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MCon 2017中国应用性能管理大
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APMCon 2017中国应用性能管理大会将于2017年08月在北京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驱动应用驱动应用架构架构优化与创新优化与创新

APMCon是由听云、极客邦科技与InfoQ联合主办的全球高水准APM技术盛会，聚焦当前最为关键的移动端、Web

端和Server端的性能监控和管理技术。整个会议包含智能运维、数据库性能优化、移动性能优化、前端性能优化、
业务数据实时分析和可视化、微服务与容器与CDN加速等话题。

APMCon内容源于实践并面向社区，来自国内外的演讲嘉宾依据热点话题，面向5年以上的技术团队负责人、中高级
开发和运维人员、工程总监分享APM技术创新、趋势和最佳实践。

专场简介专场简介

主论坛主论坛

从2015年开始，APM这个词逐渐火起来，其主要推动力则来自于移动互联网和企业互联网+的转型。随着移动互联
网和DT时代的不断发展，APM离不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伴随。在国外，APM市场相对稳定，技术更
趋成熟。所以关于APM的发展趋势以及演变方向，我们一起来听业界一线专家对此看法是怎么样的。

 

移动性能优化移动性能优化

性能始终是移动端开发关注的重点，如今很多公司都建立了性能监控和分析平台，本专场将关注如何做到精准的找
到性能问题并及时优化，包括常见性能问题优化的最佳实践。

 

智能运维智能运维

智能运维是用机器来代替运维人员，在最少人工干预下，结合运用脚本与第三方工具，保证业务7*24小时高效稳定
运行，这也是运维工作的终极目标。智能运维要做到事前预警、事中恢复和事后存档，实际上有大量的工作要完
成。该专场将聚焦不同模式下的IT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探讨智能工具和机制的实现。

 

云架构优化云架构优化

云计算技术的应用目前较为普遍，基于云端的性能监控与管理在不断的细化，也趋于正规化，将性能监控服务加入
到标准的云服务中的做法也得到了大型云厂商的认可。本专场将邀请一线云企业共同讨论“云+APM”共生模式下的架
构优化最佳实践。

 

Web服务器性能优化服务器性能优化

随着用户数量和和业务规模的极速增长，提高 Web 服务器的性能和可靠性对于企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通过工
具定位系统性能瓶颈、自动化检测性能衰退等问题是重点研究方向。这个专题会请一线公司来分享在 Web 服务性能



优化方面的一些经验。

 

前端性能优化前端性能优化

前端话题这两年很火爆，前端面对的业务也在快速发展变化，工程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对迭代速度的要求反而
更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前端展示的性能稳定性，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数据库性能优化数据库性能优化

伴随着数据库规模扩大，数据库应用系统的速率下降，性能上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数据库的优化显得格外重要。
除了提高硬件设备的性能，如增大内存，更新CPU等，更多的是要对数据库性能的优化，保障系统高效地运，节
约，系统开销，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CDN加速加速

直播/短视频平台依靠带宽储备、CDN、视频编解码、云转码和负载均衡等方面的优质技术来输出视频内容。CDN

在这个环节帮助用户解决首屏时间长、卡顿率高的状况，提升观看体验。

 

业务数据实时分析和可视化业务数据实时分析和可视化

了解服务端应用之间的关系，对资源进行深度检查，找出修复方式，并通过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将问题直观地展现出
来，帮助快速分析、诊断，找到解决方案。演讲内容中也会涉及流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细节。

 

大规模网络架构优化大规模网络架构优化

业务系统架构的设计和优化，直接决定着业务交易的命脉，当系统架构不合理时就会出现各种交易中断、业务受
阻、系统不稳定等诸多问题。如何规划设计大规模网站架构，来保证系统可控、可管理，并能满足未来的应用需求
是很关键的。本专题将邀请门户网站和大型电商的专家来分享网站架构优化实践。

 

金融金融专场专场

金融专场将聚焦传统金融在IT技术上的创新技术，包括传统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在实现统一化、标准化、可视
化管理，以及实现灵活调度，快速交付，敏捷开发等场景下的性能管理和优化经验。

 

微服务与容器微服务与容器

微服务的优势显而易见，但是在应用中也有很多挑战，譬如服务拆分、服务治理、测试、自动化部署以及监控告警
等。而以Docker为核心的容器生态在持续进化，逐渐成了IT基础架构中的关键技术。同时像k8s这样的技术在大集群
管理、运维监控等方面仍然面临着困难。本专题就请一流公司来分享解决方案和实践经验，为后来者提供技术参
考。

大咖说大咖说

我多年来一直在计算性能方面学习和工作，现在Facebook从事性能优化。去年在LinkedIn任职的时候有幸受邀参加
了2016年首届APMCon会议，自觉受益匪浅。
在数据和计算飞速增长的今天，公司越来越需要APM服务。数据和计算规模的扩大，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数据量
的增加，计算规模的扩大，实时性的要求。这些对计算平台以及应用的性能监测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全方位的高度
自动化监测的APM系统。在APMCon会议上，我非常欣慰的了解到国内以听云为代表的APM业界的动态，也很高兴
的认识了众多国内国外同行。我认为这个会议办得很好，强烈推荐在APM领域的朋友参加。

——庄振运庄振运  Facebook 资深计算性能工程师资深计算性能工程师



有幸参与了首届APMCon大会的圆桌论坛，做了《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运维》的演讲， 同时聆听了很多精彩分享。
作为十几年运维经验的老兵，我受益良多。APMCon 演讲既有国际视野又接地气，覆盖面广，演讲稿在互联网中传
播非常广泛；参会牛人多，是一个极好的线下交流机会，促进了不少参会者之间的合作。相信APMCon 2017 会更
精彩！

——裴丹裴丹  清华计算机系副教授清华计算机系副教授  智能运维算法专家智能运维算法专家

APMCon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关注于应用性能监控和优化的技术大会。作为第一届APMCon的讲师，我推荐大家来大
会参与研讨，看看行业领先的公司是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相信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APMCon就是一个学习进步的机会。

——胥峰胥峰  盛大盛大游戏游戏高级研究员高级研究员  《《Linux运维最佳实践》作者运维最佳实践》作者

如果你的业务系统是 PHP、Ruby、Python 等语言构建的，还需要提供相关技术栈的性能监控和优化支持。可以
说，APM 是一套完整的云端技术和服务。
如果你的团队已经有了足够的用户和流量，还没有使用过 APM 技术，甚至线上竟然还没有出过问题，那么我要先
恭喜你一下，然后建议，尽快了解一下 APM 吧。哦，对了，这里刚好有一个 APMCon 大会推荐给你

——MacTalk 《云端时代的技术选择》《云端时代的技术选择》

在互联网领域，用户体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企业现在将业务构建在互联网上，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网络故障导
致业务缓慢或中断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应用性能管理技术越来越受用户和企业关注的核心原因所在。APMCon 聚
焦这些性能问题，共同探讨 APM 相关的性能优化、技术方案以及架构细节，为更多的行业从业者传递应用架构优
化和创新内容。

——小道消息小道消息 《你知道什么是应用性能管理吗》《你知道什么是应用性能管理吗》



8月月10日日

09:00 -11:30  主论坛主论坛

从2015年开始，APM这个词逐渐火起来，其主要推动力则来自于移动互联网和企业互联网+的转型。随着移动互联
网和DT时代的不断发展，APM离不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伴随。在国外，APM市场相对稳定，技术更
趋成熟。所以关于APM的发展趋势以及演变方向，我们一起来听业界一线专家对此看法是怎么样的。

13:30 -17:00  Web服务器性能优化服务器性能优化

随着用户数量和和业务规模的极速增长，提高 Web 服务器的性能和可靠性对于企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通过工
具定位系统性能瓶颈、自动化检测性能衰退等问题是重点研究方向。这个专题会请一线公司来分享在 Web 服务性能
优化方面的一些经验。

13:30-14:15 待定待定

纪鹏程

瓜子二手车
高级技术总监

14:20-15:05 《《Web服务架构变迁与性能优化》服务架构变迁与性能优化》       

演讲内容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通过业务迭代，不断推出架构升级，也就是云架构，在整个升级过程中，会介绍从单架构到分布式架
构，再到微服务架构的演变历程。

第二部分会围绕Web服务的自检功能，即分布式监控系统。

            a.动态负载策略，主要讲解根据机器与流量相关指标，自动扩容与缩容。



            b.网络安全策略，主要讲解IP/UA/验证码限制访问功能，防止恶意攻击和访问。

            c.日志监控策略，主要讲解ELK进行应用日志搜索与监控。

            d.请求跟踪策略，主要讲解多系统交互下，如何监控请求故障节点。

第三部分会围绕Web服务的升级趋势－云服务。讲解面向云服务，专注业务，提升开发效率和系统稳定性内容。

尤春

凤凰网
技术总监

15:10-15:55《《Web应用系统性能优化》应用系统性能优化》       

应用系统性能优化是应用容量管理中的重要主题。传统方法是依靠在代码中大量埋点打日志进行人工分析，周期长
效率低，并且有代码侵入。

本次演讲向大家分析艺龙如何依托听云进行相关系统的性能问题定位、分析，最终优化上线的过程。

郭思文

艺龙网
高级技术经理

13:30 -17:00前端性能优化前端性能优化

前端话题这两年很火爆，前端面对的业务也在快速发展变化，工程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对迭代速度的要求反而
更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前端展示的性能稳定性，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13:30-14:15 待定待定

王诗扬

汽车之家
车服务前端团队负责人

14:20-15:05 《基于《基于Web前端的可用性优化》前端的可用性优化》       

传统Web都是通过服务端进行页面的可用性监控（比如服务异常、流量下降），但距离用户真实看到正常页面展
现，期间的网络、前端渲染等是传统Web的性能监控运维的盲点。

本次主题主要从基于Web前端框架的可用性监控角度，阐述百度搜索如何通过前端去进行页面的可用性评估与监
控，主要大纲包括：

   1. 前端可用性监控与服务端可用性监控差异与优势；

   2. 百度搜索前端可用性标准的探索与建立；

   3. 前端可用性监控原理：前端框架特性和监控细节；

   4. 基于前端可用性的优化之路：发现盲点，推动优化。

李文倩

百度
高级前端工程师



15:10-15:55 待定待定

胡成全

美团点评酒旅事业群
前端技术专家

16:00-16:45 待定待定

董红光

小米
MIUI系统框架负责人

13:30 -17:00 CDN加速加速

直播/短视频平台依靠带宽储备、CDN、视频编解码、云转码和负载均衡等方面的优质技术来输出视频内容。CDN

在这个环节帮助用户解决首屏时间长、卡顿率高的状况，提升观看体验。

13:30-14:15 待定待定

吴涛

陌陌
视频媒体技术负责人

14:20-15:05《视频直播的智能流量调度系统》《视频直播的智能流量调度系统》       

主播的直播过程，需要通过推流软件推到CDN的边缘节点上，CDN边缘节点将视频流转进行转码处理，再转推到中
心节点，然后再分发到各个用户观看端的边缘节点。

传统的直播平台，主播和观众都是在一家CDN上进行推流和拉流，熊猫直播创新性的引入多家CDN进行互推和转
码，再基于各个用户端的打点，弹幕信息对CDN进行多个维度的预判，对不同地区的用户采用不同的CDN进行拉流
观看，确保用户最佳的观看体验。

卢永菁

熊猫直播
技术专家

16:00-16:45 待定待定

童剑

白山云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13:30 -17:00 业务数据实时分析和可视化业务数据实时分析和可视化

了解服务端应用之间的关系，对资源进行深度检查，找出修复方式，并通过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将问题直观地展现出
来，帮助快速分析、诊断，找到解决方案。演讲内容中也会涉及流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细节。



13:30-14:15《见微知著，《见微知著，APM在在tutorabc的应用》的应用》        

伴随着业务系统规模的扩大以及复杂度的提升，APM系统已经愈加不可或缺。市面上的商业化和开源产品百花齐
放，那如何选择合适的产品，搭建适合自身业务规模的APM系统，在此过程中又有哪些问题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tutorabc作为业内领先的在线教育平台，对订课和DCGS排课环节进行了全面监控和业务层面分析预警，学生上课环
节涉及的音视频流处理系统与监控结合，做到了动态感知线上状态，并能够做出智能反馈。其中诸多实践细节与经
验都将会在演讲过程中一一阐述。

杨大鹏

tutorabc iTutorGroup

集团微服务平台负责人

14:20-15:05 《凡普实时数据处理》《凡普实时数据处理》       

金融机构对实时风控决策有着较高的要求，所以在分析和可视化方面不断的改进优化。

   1.基于Flink的分布式流式数据处理；

   2.Butterfly SQL引擎的实时数据分析。

性能提升上：由于Flink为分布式机构，数据处理速度提升5倍以上。标签上线速度有天级别提升为小时级别。

韦强

凡普金科
大数据高级架构师

13:30 -17:00  大规模网络架构优化大规模网络架构优化

业务系统架构的设计和优化，直接决定着业务交易的命脉，当系统架构不合理时就会出现各种交易中断、业务受
阻、系统不稳定等诸多问题。如何规划设计大规模网站架构，来保证系统可控、可管理，并能满足未来的应用需求
是很关键的。本专题将邀请门户网站和大型电商的专家来分享网站架构优化实践。

13:30-14:15 《搜狐服务架构优化实践》《搜狐服务架构优化实践》       

搜狐业务横跨新闻，视频，社交，移动端，垂直领域等诸多方向，业务模式也非常多样化。在最近两年，搜狐的后
台服务体系，运维体系，CDN架构，IDC架构都在快速的优化改进。影响用户体验的点都有哪些，如何优化，我们
在这一轮搜狐服务的优化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实践。

本次将和大家分享在大型综合网站的后台架构优化，微服务体系，用户端连接优化，监控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和
教训。

听众收益：

   1. 更加深入的了解微服务架构在后端服务快速迭代中的作用；

   2. 如何解决具有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的系统的升级改造；

   3. 了解影响用户访问体验的关键点及优化策略；

   4. 了解如何使用HTTPS，以及HTTPDNS更好的服务用户；

   5.大规模全网监控以及服务监控如何搭建，将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陈伟

搜狐
研发中心架构师



8月月11日日

09:00 -17:00  移动性能优化移动性能优化

性能始终是移动端开发关注的重点，如今很多公司都建立了性能监控和分析平台，本专场将关注如何做到精准的找
到性能问题并及时优化，包括常见性能问题优化的最佳实践。

 

09:00-09:45 《小红书移动端自动化数据采集实践》《小红书移动端自动化数据采集实践》        

在整个手机用户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大家都意识到精细化运营的重要性，这当然离不开准确的数据支撑 ，并且以往
大家所知的数据采集方案早已不能满足需求，所以我们不断迭代，开发了一套适合自己业务和产品的自动打点框
架。

本议题将会分享如何无侵入式的全量采集用户行为数据，如何整理清洗采集后的数据，专为实时系统设计的数据采
集方案。

朱智伟

小红书
客户端iOS负责人

 

09:50-10:35《深入剖析《深入剖析 iOS 性能优化》性能优化》       

从集合时间复杂度的优化，到网络，多线程，计时器，I/O，定位性能优化进行全面的分析，分享开发性能优化工具
的实践过程，针对关键技术点比如Mach线程，利用Mach-O的_LINKEDIT段进行地址符号化还原算法，fishhook运
用等技术进行详细深入的介绍。

听众收获：

   全面了解影响性能问题的因素；

   学习开发性能优化工具的关键技术点。

戴铭

滴滴出行
技术专家

 

10:40-11:25《微信重度用户体验的优化之道》《微信重度用户体验的优化之道》

作为日常即时通讯工具，很多用户已经成为微信的重度用户，那么重度用户在使用微信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问题，内
存不够，闪退？基于此，微信团队做了很多针对微信重度⽤户需求的解决方案，通过问题监控和深度分析，依据终
端重度⽤户体验的通⽤优化原则，对出现的故障进行修复，提升用户体验。除了介绍整个过程中的技术措施之外，
还会分享优化实践案例。

陈岳伟

微信客户端
开发团队负责人

 

11:30-12:15《手机卫士性能优化方案－《手机卫士性能优化方案－Android篇》篇》         

对于一个Android的应用程序而言，性能问题是绕不开的山丘。旗舰机的半年卡慢宿命的原因是什么？导致Android

应用越用越差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查找，分析和解决应用性能问题？

本次分享以手机卫士这个体量的超级App为例，为Android应用解决性能问题提供一套处理方案。包括开发前如何预
防性能问题的产生和发布后如何监控用户手机端的性能指标。并针对内存，卡顿等关键指标提供较为完整的发现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听众收获：

   对Android应用的性能问题有较为完整的认知，知道需要关注哪些性能指标；

   了解性能监控系统有哪些组成部分；

   了解关键性能指标问题的分析方法；

   了解在开发中如何预防发生性能问题。

纪刚

奇虎360手机卫士
性能质量组技术经理

 

16:00-16:45《《Android应用启动速度和内存优化实践》应用启动速度和内存优化实践》

随着产品的持续交付，Android应用体量变得越来越大，操作卡顿、内存爆涨、启动时间太长等性能问题也随之而
来。有哪些方法可以快速定位来解决问题？如何用最小代价提高运行速度，减少应用内存占用？有哪些具体可操作
性的优化手段？

本次分享将以猎豹安全大师为例，讲解在优化启动速度和内存的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踩过哪些坑，以及我们实践
过的有效解决方案。

听众受益：

了解Android应用启动流程，知道如何快速解决性能瓶颈；

了解内存开销的大头，知道如何快速有效减少应用内存开销；

了解性能优化的一些技术难点；

梁炳辉

猎豹安全大师
国内技术负责人

 

09:00 -17:00  智能运维智能运维

智能运维是用机器来代替运维人员，在最少人工干预下，结合运用脚本与第三方工具，保证业务7*24小时高效稳定
运行，这也是运维工作的终极目标。智能运维要做到事前预警、事中恢复和事后存档，实际上有大量的工作要完
成。该专场将聚焦不同模式下的IT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探讨智能工具和机制的实现。 

 

09:50-10:35《泰康保险运维自动化技术实践与前瞻》《泰康保险运维自动化技术实践与前瞻》 

作为中小金融行业，泰康在传统行业中业务方向上较早的互联网化，带来了对研发、测试、运维等更高要求，作为
互联网行业巨头们的追赶者，从场景化运维开始，建设了包含监控、分析、自动化、交付四块的运维自动化平台。

听众收获：

以泰康IT的视角，介绍下泰康IT在运维自动化方面技术及架构层面的演进，产品和方向的选择思路，及未来的一些
想法。

王刚

泰康保险集团
数据信息中心运维自动化主管



 

10:40-11:25《智能运维中的《智能运维中的科研科研问题》问题》       

结合我在AT&T的工作经验，以及百度、阿里、腾讯、滴滴、搜狗的合作经验，我将总结目前阻碍智能运维高速发展
的核心挑战：工业界有数据、有应用，但是欠缺定义科研问题的经验和算法经验； 学术界不了解智能运维的应用场
景，也很难获得训练算法必需的数据；工业界与学术界的一对一交流效率低、见效慢。 

在这次分享中， 我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 首先，我将系统地把运维生产环境中的应用难题分解成若干切实可行的科
研问题，并公布在我们实验室即将启动的一个智能运维算法大赛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各个企业可以为自己关心
的、已经分解好的具体科研问题上传可供公开访问的脱敏数据；学术界基于公开的科研问题和数据，贡献算法，并
与其他科研工作者的算法进行性能比较。就像ImageNet网站对图像识别机器学习算法的大力推进一样， 我相信这个
智能运维算法大赛网站也将成为智能运维算法高速发展的一个有力催化剂。

裴丹

清华计算机系副教授
智能运维算法专家

 

11:30-12:15《微服务架构的应用性能监控》《微服务架构的应用性能监控》       

当单体应用演进为微服务架构后，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将各个服务解耦，提升系统的伸缩性以及开发部署的效率，但
是也同时带来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上层应用与微服务之间以及不同的微服务之间的调用关系也随之变得错综复杂，
任何一个微服务出现性能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应用出问题甚至被拖垮，因此如何对微服务架构实施有效的监控成为
微服务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难怪有人说，“没有监控的微服务就是耍流氓”。

廖雄杰

听云
研发副总裁

 

12:15-13:30 午休午休

 

13:30-14:15 待定待定

龚诚

58集团
技术工程平台部高级经理

 

09:00 -17:00  云架构优化云架构优化

云计算技术的应用目前较为普遍，基于云端的性能监控与管理在不断的细化，也趋于正规化，将性能监控服务加入
到标准的云服务中的做法也得到了大型云厂商的认可。本专场将邀请一线云企业共同讨论“云+APM”共生模式下的架
构优化最佳实践。

 

09:50-10:35  待定待定

马志强

青云
基础设施部负责人

 



10:40-11:25  待定待定

左坚

国美云服
技术总监

 

09:00 -17:00  金融专场金融专场

金融专场将聚焦传统金融在IT技术上的创新技术，包括传统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在实现统一化、标准化、可视
化管理，以及实现灵活调度，快速交付，敏捷开发等场景下的性能管理和优化经验。

 

09:00-09:45《传统金融《传统金融IT非功能实践的演变思路》非功能实践的演变思路》

互联金融的理念日益发展，传统金融IT对业务功能需求的持续快捷交付，运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唯有不断使运维
工具化与自动化，才能实现应用从研发平滑对接到生产，同时运维保障能力也已经同步就绪。作为此项工作其中最
重要的一环是，研发与运维共同完成非功能需求的方案并落地。

演讲提纲：

   1、传统金融IT非功能需求局限性；

   2、互联金融下非功能需求的演变；

   3、非功能需求平台实践方案；

   4、 高效运维工作思路实践方案。

运维自动化程度取决与非功能需求的实现深度！

张建林

招商银行
数据中心应用管理团队负责人

 

09:50-10:35  待定待定

赵勇

农业银行软件开发中心
架构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工程师

10:40-11:25  待定待定

童庭坚

支付宝
性能测试专家

 

11:30-12:15  待定待定

彭勇

创新保坛负责人

 

12:15-13:30  午休午休



 

13:30-14:15  待定待定

徐章健

趣店集团
总架构师

 

14:20-15:05 待定待定

李鑫

天弘基金（余额宝）
移动平台首席架构师

 

16:00-16:45  待定待定

王罗力

爱投资
运维经理

 

09:00 -12:15 微服务与容器微服务与容器

微服务的优势显而易见，但是在应用中也有很多挑战，譬如服务拆分、服务治理、测试、自动化部署以及监控告警
等。而以Docker为核心的容器生态在持续进化，逐渐成了IT基础架构中的关键技术。同时像k8s这样的技术在大集群
管理、运维监控等方面仍然面临着困难。本专题就请一流公司来分享解决方案和实践经验，为后来者提供技术参
考。

 

09:00-09:45 《从业务架构到微服务》《从业务架构到微服务》       

微服务是怎么来的，它与业务模型有怎样的映射关系，是依据什么从服务演变为微服务的？具体技术要怎样实现？

本次分享以公司真实案例为背景，从业务架构开始，包括商业逻辑、商业主体、主营业务和业务流程，然后到领域
模型、状态变迁和关键行为，继而确定服务的边界、职责和交互。由于业务发展阶段、企业规模和技术复杂度的提
升和变化，逐步需要从大服务拆分为中、小、微服务，微服务是“长”出来的。最后是微服务的具体落地，包括微服务
框架、治理、统一应用架构、API网关以及关键技术点。

听众收获：

   从宏观层面真正地了解微服务的来源和价值，以及从服务到微服务的演化过程；

   了解微服务与业务架构、业务行为的关系；

   了解微服务与业务发展阶段、企业规模和技术复杂度的关系；

   了解微服务与数据状态变迁、领域模型的关系；

   了解微服务的具体落地，包括微服务框架、治理、统一应用架构、API网关以及关键技术点。

张辉清

中青易游
CTO

 



09:50-10:35  待定待定

周海维

爱奇艺
容器云平台架构师

赵慰

爱奇艺
容器云平台研发工程师

 

10:40-11:25《面向数据应用的《面向数据应用的Reactive微服务架构设计与实践》微服务架构设计与实践》        

移动互联时代对商业银行数据应用服务的技术能力提出了重大挑战，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全新的应用服务架构，满足
高并发低延迟的性能要求，具备稳定高可用的服务质量和易开发、弹性部署的整体特性。

本次分享首先介绍了恒丰银行开发团队识别传统技术架构的性能瓶颈，选择Akka作为Reactive微服务架构的平台基
础；通过自主研发Skyline软件服务平台，解决微服务组件的分布式弹性部署、软件容错、服务质量的策略管控；自
主设计Zebra语言解决异步通讯和分布式并行处理编程难题，通过契约式编程开发健壮的业务功能模块。接着介绍了
大数据应用场景下微服务的分拆、协同管理、Docker容器云化部署和DevOps工程实践；最后介绍微服务架构下大
数据应用开发案例，如何与大数据软件生态集成，如何快速开发实时创新应用。

听众收获：

   从企业级应用视角了解Reactive微服务架构相比传统服务架构的技术优势；

   了解微服务架构设计过程中面对的企业级应用的技术挑战；

   了解领域语言技术工具如何解决软件编程复杂性和工程化难题；

   了解恒丰银行技术团队如何提炼架构设计需求，并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满足自身需要的软件服务平台；

   了解微服务软件架构的Docker容器云部署实践，银行大数据应用微服务化的实施案例。

曾光尧

恒丰银行
科技开发部资深架构师

 

11:30-12:15  待定待定

申贤强

搜狗
资深高级开发工程师

 

13:30 -17:00  数据库性能优化数据库性能优化

伴随着数据库规模扩大，数据库应用系统的速率下降，性能上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数据库的优化显得格外重要。
除了提高硬件设备的性能，如增大内存，更新CPU等，更多的是要对数据库性能的优化，保障系统高效地运，节
约，系统开销，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13:30-14:15《《MySQL 5.7让优化更轻松》让优化更轻松》      

MySQL 5.7中新增了众多特色功能，诸如Optimizer增强、支持多个触发器、P_S增强、增加sys schema、在线修改
VARCHAR长度、并发复制等，对于提升SQL效率都有很大帮助，如何利用这些特性让优化工作更轻松呢？



主要内容有：

一、为什么选择MySQL 5.7

   a) MySQL 5.7性能提升；

   b) MySQL 5.7新特性介绍，Server层优化、InnoDB层优化、Optimizer优化、复制优化等等；

二、MySQL 5.7下的SQL优化招数

   a) 如何设置SQL超时，避免个别垃圾SQL破坏生产环境；

   b) 如何查看某个线程当前执行的SQL效率；

   c) 如何找到性能瓶颈SQL；

   d) 如何找到消耗最多内存的SQL；

   e) 如何找到哪些SQL被频繁执行；

   f) 如何找到慢SQL中的TOP 10；

   g) 哪个文件（数据表）产生了最多的IO，读多，还是写的多；

   h) 如何找出哪些利用率很低的索引； 以及其他等等。

三、关注MySQL 8.0新特性

   a) 重大变化，数据字典改用InnoDB，不再使用MyISAM引擎，顺便实现了DDL的原子性；

   b) 重大变化，增加不可见索引（INVISIBLE INDEX），方便删除利用率很低的索引；

   c) 重大变化，增加支持倒序索引；

   d) 重大变化，重构Optimizer，HINT增强等；以及其他等等。

叶金荣

知数堂培训联合创始人
MySQL资深专家

 

14:20-15:05  待定待定

乔红麟

阿里巴巴
数据库技术团队技术专家

 

15:10-15:55  待定待定

史季强

京东商城资深架构师
数据库团队负责人

 

16:00-16:45  待定待定

李珈

甲骨文中国技术产品事业部
高级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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