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器端压力测试	
	
 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交代一下背景：小蔡所在的项目组有三个部署环境，分别是

测试环境、产品环境和类产品环境，其中类产品环境和产品环境极为相似，不管是从

服务器负载均衡配置到部署方式，甚至连源代码打成的部署包都极为相似。那为什么

要弄出一对双胞胎环境来呢？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实际上，类产品环境是为产品的正

式发布做准备的，通常认为，在类产品环境做测试相当于在真实产品环境中做测试。	
	
 最近小蔡所在的项目组计划做一次上线部署，小蔡需要执行服务器端压力测试来

监测服务器在高负荷访问情况下是否能正常提供服务。	
	
 小蔡起初在类产品环境上执行了压力测试，之后发现结果不错：对于 Web 服务测

试，服务器能支持每分钟上万次访问，而且返回结果都在 15 毫秒内。小蔡原本以为测

试到此就该结束了，但另外一个项目组正好使用了小蔡项目组开发的组件，并且部署

到产品环境后出现了性能告警，因此小蔡决定在产品环境上再进行一次性能测试。	
	
 通常情况下不允许在产品环境上做压力测试，以防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但是小

蔡和团队讨论后，考虑到这是第一次在产品环境部署，虽然部署已经完成，但还没有

用户使用，所以在目前阶段做压力测试影响不大。最后测试结果令人膛目：产品环境

的服务器响应时间非常差，在类产品环境上可以达到每分钟上万次的访问，而在产品

环境只能实现每分钟 350 次；在类产品环境中的返回结果平均在 15 毫秒之内，而在产

品环境中平均返回时间却是 17000 毫秒。	
	
 为什么相似的环境下，所得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呢？小蔡仔细回溯了对 Web 项目

进行压力测试的过程并分析了性能差异的原因。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 Web 项目进行

压力测试一般包括服务器端的压力测试、单个页面加载时间的测试，以及对网页中其

他可以优化的组件进行性能测试等。这里只关注服务器端的压力测试。	
	
第一步：如何寻找测试点	
	
 执行压力测试第一步要分析出测试所针对的功能点。小蔡所在项目这次上线功能

是网页首页的改动，小蔡确定出以下测试点：	
1）对加载首页做压力测试；	
2）对页面中地址输入框的自动提示功能进行测试；	
      地址输入框有自动提示功能，例如输入“西”，系统会提示“西影路”、“西

稍门”、“西工大”等含有“西”的信息，这个自动提示响应时间太长会影响用户体

验。同时，小蔡和开发人员沟通后了解到，自动提示功能后台使用的 Web 服务实际上

已在另一个产品的产品环境中运行很久了， 至今未出现过任何问题，所以小蔡决定不

对这个 Web 服务功能进行压力测试了。	
3）对“附近区域”服务功能进行测试；	
      当用户选择一个地址，系统会调用一个附近区域服务来查询其附近区域名字列

表。例如用户选择“西稍门”，附近区域服务会顺便加载“南小巷”、“西门”等。

小蔡项目调用的这个服务是基于其他项目组开发的“附近区域”Web 服务的“二次封装” 。
小蔡猜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由于“二次包装”造成的性能问题，所以确定这是



一个测试点。	
4）选择功能的测试；	
      改版后的页面有一些单选框、多选框，在小蔡做基本手动测试点击多次之后直观

感觉响应时间会变慢。举个例子，多选框使用JavaScript，用户选择一个选项后，就
会调用一段复杂逻辑或者到后台请求数据，这让用户觉得反应很慢。这种情况下，小

蔡在做压力测试时就需要模仿大量请求去并发调用这段复杂的逻辑或者调用去后台请

求数据的服务来观察性能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页面使用的是通用的 HTML 页面组

件，就不会出现上述性能问题 。	
	
第二步：确定需要达到的性能指标	
	
 一些项目在立项时会定下项目需要支持的性能指标，这就让之后的压力测试有了

指标。小蔡所在项目之前并没有这么做过，那现在怎么办呢？小蔡手头这个项目是旧

的手机版网站的改版，小蔡灵光一现——是不是可以用旧网站的用户访问数据来确定

性能指标呢？ 	
	
1）首页压力测试性能指标	
 旧网站使用了 NewRelic 做在线性能检测工具，在过去的 3个月中，平均访问量

是 65.8 个请求/每分钟(rpm)，最大访问量是 162 rpm。改版后的新手机版网站期待有

更多的用户使用，做压力测试时自然不能用最大访问量 162rpm，需要用 5~10 倍估值

方法，即用过去三个月的平均访问量 65.8×10=658 rpm。这样首页压力测试指标就确

定出来了。	
	
2）“附近区域”Web 服务性能指标	
 首页做压力测试的性能指标是 658rpm，那么对“附近区域”的 Web 服务来说，这

个数据需要做变化吗？如果需要，该如何计算呢？	
 658 rpm 表示每分钟有 658 个用户访问了页面。每个用户访问页面后，在一分钟

内使用“附近区域”服务的次数会不止一次。在用户选择区域后附近区域会被自动提示

出来，当用户点击一个附近区域，又会提示新的附近区域，而用户是可以连续点击的，

那么在用户每分钟连续点击多次的过程中，考虑到用户查看附近区域的时间、用户的

思考时间、用户的点击时间，小蔡大概得出平均每次选择区域需要花费 3秒钟。那么

一个用户一分钟内连续点击，可能会使用 20 次“附近区域”服务。那么“附近区域”服
务需要支持每分钟 658×20=13160 次访问。	
	
3）新版上线后用户访问数量不断增加怎么办？	
 对于用户访问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小蔡所在团队会根据在线性能监控数据变化

来进行调整：1）增加服务器的节点；2）提高单台服务器的性能支撑能力。	
	
	
第三步：进行压力测试	
	
1）对首页做压力测试——是否能支持 658rpm 的访问	
	
 小蔡打开 Jmeter 性能测试工具，设定 50 个线程并发访问共访问手机版首页 5分



钟。同时小蔡在 Jmeter 中设置了 HTTP Header Manger，设置 User-Agent 的值为

Mozilla/5.0 (iPhone; CPU iPhone OS 9_1 like Mac OS X) AppleWebKit/601.1.46 

(KHTML, like Gecko) Version/9.0 Mobile/13B143 Safari/601.1，从而准确的模拟

出在 iPhone 手机上打开网页的效果。	
	
 为什么要在 Jmeter 中进行一定的设置呢？由于页面为 Responsive（响应式）页

面，这就意味着网站页面不仅可以根据屏幕大小自动调整页面元素位置以及是否隐藏

或显示一些页面元素，还可以通过后台代码针对大小不同屏幕而生成不同内容。所以，

通过设置一定数值，可以将手机页面效果更准确的呈现出来。	
	

下图是 Jmeter 运行后的结果：	
	

	
图 6.1- Jmeter 运行结果	
	

小蔡看到 Samples(及请求数)是 5172 次，平均每分钟是 1034.4 次，接着她打

开 NewRelic 在线性能监控软件进行确认，如下图：	
	

	
	
图 6.2- NewRelic 在线性能检测图	
	
 小蔡看到在 NewRelic 显示的每分钟请求数值在顶峰持续约 4分钟，其每分钟请

求数一直是 2000 次左右。 	
	
 咦？NewRelic 显示的和在 Jmeter 中显示的 1034.4rpm 不一致。原因何在？	



小蔡打开 Jmter 发送请求的日志界面寻找原因，原来在 Jmeter 中发送请求的 URL 实际

上执行了 2 次，比如：第一次是 www.example.com，第二次是

www.example.com/landingpage。项目组给第一个 URL 做了跳转，当用户访问第一个

URL 时候，直接把页面重新定向到第二个 URL 上。所以在 Jmeter 看到的是 1000 次 rpm，

实际上对服务器进行了 2000 次请求。	
	
 做压力测试该选哪个，用第一个 URL 还是第二个？考虑过后，小蔡决定用第一个

URL 做压力测试。第一个 URL 是一级域名，正一品！访问页面，用户当然更倾向正一

品了。	
	
 通过这个例子，小蔡总结了下使用 Jmeter 做压力测试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用

Jmeter 可以给服务器端加压，但是加压的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浏览器打开页面的情况。

在加压的这段时间中 NewRelic 上显示的浏览器渲染时间是 0秒。而正常使用浏览器打

开一个页面时，除了下载网页代码，还会执行 JavaScrip、CSS 等脚本，但 Jmeter 本

身并没有 JavaScript 引擎，也不会渲染页面上的 JavaScript、CSS 以及 HTML5 的 3D

效果 。另外，在Jmeter 里是使用一个线程去读取一个网页，而在浏览器中，会同时

发出多个线程去读取网页，因此 Jmeter 和浏览器下载完一个网页花费的时间也会有明

显差别。	
	
 那网速对测试结果是否存在影响？这次小蔡是在国内做压力测试，而测试目标处

于国外的服务器上。虽然多数情况下性能测试结果较好，但偶尔几次发现服务器响应

次数从每分钟 1000 次降落到 300 次。后来发现，这与公司网络有关，如果网络好，访

问国外服务器能压到 1000 次，网络不好，则只能压到 300 次，这就是网络速度对

Jmeter 测试结果的影响。因此对服务器端做压力测试时候，比较好的方式是压力测试

脚本运行在不受网络影响、或者受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一般这种情况下，小蔡会把

压力测试脚本运行在国外同区域的机器上，或者运行在和网页服务器同内网网段的机

器上，这样可以比较好的排除网络因素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小蔡总结】服务器可以支持每分钟 1000 次以上页面的请求，超过了每分钟 658 次页

面的性能需求，而且同时可以看到服务器端的内存和 CPU 使用率都在合理范围内，因

此性能结果满足了预期指标。	
	
	
2）“附近区域”的 Web 服务是否能支持 13160 rpm 的访问量	
	
 在类产品环境中，小蔡同样使用 Jmeter 对“附近区域”的 Web 服务做压力测试，

被测试服务的 URL 如下：	
	
https://api-mockwebsite.com/nearby?location=西稍门	
	
 从开发团队小蔡得知，这个 URL 针对具体地址还没有做缓存处理，但以后会增加

这个功能。也就意味着，目前压力测试阶段可以用同一个 URL 重复进行压力测试，但

是如果以后加了缓存功能，那用同一个URL去重复测试会出现每次都是从内存的缓存
中读取数据速度，测试结果会变得不真实。但是其实在真实环境中，大量的用户会使

用不同的地址进行访问。因此还是要避免使用同一个 URL 进行重复测试。	



	
 所以小蔡从 Wiki 页面查到该网站所在国家所有区域的列表，从中选择了大约

1000 条，使用 Jmeter 的参数化功能，让 Jmeter 的多线程轮循访问这 1000 个 URL。由

此看到，如果用户已经选择了“西门，水司，西北大学”三个地址，那么当用户点击

“附近区域”的时候，访问服务的 URL 会变成：	
	
 https://api-mockwebsite.com/nearby?location=西门%3B 水司%3B 西北大学	
	
       关键是，每次访问新的“附近区域”时候会把用户之前选择的所有区域都加到 URL

中，因此在 Jmeter 性能测试时候，需要模拟真实用户，不要使用单一的地址，而是使

用多个地址加到 URL 后。于是小蔡写了一段简单的 java 代码，把之前从 Wiki 上找到

的地址拼成了 1000 个不同的 URL，每个 URL 使用 5 个不同地址。例如有 7 个地址“1，

2，3，4，5，6，7”，代码会生成 3个不同的地址串，分别是“1，2，3，4，5”，

“2，3，4，5，6”和“3，4，5，6，7”。	
	
       小蔡开始执行压力测试，在 Jmeter 中 50 个进程并发访问 5分钟后，看到

NewRelic 的性能数据在这 5分钟内最高的并发访问量是 12910 个请求/每分钟。并且

在 Jmeter 的日志中访问全部成功，没有出现错误。	
	
【小蔡小结】服务器可以支持每分钟 12910 次访问附近区域 Web 服务的请求，略小于

之前预估的 13160 次/每分钟，13160 这个数值是根据过去三个月的访问平均值乘以

10 得到的，实际值有所浮动在常理之中。	
	
第四步：性能差异化分析	
	
 小蔡在第三步结束之后本以为这次对服务器端压力测试告一段路了，谁料想另一
个项目组调用小蔡组这个功能组件并部署到产品环境后出现性能预警，那难道小蔡的

性能测试没有覆盖全吗？	
	
 于是小蔡决定在还没有太多真实用户的产品环境上做一次性能测试。具体原因前

边已经说明了，这里就不多说了。小蔡发现压力测试的结果显示产品环境的服务器响

应时间非常差，在类产品环境上可以达到每分钟上万次的访问，但是在产品环境只能

实现每分钟 350 次的访问。在类产品环境的返回结果平均在 15 毫秒之内，但是在产品

环境中的平均返回时间是 17000 毫秒。	
	
 在产品环境上，“附近区域”的性能响应数据不能达到期望，那如何修复性能问题

呢？开发人员得知测试结果，开始着手寻找产品环境的性能瓶颈，之前大家都认为产

品环境和类产品环境基本一样，产品环境上出现了这样的性能问题，着实让大家料想

不到。	
	
 开发人员和网络运维人员一起协同工作，发现小蔡所在项目的服务器目前都在亚

马逊云平台上，但是访问“附近区域”这个 Web 服务会调用公司在国外数据中心服务器

上的程序。亚马逊云和国外数据中心服务器之间的通讯有两种方式：1 公网；2 专线。

在出现性能问题后，团队的开发人员把通过公网访问的方式改为通过专线访问之后再

做了一次性能测试，这时看到在产品环境上的测试数据和在类产品环境上的测试数据



一致，都达到了项目的性能要求。	
	
 实际上，类产品环境和产品环境最初都是使用公网访问数据中心的，而不是使用

专线访问数据中心。那为什么在类产品环境上压力测试结果达标，而在产品环境上测
试不达标呢？为什么产品环境必须要使用专线才能达到性能要求呢？这就需要开发人

员和网络运维人员进一步调试分析了。	
	
 整体来说，做服务器端压力测试可以使用的工具很多，包括 Jmeter、LoadRunner

等，但是基本思路都一致：首先寻找需要做的性能测试点，然后确定需要达到的性能

指标，最后在测试中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需要设置参数化等细节，并分析性能测试

数据，找出疑惑点究其原因，最终确定性能测试结果是否有效，如果性能测试结果确

实有问题，则要考虑下一步的性能调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