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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动态

本文介绍了应用性能管理AP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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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优化
ServiceComb调
用链

调用链可跟踪、记录业务的
调用过程，对应用的调用状
态、调用耗时等关键指标进
行全方位的监控，可视化地
还原业务请求在分布式系统
中的执行轨迹和状态，用于
性能及故障快速定界。

商用 调用链

2 优化JVM线程监
控

JVM监控展示基于Java应用
的JVM运行环境的内存和线
程指标，您可以实时监控指
标趋势进行性能分析。

商用 线程指标图表

 

2020 年 8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Tomcat监控 支持监控Tomcat的最多连接
数、当前连接数、最大线程
数等。

商用 Tomcat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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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事务列表功能增
强，支持事务分
组、自定义事务
规则。

事务表示一个HTTP请求，是
从“用户请求 > webserver
> DB > webserver > 用户请
求”的完整过程。在执行一
个事务时，可能需要服务间
多次调用来完成该事务，任
何一次慢调用或错误调用都
会导致系统响应较慢。在日
常运维中，可通过对这些响
应较慢的事务进行分析，从
而定位、解决应用问题，以
提升服务的用户体验。

商用 事务列表

 

2019 年 5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Docker应用接入
APM

如果有一个已部署Java应用
的镜像，可以在原生docker
启动命令中添加java探针所
需参数，启动镜像即可将
Java应用接入APM，即可在
拓扑、事务界面上查看应用
情况。

商用 原生Docker应用
接入APM

2 Deployment应用
接入APM

在运行中始终不保存任何数
据或状态的工作负载称为
“无状态工作负载
（deployment）”。如果已
使用CCE或开源Kubernetes
部署Deployment应用，启动
配置脚本可以将Deployment
应用接入APM，即可在拓
扑、事务界面上查看应用情
况。

商用 Deployment应
用接入A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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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Istio网格集群应
用接入APM

在CCE容器引擎的虚拟机集
群上创建应用时启用Istio网
格，则APM会自动接入到应
用。在应用运行后，您可以
登录应用服务网格查看应用
的拓扑、调用链情况。

商用 监控网格的集群
应用

 

2019 年 3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JVM监控功能增
强，支持阈值规
则和统计方式

APM支持当JVM内存和线程
的各项指标异常时发生告
警。 您可以设置实例的JVM
指标阈值告警，当满足设置
的告警条件时，告警会上报
到告警中心。

商用 设置JVM阈值规
则

2 全链路拓扑功能
增强，完善服
务、实例的指标
数据，展示拓扑
详情

拓扑是对应用间调用关系和
依赖关系的可视化展示。全
链路拓扑图中，每个圆圈代
表一个服务，圆圈上每个分
区代表一个实例，每个箭头
代表一个调用关系。APM支
持跨应用调用，即拓扑图可
展示不同应用的服务间调用
关系，可在圆圈上单击右
键，再单击“查看应用”跳
转到关联的应用拓扑界面。

商用 全链路拓扑

 

历史变更

表 1-1 2018 年之前历史版本变更

发行时间 更新说明

2018-12-26 ● JVM内存和线程指标监控，图表展示JVM堆内存和非堆内
存，以及线程状态指标，可以快速发现内存泄漏、线程挂
死等异常。

● 调用链方法参数采集，在事务异常时，通过方法追踪配置
采集入参和出参值，快速定位问题根因。

● 异常白名单，过滤业务自定义返回码、异常等非错误，解
除误报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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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时间 更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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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用户。

2018-6-30 上线新的计费模式，提供按需+按需套餐包计费方式，方便用
户灵活搭配。计费详见价格详情。

2018-5-16 支持按监控组查询调用链数据，即在搜索调用链时设置需要查
看的监控组，可以快速找到需要查询的调用链数据。如何使用
调用链定位问题

2018-4-20 ● ICAgent新增5.10版本，该版本支持SQL和方法追踪，在使
用SQL和方法追踪前，您需要升级ICAgent。

● SQL语句分析：通过响应时间、错误耗时等关键指标，帮
您快速定位异常SQL语句导致的数据库性能问题。详情请
参见SQL。

● 方法追踪：支持自定义方法追踪规则，帮您快速在线定位
方法级性能问题。具体设置请参见自定义方法追踪。

● 应用级事务Apdex阈值配置：支持对同一应用的不同事务
设置不同的Apdex阈值，满足您的多样化需求。具体设置
请参见精准设置事务Apdex阈值。

2018-2-9 ● UI升级：使用全新的绘图引擎绘制界面，支持IE11浏览
器，详情请参见拓扑、事务。

● 拓扑数据任性展示：支持7天内的拓扑数据按任意时长汇聚
展示，您可随性设置时间段。此特性需要您升级ICAgent
并重启应用，详情请参见拓扑、事务。

● 调用链智能采样：全采样异常事务调用链，抽样采样正常
事务调用链，以便减少对问题定位无用数据对您的干扰。
具体设置请参见采集设置。

● 支持个性化设置：在监控组界面支持删除监控组卡片；支
持自定义事务别名。

● 新增内存检测机制：当检测到实例内存过大时，采集探针
进入休眠状态(停止采集数据)，避免对实例产生影响。具
体设置请参见采集设置。

2018-1-19 发布ICAgent 5.7，增强了采集代理ICAgent的功能，支持升
级、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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