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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search
新功能

查询&分析 运维&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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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新的数据增强pipeline

Incoming 
Documents

Ingest Pipeline

Dissect

Rename

Enrich

Remove

Lowercase

Target 
Index

Enrich Index

Source 
Index

Source 
Index

Enrich Policy

7.5

• 用户界面会后续推出

• 现在支持两种Policy Types: Match 和 Geo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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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集的遍历更加节省内存
‒ 在地图中更细粒度的分片颜色
‒ 机器学习可以使用更多数量的分片: 100*100=10,000

• 可以结合 geo 数据 和 非geo 数据
‒ 在地图上的每个分片内每种颜色多少个点

高精度Geotile分析
可以在 GeoTile Grid上面使用 Composite Aggregation

2 4
3

Tile-1

Tile-2

Tile-3
Tile-3 Tile-3

Tile-2 Tile-2

Tile-1 Tile-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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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中支持Shape查询
在SQL中可以使用你自己定义的坐标系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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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Pinning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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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功能增强
新的Geo-Shape 数据类型

• Elasticsearch 7.4 以前用户需要使用
地球坐标系来表达地理位置信息

• 新的 shape datatype 让用户可以使
用他们自己的 x,y 坐标系统来存储和
查询地理位置

• 这个特性对于非WGS84坐标系统, 室
内定位, 虚拟世界（游戏）和其它应
用非常有用

7.4

https://www.elastic.co/guide/en/elasticsearch/reference/7.4/shap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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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功能增强
Circle Ingest Processor

• 新的 circle ingest processor 将圆形表达成
跟它近似的多边形

• 这是一个简单和高效的方法在BKD树里面索
引圆形，有助于产生更小、更快、更精确的
索引

• 可以通过圆形边缘到多边形的边缘的 大距
离error_distance来控制拟合的精度

7.4

https://www.elastic.co/guide/en/elasticsearch/reference/7.4/ingest-circle-process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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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聚合
在Range类型字段上计算直方图

Range 1

Range 2

Range 3

Bucket 1 Bucket 2 Bucket 3 Bucket nBucket 4

● Bucket 1 == 1
● Bucket 2 == 2
● Bucket 3 == 2
● Bucket 4 == 2
● Bucket 5..n == 1

● 在range字段上进行聚合计算使得统计有相互交错的范围数量更
加简单

● 比如，每个电话有开始和结束时间，统计每天每分钟有多少电
话进行中？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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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聚合
累积的基数聚合

• 可以比较容易地计算一段时间内新增的事件

• 比如，这个新的聚合使用户可以计算给定一段时间独立用户访问数，而不需
要更多的过滤和去重的步骤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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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场景下向量相似度被用来衡量文档的相似性

• 可以是向量文档或者一些算法可以将图片和文字表达为向
量

• Elasticsearch 7.4, 我们引入了两种新的向量相似度度量:
‒ Manhattan 距离
‒ Euclidean 距离

• 提供预定义的Painless functions, 他们可以在script_score
查询中和其它查询元素一起使用

新的向量距离函数
通过向量增强相关性排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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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ttened field

很多任意类型的字段, 比如:

• Beats
• HTTP headers
• 电商平台(多个数据源)

Keywords 搜索 (不需要全文搜索)

单一的扁平 JSON字段代替多个字段

减少了mapping和索引状态的大小

将多个字段索引在一个扁平化的JSON里面 – 减少 mapping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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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 terms 聚合

对SIEM应用非常重要, 因为 稀有==可疑

Visible in Kibana (sort ascending)

我们克服了很多工程上的挑战

精确地找出 稀有的情况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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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nterval 查询中使用通配符

两个 terms间的距离 – 专利和法律 搜索

Interval 查询是一种新的span: 

• 简单 == 更加经济
• 不需要重复实现analyzer逻辑

现在通过 增加 * 和 ? 通配符

鼓励用户使用Interval查询来代替Span查询

Biolog* captures Biology and Biological

Optimi?ation captures Optimization and Optimisation

6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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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 时间 近的数据或者地理位置
较近的数据相关性更好

distance_feature 让你可以基于时间和距
离提升排名

简单易用，内部实现还是复杂的: 
- 使用 top-k 快速查询
- 支持归一化 w/ saturation 

7.2distance_feature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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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既有的index转换聚合成另外一
个index

比如: 
- 汇总用户行为
- 创建实体索引

机器学习app中有一个新的向导配置页
面

现在通过批处理作业来实现

Data Frame Transform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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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新的SQL功能: 

- 支持地理位置查询

- median absolute deviation 函
数

- 支持CASEE/WHEN/ELSE/END

SQL 增强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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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的Block-MAX WAND 算法

对于应用全文搜索场景的相关性排序场景
有很大的好处

不是在所有场景都起作用: 

• 不能使用在聚合上

• 无法在Kibana里使用

• 无法用在需要精确hit count的场景下

快速的 Top Hits 查询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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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search
新功能

查询&分析 运维&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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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cluster Replication (CCR) 增强
新的更新改进了双向复制的CCR架构

● CCR 双向复制

○ 非常流行的 CCR 架构

○ 避免手动的故障恢复

● Pause / Resume API

7.5

https://www.elastic.co/guide/en/elasticsearch/reference/7.5/ccr-pause-auto-follow-pattern.html
https://www.elastic.co/guide/en/elasticsearch/reference/7.5/ccr-resume-auto-follow-patter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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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取消查询
避免在不需要的查询上浪费资源

• 在 Elasticsearch 7.4以前, 如果用户想结束一个客户端发起的
查询，必须通过 Task management API来完成

• 在Elasticsearch 7.4, 在客户端连接关闭的时候可以自动取消
通过_search 接口正在执行的查询

• 可以避免浪费资源在不需要的查询上，比如:
‒ 自动取消错误执行的长时间查询或者用户离开了某个页面

‒ 自动取消某些运行错误的本地测试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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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小的 Translog = 节省存储空间

Primary Shard

Document _id: 4 

Document _id: 2 

Document _id: 18 

Document _id: 19 

Document _id: 20 

Elasticsearch <= 7.3:
使用Translog 记录来
进行 replica 恢复.

Lucene

Default: 512 MB / 12 hours

translog
Elasticsearch 7.4: 
Lucene使用soft-
deletes来进行replica 
恢复.

R
ep

lic
a 

• shard恢复已经不需要
Translog 记录

‒ 过去: 为了恢复需要每个
shard要保存缺省512MB的
Translog

‒ 现在: Lucene的Soft-deletes 
可以在shard恢复的时候被用
来追踪文档的改变

• 对某些用户来讲可以节省大
量存储空间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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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snapshot UI具有的功能:

- 注册 snapshots 源 (支持多种插
件)

- 查看 repositories and 
snapshots

后续会有更多的UI的改进

Snapshot UIs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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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 & Restore UI

Snapshot 删除 和 恢复

• 从snapshot恢复索引

• 在恢复状态页追踪恢复的进度

• 删除不需要的snapshots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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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Elastic Cloud Enterprise

S3
AzureGCP

Filesystem

Self-Managed ECK

Curator / 
3rd Party

过去处理snapshot的方式

Snapshot 生命周期管理(过去)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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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S3

AzureGCP

Filesystem

Elastic Cloud Enterprise

不再需要Curator和第三方工具

Snapshot 生命周期管理(现在)

Self-Managed ECK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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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API

Snapshot 生命周期管理留存规则设置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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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eligible nodes

Data nodes

Voting-only 
master-eligible

Voting-only Master eligible节点

• 使用 ES 7.0 新的集群协调 (快速 master 
选举, 不需要minimum_master_nodes, 
...)

‒ 开启 voting-only master-eligible 节
点部署

• 在master选举的时候仅仅投票

‒ 不会成为master

• 需要更小的硬件配置

‒ 网络

‒ 可用性

• 在部署大量集群的时候可以节省成本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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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的索引: 
- 除了维护元数据以外几乎不占资源
- 无法进行读写操作

尽可能使用索引冻结
- 可以像关闭的索引一样 小化资源

利用，并且可以被搜索

Closed Index Frozen Index

Replicated

(>= 7.2)

Minimal 
resource 
utilization

Searchable

复制关闭的索引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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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了集群协调层代码，为未来更多功能
打下基础

构建在强健的理论基础上，经过了大量密
集的测试

带来的收益
不再需要 minimum_master_nodes 设置
秒级以下的master选举时间
快速的移除僵尸节点

Node A

Node B

Node C

7.0新的集群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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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新的执行模式
(ccs_minimize_roundtrips) 对广域网环境
下的跨集群查询来优化

以前: 
每一个远端集群的每个节点都会有数据返回，
导致大量的小的数据请求在网际传播

现在: 
每个远程集群只会从协调节点返回一个数据
响应，极大减少了在网络中的数据往返开销

CCS

Cluster 1 Cluster 2

7.0Cross-Cluster Search (CCS)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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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bana
新功能



全新的外观和体验优化

新的全局导航菜单

全面的深色界面模式

响应式的dashboard

增强的时间选择器

缺省使用Kibana Query Language KQL

7.0



新的全局导航菜单

全面的深色界面模式

响应式的dashboard

增强的时间选择器

缺省使用Kibana Query Language KQL

全新的外观和体验优化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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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全局导航菜单

全面的深色界面模式

响应式的dashboard

增强的时间选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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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全局导航菜单

全面的深色界面模式

响应式的dashboard

增强的时间选择器

缺省使用Kibana Query Language KQL

全新的外观和体验优化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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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bana Lens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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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合适的字段:

• 可以按名字搜索

• 按照类型过滤

• 快速的字段值预览

• 字段统计

数据驱动
一切从数据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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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智能的方式可视化
智能建议图表

• 根据选中的字段来建议合适的聚合
• 根据数据来推荐图表类型
• 数据建模
• 快捷方式-基于 常用的用例来智能的提供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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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并且可复用

• 运行用户以不同的方式浏览数
据

• 可以修改index patterns 和
queries

• 可以用不同的图表类型查看数
据

• 在字段间快速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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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bana 管理: 在不同的Space间拷贝保存的对象

● 可以将对象从一个Space拷贝
到多个目标Spaces

‒ 以前必须要导出/导入才能跨
Space拷贝对象

● 拷贝的对象是克隆了一份新的
对象而不是链接

● 如果拷贝的是嵌套对象，所有
嵌套的对象也会被拷贝

● 需要对目的Space具有写权限

使得跨Space管理对象更简单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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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bana 分析: Canvas

● darkmode

● 小化视图

● 语法高亮

● 鼠标悬停提供上下文帮助

● 新的全屏模式

● 改进文档体验

使用 Monaco 编辑器改进Canvas表达式编辑器体验

.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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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bana 分析: 保存查询

● 结合了过滤器，搜索框，时间选择器
● 在Kibana dashboard, 可视化，和日志浏览器间复用

查询
● 分享和协作: 保证每个人在分析时候都使用一样的查询

条件

保存, 应用, 分享 和复用Kibana 查询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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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bana 分析: 每个面板独立的时间范围

● 可以在一个dashboard上显示不同的时间区间

在一个dashboard上查看和比较多个时间段的图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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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bana 改进

● 柱状图上显示数字

● TSVB 和可视化缺省使用KQL来
进行过滤和

● Dashboard 保存的查询导出成
CSV

● 支持nanosecond级别的时间
戳

一些小的改进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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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或者限制Kibana界面里面应用或者功
能的访问

为每个角色设置功能访问列表

在特定的Space为每个角色设置功能访问
列表

设置Space设定来隐藏或者显示某些功能
或者App

权限等级:  
- 不能访问
- 只读
- 全部

7.2功能菜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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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组件
把组件保存为自定义组件，可以在不同的
工作簿间复用，可以在团队内分享

过滤器组
将过滤器应用在一组元素上面

大屏模式
全屏自动播放

Canvas 增强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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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bana Map
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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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渲染时序数据
将图形的颜色和大小与时间字段联系起来

• 对于时间序列追踪非常
有用

• 追踪 新的车辆，包裹，
人的位置

• 以前只能根据数字字段
来进行不同的渲染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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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不同的层来排序文档
确保 重要的数据在 上面

• 结合根据时间渲染的特
性，给予时序数据的展
示更多的控制

• 更加一致的数据可视化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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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静态值设置自定义的色彩梯度
一个呼声很高的功能

● 定义静态值和色彩来
为不同的数值创建色
彩梯度

● 可以应用在地图上的
形状和点上

● 对于用户了解他们的
数据并且有静态范围
的场景非常有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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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矢量形状进行过滤

• 在地图上创建可以用于过
滤的地理区域

• 可以使用来自于Elastic 
Maps Service的形状或者
GeoJSON的自定义形状

• 对于根据区域边界进行快
速过滤非常有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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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方便地查看两点间的路径
制作自定义的点对点地图

● 一个新的数据源来显
示两点之间的路径

● 和其它形状一样的风
格设定

● 被用作SIEM新的网络
地图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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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图标
箭头, 船, 汽车 更多图标

• 新的图标和动态的方向

• 可以自定义图标的边缘

• 对于追踪轨迹等应用场景
非常有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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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分片
一个更平滑更现代的方式来创建基础图层

● 7.4 引入了矢量基础图层

● 使得浏览和缩放地图的时候
更加平滑，锐利和轻量

● 大多数现代的地图应用都是
使用矢量分片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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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可以嵌入Dashboard

● 可以按层来过滤

● 在Elastic Maps 服务里面支持
深色基础图层

Maps 增强 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