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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捷服务应付更多的业务IT需求
• IT责任从只提供架构服务到提供应用服务

• IT服务质量必须从业务角度计算
• 最终客户体验可视性

• 数据中心动态和虚拟化
• 虚拟网络设备可视性

• 系统因为变了更复杂化而带来太多的data
• 简化信息

• 运营分析可以提供IT和业务更多的价值

服务化（Service Orient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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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架构性能信息还是不能保证最终客户体验

•最终客户体验指标是现代IT管理必须要求的：
• 知道问题出现的第一刻并知道影响范围

• 了解每个投诉的重要性并排除一些不重要的问题

• 更好方式来利用IT资源

• 确认问题已经被解决

•最终客户体验和产品质量是DCRUM和其他AANPM竞
争对手的主要独特点

IT服务质量是谁说的为主？



•最新报道系统

•简单化配置和操作

•新Universal Decode SDK，提供全体化解包方案

•增强Citrix可视性

•统一自动化监控（synthetic）报道

DC RUM 12.4: 增强IT服务可视性



新默认报道系统



•自动发现应用架构细
节，简化配置和操作

•更多SAP, Oracle 
EBS, Siebel, 
Microsoft Exchange 
支持

简单化配置和操作



• 手动网包分析功能，
可以提供特别开发应
用性能可视性

• SDK 包括使用方式和
案例

• 包括Epic EHR, 
ISO8583, MQ

• 分享在Dynatrace
Community 上

Universal Decode 



• ICA Channel 可视性包
括包括客户名字和操作
性能

• ICA 解包方式

• AppFlow 可视性

• Citrix上的应用性能
可视性

• 监控并串起每一个
Citrix客户前段和后
端的操作

Citrix 应用可视性加强



• Dynatrace
SaaS 产品线

• PESM 产品线

统一Dynatrace自动化监控报道



提供最完美的最终客户体验系统

总结: IT服务质量可视性

功能 价值

新应用报道系统 提供更容易理解实用的应用性能报道，让IT运营立刻了解客
户对应用的体验和行为

简化配置和操作 减少产品支持成本，更容易的就可以把产品用起来

Universal decode 提供独特开发应用性能可视性解决方案

Citrix AppFlow 增加Citrix性能可视性

统一自动化性能报道 加强产品可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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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服务器虚拟化

•软件定义系统 － 软件定义网络（SDN），软件
定义存储等

•通过虚拟化的技术构建一个有有虚拟资源组成的
资源池

•简化服务器，存储更改和网络配置难度，加强重
复性和待续性

•有时候被称为SDDC （software defined data 
center 软件定义数据中心）

动态数据中心 （Software Defined Data 
Center）



•更多的虚拟服务器－虚拟服务器流量
• 网络延迟和丢包率增加

• 自动改变网络路径

• VLAN可视性能

•采集挑战
• 更难取得可靠的网络镜像

•网络流量增加
• 采集器容量也需要增加

监控动态数据中心: 三新挑战



•自动发现VLAN，
并提供VLAN，
Tunnel，和QoS
性能可视性

•了解应用在虚
拟环境中的流
量和性能

虚拟网络系统性能报道



•网络镜像诊断
• 重复网包

• 单程流量

• 流量缺失

• SSL解包性能影响

•详细采集器（AMD）
容量分析

网络镜像报道



•网页集会和分析

•自动发现客户账户

•应用层错误

•应用层（URL，SQL
等）参数

•提供大数据客户行
为分析

20Gbps，新AMD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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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最新数据中心技术发展

总结: 动态数据中心

功能 价值

L2 （VLAN）可视性 提供虚拟网络环境和应用性能可视性

网络镜像报道 简化配置，提高分析质量

高速采集器（AMD）＊ 增加监控范围，提高产品价值

*需要12.45 DCRUM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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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系统信息
• 越来越复杂的系统

• 虚拟化

• 大量的服务器和应用

•利用大数据寻找答案

简化系统信息



快速提供故障诊断



产品线整合－ 最强端到端根本原因分析

代码级别分析 详细网包分析

Dynatrace Application Monitoring Dynatrace Network Analyzer



•把各种信息送给大数据取得IT系统分析

•发现各种IT性能，客户行为模式，了解什么是
“平常”

•预示问题，在问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把它解决

•利用IT信息提供各种业务分析

• Splunk, ELK (ElasticSearch, LogStash, 
Kibana), others

•一体化智能仪表盘

IT Operations Analytics (ITOA)



DCRUM支持I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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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利用DCRUM采集信息

总结： 简化，利用信息

功能 价值

增加Appmon和DNS的Integration点 独特的产品定位，完美的解决方案

快速问题判断功能 简化产品分析功能，提高产品价值

IOTA APIs 提供给大数据信息，解决超复杂问题，提供业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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