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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身赛很重要 –能提高信心



但是你准备好进入真正的比赛了吗?



比赛是这样的…

控球率: 40 : 60
犯规:        0 : 0
比分:        0 : 0

1 – 5分钟



比赛是这样的…

6 – 35分钟

控球率: 80 : 20
犯规:        2 : 12
比分:        0 : 0



深入分析



比赛中能做的事情



结局是这样的…

90分钟

控球率: 80 : 20
犯规:        4 : 25
比分:        3 : 0



失意的球迷!!



回到IT的世界



从…说起

功能部署 推广活动 问题来了 紧急措施 War Room

时间进度



企业挑战

太多的需求

架构不能正确缩放

团队无法对事件作出实时反应

意识到我们技术及流程需要一个更有弹性的做法



• 采用更具弹性环境
• 平台、流程以及工具配合

• 容器及微服务技术

• DevOps

• 混合云基础架构
• 公云 + 私云

这涉及到...



我们能做点什么



这不是关于盲目自动化推送更多

有问题代码到新的功能



也不是关于盲目地在现有应用

增加新功能而不去测量它是否成功



自动化: 应用测量作为数据反馈和质量控制

开发&测试: 使用个人
license在开发/测试阶段就

减少有问题的代码
Tip: 结合你的IDE!

持续集成(CI): 自动停止坏的构建，基于
从单元测试, 集成测试, 性能测试获取的应用度量

Tip: 与Jenkins, Bamboo集成 ...

生产: 监控使用和运行
每个行为, 用户操作, 功能 ...

Tip: 数据输出到ELK，Splunk，
Hadoop进行分析...

自动化测试: 通过查看应用度量识别非功
能性问题

Tip: 数据反馈给你的测试工具!



你现在所看到的内容

你还应该看到哪些度量

自动化构建过程
质量指标

# 失败率
总持续时间

每个测试的执行时间
# API调用
# SQL执行
# Web Service 调用
# JMS消息
# 对象分配
# 异常
# 日志消息
# HTTP 4xx/5xx

请求/响应大小
页面加载/渲染时间
…



我是一个开发人员...

... 希望 check in
好的代码!



#1:不要 Check In 有问题的代码

Step #1: 像平时做的
那样执行你的测试...

Step #2: ... 集成
Dynatrace!!

Step #3: 结合IDE验证你的代码!



我是一个功能测试员...

... 希望找到非功能性
的问题



#2:识别非功能性问题

1: 加载首页

2: 点击查询

前端性能分析师：
分析页面加载，
看到明显的问题，
例如: 太多的图

片, ...

架构师: 识别架
构问题, 例如: 多
次调用数据库



我是一个测试工程师...

...希望应用指标融入我
的测试



#3:与测试工具集成

把您的测试结果数据推送
到Dynatrace中

与Dynatrace监测数
据比较

应用度量
DB, Exceptions, CPU, ... 

针对每步测试



#3: 或汇出数据到你的工具！



我是（Dev/App）Ops...

...想基于使用和应用度
量找出好/坏的功能和
部署！



#4:在监视你在生产上的服务/用户

#1: 使用量
Tip: 用户传化率!

#2: 负载 vs 响应
Tip: 看到异常的峰值

#3: 资源使用
DB, Exceptions, Web 

Service Calls



我是（Biz）Ops... 

...希望改善用户体验和
行为



#5: 根据使用的数据分析用户体验

#1: 业务推广地区的用户体
验如何?

#2: 用户是谁?



#5: 根据使用的数据分析用户体验

#1: 他们使用我们新上线的
功能了吗?

#2: 普通用户和会员访问行
为有区别吗?

#3: 性能对用户的行为有影
响吗?



搬运工的故事



Docker和容器技术调查结果

%

受访者使用容器技术

65 %

将来打算采用容器技术

80

采用容器技术的原因

%

增加应用部署的灵活性

62 %

更快，更容易部署过程

85



轻松集成: 监控Docker化的应用

frontend.my.comwww.my.com backend.my.com



轻松集成: 监控Docker化的应用

frontend.my.comwww.my.com

backend.my.com



轻松集成: 监控Docker化的应用

Microservices

Load Balancer

API Gateway



轻松集成: 监控Docker化的应用

Microservices

Load Balancer

API Gateway



轻松集成: 监控Docker化的应用

Microservices

Dynatrace Agent

不修改containers自动附上
agent!



Apache Tomcat

Dynatrace Agent

Dynatrace Collector

运行时轻松注入代理

obtains location in the Docker network

mounts volumes to obtain /dynatrace;
loads agent library

exports /dynatrace as a volume



轻松集成: 监控Docker化的应用



轻松安装: Dynatrace in Docker

http://dynatrace.github.io/Dynatrace-Docker/
http://dynatrace.github.io/Dynatrace-Docker/


Docker Hub上的Dynatrace Docker Images

https://hub.docker.com/u/dynatrace/
https://hub.docker.com/u/dynatrace/


Dynatrace社区上的Dynatrace
Docker监控插件

https://community.dynatrace.com/community/display/DL/Cloud+Plugins
https://community.dynatrace.com/community/display/DL/Cloud+Plugins
https://community.dynatrace.com/community/display/DL/Cloud+Plugins
https://community.dynatrace.com/community/display/DL/Cloud+Plu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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