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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世界上最大的电子集市 

$3.26M 
1959 Ferrari GT 

破损的iPhone 



⼤大数据，全球化，移动性，WIFI和实时⽤用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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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有数十亿的点击量 大流量 
• 用户来自世界各地 
• 美国以外用户数量大致与美国用户持平 
• 正快速增长中 

全球化 
•  “Mobile First” 
• 来自移动应用的流量已经超过了传统网页流量 
• 还在快速增长 

移动性 
• 平板电脑 
• 智能电视 
• 触摸式信息站 
• …… 

WIFI 

• 我们采用一套行之有效的实时用户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来对网
站性能进行监控 实时用户数据 



三种常⽤用⽅方法来监控⺴⽹网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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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测试(ThousandEyes, Catchpoint, Keynote, etc) 
• 瀑布图表 
• 分布在各地的测试节点 
• 能有效的测试网络状况 
• 采样测试 = 非真实数据 
•  CDN的行为可能对测试结果产生影响 

实时用户数据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但是 
• 没有瀑布图 
• 海量数据 
• 在某些客户端上不适用 

日志分析 
• 如果你有足够的存储/CPU，那么日志分析将是最好的方案 

最佳实践：综合运用所有方法 
• 综合运用以上所有方法进行分析 



网页加载时间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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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代码搜集网络层及浏
览器事件的时间戳 

•  时间信息被发送至特定的网
站信标 

Event Graph Source: https://dvcs.w3.org/hg/webperf/raw-file/tip/specs/NavigationTiming/Overview.html 



实时用户数据搜集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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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同步 

服务器时间: S1 

服务器时间: S3 

⽤用户停留时间: S2 

当页面被卸载时
发出信息 

端到端时间 = (S3-S1) – S2  



为页面加入用户数据采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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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lib prefix="r" uri=...%> 
<html> 

<head> 
<r:RUMTop/> 
…. 

</head> 
  <body> 
   … 
  <r:RUMBottom/> 
  </body> 
</html> 

      
 

减少数据量 

默认采样 (X%) 

采样方式可基于以下因素定制 

• 访问页面 
• 实验控制 
• 集群或机器 



eBay计时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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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全部浏览器类型 

服务器端总共处理时间 

服务器端处理时间细分 
• Services端到端时间 
• HTML生成时间 
• Fragments生成时间 

客户端处理时间细分 
• Document Ready 
• On Load 
• Dwell时间(On Load到Un Load) 
• AJAX请求端到端时间 
• 广告(Iframes)端到端时间总和 
• 单个广告的点到点时间 
• Fragments加载时间 

支持定制的计时器 



小小的广告会带来页面的阻塞，以及收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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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是网页速度变慢的主要原因 

大量第三方广告并没有被优化过 

• 太多文件/太多域名 
• 缺乏一些基本的优化，比如压缩 
• 太多跳转 
• 太多……太多…… 

A/B测试，有/没有广告:  

• 没有广告：业务收入提升 
• 广告收入降低 

139个请求，只为了
一个简单的广告！ 



eBay如何监控广告加载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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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计算时间从广告插入到
IFRAME on-load事件为止 

多个广告加载时间同时被测量 



端到端时间 Vs. 用户感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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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错了? 

在我们的测试中，Progressive rendering可以有效的提高点对点时间 

可视区域内容加载的延迟会带来不好的用户体验 

传统页面
访问流程 Progressive 

Rendering 



eBay如何测量可视区域的加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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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会监控 
• 可视区域加载时间：页面上第一个像素变化到可视区域中最后一个像素变化的时间 
• 目前还没有浏览器API支持以上时间的计算 

eBay定制API 
• 由多个小图片组成 
• 计时从收到第一个字节的数据开始，直到所有可视区域的图片都被显示 
• 与真实的可视区域加载时间非常接近 

可
视
区
域

 



网站性能监控: 一次故障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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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 Origin: 
流量上升了

50% 

最差代码
奖！ 

CDN流量卸载从 
80%降至40% 

CDN EDGE: 
每秒钟接收到成百
上千的用户请求 



网站性能监控: 从Site Speed Gauge上观察到的故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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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能有明显
的影响 



合成测试在eBay: 性能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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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Catchpoint的
瀑布数据 

性能统计图 



eBay与C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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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kamai 
API构建 

为eBay定制 



Akamai CloudMonitor:实时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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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用户⽇日志 
•  为每一次用户访问生成一条日志 
•  HTTP POST 
•  10GB原始数据/天 

与Akamai DSA结合 

•  动态页面内容 

•  HTTPS 

实时性能监测 
•  服务器响应时间 
•  Response状态 
•  客户信息（IP地址、浏览器信息等等） 



性能提升: eBay意大利(www.ebay.it)的Akamai 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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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加载时间减少
了58% 

启用DSA 

建立连接时间减
少了78% 



性能提升: 意大利站点启用DSA后的性能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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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housandEyes上可以看到，当
启用DSA后，访问www.ebay.it的网

络延时降低了90% 



性能提升: 启用带SSL的DSA后为移动设备的JSON API带来的
性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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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为德国的移动设备
搜索带来了高达1秒
（27%）的性能提升 

 
 

数据由eBay Mobile 
Team提供 

 



性能提升: 如果我们关闭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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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 Test Results 
Shorter Bar = Better 
所有区段的用户性能
均有10%-15%的降低 



性能提升: Global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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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ThousandEyes 上可以看到，启用Global 
DNS以后，页面加载时间有50%的提升 



性能提升: Global DNS显著提升了俄罗斯的页面加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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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DNS启用以后的页面加载情况 
加载总共花了5秒 

深蓝色 = 几乎看不到 

DNS时间
>1秒 

DNS时间
=70ms 

Global DNS启用以前的页面加载情况 
加载共花了9秒 

深蓝色 = 较慢的DNS 



下一步: We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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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测试结果 
加载时间越短越好 

JPG: 19K 
(500x500) 

WebP: 13K 
(500x500) 

速度提升 
提升率越高越好 



总结，经验以及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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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一个多维宇宙! 

•  不要企图采用单一的方式来度量它 

需要有多种方法来评估网站的性能 

•  合成测试 
•  实时用户数据 
•  理想的日志文件分析 
•  定位问题并理解其所带来的影响 

未来 

•  结合用户实时数据和合成测试结果 
•  结合运行成本数据和性能数据 



THANK YOU 

施尉霁 
MTS2 Software Engineer, eCS 

weishi@ebay.com 
 

Steve Lerner 
Senior Member of Technical Staff, Network Engineering 

slerner@eba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