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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M 简介 

•  系统演进，遇到的问题 

•  展望 

纲要 



•  数字化体验监控 — Digital Experience Monitoring 

•  应用程序发现、跟踪和诊断 — Application discovery, tracing and diagnostics 

•  应用程序分析 — Application Analytics 

APM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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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颠覆和创新是七牛成功的基石 
市场创新的速度远超于人脑的预判 



•  提升直播推流/播放 SDK 性能 

•  优化直播节点质量 

•  一些统计需求 

•  日志查询需求 

初衷 



基于时间的一序列数据点，在同一数据列中的各个数据必须是同口径的，
要求具有可比性 

时序数据 



•  内存里做数据聚合 

•  打点到时序数据库，通过 Grafana 进行展示 

•  导出全量日志到对象存储 

萌芽版 



萌芽版 



•  满足自身的统计、分析需求 

•  做对七牛直播云用户有益的事 

•  做对非七牛直播云用户有益的事 

思路拓展 



•  视频打开速度慢 — 首开时间感人 

•  视频经常缓冲 — 好似 PPT 

•  用户出错排障慢 — 基本靠猜 

•  不知道谁的锅 

•  不知道何时开始出现问题 

直播行业问题 



•  多维度 (CDN， 省份，服务
器 IP，ISP) 联合分析 

•  实时监控数据 

•  快速查询定位 

•  快速统计单个主播终端在线
数等简单运营统计 

APM 目标 

•  崩溃报告 

•  网络性能监测 

•  App 响应时间监测 

•  对性能指标的多维度联合分析 

•  自定义统计数据分析 

视频 APM 移动 APM 



•  功能扩展麻烦 

•  增加一个统计维度要修改源代码 

•  常见聚合函数需自己实现（如 percentile） 

•  新增一个统计点可能造成代码复用率降低 

•  水平扩展困难 

•  遇到计算资源瓶颈时难以拆分统计逻辑 

遇到了问题 



规划版 



架构的纠结 



架构的纠结 



•  从存储到数据可视化，全栈的大数据分析产品 

•  用户使用 Workflow 管理自己的数据流，无需大数据背景 

•  Workflow 实现可视化数据流监控，降低运维成本 

•  集成优秀社区组件，优化并做到更好 

七牛大数据平台 — Pandora 



Pandora 



Pandora Kafka Clusters 



实施版 



APM 实时计算工作流 

•  树状拓扑 

•  每个分支代表一个统计计算
或数据导出功能 



•  每分钟上报一次，缓冲或者无缓冲 

•  卡顿人数/总人数，即为该时间段内卡顿率 

•  按 CDN / 运营商 / 省份 / 服务器 IP 等多种维度进行聚合 

直播卡顿率定义 



APM 实时计算工作流 
select		

	cast(cast(time	as	bigint)	/	5	as	bigint)	*	5	
as	time,	

	cdn, 	 				
	country, 	 				
	province, 	 				
	isp, 		
	platform,	
	sum(v4)	as	total,	
	count(v4)	as	number 	 		

from	stream 	 		
where 	 				

	tag	=	'monitor’	
group	by	

	cast(cast(time	as	bigint)	/	5	as	bigint)	*	5,	
	cdn,	country,	province,	isp,	platform	



导出的卡顿率时序数据结构 



APM组件 

端打点SDK 
iOS/Android 

 
TODO: WebJS 

实时数据流处理引擎 
Pandora Workflow!

离线数据分析工具 
XSpark!

时序数据库 
TSDB!

日志检索服务 
LogDB!

展示系统 
APM Portal! Grafana!告警系统!APM!

Gate!



•  每分钟实时写入的数据增量达到数百 GB，每日增量数据数百 TB 

•  每分钟实时写入的数据条目达到数十亿 

吞吐量 



•  多维度 (CDN， 省份，服务
器 IP，ISP) 联合分析 

•  实时监控数据 

•  快速查询定位 

•  快速统计单个主播终端在线
数等简单运营统计 

APM 目标 

•  崩溃报告 

•  网络性能监测 

•  App 响应时间监测 

•  对性能指标的多维度联合分析 

•  自定义统计数据分析 

视频 APM 移动 APM 



多维度质量对比 
TSDB 拉取 

卡顿率、首开时间
的多维度联合展示 



多维度质量对比 
TSDB 拉取 

卡顿率、首
开时间的多
维度联合展
示 



日志检索 
利用日志检索服
务做单用户排障 



App 网络测速 



App 崩溃日志收集 

Crash log 
展示 

LogDB 检索 



自定义事件上报 

•  自动创建 pipeline 

•  自动生成 export 



离线分析工具 

•  日志存放在对象存储 

•  Spark 分析 

•  Zeppelin 可视化呈现 



离线日志分析 

•  日活 

•  按省份、运营
商、设备、系
统等维度的关
联分析 



监控告警 

•  基于 TSDB，利用 Grafana 做告警 

•  基于 TSDB，利用 Kapacitor 进行实时聚合计算+告警 



遇到的问题 

•  TSDB 适用于做查询，高频的聚合计算极耗 CPU/内存，特别是 Tag 极
多的情况 

•  Kapacitor TICKScript 学习成本高，定义告警任务麻烦 

监控告警 



监控告警 

•  基于 TSDB，利用 Grafana 做告警 

•  基于 TSDB，利用 Kapacitor 进行实时聚合计算+告警，降低告警任务创
建门槛 

•  基于 Pipeline，利用实时计算做复杂运算告警 



监控告警 

•  基于 TSDB  

•  利用 Kapacitor 进行实时聚合计算+告警 

•  基于 Pipeline 

•  导出运算结果到 TSDB，利用 Kapacitor 告警 



•  构建于七牛 Pandora 这个大数据 PaaS 之上的 SaaS 

•  深耕数字化体验监控 (DEM)  

•  可定制化的运维、运营数据分析呈现工具 

•  开放、自由 

七牛 APM 产品小结 



•  专注于 DEM 的第三层次，结合更多机器学习的数据分析 

•  更智能的告警 

展望 



谢谢 |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