
个

Region in transitio

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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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HMaster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

onHbaseMasterRsnumsNumr

egionservers

集群RS数量

_numRegionServers

个 当前存活的 

RegionServer 个数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

onHbaseMasterAvgloadAvera

geload

每个RS平均REGION数

_averageLoad
个

每个 ResgionServe

Region 数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

onHbaseMasterBytesReceive

dbytes

集群读写数量

_receivedBytes
B/s 集群接收数据量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

onHbaseMasterAssignmentm

anagerTimeRitoldestage

集群RIT时间

_ritOldestAge
ms

Region in transitio

最老年龄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

oHbaseMasterRsnumsNumde

adregionservers

集群RS数量

_numDeadRegionServ

ers

个
当前Dead的 

RegionServer 个数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

onHbaseMasterBalancerOpsB

alancerclusterNumOps

集群负载均衡次数

_BalancerCluster_num

_ops

次 集群负载均衡次数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

onHbaseMasterAssignmentm

anagerOpsAssignNumOps

集群Assignment管理器操

作_Assign_num_ops
次 Assign region次数

HbaseMasterReqClusterreque

sts

集群接口总请求量

_clusterRequests
个 集群总请求数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HbaseH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

HbaseH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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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H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baseH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

HbaseH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

HbaseHm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

space 区内存使用

HbaseMasterServerTimeMast

er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_masterStartTime
s Master 进程启动时

HbaseMasterServerTimeMast

eractivetime

进程启动时间

_masterActiveTime
s Master 进程 Activ

HbaseMasterIpcExceptionUnk

nownscanner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UnknownScannerExc

eption

次
UnknownScann

tion 异常次数

HbaseMasterIpcExceptionReg

iontoobusy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RegionTooBusyExce

ption

次
RegionTooBusy

on 异常次数

HbaseMasterIpcExceptionReg

ionmoved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RegionMovedExcepti

on

次
RegionMovedEx

异常次数

HbaseMasterIpcExceptionOut

oforderscannernext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OutOfOrderScannerN

extException

次
OutOfOrderScan

tException 异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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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MasterIpcExceptionNot

servingregion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NotServingRegionExc

eption

次 NotServingRegio

tion 异常次数

HbaseMasterIpcExceptionFail

edsanitycheck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FailedSanityCheckEx

ception

次
FiledSanityChec

ion 异常次数

HbaseMasterIpcConnections

Numopenconnections

RPC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

s

个 RPC 连接数

HbaseMasterIpcQueueNumca

llsinreplicationqueue

RPC队列请求数

_numCallsInReplicatio

nQueue

个 复制队列 RPC 请求

HbaseMasterIpcQueueNumca

llsinpriorityqueue

RPC队列请求数

_numCallsInPriorityQu

eue

次 通用队列 RPC 请求

HbaseMasterJvmThreadsThre

ads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处于 WAITING 状态

数量

HbaseMasterJvmThreadsThre

adstimed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处于 TIMED WAIT

态的线程数量

HbaseMasterJvmThreadsThre

adsterminat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当前 TERMINATE

程数量

HbaseMasterJvmThreadsThre

adsrunnable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处于 RUNNABLE

程数量

HbaseMasterJvmThreadsThre

adsnew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New
个 处于 NEW 状态的线

HbaseMasterJvmThreadsThre JVM线程数量 个 处于 BLOCKED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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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blocked _ThreadsBlocked 数量

HbaseMasterJvmLogTotalLog

warn
JVM日志数量_LogWarn 个 Warn 日志数量

HbaseMasterJvmLogTotalLog

info
JVM日志数量_LogInfo 个 Info 日志数量

HbaseMasterJvmLogTotalLog

fatal
JVM日志数量_LogFatal 个 Fatal 日志数量

HbaseMasterJvmLogTotalLog

error
JVM日志数量_LogError 个 Error 日志数量

HbaseMasterJvmMemMemno

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进程使用的非堆内存

HbaseMasterJvmMemMemno

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

ttedM

MB
进程 commit 的非堆

小

HbaseMasterJvmMemMemm

axm
JVM内存_MemMaxM MB 进程最大内存大小

HbaseMasterJvmMemMemhe

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进程使用的堆内存大

HbaseMasterJvmMemMemhe

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进程最大的堆内存大

HbaseMasterJvmMemMemhe

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

M

MB 进程 commit 的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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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RegionServer

HbaseHm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

HbaseHm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baseHm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baseHm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HbaseHm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HbaseRegionserverScantime

Min
最小ScanTime ms 最小 Scan 请求时间

HbaseRegionserverScansizeM

in
最小ScanSize 次 最小Scan 请求量

HbaseRegionserverScantime

Max
最大ScanTime ms 最大 Scan 请求时间

HbaseRegionserverScansizeM

ax
最大ScanSize 次 最大Scan 请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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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RegionserverServerCell

sFlushedcellssize

写磁盘速率

_flushedCellsSize

B/s 写磁盘速率

HbaseRegionserverServerInde

xStorefileindexsize

索引大小

_storeFileIndexSize
B

磁盘上 storeFile 中

小

HbaseRegionserverServerInde

xStaticindexsize

索引大小

_staticIndexSize
B 未压缩的静态索引大小

HbaseRegionserverServerInde

xStaticbloomsize

索引大小

_staticBloomSize
B

未压缩的静态 Bloom

大小

HbaseRegionserverServerDela

yUpdatesblockedtime

平均延时

_updatesBlockedTime
ms

Memstore 可 flush

新阻塞时间

HbaseRegionserverServerDela

yReplayMean
平均延时_Replay_mean ms Replay 请求平均延时

HbaseRegionserverServerDela

yGetMean
平均延时_Get_mean ms Get 请求平均延时

HbaseRegionserverServerDela

yAppendMean

平均延时

_Append_mean
ms Append 请求平均延

HbaseRegionserverScantime

Mean
平均ScanTime ms 平均 Scan 请求时间

HbaseRegionserverScansizeM

ean
平均ScanSize 次 平均 Scan 请求大小

HbaseHs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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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Hs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

HbaseHs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baseHs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

HbaseHs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HbaseHs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lo

wSlowputcount

慢操作次数

_slowPutCount
次 Put 请求时间超过1s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lo

wSlowincrementcount

慢操作次数

_slowIncrementCount
次

Increment 请求时间

的数量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lo

wSlowgetcount

慢操作次数

_slowGetCount
次 Get 请求时间超过1s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lo

wSlowdeletecount

慢操作次数

_slowDeleteCount
次

Delete 请求时间超过

量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lo

wSlowappendcount

慢操作次数

_slowAppendCount
次

Append 请求时间超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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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RegionserverStarttimeR

egionserver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_regionServerStartTim

e

s 进程启动时间

HbaseRegionserverServerBloc

kcacheCountBlockcachemissc

ount

缓存块数量

_blockCacheMissCoun

t

个 Block Cache miss

HbaseRegionserverServerBloc

kcacheCountBlockcachehitco

unt

缓存块数量

_blockCacheHitCount
个 Block Cache hit 请

HbaseRegionserverServerBloc

kcacheCountBlockcachecount

缓存块数量

_blockCacheCount
个

Block Cache 中的 

数量

HbaseRegionserverServerBloc

kcacheSizeBlockcachesize

缓存块内存占用大小

_blockCacheSize
B 缓存块内存占用大小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

Write
读写请求量_Write 个/秒 写请求量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T

otal
读写请求量_Total 个/秒

总请求量，当有Scan

时，该值会小于读写请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S

cantimeNumOps
读写请求量_Scantime ms Scan 请求时间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S

cansizeNumOps
读写请求量_Scansize 个/秒 Scan 请求量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R

ead
读写请求量_Read 个/秒 读请求量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P 读写请求量_Put 个/秒 Put 请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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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NumOps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I

ncrementNumOps
读写请求量_Increment 个/秒 Increment请求量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

GetNumOps
读写请求量_Get 个/秒 Get 请求量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

DeleteNumOps
读写请求量_Delete 个/秒 Delete 请求量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A

ppendNumOps

读写请求量

_Append_num_ops
个/秒 Append 请求量

HbaseRegionserverIpcBytesS

entbytes
读写流量_sentBytes B/s 读写流量

HbaseRegionserverIpcBytesR

eceivedbytes
读写流量_receivedBytes B/s 接收数据量

HbaseRegionserverServerBloc

kcachePercentBlockcacheexp

resshi

读缓存命中率

_blockCacheExpressH

itPercent

% 读缓存命中率

HbaseRegionserverServerQue

ueSplitqueuelength

操作队列请求数

_splitQueueLength
个 Split 队列长度

HbaseRegionserverServerQue

ueFlushqueuelength

操作队列请求数

_flushQueueLength
个 Region Flush 队列

HbaseRegionserverServerQue

ueCompactionqueuelength

操作队列请求数

_compactionQueueLe

ngth

个 Compaction 队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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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RegionserverHlogcount

Hlogfilecount

WAL文件数量

_hlogFileCount
个 WAL 文件数量

HbaseRegionserverHlogsizeHl

ogfilesize

WAL文件大小

_hlogFileSize
B WAL 文件大小

HbaseRegionserverStoreCoun

tStorecount
Store个数_storeCount 个 Store 个数

HbaseRegionserverStorefileco

untStorefilecount

Storefile个数

_storeFileCount
个 Storefile 个数

HbaseRegionserverStorefilesiz

eStorefilesize

Storefile大小

_storeFileSize
MB Storefile 大小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plit

Splitsuccesscount

split请求

_splitSuccessCount
次 split 成功次数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plit

Splitrequestcount

split请求

_splitRequestCount
个 split 请求数

HbaseRegionserverServerFlus

hFlushtimeNumOps

RS写磁盘次数

_FlushTime_num_ops
次

Memstore flush 写

数

HbaseRegionserverIpcExcepti

onUnknownscanner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UnknownScannerExc

eption

次
UnknownScanne

ion 异常次数

HbaseRegionserverIpcExcepti

onRegiontoobusy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RegionTooBusyExce

ption

次
RegionTooBusyE

n 异常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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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RegionserverIpcExcepti

onRegionmoved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RegionMovedExcepti

on

次 RegionMovedExc

异常次数

HbaseRegionserverIpcExcepti

onOutoforderscannernextexce

ption

RPC异常次数

_OutOfOrderScannerN

extException

次
OutOfOrderScann

Exception 异常次数

HbaseRegionserverIpcExcepti

onNotservingregion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NotServingRegionEx

ception

次
NotServingRegio

tion 异常次数

HbaseRegionserverIpcExcepti

onFailedsanitycheck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FailedSanityCheckEx

ception

次
FailedSanityChec

ption 异常次数

HbaseRegionserverIpcAuthent

icationAuthenticationsuccesse

s

RPC认证次数

_authenticationSucces

ses

次 RPC 认证成功次数

HbaseRegionserverIpcAuthent

icationAuthenticationfailures

RPC认证次数

_authenticationFailure

s

次 RPC 认证失败次数

HbaseRegionserverIpcConnec

tionsNumopenconnections

RPC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

s

个 RPC 连接数

HbaseRegionserverIpcHandler

Numactivehandler

RPC句柄数

_numActiveHandler
个 RPC 句柄数

HbaseRegionserverIpcQueue

Numcallsinreplicationqueue

RPC队列请求数

_numCallsInReplicatio

nQueue

个 复制队列 RPC 请求数

HbaseRegionserverIpcQueue

Numcallsinpriorityqueue

RPC队列请求数

_numCallsInPriorityQu

eue

个 优先队列 RPC 请求数

HbaseRegionserverIpcQueue

Numcallsingeneralqueue

RPC队列请求数

_numCallsInGeneralQ

个 通用队列 RPC 请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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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ue

HbaseRegionserverServerRepl

ayReplayNumOps

Replay操作次数

_Replay_num_ops
次 Replay操作次数

HbaseRegionserverAvgsizeAv

erageregionsize

Region平均大小

_averageRegionSize
B Region平均大小

HbaseRegionserverRegion 

CountRegioncount

Region个数

_regionCount
个 Region 个数

HbaseRegionserverServerHfil

esPercentPercentfileslocalsec

ond

Region副本本地化

_percentFilesLocalSec

ondaryRegions

% Region副本本地化

HbaseRegionserverServerMut

ationSizeMutationswithoutwal

size

mutation大小

_mutationsWithoutWA

LSize

B mutation大小

HbaseRegionserverServerMut

ationCountMutationswithoutw

alcoun

muation个数

_mutationsWithoutWA

LCount

个 mutation 个数

HbaseRegionserverMemstrore

Memstoresize

Memstore大小

_memStoreSize
MB Memstore 大小

HbaseRegionserverJvmThrea

dsThreads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处于 WAITING 状态

量

HbaseRegionserverJvmThrea

dsThreadstimed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

g

个
处于 TIMED WAITI

的线程数量

HbaseRegionserverJvmThrea

dsThreadsterminat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当前 TERMINATED

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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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RegionserverJvmThrea

dsThreadsrunnable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处于 RUNNABLE 状

程数量

HbaseRegionserverJvmThrea

dsThreadsnew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New
个 处于 NEW 状态的线程

HbaseRegionserverJvmThrea

dsThreadsblock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处于 BLOCKED 状态

数量

HbaseRegionserverJvmLogTo

talLogwarn
JVM日志数量_LogWarn 个 Warn日志数量

HbaseRegionserverJvmLogTo

talLoginfo
JVM日志数量_LogInfo 个 Info日志数量

HbaseRegionserverJvmLogTo

talLogfatal
JVM日志数量_LogFatal 个 Fatal 日志数量

HbaseRegionserverJvmLogTo

talLogerror
JVM日志数量_LogError 个 Error 日志数量

HbaseRegionserverJvmMemM

emn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进程使用的非堆内存大

HbaseRegionserverJvmMemM

emno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

ttedM

MB 进程 commit 的非堆

HbaseRegionserverJvmMemM

emmaxm
JVM内存_MemMaxM MB 进程最大内存大小

HbaseRegionserverJvmMemM JVM内存 MB 进程使用的堆内存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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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mheapusedm _MemHeapUsedM

HbaseRegionserverJvmMemM

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进程最大的堆内存大小

HbaseRegionserverJvmMemM

em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

M

MB 进程 commit 的堆内

HbaseHs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HbaseHs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baseHs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baseHs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HbaseHs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hbase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id4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id4hbaseoverview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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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弹性 MapReduce（HBASE）支持以下四种维度组合的查询方式，四种入参取值如下：

1. 查询 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BASE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hbaseoverview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ho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hbaseoverview 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输入

录 腾

实例

IP。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hbasehmast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id4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id4hbasehmast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mm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hbasehmast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ho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hbasehmaster 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输入

录 腾

实例

IP。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hbaseregionserv

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id4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id4hbaseregionserv

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mm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hbaseregionse

rv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ho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hbaseregionse

rver
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输入

录 腾

实例

IP。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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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base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2. 查询 Hbase-Overview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BAS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base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hbase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3. 查询 HBASE-HMaster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BAS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basehmast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host4hbasehmast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4. 查询 HBASE-RegionServer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BAS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baseregion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hbaseregion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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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HIV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0 16:03:44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HIVE

监控指标

HIVE-HiveMetaStore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HiveHms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msGcUtilGcCountFg

c
GC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iveHmsGcUtilGcTimeYgc

t
GC时间_YGCT s Young GC 次数

HiveHms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ms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HiveHms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ms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iveHmsGcUtilGcCountYg

c
GC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HiveHms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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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Hms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ms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msJvmMemMemhea

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

M

MB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HiveHmsJvmMemMemhea

p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MB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HiveHmsJvmMemMemhea

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

的数量

HiveHmsJvmMemMemhea

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HiveHmsJvmMemMemnon

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

t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HiveHmsJvmMemMemnon

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MB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HiveHmsJvmMemMemnon

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使用

NonHeapMem 的数量

HiveHmsJvmPauseExtrasl

eeptime

GC额外每秒睡眠时间

_ExtraSleepTime
ms GC 额外睡眠时间

HiveHmsOpenConnections

Numopenconnections

进程打开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

s

个 进程打开连接数

HiveHmsOsCpuLoadProce

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 进程 CPU 利用率

HiveHmsOsCpuLoadSyste

mcpuload

CPU利用率

_SystemCpuLoad

% 系统 CPU 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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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HiveServer2

HiveHmsOsCpuTimeProce

ss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ms CPU累计使用时间

HiveHms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长

HiveHmsThreadCountDae

mon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守护线程数

HiveHmsThreadCountThre

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个 线程总数

HiveHmsOsFdCountMaxfil

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

nt

个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HiveHmsOsFdCountOpenfil

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

unt

个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HiveHmsOsCpuUsedCpura

te

每秒CPU使用时间

_CPURATE
s 每秒CPU使用时间

frontMetricNameV3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HiveH2ThreadCountThrea

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个 总线程数

HiveH2ThreadCountDaem

on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个 Daemon  线程数

HiveH2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长

HiveH2OsFdCountOpenfil

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

unt

个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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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H2OsFdCountMaxfile

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

nt

个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HiveH2OsCpuUsedCpurat

e

每秒CPU使用时间

_CPURate
s 每秒CPU使用时间

HiveH2OsCpuTimeProces

s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ms CPU累计使用时间

HiveH2OsCpuLoadProces

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 CPU利用率

HiveH2OpenConnections

Numopenconnections

进程打开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进程打开连接数

HiveH2JvmPauseExtrasle

eptime

GC额外每秒睡眠时间

_ExtraSleepTime
ms GC额外每秒睡眠时间

HiveH2JvmMemStatUsed

RatioMemheapusedrate

JVM堆内存使用率

_MemHeapUsedRate
% JVM 堆内存使用率

HiveH2JvmMemMemnonh

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HiveH2JvmMemMemnonh

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MB

JVM 初始 NonHeapMe

的数量

HiveH2JvmMemMemnonh

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MB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HiveH2JvmMemMemheap

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HiveH2JvmMemMemheap

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HiveH2JvmMemMemheap

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MB JVM 初始 HeapMem 的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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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H2JvmMemMemheap

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

M

MB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HiveH2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2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2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2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HiveH2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2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2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HiveH2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iveH2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iveH2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HiveH2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iveH2ExecAsyncQueue

SizeQueuesize

hs2异步操作队列大小

_QueueSize
个 hs2 异步操作队列当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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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HiveWebHcat

HiveH2ExecAsyncPoolSiz

ePoolsize

hs2异步线程池大小

_PoolSize

个 hs2异步线程池当前大小

HiveH2CompletedOperati

onFinished
完成的操作数量_Finished 个/秒 完成的操作数量

HiveH2CompletedOperati

onError
出错的操作数量_Error 个/秒 出错的操作数量

HiveH2CompletedOperati

onClosed
关闭的操作数量_Closed 个/秒 关闭的操作数量

HiveH2CompletedOperati

onCanceled
取消的操作数量_Canceled 个/秒 取消的操作数量

HiveH2ApiDriverRunAvg Driver执行时延_Avg ms Driver 执行平均执行时延

HiveH2ApiDriverRun99thP

ercentile

Driver执行时延

_99th_percentile
ms Driver 执行99%的时延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名称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HiveHcGcUtilGcCountY

gc
YGC GC 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HiveHcGcUtilGcCountFg

c
FGC GC 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iveHcGcUtilGcTimeFg

ct
FG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iveHcGcUtilGcTimeGct GCT GC 时间_F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iveHcGcUtilGcTimeYg

ct
YG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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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HiveHcGcUtilMemoryS0 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 区内存使用占

比

HiveHcGcUtilMemoryE 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cGcUtilMemoryCc

s
CCS

内存区域占比

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cGcUtilMemoryS1 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 区内存使用占

比

HiveHcGcUtilMemoryO 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iveHcGcUtilMemoryM 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

占比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

mensions.0.Na

me

id4hivehiv

emetastor

e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hivehiveme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

lue

id4hivehiv

emetastor

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hive

metastore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hivemeta

Instances.N.Di

mensions.1.Val

ue

host4hive

metastore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从控制台获取，登录 腾讯

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

Instances.N.Di

mensions.0.Na

id4hivehiv

eserver2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hivehives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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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弹性 MapReduce（HIVE）支持以下三种维度组合的查询方式，三种入参取值如下： 

1. 查询  HIVE-HiveMetaStore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IV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ivehivemetastor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hivemetastor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2. 查询 HIVE-HiveServer2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IVE 

me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

lue

id4hivehiv

eserver2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hive

hiveserver

2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hivehives

Instances.N.Di

mensions.1.Val

ue

host4hive

hiveserver

2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从控制台获取，登录 腾讯

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

Instances.N.Di

mensions.0.Na

me

id4hivehiv

ewebhcat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hivehivewe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

lue

id4hivehiv

ewebhcat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hive

hivewebh

cat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hivehivew

Instances.N.Di

mensions.1.Val

ue

host4hive

hivewebh

cat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从控制台获取，登录 腾讯

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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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ivehiveserver2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hivehiveserver2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IP 

3. 查询  HIVE-HiveWebHcat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HIV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hivehivewebhcat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hivehivewebhca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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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NODE）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0 16:03:51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NODE

监控指标

主机-CPU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NodeCpuIdle CPU 使用率_idle % CPU IDLE 时间占比

NodeCpuIrq CPU 使用率_irq % 中断占比

NodeCpuNice CPU 使用率_nice % NICE 优先级使用 CPU 占比

NodeCpuSteal CPU 使用率_steal %
虚拟 CPU 等待实际 CPU 时间占

比

NodeCpuSoftirq CPU 使用率_softirq % CPU 软中断占比

NodeCpuGuest CPU 使用率_guest % 运行虚拟处理器所用的时间百分比

NodeCpuSystem CPU 使用率_system % 内核态 CPU 占用比

NodeCpuUser CPU 使用率_user % 用户态 CPU 占用比

NodeCpuIowait CPU 使用率_iowait % 进程等待 IO CPU 空闲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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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共582页

主机-内存

NodeCpuLoad1m 负载_1m - 1分钟负载

NodeCpuLoad5m 负载_5m - 5分钟负载

NodeCpuLoad15m 负载_15m - 15分钟负载

NodeCpuCountCpuC

ount
核数_cpu_count 个 CPU 核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NodeMemMemtotal 内存使用情况_MemTotal GB 内存总量

NodeMemMemfree 内存使用情况_MemFree GB 空闲内存总量

NodeMemBuffers 内存使用情况_Buffers GB BUFFER 缓存占用内存总量

NodeMemCached 内存使用情况_Cached GB 文件缓存占用内存总量

NodeMemSwapcach

ed

内存使用情况

_SwapCached
GB 匿名页写入交换区内存总量

NodeMemSwapfree 内存使用情况_SwapFree GB 可用交换区总量

NodeMemAnonpage

s

内存使用情况

_AnonPages
GB 未映射内存总量

NodeMemSwaptotal 内存使用情况_SwapTotal GB 交换区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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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网络

NodeMemDirty 内存使用情况_Dirty GB 需要写入磁盘的内存总量

NodeMemWriteback 内存使用情况_Writeback GB 正在被写回磁盘的内存总量

NodeMemHardware

corrupted

内存使用情况

_HardwareCorrupted
GB 内存硬件故障导致不可用内存总量

NodeMemShmem 内存使用情况_Shmem GB 共享内存占用的内存总量

NodeMemPercentAv

ailablePercent

内存使用占比

_available_percent
% 可用内存占总内存百分比

NodeMemPercentUs

edPercent

内存使用占比

_used_percent
% 已使用内存占总内存百分比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NodeNetworkTcpList

enExtListendrops

TCPLISTEN 异常

_ListenDrops
次/秒

任何原因导致的丢弃传入连接（SY

包）的次数

NodeNetworkTcpList

enExtListenoverflow

s

TCPLISTEN 异常

_ListenOverflows
次/秒

三次握手最后一步完成之后，Acce

列超过上限的次数

NodeNetworkTcpSyn

cookiesSyncookiesfa

iled

TCPSyncookies_Syn 

cookiesFailed
次/秒

收到携带无效 SYN Cookie 信息的

个数

NodeNetworkTcpSyn

cookiesSyncookiesre

cv

TCPSyncookies_Syn 

cookiesRecv
次/秒

收到携带有效 SYN Cookie 信息的

个数

NodeNetworkTcpSyn

cookiesSyncookiess

ent

TCPSyncookies_Syn 

cookiesSent
次/秒

使用 SYN Cookie 发送的 SYN/A

包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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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NetworkTcpAb

ortTcpabortontimeou

t

TCP 链接异常 

Abort_TCPAbort 

OnTimeout

次/秒 因各种计时器

（RTO/PTO/keepalive）的重传

超过上限而关闭连接的

NodeNetworkTcpAb

ortTcpabortondata

TCP 链接异常 

Abort_TCPAbort 

OnData

次/秒 socket 收到未知数据导致被关闭的

NodeNetworkTcpAb

ortTcpabortonclose

TCP 链接异常 

Abort_TCPAbort 

OnClose

次/秒
用户态程序在缓冲区内还有数据时关

socket 的次数

NodeNetworkTcpAb

ortTcpabortonmemor

y

TCP 链接异常 

Abort_TCPAbort 

OnMemory

次/秒 因内存问题关闭连接的次数

NodeNetworkTcpAb

ortTcpabortonlinger

TCP 链接异常 

Abort_TCPAbort 

OnLinger

次/秒 关闭后，在徘徊状态中止的连接的次

NodeNetworkTcpAb

ortTcpabortfailed

TCP 链接异常 

Abort_TCPAbortFailed
次/秒 尝试结束连接失败的次数

NodeNetworkTcpSta

teActiveopens

TCP 建立链接 

_ActiveOpens
个/s 主动建立 TCP 连接数量

NodeNetworkTcpSta

teCurrestab

TCP 建立链接 

_CurrEstab
个/s 当前已建立 TCP 连接数量

NodeNetworkTcpSta

tePassiveopens

TCP 建立链接 

_PassiveOpens
个/s 被动建立 TCP 连接数量

NodeNetworkTcpSta

teAttemptfails

TCP 建立链接 

_AttemptFails
个/s 建立连接失败数量

NodeNetworkTcpSta

teEstabresets

TCP 建立链接 

_EstabResets
个/s 连接被 REST 的数量

NodeNetworkTcpPac

ketStatInsegs
TCP 数据包 _InSegs 个/s 收到的数据包个数，包括有错误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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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NetworkTcpPac

ketStatOutsegs

TCP 数据包 _OutSegs 个/s 发送的数据包个数

NodeNetworkTcpPac

ketStatRetranssegs

TCP 数据包 

_RetransSegs
个/s TCP 接收报文数量

NodeNetworkTcpPac

ketStatInerrs
TCP 数据包 _InErrs 个/s 重传的包个数

NodeNetworkTcpPac

ketStatOutrsts
TCP 数据包 _OutRsts 个/s 发出 RST 包个数

NodeNetworkTcpPac

ketRate 

Retranssegsrate

TCP 重传率 

_RetransSegsRate
% TCP 层重传率

NodeNetworkTcpPac

ketRateResetrate
TCP 重传率 _ResetRate % RESET 发送频率

NodeNetworkTcpPac

ketRateInerrrate
TCP 重传率 _InErrRate % 错误包占比

NodeNetworkTcpTim

eWaitTw
TCPTIME-WAIT_TW 个/s

经过正常的超时结束 TIME_WAIT

的 socket 数量

NodeNetworkTcpTim

eWaitTwkilled

TCPTIME-

WAIT_TWKilled
个/s

通过 tcp_tw_recycle 机制结束 

TIME_WAIT 状态的 socket 数量

NodeNetworkTcpTim

eWaitTwrecycled

TCPTIME-

WAIT_TWRecycled
个/s

通过 tcp_tw_reuse 机制结束 

TIME_WAIT 状态的 socket 数量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timeouts

TCPRTO_TCPTimeout

s
次/秒 RTO timer 第一次超时次数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spuriousrtos

TCPRTO_TCPSpur 

iousRTOs
次/秒 通过 F-RTO 机制发现的虚假超时次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lossprobes

TCPRTO_TCPLoss 

Probes
次/秒

Probe Timeout(PTO) 导致发送 

Loss Probe(TLP) 包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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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lossproberec

overy

TCPRTO_TCPLoss 

ProbeRecovery

次/秒 丢失包刚好被 TLP 探测包修复的次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renorecovery

fail

TCPRTO_TCPReno 

RecoveryFail
次/秒

先进入 Recovery 阶段，然后又 R

的次数，对端不支持 SACK 选项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renorecovery

fail

TCPRTO_TCPReno 

RecoveryFail
次/秒

先进入 Recovery 阶段，然后又 R

的次数，对端支持 SACK 选项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renofailures

TCPRTO_TCPReno 

Failures
次/秒

先进 TCP_CA_Disorder 阶段，然

又 RTO 超时的次数，对端不支持 

SACK 选项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sackfailures

TCPRTO_TCPSack 

Failures
次/秒

先进 TCP_CA_Disorder 阶段，然

又 RTO 超时的次数，对端支持 SA

选项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lossfailures

TCPRTO_TCPLoss 

Failures
次/秒

先进 TCP_CA_Loss 阶段，然后又

RTO 超时的次数

NodeNetworkTcpRto

ConstRtoalgorithm

TCPRTO 常数

_RtoAlgorithm
1/s 转发未答复对象的延时的算法的数

NodeNetworkTcpRto

ConstRtomax
TCPRTO 常数_RtoMax 1 TCP 延迟重发的最大值

NodeNetworkTcpRto

ConstRtomin
TCPRTO 常数_RtoMin 1 TCP 延迟重发的最小值

NodeNetworkTcpRet

ransTcplostretransmi

t

TCP 重传 

_TCPLostRetransmit
次/秒 丢失重传 SKB 的次数

NodeNetworkTcpRet

ransTcpfastretrans

TCP 重传 

_TCPFastRetrans
次/秒 快重传 SKB 次数

NodeNetworkTcpRet

ransTcpforwardretra

TCP 重传 

_TCPForwardRetrans

次/秒 一般重传 SKB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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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

NodeNetworkTcpRet

ransTcpslowstartretr

ans

TCP 重传 

_TCPSlowStart 

Retrans

次/秒 成功慢启动重传 SKB 数量

NodeNetworkTcpRet

ransTcpretransfail

TCP 重传 

_TCPRetransFail
次/秒 尝试重传失败次数

NodeNetworkUdpDgI

ndatagrams

UDP 数据报 

_InDatagrams
个/s 发送 UDP 数据报文数量

INodeNetworkUdpDg

Outdatagrams

UDP 数据报 

_OutDatagrams
个/s 接收 UDP 数据报文数量

NodeNetworkRwByt

esEth0TransmitByte

s

网卡收发数据速率 _eth0-

transmit_bytes
MB/s 网卡发送数据量

NodeNetworkPacket

sEth0ReceiveDrop

网卡数据包率 _eth0-

receive_drop
个/s 网卡接收丢弃数据量

NodeNetworkPacket

sEth0ReceiveErrs

网卡数据包率 _eth0-

receive_errs
个/s 网卡接收异常数量

NodeNetworkPacket

sEth0TransmitDrop

网卡数据包率 _eth0-

transmit_drop
个/s 网卡发送丢弃数据量

NodeNetworkPacket

sEth0TransmitErrs

网卡数据包率 _eth0-

transmit_errs
个/s 网卡发送异常数据量

NodeNetworkPacket

sEth0TransmitPacke

ts

网卡数据包率 

_eth0_transmit_packe

t

个/s 网卡发送包数量

NodeNetworkTcpSoc

ketTcpInuse

TCP 套接字 

_TCP_inuse
个 在使用（正在侦听）的 TCP 套接字

NodeNetworkTcp 

SocketTcpOrphan

TCP套接字 

_TCP_orphan
个 等待关闭的 TCP 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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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

NodeNetworkTcpSoc

ketTcpTw

TCP 套接字 _TCP_tw 个 待销毁的 TCP socket 数

NodeNetworkTcpSoc

ketSocketsUsed

TCP 套接字 

_sockets_used
个 使用 CP 套接字的用户数

NodeNetworkTcpSoc

ketTcpAlloc
TCP 套接字 _TCP_alloc 个

已分配（已建立、已申请到 sk_buf

的 TCP 套接字数量

NodeNetworkTcpCo

nnectionStateEstabli

shed

TCP 链接状态 

_ESTABLISHED
个 Established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NodeNetworkTcpCo

nnectionStateSynSe

nt

TCP 链接状态 _SYN-

SENT
个 SYN-SENT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NodeNetworkTcp 

ConnectionStateSyn

Recv

TCP 链接状态 _SYN-

RECV
个 SYN-RECV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NodeNetworkTcpCo

nnectionStateClose
TCP 链接状态 _CLOSE 个 CLOSE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NodeNetworkTcp 

ConnectionStateClos

eWait

TCP 链接状态 _CLOSE-

WAIT
个 CLOSE-WAIT 状态的 TCP 链接

NodeNetworkTcpCo

nnectionStateListen
TCP 链接状态 _LISTEN 个 LISTEN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NodeNetworkTcpCo

nnectionStateClosing

TCP 链接状态 

_CLOSING
个 CLOSEING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NodeNetworkRwByt

esEth0ReceiveBytes

网卡收发数据速率_eth0-

receive_bytes
MB/s -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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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DiskInodesFree

All

INODES_free_all 个 磁盘剩余 INODES 数量

NodeDiskInodesTota

lAll
INODES_total_all 个 磁盘总 INODES 数量

NodeDiskInodesUse

dPercentUsedAll

INODES使用率

_used_all
% 磁盘 INODES 使用率

NodeDiskIoNowAll 设备IOPS_all 次/秒
设备IOPS，当前设备上正在进行的

操作

NodeDiskIoOpsMerg

edReadAll

设备读写请求

QPS_merged_read_all
MB/s 设备读写速率，每秒读数据量

NodeDiskIoOpsMerg

edWriteAll

设备读写请求

QPS_merged_write_al

l

MB/s 设备读写速率，每秒写数据量

NodeDiskIoOpsRead

All

设备读写请求

QPS_read_all
次/秒 读操作 QPS

NodeDiskIoOpsWrite

All

设备读写请求

QPS_write_all
次/秒 写操作 QPS

NodeDiskIoRateRea

dAll
设备读写速率_read_all MB/s 合并读操作 QPS

NodeDiskIoRateWrit

eAll
设备读写速率_write_all MB/s 合并写操作 QPS

NodeDiskIoTimeIoAll IO操作时间_io_all ms 平均每次 IO 请求的处理时间

NodeDiskIoTimeRea

dAll
IO操作时间_read_all ms 平均每次设备 I/O 读操作的等待时间

NodeDiskIoTimeWrit

eAll
IO操作时间_write_all ms 平均每次设备 I/O 写操作的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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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共582页

主机-Filehandle

主机-PROCESS

NodeDiskSpaceGbA

valiableAll

磁盘空间_avaliable_all GB 磁盘可用存储空间(非特权用户)

NodeDiskSpaceGbFr

eeAll
磁盘空间_free_all GB 磁盘空闲存储空间

NodeDiskSpaceGbT

otalAll
磁盘空间_total_all GB 磁盘总存储空间

NodeDiskSpaceUsed

PercentUsedAll
磁盘空间使用率_used_all % 磁盘空间使用率

NodeDiskUtilPercent

All
IO设备使用率_all % IO 设备使用率，磁盘繁忙程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NodeFdFilefdAllocat

ed
文件句柄_allocated 个 已分配文件句柄数量

NodeFdFilefdMaxim

um
文件句柄_maximum 个 最大文件句柄数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NodeIntrIntrTotal 系统中断_intr_total 次/秒 系统中断数量

NodeSwitchesConte

xtSwitchesTotal

系统上下文切换

_context_switches_tota

l

次/秒 系统上下文切换数量

NodeProcsForksTot

al

系统进程_forks_total 个 系统新建进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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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NodeProcsProcsRun

ning
系统进程_procs_running 个 系统运行进程数量

NodeProcsProcsBloc

ked
系统进程_procs_blocked 个 系统阻塞进程数量

NodeProcsProcsTot

al
系统进程_procs_total 个 系统总进程数量

NodeAgentVersionA

gentversion

Agent 版本

_AgentVersion

versi

on
agent 的版本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

mensions.0.Na

me

id4nodecpu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nod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nodecpu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emr-abcd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cpu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no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cpu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从控制台获取，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

API 获取。

Instances.N.Di

mensions.0.Na

me

id4nodememory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nod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nodememory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emr-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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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memo

ry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no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memo

ry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从控制台获取，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

API 获取。

Instances.N.Di

mensions.0.Na

me

id4nodenetwork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nod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nodenetwork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emr-abcd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networ

k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no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networ

k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从控制台获取，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

API 获取。

Instances.N.Di

mensions.0.Na

me

id4nodefilehandl

e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nod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nodefilehandl

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emr-abcd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filehan

dle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no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filehan

dle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从控制台获取，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

API 获取。

Instances.N.Di id4nodeprocess EMR 实例 ID 的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n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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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弹性 MapReduce（NODE）支持以下五种维度组合的查询方式，五种入参取值如下：

1. 查询主机-CPU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nodecpu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nodecpu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mensions.0.Na

me

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nodeprocess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emr-abcd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proces

s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no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proces

s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从控制台获取，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

API 获取。

Instances.N.Di

mensions.0.Na

me

id4nodedisk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nod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nodedisk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emr-abcd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disk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no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disk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从控制台获取，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

API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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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询主机-内存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nodememory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nodememory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3. 查询主机-网络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nodenetwork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nodenetwork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4. 查询主机-磁盘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d4nodedisk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nodedisk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5. 查询主机-Filehandle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nodefilehandl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nodefilehandl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6. 查询主机-PROCESS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d4nodeprocess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nodeprocess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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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PRESTO）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0 16:03:58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PRESTO

监控指标

PRESTO-Overview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NodesActive 节点数量_Active 个 活跃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NodesTotal 节点数量_Total 个 总节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NodesFailed 节点数量_Failed 个 失败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QueriesRun

ningqueries
查询_RunningQueries 个

正在

总数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QueriesOne

MinuteFailedqueries
查询频度_FailedQueries 个/min 失败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QueriesOne

MinuteAbandonedqueries

查询频度

_AbandonedQueries
个/min 放弃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QueriesOne

MinuteCanceledqueries
查询频度_CanceledQueries 个/min 取消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QueriesOne

MinuteCompletedqueries

查询频度

_CompletedQueries
个/min 完成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QueriesOne

MinuteStartedqueries
查询频度_StartedQueries 个/min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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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OverviewOriginal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DataOneMin

uteRateInputdatasizeoneminute

每分钟数据输入输出量

_InputDataSizeOneMinut

e

GB/min 输入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DataOneMin

uteRateOutputdatasizeoneminute

每分钟数据输入输出量

_OutputDataSizeOneMin

ute

GB/min 输出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Nod

esActive
节点数量_Active 个 活跃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Nod

esTotal
节点数量_Total 个 总节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Nod

esFailed
节点数量_Failed 个 失败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Quer

iesRunningqueries
查询_RunningQueries 个

正在

总数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Quer

iesOneMinuteFailedqueries
查询频度_FailedQueries 个/min 失败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Quer

iesOneMinute Abandonedqueries

查询频度

_AbandonedQueries
个/min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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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Worker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Quer

iesOneMinuteCanceledqueries

查询频度_CanceledQueries 个/min 取消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Quer

iesOneMinuteCompletedqueries

查询频度

_CompletedQueries
个/min 完成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Quer

iesOneMinute Startedqueries
查询频度_StartedQueries 个/min 开始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Data

OneMinuteRateInputdatasizeoneminute

每分钟数据输入输出量

_InputDataSizeOneMinute

GB/mi

n
输入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Data

OneMinuteRateOutputdatasizeoneminut

e

每分钟数据输入输出量

_OutputDataSizeOneMinut

e

GB/mi

n
输出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PrestoWGcUtilGcCountYgc GC 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数

PrestoWGcUtilGcCountFgc GC 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

PrestoWGcUtilGcTimeFg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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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W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FGCT s 垃圾回收时

消耗

PrestoWGcUtilGcTimeYg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耗时间

PrestoW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内存使用占

PrestoW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

使用占比

PrestoW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

d class 

space 区内

使用占比

PrestoW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

内存使用占

PrestoW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

用占比

PrestoW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

区内存使用

比

PrestoWJvmMemMemnonheapused

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

使用的 

NonHeap

mory 的数

PrestoWJvmMem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

dM

MB JVM 当前已

提交的 

NonHeap

mory 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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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WJvmMemMemheapusedm
JVM 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

使用的 

HeapMem

y 的数量

PrestoWJvmMemMemheapcommitt

e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当前已

提交的 

HeapMem

y 的数量

PrestoWJvmMemMemheapmaxm
JVM 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

y 的数量

PrestoWJvmMemMemheapinitm JVM 内存_MemHeapInitM MB

JVM 初始 

HeapMem

数量

PrestoWJvmMemMemnonheapinitm
JVM 内存

_MemNonHeapInitM
MB

JVM 初始 

NonHeap

m 的数量

PrestoWDataOneMinuteRateInputda

tas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InputDataSizeOneMinute

GB/mi

n
输入数据速

PrestoWDataOneMinuteRateOutput

datas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OutputDataSizeOneMinu

te

GB/mi

n
输出数据速

PrestoWThreadCountPeakthreadco

unt

进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t
个 峰值线程数

PrestoWThreadCountDaemonthread

count

进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个 线程数量

PrestoWThreadCountThreadcount 进程数量_ThreadCount 个 后台线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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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Coordinator

PrestoW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

PrestoWStartTime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_StartTime s 进程启动时

PrestoWOsFdCountMaxfiledescripto

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t
个

最大文件描

符数

PrestoW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

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n

t

个
已打开文件

述符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PrestoMGcUtilGcCountYgc GC 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PrestoMGcUtilGcCountFgc GC 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PrestoMGcUtilGcTimeFg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PrestoM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F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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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MGcUtilGcTimeYg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Presto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

占比

Presto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PrestoM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Presto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

占比

Presto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Presto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

用占比

PrestoMJvmMemMemnonheapus

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

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PrestoMJvmMemMemnonheapco

mm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

MB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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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ittedM 数量

PrestoMJvmMemMemheapused

m

JVM 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PrestoMJvmMemMemheapcomm

itte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

ttedM

MB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PrestoMJvmMemMemheapmaxm
JVM 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PrestoMJvmMemMemheapinitm
JVM 内存

_MemHeapInitM
MB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PrestoMJvmMemMemnonheapini

tm

JVM 内存

_MemNonHeapInit

M

MB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PrestoMThreadCountPeakthread

count

进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

t

个 峰值线程数

PrestoMThreadCountDaemonthre

adcount

进程数量

_DaemonThreadC

ount

个 线程数量

PrestoMThreadCountThreadcoun

t

进程数量

_ThreadCount
个 后台线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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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PrestoM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

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间

PrestoMStartTime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_StartTime
s 进程启动时间

PrestoMOsFdCountMaxfiledescri

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

rCount

个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PrestoMOsFdCountOpenfiledescr

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

orCount

个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presto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prestooverview

EMR 实例具

体 ID
输入 EMR 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prestooverview

EMR 实例中

节点 IP 的维

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

host4prestoo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prestooverview

EMR 实例中

具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id4prestoprestoworker EMR 实例 输入 String 类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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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弹性 MapReduce（PRESTO）支持以下四种维度组合的查询方式，四种入参取值如下： 

1. 查询  PRESTO-Overview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PRESTO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presto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2. 查询  PRESTO-OverviewOriginal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PRESTO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prestooverview 

ame ID 的维度名

称

id4prestopr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prestoprestoworker

EMR 实例具

体 ID
输入 EMR 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prestoprestoworker

EMR 实例中

节点 IP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host4prestop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prestoprestoworker

EMR 实例中

具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

o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d27prestop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

or

EMR 实例具

体 ID
输入 EMR 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prestoprestocoordi

nator

EMR 实例中

节点 IP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host4prestop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prestoprestocoordi

nator

EMR 实例中

具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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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presto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3. 查询  PRESTO-Worker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PRESTO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prestoprest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prestoprest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4. 查询  PRESTO-Coordinator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PRESTO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27prestoprestocoordinato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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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SPARK）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07:34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SPARK

监控指标

SPARK-SparkJobHistory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SparkShGcUtilGcCountYg

c
GC 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SparkShGcUtilGcCountFg

c
GC 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SparkShGcUtilGcTimeFgc

t
GC 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SparkSh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SparkShGcUtilGcTimeYg

ct
GC 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SparkSh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 区内存使用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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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SparkSh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SparkShGcUtilMemoryCc

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SparkSh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 区内存使用占比 %

SparkSh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SparkSh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sparksparkjob

、

historyserv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d4sparksparkjob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sparksparkjob

、

historyserv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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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SPARK）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SPARK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host4sparksparkjo

b、

historyserv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host4sparksparkj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host4sparksparkjo

b、

historyserver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

MapReduce 控制台

> 节点内网 IP，也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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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YAR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14 16:00:08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YARN

监控指标

Yarn-Overview

Yarn-OverviewAggregation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EmrYarnOverviewYarnRmNumsNuma

ctivenms
节点个数_NumActiveNMs 个 节点个数

EmrYarnOverviewYarnRmNumsNumd

ecommissionednms

节点个数

_NumDecommissionedN

Ms

个 节点个数

EmrYarnOverviewYarnRmNumsNumlo

stnms
节点个数_NumLostNMs 个 节点个数

EmrYarnOverviewYarnRmNumsNumu

nhealthynms

节点个数

_NumUnhealthyNMs
个 节点个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

位
指标含

EmrYarnOverviewAggregationYarnRm

NumsNumactivenms
节点个数_NumActiveNMs 个 节点个

EmrYarnOverviewAggregationYarnRm

NumsNumdecommissionednms

节点个数

_NumDecommissionedN

Ms

个 节点个

EmrYarnOverviewAggregationYarnRm 节点个数_NumLostNMs 个 节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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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Cluster

NumsNumlostnms

EmrYarnOverviewAggregationYarnRm

NumsNumunhealthynms

节点个数

_NumUnhealthyNMs
个 节点个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

位
指标含

YarnClusterResAppFailed Applications_failed 个 应用总

YarnClusterResAppKilled Applications_killed 个 应用总

YarnClusterResAppPending Applications_pending 个 应用总

YarnClusterResAppRunning Applications_running 个 应用总

YarnClusterResAppSubmitted Applications_submitted 个 应用总

YarnClusterResContainerContainersall

ocated

Containers_containersAllo

cated
个

容器分

数

YarnClusterResContainerContainerspe

nding

Containers_containersPen

ding
个

容器分

数

YarnClusterResContainerContainersre

served

Containers_containersRes

erved

个 容器分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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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ClusterResCpuAllocatedvirtualcor

es

Cores_allocatedVirtualCor

es
个 CPU 

YarnClusterResCpuAvailablevirtualcor

es

Cores_availableVirtualCor

es
个 CPU 

YarnClusterResCpuReservedvirtualcor

es

Cores_reservedVirtualCor

es
个 CPU 

YarnClusterResCpuTotalvirtualcores Cores_totalVirtualCores 个 CPU 

YarnClusterResCpuUsageRatioUsager

atio
CPU使用率_usageRatio % 内存大

YarnClusterResMemAllocatedmb Memory_allocatedMB MB 内存大

YarnClusterResMemAvailablemb Memory_availableMB MB 内存大

YarnClusterResMemReservedmb Memory_reservedMB MB 内存大

YarnClusterResMemTotalmb Memory_totalMB MB 内存大

YarnClusterResMemUsageRatioUsage

ratio

内存使用率_usageRatio % 内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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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ResourceManag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

io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Failu

r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

io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Succe

ss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

o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Failur

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

o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Succ

ess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Bytes5000Receivedbyte

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ReceivedBytes

bytes

/s

RPC 接收发

数据量

YarnRmRpcBytes5000Sentbyte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SentBytes

bytes

/s

RPC 接收发

数据量

YarnRmRpcConnections5000Numop

enconnections

RPC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RPC 连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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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RmRpcOps5000Rpcprocessingti

menu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ProcessingTimeNu

mOps

次 RPC 请求次

YarnRmRpcOps5000Rpcqueuetimen

u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QueueTimeNumOp

s

次 RPC 请求次

YarnRmRpcQueueLen5000Callqueu

elength

RPC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RPC 队列长

YarnRmRpcTime5000Rpcprocessing

timea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ProcessingTimeAvg

Time

s
RPC 平均处

时间

YarnRmRpcTime5000Rpcqueuetime

a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QueueTimeAvgTim

e

s
RPC 平均处

时间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

io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Failu

r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

io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Succ

ess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

o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Failur

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

o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Succe

个 RPC 认证授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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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s

YarnRmRpcBytes5000Receivedbyte

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ReceivedBytes

bytes

/s

RPC 接收发

数据量

YarnRmRpcBytes5000Sentbyte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SentBytes

bytes

/s

RPC 接收发

数据量

YarnRmRpcConnections5000Numop

enconnections

RPC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RPC 连接数

YarnRmRpcOps5000Rpcprocessingti

menu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ProcessingTimeNu

mOps

次 RPC 请求次

YarnRmRpcOps5000Rpcqueuetimen

u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QueueTimeNumOp

s

次 RPC 请求次

YarnRmRpcQueueLen5000Callqueu

elength

RPC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RPC 队列长

YarnRmRpcTime5000Rpcprocessing

timea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ProcessingTimeAvg

Time

s
RPC 平均处

时间

YarnRmRpcTime5000Rpcqueuetime

a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QueueTimeAvgTim

e

s
RPC 平均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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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

io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Failu

r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

io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Succ

ess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

o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Failur

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

o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Succe

ss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Bytes5000Receivedbyte

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ReceivedBytes

bytes

/s

RPC 接收发

数据量

YarnRmRpcBytes5000Sentbyte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SentBytes

bytes

/s

RPC 接收发

数据量

YarnRmRpcConnections5000Numop

enconnections

RPC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RPC 连接数

YarnRmRpcOps5000Rpcprocessingti

menu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ProcessingTimeNu

mOps

次 RPC 请求次

YarnRmRpcOps5000Rpcqueuetimen RPC请求次数 次 RPC 请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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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ops _RpcQueueTimeNumOp

s

YarnRmRpcQueueLen5000Callqueu

elength

RPC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RPC 队列长

YarnRmRpcTime5000Rpcprocessing

timea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ProcessingTimeAvg

Time

s
RPC 平均处

时间

YarnRmRpcTime5000Rpcqueuetime

a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QueueTimeAvgTim

e

s
RPC 平均处

时间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

io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Failu

r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

io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Succ

ess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Auth500Rpcauthorizatio

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Failur

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

o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Succe

sses

个
RPC 认证授

数

YarnRmRpcBytes5000Receivedbyte

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ReceivedBytes

bytes

/s

RPC 接收发

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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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RmRpcBytes5000Sentbyte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SentBytes

bytes

/s

RPC 接收发

数据量

YarnRmRpcConnections5000Numop

enconnections

RPC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RPC 连接数

YarnRmRpcOps5000Rpcprocessingti

menu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ProcessingTimeNu

mOps

次 RPC 请求次

YarnRmRpcOps5000Rpcqueuetimen

u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QueueTimeNumOp

s

次 RPC 请求次

YarnRmRpcQueueLen5000Callqueu

elength

RPC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RPC 队列长

YarnRmRpcTime5000Rpcprocessing

timea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ProcessingTimeAvg

Time

s
RPC 平均处

时间

YarnRmRpcTime5000Rpcqueuetime

a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QueueTimeAvgTim

e

s
RPC 平均处

时间

YarnRm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GC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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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RmGcUtilGcCountFgc GC时间_FGC 次 GC 次数

YarnRm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GC 时间

YarnRm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GC 时间

YarnRm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GC 时间

YarnR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R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Rm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R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内存区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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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R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R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RmJvmJavaThreadsThreadsne

w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New
个 JVM 线程数

YarnRmJvmJavaThreadsThreadsrun

nable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JVM 线程数

YarnRmJvmJavaThreadsThreadsblo

ck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JVM 线程数

YarnRmJvmJavaThreadsThreadswai

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JVM 线程数

YarnRmJvmJavaThreadsThreadstim

ed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JVM 线程数

YarnRmJvmJavaThreadsThreadster

minat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JVM 线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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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RmJvmLogTotalLogfatal JVM日志数量_LogFatal 次 JVM 日志数

YarnRmJvmLogTotalLogerror JVM日志数量_LogError 次 JVM 日志数

YarnRmJvmLogTotalLogwarn JVM日志数量_LogWarn 次 JVM 日志数

YarnRmJvmLogTotalLoginfo JVM日志数量_LogInfo 次 JVM 日志数

YarnRmJvmMemMemnonheapused

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内存

YarnRmJvmMemMemnonheapcomm

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MB JVM 内存

YarnRmJvmMem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内存

YarnRmJvmMemMemheapcommitte

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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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RmJvmMemM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内存

YarnRmJvmMemMemmaxm JVM内存_MemMaxM MB JVM 内存

YarnRmOsCpuLoadProc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 CPU 利用率

YarnRmOsCpuTimeProcess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ms

CPU 累计使

时间

YarnRmOsFdCountMaxfiledescriptor

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

t

个 文件描述符数

YarnRm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o

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

nt

个 文件描述符数

YarnRm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长

YarnRmThreadCountDaemonthread

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工作线程数

YarnRmThreadCount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个 工作线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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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共582页

YARN-JobHistoryServ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YarnJhJvmJavaThreadsThreadsne

w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New
个 JVM 线程数量

YarnJhJvmJavaThreadsThreadsrun

nable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JVM 线程数量

YarnJhJvmJavaThreadsThreadsblo

ck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JVM 线程数量

YarnJhJvmJavaThreadsThreadswait

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JVM 线程数量

YarnJhJvmJavaThreadsThreadstim

ed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JVM 线程数量

YarnJhJvmJavaThreadsThreadster

minat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JVM 线程数量

YarnJhJvmLogTotalLogfatal JVM日志数量_LogFatal 次 JVM 日志数量

YarnJhJvmLogTotalLogerror JVM日志数量_LogError 次 JVM 日志数量

YarnJhJvmLogTotalLogwarn JVM日志数量_LogWarn 次 JVM 日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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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JhJvmLogTotalLoginfo JVM日志数量_LogInfo 次 JVM 日志数量

YarnJhJvmMemMemn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内存

YarnJhJvmMemMemnonheapcommi

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

tedM

MB JVM 内存

YarnJhJvmMem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内存

YarnJhJvmMemMemheapcommitted

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

M

MB JVM 内存

YarnJhJvmMemM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内存

YarnJhJvmMemMemmaxm JVM内存_MemMaxM MB JVM 内存

YarnJhs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GC 次数

YarnJhs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GC 次数

YarnJhs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GC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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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Jhs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GC 时间

YarnJhs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GC 时间

YarnJhs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Jhs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Jhs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Jhs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Jhs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Jhs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JhOsCpuLoadProcesscpuload
CPU 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 CPU 利用率

YarnJhOsCpuTime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ms

CPU 累计使用

时间

YarnJhOsFdCountMaxfiledescriptor 文件描述符数 个 文件描述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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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NodeManager

count _MaxFileDescriptorCou

nt

YarnJh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o

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

unt

个 文件描述符数

YarnJh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长

YarnJhThreadCountDaemonthreadc

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工作线程数

YarnJhThreadCount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个 工作线程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YarnNm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GC 次数

YarnNm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GC 次数

YarnNm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GC 时间

YarnNm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GC 时间

YarnNm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GC 时间

YarnN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内存区域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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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N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Nm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N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N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N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内存区域占比

YarnNmJvmJavaThreadsThreadsn

ew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New
个

JVM 线程数

量

YarnNmJvmJavaThreadsThreadsru

nnable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JVM 线程数

量

YarnNmJvmJavaThreadsThreadsbl

ock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JVM 线程数

量

YarnNmJvmJavaThreadsThreadsw

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JVM 线程数

量

YarnNmJvmJavaThreadsThreadsti

med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

g

个
JVM 线程数

量

YarnNmJvmJavaThreadsThreadste

rminat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JVM 线程数

量

YarnNmJvmLogTotalLogfatal JVM日志数量_LogFatal 次
JVM 日志数

量

YarnNmJvmLogTotalLogerror JVM日志数量_LogError 次
JVM 日志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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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NmJvmLogTotalLogwarn JVM日志数量_LogWarn 次 JVM 日志数

量

YarnNmJvmLogTotalLoginfo JVM日志数量_LogInfo 次
JVM 日志数

量

YarnNmJvmMemMemnonheapused

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内存

YarnNmJvmMem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

ttedM

MB JVM 内存

YarnNmJvmMem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内存

YarnNmJvmMemMemheapcommitt

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

M

MB JVM 内存

YarnNmJvmMemM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内存

YarnNmJvmMemMemmaxm JVM内存_MemMaxM MB JVM 内存

YarnNmVcoresAvailablevcores
CPU核数

_AvailableVCores
核 CPU 核数

YarnNmVcoresAllocatedvcores
CPU核数

_AllocatedVCores
核 CPU 核数

YarnNmMemAllocatedgb 内存大小_AllocatedGB GB 内存大小

YarnNmMemAvailablegb 内存大小_AvailableGB GB 内存大小

YarnNmOsCpuLoadProcesscpuloa

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 CPU 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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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YarnNmOsCpuTimeProcesscputim

e

CPU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ms CPU 累计使

用时间

YarnNmOsFdCountMaxfiledescript

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

unt

个 文件描述符数

YarnNm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

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

ount

个 文件描述符数

YarnNm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长

YarnNmThreadCountDaemonthrea

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工作线程数

YarnNmThreadCount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ThreadCount
个 工作线程数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yarn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yarnoverview 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host4yarnoverview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host4yarnoverview 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0. id4yarnresourcemanag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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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er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yarnresourcemanag

er
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host4yarnresourceman

ag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host4yarnresourceman

ager
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yarnjobhistoryserve

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yarnjobhistoryserve

r
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host4yarnjobhistoryser

v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host4yarnjobhistoryser

ver
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yarnnodemanag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yarnnodemanager 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host4yarnnodemanage

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host4yarnnodemanage

r

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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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弹性 MapReduce（YARN）支持以下五种维度组合的查询方式，五种入参取值如下： 

1. 查询 Yarn-Overview Aggregation 、YARN-Cluster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YARN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yarn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2. 查询 Yarn-Overview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YARN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yarn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yarn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3. 查询 YARN-ResourceManager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YARN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yarnresourcemanag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yarnresourcemanag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4. 查询 YARN-JobHistoryServer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YARN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yarnjobhistor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yarnjobhistor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5. 查询 YARN-NodeManager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YARN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yarnnodemanag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yarnnodemanag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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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ZOOKEEP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0 16:04:06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ZOOKEEPER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ZkQmGcUtilGcCountY

gc
GC 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ZkQmGcUtilGcCountF

gc
GC 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ZkQmGcUtilGcTimeFg

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ZkQmGcUtilGcTimeGc

t
GC 时间_F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ZkQmGcUtilGcTimeYg

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ZkQ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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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Q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ZkQmGcUtilMemoryCc

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ZkQ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

比

ZkQ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ZkQ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

占比

ZkQmJvmMemMemno

nheapus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大

小

ZkQmJvmMemMemno

nheapcomm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MB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大

小

ZkQmJvmMemMemhe

apusedm

JVM 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大小

ZkQmJvmMemMemhe

apcommitte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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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QmJvmMemMemhe

apmaxm

JVM 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大小

ZkQmJvmMemMemhe

apinitm

JVM 内存

_MemHeapInitM
MB

JVM 初始 HeapMem 的

大小

ZkQmJvmMemMemno

nheapinitm

JVM 内存

_MemNonHeapInitM
MB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大小

ZkQmOsCpuLoadProc

esscpuload

CPU 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 CPU 利用率

ZkQmOsFdCountZkMa

x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zk_max_file_descriptor

_count

个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ZkQmOsFdCountZkOp

en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zk_open_file_descripto

r_count

个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ZkQmOsCpuTimeProc

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ms CPU 累计使用时间

ZkQm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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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QmThreadCountDae

mon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个 Daemon 线程数

ZkQmThreadCountThr

e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个 总线程数

ZkConnectionsNumZk

NumAliveConnections

连接数

_zk_num_alive_connect

ions

个 当前连接数

ZkLatencyZkAvgLaten

cy
延迟_zk_avg_latency ms zk 处理平均延迟

ZkLatencyZkMaxLaten

cy
延迟_zk_max_latency ms zk 处理最大时延

ZkLatencyZkMinLaten

cy
延迟_zk_min_latency ms zk 处理最小时延

ZkDataCountZkWatch

Count

ZNODE 个数

_zk_watch_count
个 zk 的 watch 数目

ZkDataCountZkZnode

Count

ZNODE 个数

_zk_znode_count
个 zk 的 znode 数量

ZkDataCountZkEphem

eralsCount

ZNODE个数

_zk_ephemerals_count

个 zk 的临时节点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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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ZkDataSizeZkApproxi

mateDataSize

数据大小

_zk_approximate_data_

size

B zk 存储数据量

ZkStateZkServerState
节点状态

_zk_server_state

1：主，

0：备，

2：单机

zk 节点类型

ZkPacketsZkPacketsR

eceived

接收发送包量

_zk_packets_received
个/s zk 接收的数据包速率

ZkPacketsZkPacketsS

ent

接收发送包量

_zk_packets_sent
个/s zk 发送的数据包速率

ZkRequestsOutstandin

gZkOutstandingReque

sts

排队请求数

_zk_outstanding_reque

sts

个 排队请求数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zookeeperzookee

p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d4zookeepe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zookeeperzookee

p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host4zookeeperzook

eep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host4zoo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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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ZOOKEEPER）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ZOOKEEPER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zookeeperzookeep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zookeeperzookeep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zookeeperzook

eeper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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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Impala）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0 16:04:13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IMPALA

监控指标

Impala-CATALOG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ImpalaCatalogHeartbeatIntervalTimeLast 心跳间隔_Last s

ImpalaCatalogHeartbeatIntervalTimeMax 心跳间隔_Max s

ImpalaCatalogHeartbeatIntervalTimeMea

n
心跳间隔_Mean s

ImpalaCatalogHeartbeatIntervalTimeMin 心跳间隔_Min s

ImpalaCatalogHeartbeatIntervalTimeStdd

ev
心跳间隔_Stddev s

ImpalaCatalogJvmMemMemheapcommitt

e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ImpalaCatalogJvmMemMemheapinitm JVM 内存_MemHeapInitM MB

ImpalaCatalogJvmMemMemheapmaxm JVM 内存_MemHeapMaxM MB

ImpalaCatalogJvmMemMemheapusedm JVM 内存_MemHeapUsedM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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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CatalogJvmMem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dM

MB

ImpalaCatalogJvmMemMemnonheapinit

m
JVM 内存_MemNonHeapInitM MB

ImpalaCatalogJvmMemMemnonheapuse

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ImpalaCatalogOsFdCountMaxfiledescript

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t
个

ImpalaCatalogOsFdCountOpenfiledescrip

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nt
个

ImpalaCatalogRss 常驻内存集_RSS Bytes

ImpalaCatalog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s

ImpalaCatalogTcmallocPageheapfreebyte

s

Tcmalloc 内存

_PageheapFreeBytes
Bytes

ImpalaCatalogTcmallocPageheapunmapp

edbytes

Tcmalloc 内存

_PageheapUnmappedBytes
Bytes

ImpalaCatalogTcmallocPhysicalbytesrese

rved

Tcmallo 内存

_PhysicalBytesReserved
Bytes

ImpalaCatalogTcmallocTotalbytesreserve

d

Tcmalloc 内存

_TotalBytesReserved
Bytes

ImpalaCatalogTcmallocUsed Tcmalloc 内存_Used Bytes

ImpalaCatalogThreadCountDaemonthrea

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个

ImpalaCatalogThreadCountThreadcou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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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STATESTORE

Impala-DAEMON

ImpalaCatalogThriftServerConnectionsUs

ed
连接数_Used 个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ImpalaStatestoreRss 常驻内存集_RSS Bytes

ImpalaStatestoreStatestoreLiveBackends

Count
StateStore 订阅者数量_Count 个

ImpalaStatestoreTcmallocPageheapfreeby

tes

Tcmalloc 内存

_PageheapFreeBytes
Bytes

ImpalaStatestoreTcmallocPageheapunma

ppedbytes

Tcmalloc 内存

_PageheapUnmappedBytes
Bytes

ImpalaStatestoreTcmallocPhysicalbytesre

served

Tcmallo 内存

_PhysicalBytesReserved
Bytes

ImpalaStatestoreTcmallocTotalbytesreser

ved

Tcmalloc 内存

_TotalBytesReserved
Bytes

ImpalaStatestoreTcmallocUsed Tcmalloc 内存_Used Bytes

ImpalaStatestoreThriftServerConnections

Used
连接数_Used 个

ImpalaStatestoreRunningThreadsCount 运行线程数_Count 个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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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DaemonJvmMemMemheapcommitt

edm

JVM 内存_MemHeapCommittedM M

ImpalaDaemonJvmMemMemheapinitm JVM 内存_MemHeapInitM M

ImpalaDaemonJvmMemMemheapmaxm JVM 内存_MemHeapMaxM M

ImpalaDaemonJvmMemMemheapusedm JVM 内存_MemHeapUsedM M

ImpalaDaemonJvmMem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 内存_MemNonHeapCommittedM M

ImpalaDaemonJvmMemMemnonheapused

m
JVM 内存_MemNonHeapUsedM M

ImpalaDaemonJvmMemMemnonheapinitm JVM 内存_MemNonHeapInitM M

ImpalaDaemonOsFdCountMaxfiledescripto

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_MaxFileDescriptorCount 个

ImpalaDaemon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s

ImpalaDaemonTcmallocPageheapfreebyte

s
Tcmalloc 内存_PageheapFreeBytes B

ImpalaDaemonTcmallocPageheapunmapp

edbytes

Tcmalloc 内存

_PageheapUnmappedBytes
B

ImpalaDaemonTcmallocPhysicalbytesrese

rved
Tcmalloc 内存_PhysicalBytesReserved B

ImpalaDaemonTcmallocTotalbytesreserve

d
Tcmalloc 内存_TotalBytesReserved B

ImpalaDaemonTcmallocUsed Tcmalloc 内存_Use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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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DaemonThreadCountDaemonthread

count
线程数量_DaemonThreadCount 个

ImpalaDaemon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

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_OpenFileDescriptorCount 个

ImpalaDaemonThreadCountThreadcou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个

ImpalaDaemonBeeswaxFrontendConnInUs

e
BeeswaxAPI 客户端连接数 个

ImpalaDaemonH2FrontendConnInUse HS2_API 客户端连接数_ConnInUse 个

ImpalaDaemonBeeswaxFrontendTotalcon

ns
Beeswax_API 客户端连接数_TotalConns

次

(

)

ImpalaDaemonBeeswaxFrontendConnsetu

pqueuesize

Beeswax_API 客户端连接数

_ConnSetupQueueSize

次

(

)

ImpalaDaemonH2FrontendTotalconns HS2_API 客户端连接数_TotalConns

次

(

)

ImpalaDaemonH2FrontendConnsetupqueu

esize

HS2_API 客户端连接数

_ConnSetupQueueSize

次

(

)

ImpalaDaemonThreadManagerRunningthr

eads
线程管理器_RunningThreads

次

(

)

ImpalaDaemonThreadManagerTotalcreate

dthreads
线程管理器_TotalCreatedThreads

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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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DaemonMemTrackerProcess1Limit 内存管理器限制_Limit 字

(

ImpalaDaemonMemTrackerProcessBytes

Overlimit
超过其内存限制的内存量_OverLimit

字

(

ImpalaDaemonBeeswaxFrontedTimeoutcn

ncrequests

已超时的 BeeswaxAPI 连接数

_TimeOutCnncRequests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BackendConnsetupq

ueuesize

已超时等待设置的 Impala 后端服务器的连接

请求数_ConnSetupQueueSize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Backend1Timeoutcn

ncrequests

已超时等待设置的Impalabe的连接请求数

_TimeOutCnncRequests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Backend2Totalconne

ctions

与此Impala守护程序建立的 Impala 后端客户

端连接总数_TotalConnections

次

(

)

ImpalaDaemonRequestPoolServiceResolv

eTotal
解析请求池请求所花费时间_Total

毫

(

ImpalaDaemonMemoryRss 此进程的驻留集大小_RSS
字

(

ImpalaDaemonClusterMembershipBacken

dsTotal
StateStore 中注册后端总数_Total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Co

unt
查询延迟发布_Count

毫

(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Su

m
查询延迟发布_Sum

毫

(

ImpalaDaemonServer1Numfilesopenforins

ert

打开已进行写入 HDFS 文件数

_NumFilesOpenForInsert

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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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DaemonServer2Scanrangestotal
进程生命周期内读取的扫描范围

_ScanRangesTotal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3Numopenbeeswaxs

essions

打开 Beeswax 会话数量

_NumOpenBeeswaxSessions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4Numfragments
进程生命周期内处理查询 fragment 总数

_NumFragments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14Hedgedreadops
Hedgedreads 尝试次数

_HedgedReadOps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5Numqueries
在进程生命周期内处理查询总数

_NumQueries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6Resultsetcachetotal

numrows

支持缓存 HS2FETCH_FIRST 的总行数

_ResultSetCacheTotalNumRows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8Numqueriesregister

ed

此 Impala 服务器上注册的查询总数

_NumQueriesRegistered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9Numqueriesexecute

d
be 查询总数_NumQueriesExecuted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10Numsessionsexpir

ed

非活动状态而终止会话数

_NumSessionsExpired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11Numqueriesexpire

d

非活动状态而终止查询数

_NumQueriesExpired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12Numopenhs2sessi 打开 HS2 会话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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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 _NumOpenHS2Sessions (

)

ImpalaDaemonCatalog1Numtables Catalog 里面表数量_NumTables

次

(

)

ImpalaDaemonCatalog2Numdatabases Catalog 里面数据库数量_NumDatabases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IoMgr2Byteswritten IO 管理器写入磁盘的字节数_BytesWritten
字

(

ImpalaDaemonServerIoMgr3Numopenfiles IO 管理器打开的文件数_NumOpenFiles

次

(

)

ImpalaDaemonServerIoMgr5Localbytesrea

d
读取的本地字节数_LocalBytesRead

字

(

ImpalaDaemonBeeswaxFrSvcThWaitTime

P20

Beeswax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20
u

ImpalaDaemonBeeswaxFrSvcThWaitTime

P50

Beeswax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50
u

ImpalaDaemonBeeswaxFrSvcThWaitTime

P70

Beeswax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70
u

ImpalaDaemonBeeswaxFrSvcThWaitTime

P90

Beeswax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90
u

ImpalaDaemonBeeswaxFrSvcThWaitTime

P95

Beeswax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95
u

ImpalaDaemonExDsClassChMisses 外部数据源缓存类中缓存未命中数_Misses 个

ImpalaDaemonH2FrConnSetupTimeP2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建立连接时间_P20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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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DaemonH2FrConnSetupTimeP5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建立连接时间_P50 u

ImpalaDaemonH2FrConnSetupTimeP7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建立连接时间_P70 u

ImpalaDaemonH2FrConnSetupTimeP9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建立连接时间_P90 u

ImpalaDaemonH2FrConnSetupTimeP95 HS2_API 客户端等待建立连接时间_P95 u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Count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Count
u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P2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20
u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P5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50
u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P7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70
u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P9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90
u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P95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95
u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Sum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Sum
u

ImpalaDaemonMemTrCsrvCurrentusageby

tes

ControlService 使用字节数

_CurrentUsageBytes
B

ImpalaDaemonMemTrCsrvPeakusagebyte

s

ControlService 使用字节数

_PeakUsageByte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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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DaemonMemTrDssrvCurrentusageb

ytes

DataStreamService 使用字节数

_currentusagebytes

B

ImpalaDaemonMemTrDssrvPeakusagebyt

es

DataStreamService 使用字节数

_PeakUsageBytes
B

ImpalaDaemonRpcCsrvRpcsqueueoverflo

w

ControlStreamService 服务队列溢被拒绝

数_RpcsQueueOverflow
个

ImpalaDaemonRpcDssrvRpcsqueueoverflo

w

DataStreamService 服务队列溢被拒绝数

_RpcsQueueOverflow
个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C

ount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

时间_Count
u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P2

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

时间_P20
u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P5

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

时间_P50
u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P7

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

时间_P70
u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P9

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

时间_P90
u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P9

5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

时间_P95
u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Su

m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

时间_Sum
u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Co

unt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

时间_Count
u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P2

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

时间_P20
u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P5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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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时间_P50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P7

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

时间_P70
u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P9

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

时间_P90
u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P9

5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

时间_P95
u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Su

m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

时间_sum
u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P2

0
查询延迟发布_P20 m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P5

0
查询延迟发布_P50 m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P7

0
查询延迟发布_P70 m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P9

0
查询延迟发布_P90 m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P9

5
查询延迟发布_P95 m

ImpalaDaemonSrvIoMgrNumfilehandlesout

standing

使用的 HDFS 文件句柄数

_NumFileHandlesOutstanding
个

ImpalaDaemonSrvScanrangesnummissing

volumid

在无 volum 元数据的进程生命周期内读取的扫

描范围总数

_ScanRangesNumMissingVolumId

个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Co

unt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

时间_Count
u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P2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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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0 时间_P20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P5

0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

时间_P50
u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P7

0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

时间_P70
u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P9

0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

时间_P90
u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P9

5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

时间_P95
u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Su

m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

时间_Sum
u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impalacatalog

EMR 实例中

节点 IP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st4impalacatalog

EMR 实例中

具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

MapReduce 控制台

理 > 节点内网 IP。也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id4impalacatalog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id4impalacatalog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impalastatesto

re

EMR 实例中

节点 IP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host4impalastate

Instances.N.Dimensions.0. host4impalastatesto EMR 实例中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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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Impala-CATALOG）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IMPAL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impalacatalog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impalacatalog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 ID 

查询弹性 MapReduce（Impala-STATESTORE）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IMPAL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impalastatestor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impalastatestor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 ID 

查询弹性 MapReduce（Impala-DAEMON）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Value re 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制台

理 > 节点内网 IP。也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id4impalastatestore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id4impalastatestore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impaladaemon

EMR 实例中

节点 IP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st4impaladaemon

EMR 实例中

具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

MapReduce 控制台

理 > 节点内网 IP。也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id4impaladaemon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id4impaladaemon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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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QCE/TXMR_IMPAL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impaladaemo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impaladaemo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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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Ran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7 16:37:35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RANGER

监控指标

Ranger-Admin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

单位
维

RangerAdminGcUtilGcCou

ntFgc
GC次数_FGC Young GC 次数 次

h

i

i

RangerAdminGcUtilGcCou

ntYgc
GC次数_YGC Full GC 次数 次

h

i

i

RangerAdminGcUtilGcTim

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

i

i

RangerAdminGcUtilGcTim

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

i

i

RangerAdminGcUtilGcTim

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

i

i

RangerAdminGcUtilMemor

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

i

i

RangerAdminGcUtilMemor

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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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rAdminGcUtilMemor

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

占比
%

h

i

i

RangerAdminGcUtilMemor

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

i

i

RangerAdminGcUtilMemor

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

i

i

RangerAdminGcUtilMemor

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

i

i

RangerAdminJvmMemMe

m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

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

i

i

RangerAdminJvmMemMe

mheap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

数量
MB

h

i

i

RangerAdminJvmMemMe

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

i

i

RangerAdminJvmMemMe

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

i

i

RangerAdminJvmMemMe

mno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

mm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h

i

i

RangerAdminJvmMemMe

mno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

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

h

i

i

RangerAdminJvmMemMe JVM内存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MB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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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r-UserSync

mnonheapusedm _MemNonHeapUs

edM

NonHeapMemory 的数

量

i

i

RangerAdminOsCpuLoadP

roc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CPU 利用率 %

h

i

i

RangerAdminOsCpuTimeP

rocess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ms

h

i

i

RangerAdminOsFdCountM

ax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

rC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

i

i

RangerAdminOsFdCountO

pen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

orC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个

h

i

i

RangerAdminRtUptimeUpti

me

进程运行时长

_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s

h

i

i

RangerAdminTdCountDae

mon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

ount

后台线程数量 个

h

i

i

RangerAdminTdCountPeak

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

t

峰值线程数量 个

h

i

i

RangerAdminTdCountThre

adcount

线程数量

_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个

h

i

i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

单位

RangerUsersyncJvmM JVM内存 Young GC 次数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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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emnonheapinitm _MemNonHeapInitM

RangerUsersyncJvmM

emMemn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Full GC 次数 MB

RangerUsersyncOsCpu

LoadProc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Full GC 消耗时间 %

RangerUsersyncOsCpu

TimeProcess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ms

RangerUsersyncOsFdC

ountMaxfiledescriptorc

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

nt

Young GC 消耗时间 个

RangerUsersyncOsFdC

ountOpenfiledescriptor

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

unt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个

RangerUsersyncRtUpti

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s

RangerUsersyncTdCou

ntDaemon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

占比
个

RangerUsersyncTdCou

ntPeak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t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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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rUsersyncTdCou

ntThreadcou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

比
个

RangerUsersyncGcUtil

GcCountFgc
GC次数_FGC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

比
次

RangerUsersyncGcUtil

GcCountYgc
GC次数_YGC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次

RangerUsersyncGcUtil

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s

RangerUsersyncGcUtil

GcTimeGct
GC时间_GCT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s

RangerUsersyncGcUtil

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s

RangerUsersyncGcUtil

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

RangerUsersyncGcUtil

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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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rUsersyncGcUtil

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

RangerUsersyncGcUtil

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CPU 利用率 %

RangerUsersyncGcUtil

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CPU 累计使用时间 %

RangerUsersyncGcUtil

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

RangerUsersyncJvmM

emMemheapcommitted

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MB

RangerUsersyncJvmM

emMemheap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进程运行时长 MB

RangerUsersyncJvmM

emM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后台线程数量 MB

RangerUsersyncJvmM

em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峰值线程数量 MB

RangerUsersyncJvmM

emMemnonheapcommi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线程数量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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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Ranger-Admin）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RANGER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rangerrangeradmin 

ttedm edM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rangerrangeradm

in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host4rang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rangerrangeradm

in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录 腾讯云 Ma

实例 > 集群资

IP。也可通过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rangerrangeradmin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d4rangerra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rangerrangeradmin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

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rangerrangeruser

sync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host4rang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rangerrangeruser

sync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录 腾讯云 Ma

实例 > 集群资

IP。也可通过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rangerrangerusersy

nc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d4rangerra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rangerrangerusersy

nc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

mm8bs22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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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trinotrin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查询弹性 MapReduce（Ranger-UserSync）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RANGER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rangerrangerusersync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rangerrangerusersync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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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Trino）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7 14:36:01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TRINO

监控指标

TRINO-概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TrinoMNodesActive 节点数量_Active 活跃节点数量
次数总和

(Coun

TrinoMNodesTotal 节点数量_Total 总节点数量
次数总和

(Coun

TrinoMNodesFailed 节点数量_Failed 失败节点数量
次数总和

(Coun

TrinoMQueriesRunningqueri

es
查询_RunningQueries 正在运行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

TrinoMQueriesQueuedqueri

es
查询_QueuedQueries 等待状态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

TrinoMQueriesOneMinuteF

ailedqueries
查询频度_FailedQueries 失败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

TrinoMQueriesOneMinuteA

bandonedqueries

查询频度

_AbandonedQueries
放弃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

TrinoMQueriesOneMinuteC

anceledqueries
查询频度_CanceledQueries 取消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

TrinoMQueriesOneMinuteC

ompletedqueries

查询频度

_CompletedQueries
完成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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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O-WORKER

TrinoMQueriesOneMinuteSt

artedqueries

查询频度_StartedQueries 已启动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

TrinoMDataRateInputdatasi

zeoneminute

每分钟数据输入输出量

_InputDataSizeOneMinut

e

输入数据速率 GB

TrinoMDataRateOutputdata

sizeoneminute

每分钟数据输出输出量

_OutputDataSizeOneMin

ute

输出数据速率 GB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TrinoWDataRateInputdatasi

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InputDataSizeOneMinut

e

输入数据速率 GBytes

TrinoWDataRateOutputdata

s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OutputDataSizeOneMin

ute

输出数据速率 GBytes

TrinoW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数总和

(Count

TrinoW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数总和

(Count

TrinoW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秒(s)

TrinoW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秒(s)

TrinoW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秒(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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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oW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

使用占比

%

TrinoW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

比
%

TrinoW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

使用占比
%

TrinoW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TrinoW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

用占比
%

TrinoW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

用占比
%

TrinoWJvmMemMemheapc

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yte

TrinoWJvmMemMemheapin

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yte

TrinoWJvmMemMemheapm

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yte

TrinoWJvmMemMemheapu

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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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共582页

TRINO-Coordinator

TrinoWJvmMemMemnonhe

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yte

TrinoWJvmMemMemnonhe

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

数量

MByte

TrinoWJvmMemMemnonhe

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yte

TrinoWOsFdCountMaxfiled

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

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次数总和

(Count

TrinoWOsFdCountOpenfiled

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

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TrinoW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 秒(s)

TrinoWThreadCountDaemo

n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Daemon 线程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TrinoWThreadCountPeakth

re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

次数总和

(Count

TrinoWThreadCountThread

cou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总线程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TrinoM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数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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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

TrinoMGcUtilGcCountYg

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数总和

(Count

TrinoM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秒(s)

TrinoM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秒(s)

TrinoM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秒(s)

TrinoM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Trino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Trino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

占比
%

Trino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Trino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

比
%

Trino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

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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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oMJvmMemMemhea

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

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yte

TrinoMJvmMemMemhea

p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yte

TrinoMJvmMemMemhea

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yte

TrinoMJvmMemMemhea

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yte

TrinoMJvmMemMemnon

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MByte

TrinoMJvmMemMemnon

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yte

TrinoMJvmMemMemnon

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MByte

TrinoMOsFdCountMaxfile

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

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次数总和

(Count

TrinoMOsFdCountOpenfil

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

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TrinoM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 秒(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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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TrinoMStartTimeStarttim

e

进程启动时间_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秒(s)

TrinoMThreadCountDae

mon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Daemon 线程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TrinoMThreadCountPeak

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

次数总和

(Count

TrinoMThreadCountThre

adcou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总线程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trino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trinooverview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trinotrinoworke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host4trino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st4trinotrinoworker

EMR 实例中具

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trinotrinowork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trinotrinowork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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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TRINO-概览）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TRINO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trino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查询弹性 MapReduce（TRINO-WORKER）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TRINO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trinotrin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trinotrin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查询弹性 MapReduce（TRINO-Coordinator）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TRINO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trinotrinocoordina

to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host4trino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st4trinotrinocoordina

tor

EMR 实例中具

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trinotrinocoordinato

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d4trinotrinoco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trinotrinocoordinato

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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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PrestoSQL）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7 14:36:08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PRESTOSQL

监控指标

PrestoSQL-概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

位

PrestosqlMNodesActive 节点数量_Active 活跃节点数量 个

PrestosqlMNodesFailed 节点数量_Failed 失败节点数量 个

PrestosqlMNodesTotal 节点数量_Total 总节点数量 个

PrestosqlMQueriesOneMinute

Abandonedqueries

查询频度

_AbandonedQueries
放弃的查询总数 个

PrestosqlMQueriesOneMinute

Canceledqueries

查询频度

_CanceledQueries
取消的查询总数 个

PrestosqlMQueriesOneMinute

Completedqueries

查询频度

_CompletedQueries
完成的查询总数 个

PrestosqlMQueriesOneMinuteF

ailedqueries
查询频度_FailedQueries 失败的查询总数 个

PrestosqlMQueriesOneMinuteS

tartedqueries
查询频度_StartedQueries 已启动的查询总数 个

PrestosqlMQueriesQueuedque

ries
查询_ QueuedQueries 等待状态的查询总数 个

PrestosqlMQueriesRunningque

ries

查询_RunningQueries 正在运行的查询总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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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MDataRateInputdatas

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InputDataSizeOneMinut

e

输入数据速率 GB

PrestosqlMDataRateOutputdat

as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OutputDataSizeOneMin

ute

输出数据速率 GB

PrestosqlMQueriesOneMinuteS

ubmittedqueries

查询频度

_SubmittedQueries
已提交的查询总数 次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单位 维

PrestosqlM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

at

id4

or

PrestosqlM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

at

id4

or

PrestosqlM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

at

id4

or

PrestosqlM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

at

id4

or

PrestosqlM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

间
s

ho

at

id4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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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sqlM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

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

存使用占比

% ho

at

id4

or

Prestosql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

占比
%

ho

at

id4

or

Prestosql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

存使用占比
%

ho

at

id4

or

Prestosql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o

at

id4

or

Prestosql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

使用占比
%

ho

at

id4

or

Prestosql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

使用占比
%

ho

at

id4

or

PrestosqlMJvmMemMemheap

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

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

数量

MB

ho

at

id4

or

PrestosqlMJvmMemMemheapi

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

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ho

at

id4

or

PrestosqlMJvmMemMemheap

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

MB ho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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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数量 id4

or

PrestosqlMJvmMemMemheap

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

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

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

at

id4

or

PrestosqlMJvmMemMemnonh

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

Comm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

的 

NonHeapMemo

ry 的数量

MB

ho

at

id4

or

PrestosqlMJvmMemMemnonh

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

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

ho

at

id4

or

PrestosqlMJvmMemMemnonh

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

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

的 

NonHeapMemo

ry 的数量

MB

ho

at

id4

or

PrestosqlMOsFdCountMaxfile

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

ptorC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

at

id4

or

PrestosqlMOsFdCountOpenfile

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

iptorC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

数量
个

ho

at

id4

or

PrestosqlM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

_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 个

ho

at

id4

or

PrestosqlMStartTime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_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s

ho

at

id4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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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SQL-Coordinator

PrestosqlMThreadCountDaem

on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

dCount

Daemon 线程数量 个

ho

at

id4

or

PrestosqlMThreadCountPeakt

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

ount

峰值线程数 个

ho

at

id4

or

PrestosqlMThreadCountThrea

dcount

线程数量

_ThreadCount
总线程数量 个

ho

at

id4

o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单

位

PrestosqlWGcUtilGcCountFg

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个

PrestosqlWGcUtilGcCountYg

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个

PrestosqlWGcUtilGcTimeFgc

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PrestosqlW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PrestosqlWGcUtilGcTimeYgc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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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PrestosqlWGcUtilMemoryCc

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PrestosqlW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PrestosqlW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

用占比
%

PrestosqlW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PrestosqlW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

占比
%

PrestosqlW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

占比
%

PrestosqlWJvmMemMemhea

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

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PrestosqlWJvmMemMemhea

p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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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共582页

PrestosqlWJvmMemMemhea

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PrestosqlWJvmMemMemhea

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PrestosqlWJvmMemMemnon

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

mm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MB

PrestosqlWJvmMemMemnon

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

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

PrestosqlWJvmMemMemnon

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

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MB

PrestosqlWOsFdCountMaxfil

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

C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PrestosqlWOsFdCountOpenfi

l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

rC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个

PrestosqlW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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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PrestosqlWStartTimeStarttim

e

进程启动时间

_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s

PrestosqlWThreadCountDae

mon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

unt

Daemon 线程数量 个

PrestosqlWThreadCountPea

k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 个

PrestosqlWThreadCountThre

adcount

线程数量

_ThreadCount
总线程数量 个

PrestosqlWDataRateInputdat

as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InputDataSizeOne

Minute

输入数据速率 GB

PrestosqlWDataRateOutputd

atas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OutputDataSizeOn

eMinute

输出数据速率 GB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prestosql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

id4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prestosqloverview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

mm8b

Instances.N.Dimensions.0.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 EMR 实例中节点 输入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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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PrestoSQL-概览）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PRESTOSQL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prestosql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查询弹性 MapReduce（PrestoSQL-Worker）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PRESTOSQL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查询弹性 MapReduce（PRESTOSQL-Coordinator）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 inator IP 的维度名称 host4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

inator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

讯云 M

群资源 

查询节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

id4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

mm8b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k

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

host4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k

er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

讯云 M

群资源 

查询节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

id4pre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

mm8b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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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QCE/TXMR_PRESTOSQL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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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Doris）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7 14:35:49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DORIS

监控指标

Doris-BK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DorisBkOsCpuTimeProcesscputim

e

CPU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DorisBk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DorisBk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DorisBk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DorisBk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DorisBk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DorisBk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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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Bk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DorisBk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DorisBk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DorisBk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DorisBk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DorisBkJvmMem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

mm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DorisBkJvmMemMemnonheapuse

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

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DorisBkJvmMemMemheapcommitt

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

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DorisBkJvmMemM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DorisBkJvmMemMemheap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DorisBkJvmMemMemnonheapinit

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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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BE

M

DorisBkJvmMem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MemHeapUs

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DorisBkOsCpuLoadProcesscpuloa

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CPU 利用率

DorisBkOsFdCountMaxfiledescript

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MaxFileDescriptor

C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DorisBkOsFdCountOpenfiledescrip

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OpenFileDescripto

rC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DorisBk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DorisBkThreadCountDaemonthrea

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

unt

后台线程数量

DorisBkThreadCount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DorisBkThreadCountPeakthreadco

unt

工作线程数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DorisBeThriftUsedClientsBroker THRIFT使用数量_Broker Broker 使用 thrift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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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BeThriftUsedClientsBacken

d

THRIFT使用数量

_Backend
BE 使用 thrift 的数量

DorisBeThriftUsedClientsExtdata

source

THRIFT使用数量

_Extdatasource

extdatasource 使用 thrift 

的数量

DorisBeThriftUsedClientsFronten

d

THRIFT使用数量

_Frontend
FE 使用 thrift 的数量

DorisBeStreamingLoadCountReq

ueststotal

STREAMING_LOAD统

计_RequestsTotal
streaming load 请求数量

DorisBeStreamingLoadCountCurr

entprocessing

STREAMING_LOAD统

计_CurrentProcessing
streaming load 现有进程数

DorisBeStreamingLoadCountPipe

count

STREAMING_LOAD统

计_PipeCount
streaming load Pipe 数量

DorisBeStreamingLoadtimeDurati

on

STREAMING_LOAD时

间_Duration
streaming load 持续时间

DorisBeStreamingLoadLoadtotal
STREAMING_LOAD数

据量_Loadtotal
stream load 导入的数据大小

DorisBeFragmentCountEndpoint
FRAGMENT统计

_Endpoint
DataStream 的数量

DorisBeFragmentCountPlanfrag

ment

FRAGMENT统计

_PlanFragment
plan fragment 数量

DorisBeFragmentCountRequests FRAGMENT统计 fragment 的请求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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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_RequestsTotal

DorisBeFragmentRequestTimeDu

ration

FRAGMENT请求时间

_Duration
fragment 的请求时间

DorisBeMemoryTotal BE内存_Total BE memory pool 大小

DorisBeMemoryAllocated BE内存_Allocated
BE memory allocated 大

小

DorisBeTabletCompactionScore

Cumulativemax

TABLET_COMPACTIO

最高分

__CumulativeMax

tablet 中最大的 base 

compaction score

DorisBeTabletCompactionScore

Basemax

TABLET_COMPACTIO

最高分_Basemax

tablet base 最大 

compaction 分数

DorisBeCompactionTotalCumulat

ive

COMPACTION数据量

_Cumulative

Cumulative compaction 

的数据量

DorisBeCompactionTotalBase
COMPACTION数据量

_Base

Base compaction 的数据

量

DorisBeCompactionDeltasCumul

ative

COMPACTION_DELTA

S数据量_Cumulative

Cumulative compaction 

deltas 的数据量

DorisBeCompactionDeltasBase
COMPACTION_DELTA

S数据量_Base

Base compaction deltas 

的数据量

DorisBeCompactionMemCurrent

consumption

COMPACTION使用的

MemPool数量

_CurrentConsumption

Compaction 使用的 

MemPool 总和 (所有 

Compaction 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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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FE

DorisBeProcessFdNumUsed
进程文件句柄数

_ProcessFdNumUsed
BE 进程使用文件句柄数量

DorisBeProcessFdNumSoftlimit

进程文件句柄数

_ProcessFdNumSoftli

mit

BE 进程文件句柄 soft 限制数

量

DorisBeProcessFdNumHardlimit

进程文件句柄数

_ProcessFdNumHardli

mit

BE 进程文件句柄 hard 限制

数量

DorisBeProcessThreadNum
进程运行线程数

_ProcessThreadNum
BE 进程运行的线程个数

DorisBeEngineRequestsNumFail

edbasecompaction

ENGINE_REQUESTS统

计

_FailedBaseCompactio

n

类型为

base_compaction，

engine 请求失败数量

DorisBeEngineRequestsNumTota

lbasecompaction

ENGINE_REQUESTS统

计

_TotalBaseCompactio

n

类型为

base_compaction，

engine 请求总数

DorisBeEngineRequestsNumFail

edcultcompt

ENGINE_REQUESTS统

计_FailedCultCompt

类型为

cumulative_compaction

，engine 请求失败数量

DorisBeEngineRequestsNumTota

lcultcompt

ENGINE_REQUESTS统

计_TotalCultCompt

类型为

cumulative_compaction

，engine 请求总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DorisFeNodeInfoFenodenum 节点信息_FenodeNum FE 总节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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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FeNodeInfoBealivenum 节点信息_BealiveNum BE 活动节点数

DorisFeNodeInfoBkdeadnum 节点信息_Bkdeadnum Broker 死亡节点数

DorisFeConnectionTotalNum
CONNECTION数量

_Num

FE 节点 JVM connection 数

量

DorisFeJvmThreadCountTotal JVM线程数_Total
FE节点JVM中线程总数，包含

daemon线程和非daemon线程

DorisFeJvmThreadCountPeak JVM线程数_Peak FE节点JVM线程峰值

DorisFeGcCountYounggc GC次数_YoungGC FE 节点 JVM Young GC 次数

DorisFeGcCountOldgc GC次数_OldGC FE 节点JVM Old GC 次数

DorisFeGcTimeYounggc GC时间_YoungGC FE 节点 JVM Young GC 时间

DorisFeGcTimeOldgc GC时间_OldGC FE 节点 JVM Old GC 时间

DorisFeQueryLatencyQuantile7

5
FE查询延时_Quantile75 FE 查询延时的75分位数

DorisFeQueryLatencyQuantile9

5
FE查询延时_Quantile95 FE 查询延时的95分位数

DorisFeQueryLatencyQuantile9

9
FE查询延时_Quantile99 FE 查询延时的99分位数

DorisFeQueryLatencyQuantile9

99

FE查询延时

_Quantile999
FE 查询延时的99.9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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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FeTabletCompactionMax TABLET_COMPACTIO

N最高分_MAX

FE tablet 进行compaction时

compaction score 最大值

DorisFeTabletNumScheduledta

blet

SCHEDULED_TABLE

T数量

_ScheduledTablet

FE 中 scheduled tablet 数量

DorisFeEfficiencyQps 请求响应_QPS 每秒查询率

DorisFeEfficiencyRps 请求响应_RPS 每秒能处理的请求数目

DorisFeQueryErrrateErrrate 查询失败率_ErrRate 查询错误率

DorisFeCacheSqlmodelhitquery
缓存查询

_SqlModelHitQuery

模式为 sql 的 Query 命中 

Cache 的数量

DorisFeCachePartitionmodelhit

query

缓存查询

_PartitionModelHitQue

ry

通过 Partition 命中的 Query 数

量

DorisFeCacheSqlmodelquery
缓存查询

_SqlModelQuery

识别缓存模式为 sql 的 Query 数

量

DorisFeCachePartitionmodelqu

ery

缓存查询

_PartitionModelQuery

识别缓存模式为 Partition 的 

Query 数量

DorisFeCacheCachepartitionhit
缓存查询

_CachePartitionHit

查询中通过 cache 命中的分区数

量

DorisFeCacheCachepartitionsc

an

缓存查询

_CachePartitionScan
查询中扫描的所有分区数量

DorisFeRoutineLoadTotalrows
ROUTINE_LOAD行数

_TotalRows
FE routine load的行数

DorisFeRoutineLoadErrorrows
ROUTINE_LOAD行数

_ErrorRows
FE routine load 错误的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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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FeTxnCountReject TRANSACTION状态统

计_Reject

FE 被拒绝的 transaction 数量

DorisFeTxnCountBegin
TRANSACTION状态统

计_Begin
FE 开始的 transaction 数量

DorisFeTxnCountSuccess
TRANSACTION状态统

计_Success
FE 成功的 transaction 数量

DorisFeTxnCountFailed
TRANSACTION状态统

计_Failed
FE 失败的 transaction 数量

DorisFeImageWrite IMAGE统计_Write FE image write 的数量

DorisFeImagePush IMAGE统计_Push FE image push 的数量

DorisFeAlterJobRolluprunning
ALTER任务统计

_RollupRunning

运行中的 alter job,类型为 

ROLLUP 的数量

DorisFeAlterJobSchemachange

running

ALTER任务统计

_SchemaChangeRunn

ing

运行中的 alter job,类型为 

SCHEMA_CHANGE 的数量

DorisFeUnknownLoadJobCanc

elled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Cancelled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UnknownLoadJobCom

mitted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Committed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UnknownLoadJobEtl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Etl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UnknownLoadJobFinish

ed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Finished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UnknownLoadJobLoadi

ng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Loading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LOA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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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FeUnknownLoadJobPendi

ng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Pending

类型为 SPARK，状态为 

PENDING 的load job 数量

DorisFeUnknownLoadJobUnkn

own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Unknown

类型为 SPARK，状态为 

UNKNOWN 的load job 数量

DorisFeSparkLoadJobCancelle

d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Cancelled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SparkLoadJobCommitt

ed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Committed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SparkLoadJobEtl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Etl

类型为 SPARK，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SparkLoadJobFinished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Finished

类型为 SPARK，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SparkLoadJobLoading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Loading

类型为 SPARK，状态为 

LOADING 的load job 数量

DorisFeSparkLoadJobPending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Pending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PEN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SparkLoadJobUnknown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Unknown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UNKNOWN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DeleteLoadJobCancelle

d

DELETE_LOAD任务统

计_Cancelled

类型为 SPARK，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DeleteLoadJobCommitt

ed

DELETE_LOAD任务统

计_Committed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DeleteLoadJobEtl
DELETE_LOAD任务统

计_Etl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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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FeDeleteLoadJobFinished DELETE_LOAD任务统

计_Finished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DeleteLoadJobLoading
DELETE_LOAD任务统

计_Loading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LOA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DeleteLoadJobPending
DELETE_LOAD任务统

计_Pending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PEN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DeleteLoadJobUnknow

n

DELETE_LOAD任务统

计_Unknown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UNKNOWN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InsertLoadJobCancelle

d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Cancelled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InsertLoadJobEtl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Etl

类型为 INSERT，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InsertLoadJobFinished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Finished

类型为 INSERT，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InsertLoadJobLoading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Loading

类型为 INSERT，状态为 

LOA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InsertLoadJobPending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Pending

类型为 INSERT，状态为 

UNKNOWN 的load job 数量

DorisFeInsertLoadJobUnknown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Unknown

类型为 INSERT，状态为 

UNKNOWN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BrokerLoadJobCancell

ed

BROKER_LOAD任务统

计_Cancelled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BrokerLoadJobCommitt

ed

BROKER_LOAD任务统

计_Committed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BrokerLoadJobEtl BROKER_LOAD任务统

计_Etl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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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FeBrokerLoadJobFinished
BROKER_LOAD任务统

计_Finished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BrokerLoadJobLoading
BROKER_LOAD任务统

计_Loading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LOADING 的load job 数量

DorisFeBrokerLoadJobPending
BROKER_LOAD任务统

计_Pending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PEN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BrokerLoadJobUnknow

n

BROKER_LOAD任务统

计_Unknown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UNKNOWN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MiniLoadJobCancelled
MINI_LOAD任务统计

_Cancelled

类型为 MINI，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MiniLoadJobCommitted
MINI_LOAD任务统计

_Committed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MiniLoadJobEtl
MINI_LOAD任务统计

_Etl

类型为 MINI，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MiniLoadJobFinished
MINI_LOAD任务统计

_Finished

类型为 MINI，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MiniLoadJobLoading
MINI_LOAD任务统计

_Loading

类型为 MINI，状态为 

LOADING 的load job 数量

DorisFeMiniLoadJobPending
MINI_LOAD任务统计

_Pending

类型为 MINI，状态为 

PENDING 的load job 数量

DorisFeMiniLoadJobUnknown
MINI_LOAD任务统计

_Unknown

类型为 MINI，状态为 

UNKNOWN 的load job 数量

DorisFeHadoopLoadJobCancell

ed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Cancelled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HadoopLoadJobCommi HADOOP_LOAD任务统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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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tted 计_Committed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

量

DorisFeHadoopLoadJobEtl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Etl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HadoopLoadJobFinishe

d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Finished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HadoopLoadJobLoadin

g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Loading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LOA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HadoopLoadJobPendin

g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Pending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PEN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HadoopLoadJobUnkno

wn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Unknown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UNKNOWN 的 load job 数量

DorisFeInsertLoadJobCommitte

d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Committed

类型为 Insert ，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

量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dorisdorisbro

k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dorisdorisbro

k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dorisdorisbrok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dorisdorisbrok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dorisdorisbe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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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Doris-BK）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DORI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dorisdorisbro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dorisdorisbrok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查询弹性 MapReduce（Doris-BE）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DORI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dorisdorisb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dorisdorisb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查询弹性 MapReduce（Doris-FE）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dorisdorisbe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

MapReduce 控制

理 > 节点内网 IP。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dorisdorisbe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dorisdorisb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dorisdorisfe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host4dorisdoris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dorisdorisfe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

MapReduce 控制

理 > 节点内网 IP。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dorisdorisfe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dorisdorisf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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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QCE/TXMR_DORI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dorisdorisf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dorisdorisf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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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Alluxio）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7 16:37:42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ALLUXIO

监控指标

Alluxio-Clust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AlluxioClusterBytesBytesreadall

uxio

数据读写总量 

BytesReadAlluxio

所有 worker 上报的从 

Alluxio 存储读取的总字节数

AlluxioClusterBytesBytesreaduf

sall

数据读写总量 

BytesReadUfsAll

所有 worker 从所有 Alluxio 

UFSes 读取的字节总数

AlluxioClusterBytesByteswritten

alluxio

数据读写总量 

BytesWrittenAlluxio

写入所有 worker 的 Alluxio 

存储的总字节数

AlluxioClusterBytesByteswritten

ufsall

数据读写总量 

BytesWrittenUfsAll

所有 worker 写入所有 

Alluxio UFSes 的总字节数

AlluxioClusterBytesThroughput

Bytesreadalluxiothroughput

数据读写吞吐量 

BytesReadAlluxioThrou

ghput

所有 worker 从 Alluxio 存

储读取数据的吞吐量

AlluxioClusterBytesThroughput

Bytesreadufsthroughput

数据读写吞吐量 

BytesReadUfsThroughp

ut

所有 worker 从所有 Alluxio 

UFSes 读取的吞吐量

AlluxioClusterBytesThroughput

Byteswrittenalluxiothroughput

数据读写吞吐量 

BytesWrittenAlluxioThro

ughput

所有 worker 写入 Alluxio 

存储的吞吐量

AlluxioClusterBytesThroughput

Byteswrittenufsthroughput

数据读写吞吐量 

BytesWrittenUfsThroug

hput

所有 worker 写入所有 

Alluxio UFSes 的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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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xio-Master

AlluxioClusterCapacityCapacityf

ree

worker的层上容量 

CapacityFree

所有 worker 的所有层上的总

可用字节

AlluxioClusterCapacityCapacityt

otal

worker的层上容量 

CapacityTotal

所有 worker 的所有层上的总

容量

AlluxioClusterCapacityCapacity

used

worker的层上容量 

CapacityUsed

所有 worker 的所有层上的已

用字节总数

AlluxioClusterWorkersWorkers worker 总数 Workers
群集中的 active worker 总

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单

AlluxioMasterGcUtilGcCountF

gc
GC次数FGC Full GC 次数 次

AlluxioMasterGcUtilGcCountY

gc
GC次数YGC Young GC 次数 次

AlluxioMasterGcUtilGcTimeFg

ct
GC时间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AlluxioMasterGcUtilGcTimeGc

t
GC时间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AlluxioMasterGcUtilGcTimeYg

ct

GC时间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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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xioMasterGcUtilMemoryCc

s
内存区域占比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AlluxioMaster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AlluxioMaster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

占比
%

AlluxioMaster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AlluxioMaster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

比
%

AlluxioMaster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

比
%

AlluxioMasterGetFileBlockInfo

OpsFileblockinfosgot

GetFileBlockInfo操

作FileBlockInfosGot

GetFileBlockInfo 操作

总数
次

AlluxioMasterGetFileBlockInfo

OpsGetfileblockinfoops

GetFileBlockInfo操

作

GetFileBlockInfoOp

s

成功的 

GetFileBlockInfo 操作

总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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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xioMasterGetFileInfoOpsFil

einfosgot

GetFileInfo操作

FileInfosGot
GetFileInfo 操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GetFileInfoOpsG

etfileinfoops

GetFileInfo操作

GetFileInfoOps

成功的 

GetFileBlockInfo 操作

总数

次

AlluxioMasterGetNewBlockOp

sGetnewblockops

GetNewBlock操作

GetNewBlockOps
GetNewBlock 操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GetNewBlockOp

sNewblocksgot

GetNewBlock操作

NewBlocksGot

成功的 GetNewBlock 操

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MountOpsMount

ops

Mount操作

MountOps
Mount 操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MountOpsPaths

mounted

Mount操作

PathsMounted
成功 Mount 操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RenamePathOps

Pathsrenamed

Rename操作

PathsRenamed
Rename 操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RenamePathOps

Renamepathops

Rename操作

RenamePathOps
成功的 Rename 操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SetAclOpsSetacl

ops

SetAcl操作

SetAclOps

SetAcl 操作总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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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xioMasterSetAttributeOps

Setattributeops

SetAttribute操作

SetAttributeOps
SetAttribute 操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TotalPathsTotalp

aths

文件目录总数

TotalPaths

Alluxio 命名空间中的文件

和目录总数
次

AlluxioMasterCompleteFileOps

Completefileops

CompleteFile操作

CompleteFileOps
CompleteFile 操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CompleteFileOps

Filescompleted

CompleteFile操作

FilesCompleted

成功的 CompleteFile 操

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CreateDirectory

OpsCreatedirectoryops

CreateDirectory操作

CreateDirectoryOps

CreateDirectory 操作总

数
次

AlluxioMasterCreateDirectory

OpsDirectoriescreated

CreateDirectory操作

DirectoriesCreated

成功的 CompleteFile 操

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CreateFileOpsCr

eatefileops

CreateFile操作

CreateFileOps
CreateFile 操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CreateFileOpsFil

escreated

CreateFile操作

FilesCreated

成功的 CreateFile 操作总

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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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xioMasterDeletePathOpsD

eletepathops

Delete操作

DeletePathOps
Delete 操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DeletePathOpsP

athsdeleted

Delete操作

PathsDeleted
成功 Delete 操作的总数 次

AlluxioMasterFreeFileOpsFiles

freed

FreeFile操作

FilesFreed
FreeFile 操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FreeFileOpsFreef

ileops

FreeFile操作

FreeFileOps
成功的 FreeFile 操作总数 次

AlluxioMasterFilesOpsFilesper

sisted

操作文件总数

FilesPersisted
成功保存的文件总数 次

AlluxioMasterFilesOpsFilespin

ned

操作文件总数

FilesPinned
当前固定的文件总数 次

AlluxioMasterUnmountOpsPat

hsunmounted

Unmount操作

PathsUnmounted
Unmount 操作总数 个

AlluxioMasterUnmountOpsUn

mountops

Unmount操作

UnmountOps

成功 Unmount 操作的总

数
个

AlluxioMasterJvmMemMemhe

apcommittedm

JVM内存

MemHeapCommitte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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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xio-Worker

dM

AlluxioMasterJvmMemMemhe

apinitm

JVM内存

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

数量
MB

AlluxioMasterJvmMemMemhe

apmaxm

JVM内存

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AlluxioMasterJvmMemMemhe

apusedm

JVM内存

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AlluxioMasterJvmMemMemno

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AlluxioMasterJvmMemMemno

nheapinitm

JVM内存

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

AlluxioMasterJvmMemMemno

nheapusedm

JVM内存

MemNonHeapUsed

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

单

AlluxioWorkerAsyncCacheBloc

ksAsynccachefailedblocks

async缓存块数量

AsyncCacheFailedBlo

cks

worker async 缓存失败

的块总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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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xioWorkerAsyncCacheBloc

ksAsynccacheremoteblocks

async缓存块数量

AsyncCacheRemoteBl

ocks

worker 接收的重复 

async 缓存请求总数
个

AlluxioWorkerAsyncCacheBloc

ksAsynccachesucceededblock

s

async缓存块数量

AsyncCacheSucceede

dBlocks

worker async 缓存成功

的块总数
个

AlluxioWorkerAsyncCacheBloc

ksAsynccacheufsblocks

async缓存块数量

AsyncCacheUfsBlocks

需要从本地源进行 async 

缓存的数据块总数
个

AlluxioWorkerAsyncCacheReq

uestsAsynccacheduplicatereq

uests

async缓存请求

AsyncCacheDuplicate

Requests

worker 接收的 async 缓

存请求总数
个

AlluxioWorkerAsyncCacheReq

uestsAsynccacherequests

async缓存请求

AsyncCacheRequests

worker 接收的 async 缓

存请求总数
个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acc

essed

Block数量

BlocksAccessed

访问此 worker 中任何一个

块的总次数
个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cac

hed

Block数量

BlocksCached

在 worker 中用于缓存数据

的块总数
个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can

celled

Block数量

BlocksCancelled

worker 中中止的临时块总

数
个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del Block数量 按外部请求列出的此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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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ed BlocksDeleted worker 中已删除的块总数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evi

cted

Block数量

BlocksEvicted
worker 中逐出的块总数 个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lost Block数量BlocksLost
worker 中丢失的数据块总

数
个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pro

moted

Block数量

BlocksPromoted

worker 中的任何一个数据

块移动到新层的总次数
个

AlluxioWorkerCapacityCapacit

yfree

worker的层上容量

CapacityFree

worker 的所有层上的总可

用字节
B

AlluxioWorkerCapacityCapacit

ytotal

worker的层上容量

CapacityTotal

worker 的所有层上的总容

量
B

AlluxioWorkerCapacityCapacit

yused

worker的层上容量

CapacityUsed

worker 的所有层上的已用

字节总数
B

AlluxioWorkerGcUtilGcCountF

gc
GC次数FGC Full GC 次数 次

AlluxioWorkerGcUtilGcCountY

gc

GC次数YGC Young GC 次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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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xioWorkerGcUtilGcTimeFg

ct
GC时间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AlluxioWorkerGcUtilGcTimeGc

t
GC时间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AlluxioWorkerGcUtilGcTimeYg

ct
GC时间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AlluxioWorkerGcUtilMemoryCc

s
内存区域占比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AlluxioWorker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AlluxioWorker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

AlluxioWorker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AlluxioWorker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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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AlluxioWorker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AlluxioWorkerJvmMemMemhe

apcommittedm

JVM内存

MemHeapCommitted

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AlluxioWorkerJvmMemMemhe

apinitm

JVM内存

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

数量
M

AlluxioWorkerJvmMemMemhe

apmaxm

JVM内存

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AlluxioWorkerJvmMemMemhe

apusedm

JVM内存

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AlluxioWorkerJvmMemMemno

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

量

M

AlluxioWorkerJvmMemMemno

nheapinitm

JVM内存

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

AlluxioWorkerJvmMemMemno

nheapusedm

JVM内存

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

量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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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Alluxio-Cluster）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alluxio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id4alluxiooverview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host4alluxioalluxioma

ste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host4alluxioa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host4alluxioalluxioma

ster

EMR 实例中具

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理 > 节点内网 IP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alluxioalluxiomast

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d4alluxioallu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id4alluxioalluxiomast

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host4alluxioalluxiowo

rke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host4alluxioa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host4alluxioalluxiowo

rker

EMR 实例中具

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alluxioalluxiowork

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d4alluxioallu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id4alluxioalluxiowork

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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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QCE/TXMR_ALLUXIO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alluxio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查询弹性 MapReduce（Alluxio-Master）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ALLUXIO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alluxioalluxiomast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alluxioalluxiomast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查询弹性 MapReduce（Alluxio-Worker）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ALLUXIO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alluxioalluxi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alluxioalluxi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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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Clickhouse ）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7 16:37:49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CLICKHOUSE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lickhouseBackgroundPoolTaskBa

ckgroundpooltask

BackgroundProcessingP

ool 中的活跃任务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BackgroundPoolTaskBa

ckgroundschedulepooltask

BackgroundSchedulePoo

l 中的活跃任务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BufferFileDescriptorByt

esRead
来自文件描述器的读字节数 MB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BufferFileDescriptorByt

esWrite
写入文件描述器的字节数 MB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BufferFileDescriptorCou

ntRead
来自文件描述器的读个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BufferFileDescriptorCou

ntWrite
来自文件描述器的写个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ConnectionCountHttp HTTP 服务器的连接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ConnectionCountTcp TCP 服务器的连接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DatabaseCountDatabas

ecount
数据库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DelayedInsertCountDela

yedinserts

被抑制的 Insert 查询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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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houseDictCacheRequestCoun

tDictcacherequests

cache 类型字典的数据源中的

请求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DiskElapsedMicrosecon

dsRead
等待读系统调用的总时间 us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DiskElapsedMicrosecon

dsWrite
等待写系统调用的总时间 us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DistributedFilesToinsert

CountDistributedsend

pending 的异步插入到分布式

表的文件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ExcuteQueryCountInser

t
可能执行的 Insert 查询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ExcuteQueryCountSele

ct
可能执行的 Select 查询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ExcuteQueryCountTotal 可能执行的查询总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FileOpenCountFileopen 已打开的文件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InsertBytesInsertedbyte

s
被插入到所有表中的字节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InsertRowsInsertedrow

s
被插入到所有表中的行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LeaderElectionCountLe

aderelection
参与 leader 选举的副本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MarkCacheBytesMarkc

achebytes

StorageMergeTree 的 

marks 的缓存大小
MB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MarkCacheFilesMarkca

chefiles

StorageMergeTree 的 

marks 的缓存文件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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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houseMaxPartPartitionMaxpar

tcountforpartition

partitions 中最大的活跃数据

块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MemoryAllocatedBackg

roundprocessingpool
后台处理池中分配的内存总量 GB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MemoryAllocatedBackg

roundschedulepool
后台调度池中所分配的内存总量 GB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MemoryAllocatedMemo

rytracking

当前执行的查询中所分配的内存

总量
GB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MemoryAllocatedMemo

rytrackingformerges

后台 merges 所分配的内存总

量
GB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MergeCountMerge 正在后台执行的 merge 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OpenFileCountRead 打开的可读文件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OpenFileCountWrite 打开的可写文件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PartMutationCountPart

mutation
表变更的次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ProcessThreadTimeRea

ltime
处理线程花费的总时间 us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ProcessThreadTimeSys

tem

在操作系统内核空间下处理线程

在执行 CPU 指令花费的总时间
us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ProcessThreadTimeUse

r

在用户空间下处理线程在执行 

CPU 指令花费的总时间
us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QueryPreemptedCount

Querypreempted
停止或等待的查询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QueryThreadCountQuer 查询处理的线程数量 个 host4click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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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hread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egexpCreatedCountRe

gexpcreated
编译的正则表达式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eplicasInQueueInsert 需要完成的数据块 insert 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eplicasInQueueMerge 待完成的 merge 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eplicasMaxDelayAbsol

ute
最大的 replica 队列时延 us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eplicasMaxDelayRelati

ve

来自其他块的绝对时延的差异的

最大值
us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eplicaCountLeaderrepl

ica

属于 leader 的 Replicated 

table 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eplicaCountReadonlyr

eplica

处于只读状态的Replicated 

table 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eplicaDataPartCountC

heck
检查一致性的数据块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eplicaDataPartCountF

etch
从副本收集的数据块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eplicaDataPartCountS

end
发送到副本的数量块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evisionRevision server 的修改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wlockThreadCountActi

veread

在一个表的读写锁中持有读锁的

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wlockThreadCountActi

vewrite

在一个表的读写锁中持有写锁的

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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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houseRwlockThreadCountWai

tingread

等待读表的读写锁的线程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RwlockThreadCountWai

tingwrite
等待写表的读写锁的线程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StorageBufferBytesStor

agebufferbytes
Buffer tables 中的字节数 MB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StorageBufferRowsStor

agebufferrows
Buffer tables 中的行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SyscallCountRead 读系统调用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SyscallCountWrite 写系统调用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TableCountTablecount 数据表数量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ThreadContextLockWait

CountContextlockwait
在 Context 中等待锁的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ThreadCountGlobal 全局线程池中的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ThreadCountGlobalactiv

e
全局线程池中活跃的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ThreadCountLocal 本地线程池中的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ThreadCountLocalactiv

e
本地线程池中活跃的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VersionVersion 版本号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ClickhouseZkEphemeralNodeCoun ZooKeeper 中保存的临时节 个 host4click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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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Clickhouse）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CLICKHOUS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clickhouse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clickhouse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tEphemeralnode 点数 id4clickhous

ClickhouseZkWatchesCountWatch

es
ZK 事件订阅数 个

host4clickho

id4clickhous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clickhousese

rv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clickhousese

rver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

MapReduce 控制

理 > 节点内网 IP。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clickhouseserv

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clickhouseserv

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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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Cosran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7 16:37:56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COSRANGER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

单位

CosrangerAccessstatDeleteQ

ps

accessStatDELETE 操

作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CosrangerAccessstatDeleteQ

ps1m

accessStatDELETE操作

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DeleteQ

ps5m

accessStatDELETE操作

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DeleteTo

tal1m

accessStatDELETE操作

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DeleteTo

tal5m

accessStatDELETE操作

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ListQps accessStatLIST操作统计

Qps

每秒查询率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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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AccessstatListQps1

m

accessStatLIST操作统计

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ListQps5

m

accessStatLIST操作统计

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ListTotal

1m

accessStatLIST操作统计

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ListTotal

5m

accessStatLIST操作统计

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ReadQp

s

accessStatREAD操作统

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CosrangerAccessstatReadQp

s1m

accessStatREAD操作统

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ReadQp

s5m

accessStatREAD操作统

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ReadTot

al1m

accessStatREAD操作统

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ReadTot accessStatREAD操作统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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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5m 计Total5m

CosrangerAccessstatWriteQp

s

accessStatWRITE操作

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CosrangerAccessstatWriteQp

s1m

accessStatWRITE操作

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WriteQp

s5m

accessStatWRITE操作

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WriteTot

al1m

accessStatWRITE操作

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AccessstatWriteTot

al5m

accessStatWRITE操作

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AuthstatSuccessQp

s
认证成功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CosrangerAuthstatSuccessQp

s1m
认证成功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AuthstatSuccessQp

s5m

认证成功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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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AuthstatSuccessTo

tal1m
认证成功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AuthstatSuccessTo

tal5m
认证成功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CheckcntAuthdeny

cnt
check统计AuthDenyCnt 认证失败总数 次

CosrangerCheckcntPermissio

nallowcnt

check统计

PermissionAllowCnt
鉴权通过总数 次

CosrangerCheckcntPermissio

ndenycnt

check统计

PermissionDenyCnt
鉴权失败总数 次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

ermiCostAvg

cosRpccheckPermissi

on调用耗时统计CostAvg
当前一秒内平均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

ermiCostAvg1m

cosRpccheckPermissi

o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1m

一分钟平均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

ermiCostAvg5m

cosRpccheckPermissi

o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5m

五分钟平均耗时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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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

ermiCostMax

cosRpccheckPermissi

on调用耗时统计CostMax
当前一秒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

ermiCostMax1m

cosRpccheckPermissi

o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1m

一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

ermiCostMax5m

cosRpccheckPermissi

o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5m

五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

ermiCostMin

cosRpccheckPermissi

on调用耗时统计CostMin
当前一秒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

ermiCostMin1m

cosRpccheckPermissi

o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1m

一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

ermiCostMin5m

cosRpccheckPermissi

o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5m

五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

kenCostAvg

cosRpccancelDelegati

o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

当前一秒内平均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

kenCostAvg1m

cosRpccancelDelegati

o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1m

一分钟平均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

kenCostAvg5m

cosRpccancelDelegati

o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五分钟平均耗时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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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vg5m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

kenCostMax

cosRpccancelDelegati

o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

当前一秒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

kenCostMax1m

cosRpccancelDelegati

o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1m

一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

kenCostMax5m

cosRpccancelDelegati

o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5m

五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

kenCostMin

cosRpccancelDelegati

o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

当前一秒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

kenCostMin1m

cosRpccancelDelegati

o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1m

一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

kenCostMin5m

cosRpccancelDelegati

o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5m

五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

policyCostAvg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

当前一秒内平均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

policyCostAvg1m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1m

一分钟平均耗时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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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

policyCostAvg5m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5m

五分钟平均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

policyCostMax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

当前一秒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

policyCostMax1m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1m

一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

policyCostMax5m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5m

五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

policyCostMin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

当前一秒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

policyCostMin1m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1m

一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

policyCostMin5m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5m

五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

kenCostAvg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

当前一秒内平均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

kenCostAvg1m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一分钟平均耗时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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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vg1m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

kenCostAvg5m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5m

五分钟平均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

kenCostMax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

当前一秒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

kenCostMax1m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1m

一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

kenCostMax5m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5m

五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

kenCostMin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

当前一秒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

kenCostMin1m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1m

一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

kenCostMin5m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5m

五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

ostAvg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Avg
当前一秒内平均耗时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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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

ostAvg1m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Avg1m
一分钟平均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

ostAvg5m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Avg5m
五分钟平均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

ostMax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Max
当前一秒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

ostMax1m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max1m
一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

ostMax5m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Max5m
五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

ostMin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Min
当前一秒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

ostMin1m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Min1m
一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

ostMin5m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Min5m
五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

okenCostAvg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当前一秒内平均耗时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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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vg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

okenCostAvg1m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1m

一分钟平均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

okenCostAvg5m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5m

五分钟平均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

okenCostMax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

当前一秒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

okenCostMax1m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1m

一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

okenCostMax5m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5m

五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

okenCostMin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

当前一秒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

okenCostMin1m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1m

一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

okenCostMin5m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5m

五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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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FGC Full GC 次数 个

Cosranger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YGC Young GC 次数 个

Cosranger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CosrangerGcUtilGcTimeGct GC时间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Cosranger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Cosranger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Cosranger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M
Metaspace 区内存

使用占比
%

Cosranger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Cosranger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

用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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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

用占比
%

Cosranger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

CosrangerJvmMemMemheapc

ommittedm

JVM内存

MemHeapCom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CosrangerJvmMemMemheapi

nitm
JVM内存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CosrangerJvmMemMemheap

maxm

JVM内存

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CosrangerJvmMemMemheap

usedm

JVM内存

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CosrangerJvmMemMemnonh

eapcommittedm

JVM内存

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CosrangerJvmMemMemnonh

eapinitm

JVM内存

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

量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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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JvmMemMemnonh

eapusedm

JVM内存

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CosrangerOsCpuLoadProcess

cpuload

CPU利用率

ProcessCpuLoad
CPU 利用率 %

CosrangerOsCpuTimeProcess

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ms

CosrangerOsFdCountMaxfiled

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MaxFileDescriptorCou

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CosrangerOsFdCountOpenfile

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OpenFileDescriptorCo

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个

CosrangerRpcstatCheckpermi

Qps

rpccheckPermission调

用数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CosrangerRpcstatCheckpermi

Qps1m

rpccheckPermission调

用数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RpcstatCheckpermi

Qps5m

rpccheckPermission调

用数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RpcstatCheckpermi

Total1m

rpccheckPermission调

用数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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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RpcstatCheckpermi

Total5m

rpccheckPermission调

用数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RpcstatCnldlgtoken

Qps

rpccancel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CosrangerRpcstatCnldlgtoken

Qps1m

rpccancel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RpcstatCnldlgtoken

Qps5m

rpccancel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RpcstatCnldlgtoken

Total1m

rpccancel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RpcstatCnldlgtoken

Total5m

rpccancel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RpcstatGetauthpoli

cyQps

rpcgetRangerAuthPolic

y调用数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CosrangerRpcstatGetauthpoli

cyQps1m

rpcgetRangerAuthPolic

y调用数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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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RpcstatGetauthpoli

cyQps5m

rpcgetRangerAuthPolic

y调用数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RpcstatGetauthpoli

cyTotal1m

rpcgetRangerAuthPolic

y调用数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RpcstatGetauthpoli

cyTotal5m

rpcgetRangerAuthPolic

y调用数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RpcstatGetdlgtoken

Qps

rpcgetDelegationToke

n调用数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CosrangerRpcstatGetdlgtoken

Qps1m

rpcgetDelegationToke

n调用数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RpcstatGetdlgtoken

Qps5m

rpcgetDelegationToke

n调用数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RpcstatGetdlgtoken

Total1m

rpcgetDelegationToke

n调用数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RpcstatGetdlgtoken

Total5m

rpcgetDelegationToke

n调用数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RpcstatGetstsQps rpcgetSTS调用数统计

Qps

每秒查询率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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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RpcstatGetstsQps1

m

rpcgetSTS调用数统计

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RpcstatGetstsQps5

m

rpcgetSTS调用数统计

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RpcstatGetstsTotal

1m

rpcgetSTS调用数统计

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RpcstatGetstsTotal

5m

rpcgetSTS调用数统计

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RpcstatRewdlgtoke

nQps

rpcrenew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CosrangerRpcstatRewdlgtoke

nQps1m

rpcrenew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RpcstatRewdlgtoke

nQps5m

rpcrenew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RpcstatRewdlgtoke

nTotal1m

rpcrenew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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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RpcstatRewdlgtoke

nTotal5m

rpcrenew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s

CosrangerThreadCountDaemo

n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DaemonThreadCount
后台线程数量 个

CosrangerThreadCountThread

count
线程数量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个

CosrangerThreadCountPeakth

readcount

线程数量

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个

CosrangerAuthstatFailedQps
authStatauthFailedStat

操作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CosrangerAuthstatFailedTotal

5m

authStatauthFailedStat

操作统计Total5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AuthstatFailedTotal

1m

authStatauthFailedStat

操作统计Total1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AuthstatFailedQps5

m

authStatauthFailedStat

操作统计Qps5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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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rangerAuthstatFailedQps1

m

authStatauthFailedStat

操作统计Qps1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CheckstatCheckfail

Qps

checkStatcheckFailSta

t操作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CosrangerCheckstatCheckfail

Total5m

checkStatcheckFailSta

t操作统计Total5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CheckstatCheckfail

Total1m

checkStatcheckFailSta

t操作统计Total1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CheckstatCheckfail

Qps5m

checkStatcheckFailSta

t操作统计Qps5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CheckstatCheckfail

Qps1m

checkStatcheckFailSta

t操作统计Qps1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CheckstatSuccess

Qps

checkStatcheckSucce

ssStat操作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CosrangerCheckstatSuccessT

otal5m

checkStatcheckSucce

ssStat操作统计Total5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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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Cosranger）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COSRANGER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CosrangerCheckstatSuccessT

otal1m

checkStatcheckSucce

ssStat操作统计Total1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CosrangerCheckstatSuccess

Qps5m

checkStatcheckSucce

ssStat操作统计Qps5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CosrangerCheckstatSuccess

Qps1m

checkStatcheckSucce

ssStat操作统计Qps1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

erv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hos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

erver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

腾讯

> 集

可通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

ver

EMR 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id4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

v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mm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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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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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Kylin）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7 16:38:02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KYLIN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KylinKylin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FGC Full GC 次数

KylinKylin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YGC Young GC 次数

KylinKylin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KylinKylinGcUtilGcTimeGct GC时间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KylinKylin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KylinKylin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

使用占比

KylinKylin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KylinKylin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KylinKylin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KylinKylin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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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linKylin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KylinKylinJvmMemMemheap

committedm

JVM内存

MemHeapCom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

数量

KylinKylinJvmMemMemheap

initm
JVM内存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KylinKylinJvmMemMemheap

maxm

JVM内存

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KylinKylinJvmMemMemheap

usedm

JVM内存

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KylinKylinJvmMemMemnonh

eapcommittedm

JVM内存

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KylinKylinJvmMemMemnonh

eapinitm

JVM内存

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KylinKylinJvmMemMemnonh

eapusedm

JVM内存

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KylinKylinOsCpuLoadProces

scpuload

CPU利用率

ProcessCpuLoad
进程 CPU 利用率

KylinKylinOsCpuTimeProces

s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Process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KylinKylinOsFdCountMaxfile

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MaxFileDescriptorCou

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KylinKylinOsFdCountOpenfil

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OpenFileDescriptorCou

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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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Kylin）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KYLIN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kylinkyl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KylinKylin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KylinKylinThreadCountDaem

on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DaemonThreadCount
守护线程数

KylinKylinThreadCountPeakt

hreadcount

线程数量

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KylinKylinThreadCountThrea

dcount
线程数量ThreadCount 线程总数

KylinKylinOsCpuLoadSyste

mcpuload

CPU利用率

SystemCpuLoa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host4kylinkylin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host4kylinkylin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MapReduc

源管理 > 节点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kylinkylin

EMR 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id4kylinkylin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

mm8bs2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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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kylinkyli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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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Spark）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7 16:38:09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SPARK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单

位

SparkSh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SparkSh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SparkSh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SparkSh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YGC Young GC 次数 次

SparkSh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FGC Full GC 次数 次

SparkShGcUtilGcTimeGct GC时间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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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SparkSh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

SparkSh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SparkSh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SparkSh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SparkSh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

erv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

host4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

erver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

腾讯云

> 集群

可通过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

er

EMR 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

id4spa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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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Spark）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SPARK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

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

mm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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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KYUUBI）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0:12:22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KYUUBI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GcCo

untYgc
GC 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GcCo

untFgc
GC 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GcTim

eFgct
GC 时间_FGC Full GC 消耗时间 s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GcTim

eGct
GC 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GcTim

eYgct
GC 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Memo

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Memo

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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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uubiKyuubiserverGcUtilMemo

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Memo

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Memo

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Memo

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

mheapusedm

JVM 内存

_MemMemHeapUse

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

mheapcommitte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t

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

mheapmaxm

JVM 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

mheapinitm

JVM 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M

B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

mnonheapcomm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

mnonheapinitm

JVM 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

B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

mnonheapus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ed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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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M

KyuubiKyuubiserverOsFdCount

Open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OpenFileDescriptor

C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个

KyuubiKyuubiserverOsFdCount

Max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MaxFileDescriptor

C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KyuubiKyuubiserverOsCpuLoad

Processcpuload

CPU 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进程 CPU 利用率 %

KyuubiKyuubiserverThreadCoun

tDaemon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

nt

守护线程数 个

KyuubiKyuubiserverThreadCoun

tPeak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个

KyuubiKyuubiserverThreadCoun

t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ThreadCount
线程总数 个

KyuubiKyuubiserverOsCpuTime

Processcputime

CPU 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m

KyuubiKyuubiserverRtUptimeUp

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s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host4kyuubikyuubiser

ve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

host4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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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KYUUBI）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KYUUBI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kyuubikyuubi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kyuubikyuubi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host4kyuubikyuubiser

ver

EMR 实例中具

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

云 MapR

源 > 资源

节点信息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d4kyuubikyuubiserve

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

id4kyuu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d4kyuubikyuubiserve

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

mm8bs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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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LIVY）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0:12:28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LIVY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LivyLivyserver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LivyLivyserver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LivyLivyserver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 Full GC 消耗时间

LivyLivyserver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LivyLivyserver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LivyLivyserver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

LivyLivyserver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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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yLivyserver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LivyLivyserver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LivyLivyserver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LivyLivyserver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LivyLivyserverJvmMem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MemHeapUs

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LivyLivyserverJvmMemMemheapcommit

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

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LivyLivyserverJvmMemM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LivyLivyserverJvmMemMemheap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

数量

LivyLivyserverJvmMemMemnonheapco

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

mm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

量

LivyLivyserverJvmMemMemnonheapinit

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

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LivyLivyserverJvmMemMemnonheapuse

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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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共582页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dM 量

LivyLivyserverOsFdCountOpenfiledescri

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OpenFileDescripto

rC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LivyLivyserverOsFdCountMaxfiledescript

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MaxFileDescriptor

C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LivyLivyserverOsCpuLoadProcesscpuloa

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进程 CPU 利用率

LivyLivyserverThreadCountDaemonthre

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

unt

守护线程数

LivyLivyserverThreadCountPeakthreadc

ount

工作线程数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LivyLivyserverThreadCount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ThreadCount
线程总数

LivyLivyserverOsCpuTimeProcesscputim

e

CPU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LivyLivyserver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livylivyserv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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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LIVY）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LIVY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livyliv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livyliv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livylivyserver EMR 实例中具体

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

MapReduce 控制

理 > 节点内网 IP。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livylivyserv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livylivyserv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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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OOZIE）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0:12:34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OOZIE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OozieOozieGcUtilGcCountFg

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OozieOozieGcUtilGcCountYg

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OozieOozieGcUtilGcTimeFgc

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OozieOozie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OozieOozieGcUtilGcTimeYgc

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OozieOozieGcUtilMemoryCc

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

用占比

OozieOozie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OozieOozie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OozieOozie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OozieOozie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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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OOZIE）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OOZI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oozieoozi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oozieoozi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OozieOozie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oozieoozi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oozieoozie

EMR 实例中具

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可从

MapReduce 控制台 ，

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oozieoozie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oozieoozi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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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STORM）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0:12:40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STORM

监控指标

Storm-Superviso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StormSupervisorGcUtilGcCou

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StormSupervisorGcUtilGcCou

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StormSupervisorGcUtilGcTim

eFgct
GC时间_FGC Full GC 消耗时间

StormSupervisorGcUtilGcTim

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tormSupervisorGcUtilGcTim

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tormSupervisorGcUtilMemor

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StormSupervisorGcUtilMemor

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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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mSupervisorGcUtilMemor

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StormSupervisorGcUtilMemor

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StormSupervisorGcUtilMemor

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StormSupervisorGcUtilMemor

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StormSupervisorJvmMemMe

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StormSupervisorJvmMemMe

m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StormSupervisorJvmMemMe

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StormSupervisorJvmMemMe

mheapi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

数量

StormSupervisorJvmMemMe

mno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

量

StormSupervisorJvmMemMe

mno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StormSupervisorJvmMemMe JVM内存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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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m-Nimbus

mnonheapusedm _MemNonHeapUsedM NonHeapMemory 的数

量

StormSupervisorOsFdCountO

pen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

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StormSupervisorOsFdCountM

ax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

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StormSupervisorOsCpuLoadP

roc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进程 CPU 利用率

StormSupervisorThreadCount

Daemon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守护线程数

StormSupervisorThreadCount

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StormSupervisorOsCpuTimeP

rocesscputime

CPU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线程总数

StormSupervisorRtUptimeUpti

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StormSupervisorThreadCount

Peak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PeakThreadCount
进程运行时长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StormNimbusGcUtilGcCount

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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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mNimbusGcUtilGcCount

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StormNimbusGcUtilGcTimeF

gct
GC时间_FGC Full GC 消耗时间

StormNimbusGcUtilGcTimeG

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tormNimbusGcUtilGcTimeY

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tormNimbusGcUtilMemory

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StormNimbusGcUtilMemory

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StormNimbusGcUtilMemory

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StormNimbusGcUtilMemory

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StormNimbusGcUtilMemory

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StormNimbusGcUtilMemory

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StormNimbusJvmMemMemh

eapusedm

JVM内存

_Mem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StormNimbusJvmMemMemh

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StormNimbusJvmMemMemh

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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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StormNimbusJvmMemMemh

eapi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StormNimbusJvmMemMemn

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StormNimbusJvmMemMemn

o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StormNimbusJvmMemMemn

o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StormNimbusOsFdCountOpe

n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

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StormNimbusOsFdCountMax

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

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StormNimbusOsCpuLoadPro

c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进程 CPU 利用率

StormNimbusThreadCountD

aemon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守护线程数

StormNimbusThreadCountP

eack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StormNimbusThreadCountT

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线程总数

StormNimbusOsCpuTimePro

cesscputime

CPU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StormNimbusRtUptimeUptim

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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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STORM）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STORM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alluxio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查询弹性 MapReduce（STORM）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STORM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stormnimbus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stormsupervis

o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host4stormsu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st4stormsupervis

or

EMR 实例中具体节

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stormsupervisor

EMR 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stormsuperviso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stormnimbus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st4stormnimbus

EMR 实例中具体节

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管理 > 节点内网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stormnimbus

EMR 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stormnimbus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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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stormnimbus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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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ZEPPELIN）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1 10:12:46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XMR_ZEPPELIN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ZeppelinZeppelinGcUtilGcCou

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ZeppelinZeppelinGcUtilGcCou

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ZeppelinZeppelinGcUtilGcTim

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ZeppelinZeppelinGcUtilGcTim

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ZeppelinZeppelinGcUtilGcTim

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ZeppelinZeppelinGcUtilMemor

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

内存使用占比
%

ZeppelinZeppelinGcUtilMemor

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ZeppelinZeppelinGcUtilMemor

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ZeppelinZeppelinGcUtilMemor

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ZeppelinZeppelinGcUtilMemor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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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ZEPPELIN）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ZEPPELIN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zeppelinzeppel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zeppelinzeppeli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yS0

ZeppelinZeppelinGcUtilMemor

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host4zeppelinzeppe

lin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host4zeppelinz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host4zeppelinzeppe

lin

EMR 实例中具

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

MapReduce 控

理 > 节点内网 IP。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zeppelinzeppelin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id4zeppelinzeppelin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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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线接入

专用通道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0 16:15:28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DCX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InBandwidth 网络入带宽
从接入点 AR 到 VPC 方向的带宽大小，每1分钟或5

分钟采集的入带宽数据

OutBandwidth 网络出带宽
从 VPC 到接入点 AR 方向的带宽大小，每1分钟或5

分钟采集的出带宽数据

BandRate 带宽使用率 当前专用通道带宽使用率

InPkg 出包量 当前专用通道出包量

OutPkg 入包量 当前专用通道入包量

Rxbytes 入方向流量 当前专用通道入方向流量

Txbytes 出方向流量 当前专用通道出方向流量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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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专用通道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DCX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directConnectCon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专用通道 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directConnectConnId 专用通道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di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directConnectConnId 专用通道的具体 ID

输入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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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专线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10 16:15:33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DC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说明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OutBandwidth 网络出带宽 物理专线平均每秒出流量 Mb

InBandwidth 网络入带宽 物理专线平均每秒入流量 Mb

BandRate 带宽使用率 物理专线带宽使用率 %

PkgError 物理端口错包量 物理专线的物理端口错包量 个

PkgDrop 物理端口丢包量 物理专线的物理端口错包量 个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directConnectId 专线通道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

directCo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directConnectId 物理通道的具体 ID

输入物理专

e1h9wq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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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专线通道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DC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directConnec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专线通道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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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服务

Pod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7:15:57

注意事项

该文档仅适用于 DescribeStatisticData  接口，下列所有指标必入参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维度，选填

维度中必须选一项入参，非必选维度可不入参。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KE2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维度

K8sPodCpuCoreUs

ed
CPU 使用量 核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非必选：node

workload_kind、namespace、pod

K8sPodMemNoCac

heBytes

内存使用量（不

包含 cache）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NetworkRe

ceivePackets
网络入包量 个/秒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CpuCor

eUsedLimit

CPU 利用率

（占 limi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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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sPodRateMemN

oCacheNode

内存利用率（占

节点，不包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MemUs

ageRequest

内存使用量（占 

Reques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FsReadByte

s
块设备读取带宽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MemUsage

Bytes
内存使用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NetworkTra

nsmitBytes
网络出流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CpuCor

eUsedNode

CPU 利用率

（占节点）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MemN

oCacheRequest

内存利用率（占 

request，不包

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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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estartTotal Pod 重启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FsReadTim

es
块设备读取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选

（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ad_nam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NetworkRe

ceiveBytes
网络入流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NetworkTra

nsmitBytesBw
网络出带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CpuCor

eUsedRequest

CPU 利用率

（占 

reques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MemUs

ageLimit

内存利用率（占 

limi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StatusRead Pod_Ready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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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状态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FsWriteByte

s
块设备写入带宽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NetworkRe

ceiveBytesBw
网络入带宽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NetworkTra

nsmitPackets
网络出包量 个/秒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MemN

oCacheLimit

内存利用率(占 

limit，不包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MemUs

ageNode

内存利用率（占

节点）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FsWriteTim

es
块设备写入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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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sPodRateGpuMe

moryUsedNode

GPU 内存利用

率（占节点）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GpuMe

moryUsedRequest

GPU 内存利用

率（占 

reques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GpuUs

edNode

GPU 利用率

（占节点）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GpuUs

edRequest

GPU 利用率

（占 

reques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GpuMemory

RequestBytes

GPU 内存申请

量
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GpuMemory

UsedBytes

GPU 内存使用

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GpuRequest GPU 申请量 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选

任一维度）：workload_name、un_in

node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

namespace、pod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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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不同统计粒度支持的时间跨度不一致，拉取监控数据时需注意时间跨度限制，具体说明如下：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K8sPodGpuUsed GPU 使用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选

任一维度）：workload_name、un_in

node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

namespace、pod_name

K8sPodRateCpuCor

eUsedResource
CPU 使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MemUs

ageResource

内存利用率（占 

Pod 规格）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K8sPodRateMemN

oCacheResource

内存利用率（占 

Pod 规格，不

包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

pod_name

统计粒度 支持最大时间跨度（结束时间-起始时

60s 12小时

300s 3天

3600s 30天

86400s 18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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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必填

tke_cluster_instan

ce_id
集群的维度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

e

tke_cluster_instan

ce_id
具体集群 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必选（必选

其中任一维

度）

workload_name
工作负载名称的

维度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

e
workload_name

具体工作负载名

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node

节点名称的维度

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

e
node 具体节点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un_instance_id

节点 ID 的维度

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

e
un_instance_id 具体节点 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选填（可不

选，也可选

择一项或多

项）

workload_kind
工作负载类型的

维度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

e
workload_kind

具体工作负载类

型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namespace

命名空间的维度

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

e
namespace 具体命名空间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node_role 集群的维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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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根据命名空间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namespac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kube-system

根据工作负载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workload_kind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Deployment

根据工作负载名称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coredns

根据节点角色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node_rol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node

根据节点 ID 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

e

node_role 具体节点角色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pod_name

Pod 名称的维

度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

e
pod_name 具体 Pod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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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un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ins-nwjhh123

根据节点名称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node

根据 Pod 名称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po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coredns-6ffc45f789-46l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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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负载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7:44:41

注意事项

该文档仅适用于 DescribeStatisticData  接口，下列所有指标必入参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维度，其余

为非必选维度，可不入参。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KE2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

单位
维度

K8sWorkloadAbnormal 工作负载异常 -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FsWriteTimes 块设备写入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NetworkReceiveBytesBw 网络入带宽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NetworkTransmitBytesB

w
网络出带宽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RateCpuCoreUsedCluste

r

CPU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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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sWorkloadCpuCoreUsed CPU使用量 核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MemNoCacheBytes
内存使用量（不包

含cache）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NetworkReceivePackets 网络入包量
个/

秒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NetworkTransmitPackets 网络出包量
个/

秒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RateMemNoCacheCluste

r

内存利用率（不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FsReadBytes 块设备读取大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MemUsageBytes 内存使用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NetworkTransmitBytes 网络出流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PodRestartTotal Pod重启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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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RateMemUsageBytesClu

ster
内存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FsReadTimes 块设备读取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NetworkReceiveBytes 网络入流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FsWriteBytes 块设备写入大小 B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GpuMemoryUsedBytes GPU内存使用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GpuUsed GPU使用量 卡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RateGpuMemoryUsedClu

ster
GPU内存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RateGpuUsedCluster GPU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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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不同统计粒度支持的时间跨度不一致，拉取监控数据时需注意时间跨度限制，具体说明如下：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K8sWorkloadRateCpuCoreUsedResou

rce

CPU利用率（占

Pod规格）
%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RateMemUsageBytesRes

ource

内存利用率（占

Pod规格）
%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K8sWorkloadRateMemNoCacheBytes

Resource

内存利用率（占

Pod规格，不包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

统计粒度 支持最大时间跨度（结束时间-起始时间）

60s 12小时

300s 3天

3600s 30天

86400s 186天

参数名称 类型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必选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集群的维度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 tke_cluster_instanc 具体集群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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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集群（必填参数）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根据命名空间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namespac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kube-system

根据工作负载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workload_kind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Deployment

ue 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非必选（可不

选，也可选择

一项或多项）

namespace
命名空间的维度

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

ue
namespace 具体命名空间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workload_kind

工作负载类型的

维度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

ue
workload_kind

具体工作负载类

型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workload_name

工作负载名称的

维度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

ue
workload_name

具体工作负载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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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 共582页

根据工作负载名称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core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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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7:16:14

注意事项

该文档仅适用于 DescribeStatisticData  接口。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KE2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维度

K8sClusterCpuCoreTotal CPU总配置 核 tke_cluster_

K8sClusterFsReadTimes 块设备读取次数 次 tke_cluster_

K8sClusterMemUsageBytes 内存使用量 MB tke_cluster_

K8sClusterNetworkTransmitBytes 网络出流量 MB tke_cluster_

K8sClusterRateCpuCoreRequestClu

ster
CPU分配率 % tke_cluster_

K8sClusterRateMemRequestBytesCl 内存分配率 % tke_cluster_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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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ter

K8sClusterCpuCoreUsed CPU使用量 核 tke_cluster_

K8sClusterFsWriteBytes 块设备写入大小 MB tke_cluster_

K8sClusterNetworkReceiveBytes 网络入流量 MB tke_cluster_

K8sClusterNetworkTransmitBytesB

w
网络出带宽 MB/S tke_cluster_

K8sClusterRateCpuCoreUsedCluster CPU利用率 % tke_cluster_

K8sClusterRateMemUsageBytesClus

ter
内存利用率 % tke_cluster_

K8sClusterEtcdDbTotalSizeBytes etcd存储量 MB tke_cluster_

K8sClusterFsWriteTimes 块设备写入次数 次 tke_cluste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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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sClusterNetworkReceiveBytesBw 网络入带宽 B tke_cluster_

K8sClusterNetworkTransmitPackets 网络出包量 个/秒 tke_cluster_

K8sClusterRateMemNoCacheBytesC

luster

内存利用率（不含

cache）
% tke_cluster_

K8sClusterFsReadBytes 块设备读取大小 MB tke_cluster_

K8sClusterMemoryTotal 内存总和 GB tke_cluster_

K8sClusterNetworkReceivePackets 网络入包量 个/秒 tke_cluster_

K8sClusterMemNoCacheBytes
内存使用量（不含

cache）
MB tke_cluster_

K8sClusterAllocatablePodsTotal 可分配的 Pod 数量 个 tke_cluste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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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sClusterGpuMemoryTotalBytes GPU内存总量 GB tke_cluster_

K8sClusterPodsUsedTotal Pod数量 个 tke_cluster_

K8sClusterNodeTotal Node 总数量 个 tke_cluster_

K8sClusterGpuMemoryUsedBytes GPU内存使用量 MB tke_cluster_

K8sClusterGpuTotal GPU总量 卡 tke_cluster_

K8sClusterGpuUsed GPU使用量 卡 tke_cluster_

K8sClusterRateGpuMemoryRequest

Cluster
GPU内存分配率 % tke_cluster_

K8sClusterRateGpuMemoryUsedClu

ster
GPU内存利用率 % tke_cluster_

K8sClusterRateGpuRequestCluster GPU分配率 % tke_cluster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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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不同统计粒度支持的时间跨度不一致，拉取监控数据时需注意时间跨度限制，具体说明如下：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K8sClusterRateGpuUsedCluster GPU利用率 % tke_cluster_

K8sClusterEksCpuCoreUsed CPU使用量 核 tke_cluster_

K8sClusterEksMemNoCacheBytes
内存使用量弹性容器（不

含cache）
MB/S tke_cluster_

K8sClusterEksMemUsageBytes 内存使用量 MB/S tke_cluster_

统计粒度 支持最大时间跨度（结束时间-起始时间）

60s 12小时

300s 3天

3600s 30天

86400s 186天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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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集群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

tke_cluster_in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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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组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7:16:20

注意事项

该文档仅适用于 DescribeStatisticData  接口，下列所有指标必入参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维度，其余

为非必选维度，可不入参。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KE2

监控指标

说明

下列四个指标不支持托管集群：K8sComponentApiserverReady、

K8sComponentControllerManagerReady、K8sComponentEtcdReady、

K8sComponentSchedulerReady 。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

单位
维度

K8sComponentApiserverReady
kube-apiserver

是否正常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

非必选：node、un_inst

K8sComponentControllerManager

Ready

kube-controller-

manager 是否正常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

非必选：node、un_inst

K8sComponentEtcdReady etcd是否正常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

非必选：node、un_inst

K8sComponentSchedulerReady kube-scheduler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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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是否正常 非必选：node、un_inst

K8sContainerNetworkReceiveByte

s
网络入流量

MB/

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

workload_name

非必选：node、un_inst

少入参三个维度

参数名称 类型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必选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集群的维度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具体集群 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workload_name

工作负载名称的维

度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workload_name 具体工作负载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非必选（可不

选，也可选择

一项或多项）

node
节点名称的维度名

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node 具体节点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un_instance_id

节点 ID 的维度名

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un_instance_id 具体节点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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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统计粒度支持的时间跨度不一致，拉取监控数据时需注意时间跨度限制，具体说明如下：

入参说明

集群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根据节点 ID 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un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ins-nwjhh123

根据节点名称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node

统计粒度 支持最大时间跨度（结束时间-起始时间）

60s 12小时

300s 3天

3600s 30天

86400s 18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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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7:16:24

注意事项

该文档仅适用于 DescribeStatisticData  接口，下列所有指标必入参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维度，其余

为非必选维度，可不入参。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KE2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维度

K8sNodeCpuUsage CPU 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StatusReady Node 状态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LanIntraffic 内网入带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TcpCurrEstab TCP 连接数 个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LanOuttraffic 内网出带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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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sNodeWanIntraffic 外网入带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MemUsage 内存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PodRestartTotal
节点上 Pod 重

启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CpuCoreRequestTot

al
CPU 分配量 核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GpuMemoryUsedByt

es

GPU 内存使用

量
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GpuUsed GPU 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RateGpuMemoryUse

d

GPU 内存利用

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WanOuttraffic 外网出带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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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共582页

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不同统计粒度支持的时间跨度不一致，拉取监控数据时需注意时间跨度限制，具体说明如下：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RateGpuUsed GPU 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K8sNodeMemoryRequestByte

sTotal
内存分配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统计粒度 支持最大时间跨度（结束时间-起始时间）

60s 12小时

300s 3天

3600s 30天

86400s 186天

参数名称 类型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必选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集群的维度名称

输

t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具体集群 ID

输

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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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集群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根据节点角色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node_rol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node

根据节点 ID 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un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ins-nwjhh123

根据节点名称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非必选

（可不选，

也可选择一

项或多项）

node_role 集群的维度名称 输

n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node_role 具体节点角色 输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node

节点名称的维度

名称
输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node 具体节点名称 输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un_instance_id

节点 ID 的维度

名称

输

u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un_instance_id 具体节点 ID

输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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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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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共582页

容器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7:16:29

注意事项

该文档仅适用于 DescribeStatisticData  接口，下列所有指标必入参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和 

workload_name   维度，选填维度中必须选一项入参。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KE2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维度

K8sContainerCpuCore

Used

CPU 使用量

（容器2分钟内

的平均 CPU 

核数）

核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FsWriteT

imes

块设备写入次

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Cpu

CoreUsedNode

CPU 利用率

（占节点）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Me

mNoCacheNode

内存利用率

（占节点,不包

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Me

mUsageNode

内存利用率

（占节点）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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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sContainerFsReadB

ytes

块设备读取带

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MemNoC

acheBytes

内存使用量

（不包含 

cache）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Network

ReceivePackets
网络入包量 个/秒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Network

TransmitPackets
网络出包量 个/秒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Cpu

CoreUsedRequest

CPU 利用率

（占 

Reques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Me

mNoCacheRequest

内存利用率

（占 

Request，不

包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Me

mUsageRequest

内存利用率

（占 

Reques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FsReadT

imes

块设备读取次

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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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sContainerMemUsa

geBytes
内存使用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Network

TransmitBytes
网络出流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Cpu

CoreUsedLimit

CPU 利用率

（占 limi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Me

mNoCacheLimit

内存利用率

（占 Limit，

不包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Me

mUsageLimit

内存利用率

（占 limi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FsWriteB

ytes

块设备写入带

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Gpu

MemoryUsedNode

GPU 内存利

用率（占节

点）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Gpu

MemoryUsedRequest

GPU 利用率

（占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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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不同统计粒度支持的时间跨度不一致，拉取监控数据时需注意时间跨度限制，具体说明如下：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request）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Gpu

UsedNode

GPU 利用率

（占节点）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RateGpu

UsedRequest

GPU 利用率

（占 

reques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GpuMem

oryUsedBytes

GPU 内存使

用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K8sContainerGpuUsed
容器 GPU 使

用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

node_role、node、un_instance_id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

统计粒度 支持最大时间跨度（结束时间-起始时间）

60s 12小时

300s 3天

3600s 30天

86400s 18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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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类型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必选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集群的维度名

称

输入 

tke_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workload_name

工作负载名称

的维度名称

输入 

wor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workload_name

具体工作负载

名称
输入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必选

（必选其

中任一维

度)

namespace
命名空间的维

度名称
输入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namespace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node_role

集群的维度名

称
输入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node_role 具体节点角色 输入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node

节点名称的维

度名称
输入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node 具体节点名称 输入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un_instance_id

节点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un_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un_instance_id 具体节点 ID 输入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pod_name Pod 名称的维

度名称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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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根据命名空间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coredns 

&Conditions.N.Dimensions.2.Name=namespace 

&Conditions.N.Dimensions.2.Value=kube-system

根据节点角色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pod_name

具体 Pod 名

称

输入

6ffc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container_name

容器名称的维

度名称

输入 

con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container_name 具体容器名称 输入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container_id

容器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con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container_id 具体容器 ID

输入

con

5ec

f01fe

ff0d

Conditions.N.Dimensions.N.

Name
workload_kind

工作负载类型

的维度名称

输入 

wor

Conditions.N.Dimensions.N.

Value
workload_kind

具体工作负载

类型

输入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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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coredns 

&Conditions.N.Dimensions.2.Name=node_role 

&Conditions.N.Dimensions.2.Value=node

根据节点名称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coredns 

&Conditions.N.Dimensions.2.Name=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2.Value=node

根据节点 ID 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coredns 

&Conditions.N.Dimensions.2.Name=un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2.Value=ins-nwjhh123

根据 Pod 名称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coredns 

&Conditions.N.Dimensions.2.Name=po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2.Value=coredns-6ffc45f789-46lpq

根据容器名称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coredns 

&Conditions.N.Dimensions.2.Name=container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2.Value=coredns

根据容器 ID 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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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coredns 

&Conditions.N.Dimensions.2.Name=container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2.Value=containerd://a133bd 5ecaada12cd5d5d 

f01fe8b7e692c3780a11b3 ff0daf01ee6f35cbbdb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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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25 17:16:34

注意事项

该文档仅适用于 DescribeStatisticData  接口，下列所有指标必入参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维度，其余

为非必选维度，可不入参。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TKE2

监控指标

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不同统计粒度支持的时间跨度不一致，拉取监控数据时需注意时间跨度限制，具体说明如下：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维度

K8sPvcDiskUsedMi

b
PVC 云盘使用量 MB

必填维度：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pvc_name

K8sPvcDiskUsage PVC 云盘利用率 %

必填维度：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pvc_name

K8sPvcDiskSizeMib PVC 云盘大小 MB

必填维度：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pvc_name

统计粒度 支持最大时间跨度（结束时间-起始时间）

60s 12小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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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集群（必填参数）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根据命名空间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300s 3天

3600s 30天

86400s 186天

参数名称 类型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必选

tke_cluster_in

stance_id
集群的维度名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

lue

tke_cluster_in

stance_id
具体集群 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非必选（可不选，也可选

择一项或多项）

namespace
命名空间的维

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

lue
namespace 具体命名空间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pvc_name

PVC 云盘名称

的维度名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

lue
pvc_name

具体 PVC 云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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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namespac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kube-system

根据 VPC 云盘名称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0.Value=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pvc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cbs-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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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应用加速

全球应用加速源站健康状态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26:18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QAAP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注意

拉取全球应用加速源站健康状态监控指标数据时，Region 请统一选择“广州”地域。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

位
维度

ListenerRsStat

us
监听器源站状态

该监听器下源站的健康状态（0为异常，1为

正常）
-

chan

origi

说明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

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channelId 加速通道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channelId 加速通道具体 ID 输入加速通道具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listenerId 监听器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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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全球应用加速源站健康状态监控数据，入参取值例如下：

&Namespace=QCE/QAAP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channel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通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listenerId 监听器具体 ID 输入监听器具体

Instances.N.Dimensions.2.

Name
originServerInfo 源站信息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2.

Value
originServerInfo 源站信息 IP 或域名

输入源站的 IP

www.cloud

http://www.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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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应用加速通道(GAAP)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0:25:36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QAAP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注意

拉取全球应用加速通道负载监控指标数据时，Region 请统一选择“广州”地域。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onnum 并发连接数 个 channelId

Inbandwidth 入带宽 Mbps channelId

Outbandwidth 出带宽 Mbps channelId

InPackets 入包量 个/s channelId

OutPackets 出包量 个/s channelId

PacketLoss 丢包率 % channelId

Latency 延迟 ms channelId

说明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

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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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全球应用加速通道负载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QAAP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channel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通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channelId 加速通道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channelId 加速通道具体 ID 输入加速通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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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网关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1-11-23 17:13:25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APIGATEWAY 

指标名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NumOfReq 请求数 经过 API 网关的请求数量

SuccReq
有效调用次

数
经过 API 网关的有效调用请求数量

OutTraffic 外网出流量 API 网关所发出的公网数据包的流量

InTraffic 内网出流量 API 网关所发出的内网数据包的流量

ResponseTime 响应时间 API 网关对请求作出响应的时间

ClientError 前台错误数
客户端发送到 API 网关的请求是非法请求，如鉴权不通过或

者超过限流值的错误个数

ServerError 后台错误数
API 网关将消息转发到后端服务，后端服务返回大于等于

400错误状态码的个数

ConcurrentConnecti

ons
并发连接数 API 网关当前长连接的数量

Serviceservererror4

04

后台404

错误数

请求后端服务失败，请求所希望的资源未被在后端服务器上

发现，此类错误个数的统计

Serviceservererror5

02

后台502

错误数

API 网关尝试执行后端请求时，从后端服务器接收到无效的

响应，此类错误个数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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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维度说明

 API 网关提供了获取以下三种级别监控数据的组合 ：环境维度、API 维度、密钥对（SecretId 和 SecretKey）

维度。

以下为 API 网关的三种维度组合的查询方式 ：

1.  环境维度，入参取值

&Namespace=QCE/APIGATEWAY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servi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serviceId 的值 

说明

API 网关监控指标支持所有维度，您可根据相关 维度说明  进行监控指标的维度筛选。

每个指标对应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

每个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及维度信息。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serviceId API 网关服务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serviceId 具体的 API 网关服务 ID

输入具体

12345jy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environmentNam

e
环境维度名称

输入 Str

environ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environmentNam

e
具体环境名称

输入环境

repub

Instances.N.Dimensions.2.N

ame
apiId/key

apiId 或者 secretKey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

Instances.N.Dimensions.2.V

alue
apiId/secretId 具体的 apiId 或者 secretId 输入具体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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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environment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环境名

2.  API 维度，入参取值

&Namespace=QCE/APIGATEWAY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servi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serviceId 的值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environment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环境名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apiId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API 的 ID

3. 密钥对维度，入参取值（需要开启白名单）

&Namespace=QCE/APIGATEWAY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servi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serviceId 的值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environment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为环境名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key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密钥对的 secre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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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search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1 14:53:53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CES

监控指标

基础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puUsage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 CPU 使用率平均

值
% uInstanceId

CpuUsage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 CPU 使用率最大

值
% uInstanceId

DiskUsage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磁盘使用率平均值 % uInstanceId

DiskUsage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磁盘使用率最大值 % uInstanceId

IndexSpeed 集群平均每秒写入请求次数
个/

秒
uInstanceId

JvmMemUsage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 JVM 内存使用率

平均值
% uInstanceId

JvmMemUsage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 JVM 内存使用率

最大值
% uInstanceId

SearchCompletedSpeed 集群平均每秒查询请求次数
个/

秒
uInstanceId

SearchRejectedCompletedPer

cent
集群负载过高时查询请求拒绝率 % u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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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集群健康状态：

0：Green

1：Yellow

2：Red

- uInstanceId

IndexLatencyAvg 平均写入延迟 ms uInstanceId

IndexLatencyMax 最大写入延迟 ms uInstanceId

SearchLatencyAvg 平均查询延迟 ms uInstanceId

SearchLatencyMax 最大查询延迟 ms uInstanceId

CpuLoad1minAvg 集群1分钟平均负载 0 uInstanceId

CpuLoad1minMax 集群1分钟最大负载 0 uInstanceId

IndexDocs 集群总文档数 个 uInstanceId

BulkRejectedCompletedPerce

nt
bulk 拒绝率 % uInstanceId

AutoSnapshotStatus 自动快照备份状态 0 uInstanceId

MemUsage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平均物理内存使用

率
% uInstanceId

MemUsage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最大物理内存使用

率
% uInstanceId

JvmOldMemUsageAvg 平均 JVM old 区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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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mOldMemUsageMax 最大 JVM old 区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

NodeDiskReadIops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平均磁盘每秒读次

数

个/

秒
uInstanceId

NodeDiskReadIops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最大磁盘每秒读次

数

个/

秒
uInstanceId

NodeDiskWriteIops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平均磁盘每秒写次

数

个/

秒
uInstanceId

NodeDiskWriteIops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最大磁盘每秒写次

数

个/

秒
uInstanceId

NodeDiskUtil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磁盘有 IO 操作的时

间与总时间的百分比平均值
% uInstanceId

NodeDiskUtil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磁盘有 IO 操作的时

间与总时间的百分比最大值
% uInstanceId

NodeParentBreakerDifMax 节点单周期熔断次数_最大值 个 uInstanceId

NodeParentBreakerDifAvg 节点单周期熔断次数_平均值 个 uInstanceId

NodeJvmMemUsageMax 节点 JVM 内存使用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NodeJvmMemUsageAvg 节点 JVM 内存使用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NodeJvmOldMemUsageMax JVM_Old 区内存使用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NodeJvmOldMemUsageAvg JVM_Old 区内存使用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NodeOldGcDifMax 节点单周期 OldGC 次数_最大值 次 u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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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FielddataMemoryInBytes

Avg

节点 FieldData 占用的堆内存大小

_平均值
B uInstanceId

NodeSearchSpeedMax 节点查询速度_最大值
个/

秒
uInstanceId

NodeSearchSpeedAvg 节点查询速度_平均值
个/

秒
uInstanceId

NodeIndexSpeedMax 节点写入速度_最大值
个/

秒
uInstanceId

NodeIndexSpeedAvg 节点写入速度_平均值
个/

秒
uInstanceId

NodeBulkSpeedMax 节点单周期 bulk 速度_最大值
个/

秒
uInstanceId

NodeBulkSpeedAvg 节点单周期 bulk 速度_平均值
个/

秒
uInstanceId

NodeSearchRejectedComplet

edPercentMax
节点单周期查询拒绝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NodeSearchRejectedComplet

edPercentAvg
节点单周期查询拒绝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NodeBulkRejectedCompletedP

ercentMax
节点单周期 bulk 拒绝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NodeBulkRejectedCompletedP

ercentAvg
节点单周期 bulk 拒绝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NodeSearchLatencyMax 节点单周期查询平均延迟_最大值 ms uInstanceId

NodeSearchLatencyAvg 节点单周期查询平均延迟_平均值 ms u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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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IndexLatencyMax 节点单周期写入平均延迟_最大值 ms uInstanceId

NodeIndexLatencyAvg 节点单周期写入平均延迟_平均值 ms uInstanceId

NodeCpuUsageMax 节点 CPU 使用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NodeCpuUsageAvg 节点 CPU 使用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NodeMemUsageMax 节点内存使用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NodeMemUsageAvg 节点内存使用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NodeCpuLoad1minMax 节点 CPU 1分钟负载_最大值 - uInstanceId

NodeCpuLoad1minAvg 节点 CPU 1分钟负载_平均值 - uInstanceId

NodeDiskUsageMax 节点磁盘使用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NodeDiskUsageAvg 节点磁盘使用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NodeDiskReadTrafficAvg 节点磁盘读流量_平均值
KB/

s
uInstanceId

NodeDiskReadTrafficMax 节点磁盘读流量_最大值
KB/

s
uInstanceId

NodeDiskWriteTrafficMax 节点磁盘写流量_最大值
KB/

s
uInstanceId

NodeDiskWriteTrafficAvg 节点磁盘写流量_平均值 KB/ u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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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指标

s

BulkCompletedDif 单周期 Bulk 完成次数 次 uInstanceId

IndexTotalDif 单周期写入次数 次 uInstanceId

SearchCompletedDif 单周期查询完成次数 次 uInstanceId

NodeBulkSpeedSum 节点 bulk 速度_求和
个/

秒
uInstanceId

NodeIndexSpeedSum 节点写入速度_求和
个/

秒
uInstanceId

NodeSearchSpeedSum 节点查询速度_求和
个/

秒
uInstanceId

IsReadOnly 集群是否只读 - uInstanceId

IsIndexBlock 是否有索引只读 - uInstanceId

IsVisible 集群是否正常响应 - uInstanceId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

DiskUsage 磁盘使用率 %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

DiskAwait 操作等待时间 ms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

DiskIoutil 磁盘 IO Util %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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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指标

DiskIPs 每秒写入次数 次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

DiskOps 每秒读取次数 次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

DiskReadTraffic 硬盘读流量 KB/s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

DiskSvctm 操作服务时间 ms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

DiskWriteTraffic 硬盘写流量 KB/s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NodeStatus 节点健康状态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JvmMemUsage 节点 JVM 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JvmOldMemUsage JVM_Old 区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OldGcDif 节点单周期 OldGC 次数 次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OldGcTimeDif 节点单周期 OldGC 时间 ms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FielddataMemoryInByt

es

节点 FieldData 占用的堆内

存大小
B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SegmentCount 节点 segment 数量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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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id

NodeSearchSpeed 节点查询速度 次/秒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IndexSpeed 节点写入速度 次/秒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BulkSpeed 节点单周期 bulk 速度 次/秒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SearchRejectedCompl

etedPercent
节点单周期查询拒绝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BulkRejectedComplete

dPercent
节点单周期 bulk 拒绝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SearchLatency 节点单周期查询平均延迟 ms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IndexLatency 节点单周期写入平均延迟 ms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CpuUsage 节点 CPU 使用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MemUsage 节点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NodeCpuLoad1min 节点 CPU 1分钟负载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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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集群

NodeDiskPathMaxUsage 节点磁盘最大使用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NodeParentBreakerDifHotwar

mMax
节点熔断次数_冷热_最大值 次

appId

uInst

、hot

NodeParentBreakerDifHotwar

mAvg
节点熔断次数_冷热_平均值 次

appId

uInst

、hot

NodeJvmMemUsageHotwarm

Avg
节点JVM 内存使用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JvmMemUsageHotwarm

Max
节点JVM 内存使用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JvmOldMem

UsageHotwarmMax
JVM_Old 区内存使用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JvmOldMemUsage

HotwarmAvg
JVM_Old 区内存使用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OldGcDifHotwarmMax 节点单周期 OldGC 次数_最大值_冷热 次

appId

uInst

、hot

NodeOldGcDifHotwarmAvg 节点单周期 OldGC 次数_平均值_冷热 次

appId

uInst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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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OldGcTimeDifHotwarmM

ax

节点单周期 OldGC 时间_最大值_冷热 ms appId

uInst

、hot

NodeOldGcTimeDifHotwarmA

vg
节点单周期 OldGC 时间_平均值_冷热 ms

appId

uInst

、hot

NodeFielddataMemoryInBytes

HotwarmMax

节点 FieldData 占用的堆内存大小_最大值

_冷热
B

appId

uInst

、hot

NodeFielddataMemoryInBytes

HotwarmAvg

节点 FieldData 占用的堆内存大小_平均值

_冷热
B

appId

uInst

、hot

NodeSearchSpeedHotwarmM

ax
节点查询速度_最大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

、hot

NodeSearchSpeedHotwarmA

vg
节点查询速度_平均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

、hot

NodeSearchSpeedHotwarmS

um
节点查询速度_加和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

、hot

NodeIndexSpeedHotwarmMa

x
节点写入速度_最大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

、hot

NodeIndexSpeedHotwarmAvg 节点写入速度_平均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

、hot

NodeIndexSpeedHotwarmSu

m
节点写入速度_加和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

、hot

NodeBulkSpeedHotwarmMax 节点单周期 bulk 速度_最大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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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odeBulkSpeedHotwarmAvg 节点单周期 bulk 速度_平均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

、hot

NodeBulkSpeedHotwarmSum 节点单周期 bulk 速度_加和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

、hot

NodeBulkRejectedCompleted

PercentHotwarmMax
节点单周期 bulk 拒绝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BulkRejectedCompleted

PercentHotwarmAvg
节点单周期 bulk 拒绝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SearchRejectedComplet

edPercentHotwarmMax
节点单周期查询拒绝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SearchRejectedComplet

edPercentHotwarmAvg
节点单周期查询拒绝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SearchLatencyHotwarm

Max
节点单周期查询平均延迟_最大值_冷热 ms

appId

uInst

、hot

NodeSearchLatencyHotwarm

Avg
节点单周期查询平均延迟_平均值_冷热 ms

appId

uInst

、hot

NodeIndexLatencyHotwarmM

ax
节点单周期写入平均延迟_最大值_冷热 ms

appId

uInst

、hot

NodeIndexLatencyHotwarmA

vg
节点单周期写入平均延迟_平均值_冷热 ms

appId

uInst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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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CpuUsageHotwarmMax 节点 CPU 使用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CpuUsageHotwarmAvg 节点 CPU 使用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MemUsageHotwarmMax 节点内存使用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MemUsageHotwarmAvg 节点内存使用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CpuLoad1minHotwarmM

ax
节点 CPU 1分钟负载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CpuLoad1minHotwarmA

vg
节点 CPU 1分钟负载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DiskUsageHotwarmMax 节点磁盘使用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DiskUsageHotwarmAvg 节点磁盘使用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DiskReadIopsHotwarmA

vg
集群内所有节点平均磁盘每秒读次数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

、hot

NodeDiskReadIopsHotwarmM

ax
集群内所有节点最大磁盘每秒读次数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

、hot

NodeDiskWriteIopsHotwarmM 集群内所有节点最大磁盘每秒写次数_冷热 次/秒 ap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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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bana节点

ax uInst

、hot

NodeDiskWriteIopsHotwarmA

vg
集群内所有节点平均磁盘每秒写次数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

、hot

NodeDiskUtilHotwarm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磁盘有 IO 操作的时间与总时

间的百分比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DiskUtilHotwarm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磁盘有 IO 操作的时间与总时

间的百分比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

、hot

NodeDiskReadTrafficHotwar

mAvg
节点磁盘读流量_平均值_冷热 KB/s

appId

uInst

、hot

NodeDiskReadTrafficHotwar

mMax
节点磁盘读流量_最大值_冷热 KB/s

appId

uInst

、hot

NodeDiskWriteTrafficHotwar

mMax
节点磁盘写流量_最大值_冷热 KB/s

appId

uInst

、hot

NodeDiskWriteTrafficHotwar

mAvg
节点磁盘写流量_平均值_冷热 KB/s

appId

uInst

、hot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

KibanaDiskUsage 磁盘使用率 % uInstanceId、IP 60s、

KibanaCpuLoad1 CPU 1分钟平均负载 - uInstanceId、IP 60s、

KibanaCpuUsage CPU 使用率 % uInstanceId、IP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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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KibanaMemUsage 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IP 60s、

KibanaStatus kibana 进程状态 - uInstanceId、IP 60s、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uInstanceI

d
ES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uInstanceI

d
ES 具体实例 ID 输入实例具体 ID，例如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twarm

ES 节点冷热属性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twarm ES 具体节点冷热属性

输入实例具体节点冷热

为高性能云盘填warm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appId 主账号 appid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appId 主账号 appid 输入具体 appid，例如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nodeId ES 节点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nodeId ES 具体节点 ID 输入节点 ID，例如：1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setid

ES 节点所属可用区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setid

ES 具体节点所属可用区 

ID
输入可用区 ID，例如广

Instances.N.Dimensions.0. device 磁盘 ID 所属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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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1. 查询 Elasticsearch Service -基础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CE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u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ES 具体实例 ID

2. 查询 Elasticsearch Service -磁盘指标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CE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u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ES 具体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devic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磁盘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 env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磁盘所属环境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 = IP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 =  磁盘所属 IP

3. 查询 Elasticsearch Service -节点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CE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u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ES 具体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hotwarm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ES 具体节点冷热属性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 nodeId 

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device 磁盘具体 ID 输入磁盘具体 ID，例如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env 磁盘所属环境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env 具体环境名称 输入具体环境名称，例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P 所属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P 具体 IP 输入 IP，例如：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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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ES 具体节点 ID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 = setid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 = ES 具体节点所属可用区 ID

4. 查询 Elasticsearch Service -节点冷热属性指标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CE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u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ES 具体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主账号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hotwarm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ES 具体节点冷热属性 

5. 查询 Elasticsearch Service -Kibana 节点指标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CE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u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ES 具体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节点所属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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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应用防火墙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5 17:06:37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WAF

监控指标

说明

拉取 Web 应用防火墙指标数据时，Region 请统一选择“广州”地域。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Access 访问总次数 次 domain、edition

Attack Web 攻击次数 次 domain、edition

Cc CC 攻击 次 domain、edition

Down 下行带宽 B/S domain、edition

Qps 每秒请求数 次 domain、edition

Up 上行带宽 B/S domain、edition

4xx 4xx 状态码 次 domain、edition

5xx 5xx 状态码 次 domain、edition

U4xx 源站 4xx 状态码 次 domain、edition

U5xx 源站 5xx 状态码 次 domain、edition

Bot BOT 攻击数 次 domain、edition

Ratio5xx 5XX 占比 % domain、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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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拉取 Web 应用防火墙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WAF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客户端攻击的具体域名 

Ratio4xx 4XX 占比 % domain、edition

RatioAttack Web 攻击占比 % domain、edition

RatioBot BOT 攻击占比 % domain、edition

RatioCc CC 攻击占比 % domain、edition

InBandwidth 入带宽 MB domain、edition

OutBandwidth 出带宽 MB domain、edition

MetricnameCustomSec

urity
自定义策略攻击数 个 domain、edition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domain

客户端攻击的域名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domain 客户端攻击的具体域名

输入客户端攻击的具体域

www.cloud.tencent.c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edition

Web 应用防火墙实例类

型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edition

Web 应用防火墙实例具

体类型

输入 Web 应用防火墙实

型，例如：SaaS WAF

0）或 CLB WAF（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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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editio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Web应用防火墙实例具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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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服务器伸缩监控指标

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9 10:26:53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GSE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AccOuttraffic 外网出流量 MB FleetId,Instance

CpuLoadavg CPU平均负载 - FleetId,Instance

CPUUsage CPU使用率 % FleetId,Instance

LanInpkg 内网入包量 个/s FleetId,Instance

LanIntraffic 内网入带宽 Mbps FleetId,Instance

LanOutpkg 内网出包量 个/s FleetId,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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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Outtraffic 内网出带宽 Mbps FleetId,Instance

MemUsage 内存利用率 % FleetId,Instance

MemUsed 内存使用量 MB FleetId,Instance

TcpCurrEstab TCP连接数 个 FleetId,Instance

WanInpkg 外网入包量 个/s FleetId,Instance

WanIntraffic 外网入带宽 Mbps FleetId,Instance

WanOutpkg 外网出包量 个/s FleetId,Instance

WanOuttraffic 外网出带宽 Mbps FleetId,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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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游戏服务弹性伸缩-实例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GS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Flee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的服务器舰队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的服务器实例 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FleetId 服务器舰队 Id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FleetId 具体的服务器舰队 ID

输入具体服务器舰队 ID

jwoblkv3，可通过 获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InstanceI

d
服务器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InstanceI

d
具体的服务器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

查询服务器实例列表  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65/487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65/4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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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舰队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1:52:35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GSE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

位
维度

ActivatingGameServerSessions 激活中的游戏服务器会话数 个 FleetId

ActiveGameServerSessions 活跃的游戏服务器会话数 个 FleetId

ActiveInstances 活跃实例数 个 FleetId

ActiveServerProcesses 活跃服务器进程数 个 FleetId

AvailableGameServerSessions 可用的游戏服务器会话数 个 FleetId

CurrentPlayerSessions 活跃的玩家会话数 个 Flee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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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redInstances 期望实例数 个 FleetId

HealthyServerProcesses 健康服务器进程数 个 FleetId

IdleInstances 空闲实例数 个 FleetId

MaxInstances 最大实例数 个 FleetId

MinInstances 最小实例数 个 FleetId

NoInstances 购买失败实例数 个 FleetId

PercentAvailableGameServerSes

sions
可用的游戏服务器会话数占比 % FleetId

PercentHealthyServerProcesses 健康服务器进程数占比 % FleetId

PercentIdleInstances 空闲实例数占比 % Flee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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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游戏服务弹性伸缩-服务器舰队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GS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Flee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的服务器舰队 ID

PlayerSessionActivations 转化为活跃的会话数 个 FleetId

ServerProcessAbnormalTerminat

ions
异常关闭的服务器进程数 个 FleetId

ServerProcessActivations 转化为活跃的服务器进程数 个 FleetId

ServerProcessTerminations 关闭的服务器进程数 个 Fleet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FleetId

服务器舰队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Flee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FleetId

具体的服务器舰

队 ID

输入具体服务器舰队 ID，例如：f

jwoblkv3，可通过 获取服务器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65/4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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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服务器队列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8 21:51:46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GSE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QueueDepth 队列深度 - Name

AverageWaitTime 放置等待平均时长 s Name

FirstChoiceNotViable 首选非可用放置数 个 Name

FirstChoiceOutOfCapacit

y
首选无可用资源放置数 个 Name

LowestLatencyPlacemen

t

最低延迟地域放置数 个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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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mentsCanceled 取消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sFailed 失败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sStarted 新放置请求数 个 Name

PlacementsSucceeded 成功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sTimedOut 超时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ApBangkok 曼谷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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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mentApBeijing 北京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ApGuangzhou 广州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ApHongkong 中国香港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ApMumbai 孟买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ApSeoul 首尔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ApShanghai 上海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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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PlacementApSingapore 新加坡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ApTokyo 东京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EuFrankfurt 法兰克福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NaAshburn 弗吉尼亚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PlacementNaSiliconvalley 硅谷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参数名称
维度

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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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游戏服务弹性伸缩-实例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GS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的服务部署组名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Nam

e

服务部署组名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Nam

e

具体的服务部署

组名

输入服务部署组名，例如：queue2，可

游戏服务器会话队列  获取 Nam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65/4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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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开发 CloudBase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3-04 10:24:25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CB_DOCKER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VersionCpuUsed 版本 CPU 使用量 MB

envid、

serviceid

、

versionid

VersionMemUsed 版本内存使用量 MB

envid、 

serviceid

、

versionid

VersionMemUsedNoCache 版本内存使用量(不含 Cache) MB

envid、 

serviceid

、

versionid

VersionPodNum 版本 pod 个数 个

envid、 

serviceid

、

versionid

VersionPodUnavailableNum 版本异常 pod 个数 个

envid、 

serviceid

、

versionid

VersionResourceCpu 版本 CPU 规格 核

envid、 

serviceid

、

vers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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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ResourceMem 版本内存规格 MB envid、 

serviceid

、

versionid

ServiceCpuUsed 服务 CPU 使用量 MB
envid、 

serviceid

ServiceMemUsed 服务内存使用量 MB
envid、

serviceid

ServiceMemUsedNoCache 服务不含 Cache 内存使用量 MB
envid、 

serviceid

ServicePodNum 服务 pod 个数 个
envid、 

serviceid

ServicePodUnavailableNum 服务异常 pod 个数 个
envid、 

serviceid

ServiceResourceCpu 服务 CPU 规格 核
envid、 

serviceid

ServiceResourceMem 服务内存规格 MB
envid、 

serviceid

EnvCpuUsed 环境 CPU 使用量 MB en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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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nvMemUsed 环境内存使用量 MB envid

EnvMemUsedNoCache 环境不含 Cache 内存使用量 MB envid

EnvPodNum 环境 pod 个数 个 envid

EnvPodUnavailableNum 环境异常 pod 个数 个 envid

EnvResourceCpu 环境 CPU 规格 MB envid

EnvResourceMem 环境内存规格 MB env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envid 环境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nvid 具体环境 ID 输入具体环境 ID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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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云开发 CloudBase -版本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CB_DOC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envid&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环境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versionid&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具体版本号

查询云开发 CloudBase -服务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CB_DOC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envid&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环境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serviceid&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具体服务号

查询云开发 CloudBase -环境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CB_DOC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envid&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环境 ID

e 2fb346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serviceid 服务号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serviceid 具体服务号 输入具体服务号 ，例如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versionid 版本号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versionid 具体版本 ID 输入具体版本 ID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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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仓库 ClickHouse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21 16:19:55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CDWCH

监控指标

节点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Zookeeperrequest zk 请求数 个

Zookeepersession 当前 zk session 个数 个

Zookeeperwatch zkwatch 个数 个

Fileopen 文件打开数 个

NodeLoad1 节点一分钟负载 -

NodeLoad5 5分钟负载 -

NodeLoad15 15分钟负载 -

CpuLoadRate CPU 负载比率 %

DiskUsage 数据盘使用率 %

NodeNetworkReceiveBytesTotal 节点接收流量 MB/s

NodeNetworkTransmitBytesTotal 节点流出流量 MB/s

MemUsage 内存使用率 %

CpuUsage CPU 使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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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 指标

CpuUsageAvg CPU 平均使用率 %

Contextlockwait 上下文锁等待 -

Httpconnection HTTP 连接数 个

Mergestimemilliseconds merge 所消耗的时间（速率） ms

Mysqlconnection mysql 方式的连接数 个

Querythread 查询线程数 个

Replicatedpartmerges 单位时间内的副本块合并个数 个/秒

Replicatedpartmutations 单位时间内的副本块修改数 个/秒

Tcpconnection TCP 连接数 个

Merge 合并数 个

Uptime 启动时间 s

CkUp 1-存活，0-失活 -

Failedinsertquery 插入失败数 个/秒

Failedselectquery 查询失败数 个/秒

Query 包含增删改查的 query 个数 个/秒

Insertquery 单位时间的 insert 执行次数 次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NodeLoad1 节点一分钟负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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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指标

NodeLoad5 5分钟负载 -

NodeLoad15 15分钟负载 -

NodeNetworkReceiveBytesTotal 节点接收流量 MB/s

DiskUsage 数据盘使用率 %

CpuUsage CPU 使用率 %

NodeNetworkTransmitBytesTotal 节点流出流量 MB/s

MemUsage 内存使用率 %

PacketsSent 发包个数 个

ZkUp zk 进程存活 -

GlobalSessions 全局 session 个数 个

ConnectionRejected 拒绝链接个数 个

JvmMemoryPoolBytesUsed jvm 内存池使用 MB

PacketsReceived 接收传输包的速率 个/秒

RequestCommitQueued 请求提交队列个数 个

PrepProcessorQueueTimeMs 预处理队列等待时间 ms

WatchCount zk_watch 个数 个

PrepProcessTime 预处理时间 ms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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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共582页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节点指标和 ZK 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DWCH 

SumCkUp 集群节点数 None

SumCpuUsage CPU 使用率 %

SumDiskUsage 数据盘使用率 %

SumMemUsage 内存使用率 %

SumNodeNetworkReceiveBytesTotal 节点接收流量 MB

SumNodeNetworkTransmitBytesTotal 节点发送流量 MB

SumQuery 总查询数 None

SumInsertquery 插入数 个/秒

SumFailedinsertquery 插入失败数 个/秒

SumFailedselectquery 查询失败数 个/秒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nstanceId 集群 ID 的维度名称
输

I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具体集群 ID
输

8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IP 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IP 具体节点 IP 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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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集群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P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具体节点 IP

查询集群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DWCH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集群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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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站加速网络 ECDN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9 09:47:38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DSA

监控指标

注意

拉取全站加速网络监控指标数据时，Region 请统一选择“广州”地域。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Bandwidth 访问带宽 访问带宽 Mbps
dom

proje

HttpStatus200 状态码 (200) 状态码 (200)次数 个
dom

proje

HttpStatus206 状态码 (206) 状态码 (206)次数 个
dom

proje

HttpStatus302 状态码 (302) 状态码 (302)次数 个
dom

proje

HttpStatus304 状态码 (304) 状态码 (304)次数 个
dom

proje

HttpStatus404 状态码 (404) 状态码 (404)次数 个
dom

proje

HttpStatus403 状态码 (403) 状态码 (403)次数 个
dom

proje

HttpStatus502 状态码 (502) 状态码 (502)次数 个
dom

pro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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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us500 状态码 (500) 状态码 (500)次数 个 dom

proje

RequestTotal 总请求次数 总请求次数 次
dom

proje

ProcessTime 平均响应时间 平均响应时间 ms
dom

proje

BackOriginTotal 总回源次数 总回源次数 次
dom

proje

BackOriginFailTot

al
回源失败次数 回源失败次数 次

dom

proje

BackOriginFailRat

e
回源失败率 回源失败率 %

dom

proje

BackOriginBandwi

dth
回源带宽 回源带宽 Mbps

dom

proje

FluxDownstream 下行流量
由 ECDN 平台流向客户

端的总流量
byte

dom

proje

FluxUpstream 上行流量
由客户端流向 ECDN 平

台的总流量
byte

dom

proje

HttpStatus401 状态码 (401) 状态码 (401)次数 个
dom

proje

HttpStatus405 状态码 (405) 状态码 (405)次数 个
dom

proje

HttpStatus416 状态码 (416) 状态码 (416)次数 个
dom

proje

DsaHttp200Rate 状态码比例（200） 200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DsaHttp206Rate 状态码比例（206） 206状态码占比 % 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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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

DsaHttp302Rate 状态码比例（302） 302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DsaHttp304Rate 状态码比例（304） 304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DsaHttp401Rate 状态码比例（401） 401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DsaHttp403Rate 状态码比例（403） 403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DsaHttp405Rate 状态码比例（405） 405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DsaHttp416Rate 状态码比例（416） 416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DsaHttp500Rate 状态码比例（500） 500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DsaHttp502Rate 状态码比例（502） 502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HttpStatus0 状态码（0） 状态码 (0)次数 个
dom

proje

DsaHttp0Rate 状态码比例（0） 0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HttpStatus2xx 状态码（2xx） 状态码（2xx）次数 个
dom

proje

HttpStatus_3xx 状态码（3xx） 状态码（3xx）次数 个
dom

proje

HttpStatus_4xx 状态码（4xx） 状态码（4xx）次数 个
dom

pro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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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全站加速网络监控数据，支持下列两种方式入参：

1. 通过网站域名入参：

&Namespace=QCE/DS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网站域名

2. 通过项目ID入参：

HttpStatus_5xx 状态码（5xx） 状态码（5xx）次数 个 dom

proje

DsaHttp2xxRate 状态码比例（2xx） 2xx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DsaHttp3xxRate 状态码比例（3xx） 3xx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DsaHttp4xxRate 状态码比例（4xx） 4xx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DsaHttp5xxRate 状态码比例（5xx） 5xx状态码占比 %
dom

proje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domain

网站域名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domain 具体网站域名

输入具体网站域名，例如：tes

DescribeDomains  接口获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projectid

项目ID的具体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projectid 具体项目 ID

输入具体项目 ID，例如：0，可

DescribeDomains  接口获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0/424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0/4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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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QCE/DS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projec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项目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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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量应用服务器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8-17 15:37:02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LIGHTHOUSE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puUsage CPU 利用率 % InstanceId

LanOuttraffic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MB InstanceId

LanIntraffic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入流量 MB InstanceId

LanOutpkg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包量 个/秒 InstanceId

LanInpkg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秒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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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Used 使用的内存量，不包括系统缓存和缓存区占用内

存，依赖监控组件安装采集

MB InstanceId

MemUsage
用户实际使用的内存量与总内存量之比，不包括

缓冲区与系统缓存占用的内存
% InstanceId

TcpCurrEstab
处于 ESTABLISHED 状态的 TCP 连接数

量，依赖监控组件安装采集
个 InstanceId

QemuVcpuUsage

基础 CPU 使用率通过宿主机采集上报，无须

安装监控组件即可查看数据，子机高负载情况下

仍可持续采集上报数据

% InstanceId

CpuLoad1

1分钟内CPU平均负载，取 /proc/loadavg 第

一列数据（windows操作系统无此指标），依

赖监控组件安装采集

- InstanceId

CpuLoad5

5分钟内 CPU 平均负载，取 /proc/loadavg 

第二列数据（windows操作系统无此指标），

依赖监控组件安装采集

- InstanceId

CpuLoad15

15分钟内 CPU 平均负载，取 /proc/loadavg 

第三列数据（windows操作系统无此指标），

依赖监控组件安装采集

- InstanceId

TimeOffset 子机 utc 时间和 ntp 时间差值 s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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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DiskUsage 磁盘利用率 % InstanceId

RdmaInpkg RDMA 网卡的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秒 InstanceId

LighthouseInpkg 外网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 InstanceId

LighthouseIntraffic 外网平均每秒入流量 MB/s InstanceId

LighthouseOutpkg 外网平均每秒出包量 个 InstanceId

LighthouseOutratio 外网带宽使用率 % InstanceId

LighthouseOuttraffi

c
外网每秒出流量最大值 MB/s Instance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nstanceId

轻量应用服务器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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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云服务器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LIGHTHOUS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轻量应用服务器实例的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nstanceId 轻量应用服务器实例

的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

rusd2345、lhins-2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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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 共582页

日志服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5-06 16:41:22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CLS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周期

TrafficWrite 标准写流量 MB uin、TopicId 60s、3

ColdTrafficWrite 低频写流量 MB uin、TopicId 60s、3

TrafficIndex 标准索引流量 MB uin、TopicId 60s、3

ColdTrafficIndex 低频索引流量 MB uin、TopicId 60s、3

TrafficIntranetRead 内网读流量 MB uin、TopicId 60s、3

TrafficInternetRead 外网读流量 MB uin、TopicId 60s、3

TotalTrafficRead 读流量总量 MB uin、TopicId 60s、3

StorageLog 标准日志存储量 MB uin、TopicId 60s、3

ColdStorageLog 低频日志存储量 MB uin、TopicId 60s、3

StorageIndex 标准索引存储量 MB uin、TopicId 60s、3

ColdStorageIndex 低频索引存储量 MB uin、TopicId 60s、3

TotalStorage 存储总量 MB uin、TopicId 60s、3

Request 服务请求数 个 uin、TopicId 60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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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日志主题指标监控数据，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CL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u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的账号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Topic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用户具体的日志主题 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uin 账号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uin 具体的账号 ID 输入具体账号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TopicId 日志主题ID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TopicId 具体的日志主题ID
输入具体日志

4fb6-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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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平台 TSF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1-12-31 15:12:28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SF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云服务器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SF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applicatio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应用 ID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ReqCount 请求数(按粒度求和) 个 applicationId

SuccCount 请求的成功数(按粒度求和) 个 applicationId

FailCount 请求服务的失败数(按粒度求和) % applicationId

AvgDurationMs 请求服务的平均延迟(按粒度求平均值) 个 application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

s.0.Name

applicati

onId

应用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applicationId

Instances.N.Dimension

s.0.Value

applicati

onId
应用 具体 ID

输入具体应用 ID，例如：

application-abe7e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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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万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08 16:16:35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CI

监控指标

图片处理

说明

由于数据万象的监控数据都在广州，所以无论存储桶所属地域是哪里，拉取数据万象监控指标数据时，

Region 请统一选择“广州”地域。

使用 API Explorer  拉取数据时，Region 字段统一选择“华南地区(广州)”。

使用 SDK 拉取数据时，Region 字段统一填写“ap-guangzhou”。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ImageRequests 图片处理总请求数

图片处理请求调用总次数，包括基础处理

Guetzil 图片压缩、图片高级压缩、盲水

总请求数

ImageBasicsRequests 图片基础处理请求次数
图片基础处理请求调用次数，是各项对图

基础处理请求的总和

ImageGuetzilRequests Guetzil 图片压缩请求次数 Guetzil 图片压缩请求调用次数

ImageCompressRequests 图片高级压缩请求次数 图片高级压缩请求调用次数

ImageImprintRequests 盲水印请求次数 盲水印处理请求调用次数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monitor&Version=2018-07-24&Action=GetMonitorData&Sig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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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InspectSuccessReq

uests

异常图片检测请求成功次数 异常图片检测处理请求调用次数

ImageBasicsBytes 图片基础处理总用量
所有请求类型对图片进行各项基础处理产

用量

ImageBasicsBytesDwon 图片下载基础处理用量 图片基础处理 get 类请求产生的用量

ImageBasicsBytesUp 图片上传基础处理用量 图片基础处理 put 类请求产生的用量

ImagePut2xxResponse 图片上传处理2xx状态码 返回码为2xx的 put 类请求次数

ImagePut3xxResponse 图片上传处理3xx状态码 返回码为3xx的 put 类请求次数

ImagePut4xxResponse 图片上传处理4xx状态码 返回码为4xx的 put 类请求次数

ImagePut5xxResponse 图片上传处理5xx状态码 返回码为5xx的 put 类请求次数

ImageGet2xxResponse 图片下载处理2xx状态码 返回码为2xx的 get 类请求次数

ImageGet3xxResponse 图片下载处理3xx状态码 返回码为3xx的 get 类请求次数

ImageGet4xxResponse 图片下载处理4xx状态码 返回码为4xx的 get 类请求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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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处理

内容识别

ImageGet5xxResponse 图片下载处理5xx状态码 返回码为5xx的 get 类请求次数

说明

1.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

指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具体的2xx、3xx、4xx、5xx状态码详情请查看 错误码表 。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MediaTasks 媒体处理任务数 媒体处理各项任务总次数

MediaSuccessTasks 媒体处理任务成功数 媒体处理各项任务成功处理完成次数

MediaRequsetSuccessR

ate
媒体处理请求成功率 统计媒体处理任务成功次数在总次数中的比

VideoTranscodingTimes 普通转码时长 普通转码产生时长

FormatConversionTimes 音视频转封装时长 音视频转封装产生时长

AudioTranscodingTimes 音频转码时长 音频转码产生时长

HDTranscodingTimes 极速高清转码时长 极速高清转码产生时长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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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QrCodeRecognitionRequests 二维码识别请求数 二维码识别请求调用次数

QrCodeRecognitionSuccessRe

quests
二维码识别请求成功数 二维码识别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QrCodeRecognitionFailRequest

s
二维码识别请求失败数 二维码识别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ImageTagRequests 图片标签请求数 图片标签请求调用次数

ImageTagSuccessRequests 图片标签请求成功数 图片标签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ImageTagFailRequests 图片标签请求失败数 图片标签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ImageQualityRequests 图片质量评估请求数 图片质量评估请求调用次数

ImageQualitySuccessRequests 图片质量评估请求成功数 图片质量评估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ImageQualityFailRequests 图片质量评估请求失败数 图片质量评估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AudioRecognitionRequests 语音识别请求数 语音识别请求调用次数

AudioRecognitionSuccessRequ

ests
语音识别请求成功数 语音识别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AudioRecognitionFailRequests 语音识别请求失败数 语音识别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FaceCheckRequests 人脸检测请求次数 人脸检测请求调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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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CheckSuccessRequests 人脸检测请求成功次数 人脸检测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FaceCheckFailRequests 人脸检测请求成功次数 人脸检测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FaceEffectsRequests 人脸特效请求数 人脸特效请求调用次数

FaceEffectsSuccessRequests 人脸特效请求成功数 人脸特效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FaceEffectsFailRequests 人脸特效请求失败数 人脸特效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FaceIdentityCheckRequests 人脸核身请求数 人脸核身请求调用次数

FaceIdentityCheckSuccessReq

uests
人脸核身请求成功数 人脸核身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FaceIdentityCheckFailRequest

s
人脸核身请求失败数 人脸核身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CarRecognitionRequests 汽车识别请求数 汽车识别请求调用次数

CarRecognitionSuccessReques

ts
汽车识别请求成功数 汽车识别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CarRecognitionFailRequests 汽车识别请求失败数 汽车识别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OrcRecognitionRequests 图片文字识别请求次数 图片文字识别请求调用次数

OcrRecognitionSuccessReque

sts

图片文字识别请求成功次

数
图片文字识别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OcrRecognitionFailRequests 图片文字识别请求失败次 图片文字识别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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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处理

内容审核

数

ImageRepairSuccessRequests 图像修复请求成功数 图像修复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ImageProductMattingSuccessR

equests
商品抠图请求成功数 商品抠图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ImageRecognizeLogSuccessRe

quests
LOGO识别请求成功数 LOGO识别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ImageAutoTranslationBlockSuc

cessRequests
同步翻译请求成功数 同步翻译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DocumentTranscodeRequests 文档转码请求数 文档转码请求调用次数

DocumentTranscodeSuccessRe

quests
文档转码请求成功数 文档转码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DocumentTranscodeFailRequest

s
文档转码请求失败数 文档转码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DocumentHtmlRequests 文档转HTML请求数 文档转HTML请求调用次数

DocumentHtmlSuccessRequests 文档转HTML请求成功数 文档转HTML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DocumentHtmlFailRequests 文档转HTML请求失败数 文档转HTML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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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AuditingTasks 文档审核总任务数 提交的文档审核总任务数

DocumentAuditingSuccessTasks 文档审核任务成功数 文档审核任务成功次数

DocumentAuditingFailTasks 文档审核任务失败数 文档审核任务失败次数

DocumentAuditingCallbackTimes 文档审核结果回调总次数 文档审核后发送的回调的总次数

DocumentAuditingCallbackSucce

ssTimes
文档审核结果回调成功次数 文档审核后发送的回调成功的次

DocumentAuditingCallbackFailTi

mes
文档审核结果回调失败次数 文档审核后发送的回调失败的次

TextAuditingTasks 文本审核任务数 提交的文本审核总任务数

TextAuditingSuccessTasks 文本审核任务成功数 文本审核任务成功次数

TextAuditingFailTasks 文本审核任务失败数 文本审核任务失败次数

TextAuditingCallbackTimes 文本审核结果回调总次数 文本审核后发送的回调的总次数

TextAuditingCallbackSuccessTim

es
文本审核结果回调成功次数 文本审核后发送的回调成功的次

TextAuditingCallbackFailTimes 文本审核结果回调失败次数 文本审核后发送的回调失败的次

ImagesAuditingTasks 图片审核请求数 图片审核请求调用次数

ImagesAuditingSuccessTasks 图片审核请求成功数 图片审核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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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AuditingFailTasks 图片审核请求失败数 图片审核任务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ImagesAuditingCallbackTimes 图片审核结果回调总次数 图片审核后发送的回调的总次数

ImagesAuditingCallbackSuccessT

imes
图片审核结果回调成功次数 图片审核后发送的回调成功的次

ImagesAuditingCallbackFailTimes 图片审核结果回调失败次数 图片审核后发送的回调失败的次

AudioAuditingTasks 音频审核任务数 提交的音频审核总任务数

AudioAuditingSuccessTasks 音频审核任务成功数 音频审核任务成功次数

AudioAuditingFailTasks 音频审核任务失败数 音频审核任务失败次数

AudioAuditingCallbackTimes 音频审核结果回调总次数 音频审核后发送的回调的总次数

AudioAuditingCallbackSuccessTi

mes
音频审核结果回调成功次数 音频审核后发送的回调成功的次

AudioAuditingCallbackFailTimes 音频审核结果回调失败次数 音频审核后发送的回调成功的次

VideoAuditingTasks 视频审核任务数 提交的视频审核任务数

VideoAuditingSuccessTasks 视频审核任务成功数 视频审核任务成功次数

VideoAuditingFailTasks 视频审核任务失败数 视频审核任务失败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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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数据万象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CI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主账号的 APPID 

VideoAuditingCallbackTimes 视频审核结果回调总次数 视频审核后发送的回调的总次数

VideoAuditingCallbackSuccessTi

mes
视频审核结果回调成功次数 视频审核后发送的回调成功的次

VideoAuditingCallbackFailTimes 视频审核结果回调失败次数 视频审核后发送的回调失败的次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CdnOriginTraffic CDN回源流量 CI数据从存储桶传输到腾讯云CDN边缘节点产生的流量

InternetTrafficUp 外网出流量 CI数据通过互联网从存储桶下载到客户端产生的流量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appid 主账号 appid 输入 S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appid 主账号  appid 输入具体 a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bucket 存储桶名称 输入 Stri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bucket 存储桶名称
输入具体存

1303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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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bucke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存储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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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HDFS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4-29 09:46:32

命名空间

Namespace = QCE/CHDFS

监控指标

说明

每个指标的统计粒度（Period）可取值不一定相同，可通过 DescribeBaseMetrics  接口获取每个指

标支持的统计粒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ApiReadRequestCount 文件系统读请求数 个
appid、

filesystemid

60s、30

3600s、

ApiWriteRequestCount 文件系统写请求数 个
appid、

filesystemid

60s、30

3600s、

ApiReadBandwidth 文件系统读带宽 MB/s
appid、

filesystemid

60s、30

 3600s、

ApiFileInodeCount 文件系统文件数量 个
appid、

filesystemid

60s、30

 3600s、

ApiDirInodeCount 文件系统目录数量 个
appid、

filesystemid

60s、30

 3600s、

ApiCapacityAvailable 文件系统空间剩余量 GB
appid、

filesystemid

60s、30

 3600s、

ApiCapacityUsed 文件系统空间使用量 GB
appid、

filesystemid

60s、30

3600s、

ApiCapacityPercentUs 文件系统空间使用率 % appid、 60s、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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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云 HDFS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QCE/CHDF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主账号的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filesystem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具体文件系统 ID

ed filesystemid  3600s、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appid 主账号 appid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appid 主账号  appid

输入具体 APPID，例如：

10001234567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filesystemi

d

文件系统 ID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filesystem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filesystemi

d
具体文件系统 ID

输入具体文件系统 ID，例如

f4mnvilzm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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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联网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6-15 17:05:37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VBC

监控指标

地域间指标

单地域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OutDropBandwidt

h
地域间被限速出带宽

从源地域（SRegion）到目的地域（DRegion）

的被限速带宽

M

B

InBandwidthRate 地域间入带宽利用率
从目的地域（DRegion）到源地域（SRegion）

的带宽占两地域间带宽限速峰值的百分比
%

OutBandwidthRat

e
地域间出带宽利用率

从源地域（SRegion）到目的地域（DRegion）

的带宽占两地域间带宽限速峰值的百分比
%

OutDropPkg 地域间出丢弃包量
单位时间内被丢弃的从源地域（SRegion）流向目

的地域（DRegion）包数量

P

p

OutDropPkgRate 地域间出丢包率

单位时间内从源地域（SRegion）流向目的地域

（DRegion）丢弃的包数量占该方向总包数量的百

分比

%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RegionOutDropBandwidth 单地域出丢弃带宽 从所选地域（SRegion）到其他地域被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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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BM 速总带宽

RegionOutDropPkgBM 单地域出丢弃包量
单位时间内被丢弃的从所选地域

（SRegion）发往其他地域的总包数量

RegionOutBandwidthBMR

ate
单地域出带宽利用率

从所选地域（SRegion）到其他地域的总

带宽占该地域出带宽限速峰值的百分比

RegionOutDropPkgBMRat

e
单地域出丢包率

单位时间内被丢弃的从所选地域

（SRegion）发往其他地域的总包数量占

总包数量的百分比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CcnId

云联网 ID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CcnId 具体云联网 ID 输入具体云联网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SRegion

源地域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1.Va

lue
SRegion 具体源地域

输入具体源地域，例

见 地域列表

Instances.N.Dimensions.2.N

ame
DRegion

目标地域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2.Va

lue
DRegion 具体目标地域

输入具体目标地域，

参见 地域列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5758#.E5.9C.B0.E5.9F.9F.E5.88.97.E8.A1.A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5758#.E5.9C.B0.E5.9F.9F.E5.88.97.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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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地域间指标，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VBC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Cc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云联网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SRegio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具体源地域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DRegion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具体目标地域

查询单地域指标，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VBC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Cc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云联网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SRegio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具体源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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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直播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7-26 15:19:28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LIVE

监控指标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VideoBitrate 视频码率 Bit/s appid、streamid

VideoFps 视频帧率 帧/秒 appid、streamid

AudioBitrate 音频码率 Bit/s appid、streamid

AudioFps 音频帧率 帧/秒 appid、streamid

Bandwidth 带宽 MBit/s appid、domain

Flux 流量 MB appid、domain

Request 新增请求数 个 appid、domain

CallbackFailedCount 直播回调次数 次 appid、push_doma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appid

主账号 APPID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appid 主账号的具体 APPID 输入主账号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 streamid 流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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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云直播上行质量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LIV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主账号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stream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流 ID 

查询云直播统计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LIV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主账号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域名

查询云直播回调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 = QCE/LIV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主账号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 push_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推流域名

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streamid 具体流 ID 输入具体流 ID，例如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domain 域名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domain 具体域名 输入具体域名，例如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push_domai

n
推流域名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push_domai

n
具体推流域名

输入具体推流域名，

https://cloud.ten

https://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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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计算 Oceanus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09-29 16:42:25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TSTREAM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JobRestartingtime 作业重启耗时 作业最近一次重启耗时

JobmanagerLastcheckpointrestoretime

stamp

作业最近一次恢复的时

间戳

作业最近一次从快照恢复的 U

间戳（以毫秒为单位，如果未

则是 -1）

TaskmanagerJvmThreadsCount
TaskManager 活动

线程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的线程数之和，含 Daemon

Daemon 线程。

TaskmanagerMemoryNonheapCommitt

ed

TaskManager 已提

交的非堆内存容量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committed）的非堆内存

元空间、代码缓存等）用量总

TaskmanagerMemoryHeapCommitted
TaskManager 已提

交的堆内存容量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committed）的堆内存容

TaskmanagerNetworkTotalmemoryseg

ments

TaskManager 已分

配的 

MemorySegment 总

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的 MemorySegment 个数

TaskmanagerJvmYoungGcTime
TaskManager 年轻

代 GC 时间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GC 时间之和

TaskmanagerJvmYoungGcCount
TaskManager 年轻

代 GC 次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GC 次数之和

TaskmanagerJvmOldGcTime TaskManager 老年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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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GC 时间 GC 时间之和

TaskmanagerJvmOldGcCount
TaskManager 年轻

代 GC 次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GC 次数之和

TaskmanagerStatusJvmMemoryNonhe

apMax

TaskManager 非堆

内存最大容量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存（JVM 元空间、代码缓存

容量总和

TaskmanagerMemoryDirectCount
TaskManager 堆外

直接内存缓存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接内存（Direct Buffer Po

缓存（Buffer）个数之和

TaskmanagerMemoryDirectTotalcapaci

ty

TaskManager 堆外

直接内存总容量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接内存（Direct Buffer Po

大容量之和

TaskmanagerMemoryMappedCount
TaskManager 堆外

映射内存缓存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射内存（Mapped Buffer P

的缓存（Buffer）个数之和

TaskmanagerMemoryMappedTotalcap

acity

TaskManager 堆外

映射内存总容量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射内存（Mapped Buffer P

最大容量之和

TaskmanagerStatusJvmMemoryHeapU

sedPercentage

TaskManager 堆内

存使用率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堆内存使用率

TaskmanagerNetworkAvailablememory

segments

TaskManager 可用

的 MemorySegment 

个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MemorySegment 个数之

JobMemoryHeapMax
TaskManager 堆内

存最大容量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存最大（max）容量总和

TaskmanagerCpuTime
TaskManager CPU 

使用时长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用时长总和（毫秒）

JobBytesInPerSecond 作业每秒输入的数据量 作业所有数据源（Source）

入的数据总量（仅对 Kafka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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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BytesOutPerSecond 作业每秒输出的数据量

作业所有数据目的（Sink）每

的数据总量（仅对 Kafka S

效）

JobmanagerNumrunningjobs 运行中的作业数
正在运行中作业数。如果作业

行，则值为 1. 如果作业崩溃则

TaskmanagerStatusJvmMemoryProces

sMemoryused

所有 TaskManager 

JVM 的物理内存用量

的最大值

所有 TaskManager JVM 

存用量的最大值

JobNumrecordsinbutfailed 严重异常数据个数

算子中发生严重异常（例如抛

Exception）的数据个数，如

1 则会影响 Exactly-Once

（试验参数，仅供参考）

Syndelay 数据源同步百分比 数据源同步百分比

Binlogpos 数据源日志位点信息 数据源日志位点信息

TaskmanagerJobTaskOperatorKafkaS

witch

是否包含 Kafka 

connector
是否包含 Kafka connecto

JobmanagerTaskslotsavailable 可用任务槽数量

如果作业正常运行，则可用的

（Task Slot）数为 0. 如果

则说明作业可能出现短时间的

状态

JobUptime
作业无中断持续执行的

时间

对于运行中的作业，表示当次

续处于运行中的时长

JobmanagerDowntime
注册的 

TaskManager 数

对于失败或恢复等非运行状态

业，表示本次中断运行的时长

正在运行中的作业，值为 0.

JobLastcheckpointduration
最近一次的 

Checkpoint 耗时

当前作业最近一次的 Check

时

JobLastcheckpointsize
最近一次的 

Checkpoint 大小

当前作业最近一次的 Check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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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managerNumregisteredtaskmanag

ers

JobManager 已注册

的 TaskManager 数

当前作业已注册的 TaskMa

数，通常等于所有算子并行度

值。如果 TaskManager 个

少，说明存在 TaskManag

联，作业可能崩溃并尝试恢复

JobmanagerMemoryNonheapCommitte

d

JobManager 已提交

的非堆内存容量

当前作业已提交（committe

JobManager 非堆内存（J

空间、代码缓存等）容量

JobmanagerNumberofinprogresscheck

points

正在进行的 

Checkpoint 个数

当前作业进行中（未完成）的

Checkpoint 个数

JobmanagerThreadsCount
JobManager 中活动

的线程数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中活

程数，含 Daemon 和非 Da

线程。

JobmanagerMemoryHeapCommitted
JobManager 已提交

的堆内存容量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已提

（committed）的堆内存容

JobmanagerJvmYoungGcTime
JobManager 年轻代 

GC 时间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年轻

时间

JobmanagerJvmYoungGcCount
JobManager 年轻代 

GC 次数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年轻

次数

JobmanagerJvmOldGcTime
JobManager 老年代 

GC 时间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老年

时间

JobmanagerJvmOldGcCount
JobManager 老年代 

GC 次数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老年

次数

JobmanagerStatusJvmMemoryNonhea

pUsed

JobManager 非堆内

存用量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非堆

（JVM 元空间、代码缓存等

JobmanagerStatusJvmMemoryNonhea

pMax

JobManager 非堆内

存最大容量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非堆

（JVM 元空间、代码缓存等

容量

JobmanagerMemoryHeapMax JobManager 堆内存

最大容量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堆内

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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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managerStatusJvmMemoryHeapUs

edPercentage

JobManager 堆内存

使用率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堆内

率

JobmanagerStatusJvmMemoryHeapUs

ed

JobManager 堆内存

的用量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堆内

量

JobmanagerCpuLoad
JobManager CPU 

使用率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的 

用率

JobmanagerCpuTime
JobManager CPU 

使用时长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CP

时长（毫秒）

JobNumberoffailedcheckpoints Checkpoint 失败次数
当前作业 Checkpoint 失败

时、遇到异常等）的次数

JobNumberofcompletedcheckpoints Checkpoint 成功次数
当前作业 Checkpoint 成功

数

JobmanagerJobNumrestarts 当前实例崩溃重启次数

当前实例 JobManager 记录

崩溃重启次数（不含 JobMa

退出后作业重新拉起的场景）

RecordsLagMaxMin
Kafka - 

Records_Lag 最小值

TaskManger 上报的 Kafk

lag 指标最小值

RecordsLagMaxSum
Kafka - 

Records_Lag 最大值

TaskManger 上报的 Kafk

lag 指标的求和值

RecordsLagMaxAvg
Kafka - 

Records_Lag 均值

TaskManger 上报的 Kafk

lag 指标的均值

RecordsLagMax

Kafka - 

Records_Lag 最大指

标

TaskManger 上报的 Kafk

lag 指标

Sourceidletime
Source 处理的空闲时

间
Source 处理的空闲时间

Currentfetcheventtimelag Source Fetch消息的 Source Fetch消息的延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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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时间 (EmitTime-

messageTimestamp)

Dbflushdelay Sink 刷新延迟 Sink 刷新延迟

JobmanagerTaskslotstotal 任务槽总数

Oceanus 中一个 TaskMa

只有一个任务槽，因此任务槽

于注册的 TaskManager 数

JobmanagerStatusJvmMemoryProcess

Memoryused

JobManager 所在的 

JVM 的物理内存用量

JobManager 所在的 JVM

内存用量

JobmanagerMemoryDirectCount
JobManager 堆外直

接内存中的缓存数

JobManager 堆外直接内存

（Direct Buffer Pool）中

（Buffer）个数

JobmanagerMemoryDirectTotalcapacit

y

JobManager 堆外直

接内存总容量

JobManager 堆外直接内存

（Direct Buffer Pool）的

JobmanagerMemoryDirectMemoryused
JobManager 堆外直

接内存使用量

JobManager 堆外直接内存

（Direct Buffer Pool）的

JobmanagerMemoryMappedCount
JobManager 堆外存

缓存个数

JobManager 堆外映射内存

（Mapped Buffer Pool）

（Buffer）个数之和

JobmanagerMemoryMappedTotalcapa

city

JobManager 堆外映

射内存的总容量

JobManager 堆外映射内存

（Mapped Buffer Pool）

量

JobmanagerMemoryMappedMemoryus

ed

JobManager 堆外映

射内存的使用量

JobManager 堆外映射内存

（Mapped Buffer Pool）

JobTotalnumberofcheckpoints Checkpoint 总次数
Checkpoint 总次数（进行

成和失败的总和）

Currentemiteventtimelag

CDC Source 处理发

送下游的时间与消息本

身时间差

CDC Source 处理发送下游

与消息本身时间差

TaskmanagerJobTaskOperatorSchema CDC Schema 变更次 CDC Schema 变更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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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入参说明

查询云服务器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STREAM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tjob_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作业 ID

change 数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tjob_id 作业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job_id 具体作业 ID

输入具体作业 ID ，可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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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服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2-11-01 16:33:12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DTS

监控指标

数据同步

数据订阅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

ReplicationCaptureRps 源实例数据抽取 RPS 个/秒

ap

re

d

ReplicationLoadRps 目标数据装载 RPS 个/秒

ap

re

d

DtsReplicationLag 数据同步延迟时间 s

ap

re

d

DtsReplicationLagData 数据同步延迟数据量 MB

ap

re

d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

ProducerLag
订阅服务当前正在解析的 binlog 与源库最新产生的 

binlog 之间的 gtid 差距个数
个

a

s

ProducerTps 订阅服务每秒解析事务数 个/秒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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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迁移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ProducerLsnLag 订阅服务与源库的 LSN 差距 MB a

s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MigrateCaptureRps 源实例数据抽取 RPS 个/秒 app_id、migratejo

MigrateLag 数据迁移延迟时间 s app_id、migratejo

MigrateLagData 数据迁移延迟数据量 MB app_id、migratejo

MigrateLoadRps 目标数据装载 RPS 个/秒 app_id、migratejo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appId 主账号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appId 具体主账号 ID 输入具体主账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app_id 主账号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app_id 具体主账号 ID 输入具体主账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replicationjobi

d

数据同步实例 ID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replicationjobi

d
数据同步实例  ID

输入数据同步

DescribeS

字段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subscribeid 订阅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1/8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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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数据同步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DT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主账号 ID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replicationjob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数据同步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查询数据订阅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DT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主账号 ID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subscrib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订阅实例 ID

查询数据迁移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DT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app_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主账号 ID 的维度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migratejob_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迁移任务 ID

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subscribeid 订阅实例 ID

输入数据同步

DescribeS

Subscribe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migratejob_id 迁移任务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migratejob_id 迁移任务 ID

输入数据同步

DescribeM

JobId 字段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1/427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1/8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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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最近更新时间：2022-12-02 16:52:40

命名空间

Namespace=QCE/SNOVA

监控指标

集群指标

节点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onnections 连接数 个 appId

LongTxNum 还在进行的长事务查询个数 个 appId

ResQueueNum 默认资源队列使用情况 个 appId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puUtilization CPU 利用率 % appId、

CpuUtilizationMaster CPU 利用率-主节点 % appId、

MemUtilizationMaster 内存利用率-主节点 % appId、

NetworkReceiveThroughput 网络接收吞吐量 Mbps appId、

NetworkReceiveThroughputMaster 网络接收吞吐量-主节点 Mbps appId、

NetworkTransmitThroughput 网络传输吞吐量 Mbps appId、

NetworkTransmitThroughputMaster 网络传输吞吐量-主节点 Mbps appId、

PercentageDiskUsed 磁盘利用率 % ap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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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ReadIops 读取 IOPS 个/秒 appId、

WriteIops 写入 IOPS 个/秒 appId、

ReadLatency 读取延时 ms appId、

WriteLatency 写入延时 ms appId、

ReadThroughput 磁盘读取吞吐量 Mbps appId、

WriteThroughput 磁盘写入吞吐量 Mbps appId、

MemUtilization 内存利用率 % app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appId

主账号 APPID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appId 主账号 APPID

输入主账号具体 APP

号信息控制台中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snovaCluste

rId
集群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snovaCluste

r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 主机信息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st 具体主机信息 输入具体主机信息，例

不同节点的主机 ID 命

master 节点：m

master 备节点：

第一个计算节点：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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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说明

查询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集群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SNOV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主账号具体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snovaCluster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集群 ID

查询云数据仓库 PostgreSQL -节点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SNOVA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主账号具体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snovaCluster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集群 ID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host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主机信息，请根据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填写

第二个计算节点：

第三个计算节点：

第四个计算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