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擎性能优化 - 索引结构优化 
优化思路： 

       树形索引结构改为倒排索 

优化效果： 

u  索引创建耗时降低到之前
的1% 

u  广告检索耗时降低到之前
的15%以内 

u  索引数据占用内存大小降
低到之前1%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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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性能优化 – 阶段性优化实践效果 

•  注：X轴：时间轴，y轴：ATM广告接口99%分位的RT(单位：ms) 



用户体验优化 
问题描述： 

u 用户吐槽：广告太长、太多 

u 客户要求：广告投放量有明确要求，
不允许少投。 

优化目标：  

      在不减少广告绝对投放量的前提下，
让用户“少看”广告，提升用户体验。 



用户体验优化 – 广告时长和个数控制 
简单粗暴的控制方法： 

      建立“视频时长（分钟） – 最大广告
时长（秒） – 最大广告个数”间的映射关
系，根据映射关系控制广告时长和个数。 

映射原则： 

u  长视频长广告 

u  短视频短广告 

u  超短视频无广告 

中国 + 移动APP

中国大陆 + PC

。。。

视频时长 最大广告时长 最大广告个数

[1,5) 16 1

[5,10) 32 2

[10,30) 48 3

[1,3) 16 1

[3,10) 32 2

[10,20) 48 3

。。。 。。。 。。。

。。。 。。。 。。。

。。。 。。。 。。。

视频资源
[30,+∞) 64 4

[20,+∞) 64 4

视频时长 最大广告时长 最大广告个数

视频时长 最大广告时长 最大广告个数

注：下图仅为示例，非真实线上规则 
 



用户体验优化 – 时长与个数控制效果 

优化效果： 

•  杜绝了网友经常吐槽的“一
个才X分钟的短视频上竟然出
了Y秒钟的长的广告”的现象。 

遗留问题： 

•  前一个贴位容量未充分使用，
便开始大量使用后个一贴位的
容量，导致出现多贴广告比例
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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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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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0

第⼀前

第⼆前

第三前

第四前

示例：假设广告容量为1000CPM，预定曝光量
为600CPM时，各贴容量的使用量（蓝色）如下 



用户体验优化 – 广告贴位前移 
•  方法： 

u 以小时为单位，按流量曲线分配
任务，小时内每分钟平均分配。 

u 新任务分配给第一帖，上一分钟
未完成的任务分配给第二贴，…，
上（N-1）分钟未完成的任务分
配给第N贴。 

u N分钟前未完成的任务，留待剩
余的小时分配。 

Task(t+2) Task(t+1) Task(t)

AdSearcher

AdServer

Task(t+3) Distributed	Cache

找第一前帖2 3 找第二前帖2 3 找第三前帖2 3

1 4



用户体验优化 – 广告贴位前移效果 
优化效果： 

u 靠前的贴位使用率显
著增长 

u 靠后的贴位使用率显
著降低 

u 用户看到多贴广告的
比例显著降低 

90/150

78/130

72/120

60/100 0/100

150/150

130/130

20/
120

第一贴

第二贴

第三贴

第四贴

第一贴

第二贴

第三贴

第四贴

优化前各贴位使用率 优化后各贴位使用率

示例：假设广告容量为1000CPM，预定曝光量为
600CPM时，各贴容量的使用量（蓝色）如下 



用户体验优化 – 贴位前移方法遗留的问题 

长视频容量未充分利用时，便开始使用短视频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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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体验优化 – 资源分级优化 
目标： 

u 将广告尽可能向长视频和靠前的贴位倾斜 

u 能根据广告投放任务的紧张程度自动扩大或缩小使用的资源范围 

方法： 

u 视频资源分级（level） 

u 为广告设置资源使用范围(range) 

u 新增adRangeFilter处理模块，动态调节广告的资源使用范围。 



用户体验优化 – 视频资源分级 
分级原则： 

u  根据用户的广告容忍度高低对视频资
源分级，容忍度越高，级别越小。 

u  视频越长，级别越小 

u  贴位越靠前,  级别越小 

资源级别 视频时长 广告位 

1 [30,+∞) 第一前贴 

2 [10,30) 第一前贴 

3 [5,10) 第一前贴 

4 [30,+∞) 第二前贴 

5 [30,+∞) 第三前贴 

6 [10,30) 第二前贴 

7 [30,+∞) 第四前贴 

8 [5,10) 第二前贴 

9 [10,30) 第三前贴 

10 [1,5) 第一前贴 

注：右图为10级分级表示例（仅用于原
理解释，非线上真实情况）  



用户体验优化 –资源分级优化原理 

resLevel=getResLevel(vLen,adPos)

adRange = getAdRange(aid)

reduceDeliverCount(aid)

adRange >= resLevel

End

Start

AdRangeTask

DCTask

ResourceLevelTask

vLen adPos resLevel

[30,+∞) P1 1

[10,30) P2 2

[5,10) P3 3

... ... ...

aid adRange

A1 1

A2 10

A3 8

... ...

aid dc

A1 100

A2 250

A3 300

... ...

adRangeFilter
resourceLevel

TimedTask

Y

remove(aid)

N

rangeMap

dcMap

adRangeFilter： 实时控制广
告的资源使用范围 

ResourceLevelTask：定时
同步资源级别 

AdRangeTask：定时调整广
告range值 

DCTask：定时分配新广告投
放任务 



用户体验优化  - 资源分级优化 

rangeMap更新规则： 

u 若前N（指定常数）个连续周期的任
务未完成，则range++ 

u 若前N个连续周期的任务均完成，则
range— 

u 1 <= range <=MAX_RANGE(指定
常数) 

A1:	350

A2:				0

A3:				0

A4:	900

A1	:	3

A2	:	3

A3	:	1

A4	:	10

dcMap

rangeMap

A1:160

A2:				0

A3:				0

A4:906

A1	:	4

A2	:	2

A3	:	1

A4	:	10

dcMap

rangeMap

A1:15

A2:0

A3:0

A4:897

A1:5

A2:1

A3:1

A4:10

dcMap

rangeMap

t0 t0+ T t0+ 2T

示例：当N=1，MAX_RANGE=10时 



资源分级优化 – 效果 

优化效果： 

•  实现了广告向长视频和靠前的
贴位资源倾斜的目标 

效果示例： 

•  如右图（仍旧以从1000CPM中
分出600CPM使用量为例） 

资源级别 视频时长 广告位 容量使用率 趋势 

1 [30,+∞) " 1.00 +0.4 

2 [10,30) " 1.00 +0.4 

3 [5,10) " 1.00 +0.4 

4 [30,+∞) " 1.00 +0.4 

5 [30,+∞) " 1.00 +0.4 

6 [10,30) " 0.1 -0.5 

7 [30,+∞) " 0 -0.6 

8 [5,10) " 0 -0.6 

9 [10,30) " 0 -0.6 

10 [1,5) " 0 -0.6 



资源使用优化 – 优化效果 

A1 

A2 
A3 

广告随着投放任务紧张程度周期性
自动增大或缩小投放的资源范围。 



经验与教训 

u  严格遵循用数据说话的原则，先埋点和统计，再根据统计结果做优化，
最后对优化结果做数据统计对比，明确后续优化方向，避免仅凭个人猜
测来做优化决策。 

u  灵活运用奥卡姆剃刀原则，总是尽可能使用简单有效的方案，杜绝过渡
设计或非必要的外部依赖，避免为将来“埋坑”。 

u  以修高速公路的思路优化广告链路，当主干链路过于拥堵时，一方面考
虑修条新路来分流（广告缓存推荐机制），另一方面对已有链路进行拓
宽和提速（引擎内部性能优化），最后，还可以鼓励用户调整出行规律
（广告异步加载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