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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之美 
5miles从大洋洲到北美洲的万里穿越 



5miles简介 

5miles is a mobile marketplace app to easily find, buy, and 
sell goods and services in hyper local communities 
 
 



5miles简介 

 
• 2014年项目启动, 2015年在美国正式上线 
• 下载用户规模：1,000w (截止2016年8月) 
• 系统部署规模：200多个EC2实例 
• 数据处理规模：100多个G/天 
 



为什么要迁移系统 



2014 从悉尼开始 



Dallas 

2015 来到美国 

Los Angeles 



2016 要搬家了 
 

• 1,000w 用户(截止2016年8月） 
• 美国购物网站排名前10 
• 美国汽车平台在售汽车数量排名前10 
• 用户平均使用23分钟/天 
 

• 距离用户更近 
• 费用更低 
• AWS新服务 



2016 要搬家了 



系统迁移方案探讨 



迁移的几个基本问题 

• 准备机房 
• 重建系统 
• 搬迁数据 
• 切换流量 



迁移要求 

• 时间尽可能短，对用户影响最小 
• 业务数据不出错，不丢失 
• 业务监控不间断 
• 数据报表不间断 



Server Database 

迁移时的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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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勒冈 
 

悉尼 
 

新ElasticSearch
集群 

新API Service 

脚本批量验证 

ElasticSearch 
建立实时同步 

反向代理 
Ngnix 

正式迁移开始， 
关闭写操作 

RDS RDS 

迁移ID生成器 

RDS从库提升为主库 

DNS切换 
主要迁移完成 

迁移方案概要 



迁移方案的关键点 



关键点一：建立VPN网络 

• 在悉尼和俄勒冈机房之间建立VPN网络 
• 检验传输速度与稳定性 
 

俄勒冈 
 

悉尼 
 

VPN 



关键点二：BI系统 

• BI系统主要采用按日统计的模式 
• 利用S3跨区域复制机制进行准实时同步 
• 可以提前迁移，保证业务报表不间断 



关键点三：建立最小化系统 

• 重新设计AMI的使用规范，建立AMI的自动初始化脚本 
• 利用EC2服务中的AMI跨区域复制功能帮助快速搭建 
• 建立最小化系统，进行全功能测试，保证最小化系统的完整与可用 

 

AMI 

Instance 



关键点四：ID 生成器 

• 这是基于Redis实现的ID生成器, 用于生成数据库的主键 
• 迁移过程中跳空一个ID段，保证迁移期间的使用 
 （比如：10000000->10010000） 
• 通过脚本自动创建，保证操作准确 
 



关键点五：RDS 迁移 

 
• RDS迁移是本次迁移的重点 
• 需要用到 cross-region 复制机制 
• 需要确认主从切换的时间 
 



关键点六：如何关闭写操作 

在URL的入口处加入统一的拦截Filter 
 Filter 

 

HTTP GET 

POST 

App 

给用户提示：系统维护中 



关键点七：准备自动化业务接口验证脚本 
 
• 注册        
• 读取用户信息    
• 登录         
• 发布商品      
• 查询商品      

DB-write ok，Cache-write ok 

DB-read ok，Cache-read ok 

DB-read ok，Cache-read ok 

ES-write ok，Queue-ok 

ES-read ok 



关键点八：流量切换（Route 53+反向代理） 

5milesapp.com 

俄勒冈 
 

悉尼 
 

nginx ELB 

EC2 
EC2 

EC2 

App 1 App n 
DNS查询 

需要提前修改DNS，
缩短TTL到几分钟 Route53 



关键点九：关于回退 

• 进入主系统迁移后，只要RDS迁移成功，向前推进。 
• 预计时间在10分钟内，如果RDS迁移失败，进行回退。 
• 业务接口验证失败，如果不能立即修复，进行回退。 



关键点十：选择时间窗口 

北京时间：17:00 
美东时间： 5:00 

UTC时间 

请求PV 



关键点十一：关于预演 

评估各主要操作步骤的可行性以及实际执行时间 
• RDS迁移的演练 
• ElasticSearch的同步演练 
• Route53切换的演练 

 



系统迁移过程与问题 



主系统迁移 

4月6日9点 
• 给用户显示系统维护的Banner，可以使用浏览与搜索的功能，

暂停所有更新数据的操作； 

4月6日15点，计划预留30分钟 
• 进行主系统迁移，以及验证 

4月6日15点15分 
• 主系统迁移完成，对用户恢复使用 
• Backend系统开始迁移 

4月6日17点 
• Backend系统恢复使用，迁移工作基本完成 

 
 



回顾一下遇到的问题 

• 权限配置工作量较大 
• RDS数据迁移 

（只读副本提升为主时，原有的主从关系断裂，只能重新建立新
的只读副本） 

• 同步ElasticSearch数据 
（通过自建的VPN通道传输，速度有点慢） 

• 对业务接口进行读写分离控制 
（对用户的体验略有影响） 
 



回顾一下迁移过程中使用的AWS工具 

• AMI：提供快速复制的EC2实例 
• S3 Cross-Region Replication：从悉尼轻松复制S3的数据

到俄勒冈 
• RDS Cross-Region Replication：帮助我们在俄勒冈建立

一个悉尼的RDS从库 
 
 



架构的发展 



耦合与扩容 

• 将一些接口对外暴露，使用到API Gateway，Lambda 
• 灵活的给url配置路由，将用到ALB 
• 资源使用优化，会考虑运用Auto Scaling 
• 对于数据量较大的交易数据，开始使用DynamoDB 
 



容器与运维 

• 代码部署优化：CodeDeploy，CodePipeline 
• 运维优化：OpsWorks 
• 资源优化: 引入Docker，试用EC2 Container 

Service(ECS) 
 



Thank You 
Ques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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