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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这是个崭新的应
用世界

应用现代化已发生演变。 云原生、容器、微服
务、Kubernetes 编排......新的基础架构技术层
出不穷，它们帮助组织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快应
用迁移的步伐。

在这些现代应用中，唯一不变的事实就是变化
常在！

为了有效地管理现代云原生微服务应用， DevOps 
团队需要实时可视性和自动化可观测性；并且必
须确保所有的应用利益相关方能够根据需要，通
过有意义的方式立即获得必要的数据。

01 崭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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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原生微服务应用不仅层次更多，而且每一层也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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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应用现代化 
的难题 

随着组织调整技术栈以加快应用的开发和部署
步伐，他们对基本性能监控以及应用可观测性
和可视性提出了新的需求。

现代应用的管理存在诸多挑战，无论它们采用
何种编程语言编写、来自哪个云提供商，也无论
它们选择何种技术。 这些应用之所以难以管理，
是因为其广泛的分布式特性，以及开发和运维
团队所面临的持续变化。

新的应用栈需要新的监控要求
所有有效管理这些高度动态化、大规模分布式应
用环境的要求是特定的，并且是围绕所有利益相
关方在需要时获取所需信息的想法而构建的。

IBM Instana 公司通过研究有效监控云原生应用
性能所需的能力，提出了现代微服务应用管理之
六大支柱的概念。 我们详细说明了监控和管理
的六个关键概念，它们可以确保任何解决方案为
负责运行这些应用的团队持续带来价值。

通过将自动化和 AI 辅助技术作为明确的重点，
可借助以下六个有效应用性能监控 (APM) 的支
柱实现应用现代化。 在我们详细介绍每个支柱
之前，大家必须注意，六个支柱相互依存，缺一不
可。 因此，提供 1 到 5 个支柱的解决方案在管理
方面存在差距 — 很可能导致出现可怕的中断，
以及许多试图确定问题所在和减少差距所做的
无用功。

02 应用现代化



03 六大支柱 504 关于 IBM Instana 
公司

02 应用现代化01 崭新的世界

03
云原生微服务 
APM 的六大支柱

1 自动、持续发现和映射
计算机领域有一句俗语：“无用输入导致无用输
出。” 如果我们要将 AI 方法应用于性能管理，那么
核心模型和数据集必须保持最新并且毫无瑕疵。 
同时，DevOps 需要最新的可视性，以准确了解应
用的结构与依赖关系。 我们的代理程序无需配置，
即可持续自动地发现应用的完整技术栈中的组
件、架构和依赖关系，以及分布式服务的请求模式
或映射。

云原生微服务 APM 的六大支柱：

03 六大支柱

自动、持续发现和映射

准确清晰的可视性

云、容器和微服务原生

实时全栈应用数据模型

AI 驱动的事件监控、问题解决和故障排除

集成到开发、部署以及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 
(CI/CD) 管道工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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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云、容器和微服务原生
现代应用不断变化，部署到众多混合云中，并利
用 Kubernetes 和 D2iQ 等容器和编排技术，一
切都是为了实现快速交付。  同时，微服务架构有
助于促进广泛的多样性 — 工程师可以选择最适
合为微服务编码的编程语言、中间件和数据库。 
规模、复杂性和持续的变化是新常态。 传统的监
控和 APM 工具并不是为这些多样动态的用例
设计的。

IBM Observability by Instana 旨在实现现代化
的运营。 它无需配置，与基础架构、云、容器、编
排器、中间件和语言自然契合，能够自动跟上微
服务应用的变化步伐，并以可视化方式监控这
些应用。

即使在 Kubernetes 这样不断变化的环境
中，IBM Observability by Instana 也能够自动
发现应用的完整技术栈并管理其性能。

03 六大支柱

2. 准确清晰的可视性
赋能型 AI 需要高度精准的数据。 在自动发现
应用的组件和结构后，IBM Observability by 
Instana 会收集业界最准确的监控数据。 指标数
据以一秒的粒度流式传输，通过应用的每次请
求都会捕捉到跟踪中。 这些数据帮助我们训练 
AI，也为用户深入了解微服务应用提供了基础。

IBM Observability by Instana 自动、实时地收
集全部所需数据。

 – 全栈时序指标 — 包括基础架构、云、容器、流
程、中间件和应用指标。

 – 变更 — 所有受监控组件的变更、事件和错误。
 – 分布式跟踪 — 完整的分布式跟踪，映射每个
请求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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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图保持着依赖关系模型，以支持 Instana 基
于 AI 的精确故障排除、预测和问题解决能力。

 – 动态图非常灵活 — 支持 IBM Observability 
by Instana 动态描述任何复杂性、分层、虚拟
化等模型的架构，因此能够有力地推动未来的
架构趋势。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应用模型，就无法对性能、 
根本原因或预测进行智能分析。

4. 实时全栈应用数据模型
支持 Instana 的核心技术是内部数据模型， 
即动态图。

 – 该图是所发现应用的模型，包含所有物理和逻
辑组件、技术组件、依赖关系和配置。

 – 它可以理解逻辑组件，例如跟踪、应用、服务、
集群和表空间。

 – 通过代理程序的持续发现功能，每当应用发生
变更时，动态图都会实时更新其模型。

03 六大支柱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应用
模型，就无法对性能、根
本原因或预测进行智能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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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实时检测并了解所有事件，包括新组
件、更新的组件和淘汰的组件。

模型和实时事件检测推动生产应用监控所需的 
AI 辅助的发现和映射、部署、监控和故障排除。

“谷歌黄金指标”— 事务率、错误率、延迟和饱
和度，是将数据分解为机器和人类都可以理解
的内容的最佳方法。 这些衍生指标共同说明应
用系统的整体运行状况。

5 AI 辅助的监控和故障排除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云原生应用、微服务应用，
基于容器的应用、编排的应用还是多云应用，任
何现代应用都极其复杂，充满变化。 在这些现代
应用中，唯一不变的事实就是变化常在。 在这类
系统中，必须利用 AI 来发现和理解系统的组件、
依赖关系和整体运行状况。

为了让 AI 有效工作，必须实施强大的底层模
型，其中包括：

 – 自动发现所有系统组件以及这些组件之间所
有依赖关系的能力

 – 每个系统组件的配置数据
 – 每个组件的性能数据
 – 了解如何结合使用组件以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

03 六大支柱

监控复杂系统的最后一步是消除“噪声”。 面对
数以百万计的指标和事件，如何避免运营人员不
堪重负？ 答案比您想象的要简单 — 只需关注于
服务影响即可。 这种方法使用最受限制的资源，
也就是运营人员的时间，带来最积极的影响，最
大程度改善应用的用户体验。

然而，由于对服务级别事件的关注较少，导致任
何单一的利益相关方（无论是开发人员还是运
维人员）都无法了解各个部分是如何协同工作
的，以及任何变更如何影响整体服务级别。 这就
是最后一个需要应用 AI 的领域：获取事件和活
动，通过依赖关系模型将它们关联起来，并发现
触发事件。 通过准确发现时间、事件、系统和其
他具体情况，为负责监控的用户提供发现和解
决问题所需的确切信息，从而防止发生重大服
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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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M 解决方案不应只关注于指标集的准确性和
颗粒度，还必须以编程方式了解发布时间、产生
的影响以及发行版是否满足了相应的性能和成
功标准。 必须具备三种关键能力：

 – 实时更新和变更检测
 – 发布识别和跟踪
 – 即时反馈新组件性能

只有具备所有这三种能力，才有可能拥有与现
代软件实践（例如持续交付和敏捷开发周期）相
关的有效 APM 工具。

用户还希望获得的另一个功能是与 Jenkins 之
类的发布管理解决方案的集成，从而不仅能够
自动标记发布，还可以了解潜在热点所在。

6. 集成到开发和 CI/CD 管道中
随着应用团队开始利用新的技术和架构选择，
应用版本的发布频率越来越高，应用由更多个
体进行部署，并影响更多用户。 现代 APM 解决
方案必须认识到应用交付过程的这种变化，并
与最新的任务关键型工具集（即开发和 CI/CD 
管道管理解决方案）集成。

当然，要以集成方式有效管理发布性能，需要我
们之前讨论过的一些能力，也就是一秒指标粒
度和三秒警报。 软件发布后，运维团队越快知道
是否有问题越好。

03 六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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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Instana 公司为运行高度复杂、现代化的云
原生应用的企业提供具有自动化应用性能监控
功能的企业可观察性平台 ，无论他们的应用是
部署在本地还是公有云和私有云中，包括移动
设备或 IBM Z® 大型计算机。

使用 Instana 基于 AI 的发现功能，确定混合应
用内部深层背景中的依赖关系，从而控制现代
混合应用。 Instana 还提供对开发潜在机会的可
视性，以帮助实现闭环 DevOps 自动化。

这些功能为客户提供所需的切实可行的反馈，
帮助优化应用性能、实现创新并降低风险，帮助 
DevOps 提高效率，增加软件交付管道的价值，
同时满足服务级别和业务级别的目标。

了解更多内容   

04 关于 IBM Instana 
公司

https://www.instana.com/automated-application-performance-monitoring/
https://www.instana.com/enterprise-observability-platform/
http://www.insta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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