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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器监控组件相关

监控图表相关

云产品监控

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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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页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6

目前腾讯云可观测平台数据的最长保留时间为半年，只支持半年内的监控数据查询。

任何具有腾讯云账号的用户均可以使用腾讯云可观测平台服务。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有独立的权限控制，主账号可以查看所有服务的监控以及告警信息、子账号默认没有任何权限，如需了解更多权限信息请参见 访问管理 。

功能限制

功能 模块 相关限制

拉取指标监控数据

（GetMonitorData

）

接口调用
每个主账号的免费请求额度为100万次/月，超出免费额度后如需继续使用 API 接口请求监控数据，请在开通页

手动开通“API 请求按量付费”，详细计费说明和开通方法请参见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API 计费说明。  

监控数据存储时长

监控粒度 存储时长

秒级 1天

1分钟 15天

5分钟 31天

1小时 93天

1天 186天

说明

云服务器包含 CPU、内存、网络相关指标1分钟监控粒度的存储时长为31天。

权限控制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4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7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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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产品监控指标

概述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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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46

Namespace=QCE/CVM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CPU 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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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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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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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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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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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GPU 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GpuMemTotal GPU 内存总量 GPU 内存总量 MB
Instance

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GpuMemUsage GPU 内存使用率 GPU 内存使用率 %
Instance

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GpuMemUsed GPU 内存使用量 评估负载对显存占用 MB Instance

Id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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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共479页

3600s

、

86400s

GpuPowDraw GPU 功耗使用量 GPU 功耗使用量 W
Instance

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GpuPowLimit GPU 功耗总量 GPU 功耗总量 W
Instance

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GpuPowUsage GPU 功耗使用率 GPU 功耗使用率 %
Instance

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GpuTemp GPU 温度 评估 GPU 散热状态 °C
Instance

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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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网络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LanOuttraffic 内网出带宽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Mbps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LanIntraffic 内网入带宽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入流量 Mbps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LanOutpkg 内网出包量 内网网卡网卡的平均每秒出包量 个/s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LanInpkg 内网入包量 内网网卡网卡的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s InstanceId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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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s、

300s、

3600s

、

86400s

WanOuttraffic 外网出带宽

外网平均每秒出流量速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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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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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WanOutpkg 外网出包量 外网网卡网卡的平均每秒出包量 个/s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WanInpkg 外网入包量 外网网卡网卡的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s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AccOuttraffic 外网出流量 外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MB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TcpCurrEstab TCP  连接数
处于 ESTABLISHED 状态的 TCP 连接数

量
个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TimeOffset
子机 utc 时间和 ntp 时间

差值
子机 utc 时间和 ntp 时间差值 s 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内存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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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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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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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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10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磁盘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说明
单

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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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 60s、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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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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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nstanceId 云服务器实例的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ins-

mm8bs222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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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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硬盘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6

Namespace=QCE/BLOCK_STORAGE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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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度 统计粒度

DiskReadTraffic 硬盘读流量 硬盘每秒读流量 KB/s disk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DiskWriteTraffic 硬盘写流量 硬盘每秒写流量 KB/s disk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DiskReadIops 硬盘读 IOPS 硬盘每秒的读次数 次 diskId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DiskWriteIops 硬盘写 IOPS 硬盘每秒的写次数 次 diskId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DiskAwait 硬盘 IO 等待时间 硬盘 IO 等待时间 ms diskId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DiskSvctm 硬盘 IO 服务时间 硬盘 IO 服务时间 ms diskId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DiskUtil 硬盘 IO 繁忙比率 硬盘IO 繁忙比率 % diskId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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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843#.E7.A3.81.E7.9B.98.E7.9B.91.E6.8E.A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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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 = QCE/BLOCK_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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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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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diskId 云硬盘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disk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diskId 云硬盘的具体 ID

输入实例具体 ID，例如：disk-

test

入参说明

查询云硬盘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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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云数据库 SQL Server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7

Namespace=QCE/SQLSERVER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常见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Cpu CPU 利用率 实例 CPU 消耗的百分比 % resourceId

Transactions 事务数 平均每秒的事务数 次/秒 resourceId

Connections 连接数 平均每秒用户连接数据库的个数 个 resourceId

Requests 请求数 每秒请求次数 次/秒 resourceId

Logins 登录次数 每秒登录次数 次/秒 resourceId

Logouts 登出次数 每秒登出次数 次/秒 resour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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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resourceId

InFlow 输入流量 所有连接输入包大小总和 KB/s resourceId

OutFlow 输出流量 所有连接输出包大小总和 KB/s resourceId

Iops 磁盘 IOPS 每秒磁盘读写次数 次/秒 resourceId

DiskReads 读取磁盘次数 每秒读取磁盘次数 次/秒 resourceId

DiskWrites 写入磁盘次数 每秒写入磁盘次数 次/秒 resourceId

ServerMemory 内存占用 实际内存消耗量 MB resourceId

性能优化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SlowQueries 慢查询 运行时间超过1秒的查询数量 个 resourceId

BlockedProcesses 阻塞数 当前阻塞数量 个 resourceId

LockRequests 锁请求次数 平均每秒锁请求的次数 次/秒 resourceId

UserErrors 用户错误数 平均每秒错误数 次/秒 resourceId

SqlCompilations SQL 编译数 平均每秒 SQL 编译次数 次/秒 resourceId

SqlRecompilations SQL 重编译数 平均每秒 SQL 重编译次数 次/秒 resourceId

FullScans
每秒钟 SQL 做全表扫

描数目
每秒不受限制的完全扫描数 次/秒 resourceId

BufferCacheHitRatio 缓冲区缓存命中率 数据缓存（内存）命中率 % resourceId

LatchWaits 闩锁等待数量 每秒闩锁等待数量 次/秒 resour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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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resour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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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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IoWaits IO 延迟时间 平均网络 IO 延迟时间 Ms resour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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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sourceId

FreeStorage 硬盘剩余容量 硬盘剩余容量百分比 % resour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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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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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resourceId 实例具体的资源 ID

输入实例的具体 resourceId，例如：mssql-

dh0123456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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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MySQL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7

Namespace=QCE/CDB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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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粒度

BytesReceived 内网入流量 每秒接收的字节数 字节/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BytesSent 内网出流量 每秒发送的字节数 字节/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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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puUseRate CPU 利用率
允许闲时超用，CPU 利用率可

能大于100%
%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IOPS IOPS 每秒的输入输出量(或读写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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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MemoryUseRate 内存利用率
允许闲时超用，内存利用率可能

大于100%
%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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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VolumeRate 磁盘利用率 磁盘使用空间/实例购买空间 %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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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共479页

3600s、

86400s

IopsUseRate IOPS 利用率

磁盘 IOPS 利用率：

已使用 IOPS/总 IOPS %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引擎监控（普通）- MyISAM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KeyCacheHitRate myisam 缓存命中率 myisam 引擎的缓存命中率 %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yCacheUseRate myisam 缓存使用率 myisam 引擎的缓存使用率 %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引擎监控（普通）- InnoDB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InnodbCacheHitRate innodb 缓存命中率 Innodb 引擎的缓存命中率 %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nodbCacheUseRate innodb 缓存使用率 Innodb 引擎的缓存使用率 %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nodbNumOpenFiles
当前 InnoDB 打开表的

数量

Innodb 引擎当前打开表的数

量
个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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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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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nodbOsFsyncs innodbfsync 数量
Innodb 引擎每秒调用 fsync 

函数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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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监控（普通）- 连接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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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10s、

60s、

300s、

3600s

MaxConnections 最大连接数 最大连接数 个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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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ThreadsConnected 当前连接数 当前打开的连接的数量 个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Tps 每秒执行事务数
数据库每秒传输的事务处理个

数
个/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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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粒度

ComDelete 删除数 每秒删除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omInsert 插入数 每秒插入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omReplace 覆盖数 每秒覆盖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6400s

ComUpdate 更新数 每秒更新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Queries 总访问量 所有执行的 SQL 语句，包括 

set，show 等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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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s、

3600s、

86400s

QueryRate 访问量占比
每秒执行操作数 QPS/推荐每秒

操作数
%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SelectCount 查询数 每秒查询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SelectScan 全表扫描数 执行全表搜索查询的数量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SlowQueries 慢查询数

查询时间超过 

long_query_time 秒的查询

的个数

个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引擎监控（普通）- 表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CreatedTmpTables 内存临时表数量 创建临时表的数量 个/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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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引擎监控（扩展）- Tmp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CreatedTmpDiskTable

s
磁盘临时表数量 每秒创建磁盘临时表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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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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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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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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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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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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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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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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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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引擎监控（扩展）- InnoDB Row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InnodbRowLockTimeA

vg

InnoDB 平均获取行锁

时间（毫秒）

Innodb 引擎行锁定的平均时

长
ms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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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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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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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nodbRowsRead InnoDB 行读取量 Innodb 引擎每秒读取的行数 行/秒 InstanceId、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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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Type（选

填）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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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引擎监控（扩展）- InnoDB Data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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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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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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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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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的字节数
字节/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引擎监控（扩展）- Handl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HandlerCommit 内部提交数 每秒事务提交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HandlerReadRndNex

t
读下一行请求数 每秒读取下一行的请求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HandlerRollback 内部回滚数 每秒事务被回滚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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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监控（扩展）- Buff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InnodbBufferPoolPagesFre

e
InnoDB 空页数 Innodb 引擎内存空页个数 个

InstanceId、

InstanceType

（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InnodbBufferPoolPagesTot

al
InnoDB 总页数 Innodb 引擎占用内存总页数 个

InstanceId、

InstanceType

（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Requ

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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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

（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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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InstanceType

（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引擎监控（扩展）- 其他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LogCapacity 日志使用量 引擎使用日志的数量 MB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OpenFiles 打开文件数 引擎打开的文件的数量 个/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

86400s

引擎监控（扩展）- 连接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ThreadsCreated 已创建的线程数 创建用来处理连接的线程数 个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ThreadsRunning 运行的线程数 激活的（非睡眠状态）线程数 个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引擎监控（扩展）- 访问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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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Commit 提交数 每秒提交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omRollback 回滚数 每秒回滚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数据库代理（Proxy）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ProxyCpuUseRate CPU 利用率 % InstanceId、InstanceType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ProxyCurrentConnection

s
当前连接数 个 InstanceId、InstanceType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ProxyMemoryUseRate 内存利用率 % InstanceId、InstanceType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ProxyQueries 请求数 个 InstanceId、InstanceType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ProxyRouteMaster 写请求数 个 InstanceId、InstanceType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ProxyRouteSlave 读请求数 个 InstanceId、InstanceType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ProxyMemoryUse 内存占用 MB InstanceId、InstanceType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部署监控（备机）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MasterSlaveSyncDistan 主从延迟距离 主从 binlog 差距 MB InstanceId、 5s、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版权所有：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第25 共479页

ce InstanceTyp

e（选填）

60s、

300s、

3600s

、

86400s

SecondsBehindMaster 主从延迟时间 主从延迟时间 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

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SlaveIoRunning IO 线程状态 IO 线程运行状态
状态值（0-Yes，1-No，

2-Connecting）

InstanceId、

InstanceTyp

e（选填）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SlaveSqlRunning SQL 线程状态 SQL 线程运行状态 状态值（0-Yes，1-No）

InstanceId、

InstanceTyp

e（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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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nstanceId 数据库的实例 ID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名称，例如：

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nstanceId 数据库的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

如：cdb-ebul6659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InstanceType（选

填）
数据库实例类型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

名称，例如：

InstanceType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InstanceType（选

填）

数据库实例类型，默认取值为1，详细取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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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支持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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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仍默认取

值为1）

取值为4：表示拉取实例第二从机（仅金融版实例有第

二从机）的监控数据

输入实例类型，可不

入参，默认取值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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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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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需要拉取只读实例监控数据，InstanceId 需入参为只读实例 ID。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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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Redis

CKV 版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7

Namespace = QCE/REDIS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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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维度

总请求 Qps 1分钟内命令总数除以60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最近5

分钟内求平均值
次/秒钟

redis_uu

id

连接数量
Connection

s
1分钟内连接数总和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最近5

分钟内求和
个

redis_uu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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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粒度数据是按最近5

分钟内求平均值
%

redis_uu

id

入流量 InFlow 1分钟内入流量总和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最近5

分钟内求和
Mb/分钟

redis_uu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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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钟内求最大值
个

redis_uu

id

出流量 OutFlow 1分钟内出流量总和
每分钟采集，5分钟粒度数据是按最近5

分钟内求和
Mb/分钟

redis_uu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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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粒度数据是按最近5

分钟内求和
次/分钟

redis_uu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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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粒度数据是按最近5

分钟内求和
次/分钟

redis_uu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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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粒度数据是按最近5

分钟内求最大值
MB/分钟

redis_uu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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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粒度数据是按最近5

分钟内求最大值
%

redis_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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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redis_uuid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redis_u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redis_uuid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crs-

123456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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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版监控指标（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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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0:01:18

Namespace = QCE/REDIS_MEM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Redis 实例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CpuUtil CPU 使用率 平均 CPU 使用率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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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MemUsed 内存使用量 实际使用内存容量，包含数据和缓存部分 MB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MemUtil 内存使用率 实际使用内存和申请总内存之比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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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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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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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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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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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00s

Connections 连接数量 连接到实例的 TCP 连接数量 个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onnectionsUtil 连接使用率 实际 TCP 连接数量和最大连接数比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Flow 入流量 内网入流量 Mb/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BandwidthUtil 入流量使用率 内网入流量实际使用和最大流量比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FlowLimit 入流量限流触发 入流量触发限流的次数 次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OutFlow 出流量 内网出流量 Mb/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OutBandwidthU

til
出流量使用率 内网出流量实际使用和最大流量比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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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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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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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ncyMax 最大执行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执行时延最大值 m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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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LatencyWrite 写平均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写命令平均执行时延 m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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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ommands 总请求 QPS，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mdRead 读请求 每秒读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mdWrite 写请求 每秒写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mdOther 其他请求 每秒读写命令之外的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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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mdKeyCount Key 请求数 命令访问的 Key 个数 个/秒 instanceid 5s、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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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s、 

3600s

、

86400s

CmdMget Mget 请求数 Mget 命令执行次数 个/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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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次数
次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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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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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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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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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时延指标（command 维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QpsCommand 命令每秒执行次数 命令每秒执行次数 次

instanceid

、

comman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LatencyAvgCommand 执行时延平均值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执行时延平均值 ms

instanceid

、

comman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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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ncyMaxComman

d

执行时延最大值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执行时延最大值 ms instanceid

、

comman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LatencyP99Command P99 延迟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执行时延99%水位线 ms

instanceid

、

comman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Proxy 节点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CpuUtilProxy CPU 使用率 Proxy CPU 使用率 %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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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mdKeyCountProxy Key 请求数 命令访问的 Key 个数 个/秒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mdMgetProxy Mget 请求数 Mget 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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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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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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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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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00s

ConnectionsUtilProx

y
连接使用率 实际 TCP 连接数量和最大连接数比 %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FlowProxy 入流量 内网入流量 Mb/s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BandwidthUtilProx

y
入流量使用率 内网入流量实际使用和最大流量比 %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FlowLimitProxy 入流量限流触发 入流量触发限流的次数 次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OutFlowProxy 出流量 内网出流量 Mb/s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OutBandwidthUtilPro

xy
出流量使用率 内网出流量实际使用和最大流量比 %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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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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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LatencyMaxProxy 最大执行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执行时延最大值 ms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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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ncyReadProxy 读平均时延 Proxy 到 Redis Server 的读命令平均执行时延 ms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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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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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p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Redis 节点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CpuUtilNode CPU 使用率 平均 CPU 使用率 %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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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onnectionsUtilN

ode
连接使用率 节点连接数使用率 %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MemUsedNode 内存使用量 实际使用内存容量，包含数据和缓存部分 MB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MemUtilNode 内存使用率 实际使用内存和申请总内存之比 %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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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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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共479页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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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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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ReplDelayNode 复制延迟 副本节点的相对主节点命令延迟长度 Byte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ommandsNode 总请求 QPS，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mdReadNode 读请求 每秒读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mdWriteNode 写请求 每秒写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mdOtherNode 其他请求 每秒读写命令之外的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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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命令次数
次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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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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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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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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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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

、rnodeid

5s、 

60s、 

300s、 

3600s

、

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nstanceid 实例 ID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nstanceid 实例具体 ID

输入实例的具体 Redis 实例 ID，例如：tdsql-123456 也可以

是实例串号，例如：crs-ifmymj41，可通过 查询 Redis 实例列

表接口  查询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rnodeid redis 节点 ID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r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rnodeid redis 具体节点 ID 输入 Redis 具体节点 ID，可以通过 查询实例节点信息  接口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pnodeid

proxy 节点 ID 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pnodeid proxy 具体节点 ID 输入 proxy 具体节点 ID，可以通过 查询实例节点信息  接口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command 命令字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command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command 具体命令字 输入具体命令字，例如：ping、get等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9/200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9/486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9/48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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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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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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MongoDB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0 16:53:38

Namespace = QCE/CMONGO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MongoDB

1. 请求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Inserts 写入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写入次数 次 target（实例 ID）

Reads 读取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读取次数 次 target（实例 ID）

Updates 更新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更新次数 次 target（实例 ID）

Deletes 删除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删除次数 次 target（实例 ID）

Counts count 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 count 次数 次 target（实例 ID）

Success 成功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成功请求次数 次 target（实例 ID）

Commands command 请求次数 单位时间内 command 请求次数 次 target（实例 ID）

Qps 每秒钟请求次数 每秒操作数，包含 CRUD 操作 次/秒 target（实例 ID）

CountPerSecond 每秒钟 count 请求次数 每秒钟 count 请求次数 次/秒 target（实例 ID）

DeletePerSecond 每秒钟 delete 请求次数 每秒钟 delete 请求次数 次/秒 target（实例 ID）

InsertPerSecond 每秒钟 insert 请求次数 每秒钟 insert 请求次数 次/秒 target（实例 ID）

ReadPerSecond 每秒钟 read 请求次数 每秒钟 read 请求次数 次/秒 target（实例 ID）

UpdatePerSecond 每秒钟 update 请求次数 每秒钟 update 请求次数 次/秒 target（实例 ID）

2. 时延请求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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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target（实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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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target（实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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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target（实例 

ID）

AvgAllRequestDe

lay
所有请求平均延迟 所有请求平均延迟 ms

target（实例 

ID）

3. 连接数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ClusterConn 集群连接数 集群总连接数，指当前集群 proxy 收到的连接数 次
target（实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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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rget（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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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4. 系统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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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rget（实例 ID）

5. 出入流量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ClusterNetin 入流量 集群网络入流量 Bytes target（实例 ID）

ClusterNetout 出流量 集群网络出流程 Bytes target（实例 ID）

MongoDB 副本集

1. 系统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ReplicaDiskusage 磁盘使用率 副本集容量使用率 %
target（副本集 

ID）

2. 主从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SlaveDelay 主从延迟 主从单位时间内平均延迟 秒 target（副本集 ID）

Oplogreservedtime oplog 保存时间 oplog 记录中最后一次操作和首次操作时间差 小时 target（副本集 ID)

3. Cache 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CacheDirty Cache 脏数据百分比 当前内存 Cache 中脏数据百分比 %
target（副本集 

ID)

CacheUsed Cache 使用百分比 当前 Cache 使用百分比 %
target（副本集 

ID)

HitRatio Cache 命中率 当前 Cache 命中率 %
target（副本集 

ID)

Mongo 节点

1. 系统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CpuUsage CPU 使用率 CPU 使用率 % target（节点 ID)

MemUsage 内存使用率 内存使用率 % target（节点 ID)

NetIn 网络入流量 网络入流量 MB/s target（节点 ID)

NetOut 网络出流量 网络出流量 MB/s target（节点 ID)

Disk 节点磁盘用量 节点磁盘用量 MB target（节点 ID)

Conn 连接数 连接数 次 target（节点 ID)

ActiveSession 活跃 session 数量 活跃 session 数量 次 target（节点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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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共479页

NodeOplogReservedTi

me

Oplog 保存时长 节点 oplog 保存时长 - target（节点 ID)

NodeHitRatio Cache 命中率 Cache 命中率 % target（节点 ID)

NodeCacheUsed Cache 使用百分比 Cache 内存在总内存中占比 % target（节点 ID)

NodeSlavedelay 主从延迟 从节点延迟 s target（节点 ID)

Diskusage 节点磁盘使用率 节点磁盘使用率 % target（节点 ID)

Ioread 磁盘读次数 磁盘读 IOPS 次/秒 target（节点 ID)

Iowrite 磁盘写次数 磁盘写 IOPS 次/秒 target（节点 ID)

NodeCacheDirty Cache 脏数据百分比 Cache 中脏数据比例 % target（节点 ID)

2. 读写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Qr Read 请求等待队列中的个数 Read 请求等待队列中的个数 个 target（节点 ID)

Qw Write 请求等待队列中的个数 Write 请求等待队列中的个数 个 target（节点 ID)

Ar WT 引擎的ActiveRead Read 请求活跃个数 个 target（节点 ID)

Aw WT 引擎ActiveWrite Write 请求活跃个数 个 target（节点 ID)

3. 时延&请求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NodeAvgAllRequestDel

ay
所有请求平均时延 节点所有请求平均延迟 ms target（节点 ID)

NodeDelay100 节点延迟超过100毫秒请求量 节点延迟超过100毫秒请求量 次 target（节点 ID)

NodeDelay10
节点延迟介于10-50毫秒间请

求量
节点延迟介于10-50毫秒间请求量 次 target（节点 ID)

NodeDelay50
节点延迟介于50-100毫秒间请

求量
节点延迟介于50-100毫秒间请求量 次 target（节点 ID)

NodeSuccessPerSeco

nd
节点每秒钟请求成功数 节点每秒钟请求成功数 次/秒 target（节点 ID)

NodeCountPerSecond 节点每秒钟 count 请求次数 节点每秒钟 count 请求次数 次/秒 target（节点 ID)

NodeDeletePerSecond 节点每秒钟 delete 请求次数 节点每秒钟 delete 请求次数 次/秒 target（节点 ID)

NodeInsertPerSecond 节点每秒钟 insert 请求次数 节点每秒钟 insert 请求次数 次/秒 target（节点 ID)

NodeReadPerSecond 节点每秒钟 read 请求次数 节点每秒钟 read 请求次数 次/秒 target（节点 ID)

NodeUpdatePerSecon

d
节点每秒钟 update 请求次数 节点每秒钟 update 请求次数 次/秒 target（节点 ID)

SuccessPerSecond 总请求 节点每秒钟请求成功数 次/秒 target（节点 ID)

4. TTL 索引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含义 单位 维度

TtlDeleted TTL 删除的数据条数 TTL 删除的数据条数 个 target（节点 ID)

TtlPass TTL 运转轮数 TTL 运转轮数 个 target（节点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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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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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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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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target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target 视查询维度而定 请参见 取值参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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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ensions.0.value 取值参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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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集 ID
cmgo-6ielucen_0

cmgo-6ielucen_2

在实例 ID 后面拼接 “_索引号”可以得到副本集 ID。

“索引号”从0开始，最大值为副本集个数-1；副本集实例只有一个副本集，所以固定

拼接“_0”即可；分片实例有多个片，每一片都是副本集，例如：第3个片的副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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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该副本集的主节点 ID

在副本集 ID 后面拼接“-node-slave 从节点索引号”可得到对应的从节点的 

ID，“从节点索引号”从0开始，最大值为从节点个数-1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go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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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PostgreSQL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7

Namespace = QCE/POSTGRES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描述 维度 统计粒度

Cpu CPU 利用率 % CPU 实际利用率 resourceId

5s、

60s、

300s

Storage 已用存储空间 GB 整实例空间占用大小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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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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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TempFileSize 临时文件大小 MB 临时文件的大小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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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Qps 每秒查询数 次/秒 平均每秒执行的 SQL 语句数量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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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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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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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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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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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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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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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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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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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LongIdleInX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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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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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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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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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ReadWriteCalls 请求数 次 一个统计周期内的总请求数 resourceId

5s、

60s、

300s

ReadCalls 读请求数 次 一个统计周期内的读请求数 resourceId

5s、

60s、

300s

WriteCalls 写请求数 次 一个统计周期内的写请求数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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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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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SqlRuntimeA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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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SqlRuntime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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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SqlRuntime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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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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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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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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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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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Apply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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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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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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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2pc 2pc事务数 个 对数据库发起采集时，当前的 2PC 事务数量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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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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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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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TupUpdated 每秒更新记录数 个
平均每秒更新的 tupe 数量。只读实例无此指

标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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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Id

5s、

60s、

300s

TupReturned
每秒全表扫描记录

数
个 平均每秒全表扫描的 tupe 数量 resourceId

5s、

60s、

300s

Deadlocks 死锁数 个 在一个采集周期内的所有死锁数 resourceId

5s、

60s、

300s

Memory 内存占用量 MB 内存已使用量 resour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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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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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resourceId resourceId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resour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resourceId 实例具体的 resourceId 输入实例的具体 resourceId，例如：postgr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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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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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TDSQL-C MySQL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7

Namespace=QCE/CYNOSDB_MYSQL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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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s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BytesReceived 每秒接收客户端流量 MB/s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ComDelete 删除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ComInsert 插入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ComUpdate 更新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MemoryUse 内存使用量 MB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ComSelect 查询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MaxConnections 最大连接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CreatedTmpTables 临时表的数量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CacheHitRate InnoDB引擎缓存命中率 %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CacheUseRate InnoDB引擎缓存使用率 %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SlowQueries 慢查询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ThreadsRunning 运行的线程数 个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HandlerRollback 内部回滚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HandlerCommit 内部提交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RowsDeleted InnoDB行删除量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RowsInserted InnoDB行插入量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RowsUpdated InnoDB行更新量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RowsRead InnoDB行读取量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Requests InnoDB缓冲池写入次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Memoryuserate 内存使用率 %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Comreplace 覆盖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Threadscreated 已创建的线程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Selectscan 全表扫描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TmpVolumeUsage 临时表空间使用量 GB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UndoVolumeUsage undo表空间使用量 GB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DataVolumeUsage 数据表空间使用量 GB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Storageuserate 存储使用率 %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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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use 存储使用量 GB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Connectionuserate 连接数利用率 %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Comrollback 回滚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Selectfulljoin 全表扫描复合查询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Sortmergepasses 排序合并通过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Qcacheuserate Qcache使用率 %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Tablelockswaited 等待表锁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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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ocksimmediate 立即释放的表锁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Tableopencachemisses 表打开缓存未命中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osfilereads 读磁盘数量 个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osfilewrites 写磁盘数量 个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osfsyncs InnoDB_fsyncs数 个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numopenfiles 当前InnoDB打开表的数量 个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dataread InnoDB读取量 B/s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datareads InnoDB总读取量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datawrites InnoDB总写入量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datawritten InnoDB写入量 B/s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rowlocktimeavg InnoDB平均获取行锁时间 ms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rowlockwaits InnoDB等待行锁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logwaits InnoDB日志等待写入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logwrites InnoDB日志物理写入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logwriterequests InnoDB日志物理写请求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Createdtmpdisktables 临时表数量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Createdtmpfiles 临时文件数量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Handlerreadrndnext 读下一行请求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bufferpoolpagesfree InnoDB空页数 个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bufferpoolpagestotal InnoDB总页数 个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s InnoDB物理读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Selectfullrangejoin 范围扫描复合查询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Openfiles 打开文件总数 个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Tableopencachehits 表打开缓存命中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Comcommit 提交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Threadsconnected 当前打开连接数 个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Qcachehitrate Qcache命中率 %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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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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uuserate CPU使用率 %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Replicationdelay 复制延迟 ms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Qps 每秒执行操作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Replicationdelaydistance 复制落后的lsn距离 B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Replicationstatus 复制状态 -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Tps 每秒执行事务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Queries 总请求数 个/秒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bufferpoolpagesdirty InnoDB脏页数 个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datapendingwrites InnoDB挂起写入数 个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Innodbdatapendingreads InnoDB挂起读取数 个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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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nstanceId 数据库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nstanceId 数据库的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cynosdbmysql-ins-

12ab34cd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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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TcaplusDB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7

Namespace = QCE/TCA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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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Avgerror 平均错误率 表格操作平均错误的比例 % TableInstanceId、ClusterId

Writelatency 平均写时延 表格一般操作的错误比例 微秒 TableInstanceId、ClusterId

Comerror 一般错误率 对表格实际读取的容量单位数量 % TableInstanceId、ClusterId

Readlatency 平均读时延 平均读取数据时延 微秒 TableInstanceId、ClusterId

Volume 存储容量 表格所占用的存储容量 KBytes TableInstanceId、ClusterId

Syserror 系统错误率 系统错误比例 % TableInstanceId、ClusterId

Writecu 实际写容量单位 平均写入数据时延 个/秒 TableInstanceId、ClusterId

Readcu 实际读容量单位 对表格实际写入的容量单位数量 个/秒 TableInstanceId、Cluste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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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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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Table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TableInstanceI

d
数据库的具体的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tcaplus-123abc456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ClusterId 集群 ID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cluster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

e
Cluster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的集群 ID，例如：clus-12345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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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MariaDB 监控指标

节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8

Namespace = QCE/MARIADB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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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BinlogDiskAvailableNode 剩余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DB 节点剩余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GB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BinlogUsedDiskNode 已用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DB 节点已用 Binlog 日志磁盘空间 GB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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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adsConnected/ConnMax
%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puUsageRateNode CPU 利用率 DB 节点 CPU 使用率 %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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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Id

60s、

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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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DeleteTotalNode DELETE 请求数 DB 节点 Delete 请求数 次/秒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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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00s

IOUsageRateNode IO 利用率 DB 节点 IO 利用率 %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s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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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A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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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Req

uestsNode
innodb 缓冲池读页次数 DB 节点 innodb 缓冲池读页次数 次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nodbRowsDeletedNode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

数

DB 节点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

数
行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nodbRowsInsertedNode innodb 执行 INSERT 行数
DB 节点 innodb 执行 INSERT 行

数
行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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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nodbRowsUpdatedNode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

数

DB 节点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

数
行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sertTotalNode INSERT 请求数 DB 节点 INSERT 请求数 次/秒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LongQueryCountNode 慢查询数 DB 节点慢查询数 次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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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Id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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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

86400s

MemHitRateNode 缓存命中率 DB 节点缓存命中率 %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ReplaceSelectTotalNode
REPLACE_SELECT 请求

数

DB 节点 REPLACE-SELECT 请

求数
次/秒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ReplaceTotalNode REPLACE 请求数 DB 节点 REPLACE 请求数 次/秒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RequestTotalNode 总请求数 DB 节点总请求数 次/秒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SelectTotalNode SELECT 请求数 DB 节点 SELECT 请求数 次/秒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SlaveDelayNode 备延迟 DB 节点备延迟 秒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UpdateTotalNode UPDATE 请求数 DB 节点 UPDATE 请求数 次/秒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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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ConnMaxNode 最大连接数 DB 节点最大连接数 次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sMaster 是否为主 DB 表示这个 DB 节点是否为主 DB -
InstanceId

,NodeId
60s

ThreadsRunningCountNod

e

运行线程数 DB 节点 Threads_running 数值 个 InstanceId

,Node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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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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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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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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tdsql-9kjauqq1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NodeId 节点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NodeId 具体节点 ID 输入具体节点 ID，例如：877adc0ada3e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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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8

Namespace = QCE/MARIADB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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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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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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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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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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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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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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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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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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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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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dbBufferPoolRea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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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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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

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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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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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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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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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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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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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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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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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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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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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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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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RequestTotal 总请求数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取值为实例主节点总请求数

和所有备节点 SELECT 请求数的和

次/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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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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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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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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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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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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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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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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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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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MariaDB -实例级别监控指标入参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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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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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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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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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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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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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MaxSlaveCpuUsageR

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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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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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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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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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tdsql-9kjauqq1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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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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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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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 版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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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8

Namespace = QCE/TDMYSQL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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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BinlogDiskAvailableNode
剩余 Binlog 日志磁

盘空间

DB 节点剩余 Binlog日志磁盘空

间

G

B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BinlogUsedDiskNode
已用 Binlog 日志磁

盘空间

DB 节点已用 Binlog日志磁盘空

间

G

B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ConnUsageRateNode DB 连接使用率

DB 节点连接使用率，计算方式

为 

ThreadsConnected/ConnM

ax

%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CpuUsageRateNode CPU 利用率 DB 节点 CPU 使用率 %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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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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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DeleteTotalNode DELETE 请求数 DB 节点 Delete 请求数
次/

秒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IOUsageRateNode IO 利用率 IO 利用率 %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sNode
innodb 磁盘读页次

数
DB 节点 innodb磁盘读页次数 次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AheadNod

e

innodb 缓冲池预读

页次数

DB 节点 innodb缓冲池预读页

次数
次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RequestsN

ode

innodb 缓冲池读页

次数

DB 节点 innodb缓冲池读页次

数
次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RowsDeletedNode
innodb 执行 

DELETE 行数

DB 节点 innodb执行 

DELETE 行数
行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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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dbRowsInsertedNode innodb 执行 

INSERT行数

DB 节点 innodb执行 INSERT 

行数

行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RowsReadNode
innodb 执行 READ 

行数

DB 节点 innodb执行 READ 行

数
行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RowsUpdatedNode
innodb 执行 

UPDATE 行数

DB 节点 innodb执行 

UPDATE 行数
行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sertTotalNode INSERT 请求数 DB 节点 INSERT 请求数
次/

秒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LongQueryCountNode 慢查询数 DB 节点慢查询数 次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MemAvailableNode 可用缓存空间 DB 节点可用缓存空间
G

B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MemHitRateNode 缓存命中率 DB 节点缓存命中率 %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ReplaceSelectTotalNode
REPLACE_SELE

CT 请求数

DB 节点 REPLACE-

SELECT请求数

次/

秒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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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RequestTotalNode 总请求数 DB 节点总请求数
次/

秒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SelectTotalNode SELECT 请求数 DB 节点 SELECT 请求数
次/

秒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SlaveDelayNode 备延迟 DB 节点备延迟 秒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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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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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ConnMaxNode 最大连接数 DB 节点最大连接数 个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IsMaster 是否为主 DB 表示这个 DB 节点是否为主 DB -

Instance

Id,NodeI

d

60s

ThreadsRunningCountNode 运行线程数 DB 节点 Threads_running 

数值

个 Instance

Id,NodeI

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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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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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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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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tdsqlshard-9kjauqq1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NodeId 节点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NodeId 具体节点 ID 输入具体节点 ID，例如：877adc0ada3e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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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8

Namespace = QCE/TDMYSQL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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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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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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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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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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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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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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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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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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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Ahe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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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Requ

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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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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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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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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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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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nodbRowsUpdated

innodb 执行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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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DATE 行数
行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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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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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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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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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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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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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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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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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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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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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片的备延迟为这个分片的所有备节点延迟的

最小值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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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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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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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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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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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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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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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个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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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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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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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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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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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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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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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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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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

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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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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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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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tdsqlshard-9kjauqq1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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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8

Namespace = QCE/TDMYSQL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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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DataDiskAvailableSha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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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DataDiskUsedRateSha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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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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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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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s

S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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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

AheadS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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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BufferPoolRead

RequestsShard

innodb缓冲

池读页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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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页次数

次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RowsDeletedSh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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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RowsInsertedSh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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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RowsReadS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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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InnodbRowsUpdatedSh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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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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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LongQueryCountS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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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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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400s

MasterSwitchedTotalS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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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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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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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ReplaceSelectTotalSha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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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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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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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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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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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ThreadsConnectedSha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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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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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ActiveThreadCountSha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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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BinlogDiskAvailableSha

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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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yt

es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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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yt

es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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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Shard

Id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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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Shard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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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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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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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tdsqlshard-9kjauqq1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ShardId 分片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Shard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ShardId 具体分片 ID 输入分片 ID，例如：shard-i6f4sf12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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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 版监控指标（旧）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8

Namespace=QCE/DC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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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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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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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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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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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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dbBufferPoolRead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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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uuid 数据库实例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u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uuid 实例具体的 uuid

输入实例具体 uuid，例如：

tdsqlshard-12345678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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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shard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

e
shardId 实例具体的 shardId

输入实例具体分片 ID，例如：

shard-0mzlzl89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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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TBase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8

Namespace = QCE/TBASE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周期

CpuUsedPct CPU利用率 %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CpuUsedPctNode CPU利用率 %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CapacityUsage 已使用容量 GB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WriteRequests 写请求数 个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WriteRequestsNode 写请求数 个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XlogDiff 主备xlog同步差异 B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XlogDiffNode 主备xlog同步差异 B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TotalRequests 总请求数 个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TotalRequestsNode 总请求数 个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Connections 连接数 个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XidSyncDelay XLOG同步延迟 ms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XidSyncDelayNode XLOG同步延迟 ms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SqlRuntimeMax 最大TOP10执行耗时 ms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SqlRuntimeMaxNode 最大TOP10执行耗时 ms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MasterSwitch 主备切换次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MasterSwitchNode 主备切换次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SqlRuntimeAvg 平均SQL执行耗时 ms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SqlRuntimeAvgNode 平均SQL执行耗时 ms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SqlRuntimeMin 最小TOP10执行耗时 ms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SqlRuntimeMinNode 最小TOP10执行耗时 ms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ErrorRequests 错误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ErrorRequestsNode 错误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ReadRequests 读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ReadRequestsNode 读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TwoPhaseCommitTrxs 残留两阶段事务数目 个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TwoPhaseCommitTrxsNod

e
残留两阶段事务数目 个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OtherRequests 其他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OtherRequestsNode 其他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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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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cheHitPct 缓存命中率 %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CapacityUsedPct 容量使用率 %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CapacityUsageNode 已使用容量 GB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ConnectionsNode 连接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CacheHitPctNode 缓存命中率 %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CapacityUsedPctNode 容量使用率 %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XidRemain 剩余XID数量 个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XidRemainNode 剩余XID数量 个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MemUsedPctNode 内存利用率 %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IopsNode IO吞吐量 次/秒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UserRequests 业务请求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UpdateRequestsNode 更新请求数 次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MemUsedPct 内存利用率 %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Iops IO吞吐量 次/秒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UserRequestsNode 业务请求数 个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UpdateRequests 更新请求数 个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DeleteRequests 删除请求数 个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DeleteRequestsNode 删除请求数 个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InsertRequests 插入请求数 个 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InsertRequestsNode 插入请求数 个 InstanceId、NodeId 60s、300s、3600s、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nstanceI

d
云数据库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

d
云数据库实例的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ins-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NodeId 云数据库节点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NodeId 云数据库节点的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877adc0ada3e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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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一体机 TData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8

Namespace = QCE/TDATA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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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粒度

TablespaceCapacity 单个表空间总容量 GB
InstanceId、

Tablespace
60s、300s

DataFileNum 数据文件个数 个
InstanceId、

Tablespace
60s、300s

TablespaceUsedCapacit

y
单个表空间已使用容量 GB

InstanceId、

Tablespace
60s、300s

TablespaceUsedPct 单个表空间使用率 %
InstanceId、

Tablespace
60s、300s

FraUsedPct 闪回区使用率 % InstanceId 60s、300s

BufferBusyWaits 缓存区忙等待 个 InstanceId 60s、300s

DbHitRatio 缓存命中率 % InstanceId 60s、300s

BlockingSessions 阻塞会话数 个 InstanceId 60s、300s

DeadLock 死锁次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

ExecuteCount 执行次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

HardParseRatio 硬解析比例 % InstanceId 60s、300s

HardParseCount 硬解析次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

TotalParseCount 总解析次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

QueryLock 查询锁次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

QueryRollbacks 查询回滚次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

SessionUsedPct 会话使用率 % InstanceId 60s、300s

UserCommits 用户提交次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

TableScanRowsGotten 表扫描获取行数 行 InstanceId 60s、300s

LongTableScans 大表扫描次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

UserActiveSessions 用户活跃会话数 个 InstanceId 60s、300s

UserSessions 用户会话数 个 InstanceId 60s、300s

TablespaceMaxUsedPct 表空间最大使用率 % InstanceId 60s、300s

ArchiveDest2GapStatus 归档日志2间隔状态

0-NO CONFIG

1-NO GAP

- InstanceId 60s、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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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LOG SWITCH GAP

3-RESOLVABLE GAP

4-UNRESOLVABLE GAP

ArchiveDest3Gap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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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s、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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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s、300s

TotalAssignedCapacity 总分配容量 GB InstanceId 60s、300s

RacInstanceCount RAC 节点个数 个 InstanceId 60s、300s

RmanBackupStatus

RMAN 备状态

0-FAILED

1-COMPLETED

2-COMPLETED WITH 

WARNING

3-COMPLETED WITH ERROR

- InstanceId 60s、300s

PhysicalWrites 数据块写次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

PhysicalReads 数据块读次数 次 InstanceId 60s、300s

DatabaseRole 数据库运行角色 个 InstanceId 60s、3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nstanceId 实例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nstanceId 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Tablespace 表空间名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Tablespac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Tablespace 具体表空间名 输入具体表空间名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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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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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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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独享集群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8

Namespace=QCE/EX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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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CpuUsageRate 主机Cpu使用率 % hostId、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MemoryUsageRate 主机内存使用率 % hostId、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MemoryUsageAmount 主机内存使用量 MB hostId、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DiskUsageRate 主机磁盘使用率 % hostId、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DiskUsageAmount 主机磁盘使用量 GB hostId、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DiskWriteCount 主机磁盘写次数 次 hostId、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DiskReadCount 主机磁盘读次数 次 hostId、instanceId 60s、300s、3600s、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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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hos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dbdc-2fz12345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hostId 主机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hostId 具体主机 ID 输入具体主机 ID，例如：svr-d6m12345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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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QL-C PostgreSQL 版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9

Namespace=QCE/CYNOSDB_POSTG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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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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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s、3600s、86400s

Memoryusagerate 内存使用率 %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s、86400s

ReadWriteCalls 总请求数 个/秒 InstanceId 5s、10s、60s、300s、3600s、86400s

ReadCalls 读请求数 个/秒 InstanceId 5s、10s、60s、300s、3600s、86400s

SqlRuntimeAvg 平均执行时延 ms InstanceId 5s、10s、60s、300s、3600s、86400s

StorageUsage 存储使用量 GB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WriteCalls 写请求数 个/秒 InstanceId 5s、10s、60s、300s、3600s、86400s

DbConnections 总连接数 个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CpuUsageRate CPU利用率 % InstanceId 5s、60s、300s、3600s、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nstanceId

TDSQL-C PostgreSQL  实例 

ID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nstanceId

TDSQL-C PostgreSQL 的实

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tdcpg-ins-1abc2df3，可

通过 DescribeClusterInstances  查询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56/7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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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库 KeeWiDB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11:53:21

Namespace=QCE/KEEWIDB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实例维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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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mdErr 执行错误 
每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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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mdKeyCount Key请求数 每秒命令访问的 Key 的个数 个/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mdMget Mget请求数 每秒Mget 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onnections 连接数量 接到实例的 TCP 连接数量 个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onnectionsUtil 连接使用率 实际 TCP 连接数量和最大连接数占比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BandwidthUtil 入流量使用率 内网入流量实际使用和最大流量比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Flow 入流量 内网入流量
MBit/

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FlowLimit 入流量限流触发 入流量触发限流的次数 次 instan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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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86400s

LatencyAvg 平均执行时延 Proxy 到 KeeWiDB 的执行时延平均值 m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tencyMax 最大执行时延 Proxy 到 KeeWiDB  的执行时延最大值 m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tencyOther 其他命令平均时延 
Proxy 到 KeeWiDB  除读写命令之外命令的平

均执行时延
m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tencyP99 P99时延 Proxy 到 KeeWiDB 的执行时延99%的水位线 m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tencyRead 读平均时延 Proxy 到 KeeWiDB 的读命令平均执行时延 m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tencyWrite 写平均时延 Proxy 到 KeeWiDB 的写命令平均执行时延 m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OutBandwidthUtil 出流量使用率 内网出流量实际使用和最大流量比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OutFlow 出流量 内网出流量
MBit/

s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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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Keys key总个数 实例存储的总 Key 个数（一级 Key） 个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Expire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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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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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86400s

KeeDataUtil 持久内存使用率 持久内存容量的使用百分比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DataUsed 持久内存使用量 持久内存已经使用的容量大小 MB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Commands 总请求 QPS，每秒命令执行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CmdRead 读请求 每秒读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CmdWrite 写请求 每秒写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CmdOther 其他请求 每秒除读写请求之外的其他命令的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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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的命令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MaxCpuUtil
节点最大CPU使用

率 
实例中的分片节点中最大的CPU使用率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MaxDiskUtil
节点最大磁盘使用

率 
实例中的分片节点中最大的磁盘使用率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MaxMemUtil
节点最大持久内存

使用率 
实例中的分片节点中最大的持久内存使用率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KeyspaceHitUtil 缓存命中率 指在使用缓存系统时，请求的数据在缓存中被找到

的比例。缓存命中率 = 缓存命中次数 / 总请求数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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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共479页

3600s、 

86400s

KeeDiskUsed 硬盘使用量 硬盘已经使用的容量 MB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DiskUtil 硬盘使用率 硬盘已经使用的容量与最大容量的占比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DiskIops 硬盘IOPS使用量 每秒硬盘进行输入输出操作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CpuUtil CPU使用率 KeeWiDB 节点 CPU 使用率 % instanc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Proxy 维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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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mdErrProxy 执行错误
每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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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mdOtherProxy 其他请求 每秒读写命令之外的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mdKeyCountProxy Key请求数 每秒命令访问的 Key 个数 个/秒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mdMgetProxy Mget请求数 每秒Mget 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mdReadProxy 读请求 每秒读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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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86400s

CmdWriteProxy 写请求 每秒写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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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onnectionsUtilProx

y
连接使用率 实际 TCP 连接数量和最大连接数占比 %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puUtilProxy CPU使用率 Prxoy节点的 CPU使用率 %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BandwidthUtilProx

y
入流量使用率 内网入流量实际使用和最大流量比 %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FlowProxy 入流量 内网入流量 MBit/s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InFlowLimitProxy 入流量限流触发 入流量触发限流的次数 次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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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tencyMaxProxy 最大执行时延 Proxy 到 KeeWIDB 的执行时延最大值 ms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tencyOtherProxy
其他命令平均时

延 

Proxy 到 KeeWIDB的读写命令之外的命令平均

执行时延
ms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tencyP99Proxy P99时延 Proxy 到  KeeWIDB 的执行时延99%的水位线 ms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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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86400s

LatencyReadProxy 读平均时延 Proxy 到 KeeWIDB 的读命令平均执行时延 ms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tencyWriteProxy 写平均时延 Proxy 到 KeeWIDB 的写命令平均执行时延 ms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OutBandwidthUtilPro

xy
出流量使用率 内网出流量实际使用和最大流量比 %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OutFlowProxy 出流量 内网出流量 MBit/s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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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ProxyCommandsPro

xy
总请求 Proxy 节点的QPS，每秒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proxy_nodei

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widb维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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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ExpireKeys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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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DataUtilKee 持久内存使用率 持久内存容量的使用百分比 %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DataUsedKee 持久内存使用量 持久内存已经使用的容量大小 MBy

tes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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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86400s

KeeCpuUtilKee CPU使用率 KeeWIDB 节点的 平均 CPU 使用率 %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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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CommandsKee 总请求 KeeWiDB的QPS，每秒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ConnectionsUtil

Kee
连接使用率 实际 TCP 连接数量和最大连接数占比 %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CmdReadKee 读请求 读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CmdWriteKee 写请求 写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CmdOtherKee 其他请求 读写命令之外的命令执行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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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的命令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CmdErrK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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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秒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DiskUsedKee 磁盘使用量 磁盘已经使用的容量大小 MB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DiskUtilKee 磁盘使用率 磁盘容量的使用百分比 %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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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86400s

KeeDiskIopsKee 硬盘IOPS使用量 指硬盘每秒钟可以进行的读写操作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KeeKeyspaceHitUtil

Kee
缓存命中率 指缓存中已经存在的数据在请求中被命中的比例 %

instanceid、

keewidbnod

ei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命令维度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QpsCommand 命令每秒查询率 指数据库实例每秒能够处理的命令查询数量。 个/秒 
instanceid、

comman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tencyAvgComma

nd
命令平均时延 指数据库实例处理所有命令所需的平均时间 ms

instanceid、

comman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tencyMaxComma

nd 
命令最大时延 指数据库处理所有命令所需的最大时延 ms

instanceid、

comman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tencyP99Comma

nd 
命令P99时延 

指数据库实例处理命令的时延中，排除最慢 1% 的

命令后，剩余命令的平均时延
ms

instanceid、

command

5s、 

60s、 

300s、 

3600s、 

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nstanceid

云数据库 KeeWiDB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nstanceid 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可从 DescribeInstances  接口中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proxy_nodeid

 proxy 节点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roxy_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proxy_nodeid 具体 proxy 节点 ID

输入具体 proxy 节点 ID，可从 

DescribeInstanceNodeInfo  接口中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keewidbnodei

d

keewidb 节点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keewidb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keewidbnodei

d

具体 keewidb 节点 

ID 

输入 keewidb 节点 ID ，可从 

DescribeInstanceNodeInfo  接口中获取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0/862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0/862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520/8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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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云数据库 KeeWiDB 实例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KEEWI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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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WI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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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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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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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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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云数据库 KeeWiDB 节点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KEEWI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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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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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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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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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云数据库 KeeWiDB 命令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KEEWI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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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command command 命令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comman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command

具体 command 命

令字
输入具体 command 命令字，例如：ping、get 等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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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函数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9

Namespace = QCE/SCF_V2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请求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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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

alia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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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

alia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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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

alia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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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

alias、

60s、

300s、

3600s、

86400s

DlqFailedNum
dlq 投递失败

次数
dlq 投递失败次数 次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

alias、

60s、

300s、

3600s、

86400s

资源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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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

alias、

60s、

300s、

3600s、

86400s

BillDuration 计费时间 计费时间 ms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

alia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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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

alia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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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

alias、

60s、

300s、

3600s、

86400s

ConfigMem 配置内存 配置内存 MB functionName、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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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on、

namespace、

alia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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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

alias、

60s、

300s、

3600s、

86400s

执行监控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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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alias、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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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alias、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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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alias、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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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alias、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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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alias、

60s、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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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alias、

60s、300s、

3600s、

86400s

FunctionErrorPercent

age
函数错误率 函数错误率 %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alias、

60s、300s、

3600s

ServerErrorPercentag

e
平台错误率 平台错误率 %

functionName、

version、

namespace、alias、

60s、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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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functionNam

e
云函数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function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functionNam

e
云函数的具体名称 输入具体函数名称，例如：test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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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namespace 云函数所在的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函数名称，例如：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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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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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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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函数命名空间由用户自定义，可以在 

ListNamespaces  接口中获取 namespace 详情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

ue
version 云函数版本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version

Instances.N.Dimensions.2.Na

me
version 云函数具体版本 输入函数具体版本，例如：$latest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

ue
alias 云函数别名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alias

Instances.N.Dimensions.2.Na

me
alias 云函数具体别名 输入函数具体别名，例如：test

入参说明

1. 按云函数版本维度拉取指标监控数据：

2. 按云函数别名维度拉取指标监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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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49

Namespace=QCE/CKAF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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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累计用量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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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instanceId

,topi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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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

instanceId

,topicId

CtopicConReq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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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instanceId

,topi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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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instanceId

,topi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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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

instanceId

,topi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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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instanceId

,topi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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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

instanceId

,topicId

CtopicProReq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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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instanceId

,topi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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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nstanceId ckafka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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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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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9

Namespace=QCE/CKAFKA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性能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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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instance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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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instanceI

d

InstanceConReqCou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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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instance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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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instanceI

d

系统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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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

累计用量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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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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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的时间粒度统计求和
MB instanceId

InstanceMaxConFlow 实例消费消息峰值带宽 实例消费消息峰值带宽（消费时无副本的概念）
MB/

s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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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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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所选

择的时间粒度取最新值
条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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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度取最新值
MB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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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的时间粒度统计求和
MB instanceId

InstanceConnectPercenta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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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配额

百分比)
% instanceId

InstanceConsumeBandwidt

hPerce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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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 instanceId

InstanceConsumeGroupNu

m
实例消费分组数量 实例消费分组数量 个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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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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ConsumeGroupPe

rce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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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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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PartitionNum 实例 partition 数量 实例 partition 数量 个 instanceId

InstancePartitionPercenta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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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

InstanceProduceBandwidth

Perce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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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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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ReplicaProduceFlo

w
实例生产消息峰值带宽 实例生产消息峰值带宽（包含副本生产的带宽）

MB/

s
instanceId

InstanceTopicNum 实例 Topic 数量 实例 Topic 数量 个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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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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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ckafka 实例的具体 ID 输入实例具体 ID，例如：ckafka-test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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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49

Namespace=QCE/CKAFKA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消费分组—分区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CpartitionConsumerSpe

ed
分区消费速度

消费分组在该分区的消费速率

（条/分钟）

次/分

钟

consumerGroup,instanceId,topicI

d,partition,topicName

CgroupMaxOffset
消费分组最大 

offset
消费分组该分区当前消费 offset 条

consumerGroup,instanceId,topicI

d,partition,topicName

CtopicMsgOffset
主题级别消费分组 

offset
消费分组该分区当前消费 offset 条

consumerGroup,instanceId,topicI

d,partition,topicName

CtopicUnconsumeMsgC

ount

主题级别未消费消息

个数
消费分组在该分区下未消费消息数 个

consumerGroup,instanceId,topicI

d,partition,topicName

CtopicUnconsumeMsgO

ffset

主题级别未消费消息

堆积量

消费分组在该分区下未消费消息堆

积量
MB

consumerGroup,instanceId,topicI

d,partition,topicName

消费分组—主题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CtopicConsumerSpeed 主题消费速度
当前主题所有分区消费组消费速率总

和

次/分

钟

consumerGroup,instanceId,to

picId,topicName

MaxOffsetTopic
消费分组对应当前 

topic 最大 offset
当前主题中所有分区的最大 offset 条

consumerGroup,instanceId,to

picId,topicName

OffsetTopic

消费分组当前消费 

offset（区分 

offset 最大值）

当前主题所有分区中消费组消费的最

大 offset
条

consumerGroup,instanceId,to

picId,topicName

UnconsumeSizeTopic
消费分组未消费消息

大小

当前主题所有分区消费组未消费消息

大小
MB

consumerGroup,instanceId,to

picId,topicName

UnconsumeTopic
消费分组未消费消息

数

当前主题所有分区消费组未消费消息

总和
条

consumerGroup,instanceId,to

picId,topic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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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consumerGroup 消费分组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consumerGrou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consumerGroup 具体消费分组信息

输入用户需要查看的消费分组信息，例如：perf-

consumer-8330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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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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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
instanceId 具体的实例 ID 输入用户需要查看监控的实例 ID，例如：ckafka-test

Instances.N.Dimensions.2.Na

me
topicId 主题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topicId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

ue
topicId 具体的主题 ID 输入用户订阅主题 ID，例如：topic-test

Instances.N.Dimensions.3.Na

me
partition

partition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artition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

ue
partition 具体 partition 信息 输入 topic 分区信息，例如：0

Instances.N.Dimensions.4.Na

me
topicName 主题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topic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

ue
topicName 具体主题名称 输入用户消费主题的名称，例如：test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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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队列 TDMQ

CMQ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9

Namespace = QCE/TDMQ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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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MQ RocketMQ 版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q

CmqQueueMsgBacklog Queue 消息堆积数量 条
environmentId、

tenantId、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CmqTopicMsgBacklog Topic 消息堆积数量 条
environmentId、

tenantId、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InactiveMsgNum 不可见消息条数 条
appId、resourceId、

resourceName

60s、

300s、

3600s

CmqInactiveMsgPercenta

ge
cmq 不可见消息百分比 %

environmentId、

tenantId、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MsgRateIn 消息生产速率
条/

秒

environmentId、

tenantId、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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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Id、

tenantId、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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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Id、

tenantId、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SubMsgThroughputOut 消息消费流量 B/S
environmentId、

tenantId、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StorageSize 积压消息大小 B
environmentId、

tenantId、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MsgAverageSize 生产消息平均大小 B
environmentId、

tenantId、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StorageBacklogPercenta

ge
消息积压已使用配额百分比 %

environmentId、

tenantId、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CmqRequestCount 该指标用于计算API调用次数费用，并非实际调用次 次 appId、resourceId、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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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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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resourceName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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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environmentId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命名空间，例如："CMQ_QUEUE-test99"，可在 

DescribeCmqQueues  接口中获取，字段名为 

“Namespace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tenantId

集群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tenan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enant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cmqq-xxxxxxxx ，可在 

DescribeCmqQueues  接口中获取，字段名为 “Queu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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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opicName 具体主题名称

具体主题名称，例如：testTopic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
cmq-xxxxxxxx ，可在 DescribeCmqQueues  接口中获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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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appId

主账号的具体 

APPID
输入主账号 APPID，例如：1250000000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resourceId

集群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resour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resource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cmq-xxxxxxxx ，可在 

DescribeCmqQueues  接口中获取，字段名为 “Tenan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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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resourceNam

e
具体主题名称

具体主题名称，例如：testTopic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

cmq-xxxxxxxx ，可在 DescribeCmqQueues  接口中获取，字

段名为 “QueueName”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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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79/5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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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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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lsar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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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49

Namespace = QCE/TDMQ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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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MQ Pulsar 版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q

MsgAverageSize 生产消息平均大小 B

environmentId、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MsgRateIn 消息生产速率 条/秒

environmentId、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MsgThroughputI

n
消息生产流量 B/S

environmentId、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InMessages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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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Id、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ProducersCount 生产者数量 个
environmentId、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StorageSize 积压消息大小 B

environmentId、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BacklogSize 积压消息数量 条

environmentId、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SubscriptionsCo

unt
订阅者数量 个

environmentId、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ConsumersCoun

t
消费者数量 个

environmentId、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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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Id、

subName、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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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Id、

subName、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SubUnacked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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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Id、

subName、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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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icName

SubConsumerCo

unt
在所选时间范围内有效连接上本 Topic 的消费者数量。 个

environmentId、

subName、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SubMsgRateRed

e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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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Id、

subName、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SubMsgRateExpi

red
消息过期删除速率 条/秒

environmentId、

subName、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SubMsgRateOut 消息消费速率 条/秒

environmentId、

subName、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SubMsgThrough

putOut
消息消费流量 B/S

environmentId、

subName、

tenantId、

topicName

60s、

300s、

3600s

NsStorageSize 命名空间消息积压大小 B
namespace、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InMessag

esTotal
虚拟集群入消息总数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MsgAvera

geSize
租户级别消息平均大小 B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RateIn 租户级别消息生产速率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RateOut 租户级别消息消费速率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StorageSi

ze
租户级别消息积压大小 B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In entry 

Count
生产消息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InentrySiz

eLe128
生产消息小于等于128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InentrySiz

eLe1Kb
生产消息大小512B_1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InentrySiz

eLe2Kb

生产消息大小1KB_2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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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TenantInentrySiz

eLe4Kb
生产消息大小2KB_4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InentrySiz

eLe16Kb
生产消息大小1KB_2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InentrySiz

eLe1Mb
生产消息大小100KB_1M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InentrySiz

eLe100Kb
生产消息大小16KB_100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InentrySiz

eLeOverflow
生产消息大小1KB_2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In entry 

SizeSum
生产消息 entry 总大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InentrySiz

eLe512
生产消息大小128B_512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OutentryS

izeCount
消费消息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OutentryS

izeLe100Kb
消费消息大小16KB_100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OutentryS

izeLe128
消费消息小于等于128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Outentry 

SizeLe1Kb
消费消息大小512B_1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OutentryS

izeLe16Kb
消费消息大小4KB_16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OutentryS

izeLe1Mb
消费消息大小100KB_1M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OutentryS

izeLe2Kb
消费消息大小1KB_2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OutentryS

izeLe4Kb
消费消息大小2KB_4K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OutentryS

izeLe512
消费消息大小128B_512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TenantOutentryS 消费消息大于1MB的 entry 数量 条 tenant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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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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eLeOverflow 300s、

3600s

TenantOutentryS

izeSum
消费消息 entry 总大小 条 tenant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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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environmentId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命名空间，例如：default，可从 

DescribeEnvironments  接口中获取，字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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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n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enant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pulsar-xxxxxxxxxx，可在 消息队列 

Pulsar 版控制台-集群管理  中获取集群ID；或从 

DescribeClusterDetail  接口中获取，字段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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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opicName 具体主题名称

具体主题名称，例如：testTopic 可在控制台 消息队列 Pulsar 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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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namespace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命名空间：例如：test，可从 DescribeEnvironments  

接口中获取，字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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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nt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enant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pulsar-xxxxxxxxxx，可从 

DescribeClusterDetail  中获取，字段“ClusterId”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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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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etMQ 版本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0

Namespace = QCE/TD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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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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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DMQ RocketMQ 版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q

RopRateIn rop 消息生产速率 条/秒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Name 60s、300s、3600s

RopRateOut rop 消息消费速率 条/秒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Name 60s、300s、3600s

RopThroughputIn rop 消息生产流量 B/S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Name 60s、300s、3600s

RopThroughputOut rop 消息消费流量 B/S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Name 60s、300s、3600s

RopMsgBacklog rop 消息积压数量 条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Name 60s、300s、3600s

RopMsgAverageSize rop 消息平均大小 B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Name 60s、300s、3600s

RopInMessageTotal rop 消息发送总数量 条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Name 60s、300s、3600s

RopGroupCount rop 消费组数量 条 environmentId、tenantId、topicName 60s、300s、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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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

Id

environment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environmen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environment

Id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命名空间，例如：default，可在 消息队列 RocketMQ 

版本控制台-集群管理 -命令空间列表中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tenantId 集群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tenan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enant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pulsar-xxxxxxxxxx ，可在 消息队列 

RocketMQ 版本控制台-集群管理  中获取集群 ID；或从 

DescribeRocketMQClusters  接口中获取，字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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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opicName 具体主题名称

具体主题名称，例如：testTopic 可在控制台 消息队列 

RocketMQ 版本控制台-集群管理 -Topic 列表中获取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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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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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网关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0

Namespace = QCE/NAT_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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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OutBandwidth 外网出带宽 NAT 网关平均每秒出流量 Mbps natId
10s、60s、300s、3600s、

86400s

InBandwidth 外网入带宽 NAT 网关平均每秒入流量 Mbps natId
10s、60s、300s、3600s、

86400s

InPkg 外网入包量 NAT 网关平均每秒入包量 pps natId
10s、60s、300s、3600s、

86400s

OutPkg 外网出包量 NAT 网关平均每秒出包量 pps natId
10s、60s、300s、3600s、

86400s

Conns 外网络连接数 NAT 网关的实时并发数 个/秒 natId
10s、60s、300s、3600s、

86400s

Droppkg 连接数超限丢包量
NAT 网关连接数超限累计丢包

量
个 natId 60s、300s、3600s、86400s

ConnsUsage 并发连接数使用率 网络连接数使用率 % natId 60s、300s、3600s

Egressbandwidthusa

ge
出带宽使用率 外网入带宽使用率 % natId 60s、300s、3600s

WanInByteUsage 入带宽使用率 外网出带宽使用率 % natId 60s、300s、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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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natId NAT 网关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a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natId NAT 网关具体 ID 输入具体 natId，例如：nat-4d545d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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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0

Namespace = QCE/VPN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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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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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vpnGwId

OutBandwidth 外网出带宽 VPN 网关平均每秒出流量 Mbps vpnGwId

Inpkg 入包量 VPN 网关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秒 vpnGwId

Outpkg 出包量 VPN 网关平均每秒出包量 个/秒 vpnGwId

VpnBandwidthUsageRate VPN 带宽利用率 VPN 带宽利用率 % vpnGw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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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vpnGwId VPN 网关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vpnGw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vpnGwId VPN 网关具体 ID 输入 VPN 网关具体 ID，例如：vpngw-q7v069tf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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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 通道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0

Namespace = QCE/VP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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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OutBandwidth VPN 通道出带宽 VPN 通道平均每秒出流量 Mbps vpnConnId

InBandwidth VPN 通道入带宽 VPN 通道平均每秒入流量 Mbps vpnConnId

InPkg VPN 通道入包量 VPN 通道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秒 vpnConnId

OutPkg VPN 通道出包量 VPN 通道平均每秒出包量 个/秒 vpnConnId

PkgDrop VPN 通道丢包率 VPN 探测一分钟的丢包比例 % vpnConnId

Delay VPN 通道时延 VPN 探测一分钟的平均时延 ms vpnCon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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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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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vpnConnId VPN 通道具体 ID 输入 VPN 通道具体 ID，例如：vpnx-12345678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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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线网关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0

Namespace = QCE/D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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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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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ConnectGatewayId

InPkg 入包量 专线网络入包量 个/秒 directConnectGateway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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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kg 出包量 专线网络出包量 个/秒 directConnectGatewayId

Rxbytes 入方向流量 专线网络入方向流量 GB directConnectGatewayId

Txbytes 出方向流量 专线网络出方向流量 GB directConnectGateway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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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directConnectGatewayId

专线网关 ID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directConnectGateway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directConnectGatewayId 专线网关具体 ID 输入专线网关具体 ID：dcg-4d545d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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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联网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0

Namespace=QCE/V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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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地域间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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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nId, SRegion, DRegion

OutBandwidth 出带宽 地域间出带宽 Mbps CcnId, SRegion, DRegion

InPkg 入包量 地域间入包量 个/秒 CcnId, SRegion, DRegion

OutPkg 出包量 地域间出包量 个/秒 CcnId, SRegion, DRegion

单地域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RegionInBandwidthBM 入带宽 单地域入带宽 Mbps CcnId,SRegion

RegionOutBandwidthBM 出带宽 单地域出带宽 Mbps CcnId,SRegion

RegionInPkgBM 入包量 单地域入包量 个/秒 CcnId,SRegion

RegionOutPkgBM 出包量 单地域出包量 个/秒 CcnId,S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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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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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Cc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CcnId 云联网具体 ID 输入云联网具体 ID，例如：ccn-12345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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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SRegion 具体源地域 输入具体源地域，例如：ap-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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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DRegion 具体目的地域 输入具体目的地域，例如：ap-guangzhou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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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连接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0

Namespace = QCE/P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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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InBandwidth 网络入带宽 对等连接入带宽 bps peeringConnectionId

OutBandwidth 网络出带宽 对等连接出带宽 bps peeringConnectionId

InPkg 入包量 对等连接每秒入包量 个/秒 peeringConnectionId

OutPkg 出包量 对等连接每秒出包量 个/秒 peeringConnectionId

PkgDrop 丢包率 对等连接因带宽限制丢弃报文与总报文的比率 % peeringConnectionId

OutbandRate 出带宽使用率 对等连接出带宽使用率 % peeringConnectionId

InbandRate 入带宽使用率 对等连接入带宽使用率 % peeringConnect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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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peeringConnec
tionId

基础网络跨地域互联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peeringConnectio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peeringConnec

tionId
基础网络跨地域互联具体 ID

输入基础网络跨地域互联具体 ID，例如：pcx-

086ypwc8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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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包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0

Namespace = QCE/B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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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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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带宽包的唯一 ID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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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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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bandwidthPackag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bandwidthPackageId 带宽包的具体 ID 输入带宽包具体 ID，例如：tfp-7v10hfds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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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公网 IP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0

Namespace = QCE/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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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VipIntraffic 入带宽 弹性公网IP入带宽 Mbps eip

VipOuttraffic 出带宽 弹性公网IP出带宽 Mbps eip

VipInpkg 入包量 弹性公网IP入包量 个/秒 eip

VipOutpkg 出包量 弹性公网IP出包量 个/秒 eip

AccOuttraffic 出流量 弹性公网IP出流量 MB e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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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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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e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eip 弹性公网 IP 或 IPV6 地址 输入具体 IP 地址，例如：111.111.111.11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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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cast 弹性公网 IP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1

Namespace=QCE/CEIP_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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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Any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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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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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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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探测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1

Namespace = QCE/VPC_NET_DE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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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PkgDrop 丢包率 网络探测丢包率 % netDetectId

Delay 时延 网络探测时延 ms netDetectId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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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etDetec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netDetectId 网络探测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netd-12345678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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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均衡

公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9 16:38:16

Namespace=QCE/LB_PUBLIC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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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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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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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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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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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秒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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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秒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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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秒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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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

10s、

60s、

300s

ClientAccOut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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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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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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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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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10s、

60s、

300s、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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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10s、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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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s、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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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秒

10s、

60s、

300s、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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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秒

10s、

60s、

300s、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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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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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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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

10s、

60s、

300s、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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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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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节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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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节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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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秒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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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秒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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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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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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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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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秒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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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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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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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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秒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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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秒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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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秒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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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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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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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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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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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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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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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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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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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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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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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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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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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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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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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标为七层监听器独有指标。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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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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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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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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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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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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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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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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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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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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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60s、

300s

ConcurConnVipRat

io
并发连接数利用率

在统计粒度内的某一时刻，从客户端到负载均衡或监听器

上的并发连接数相比性能容量型规格的并发连接数性能上

限的利用率。

此指标仅性能容量型实例支持，共享型实例不支持。

%

10s、

60s、
300s

NewConnVipRatio 新建连接数利用率

在统计粒度内的某一时刻，从客户端到负载均衡或监听器

上的新建连接数相比性能容量型规格的新建连接数性能上

限的利用率。

此指标仅性能容量型实例支持，共享型实例不支持。

%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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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vip （IP 地址）参数已改成 loadBalancerId（实例 ID），vip 传参仍保留，但为了保证数据实时性建议用 loadBalancerId。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z2b346g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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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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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 QCE/LB_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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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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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 QCE/LB_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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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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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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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 QCE/LB_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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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loadBalancerId 负载均衡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loadBalancer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loadBalancerId 负载均衡具体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lb-

r6o12345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loadBalancerP

ort
负载均衡监听器端口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loadBalancerP

ort
负载均衡具体的监听器端口 输入具体端口号，例如：80

Instances.N.Dimensions.2.na

me
protocol 监听协议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
ue

protocol 具体监听的协议
输入协议值具体名称，例如：
http

Instances.N.Dimensions.3.na

me
vpcId 私有网络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

ue
vpcId

负载均衡所在私有网络的具体 ID，若是跨地域绑

定 1.0 请查看表格下的说明

输入私有网络具体 ID，例如：

5436123

Instances.N.Dimensions.4.na

me
lanIp 后端服务器 IP 地址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

ue
lanIp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 IP 地址

输入具体 IP 地址，例如：

111.222.111.22

Instances.N.Dimensions.5.na

me
port 后端服务器端口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5.val

ue
port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服务端口号 输入具体端口号，例如：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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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参说明

1. 公网负载均衡实例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2. 公网负载均衡监听器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3. 公网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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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 实例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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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 QCE/LB_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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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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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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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网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端口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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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9 16:38:16

Namespace=QCE/LB_PRIVATE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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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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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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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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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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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秒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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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秒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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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秒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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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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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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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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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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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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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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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秒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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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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秒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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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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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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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

10s、

60s、

300s

InDropBits 丢弃入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通过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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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节

10s、

60s、

300s

OutDropBits 丢弃出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访问内网时丢弃的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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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节

10s、

60s、

300s

InDropPkts 丢弃流入数据包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通过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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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秒

10s、

60s、

300s

OutDropPkts 丢弃流出数据包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访问内网时丢弃的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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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秒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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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
60s、

300s

IntrafficVipRatio 入带宽利用率

在统计粒度内，客户端通过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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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s、

60s、

300s

OuttrafficVipRatio 出带宽利用率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访问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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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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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秒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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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秒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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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秒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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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秒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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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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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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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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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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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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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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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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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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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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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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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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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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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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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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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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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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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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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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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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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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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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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分钟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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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分钟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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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0s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z2b346gxli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z2b346g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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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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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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分钟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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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60s、

300s

ConcurConnVipR

atio
并发连接数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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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发连接数相比性能容量型规格的并发连接数性能上限的利用

率。

此指标仅性能容量型实例支持，共享型实例不支持。

%

10s、

60s、

300s

NewConnVipRatio 新建连接数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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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连接数相比性能容量型规格的新建连接数性能上限的利用

率。

此指标仅性能容量型实例支持，共享型实例不支持。

%

10s、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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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vip 负载均衡 V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vip 负载均衡具体 VIP 输入具体 IP 地址，例如：111.111.111.11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loadBalancerP

ort
负载均衡监听器端口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loadBalancerP

ort
负载均衡具体的监听器端口 输入具体端口号，例如：80

Instances.N.Dimensions.2.na
me

protocol 监听协议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

ue
protocol 具体监听的协议 输入协议值具体名称，例如：TCP 或 UDP

Instances.N.Dimensions.3.na

me
vpcId 私有网络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vpcId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

ue
vpcId 负载均衡所在私有网络的具体 ID 输入私有网络具体 ID，例如：5436123

Instances.N.Dimensions.4.na

me
lanIp 后端服务器 IP 地址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

ue
lanIp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 IP 地址 输入具体 IP 地址，例如：111.222.111.22

Instances.N.Dimensions.5.na

me
port 后端服务器端口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5.val

ue
port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服务端口号 输入具体端口号，例如：80

入参说明

1. 内网负载均衡实例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https://cloud.tencent.com/apply/p/z2b346gxl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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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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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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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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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负载均衡绑定机器的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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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内网负载均衡监听器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3. 内网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4. 内网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端口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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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2

Namespace = QCE/COS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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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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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指令

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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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指令

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MazStdReadReques

ts
多 AZ 标准存储读请求

多AZ标准存储类型读取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送请

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MazStdWriteReques

ts
多 AZ 标准存储写请求

多AZ标准存储类型写入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送请

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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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指令

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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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指令

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MazIaReadRequests 多 AZ 低频存储读请求
多 AZ 低频存储类型读取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送

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MazIaWriteRequests 多 AZ 低频存储写请求
多 AZ 低频存储类型写入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送

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DeepArcReadReque

sts
深度归档存储读请求

深度归档存储类型读取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送请求

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DeepArcWriteReque

sts
深度归档存储写请求

深度归档存储类型写入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送请求

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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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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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MazItRead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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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次数根据

发送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MazItWrite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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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次数根据

发送请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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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monitor&Version=2018-07-24&Action=GetMonitorData&Sig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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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Requests GET 类总请求数 所有存储类型 GET 类总请求次数，请求次数根据发送请

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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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指令的次数来计算
次

appid、

bucket

存储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StdStorage 标准存储-存储空间 MB appid、bucket

MazStdStorage 多 AZ 标准存储-存储空间 MB appid、bucket

SiaStorage 低频存储-存储空间 MB appid、bucket

MazIaStorage 多 AZ 低频存储-存储空间 MB appid、bucket

ItFreqStorage 智能分层存储-高频层存储空间 MB appid、bucket

ItInfreqStorage 智能分层存储-低频层存储空间 MB appid、bucket

MazItFreqStorage 多 AZ 智能分层存储-高频层存储空间 MB appid、bucket

MazItInfreqStorage 多 AZ 智能分层存储-低频层存储空间 MB appid、bucket

ArcStorage 归档存储-存储空间 MB appid、bucket

DeepArcStorage 深度归档存储-存储空间 MB appid、bucket

StdObjectNumber 标准存储-对象数量 个 appid、bucket

MazStdObjectNumber 多 AZ 标准存储-对象数量 个 appid、bucket

IaObjectNumber 低频存储-对象数量 个 appid、bucket

MazIaObjectNumber 多 AZ 低频存储-对象数量 个 appid、bucket

ItFreqObjectNumber 智能分层存储_高频层对象数量 个 appid、bucket

ItInfreqObjectNumber 智能分层存储_低频层对象数量 个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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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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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ObjectNumber 归档存储对象数量 个 appid、bucket

DeepArcObjectNumber 深度归档存储对象数量 个 appid、bucket

StdMultipartNumber 标准存储-文件碎片数 个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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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MultipartNumber 低频存储-文件碎片数 个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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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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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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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MultipartNumber 归档存储-文件碎片数 个 appid、bucket

DeepArcMultipartNumber 深度归档存储-文件碎片数 个 appid、bucket

流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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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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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B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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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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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B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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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B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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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B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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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ppid、

bucket

CrossRegionReplicationTra

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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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桶

产生的流量
B

appid、

bucket

返回码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2xxResponse 2xx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2xx 的请求次数 次 appid、bucket

3xxResponse 3xx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3xx 的请求次数 次 appid、bucket

4xxResponse 4xx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4xx 的请求次数 次 appid、bucket

5xxResponse 5xx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5xx 的请求次数 次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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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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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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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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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id、bucket

400Response 400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400 的请求次数 次 appid、bucket

403Response 403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403 的请求次数 次 appid、bucket

404Response 404 状态码 返回状态码为 404 的请求次数 次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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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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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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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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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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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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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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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id、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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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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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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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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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存储桶名称 

数据读取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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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回源
流量的总和

B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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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N 回源

流量的总和
B

appid、

bucket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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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appid 主账号的具体 APPID 输入主账号 APPID，例如：1250000000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bucke

t
存储桶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bucke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bucke

t
存储桶具体名称

输入存储桶具体名称，例如：examplebucket-

1250000000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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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共479页

内容分发式网络 CDN

省份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2

Namespace = QCE/CDN_LOG_DATA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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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province 省份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rovinc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province 省份 输入省份，例如：广东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isp 运营商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sp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isp 运营商具体名称

输入运营商具体名称，例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长城带宽

或中国铁通

Instances.N.Dimensions.2.Na

me
projectId 项目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rojectId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

ue
projectId 项目具体 ID 输入项目具体 ID，例如：1

Instances.N.Dimensions.3.Na

me
domain

国外域名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

ue
domain 具体域名 输入具体域名，例如： www.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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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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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域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9 17:41:10

Namespace=QCE/CDN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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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Bandwidth 带宽 Mbps projectId、domain

Flux 流量 MB projectId、domain

FluxHitRate 流量命中率 % projectId、domain

访问请求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Requests 请求数 次 projectId、domain

RequestsHitRate 请求数命中率 % projectId、domain

回源用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BackOriginBandwidth 回源带宽 Mbps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FailRate 回源失败率 %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Flux 回源流量 MB projectId、domain

回源请求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BackOriginRequests 回源请求数 次 projectId、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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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0Rate 状态码0占比 %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200 状态码（200）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206 状态码（206）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2xx 状态码（2xx）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302 状态码（302）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304 状态码（304） 次 projectId、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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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us3xx 状态码（3xx）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01 状态码（401）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03 状态码（403）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03Rate 403状态码占比 %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04 状态码（404）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04Rate 404状态码占比 %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05 状态码（405）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16 状态码（416）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xx 状态码（4xx）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xxRate 4xx状态码占比 %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500 状态码（500）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502 状态码（502）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5xx 状态码（5xx）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5xxRate 5xx状态码占比 % projectId、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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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atus5xxMinus51

4Rate
5xx状态码_不含514占比 %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200 回源状态码200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206 回源状态码206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2xx 回源状态码2xx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302 回源状态码302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304 回源状态码304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3xx 回源状态码3xx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401 回源状态码401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403 回源状态码403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404 回源状态码404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4xx 回源状态码4xx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500 回源状态码500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502 回源状态码502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5xx 回源状态码5xx 次 projectId、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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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projectId 项目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roje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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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projectId 项目具体 ID 输入项目具体 ID，例如：1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domain 域名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domain 具体域名 输入具体域名，例如： www.qq.com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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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域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2

Namespace=QCE/OV_CDN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访问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Bandwidth 带宽 Mbps projectId、domain

Flux 流量 GB projectId、domain

CdnFluxHitRate 流量命中率 % projectId、domain

访问请求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Requests 请求数 次 projectId、domain

RequestsHitRate 请求数命中率 % projectId、domain

回源用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BackOriginBandwidth 回源带宽 Mbps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FailRate 回源失败率 %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Speed 回源速率 KB/s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Flux 回源流量 GB projectId、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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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0Rate 状态码0占比 %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200 状态码（200）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206 状态码（206）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2xx 状态码（2xx）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302 状态码（302）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304 状态码（304）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3xx 状态码（3xx）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01 状态码（401）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03 状态码（403）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03Rate 403状态码占比 % projectId、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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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内容分发网络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OV_CDN 

HttpStatus404 状态码（404）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04Rate 404状态码占比 %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05 状态码（405）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16 状态码（416）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xx 状态码（4xx）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4xxRate 4xx状态码占比 %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500 状态码（500）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502 状态码（502）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5xx 状态码（5xx） 次 projectId、domain

HttpStatus5xxRate 5xx状态码占比 % projectId、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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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OriginHttp200 回源状态码200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206 回源状态码206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2xx 回源状态码2xx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302 回源状态码302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304 回源状态码304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3xx 回源状态码3xx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401 回源状态码401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403 回源状态码403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404 回源状态码404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4xx 回源状态码4xx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500 回源状态码500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502 回源状态码502 次 projectId、domain

BackOriginHttp5xx 回源状态码5xx 次 projectId、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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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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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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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域名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domain 具体域名 输入具体域名，例如： www.qq.com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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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存储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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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2

Namespace = QCE/CFS

查询文件存储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带宽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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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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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写次数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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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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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Storage 文件系统存储量 文件系统当前时刻的存储量 GB FileSystemId

统计类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MetaIoCount 每秒访问元数据的操作次数 次/秒 FileSystemId

延时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DataReadIoLatency 读取延时 文件系统平均读取延时 ms FileSystemId

DataWriteIoLatency 写入延迟 文件系统平均写入延时 ms FileSyste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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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FileSystemId 文件系统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FileSystem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FileSystemId 文件系统具体 ID 输入文件系统具体 ID，例如：cfs-fjojeogej

入参说明

&Namespace=QCE/C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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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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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文件系统 ID 

黑石物理服务器

黑石物理服务器1.0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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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3

Namespace=QCE/C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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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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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nstanceId
黑石物理服务器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nstanceId 黑石物理服务器具体实例 ID

输入实例具体ID，例如：cpm-test，可通过查询黑石物理

服务器接口 DescribeDevices  获得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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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3

Namespace=QCE/BM_LB

查询黑石弹性公网 IP（E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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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询的 EIP 的地址信息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EipOuttraffic 外网出带宽 Mbps vip

EipIntraffic 外网入带宽 Mbps vip

EipOutpkg 外网出包量 个/秒 vip

EipInpkg 外网入包量 个/秒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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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

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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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vip 弹性公网具体IP 地址

输入具体 EIP 地址，例如：115.115.115.115，可以通过查询接

口 DescribeEipBm  查看自己账户已申请的 EIP 列表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028/3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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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对等连接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3

Namespace=QCE/BM_PCX

查询黑石对等连接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BM_P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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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黑石对等连接唯一 ID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OutBandwidth 外网出带宽 Mbps peeringConnectionId

InBandwidth 外网入带宽 Mbps peeringConnectionId

OutPkg 外网出包量 个/秒 peeringConnectionId

InPkg 外网入包量 个/秒 peeringConnect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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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

0.Name
peeringConnectionId

黑石对等连接唯一 ID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peeringConnectionId

Instances.N.Dimensions.

0.Value
peeringConnectionId 黑石对等连接唯一 ID 输入黑石对等连接具体 ID，例如：pcx-test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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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内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3

Namespace=QCE/BM_INTRA_LB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Inpkg 入包量 个/秒

Outpkg 出包量 个/秒

Intraffic 入带宽 Mbps

Outtraffic 出带宽 Mbps

Connum 当前连接数（四层监听器） 个

Req 请求个数（七层监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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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石内网负载均衡指标支持多维度查询，可参见 入参说明 。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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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vip 负载均衡具体的 vip 输入具体 IP 地址，例如：111.111.111.11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protocol 协议值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protocol 具体协议值

输入协议值具体名称，例如：tcp，可取值 tcp、udp、

http、https

Instances.N.Dimensions.2.N

ame

loadBalancerP

ort
负载均衡的端口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2.V

alue

loadBalancerP

ort
负载均衡具体的端口 输入具体端口号，例如：80

Instances.N.Dimensions.3.N

ame
lanIp 后端服务器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3.V

alue
lanIp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 IP 输入具体 IP 地址，例如：11.22.33.44

Instances.N.Dimensions.4.N

ame
rsPort 后端服务器端口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rs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4.V

alue
rsPort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端口 输入后端服务器具体端口号，例如：8080

Instances.N.Dimensions.5.N

ame
vpcId

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私有网络

整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vp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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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5.V

alue

vpcId 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的私有网

络具体整型 ID

输入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私有网络的具体整型 ID，例如：

1，可通过 查询私有网络列表  返回的字段 vpcId 获得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1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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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外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3

Namespace=QCE/BM_LB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Inpkg 入包量 个/秒

Outpkg 出包量 个/秒

Intraffic 入带宽 Mbps

Outtraffic 出带宽 Mbps

Connum 当前连接数（四层监听器） 个

Req 请求个数（七层监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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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石内网负载均衡指标支持多维度查询，可参考 入参说明 。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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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vip 具体的负载均衡的 vip 输入具体 IP 地址，例如：111.111.111.11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protocol 协议值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protocol 具体协议值 输入协议值具体名称，例如：tcp

Instances.N.Dimensions.2.

Name

loadBalancer

Port
负载均衡具体端口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2.

Value

loadBalancer

Port
具体的负载均衡的端口 输入具体端口号，例如：80

Instances.N.Dimension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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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3.

Value
lanIp 后端服务器具体IP 输入具体 IP 地址，例如：11.22.33.44

Instances.N.Dimensions.4.

Name
rsPort 后端服务器端口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rs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4.

Value
rsPort 后端服务器具体端口 输入具体端口号，例如：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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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vp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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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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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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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负载均衡实例所属私有网络的具体整型 ID，例如：1，可

通过 查询私有网络列表  返回的字段 vpcId 获得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1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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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计算机器

存储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3

Namespace = QCE/ECM_BLOCK_STORAGE

&Namespace=QCE/ECM_BLOCK_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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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磁盘 ID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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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维度

DiskReadTraffic 磁盘读流量 平均每秒从硬盘读到内存的数据量 KB/s dis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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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kReadIops 硬盘读 IOPS 磁盘读 IOPS 个 diskId

DiskWriteIops 硬盘写 IOPS 磁盘写 IOPS 个 dis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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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kSvctm 硬盘 IO 服务时间 硬盘平均每次 I/O 操作所花的时间 ms dis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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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skId

DiskUsage 磁盘分区使用率 磁盘分区使用率 % UUID

DiskTotal 磁盘分区总容量 磁盘分区总容量 MB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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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

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UUID 实例 UU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u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UUID 具体实例 UUID

输入具体 UUID，例如：4ef19d31-3117-455c-ae8e-

2029a07d8999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diskId 磁盘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disk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diskId 具体磁盘 ID 输入具体 diskid，例如：diskid-12345678

入参说明

1. 查询 ECM 存储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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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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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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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查询服务器磁盘分区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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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和网络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3

Namespace=QCE/ECM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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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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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更

加精准
%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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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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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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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UID

MemUsage 内存利用率
用户实际使用的内存量与总内存量之比，不包括缓冲区与系统缓

存占用的内存
% UUID

LanOuttraffic 内网出带宽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Mbps UUID

LanIntraffic 内网入带宽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入流量 Mbps UUID

LanOutpkg 内网出包量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包量 个/s UUID

LanInpkg 内网入包量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s UUID

TcpCurrEstab TCP 连接数
处于 ESTABLISHED 状态的 TCP 连接数量，依赖监控组件

安装采集
个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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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UUID

WanIntraffic 外网入带宽 外网平均每秒入流量 Mbps UUID

WanOutpkg 外网出包量 外网平均每秒出包量 个/s UUID

WanInpkg 外网入包量 外网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s UUID

AccOuttraffic 外网网卡每秒出流量 外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MB UUID

RegionIspIntraffic 地域 ISP 外网入口带宽 每个区域每个 ISP 外网使用入口带宽 Mbps
Region、

ISP

RegionIspOuttraffi

c
地域 ISP 外网出口带宽 每个区域每个 ISP 外网使用出口带宽 Mbps

Region、

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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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2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2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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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QCE/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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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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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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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UUID 实例 UUID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u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UUID 实例 UUID

输入具体 UUID，例如：4ef19d31-

3117-455c-ae8e-

2029a07d8999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Region ECM 地域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Region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Region

ECM 地域，可在 ECM 产品中使用 

DescribeNode  接口查询 Region 列表

输入 ECM 具体地域，例如：ap-

zhengzhou-ecm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ISP 节点运营商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SP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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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节点具体运营商，例

如："CTCC"电信;"CUCC"联

通;"CMCC"移动

入参说明

1. 查询计算和网络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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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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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3

Namespace = QCE/ECM_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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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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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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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C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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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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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s 10s、60s、300s、3600s、86400s

OutP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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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Traffic 出带宽 在统计粒度内，负载均衡访问外网所用的带宽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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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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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v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vip 负载均衡具体 VIP 输入具体 IP 地址，例如：111.111.111.11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loadBalancerPor

t

负载均衡监听器端口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loadBalancer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loadBalancerPor

t
负载均衡具体的监听器端口 输入具体端口号，例如：80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protocol 监听协议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rotocol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protocol 具体监听的协议 输入协议值具体名称，例如：TCP 或 UDP

Instances.N.Dimensions.3.name vpcId 私有网络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vp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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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输入私有网络具体 ID，例如：vpc-

1ywqac83

Instances.N.Dimensions.4.name lanIp 后端服务器 IP 地址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lanIp

Instances.N.Dimensions.4.value lanIp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内网 IP 地址 输入具体 IP 10.12.111.22

Instances.N.Dimensions.5.name port 后端服务器端口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ort

Instances.N.Dimensions.5.value port 后端服务器的具体服务端口号 输入具体端口号，例如：80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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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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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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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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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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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5.Value=后端服务器的具体服务端口号

1. 负载均衡实例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2. 负载均衡监听器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3. 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4. 负载均衡后端服务器端口维度，入参取值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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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

弹性 MapReduce（HDFS）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4

Namespace=QCE/TXMR_HDFS

弹性 MapReduce（HDFS）提供 HDFS-Overview、HDFS-OverviewAggregation、HDFS-NameNode、HDFS-DataNode、HDFS-

Journal Node 和 HDFS-ZKFC 指标。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说明：

维度对应参数，请单击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查看。  

HDFS-Overview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k

sBlockstotal
BLOCKS数量_BlocksTotal 个 总 BLOCK 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k

sCorruptblocks

BLOCKS数量

_CorruptBlocks
个 坏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Volu

meFailuresVolumefailurestotal

磁盘故障

_VolumeFailuresTotal
个

所有 Datanodes 的全

故障总数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FilesT

otalFilestotal
集群文件总数量_FilesTotal 个 集群文件总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k

sScheduledreplicationblocks

BLOCKS数量

_ScheduledReplicationBloc

ks

个 安排要备份的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k

sPostponedmisreplicatedblock

s

BLOCKS数量

_PostponedMisreplicatedBl

ocks

个 被推迟处理的异常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Datan

odesCountNumdecommissioni

ng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commissioningDat

aNodes

个 正在下线的节点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k

CapacityBlockcapacity
BLOCK容量_BlockCapacity GB BLOCK 容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k

sUnderreplicatedblocks

BLOCKS数量

_UnderReplicatedBlocks
个 副本数不够的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Capa

cityCapacityusednondfs

集群存储容量

_CapacityUsedNonDFS
GB 集群非 HDFS 使用容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Load

Totalload
集群负载_TotalLoad 个 集群负载数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Datan

odesCountNumstale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StaleDataNodes
个

由于心跳延迟而标记为过

期的 DataNodes 当前

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k

sPendingreplicationblocks

BLOCKS数量

_PendingReplicationBlocks
个 等待被备份的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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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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rHdfsOverviewHdfsNnDatan

odesCountNumdead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adDataNodes

个 已经标记为 Dead 状态的

数据节点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Snap

shotsSnapshots
SNAPSHOT相关_Snapshots 个 Snapshots 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k

sPendingdeletionblocks

BLOCKS数量

_PendingDeletionBlocks
个 等待被删除的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Capa

cityCapacityused
集群存储容量_CapacityUsed GB 集群储存已使用容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Datan

odesCountNumdecomlivedatan

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comLiveDataNode

s

个 下线且 Live 的节点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Capa
cityCapacitytotal

集群存储容量_CapacityTotal GB 集群存储总容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Datan

odesCountNumdecomdeaddat

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comDeadDataNod

es

个 下线且 Dead 的节点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Capa

cityCapacityremaining

集群存储容量

_CapacityRemaining
GB 集群存储剩余容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Datan

odesCountNumlive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LiveDataNodes
个 个活的数据节点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HdfsNnBlock

sExcessblocks

BLOCKS数量

_ExcessBlocks
个 多余的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HDFS-OverviewAggregation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VolumeFailuresVolumefai

lurestotal

磁盘故障

_VolumeFailuresTotal
个

所有 Datanodes 的全故

障总数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BlocksPendingreplication

blocks

BLOCKS数量

_PendingReplicationBlock

s

个 等待被备份的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BlocksPendingdeletionblo

cks

BLOCKS数量

_PendingDeletionBlocks
个 等待被删除的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CapacityCapacityused
集群存储容量_CapacityUsed GB 集群储存已使用容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BlocksExcessblocks

BLOCKS数量

_ExcessBlocks
个 多余的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BlocksBlockstotal
BLOCKS数量_BlocksTotal 个 块总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BlocksPostponedmisrepli

catedblocks

BLOCKS数量

_PostponedMisreplicated

Blocks

个 被推迟处理的异常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BlockCapacityBlockcapa

city

BLOCK容量

_BlockCapacity
个 BLOCK 容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CapacityCapacitytotal

集群存储容量_CapacityTotal GB 集群存储总容量 id4hdfs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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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DatanodesCountNumstal

e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StaleDataNodes
个

由于心跳延迟而标记为过

期的 DataNodes 当前

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BlocksCorruptblocks

BLOCKS数量

_CorruptBlocks
个 坏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SnapshotsSnapshots

SNAPSHOT相关

_Snapshots
个 Snapshots 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DatanodesCountNumlive

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LiveDataNodes
个 个活的数据节点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DatanodesCountNumdea

d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adDataNodes
个

已经标记为 Dead 状态的

数据节点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BlocksScheduledreplicati

onblocks

BLOCKS数量

_ScheduledReplicationBlo

cks

个 安排要备份的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DatanodesCountNumdec

omlive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comLiveDataNod

es

个 下线且 Live 的节点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DatanodesCountNumdec

ommissioning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commissioningDa

taNodes

个 正在下线的节点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FilesTotalFilestotal
集群文件总数量_FilesTotal 个 集群文件总数量_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CapacityCapacityremaini

ng

集群存储容量

_CapacityRemaining
GB 集群存储剩余容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LoadTotalload
集群负载_TotalLoad - 集群负载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BlocksUnderreplicatedblo

cks

BLOCKS数量

_UnderReplicatedBlocks
个 副本数不够的块数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CapacityCapacityusedno

ndfs

集群存储容量

_CapacityUsedNonDFS
GB 集群非 HDFS 使用容量 id4hdfsoverview

EmrHdfsOverviewAggregationH

dfsNnDatanodesCountNumdec

omdeaddatanodes

集群数据节点

_NumDecomDeadDataNo

des

个 下线且 Dead 的节点数量 id4hdfsoverview

HDFS-DataNode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HdfsDnXceiverXceivercount
XCEIVER 数量

_XceiverCount
个 Xceiver 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ytesByteswrittenmb 数据读写速率_BytesReadMB Bytes/s 写入 DN 的字节速率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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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DnBytesBytesreadmb 数据读写速率_BytesReadMB Bytes/s 读取 DN 的字节速率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ytesRemotebytesreadm

b

数据读写速率 

_RemoteBytesReadMB
Bytes/s 远程客户端读取字节速率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ytesRemotebyteswritte

nmb

数据读写速率 

_RemoteBytesWrittenMB
Bytes/s 远程客户端写入字节速率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ClientWritesfromremotecl

ient

客户端连接数 

_WritesFromRemoteClient
个

来自远程客户端写操作 

Q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ClientWritesfromlocalclie

nt

客户端连接数 

_WritesFromLocalClient
个

来自本地客户端写操作 

O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ClientReadsfromremotecl

ient

客户端连接数 

_ReadsFromRemoteClient
个

来自远程客户端读操作 

Q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ClientReadsfromlocalclie

nt

客户端连接数 

_ReadsFromLocalClient
个

来自本地客户端读操作 

Q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VerifiedFailuresBlo

ckverificationfailures

Block 校验失败 

_BlockVerificationFailures
次/s BLOCK 校验失败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VolumeFailuresVolumefai

lures
磁盘故障_VolumeFailures 次/s 磁盘故障次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NetworkErrorsDatanoden

etworkerrors

网络错误 

_DatanodeNetworkErrors
次/s 网络错误统计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HbRtHeartbeatsavgtime
心跳延迟

_HeartbeatsAvgTime
ms 心跳接口平均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HbOpsHeartbeatsnumop

s

心跳 

QPS_HeartbeatsNumOps
次/s 心跳接口 Q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DatapacketAvgtimeSend

datapackettransfernanosavgtime

包传输操作 

QPS_SendDataPacketTra

nsfer NanosAvgTime

ms 发送数据包平均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OpsReadblockopn 数据块操作 次/s 从 DataNode 读取 id4hdfsdata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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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ops _ReadBlockOpNumOps Block OPS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OpsWriteblockopn

umops

数据块操作 

_WriteBlockOpNumOps
次/s

向 DataNode 写入 

Block O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OpsBlockchecksu
mopnumops

数据块操作 

_BlockChecksumOpNum

Ops

次/s

DataNode 进行 

Checksum 操作的 

O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OpsCopyblockopn

umops

数据块操作 

_CopyBlockOpNumOps
次/s 复制 Block 操作的 O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OpsReplaceblocko

pnumops

数据块操作 

_ReplaceBlockOpNumOp

s

次/s
Replace Block 操作的 

O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OpsBlockreportsn
umops

数据块操作 
_BlockReportsNumOps

次/s
BLOCK 汇报动作的 
O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OpsIncrementalblo

ckreportsnumops

数据块操作 

_IncrementalBlockReport

s NumOps

次/s
BLOCK 增量汇报的 

O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OpsCachereportsn

umops

数据块操作 

_CacheReportsNumOps
次/s 缓存汇报的 O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OpsPacketackrou

ndtriptimenanosnumops

数据块操作 

_PacketAckRoundTripTim

eNanos NumOps

次/s
每秒处理 ACK ROUND 

TRIP 次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FsyncOpsFsyncnanosnu

mops

FSYNC 操作 

_FsyncNanosNumOps
次/s FSYNC 次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FlushOpsFlushnanosnum

ops

FLUSH 操作 

_FlushNanosNumOps
次/s 每秒处理 Flush 操作次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RtReadblockopavg

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ReadBlockOpAvgTime
ms

读取 Block 操作平均时

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RtWriteblockopavg

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ReplaceBlockOpAvgTim

e

ms 写 Blcok 操作平均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RtBlockchecksum

opav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BlockChecksumOpAvgTi

ms 块校验操作平均时间 id4hdfsdatan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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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RtCopyblockopavg

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CopyBlockOpAvgTime
ms 复制块操作平均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RtReplaceblockop

av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Replaceblockopavgtime
ms

Replace Block 操作平

均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RtBlockreportsavg

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BlockReportsAvgTime
ms 块汇报平均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RtIncrementalbloc

kreportsav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IncrementalBlockReport

sAvgTime

ms 增量块汇报平均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RtCachereportsav

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CacheReportsAvgTime
ms 缓存汇报平均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BlocksRtPacketackround

triptimenanosavgtime

数据块操作延迟统计 

_PacketAckRoundTripTim

eNanos AvgTime

ms
处理 ACK ROUND 

TRIP 平均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FlushRtFlushnanosavgtim

e

FLUSH延迟

_FlushNanosAvgTime
ms Flush 操作平均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FsyncRtFsyncnanosavgti

me

FSYNC延迟

_FsyncNanosAvgTime
ms Fsync 操作平均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l

ockswrite

RAMDISKBlocks_Ram 

DiskBlocksWrite
块/s 写入内存的块的总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l

ockswritefallback

RAMDISKBlocks_Ram 

DiskBlocksWriteFallback
块/s

写入内存但未成功的块总

数（故障转移到磁盘）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l

ocksdeletedbeforelazypersisted

RAMDISKBlocks_RamDis

kBlocks 

DeletedBeforeLazyPersist

ed

块/s
应用程序在被保存到磁盘

之前被删除的块的总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l

ocksreadhits

RAMDISKBlocks_Ram 

DiskBlocksReadHits
块/s

内存中的块被读取的总次

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l

ocksevicted

RAMDISKBlocks_Ram 

DiskBlocksEvicted

块/s 内存中被清除的块总数 id4hdfsdatan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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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l

ocksevictedwithoutread

RAMDISKBlocks_RamDis

kBlocks 

EvictedWithoutRead

块/s
从内存中取出的内存块总

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l

ockslazypersisted

RAMDISKBlocks_RamDis

k BlocksLazyPersisted
块/s

惰性写入器写入磁盘的总

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RamBlocksOpRamdiskby

teslazypersisted

RAMDISKBlocks_Ram 

DiskBytesLazyPersisted
Bytes/s

由懒惰写入器写入磁盘的

总字节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RamBlocksBytesRamdisk

byteswrite

RAMDISK 写入速度

_RamDiskBytesWrite
Bytes/s 写入内存的总字节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MemMemnonheapus

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

大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MemMemnonheapco

mm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d

M

MB

JVM 配置的 

NonHeapCommitted

M 的大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MemMemheapusedm
JVM 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大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MemMemheapcommi

tte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HeapMemory 提

交大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MemMemheapmaxm
JVM 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大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MemMemmaxm JVM 内存 _MemMaxM MB
JVM 运行时的可以使用

的最大的内存的大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JavaThreadsThreads

new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New
个 处于新建状态的线程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JavaThreadsThreads
runnable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处于可运行状态的线程数
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JavaThreadsThreads

block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处于阻塞状态的线程数量 id4hdfsdatan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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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JavaThreadsThreads

waiting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处于 WAITING 状态的线

程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JavaThreadsThreads

timedwaiting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处于 TIMED WAITING 

状态的线程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JavaThreadsThreads

terminated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处于 Terminated 状态

的线程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LogTotalLogfatal JVM 日志数量_LogFatal 个 Fatal 日志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LogTotalLogerror JVM 日志数量_LogError 个 Error 日志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LogTotalLogwarn JVM 日志数量_LogWarn 个 Warn 日志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JvmLogTotalLoginfo JVM 日志数量_LogInfo 个 Info 日志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

比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

比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

占比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hdfsdatan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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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共479页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GcUtilGcCountFgc GC 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GcUtilGcCountYgc GC 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GcUtilGcTimeYg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GcUtilGcTimeFg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Port4004RxtxReceivedby

tes
数据流量_ReceivedBytes Bytes/s 接收数据速率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Port4004RxtxSentbytes 数据流量_SentBytes Bytes/s 发送数据速率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Port4004QpsRpcqueueti

menumops

QPS_RpcQueueTimeNum

Ops
次/s RPC 调用速率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Port4004RtRpcqueuetime

avgtime

请求处理延迟 

_RpcQueueTimeAvgTime
ms RPC 平均延迟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Port4004AuthRpcauthent

icationfailur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enticationFailure

s

次/s RPC 验证失败次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Port4004AuthRpcauthent

icationsuccess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enticationSucce

sses

次/s RPC 验证成功次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Port4004AuthRpcauthoriz

ationfailur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orizationFailures
次/s RPC 授权失败次数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Port4004AuthRpcauthoriz

ationsuccess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orizationSucces

ses

次/s RPC 授权成功次数 id4hdfsdatan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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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Port4004ConnectionsNu

mopenconnections

当前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当前链接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Port4004QueueLenCallqu

euelength

RPC 处理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当前 RPC 处理队列长度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ThreadTimeCurrentthrea

dcputime

CPU 时间 

_CurrentThreadCpuTime
ms CPU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ThreadTimeCurrentthrea

dusertime

CPU 时间 

_CurrentThreadUserTime
ms 用户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StartTimeStarttime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s 进程启动时间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ThreadCountPeakthreadc

ount
程数量_PeakThreadCount 个 峰值线程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ThreadCountDaemonthre

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后台线程数量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RtWrit 读写延迟_Write MB/s 磁盘写速率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RtRead 读写延迟_Read 次/s 读操作 Q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DnDatapacketOpsDatapack

etops

包传输操作 

QPS_DataPacketOps
次/s 包传输操作 QPS

id4hdfsdatanode

、 

host4hdfsdatanod

e

HDFS-NameNode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HdfsNnTransactionsSincelastc

heckpoint

总事务数

_Sincelastcheckpoint
次数总和 总事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TransactionRtTransacti

onsavgtime

事务操作延迟

_TransactionsAvgTime
ms

处理 Journal 

transaction 操作的平均

延迟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TransactionOpsTransa 事务操作 次/秒 每秒处理 Journal host4hdfsnamen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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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onsnumops _TransactionsNumOps transaction 操作的次数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TransactionOpsTransa

ctionsbatchedinsync

事务操作

_TransactionsBatchedInSy

nc

次/秒
每秒批量处理 Journal 

transaction 操作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ThreadCountThreadcou
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个 线程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ThreadCountPeakthrea

dcount
线程数量_PeakThreadCount 个 峰值线程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ThreadCountDaemonth

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后台线程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SyncsRtSyncsavgtime
SYNCS操作延迟

_SyncsAvgTime
ms

处理 Journal syncs 操

作的平均延迟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SyncsOpsSyncsnumop

s
SYNC操作_SyncsNumOps 次/秒

每秒处理 Journal syncs 

操作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StateState 主备情况_State 个 NN 状态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StartTimeStarttime 启动时间_StartTime ms 进程启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StaleStoragesCountNu

mstalestorages

被标记为过期的存储的数量

_NumStaleStorages
个

由于心跳延迟而标记为过期

的 DataNodes 当前数目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SnapshotOpsSnapshot
diffreportops

SNAPSHOT操作
_SnapshotDiffReportOps

次/秒

每秒执行 

AllowSnapshot 操作的

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SnapshotOpsRenames

napshotops

SNAPSHOT操作

_RenameSnapshotOps
次/秒

每秒执行 

SnapshotDiffReportO

ps 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SnapshotOpsListsnaps

hottabledirops

SNAPSHOT操作

_ListSnapshottableDirOps
次/秒

每秒执行 

RenameSnapshotOps 

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SnapshotOpsDisallows

napshotops

SNAPSHOT操作

_DisallowSnapshotOps
次/秒

每秒执行 

ListSnapshottableDir 

操作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SnapshotOpsDeletesna

pshotops

SNAPSHOT操作

_DeleteSnapshotOps
次/秒

每秒执行 

DisallowSnapshot 操作

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SnapshotOpsCreatesna

pshotops

SNAPSHOT操作

_CreateSnapshotOps
次/秒

每秒执行 

DeleteSnapshot 操作的

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SnapshotOpsAllowsnap

shotops

SNAPSHOT操作

_AllowSnapshotOps
次/秒

每秒执行 

CreateSnapshot 操作

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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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nPort4007RxtxSentbytes 数据流量_SentBytes B/s 发送数据速率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RxtxReceived

bytes
数据流量_ReceivedBytes B/s 接收数据速率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RtRpcqueueti

meavgtime

请求处理延迟

_RpcQueueTimeAvgTime
ms RPC 平均延迟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RtRpcprocessi

ngtimeavgtime

请求处理延迟_ 

RpcProcessingTimeAvgTim

e

ms 请求处理延迟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QueueLenCall

queuelength

RPC处理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当前 RPC 处理队列长度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QpsRpcqueuet

imenumops

QPS_RpcQueueTimeNumO

ps
次/秒 RPC 调用速率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3Setti

mes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SetTimes 次/秒 SetTimes 每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3Sets

afemod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SetSafeMode 次/秒

SetSafeMode 每秒调用

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3Setp
ermission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SetPermission 次/秒
SetPermission 每秒调
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3Mkdi

rs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Mkdirs 次/秒 Mkdirs 每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3Liste

ncryptionzones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ListEncryptionZones
次/秒

ListEncryptionZones 

每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3Gets

erverdefaults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GetServerDefaults
次/秒

GetServerDefaults 每

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3Getbl

ocklocations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GetBlockLocations
次/秒

GetBlockLocations 每

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2Versi

onrequest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VersionRequest
次/秒

VersionRequest 每秒调

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2Rene

wleas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RenewLease 次/秒

RenewLease 每秒调用

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2Regi

sterdatanod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RegisterDatanode
次/秒

RegisterDatanode 每

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2Fsyn

c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Fsync 次/秒 Fsync 每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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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nPort4007Numops2Delet

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Delete 次/秒 Delete 每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2Bloc

kreport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BlockReport 次/秒

BlockReceivedAndDel

eted 每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2Bloc

kreceivedanddeleted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
_BlockReceivedAndDelete

d

次/秒
SendHeartbeat 每秒调

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1Send

heartbeat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SendHeartbeat 次/秒 Rename 每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1Rena

m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Rename 次/秒 Rename 每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1Getli

sting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GetListing 次/秒 GetListing 每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1Getfil

einfo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GetFileInfo 次/秒

GetFileInfo 每秒调用时

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1Creat

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Create 次/秒 Create 每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1Com

plete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Complete 次/秒 Complete 每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Numops1Addb

locknumops
每秒调用次数_AddBlock 次/秒 AddBlock 每秒调用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ConnectionsN

umopenconnections

当前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当前链接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3Setti

mes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SetTimes 毫秒 SetTimes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3Sets

afemod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SetSafeMode
毫秒

SetSafeMode 请求平均

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3Setp

ermission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SetPermission
毫秒

SetPermission 请求平

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3Mkdi

rs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Mkdirs 毫秒 Mkdirs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3Liste

ncryptionzones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ListEncryptionZones
毫秒

ListEncryptionZones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3Gets

erverdefaults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GetServerDefaults

毫秒 GetServerDefaults 请

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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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3Getbl
ocklocations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GetBlockLocations

毫秒
GetBlockLocations 请
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2Versi

onrequest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VersionRequest
毫秒

VersionRequest 请求平

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2Rene

wleas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RenewLease
毫秒

RenewLease 请求平均

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2Regi

sterdatanod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RegisterDatanode
毫秒

RegisterDatanode 请

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2Fsyn

c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Fsync 毫秒 Fsync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2Delet

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Delete 毫秒 Delete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2Bloc

kreport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BlockReport
毫秒

BlockReceivedAndDel

eted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2Bloc

kreceivedanddeleted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BlockReceivedAndDelete

d

毫秒
SendHeartbeat 请求平

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1Send

heartbeat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

_SendHeartbeat
毫秒 Rename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1Rena

m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Rename 毫秒 Rename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1Getlis

ting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GetListing 毫秒 GetListing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1Getfil

einfo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GetFileInfo 毫秒

GetFileInfo 请求平均延

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1Creat

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Create 毫秒 Create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1Com

plete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Complete 毫秒 Complete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vgtime1Addbl

ockavgtime
请求平均延迟时间_AddBlock 毫秒 AddBlock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uthRpcautho

rizationsuccess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orizationSuccess

es

次 RPC 授权成功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uthRpcautho 验证和授权 次 RPC 授权失败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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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zationfailures _RpcAuthorizationFailures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uthRpcauthe

nticationsuccess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enticationSucces

ses

次 RPC 验证成功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ort4007AuthRpcauthe

nticationfailur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enticationFailure

s

次 RPC 验证失败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PendingDatanodeMess

ageCountPendingdatanodemes

sagecou

备 NN 上挂起的与 BLOCK 相关

操作的消息数量

_PendingDataNodeMessag

eCount

个/秒
备NN上挂起的与 BLOCK

相关操作的消息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LockqueueLockqueuele

ngth
等待文件锁的队列长度 次数总和 等待文件锁的队列长度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MemMemnonheapu

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大

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MemMemnonheapc

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d

M

MB JVM 内存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MemMemmaxm JVM内存_MemMaxM MB
JVM 运行时的可以使用的
最大的内存的大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MemMemheapused

m
JVM内存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大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MemMemheapmax

m
JVM内存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大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MemMemheapcom

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HeapMemory 提

交大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LogTotalLogwarn JVM日志数量_LogWarn 个 Warn 日志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LogTotalLoginfo JVM日志数量_LogInfo 个 Info 日志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LogTotalLogfatal JVM日志数量_LogFatal 个 Fatal 日志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LogTotalLogerror JVM日志数量_LogError 个 Error 日志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JavaThreadsThrea
ds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处于新建状态的线程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JavaThreadsThrea

dstimed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处于 WAITING 状态的线

程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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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NnJvmJavaThreadsThrea

dsterminat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处于 TIMED WAITING 

状态的线程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JavaThreadsThrea

dsrunnable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处于 Terminated 状态的

线程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JavaThreadsThrea

dsnew
JVM线程数量_ThreadsNew 个 处于可运行状态的线程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JvmJavaThreadsThrea

dsblock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处于阻塞状态的线程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ImageRtPutimageavgti

me

镜像操作延迟

_PutImageAvgTime
ms 写入镜像文件平均延迟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ImageRtGetimageavgti

me

镜像操作延迟

_GetImageAvgTime
ms 读取镜像文件平均延迟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ImageRtGeteditavgtime
镜像操作延迟

_GetEditAvgTime
ms

读取 Edit 文件操作平均延

迟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ImageOpsPutimagenum

ops
镜像操作_PutImageNumOps

Count/

s

每秒执行 

PutImageNumOps 的

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ImageOpsGetimagenu

mops
镜像操作_GetImageNumOps

Count/

s

每秒执行 

GetImageNumOps 的

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ImageOpsGeteditnumo

ps
镜像操作_GetEditNumOps

Count/

s

每秒执行 

GetEditNumOps 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

比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

比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

占比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GcUtilGcTimeYg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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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hdfsnamenode

HdfsNn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GcUtilGcTimeFg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GcUtilGcCountYgc GC 次数_YGC Count Young GC 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GcUtilGcCountFgc GC 次数_FGC Count Full GC 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FilesOpsTotalfileops 文件操作_TotalFileOps
Count/

s

每秒执行 TotalFileOps 

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FilesOpsGetlistingops 文件操作_GetListingOps
Count/

s

每秒执行 GetListing 操作

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FilesOpsGetlinktargeto

ps
文件操作_GetLinkTargetOps

Count/

s

每秒执行 

GetLinkTarget 操作的

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FilesOpsGetadditionald
atanodeops

文件操作

_GetAdditionalDatanodeOp

s

Count/
s

每秒执行 

GetAdditionalDatanod

e 操作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FilesOpsFilesingetlistin

gops

文件操作

_FilesInGetListingOps

Count/

s

每秒执行 

FilesInGetListing 操作

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FilesOpsFileinfoops 文件操作_FileInfoOps
Count/

s

每秒执行 FileInfo 操作的

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FilesOpsDeletefileops 文件操作_DeleteFileOps
Count/

s

每秒执行 DeleteFile 操作

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FilesOpsCreatesymlink

ops
文件操作_CreateSymlinkOps

Count/

s

每秒执行 

CreateSymlink 操作的

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FilesOpsCreatefileops 文件操作_CreateFileOps
Count/

s

每秒执行 CreateFile 操

作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FilesFilesdeleted 文件数量_Filesdeleted 次数总和 删除文件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FilesFilescreated 文件数量_Filescreated 次数总和 创建文件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FilesFilesappended Appended文件数量 次数总和 Appended 文件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CheckpointtimeLastche 上次Checkpoint以来的时间 秒(s) 上次 Checkpoint 以来的 host4hdfsnamen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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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point 时间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CacheReportRtCachere

portavgtime

Cache汇报延迟

_CacheReportAvgTime
ms 缓存上报动作平均延迟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CacheReportOpsCache

reportnumops

缓存汇报

_CacheReportNumOps

Count/

s

每秒处理 CacheReport 

操作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BlocksOpsBlockreceive

danddeletedops

数据块操作

_BlockReceivedAndDelete

dOps

Count/

s

处理 DataNode Block 

上报操作的延迟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BlocksOpsBlockopsque

ued

数据块操作

_BlockOpsQueued

Count/

s

每秒执行 

BlockReceivedAndDel

etedOps 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BlocksMissingNumbero

fmissingblockswithreplicationfa

cto

缺失块统计

_NumberOfMissingBlocks

WithReplicationFactorOne

Count
缺失的数据库数量（rf = 

1）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BlocksMissingNumbero
fmissingblocks

缺失块统计
_NumberOfMissingBlocks

Count 缺失的数据块数量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BlockReportRtBlockrep

ortavgtime

数据块汇报延迟

_BlockReportAvgTime
ms

每秒处理 DataNode 

Blcok 平均延迟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NnBlockReportOpsBlockre

portnumops

数据块汇报

_BlockReportNumOps

Count/

s

每秒处理 DataNode 

Blcok 上报操作的次数

host4hdfsnamenod

e、 

id4hdfsnamenode

HDFS-Journal Node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HdfsJnJvmMemMemnonheapu

s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大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MemMemnonheapc

omm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dM
MB JVM 内存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MemMemheapused

m
JVM 内存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大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MemMemheapcom

mitte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HeapMemory 

提交大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MemMemheapmax

m
JVM 内存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大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MemMemmaxm JVM 内存_MemMaxM MB
JVM 运行时的可以使

用的最大的内存的大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JavaThreadsThread

snew
JVM 线程数量_ThreadsNew 个

处于新建状态的线程数

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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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fsJnJvmJavaThreadsThread

srunnable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处于可运行状态的线程

数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JavaThreadsThread

sblocked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处于阻塞状态的线程数

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JavaThreadThreads

waiti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处于 WAITING 状态的

线程数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JavaThreadsThread

stimedwaiting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处于 TIMED 

WAITING 状态的线程

数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JavaThreadThreads

terminated

JVM 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处于 Terminated 状

态的线程数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LogTotalLogfatal JVM 日志数量_LogFatal 个 Fatal 日志数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LogTotalLogerror JVM 日志数量_LogError 个 Error 日志数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LogTotalLogwarn JVM 日志数量_LogWarn 个 Warn 日志数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JvmLogTotalLoginfo JVM 日志数量_LogInfo 个 Info 日志数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

占比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

占比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

用占比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GcUtilGcCountFgc GC 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GcUtilGcCountYgc GC 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host4hdfsjournalno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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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GcUtilGcTimeYg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GcUtilGcTimeFg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GC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Port4005RxtxReceivedb

ytes
数据流量_ReceivedBytes Bytes/s 接收数据速率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Port4005RxtxReceivedb

ytes
数据流量_ReceivedBytes Bytes/s 发送数据速率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Port4005QpsRpcqueuet

imenumops

QPS_RpcQueueTimeNumOp

s
次/s RPC 调用速率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Port4005RtRpcqueueti
meavgtime

请求处理延迟
_RpcQueueTimeAvgTime

ms RPC 平均延迟时间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Port4005AuthRpcauthe

nticationfailur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enticationFailures
次/s RPC 验证失败次数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Port4005AuthRpcauthor

izationsuccess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orizationSuccesse

s

次/s RPC 授权成功次数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Port4005AuthRpcauthe

nticationsuccess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enticationSuccess

es

次/s RPC 验证成功次数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Port4005AuthRpcauthor

izationfailures

验证和授权

_RpcAuthorizationFailures
次/s RPC 授权失败次数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Port4005ConnectionsN

umopenconnections

当前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当前链接数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Port4005QueueLenCall

queuelength

RPC 处理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当前 RPC 处理队列长

度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ThreadTimeCurrentthre

adcputime

CPU 时间

_CurrentThreadCpuTime
ms CPU时间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ThreadTimeCurrentthre
adusertime

CPU 时间
_CurrentThreadUserTime

ms 用户时间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StartTimeStarttime 启动时间_StartTime s 进程启动时间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ThreadCountThreadcou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个 线程数量 host4hdfsjournal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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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ThreadCountPeakthrea

dcount
线程数量_PeakThreadCount 个 峰值线程数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JnThreadCountDaemonthr

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后台线程数量

host4hdfsjournalno

de、 

id4hdfsjournalnode

HDFS-ZKFC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HdfsDfzk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

用占比

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HdfsDfzk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

用占比

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HdfsDfzk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

比

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HdfsDfzk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HdfsDfzk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

使用占比

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HdfsDfzk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

使用占比

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HdfsDfzk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HdfsDfzk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HdfsDfzk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HdfsDfzk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HdfsDfzk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
ller、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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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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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hdfs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hdfs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id4hdfsoverview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hdfsoverview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hdfs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hdfs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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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

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hdfsnamenode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hdfsname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id4hdfsnamenod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hdfsnamenod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hdfsname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hdfsname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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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

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hdfsdatanode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hdfsdata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id4hdfsdatanod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hdfsdatanod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hdfsdata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hdfsdata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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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

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hdfsjournalnode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hdfsjournal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id4hdfsjournalnod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hdfsjournalnod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hdfsjournalnod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hdfsjournal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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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

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

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id4hdfszkfailovercontroll

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hdfszkfailovercont

rolle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hdfszkfailover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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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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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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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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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hdfszkfailovercont

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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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

理 > 节点内网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入参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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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HBASE）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4

Namespace=QCE/TXMR_HBASE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EmrHbaseOverviewHbaseMast

erRsnumsNumregionservers

集群RS数量

_numRegionServers
个

当前存活的 RegionServer 

个数

host4hbaseoverview

、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HbaseMast

erRsnumsNumdeadregionserve

rs

集群RS数量

_numDeadRegionServer

s

个
当前Dead的 

RegionServer 个数

host4hbaseoverview

、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HbaseMast
erReqClusterrequests

集群接口总请求量
_clusterRequests

个 集群总请求数量
host4hbaseoverview
、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HbaseMast

erBytesSentbytes
集群读写数量_sentBytes b/s 集群发送数据量

host4hbaseoverview

、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HbaseMast

erBytesReceivedbytes

集群读写数量

_receivedBytes
b/s 集群接收数据量

host4hbaseoverview

、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HbaseMast

erBalancerOpsBalancercluster

NumOps

集群负载均衡次数

_BalancerCluster_num_

ops

次 集群负载均衡次数
host4hbaseoverview

、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HbaseMast

erAvgloadAverageload

每个RS平均REGION数

_averageLoad
个

每个 ResgionServer 平均 

Region 数

host4hbaseoverview

、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HbaseMast

erAssignmentmanagerTimeRito
ldestage

集群RIT时间_ritOldestAge ms
Region in transition 的最

老年龄

host4hbaseoverview

、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HbaseMast

erAssignmentmanagerRitRitcou

ntoverthreshold

集群处于RIT Region个数

_ritCountOverThreshold
个

Region in transition 时间

超过阈值的 Region 个数

host4hbaseoverview

、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HbaseMast

erAssignmentmanagerRitRitcou

nt

集群处于RIT Region个数

_ritCount
个

Region in transition 的个

数

host4hbaseoverview

、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HbaseMast

erAssignmentmanagerOpsBulk

assignNumOps

集群Assignment管理器操作

_BulkAssign_num_ops
次 Bulk assign region次数

host4hbaseoverview

、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HbaseMast

erAssignmentmanagerOpsAssi

gnNumOps

集群Assignment管理器操作

_Assign_num_ops
次 Assign region次数

host4hbaseoverview

、 id4hbaseoverview

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HbaseMasterAssignmentmanag

erOpsBulkassignNumOps

集群Assignment管理器操作

_BulkAssign_num_ops
次 Bulk assign region次数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HbaseMasterAssignmentmanag

集群处于RIT_Region个数

_ritCountOverThreshold

个 Region in transition 时间

超过阈值的 Region 个数

id4hbase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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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itRitcountoverthreshold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HbaseMasterBytesSentbytes
集群读写数量_sentBytes B/s 集群发送数据量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HbaseMasterAssignmentmanag

erRitRitcount

集群处于RIT_Region个数

_ritCount
个

Region in transition 的个

数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HbaseMasterRsnumsNumregio

nservers

集群RS数量

_numRegionServers
个

当前存活的 RegionServer 

个数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HbaseMasterAvgloadAveragelo

ad

每个RS平均REGION数

_averageLoad
个

每个 ResgionServer 平均 

Region 数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HbaseMasterBytesReceivedbyt
es

集群读写数量

_receivedBytes
B/s 集群接收数据量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HbaseMasterAssignmentmanag

erTimeRitoldestage

集群RIT时间_ritOldestAge ms
Region in transition 的最

老年龄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oH

baseMasterRsnumsNumdeadre

gionservers

集群RS数量

_numDeadRegionServer

s

个
当前Dead的 

RegionServer 个数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HbaseMasterBalancerOpsBalan

cerclusterNumOps

集群负载均衡次数

_BalancerCluster_num_

ops

次 集群负载均衡次数 id4hbaseoverview

EmrHbaseOverviewAggregation

HbaseMasterAssignmentmanag

erOpsAssignNumOps

集群Assignment管理器操作

_Assign_num_ops
次 Assign region次数 id4hbaseoverview

HbaseMasterReqClusterrequest

s

集群接口总请求量

_clusterRequests
个 集群总请求数量 id4hbaseoverview

HBASE-HMast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HbaseH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H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H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H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H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Hm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basehmast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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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ServerTimeMaster

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_masterStartTime
s Master 进程启动时间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ServerTimeMaster

activetime

进程启动时间

_masterActiveTime
s Master 进程 Active 时间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IpcExceptionUnkn

ownscanner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UnknownScannerExce
ption

次
UnknownScannerExcepti

on 异常次数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IpcExceptionRegio

ntoobusy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RegionTooBusyExcept

ion

次
RegionTooBusyExceptio

n 异常次数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IpcExceptionRegio

nmoved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RegionMovedExceptio

n

次
RegionMovedException 

异常次数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IpcExceptionOutof

orderscannernext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OutOfOrderScannerNe

xtException

次
OutOfOrderScannerNext

Exception 异常次数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IpcExceptionNots

ervingregion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NotServingRegionExc

eption

次
NotServingRegionExcept

ion 异常次数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IpcExceptionFaile

dsanitycheck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FailedSanityCheckExc

eption

次
FiledSanityCheckExcepti

on 异常次数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IpcConnectionsNu

mopenconnections

RPC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RPC 连接数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IpcQueueNumcalls

inreplicationqueue

RPC队列请求数

_numCallsInReplication

Queue

个 复制队列 RPC 请求数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IpcQueueNumcalls

inpriorityqueue

RPC队列请求数

_numCallsInPriorityQue
ue

次 通用队列 RPC 请求数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ThreadsThrea

ds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处于 WAITING 状态的线程数

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ThreadsThrea

dstimed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处于 TIMED WAITING 状态

的线程数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ThreadsThrea

dsterminat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当前 TERMINATED 状态线

程数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ThreadsThrea

dsrunnable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处于 RUNNABLE 状态的线

程数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ThreadsThrea

dsnew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New
个 处于 NEW 状态的线程数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ThreadsThrea JVM线程数量 个 处于 BLOCKED 状态的线程 host4hbasehm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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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blocked _ThreadsBlocked 数量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LogTotalLogw

arn
JVM日志数量_LogWarn 个 Warn 日志数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LogTotalLogin

fo
JVM日志数量_LogInfo 个 Info 日志数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LogTotalLogfa

tal
JVM日志数量_LogFatal 个 Fatal 日志数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LogTotalLoger

ror
JVM日志数量_LogError 个 Error 日志数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MemMemnon

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进程使用的非堆内存大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MemMemnon

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MB 进程 commit 的非堆内存大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MemMemmax

m
JVM内存_MemMaxM MB 进程最大内存大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MemMemhea

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进程使用的堆内存大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MemMemhea

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进程最大的堆内存大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MasterJvmMemMemhea

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

M

MB 进程 commit 的堆内存大小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Hm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Hm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Hm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Hm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Hm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ost4hbasehmast

e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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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RegionserverScantimeMi

n

最小ScanTime ms 最小 Scan 请求时间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cansizeMi

n
最小ScanSize 次 最小Scan 请求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cantimeM

ax
最大ScanTime ms 最大 Scan 请求时间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cansizeMa

x
最大ScanSize 次 最大Scan 请求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Cells

Flushedcellssize

写磁盘速率

_flushedCellsSize
B/s 写磁盘速率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Index

Storefileindexsize

索引大小

_storeFileIndexSize
B 磁盘上 storeFile 中的索引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Index

Staticindexsize
索引大小_staticIndexSize B 未压缩的静态索引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Index

Staticbloomsize

索引大小

_staticBloomSize
B

未压缩的静态 Bloom Filters 

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Dela

yUpdatesblockedtime

平均延时

_updatesBlockedTime
ms

Memstore 可 flush 前的更新

阻塞时间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Dela

yReplayMean
平均延时_Replay_mean ms Replay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Dela

yGetMean
平均延时_Get_mean ms Get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Dela

yAppendMean
平均延时_Append_mean ms Append 请求平均延时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cantimeM

ean
平均ScanTime ms 平均 Scan 请求时间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cansizeMe

an
平均ScanSize 次 平均 Scan 请求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Hs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Hs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Hs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basehmast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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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hbasehmaster

HbaseHs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Hs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Hs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low

Slowputcount

慢操作次数

_slowPutCount
次 Put 请求时间超过1s的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low

Slowincrementcount

慢操作次数

_slowIncrementCount
次

Increment 请求时间超过1s的

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low

Slowgetcount

慢操作次数

_slowGetCount
次 Get 请求时间超过1s的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low

Slowdeletecount

慢操作次数

_slowDeleteCount
次 Delete 请求时间超过1s的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low

Slowappendcount

慢操作次数

_slowAppendCount
次

Append 请求时间超过1s的数

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tarttimeRe

gionserver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_regionServerStartTim

e

s 进程启动时间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Bloc

kcacheCountBlockcachemissc
ount

缓存块数量

_blockCacheMissCount
个 Block Cache miss 请求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Bloc

kcacheCountBlockcachehitcou

nt

缓存块数量

_blockCacheHitCount
个 Block Cache hit 请求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Bloc

kcacheCountBlockcachecount

缓存块数量

_blockCacheCount
个

Block Cache 中的 Block 数

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Bloc

kcacheSizeBlockcachesize

缓存块内存占用大小

_blockCacheSize
B 缓存块内存占用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W

rite
读写请求量_Write 个/秒 写请求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T

otal
读写请求量_Total 个/秒

总请求量，当有Scan请求时，

该值会小于读写请求之和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S

cantimeNumOps
读写请求量_Scantime ms Scan 请求时间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S 读写请求量_Scansize 个/秒 Scan 请求量 host4hbasehm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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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sizeNumOps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R

ead
读写请求量_Read 个/秒 读请求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P

utNumOps
读写请求量_Put 个/秒 Put 请求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In

crementNumOps
读写请求量_Increment 个/秒 Increment请求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G

etNumOps
读写请求量_Get 个/秒 Get 请求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D

eleteNumOps
读写请求量_Delete 个/秒 Delete 请求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ReqcountA

ppendNumOps

读写请求量

_Append_num_ops
个/秒 Append 请求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BytesSe

ntbytes
读写流量_sentBytes B/s 读写流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BytesRe

ceivedbytes
读写流量_receivedBytes B/s 接收数据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Bloc

kcachePercentBlockcacheexpr

esshi

读缓存命中率

_blockCacheExpressHi

tPercent

% 读缓存命中率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Queu

eSplitqueuelength

操作队列请求数

_splitQueueLength
个 Split 队列长度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Queu
eFlushqueuelength

操作队列请求数
_flushQueueLength

个 Region Flush 队列长度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Queu
eCompactionqueuelength

操作队列请求数
_compactionQueueLen
gth

个 Compaction 队列长度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HlogcountH

logfilecount

WAL文件数量

_hlogFileCount
个 WAL 文件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HlogsizeHlo
gfilesize

WAL文件大小
_hlogFileSize

B WAL 文件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toreCount
Storecount

Store个数_storeCount 个 Store 个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torefilecou

ntStorefilecount

Storefile个数

_storeFileCount
个 Storefile 个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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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RegionserverStorefilesiz

eStorefilesize

Storefile大小

_storeFileSize

MB Storefile 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plit
Splitsuccesscount

split请求
_splitSuccessCount

次 split 成功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Split
Splitrequestcount

split请求
_splitRequestCount

个 split 请求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Flush

FlushtimeNumOps

RS写磁盘次数

_FlushTime_num_ops
次 Memstore flush 写磁盘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Exceptio
nUnknownscanner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UnknownScannerExc

eption

次
UnknownScannerExcepti
on 异常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Exceptio
nRegiontoobusy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RegionTooBusyExcep

tion

次
RegionTooBusyException 
异常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Exceptio

nRegionmoved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RegionMovedExceptio
n

次
RegionMovedException 异

常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Exceptio
nOutoforderscannernextexcept

ion

RPC异常次数
_OutOfOrderScannerN

extException

次
OutOfOrderScannerNextE

xception 异常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Exceptio
nNotservingregion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NotServingRegionExc

eption

次
NotServingRegionExcepti
on 异常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Exceptio

nFailedsanitycheckexception

RPC异常次数

_FailedSanityCheckExc
eption

次
FailedSanityCheckExcepti

on 异常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Authenti

cationAuthenticationsuccesses

RPC认证次数

_authenticationSucces
ses

次 RPC 认证成功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Authenti
cationAuthenticationfailures

RPC认证次数
_authenticationFailures

次 RPC 认证失败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Connecti

onsNumopenconnections

RPC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RPC 连接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Handler

Numactivehandler

RPC句柄数

_numActiveHandler
个 RPC 句柄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QueueN
umcallsinreplicationqueue

RPC队列请求数
_numCallsInReplication

Queue

个 复制队列 RPC 请求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QueueN
umcallsinpriorityqueue

RPC队列请求数

_numCallsInPriorityQue
ue

个 优先队列 RPC 请求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IpcQueueN

umcallsingeneralqueue

RPC队列请求数

_numCallsInGeneralQu
eue

个 通用队列 RPC 请求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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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seRegionserverServerRepl
ayReplayNumOps

Replay操作次数
_Replay_num_ops

次 Replay操作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AvgsizeAve
rageregionsize

Region平均大小
_averageRegionSize

B Region平均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Region 

CountRegioncount

Region个数

_regionCount
个 Region 个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Hfile
sPercentPercentfileslocalsecon

d

Region副本本地化
_percentFilesLocalSec

ondaryRegions

% Region副本本地化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Muta
tionSizeMutationswithoutwalsiz

e

mutation大小
_mutationsWithoutWAL

Size

B mutation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ServerMuta

tionCountMutationswithoutwalc
oun

muation个数

_mutationsWithoutWAL
Count

个 mutation 个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Memstrore

Memstoresize

Memstore大小

_memStoreSize
MB Memstore 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Thread
sThreads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处于 WAITING 状态的线程数
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Thread

sThreadstimed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处于 TIMED WAITING 状态的

线程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Thread

sThreadsterminat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当前 TERMINATED 状态线程

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Thread
sThreadsrunnable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处于 RUNNABLE 状态的线程
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Thread
sThreadsnew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New

个 处于 NEW 状态的线程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Thread

sThreadsblock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处于 BLOCKED 状态的线程数

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LogTot
alLogwarn

JVM日志数量_LogWarn 个 Warn日志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LogTot
alLoginfo

JVM日志数量_LogInfo 个 Info日志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LogTot

alLogfatal
JVM日志数量_LogFatal 个 Fatal 日志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LogTot
alLogerror

JVM日志数量_LogError 个 Error 日志数量 host4hbasehmast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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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MemM
emn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进程使用的非堆内存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MemM

emno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
tedM

MB 进程 commit 的非堆内存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MemM

emmaxm
JVM内存_MemMaxM MB 进程最大内存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MemM
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进程使用的堆内存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MemM

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进程最大的堆内存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RegionserverJvmMemM

em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
M

MB 进程 commit 的堆内存大小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Hs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Hs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Hs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Hs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HbaseHs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ost4hbasehmaste
r、 
id4hbasehmaste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d4hbase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hbase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d4hbaseoverview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

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

e
host4hbaseoverview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hbase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

e
host4hbase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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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
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d4hbasehmast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hbasehmast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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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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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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d4hbasehmast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
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

e
host4hbasehmast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hbasehmast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
e

host4hbaseh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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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

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d4hbaseregionserve
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hbaseregion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d4hbaseregionserve
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
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
e

host4hbaseregionse
rv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hbaseregion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
e

host4hbaseregion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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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

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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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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HIVE）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4

Namespace=QCE/TXMR_HIVE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HIVE-HiveMetaStore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HiveHms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Young GC 次数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JvmMemMemheap
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JvmMemMemheapi
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MB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JvmMemMemheap

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JvmMemMemheap

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JvmMemMemnonh
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JvmMemMemnonh

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MB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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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HmsJvmMemMemnonh

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使用

NonHeapMem 的数量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JvmPauseExtraslee

ptime

GC额外每秒睡眠时间

_ExtraSleepTime
ms GC 额外睡眠时间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OpenConnectionsN
umopenconnections

进程打开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进程打开连接数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OsCpuLoadProces
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 进程 CPU 利用率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OsCpuLoadSystem
cpuload

CPU利用率
_SystemCpuLoad

% 系统 CPU 利用率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OsCpuTimeProcess

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ms CPU累计使用时间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长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ThreadCountDaem
on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守护线程数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ThreadCountThrea
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个 线程总数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OsFdCountMaxfiled

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

t

个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OsFdCountOpenfile
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

nt

个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msOsCpuUsedCpurat

e

每秒CPU使用时间

_CPURATE
s 每秒CPU使用时间

id4hivehivemetastore、

host4hivemetastore

HIVE-HiveServer2

frontMetricNameV3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HiveH2ThreadCountThread
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个 总线程数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ThreadCountDaemo
n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个 Daemon  线程数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长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OsFdCountOpenfile

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
nt

个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OsFdCountMaxfiled

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

t

个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OsCpuUsedCpurate
每秒CPU使用时间
_CPURate

s 每秒CPU使用时间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OsCpuTimeProcess
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ms CPU累计使用时间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OsCpuLoadProcess

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 CPU利用率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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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H2OpenConnectionsN

umopenconnections

进程打开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进程打开连接数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JvmPauseExtraslee

ptime

GC额外每秒睡眠时间

_ExtraSleepTime
ms GC额外每秒睡眠时间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JvmMemStatUsedR
atioMemheapusedrate

JVM堆内存使用率
_MemHeapUsedRate

% JVM 堆内存使用率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JvmMemMemnonhe
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JvmMemMemnonhe

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MB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JvmMemMemnonhe

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MB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JvmMemMemheapu
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JvmMemMemheap

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JvmMemMemheapi

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MB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JvmMemMemheapc
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ExecAsyncQueueSi

zeQueuesize

hs2异步操作队列大小

_QueueSize
个 hs2 异步操作队列当前大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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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eH2ExecAsyncPoolSize
Poolsize

hs2异步线程池大小
_PoolSize

个 hs2异步线程池当前大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CompletedOperatio

nFinished
完成的操作数量_Finished 个/秒 完成的操作数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CompletedOperatio

nError
出错的操作数量_Error 个/秒 出错的操作数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CompletedOperatio
nClosed

关闭的操作数量_Closed 个/秒 关闭的操作数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CompletedOperatio
nCanceled

取消的操作数量_Canceled 个/秒 取消的操作数量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ApiDriverRunAvg Driver执行时延_Avg ms Driver 执行平均执行时延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2ApiDriverRun99thPe

rcentile

Driver执行时延

_99th_percentile
ms Driver 执行99%的时延

host4hivehiveserver2、

id4hivehiveserver2

HIVE-HiveWebHcat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名称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HiveHcGcUtilGcCountYg

c
YGC GC 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host4hivehivewebhcat、

id4hivehivewebhcat

HiveHcGcUtilGcCountFgc FGC GC 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ost4hivehivewebhcat、
id4hivehivewebhcat

HiveHcGcUtilGcTimeFgct FG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ost4hivehivewebhcat、
id4hivehivewebhcat

HiveHcGcUtilGcTimeGct GCT GC 时间_F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ost4hivehivewebhcat、

id4hivehivewebhca

HiveHcGcUtilGcTimeYgct YG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host4hivehivewebhcat、

id4hivehivewebhca

HiveHcGcUtilMemoryS0 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 区内存使用占

比

host4hivehivewebhcat、

id4hivehivewebhca

HiveHcGcUtilMemoryE 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ivehivewebhcat、
id4hivehivewebhca

HiveHcGcUtilMemoryCcs 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ivehivewebhcat、
id4hivehivewebhca

HiveHcGcUtilMemoryS1 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ivehivewebhcat、

id4hivehivewebhca

HiveHcGcUtilMemoryO 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hivehivewebhcat、

id4hivehivewebhcat

HiveHcGcUtilMemoryM 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host4hivehivewebhcat、
id4hivehivewebhcat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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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hivehivemeta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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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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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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mensions.0.Val
ue

id4hivehiv

emetastor
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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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4hivemeta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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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

mensions.0.Na
me

id4hivehiv

eserver2

EMR 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hivehiveserver2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hivehiv

eserver2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hive
hiveserve

r2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hivehiveserver2

Instances.N.Di

mensions.1.Val
ue

host4hive

hiveserve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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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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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hivehivewebhcat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hivehiv
ewebhcat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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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4hivehivewebh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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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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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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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hivehivewebhcat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弹性 MapReduce（NODE）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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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QCE/TXMR_NODE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主机-CPU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NodeCpuIdle CPU 使用率_idle % CPU IDLE 时间占比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NodeCpuIrq CPU 使用率_irq % 中断占比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NodeCpuNice CPU 使用率_nice % NICE 优先级使用 CPU 占比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NodeCpuSteal CPU 使用率_steal %
虚拟 CPU 等待实际 CPU 时间占
比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NodeCpuSoftirq CPU 使用率_softirq % CPU 软中断占比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NodeCpuGuest CPU 使用率_guest % 运行虚拟处理器所用的时间百分比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NodeCpuSystem CPU 使用率_system % 内核态 CPU 占用比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NodeCpuUser CPU 使用率_user % 用户态 CPU 占用比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NodeCpuIowait CPU 使用率_iowait % 进程等待 IO CPU 空闲占比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NodeCpuLoad1m 负载_1m - 1分钟负载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NodeCpuLoad5m 负载_5m - 5分钟负载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NodeCpuLoad15m 负载_15m - 15分钟负载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NodeCpuCountCpuCo

unt
核数_cpu_count 个 CPU 核数

id4nodecpu、 

host4nodecpu

主机-内存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NodeMemMemtotal 内存使用情况_MemTotal GB 内存总量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NodeMemMemfree 内存使用情况_MemFree GB 空闲内存总量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NodeMemBuffers 内存使用情况_Buffers GB BUFFER 缓存占用内存总量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NodeMemCached 内存使用情况_Cached GB 文件缓存占用内存总量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NodeMemSwapcache
d

内存使用情况
_SwapCached

GB 匿名页写入交换区内存总量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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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MemSwapfree 内存使用情况_SwapFree GB 可用交换区总量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NodeMemAnonpages
内存使用情况
_AnonPages

GB 未映射内存总量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NodeMemSwaptotal 内存使用情况_SwapTotal GB 交换区总量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NodeMemDirty 内存使用情况_Dirty GB 需要写入磁盘的内存总量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NodeMemWriteback 内存使用情况_Writeback GB 正在被写回磁盘的内存总量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NodeMemHardwarec
orrupted

内存使用情况
_HardwareCorrupted

GB 内存硬件故障导致不可用内存总量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NodeMemShmem 内存使用情况_Shmem GB 共享内存占用的内存总量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NodeMemPercentAva

ilablePercent

内存使用占比

_available_percent
% 可用内存占总内存百分比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NodeMemPercentUse

dPercent

内存使用占比

_used_percent
% 已使用内存占总内存百分比

host4nodememory、 

id4nodememory

主机-网络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NodeNetworkTcpList
enExtListendrops

TCPLISTEN 异常
_ListenDrops

次/秒
任何原因导致的丢弃传入连接（SYN 
包）的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List
enExtListenoverflows

TCPLISTEN 异常
_ListenOverflows

次/秒
三次握手最后一步完成之后，Accept 队
列超过上限的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Syn

cookiesSyncookiesfail
ed

TCPSyncookies_Syn 

cookiesFailed
次/秒

收到携带无效 SYN Cookie 信息的包的

个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Syn
cookiesSyncookiesre

cv

TCPSyncookies_Syn 
cookiesRecv

次/秒
收到携带有效 SYN Cookie 信息的包的
个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Syn
cookiesSyncookiesse
nt

TCPSyncookies_Syn 
cookiesSent

次/秒
使用 SYN Cookie 发送的 SYN/ACK 
包个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Abo

rtTcpabortontimeout

TCP 链接异常 

Abort_TCPAbort 
OnTimeout

次/秒
因各种计时器（RTO/PTO/keepalive）

的重传次数超过上限而关闭连接的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Abo
rtTcpabortondata

TCP 链接异常 
Abort_TCPAbort 

OnData

次/秒 socket 收到未知数据导致被关闭的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Abo
rtTcpaborton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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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 
socket 的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Abo

rtTcpabortonmemory

TCP 链接异常 

Abort_TCPAbort 
OnMemory

次/秒 因内存问题关闭连接的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Abo TCP 链接异常 次/秒 关闭后，在徘徊状态中止的连接的次数 host4node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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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Tcpabortonlinger Abort_TCPAbort 
OnLinger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Abo

rtTcpabortfailed

TCP 链接异常 

Abort_TCPAbortFailed
次/秒 尝试结束连接失败的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Stat

eActiveopens

TCP 建立链接 

_ActiveOpens
个/s 主动建立 TCP 连接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Stat

eCurrestab

TCP 建立链接 

_CurrEstab
个/s 当前已建立 TCP 连接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Stat
ePassiveopens

TCP 建立链接 
_PassiveOpens

个/s 被动建立 TCP 连接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Stat
eAttemptfails

TCP 建立链接 
_AttemptFails

个/s 建立连接失败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Stat

eEstabresets

TCP 建立链接 

_EstabResets
个/s 连接被 REST 的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Pac

ketStatInsegs
TCP 数据包 _InSegs 个/s 收到的数据包个数，包括有错误的包个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Pac
ketStatOutsegs

TCP 数据包 _OutSegs 个/s 发送的数据包个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Pac
ketStatRetranssegs

TCP 数据包 
_RetransSegs

个/s TCP 接收报文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Pac
ketStatInerrs

TCP 数据包 _InErrs 个/s 重传的包个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Pac

ketStatOutrsts
TCP 数据包 _OutRsts 个/s 发出 RST 包个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Pac

ketRate 
Retranssegsrate

TCP 重传率 

_RetransSegsRate
% TCP 层重传率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Pac

ketRateResetrate
TCP 重传率 _ResetRate % RESET 发送频率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Pac

ketRateInerrrate
TCP 重传率 _InErrRate % 错误包占比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Tim

eWaitTw
TCPTIME-WAIT_TW 个/s

经过正常的超时结束 TIME_WAIT 状态

的 socket 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Tim
eWaitTwkilled

TCPTIME-
WAIT_TWKilled

个/s
通过 tcp_tw_recycle 机制结束 
TIME_WAIT 状态的 socket 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Tim
eWaitTwrecycled

TCPTIME-
WAIT_TWRecycled

个/s
通过 tcp_tw_reuse 机制结束 
TIME_WAIT 状态的 socket 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timeouts
TCPRTO_TCPTimeouts 次/秒 RTO timer 第一次超时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spuriousrtos

TCPRTO_TCPSpur 

iousRTOs
次/秒 通过 F-RTO 机制发现的虚假超时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lossprobes

TCPRTO_TCPLoss 

Probes
次/秒

Probe Timeout(PTO) 导致发送 Tail 

Loss Probe(TLP) 包的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lossprobereco

very

TCPRTO_TCPLoss 
ProbeRecovery

次/秒 丢失包刚好被 TLP 探测包修复的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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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renorecoveryf
ail

TCPRTO_TCPReno 

RecoveryFail

次/秒 先进入 Recovery 阶段，然后又 RTO 

的次数，对端不支持 SACK 选项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renorecoveryf

ail

TCPRTO_TCPReno 
RecoveryFail

次/秒
先进入 Recovery 阶段，然后又 RTO 
的次数，对端支持 SACK 选项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renofailures

TCPRTO_TCPReno 
Failures

次/秒
先进 TCP_CA_Disorder 阶段，然后又 
RTO 超时的次数，对端不支持 SACK 选

项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sackfailures

TCPRTO_TCPSack 

Failures
次/秒

先进 TCP_CA_Disorder 阶段，然后又 

RTO 超时的次数，对端支持 SACK 选项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to
StatTcplossfailures

TCPRTO_TCPLoss 
Failures

次/秒
先进 TCP_CA_Loss 阶段，然后又 
RTO 超时的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to
ConstRtoalgorithm

TCPRTO 常数
_RtoAlgorithm

1/s 转发未答复对象的延时的算法的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to
ConstRtomax

TCPRTO 常数_RtoMax 1 TCP 延迟重发的最大值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to

ConstRtomin
TCPRTO 常数_RtoMin 1 TCP 延迟重发的最小值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etr

ansTcplostretransmit

TCP 重传 

_TCPLostRetransmit
次/秒 丢失重传 SKB 的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etr
ansTcpfastretrans

TCP 重传 
_TCPFastRetrans

次/秒 快重传 SKB 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etr
ansTcpforwardretran

s

TCP 重传 
_TCPForwardRetrans

次/秒 一般重传 SKB 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etr

ansTcpslowstartretra
ns

TCP 重传 

_TCPSlowStart 
Retrans

次/秒 成功慢启动重传 SKB 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Retr

ansTcpretransfail

TCP 重传 

_TCPRetransFail
次/秒 尝试重传失败次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UdpDgI

ndatagrams

UDP 数据报 

_InDatagrams
个/s 发送 UDP 数据报文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INodeNetworkUdpDg
Outdatagrams

UDP 数据报 
_OutDatagrams

个/s 接收 UDP 数据报文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RwByte
sEth0TransmitBytes

网卡收发数据速率 _eth0-
transmit_bytes

MB/
s

网卡发送数据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Packets
Eth0ReceiveDrop

网卡数据包率 _eth0-
receive_drop

个/s 网卡接收丢弃数据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Packets

Eth0ReceiveErrs

网卡数据包率 _eth0-

receive_errs
个/s 网卡接收异常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Packets

Eth0TransmitDrop

网卡数据包率 _eth0-

transmit_drop
个/s 网卡发送丢弃数据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Packets
Eth0TransmitErrs

网卡数据包率 _eth0-
transmit_errs

个/s 网卡发送异常数据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Packets
Eth0TransmitPackets

网卡数据包率 
_eth0_transmit_packet

个/s 网卡发送包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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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NetworkTcpSoc
ketTcpInuse

TCP 套接字 _TCP_inuse 个 在使用（正在侦听）的 TCP 套接字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 
SocketTcpOrphan

TCP套接字 
_TCP_orphan

个 等待关闭的 TCP 连接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Soc

ketTcpTw
TCP 套接字 _TCP_tw 个 待销毁的 TCP socket 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Soc

ketSocketsUsed

TCP 套接字 

_sockets_used
个 使用 CP 套接字的用户数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Soc

ketTcpAlloc
TCP 套接字 _TCP_alloc 个

已分配（已建立、已申请到 sk_buff）的 

TCP 套接字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Con
nectionStateEstablish

ed

TCP 链接状态 
_ESTABLISHED

个 Established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Con

nectionStateSynSent

TCP 链接状态 _SYN-

SENT
个 SYN-SENT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 
ConnectionStateSynR

ecv

TCP 链接状态 _SYN-
RECV

个 SYN-RECV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Con

nectionStateClose
TCP 链接状态 _CLOSE 个 CLOSE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 

ConnectionStateClos
eWait

TCP 链接状态 _CLOSE-
WAIT

个 CLOSE-WAIT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Con

nectionStateListen
TCP 链接状态 _LISTEN 个 LISTEN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TcpCon

nectionStateClosing
TCP 链接状态 _CLOSING 个 CLOSEING 状态的 TCP 链接数量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NodeNetworkRwByte
sEth0ReceiveBytes

网卡收发数据速率_eth0-
receive_bytes

MB/
s

-
host4nodenetwork、
id4nodenetwork

磁盘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NodeDiskInodesFreeA
ll

INODES_free_all 个 磁盘剩余 INODES 数量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InodesTotal

All
INODES_total_all 个 磁盘总 INODES 数量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InodesUsed

PercentUsedAll
INODES使用率_used_all % 磁盘 INODES 使用率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IoNowAll 设备IOPS_all 次/秒 设备IOPS，当前设备上正在进行的 IO 操作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IoOpsMerge
dReadAll

设备读写请求
QPS_merged_read_all

MB/s 设备读写速率，每秒读数据量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IoOpsMerge
dWriteAll

设备读写请求
QPS_merged_write_all

MB/s 设备读写速率，每秒写数据量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IoOpsReadA

ll

设备读写请求

QPS_read_all
次/秒 读操作 QPS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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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DiskIoOpsWriteA

ll

设备读写请求

QPS_write_all

次/秒 写操作 QPS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IoRateRead

All
设备读写速率_read_all MB/s 合并读操作 QPS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IoRateWrite

All
设备读写速率_write_all MB/s 合并写操作 QPS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IoTimeIoAll IO操作时间_io_all ms 平均每次 IO 请求的处理时间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IoTimeRead
All

IO操作时间_read_all ms 平均每次设备 I/O 读操作的等待时间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IoTimeWrite

All
IO操作时间_write_all ms 平均每次设备 I/O 写操作的等待时间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SpaceGbAv

aliableAll
磁盘空间_avaliable_all GB 磁盘可用存储空间(非特权用户)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SpaceGbFre

eAll
磁盘空间_free_all GB 磁盘空闲存储空间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SpaceGbTot
alAll

磁盘空间_total_all GB 磁盘总存储空间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SpaceUsed
PercentUsedAll

磁盘空间使用率_used_all % 磁盘空间使用率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NodeDiskUtilPercentA

ll
IO设备使用率_all % IO 设备使用率，磁盘繁忙程度

host4nodedisk、

id4nodedisk

主机-Filehandle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NodeFdFilefdAllocate

d
文件句柄_allocated 个 已分配文件句柄数量

host4nodefilehandl

e、 
id4nodefilehandle

NodeFdFilefdMaximu

m
文件句柄_maximum 个 最大文件句柄数量

host4nodefilehandl

e、 
id4nodefilehandle

主机-PROCESS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NodeIntrIntrTotal 系统中断_intr_total 次/秒 系统中断数量
host4nodeprocess、 
id4nodeprocess

NodeSwitchesContex

tSwitchesTotal

系统上下文切换

_context_switches_total
次/秒 系统上下文切换数量

host4nodeprocess、 

id4nodeprocess

NodeProcsForksTotal 系统进程_forks_total 个 系统新建进程数量
host4nodeprocess、 

id4nodeprocess

NodeProcsProcsRunn

ing
系统进程_procs_running 个 系统运行进程数量

host4nodeprocess、 

id4nodeprocess

NodeProcsProcsBloc
ked

系统进程_procs_blocked 个 系统阻塞进程数量
host4nodeprocess、 
id4nodeprocess

NodeProcsProcsTotal 系统进程_procs_total 个 系统总进程数量
host4nodeprocess、 
id4node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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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AgentVersionAg

entversion

Agent 版本

_AgentVersion

versi

on

agent 的版本 host4nodeprocess、 

id4nodeproces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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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nodecpu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nodecpu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emr-abcdef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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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4node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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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

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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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nodememory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nodememory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emr-abcdef88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memor
y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nodememory

Instances.N.Di

mensions.1.Na
me

host4nodememo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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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

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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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4nodenetwork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nodenetwork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emr-abcdef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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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4node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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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
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
mensions.0.Na

me

id4nodefilehandle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nodefilehandle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nodefilehandl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emr-abcdef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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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4nodefile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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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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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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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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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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
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

mensions.0.Na
me

id4nodeprocess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nodeprocess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nodeprocess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emr-abcdef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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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4node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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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

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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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4nodedisk

Instances.N.Di
mensions.0.Val

ue

id4nodedisk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emr-abcdef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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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4node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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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

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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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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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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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4

Namespace=QCE/TXMR_PRESTO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PRESTO-Overview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NodesActive 节点数量_Active 个 活跃节点数量
id4prestoovervie

w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NodesTotal 节点数量_Total 个 总节点数量
id4prestoovervie
w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NodesFailed 节点数量_Failed 个 失败节点数量
id4prestoovervie
w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QueriesRunni

ngqueries
查询_RunningQueries 个

正在运行的查询

总数

id4prestoovervie

w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QueriesOneM

inuteFailedqueries
查询频度_FailedQueries 个/min 失败的查询总数

id4prestoovervie

w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QueriesOneM

inuteAbandonedqueries

查询频度

_AbandonedQueries
个/min 放弃的查询总数

id4prestoovervie

w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QueriesOneM
inuteCanceledqueries

查询频度_CanceledQueries 个/min 取消的查询总数
id4prestoovervie
w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QueriesOneM
inuteCompletedqueries

查询频度
_CompletedQueries

个/min 完成的查询总数
id4prestoovervie
w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QueriesOneM

inuteStartedqueries
查询频度_StartedQueries 个/min 开始的查询总数

id4prestoovervie

w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DataOneMinu

teRateInputdatasizeoneminute

每分钟数据输入输出量

_InputDataSizeOneMinute
GB/min 输入数据速率

id4prestoovervie

w

EmrPrestoOverviewPrestoMDataOneMinu
teRateOutputdatasizeoneminute

每分钟数据输入输出量

_OutputDataSizeOneMinu
te

GB/min 输出数据速率
id4prestoovervie
w

PRESTO-OverviewOriginal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Nodes
Active

节点数量_Active 个 活跃节点数量

id4prestoovervie

w、
host4prestoover

view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Nodes
Total

节点数量_Total 个 总节点数量

id4prestoovervie

w、
host4prestoover

view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Nodes
Failed

节点数量_Failed 个 失败节点数量 id4prestoovervi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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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4prestoover
view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Queri
esRunningqueries

查询_RunningQueries 个
正在运行的查询
总数

id4prestoovervie

w、
host4prestoover

view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Queri
esOneMinuteFailedqueries

查询频度_FailedQueries 个/min 失败的查询总数

id4prestoovervie

w、
host4prestoover

view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Queri
esOneMinute Abandonedqueries

查询频度_AbandonedQueries 个/min 放弃的查询总数

id4prestoovervie
w、
host4prestoover

view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Queri

esOneMinuteCanceledqueries
查询频度_CanceledQueries 个/min 取消的查询总数

id4prestoovervie
w、

host4prestoover
view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Queri

esOneMinuteCompletedqueries
查询频度_CompletedQueries 个/min 完成的查询总数

id4prestoovervie
w、

host4prestoover
view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Queri
esOneMinute Startedqueries

查询频度_StartedQueries 个/min 开始的查询总数

id4prestoovervie

w、
host4prestoover
view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DataO
neMinuteRateInputdatasizeoneminute

每分钟数据输入输出量
_InputDataSizeOneMinute

GB/min 输入数据速率

id4prestoovervie

w、
host4prestoover

view

EmrPrestoOverviewOriginalPrestoMDataO
neMinuteRateOutputdatasizeoneminute

每分钟数据输入输出量

_OutputDataSizeOneMinut
e

GB/min 输出数据速率

id4prestoovervie

w、
host4prestoover

view

PRESTO-Work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PrestoWGcUtilGcCountYgc GC 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
数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GcUtilGcCountFgc GC 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GcUtilGcTimeFg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

时间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FGCT s
垃圾回收时间
消耗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GcUtilGcTimeYg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

耗时间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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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W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

内存使用占比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
使用占比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

d class 
space 区内存

使用占比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
内存使用占比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

用占比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JvmMemMemnonheapused

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
使用的 

NonHeapMe
mory 的数量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JvmMemMemnonheapcomm

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d

M

MB

JVM 当前已经
提交的 

NonHeapMe
mory 的数量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JvmMemMemheapusedm JVM 内存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

使用的 
HeapMemor
y 的数量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JvmMemMemheapcommitte
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当前已经

提交的 
HeapMemor

y 的数量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JvmMemMemheapmaxm JVM 内存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
y 的数量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JvmMemMemheapinitm JVM 内存_MemHeapInitM MB

JVM 初始 

HeapMem 的
数量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JvmMemMemnonheapinitm
JVM 内存
_MemNonHeapInitM

MB
JVM 初始 
NonHeapMe

m 的数量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DataOneMinuteRateInputdat
as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InputDataSizeOneMinute

GB/mi
n

输入数据速率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DataOneMinuteRateOutputd

atas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OutputDataSizeOneMinut
e

GB/mi

n
输出数据速率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ThreadCountPeakthreadcou 进程数量_PeakThreadCount 个 峰值线程数 host4prestopresto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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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ThreadCountDaemonthreadc

ount

进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个 线程数量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ThreadCountThreadcount 进程数量_ThreadCount 个 后台线程数量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间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StartTime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_StartTime s 进程启动时间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OsFdCountMaxfiledescriptor
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t

个
最大文件描述
符数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W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o
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nt

个
已打开文件描
述符数

host4prestoprestowork

er、
id4prestoprestoworker

PRESTO-Coordinato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PrestoMGcUtilGcCountYgc GC 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GcUtilGcCountFgc GC 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GcUtilGcTimeFgc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F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GcUtilGcTimeYgc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
占比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
比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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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

占比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JvmMemMemnonheapuse
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

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JvmMem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
mmittedM

MB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JvmMemMemheapusedm
JVM 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JvmMemMemheapcommitt
e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

tedM

MB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JvmMemMemheapmaxm
JVM 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JvmMemMemheapinitm
JVM 内存

_MemHeapInitM
MB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JvmMemMemnonheapinit
m

JVM 内存
_MemNonHeapInit

M

MB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ThreadCountPeakthreadco
unt

进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t

个 峰值线程数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ThreadCountDaemonthrea

dcount

进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
unt

个 线程数量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ThreadCountThreadcount
进程数量

_ThreadCount
个 后台线程数量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间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StartTime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_StartTime
s 进程启动时间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OsFdCountMaxfiledescript

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
Count

个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PrestoMOsFdCountOpenfiledescrip
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

orCount

个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
tor、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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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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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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presto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presto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id4prestooverview

EMR 实例具

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prestooverview
EMR 实例中
节点 IP 的维

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presto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presto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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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prestoprestowork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prestoprest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id4prestoprestoworker
EMR 实例具
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prestoprestoworker

EMR 实例中
节点 IP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prestoprest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prestopresto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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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
o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27prestoprestocoordinato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id4prestoprestocoordinat

or

EMR 实例具

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

ator

EMR 实例中

节点 IP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ato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prestoprestocoordin

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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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
取。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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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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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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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4

Namespace=QCE/TXMR_SPARK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SPARK-SparkJobHistory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SparkShGcUtilGcCountYgc GC 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GcCountFgc GC 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GcTimeFgct GC 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GcTimeYgct GC 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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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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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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sparksparkjob、

historyserv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
Name

host4sparksparkjob
、

historyserve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1.

Value

host4sparksparkjob

、
history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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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入参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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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YARN）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4

Namespace=QCE/TXMR_YARN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Yarn-Overview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EmrYarnOverviewYarnRmNumsNumacti
venms

节点个数_NumActiveNMs 个 节点个数
host4yarnoverview、
id4yarnoverview

EmrYarnOverviewYarnRmNumsNumdec

ommissionednms

节点个数

_NumDecommissionedNM
s

个 节点个数
host4yarnoverview、

id4yarnoverview

EmrYarnOverviewYarnRmNumsNumlost
nms

节点个数_NumLostNMs 个 节点个数
host4yarnoverview、
id4yarnoverview

EmrYarnOverviewYarnRmNumsNumunh

ealthynms

节点个数

_NumUnhealthyNMs
个 节点个数

host4yarnoverview、

id4yarnoverview

Yarn-OverviewAggregation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
位

指标含义 维度

EmrYarnOverviewAggregationYarnRmN
umsNumactivenms

节点个数_NumActiveNMs 个 节点个数 id4yarnoverview

EmrYarnOverviewAggregationYarnRmN

umsNumdecommissionednms

节点个数

_NumDecommissionedNMs
个 节点个数 id4yarnoverview

EmrYarnOverviewAggregationYarnRmN

umsNumlostnms
节点个数_NumLostNMs 个 节点个数 id4yarnoverview

EmrYarnOverviewAggregationYarnRmN

umsNumunhealthynms

节点个数

_NumUnhealthyNMs
个 节点个数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
位

指标含义 维度

YarnClusterResAppFailed Applications_failed 个 应用总数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AppKilled Applications_killed 个 应用总数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AppPending Applications_pending 个 应用总数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AppRunning Applications_running 个 应用总数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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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ClusterResAppSubmitted Applications_submitted 个 应用总数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ContainerContainersalloc

ated

Containers_containersAlloc

ated
个

容器分配释放总

数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ContainerContainerspen
ding

Containers_containersPen
ding

个
容器分配释放总
数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ContainerContainersrese
rved

Containers_containersRese
rved

个
容器分配释放总
数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CpuAllocatedvirtualcores
Cores_allocatedVirtualCore

s
个 CPU 核数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CpuAvailablevirtualcores
Cores_availableVirtualCore

s
个 CPU 核数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CpuReservedvirtualcores
Cores_reservedVirtualCore
s

个 CPU 核数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CpuTotalvirtualcores Cores_totalVirtualCores 个 CPU 核数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CpuUsageRatioUsagerati

o
CPU使用率_usageRatio % 内存大小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MemAllocatedmb Memory_allocatedMB MB 内存大小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MemAvailablemb Memory_availableMB MB 内存大小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MemReservedmb Memory_reservedMB MB 内存大小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MemTotalmb Memory_totalMB MB 内存大小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ClusterResMemUsageRatioUsagera
tio

内存使用率_usageRatio % 内存大小

host4yarnoverview

、
id4yarnoverview

YARN-ResourceManag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i

o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Failur
e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i
o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Succe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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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o
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Failure

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o

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Succe
sse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Bytes5000Receivedbyte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ReceivedBytes

byte

s/s

RPC 接收发送

数据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Bytes5000Sentbyte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SentBytes

byte
s/s

RPC 接收发送
数据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Connections5000Numope

nconnections

RPC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RPC 连接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Ops5000Rpcprocessingti

menu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ProcessingTimeNum
Ops

次 RPC 请求次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Ops5000Rpcqueuetimenu
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QueueTimeNumOps

次 RPC 请求次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QueueLen5000Callqueuel
ength

RPC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RPC 队列长度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Time5000Rpcprocessingti

mea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ProcessingTimeAvg
Time

s
RPC 平均处理

时间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Time5000Rpcqueuetimea
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QueueTimeAvgTime

s
RPC 平均处理
时间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i
o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Failur
e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i

o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Succe
sse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o
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Failure

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o
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Succes

se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Bytes5000Receivedbyte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ReceivedBytes

byte

s/s

RPC 接收发送

数据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Bytes5000Sentbyte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SentBytes

byte

s/s

RPC 接收发送

数据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Connections5000Numope RPC连接数 个 RPC 连接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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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onnections _NumOpenConnections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Ops5000Rpcprocessingti
menu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ProcessingTimeNum
Ops

次 RPC 请求次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Ops5000Rpcqueuetimenu

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QueueTimeNumOps
次 RPC 请求次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QueueLen5000Callqueuel
ength

RPC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RPC 队列长度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Time5000Rpcprocessingti
mea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ProcessingTimeAvg

Time

s
RPC 平均处理
时间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Time5000Rpcqueuetimea

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QueueTimeAvgTime
s

RPC 平均处理

时间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i

o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Failur

e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i
o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Succe

sse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o

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Failure
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o

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Succes
se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Bytes5000Receivedbyte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ReceivedBytes

byte
s/s

RPC 接收发送
数据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Bytes5000Sentbyte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SentBytes

byte

s/s

RPC 接收发送

数据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Connections5000Numope

nconnections

RPC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RPC 连接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Ops5000Rpcprocessingti
menu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ProcessingTimeNum

Ops

次 RPC 请求次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Ops5000Rpcqueuetimenu
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QueueTimeNumOps

次 RPC 请求次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QueueLen5000Callqueuel

ength

RPC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RPC 队列长度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Time5000Rpcprocessingti
mea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ProcessingTimeAvg

Time

s
RPC 平均处理
时间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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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RmRpcTime5000Rpcqueuetimea
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QueueTimeAvgTime

s RPC 平均处理
时间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i

onf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Failur
e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enticati

o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enticationSucce
sse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Rpcauthorizationf
ailur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Failure

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Auth5000Rpcauthorizatio
nsuccesses

RPC认证授权数

_RpcAuthorizationSucces
ses

个
RPC 认证授权
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Bytes5000Receivedbyte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ReceivedBytes

byte

s/s

RPC 接收发送

数据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Bytes5000Sentbytes
RPC接收发送数据量
_SentBytes

byte
s/s

RPC 接收发送
数据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Connections5000Numope
nconnections

RPC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个 RPC 连接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Ops5000Rpcprocessingti

menu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ProcessingTimeNum
Ops

次 RPC 请求次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Ops5000Rpcqueuetimenu
mops

RPC请求次数
_RpcQueueTimeNumOps

次 RPC 请求次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QueueLen5000Callqueuel
ength

RPC队列长度
_CallQueueLength

个 RPC 队列长度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Time5000Rpcprocessingti

mea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ProcessingTimeAvg
Time

s
RPC 平均处理

时间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pcTime5000Rpcqueuetimea

vgtime

RPC平均处理时间

_RpcQueueTimeAvgTime
s

RPC 平均处理

时间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GC 次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GcUtilGcCountFgc GC时间_FGC 次 GC 次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GC 时间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GC 时间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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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Rm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GC 时间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内存区域占比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内存区域占比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内存区域占比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内存区域占比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内存区域占比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内存区域占比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JavaThreadsThreadsnew JVM线程数量_ThreadsNew 个 JVM 线程数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JavaThreadsThreadsrunn
able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JVM 线程数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JavaThreadsThreadsbloc
k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JVM 线程数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JavaThreadsThreadswait

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JVM 线程数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JavaThreadsThreadstime

d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JVM 线程数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JavaThreadsThreadster
minat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JVM 线程数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LogTotalLogfatal JVM日志数量_LogFatal 次 JVM 日志数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LogTotalLogerror JVM日志数量_LogError 次 JVM 日志数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LogTotalLogwarn JVM日志数量_LogWarn 次 JVM 日志数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LogTotalLoginfo JVM日志数量_LogInfo 次 JVM 日志数量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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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MemMemn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内存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MemMemnonheapcommi
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

dM

MB JVM 内存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Mem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内存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MemMemheapcommitted

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内存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MemMemheapmaxm JVM内存_MemHeapMaxM MB JVM 内存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JvmMemMemmaxm JVM内存_MemMaxM MB JVM 内存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OsCpuLoadProc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 CPU 利用率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OsCpuTimeProcess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ms

CPU 累计使用

时间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OsFdCountMaxfiledescriptorc
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t

个 文件描述符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or
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n
t

个 文件描述符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长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ThreadCountDaemonthreadc
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工作线程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RmThreadCount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个 工作线程数

host4yarnresourcemanag

er、
id4yarnresourcemanager

YARN-JobHistoryServ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YarnJhJvmJavaThreadsThreadsnew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New
个 JVM 线程数量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JavaThreadsThreadsrunna

ble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JVM 线程数量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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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JhJvmJavaThreadsThreadsblock
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JVM 线程数量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JavaThreadsThreadswaiti
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JVM 线程数量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JavaThreadsThreadstimed

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JVM 线程数量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JavaThreadsThreadstermi

nat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JVM 线程数量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LogTotalLogfatal JVM日志数量_LogFatal 次 JVM 日志数量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LogTotalLogerror JVM日志数量_LogError 次 JVM 日志数量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LogTotalLogwarn JVM日志数量_LogWarn 次 JVM 日志数量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LogTotalLoginfo JVM日志数量_LogInfo 次 JVM 日志数量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MemMemn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内存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Mem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MB JVM 内存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Mem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内存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MemMemheapcommitted
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内存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MemM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内存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JvmMemMemmaxm JVM内存_MemMaxM MB JVM 内存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s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GC 次数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s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GC 次数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s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GC 时间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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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Jhs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GC 时间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s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GC 时间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s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内存区域占比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s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内存区域占比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s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内存区域占比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s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内存区域占比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s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内存区域占比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s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内存区域占比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OsCpuLoadProcesscpuload
CPU 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 CPU 利用率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OsCpuTime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ms
CPU 累计使用时
间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OsFdCountMaxfiledescriptorco
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
t

个 文件描述符数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orc

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
nt

个 文件描述符数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长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ThreadCountDaemonthreadco
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工作线程数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JhThreadCount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个 工作线程数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YARN-NodeManag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YarnNm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次 GC 次数 id4yarnnod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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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次 GC 次数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s GC 时间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s GC 时间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s GC 时间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内存区域占比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内存区域占比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内存区域占比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内存区域占比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内存区域占比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内存区域占比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JavaThreadsThreadsne

w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New
个 JVM 线程数量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JavaThreadsThreadsru
nnable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Runnable

个 JVM 线程数量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JavaThreadsThreadsblo
ck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Blocked

个 JVM 线程数量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JavaThreadsThreadswa

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Waiting
个 JVM 线程数量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JavaThreadsThreadstim

edwaiting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imedWaiting
个 JVM 线程数量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JavaThreadsThreadster
minated

JVM线程数量
_ThreadsTerminated

个 JVM 线程数量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LogTotalLogfatal JVM日志数量_LogFatal 次 JVM 日志数量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LogTotalLogerror JVM日志数量_LogError 次 JVM 日志数量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LogTotalLogwarn JVM日志数量_LogWarn 次 JVM 日志数量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LogTotalLoginfo JVM日志数量_LogInfo 次 JVM 日志数量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MemMemnonheapused
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内存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Mem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

tedM

MB JVM 内存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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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NmJvmMem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内存

id4yarnnodemanager、

host118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MemMemheapcommitte
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

M

MB JVM 内存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MemM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内存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JvmMemMemmaxm JVM内存_MemMaxM MB JVM 内存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VcoresAvailablevcores
CPU核数
_AvailableVCores

核 CPU 核数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VcoresAllocatedvcores
CPU核数
_AllocatedVCores

核 CPU 核数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MemAllocatedgb 内存大小_AllocatedGB GB 内存大小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MemAvailablegb 内存大小_AvailableGB GB 内存大小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OsCpuLoadProc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 CPU 利用率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OsCpuTimeProcess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ms
CPU 累计使用
时间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OsFdCountMaxfiledescriptor

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

nt

个 文件描述符数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
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

unt

个 文件描述符数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长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ThreadCountDaemonthread
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个 工作线程数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YarnNmThreadCount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个 工作线程数
id4yarnnodemanager、
host4yarnnodemanage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yarn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yarn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yarnoverview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yarnoverview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yarn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yarn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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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
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 IP。您也可通过 查
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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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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yarnresourcemanage
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yarnresourcemanag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yarnresourcemanage

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yarnresourcemana

g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yarnresourcemanag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yarnresourcemana

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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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

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 IP。您也可通过 查

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yarnjobhistoryserv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yarnjobhistor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yarnjobhistoryserv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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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

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 IP。您也可通过 查

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yarnnodemanag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yarnnodemanag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yarnnodemanag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yarnnodemanag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yarnnodemanag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yarnnod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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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
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 IP。您也可通过 查
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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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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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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4

Namespace=QCE/TXMR_ZOOKEEPER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指标含义 维度

ZkQmGcUtilGcCountYg
c

GC 次数_YGC 次 Young GC 次数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GcUtilGcCountFg

c
GC 次数_FGC 次 Full GC 次数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GcUtilGcTimeFgc

t
GC 时间_FGCT s Full GC 消耗时间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GcUtilGcTimeGct GC 时间_FGCT s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GcUtilGcTimeYgc
t

GC 时间_YGCT s Young GC 消耗时间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GcUtilMemoryCc
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JvmMemMemnon

heapus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大小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JvmMemMemnon

heapcomm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MB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大小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JvmMemMemhea
pusedm

JVM 内存
_MemHeapUsedM

MB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大小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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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ZkQmJvmMemMemhea

pcommitte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大小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JvmMemMemhea

pmaxm

JVM 内存

_MemHeapMaxM
MB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大小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JvmMemMemhea
pinitm

JVM 内存_MemHeapInitM MB
JVM 初始 HeapMem 的大
小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JvmMemMemnon
heapinitm

JVM 内存
_MemNonHeapInitM

MB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大小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OsCpuLoadProce

sscpuload

CPU 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 CPU 利用率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OsFdCountZkMa
x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zk_max_file_descriptor

_count

个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OsFdCountZkOp
en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zk_open_file_descripto
r_count

个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OsCpuTimeProce

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ms CPU 累计使用时间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s 进程运行时长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ThreadCountDae
mon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个 Daemon 线程数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QmThreadCountThre

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个 总线程数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ConnectionsNumZk

NumAliveConnections

连接数
_zk_num_alive_connecti

ons

个 当前连接数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LatencyZkAvgLatenc
y

延迟_zk_avg_latency ms zk 处理平均延迟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LatencyZkMaxLaten

cy
延迟_zk_max_latency ms zk 处理最大时延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LatencyZkMinLatenc

y
延迟_zk_min_latency ms zk 处理最小时延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DataCountZkWatchC
ount

ZNODE 个数
_zk_watch_count

个 zk 的 watch 数目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DataCountZkZnodeC ZNODE 个数 个 zk 的 znode 数量 id4zookeeperzook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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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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nt _zk_znode_count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DataCountZkEphem

eralsCount

ZNODE个数

_zk_ephemerals_count
个 zk 的临时节点数目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DataSizeZkApproxim
ateDataSize

数据大小
_zk_approximate_data_

size

B zk 存储数据量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StateZkServerState 节点状态_zk_server_state
1：主，
0：备，

2：单机

zk 节点类型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PacketsZkPacketsR

eceived

接收发送包量

_zk_packets_received
个/s zk 接收的数据包速率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PacketsZkPacketsS

ent

接收发送包量

_zk_packets_sent
个/s zk 发送的数据包速率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ZkRequestsOutstandin
gZkOutstandingReques

ts

排队请求数
_zk_outstanding_reques

ts

个 排队请求数
id4zookeeperzookeeper、
host4zookeeperzookeepe

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zookeeperzookeep

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zookeeperzookeep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zookeeperzookeep

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zookeeperzooke

ep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zookeeperzookeep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zookeeperzooke
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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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

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入参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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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Impala）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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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度

ImpalaCatalogHeartbeatIntervalTimeLast 心跳间隔_Last s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HeartbeatIntervalTimeMax 心跳间隔_Max s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HeartbeatIntervalTimeMean 心跳间隔_Mean s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HeartbeatIntervalTimeMin 心跳间隔_Min s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HeartbeatIntervalTimeStdde
v

心跳间隔_Stddev s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JvmMemMemheapcommitte
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MB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JvmMemMemheapinitm JVM 内存_MemHeapInitM MB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JvmMemMemheapmaxm JVM 内存_MemHeapMaxM MB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JvmMemMemheapusedm JVM 内存_MemHeapUsedM MB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JvmMemMemnonheapcomm
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dM

MB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JvmMemMemnonheapinitm JVM 内存_MemNonHeapInitM MB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JvmMemMemnonheapused
m

JVM 内存_MemNonHeapUsedM MB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OsFdCountMaxfiledescriptor

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t
个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o

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nt
个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Rss 常驻内存集_RSS Bytes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s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TcmallocPageheapfreebytes
Tcmalloc 内存
_PageheapFreeBytes

Bytes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TcmallocPageheapunmappe

dbytes

Tcmalloc 内存

_PageheapUnmappedBytes
Bytes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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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CatalogTcmallocPhysicalbytesreser

ved

Tcmallo 内存

_PhysicalBytesReserved

Bytes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TcmallocTotalbytesreserved
Tcmalloc 内存
_TotalBytesReserved

Bytes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TcmallocUsed Tcmalloc 内存_Used Bytes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ThreadCountDaemonthreadc

ount
线程数量_DaemonThreadCount 个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ThreadCountThreadcou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个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CatalogThriftServerConnectionsUse

d
连接数_Used 个

host4impalacatalog、

id4impalacatalog

Impala-STATESTORE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ImpalaStatestoreRss 常驻内存集_RSS Bytes
host4impalastatestore、
id4impalastatestore

ImpalaStatestoreStatestoreLiveBackendsCo
unt

StateStore 订阅者数量_Count 个
host4impalastatestore、
id4impalastatestore

ImpalaStatestoreTcmallocPageheapfreebyte

s

Tcmalloc 内存

_PageheapFreeBytes
Bytes

host4impalastatestore、

id4impalastatestore

ImpalaStatestoreTcmallocPageheapunmapp

edbytes

Tcmalloc 内存

_PageheapUnmappedBytes
Bytes

host4impalastatestore、

id4impalastatestore

ImpalaStatestoreTcmallocPhysicalbytesrese
rved

Tcmallo 内存
_PhysicalBytesReserved

Bytes
host4impalastatestore、
id4impalastatestore

ImpalaStatestoreTcmallocTotalbytesreserve
d

Tcmalloc 内存
_TotalBytesReserved

Bytes
host4impalastatestore、
id4impalastatestore

ImpalaStatestoreTcmallocUsed Tcmalloc 内存_Used Bytes
host4impalastatestore、
id4impalastatestore

ImpalaStatestoreThriftServerConnectionsUs

ed
连接数_Used 个

host4impalastatestore、

id4impalastatestore

ImpalaStatestoreRunningThreadsCount 运行线程数_Count 个
host4impalastatestore、

id4impalastatestore

Impala-DAEMON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ImpalaDaemonJvmMemMemheapcommitted
m

JVM 内存_MemHeapCommittedM MB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JvmMemMemheapinitm JVM 内存_MemHeapInitM MB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JvmMemMemheapmaxm JVM 内存_MemHeapMaxM MB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JvmMemMemheapusedm JVM 内存_MemHeapUsedM MB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JvmMemMemnonheapcommi JVM 内存_MemNonHeapCommittedM MB host4impalada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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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edm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JvmMemMemnonheapusedm JVM 内存_MemNonHeapUsedM MB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JvmMemMemnonheapinitm JVM 内存_MemNonHeapInitM MB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OsFdCountMaxfiledescriptorc

ount
文件描述符数_MaxFileDescriptorCount 个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TcmallocPageheapfreebytes Tcmalloc 内存_PageheapFreeBytes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TcmallocPageheapunmapped
bytes

Tcmalloc 内存
_PageheapUnmappedBytes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TcmallocPhysicalbytesreserv

ed
Tcmalloc 内存_PhysicalBytesReserved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TcmallocTotalbytesreserved Tcmalloc 内存_TotalBytesReserved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TcmallocUsed Tcmalloc 内存_Used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ThreadCountDaemonthreadc
ount

线程数量_DaemonThreadCount 个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or
count

文件描述符数_OpenFileDescriptorCount 个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ThreadCountThreadcou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个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BeeswaxFrontendConnInUse BeeswaxAPI 客户端连接数 个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ontendConnInUse HS2_API 客户端连接数_ConnInUse 个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BeeswaxFrontendTotalconns Beeswax_API 客户端连接数_TotalConn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BeeswaxFrontendConnsetup

queuesize

Beeswax_API 客户端连接数

_ConnSetupQueueSize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ontendTotalconns HS2_API 客户端连接数_TotalConn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ontendConnsetupqueue

size

HS2_API 客户端连接数

_ConnSetupQueueSize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ThreadManagerRunningthrea
ds

线程管理器_RunningThread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ThreadManagerTotalcreatedt
hreads

线程管理器_TotalCreatedThread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MemTrackerProcess1Limit 内存管理器限制_Limit
字节数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MemTrackerProcessBytesOv

erlimit
超过其内存限制的内存量_OverLimit

字节数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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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DaemonBeeswaxFrontedTimeoutcnn
crequests

已超时的 BeeswaxAPI 连接数
_TimeOutCnncRequest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ckendConnsetupqu
euesize

已超时等待设置的 Impala 后端服务器的连接请
求数_ConnSetupQueueSize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ckend1Timeoutcnnc
requests

已超时等待设置的Impalabe的连接请求数
_TimeOutCnncRequest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ckend2Totalconnec

tions

与此Impala守护程序建立的 Impala 后端客户

端连接总数_TotalConnection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RequestPoolServiceResolveT

otal
解析请求池请求所花费时间_Total

毫秒

(m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MemoryRss 此进程的驻留集大小_RSS
字节数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ClusterMembershipBackends
Total

StateStore 中注册后端总数_Total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Cou

nt
查询延迟发布_Count

毫秒

(m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Su

m
查询延迟发布_Sum

毫秒

(m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1Numfilesopenforinsert
打开已进行写入 HDFS 文件数

_NumFilesOpenForInsert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2Scanrangestotal
进程生命周期内读取的扫描范围
_ScanRangesTotal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3Numopenbeeswaxse
ssions

打开 Beeswax 会话数量
_NumOpenBeeswaxSession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4Numfragments
进程生命周期内处理查询 fragment 总数

_NumFragment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14Hedgedreadops
Hedgedreads 尝试次数

_HedgedReadOp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5Numqueries 在进程生命周期内处理查询总数_NumQuerie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6Resultsetcachetotaln
umrows

支持缓存 HS2FETCH_FIRST 的总行数
_ResultSetCacheTotalNumRow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8Numqueriesregistere
d

此 Impala 服务器上注册的查询总数
_NumQueriesRegistered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9Numqueriesexecuted be 查询总数_NumQueriesExecuted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10Numsessionsexpired
非活动状态而终止会话数

_NumSessionsExpired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11Numqueriesexpired
非活动状态而终止查询数
_NumQueriesExpired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12Numopenhs2session
s

打开 HS2 会话数_NumOpenHS2Session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Catalog1Numtables Catalog 里面表数量_NumTable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Catalog2Numdatabases Catalog 里面数据库数量_NumDatabase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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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DaemonServerIoMgr2Byteswritten IO 管理器写入磁盘的字节数_BytesWritten
字节数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IoMgr3Numopenfiles IO 管理器打开的文件数_NumOpenFiles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IoMgr5Localbytesread 读取的本地字节数_LocalBytesRead
字节数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BeeswaxFrSvcThWaitTimeP2
0

Beeswax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2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BeeswaxFrSvcThWaitTimeP5

0

Beeswax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5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BeeswaxFrSvcThWaitTimeP7

0

Beeswax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7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BeeswaxFrSvcThWaitTimeP9
0

Beeswax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9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BeeswaxFrSvcThWaitTimeP9
5

Beeswax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P95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ExDsClassChMisses 外部数据源缓存类中缓存未命中数_Misses 个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ConnSetupTimeP2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建立连接时间_P2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ConnSetupTimeP5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建立连接时间_P5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ConnSetupTimeP7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建立连接时间_P7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ConnSetupTimeP9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建立连接时间_P9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ConnSetupTimeP95 HS2_API 客户端等待建立连接时间_P95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Count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

_Count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P2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_P2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P5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_P5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P7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_P7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P90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_P9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P95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_P95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FrSvcThWaitTimeSum HS2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间_Sum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MemTrCsrvCurrentusagebyte
s

ControlService 使用字节数
_CurrentUsageBytes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MemTrCsrvPeakusagebytes ControlService 使用字节数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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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PeakUsageBytes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MemTrDssrvCurrentusagebyt

es

DataStreamService 使用字节数

_currentusagebytes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MemTrDssrvPeakusagebytes
DataStreamService 使用字节数

_PeakUsageBytes
Byte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RpcCsrvRpcsqueueoverflow
ControlStreamService 服务队列溢被拒绝数
_RpcsQueueOverflow

个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RpcDssrvRpcsqueueoverflow
DataStreamService 服务队列溢被拒绝数
_RpcsQueueOverflow

个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Cou
nt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时
间_Count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P2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时

间_P2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P5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时

间_P5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P7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时
间_P7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P9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时
间_P9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P95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时
间_P95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ConnSetupTimeSu

m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连接建立所花费的时

间_Sum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Cou

nt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时

间_Count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P2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时
间_P2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P5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时
间_P5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P7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时

间_P7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P90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时

间_P9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P95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时

间_P95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BaSvcThWaitTimeSum
Impala_be 的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所花费的时
间_sum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P20 查询延迟发布_P20 m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P50 查询延迟发布_P50 m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P70 查询延迟发布_P70 m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P90 查询延迟发布_P90 m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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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laDaemonServerQueryDurationsMsP95 查询延迟发布_P95 m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rvIoMgrNumfilehandlesoutst
anding

使用的 HDFS 文件句柄数
_NumFileHandlesOutstanding

个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SrvScanrangesnummissingvo

lu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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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Cou
nt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
间_Count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P20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

间_P2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P50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

间_P5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P70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
间_P7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P90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
间_P90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P95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
间_P95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ImpalaDaemonH2HttpFrSvcThWaitTimeSum
HS2_HTTP_API 客户端等待服务线程建立时

间_Sum
us

host4impaladaemon

、id4impaladaemon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impalacatalog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impalacatalog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impalacat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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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id4impalacatalog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impalacatalog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id4impalacatalog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impalastatestor
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impalastatestor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impalastatesto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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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id4impalastatestore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impalastatestore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id4impalastatestore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impaladaemon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impalada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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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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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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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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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impalada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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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id4impaladaemon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impaladaemon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id4impaladaemon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入参说明

查询弹性 MapReduce（Impala-CATALOG）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查询弹性 MapReduce（Impala-STATESTORE）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查询弹性 MapReduce（Impala-DAEMON）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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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Ran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5

Namespace=QCE/TXMR_RANGER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Ranger-Admin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
单位

维度

RangerAdminGcUtilGcCountF
gc

GC次数_F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GcUtilGcCountY

gc
GC次数_Y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GcUtilGcTimeFg

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GcUtilGcTimeGc

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GcUtilGcTimeYg
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GcUtilMemoryCc
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JvmMemMemhe

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
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JvmMemMemhe
ap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MB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JvmMemMemhe

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JvmMemMemhe

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JvmMemMemno
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JvmMemMemno JVM内存 JVM 初始 NonHeapMem MB host4rangerrange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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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eapinitm _MemNonHeapInitM 的数量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JvmMemMemno
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

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OsCpuLoadProc

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CPU 利用率 %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OsCpuTimeProc
ess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ms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OsFdCountMaxfi
l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

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OsFdCountOpen
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
C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s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TdCountDaemon

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
nt

后台线程数量 个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TdCountPeakthr

e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个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AdminTdCountThreadc

ount

线程数量

_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个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d4rangerrangeradmin

Ranger-UserSync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
单位

维度

RangerUsersyncJvmMem

Memno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Young GC 次数 MB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JvmMem
Memn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Full GC 次数 MB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OsCpuLo
adProc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Full GC 消耗时间 %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OsCpuTi

meProcess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ms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OsFdCou
ntMax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t

Young GC 消耗时间 个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OsFdCou
ntOpen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n
t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个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RtUptime

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_Uptim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s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TdCount 线程数量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个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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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emonthreadcount _DaemonThreadCount 比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TdCount
Peak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t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个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TdCount

Threadcou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个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GcUtilGc
CountFgc

GC次数_FGC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次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GcUtilGc
CountYgc

GC次数_YGC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次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GcUtilGc

TimeFgct
GC时间_FGCT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s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GcUtilGc

TimeGct
GC时间_GCT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s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GcUtilGc
TimeYgct

GC时间_YGCT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s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GcUtilMe

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GcUtilMe

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GcUtilMe
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GcUtilMe
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CPU 利用率 %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GcUtilMe

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CPU 累计使用时间 %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GcUtilMe
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JvmMem
Mem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MB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JvmMem

Memheapi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进程运行时长 MB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JvmMem
Memheapmaxm

JVM内存_MemHeapMaxM 后台线程数量 MB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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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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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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erUsersyncJvmMem
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峰值线程数量 MB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RangerUsersyncJvmMem
Memno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
dM

线程数量 MB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

c、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host4rangerrangeradmin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rangerrangeradm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host4rangerrange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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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
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
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d4rangerrangeradmin

EMR 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rangerrangeradm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d4rangerrangeradmin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

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host4rangerrangerusersy
nc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rangerrangerusersync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host4rangerrangerusersy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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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

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
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EMR 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d4rangerrangerusersync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

mm8bs222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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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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Trino）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5

Namespace=QCE/TXMR_TRINO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TRINO-概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TrinoMNodesActive 节点数量_Active 活跃节点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id4trinooverview

TrinoMNodesTotal 节点数量_Total 总节点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id4trinooverview

TrinoMNodesFailed 节点数量_Failed 失败节点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id4trinooverview

TrinoMQueriesRunningqueri
es

查询_RunningQueries 正在运行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t)

id4trinooverview

TrinoMQueriesQueuedquerie
s

查询_QueuedQueries 等待状态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t)

id4trinooverview

TrinoMQueriesOneMinuteFai
ledqueries

查询频度_FailedQueries 失败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t)

id4trinooverview

TrinoMQueriesOneMinuteAb

andonedqueries
查询频度_AbandonedQueries 放弃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t)
id4trinooverview

TrinoMQueriesOneMinuteCa

nceledqueries
查询频度_CanceledQueries 取消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t)
id4trinooverview

TrinoMQueriesOneMinuteCo
mpletedqueries

查询频度_CompletedQueries 完成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t)

id4trinooverview

TrinoMQueriesOneMinuteSta
rtedqueries

查询频度_StartedQueries 已启动的查询总数
次数总和
(Count)

id4trinooverview

TrinoMDataRateInputdatasiz

eoneminute

每分钟数据输入输出量

_InputDataSizeOneMinute
输入数据速率 GB id4trinooverview

TrinoMDataRateOutputdatas

izeoneminute

每分钟数据输出输出量

_OutputDataSizeOneMinut
e

输出数据速率 GB id4trinooverview

TRINO-WORK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TrinoWDataRateInputdatasiz

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InputDataSizeOneMinute
输入数据速率 GBytes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DataRateOutputdatas
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OutputDataSizeOneMinu

te

输出数据速率 GBytes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work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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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秒(s)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秒(s)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秒(s)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

使用占比
%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
用占比

%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
用占比

%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JvmMemMemheapco

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JvmMemMemheapinit
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JvmMemMemheapm
axm

JVM内存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JvmMemMemheapus

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JvmMemMemnonhea
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d

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JvmMemMemnonhea
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

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JvmMemMemnonhea JVM内存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MBytes host4trinotrino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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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edm _MemNonHeapUsedM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OsFdCountMaxfiledes

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OsFdCountOpenfilede
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n

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 秒(s)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ThreadCountDaemon

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Daemon 线程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ThreadCountPeakthr
e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WThreadCountThreadc
ou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总线程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work
er、

Id4trinotrinoworker

TRINO-Coordinato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TrinoM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秒(s)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秒(s)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秒(s)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
占比

%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JvmMemMemheap
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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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oMJvmMemMemheapi

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

数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JvmMemMemheap
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JvmMemMemheap
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JvmMemMemnonh

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

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JvmMemMemnonh
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JvmMemMemnonh
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

量

MBytes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OsFdCountMaxfile
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
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OsFdCountOpenfile

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
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 秒(s)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StartTime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_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秒(s)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ThreadCountDaem

on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nt
Daemon 线程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ThreadCountPeakt
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TrinoMThreadCountThrea
dcount

线程数量_ThreadCount 总线程数量
次数总和
(Count)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trino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trino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trinooverview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trinotrinoworke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trinotrin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trinotrino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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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

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trinotrinoworke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trinotrin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trinotrinowork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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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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me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
o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o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trinotrinocoordina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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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
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trinotrinocoordinato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入参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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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PrestoSQL）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5

Namespace=QCE/TXMR_PRESTOSQL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PrestoSQL-概览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单

位
维度

PrestosqlMNodesActive 节点数量_Active 活跃节点数量 个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MNodesFailed 节点数量_Failed 失败节点数量 个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MNodesTotal 节点数量_Total 总节点数量 个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MQueriesOneMinuteAb
andonedqueries

查询频度
_AbandonedQueries

放弃的查询总数 个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MQueriesOneMinuteCa
nceledqueries

查询频度_CanceledQueries 取消的查询总数 个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MQueriesOneMinuteCo
mpletedqueries

查询频度
_CompletedQueries

完成的查询总数 个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MQueriesOneMinuteFa

iledqueries
查询频度_FailedQueries 失败的查询总数 个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MQueriesOneMinuteSt

artedqueries
查询频度_StartedQueries 已启动的查询总数 个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MQueriesQueuedqueri
es

查询_ QueuedQueries 等待状态的查询总数 个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MQueriesRunningqueri
es

查询_RunningQueries 正在运行的查询总数 个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MDataRateInputdatasiz

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InputDataSizeOneMinute
输入数据速率 GB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MDataRateOutputdata

s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OutputDataSizeOneMinu
te

输出数据速率 GB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MQueriesOneMinuteSu
bmittedqueries

查询频度
_SubmittedQueries

已提交的查询总数 次 id4prestosqloverview

PrestoSQL-Work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单位 维度

PrestosqlM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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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sqlM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

间
s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
存使用占比

%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
存使用占比

%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

使用占比
%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

使用占比
%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JvmMemMemheapco

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
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
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JvmMemMemheapini
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JvmMemMemheapm
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
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
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JvmMemMemheapus
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

M

JVM 当前已经使用
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JvmMemMemnonhea JVM内存 JVM 当前已经提交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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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ommittedm _MemNonHeap
CommittedM

的 
NonHeapMemor

y 的数量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JvmMemMemnonhea

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

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

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JvmMemMemnonhea

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

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
的 

NonHeapMemor
y 的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OsFdCountMaxfilede

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

torC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OsFdCountOpenfiled
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
ptorC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量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
_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StartTime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_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s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ThreadCountDaemon

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

Count

Daemon 线程数量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ThreadCountPeakthr

e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o

unt

峰值线程数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MThreadCountThreadc

ount

线程数量

_ThreadCount
总线程数量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
ator、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o
r

PRESTOSQL-Coordinato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单

位
维度

PrestosqlW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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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sqlW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

占比
%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JvmMemMemheap
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

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JvmMemMemheap
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JvmMemMemheap

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JvmMemMemheap
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JvmMemMemnonh
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JvmMemMemnonh

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JvmMemMemnonh
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

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M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OsFdCountMaxfile
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MaxFileDescriptorC

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OsFdCountOpenfil

ed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_OpenFileDescriptor
C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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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osqlW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 s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StartTime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_StartTime

进程启动时间 s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ThreadCountDaem

on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DaemonThreadCou
nt

Daemon 线程数量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ThreadCountPeakt

hreadcount

线程数量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ThreadCountThrea
dcount

线程数量
_ThreadCount

总线程数量 个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DataRateInputdata
s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InputDataSizeOneM
inute

输入数据速率 G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PrestosqlWDataRateOutputda

tasizeoneminute

数据输入输出速率

_OutputDataSizeOne
Minute

输出数据速率 GB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

ker、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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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trino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prestosqloverview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
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
nato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trinotrin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st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
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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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
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

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

o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trinotrin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prestosqlprestosqlcoordinat
o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
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host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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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

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
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

Name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

Value
id4prestosqlprestosqlwork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

mm8bs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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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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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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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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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Doris）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5

Namespace=QCE/TXMR_DORIS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Doris-BK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DorisBkOsCpuTimeProcesscputime
CPU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ms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JvmMemMemnonheapcomm
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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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BkJvmMemMemnonheapused
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

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JvmMemMemheapcommitte
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
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JvmMemM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JvmMemMemheap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MB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JvmMemMemno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MB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JvmMem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MemHeapUse
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OsCpuLoadProc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CPU 利用率 %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OsFdCountMaxfiledescriptor
count

文件句柄数
_MaxFileDescriptorC

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o

rcount

文件句柄数

_OpenFileDescriptor
C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s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ThreadCountDaemonthreadc
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

nt

后台线程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ThreadCount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kThreadCountPeakthreadcou

nt

工作线程数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rok

er、
id4dorisdorisbroker

Doris-BE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DorisBeThriftUsedClientsBroker THRIFT使用数量_Broker Broker 使用 thrift 的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ThriftUsedClientsBackend
THRIFT使用数量
_Backend

BE 使用 thrift 的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ThriftUsedClientsExtdataso

urce

THRIFT使用数量

_Extdatasource

extdatasource 使用 thrift 的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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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dorisdorisbe

DorisBeThriftUsedClientsFrontend
THRIFT使用数量

_Frontend
FE 使用 thrift 的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StreamingLoadCountRequ
eststotal

STREAMING_LOAD统计
_RequestsTotal

streaming load 请求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StreamingLoadCountCurre

ntprocessing

STREAMING_LOAD统计

_CurrentProcessing
streaming load 现有进程数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StreamingLoadCountPipec

ount

STREAMING_LOAD统计

_PipeCount
streaming load Pipe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StreamingLoadtimeDuratio
n

STREAMING_LOAD时间
_Duration

streaming load 持续时间 ms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StreamingLoadLoadtotal
STREAMING_LOAD数据

量_Loadtotal
stream load 导入的数据大小 B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FragmentCountEndpoint
FRAGMENT统计

_Endpoint
DataStream 的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FragmentCountPlanfragme
nt

FRAGMENT统计
_PlanFragment

plan fragment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FragmentCountRequeststo
tal

FRAGMENT统计
_RequestsTotal

fragment 的请求次数 次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FragmentRequestTimeDur

ation

FRAGMENT请求时间

_Duration
fragment 的请求时间 us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MemoryTotal BE内存_Total BE memory pool 大小 B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MemoryAllocated BE内存_Allocated BE memory allocated 大小 B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TabletCompactionScoreCu

mulativemax

TABLET_COMPACTIO

最高分__CumulativeMax

tablet 中最大的 base 

compaction score
-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TabletCompactionScoreBa
semax

TABLET_COMPACTIO
最高分_Basemax

tablet base 最大 
compaction 分数

-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CompactionTotalCumulativ
e

COMPACTION数据量
_Cumulative

Cumulative compaction 的
数据量

B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CompactionTotalBase
COMPACTION数据量

_Base
Base compaction 的数据量 B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CompactionDeltasCumulati COMPACTION_DELTA Cumulative compaction B host4dorisdori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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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共479页

ve S数据量_Cumulative deltas 的数据量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CompactionDeltasBase
COMPACTION_DELTA
S数据量_Base

Base compaction deltas 
的数据量

B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CompactionMemCurrentco
nsumption

COMPACTION使用的
MemPool数量
_CurrentConsumption

Compaction 使用的 
MemPool 总和 (所有 
Compaction 线程)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ProcessFdNumUsed
进程文件句柄数

_ProcessFdNumUsed
BE 进程使用文件句柄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ProcessFdNumSoftlimit
进程文件句柄数
_ProcessFdNumSoftli

mit

BE 进程文件句柄 soft 限制数
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ProcessFdNumHardlimit
进程文件句柄数
_ProcessFdNumHardli

mit

BE 进程文件句柄 hard 限制数
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ProcessThreadNum
进程运行线程数

_ProcessThreadNum
BE 进程运行的线程个数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EngineRequestsNumFailed

basecompaction

ENGINE_REQUESTS统
计

_FailedBaseCompactio
n

类型为base_compaction，

engine 请求失败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EngineRequestsNumTotalb

asecompaction

ENGINE_REQUESTS统

计
_TotalBaseCompaction

类型为base_compaction，

engine 请求总数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EngineRequestsNumFailed
cultcompt

ENGINE_REQUESTS统
计_FailedCultCompt

类型为
cumulative_compaction，

engine 请求失败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BeEngineRequestsNumTotalc
ultcompt

ENGINE_REQUESTS统
计_TotalCultCompt

类型为
cumulative_compaction，
engine 请求总数

个
host4dorisdorisb
e、
id4dorisdorisbe

Doris-FE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DorisFeNodeInfoFenodenum 节点信息_FenodeNum FE 总节点数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NodeInfoBealivenum 节点信息_BealiveNum BE 活动节点数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NodeInfoBkdeadnum 节点信息_Bkdeadnum Broker 死亡节点数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ConnectionTotalNum
CONNECTION数量
_Num

FE 节点 JVM connection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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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JvmThreadCountPeak JVM线程数_Peak FE节点JVM线程峰值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GcCountYounggc GC次数_YoungGC FE 节点 JVM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dorisdoris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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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dorisdorisfe

DorisFeGcCountOldgc GC次数_OldGC FE 节点JVM Old GC 次数 次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GcTimeYounggc GC时间_YoungGC FE 节点 JVM Young GC 时间 s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GcTimeOldgc GC时间_OldGC FE 节点 JVM Old GC 时间 s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QueryLatencyQuantile75 FE查询延时_Quantile75 FE 查询延时的75分位数 ms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QueryLatencyQuantile95 FE查询延时_Quantile95 FE 查询延时的95分位数 ms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QueryLatencyQuantile99 FE查询延时_Quantile99 FE 查询延时的99分位数 ms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QueryLatencyQuantile99
9

FE查询延时_Quantile999 FE 查询延时的99.9分位数 ms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TabletCompactionMax
TABLET_COMPACTIO

N最高分_MAX

FE tablet 进行compaction时

compaction score 最大值
-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TabletNumScheduledtab

let

SCHEDULED_TABLET

数量_ScheduledTablet
FE 中 scheduled tablet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EfficiencyQps 请求响应_QPS 每秒查询率 个/秒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EfficiencyRps 请求响应_RPS 每秒能处理的请求数目 个/秒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QueryErrrateErrrate 查询失败率_ErrRate 查询错误率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CacheSqlmodelhitquery
缓存查询

_SqlModelHitQuery

模式为 sql 的 Query 命中 Cache 

的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CachePartitionmodelhitq
uery

缓存查询

_PartitionModelHitQuer
y

通过 Partition 命中的 Query 数
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CacheSqlmodelquery
缓存查询

_SqlModelQuery

识别缓存模式为 sql 的 Query 数

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CachePartitionmodelque

ry

缓存查询

_PartitionModelQuery

识别缓存模式为 Partition 的 

Query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CacheCachepartitionhit
缓存查询
_CachePartitionHit

查询中通过 cache 命中的分区数
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CacheCachepartitionsca
n

缓存查询
_CachePartitionScan

查询中扫描的所有分区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RoutineLoadTotalrows
ROUTINE_LOAD行数
_TotalRows

FE routine load的行数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RoutineLoadErrorrows
ROUTINE_LOAD行数

_ErrorRows
FE routine load 错误的行数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TxnCountReject
TRANSACTION状态统计

_Reject
FE 被拒绝的 transaction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TxnCountBegin TRANSACTION状态统计
_Begin

FE 开始的 transaction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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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FeTxnCountSuccess
TRANSACTION状态统计
_Success

FE 成功的 transaction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TxnCountFailed
TRANSACTION状态统计
_Failed

FE 失败的 transaction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ImageWrite IMAGE统计_Write FE image write 的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ImagePush IMAGE统计_Push FE image push 的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AlterJobRolluprunning
ALTER任务统计
_RollupRunning

运行中的 alter job,类型为 
ROLLUP 的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AlterJobSchemachanger
unning

ALTER任务统计
_SchemaChangeRunni

ng

运行中的 alter job,类型为 
SCHEMA_CHANGE 的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UnknownLoadJobCance
lled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Cancelled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UnknownLoadJobComm
itted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Committed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UnknownLoadJobEtl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Etl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UnknownLoadJobFinish

ed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Finished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UnknownLoadJobLoadin

g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Loading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LOA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UnknownLoadJobPendin
g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Pending

类型为 SPARK，状态为 
PENDING 的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UnknownLoadJobUnkno
wn

UNKNOWN_LOAD任务
统计_Unknown

类型为 SPARK，状态为 
UNKNOWN 的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SparkLoadJobCancelled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Cancelled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SparkLoadJobCommitte

d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Committed

类型为 UNKNOWN，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SparkLoadJobEtl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Etl

类型为 SPARK，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SparkLoadJobFinished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Finished

类型为 SPARK，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SparkLoadJobLoading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Loading

类型为 SPARK，状态为 
LOADING 的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SparkLoadJobPending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Pending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PEN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SparkLoadJobUnknown
SPARK_LOAD任务统计

_Unknown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UNKNOWN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DeleteLoadJobCancelle

d

DELETE_LOAD任务统计

_Cancelled

类型为 SPARK，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DeleteLoadJobCommitte
d

DELETE_LOAD任务统计
_Committed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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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FeDeleteLoadJobEtl DELETE_LOAD任务统计
_Etl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DeleteLoadJobFinished
DELETE_LOAD任务统计
_Finished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DeleteLoadJobLoading
DELETE_LOAD任务统计

_Loading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LOA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DeleteLoadJobPending
DELETE_LOAD任务统计

_Pending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PEN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DeleteLoadJobUnknown
DELETE_LOAD任务统计
_Unknown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UNKNOWN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InsertLoadJobCancelled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Cancelled

类型为 DELETE，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InsertLoadJobEtl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Etl

类型为 INSERT，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InsertLoadJobFinished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Finished

类型为 INSERT，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InsertLoadJobLoading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Loading

类型为 INSERT，状态为 

LOA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InsertLoadJobPending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Pending

类型为 INSERT，状态为 
UNKNOWN 的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InsertLoadJobUnknown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Unknown

类型为 INSERT，状态为 
UNKNOWN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BrokerLoadJobCancelle

d

BROKER_LOAD任务统计

_Cancelled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BrokerLoadJobCommitt

ed

BROKER_LOAD任务统计

_Committed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BrokerLoadJobEtl
BROKER_LOAD任务统计
_Etl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BrokerLoadJobFinished
BROKER_LOAD任务统计
_Finished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BrokerLoadJobLoading
BROKER_LOAD任务统计
_Loading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LOADING 的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BrokerLoadJobPending
BROKER_LOAD任务统计

_Pending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PEN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BrokerLoadJobUnknown
BROKER_LOAD任务统计

_Unknown

类型为 BROKER，状态为 

UNKNOWN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MiniLoadJobCancelled
MINI_LOAD任务统计
_Cancelled

类型为 MINI，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MiniLoadJobCommitted
MINI_LOAD任务统计
_Committed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MiniLoadJobEtl MINI_LOAD任务统计_Etl
类型为 MINI，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MiniLoadJobFinished
MINI_LOAD任务统计

_Finished

类型为 MINI，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MiniLoadJobLoading MINI_LOAD任务统计

_Loading

类型为 MINI，状态为 LOADING 

的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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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FeMiniLoadJobPending
MINI_LOAD任务统计
_Pending

类型为 MINI，状态为 PENDING 
的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MiniLoadJobUnknown
MINI_LOAD任务统计
_Unknown

类型为 MINI，状态为 
UNKNOWN 的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HadoopLoadJobCancell
ed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Cancelled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CANCELL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HadoopLoadJobCommitt

ed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Committed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HadoopLoadJobEtl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Etl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ETL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HadoopLoadJobFinished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Finished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FINISH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HadoopLoadJobLoading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Loading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LOA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HadoopLoadJobPending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Pending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PENDING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HadoopLoadJobUnknow

n

HADOOP_LOAD任务统

计_Unknown

类型为 HADOOP，状态为 

UNKNOWN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DorisFeInsertLoadJobCommitte

d

INSERT_LOAD任务统计

_Committed

类型为 Insert ，状态为 

COMMITTED 的 load job 数量
个

host4dorisdorisfe

、id4dorisdorisfe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dorisdorisbrok

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dorisdorisbro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dorisdorisbrok
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dorisdorisbrok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dorisdorisbro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dorisdorisbrok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dorisdorisb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dorisdorisb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dorisdoris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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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dorisdorisbe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dorisdorisb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dorisdorisb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dorisdorisf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称

host4dorisdorisf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dorisdoris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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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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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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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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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dorisdorisfe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dorisdorisf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dorisdorisf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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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Alluxio）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5

Namespace=QCE/TXMR_ALLUXIO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Alluxio-Clust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

单位
维度

AlluxioClusterBytesBytesreadallu

xio

数据读写总量 

BytesReadAlluxio

所有 worker 上报的从 Alluxio 

存储读取的总字节数
B

id4alluxioovervie

w

AlluxioClusterBytesBytesreadufsa

ll

数据读写总量 

BytesReadUfsAll

所有 worker 从所有 Alluxio 

UFSes 读取的字节总数
B

id4alluxioovervie

w

AlluxioClusterBytesByteswrittenal
luxio

数据读写总量 
BytesWrittenAlluxio

写入所有 worker 的 Alluxio 
存储的总字节数

B
id4alluxioovervie
w

AlluxioClusterBytesByteswrittenuf
sall

数据读写总量 
BytesWrittenUfsAll

所有 worker 写入所有 Alluxio 
UFSes 的总字节数

B
id4alluxioovervie
w

AlluxioClusterBytesThroughputBy

tesreadalluxiothroughput

数据读写吞吐量 

BytesReadAlluxioThroug
hput

所有 worker 从 Alluxio 存储

读取数据的吞吐量
B

id4alluxioovervie

w

AlluxioClusterBytesThroughputBy
tesreadufsthroughput

数据读写吞吐量 
BytesReadUfsThroughp

ut

所有 worker 从所有 Alluxio 
UFSes 读取的吞吐量

B
id4alluxioovervie
w

AlluxioClusterBytesThroughputBy
teswrittenalluxiothroughput

数据读写吞吐量 

BytesWrittenAlluxioThro
ughput

所有 worker 写入 Alluxio 存
储的吞吐量

B
id4alluxioovervie
w

AlluxioClusterBytesThroughputBy

teswrittenufsthroughput

数据读写吞吐量 

BytesWrittenUfsThrough
put

所有 worker 写入所有 Alluxio 

UFSes 的吞吐量
B

id4alluxioovervie

w

AlluxioClusterCapacityCapacityfre
e

worker的层上容量 
CapacityFree

所有 worker 的所有层上的总
可用字节

B
id4alluxioovervie
w

AlluxioClusterCapacityCapacitytot

al

worker的层上容量 

CapacityTotal

所有 worker 的所有层上的总

容量
B

id4alluxioovervie

w

AlluxioClusterCapacityCapacityus

ed

worker的层上容量 

CapacityUsed

所有 worker 的所有层上的已

用字节总数
B

id4alluxioovervie

w

AlluxioClusterWorkersWorkers worker 总数 Workers 群集中的 active worker 总数 个
id4alluxioovervie

w

Alluxio-Mast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单位 维度

AlluxioMasterGcUtilGcCountFg
c

GC次数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cUtilGcCountYg GC次数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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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cUtilGcTimeFgc
t

GC时间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cUtilGcTimeGct GC时间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cUtilGcTimeYgc

t
GC时间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cUtilMemoryCc
s

内存区域占比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etFileBlockInfo
OpsFileblockinfosgot

GetFileBlockInfo操作
FileBlockInfosGot

GetFileBlockInfo 操作总
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etFileBlockInfo
OpsGetfileblockinfoops

GetFileBlockInfo操作
GetFileBlockInfoOps

成功的 GetFileBlockInfo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etFileInfoOpsFil

einfosgot

GetFileInfo操作

FileInfosGot
GetFileInfo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etFileInfoOpsGe
tfileinfoops

GetFileInfo操作
GetFileInfoOps

成功的 GetFileBlockInfo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etNewBlockOps
Getnewblockops

GetNewBlock操作
GetNewBlockOps

GetNewBlock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GetNewBlockOps

Newblocksgot

GetNewBlock操作

NewBlocksGot

成功的 GetNewBlock 操

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MountOpsMounto
ps

Mount操作MountOps Mount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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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xioMasterMountOpsPathsm
ounted

Mount操作
PathsMounted

成功 Mount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RenamePathOps
Pathsrenamed

Rename操作
PathsRenamed

Rename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RenamePathOps

Renamepathops

Rename操作

RenamePathOps
成功的 Rename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SetAclOpsSetacl
ops

SetAcl操作SetAclOps SetAcl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SetAttributeOpsS
etattributeops

SetAttribute操作
SetAttributeOps

SetAttribute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TotalPathsTotalp

aths

文件目录总数

TotalPaths

Alluxio 命名空间中的文件和

目录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CompleteFileOps
Completefileops

CompleteFile操作
CompleteFileOps

CompleteFile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CompleteFileOps
Filescompleted

CompleteFile操作
FilesCompleted

成功的 CompleteFile 操作
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CreateDirectoryO

psCreatedirectoryops

CreateDirectory操作

CreateDirectoryOps

CreateDirectory 操作总

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CreateDirectoryO

psDirectoriescreated

CreateDirectory操作

DirectoriesCreated

成功的 CompleteFile 操作

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CreateFileOpsCre
atefileops

CreateFile操作
CreateFileOps

CreateFile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CreateFileOpsFile

screated

CreateFile操作

FilesCreated

成功的 CreateFile 操作总

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DeletePathOpsDe

letepathops

Delete操作

DeletePathOps
Delete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DeletePathOpsPa
thsdeleted

Delete操作
PathsDeleted

成功 Delete 操作的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FreeFileOpsFilesf
reed

FreeFile操作
FilesFreed

FreeFile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FreeFileOpsFreefi

leops

FreeFile操作

FreeFileOps
成功的 FreeFile 操作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FilesOpsFilespers
isted

操作文件总数
FilesPersisted

成功保存的文件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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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xioMasterFilesOpsFilespinn
ed

操作文件总数
FilesPinned

当前固定的文件总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UnmountOpsPath

sunmounted

Unmount操作

PathsUnmounted
Unmount 操作总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UnmountOpsUnm
ountops

Unmount操作
UnmountOps

成功 Unmount 操作的总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JvmMemMemhea
pcommittedm

JVM内存
MemHeapCommitte

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JvmMemMemhea

pinitm

JVM内存

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JvmMemMemhea
pmaxm

JVM内存
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JvmMemMemhea
pusedm

JVM内存
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JvmMemMemnon

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MemNonHeapComm
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JvmMemMemnon

heapinitm

JVM内存

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MasterJvmMemMemnon
heapusedm

JVM内存
MemNonHeapUsed

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mast
er、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Alluxio-Work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
单位

维度

AlluxioWorkerAsyncCacheBlock

sAsynccachefailedblocks

async缓存块数量
AsyncCacheFailedBloc

ks

worker async 缓存失败的

块总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AsyncCacheBlock
sAsynccacheremoteblocks

async缓存块数量
AsyncCacheRemoteBl

ocks

worker 接收的重复 async 
缓存请求总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AsyncCacheBlock

sAsynccachesucceededblocks

async缓存块数量

AsyncCacheSucceede
dBlocks

worker async 缓存成功的

块总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AsyncCacheBlock

sAsynccacheufs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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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AsyncCacheRequ
estsAsynccacheduplicatereques

ts

async缓存请求
AsyncCacheDuplicateR

equests

worker 接收的 async 缓存
请求总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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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xioWorkerAsyncCacheRequ
estsAsynccacherequests

async缓存请求
AsyncCacheRequests

worker 接收的 async 缓存
请求总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acce

ssed

Block数量

BlocksAccessed

访问此 worker 中任何一个

块的总次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cach

ed

Block数量

BlocksCached

在 worker 中用于缓存数据

的块总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canc
elled

Block数量
BlocksCancelled

worker 中中止的临时块总
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delet

ed

Block数量

BlocksDeleted

按外部请求列出的此 

worker 中已删除的块总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evict

ed
Block数量BlocksEvicted worker 中逐出的块总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lost Block数量BlocksLost
worker 中丢失的数据块总
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BlocksBlocksprom

oted

Block数量

BlocksPromoted

worker 中的任何一个数据

块移动到新层的总次数
个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CapacityCapacityf

ree

worker的层上容量

CapacityFree

worker 的所有层上的总可

用字节
B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CapacityCapacityt
otal

worker的层上容量
CapacityTotal

worker 的所有层上的总容
量

B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CapacityCapacityu
sed

worker的层上容量
CapacityUsed

worker 的所有层上的已用
字节总数

B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GcUtilGcTimeGct GC时间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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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uxioWorker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JvmMemMemhea
pcommittedm

JVM内存
MemHeapCom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JvmMemMemhea

pinitm
JVM内存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JvmMemMemhea

pmaxm

JVM内存

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JvmMemMemhea
pusedm

JVM内存
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JvmMemMemnon
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JvmMemMemnon

heapinitm

JVM内存

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AlluxioWorkerJvmMemMemnon
heapusedm

JVM内存
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alluxioalluxiowork
er、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d4alluxiooverview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alluxiooverview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d4alluxiooverview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host4alluxioalluxioma
ste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alluxioalluxiomast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host4alluxioalluxioma

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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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
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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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弹性 MapReduce（Alluxio-Cluster）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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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d4alluxioalluxiomaste

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alluxioalluxiomast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d4alluxioalluxiomaste
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host4alluxioalluxiowor
ke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alluxioalluxi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host4alluxioalluxiowor
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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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
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d4alluxioalluxioworke

r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alluxioalluxiowor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d4alluxioalluxioworke

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入参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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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Clickhouse ）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5

Namespace=QCE/TXMR_CLICKHOUSE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lickhouseBackgroundPoolTaskBac

kgroundpooltask

BackgroundProcessingPo

ol 中的活跃任务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BackgroundPoolTaskBac

kgroundschedulepooltask

BackgroundSchedulePool 

中的活跃任务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BufferFileDescriptorBytes
Read

来自文件描述器的读字节数 MB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BufferFileDescriptorBytes
Write

写入文件描述器的字节数 MB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BufferFileDescriptorCount

Read
来自文件描述器的读个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BufferFileDescriptorCount

Write
来自文件描述器的写个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ConnectionCountHttp HTTP 服务器的连接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ConnectionCountTcp TCP 服务器的连接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DatabaseCountDatabase
count

数据库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DelayedInsertCountDelay

edinserts
被抑制的 Insert 查询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DictCacheRequestCountD

ictcacherequests

cache 类型字典的数据源中的

请求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DiskElapsedMicrosecond
sRead

等待读系统调用的总时间 us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DiskElapsedMicrosecond
sWrite

等待写系统调用的总时间 us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DistributedFilesToinsertC
ountDistributedsend

pending 的异步插入到分布式
表的文件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ExcuteQueryCountInsert 可能执行的 Insert 查询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ExcuteQueryCountSelect 可能执行的 Select 查询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ExcuteQueryCountTotal 可能执行的查询总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FileOpenCountFileopen 已打开的文件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InsertBytesInsertedbytes 被插入到所有表中的字节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InsertRowsInsertedrows 被插入到所有表中的行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LeaderElectionCountLead
erelection

参与 leader 选举的副本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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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houseMarkCacheBytesMarkcac

hebytes

StorageMergeTree 的 

marks 的缓存大小

MB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MarkCacheFilesMarkcach

efiles

StorageMergeTree 的 

marks 的缓存文件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MaxPartPartitionMaxpart
countforpartition

partitions 中最大的活跃数据块
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MemoryAllocatedBackgro
undprocessingpool

后台处理池中分配的内存总量 GB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MemoryAllocatedBackgro
undschedulepool

后台调度池中所分配的内存总量 GB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MemoryAllocatedMemory

tracking

当前执行的查询中所分配的内存

总量
GB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MemoryAllocatedMemory

trackingformerges

后台 merges 所分配的内存总

量
GB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MergeCountMerge 正在后台执行的 merge 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OpenFileCountRead 打开的可读文件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OpenFileCountWrite 打开的可写文件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PartMutationCountPartmu
tation

表变更的次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ProcessThreadTimeRealti
me

处理线程花费的总时间 us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ProcessThreadTimeSyst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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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ProcessThreadTimeUser
在用户空间下处理线程在执行 

CPU 指令花费的总时间
us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QueryPreemptedCountQu
erypreempted

停止或等待的查询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QueryThreadCountQueryt
hread

查询处理的线程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egexpCreatedCountReg
expcreated

编译的正则表达式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eplicasInQueueInsert 需要完成的数据块 insert 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eplicasInQueueMerge 待完成的 merge 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eplicasMaxDelayAbsolut
e

最大的 replica 队列时延 us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eplicasMaxDelayRelativ
e

来自其他块的绝对时延的差异的
最大值

us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eplicaCountLeaderreplic

a

属于 leader 的 Replicated 

table 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eplicaCountReadonlyrep

lica

处于只读状态的Replicated 

table 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eplicaDataPartCountCh
eck

检查一致性的数据块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eplicaDataPartCountFet 从副本收集的数据块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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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ClickhouseReplicaDataPartCountSen

d
发送到副本的数量块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evisionRevision server 的修改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wlockThreadCountActiv

eread

在一个表的读写锁中持有读锁的

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wlockThreadCountActiv

ewrite

在一个表的读写锁中持有写锁的

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wlockThreadCountWaiti
ngread

等待读表的读写锁的线程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RwlockThreadCountWaiti
ngwrite

等待写表的读写锁的线程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StorageBufferBytesStora
gebufferbytes

Buffer tables 中的字节数 MB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StorageBufferRowsStora

gebufferrows
Buffer tables 中的行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SyscallCountRead 读系统调用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SyscallCountWrite 写系统调用的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TableCountTablecount 数据表数量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ThreadContextLockWaitC
ountContextlockwait

在 Context 中等待锁的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ThreadCountGlobal 全局线程池中的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ThreadCountGlobalactive 全局线程池中活跃的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ThreadCountLocal 本地线程池中的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ThreadCountLocalactive 本地线程池中活跃的线程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VersionVersion 版本号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ZkEphemeralNodeCountE

phemeralnode

ZooKeeper 中保存的临时节点

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ClickhouseZkWatchesCountWatches ZK 事件订阅数 个 host4clickhouseserver、id4clickhouseserve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host4clickhousese

rv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clickhouse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host4clickhouse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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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clickhouseserve
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clickhouse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

lue

id4clickhouseserve

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入参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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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共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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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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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Cosrang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5

Namespace=QCE/TXMR_COSRANGER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

单位
维度

CosrangerAccessstatDeleteQp
s

accessStatDELETE 操作
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DeleteQp
s1m

accessStatDELETE操作
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DeleteQp

s5m

accessStatDELETE操作

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DeleteTot

al1m

accessStatDELETE操作

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DeleteTot

al5m

accessStatDELETE操作

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ListQps
accessStatLIST操作统计
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ListQps1
m

accessStatLIST操作统计
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ListQps5
m

accessStatLIST操作统计
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ListTotal1

m

accessStatLIST操作统计

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ListTotal5

m

accessStatLIST操作统计

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ReadQps accessStatREAD操作统
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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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ReadQps1

m

accessStatREAD操作统

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ReadQps
5m

accessStatREAD操作统
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ReadTotal
1m

accessStatREAD操作统
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ReadTotal
5m

accessStatREAD操作统
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WriteQps
accessStatWRITE操作统

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WriteQps1

m

accessStatWRITE操作统

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WriteQps

5m

accessStatWRITE操作统

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WriteTotal
1m

accessStatWRITE操作统
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ccessstatWriteTotal
5m

accessStatWRITE操作统
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uthstatSuccessQps 认证成功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uthstatSuccessQps

1m
认证成功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uthstatSuccessQps

5m
认证成功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uthstatSuccessTot
al1m

认证成功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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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uthstatSuccessTot
al5m

认证成功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cntAuthdenyc
nt

check统计AuthDenyCnt 认证失败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cntPermission

allowcnt

check统计

PermissionAllowCnt
鉴权通过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cntPermission

denycnt

check统计

PermissionDenyCnt
鉴权失败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er

miCostAvg

cosRpccheckPermissio

n调用耗时统计CostAvg
当前一秒内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er
miCostAvg1m

cosRpccheckPermissio
n调用耗时统计CostAvg1m

一分钟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er
miCostAvg5m

cosRpccheckPermissio
n调用耗时统计CostAvg5m

五分钟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er
miCostMax

cosRpccheckPermissio
n调用耗时统计CostMax

当前一秒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er

miCostMax1m

cosRpccheckPermissio
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1m

一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er

miCostMax5m

cosRpccheckPermissio
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5m

五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er

miCostMin

cosRpccheckPermissio

n调用耗时统计CostMin
当前一秒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er
miCostMin1m

cosRpccheckPermissio
n调用耗时统计CostMin1m

一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heckper

miCostMin5m

cosRpccheckPermissio

n调用耗时统计CostMin5m

五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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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k

enCostAvg

cosRpccancel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

当前一秒内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k

enCostAvg1m

cosRpccancel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1m

一分钟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k
enCostAvg5m

cosRpccancel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5m

五分钟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k
enCostMax

cosRpccancel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

当前一秒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k
enCostMax1m

cosRpccancel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1m

一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k

enCostMax5m

cosRpccancel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5m

五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k

enCostMin

cosRpccancel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

当前一秒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k

enCostMin1m

cosRpccancel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1m

一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Cnldlgtok
enCostMin5m

cosRpccancel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5m

五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p
olicyCostAvg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

当前一秒内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p
olicyCostAvg1m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1m

一分钟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p

olicyCostAvg5m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5m

五分钟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p
olicyCostMax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

当前一秒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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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p
olicyCostMax1m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1m

一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p
olicyCostMax5m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5m

五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p
olicyCostMin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

当前一秒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p

olicyCostMin1m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1m

一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authp

olicyCostMin5m

cosRpcgetRangerAuth
Policy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5m

五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k

enCostAvg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

当前一秒内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k
enCostAvg1m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1m

一分钟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k
enCostAvg5m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5m

五分钟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k
enCostMax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

当前一秒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k

enCostMax1m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1m

一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k

enCostMax5m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5m

五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k

enCostMin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

当前一秒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k

enCostMin1m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1m

一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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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dlgtok
enCostMin5m

cosRpcgetDelegationT
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5m

五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o

stAvg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Avg
当前一秒内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o

stAvg1m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Avg1m
一分钟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o

stAvg5m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Avg5m
五分钟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o
stMax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Max

当前一秒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o
stMax1m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max1m

一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o
stMax5m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Max5m

五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o

stMin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Min
当前一秒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o

stMin1m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Min1m
一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GetstsCo

stMin5m

cosRpcgetSTS调用耗时

统计CostMin5m
五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o
kenCostAvg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

当前一秒内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o
kenCostAvg1m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1m

一分钟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o
kenCostAvg5m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Avg5m

五分钟平均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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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o

kenCostMax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

当前一秒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o
kenCostMax1m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1m

一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o
kenCostMax5m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ax5m

五分钟内最大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o
kenCostMin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

当前一秒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o

kenCostMin1m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1m

一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osrpctstatRewdlgto

kenCostMin5m

cosRpcrenewDelegatio
nToken调用耗时统计

CostMin5m

五分钟内最小耗时 u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FGC Full GC 次数 个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YGC Young GC 次数 个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GcUtilGcTimeGct GC时间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M Metaspace 区内存使
用占比

%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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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
占比

%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

占比
%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JvmMemMemheapc

ommittedm

JVM内存

MemHeapCom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JvmMemMemheapini
tm

JVM内存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JvmMemMemheapm
axm

JVM内存
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JvmMemMemheapus
edm

JVM内存
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JvmMemMemnonhe

apcommittedm

JVM内存
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MB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JvmMemMemnonhe

apinitm

JVM内存

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

量

MB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JvmMemMemnonhe

apusedm

JVM内存

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
数量

MB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OsCpuLoadProcessc
puload

CPU利用率
ProcessCpuLoad

CPU 利用率 %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OsCpuTimeProcessc

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m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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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OsFdCountMaxfilede

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MaxFileDescriptorCoun

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OsFdCountOpenfiled

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OpenFileDescriptorCou

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个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CheckpermiQ

ps

rpccheckPermission调

用数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CheckpermiQ
ps1m

rpccheckPermission调
用数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CheckpermiQ
ps5m

rpccheckPermission调
用数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CheckpermiT
otal1m

rpccheckPermission调
用数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CheckpermiT

otal5m

rpccheckPermission调

用数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CnldlgtokenQ

ps

rpccancel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CnldlgtokenQ

ps1m

rpccancel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CnldlgtokenQ
ps5m

rpccancel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CnldlgtokenT
otal1m

rpccancel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CnldlgtokenT
otal5m

rpccancel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authpolic
yQps

rpcgetRangerAuthPolic
y调用数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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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authpolic
yQps1m

rpcgetRangerAuthPolic
y调用数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authpolic
yQps5m

rpcgetRangerAuthPolic
y调用数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authpolic
yTotal1m

rpcgetRangerAuthPolic
y调用数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authpolic

yTotal5m

rpcgetRangerAuthPolic

y调用数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dlgtoken

Qps

rpcgetDelegationToken

调用数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dlgtoken

Qps1m

rpcgetDelegationToken

调用数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dlgtoken
Qps5m

rpcgetDelegationToken
调用数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dlgtokenT
otal1m

rpcgetDelegationToken
调用数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dlgtokenT
otal5m

rpcgetDelegationToken
调用数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stsQps rpcgetSTS调用数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stsQps1m
rpcgetSTS调用数统计

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stsQps5m
rpcgetSTS调用数统计

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stsTotal1

m

rpcgetSTS调用数统计

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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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GetstsTotal5
m

rpcgetSTS调用数统计
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Rewdlgtoken

Qps

rpcrenew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Rewdlgtoken

Qps1m

rpcrenew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Qps1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Rewdlgtoken

Qps5m

rpcrenew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Qps5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Rewdlgtoken
Total1m

rpcrenew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Total1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pcstatRewdlgtoken
Total5m

rpcrenewDelegationTo
ken调用数统计total5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s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ThreadCountDaemo

n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DaemonThreadCount
后台线程数量 个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ThreadCountThreadc

ount
线程数量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个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ThreadCountPeakthr

eadcount

线程数量

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个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uthstatFailedQps
authStatauthFailedStat
操作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uthstatFailedTotal5
m

authStatauthFailedStat
操作统计Total5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uthstatFailedTotal1

m

authStatauthFailedStat

操作统计Total1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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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uthstatFailedQps5

m

authStatauthFailedStat

操作统计Qps5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AuthstatFailedQps1m
authStatauthFailedStat

操作统计Qps1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statCheckfailQ
ps

checkStatcheckFailStat
操作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statCheckfailT
otal5m

checkStatcheckFailStat
操作统计Total5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statCheckfailT
otal1m

checkStatcheckFailStat
操作统计Total1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statCheckfailQ

ps5m

checkStatcheckFailStat

操作统计Qps5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statCheckfailQ

ps1m

checkStatcheckFailStat

操作统计Qps1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statSuccessQ
ps

checkStatcheckSucces
sStat操作统计Qps

每秒查询率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statSuccessTo
tal5m

checkStatcheckSucces
sStat操作统计Total5m

五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statSuccessTo
tal1m

checkStatcheckSucces
sStat操作统计Total1m

一分钟平均请求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statSuccessQ
ps5m

checkStatcheckSucces
sStat操作统计Qps5m

一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CosrangerCheckstatSuccessQ

ps1m

checkStatcheckSucces

sStat操作统计Qps1m
五分钟请求总数 次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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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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host4cosrangercosrangerse

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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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
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d4cosrangercosrangerserve

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

mm8bs222

入参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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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Kylin）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6

Namespace=QCE/TXMR_KYLIN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KylinKylin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GcUtilGcTimeGct GC时间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
用占比

%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JvmMemMemheapc

ommittedm

JVM内存

MemHeapCom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JvmMemMemheapin

itm
JVM内存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JvmMemMemheap
maxm

JVM内存
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JvmMemMemheapu
sedm

JVM内存
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JvmMemMemnonhe

apcommittedm

JVM内存
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JvmMemMemnonhe
apinitm

JVM内存
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JvmMemMemnonhe
apusedm

JVM内存
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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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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kylinkyli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KylinKylinOsCpuLoadProcess

cpuload

CPU利用率

ProcessCpuLoad

进程 CPU 利用率 %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OsCpuTimeProcess

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ProcessCpuTime
CPU累计使用时间 ms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OsFdCountMaxfiled
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MaxFileDescriptorCoun
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OsFdCountOpenfiled

escriptorcount

文件描述符数

OpenFileDescriptorCou
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个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s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ThreadCountDaemo

nthreadcount

线程数量

DaemonThreadCount
守护线程数 个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ThreadCountPeakth

readcount

线程数量

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个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ThreadCountThread
count

线程数量ThreadCount 线程总数 个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KylinKylinOsCpuLoadSystemc
puload

CPU利用率
SystemCpuLoad

%
host4kylinkylin
、id4kylinkylin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host4kylinkylin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kylinkyl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host4kylinky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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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d4kylinkylin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kylinkyl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d4kylinkylin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入参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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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Spark）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6

Namespace=QCE/TXMR_SPARK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指标
单位

维度

SparkSh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GcTimeGct GC时间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SparkSh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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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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sparksparkjobhistoryser

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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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

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EMR 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sparksparkjobhistoryserve

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

mm8bs222

入参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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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KYUUBI）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6

Namespace=QCE/TXMR_KYUUBI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GcCou

ntYgc
GC 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GcCou
ntFgc

GC 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GcTime

Fgct
GC 时间_FGC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GcTime

Gct
GC 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GcTime
Ygct

GC 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Memor

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Memor

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Memor
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Memor
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Memor

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GcUtilMemor
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m
heapusedm

JVM 内存
_MemMemHeapUsed
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m

heapcommittedm

JVM 内存

_MemHeapCommitte
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m JVM 内存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M host4kyuubikyuubi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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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pmaxm _MemHeapMaxM 的数量 B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m
heapinitm

JVM 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M
B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m

nonheapcommitt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Comm
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m

nonheapinitm

JVM 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

B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JvmMemMem
nonheapusedm

JVM 内存
_MemNonHeapUsed

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OsFdCountOp

en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OpenFileDescriptorC
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个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OsFdCountM

ax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MaxFileDescriptorCo
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OsCpuLoadPr
ocesscpuload

CPU 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进程 CPU 利用率 %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ThreadCount

Daemon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
t

守护线程数 个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ThreadCount

Peak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个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ThreadCount
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ThreadCount

线程总数 个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OsCpuTimePr
ocesscputime

CPU 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m
s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KyuubiKyuubiserverRtUptimeUpti

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s

host4kyuubikyuubiserve

r、
id4kyuubikyuubiserve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host4kyuubikyuubiserv
e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kyuubikyuubi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host4kyuubikyuubiserv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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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
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d4kyuubikyuubiserv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kyuubikyuubiserve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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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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4kyuubikyuubiserv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
mm8bs222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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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LIVY）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6

Namespace=QCE/TXMR_LIVY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LivyLivyserver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JvmMem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MemHeapUse

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JvmMemMemheapcommitt

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
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JvmMemMemheapmaxm JVM内存 JVM 配置的 M host4livylivy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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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MemHeapMaxM HeapMemory 的数量 B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JvmMemMemheap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M
B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JvmMem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JvmMemMemno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

B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JvmMemMemnonheapused
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

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OsFdCountOpenfiledescript
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OpenFileDescriptor
C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个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OsFdCountMaxfiledescripto

rcount

文件句柄数

_MaxFileDescriptorC
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OsCpuLoadProc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进程 CPU 利用率 %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ThreadCountDaemonthread
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

nt

守护线程数 个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ThreadCountPeakthreadco

unt

工作线程数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个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ThreadCount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ThreadCount
线程总数 个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OsCpuTimeProcesscputime
CPU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m
s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LivyLivyserver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s

host4livylivyserve

r、
id4livylivyserve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host4livylivyserv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livyliv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host4livylivy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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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livylivyserv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livylivyserv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id4livylivyserv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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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共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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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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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OOZIE）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6

Namespace=QCE/TXMR_OOZIE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OozieOozie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oozieoozie、
id4oozieoozie

OozieOozie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oozieoozie、

id4oozieoozie

OozieOozie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oozieoozie、

id4oozieoozie

OozieOozie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oozieoozie、

id4oozieoozie

OozieOozie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oozieoozie、
id4oozieoozie

OozieOozie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
占比

%
host4oozieoozie、
id4oozieoozie

OozieOozie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oozieoozie、

id4oozieoozie

OozieOozie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oozieoozie、

id4oozieoozie

OozieOozie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oozieoozie、

id4oozieoozie

OozieOozie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oozieoozie、
id4oozieoozie

OozieOozie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oozieoozie、
id4oozieoozie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host4oozieoozi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oozieoozi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host4oozieoo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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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
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oozieoozie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oozieoozi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id4oozieoozi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入参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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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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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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STORM）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6

Namespace=QCE/TXMR_STORM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Storm-Superviso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StormSupervisorGcUtilGcCount

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GcUtilGcCount
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GcUtilGcTime
Fgct

GC时间_FGC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GcUtilGcTime

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GcUtilGcTime

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GcUtilMemory

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GcUtilMemory
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GcUtilMemory
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GcUtilMemory

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GcUtilMemory

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GcUtilMemory
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JvmMemMem
heapusedm

JVM内存
_Mem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JvmMemMem
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JvmMemMem

heapmaxm
JVM内存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JvmMemMem

heapi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

量

M

B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JvmMemMem
no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d

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JvmMemMem

no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

B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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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mSupervisorJvmMemMem

n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OsFdCountOp
en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n

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个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OsFdCountMa

x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OsCpuLoadPr
oc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进程 CPU 利用率 %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ThreadCountD
aemon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守护线程数 个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ThreadCountT
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个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OsCpuTimePr

ocesscputime

CPU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线程总数 个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RtUptimeUpti

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m

s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SupervisorThreadCountP
eak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PeakThreadCount

进程运行时长 s
host4stormsupervisor
、id4stormsupervisor

Storm-Nimbus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StormNimbusGcUtilGcCountY
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GcUtilGcCountF

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GcUtilGcTimeFg

ct
GC时间_FGC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GcUtilGcTimeG
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GcUtilGcTimeY
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GcUtilMemoryS
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GcUtilMemoryC

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GcUtilMemoryS
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JvmMemMemhe

apusedm

JVM内存

_MemMem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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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mNimbusJvmMemMemhe

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JvmMemMemhe
apmaxm

JVM内存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JvmMemMemhe
api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JvmMemMemno
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JvmMemMemno

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
d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

数量
MB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JvmMemMemno
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OsFdCountOpe

nf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n
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量 个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OsFdCountMaxf
i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OsCpuLoadProc
e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进程 CPU 利用率 %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ThreadCountDa

emon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DaemonThreadCount
守护线程数 个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ThreadCountPe

ack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量 个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ThreadCountThr
e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线程总数 个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OsCpuTimeProc
esscputime

CPU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ms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StormNimbus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长 s
host4stormnimbus、

id4stormnimbu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stormsupervis
o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stormsuperviso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stormsupervi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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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
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stormsupervisor
EMR 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stormsuperviso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stormsuperviso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4stormnimbus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stormnimbus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4stormnim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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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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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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stormnimbus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stormnimbus

EMR 实例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stormnimbus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stormnimbus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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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ZEPPELIN）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6

Namespace=QCE/TXMR_ZEPPELIN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ZeppelinZeppelinGcUtilGcCoun
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zeppelinzeppelin、
id4zeppelinzeppelin

ZeppelinZeppelinGcUtilGcCoun
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zeppelinzeppelin、
id4zeppelinzeppelin

ZeppelinZeppelinGcUtilGcTime

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zeppelinzeppelin、

id4zeppelinzeppelin

ZeppelinZeppelinGcUtilGcTime

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zeppelinzeppelin、

id4zeppelinzeppelin

ZeppelinZeppelinGcUtilGcTime

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zeppelinzeppelin、

id4zeppelinzeppelin

ZeppelinZeppelinGcUtilMemory
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
存使用占比

%
host4zeppelinzeppelin、
id4zeppelinzeppelin

ZeppelinZeppelinGcUtilMemory
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zeppelinzeppelin、
id4zeppelinzeppelin

ZeppelinZeppelinGcUtilMemory

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zeppelinzeppelin、

id4zeppelinzeppelin

ZeppelinZeppelinGcUtilMemory

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zeppelinzeppelin、

id4zeppelinzeppelin

ZeppelinZeppelinGcUtilMemory
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zeppelinzeppelin、
id4zeppelinzeppelin

ZeppelinZeppelinGcUtilMemory
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zeppelinzeppelin、
id4zeppelinzeppelin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host4zeppelinzeppeli
n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zeppelinzeppel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host4zeppelinzeppel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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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id4zeppelinzeppelin

EMR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zeppelinzeppel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id4zeppelinzeppelin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emr-mm8bs222

入参说明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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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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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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共479页

弹性 MapReduce（DRUI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6

Namespace=QCE/TXMR_NEW_DRUID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Druid-brok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DruidBrokerGcUtilG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GcUtilG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GcUtilGc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GcUtilG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JvmMemMemheapc
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JvmMemMemheapi

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JvmMemMemheap

maxm
JVM内存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

B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JvmMemMemheapu

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

B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JvmMemMemnonhe
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

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JvmMemMemnonhe

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

量

M

B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JvmMemMemnonhe
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
B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NodeQueryAbnorma
l

查询时间统计(节点)_ 
Abnormal

查询延迟 >= 1s的次数 次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NodeQueryNormal 查询时间统计节点_Normal 查询延迟 < 1s的次数 次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QueryCountQuery 查询次数_Query 查询总次数 次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QueryCountQueryfai

led
查询次数_QueryFailed 查询失败次数 次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QueryCountQueryite
rrupted

查询次数_QueryIterrupted 查询中断次数 次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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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idBrokerQueryCountQuerysu
ccess

查询次数_QuerySuccess 查询成功次数 次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SqlQueryAbnormal SQL查询统计_Abnormal SQL 查询异常次数 次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SqlQueryNormal SQL查询统计_Normal SQL 查询异常次数 次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BrokerJettyNumopenconn

ections

开启的Jetty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开启的 Jetty 连接数 个

host4druidbroker

、id4druidbroker

Druid- coordinato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DruidCoordinatorGcUtilGcCount

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GcUtilGcCount

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GcUtilGcTimeF
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GcUtilGcTimeG
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GcUtilGcTimeY
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JettyNumopen

connections

开启的Jetty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开启的 Jetty 连接数 个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JvmMemMemn

o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JvmMemMemn

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JvmMemMemh
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
数量

MB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JvmMemMemh
eapi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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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idCoordinatorJvmMemMemh

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JvmMemMemh
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
数量

MB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JvmMemMemn

o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Compacttask
compact任务数

_CompactTask
Compact 任务数 个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Tier1Replicatio

nfactor

最大副本数

_ReplicationFactor
在每一层中最大副本数 个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CoordinatorTier2Count
可用的 Historical 节点数量
_Count

在每一层中可用的 Historical 节
点数量

个

host4druidcoordina

tor、
id4druidcoordinato

r

Druid- historical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DruidHistoricalGcUtilGcCoun

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GcUtilGcCoun
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GcUtilGcTime
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GcUtilGcTime
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GcUtilGcTime

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JettyNumope

nconnections

开启的Jetty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开启的 Jetty 连接数 个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JvmMemMem
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JvmMemMem
heapi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
数量

MB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JvmMemMem

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JvmMemMem

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JvmMemMem

no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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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

DruidHistoricalJvmMemMem

no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JvmMemMem
n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QueryCountQ
uery

查询次数_Query historical 查询总次数 次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QueryCountQ
ueryfailed

查询次数_QueryFailed historical 查询失败次数 次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Segment2Pen

dingscan

Segment队列

_PendingScan
队列中等待扫描的次数 次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QueryCountQ

ueryiterrupted
查询次数_QueryIterrupted historical 查询被中断次数 次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HistoricalQueryCountQ
uerysuccess

查询次数_QuerySuccess historical 查询成功次数 次
host4druidhistorical
、id4druidhistorical

Druid- middleManag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DruidMiddlemanagerGcUtilG

c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DruidMiddlemanagerGcUtilG
c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DruidMiddlemanagerGcUtilG

c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DruidMiddlemanagerGcUtilG

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DruidMiddlemanagerGcUtilG
c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DruidMiddlemanagerJettyNu

mopenconnections

开启的Jetty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
ons

开启的 Jetty 连接数 个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DruidMiddlemanagerJvmMe

mMem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
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DruidMiddlemanagerJvmMe
mMemheapinitm

JVM内存
_MemHeapInit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DruidMiddlemanagerJvmMe
mM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DruidMiddlemanagerJvmMe

m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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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idMiddlemanagerJvmMe

mMemno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
mitt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DruidMiddlemanagerJvmMe
mMemno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
量

MB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DruidMiddlemanagerJvmMe
mMemn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
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middlemanag

er、
id4druidmiddlemanager

Druid- overlord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DruidOverlordGcUtilGc

Count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druidoverlor

d、
id4druidoverlord

DruidOverlordGcUtilGc
Count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druidoverlor
d、

id4druidoverlord

DruidOverlordGcUtilGc
TimeF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ruidoverlor
d、

id4druidoverlord

DruidOverlordGcUtilGc

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druidoverlor

d、
id4druidoverlord

DruidOverlordGcUtilGc

TimeY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ruidoverlor
d、

id4druidoverlord

DruidOverlordJettyNu
mopenconnections

开启的Jetty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开启的 Jetty 连接数 个
host4druidoverlor
d、

id4druidoverlord

DruidOverlordJvmMem

Mem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host4druidoverlor

d、
id4druidoverlord

DruidOverlordJvmMem

Memheapi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overlor

d、
id4druidoverlord

DruidOverlordJvmMem
Memh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overlor
d、

id4druidoverlord

DruidOverlordJvmMem

Memnonheapcommitte
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druidoverlor

d、
id4druidoverlord

DruidOverlordJvmMem

Memno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overlor

d、
id4druidoverlord

DruidOverlordJvmMem
Memn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druidoverlor
d、

id4druidoverlord

DruidOverlordJvmMem

Memh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overlor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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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druidoverlord

Druid- rout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DruidRouterGcUtilGcCount

Fg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DruidRouterGcUtilGcCount

Yg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DruidRouterGcUtilGcTimeF
gc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DruidRouterGcUtilGcTimeG
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DruidRouterGcUtilGcTimeY

gc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DruidRouterJettyNumopen

connections

开启的Jetty连接数

_NumOpenConnections
开启的 Jetty 连接数 个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DruidRouterJvmMemMemh
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DruidRouterJvmMemMemh
eapi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DruidRouterJvmMemMemh
eapmaxm

JVM内存
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DruidRouterJvmMemMemh

eapusedm

JVM内存

_MemHeapUsed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DruidRouterJvmMemMemn

on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
ed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DruidRouterJvmMemMemn

onheapinitm

JVM内存

_MemN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DruidRouterJvmMemMemn

on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druidrouter

、id4druidrouter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druidbrok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druidbro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druidbrok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druidbrok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druidbrok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druidbr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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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druidcoordinato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druidcoordinato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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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druidcoordinato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druidcoordinato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druidcoordinator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druid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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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druidhistorical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druidhistorical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druidhistorical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druidhistorical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druidhistorical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druid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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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druidmiddlemanag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druidmiddlemanag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druidmiddlemanag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druidmiddlemana
g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druidmiddlemanag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druidmiddlemana
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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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druidoverlord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druidoverlor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druidoverlord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druidoverlord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druidoverlord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druidover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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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
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d4druidrout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d4druidrout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d4druidrout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host4druidrouter
EMR 实例中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4druidrout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host4druidro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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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

管理 > 节点内网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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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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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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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询 Druid-broker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NEW_DR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druidbr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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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druidbrok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2. 查询 Druid- coordinator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NEW_DR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druid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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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druidcoordinato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3. 查询 Druid- historical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NEW_DR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druid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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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druidhistorical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4. 查询 Druid- middleManager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NEW_DR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druidmiddle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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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druidmiddlemanag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5. 查询 Druid- overlord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NEW_DR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druidoverlor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druidoverlor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6. 查询 Druid- router 的指标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NEW_DRU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druidrout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host4druidrout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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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STARROCKS）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6

Namespace=QCE/TXMR_STARROCKS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StarRocks-BE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StarrocksBeTabletCompactionSc
oreCumulativemax

TABLET_COMPACTIO最高
分_Cumulativemax

tablet base 最大 
compaction 分数

-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TabletCompactionSc

oreBasemax

TABLET_COMPACTIO最高

分_Basemax

Base compaction 

bytes 的数据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FragmentCountPlanfr
agment

FRAGMENT统计
_PlanFragment

plan fragment 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FragmentCountEndp
oint

FRAGMENT统计_Endpoint DataStream 的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StreamingLoadCount

Currentprocessing

STREAMING_LOAD统计

_CurrentProcessing

streaming load 现有

进程数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StreamingLoadCount
Pipecount

STREAMING_LOAD统计
_PipeCount

streaming load 
Pipe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MemoryTotal BE内存_Total
BE memory pool大
小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MemoryAllocated BE内存_Allocated
BE memory 

allocated 大小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ProcessFdNumUsed 进程文件句柄数_Used
BE 进程使用文件句柄

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ProcessFdNumSoftli
mit

进程文件句柄数_SoftLimit
BE 进程文件句柄 soft 
限制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ProcessFdNumHardli

mit
进程文件句柄数_HardLimit

BE 进程文件句柄 hard 

限制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ProcessThreadThrea

d
进程运行线程数_Thread

BE 进程运行的线程个

数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ThriftUsedClientsBro
ker

THRIFT使用数量_Broker
Broker 使用 thrift 的
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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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rocksBeThriftUsedClientsBac

kend

THRIFT使用数量_Backend BE 使用 thrift 的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ThriftUsedClientsFro
ntend

THRIFT使用数量_Frontend FE 使用 thrift 的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eTabletWriterWriter TABLET写统计_Writer BE TABLET 写统计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

b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StarRocks-Broker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StarrocksBkOsCpuLoadProce
sscpuload

CPU利用率
_ProcessCpuLoad

进程 CPU 利用率 %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GcUtilGcCountFg
c

GC次数_FGC Full GC 次数 次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GcUtilGcCountYg
c

GC次数_YGC Young GC 次数 次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GcUtilGcTimeFgc

t
GC时间_FGCT Full GC 消耗时间 s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GcUtilGcTimeGct GC时间_GCT 垃圾回收时间消耗 s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GcUtilGcTimeYgc
t

GC时间_YGCT Young GC 消耗时间 s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GcUtilMemoryCcs 内存区域占比_CCS

Compressed class 

space 区内存使用占
比

%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GcUtilMemoryE 内存区域占比_E Eden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GcUtilMemoryM 内存区域占比_M
Metaspace 区内存
使用占比

%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GcUtilMemoryO 内存区域占比_O Old 区内存使用占比 %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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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rocksBkGcUtilMemoryS0 内存区域占比_S0 Survivor 0区内存使

用占比

%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GcUtilMemoryS1 内存区域占比_S1
Survivor 1区内存使

用占比
%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JvmMemMemhea

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Heapcommitt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JvmMemMemhea

pinitm
JVM内存_MemHeapinitM

JVM 已经提交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JvmMemMemhea
pmaxm

JVM内存_MemHeapmaxM

JVM 配置的 

HeapMemory 的数
量

MB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JvmMemMemhea
pusedm

JVM内存_MemHeapusedM
JVM 初始 
HeapMem 的数量

MB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JvmMemMemnon
heapcommitt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committed
M

JVM 当前已经提交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JvmMemMemnon

heapinitm

JVM内存

_MemHonheapinitM

JVM 初始 
NonHeapMem 的数

量

MB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JvmMemMemnon

heapusedm

JVM内存

_MemNonHeapusedM

JVM 当前已经使用的 
NonHeapMemory 

的数量

MB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OsCpuTimeProce

sscputime

CPU使用时间

_ProcessCpuTime
CPU 累计使用时间 %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OsFdCountMaxfil
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MaxFileDescriptorCount

最大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OsFdCountOpenfi
ledescriptorcount

文件句柄数
_OpenFileDescriptorCount

已打开文件描述符数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RtUptime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_Uptime 进程运行时间 s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ThreadCountDae 工作线程数 Daemon 线程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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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readcount _DaemonThreadCount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ThreadCountPeak
threadcount

工作线程数
_PeakThreadCount

峰值线程数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BkThreadCountThre

adcount
工作线程数_ThreadCount 总线程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
oker、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
r

StarRocks-FE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StarrocksFeConnectionTotalN

um
CONNECTION数量_Total FE 节点 connection 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EditlogwriteLaten
cyQuantile75

EDITLOG写延时
_Quantile75

FE editlog 写延时的75分位
数

ms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EditlogwriteLaten
cyQuantile95

EDITLOG写延时
_Quantile95

FE editlog 写延时的95分位
数

ms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EditlogwriteLaten
cyQuantile98

EDITLOG写延时
_Quantile98

FE editlog 写延时的98分位
数

ms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EditlogwriteLaten

cyQuantile99

EDITLOG写延时

_Quantile99

FE editlog 写延时的99分位

数
ms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EditlogwriteLaten

cyQuantile999

EDITLOG写延时

_Quantile999

FE editlog 写延时的99.9分

位数
ms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EfficiencyQps 请求响应_QPS 每秒查询率
个/

秒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EfficiencyRps 请求响应_RPS 每秒能处理的请求数目
个/
秒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GcCountOldgc GC次数_OldGC FE 节点 JVM Old GC 次数 次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GcCountYounggc GC次数_YoungGC FE 节点 JVM Young GC 次

数

次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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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GcTimeOldgc GC时间_OldGC FE 节点 JVM Old GC 时间 s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GcTimeYounggc GC时间_YoungGC
FE 节点 JVM Young GC 时

间
s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HeapSizeCo

mmitted

JVM内存

_HEAP_Committed
已提交 heap 内存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HeapSizeMax JVM内存_HEAP_Max 最大 heap 内存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HeapSizeUse
d

JVM内存_HEAP_Used 已使用 heap 内存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NonheapSize
Committed

JVM内存
_NONHEAP_Committed

已提交 non heap 内存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NonheapSize
Used

JVM内存
_NONHEAP_Used

已使用 non heap 内存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OldSizeMax JVM内存_OLD_Max 最大使用 old 内存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OldSizePeak

Used

JVM内存

_OLD_PeakUsed
最大使用 old 内存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OldSizeUsed JVM内存_OLD_Used 已使用 old 内存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ThreadCount
Peak

JVM线程数_Peak FE 节点 JVM 线程峰值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ThreadCount
Total

JVM线程数_Total FE 节点 JVM 中线程总数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5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YoungSizeMa

x

JVM内存_YOUNG_Max 最大 young 内存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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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YoungSizePe

akUsed

JVM内存

_YOUNG_PeakUsed
最大使用 young 内存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JvmYoungSizeUs

ed
JVM内存_YOUNG_Used 已使用 young 内存 B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NodeInfoBealiven
um

节点信息_BEAlive BE 活动节点数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NodeInfoBedeco
mmissionednum

节点信息
_BEDecommissioned

BE 退役节点数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NodeInfoBenoden
um

节点信息_BENode BE 总节点数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NodeInfoBkdeadn

um
节点信息_BKDdnum Broker 死亡节点数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NodeInfoFenoden

um
节点信息_FENode FE 总节点数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QueryErrrateErrra

te
查询失败率_Errrate 查询错误率 %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QueryLatencyQua
ntile75

FE查询延时_Quantile75 FE 查询延时的75分位数 ms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QueryLatencyQua
ntile95

FE查询延时_Quantile95 FE 查询延时的95分位数 ms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QueryLatencyQua
ntile99

FE查询延时_Quantile99 FE 查询延时的99分位数 ms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QueryLatencyQua

ntile999
FE查询延时_Quantile999 FE 查询延时的99.9分位数 ms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ReportQueueSize
ReportQueue

ROUTINE_LOAD_QUEU
E大小_ReportQueueSize

FE report queuE 的大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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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TabletCompaction
Max

TABLET_COMPACTION
最高分_MaxScore

tablet中最大的 base 
compaction score

-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TabletNumSched
uledtablet

SCHEDULED_TABLET数
量_ScheduledTablet

FE 中 scheduled tablet 数
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StarrocksFeAlterJobRolluprun
ning

ALTER任务统计
_RollupRunning

运行中的 alter job，类型为 
rOLLUP 的数量

个

host4starrocksstarrock
sfe、
id4starrocksstarrocksf

e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id4starrocksstarrocksb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
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
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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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

er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

er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

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
roker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ok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starrocksstarrocksb

r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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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id4starrocksstarrocksfe
EMR 实例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id4starrocksstarrocksf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id4starrocksstarrocksfe

EMR 实例具体 

ID

输入 EMR 具体实例 ID，例如 ：emr-

mm8bs222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host4starrocksstarrocksfe

EMR 实例中节

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host4starrocksstarrocksf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host4starrocksstarrocks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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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云 
MapReduce 控制台  > 单击实例 > 集群资源 > 

资源管理 > 节点内网 IP。也可通过 查询节点信息  
API 获取。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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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em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9/4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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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询弹性 MapReduce（StarRocks-BE）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STARROCK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starrocksstarrocksb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id4starrocksstarrocksb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2. 查询弹性 MapReduce（StarRocks-Broker）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STARROCK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starrocksstarrocksbro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starrocksstarrocksbroker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3. 查询弹性 MapReduce（StarRocks-FE）监控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XMR_STARROCK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host4starrocksstarrocksfe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EMR 实例中具体节点 IP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id4starrocksstarrocksf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EMR 实例具体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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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线接入

专用通道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7

Namespace=QCE/D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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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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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

s

directConnectConn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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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p

s

directConnectConn

Id

BandRate 带宽使用率 当前专用通道带宽使用率 %
directConnectConn
Id

InPkg 出包量 当前专用通道出包量 个/秒
directConnectConn
Id

OutPkg 入包量 当前专用通道入包量 个/秒
directConnectConn
Id

Rxbytes 入方向流量 当前专用通道入方向流量 个/s
directConnectConn

Id

Txbytes 出方向流量 当前专用通道出方向流量 个/秒
directConnectCo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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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directConnectConnId 专用通道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directConnectCon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directConnectConnId 专用通道的具体 ID

输入专用通道的具体 ID，例如：dcx-

e1h9wqp8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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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专线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7

Namespace = QC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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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OutBandwidth 网络出带宽 物理专线平均每秒出流量 Mbps directConnectId

InBandwidth 网络入带宽 物理专线平均每秒入流量 Mbps directConnectId

BandRate 带宽使用率 物理专线带宽使用率 % directConnectId

PkgError 物理端口错包量 物理专线的物理端口错包量 个 directConnectId

PkgDrop 物理端口丢包量 物理专线的物理端口错包量 个 directConnec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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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directConnectId 专线通道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入参维度名称：
directConnec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directConnectId 物理通道的具体 ID 输入物理专线的具体 ID，例如：dc-e1h9wqp8

参数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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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服务

Pod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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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 = QCE/TKE2

注意事项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K8sPodCpuCoreUs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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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非必选：node_role、

workload_kind、namespace、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MemNoCach

e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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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NetworkRec
eivePa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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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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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RateMemNo
Cache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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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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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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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MemUsageB
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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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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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sPodNetworkTran
smit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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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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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RateMemNo
Cache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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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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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FsReadTim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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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NetworkRec
eive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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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NetworkTran

smitBytes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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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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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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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StatusReady
Pod_Ready 

状态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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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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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sPodNetworkRec

eiveBytes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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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NetworkTran
smitPa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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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RateMemNo

Cache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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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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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FsWriteTim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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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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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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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RateGpuUse

d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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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RateGpuUse

d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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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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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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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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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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8sPodGpuRequest GPU 申请量 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
一维度）：workload_name、un_instance_id、node非

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Gpu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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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un_instance_id、node非

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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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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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odRateMemNo
Cache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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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un_instance_id、node

非必选：node_role、workload_kind、namespace、
po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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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类型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me

必填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集群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e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cls-
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me
必选（必选
其中任一维

度）

workload_name
工作负载名称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e workload_name
具体工作负载名

称

输入具体工作负载名称，例如：

coredns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me node
节点名称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e node 具体节点名称 输入具体节点名称，例如：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me un_instance_id
节点 ID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un_instan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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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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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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alue un_instance_id 具体节点 ID 输入具体节点 ID，例如：ins-

nwjhh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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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workload_kin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e workload_kind
具体工作负载类
型

输入具体工作负载名称，例如：
Deployment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me namespace
命名空间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namespac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e namespace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命名空间，例如：kube-
system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me node_role 集群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node_rol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e node_role 具体节点角色 输入具体节点角色，例如：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me pod_name
Pod 名称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po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e pod_name 具体 Pod 名称
输入具体 Pod 名称，例如：

coredns-6ffc45f789-46lpq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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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共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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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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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 = QCE/TKE2

注意事项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K8sWorkloadAbnormal 工作负载异常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FsWriteTimes 块设备写入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NetworkReceiveBytesBw 网络入带宽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NetworkTransmitBytesBw 网络出带宽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RateCpuCoreUsedCluster CPU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CpuCoreUsed CPU使用量 核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MemNoCacheBytes
内存使用量（不包
含cache）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NetworkReceivePackets 网络入包量
个/
秒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NetworkTransmitPackets 网络出包量
个/

秒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RateMemNoCacheCluster 内存利用率（不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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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86400s

K8sWorkloadFsReadBytes 块设备读取大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MemUsageBytes 内存使用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NetworkTransmitBytes 网络出流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PodRestartTotal Pod重启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RateMemUsageBytesClust
er

内存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FsReadTimes 块设备读取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NetworkReceiveBytes 网络入流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FsWriteBytes 块设备写入大小 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GpuMemoryUsedBytes GPU内存使用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GpuUsed GPU使用量 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RateGpuMemoryUsedClust
er

GPU内存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RateGpuUsedCluster GPU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RateCpuCoreUsedResourc
e

CPU利用率（占
Pod规格）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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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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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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RateMemUsageBytesReso

urce

内存利用率（占

Pod规格）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WorkloadRateMemNoCacheBytesRe
source

内存利用率（占

Pod规格，不包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
workload_kind、workload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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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类型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m
e

必选

tke_cluster_instance
_id

集群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
e

tke_cluster_instance
_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cls-
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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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namespac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

e
namespace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命名空间，例如：kube-

system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m
e

workload_kind
工作负载类型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workload_kin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
e

workload_kind
具体工作负载类
型

输入具体工作负载名称，例如：
Deployment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m
e

workload_name
工作负载名称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u

e
workload_name

具体工作负载名

称

输入具体工作负载名称，例如：

coredns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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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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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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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7

该文档仅适用于 DescribeStatisticData  接口。

Namespace = QCE/TKE2

注意事项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K8sClusterCpuCoreTotal CPU总配置 核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FsReadTimes 块设备读取次数 次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MemUsageBytes 内存使用量 MB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NetworkTransmitBytes 网络出流量 MB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RateCpuCoreRequestClust

er
CPU分配率 %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RateMemRequestBytesClu

ster
内存分配率 %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CpuCoreUsed CPU使用量 核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FsWriteBytes 块设备写入大小 MB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NetworkReceiveBytes 网络入流量 MB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NetworkTransmitBytesBw 网络出带宽 MB/S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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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sClusterRateCpuCoreUsedCluster CPU利用率 %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RateMemUsageBytesClust

er
内存利用率 %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EtcdDbTotalSizeBytes etcd存储量 MB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FsWriteTimes 块设备写入次数 次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NetworkReceiveBytesBw 网络入带宽 B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NetworkTransmitPackets 网络出包量 个/秒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RateMemNoCacheBytesCl

uster

内存利用率（不含

cache）
%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FsReadBytes 块设备读取大小 MB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MemoryTotal 内存总和 GB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NetworkReceivePackets 网络入包量 个/秒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MemNoCacheBytes
内存使用量（不含
cache）

MB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AllocatablePodsTotal 可分配的 Pod 数量 个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GpuMemoryTotalBytes GPU内存总量 GB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PodsUsedTotal Pod数量 个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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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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NodeTotal Node 总数量 个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GpuMemoryUsedBytes GPU内存使用量 MB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GpuTotal GPU总量 卡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GpuUsed GPU使用量 卡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RateGpuMemoryRequestC

luster
GPU内存分配率 %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RateGpuMemoryUsedClus

ter
GPU内存利用率 %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RateGpuRequestCluster GPU分配率 %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RateGpuUsedCluster GPU利用率 %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EksCpuCoreUsed CPU使用量 核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EksMemNoCacheBytes
内存使用量弹性容器（不
含cache）

MB/S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lusterEksMemUsageBytes 内存使用量 MB/S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统计粒度 支持最大时间跨度（结束时间-起始时间）

60s 1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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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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s 3天

3600s 30天

86400s 186天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集群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cls-fvkxp123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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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组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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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 = QCE/TKE2

注意事项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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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粒度

K8sComponentApiserverReady
kube-apiserver
是否正常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mponentControllerManagerRe
ady

kube-controller-
manager 是否正常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mponentEtcdReady etcd是否正常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mponentSchedulerReady
kube-scheduler

是否正常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NetworkReceiveBytes 网络入流量
MB
/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workload_name
非必选：node、un_instance_id ，该指标至少
入参三个维度

60s、

300s、
3600s、
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类型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必选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集群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

ue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cls-

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workload_name

工作负载名称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
ue

workload_name 具体工作负载名称
输入具体工作负载名称，例如：
coredns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非必选（可不 node 节点名称的维度名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od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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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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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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选，也可选择

一项或多项）

称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

ue
node 具体节点名称 输入具体节点名称，例如：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un_instance_id

节点 ID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un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
ue

un_instance_id 具体节点 ID
输入具体节点 ID，例如：ins-
nwjhh123

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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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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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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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 = QCE/TKE2

注意事项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K8sNodeCpuUsage CPU 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StatusReady Node 状态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LanIntraffic 内网入带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TcpCurrEstab TCP 连接数 个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LanOuttraffic 内网出带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WanIntraffic 外网入带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MemUsage 内存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PodRestartTotal
节点上 Pod 重

启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CpuCoreRequestTotal CPU 分配量 核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GpuMemoryUsedByte
s

GPU 内存使用
量

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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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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8sNodeGpuUsed GPU 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RateGpuMemoryUsed
GPU 内存利用

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WanOuttraffic 外网出带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RateGpuUsed GPU 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NodeMemoryRequestBytes
Total

内存分配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ode_role、node、
un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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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类型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必选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集群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cls-
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非必选

（可不选，
也可选择一

项或多项）

node_role 集群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node_rol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node_role 具体节点角色 输入具体节点角色，例如：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node
节点名称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node 具体节点名称 输入具体节点名称，例如：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un_instance_id
节点 ID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un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un_instance_id 具体节点 ID 输入具体节点 ID，例如：ins-

nwjhh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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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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ame=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node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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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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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 = QCE/TKE2

注意事项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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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FsWriteTi
mes

块设备写入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Cpu

CoreUsedNode

CPU 利用率

（占节点）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Mem

NoCacheNode

内存利用率（占
节点,不包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Mem

UsageNode

内存利用率（占

节点）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FsReadB
ytes

块设备读取带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MemNoC
acheBytes

内存使用量（不
包含 cache）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Network
ReceivePackets

网络入包量 个/秒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NetworkT

ransmitPackets
网络出包量 个/秒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Cpu
CoreUsedRequest

CPU 利用率
（占 

Reques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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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Mem

NoCacheRequest

内存利用率（占 
Request，不

包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Mem

UsageRequest

内存利用率（占 

Reques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FsReadTi

mes
块设备读取次数 次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MemUsa
geBytes

内存使用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NetworkT
ransmitBytes

网络出流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Cpu
CoreUsedLimit

CPU 利用率
（占 limi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Mem

NoCacheLimit

内存利用率（占 
Limit，不包含 

cache）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Mem

UsageLimit

内存利用率（占 

limi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FsWriteB

ytes
块设备写入带宽 MB/S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Gpu
MemoryUsedNode

GPU 内存利用
率（占节点）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Gpu
MemoryUsedRequest

GPU 利用率

（占 
reques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Gpu
UsedNode

GPU 利用率
（占节点）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RateGpu
UsedRequest

GPU 利用率
（占 

request）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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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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GpuMem

oryUsedBytes

GPU 内存使用

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ntainerGpuUsed
容器 GPU 使用
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workload_name

选填维度（必选其中任一维度）：namespace、node_role、
node、un_instance_id、pod_name、 

container_name、container_id、workload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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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类型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必选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集群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tke_cluster_instanc
e_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cls-fvkxp123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workload_name

工作负载名称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workloa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workload_name

具体工作负载

名称
输入具体工作负载名称，例如：coredns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必选
（必选其

中任一维
度)

namespace
命名空间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amespac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namespace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命名空间，例如：kube-system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node_role

集群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ode_rol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node_role 具体节点角色 输入具体节点角色，例如：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node

节点名称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node 具体节点名称 输入具体节点名称，例如：n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un_instance_id
节点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un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un_instance_id 具体节点 ID 输入具体节点 ID，例如：ins-nwjhh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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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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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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ame

pod_name Pod 名称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od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pod_name

具体 Pod 名

称

输入具体 Pod 名称，例如：coredns-

6ffc45f789-46lpq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container_name
容器名称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container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container_name 具体容器名称 输入具体容器名称，例如：coredns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container_id

容器 ID 的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container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container_id 具体容器 ID

输入具体容器ID，例如：

containerd://a133bd 
5ecaada12cd5d5d 

f01fe8b7e692c3780a11b3 
ff0daf01ee6f35cbbdbdf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workload_kind
工作负载类型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workload_kin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workload_kind

具体工作负载

类型

输入具体工作负载名称，例如：

Deployment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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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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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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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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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共479页

PVC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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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 = QCE/TK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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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K8sPvcDiskUsedMib PVC 云盘使用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pvc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vcDiskUsage PVC 云盘利用率 %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pvc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PvcDiskSizeMib PVC 云盘大小 MB
必填维度：tke_cluster_instance_id、
非必选：namespace、pvc_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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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类型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必选

tke_cluster_ins
tance_id

集群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
ue

tke_cluster_ins
tance_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
cls-fvkx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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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namespac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

ue
namespace 具体命名空间

输入具体命名空间，例如：

kube-system

Conditions.N.Dimensions.N.Na
me

pvc_name
PVC 云盘名称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pvc_nam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al pvc_name 具体 PVC 云盘 输入具体 PVC 云盘名称，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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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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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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 名称 如：cbs-pvc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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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server
最近更新时间：2023-04-24 11:53:21

该文档仅适用于 DescribeStatisticData  接口。

Namespace = QCE/TKE2

注意事项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K8sComponentApiserverRateCpuCo
reUsageLimit  

Apiserver CPU 使用率 %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mponentApiserverRateMemU
sageLimit

 Apiserver 内存使用率 %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mponentApiserverRequestLis

tDurationSecondsP99
List 请求的延迟 P99 秒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resource、scope、verb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mponentApiserverRequestMu

tatingDurationSecondsP99
写请求延迟 P99 秒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resource、scope、verb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mponentApiserverRequestNo

nListDurationSecondsP99
Get 请求延迟 P99 秒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resource、scope、verb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mponentApiserverRequestQp
s 

Apiserver 请求 QPS 个/秒 tke_cluster_instance_id、verb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mponentApiserverRequestQp
sDetail  

详细请求 QPS 个/秒
tke_cluster_instance_id、code、
resource、verb

60s、 

300s、 
3600s、 

86400s

K8sComponentApiserverCurrentInfli
ghtRequests

Apiserver 当前读写 
Inflight 请求

-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request_kind

60s、 
300s、 
3600s、 

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tke_cluster_instance

_id
集群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tke_cluster_instance_i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tke_cluster_instance
_id

具体集群 ID 具体集群 ID，例如：cls-fvkxp1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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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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server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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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类指标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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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resourc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具体的资源范围

&Conditions.N.Dimensions.2.Name=scope 

&Conditions.N.Dimensions.2.Value=具体资源对象类型

&Conditions.N.Dimensions.3.Name=verb 

&Conditions.N.Dimensions.3.Value=具体对象执行的操作

Apiserver 请求 QPS 指标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resource 资源对象类型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resourc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resource 具体资源对象类型
具体对象类型，例如：deployments、
configmaps 等对象类型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scope 资源的范围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scop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scope 具体的资源范围 具体的资源范围，例如：cluster、namespace 等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verb 对象执行的操作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verb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verb 具体对象执行的操作
具体对象执行的操作，例如：delete、get、
patch、post 等对象执行操作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code 操作结果的状态码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c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code 具体的状态码 具体的状态码，例如：200、400等状态码

Conditions.N.Dimensions.N.N

ame
request_kind 请求的类型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request_kind

Conditions.N.Dimensions.N.V
alue

request_kind 具体的请求类型
具体的请求类型，例如：mutating、readonly 等请
求类型

统计粒度与时间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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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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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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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verb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具体对象执行的操作

详细请求 QPS 指标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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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code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具体操作结果的状态码 

&Conditions.N.Dimensions.2.Name=resource 

&Conditions.N.Dimensions.2.Value=具体的资源范围

&Conditions.N.Dimensions.3.Name=verb 

&Conditions.N.Dimensions.3.Value=具体对象执行的操作

Apiserver 当前读写 Inflight 请求指标入参取值如下：

&Namespace=QCE/TKE2 

&Conditions.N.Dimensions.0.Name=tke_cluster_instance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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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itions.N.Dimensions.1.Name=request_kind 

&Conditions.N.Dimensions.1.Value=具体的请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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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共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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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8

Namespace = QCE/Q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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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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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erRsStat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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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hannelId、listenerId、
originServer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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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channelId 加速通道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channel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channelId 加速通道具体 ID 输入加速通道具体 ID，例如：ink-abcd1234

Instances.N.Dimensions.1.N
ame

listenerId 监听器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listener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
alue

listenerId 监听器具体 ID 输入监听器具体 ID，例如：listener-1234abcd

Instances.N.Dimensions.2.N

ame
originServerInfo 源站信息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originServerInfo

Instances.N.Dimensions.2.V

alue
originServerInfo 源站信息 IP 或域名

输入源站的 IP 或者域名，例如：

www.cloud.tencent.com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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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8

Namespace = QCE/Q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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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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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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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channel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channelId 加速通道具体 ID 输入加速通道具体 ID，例如：link-abcd1234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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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网关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8

Namespace=QCE/APIGATEWAY 

命名空间

指标名称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计算方式 单位

NumOfReq 请求数 经过 API 网关的请求数量
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

统计求和
次

SuccReq
有效调用次

数
经过 API 网关的有效调用请求数量

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

统计求和
次

OutTraffic 外网出流量 API 网关所发出的公网数据包的流量
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
统计求和

MB

InTraffic 内网出流量 API 网关所发出的内网数据包的流量
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
统计求和

MB

ResponseTime 响应时间 API 网关对请求作出响应的时间
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

的平均值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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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

统计求和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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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

统计求和
次

ConcurrentConnectio
ns

并发连接数 API 网关当前长连接的数量
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
的平均值

条

Serviceservererror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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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
统计求和

次

Serviceservererror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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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所选择的时间粒度

统计求和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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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

e
serviceId API 网关服务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servi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
e

serviceId 具体的 API 网关服务 ID
输入具体服务 ID，例如：service-
12345jy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
e

environmentNam
e

环境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environmentName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

e

environmentNam

e
具体环境名称

输入环境名称，例如：release、test、

repub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

e

apiId/key apiId 或者 secretKey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apiId/ke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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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 API 网关的三种维度组合的查询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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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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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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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

e
apiId/secretId 具体的 apiId 或者 secretId 输入具体的 apiId 或者 secre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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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环境维度，入参取值

2.  API 维度，入参取值

3. 密钥对维度，入参取值（需要开启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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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search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8

Namespace = QCE/CES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基础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period）

CpuUsage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 CPU 使用率平均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CpuUsage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 CPU 使用率最大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DiskUsage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磁盘使用率平均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DiskUsage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磁盘使用率最大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IndexSpeed 集群平均每秒写入请求次数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JvmMemUsage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 JVM 内存使用率平均

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JvmMemUsage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 JVM 内存使用率最大
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SearchCompletedSpeed 集群平均每秒查询请求次数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SearchRejectedCompletedPercen
t

集群负载过高时查询请求拒绝率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Status

集群健康状态：

0：Green
1：Yellow

2：Red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IndexLatencyAvg 平均写入延迟 ms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IndexLatencyMax 最大写入延迟 ms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SearchLatencyAvg 平均查询延迟 ms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SearchLatencyMax 最大查询延迟 ms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CpuLoad1minAvg 集群1分钟平均负载 0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CpuLoad1minMax 集群1分钟最大负载 0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IndexDocs 集群总文档数 个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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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kRejectedCompletedPercent bulk 拒绝率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AutoSnapshotStatus 自动快照备份状态 0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MemUsage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平均物理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MemUsage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最大物理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JvmOldMemUsageAvg 平均 JVM old 区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JvmOldMemUsageMax 最大 JVM old 区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DiskReadIops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平均磁盘每秒读次数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DiskReadIops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最大磁盘每秒读次数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DiskWriteIops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平均磁盘每秒写次数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DiskWriteIops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最大磁盘每秒写次数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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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s、300s、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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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ParentBreakerDifMax 节点单周期熔断次数_最大值 个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ParentBreakerDifAvg 节点单周期熔断次数_平均值 个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JvmMemUsageMax 节点 JVM 内存使用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JvmMemUsageAvg 节点 JVM 内存使用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JvmOldMemUsageMax JVM_Old 区内存使用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JvmOldMemUsageAvg JVM_Old 区内存使用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OldGcDifMax 节点单周期 OldGC 次数_最大值 次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FielddataMemoryInBytesAvg
节点 FieldData 占用的堆内存大小_平
均值

B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SearchSpeedMax 节点查询速度_最大值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SearchSpeedAvg 节点查询速度_平均值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IndexSpeedMax 节点写入速度_最大值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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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IndexSpeedAvg 节点写入速度_平均值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BulkSpeedMax 节点单周期 bulk 速度_最大值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BulkSpeedAvg 节点单周期 bulk 速度_平均值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SearchRejectedCompletedP

ercentMax
节点单周期查询拒绝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SearchRejectedCompletedP

ercentAvg
节点单周期查询拒绝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BulkRejectedCompletedPerc
entMax

节点单周期 bulk 拒绝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BulkRejectedCompletedPerc
entAvg

节点单周期 bulk 拒绝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SearchLatencyMax 节点单周期查询平均延迟_最大值 ms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SearchLatencyAvg 节点单周期查询平均延迟_平均值 ms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IndexLatencyMax 节点单周期写入平均延迟_最大值 ms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IndexLatencyAvg 节点单周期写入平均延迟_平均值 ms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CpuUsageMax 节点 CPU 使用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CpuUsageAvg 节点 CPU 使用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MemUsageMax 节点内存使用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MemUsageAvg 节点内存使用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CpuLoad1minMax 节点 CPU 1分钟负载_最大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CpuLoad1minAvg 节点 CPU 1分钟负载_平均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DiskUsageMax 节点磁盘使用率_最大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DiskUsageAvg 节点磁盘使用率_平均值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DiskReadTrafficAvg 节点磁盘读流量_平均值
KB/
s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DiskReadTrafficMax 节点磁盘读流量_最大值
KB/
s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DiskWriteTrafficMax 节点磁盘写流量_最大值
KB/
s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DiskWriteTrafficAvg 节点磁盘写流量_平均值 KB/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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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86400s

BulkCompletedDif 单周期 Bulk 完成次数 次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IndexTotalDif 单周期写入次数 次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SearchCompletedDif 单周期查询完成次数 次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BulkSpeedSum 节点 bulk 速度_求和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IndexSpeedSum 节点写入速度_求和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SearchSpeedSum 节点查询速度_求和
个/

秒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IsReadOnly 集群是否只读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IsIndexBlock 是否有索引只读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IsVisible 集群是否正常响应 - uInstanceId
60s、300s、3600s、

86400s

磁盘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period）

DiskUsage 磁盘使用率 %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300s、3600s、86400s

DiskAwait 操作等待时间 ms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300s、3600s、86400s

DiskIoutil 磁盘 IO Util %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300s、3600s、86400s

DiskIPs 每秒写入次数 次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300s、3600s、86400s

DiskOps 每秒读取次数 次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300s、3600s、86400s

DiskReadTraffic 硬盘读流量 KB/s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300s、3600s、86400s

DiskSvctm 操作服务时间 ms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300s、3600s、86400s

DiskWriteTraffic 硬盘写流量 KB/s uInstanceId、device、env、IP 60s、300s、3600s、86400s

节点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period）

NodeStatus 节点健康状态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JvmMemUsage 节点 JVM 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JvmOldMemUsage JVM_Old 区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OldGcDif 节点单周期 OldGC 次数 次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60s、300s、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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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id

NodeOldGcTimeDif 节点单周期 OldGC 时间 ms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FielddataMemoryInBytes
节点 FieldData 占用的堆内存
大小

B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SegmentCount 节点 segment 数量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SearchSpeed 节点查询速度 次/秒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IndexSpeed 节点写入速度 次/秒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BulkSpeed 节点单周期 bulk 速度 次/秒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SearchRejectedComplete

dPercent
节点单周期查询拒绝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BulkRejectedCompletedP
ercent

节点单周期 bulk 拒绝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SearchLatency 节点单周期查询平均延迟 ms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IndexLatency 节点单周期写入平均延迟 ms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CpuUsage 节点 CPU 使用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MemUsage 节点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CpuLoad1min 节点 CPU 1分钟负载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NodeDiskPathMaxUsage 节点磁盘最大使用率 %
uInstanceId、
hotwarm、nodeId、

setid

60s、300s、3600s、
86400s

冷热集群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period）

NodeParentBreakerDifHotwarm

Max
节点熔断次数_冷热_最大值 次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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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ParentBreakerDifHotwarm
Avg

节点熔断次数_冷热_平均值 次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JvmMemUsageHotwarmAv

g
节点JVM 内存使用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JvmMemUsageHotwarmMa

x
节点JVM 内存使用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JvmOldMem
UsageHotwarmMax

JVM_Old 区内存使用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JvmOldMemUsage
HotwarmAvg

JVM_Old 区内存使用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OldGcDifHotwarmMax 节点单周期 OldGC 次数_最大值_冷热 次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OldGcDifHotwarmAvg 节点单周期 OldGC 次数_平均值_冷热 次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OldGcTimeDifHotwarmMax 节点单周期 OldGC 时间_最大值_冷热 ms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OldGcTimeDifHotwarmAvg 节点单周期 OldGC 时间_平均值_冷热 ms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FielddataMemoryInBytesHo
twarmMax

节点 FieldData 占用的堆内存大小_最大值_
冷热

B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FielddataMemoryInBytesHo
twarmAvg

节点 FieldData 占用的堆内存大小_平均值_
冷热

B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SearchSpeedHotwarmMax 节点查询速度_最大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SearchSpeedHotwarmAvg 节点查询速度_平均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SearchSpeedHotwarmSum 节点查询速度_加和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IndexSpeedHotwarmMax 节点写入速度_最大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IndexSpeedHotwarmAvg 节点写入速度_平均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IndexSpeedHotwarmSum 节点写入速度_加和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60s、300s、
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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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warm

NodeBulkSpeedHotwarmMax 节点单周期 bulk 速度_最大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BulkSpeedHotwarmAvg 节点单周期 bulk 速度_平均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BulkSpeedHotwarmSum 节点单周期 bulk 速度_加和值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BulkRejectedCompletedPer
centHotwarmMax

节点单周期 bulk 拒绝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BulkRejectedCompletedPer

centHotwarmAvg
节点单周期 bulk 拒绝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SearchRejectedCompleted

PercentHotwarmMax
节点单周期查询拒绝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SearchRejectedCompleted
PercentHotwarmAvg

节点单周期查询拒绝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SearchLatencyHotwarmMa
x

节点单周期查询平均延迟_最大值_冷热 ms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SearchLatencyHotwarmAv

g
节点单周期查询平均延迟_平均值_冷热 ms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IndexLatencyHotwarmMax 节点单周期写入平均延迟_最大值_冷热 ms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IndexLatencyHotwarmAvg 节点单周期写入平均延迟_平均值_冷热 ms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CpuUsageHotwarmMax 节点 CPU 使用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CpuUsageHotwarmAvg 节点 CPU 使用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MemUsageHotwarmMax 节点内存使用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MemUsageHotwarmAvg 节点内存使用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CpuLoad1minHotwarmMax 节点 CPU 1分钟负载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CpuLoad1minHotwarmAvg 节点 CPU 1分钟负载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60s、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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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nstanceId

、hotwarm

3600s、86400s

NodeDiskUsageHotwarmMax 节点磁盘使用率_最大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DiskUsageHotwarmAvg 节点磁盘使用率_平均值_冷热 %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DiskReadIopsHotwarm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平均磁盘每秒读次数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DiskReadIopsHotwarm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最大磁盘每秒读次数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DiskWriteIopsHotwarmMax 集群内所有节点最大磁盘每秒写次数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DiskWriteIopsHotwarmAvg 集群内所有节点平均磁盘每秒写次数_冷热 次/秒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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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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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DiskReadTrafficHotwarmAv

g
节点磁盘读流量_平均值_冷热 KB/s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DiskReadTrafficHotwarmM
ax

节点磁盘读流量_最大值_冷热 KB/s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DiskWriteTrafficHotwarmM

ax
节点磁盘写流量_最大值_冷热 KB/s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NodeDiskWriteTrafficHotwarmAv

g
节点磁盘写流量_平均值_冷热 KB/s

appId、

uInstanceId
、hotwarm

60s、300s、

3600s、86400s

Kibana节点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period）

KibanaDiskUsage 磁盘使用率 % uInstanceId、IP 60s、300s、3600s、86400s

KibanaCpuLoad1 CPU 1分钟平均负载 - uInstanceId、IP 60s、300s、3600s、86400s

KibanaCpuUsage CPU 使用率 % uInstanceId、IP 60s、300s、3600s、86400s

KibanaMemUsage 内存使用率 % uInstanceId、IP 60s、300s、3600s、86400s

KibanaStatus kibana 进程状态 - uInstanceId、IP 60s、300s、3600s、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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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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uInstanceI

d
ES 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u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uInstanceI

d
ES 具体实例 ID 输入实例具体 ID，例如：es-example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twarm
ES 节点冷热属性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twarm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twarm ES 具体节点冷热属性
输入实例具体节点冷热属性，根据节点数据盘确定，数据盘为
高性能云盘填warm，为SSD云盘填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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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appId 主账号 appid 输入具体 appid，例如：10001234567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nodeId ES 节点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nod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nodeId ES 具体节点 ID 输入节点 ID，例如：1111111111111111111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setid
ES 节点所属可用区 ID 的
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se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setid

ES 具体节点所属可用区 

ID
输入可用区 ID，例如广州六区为：100006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device 磁盘 ID 所属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device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device 磁盘具体 ID 输入磁盘具体 ID，例如:disk-123456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env 磁盘所属环境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 env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env 具体环境名称 输入具体环境名称，例如：cvm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IP 所属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P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IP 具体 IP 输入 IP，例如：111.111.111.111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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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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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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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8

Namespace=QCE/WAF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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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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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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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ricnameCustomSecurity 自定义策略攻击数 个 domain、edition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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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domain 客户端攻击的具体域名
输入客户端攻击的具体域名，例如：

www.cloud.tencent.com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edition
Web 应用防火墙实例类型维
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editio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edition Web 应用防火墙实例具体类 输入 Web 应用防火墙实例具体类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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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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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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Web应用防火墙实例具体类型

型 SaaS WAF（入参值为0）或 CLB WAF（入
参值为1）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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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服务器伸缩监控指标

实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9

Namespace = QCE/GSE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AccOuttraffic 外网出流量 MB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CpuLoadavg CPU平均负载 -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CPUUsage CPU使用率 %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nInpkg 内网入包量 个/s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nIntraffic 内网入带宽 Mbps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nOutpkg 内网出包量 个/s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nOuttraffic 内网出带宽 Mbps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MemUsage 内存利用率 %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MemUsed 内存使用量 MB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TcpCurrEstab TCP连接数 个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WanInpkg 外网入包量 个/s FleetId,InstanceId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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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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s、  
3600s、 
86400s

WanIntraffic 外网入带宽 Mbps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WanOutpkg 外网出包量 个/s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WanOuttraffic 外网出带宽 Mbps FleetId,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FleetId 服务器舰队 Id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Flee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FleetId 具体的服务器舰队 ID

输入具体服务器舰队 ID，例如：fleet-qp3g3chf-

jwoblkv3，可通过 获取服务器舰队列表  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1.Na

me

InstanceI

d
服务器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
ue

InstanceI
d

具体的服务器实例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ins-1d6i1mzp，可通过 查询服
务器实例列表  获取 InstanceId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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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9

Namespace = QCE/GSE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ActivatingGameServerSessions 激活中的游戏服务器会话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ActiveGameServerSessions 活跃的游戏服务器会话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ActiveInstances 活跃实例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ActiveServerProcesses 活跃服务器进程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AvailableGameServerSessions 可用的游戏服务器会话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CurrentPlayerSessions 活跃的玩家会话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DesiredInstances 期望实例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HealthyServerProcesses 健康服务器进程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IdleInstances 空闲实例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MaxInstances 最大实例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MinInstances 最小实例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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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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s、 
86400s

NoInstances 购买失败实例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PercentAvailableGameServerSessions 可用的游戏服务器会话数占比 %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PercentHealthyServerProcesses 健康服务器进程数占比 %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PercentIdleInstances 空闲实例数占比 %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yerSessionActivations 转化为活跃的会话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ServerProcessAbnormalTerminations 异常关闭的服务器进程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ServerProcessActivations 转化为活跃的服务器进程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ServerProcessTerminations 关闭的服务器进程数 个 Fleet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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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e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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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et-qp3g3chf-

jwoblkv3，可通过 获取服务器舰队列表  获取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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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9

Namespace = QCE/GSE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QueueDepth 队列深度 -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AverageWaitTime 放置等待平均时长 s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FirstChoiceNotViable 首选非可用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FirstChoiceOutOfCapacity 首选无可用资源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LowestLatencyPlacement 最低延迟地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sCanceled 取消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sFailed 失败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sStarted 新放置请求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sSucceeded 成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sTimedOut 超时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ApBangkok 曼谷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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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86400s

PlacementApBeijing 北京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ApGuangzhou 广州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ApHongkong 中国香港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ApMumbai 孟买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ApSeoul 首尔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ApShanghai 上海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ApSingapore 新加坡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ApTokyo 东京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EuFrankfurt 法兰克福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NaAshburn 弗吉尼亚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PlacementNaSiliconvalley 硅谷区域放置数 个 Name

60s、 
300s、  
3600s、 
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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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具体的服务部署组名 输入服务部署组名，例如：queue2，可通过 查询游戏服务器会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65/4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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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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队列  获取 Name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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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0:59

Namespace=QCE/TCB_DOCKER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VersionCpuUsed 版本 CPU 使用量 MB

envid、

serviceid、
version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VersionMemUsed 版本内存使用量 MB
envid、 
serviceid、 
version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VersionMemUsedNoCache 版本内存使用量(不含 Cache) MB

envid、 

serviceid、 
version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VersionPodNum 版本 pod 个数 个
envid、 
serviceid、 

version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VersionPodUnavailableNum 版本异常 pod 个数 个
envid、 
serviceid、 
version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VersionResourceCpu 版本 CPU 规格 核
envid、 
serviceid、 

version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VersionResourceMem 版本内存规格 MB
envid、 
serviceid、 
version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ServiceCpuUsed 服务 CPU 使用量 MB
envid、 
servi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ServiceMemUsed 服务内存使用量 MB
envid、
servi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ServiceMemUsedNoCache 服务不含 Cache 内存使用量 MB
envid、 
servi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ServicePodNum 服务 pod 个数 个 envid、 
serviceid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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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s、 
86400s

ServicePodUnavailableNum 服务异常 pod 个数 个
envid、 
servi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ServiceResourceCpu 服务 CPU 规格 核
envid、 
servi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ServiceResourceMem 服务内存规格 MB
envid、 
service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nvCpuUsed 环境 CPU 使用量 MB env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nvMemUsed 环境内存使用量 MB env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nvMemUsedNoCache 环境不含 Cache 内存使用量 MB env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nvPodNum 环境 pod 个数 个 env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nvPodUnavailableNum 环境异常 pod 个数 个 env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nvResourceCpu 环境 CPU 规格 MB env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EnvResourceMem 环境内存规格 MB envid

60s、 
300s、 

3600s、 
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envid 环境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env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envid 具体环境 ID 输入具体环境 ID ，例如：yourenvid-2fb346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serviceid 服务号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servi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serviceid 具体服务号 输入具体服务号 ，例如：3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versionid 版本号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versio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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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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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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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QCE/TCB_DOCKER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envid&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具体环境 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versionid 具体版本 ID 输入具体版本 ID ，例如：1.11

入参说明

查询云开发 CloudBase -版本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查询云开发 CloudBase -服务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查询云开发 CloudBase -环境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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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数据仓库 ClickHouse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9

Namespace=QCE/CDWCH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节点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Zookeeperrequest zk 请求数 个 InstanceId、ip

Zookeepersession 当前 zk session 个数 个 InstanceId、ip

Zookeeperwatch zkwatch 个数 个 InstanceId、ip

Fileopen 文件打开数 个 InstanceId、ip

NodeLoad1 节点一分钟负载 - InstanceId、ip

NodeLoad5 5分钟负载 - InstanceId、ip

NodeLoad15 15分钟负载 - InstanceId、ip

CpuLoadRate CPU 负载比率 % InstanceId、ip

DiskUsage 数据盘使用率 % InstanceId、ip

NodeNetworkReceiveBytesTotal 节点接收流量 MB/s InstanceId、ip

NodeNetworkTransmitBytesTotal 节点流出流量 MB/s InstanceId、ip

MemUsage 内存使用率 % InstanceId、ip

CpuUsage CPU 使用率 % InstanceId、ip

CpuUsageAvg CPU 平均使用率 % InstanceId、ip

Contextlockwait 上下文锁等待 - InstanceId、ip

Httpconnection HTTP 连接数 个 InstanceId、ip

Mergestimemilliseconds merge 所消耗的时间（速率） ms InstanceId、ip

Mysqlconnection mysql 方式的连接数 个 InstanceId、ip

Querythread 查询线程数 个 InstanceId、ip

Replicatedpartmerges 单位时间内的副本块合并个数 个/秒 InstanceId、ip

Replicatedpartmutations 单位时间内的副本块修改数 个/秒 InstanceId、ip

Tcpconnection TCP 连接数 个 InstanceId、ip

Merge 合并数 个 InstanceId、ip

Uptime 启动时间 s IInstanceId、ip

CkUp 1 - 存活，0 - 失活 - InstanceId、ip

Failedinsertquery 插入失败数 个/秒 InstanceId、ip

Failedselectquery 查询失败数 个/秒 InstanceI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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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ry 包含增删改查的 query 个数 个/秒 InstanceId、ip

Insertquery 单位时间的 insert 执行次数 次 InstanceId、ip

ZK 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NodeLoad1 节点一分钟负载 - InstanceId、ip

NodeLoad5 5分钟负载 - InstanceId、ip

NodeLoad15 15分钟负载 - InstanceId、ip

NodeNetworkReceiveBytesTotal 节点接收流量 MB/s InstanceId、ip

DiskUsage 数据盘使用率 % InstanceId、ip

CpuUsage CPU 使用率 % InstanceId、ip

NodeNetworkTransmitBytesTotal 节点流出流量 MB/s InstanceId、ip

MemUsage 内存使用率 % InstanceId、ip

PacketsSent 发包个数 个 InstanceId、ip

ZkUp zk 进程存活 - InstanceId、ip

GlobalSessions 全局 session 个数 个 InstanceId、ip

ConnectionRejected 拒绝链接个数 个 InstanceId、ip

JvmMemoryPoolBytesUsed jvm 内存池使用 MB InstanceId、ip

PacketsReceived 接收传输包的速率 个/秒 InstanceId、ip

RequestCommitQueued 请求提交队列个数 个 InstanceId、ip

PrepProcessorQueueTimeMs 预处理队列等待时间 ms InstanceId、ip

WatchCount zk_watch 个数 个 InstanceId、ip

PrepProcessTime 预处理时间 ms InstanceId、ip

集群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SumCkUp 集群节点数 None InstanceId

SumCpuUsage CPU 使用率 % InstanceId

SumDiskUsage 数据盘使用率 % InstanceId

SumMemUsage 内存使用率 % InstanceId

SumNodeNetworkReceiveBytesTotal 节点接收流量 MB InstanceId

SumNodeNetworkTransmitBytesTotal 节点发送流量 MB InstanceId

SumQuery 总查询数 None InstanceId

SumInsertquery 插入数 个/秒 InstanceId

SumFailedinsertquery 插入失败数 个/秒 InstanceId

SumFailedselectquery 查询失败数 个/秒 Instan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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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节点指标和 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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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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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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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cdwch-
89d5vlvd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ip 节点 ip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p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ip 具体节点 ip 输入具体节点 IP，例如：10.0.0.0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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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站加速网络 ECDN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9

Namespace = QCE/DSA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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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周期

Bandwidth 访问带宽 访问带宽 Mbps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200 状态码 (200) 状态码 (200)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206 状态码 (206) 状态码 (206)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302 状态码 (302) 状态码 (302)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304 状态码 (304) 状态码 (304)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404 状态码 (404) 状态码 (404)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403 状态码 (403) 状态码 (403)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502 状态码 (502) 状态码 (502)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500 状态码 (500) 状态码 (500)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RequestTotal 总请求次数 总请求次数 次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ProcessTime 平均响应时间 平均响应时间 ms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BackOriginTotal 总回源次数 总回源次数 次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BackOriginFailTotal 回源失败次数 回源失败次数 次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BackOriginFailRate 回源失败率 回源失败率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BackOriginBandwidth 回源带宽 回源带宽 Mbps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FluxDownstream 下行流量
由 ECDN 平台流向客户端的
总流量

byte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FluxUpstream 上行流量
由客户端流向 ECDN 平台的
总流量

byte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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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us401 状态码 (401) 状态码 (401)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405 状态码 (405) 状态码 (405)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416 状态码 (416) 状态码 (416)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200Rate 状态码比例（200） 200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206Rate 状态码比例（206） 206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302Rate 状态码比例（302） 302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304Rate 状态码比例（304） 304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401Rate 状态码比例（401） 401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403Rate 状态码比例（403） 403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405Rate 状态码比例（405） 405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416Rate 状态码比例（416） 416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500Rate 状态码比例（500） 500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502Rate 状态码比例（502） 502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0 状态码（0） 状态码 (0)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0Rate 状态码比例（0） 0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2xx 状态码（2xx） 状态码（2xx）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_3xx 状态码（3xx） 状态码（3xx）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_4xx 状态码（4xx） 状态码（4xx）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HttpStatus_5xx 状态码（5xx） 状态码（5xx）次数 个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2xxRate 状态码比例（2xx） 2xx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3xxRate 状态码比例（3xx） 3xx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4xxRate 状态码比例（4xx） 4xx状态码占比 %
domain、
projectid

60s、
300s

DsaHttp5xxRate 状态码比例（5xx） 5xx状态码占比 % domain、 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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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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space=QCE/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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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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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id 3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domain
网站域名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domain 具体网站域名
输入具体网站域名，例如：test.com，可以通过 
DescribeDomains  接口获取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projectid
项目ID的具体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roject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projectid 具体项目 ID
输入具体项目 ID，例如：0，可以通过 
DescribeDomains  接口获取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0/424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0/4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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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量应用服务器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9

Namespace=QCE/LIGHTHOUSE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CpuUsage CPU 利用率 %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nOuttraffic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流量 MB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nIntraffic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入流量 MB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nOutpkg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出包量 个/秒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LanInpkg 内网网卡的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秒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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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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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TcpCurrEstab
处于 ESTABLISHED 状态的 TCP 连接数量，依赖监控
组件安装采集

个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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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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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共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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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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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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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s、 
60s、 

300s、 
36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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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s、
60s、
300s、

3600s

TimeOffset 子机 utc 时间和 ntp 时间差值 s InstanceId

60s、

300s、
3600s

DiskUsage 磁盘利用率 %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86400s

RdmaInpkg RDMA 网卡的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秒 InstanceId

10s、
60s、
300s、
3600s

LighthouseInpkg 外网平均每秒入包量 个 InstanceId
10s、60s、
300s

LighthouseIntraffic 外网平均每秒入流量 MB/s InstanceId
10s、60s、

300s

LighthouseOutpkg 外网平均每秒出包量 个 InstanceId
10s、60s、

300s

LighthouseOutratio 外网带宽使用率 % InstanceId
10s、60s、

300s

LighthouseOuttraffic 外网每秒出流量最大值 MB/s InstanceId
10s、60s、
3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InstanceId
轻量应用服务器 ID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Instanc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InstanceId
轻量应用服务器实例的具体 
ID

输入具体实例 ID，例如：lhins-rusd2345、
lhins-2zymro91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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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服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9

Namespace=QCE/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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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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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s、3600s、 86400s

ColdTrafficWrite 低频写流量 MB uin、TopicId 60s、300s、3600s、 86400s

TrafficIndex 标准索引流量 MB uin、TopicId 60s、300s、3600s、 86400s

ColdTrafficIndex 低频索引流量 MB uin、TopicId 60s、300s、3600s、 86400s

TrafficIntranetRead 内网读流量 MB uin、TopicId 60s、300s、3600s、 86400s

TrafficInternetRead 外网读流量 MB uin、TopicId 60s、300s、3600s、 86400s

TotalTrafficRead 读流量总量 MB uin、TopicId 60s、300s、3600s、 86400s

StorageLog 标准日志存储量 MB uin、TopicId 60s、300s、3600s、 86400s

ColdStorageLog 低频日志存储量 MB uin、TopicId 60s、300s、3600s、 86400s

StorageIndex 标准索引存储量 MB uin、TopicId 60s、300s、3600s、 86400s

ColdStorageIndex 低频索引存储量 MB uin、TopicId 60s、300s、3600s、 86400s

TotalStorage 存储总量 MB uin、TopicId 60s、300s、3600s、 86400s

Request 服务请求数 个 uin、TopicId 60s、300s、3600s、 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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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u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uin 具体的账号 ID 输入具体账号 ID，例如：10000xxx0827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TopicId 日志主题ID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Topic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TopicId 具体的日志主题ID
输入具体日志主题ID，例如：4d1a2931-0038-
4fb6-xxxx-bf29449e255a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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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平台 TSF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0:59

Namespace=QCE/TSF

监控指标如下表所示：

各维度对应参数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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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period）

ReqCount 请求数(按粒度求和) 个 applicationId 60s、300s

SuccCount 请求的成功数(按粒度求和) 个 applicationId 60s、300s

FailCount 请求服务的失败数(按粒度求和) % applicationId 60s、300s

AvgDurationMs 请求服务的平均延迟(按粒度求平均值) 个 applicationId 60s、3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applicationId 应用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applicatio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applicationId 应用 具体 ID 输入具体应用 ID，例如：application-abe7e123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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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万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4:31:55

Namespace = QCE/CI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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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处理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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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水印处理总请求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BasicsRequests 图片基础处理请求次数
图片基础处理请求调用次数，是各项对图片进行基础
处理请求的总和

次
appid、
bucket

ImageGuetzilRequests Guetzil 图片压缩请求次数 Guetzil 图片压缩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CompressRequests 图片高级压缩请求次数 图片高级压缩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ImprintRequests 盲水印请求次数 盲水印处理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InspectSuccessReque
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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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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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总用量 B
appid、
bucket

ImageBasicsBytes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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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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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ppid、
bucket

ImagePut2xxResponse 图片上传处理2xx状态码 返回码为2xx的 put 类请求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Put3xxResponse 图片上传处理3xx状态码 返回码为3xx的 put 类请求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Put4xxResponse 图片上传处理4xx状态码 返回码为4xx的 put 类请求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Put5xxResponse 图片上传处理5xx状态码 返回码为5xx的 put 类请求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Get2xxResponse 图片下载处理2xx状态码 返回码为2xx的 get 类请求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Get3xxResponse 图片下载处理3xx状态码 返回码为3xx的 get 类请求次数 次
appid、
bucket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api/explorer?Product=monitor&Version=2018-07-24&Action=GetMonitorData&Sig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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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Get4xxResponse 图片下载处理4xx状态码 返回码为4xx的 get 类请求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Get5xxResponse 图片下载处理5xx状态码 返回码为5xx的 get 类请求次数 次
appid、
bucket

说明

具体的2xx、3xx、4xx、5xx状态码详情请查看 错误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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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处理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MediaTasks 媒体处理任务数 媒体处理各项任务总次数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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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appid、

bucket

MediaRequsetSuccessRa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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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appid、

bucket

VideoTranscodingTimes 普通转码时长 普通转码产生时长 分钟
appid、
bucket

FormatConversionTimes 音视频转封装时长 音视频转封装产生时长 分钟
appid、
bucket

AudioTranscodingTimes 音频转码时长 音频转码产生时长 分钟
appid、
bucket

HDTranscodingTimes 极速高清转码时长 极速高清转码产生时长 分钟
appid、
bucket

内容识别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QrCodeRecognitionRequests 二维码识别请求数 二维码识别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QrCodeRecognitionSuccessRequ
ests

二维码识别请求成功数 二维码识别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QrCodeRecognitionFailRequests 二维码识别请求失败数 二维码识别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TagRequests 图片标签请求数 图片标签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TagSuccessRequests 图片标签请求成功数 图片标签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TagFailRequests 图片标签请求失败数 图片标签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QualityRequests 图片质量评估请求数 图片质量评估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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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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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appid、
bucke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60/85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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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RecognitionRequests 语音识别请求数 语音识别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AudioRecognitionSuccessReques
ts

语音识别请求成功数 语音识别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AudioRecognitionFailRequests 语音识别请求失败数 语音识别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FaceCheckRequests 人脸检测请求次数 人脸检测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FaceCheckSuccessRequests 人脸检测请求成功次数 人脸检测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FaceCheckFailRequests 人脸检测请求成功次数 人脸检测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FaceEffectsRequests 人脸特效请求数 人脸特效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FaceEffectsSuccessRequests 人脸特效请求成功数 人脸特效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FaceEffectsFailRequests 人脸特效请求失败数 人脸特效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FaceIdentityCheckRequests 人脸核身请求数 人脸核身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FaceIdentityCheckSuccessReque
sts

人脸核身请求成功数 人脸核身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FaceIdentityCheckFailRequests 人脸核身请求失败数 人脸核身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CarRecognitionRequests 汽车识别请求数 汽车识别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CarRecognitionSuccessRequests 汽车识别请求成功数 汽车识别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CarRecognitionFailRequests 汽车识别请求失败数 汽车识别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OrcRecognitionRequests 图片文字识别请求次数 图片文字识别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OcrRecognitionSuccess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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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appid、
bucket

OcrRecognitionFailRequests 图片文字识别请求失败次数 图片文字识别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RepairSuccessRequests 图像修复请求成功数 图像修复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ProductMattingSuccessRe
quests

商品抠图请求成功数 商品抠图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RecognizeLogSuccessReq
uests

LOGO识别请求成功数 LOGO识别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AutoTranslationBlockSucc
essRequests

同步翻译请求成功数 同步翻译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文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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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DocumentTranscodeRequests 文档转码请求数 文档转码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DocumentTranscodeSuccessRequ

ests
文档转码请求成功数 文档转码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DocumentTranscodeFailRequests 文档转码请求失败数 文档转码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DocumentHtmlRequests 文档转HTML请求数 文档转HTML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DocumentHtmlSuccessRequests 文档转HTML请求成功数 文档转HTML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DocumentHtmlFailRequests 文档转HTML请求失败数 文档转HTML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内容审核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DocumentAuditingTasks 文档审核总任务数 提交的文档审核总任务数 次
appid、
bucket

DocumentAuditingSuccessTasks 文档审核任务成功数 文档审核任务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DocumentAuditingFailTasks 文档审核任务失败数 文档审核任务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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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appid、

bucket

DocumentAuditingCallbackSuccessT

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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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次

appid、

bucket

DocumentAuditingCallbackFail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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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次
appid、
bucket

TextAuditingTasks 文本审核任务数 提交的文本审核总任务数 次
appid、
bucket

TextAuditingSuccessTasks 文本审核任务成功数 文本审核任务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TextAuditingFailTasks 文本审核任务失败数 文本审核任务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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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appid、
bucket

TextAuditingCallbackSuccess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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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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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sAuditingTasks 图片审核请求数 图片审核请求调用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sAuditingSuccessTasks 图片审核请求成功数 图片审核请求调用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ImagesAuditingFailTasks 图片审核请求失败数 图片审核任务请求调用失败次数 次 ap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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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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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appid、
bucket

ImagesAuditingCallbackSuccessTim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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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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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次
appid、
bucket

AudioAuditingTasks 音频审核任务数 提交的音频审核总任务数 次
appid、
bucket

AudioAuditingSuccessTasks 音频审核任务成功数 音频审核任务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AudioAuditingFailTasks 音频审核任务失败数 音频审核任务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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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appid、

bucket

AudioAuditingCallbackSuccess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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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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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次
appid、
bucket

VideoAuditingTasks 视频审核任务数 提交的视频审核任务数 次
appid、
bucket

VideoAuditingSuccessTasks 视频审核任务成功数 视频审核任务成功次数 次
appid、
bucket

VideoAuditingFailTasks 视频审核任务失败数 视频审核任务失败次数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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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appid、
bucket

VideoAuditingCallbackSuccess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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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次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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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次
appid、
bucket

流量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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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ppid、

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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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ppid、

bucket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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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appid 主账号  appid 输入具体 appid，例如：10001234567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bucket 存储桶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bu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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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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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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 存储桶名称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bucket 存储桶名称 输入具体存储桶名称，例如：test-
1303012345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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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 共479页

云 HDFS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0

Namespace = QCE/CH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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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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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s、 
3600s、86400s

ApiWriteRequestCount 文件系统写请求数 个 appid、filesystemid
60s、300s、 

3600s、86400s

ApiReadBandwidth 文件系统读带宽 MB/s appid、filesystemid
60s、300s、

 3600s、86400s

ApiFileInodeCount 文件系统文件数量 个 appid、filesystemid
60s、300s、
 3600s、86400s

ApiDirInodeCount 文件系统目录数量 个 appid、filesystemid
60s、300s、
 3600s、86400s

ApiCapacityAvailable 文件系统空间剩余量 GB appid、filesystemid
60s、300s、
 3600s、86400s

ApiCapacityUsed 文件系统空间使用量 GB appid、filesystemid
60s、300s、 
3600s、86400s

ApiCapacityPercentUsed 文件系统空间使用率 % appid、filesystemid
60s、300s、
 3600s、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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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appid 主账号  appid 输入具体 APPID，例如：10001234567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filesystemid 文件系统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filesystemid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filesystemid 具体文件系统 ID 输入具体文件系统 ID，例如：f4mnvilzmdd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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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联网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0

Namespace=QCE/VBC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地域间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
位

维度
统计
周期

OutDropBand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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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nId、
SRegion、 

DRegion

60s
、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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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cnId、

SRegion、
DRegion

60s

、
300s

OutBandwidth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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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cnId、
SRegion、
DRegion

60s
、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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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CcnId、
SRegion、

DRegion

60s
、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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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cnId、

SRegion、
DRegion

60s

、
300s

单地域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
周期

RegionOutDropBandwidthBM 单地域出丢弃带宽
从所选地域（SRegion）到其他地域被限速总
带宽

MB
CcnId、
SRegio

n

60s
、

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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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s

CcnId、

SRegio
n

60s

、
300s

RegionOutBandwidthBM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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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cnId、
SRegio
n

60s
、
300s

RegionOutDropPkgBM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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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cnId、
SRegio

n

60s
、

3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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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Ccn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CcnId 具体云联网 ID 输入具体云联网 ID，例如：ccn-8j0ph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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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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1.Name SRegion 源地域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SRegion

Instances.N.Dimensions.1.Value SRegion 具体源地域
输入具体源地域，例如：ap-beijing。请参见 地域
列表

Instances.N.Dimensions.2.Name DRegion
目标地域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DRegion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DRegion 具体目标地域
输入具体目标地域，例如：ap-beijing。请参见 地
域列表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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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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直播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0

Namespace=QCE/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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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VideoBitrate 视频码率 Bit/s appid、streamid 60s、300s

VideoFps 视频帧率 帧/秒 appid、streamid 60s、300s

AudioBitrate 音频码率 Bit/s appid、streamid 60s、300s

AudioFps 音频帧率 帧/秒 appid、streamid 60s、300s

Bandwidth 带宽 MBit/s appid、domain 60s、300s

Flux 流量 MB appid、domain 60s、300s

Request 新增请求数 个 appid、domain 60s、300s

CallbackFailedCount 直播回调次数 次 appid、push_domain 60s、3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appid

主账号 APPID 的维度名

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appid 主账号的具体 APPID 输入主账号 APPID，例如：1250000000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streamid 流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stream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streamid 具体流 ID 输入具体流 ID，例如：stream1001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domain 域名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domain 具体域名 输入具体域名，例如： https://cloud.tencent.com/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push_domain 推流域名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push_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push_domain 具体推流域名
输入具体推流域名，例如：
https://cloud.tencent.com/

入参说明

查询云直播上行质量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https://cloud.tencent.com/
https://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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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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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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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询云直播统计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查询云直播回调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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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点播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9 16:38:27

Namespace=QCE/VOD

命名空间

说明：

拉取云点播监控指标数据时，Region 请统一选择“广州”地域。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Bandwidth 带宽 Mbps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Flux 流量 MB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Requests 请求数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0 状态码（0）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0Rate 状态码0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200 状态码（200）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200Rate 状态码200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206 状态码（206）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206Rate 状态码206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2xx 状态码（2xx）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2xxRate 状态码2xx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302 状态码（302）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302Rate 状态码302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304 状态码（304）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304Rate 状态码304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3xx 状态码（3xx）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3xxRate 状态码3xx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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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tus401 状态码（401）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401Rate 状态码401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403 状态码（403）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403Rate 状态码403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404 状态码（404）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404Rate 状态码404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405 状态码（405）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405Rate 状态码405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416 状态码（416）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416Rate 状态码416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4xx 状态码（4xx）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4xxRate 状态码4xx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500 状态码（500）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500Rate 状态码500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502 状态码（502）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502Rate 状态码502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5xx 状态码（5xx） 次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5xxRate 状态码5xx占比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tatusErrorRate 错误状态码占比（4xx+5xx）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FluxHitRate 流量命中率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RequestsHitRate 请求命中率 %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BackOriginBandwidth 回源带宽 Mbps
appid、domain、
area、subappid

60s、300s、
3600s、86400s

BackOriginFlux 回源流量 MB appid、domain、 60s、3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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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 = QCE/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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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体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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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2.Value = 具体服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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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3.Value = VOD 具体子应用 ID 

area、subappid 3600s、864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appid 主账号 app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appid 主账号的具体 appid 输入主账号 appid，例如：1250000000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domain 域名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domain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domain 具体域名 输入具体域名，例如：https://cloud.tencent.com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area 服务区域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area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area 具体服务区域
输入具体区域，例如：Chinese Mainland（中国大
陆），更多取值可参见 DescribeCDNStatDetails  

Instances.N.Dimensions.0.Na
me

subappid VOD 子应用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sub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
ue

subappid VOD 具体子应用 ID 
输入VOD 具体子应用 ID ，例如：1451123904，可通
过 DescribeSubAppIds  

入参说明

查询云数据，入参取值如下：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505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66/36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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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计算 Oceanus 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0

Namespace=QCE/TSTREAM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JobRestartingtime 作业重启耗时 作业最近一次重启耗时 ms tjob_id

JobmanagerLastcheckpointrestoretimesta
mp

作业最近一次恢复的时
间戳

作业最近一次从快照恢复的 Unix 时间

戳（以毫秒为单位，如果未恢复过则是 
-1）

ms tjob_id

TaskmanagerJvmThreadsCount
TaskManager 活动线

程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中活动的
线程数之和，含 Daemon 和非 
Daemon 线程。

个 tjob_id

TaskmanagerMemoryNonheapCommitted
TaskManager 已提交
的非堆内存容量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已提交
（committed）的非堆内存（JVM 

元空间、代码缓存等）用量总和

Bytes tjob_id

TaskmanagerMemoryHeapCommitted
TaskManager 已提交

的堆内存容量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已提交

（committed）的堆内存容量总和
Bytes tjob_id

TaskmanagerNetworkTotalmemorysegme
nts

TaskManager 已分配
的 MemorySegment 
总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已分配的 
MemorySegment 个数总和

Bytes tjob_id

TaskmanagerJvmYoungGcTime
TaskManager 年轻代 
GC 时间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年轻代 
GC 时间之和

ms tjob_id

TaskmanagerJvmYoungGcCount
TaskManager 年轻代 
GC 次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年轻代 
GC 次数之和

次 tjob_id

TaskmanagerJvmOldGcTime
TaskManager 老年代 
GC 时间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老年代 
GC 时间之和

ms tjob_id

TaskmanagerJvmOldGcCount
TaskManager 年轻代 
GC 次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老年代 
GC 次数之和

次 tjob_id

TaskmanagerStatusJvmMemoryNonheap
Max

TaskManager 非堆内
存最大容量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非堆内存

（JVM 元空间、代码缓存等）最大容
量总和

Bytes tjob_id

TaskmanagerMemoryDirectCount
TaskManager 堆外直
接内存缓存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堆外直接
内存（Direct Buffer Pool）中的缓
存（Buffer）个数之和

个 tjob_id

TaskmanagerMemoryDirectTotalcapacity
TaskManager 堆外直
接内存总容量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堆外直接
内存（Direct Buffer Pool）的最大
容量之和

Bytes tjob_id

TaskmanagerMemoryMappedCount
TaskManager 堆外映
射内存缓存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堆外映射

内存（Mapped Buffer Pool）中的
缓存（Buffer）个数之和

个 tjob_id

TaskmanagerMemoryMappedTotalcapacit
y

TaskManager 堆外映
射内存总容量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堆外映射
内存（Mapped Buffer Pool）的最
大容量之和

Bytes tjob_id

TaskmanagerStatusJvmMemoryHeapUse TaskManager 堆内存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的平均堆 % tjob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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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ercentage 使用率 内存使用率

TaskmanagerNetworkAvailablememoryse
gments

TaskManager 可用的 

MemorySegment 个
数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的可用 
MemorySegment 个数之和

Bytes tjob_id

JobMemoryHeapMax
TaskManager 堆内存
最大容量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的堆内存
最大（max）容量总和

Bytes tjob_id

TaskmanagerCpuTime
TaskManager CPU 
使用时长

作业中所有 TaskManager CPU 使
用时长总和（毫秒）

ms tjob_id

JobBytesInPerSecond 作业每秒输入的数据量
作业所有数据源（Source）每秒输入
的数据总量（仅对 Kafka Source 有
效）

Bytes/

s
tjob_id

JobBytesOutPerSecond 作业每秒输出的数据量
作业所有数据目的（Sink）每秒输出的
数据总量（仅对 Kafka Sink 有效）

Bytes/
s

tjob_id

JobmanagerNumrunningjobs 运行中的作业数
正在运行中作业数。如果作业正常运

行，则值为 1. 如果作业崩溃则值为 0
个 tjob_id

TaskmanagerStatusJvmMemoryProcessM
emoryused

所有 TaskManager 

JVM 的物理内存用量的
最大值

所有 TaskManager JVM 的物理内
存用量的最大值

Bytes tjob_id

JobNumrecordsinbutfailed 严重异常数据个数

算子中发生严重异常（例如抛出各种 
Exception）的数据个数，如果大于 1 
则会影响 Exactly-Once 语义（试验

参数，仅供参考）

个 tjob_id

Syndelay 数据源同步百分比 数据源同步百分比 % tjob_id

Binlogpos 数据源日志位点信息 数据源日志位点信息 - tjob_id

TaskmanagerJobTaskOperatorKafkaSwit
ch

是否包含 Kafka 
connector

是否包含 Kafka connector - tjob_id

JobmanagerTaskslotsavailable 可用任务槽数量
如果作业正常运行，则可用的任务槽
（Task Slot）数为 0. 如果不为 0 则

说明作业可能出现短时间的非运行状态

个 tjob_id

JobUptime
作业无中断持续执行的
时间

对于运行中的作业，表示当次作业持续
处于运行中的时长

ms tjob_id

JobmanagerDowntime
注册的 TaskManager 
数

对于失败或恢复等非运行状态的作业，
表示本次中断运行的时长。对于正在运
行中的作业，值为 0.

ms tjob_id

JobLastcheckpointduration
最近一次的 
Checkpoint 耗时

当前作业最近一次的 Checkpoint 耗
时

ms tjob_id

JobLastcheckpointsize
最近一次的 
Checkpoint 大小

当前作业最近一次的 Checkpoint 大
小

Bytes tjob_id

JobmanagerNumregisteredtaskmanagers
JobManager 已注册
的 TaskManager 数

当前作业已注册的 TaskManager 
数，通常等于所有算子并行度的最大

值。如果 TaskManager 个数减少，
说明存在 TaskManager 失联，作业
可能崩溃并尝试恢复。

个 tjob_id

JobmanagerMemoryNonheapCommitted
JobManager 已提交
的非堆内存容量

当前作业已提交（committed）的 
JobManager 非堆内存（JVM 元空

间、代码缓存等）容量

Bytes tjob_id

JobmanagerNumberofinprogresscheckpoi

nts

正在进行的 

Checkpoint 个数

当前作业进行中（未完成）的 

Checkpoint 个数
个 tjob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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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managerThreadsCount JobManager 中活动

的线程数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中活动的线

程数，含 Daemon 和非 Daemon 线
程。

个 tjob_id

JobmanagerMemoryHeapCommitted
JobManager 已提交
的堆内存容量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已提交
（committed）的堆内存容量

Bytes tjob_id

JobmanagerJvmYoungGcTime
JobManager 年轻代 
GC 时间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年轻代 GC 
时间

ms tjob_id

JobmanagerJvmYoungGcCount
JobManager 年轻代 
GC 次数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年轻代 GC 
次数

次 tjob_id

JobmanagerJvmOldGcTime
JobManager 老年代 
GC 时间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老年代 GC 
时间

ms tjob_id

JobmanagerJvmOldGcCount
JobManager 老年代 

GC 次数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老年代 GC 

次数
次 tjob_id

JobmanagerStatusJvmMemoryNonheapU

sed

JobManager 非堆内

存用量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非堆内存

（JVM 元空间、代码缓存等）用量
Bytes tjob_id

JobmanagerStatusJvmMemoryNonheapM
ax

JobManager 非堆内
存最大容量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非堆内存

（JVM 元空间、代码缓存等）的最大
容量

Bytes tjob_id

JobmanagerMemoryHeapMax
JobManager 堆内存
最大容量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堆内存最大
容量

Bytes tjob_id

JobmanagerStatusJvmMemoryHeapUsed
Percentage

JobManager 堆内存
使用率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堆内存使用
率

% tjob_id

JobmanagerStatusJvmMemoryHeapUsed
JobManager 堆内存
的用量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堆内存的用
量

Bytes tjob_id

JobmanagerCpuLoad
JobManager CPU 使
用率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的 CPU 使
用率

% tjob_id

JobmanagerCpuTime
JobManager CPU 使
用时长

当前作业 JobManager CPU 使用时
长（毫秒）

ms tjob_id

JobNumberoffailedcheckpoints Checkpoint 失败次数
当前作业 Checkpoint 失败（例如超

时、遇到异常等）的次数
次 tjob_id

JobNumberofcompletedcheckpoints Checkpoint 成功次数
当前作业 Checkpoint 成功完成的次

数
次 tjob_id

JobmanagerJobNumrestarts 当前实例崩溃重启次数
当前实例 JobManager 记录的任务
崩溃重启次数（不含 JobManager 
退出后作业重新拉起的场景）

次 tjob_id

RecordsLagMaxMin
Kafka - 
Records_Lag 最小值

TaskManger 上报的 Kafka 最大 
lag 指标最小值

- tjob_id

RecordsLagMaxSum
Kafka - 
Records_Lag 最大值

TaskManger 上报的 Kafka 最大 
lag 指标的求和值

- tjob_id

RecordsLagMaxAvg
Kafka - 
Records_Lag 均值

TaskManger 上报的 Kafka 最大 
lag 指标的均值

- tjob_id

RecordsLagMax
Kafka - 
Records_Lag 最大指

标

TaskManger 上报的 Kafka 最大 
lag 指标

- tjob_id

Sourceidletime
Source 处理的空闲时
间

Source 处理的空闲时间 ms tjob_id

Currentfetcheventtimelag Source Fetch消息的 Source Fetch消息的延迟时间 ms tjob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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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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迟时间 (EmitTime-
messageTimestamp)

Dbflushdelay Sink 刷新延迟 Sink 刷新延迟 ms tjob_id

JobmanagerTaskslotstotal 任务槽总数
Oceanus 中一个 TaskManager 只
有一个任务槽，因此任务槽总数等于注
册的 TaskManager 数

个 tjob_id

JobmanagerStatusJvmMemoryProcessM
emoryused

JobManager 所在的 
JVM 的物理内存用量

JobManager 所在的 JVM 的物理内
存用量

Bytes tjob_id

JobmanagerMemoryDirectCount
JobManager 堆外直
接内存中的缓存数

JobManager 堆外直接内存

（Direct Buffer Pool）中的缓存
（Buffer）个数

个 tjob_id

JobmanagerMemoryDirectTotalcapacity
JobManager 堆外直
接内存总容量

JobManager 堆外直接内存
（Direct Buffer Pool）的最大用量

Bytes tjob_id

JobmanagerMemoryDirectMemoryused
JobManager 堆外直
接内存使用量

JobManager 堆外直接内存
（Direct Buffer Pool）的用量

Bytes tjob_id

JobmanagerMemoryMappedCount
JobManager 堆外存

缓存个数

JobManager 堆外映射内存
（Mapped Buffer Pool）中的缓存
（Buffer）个数之和

个 tjob_id

JobmanagerMemoryMappedTotalcapacity
JobManager 堆外映
射内存的总容量

JobManager 堆外映射内存
（Mapped Buffer Pool）的最大用

量

Bytes tjob_id

JobmanagerMemoryMappedMemoryused
JobManager 堆外映
射内存的使用量

JobManager 堆外映射内存
（Mapped Buffer Pool）的用量

Bytes tjob_id

JobTotalnumberofcheckpoints Checkpoint 总次数
Checkpoint 总次数（进行中、已完
成和失败的总和）

次 tjob_id

Currentemiteventtimelag
CDC Source 处理发
送下游的时间与消息本
身时间差

CDC Source 处理发送下游的时间与

消息本身时间差
ms tjob_id

TaskmanagerJobTaskOperatorSchemach
ange

CDC Schema 变更次
数

CDC Schema 变更次数 次 tjob_id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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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tjob_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tjob_id 具体作业 ID 输入具体作业 ID ，可从 DescribeJobs  中获取 JobId 字段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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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服务监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0

Namespace=QCE/DTS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数据同步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ReplicationCaptureRps 源实例数据抽取 RPS 个/秒
appId、

replicationjobid
60s、300s

ReplicationLoadRps 目标数据装载 RPS 个/秒
appId、
replicationjobid

60s、300s

DtsReplicationLag 数据同步延迟时间 s
appId、
replicationjobid

60s、300s

DtsReplicationLagData 数据同步延迟数据量 MB
appId、
replicationjobid

60s、300s

数据订阅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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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Id、
subscribeid

60s、300s

ProducerTps 订阅服务每秒解析事务数 个/秒
appId、
subscribeid

60s、300s

ProducerLsnLag 订阅服务与源库的 LSN 差距 MB
appId、
subscribeid

60s、300s

数据迁移

指标英文名 指标含义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MigrateCaptureRps 源实例数据抽取 RPS 个/秒 app_id、migratejob_id 60s、300s

MigrateLag 数据迁移延迟时间 s app_id、migratejob_id 60s、300s

MigrateLagData 数据迁移延迟数据量 MB app_id、migratejob_id 60s、300s

MigrateLoadRps 目标数据装载 RPS 个/秒 app_id、migratejob_id 60s、300s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参数名称 维度名称 维度解释 格式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appId 主账号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appId 具体主账号 ID 输入具体主账号 ID，例如：100012000000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app_id 主账号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app_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app_id 具体主账号 ID 输入具体主账号 ID，例如：100012000000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replicationjobid
数据同步实例 ID 的维度
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replicationjo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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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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replicationjobid 数据同步实例  ID
输入数据同步实例  ID，为 DescribeSyncJobs   
接口中返回值的 JobId 字段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subscribeid 订阅实例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subscribe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subscribeid 订阅实例 ID
输入数据同步实例  ID，为 
DescribeSubscribes   接口中返回值的 
SubscribeId 字段

Instances.N.Dimensions.0.Name migratejob_id 迁移任务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migratejob_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alue migratejob_id 迁移任务 ID
输入数据同步实例  ID，为 
DescribeMigrationJobs   接口中返回值的 
JobId 字段

入参说明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71/8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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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7 10:11:00

Namespace=QCE/SNOVA

命名空间

监控指标

集群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onnections 连接数 个 appId、snovaClusterId

LongTxNum 还在进行的长事务查询个数 个 appId、snovaClusterId

ResQueueNum 默认资源队列使用情况 个 appId、snovaClusterId

节点指标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puUtilization CPU 利用率 %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CpuUtilizationMaster CPU 利用率-主节点 %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MemUtilizationMaster 内存利用率-主节点 %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NetworkReceiveThroughput 网络接收吞吐量 Mbps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NetworkReceiveThroughputMaster 网络接收吞吐量-主节点 Mbps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NetworkTransmitThroughput 网络传输吞吐量 Mbps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NetworkTransmitThroughputMaster 网络传输吞吐量-主节点 Mbps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PercentageDiskUsed 磁盘利用率 %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ReadIops 读取 IOPS 个/秒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WriteIops 写入 IOPS 个/秒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ReadLatency 读取延时 ms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WriteLatency 写入延时 ms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ReadThroughput 磁盘读取吞吐量 Mbps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WriteThroughput 磁盘写入吞吐量 Mbps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MemUtilization 内存利用率 % appId、snovaClusterId、host

各维度对应参数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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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维度名称：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appId 主账号 APPID
输入主账号具体 APPID，例如：1250000000。可在 账号
信息控制台中获取  APPID。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snovaCluste
rId

集群 ID 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snovaClusterId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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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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snovaCluste
rId

具体集群 ID 输入具体集群 ID，例如：snova-12345678

Instances.N.Dimensions.0.N
ame

host 主机信息的维度名称 输入 String 类型维度名称：host

Instances.N.Dimensions.0.V
alue

host 具体主机信息

输入具体主机信息，例如：mdw-snova-12345678 。不

同节点的主机 ID 命名规则：
master 节点：mdw-{集群 ID}

master 备节点：smdw-{集群 ID} 

第一个计算节点：sdw1-{集群 ID}

第二个计算节点：sdw2-{集群 ID} 

第三个计算节点：sdw3-{集群 ID} 

第四个计算节点：sdw4-{集群 ID}

入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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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操作指南

云监控概况

监控统计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0

监控概况模块为云产品的整体监控情况提供一个查看入口。监控统计部分为用户展示近7天监控对象的统计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未恢复告警数显示最近1个月未恢复的告警数量，以告警策略类型分类汇总。

本部分统计至当前时间的近7天内云服务器的负载情况，其中的负载算法以云服务器指标 CPU 使用率计算：若云服务器实例主机 CPU 使用率超过80%则视为高

负载，低于10%视为低负载，其余为正常负载。

图中展示最近7天的 CVM 高、中、低负载台数。后台将每天统计一次是否存在高低负载的机器，并以曲线形式展示给您。

本部分统计至当前时间的近7天内云服务器出现高负载时的具体情况。其中的负载算法以云服务器指标 CPU 使用率计算：若云服务器实例主机 CPU 使用率超过

80%则视为高负载。

通过这些信息方便您快速查看云服务器异常状态。重点排查异常信息，保障业务稳定运行。

展示最近1小时用户帐号下所有云服务器实例的总体外网带宽数据（不包括其他产品产生的外网带宽）。用户可以通过此数据了解服务器集群对外提供服务的状

况，并且合理估算相应的网络费用。

如果需要更多外网带宽数据，用户可以到腾讯云可观测平台的 流量监控  查看。

未恢复告警数

近7天 CVM 负载统计

近7天 CVM 高负载详情

高负载时长：近7天该主机所有处于高负载状态的时间累计求和。

高负载次数：近7天该主机所有由其他状态转变为高负载状态的次数累积求和。

近1小时外网带宽统计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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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监控图表
获取监控图表及报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1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为客户提供了多种查看监控数据的渠道。

云产品监控是腾讯云可观测平台集合了最详细监控信息的统一展示平台。用户可在云产品监控查看账号下的云资源列表、以及对应的监控与告警详情。

相比业务控制台展示的监控数据，云产品监控结合了实例的健康状态与告警数据。为用户提供了快速定位异常实例的功能，并支持用户结合具体数据与异常信息排

查问题。

用户也可登录各个云服务对应的控制台，查看实例的监控详情。

以云服务器为例：

用户可在 云服务器控制台  云服务器列表中通过监控浮窗，快速浏览各个实例的性能数据。 

通过 Dashboard  查看跨实例、跨产品的监控数据。提供用户一次性查看多实例数据的功能。

流量监控为用户提供了云服务器公网流量监控功能，展示了用户账号下所有云服务器外网出带宽的汇总数据。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单击流量监控，进入管理页面。您可以查看实时流量，也可以通过时间选择器切换展示的时间跨度，查看实时、近24小时、近7天、或

任意一天的流量情况。单击导出数据，可导出自定义时间范围内的数据。

查看监控图表

查看单实例监控详细数据

通过云产品监控查看

通过控制台查看

批量查看云服务监控数据

通过 Dashboard 查看

用户可通过 Dashboard 订阅最关心的监控指标，并通过定期巡检/大屏展示 Dashboard  面板的方式掌握核心实例的性能状况。

用户可通过 Dashboard  订阅一个业务/集群下的总性能状况。直观地了解资源总体情况，避免逐个查阅监控数据的效率问题。

说明

Dashboard 的具体使用方式可参考： 配置 Dashboard 。

通过流量监控查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7161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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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腾讯云可观测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两种方式可导出云资源监控报表。

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单击 Dashboard。

3. 配置 Dashboard 。

4. 在 Dashboard 页面，找到您想导出数据的监控项，在其上方单击 ... ，如下图所示。 

5. 单击导出数据，导出对应的实例监控详情列表。

获取数据报表

从 Dashboard 导出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dashboar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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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2. 在左侧导航栏中， 单击流量监控。

3. 选择时间，例如近24小时。 

4. 单击导出数据，即可导出云服务器的外网出带宽明细数据。

导出账号下云服务器带宽数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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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特定指标的监控数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1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提供以下几种方式支持用户获取某个监控对象某一时刻的特定指标数据。

1. 登录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在左侧云产品监控导航栏中选择对应的产品，进入对应的产品监控管理页。

2. 选择需要监控的特定对象，单击对象 ID 进入监控详情页，或单击对象列表的监控 icon 通过监控浮窗查看数据。

3. 在监控详情页/浮窗中找到目标指标。

4. 通过时间选择器与粒度选择器调整图表展示数据的具体内容，即可查看到此监控对象某一时刻的特定指标数据。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 ，进入需要查看监控数据的对应产品控制台。

2. 选择需要监控的特定对象，单击对象 ID 进入监控详情页，或单击对象列表的监控 icon 通过监控浮窗查看数据。

3. 在监控详情页/浮窗中找到目标指标。

4. 通过时间选择器与粒度选择器调整图表展示数据的具体内容，即可查看到此监控对象某一时刻的特定指标数据。

请参见 GetMonitorData 接口 。

通过腾讯云可观测平台获取监控对象某一时刻的特定指标数据

通过云产品控制台获取监控对象某一时刻的特定指标数据

通过 API 获取监控对象某一时刻的特定指标数据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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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指标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1

目前云产品监控对部分云产品推出高级指标功能，用户可前往 集成中心  为产品选择指标集。

基础版指标集仅包含产品的基础指标，用户可免费使用基础指标的监控服务，包括可视化、告警和 API 接口调用。

高级版指标集除了包含基础指标外，还增加了对高级指标的监控服务，包括可视化、告警和 API 接口调用。用户开通高级版指标集后仍可继续免费使用基础指

标，仅需对高级指标产生的数据点数量付费。

说明

2022年7月1日前用户可免费使用高级版指标集，限免期后系统将根据高级指标在最小粒度下产生的实际数据点数量收费，具体计费标准可参见 购买

高级指标服务 。

可配置指标集的产品：云数据库 MySQL、云托管 CloudBase Run、消息队列 TDMQ、负载均衡 CLB、文件存储。其它云产品陆续接入中。

如需关闭或开通高级指标请参见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集成中心  进行手动操作。

云数据库 MySQL 高级指标列表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AbortedClients
异常关闭的客户
端连接数

由于客户端没有正确关闭连接而
中止的连接数

个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60s、
300s、3600s、

86400s

AbortedConnects
尝试连接的失败
次数

尝试连接到 MySQL 服务器失败
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60s、

300s、3600s、
86400s

SelectFullJoin
Join 查询中全

表扫描次数

Join 查询中全表扫描次数。如
果此值不为 0，则应仔细检查表
的索引。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60s、
300s、3600s、
86400s

SelectFullRangeJoin
Join 查询中范
围搜索次数

Join 查询中使用范围搜索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60s、
300s、3600s、

86400s

TableOpenCacheHits 表缓存命中次数 表缓存命中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60s、

300s、3600s、
86400s

TableOpenCacheMisse

s

表缓存未命中次

数
表缓存未命中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60s、
300s、3600s、
86400s

TableOpenCacheOverfl
ows

表缓存溢出次数 表缓存溢出的次数 次/秒
InstanceId、
InstanceType（选

填）

5s、60s、
300s、3600s、

86400s

云托管 CloudBase Run 高级指标列表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CpuRatio CPU 使用率 服务 CPU 使用率 %
envid,service,versi
on

60s、300s、
3600s、86400s

MemRatio 内存使用率 服务内存使用率 %
envid,service,versi
on

60s、300s、
3600s、86400s

CpuUsage CPU 用量 服务 CPU 用量 核
envid,service,versi
on

60s、300s、
3600s、86400s

AverageResponseTim
e

平均响应时间 接口访问平均响应时间 ms envid,service,versi
on

60s、300s、
3600s、86400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integration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741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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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rror HTTP 错误 接口访问失败次数 次/分
envid,service,versi
on

60s、300s、
3600s、86400s

QPS 每秒查询率 接口访问次数 次/分
envid,service,versi

on

60s、300s、

3600s、86400s

消息队列 TDMQ 高级指标列表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CmqBatchRateDelet
e

CMQ 每分钟批
量删除速率

CMQ 每分钟批量删除请求总次
数

次
appid,resourceid,re
sourcename

60s、300s、
3600s、86400s

CmqBatchRateIn
CMQ 每分钟批
量生产速率

CMQ 每分钟批量生产请求总次
数

次
appid,resourceid,re
sourcename

60s、300s、
3600s、86400s

CmqBatchRateOut
CMQ 每分钟批
量消费速率

CMQ 每分钟批量消费请求总次
数

次
appid,resourceid,re
sourcename

60s、300s、
3600s、86400s

CmqRateDelete
CMQ 每分钟删
除速率

CMQ 每分钟删除请求总次数 次
appid,resourceid,re
sourcename

60s、300s、
3600s、86400s

CmqRateIn
CMQ 每分钟生
产速率

CMQ 每分钟生产请求总次数 次
appid,resourceid,re
sourcename

60s、300s、
3600s、86400s

CmqRateOut
CMQ 每分钟消

费速率
CMQ 每分钟消费请求总次数 次

appid,resourceid,re

sourcename

60s、300s、

3600s、86400s

负载均衡 CLB 高级指标列表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单位 维度

ConcurConnVipRatio 最大连接数使用率 % VIP 维度

NewConnVipRatio 新建连接数使用率 % VIP 维度

QpsVipRatio QPS 使用率 % VIP 维度

文件存储高级指标列表

指标英文名 指标中文名 指标说明 单位 维度 统计粒度

OpsClose close元数据操作 ops 每秒关闭文件描述符操作的次数 次/秒
FileSystemI
d

60s、300s、
3600s、86400s

OpsGetxattr
getxattr 元数据操作 
ops

每秒获取文件扩展属性操作的次数 次/秒
FileSystemI
d

60s、300s、
3600s、86400s

OpsStatfs statfs 元数据操作 ops
每秒发送系统调用获取挂载文件系统信
息操作的次数

次/秒
FileSystemI
d

60s、300s、
3600s、86400s

OpsSync sync 元数据操作 ops 每秒强制刷新缓存到磁盘操作的次数 次/秒
FileSystemI
d

60s、300s、
3600s、86400s

OpsUnlink unlink 元数据操作 ops 每秒取消文件连接操作的次数 次/秒
FileSystemI
d

60s、300s、
3600s、86400s

OpsGetattr getattr 元数据操作 ops
每秒获取文件系统内对象属性操作的次
数

次/秒
FileSystemI
d

60s、300s、
3600s、86400s

OpsMkdir mkdir 元数据操作 ops 每秒创建目录操作的次数 次/秒
FileSystemI

d

60s、300s、

3600s、86400s

OpsMknod mknod 元数据操作 ops
每秒创建字符设备和块设备文件操作的

次数
次/秒

FileSystemI

d

60s、300s、

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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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Open open 元数据操作 ops 每秒打开文件操作的次数 次/秒 FileSystemI
d

60s、300s、
3600s、86400s

OpsSetattr setattr 元数据操作 ops
每秒设置文件系统中对象属性操作的次
数

次/秒
FileSystemI
d

60s、300s、
3600s、864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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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产品权限授予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6:52:59

云监控支持通过 访问管理 CAM  实现主账号对子账号的权限控制，您可以参考本文档管理子账号访问权限。

默认情况下，主账号是资源的拥有者，拥有其名下所有资源的访问权限；子账号没有任何资源的访问权限；需要主账号进行授予子账号访问权限，子账号才能正常

访问相关资源。您可以使用主账号登录 访问管理控制台  给子账号授予访问权限，详情请参见 授权管理  文档。

云监控策略依赖于其它云产品策略，因此给子账号授予云监控权限时，需同时授予对应云产品权限，云监控的权限才能生效。

功能介绍

说明

权限：描述在某些条件下允许或拒绝执行某些操作访问某些资源。

策略：用于定义和描述一条或多条权限的语法规范。

常见权限配置

说明

 常见权限配置以产品类型—云服务器为例，其它云产品可参考下列场景介绍和 云监控相关的云产品策略  开通对应云产品权限。

常见权限说明

权限介绍表

权限类型 权限名称

云监控权限 QcloudMonitorFullAccess（全读写）和 QcloudMonitorReadOnlyAccess（只读权限）

云服务器权限 QcloudCVMFullAccess（全读写）或 QcloudCVMReadOnlyAccess（只读权限）

功能对照表

说明

 由于监控概览页涉及到多个云产品访问权限，需要进行角色授权，或授予所有云产品访问权限才能正常访问。

功能名称

操作权限 访问权限

QcloudMonitorFullA
ccess

QcloudMonitorReadOnlyAc
cess

QcloudMonitorFullA
ccess

QcloudMonitorReadOnlyAc
cess

Dashboard ✓ × ✓ ✓

实例分组 ✓ ✓ ✓ ✓

集成中心 ✓ × ✓ ✓

资源消耗 ✓ × ✓ ✓

告警历史 ✓ ✓ ✓ ✓

告警策略 ✓ × ✓ ✓

触发条件模板 ✓ × ✓ ✓

通知模板 ✓ × ✓ ✓

流量监控 ✓ ✓ ✓ ✓

云产品监控 ✓ ✓ ✓ ✓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583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polic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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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部分云产品全读写权限默认开通云监控相关资源全读写访问权限，例如您开通了云服务器全读写访问权限 QcloudCVMFullAccess，将会默认拥有云

监控相关资源全读写访问权限。您可在 访问管理-策略控制台  ，点击相关策略名称查看相关策略允许访问的资源。 

常见授权异常说明

异常一

控制台报错： 在创建告警策略、 Dashboard 面板或其他操作时，显示无操作权限。 

解决措施：在 访问管理  控制台授予对应子账号 QcloudMonitorFullAccess  权限。

异常二

控制台报错：在访问监控概览页时，提示该功能需创建服务角色、服务角色权限。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policy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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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在 访问管理  授予该子账户服务角色访问权限（QcloudCamRoleFullAccess），然后单击上图中的 点击前往访问CAM ，并在跳转页面同意

授权即可，如下图所示。

异常三

控制台报错：在创建告警策略时，显示“用于告警策略的分类和权限管理，与云产品实例的项目没有强绑定关系”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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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在 访问管理  控制台授予对应子账号 QcloudMonitorFullAccess  权限。

云监控相关的云产品策略

说明

在确保云监控权限正常授权情况下，开通只读权限即可正常访问云产品资源。下表仅展示部分云产品权限，如需了解其他云产品权限可查看 支持 CAM 

的产品 。

产品名称 策略名称 权限描述
可参见文

档

云服务器 CVM

QcloudCVMFullAccess
云服务器 CVM 全读写访问权限，包括 CVM 及相关 CLB、VPC 监控

权限
访问管理

QcloudCVMReadOnlyAcces
s

云服务器 CVM 相关资源只读访问权限

云数据库 MySQL
 QcloudCDBFullAccess

云数据库 MySQL 全读写访问权限，包括 MySQL 及相关安全组、监
控、用户组、COS、VPC、KMS 权限 访问管理

QcloudCDBReadOnlyAccess 云数据库 MySQL 相关资源只读访问权限

云数据库 
MongoDB

 QcloudMongoDBFullAccess 云数据库 MongoDB 全读写访问权限

访问管理
QcloudMongoDBReadOnlyA

ccess
云数据库 MongoDB 只读访问权限

云数据库 Redis

 QcloudRedisFullAccess 云数据库 Redis 全读写访问权限

访问管理
QcloudRedisReadOnlyAcces

s
云数据库 Redis 只读访问权限

游戏数据库 
TcaplusDB

 
QcloudTcaplusDBFullAccess 

游戏数据库 TcaplusDB 全读写访问权限
访问管理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8/105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031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6/144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0/387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39/3868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6/4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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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loudTcaplusDBReadOnly
Access

游戏数据库 TcaplusDB 只读访问权限

云数据库 
Memcached 

 
QcloudMemcachedFullAcce
ss

云数据库 memcached 全读写访问权限

访问管理

QcloudMemcachedReadOnl
yAccess

云数据库 memcached 只读访问权限

分布式HTAP数据
库 TBase

 QcloudTBaseFullAccess  分布式HTAP数据库 TBase 全读写访问权限

访问管理
QcloudTBaseReadOnlyAcce
ss

分布式HTAP数据库 TBase 只读访问权限

Elasticsearch 
Service

 
QcloudElasticsearchService

FullAccess 

ElasticsearchService 全读写访问权限

访问管理
 
QcloudElasticsearchService
ReadOnlyAccess 

ElasticsearchService 只读访问权限

私有网络 VPC

 QcloudVPCFullAccess 私有网络 VPC 全读写访问权限

访问管理
 
QcloudVPCReadOnlyAccess 

私有网络 VPC 只读访问权限 

专线接入 DC  QcloudDCFullAccess  专线接入 DC 全读写访问权限 -

消息服务 CMQ 
QcloudCmqQueueFullAcces
s

队列模型 CmqQueue 全读写访问权限，包含 Queue 及云监控权限 -

消息服务 CKafka

 QcloudCKafkaFullAccess  消息服务 CKafka 全读写访问权限

访问管理 
QcloudCkafkaReadOnlyAcce
ss 

消息服务 Ckafka 只读访问策略 

对象存储 COS

 QcloudCOSFullAccess  对象存储 COS 全读写访问权限

访问管理
 
QcloudCOSReadOnlyAccess 

对象存储 COS 只读访问权限 

负载均衡 CLB
 QcloudCLBFullAccess  负载均衡 CLB 全读写访问权限

访问管理
 QcloudCLBReadOnlyAccess 负载均衡 CLB 只读访问权限 

文件存储 CFS
 QcloudCFSFullAccesss 文件存储 CFS 全读写访问权限

访问管理
 QcloudCFSReadOnlyAccess  文件存储 CFS 只读访问权限 

流计算 Oceanus  QcloudOceanusFullAccess  流计算 Oceanus 全读写访问权限 访问管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1/387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129/397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5/1955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201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97/315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436/124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97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582/1467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849/3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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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器监控组件

安装云服务器监控组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1

若用户需要使用腾讯云可观测平台查看云服务器指标数据并且产生告警，需在腾讯云服务器上正确安装监控组件，云服务器指标数据采集依赖于监控组件。

1. 下载监控组件。分腾讯云内网和外网下载监控组件，建议您使用腾讯云内网下载。

   登录云服务器之后，可执行如下命令下载监控插件：

2. 安装监控组件，执行命令如下。

3. 查看 Agent 是否已添加到计划任务，执行命令如下：

 若执行结果如下图所示，说明 Agent 已添加到计划任务。（若无任何提示则未安装成功） 

4. 查看 Agent 相关进程是否启动，执行命令如下：

注意

为保证监控数据正常上报，用户的 CVM 操作系统内部需放通 TCP 协议的80端口。

下述步骤中获取 agent 安装包的命令，必须登录到云服务器，才可正常执行。

针对 Centos 系统，监控组件只支持安装在 Centos 5.8及以上版本。

Linux 安装指引

安装

腾讯云内网下载 外网下载

   wget http://update2.agent.tencentyun.com/update/linux_stargate_installer

注意

使用内网下载监控组件前，请 登录 Linux 实例   执行命令，并且确保云服务器为 内网 DNS ，否则将无法解析监控组件的下载地址。

chmod +x linux_stargate_installer

./linux_stargate_installer   

说明

您可以通过执行下文步骤3、4判断 agent 是否安装成功，若无法添加到计划任务或无法正常启动则未安装成功。

crontab -l |grep stargate

ps ax |grep sgagent

ps ax |grep barad_agen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225#.E5.86.85.E7.BD.91-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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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执行结果如下图所示，说明 Agent 相关进程已正常启动，则已经成功安装 Agent。 

1. 下载监控组件。分腾讯云内网和外网下载监控组件，建议您通过内网下载地址下载查监控插件。

   登录云服务器之后，复制腾讯云内网下载地址，前往内网浏览器打开下载地址并下载监控组件，下载地址如下。

2. 运行插件程序，即可进行自动化安装。

下列两个步骤可确认是否安装成功：

说明

如需卸载监控组件请参考 卸载云服务器监控组件 。

Windows 安装指引

安装

腾讯云内网下载 外网下载

   http://update2.agent.tencentyun.com/update/windows-stargate-installer.exe

注意

使用内网下载监控组件时，请 登录 Windows 实例  在内网浏览器中打开下载地址 ，并确保您的云服务器为 内网 DNS ，否则将无法解析监控组件

的下载地址。

说明

运行插件程序无任何提示，只需要确认 QCloud BaradAgent Monitor 和 QCloud Stargate Manager 服务在服务列表即可。

运行服务，可查看到 QCloud BaradAgent Monitor 和 QCloud Stargate Manager 服务，并且为运行状态。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35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4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225#.E5.86.85.E7.BD.91-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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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任务管理器，可查看到 BaradAgent 和 sgagent 进程。 

   

说明

如需卸载监控组件请参见  卸载、重启云服务器监控组件 。

常见问题

在用户遇到无法下载 Agent 或其它使用方面问题，可参见 云服务器监控组件相关  进行相应的处理。

若无法登录云服务器实例，请参见 云服务器实例无法登录  寻求解决措施。

您也可以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寻求解决措施。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35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22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700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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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重启、停止云服务器监控组件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1

您可以参见本文卸载、重启、停止云服务器监控组件。

云服务器监控组件涉及两个 Agent，分别为 Sgagent 和 BaradAgent。Sgagent 负责上报组件信息更新以及触发 BaradAgent , BaradAgent 负责上报

云服务器部分指标数据。

Linux 和 Windows 系统卸载、重启、停止云服务器监控组件步骤不一致，详情请参考下文。

1. 登录云服务器后，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BaradAgent 安装目录。

2. 执行以下命令，卸载 BaradAgent。该命令不显示结果，如果不存在/usr/local/qcloud/monitor/barad文件夹，则说明卸载成功。

1.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Sgagent 安装目录。

2. 执行以下命令，卸载 Sgagent。该命令不显示结果，您可以执行 crontab -l |grep stargate  命令查看是否有计划任务，若无计划任务，则说明卸载成

功。

1.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BaradAgent 安装目录。

2. 执行以下命令，重启 BaradAgent。若提示 barad_agent run succ ，则说明重启成功。

简介

操作步骤

Linux Windows

卸载监控组件

步骤一：卸载 BaradAgent

cd /usr/local/qcloud/monitor/barad/admin

./uninstall.sh

说明

  BaradAgent 上报云服务器部分指标数据，卸载 BaradAgent 后会停止数据上报。Sgagent 基本占用极少的内存，您也可以参考下列步骤

卸载 Sgagent 。

步骤二：卸载 Sgagent

cd /usr/local/qcloud/stargate/admin

./uninstall.sh

重启监控组件

步骤一：重启 BaradAgent

cd /usr/local/qcloud/monitor/barad/admin

./stop.sh

./trystar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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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Sgagent 安装目录。

2. 执行以下命令，重启 Sgagent。若提示 stargate agent run succ ，则说明重启成功。

1. 执行下列删除定时 Sgagent 文件。

2. 执行系列命令，进入 crontab 文件。

3. 按 i 切换至编辑模式，删除该文件信息。删除后，按 Esc，输入 :wq，保存文件并返回。 

4. 停止 Sgagent

4.1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Sgagent 安装目录。

4.2 执行以下命令，停止 Sgagent。

5.  

5.1 执行以下命令，进入 BaradAgent 安装目录。

5.2 执行以下命令，停止 BaradAgent。

步骤二：重启 Sgagent

cd /usr/local/qcloud/stargate/admin

./restart.sh

停止监控组件

说明

需要同时停止 Sgagent 和 BaradAgent，云服务器部分指标的监控数据才会停止上报。如需暂时停止上报数据的 BaradAgent，参考 停止 

BaradAgent 步骤  停止 BaradAgent，但一分钟后 Sgagent 会触发 BaradAgent 服务，继续上报监控数据。如需要一直停止上报数据请参

考下列步骤，先停止 Sgagent 服务再停止BaradAgent。

rm -f /etc/cron.d/sgagenttask

crontab -e

cd /usr/local/qcloud/stargate/admin

./stop.sh

停止 BaradAgent。

cd /usr/local/qcloud/monitor/barad/admin

./stop.sh

说明

执行成功后不会自动拉起服务，监控数据会丢失，请谨慎操作，如需重新开启服务需开启两个组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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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共479页

云产品监控对接 Grafana

简介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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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为用户提供云服务器、云数据库等多个云产品的负载和性能监控指标，用户可以通过腾讯云可观测平台、API 等方式获取相关监控数据。腾讯

云云产品监控插件 Tencent Cloud Monitor App，是一款适配开源软件 Grafana 的应用插件，通过调用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API 3.0  的方式获取监控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自定义 Dashboard 展示。

支持的云产品监控及文档如下表所示，更多云产品的监控指标数据源在陆续完善中。

说明

该插件提供了云服务器、云数据库 MySQL、负载均衡 等具有代表性的 Dashboard 预设模板 。

产品名称 命名空间 指标文档 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CVM 云服务器 QCE/CVM 云服务器监控指标 查询示例列表

CDB 云数据库 MySQL QCE/CDB 云数据库 MySQL 监控指标 查询实例列表

云数据库 PostgreSql QCE/POSTGRES 云数据库 PostgreSQL 监控指标 查询实例列表

云数据库 MongoDB QCE/CMONGO 云数据库 MongoDB 监控指标 查询云数据库实例列表

云数据库 Redis QCE/REDIS_MEM 内存版监控指标（5秒） 查询 Redis 实例列表

云数据库 TDSQL-C (原
CynosDB)

QCE/CYNOSDB_MYSQL
云数据库 CYNOSDB_MYSQL 监
控指标

查询实例列表

云数据库 TcaplusDB QCE/TCAPLUS 云数据库 TcaplusDB 监控指标 查询实例列表

云数据库 SQL Server QCE/SQLSERVER 云数据库 SQL Server 监控指标 查询实例列表

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TDMYSQL)

QCE/TDMYSQL 实例 查询实例列表

CDN 内容分发式网络 QCE/CDN 国内域名 查询域名基本信息

CDN 省份域名 QCE/CDN_LOG_DATA 省份 查询域名基本信息

BWP 带宽包 QCE/BWP 带宽包监控指标 查询带宽包资源

CKafka 消息队列 QCE/CKAFKA 实例监控指标 获取实例列表

CLB 负载均衡（精简版） QCE/V_CLB - -

CLB 公网负载均衡（多场景版） QCE/LB_PUBLIC 公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查询负载均衡实例列表

CLB 内网负载均衡四层协议（多场
景版）

QCE/LB_PRIVATE 内网负载均衡四层协议监控指标 查询负载均衡实例列表

LB 弹性公网IP QCE/LB 弹性公网 IP 监控指标 查询弹性公网 IP 列表

CFS 文件存储 QCE/CFS 文件存储监控指标 查询文件系统

SCF 云函数 QCE/SCF_V2 云函数监控指标 获取函数列表

专线接入 专用通道 QCE/DCX 专用通道监控指标 查询专用通道列表

专线接入 物理专线 QCE/DC 物理专线监控指标 查询物理专线列表

私有网络 VPN 网关 QCE/VPNGW VPN 网关监控指标 查询 VPN 网关

私有网络 专线网关 QCE/DCG 专线网关监控指标 查询专线网关

私有网络 NAT 网关 QCE/NAT_GATEWAY NAT 网关监控指标 查询 NAT 网关

私有网络 对等连接 QCE/PCX 对等连接监控指标 查询对等连接

私有网络 VPN 通道 QCE/VPNX VPN 通道监控指标 查询VPN通道列表

私有网络 Anycast弹性公网IP QCE/CEIP_SUMMARY Anycast 弹性公网 IP 监控指标 查询弹性公网IP列表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42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monitor-grafana-app/tree/master/src/dashboard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48/68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157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48/4514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6/158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409/167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40/385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97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9/200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0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03/483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0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003/483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4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8/199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44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57/161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03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28/411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038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28/411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0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920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2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97/408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4/306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18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4/306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0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6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4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2/381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3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3/185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6/198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6/3482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0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75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0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306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0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360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0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5/21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0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75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03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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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网络 网络探测 QCE/VPC_NET_DETECT 网络探测监控指标 查询网络探测列表

私有网络 云联网 QCE/VBC 云联网监控指标 查询CCN列表

API 网关 QCE/APIGATEWAY API 网关监控指标 查询服务环境列表

CBS 云硬盘 QCE/BLOCK_STORAGE 云硬盘监控指标 查询云硬盘列表

Elasticsearch QCE/CES Elasticsearch 监控指标 查询 ES 集群实例

消息队列 TDMQ QCE/TDMQ
消息队列 TDMQ Pulsar 版监控指
标

获取集群列表

黑石物理服务器1.0 QCE/CPM 黑石物理服务器1.0监控指标 查询物理机信息

黑石物理服务器 黑石对等连接 QCE/BM_PCX 黑石对等连接监控指标 获取对等连接列表

黑石物理服务器 黑石外网负载均衡 QCE/BM_LB 黑石外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获取黑石负载均衡实例列表

黑石物理服务器 黑石内网负载均衡 QCE/BM_INTRA_LB 黑石内网负载均衡监控指标 获取黑石负载均衡实例列表

弹性 MapReduce（HDFS） QCE/TXMR_HDFS 弹性 MapReduce（HDFS） 查询EMR实例

弹性 MapReduce（HBASE） QCE/TXMR_HBASE 弹性 MapReduce（HBASE） 查询EMR实例

弹性 MapReduce（HIVE） QCE/TXMR_HIVE 弹性 MapReduce（HIVE） 查询EMR实例

弹性 MapReduce（NODE） QCE/TXMR_NODE 弹性 MapReduce（NODE） 查询EMR实例

弹性 MapReduce（PRESTO） QCE/TXMR_PRESTO 弹性 MapReduce（PRESTO） 查询EMR实例

弹性 MapReduce（SPARK） QCE/TXMR_SPARK 弹性 MapReduce（SPARK） 查询EMR实例

弹性 MapReduce（YARN） QCE/TXMR_YARN 弹性 MapReduce（YARN） 查询EMR实例

弹性 MapReduce
（ZOOKEEPER）

QCE/TXMR_ZOOKEEPER
弹性 MapReduce
（ZOOKEEPER）

查询EMR实例

边缘计算机器 计算和网络 QCE/ECM 计算和网络监控指标 获取实例相关信息

边缘计算机器 存储
QCE/ECM_BLOCK_STOR
AGE

存储监控指标 获取实例相关信息

边缘计算机器 负载均衡四层协议 QCE/ECM_LB 负载均衡四层协议监控指标 查询负载均衡实例列表

对象存储 QCE/COS 对象存储监控指标
GET Service（List 
Buckets）

全球应用加速 QCE/QAAP 全球应用加速通道负载监控指标 查询通道实例列表

游戏服务器伸缩 QCE/GSE 实例 API 概览

日志服务 QCE/CLS 日志服务监控指标 获取日志主题列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03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386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0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91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2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628/451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4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362/163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2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45/306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804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79/521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88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386/329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88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24/369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8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027/332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8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027/332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79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56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5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5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57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5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5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57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08/425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2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08/425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425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08/4845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1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436/82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06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608/369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52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65/4207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392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614/56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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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1

云产品监控应用插件需运行在 Grafana 7.3 或更高的版本上。请优先安装 Grafana 环境，详情请参见 Grafana 安装文档 。

此插件有多种安装方式，请选择下面任意一种方式安装。

查看所有版本：

安装最新版本插件：

如果自定义了插件安装目录，可使用 --pluginsDir  参数进行配置。

重启 Grafana 服务：

在 Grafana 插件安装指引  文档中阅读更多。

在 GitHub Releases  中下载最新版本的腾讯云 Grafana 应用插件代码，（资源名为 tencentcloud-monitor-app-[x.x.x].zip ），并将解压后的代码放置在 

Grafana 的插件目录下，默认为 ${GRAFANA_HOME}/plugins ，用户可在 ${GRAFANA_HOME}/conf/grafana.ini  (Linux/MacOS) 或者 

${GRAFANA_HOME}/conf/custom.ini  (Windows/MacOS) 中配置插件的目录。查看更多关于插件目录的文档，详情请参见 Grafana plugins 。安装后

重启 Grafana 服务。

如果您想自己构建软件包或提供帮助，请参见 腾讯云插件@Grafana 开发贡献指南 。

重启 Grafana 服务：

前置条件

步骤1：安装与更新

安装

使用 Grafana CLI

grafana-cli plugins list-versions tencentcloud-monitor-app

grafana-cli plugins install tencentcloud-monitor-app

systemctl restart grafana-server

注意

唯一可靠的安装方法是 grafana-cli。 任何其他方式都应被视为解决方法，并且不提供任何向后兼容的保证。 

Cli 更多操作可参见 官网指引 。

从 GitHub Releases 安装

从源码安装

更新

grafana-cli plugins update tencentcloud-monitor-app

systemctl restart grafana-server

从 1.x 版本升级至 2.x 版本

grafana-cli plugins upgrade tencentcloud-monitor-app

https://grafana.com/grafana/download
https://grafana.com/docs/grafana/latest/plugins/installation/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monitor-grafana-app/releases
https://grafana.com/docs/grafana/latest/administration/configuration/#plugins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monitor-grafana-app/blob/master/CONTRIBUTING.md
https://grafana.com/docs/grafana/v9.0/cli/#invoking-grafana-c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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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帮助，可 查看文档  或运行如下命令：

1. 鼠标悬浮左侧导航栏的 齿轮 图标，单击 Plugins  选项，进入 Plugins 管理页面，如果插件列表中正常展示 Tencent Cloud Monitor  App 插件，表示插

件安装成功。

2. 进入应用详情页面，单击 Enable  按钮，启用成功后，即可在 Grafana 中使用腾讯云云产品监控应用插件。

Grafana 应用插件通过调用  API  的方式获取各云产品的监控指标数据，通过以下步骤，配置相应云产品的数据源。    

1. 鼠标悬浮左侧导航栏的 齿轮 图标，单击 Data Sources 选项，进入数据源管理页面； 

注意

升级完后需要删除旧数据源，重新配置新的数据源。

更多选项

grafana-cli plugins --help

步骤2：启用插件

步骤3：配置数据源

https://grafana.com/docs/grafana/latest/administration/cl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3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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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右上角的 Add data source，然后单击 Tencent Cloud Monitoring 数据源，进入数据源配置页面； 

3. Name  数据源名称，可以是任意名称，默认为 Tencent Cloud Monitoring ；  

4. SecretId  和 SecretKey  是调用 API 必需的安全证书信息，二者可以通过腾讯云控制台 云 API 密钥页面  获取；

5. 选择需要获取监控数据的云产品；  

6. 单击 Save & Test，测试数据源的配置信息是否正确，配置成功后，即可以在 Dashboard 中使用该数据源。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am/c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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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快捷创建、管理页面和导入模板三种方式创建 Dashboard。

鼠标悬浮左侧导航栏的 加号 图标，单击 Dashboard 选项，即可创建一个新的 Dashboard。

鼠标悬浮左侧导航栏的 田字格 图标，单击 Manage 选项，进入 Dashboard 管理页面，单击 New Dashboard，即可创建一个新的 Dashboard。同时，

在该页面可以对 Dashboard 进行各种管理操作，如新建文件夹、移动 Dashboard、导入 Dashboard 等。

鼠标悬浮左侧导航栏的 齿轮 图标，单击 Plugins 选项，进入 Plugins 管理页面。然后，单击 Tencent Cloud Monitor 应用，进入应用详情页面，切换至 

Dashboards  选项卡，选择 Dashboard 模板导入。 

步骤4：创建 Dashboard

快捷创建

管理页面

导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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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配置 Panel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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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Dashboard 之后，通过配置 Panel 信息，即可获取腾讯云云产品监控的相应监控数据。现在以简单的 Graph 为例，展示如何配置 Panel 信息。

1. 单击 New Panel 面板的 Add Query 选项，进入 Panel 配置页面。在左侧第一个 Query  选项卡，选择 上面配置的腾讯云产品监控数据源。

2. Namespace  命名空间，例如云服务器监控的命名空间为 QCE/CVM ， 单击查看 其它云产品命名空间。

3. Region  地域，地域列表会根据 Namespace  选项自动获取，单击选择某一地域。

4. MetricName  指标名称，指标列表会根据 Namespace  和 Region  选项自动获取，单击选择某一指标。 单击查看 各个云产品的指标文档。

5. Period  监控统计粒度，周期列表会根据 MetricName  选项自动获取，单击选择某一统计粒度。

6. Instance  实例，对应输入参数的 Instances.N  字段，实例列表会自动获取。 单击查看 各个云产品的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为了适应不同用户的习惯，实例列表会以不同的字段展示，默认以各产品的 ID 展示。

Show Details  按钮仅在选择非模板变量时显示，切换 Show Details  为 true ，可展示实例请求参数，默认参数为 Offset = 0  和 Limit = 20 。

如果需要变更实例查询条件，可参考接口文档，配置相应参数。

注意： 在本应用中，监控数据的单次查询为原子操作，即查询某一实例的某一指标的监控数据，故实例只能单选，如需查询多实例的监控数据，单击底部 

+ Query  增加新的查询。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45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450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5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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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变量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2

模板变量 Variables  是 Grafana 提供的一种 Dashboard 优化特性，用于创建高度可复用和交互式 Dashboard。模板变量的一般思想是允许 Grafana 从

数据源获得不同的度量，并提供一种无需修改仪表板就可以动态更改它的方法。云产品监控应用目前提供了地域、云服务器实例、云数据库 MySQL 实例 等变

量。

已经提供的模板变量如下表所示：  

概述

注意

所有实例类 Query 支持自定义下拉框选项展示字段，通过 display  字段设置，如：

Namespace=QCE/CVM&Action=De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display=${InstanceId}-${InstanceName} 。如果同时存在 

InstanceAlias  和 display  字段，则仅会展示 display  的值。

注意

2.1.0 版本起新增 payload  参数，支持在模板变量中过滤实例，如： 

Namespace=QCE/CVM&Action=DescribeInstances&Region=ap-guangzhou&InstanceAlias=InstanceId&payload={"Filters":

[{"Name":"zone","Values":["ap-guangzhou-1"]}]}

可过滤可用区为 广州一区  的实例。注意 payload  参数为严格 JSON 字符串。

变量 描述 示例

地域

参见 地域接口文档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Regions

， Namespace  为云产品对应的命名空间，如 QCE/CVM

QCE/CDB 等。地区作为变量模板，只支持单选，如设置成

多选或者选中 All , 默认选中第一个地区值。

Namespace=QCE/CVM&Action=DescribeRe
gions

云服务器实例

参见 云服务器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

为 QCE/CVM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

可选值为 InstanceName 、 PrivateIpAddresses 、

PublicIpAddresses 。云服务器实例作为模板变量，同时支

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CVM&Region=ap-
beijing&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
eAlias=PublicIpAddresses

云数据库 MySQL 实例

参见 云数据库MySQL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POSTGRES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可选值为 InstanceName 、 Vip 。云数据库实例作为模

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CDB&Region=ap-
beijing&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

eAlias=InstanceId

云数据库 PostgreSQL 实

例

参见 云数据库PostgreSQL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CDB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DBInstanceId ，可选值为 DBInstanceName , 

PrivateIpAddresses , PublicIpAddresses 。云数据库实

例作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POSTGRES&Region=ap-
beijing&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
eAlias=DBInstanceId

云数据库 MongoDB 实例 参见 云数据库MongoDB查询云数据库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QCE/CMONGO&Region=$regi

https://grafana.com/docs/reference/templating/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1570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3/157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6/1587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409/1677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40/3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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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pace  固定为 QCE/CMONGO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可选值为 InstanceName 。CMONGO实例作为模板变

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on&Action=DescribeInstances

云数据库 Redis 实例

参见 云数据库Redis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REDIS_MEM ， Action  固定

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

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可选值为 InstanceName 。REDIS实例作

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REDIS_MEM&Region=$re
gion&Action=DescribeInstances

云数据库 TDSQL-C (原
CynosDB)

参见 CYNOSDBMYSQL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CYNOSDB_MYSQL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

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

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

认为 InstanceId ，可选值为 InstanceName 。

CYNOSDBMYSQL实例作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
选。

Namespace=QCE/CYNOSDB_MYSQL&Regi
on=$region&Action=DescribeInstances

云数据库 SQL Server 实
例

参见 SQLSERVER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SQLSERVER ， Action  固定

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

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可选值为 Name 。SQLSERVER实例作

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SQLSERVER&Region=$r
egion&Action=DescribeInstances

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

参见 分布式数据库 TDSQL MySQL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TDMYSQL，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可选值为 InstanceId ， InstanceName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TDMYSQL&Action=Descr
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
s=InstanceId

私有网络 NateGateway 
实例

参见 私有网络Nat网关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NAT_GATEWAY ， Action  固

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

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NatGatewayId ，可选值为 NatGatewayName 。

NateGateway 网关实例作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
选。

Namespace=QCE/NAT_GATEWAY&Region
=ap-
beijing&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
eAlias=NatGatewayId

私有网络对等连接实例

参见 私有网络对等连接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PCX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peeringConnectionId ，可选值为 

peeringConnectionName 。对等连接实例作为模板变

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如果是负载均衡则不支持多选，可

选多个监听器）。

Namespace=QCE/PCX&Region=ap-
beijing&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
eAlias=peeringConnectionId

负载均衡实例（精简版） 是云产品监控自主开发的命名空间，旨在根据实例id快速查看 Namespace=QCE/V_CLB&Action=DescribeI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9/200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003/483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38/1996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57/161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3603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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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数据。区别与下面多维度版，目前仅支持实例维度

Namespace  可为 QCE/V_CLB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LoadBalancerId ，可选值为 LoadBalancerName ，

LoadBalancerVips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L
oadBalancerId

负载均衡实例（多维度版）

参见 负载均衡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可为

QCE/LB_PRIVATE ， QCE/LB_PUBLIC ，

QCE/LOADBALANCE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LoadBalancerId ，可选值为 LoadBalancerName ，

LoadBalancerVips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LB_PRIVATE&Action=De
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
Alias=LoadBalancerId

负载均衡监听器（多维度
版）

参见 负载均衡监听器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可为

QCE/LB_PRIVATE ， QCE/LB_PUBLIC ，

QCE/LOADBALANCE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Listener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  为实例id，可以为特定的实例，如 

lbl-rbw529fz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instance 。

listenerAlias  为监听器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ListenerId

，可选值为 ListenerName ， Port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

选。

Namespace=QCE/LB_PRIVATE&Action=De

scribeListeners&Region=$region&Instance=
$instance&listenerAlias=ListenerId

CDN 内容分发式网络实例

参见 CDN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

为 QCE/CDN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Domain ，可

选值为 Domain , ProjectId 。CDN实例作为模板变量，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CDN&Region=$region&A
ction=DescribeInstances

CDN 省份域名

参见 CDNPROVINCE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CDN_LOG_DATA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

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Domain ，可选值为 ProjectId 。

Namespace=QCE/CDN_LOG_DATA&Regio
n=$region&Action=DescribeInstances

CDN 省份运营商

参见 CDNPROVINCE的map信息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CDN_LOG_DATA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MapInfo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

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  为实例,可为变量值，如 $instance

。 Name 为接口必填参数，用于获取运营商或者省份列表，

isp-运营商，district-省份。

Namespace=QCE/CDN_LOG_DATA&Regio
n=$region&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

ance=$instance&Name=isp

BWP 带宽包实例 参见 BWP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

定为 QCE/BWP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BandwidthPackageId ，可选值为 

Namespace=QCE/BWP&Region=$region&A
ction=DescribeInstance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3068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3068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28/411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28/4111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28/312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9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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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widthPackageId , BandwidthPackageName 。

BWP实例作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CKafka 消息队列实例

参见 CKAFKA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CKAFKA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可选值为 InstanceName 。CKAFKA实例作为模板变

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CKAFKA&Region=$regio
n&Action=DescribeInstances

CKafka 消息队列实例-

topicId

参见 CKAFKA实例查询topic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CKAFKA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TopicList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

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  为实例参数，可以为特定值，如 

ckafka-018qxxx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instance

Namespace=QCE/CKAFKA&Region=$regio
n&Action=DescribeTopicList&instance=$ins
tance

LB弹性公网IP

参见 LB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LB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AddressId ，

可选值为 AddressId , AddressName , AddressIp 。

LB实例作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LB&Region=$region&Acti
on=DescribeInstances

CFS文件存储

参见 CFS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

为 QCE/CFS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FileSystemId ，可选值为 FileSystemId , FsName 。

CFS实例作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CFS&Region=$region&Ac
tion=DescribeInstances

SCF云函数

参见 SCF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

为 QCE/SCF_V2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FunctionId ，

可选值为 FunctionId , FunctionName 。SCF实例作为

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SCF_V2&Region=$region
&Action=DescribeInstances

DCX 专线接入-专用通道实
例

参见 DCX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

为 QCE/DCX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DirectConnectTunnelId ，可选值为 

DirectConnectTunnelName 。DCX实例作为模板变量，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DCX&Region=$region&A
ction=DescribeInstances

DC 专线接入-物理专线实例

参见 DC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

为 QCE/DC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DirectConnectId ，可选值为 DirectConnectName 。

DC实例作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DC&Region=$region&Acti
on=DescribeInstance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97/4083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97/4084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6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2/3817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3/1858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6/1981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6/3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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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网络-VPN 网关实例 参见 VPNGW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VPNGW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VpnGatewayId ，可选值为 VpnGatewayName 。

VPNGW实例作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VPNGW&Region=$region
&Action=DescribeInstances

私有网络-专线网关实例

参见 DCG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

为 QCE/DCG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DirectConnectGatewayId ，可选值为 

DirectConnectGatewayName 。DCG实例作为模板变

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DCG&Region=$region&A

ction=DescribeInstances

私有网络-VPN 通道

参见 VPNX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VPNX，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VpnConnectionId ，可选值为 VpnConnectionId ，

VpnConnectionName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VPNX&Action=DescribeIn
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Vp
nConnectionId

私有网络-Anycast弹性公
网IP

参见 CEIP_SUMMARY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CEIP_SUMMARY，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

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

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

段，默认为 AddressId ，可选值为 AddressId ，

AddressName ， AddressIp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CEIP_SUMMARY&Action
=De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

nceAlias=AddressId

私有网络-网络探测

参见 VPC_NET_DETECT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VPC_NET_DETECT，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

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

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

段，默认为 NetDetectId ，可选值为 NetDetectId ，

NetDetectName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VPC_NET_DETECT&Acti

on=De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
tanceAlias=NetDetectId

私有网络-云联网

参见 VBC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VBC，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CcnId ，可选

值为 CcnId ， CcnName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VBC&Action=DescribeIns
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Cc
nId

API 网关实例

参见 APIGATEWAY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APIGATEWAY ， Action  固定

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

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ServiceId ，可选值为 ServiceName 。

Namespace=QCE/APIGATEWAY&Region=$
region&Action=DescribeInstances

API 网关服务环境 参见 APIGATEWAY服务环境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APIGATEWAY ， Action  固定

为 DescribeServiceEnvironmentList 。 Region  为地域

Namespace=QCE/APIGATEWAY&Region=$
region&Action=DescribeInstances&Instanc
e=$instance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751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3064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75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67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3869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15/1919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628/4519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628/4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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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

值，如 $region 。 Instance  为实例，可以为特定的地域

值；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instance 。

CBS 云硬盘实例

参见 CBS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

为 QCE/BLOCK_STORAGE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DiskId ，可

选值为 DiskName 。CBS实例作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

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BLOCK_STORAGE&Regi
on=$region&Action=DescribeInstances

Elasticsearch 实例

参见 CES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

为 QCE/CES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

可选值为 InstanceName 。CES实例作为模板变量，同时

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CES&Region=$region&Ac
tion=DescribeInstances

CMQ 消息队列实例

参见 CMQ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

定为 QCE/CMQ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QueueName

，可选值为 QueueId 。CMQ实例作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

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CMQ&Region=$region&A
ction=DescribeInstances

CMQ 消息队列主题订阅实
例

参见 CMQTOPIC实例查询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CMQTOPIC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TopicName ，可选值为 TopicId 。CMQTOPIC实例作

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CMQTOPIC&Region=$reg
ion&Action=DescribeInstances

对象存储

参见 对象存储(COS)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

定为QCE/COS，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BucketName ，可选值为 BucketName 。同时支持单选

和多选。

Namespace=QCE/COS&Action=DescribeIns
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Bu

cketName

消息队列 TDMQ

参见 消息队列 TDMQ(TDMQ)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TDMQ，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ClusterId ，可选值为 ClusterId ， ClusterName 。同

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TDMQ&Action=DescribeI
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C
lusterId

黑石物理服务器

参见 黑石物理服务器(CPM)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CPM，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可选值为 InstanceId ， Name 。同时支

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CPM&Action=DescribeIns
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Inst
ance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362/1631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845/3063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406/4262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406/42637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436/829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79/5218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386/3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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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对等连接 参见 黑石对等连接(BM_PCX)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BM_PCX，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VpcPeerConnectionId ，可选值为 

VpcPeerConnectionId ， VpcPeerConnectionName 。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BM_PCX&Action=Describ
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
=VpcPeerConnectionId

黑石外网负载均衡

参见 黑石外网负载均衡(BM_LB)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BM_LB，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LoadBalancerId ，可选值为 LoadBalancerId ，

LoadBalancerVips ， LoadBalancerName 。同时支持

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BM_LB&Action=Describe

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
LoadBalancerId

黑石内网负载均衡

参见 黑石内网负载均衡(BM_INTRA_LB)实例列表接口文

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BM_INTRA_LB，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

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

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

段，默认为 LoadBalancerId ，可选值为 

LoadBalancerId ， LoadBalancerVips ，

LoadBalancerName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BM_INTRA_LB&Action=D
e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
eAlias=LoadBalancerId

弹性MapReduce(HDFS)

参见 弹性MapReduce(HDFS)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TXMR_HDFS， Action  固

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

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ClusterId ，可选值为 ClusterId ， ClusterName 。同

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TXMR_HDFS&Action=De
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
Alias=ClusterId

弹性
MapReduce(HBASE)

参见 弹性MapReduce(HBASE)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TXMR_HBASE，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

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

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ClusterId ，可选值为 ClusterId ， ClusterName 。同

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TXMR_HBASE&Action=D
e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

eAlias=ClusterId

弹性MapReduce(HIVE)

参见 弹性MapReduce(HIVE)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TXMR_HIVE， Action  固定

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

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ClusterId ，可选值为 ClusterId ， ClusterName 。同

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TXMR_HIVE&Action=Des
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
ias=ClusterId

弹性MapReduce(NODE)

参见 弹性MapReduce(NODE)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TXMR_NODE， Action  固

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

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ClusterId ，可选值为 ClusterId ， ClusterName 。同

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TXMR_NODE&Action=De

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
Alias=ClusterId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1024/3690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027/332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027/3328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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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
MapReduce(PRESTO)

参见 弹性MapReduce(PRESTO)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TXMR_PRESTO，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

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

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ClusterId ，可选值为 ClusterId ， ClusterName 。同

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TXMR_PRESTO&Action=
De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

ceAlias=ClusterId

弹性
MapReduce(SPARK)

参见 弹性MapReduce(SPARK)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TXMR_SPARK， Action  固

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

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ClusterId ，可选值为 ClusterId ， ClusterName 。同

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TXMR_SPARK&Action=D
e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

eAlias=ClusterId

弹性MapReduce(YARN)

参见 弹性MapReduce(YARN)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TXMR_YARN， Action  固

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

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ClusterId ，可选值为 ClusterId ， ClusterName 。同

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TXMR_YARN&Action=De
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
Alias=ClusterId

弹性

MapReduce(ZOOKEEP
ER)

参见 弹性MapReduce(ZOOKEEPER)实例列表接口文

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TXMR_ZOOKEEPER，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ClusterId ，可选值为 ClusterId ， ClusterName 。同

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TXMR_ZOOKEEPER&Act

ion=De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
stanceAlias=ClusterId

全球应用加速

参见 全球应用加速(QAAP)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QAAP，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可选值为 InstanceId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

选。

Namespace=QCE/QAAP&Action=DescribeIn
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In
stanceId

边缘计算和网络监控

参见 边缘计算和网络监控(ECM)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ECM，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可选值为 InstanceId ， InstanceName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ECM&Action=DescribeIns

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Inst
anceId

边缘计算存储监控
(ECM_BLOCK_STORA
GE)

参见 边缘计算存储监控(ECM_BLOCK_STORAGE)实例

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ECM_BLOCK_STORAGE，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可选值为 InstanceId ， InstanceName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ECM_BLOCK_STORAGE
&Action=De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
n&InstanceAlias=InstanceId

边缘计算负载均衡 参见 边缘计算负载均衡(ECM_LB)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ECM_LB， Action  固定为

Namespace=QCE/ECM_LB&Action=Describ
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589/342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608/36963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08/425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08/4256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08/4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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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共479页

1. 进入某一 Dashboard 页面，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进入 Dashboard 设置页面；

2. 单击左侧 Variables 选项，进入变量设置页面，然后单击 + Add variable  按钮，进入变量编辑页面；

变量信息填写完毕，可在页面下方预览查询得到的变量值，如果与期望值相符，单击 Add  按钮添加变量。添加成功后，单击右侧菜单的 Save  保存至 

Dashboard 配置。

以云服务器单机监控 Dashboard 为例，展示如何配置级联变量：地域变量、云服务器实例变量，如下图所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LoadBalancerId ，可选值为 LoadBalancerId ，

LoadBalancerName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LoadBalancerId

游戏服务器伸缩监控指标

参见 游戏服务器伸缩监控指标实例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QCE/GSE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Instance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

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段，默认为 

InstanceId ，可选值为 PrivateIpAddress ，

IpAddress 。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GSE&Action=DescribeIns
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Inst
anceId

游戏服务器伸缩监控指标-舰
队列表

参见 游戏服务器伸缩监控指标舰队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GSE 。 Action  固定为

ListFleet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

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  为实例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值，如 

ins-9kvpxxx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instance 。

Namespace=QCE/GSE&Action=ListFleets&
Region=$region&Instance=$instance

游戏服务器伸缩监控指标-会
话队列

参见 游戏服务器伸缩监控指标会话队列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GSE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GameServerSessionQueues 。 Region  为地

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guangzhou ；也可

以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  为实例参数，可以

为特定的值，如 ins-9kvpxxx ；也可以为变量值，如 

$instance 。

Namespace=QCE/GSE&Action=DescribeGa
meServerSessionQueues&Region=$region

&Instance=$instance

日志服务

参见 获取日志主题列表接口文档 。 Namespace  固定为

QCE/CLS ， Action  固定为 DescribeTopics 。 Region  

为地域参数，可以为特定的地域值，如 ap-beijing ；也可以

为变量值，如 $region 。 InstanceAlias  为实例的展示字

段，默认为 TopicId ，可选值为 TopicName 。日志主题

ID作为模板变量，同时支持单选和多选。

Namespace=QCE/CLS&Action=DescribeIns

tances&Region=$region&display=${TopicN
ame} (${TopicId})

创建变量

编辑变量

Name  变量名，一般为英文字符串，在 Dashboard 的编辑中使用该变量名替换原特定值。

Label  变量的可见标签，用于更显式地描述变量名称。例如， Name  设置为 "region"， Lable  可设置为 "地区"。

Type  变量查询方式，此处只能选择 Query  方式，即通过向数据源发送请求获取变量的列表。

Data source  要获取变量列表的数据源，选择已配置的任意腾讯云产品监控数据源。

Refresh   更新变量的方式，定义变量数据何时被更新。

Query  变量查询语句，详情参见上述表格的变量示例和描述。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65/426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65/48740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1165/4455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614/56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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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变量后，在 Dashboard 页面的左上角会展示变量选择框，可以切换变量值。变量有两种引用语法， $varname  和 [[varname]] 。变量常用于 Panel 

的查询语句中，以云服务器单机监控 Dashboard 为例，展示如何在查询中使用变量，如下图所示。此外，变量还可以应用在 Panel 标题、Text 文本面板等。

说明

如果想要监控多个实例，可勾选上图中的 Mutli-value 。

应用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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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开发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2

1. 环境准备

2. Fork 此项目后克隆到本地：

3. 安装依赖：

4. 启动前端开发环境：

5. 启动后端开发环境：

6. 在命令行中运行：

7. 完成后，访问 http://localhost:3000 即可。

8. 开发完成后通过 Pull Request  的方法提交代码请求合并。

此外，您也可以将本项目克隆至本地 Grafana 的插件目录，重启本地 Grafana。请确保本地 Grafana 版本大于等于 7.3。

开发步骤

Docker

Magefile  版本要求大于等于 1.11

Go  版本要求大于等于 1.16

Node.js  版本要求大于等于 14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YOUR_GIT_USER_NAME/tencentcloud-monitor-grafana-app.git

npm install

go mod vendor

npm run watch

mage -v

docker-compose up

在本地 Grafana 上运行

https://github.com/TencentCloud/tencentcloud-monitor-grafana-app/pulls
https://docs.docker.com/get-docker/
https://magefile.org/
https://golang.org/dl/
https://nodejs.org/en/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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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处理

云服务器带宽使用率过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2

本文档介绍因带宽占用高导致无法登录 Windows 和 Linux  云服务器实例的排查方法和解决方案。

1.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 。

2. 选择待检查的云服务器，单击登录。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 “登录Windows/Linux实例” 窗口中，选择其它方式（VNC），单击立即登录，登录云服务器。

4. 在弹出的登录窗口中，选择左上角的 “发送远程命令”，单击 Ctrl-Alt-Delete 进入系统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 

通过 VNC 方式登录 Windows 云服务器之后，您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1. 在云服务器中，单击 ，选择任务管理器，打开 “任务管理器” 窗口。

2. 选择性能页签，单击打开资源监视器。如下图所示：

简介

故障定位及处理

针对 Windows 服务器

说明

 以下操作以 Windows Server 2012 系统的云服务器为例。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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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打开的 “资源监视器” 中，查看消耗带宽较多的进程，并根据您的实际业务，判断此进程是否正常。如下图所示： 

如果消耗带宽较多的进程为业务进程，则需要分析是否由于访问量变化引起，是否需要优化空间或者 升级服务器配置 。

如果消耗带宽较多的进程为异常进程，可能是病毒或木马导致，您可以自行终止进程或者使用安全软件进行查杀，也可以对数据备份后，重装系统。

注意

 Windows 系统下很多病毒程序会伪装成系统进程，您可以通过任务管理器 > 进程中的进程信息来进行初步鉴别： 

正常的系统进程都会有完整的签名以及介绍，并且多数位于 C:\Windows\System32 目录下。病毒程序名字可能同系统进程一样，但缺少签名及描

述，位置也会比较不寻常。

如果消耗带宽较多的进程为腾讯云组件进程，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进行进一步定位处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7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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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VNC 方式登录 Linux 云服务器之后，您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1.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iftop 工具（iftop 工具为 Linux 服务器下的流量监控小工具）。

2. 执行以下命令，安装 lsof。

3. 执行以下命令，运行 iftop。如下图所示：

4. 根据 iftop 中消耗流量的 IP，执行以下命令，查看连接该 IP 的进程。

例如，消耗流量的 IP 为201.205.141.123，则执行以下命令：

根据返回的如下结果，得知此服务器带宽主要由 SSH 进程消耗。

针对 Linux 服务器

说明

 以下操作以 CentOS 7.6 系统的云服务器为例。

yum install iftop -y

说明

 如果是 Ubuntu 系统，请执行 apt-get install iftop -y 命令。

yum install lsof -y

iftop

<= 、 =>  表示流量的方向

TX 表示发送流量

RX 表示接收流量

TOTAL 表示总流量

Cum 表示运行 iftop 到目前时间的总流量

peak 表示流量峰值

rates 分别表示过去2s、10s和40s的平均流量

lsof -i | grep IP

lsof -i | grep 201.205.1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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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消耗带宽的进程，判断此进程是否正常。

建议您重点核查目的端 IP 归属地，可以通过 IP138查询网站  进行 IP 归属地查询。如果发现目的端 IP 归属地为国外，安全隐患更大，请务必重点关注！

sshd       12145    root    3u  IPV4  3294018       0t0   TCP 10.144.90.86:ssh->203.205.141.123:58614(ESTABLISHED)

sshd       12179  ubuntu    3u  IPV4  3294018       0t0   TCP 10.144.90.86:ssh->203.205.141.123:58614(ESTABLISHED)

如果消耗带宽较多的进程为业务进程，则需要分析是否由于访问量变化引起，是否需要优化空间或者 升级服务器配置 。

如果消耗带宽较多的进程为异常进程，可能是病毒或木马导致，您可以自行终止进程或者使用安全软件进行查杀，也可以对数据备份后，重装系统。

如果消耗带宽较多的进程为腾讯云组件进程，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进行进一步定位处理。

http://www.ip138.com/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7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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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器实例无法登录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6:53:00

云服务器实例无法登录的故障原因有很多，其中腾讯云可观测平台可监控的故障包括云服务器带宽使用率过高和云服务器 CPU 或内存占用过高。本文将为您介绍

如何排查这两大故障原因。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可监测无法登录云服务器实例的原因包括：

1. 通过 VNC 方式登录实例。

2. 参见 云服务器带宽使用率过高 ，查看实例的带宽使用情况和处理故障。

故障现象：通过自助检查工具或者腾讯云可观测平台，显示云服务器 CPU或内存占用过高导致系统无法进行远程连接或者访问非常卡。 

可能原因：病毒木马、第三方杀毒软件、应用程序异常、驱动异常或者软件后台的自动更新，会造成 CPU 占用率高，导致登录不上云服务器或者访问慢的问题。 

处理步骤：

1. 通过 VNC 方式登录实例。

2. 参见 云服务器 CPU 或内存占用过高 ，在 “任务管理器” 中定位高负载的进程。

简介

故障原因

云服务器带宽使用率过高

云服务器 CPU 或内存占用过高

说明

在进行排查之前，需先排查是否因密码问题输入错误、忘记密码或者密码重置失败导致登录不成功。

请参见 重置实例密码  重置实例密码。

处理步骤

云服务器带宽使用率过高

故障现象：通过自助诊断工具诊断，提示问题为带宽使用率过高。

处理步骤：

使用 VNC 登录 Windows 实例

使用 VNC 登录 Linux 实例

云服务器 CPU 或内存占用过高

使用 VNC 登录 Windows 实例

使用 VNC 登录 Linux 实例

说明

导致云服务器 实例无法登录的故障原因有很多，其它原因需请参见云服务器 无法登录 Windows 实例   或 无法登录 Linux 实例  文档进行排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7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69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656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7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7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704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7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0339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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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器无监控数据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2

云服务器指标数据采集依赖于监控 Agent。 若您没法正常获取监控指标数据，请参见本文排查故障。 

建议您首先根据 安装监控组件  重新安装监控 Agent，并等待3分钟查看监控数据是否恢复。若安装遇到问题或监控数据未恢复，请阅读下文详细排查。

Linux 和 Windows 未安装监控 Agent 或未启动 Agent 的排查步骤不一致，详情请参见下文。

1.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 Agent 是否安装成功：

若如图所示则表示已安装。

若未安装成功，请参见 安装监控组件  安装 Agent。

2. 检查 Agent 是否运行正常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 Agent 是否正常运行：

若如图所示则运行正常（注意barad_agent 进程数为3个）： 

若无显示或进程数量不符，则说明 Agent 异常，请以 root 账号执行以下命令启动 Agent ，提示 stargate agent run succ  和

barad_agent run succ ，表示重启成功。

简介

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无监控数据原因 处理方法

未安装监控 Agent 或未启动 Agent 参见 步骤一  排查并处理故障

无法解析数据上报域名 参见 步骤二   排查并处理故障

Agent 获取 uuid 错误 参见 步骤三   排查并处理故障

云服务器重启或关机 参见 步骤四   排查并处理故障

云服务器高负载 参见 步骤五   排查并处理故障

处理步骤

步骤一：检查是否安装监控组件 Agent 或是否启动 Agent

Linux Windows

crontab -l |grep stargate

ps ax | grep sgagent

ps ax | grep barad_agent

cd /usr/local/qcloud/stargate/admin

./restart.sh

cd /usr/local/qcloud/monitor/barad/admin

./stop.sh

./trystart.sh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21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48/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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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和 Windows 检查上报域名和修复域名步骤不一致，详情请参见下文。

1. 检查上报域名是否可以正常解析

执行下列命令，确认4个域名是否都能正常解析：

正常情况下，在云服务器上可以正常解析以上4个域名，若上面的命令提示 unknown host  则表示域名无法解析，参见下列的方式修复。

2. 修复域名解析

腾讯云在不同地域均提供了可靠的内网 DNS 服务器，建议不要覆盖默认 DNS 配置。如果需要修改默认 DNS 配置，可以参见以下方式修复上述 4 个域名

的解析问题。

2.1 如果使用自建 DNS 服务或第三方 DNS 服务，建议在 /etc/resolv.conf 中追加腾讯云提供的内网DNS，具体请参见 云服务器内网 DNS列表  

2.2 如果使用自建 DNS，也可以把以上4个域名加到自建 DNS 中，域名和对应解析 IP 如下：

3. 如果以上两个方式不可行，可以在服务器的 /etc/hosts 文件中增加如下配置：

目前只有 Linux 会出现 uuid 配置不正确问题，详情请参见下文。

1. 进入 云服务器控制台  ，进入实例详情查看 uuid 。 

说明

Agent 启动后，等待3分钟后云服务器控制台确认是否已有监控数据。

步骤二：检查上报域名

监控 Agent 正常工作依赖下面 4 个域名正常解析：

update2.agent.tencentyun.com

receiver.barad.tencentyun.com

custom.message.tencentyun.com

metadata.tencentyun.com

Linux Windows

ping -c 1 update2.agent.tencentyun.com

ping -c 1 receiver.barad.tencentyun.com

ping -c 1 custom.message.tencentyun.com

ping -c 1 metadata.tencentyun.com 

域名 IP

update2.agent.tencentyun.com 169.254.0.15

receiver.barad.tencentyun.com 169.254.0.4

custom.message.tencentyun.com 169.254.0.5

metadata.tencentyun.com 169.254.0.23 或 169.254.10.10 

169.254.0.15 update2.agent.tencentyun.com

169.254.0.4 receiver.barad.tencentyun.com

169.254.0.5 custom.message.tencentyun.com

169.254.0.23 metadata.tencentyun.com 

说明

修复后，再次检查域名解析是否正常。域名解析正常后，等待3分钟后到云服务器控制台确认是否已有监控数据。

步骤三：检查 uuid 是否正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225#.E5.86.85.E7.BD.91-dns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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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云服务器，执行以下命令查看 uuid 。

问题排查方式： 可以根据当时时间点排查云服务器是否有存在相关的运维操作，操作日志可以进入云服务器详情页面中操作日志中查看。

问题排查方式：

cat /sys/class/dmi/id/product_serial

```若服务器上 uuid 和云服务器控制台展示的 uuid 不一致，以 root 账号执行下列命令修复 uuid 并重启 Agent。

```plaintext

echo `cat /etc/uuid |awk -F '= ' '{print $NF}'` > /etc/uuid_to_serial; mount --bind /etc/uuid_to_serial /sys/class/dmi/id/product_s

cd /usr/local/qcloud/stargate/admin

./restart.sh

cd /usr/local/qcloud/monitor/barad/admin

./stop.sh

./trystart.sh

说明

修复后，等待3分钟，然后到云服务器控制台确认是否已有监控数据。

步骤四：检查云服务器操作日志

云服务器操作关机后处于关机状态，会导致监控组件离线并且没有数据。

用户通过云服务器控制台或者登录云服务器，操作重启，升级云服务器，重装，制作镜像等常见的云服务器运维操作，都会使云服务器监控数据上报超时导致离

线。

步骤五：检查云服务器负载

云服务器 CPU 高负载，内存使用占满，带宽占用过高都会导致监控组件上报数据异常。

CPU 高负载：详细排查步骤请查看  云服务器 CPU 或内存占用过高 。

内存占用过高：可以登录云服务器或者查看监控图表是否有存在内存 使用达到 100% 的情况 ，若达到 100%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扩容服务。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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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宽占用过高：详细排查步骤请查看 云服务器带宽使用率过高 。

云服务器 CPU 或内存占用过高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2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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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介绍因云服务器 CPU 或内存占用过高，导致无法登录 Windows 和 Linux  云服务器实例的排查方法和解决方案。

1. 登录实例定位消耗 CPU 或内存的具体进程。

2. 对 CPU 或内存占用率高的进程进行分析。

1. 登录 云服务器控制台 。

2. 在实例的管理页面，找到目标云服务器实例，单击登录。如下图所示：

3. 在弹出的 “登录Windows实例” 窗口中，选择其它方式（VNC），单击立即登录，登录云服务器。

4. 在弹出的登录窗口中，选择左上角的 “发送远程命令”，单击 Ctrl-Alt-Delete 进入系统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 

1. 在云服务器中，右键单击 任务栏，选择任务管理器。如下图所示： 

简介

排查思路

如果是异常进程，可能是病毒或木马导致，您可以自行终止进程，或者使用安全软件进行查杀。

如果是业务进程，则需要分析是否由于访问量变化引起，是否存在优化空间。

如果是腾讯云组件进程，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进一步定位处理。

故障定位及处理

针对 Windows 服务器

使用 VNC 方式登录云服务器

说明

  由于云服务器负载高时会导致无法建立远程连接，推荐 使用 VNC 方式登录 Windows 实例 。 

查看进程占用情况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cvm/index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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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打开的 “任务管理器” 中，即可查看资源占用情况。如下图所示： 

根据任务管理器中的进程，分析与排查问题，以采取对应解决方案。

占用大量 CPU 或内存资源的进程为系统进程 

如果您发现系统进程占用了大量 CPU 或内存资源，请排查以下内容：

1. 检查进程名称。

 部分病毒会使用与系统进程相似的名称，例如 svch0st.exe、explore.exe、iexplorer.exe 等。

2. 检查进程对应的可执行文件的所在位置。

 系统进程一般位于 C:\Windows\System32  目录下，并且会有完善的签名和介绍。您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中，右键单击待查看的进程，选择打开文件位置，

说明

您可单击 CPU 或内存，以升序/降序对进程进行排序。

进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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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查看具体可执行文件的位置。例如 svchost.exe 。如下图所示： 

常见的系统进程如下：

占用大量 CPU 或内存资源的进程为异常进程 

如果您发现一些命名很奇怪的进程占用了大量 CPU 或内存资源，则可能为木马病毒进程，例如 xmr64.exe（挖矿病毒）等。建议您使用搜索引擎进行搜索，确

认是否为木马病毒进程。

占用大量 CPU 或内存资源的进程为业务进程 

如果您发现业务进程占用了大量 CPU 或内存资源，例如 IIS、HTTPD、PHP、Java 等，建议进一步分析。 

例如，判断当前业务量是否较大。

占用大量 CPU 或内存资源的进程为腾讯云组件进程

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进行进一步定位处理。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不同的登录方式登录云服务器。

如果进程位置不在 C:\Windows\System32  目录下，则表示该云服务器可能中了病毒，请手动或者使用安全工具进行查杀。

如果进程位置在 C:\Windows\System32  目录下，请重启系统或关闭不需要且安全的系统进程。

System Idle Process：系统空间进程，显示 CPU 空闲时间百分比

system：内存管理进程

explorer：桌面和文件管理

iexplore：微软的浏览器

csrss：微软客户端/服务端运行时子系统

svchost：系统进程，用于执行 DLL

Taskmgr：任务管理器

Isass：本地安全权限服务

如果是木马病毒进程，请使用安全工具进行查杀，必要时考虑备份数据，重装系统。

如果不是木马病毒进程，请重启系统或关闭不需要且安全的进程。

若业务量较大，建议您 升级服务器配置 ；若不升级服务器配置，可以考虑业务程序是否存在优化空间，请进行优化。

若业务量不大，则需要进一步结合业务报错日志来分析。例如，参数配置不当导致空耗资源。

针对 Linux 服务器

登录云服务器

通过第三方软件远程登录 Linux 云服务器。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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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以下命令，查看系统负载，并根据 %CPU  列与 %MEM  列，确定占用较多资源的进程。

根据任务管理器中的进程，分析与排查问题，以采取对应解决方案。

1. 根据分析的占用资源的进程情况，记录需要终止的进程 PID。

2. 输入 k 。

3. 输入需要终止进程的 PID ，按 Enter。如下图所示： 

此处以终止 PID 为23的进程为例。 

4. 操作成功后，界面会出现  Send pid 23 signal [15/sigterm]  的提示信息，按 Enter 确认即可。

注意

  Linux 云服务器处于 CPU 高负荷状态时，可能出现无法登录状态。

使用 VNC 登录 Linux 实例 。

注意

 Linux 云服务器处于 CPU 高负荷状态时，控制台可以正常登录。

查看进程占用情况

top

分析进程

如果是业务进程占用了大量 CPU 或内存资源，建议分析业务程序是否有优化空间，进行优化或者 升级服务器配置 。

如果是异常进程占用了大量 CPU 或内存资源，则实例可能中毒，您可以自行终止进程或者使用安全软件进行查杀，必要时考虑备份数据，重装系统。

如果是腾讯云组件进程占用了大量 CPU 或内存资源，请 提交工单  联系我们进行进一步定位处理。 

常见的腾讯云组件有：

sap00x：安全组件进程

Barad_agent：监控组件进程

secu-tcs-agent：安全组件进程

终止进程

注意

 若按 Enter 后出现 kill PID 23 with signal [15]: ，则继续按 Enter 保持默认设定即可。

其它相关故障

CPU 空闲但高负载情况处理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35701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2178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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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Load average 是 CPU 负载的评估，其值越高，说明其任务队列越长，处于等待执行的任务越多。 

通过 top 观察，类似如下图所示，CPU 很空闲，但是 load average 却非常高。 

执行以下命令，查看进程状态，并检查是否存在 D 状态进程。如下图所示：

若出现较多 D 状态进程，可通过恢复该进程依赖资源或重启系统进行解决。

问题描述

Linux 系统通过分页机制管理内存的同时，将磁盘的一部分划出来作为虚拟内存。而 kswapd0 是 Linux 系统虚拟内存管理中负责换页的进程。当系统内存不足

时，kswapd0 会频繁的进行换页操作。换页操作非常消耗 CPU 资源，导致该进程持续占用高 CPU 资源。

处理办法

1. 执行以下命令，找到 kswapd0 进程。

2. 观察 kswapd0 进程状态。 

若持续处于非睡眠状态，且运行时间较长并持续占用较高 CPU 资源，请执行如下 步骤3 ，查看内存的占用情况。

3. 执行 vmstat  ， free ， ps  等指令，查询系统内进程的内存占用情况。 

根据内存占用情况，重启系统或终止不需要且安全的进程。如果 si，so 的值也比较高，则表示系统存在频繁的换页操作，当前系统的物理内存已经不能满足您

的需要，请考虑升级系统内存。

处理办法

ps -axjf

说明

 D 状态指不可中断的睡眠状态。该状态进程无法被杀死，也无法自行退出。

swapd0 进程占用 CPU 较高处理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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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监控总览页介绍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06 15:59:55

腾讯云官网控制台总览页为您提供告警管理、云产品监控数据、应用性能监控、前端性能监控、云拨测数据总览，您可以在该页面查看所有云资源及相关应用的整

体情况，洞察云资源和应用的健康状态。

1. 登录 腾讯云控制台 > 概览页 。

2. 在顶部菜单栏切换为产品监控即可。

在资源监控总览模块您可以查看到各个产品24小时内，正在告警的云产品实例占总数比例。  

单击饼图内的告警数量可查看告警历史详情。

操作步骤

进入产品监控页

资源监控总览和告警趋势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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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在告警趋势页面查看所有云产品总告警数量变化趋势。

1. 在云产品监控页面您可以按标签查看各个云产品核心指标变化趋势。该页面仅展示所筛选标签下的实例。

2. 云产品监控顶部菜单最多支持展示7个云产品，您可以单击云产品监控模块右上角的设置，选择需要展示的云产品。如已勾选7个云产品，需取消已勾选的云产

品，才能勾选其它云产品。 

您可以在应用性能监控模块查看各应用的吞吐量、响应时间、平均错误率等情况。 单击吞吐量、平均响应时间、响应时间可查看吞吐量耗时分解、响应时间耗时分

布和错误率等指标情况。 

云产品监控

说明

如需创建标签请参见 创建标签  如需绑定标签请参见 绑定标签 。

应用性能监控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1/5671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51/5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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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前端性能监控模块查看所选应用的所有前端页面 UP、PV、JS 错误及页面加载情况。 

说明

单击此处了解应用性能监控 。

前端性能监控

说明

单击此处了解前端性能监控 。

云拨测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apm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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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云拨测模块总览各场景（网络质量、页面性能、文件传输、端口性能、音视频体验）拨测数据。 

您可以在网络可用性探测输入URL，探测网站的网络质量、页面性能及文件传输情况。配置成功后，可通过可视化性能数据帮助您主动发现网站问题，预先感知

故障及用户体验。保证业务稳定正常运行。 单击查看网络可用性探测创建指引 。

您还可以单击概览页上方的管理面板 > 新增自定义面板，进入自定义页面后勾选需要展示的模块并保存即可。

说明

单击此处了解云拨测 。

网络可用性探测

说明

 即时拨测根据您选择的拨测点，按照 按量后付费价格计费 ，不可使用套餐包额度进行抵扣。

自定义面板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80/76621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cat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80/7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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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面板除了支持上述几个模块外，还支持了基础资源监控、实时告警、应用性能监控 > 应用列表三个模块，支持您自定义展示并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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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

批量资源监控场景（云服务器）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22 11:07:07

随着业务不断发展，底层资源的规模随之增大，面对越来越多的基础资源，日常监控的效率成为了运维的一个瓶颈。批量资源监控场景解决方案是腾讯云可观测平

台为客户在资源数量较多的情况下提高监控效率的一种解决方案，以下将以监控批量云服务器为例，为您提供监控复杂业务指标的最佳实践。

用户在腾讯云云服务器上布置了较为复杂的业务，主机数量较多，此时逐个查看所有云资源的监控数据显得不切实际，且逐个排查也无法与全局进行对比，发现异

常问题相对困难，同时无法在业务或集群维度进行监控，运维效率和手段都相对落后。因此监控批量资源有以下关键点：

如下图所示，企鹅项目下有2个业务，分别为帝企鹅业务和圆企鹅业务。

简介

实践说明

实践关键

图表分组

动态分析

同环比分析

图表快速跳转

图例及排序

实践背景

帝企鹅业务有7台主机，其中3台用于前端，4台用于后端，

圆企鹅业务有6台主机，其中3台为广州主机，3台为深圳主机。 

实践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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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建 Dashboard。此处创建 Dashboard 企鹅项目 ，具体操作步骤请参见 新建 Dashboard 。 

2. 新建图表组。如下图所示，单击 Dashboard 右上方的新建图标后，单击新建图表组输入图表组名称即可创建图表组，本实践案例按业务分类创建2个图表

组。

步骤1：新建 Dashboard 与图表组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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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步骤将为两个业务配置前后端分离或地域分离的聚合和明细监控图表，此处以前后端分离监控场景为例。

1. 单击新建图表，配置明细图表内容如下所示。

2. 单击新建图表，配置聚合图表内容如下所示。

步骤2：为不同业务新建监控图表

图表名：在图表配置中的基础信息中填写图表名。

监控类型：本例选择云产品监控。

指标：选择云产品类型和需要监控的指标。本例选择云服务器-基础监控，监控指标以基础 CPU 使用率为例。

筛选：对监控数据源进行筛选。本例选择实例 ID 后即可选择该图表需要监控的实例，本图表选定的监控对象为所属帝企鹅业务的前端主机3台。

group by：类似 SQL 的 Group by 功能，根据指定标签对数据进行分组后再按照聚合算法聚合。本例选择实例 ID 后即可预览到3条曲线，其对应3台前端

主机的基础 CPU 利用率。 

本例新建图表前端-基础 CPU 平均使用率，其目的是监控前端3台主机的平均 CPU 使用率。图表名、监控类型、指标、筛选的配置方法与明细图表一致。

group by：对于聚合图表此处不选择标签，而应选择聚合方法。目前提供 sum、max、min、avg 四种聚合方法，本例选择 avg 方法后即可预览到前端3

台主机的基础 CPU 平均使用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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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图表创建后如下，此时需要将新建图表拖拽到所属图表组，并拉升到需要的大小。

4. 新建完成。此时对已完成帝企鹅业务的3台前端主机的 CPU 单机利用率和平均利用率的基础图表创建，接下来将对这两个图表进行更高级的配置以完成更高效

的监控工作。

   

步骤3：图表高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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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同环比曲线配置。

对于前文配置的前端-基础 CPU 平均使用率聚合图表，单条曲线的趋势无法快速定位问题，配置同环比曲线可以实现对当前数据与昨天和上周同时段进行对

比，如图所示，配置后的3条曲线对比分析将能更快速凸显数据异常。 

2. 图例配置及其排序。

对于前文配置的前端主机-基础 CPU 使用率明细图表，默认情况下可从图表查看到曲线最大值，而当前面对多条波动较复杂的曲线，用户可以增加最小值、平

均值、求和等多种汇总函数的图例，丰富指标数据以查看和分析一段时间的整体趋势。同时，利用图例排序针对一批资源的不同数值分别进行排序，可快速发

现异常数据以及对应的资源对象。

3. 链接跳转配置。

Dashboard 为图表配置提供数据与图表两个位置的链接跳转，供用户配置多种个性化运维场景，如下图为前端-基础 CPU 平均使用率配置的两个使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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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4. 配置完成，以上三点配置完成后可在 Dashboard 页面查看如下。 

1. 使用模板变量动态分析指标。

模板变量为用户实现在相同的 Dashboard 中动态切换不同的数据源，用户可以动态选择模板变量捆绑的标签值，随时在同一套图表中展示不同的数据。例

数据链接：Avg 视图，链接可从当前聚合图表跳转到对应的单机明细图表，快速分析与查看单机监控指标。

图表链接：一键拉群，链接可对与当前图表相关的运维人员实现一键拉群发布消息，高效协同运维以快速解决问题。

步骤4：图表高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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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可以对前文配置的前端-基础 CPU 平均使用率进行改造，目标图表为可以动态改变数据源实例的模板变量-基础 CPU 平均使用率，如下步骤：

1.1 新增模板变量 $帝企鹅业务实例ID ，关联标签为 云服务器-基础监控的实例 ，具体新增步骤请参看 配置模板变量 ，配置完成后可在 Dashboard 左上

角看到值为空的模板变量。

1.2 复制图表前端-基础 CPU 平均使用率到当前 Dashboard。 

1.3 编辑其中一个前端-基础 CPU 平均使用率图表，更改名称为模板变量-基础 CPU 平均使用率，使用模板变量 $帝企鹅业务实例ID 作为筛选条件，此时

未选择模板变量的标签值，图表预览页面为“暂无数据”，保存图表。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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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共479页

1.4 在 Dashboard 页面选择或填写模板变量 $帝企鹅业务实例ID 的标签值，即可动态查看图表数据：

选择两台实例

选择三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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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整 Y 轴基线，放大指标变化趋势。

当指标出现与较大偏移点，例如在某时刻突增或突减出现了与其余数据点相差较大的极值点，此时图表为了展示该点突变数据，可能会造成其余数据曲线的变

化趋势不直观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在图表配置模块手动调整该图表的最大值或最小值，沿 Y 轴的放大局部曲线，以此更直观地查看指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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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项目将云服务资源通过业务/集群分类管理，不同业务/集群的资源位于不同项目下。

2. 至监控控制台中告警配置模块为资源创建告警策略。由于已将资源按项目进行分组，用户可为不同的项目创建默认 告警策略 。 

默认告警策略将自动绑定该项目下的所有资源，若用户项目下出现新购资源或更换项目、到期销毁等资源变动情况，默认告警默认绑定的资源对象也将协同变

动；避免了繁琐的人工维护成本。

步骤5：对批量资源配置告警策略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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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API 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3

GetMonitorData 接口默认调用频率上限为 20次/秒，超过该频率会导致接口调用失败。若调用接口出现如下报错： “您当前每秒请求 20+n  次，超过了每

秒频率上限 20 次，请稍后重试”。可进入 提交工单   申请提高 GetMonitorData 接口频率上限。

GetMonitorData 接口常见报错 ：Unauthorized operation or the instance has been destroyed（未经授权的操作或实例已被销毁）

出现该错误提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未找到该实例。请检查实例是否已销毁、实例 ID 是否输入正确或实例是否属于当前账号。 

2. 您当前账户无该实例权限。请参见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访问管理  并使用主账户授予当前子账户权限。 

3. Instance.N 参数错误。请参见 拉取指标监控数据  的入参说明及示例检查 Intances.N, Dimensions.N 数组、字段名和实例维度等参数是否填写正确。

GetMonitorData 接口限制说明：

如果业务需要拉取某个项目下所有实例监控数据，可以参考以下两种方法：

进入 腾讯云可观测平台 - Dashboard  配置图表，选择实例对象时勾选某项目下全部实例。保存图表后，在图表右上角找到“数据导出”，即可下载监控数据的 

csv 文件。

1. 调用云产品的开放 API 根据项目 ID 查询出实例列表（例如 cvm 的 查看实例列表 ）。

2. 填写 GetMonitorData 接口的 Instances 参数，实现一次调用拉取项目下所有实例的监控数据。

请检查：

1. Instances.N.Dimensions.N.Name 参数所填是否与 监控指标  文档所对应。（需要注意大小写一致，例如某些指标需要填小写的“instanceid”，而

非“InstanceId”）

2. EndTime 是否与当前时间间隔太短。由于监控数据计算可能存在短暂延时，建议 EndTime 在当前时间基础上向前偏移1～2分钟。 

如何调整 GetMonitorData 接口每秒频率上限？

如何解决 GetMonitorData 接口报错 ？

GetMonitorData 接口如何查询项目下所有实例的监控数据？

GetMonitorData 接口单次调用仅支持单种产品、单个指标，如果要跨产品类型查询，或跨指标查询，需要多次调用。

GetMonitorData 接口单次调用支持查询多个实例，但不支持根据项目 ID 查询，需要填写明确的实例 ID 列表。

方法一：

方法二：

如何处理 GetMonitorData 接口请求数据结果为空？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5428#.E4.BA.91.E7.9B.91.E6.8E.A7.E7.9B.B8.E5.85.B3.E7.9A.84.E4.BA.91.E4.BA.A7.E5.93.81.E7.AD.96.E7.95.A5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api/248/31014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monitor/dashboard2/dashboards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1572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6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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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 Grafana 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3

可以给账号设置 ReadOnlyAccess  (全局读权限)，也可以按照最小权限规则给予账号 QcloudMonitorReadOnlyAccess  (MONITOR 只读访问权限) 和 

各个云产品的只读访问权限 。

如果在 Dashboard 中使用 region  模板变量，则仅支持单地域查询。多地域实例对比可在同一个 Panel 中建多个 Query Target。

可以将模板变量中 Selection Options  下的 Multi-value  设置为 true。 

能否说明下使用插件所需要的 CAM 权限规则？

插件支持在同一个 Panel 中多地域查询吗？

插件支持在同地域多个实例对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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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hboard 中下拉框便可以进行多选实例，如图所示： 

部分 Panel 类型如 仪表盘 图表仅支持单 query 查询，如需对比多实例请使用折线图 (Line)。

 可以在模板变量中使用 InstanceAlias=InstanceName  ，或者使用 display  属性进行拼接，例：

1. Namespace=QCE/CVM&Action=De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InstanceAlias=InstanceName

2. Namespace=QCE/CVM&Action=DescribeInstances&Region=$region&display=${InstanceId}-${InstanceName}

对比多个实例时，为什么 Panel 中报错 Only queries that return single series/table is supported  ？

模板变量中的实例下拉框的选项显示的是 InstanceId  ，如何展示 InstanceName  ？

说明

如果同时存在 InstanceAlias  和 display  字段，则仅会展示 display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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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器监控组件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3

云服务器无监控数据主要有五大原因：

如需排查具体原因请参见 云服务器无监控数据排查文档 。

Windows 采用全自动化的安装，安装完成后自动退出安装包，如果想查看安装过程的提示，可以在 CMD 命令行环境下执行安装包。

安装完成后会先启动 sgagent 进程，然后再启动 barad_agent 进程，中间相隔不会超过5分钟。安装之前，请先确认安装目录所在的磁盘分区是否已满、

inode 是否已满、是否具有可写权限、网络是否正常等。

barad_agent 进程起来以后，如果网络没有问题，5分钟后前台可以看到监控数据。

执行 Agent 安装目录下 admin 子目录的 uninstall 脚本可以自动卸载 Agent。

如果您在腾讯云可观测平台-云产品监控-云服务器监控列表页中发现有黄色叹号标记，登录机器查看发现监控 Agent 正常运行。很有可能是网络问题导致数据无

法正常上报，后台无法检测到云服务器的监控 Agent 状态，所以在控制台显示黄色叹号。您可尝试查看是否打开了防火墙，如果还解决不了问题，您可 提交工

单  联系我们帮助排查。

请根据 云服务器无监控数据  指引进行处理。

如何处理云服务器无监控数据？

未安装监控 Agent 或未启动 Agent。

无法解析数据上报域名。

Agent 获取 uuid 错误。

云服务器重启或关机。

云服务器高负载。

云服务器无法下载 Agent 时，该如何解决？

云服务器内网 DNS 配置错误会导致无法正常下载 Agent 和监控组件无法上报数据，腾讯云云服务器的内网 DNS 配置可参见 内网服务  文档。

Agent 的安装目录是什么？

Linux 安装目录是 /usr/local/qcloud/stargate 和 /usr/local/qcloud/monitor

CoreOs 安装目录是 /var/lib/qcloud/stargate 和 /var/lib/qcloud/monitor

Windows 安装目录是 C:\Program Files\QCloud\Stargate 和 C:\Program Files\QCloud\Monitor

Windows 双击安装包后，为何没有任何提示？

安装完成后，为何只有 sgagent 进程？

安装完成后，多久可以在前台看到监控数据？

如何卸载 Agent？

如何重启监控 Agent？

Windows 系统 

 “服务器管理器” > “服务列表页”，选择 QCloud BaradAgent Monitor 进行启停操作。

Linux 系统 

 执行脚本位置： /usr/local/qcloud/monitor/barad/admin ，执行 stop.sh 脚本停止 Agent ，接着执行 trystart.sh 启动 Agent。

哪些情况下导致安装监控组件失败？

DNS 配置被修改，无法连接到后端服务。

机器被入侵，ps 被篡改，无法输出正常信息。

安装了监控组件后监控图表却提示未安装？

安装了 Agent 仍没有监控数据？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44702
https://console.cloud.tencent.com/workorder/category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48/17468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3/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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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不需要重启Agent，barad_agent 进程运行后，如果网络没有问题，5分钟后前台可以看到监控数据。

在 CVM 部署 Agent 组件后是否需要重启服务？

监控图表相关
最近更新时间：2023-05-17 1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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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环境原因导致图表加载失败，用户可刷新图表重新加载。

2. 新购实例，仍未完成实例创建流程，暂无监控数据；用户可等待一段时间后重新加载图表。

3. 实例状态异常、关机或部分功能被关闭，导致对应指标无监控数据。

1. 云服务器各指标监控图表均无数据

很有可能是未装监控 agent 导致。请按照 安装监控组件  步骤进行 agent 安装。

2. 云服务器无外网带宽数据

当服务器无公网 IP 且未绑定 负载均衡  时，服务器将不存在外网带宽流量，故不会产生外网带宽数据。

监控图表没有数据，怎么处理？

监控图表无数据 TOP 原因

云服务器监控图表无数据

http://cloud.tencent.com/doc/product/248/%E5%AE%89%E8%A3%85%E7%9B%91%E6%8E%A7%E7%BB%84%E4%BB%B6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214/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