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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动态

本文介绍了应用运维管理AOM各特性版本的功能发布和对应的文档动态，新特性将在
各个区域（Region）陆续发布，欢迎体验。

2020 年 9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AOM 2.0上线 AOM界面及其特性修改。 商用 用户指南

2 Console切换UI
4.0

AOM Console切换UI 4.0。 商用 AOM控制台

 

2020 年 7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监控数据接入优
化。

优化监控数据接入方式，大
幅度提升数据接入性能。

商用 监控概览

 

2019 年 1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云服务监控
功能

展示华为云各服务实例的历
史性能数据曲线，了解云服
务实例运行状况。

商用 查看云服务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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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98.html
https://console.huaweicloud.com/aom/?region=cn-south-1&locale=zh-cn#/home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4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52.html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2 日志采集规则修
改

● 指定日志采集文件名时不
受日志文件扩展名
（.log、.trace和.out）限
制。

● 被采集日志文件必须为文
本文件。

商用 配置虚机日志采
集路径

 

2019 年 8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增加容器指标 容器指标增加对“文件系统
可用”“文件系统容量”和
“文件系统使用率”的支
持。

商用 容器指标

2 增加主机和容器
指标

主机和容器指标增加对NPU
指标的支持。

商用 ● 主机指标

● 容器指标

3 采集配置界面增
加应用运维配置

采集配置界面增加应用运维
配置，支持打开/关闭指标采
集和日志采集。

商用 指标配置

 

2019 年 7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鲲鹏服务器 支持将采集器ICAgent安装在
鲲鹏服务器上。

商用 安装ICAgent

 

2019 年 6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CCI监控 可监控CCI的基础资源和运行
在其上的应用，还可以查看
相关的日志和告警。

商用 ● 查看容器服务
日志

● 查看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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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39.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39.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oductdesc-aom/aom_06_0018.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oductdesc-aom/aom_06_0009.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productdesc-aom/aom_06_0018.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82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1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31.html#section2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31.html#section2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04.html


2019 年 5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混合云资
源、业务监控

支持监控非华为云的资源、
业务的指标等数据。

商用 ICAgent管理
（非华为云主
机）

 

2019 年 3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监控仪表盘大屏
展示

全屏展示仪表盘，提供更好
的监控体验。

商用 仪表盘

 

2019 年 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日志结构化、
SQL查询

支持对原始日志进行结构
化，并使用SQL语句对结构
化后的日志进行查询与分
析。

商用 日志结构化

 

说明

该功能仅对华北-北京一、华东-上海二和华南-广州区域。

2018 年 1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配置容器服
务日志采集路
径。

AOM支持容器服务日志采
集，并展现在AOM界面中，
以供您检索。

商用 配置容器服务日
志采集路径

 

历史变更

表 1-1 2018 年之前历史版本变更

发布时间 说明

2018-11-27 支持查看桶日志。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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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9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9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9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03.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86.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3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3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83.html


发布时间 说明

2018-10-31 支持配置分词，通过配置分词可将日志内容按照分词符切分为多
个单词，在日志搜索时可使用切分后的单词进行搜索。了解详情

2018-10-24 支持创建统计规则，通过统计规则能够周期性统计关键字在日志
文件中出现的条数，并生成指标数据。了解详情

2018-9-26 支持日志转储，可将日志桶中的日志文件转储到OBS桶中。了解
详情

2018-9-13 支持细粒度授权，精确地允许或拒绝您对特定的资源进行某项具
体操作，进行更精细的访问控制。

2018-9-5 ● 云应用立体运维，提供资源、应用、应用体验的全链路、多层
次、一站式运维平台。

● 智能运维，提供智能阈值机制，基于机器学习动态阈值告警，
提升监控效率。

● 事务洞察，支持自动发现事务性能问题，智能筛选，完成根因
探究。

● 中间件监控，无需额外安装其他插件，即可在AOM界面监控关
系型数据库、分布式缓存服务等中间件的运行状态及各种指
标。

2018-8-15 支持创建通知规则，将告警信息以短信或邮件的方式发送给指定
人员。

2018-8-5 中国华北区支持使用模板创建批量静态和智能阈值规则。

2018-7-12 ● 支持秒级监控。了解详情

● 支持磁盘、文件系统监控。

2018-5-16 支持采集虚机应用（语言为Java、node.js或python）的指标。支
持通过自定义规则发现应用。了解详情

2018-4-15 提供基础规格、专业规格，满足您对于指标、日志的不同存储要
求。

2018-3-15 第一次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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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82.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81.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8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80.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17.html
https://support.huaweicloud.com/usermanual-aom/aom_02_00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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