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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IBM WebSphere Commerce 不仅功能强大，而且具有良

好的可伸缩性。但您也很清楚，这是在您的平台一切都已

按部就班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对吧？  

 

为能让今天挑剔的购物者满意，您必须一丝不苟地对您品牌的数字化体验进行微调和改进，

从而强化互动、提高品牌忠诚度、拉升转化率、增加购买量。  

 

本电子书针对的是那些对管理您的 IBM Commerce 网站负有技术责任的人——架构师、

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及运营人员。对您而言，业务部门的人在这方面是次要角色。  

 

所以不妨审视一下来自专家们（既有 IBM WebSphere Commerce 的、也有 Dynatrace 

的）的 12 个诀窍，它们可以帮助您提高性能、改善客户体验并拉升转化率。  

  
 

这里简要列出我们将要涵盖的主题：  

 

> 调优IBM WebSphere Commerce——问题存在于细微之处。从推荐配置入手，通

过调优达到您的预期需求。  

> 优化商业性功能——微调搜索功能、逐级导航，同时运用先进的商业技术、牢记业

务需求，从而改进网站性能——最重要的是要提高销售额。  

> 制定性能测试策略——孤立地跟踪监控CPU、内存、磁盘使用率等性能指标，或者

只用 Google Analytics 进行用户行为深入分析，都不能解决问题。  

> 获得深入、直观地了解每位客户体验的能力——您必须具备洞察涵盖各种渠道、设

备、平台及第三方服务，并可深入分析每个终端用户如何交互、他们为何会有行为

的转变或持续交互，而所有这一切可一目了然地深入到代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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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s Voldman  

技术支持主管，IBM WebSphere Commerce 

 
 
 

Andres 是 WebSphere 

Commerce 性能和故障诊断

领域的主题专家。十年来他一

直与 WebSphere 

Commerce 技术支持和开发

团队合作，帮助大量的客户度

过了访问高峰期，并解决了生

产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Andres 是一位勤快的博主，

经常通过社区分享故障诊断

和调优方面的最佳实践。  

 性能调优决定成败  

您如何应对故障？当网站过载或者组

件出现故障时会发生什么？  

对于生产环境而言，可恢复性至关重

要，但这一点经常被忽视。您的调优方

法不应只着眼于峰值负载，还要注意网

站对服务停顿的敏感性以及恢复时间

方面需求。在内部没有超时设置、资源

池（例如  WebContainer）规模不当、

插件故障切换转移配置不正确，这些都

会造成队列和应用过载，而清查这些问

题又增加了不必要的时间。  

可查阅我发表过的有关这一主题的博客：  

> 通过连接限制防止失控  

> 用自己设定的条件应对故障——故障切换转移插件选项  

> 当心（连接）风暴！  

 

https://www.ibm.com/connections/blogs/wcs/entry/wc_throttling
https://www.ibm.com/connections/blogs/wcs/entry/fail_on_your_own_terms
https://www-304.ibm.com/connections/blogs/wcs/entry/beware_of_the_connection_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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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s Voldman  

技术支持主管，IBM WebSphere Commerce  

 
 
 

 缓存条目大小调优  
 

 从推荐的配置入手  

缓存是性能的支柱之一，确定每个缓存实

例的大小是配置调优的关键所在。在设置

缓存大小时，需要考虑缓存条目的大小。

通常调优会考虑最大的缓存条目的大小，

因为工作负载的变化需要更大的缓存条

目，而这会导致内存耗尽。  

数据缓存条目通常比较小，可以将其增大，

而且一般不会影响堆栈的使用量。另一方

面，基本缓存可能会包含较大的 JSP；增

大这类缓存会导致内存使用量的急剧增

加。  

假设一个网站的 JSP 的大小高达 3 

MB ：如果将基本缓存大小设为 10K 个

条目，则缓存有可能不断增长，甚至会用

掉 30GB 的内存！  

通过垃圾收集的输出信息来跟踪内存使

用情况（像 IBM 的 Memory Analyzer 

之类的工具），可获得有关缓存大小和

最大的缓存条目的详细分析。  

 

WebSphere Commerce 网站涉及多个服务器和软件产品，调优参数组合的数量几乎无

限。为节省时间，不妨从已知在大多数网站上工作良好的配置、对性能影响最大的缓存

条目入手（80/20 准则）。  

《WebSphere Commerce 性能与稳

定性配置概述》文档列出了多个参数

及其推荐的起始值。在仔细检查这些

配置后，根据您自己的性能测试结果

对这些设置进行更新。 

 

https://www.ibm.com/support/docview.wss?uid=swg21684611
https://www.ibm.com/support/docview.wss?uid=swg2168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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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Yu  

性能架构师，IBM WebSphere Commerce  

 
 
 

Kevin 是一位应用性能架构

师，在 IT 行业拥有十六年

的经验。他曾经从事应用服

务器、企业商务及数据库产

品方面的工作。他依靠自己

在解决问题、适应环境及创

新思维方面的优势，多次成

功领导了多学科团队的全程

实施。他致力于 IBM 智能

商业解决方案的性能优化和

可扩展性研究。  

 缓存所有的层  

缓存的主要优势在于减少代码路径和内

容服务延迟。而且只有在合理地进行复

用时才能从中受益。  

不要把使用缓存当作权宜之计。要考虑

实施的效率，剔除冗余循环，并着力减

少本身负载。  

客户端缓存  

不要只使用传统的浏览器缓存。要借助

在客户端已有的数据用 JavaScript 来

显示内容。  

服务器端缓存  

要在服务器端使用片段缓存、请求级缓存

及数据缓存，藉此提升应用性能。  

> 片段缓存具有灵活性，可缓存独立的 

JSP 片段（用于组装整个页面），从而

提高对所有页面和用户的单个片段的重

用。通过与页面级缓存组合使用，可缓

存整个页面中独有的内容。  

> 对所有的浏览和目录页面使用请求级缓

存（Servlet 和 REST），这些页面没

有明显区别；另外还有主要的登陆页面，

它们对所有用户也没有太多的变化。请

求级缓存能最大限度地缩短代码路径。  

 

> 数据缓存用于缓存数据库查询结果集，

是应用层中层次最低的缓存。它能大幅

减少数据库查询、缩短响应时间、降低

数据库工作负载。  

它尤其适用于交易内容，而在此情况下

全页面和片段缓存的重用作用有限。将

它与全页面和片段缓存结合使用可获得

最大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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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ek Chen  

性能分析师，IBM WebSphere Commerce  

 
 
 

 

Charek Chen 是 IBM 

Commerce 开发团队的性

能分析师。他有着 15 年的 

IT 从业经验，工作过的岗位

包括 Java 开发、客户支

持、测试自动化及服务。  

 
 

在《用 Rational 

Performance Tester 测试性

能》这篇分为三部分的文章

中对性能测试策略进行了探

讨，介绍了 IBM Commerce 

开发团队所使用的测试工

具。 
 

 

 制定您的性能测试策略  

性能是一项非功能性需要，但它会影响用

户体验的质量。以下是我的一些诀窍，可

用于建立一个可靠的性能测试策略。  

> 制定目标和约束并进行量化，以便验

证您的 WebSphere Commerce 解

决方案的性能。例如以响应时间平均

值、订单吞吐量为目标，同时以 CPU 

使用率作为约束。采用这些目标作为

通过标准和阈值，对应用和环境进行

调优。  

> 借助性能测试工具仿真工作负载，建

立监测系统来采集与您的目标和约束

有关的统计数据。一个行之有效的性

能测试策略是，使用混合的、涉及读

写操作的并发场景。  

> 用真实数据来全面驱动应用，并实施动

态测试，而不是固定路径测试。不真实

的测试和场景会导致不真实的测试结

果。要寻求可生成逼真指标和运行平均

水平的测试工具特性，以帮助您解读各

种趋势。  

> 采用“阶梯式”模型进行性能测试。

从单个服务器开始进行测试，以确定

调优和形成所需基线性能的工作负载

量。建立起完整的测试环境集群后，

按比例调整工作负载并进行相应的微

调。在单个服务器上识别性能问题要

比考察多个服务器更容易、更快速。

逐步加大工作负载以观察问题模式。  

https://www-304.ibm.com/connections/blogs/wcs/entry/performance_testing_with_rational_performance_tester?lang=en_us
https://www-304.ibm.com/connections/blogs/wcs/entry/performance_testing_with_rational_performance_tester?lang=en_us
https://www-304.ibm.com/connections/blogs/wcs/entry/performance_testing_with_rational_performance_tester?lang=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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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Dunn  

高级架构师，IBM Commerce Search  

 
 
 

Daniel 是一位 WebSphere 

Commerce 技术专家，拥有 

10 年以上的在线零售业经

验。他现在是 Commerce 

Search 专题专家。自 

Commerce Search 创立之

初 Daniel 就一直是该解决

方案的首席架构师，并精通其

底层核心架构。在此之前，

Daniel 是 Commerce 开发

组织的运行时架构师。  

 为大部分普通用户数据流进行量身打造定向过滤  

定向过滤可将要推介的多种产品组合

显示给用户。庞大的产品种类会大幅降

低缓存命中率、增加服务器使用率，因

为必须显示更多的结果而不是由缓存

提供。如果您量身打造定向过滤方案对

用户流量进行匹配，请求数量就会下

降、性能也会因此而提升。  

例如，如果您了解到客户在厨具店购物

时是按照橱柜的深度进行挑选，就应当

提供“是/否”按橱柜深度分组让客户

选择，而不是显示所有深度的组合。由

于请求减少、缓存重用率提高，因而改

善了用户体验和性能。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阅：  

> 借助 WebSphere Commerce Search 来改进定向导航性能的指南 

 

http://www-01.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SSZLC2_7.0.0/com.ibm.commerce.developer.doc/concepts/csdfacetnavperf.htm?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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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Dunn  

高级架构师，IBM Commerce Search  

 
 
 

 改进搜索相关性  
  运用先进的商业技术更快速地周转库存  

搜索相关性决定了搜索结果会返回哪些产

品，以及在店面显示这些产品的次序。这将

直接影响您商店的收入和转化率，因为购物

者更愿意购买最符合他们搜索意愿的产品。  

尽管听起来很抽象，其实搜索相关性并非

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困难。作为经验法

则，要尽您最大的努力、通过最少的点击

来为购物者提供相关度最高的内容。可以

采用许多简单的技术，例如产品自动建

议、最小匹配、同义词以及结果分组，一

旦将这些技术整合到一起，就会发挥出巨

大的威力。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阅：  

> 搜索相关性  

 

通过在正确的位置、正确的时间提示相关内

容和产品，您可以增加购买量。常见的技术

有产品推荐、促销规则、联合购买，甚至可

以根据购物者在您网站上当前或过去的行为

来量身定制这些技术。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阅：  

> 联合购买  

> 搜索规则  

> 产品建议 

 

 

http://www-01.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SSZLC2_7.0.0/com.ibm.commerce.developer.doc/concepts/csdsearchrelevancy_top.htm?lang=en
http://www-01.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SSZLC2_7.0.0/com.ibm.commerce.management-center.doc/concepts/cpnmamass.htm?lang=en
http://www-01.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SSZLC2_7.0.0/com.ibm.commerce.management-center.doc/tasks/tsbsearchsupert.htm?lang=en
http://www-01.ibm.com/support/knowledgecenter/SSZLC2_7.0.0/com.ibm.commerce.Coremetrics.doc/tasks/tmtintoffercont.htm?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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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Wilson  

高级解决方案工程师，Dynatrace  

 
 
 

 

在加入 Dynatrace 之前，

Brian 在性能分析领域辛勤

耕耘了 10 年。他很高兴看

到自己在 Dynatrace 从性

能测试员转变为性能工程

师；同时也愉快地见证了性

能问题在极度恶化后经过深

思熟虑的处理转变为交付周

期中的关键环节。  

 不能只监测应用，还要监测每一个用户的体验  

客户体验是电子商务网站获得成功的主

要推动因素之一。监测应用性能只是这一

难题中的一个片段而已。  

了解客户的所见所感至关重要。许多因素

都会对此造成影响，例如数据中心的位

置、互联网故障、膨胀的 JavaScript 和

图片、老版本的应用、浏览器不兼容、内

容分发网络以及第三方性能，让您原先计

划达到的 400ms 应用响应时间毁于一

旦。所有这些都是客户体验的组成部分

——您必须监测它们的性能，以便让客户

感到满意。  

如果客户不满意，她会通过给客户支持打

电话让您知道这一点，甚至还会更糟——

在您的移动应用页面留下差评或者把它

发到社交媒体上。通过监测每一个客户的

访问，商业团队可以了解发生了什么问

题。有时，在单个客户身上发生的问题只

会影响这个客户。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许

多客户都会受到影响。  

您是否能通过名字识别每个客户的访问，

找出是什么原因影响了他们的体验，然后

确定还有多少其他用户也由于同样的原

因而受到影响？在这些数据的支持下，您

不仅能对性能问题的优先级排序，还能改

进您的客户参与度、转化率乃至与此有关

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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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Wilson  

高级解决方案工程师，Dynatrace  

 
 
 

 采用真实的数据集进行

测试  

 设定性能基线   跟踪指标深入到转化漏洞  

生产环境中哪些查询的运行时间最长？负载测试环境中

哪些查询的运行时间最长？这些查询的总体交易时间占

比是多少？  

采集那些响应最缓慢的查询指标，了解用到了哪些相关变

量。常见的测试误区是采用便于维护的数据集，但它不能

体现真实用户的所作所为。屡见不鲜的是，在测试环境中

运行良好的查询在生产环境中运行迟缓，原因就在于所使

用的数据集。通过跟踪运行最缓慢的查询以及相关变量，

测试团队可以建立更逼真的数据集。  

业务所有者通常有一些强加给整个网站的响应时间性能

标准。如果页面正常情况下在 800 毫秒内完成加载，设

置 3 秒钟的阈值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如果页面加载时

间从 800 毫秒下滑至 2.7 秒，说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性

能问题，因此不能采用静态的阈值。  

借助性能基线可检测出页面或操作是否偏离了正常的响

应时间或故障率。通过基于超出基线的自动警报设置，IT 

团队可在问题影响销售之前加以隔离。  

页面性能、命中率及故障率是跟踪的重点，但在对它们进行跟

踪时还必须跟踪它们对于访问转化为销售的影响。要注意在关

键页面中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还有登录、搜索、产品显示以

及订单处理之类的页面操作。通过观察这些指标，您可以识别

出在何处失去了销售机会。  

如果订单处理与前一天（或者上周、上月等）相比呈下滑趋势，

就要检查登录、搜索及显示页面的性能，确定这些页面的故障

率是否已经上升。例如，或许由于向生产环境推送了一个较小

的发布版本，却使得产品显示页面的响应时间飙升为原来的三

倍，导致用户放弃在该店购物。  

跟踪转化率：最终成功结账的访问数量。转化率下降通常揭示

出性能问题是潜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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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家庭作业  

 
 
 
您的 IBM WebSphere Commerce 平台的性能与您的客户对于您品牌的数字化体验是息

息相关的。您对访问者体验了解得越深入直观，您就越能有效地将他们转化为客户，并以

创新的方式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刻精准地为他们提供服务。  

这里给出了一些其他的工具，可帮助您优化 WebSphere Commerce 性能——最重要的

是，它们能给您带来更多的销售。  

 实践造就完美的性能——让本电子书中的诀窍学以致用  

> 监测 WebContainer 资源池的使用情况  

> 监测 JSP 性能  

> 测量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缓存对用户体验的影响  

> 通过智能化指标和即时问题根源分析对性能测试策略进行改进  

立即开始监测您的 IBM Websphere Commerce 网站！  

 

 网上研讨会回放  

> 为能顺利度过节假日购物季您需要立即采取的措施  

> 访问全程的性能表现：捕捉用户访问  

 博客链接  

> 确保您实现 IBM WebSphere Commerce 投资价值的关键指标：第 1 部分  

> 确保您实现 IBM WebSphere Commerce 投资价值的关键指标：第 2 部分  

> 用户体验比较：Web、应用及移动  

> 用 IBM WebSphere Commerce 实现全方位渠道成功： 

数字化广告公司的视角  

> 现实中的全方位渠道监测  

> 不可或缺的全方位渠道用户体验管理指数  

 推荐读物  

> 数字化性能全年概览  

> 最大限度地提升转化率  

> 诺德斯特龙:打造独一无二的在线和店内体验 

 

点击此处开始您的 

免费 DYNATRACE 试用 

https://info.dynatrace.com/apm_saas_web_16q2_wc_holidayreadiness2015_na_registration.html?utm_medium=sales-email&utm_source=dynatrace&utm_campaign=none&utm_content=none&utm_term=none
https://info.dynatrace.com/apm_rm_performancepeopletakeoncapturinguservvisits_en_fulfillment.html
http://apmblog.dynatrace.com/2015/05/08/key-metrics-to-ensure-your-ibm-websphere-commerce-investment-delivers/
http://apmblog.dynatrace.com/?s=Key+Metrics+to+ensure
http://apmblog.dynatrace.com/2014/05/07/comparing-user-experiences-web-app-mobile/
http://apmblog.dynatrace.com/2015/05/15/omnichannel-success-with-ibm-websphere-commerce-digital-agency-perspective/
http://apmblog.dynatrace.com/2015/05/15/omnichannel-success-with-ibm-websphere-commerce-digital-agency-perspective/
http://apmblog.dynatrace.com/2015/02/26/omni-channel-monitoring-in-real-life/
http://apmblog.dynatrace.com/2015/03/17/omni-channel-user-experience-measurement-index/
http://www.dynatrace.com/en/digital-performance-2014.html
http://www.dynatrace.com/content/dam/en/general/maximizing-conversions-guide-checklists.pdf
http://www.dynatrace.com/content/dam/en/cs/nordstrom-case-stu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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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Dynatrace 的更多信息  

 
 
 

 秘密武器：Dynatrace 全方位渠道加速器  

Dynatrace 全方位渠道加速器是设计用于快速优化您的数字化客户体验的软件包。它能

帮助您提供高品质的客户体验、最大限度地提升转化率。该服务可降低对生产环境支持

的需求、缩短故障排查时间、提供通用的视图和工具，并以数字化业务和运营相关方为

主。它能实现多方共赢，让每个人都能清晰、直观地了解数字化性能，从而向着共同的

目标努力。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Dynatrace 销售代表。 

 

 



 

  

Dynatrace 是业界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性能平台的幕后开创者，该平台能为业务部门和 IT 部门的每一个员工提供具备可视化和可操作性的数字化性能实时信息。Dynatrace 帮助各种规模的企业客户了解在其终端用户眼中他们的应用和数字化渠道

的表现。超过 7,500 家组织运用这些深入分析驾驭复杂性、打造运营灵活性，并通过提供出色的客户体验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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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dynatra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