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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动性能管理 

2 理解移动应用性能管理 

产品价值 

移动应用性能管理专注于移动端 APP 性能的监控管理，通过向移动 App 嵌入 Smart SDK 
来跟踪真实用户体验，帮助开发人员实时发现与定位应用崩溃、加载缓慢等各种故障与性能    问题。 

通过多维可视化数据实现用户业务流程与性能的智能关联分析，帮助企业提升用户留存率，    
降低开发运营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 

产品原理及系统支持 

只需要下载并部署 Smart SDK 即可实现移动端性能分析。目前，透视宝移动端监控对 iOS 系

统及Android 系统的移动 App 都能提供很好的监控管理，后续会实现对黑莓及 Windows 系

统的移动 App 的监控管理。 
 

 

3 移动性能分析 

3.1 移动应用概览 

在移动应用概览页面，查看 App 的新增用户、活跃用户、启动次数、性能评分、响应时间、崩
溃、错误等性能分析。除选择时间范围外，您还可以选择 App 版本，查看 App 具体版本 
（版本类型/版本号）在特定时间内的性能分析。 

 

 

关键性能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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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性能分析前，您需要了解以下概念： 
 

指标 说明 

新增用户 一段时间内，与上次统计相比，App 中新增的用户数。 

活跃用户 在选择的时间内，访问过 App 的用户。 

启动次数 一段时间内，App 被启动的次数。 

崩溃率 在选择的时间内，App 发生崩溃的会话数占总会话数的百分比。 

HTTP 错误率 
在选择的时间内，发生错误（HTTP 状态码错误，400 或更高）的 HTTP 请求数量占请
求总数量的百分比。 

网络失败率 
在选择的时间内，发生网络错误的 HTTP 请求数量占请求总数量的百分比，发生网络错
误是指发生 DNS 解析错误、无法建连接、连接超时等网络方面的错误。 

HTTP 响应时间 HTTP 请求的响应时间，即从发送 HTTP 请求开始到收到所有响应内容的时间。 

吞吐率 每分钟处理 HTTP 请求的数量，单位为 rpm （Requests per minute）。 

 

性能评分 

您能够看到 App 运行中的整体性能得分，测评包含响应时间、崩溃、HTTP 错误和网络错
误，通过四个指标的加权得分总和计算评分，综合评价当前 App 的性能情况。 

具体评分规则如下： 

测评中，四个方面的各个评分标准如下表所示： 
 

评分 请求响应时间 崩溃率 HTTP 错误率 网络失败率 

100～90 [0,500]ms [0,3]％ [0,10]％ [0,20]％ 

90～80 （500,1500]ms （3,5]% （10,16]% （20,35]% 

80～70 （1500,2500]ms （5,10]% （16,22]% （35,45]% 

70～60 （2500,5000]ms （10,15]％ （22,25]％ （45,60]％ 

60～0 >5000ms >15% >25% >60% 

根据所选时间段内的统计数据，测算相应分值并用颜色区别，其中： 

 绿色：代表运行良好 

 橙色：代表运行一般 

 红色：代表存在问题 

整体得分＝响应时间得分＊权重＋崩溃率得分＊权重＋HTTP 错误率得分＊权重＋网络失败率得分＊权重 

权重分配为：崩溃率 40%，网络错误率 30%，HTTP 错误 20%，响应时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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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性能指标的变化趋势 

您能够查看响应时间分布、HTTP 错误率、网络失败率、响应时间、崩溃率、HTTP 错误率
&网络失败率的变化趋势分析。 

响应时间分布反映用户在使用 App 时的网络性能的问题，您可以通过 50、90、95 百分位
了解用户使用 App 时的网络感知及用户受到影响的程度。 

 

 

 

3.2 用户行为分析 

在【用户行为】中，从行为维度和用户维度来分析用户在 App 中的真实行为及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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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行为动作分析 

在【用户行为→行为动作】页面，根据用户使用 App 时执行的每个行为动作，从行为的角
度来分析 App 的性能和用户受影响的情况。 

选择 App 版本和时间范围，查看对应的用户行为列表。 

概念说明 

在进行性能分析前，您需要了解以下概念： 
 

属性 说明 
 

行为 
用户在 App 中执行的某个动作，比如在微信中“查看通讯录“。以 web 开头的行为是指
在移动端网页上执行的操作。 

视图类 用户在 App 中执行某个动作时所调用的视图类。 

 
重要 

代表执行某个动作时平均耗时的级别，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含义： 

 绿色表示该动作的平均耗时小于设置的容忍时间，且每次都小于容忍时间。 

 橙色表示该动作的平均耗时小于设置的容忍时间，但至少有一次大于容忍时间。 

 红色表示该动作的平均耗时大于设置的容忍时间。 

平均耗时 多次执行某个动作的平均耗时。 

 

容忍时间 
执行某个动作时可以容忍的响应时间，即执行某个动作时允许消耗的最长时间。目前固定
容忍时间为 2000ms。 

总用户数 执行某个动作的所有用户数量。 

影响用户数 执行某个动作时因响应缓慢所影响的用户数，即用户执行当前动作所用时间大于容忍时间。 

错误用户数 执行某个动作时 App 发生错误的用户数。 

崩溃用户数 执行某个动作时 App 发生崩溃的用户数。 

 

用户行为分析 

以用户在 App 中执行的行为动作为维度，分析每个行为动作所影响的用户，包括响应缓慢
的用户、发生错误的用户和发生崩溃的用户，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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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从上图中“概览”这一行为的统计数据可以了解到：在选择的这段时间内，对应 App 版
本中共有 747 个用户执行了概览操作，调用视图类为“JKBTabBarController”，平均耗时
为“1649.37ms”且小于容忍时间。 

缓慢用户分析 

至少 1 个用户执行该行为时响应时间超过容忍时间，点击影响用户数查看缓慢用户分析， 
包括：影响用户数、影响用户数占比、平均耗时以及响应时间趋势图、设备统计图、操作系    统版
本统计图、运营商统计图、接入方式统计图、影响用户列表。 

在运营统计信息中可以分析各种设备、操作系统、运营商和接入方式的受影响情况。从统计    图
中可以明显看出，受影响最严重的用户使用 iPhone 6、操作系统为 ios9.1，并且通过中国
联通 Wifi 接入。 

 

 

在影响用户列表中，查看执行当前动作时所有受影响的用户，包括用户 ID、设备名称、平
均耗时、http 请求次数、App 版本、操作系统、接入方式以及受影响的时间，如下图所示。 

 

点击<操作>查看用户执行动作时发送的每个 http 请求的性能分析，包括请求次数、请求大
小、平均耗时及堆栈追踪，如下图所示。 

 

点击<查看>后端堆栈追踪列表，包括每次请求的 url、响应时间和发生时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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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按钮查看单次请求快照，发现潜在问题，追踪慢元素及后端代码堆栈，同时进    
行错误异常分析、SQL 分析、API 调用分析和请求参数分析，如下图所示。 

 

 

错误用户分析 

至少 1 个用户执行该行为时发生错误，点击错误用户数查看错误用户分析，包括影响用户数、
影响用户数占比、请求错误次数、请求错误率以及请求错误数趋势图、设备统计图、操    作系统版
本统计图、运营商统计图、接入方式统计图、影响用户列表。 

在影响用户列表中，查看执行当前动作时所有发生错误的用户，包括用户 ID、设备名称、
请求错误次数、请求错误率、App 版本、操作系统、接入方式以及发生错误的时间，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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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操作>查看错误的详细分析，包括错误发生的域名、序号、请求名称、错误数/请求数    和
请求错误率，如下图所示。 

 

 

崩溃用户分析 

至少 1 个用户执行该行为时发生崩溃，点击崩溃用户数查看崩溃用户分析，包括影响用户数、
崩溃次数、总崩溃率以及崩溃趋势图、设备统计图、操作系统版本统计图、运营商统计    图、接入
方式统计图、影响用户列表。 

在影响用户列表中，查看执行当前动作时所有发生崩溃的用户，包括用户 ID、设备名称、
崩溃次数、App 版本、操作系统、接入方式以及发生崩溃的时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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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操作>查看崩溃的详细分析，包括崩溃发生的轨迹、崩溃摘要、APP 版本、操作系统
版本、设备型号、崩溃时间和崩溃信息，如下图所示。 

 

 

3.2.2 用户分析 

在【用户行为→用户分析】页面，从用户维度分析 App 性能及使用情况。

选择 App 版本和时间范围，查看对应的统计分析数据。 

查看用户数量统计 

查看使用 App 的新增用户数、活跃用户数、受影响的用户数及用户比例，了解受影响的用
户数量比例及趋势，如下图所示。 

 

 

受影响的用户包括 HTTP 错误用户、网络失败用户及崩溃错误用户。在用户列表中，详细分析
每个用户受影响的情况，包括用户的地域、设备名称、响应慢的行为数、错误次数、HTTP    错误率、
网络失败率、崩溃次数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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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显示>按钮，您可以设置需要在列表中显示的数据，如请求次数、启动次数、会话数
等；点击列表上方的<过滤>按钮，可以通过 App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设备型号、系统
版本、省份、城市等过滤关注的用户。 

 

 

此外，您还可以按用户信息搜索请求，目前支持按用户 ID、用户名或邮箱进行搜索。 

响应慢的行为分析 

用户至少有一个响应慢的行为时，点击行为数查看响应缓慢行为的详细分析，包括用户执行该
行为时所使用的设备、操作系统版本、接入方式、App 版本、地域以及响应时间趋势图、响应
慢的行为列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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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缓慢行为列表中查看用户执行的行为动作以及该行为动作的平均响应时间、容忍时间、总    操
作次数、首次发生时间和最近发生时间。 

点击总操作次数查看响应缓慢的行为，包括请求名称、请求时间、响应时间和响应时间分解 

（DNS 解析、TCP 连接、SSL、网络延时和首包时间），如下图所示。 
 

 

错误行为分析 

用户至少有一个发生 HTTP 错误或网络错误的行为时，点击错误数查看错误行为的详细分析， 包
括用户执行该行为时所使用的设备、操作系统版本、接入方式、App 版本、地域以及 HTTP 错误/网
络错误趋势图、错误行为列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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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误行为列表中查看用户执行且发生错误的行为动作以及该行为动作的请求次数、HTTP    
请求错误数、网络失败数、首次发生时间和最近发生时间。 

点击 HTTP 请求错误数或网络失败数查看错误请求追踪列表，包括请求、请求发生的时间、
错误代码、响应时间分解（DNS 解析、TCP 连接、SSL、网络延时和首包时间），如下图所
示。 

 

 

崩溃行为分析 

用户至少有一个发生崩溃的行为时，点击崩溃次数查看崩溃行为的详细分析，包括用户执行    该
行为时所使用的设备、操作系统版本、接入方式、App 版本、地域以及崩溃趋势图、崩溃行
为列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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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崩溃行为列表中查看用户执行且发生崩溃的行为动作以及该行为动作的崩溃次数、首次发    生
时间和最近发生时间。 

点击崩溃次数查看崩溃堆栈追踪，包括发生崩溃的 App 版本、操作系统版本、设备型号、
崩溃时间和崩溃信息，如下图所示。 

 

 

3.3 网络分析 

3.3.1 HTTP 请求分析 

HTTP 请求分析能够帮助开发和运维人员发现 HTTP 性能问题、分析问题原因，进而快速确
定解决问题的方案。 

发现问题 

您可以通过透视宝移动端监控采集的 HTTP 性能数据定位存在问题的 HTTP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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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览>页的网络请求列表中，查看请求的响应时间、吞吐率、请求次数、HTTP 错误数 
（占比）、网络失败数，从而找到响应缓慢、发生 HTTP 错误、发生网络失败的域名或者请
求。 

 

您可以按域名或按请求查看统计数据；可以设置过滤条件，通过域名、响应时间等多个维度    过
滤数据；此外您还可以按域名或 URI 搜索数据。 

点击<导出 Excel>按钮可以将网络请求列表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保存到本地。 

查看详情 

点击发生问题的域名或请求，可以查看一段时间内响应时间、吞吐率、HTTP 错误率、网络
失败率变化趋势，进一步了解问题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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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上方的<深度分析>按钮进入<分析>页面，通过图表分析和快照分析深入分析问题原    因。 

分析问题 

在<分析>页面，您能同时查看响应慢的请求、发生 HTTP 错误的请求和发生网络失败的请
求，通过深度分析找到发生性能问题的原因，只需要对症下药便可快速准确的解决问题。 

添加条件 

您可以添加过滤条件，使用强大的过滤筛选功能进行多维度的关联分析，包括域名、请求、    
响应时间、HTTP 错误类型、网络失败类型、App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操作系统、设备、
国家、省份、城市等。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就像一个漏斗，可以将一个笼统的问题细化到特定对
象，如特定域名的特定请求、特定地区的特定运营商等。 

 

 

例如，通过概览信息发现异常域名后，在分析页面增加该域名为过滤条件，分析该域名下的    异常
请求；然后添加异常请求为过滤条件，找出该请求存在问题。通过运营信息或错误失败    的条件组合，
确定问题的原因是代码效率还是外部因素。 

图表分析 

您可以查看响应时间分布图、地域分布图、网络请求(TOP10)列表、HTTP 错误类型(TOP5) 
列表、网络失败类型(TOP5)列表以及运营商、接入方式、操作系统、设备、App 版本的饼
图。 

添加请求过滤条件后，还可以查看响应时间和请求数趋势图和响应时间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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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分析 

您可以查看网络请求快照，即选定时间内发生的所有请求及请求发生的时间。您可以选择要查
看的指标数据，包括响应时间、执行该请求的用户、HTTP 错误类型、网络失败类型、网络延
迟时间、运营信息、地域信息等；您还可以按用户信息搜索请求，目前支持按用户 ID、用户名
或邮箱进行搜索。 

配合时间控件的使用，能够精准定位到单次请求，发现影响单次请求的性能问题。点击<导    出 
Excel>按钮可以将网络请求快照以 Excel 文件的形式保存到本地。 

 

 点击 HTTP 错误名称或网络失败名称，直接深入分析错误信息和堆栈，快速定位客户
问题并实现关联分析。 

 有堆栈信息时，点击<查看>按钮可以通过单次请求拓扑分析图进行端到端追踪，进一    步
分析后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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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错误分析 

错误分析是对移动应用中出现的 HTTP 错误和网络错误进行分析。 

添加过滤条件 

您可以通过添加条件来过滤数据，包括域名、请求、HTTP 错误类型、网络失败类型、App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操作系统、设备、国家、省份、城市等。 

 

 

整体分析 

您能够查看请求错误率趋势、请求错误率对比、HTTP 错误率趋势、网络失败率趋势及错误
请求列表。 

 

在列表查看所有错误请求的信息，包括第一次错误时间、最后一次错误时间、错误信息、请    求
名称、错误次数、错误率、影响用户数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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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导出 Excel>可将错误请求列表以 Excel 的形式保存到本地。 

分析单个错误请求 

点击请求名称查看单个请求的错误信息，包括错误信息、最后一次错误时间、同类错误数、    
错误设备数、错误数趋势、错误分布、错误追踪等。 

在错误追踪中查看错误用户的 ID、IP 及设备的详细信息，分析完整的 URL、POST 参数、
响应头、响应内容和调用堆栈。您可以上传用户信息，通过客户投诉快速定位客户问题并实    现关
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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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Socket 请求分析 

在【Socket 请求】页面，查看一段时间内 App 与服务器通信时，建立连接响应最慢的 5 个
主机（Server 端）、向 Server 端写或读时响应最慢的 5 个主机以及异常数最多的 5 个主机。 

 

 

在 Socket 列表中查看连接的主机 IP、端口、开始时间及连接耗时，Socket 出现异常时会
显示异常图标“ ”。连接耗时是指 App 与 Server 端连接上所消耗的时间。 

 

点击主机 IP 查看单次连接的详细分析，包括设备的详细参数、连接耗时、DNS 解析耗时、
向 Server 端写或读时的耗时及字节变化趋势、异常堆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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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和字节反应了读写数据量的大小和响应时间，正常情况下，响应时间与数据量的大小成    正
比，即数据量越大响应时间越长，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异常。 

3.3.4 Socket 异常分析 

在【Socket 异常】页面中，查看一段时间内 App 与服务器通信时发生异常的分析，包括异
常用户数、异常次数、使用用户数、发生异常的 App 版本及异常数、异常变化趋势。 

 

 

在异常列表中查看发生每个异常发生的主机 IP、端口、异常次数、影响用户数、第一次发
生时间及最近一次发生的时间。 

点击异常摘要查看更加详细的分析，包括异常次数的变化趋势、设备分布、操作系统分布及    异
常堆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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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您还能查看发生异常的设备分布、操作系统分布、运营商分布、接入方式分布和地域    分布。 

3.4 Webview 性能分析 

Webview 性能分析是对 H5 页面性能的分析，包括页面加载性能分析和 Ajax 性能分析。 

3.4.1 页面加载性能分析 

页面加载性能分析分别从响应时间和 JS 错误的维度对 H5 页面的加载进行性能分析。 

平均响应时间 

按平均响应时间由大到小查看视图类列表，同时可在右侧查看平均执行时间最长的 5 个视 

图类的平均执行时间变化趋势以及执行次数最多的 5 个视图类的执行次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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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视图类名称查看一个特定视图类的所有页面中平均执行时间最长的 5 个页面的平均执 

行时间变化趋势以及白屏时间最长的 5 个页面的白屏时间变化趋势。 
 

 

此外，展开视图类后点击页面，查看页面请求执行时间和吞吐量的对比分析、白屏时间及慢    页面
加载列表。 

 

 

在慢页面加载列表中，查看所有发生白屏的页面请求的首屏时间、白屏时间、耗时、首次发    生
时间和操作系统版本，同时可按首屏时间、白屏时间、耗时和首次发生时间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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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页面请求名称查看单个请求的响应时间分解图和页面加载资源时序图，对页面加载各阶    段
的耗时和各类型资源的耗时进行详细分析。 

 

 

在时序图中，您可以查看每条资源开始加载的时间戳和加载时间，分析资源加载执行的顺序，    找到耗
时性能高的资源瓶颈。默认只能查看响应时间大于 100ms 的资源，点击时间标签查看资源加载
情况，包括资源名称、步骤、偏移时间和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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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 错误 

按 JS 错误数由多到少查看发生 JS 错误的视图类列表，同时可在右侧查看 JS 错误次数最多
的 5 个视图类的 JS 错误次数变化趋势以及发生次数最多的 5 个 JS 错误类型的变化趋势。 

 

 

点击视图类名称查看一个特定视图类的所有页面中 JS 错误数最多的 5 个页面的JS 错误数变
化趋势以及发生次数最多的 5 个 JS 错误类型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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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展开视图类后点击页面，查看页面请求的 JS 错误次数变化趋势、JS 错误类型次数变
化趋势及 JS 错误列表。 

 

 

在 JS 错误列表中，查看所有发生 JS 错误的页面请求的错误信息、开始时间和错误次数，同
时可按开始时间和错误次数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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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页面请求名称查看单个页面请求的 JS 错误信息及对应的详细堆栈信息。 
 

 

3.4.2 Ajax 性能分析 

Ajax 性能分析分别从响应时间和 Ajax 错误的维度对 H5 页面的 Ajax 请求进行性能分析。 

平均响应时间 

按平均响应时间由大到小查看域名列表，同时可在右侧查看响应时间最长的 5 个域名的响 

应时间变化趋势以及执行次数最多的 5 个域名的执行次数变化趋势。 
 

 

点击域名查看一个特定域名的所有子域名中响应时间最长的 5 个子域名的响应时间变化趋 

势以及执行次数最多的 5 个子域名的执行次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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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展开域名后点击子域名，查看 Ajax 请求响应时间变化趋势、执行次数变化趋势及 Ajax 
加载列表。 

 

 

在 Ajax 加载列表中，查看所有 Ajax 请求的名称、域名、耗时和首次发生时间，同时可按
耗时和首次发生时间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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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Ajax 请求名称查看单个请求的的响应时间分解图，对页面加载各阶段的耗时进行详细
分析。 

 

 

Ajax 错误 

按 Ajax 错误数由多到少查看发生 Ajax 错误的域名列表，同时可在右侧查看 Ajax 错误次数
最多的 5 个域名的 Ajax 错误次数变化趋势以及发生次数最多的 5 个 Ajax 错误类型的变化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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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域名查看一个特定域名的所有子域名中 Ajax 错误次数最多的 5 个子域名的 Ajax 错误
次数变化趋势以及发生次数最多的 5 个 Ajax 错误类型的变化趋势。 

此外，展开域名后点击子域名，查看该域名下错误次数最多的 5 个 Ajax 请求的错误次数变
化趋势以及发生次数最多的 5 个 Ajax 错误类型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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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jax 错误列表中，查看发生 Ajax 错误的 Ajax 请求、错误信息、错误次数和开始时间， 
同时错误次数和开始时间进行排序。 

 

 

3.5 运营分析 

3.5.1 接入方式分析 

按移动设备的接入方式分析移动应用性能， 包括概览分析和详细分析。 

概览分析 

在概览页面查看接入方式各性能指标的变化趋势，包括： 

 响应时间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响应时间最慢的 5 种接入方式的响应时间变化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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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错误率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请求错误率最高的 5 种接入方式的请求错误
率变化趋势。 

 活跃会话数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活跃会话数最多的 5 种接入方式的活跃会话
数变化趋势。 

 用户变化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新增用户最多的 5 种接入方式的新增用户数变
化趋势；活跃用户数最多的 5 种接入方式的活跃用户数变化趋势；启动次数最多的 5 种
接入方式的启动次数变化趋势。 

 

 

详细分析 

在列表页，查看所有接入方式的性能分析，包括接入方式的运营商、响应时间、请求错误率、    活跃会
话数、新增用户、活跃用户数等，如下图所示。 

 

点击列表上方的<过滤>按钮，可以通过 App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设备型号、系统版本、
省份、城市等过滤关注的接入方式；在右上方的搜索栏中可按运营商或接入方式搜索。 

点击接入方式查看单个接入方式的性能分析，包括用户变化趋势、活跃会话数趋势、响应时    间
趋势、请求错误率趋势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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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运营商分析 

按移动设备接入的运营商分析移动应用性能，包括概览分析和详细分析。 

概览分析 

在概览页面查看运营商各性能指标的变化趋势，包括： 

 用户变化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新增用户最多的 5 个运营商的新增用户数变化
趋势；活跃用户数最多的 5 个运营商的活跃用户数变化趋势；启动次数最多的 5 个运营
商的启动次数变化趋势。 

 响应时间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响应时间最慢的 5 个运营商的响应时间变化趋
势。 

 HTTP 错误率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请求错误率最高的 5 个运营商的请求错误
率变化趋势。 

 网络失败率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网络失败率最高的 5 个运营商的网络失败率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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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如手机）没有插入 SIM 卡，或设备（如 Pad）没有运营商信息时，运营商信息为
unknown。 

详细分析 

在列表页，查看所有运营商的性能分析，包括运营商的国家、响应时间、请求错误率、活跃    会话
数、新增用户、活跃用户数等，如下图所示。 

 

点击列表上方的<过滤>按钮，可以通过 App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设备型号、系统版
本、省份、城市等过滤关注的运营商；在右上方的搜索栏中可按运营商或国家搜索。 

点击运营商查看单个运营商的性能分析，包括响应时间趋势、请求错误率趋势、HTTP 错误
数趋势、网络错误数趋势、用户变化趋势等，如下图所示。 



透视宝移动端监控-用户使用指南 

33 

 

 

 

 
 

3.5.3 系统版本分析 

按移动设备的操作系统分析移动应用性能，包括概览分析和详细分析。 

概览分析 

在概览页面查看系统版本各性能指标的变化趋势，包括： 

 用户变化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新增用户最多的 5 个系统版本的新增用户数变
化趋势；活跃用户数最多的 5 个系统版本的活跃用户数变化趋势；启动次数最多的 5 个
系统版本的启动次数变化趋势。 

 响应时间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响应时间最慢的 5 个系统版本的响应时间变化
趋势。 

 请求错误率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请求错误率最高的 5 个系统版本的请求错误
率变化趋势。 

 吞吐率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吞吐率最高的 5 个系统版本的吞吐率变化趋势。 

 活跃会话数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活跃会话数最多的 5 个系统版本的活跃会话
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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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分析 

在列表页，查看所有系统版本的性能分析，包括系统版本的响应时间、HTTP 错误率、网络
失败率、吞吐率、新增用户、活跃用户数等，如下图所示。 

点击列表上方的<过滤>按钮，可以通过 App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设备型号、系统版
本、省份、城市等过滤关注的系统版本；在右上方的搜索栏中可按系统版本搜索。 

点击系统版本查看单个系统版本的性能分析，包括用户变化趋势、HTTP 错误率趋势、吞吐
率趋势、响应时间趋势等，如下图所示。 



透视宝移动端监控-用户使用指南 

35 

 

 

 

 
 

3.5.4 应用版本分析 

按移动应用的版本不同版本的性能，包括概览分析和详细分析。 

概览分析 

在概览页面查看应用版本各性能指标的变化趋势，包括： 

 用户变化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新增用户最多的 5 个应用版本的新增用户数变
化趋势；活跃用户数最多的 5 个应用版本的活跃用户数变化趋势；启动次数最多的 5 个
应用版本的启动次数变化趋势。 

 活跃会话数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活跃会话数最多的 5 个应用版本的活跃会话
数变化趋势。 

 请求错误率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请求错误率最高的 5 个应用版本的请求错误
率变化趋势。 



透视宝移动端监控-用户使用指南 

36 

 

 

 

 
 

详细分析 

在列表页，查看所有应用版本的性能分析，包括应用版本的操作系统、响应时间、活跃会话    数、
新增用户、活跃用户数、HTTP 错误率、网络失败率等，如下图所示。 

 

点击列表上方的<过滤>按钮，可以通过 App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设备型号、系统版本、
省份、城市等过滤关注的应用版本；在右上方的搜索栏中可按应用版本或系统版本搜索。 

点击应用版本查看单个应用版本的性能分析，包括响应时间趋势、活跃会话数趋势、内存使    用
趋势、请求错误率趋势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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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设备分析 

按移动设备分析移动应用性能，包括概览分析和详细分析。 

概览分析 

在概览页面查看应用版本各性能指标的变化趋势，包括： 

 用户变化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新增用户最多的 5 种移动设备的新增用户数变
化趋势；活跃用户数最多的 5 种移动设备的活跃用户数变化趋势；启动次数最多的 5 种
移动设备的启动次数变化趋势。 

 活跃会话数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活跃会话数最多的 5 个移动设备型号的活跃
会话数变化趋势。 

 响应时间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响应最慢的 5 个移动设备型号的响应时间变化
趋势。 

 网络失败率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网络失败率最高的 5 个移动设备型号的网络
失败率变化趋势。 

 HTTP 错误率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HTTP 错误率最高的 5 个移动设备型号的 

HTTP 错误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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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分析 

在列表页，查看所有移动设备的性能分析，包括设备的系统版本、响应时间、、HTTP 错误
率、网络失败率、活跃会话数、新增用户、活跃用户数、启动次数等，如下图所示。 

点击列表上方的<过滤>按钮，可以通过 App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设备型号、系统版本、
省份、城市等过滤关注的移动设备；在右上方的搜索栏中可按设备名称或系统版本搜索。 

点击设备名称查看单个设备的性能分析，包括用户变化趋势、活跃会话数趋势、响应时间趋    势、
请求错误率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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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地域分析 

地域分析是按照用户使用移动应用时所处的地区分析移动应用性能，包括概览分析和详细分    析。 

概览分析 

在概览页面，查看当前应用在世界或全国各地区响应时间、吞吐量和请求错误率分布状态，    
同时查看排名前十的地区，可在地图上方切换地图的显示范围和指标类型，如下图所示。 

 

在地图中，点击具体区域查看应用在对应国家或省市的响应时间、吞吐量和 HTTP 错误率分布
状态，同时查看排名前十的地区，如下图所示。 



透视宝移动端监控-用户使用指南 

40 

 

 

 

 

以响应时间为例，地图中绿色代表应用在当前区域响应正常，红色代表应用在当前区域响应    缓慢，
响应时间从绿色到红色依次增加。 

此外，还能查看以下性能指标的变化趋势： 

 响应时间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响应时间最慢的 5 个地区的响应时间变化趋势。 

 请求错误率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请求错误率最高的 5 个地区的请求错误率变
化趋势。 

 吞吐率趋势（TOP5）：一段时间内，吞吐率最高的 5 个地区的吞吐率变化趋势。 
 

详细分析 

在列表页，查看所有地区的性能分析，包括应用在各地区响应时间、请求错误率、活跃会话    数、
新增用户、活跃用户数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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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列表上方的<过滤>按钮，可以通过 App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设备型号、系统版
本、省份、城市等过滤关注的地区；同时可选择按城市显示、按省份显示和按国家显示，在    右上
方的搜索栏中可按城市、省份或国家搜索地区。 

 

点击地区名称查看单个地区的性能分析，包括用户变化趋势、活跃会话数趋势、活跃用户数趋
势、响应时间趋势、请求错误率趋势、系统版本崩溃数趋势、吞吐率趋势等，如下图所示。 

 

 

3.7 崩溃分析 

崩溃分析提供移动应用的崩溃信息，帮助用户追踪崩溃的堆栈、进程等信息，从而快速定位    并
解决问题。目前，透视宝移动端监控支持 Java Crash 和 Native Crash 崩溃信息的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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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概览分析 

在“概览”页查看应用的整体崩溃信息，包括崩溃概要统计、崩溃率统计、崩溃趋势、崩溃次
数最多的 10 个崩溃信息、崩溃分布等，可以按崩溃统计或按崩溃次数统计查看崩溃率。 

 

 

崩溃概要 

查看崩溃率、崩溃用户数、使用用户数、崩溃次数、Bug 数、已修复 Bug 数、未修复 Bug 
数和会话数。 

崩溃率 

查看应用在不同 App 版本中的崩溃率统计，聚焦发生崩溃最严重的 App 版本。点击<更多> 
按钮进入崩溃列表，按修复状态查看所有崩溃的详细信息。 

崩溃趋势 

查看一段时间内应用的崩溃次数趋势，如下图所示。 

崩溃追踪（TOP10） 

查看发生次数最多的 10 个崩溃信息，包括崩溃摘要、APP 版本、影响用户数、崩溃次数、
修复状态、首次发生时间和最近发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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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崩溃摘要查看单个崩溃的详细信息；点击<查看更多>按钮进入崩溃列表，按修复状态    
查看所有崩溃的详细信息。 

崩溃统计 

分析各种设备、操作系统、运营商和接入方式的受崩溃影响的情况，包括设备名称、OS 版
本、运营商和接入方式。 

 

 
从上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受崩溃影响最严重的用户使用移动设备为 samsung SM-G9008V、操
作系统为 Android 4.4.2、Android 5.0，并且通过中国电信 Wifi 接入。 

崩溃分布 

在地图中查看应用发生崩溃的地域分布，可在世界地图或中国地图中查看崩溃状态分布及崩    溃
次数最多的 10 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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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中点击一个区域可查看单个区域的崩溃分布。 

3.7.2 崩溃详情分析 

在<列表>页查看所有崩溃信息，包括崩溃摘要、崩溃首次发生时间、崩溃最近发生时间、    
崩溃的 App 版本、崩溃次数、影响用户数、崩溃的修复状态等，如下图所示。 

 

点击列表上方的<过滤>按钮，可以通过 App 版本、运营商、接入方式、设备型号、系统版
本、省份、城市等过滤崩溃信息；点击<崩溃类型>按钮，可通过崩溃类型过滤崩溃信息； 在
右上方的搜索栏中可按崩溃摘要搜索崩溃；点击<所有状态>可按崩溃的修复状态过滤崩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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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 修复后，在列表中点击<未修复>可将其状态修改为“已修复”；如果确认修复后发现仍
有问题，点击<已修复>可将其状态修改为“未修复”。 

崩溃追踪 

点击崩溃摘要查看单个崩溃详细信息，包括崩溃次数趋势、设备分布、系统版本分布和崩溃    追
踪。在崩溃追踪中了解崩溃的设备信息、崩溃轨迹以及错误堆栈。 

 

点击最上方的左右方向箭头可以同类的崩溃切换堆栈信息。 

3.8 ANR/卡顿分析 

目前，透视宝移动端监控支持对 Android ANR 信息和 iOS 卡顿信息的抓取，通过对 ANR/
卡顿的深入追踪和分析相关线程、Trace 文件和信息，帮助您发现引起 ANR/卡顿的原因，
通过优化应用程序的性能，减少并避免 ANR/卡顿，提升用户体验。 

安装 Smart SDK（iOS）后可以配置卡顿阈值（默认为 3.5s），当屏幕卡顿时间大于设定
的卡顿阈值时，透视宝移动端监控才会记录并上报该次事件。 

概览分析 

什么是 ANR？ 

在 Android 上，如果应用程序有一段时间响应不够灵敏，系统会向用户显示一个对话框，这个对话框称作应
用程序无响应（ANR：Application Not Responding）对话框。ANR 对于应用的影响并不亚于崩溃， 一
个流畅的合理的应用程序中不应该出现 ANR。因此，在应用程序里对响应性能的设计很重要，一旦发生 

ANR 就应该及时分析原因并修复问题，以免影响用户体验。 

什么是卡顿？ 

iOS 平台屏幕刷新停顿，这种现象称之卡顿，产生原因主要是因为 UIKIT 本身的特性，所有的 UI 操作都
在主线程执行（UI 线程），如果主线程中包含大量的 IO、计算、绘制等操作，就可能阻塞主线程刷新 UI 
操作，产生卡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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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览页，查看一段时间内所选 App 版本的 ANR/卡顿整体分析，包括概要信息、ANR/ 
卡顿率、ANR/卡顿数变化趋势、ANR/卡顿列表及 ANR/卡顿分布（设备、OS 版本、运营
商、接入方式、地域）。 

概要 

在概要信息中查看一段时间内所选 App 版本发生 ANR/卡顿的比率、发生 ANR/卡顿的用
户、发生 ANR/卡顿的总次数及人均次数。 

 

 
卡顿率 

在 ANR/卡顿率中查看所有 ANR/卡顿的 App 版本及每个版本的 ANR/卡顿率。 
 

 
卡顿趋势 

查看一段时间内应用的卡顿次数趋势，如下图所示。 
 

 

卡顿列表 

在 ANR/卡顿列表中查看 ANR/卡顿摘要、ANR/卡顿次数、影响设备、APP 版本、首次发
生时间及最近发生时间，点击<查看更多>按钮查看全部 ANR/卡顿列表。 



透视宝移动端监控-用户使用指南 

47 

 

 

 

 
 

详细分析 

在 ANR/卡顿列表中，点击 ANR/卡顿摘要信息可以查看单个 ANR/卡顿的详细分析，包括
ANR 趋势、设备分布、系统版本分布及 ANR/卡顿追踪信息。 

在 ANR/卡顿追踪中，查看当前 ANR/卡顿每次的详细信息，包括 App 基本的软硬件信息、
ANR/卡顿线程、全部线程、ANR/卡顿 Trace 文件及 ANR/卡顿 Message 信息。 

 

通过透视宝移动端监控提供的信息分析 ANR/卡顿的类型、CPU 的使用情况、调用堆栈等
信息，从而确认导致 ANR/卡顿的原因并找到解决方法。 

例如： 

 如果 CPU 使用量接近 100%，说明当前设备很忙，有可能是 CPU 饥饿导致了 ANR。 

 如果 CPU 使用量很少，说明主线程被 BLOCK 了。 

 如果 IOwait 很高，说明 ANR 有可能是主线程在进行 I/O 操作造成的。 

3.9 组合分析 

组合分析是将地域、运营商、接入方式进行组合，可以是两两组合也可以将三者组合在一起，    多维度
深入分析移动应用性能。 

概览分析 

在概览页面，选择组合条件并查看对应的组合分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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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应时间最高组合（TOP5）：一段时间内，响应最慢的 5 个组合的响应时间变化趋势。 

 错误率最高组合（TOP5）：一段时间内，错误率最高的 5 个组合的错误率变化趋势。 

 活跃用户数最多组合（TOP5）：一段时间内，活跃用户数最多的 5 个组合的活跃用户
数变化趋势。 

 

 

详细分析 

在列表页，选择组合条件，查看所有组合的性能分析，包括组合的响应时间、吞吐率、活跃    用户
数、HTTP 错误率、网络失败率等，如下图所示。 

 

在右上方的搜索栏中可按组合名称搜索组合数据。 

点击组合名称查看单个组合的性能分析，包括响应时间趋势、吞吐率趋势、活跃用户数趋势、    请求
错误率趋势、HTTP 错误率趋势、网络失败率趋势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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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劫持分析 

劫持分析即网络劫持分析，可以监测 App 请求的主机是否为真正的主机，是否被劫持。根
据规则判断劫持发生的地域、运营商、接入方式。 

设置白名单 

点击<设置白名单>按钮，查看监测发现的劫持域名并与白名单进行比对，判断是否发生了 

DNS 劫持。 

如果没有劫持，在左侧域名列表中选择域名，点击   >按钮将其添加到白名单。添加白名
单后，将不再对该域名进行劫持分析。在右侧白名单中选择域名，点击< >按钮可将其从
白名单中移除。 

 

 

劫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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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览页面，查看访问量最高的 5 个劫持域名的访问量变化趋势、劫持域名分布及所有被
劫持的域名。 

 

在劫持域名列表中，查看被劫持域名的请求次数、吞吐率和占比。点击域名查看单个被劫持    域名
的详细分析，包括组合分析和地域分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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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交互分析 

交互分析通过监测最终用户与 App 进行交互时各 App 视图（俗称页面）消耗的时间，帮助
开发人员了解 App 在与最终用户交互时的代码执行效率，为 App 代码优化和用户体验改善
提供重要参考数据。 

分析整体交互性能 

在交互页面查看视图整体性能分析，包括所有视图列表（按执行次数或执行时间倒序查看）、    最
热门的 5 个视图、交互最慢的 5 个视图及慢交互列表。 

 

在慢交互列表中，您可以查看慢交互的执行时间、发生时间、App 版本和操作系统。点击
交互名称可查看交互视图单次执行的详细性能分析。 

分析单个交互性能 

在视图列表中，点击一个视图查看该交互视图中最慢的 5 个 UI 方法、耗时最长的 5 个线程、
方法列表及慢交互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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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法列表中查看每个方法所属的类、名称、耗时占比、平均执行时间和执行次数。 

在慢交互列表中，您可以查看慢交互的执行时间、发生时间、App 版本和操作系统。点击
交互名称可查看交互视图单次执行的详细性能分析。 

分析慢交互 

在慢交互列表中，点击交互名称可查看交互视图单次执行的详细性能分析，包括执行时间、    
用户感知时间、发生时间、上一个视图控制器、设备信息及时序图。 

 

通过设备信息了解 App 版本、操作系统、接入方式、用户 IP、设备名称、地理信息、剩余
电量、是否越狱、内存空闲、屏幕朝向及用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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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时序图了解内存、CPU 的使用情况，分析网络请求性能、主线程方法和子线程方法的
执行情况。 

 将鼠标移至内存或 CPU 所在行能够查看当前时间、平均占用内存、平均占用 CPU 和
当前请求数。 

 

 将鼠标移至网络请求所在行能够查看当前时间、平均占用内存、平均占用 CPU、当前
请求数、请求名称及请求的响应时间、总字节数、状态。 

请求状态为错误时，点击错误名称对追踪错误信息并进行详细分析。 
 

 将鼠标移至主线程或子线程所在行能够查看当前时间、平均占用内存、平均占用 CPU、
当前请求数、方法名及方法的偏移量、执行时间、占比。 

 

3.12 移动拓扑分析 

通过移动拓扑图，您能够从整体掌握移动应用的网络请求状态，包括应用正在使用的自身服    务和
外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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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拓扑图中，您可以查看应用整体的 HTTP 错误率和网络失败率，以及每个服务的 HTTP 
错误率、网络失败率和响应时间，如下图所示。 

 

点击服务域名可以查看选定时间内的响应时间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 
 

将鼠标移至趋势图中的某个点可以查看当前时间点的响应时间、首包时间、TCP 时间、DNS 
时间和访问量。 

此外，您还可以自主设置服务的类别。比如，需要将自身服务设置为外部服务时，将鼠标移    至对
应服务上，点击“设为外部服务”即可。 

3.13 移动应用设置 

3.13.1 设置基本信息 

使用管理员角色的账户登录透视宝，在移动应用的【设置→基本信息】页面修改应用名称或    下
载 Smart SDK，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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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操作与初次创建应用或安装 Smart SDK 的操作相同。 

3.13.2 上传符号列表 
 

3.13.2.1 为什么上传符号表 

为了更好地解析崩溃信息，快速准确地定位用户 App 发生崩溃的具体代码位置，需要上传
对应版本的符号表到透视宝云端，对 App 发生崩溃的程序堆栈进行解析和反编译，从而还
原崩溃堆栈。 

3.13.2.2 iOS 应用符号表说明 

要上传符号表，首先您需要在应用工程中找到对应的文件。对于 iOS 应用，符号表是指应
用工程的 dYSM 文件（[Appname].app.dYSM 文件），生成 dYSM 文件的过程如下： 

1、打开应用工程，在工具栏中点击工程名称并选择“Edit Scheme”，如下图所示。 
 

2、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将工程由 Debug 模式转为 Release 模式后关闭对话框，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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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译工程，使用 Command + B 快捷键 build 工程。 

4、编译成功后，在应用工程的 Products 目录下，右击[Appname].app 文件并选择“Show 
in Finder”，如下图所示。 

 

5、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可以看到[Appname].app.dSYM 文件，该文件即为用于解析崩溃信
息的符号表，您可以在透视宝云端上传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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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说明的是，当您的 Archive 模式为 Build 时，需要通过以下方式找到生成的 dSYM 文件： 

选择“Window→Organizer”,打开应用工程的 Archive 列表，如下图所示。 

选择您的 App，右击 Archive 文件并选择“Show in Finder”，如下图所示。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右击[Appname time].xcarchive 文件并选择“显示包内容”，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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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进入 dSYM 目录可以找到[Appname].app.dSYM 文件，该文件即为用
于解析崩溃信息的符号表，您可以在透视宝云端上传该文件。 

 

 

3.13.2.3 Android 应用符号表说明 

要上传符号表，首先您需要在应用工程中找到对应的文件。对于 Android 应用，解码不同
类型的崩溃信息，需要上传不同的崩溃解码文件。 

3.13.2.3.1 解码 Java Crash 

如果要解码 Java 类型的崩溃信息（Java Crash），只需要上传应用工程的 mapping 文件。
以 Eclipse 开发环境为例进行说明： 

在应用工程根目录的 proguard 文件夹中找到 mapping.txt 文件，该文件即为用于解析崩
溃信息的符号表，您可以在透视宝云端上传该文件。注意，proguard 文件夹是为工程设置
混淆后自动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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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3.2 解码 Native Crash 

如果要解码 Native 类型的崩溃信息（Native Crash），还需要上传应用工程的 Debug so 
文件。 

 

在 Eclipse 开发环境中 

默认情况下，Debug SO 文件是位于应用工程的 obj/local/CPU 架构目录下的
libCreateNativeCrash.so 文件，如下图所示。 

请注意，您必须提前在应用工程中集成透视宝移动端监控提供的 Cloudwise NDK，编译应用工程后将对应的 

Debug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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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前，需删除 local 目录中无关的文件夹和文件，只保留 CPU 架构目录和对应的 Debug 
SO 文件（libCreateNativeCrash.so），然后打包为 zip 包（local.zip），zip 包的目录结
构为<local-架构-Debug SO 文件>，如下图所示。 

 

您可以在透视宝云端上传该 zip 包，用于解析和还原崩溃信息。 

 
 

在 Android Studio 开发环境中 

默认情况下，Debug SO 文件是位于应用工程的 obj/local/CPU 架构目录下的
libCreateNativeCrash.so 文件，如下图所示。 

为保证正常解析和还原崩溃信息，上传 zip 包的目录结构必须与要求的完全一致。当然，您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要上传某一个架构的 Debug SO 文件（libCreateNativeCrash.so），只要确保目录结构一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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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前，需删除 local 目录中无关的文件夹和文件，只保留 CPU 架构目录和对应的 Debug 
SO 文件（libCreateNativeCrash.so），然后打包为 zip 包（local.zip），zip 包的目录结
构为<local-架构-Debug SO 文件>，如下图所示。 

 

您可以在透视宝云端上传该 zip 包，用于解析和还原崩溃信息。 

如果是 Debug 编译，默认情况下，Debug SO 文件的具体的路径为： 

<子项目文件夹>/build/intermediates/ndk/debug/obj/local/<架构(Architecture)>/ 

如果是 Release 编译，Debug SO 文件的具体的路径为： 

<子项目文件夹>/build/intermediates/ndk/release/obj/local/<架构(Architecture)>/ 

说明：Android Sutdio 中"子项目"即 Module，如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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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4 上传符号表 

目前，透视宝移动端监控支持用户手动上传用于解析和还原崩溃信息的符号表。使用管理员角色的
账户    登录透视宝，在移动应用的【设置→上传符号表】页面上传符号列表，如下图所示。 

 

 

要上传符号表，首先需新建应用版本。点击<新建版本>按钮新建一个应用版本，选择应用    
的类型并设置应用版本号，保存后可上传符号表。 

点击<上传>按钮上传应用对应版本的符号表，上传成功后其状态显示为“已上传”。 
 

 

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对应的应用版本及符号表。 

3.13.3 设置参数 

安装配置 Smart SDK 后，您可以在透视宝云端设置数据采集相关内容，但必须保证应用已
经运行过且您具有管理员权限。此外，要使用该功能，请确保您的 iOS 版 Smart SDK 版本更
新至 1.3.9 及以上，Android 版 Smart SDK 版本更新至 1.4.0 及以上。 

在移动应用的【设置→参数设置】页面中，配置采集数据、数据提交方式、iOS 卡顿阈值、
端到端监控白名单、用户行为阈值等，详细说明如下。 

为保证正常解析和还原崩溃信息，上传 zip 包的目录结构必须与要求的完全一致。当然，您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要上传某一个架构的 Debug SO 文件（libCreateNativeCrash.so），只要确保目录结构一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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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版本启用／禁用 

您可以为每个版本的移动应用设置需要抓取的信息，包括崩溃信息、卡顿/ANR 数据、POST 
参数、Socket 数据、libcurl 网络请求数据、Webview 和交互数据。 

需要采集某一数据时，选中对应的复选框即可；所有版本都需要采集某一数据时，直接选中    标
题行中的复选框即可。 

数据提交方式 

您可以设置数据的提交周期和提交机制，提交机制包括： 

 闲时提交机制：启用后，Smart SDK 会在系统空闲状态下提交数据，提高稳定性，但
可能会造成数据的延迟。 

 节省流量机制：启用后，Smart SDK 会减少非 WIFI 环境下的数据提交量，但可能会
造成数据的延迟。 

说明：未选择任何机制时，Smart SDK 将按照数据提交周期实时发送数据。 

iOS 卡顿阈值 

您可以设置上报 iOS 卡顿事件的阈值，当屏幕卡顿时间大于设定的卡顿阈值时，透视宝移
动端监控才会记录并上报该次事件。 

iOS 卡顿阈值默认为 3.5s，即屏幕卡顿时间超过 3.5s 时为卡顿，透视宝移动端监控会抓取对
应的数据， 否则不抓取。 

端到端监控白名单设置 

如果需要实现端到端监控，需要将对应域名添加到白名单中，否则默认不进行端到端监控。    
您可以直接在左侧列表中选择域名添加到右侧的白名单中即可。 

需说明的是，版本是在应用运行后由透视宝移动端监控自动抓取的，不能手动添加，只能进行对应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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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行为阈值设置 

您可以设置用户行为阈值，即执行某个行为动作时可以容忍的响应时间。用户行为阈值用于    判
断行为动作的健康状态，目前固定容忍时间为 2000ms。 

需说明的是，域名是在应用运行后由透视宝移动端监控自动抓取的，不能手动添加，只能进行对应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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