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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1.1 云监控是什么？ 

云监控为用户提供一个针对弹性云服务器、硬盘资源的立体化监控平台。使您全面了解云上的

资源使用情况、业务的运行状况，并及时收到异常告警做出反应，保证业务顺畅运行。云监控架构

图如下图所示。 

 

 

云监控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自动监控：云监控不需要开通，监控服务会根据您创建的云服务器资源或者云硬盘资源等

自动启动。用户在购买和使用云服务后可直接到云监控查看该服务运行状态并设置告警

规则。 

 灵活配置告警规则：对监控指标设置告警规则时，支持对多个云服务资源同时添加告警规

则。告警规则创建完成后，可随时修改告警规则，支持对告警规则进行启用、停止、删

除等灵活操作。有关告警规则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3告警规则管理。 

 实时通知：通过在告警规则中开启消息通知服务，当云服务的状态变化触发告警规则设置

的阈值时，系统通过邮件实时通知用户，让用户能够实时掌握云资源运行状态变化。 

 监控面板：为用户提供在一个监控面板跨服务、跨维度查看监控数据，将用户关注的重点

服务监控指标集中呈现，既能满足您总览云服务的运行概况，又能满足排查故障时查看

监控详情的需求。有关监控面板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2监控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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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查看基本监控信息 

 云服务的运行指标 

云监控基于云服务自身的服务属性，已经内置了详细全面的监控指标。当您在云平台上开通云

服务后，系统会根据服务类型自动关联该服务的监控指标，帮助您实时掌握云服务的各项性能指

标，精确掌握云服务的运行情况。 

 查看云服务的运行指标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单击页面左侧的“云主机监控”或“云硬盘监控”，选择待查看的云服务资源所在行的“查

看监控图表”，进入“监控图表”页面。在这个页面，用户可以选择页面左上方的时间范围

按钮，查看该云服务资源 “近 3小时”的监控原始数据曲线图，同时监控指标视图右上角

会动态显示对应时段内监控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4. 当用户需要查看具体监控指标的监控详情时，单击控指标视图右上角的 图标，进入监控

详情页面。 

页面左上方提供查看“近 1小时”、“近 3小时”、“近 12小时”、“近 24小时”、“近 1周”

和“近半个月月”6个固定时长的监控周期，同时也支持以通过“自定义时间段”选择查看

近六个月内任意时间段的历史监控数据。 

选择页面左上方的“设置”按钮，进入“聚合”设置页面，对监控数据的聚合方法进行更

改。 

1.3 服务优势 

 自动开通 

用户在云平台上注册完成后，云监控会自动开通。同时方便您在购买和使用云服务后直接到云

监控查看该服务运行状态并设置告警规则。 

 实时可靠 

原始采样数据实时上报，提供对云服务的实时监控，实时触发产生告警并通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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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可视化 

云监控通过监控面板为用户提供丰富的图表展现形式，支持数据自动刷新以及指标对比查看，

满足用户多场景下的监控数据可视化需求。 

 多种通知方式 

通过在告警规则中开启消息通知服务，当云服务的状态变化触发告警规则设置的阈值时，系统

提供邮件通知，用户可以在第一时间知悉业务运行状况，便于用户构建智能化的程序处理告警。 

1.4 应用场景及支持指标 

 WEB 服务 

云监控提供了完备的监控项目，包括 CPU，磁盘 I/O，网络流量等，全方位为您的业务保驾护

航。 

 应用程序 

通过使用简单的 API请求向云监控提交指标，云监控支持自定义指标数据。 

 运维优化 

借助云监控灵活的告警规则和多种通知方式，用户可以收到云监控针对资源变化产生的通知消

息。并将这些消息整合到运维系统中，从而解决应用程序可用性问题，并能够对资源更改做出智能

化响应。 

 支持监控的服务 

一旦您开始使用云监控，系统会自动识别当前云平台上所开通的云服务，自动抓取云服务的各

项关键指标并主动向云监控上报指标数据。 

当前，云监控支持对以下服务的关键指标进行自动监控。 

1.4.1 弹性云主机的监控指标 

 各项监控指标的具体含义与使用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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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计算公式 

CPU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弹性云主机的 cpu使用

率，以百分比为单位 

采集周期内除去空闲

态 cpu之外分配的时

间片/总的时间片 

内存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弹性云主机的内存使用

率，以百分比为单位 

该弹性云主机内存使

用量 / 该弹性云主机

内存总量。 

磁盘分配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弹性云主机的磁盘使用情

况，以百分比为单位 

采集周期内根目录磁

盘使用率 

磁盘读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弹性云主机读出数

据量，以字节/秒为单位 

采集周期内弹性云主

机从磁盘读取字节数 

磁盘写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写到弹性云主机的数

据量，以字节/秒为单位 

采集周期内弹性云主

机磁盘写入字节数 

磁盘读请求速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弹性云主机读取数

据的请求次数，以请求/秒为单位 

采集周期内弹性云主

机成功完成读的总次

数 

磁盘写请求速

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对弹性云主机写数据

数据的请求次数，以请求/秒为单位 

采集周期内弹性云主

机成功完成写的总次

数 

网络流入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流入弹性云主机的网

络流量，以字节/秒为单位 

采集周期内流入的弹

性云主机字节数 

网络流出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流出弹性云主机的网

络流量，以字节/秒为单位 

采集周期内流出的弹

性云主机字节数 

1.4.2 云硬盘的监控指标 

 云硬盘支持的监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计算公式 

磁盘读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云硬盘读出数据

量，以字节/秒为单位 

采集周期内云硬

盘读取字节数 

磁盘写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写到云硬盘读出数

据量，以字节/秒为单位 

采集周期内云硬

盘写入字节数 

磁盘读请求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从云硬盘读取数据

的请求次数，以请求/秒为单位 

采集周期内云硬

盘成功完成读的

总次数 

磁盘写请求速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每秒对云硬盘读取数据

的请求次数，以请求/秒为单位 

采集周期内云硬

盘成功完成写的

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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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控面板 

监控面板为您提供自定义查看监控数据的功能，将您关注的核心服务监控指标集中呈现在一张

监控面板里，为您定制一个立体化的监控平台。同时监控面板还支持在一个监控项内对不同服务、

不同维度的数据进行对比查看，帮助你实现不同云服务间性能数据对比查看的需求。 

2.1 创建监控面板 

用户添加监控视图之前，需要先创建监控面板，满足您对云服务运行情况不同的监控需求。 

 创建监控面板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在“云监控服务”单击“创建监控面板”。系统弹出“创建监控面板”。 

 

4. 配置“名称”参数。 

 

“名称”参数表示监控面板名称，该参数只能由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中划线组成，

且长度为 2到 15 个字符。 

2.2 添加监控视图 

在完成监控面板的创建后，您就可以添加监控视图对云服务进行监控。目前每个监控面板最多

支持 30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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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监控视图里，您可以添加 5个监控项，支持跨服务、跨维度、跨指标进行对比监控。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选择“云监控服务切换到需要添加监控视图的监控面板，然后单击 ，或单击“添加监

控视图”。 

4. 系统弹出“添加监控视图”窗口。 

 

5. 在“添加监控视图”界面，参照下表完成参数配置。 

说明： 

添加监控项时，需要从左向右的级联顺序添加，只有完成前一选项的添加才可以继续对后面的

选项进行添加。 

参数 参数说明 取值样例 

标题 自定义关注指标组件的标题名称，该名称

只能由中文、英文字母、数字、下划线、

中划线组成。 

用户自定义。 

服务 所关注指标对应的服务名称。 弹性云服务器 

维度 所关注指标的维度名称。 云服务器 

监控对象 所关注指标对应的监控对象。 

可支持一次勾选多个监控对象。 

- 

指标 所关注指标的名称。 CPU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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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完成监控视图的添加。 

监控面板上可以查看新添加监控视图的监控走势图，单击 ，可放大查看详细的指标对比

数据。 

2.3 查看监控视图 

监控视图添加完成后，您可以在监控面板页面查看该监控项近 3小时内的监控走势图。系统提

供固定时长和自定义时长两种方式查看近一个月的监控走势图，本节内容介绍如何查看更多时长的

监控走势图。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单击“云监控服务，即可查看该监控面板下的所有监控视图。 

4. 在监控视图右上角，单击 ，进入监控项详情页面。您可以选择系统提供的固定时长或自

定义时间段来查看云服务的监控周期内的走势图。 

2.4 配置监控视图 

随着云上服务的业务日趋增长，用户对云监控的使用也日渐成熟，监控视图已添加的监控指标

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监控需求，用户需要对监控视图中的监控指标进行修改、替换等操作。本章节

指导用户如何实现监控指标的增加、修改、删除等日常操作。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单击页面左侧的云监控服务，要修改的监控面板，在待配置的“监控视图”区域单击 ，

弹出“配置监控视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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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页面，用户可以对监控视图标题进行编辑，也可以增加监控指标、删除监控指标或修改当

前已添加的监控指标。 

说明： 

目前单个“监控视图”最多支持添加 5个监控指标。 

2.5 删除监控视图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单击页面左侧的监控面板，选择需要删除的监控面板，在待删除的“监控视图”区域，单

击右上角的 ，选择“确认”删除该监控视图。 

 

2.6 删除监控面板 

当用户业务发生变更或需要对监控面板上的监控视图进行重新规划时，可以删除该监控面板，

重新进行监控规划。删除监控面板时，会关联删除该面板上设置的所有监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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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监控面板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单击页面左侧的云监控服务择需要删除的监控面板，单击页面右上角的“删除”，选择“确

认”，删除当前监控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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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告警规则管理 

告警功能提供对监控指标的告警功能，用户对云服务的核心监控指标设置告警规则，当监控指

标触发用户设置的告警条件时，支持以邮箱方式通知用户，让用户在第一时间得知云服务发生异

常，迅速处理故障，避免因资源问题造成业务损失。 

云监控向用户通知消息前，需在在 “告警联系人/组”添加告警联系人，这样在云服务发生异

常时，云监控可以实时的将告警信息通知这些联系人。 

3.1 创建告警规则 

云监控支持灵活的创建告警规则。您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某个特定的监控指标设置自定义告

警规则，同时也支持使用告警模板为多个资源或者云服务批量创建告警规则。 

在您使用告警模板创建告警规则之前，云监控已经根据各个云服务的应用属性以及云监控多年

的开发、维护经验，为各个云服务量身定做了默认使用的告警模板，供您选择使用。同时云监控为

用户提供了自定义创建告警模板的功能，用户可以选择在默认模板推荐的监控指标上进行修改，同

样也支持自定义添加告警指标完成自定义告警模板的添加。 

本章节主要为您讲述如何使用默认告警模板为云服务资源添加告警规则。 

 创建告警规则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在“告警规则”界面，单击“创建告警规则”。 

 

4. 在“创建告警规则”界面，根据界面提示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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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取值样例 

资源类型 配置告警规则监控的云服务资源类型。 弹性云主机 

维度 用于指定告警规则对应指标的维度名称 云主机 

监控对象 用来配置该告警规则针对的具体资源，

可以是一个或多个。 

- 

选择类型 选择从模板导入。 从模板导入 

模板 选择需要导入的模板。 - 

发送通知 配置是否发送邮件通知用户，可以选择

“是” （推荐选择）或者“否”。选择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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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取值样例 

“否”。 

沉默时间 告警发生后，如果监控项未恢复正常，

之后间隔多久再次发送告警。 

5分钟 

触发场景 触发告警邮件的场景，可在告警及恢复

时发送提醒信息。 

告警 

名称 该告警规则的自定义名称。  

描述 添加对该告警规则描述（此参数非必填

项）。 

 

告警规则添加完成后，当监控指标触发设定的阈值时，云监控会在第一时间通过邮件实时告知

您云上资源异常，以免因此造成业务损失。 

3.2 修改告警规则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点击“告警规则”。 

4. 你可以选择以下两个路径进入告警规则修改页面： 

在“告警规则”界面，单击待修改告警规则所在行的“修改”按钮； 

 

在“告警规则”界面，选择待修改告警规则名称，进入告警规则详情页面，单击右上角

“修改”。 

 

5. 在弹出的“修改告警规则”对话框中修改告警规则配置参数，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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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取值样例 

名称 系统会随机产生一个名称，用户也可

以进行修改。 

alarm-b6al 

描述 告警规则描述（此参数非必填项）。 - 

服务 配置告警规则监控的服务名称。 Elastic Cloud 

Server 

维度 用于指定告警规则对应指标的维度名

称。 

ECS 

监控对象 用来配置该告警规则针对的具体资

源，可以是一个或多个。 

- 

监控对象 ID 资源 ID。 - 

指标 例如： 

 CPU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 CPU

使用率，以百分比为单位。 

 内存使用率 

该指标用于统计测量对象的内存

CPU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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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参数说明 取值样例 

使用率，以百分比为单位。 

阈值 由数据类型（原始值、最大值、最小

值、平均值、求和值和方差值）、判

断条件（>、≥、<、≤、=）、临界

值三部分组成，用来配置告警条件，

例如“平均值>80”就是一个告警条

件。 

80 

出现次数 触发告警时的采样点数目。 例如： 

出现次数配置为 n，则告警规则的采

样点是连续 n个监控周期（原始数据

使用 5分钟的默认监控周期）的采样

点，当这些采样点全部满足阈值中配

置的告警条件，告警规则的状态才会

刷新为告警。 

3 

监控周期 告警规则刷新告警状态的周期。 5分钟 

发送通知 是否发送通知 是 

选择告警联系组 选择联系人员  

沉默时间 告警发生后，如果监控项未恢复正

常，之后间隔多久再次发送告警。 

5分钟 

触发场景 触发告警邮件的场景，可在告警及恢

复时发送提醒信息。 

告警 

6. 单击“确定”，完成告警规则的修改。 

3.3 停用告警规则 

在“告警规则”界面，单击告警规则所在行“操作”列的“停用”，在弹出的“停用”界面，单

击“确定”可以停用告警规则。 

或在“告警规则”界面，可勾选多个告警规则，单击“停用”，在弹出的“停用”界面，单击

“确定”，可以停用多个告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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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启用告警规则 

在“告警规则”界面，单击告警规则所在行“操作”列的“启用”，在弹出的“启用”界面，单

击“确定”，可以开启告警规则。 

或在“告警规则”界面，可勾选多个告警规则，单击“启用”，在弹出的“启用”界面，单击

“确定”，可以启用多个告警规则。 

 

3.5 删除告警规则 

在“告警规则”界面，单击告警规则所在行“操作”列的“删除”，在弹出的“删除告警规则”

界面，单击“确定”，可以删除告警规则。 

或在“告警规则”界面，可勾选多个告警规则，单击“删除”，在弹出的“删除告警规则”界

面，单击“确定”，可以删除多个告警规则。 

 

3.6 查看历史告警 

告警历史可以展示近 30天所有告警规则的状态变化，用户可以统一、方便地回溯和查看告警记

录。 

操作步骤：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单击“告警历史”，进入“告警历史”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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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警历史页面，可查看近 30天所有告警规则的状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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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告警模板 

告警模板是一组以服务为单位的告警规则组合，方便用户对同一个云服务下多个资源批量创建

告警规则。云监控根据各云服务的服务属性提供了推荐使用的告警模板，同时也支持您根据自身需

求选择监控指标来创建告警模板。 

3.7.1 查看告警模板 

当您非首次进入云监控时，请参考如下步骤进行进入“告警模板”页面。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单击“告警模板”，进入“告警模板”页面。 

这里您就可以查看已经创建的告警模板，可以创建自定义告警模板，也可以对已创建的自定义

告警模板进行修改、删除等操作。 

3.7.2 创建自定义告警模板 

1. 在“告警模板”界面，单击“创建自定义告警模板”。 

 

2. 在“选择类型”界面，参考下表进行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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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参数 

参数 参数说明 取值样例 

服务 配置告警规则监控的服务名称。 弹性云服务器 

维度 用于指定告警规则对应指标的维度名

称 

云服务器 

是否从现有模板导入  是 

− 选择一个已有模板名称。 

 否。 

- 

添加规则 添加自己需要监控的规则 - 

名称 确定该模板名称 - 

描述 描述该模板（非必填选项） - 

 

3. 参数配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完成添加。 

3.7.3 修改自定义告警模板 

1. 在“告警模板 > 自定义告警模板”界面，单击告警模板所在行的“修改”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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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修改模板”界面，参考创建告警，对监控指标进行重新配置。 

3. 配置完成后，单击“下一步”，进入“模板信息”界面，参考创建完成模板信息修改。 

3.7.4 删除自定义告警模板 

在“告警模板 > 自定义告警模板”界面，单击告警模板所在行的“删除”按键，即可删除该告

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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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系人管理 

当云主机监控产生告警时，云监控服务将通知告警联系人，本章将解释如何创建及管理联系人

及联系组。 

4.1 创建告警联系人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单击左侧“告警联系人/组”。 

4. 点击“添加联系人”。 

 

5. 在“新建联系人页面中”填写参数。 

 

6. 点击“确定”。 



 

 
联系人管理 

 

  21 

 

4.2 编辑告警联系人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单击左侧“告警联系人/组”。 

4. 单击待修改联系人行的“编辑”。 

 

5. 修改后，点击“确定”。 

 

 

 

 

4.3 删除告警联系人 

在“告警联系人/组”界面，单击联系人所在行“操作”列的“删除”，在弹出的“删除联系

人”界面，单击“确定”，可以删除告警联系人。 

或在“告警联系人/组”界面，可勾选多个联系人，单击“删除”，在弹出的“删除联系人”界

面，单击“确定”，可以删除多个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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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创建告警联系组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单击左侧“告警联系人/组”。 

4. 点击“告警联系组”。 

 

5. 点击 “添加联系组”。 

 

6. 在新建联系组中操作相关联系人。 

 

7. 点击“确定”。 

4.5 编辑告警联系组 

1. 登录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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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管理与部署 > 云监控”。 

3. 单击左侧“告警联系人/组”，进入告警联系组页面。 

4. 单击待修改联系人行的“编辑”。 

 

5. 修改后，点击“确定”。 

 

4.6 删除告警联系组 

在“告警联系人/组”界面，进入“告警联系组”页面，单击联系组所在行“操作”列的“删

除”，在弹出的“删除联系组”界面，单击“确定”，可以删除告警联系组。 

或在“告警联系人/组”界面，可勾选多个联系组，单击“删除”，在弹出的“删除联系组”界

面，单击“确定”，可以删除多个联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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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见问题 

5.1 云监控是什么？ 

云监控为用户提供一个针对弹性云服务器、带宽等资源的立体化监控平台。使您全面了解云上

的资源使用情况、业务的运行状况，并及时收到异常告警做出反应，保证业务顺畅运行。 

5.2 告警通知是什么，怎么设置，分为几类？ 

告警通知是告警在某个告警状态触发时所采取的行为，用户可以在创建、修改告警的时候设置

通知，也可以关闭通知。 

通知目前支持两种： 

 触发告警时给用户发送邮件通知。 

 监控项恢复正常时给用户发送邮件通知。 

5.3 如何导出监控数据？ 

用户在云监控页面选择“云主机监控”或“云硬盘监控”，单击“导出监控数据”。 

 

根据界面提示选择“时间区间”“服务”、“维度”、“监控对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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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单击 “导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