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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云计算作为信息技术领域的一种重大创新应用模式，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推动两岸云计算标准融合与共通，促进两岸云计算产业合作与发展的理念，自

2013年 10月“第十届海峡两岸信息产业和技术标准论坛”开设云计算分论坛以来，在两

岸云计算专家共同努力下，双方在合作机制、标准、产业、开源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广泛

沟通，成功牵引和带动两岸云计算产业及标准务实合作。

在 2017年第十四届活动中，许多与会学者专家和产业代表一致认为，云服务发展至

今已扭转整个世界、产业、消费习惯甚至生活形态，而背后支撑这些服务的软件的重要

性已不可同日而语，不仅默默支持业务，更成为拓展业务的关键要素，也被赋予成重塑

企业软件开发流程和组织文化的神圣使命，而 DevOps 的出现，改变了企业开发与交付

软件的方式，打破了开发和运营团队的文化隔阂与壁垒，被视为当今企业转型的有力工

具，包括 Amazon、Facebook、Netflix等国际企业均因采用 DevOps流程大幅提升市场竞

争力。

为推动推动两岸在 DevOps 方面的相互了解与合作机会，海峡两岸云计算分论坛组

成海峡两岸云计算工作组，组织双方企业和专家，在今年首次针对这个议题共同编着了

《开发运维一体化（DevOps）两岸共通标准研究报告》，邀集了两岸知名且具代表性的

企业案例分享，从理论、实务与标准等方面加以探讨，希望提供两岸产业界参考，希望

通过此工作，对接海峡两岸产业合作需求，推动两岸合作实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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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DevOps简介

软件工程发展史上，工程师们为了解决各时代不同软件开发环境和效率、质量与速

度问题，不断推出相关软件开发标准和规范，譬如早期 ISO9001进化到 CMMI，或从瀑

布式开发演变到今日的敏捷（Agile），其目的皆与软件开发程序与时俱进，满足当代产

业脉动需求。近年，互联网和云端服务大规模普及，彻底颠覆了由来以往的竞争格局，

客户需求变化多端，商业模式日新月异，以移动 APP为核心市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

此产业发展背景之下，企业软件开发速度和质量受到空前重视，而特别能满足此类产业

需求的 DevOps方法便应运而生。

市场对于 DevOps 的发展和应用虽不陌生，但各方定义目前却仍未江山一定，原因

是现阶段尚未出现正式的 DevOps国际标准（ISO 与 IEEE皆草案制定中）。本研究报告

综合目前全球 IT企业如Amazon、HP、IBM、微软等以及Garner等知名研究机构对DevOps

的定义加以融合为：“DevOps 象征 IT 文化的转变，着眼于采用敏捷、精实的系统化作

法，达成快速的 IT 服务交付，其本质是一种分工，强调在人群与文化层面，试图促进开

发和运营团队的合作，亦即通过开发、测试、运维等角色职责的分工，来实现工程效率

最大化，进而满足业务需求。”

1.1 创新思维与革新

传统企业分工模式无法反应新业务工作需求是 DevOps崛起的原因之一，DevOps提

出了许多创新概念和实施方法，消除了这些因为重复性工作和资源不均导致的效率低落

问题，DevOps分工和传统模式的区别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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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DevOps分工和传统模式的区别

图片来源: http://www.sohu.com/a/146111672_403354

举例来说，过去软件研发通常将开发、IT运维与 QA质量保障，设为各自独自的部

门，开发部门的驱动力是频繁交付新功能，因此开发和部署无需考虑 IT支持或 QA跨部

门支持，而运维部门则关注在 IT服务的可靠性和运作效率，各部门目标彼此冲突、时而

相擘，久而久之，开发和运维部门产生一道鸿沟，拖累整个企业交付业务的速度，可能

冲突场景如下：

 开发人员往往没有考虑程序对运维造成的可能影响，在交付程序之前，自然也不

会邀请运维人员参与架构决策或程序评审；

 开发人员修改配置或环境后，并未及时告知运维人员，导致新的程序无法执行；

 运维人员对应用程序缺乏了解，不易正确选择执行环境和发布流程；

 运维人员希望尽量避免修改功能，降低异动可能引发的宕机风险；

 决策阶层不了解团队工作状况，业务部门亦无法掌握需求被处理的进度；

 开发团队工具不同，不同团队沟通不易。

上述场景并不罕见，因为在多数企业里，应用程序发布是一项涉及多团队、风险高、

压力大的任务，各团队立场很容易针锋相对。但 DevOps 提供协同工作的流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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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自动化工具，来打破不同部门之间的壁垒，打通以前曾是瓶颈的每个环节，大幅减

少甚至消除这些障碍，主要差异在于：

 先以价值产出为目标导向，再向下展开流程和方法；

 以应用程序为中心来理解基础设施；

 定义简洁明了的流程；

 更小、更频繁的变更；

 让开发人员有更多权限能控制生产环境；

 尽可能自动化；

 促成开发与运维协作。

有些专家认为 DevOps 是敏捷（Agile）和精实（Lean）开发概念的延伸，主要在打

破过往封闭回路，从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程序开发、安装测试、系统运维的每一个独

立的阶段，要求开发人员、运维人员等尽可能以自动化方式执行任务，例如由工具进行

自动化测试、自动化部署，减少手动及传递或等待的时间，避免人为错误，改善软件交

付质量，另外，也将自动化相关资料提供给所有参与的人，根据量化的资料加以滚动式

改进。DevOps以频繁更新降低系统风险如图 1-2所示。

图 1-2 DevOps以频繁更新降低系统风险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1/1c/Agile-vs-iterative-flow.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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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些导入案例来看，实施 DevOps 确实能对企业生产起巨大作用，以开发部署速

度为例，传统开发周期常用大规模、不频繁的发布，所以常常以“季”或“年”为单位

发布，改用 DevOps或迭代式开发后，大幅缩短成为以“天”或“周”为单位周期，1年

发布 18个版本，甚至 1天发布 18次都不令人意外。DevOps持续频繁的发布，每次发布

变化自然相对变少，每次部署也就不会对生产系统造成巨大影响，因此应用程序会以平

滑的速率逐渐增生，也让企业不用担心系统崩溃和服务失效的风险。

1.2 未来发展前景

目前许多企业已经开始关注 DevOps，不论是从交付和部署流水线的自动化起步投入

小规模试点，或从底层基础架构的容器化开始探索这块领域，都看中它在扭转传统软件

开发时过于片段与无法快速回馈需求改变的缺陷，不过，从整体来看全球除了大型联网

业者之外，其他还是处于比较前期的尝试阶段，缺乏大规模、系统性的导入。

总结而言，在传统软件开发和基础设施程序管理的组织，其内部开发、运维和测试

经常互不相通，但通过导入 DevOps 科技化方法、自动化工具等，就可以更快、更有效

率的开发和改进，让组织能对客户提供更快、更好的服务。因此，即使有些专家认为虽

然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技术，但仍对它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并认为将进一步结合新工具

和新技术后迅速在市场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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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DevOps发展情况

DevOps兴起并非一朝一夕，事实上，在历经近 10年的进化改进后，DevOps的含意

已不再只是单纯字面意思的开发运维一体化，而具有组织文化变革的意涵，成为贯穿产

品与软件研发生命周期，包括纵向打通需求、设计、开发、编译、构建、测试、部署、

运维，横向打通架构、开发、测试、质量监管、运维、运营等概念。

2.1 萌芽与缘起

一般认为 DevOps 之所以兴起，在于进入云计算时代，企业核心商业行为与网络密

不可分，大量的应用服务将载体迁移到云端，使过去网络底层架构、中介软件和环境设

定工作承载变得不再沉重，取而代之的挑战是如何满足快速市场变化与需求，推出对应

的获利服务，对这些如同企业命脉的应用服务，势必要加速开发、不断更新、持续交付，

速度等同商机，所以网络大腕级企业和领域专家的软件工程师们，都相继提出各自的解

决方案。

时间回溯 2008年，全球信息科技产业出现一些重大讯息，比如金融海啸引发经济危

机、微软拟以 446亿美元收购雅虎遭拒、Google推出手机专用的 Android平台、全球最

大的垃圾邮件发送商McColo遭断惩处、以及奥巴马运用网络科技当选美国总统，使人

们了解到互联网对当代局势影响的重要性。

场景转到加拿大多伦多敏捷会议（Agile Conference）、Patrick DeBois和 Andrew Shafer

两位专家对传统软件开发流程深感受挫，故深入讨论敏捷架构的发展性，业界人士咸认

这场会议让 DevOps概念萌芽。次年，两位 Flickr工程师 John Allspaw和 Paul Hammond

在美国加州 O’reilly Velocity大会发表“1天部署 10次”引发热烈回响，而此一演说启动

了 Patick DeBios在同年 10月于比利时根特市创办全世界第一场 DevOpsDays 活动，当时

此消息在 twitter上快速传播时，许多人将 DevOpsDays缩写简化成“DevOps”，Dev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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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就此正式诞生。

自此之后，DevOps经常变成各大 IT 论坛和演讲焦点议题，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

至今全球各地 DevOpsDays已举办超过 60场，若再加上其他与各种形式相关讨论或分享

更为可观，意味有愈来愈多的人对这个词所包含的理念与实践，有非常深刻的共鸣。

经过数年的产业倡议，DevOps 发展日趋成熟，在 2010 年美国山景城 DevOpsDays

活动中，Damon Edwards提出以“CAMS”来诠释 DevOps，即文化（Culture）、自动化

（Automation）、度量（Measurement/Metrics）和分享（Sharing），之后，又有 Jez Humble

把原本用于丰田生产方式的精益（Lean）管理原则加以转变并融合其中，变成“CALMS”，

其精神更能抓住 DevOps 的深意，即除了技术之外，还有管理与组织文化的议题，也就

是人的问题，概述如下：

 文化：指组织文化应勇于变革，促进协同工作与沟通；

 自动化：指尽可能降低价值链中可能存在的人为干扰环节；

 精益：指及时制造（开发），消除一切浪费，利用快速推出逐步改善的方式强化

产品的弹性；

 度量：指通过测量和监控取得数据，并通过数据改善循环周期；

 分享：指开放与他人分享成功或失败经验，以不断学习。

2.2 淬炼与演进

DevOps工具对其快速普及扮演了很重要的推手，不论是商业软件或开源软件，企业

能够选择使用的工具，早期只有单纯构建、部署、运维阶段的个别方案，到今天细化成

可以分别支撑构建、持续整合、持续交付、配置管理、日志纪录、监控、协同运作、测

试等不同流程的工具包，整合出几乎等同全方位解决方案，使用这些工具的成功案例，

又被当成新进企业的工作指引，协助企业挑选和搭配符合自己公司自动化程序无缝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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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地方案。

早期 DevOps工具如 Saltstack，曾经尝试把部分 DevOps概念具象出一些基本的功能

和接口，但真正投入实际运作过程中，会消耗大量资源，而且需要自行加工，例如自己

再撰写一些程序，才能达到期望的自动化功能，而且有时需要安装在客户端，增加了部

署的难度，这些都让早期 DevOps 发展没有那么顺利，直到最近，许多工具在工具厂商

和开源组织的集体创作之下，有了比较突破性的发展，也让 DevOps的接受度快速打开，

以下列讨论度较高的两种技术工具为例：

 容器（Container）

过去在软件开发流程中，对于执行软件的操作系统和网络环境相当依赖，而容器出

现后，它运用虚拟化“应用程序及其相对应的环境”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软件对环境

依赖的问题，在整个应用程序生命周期工作流程中，提供隔离、可移植性、弹性、延展

性和控制能力，以及为开发与作业提供隔离。

尤其 Docker出现后，这种具有轻量化优势的容器技术，带来高可用性和易用性，让

DevOps 的普及向前跃进。根据 VMfive 的调查，2013年以前，只能使用 Chef或 Puppet

等架构厚重、使用不便的容器技术，所以企业导入不易，直到 Docker、Kubernetes等轻

量化容器出现后，再加上工具厂商适时推出各种可云端托管的容器管理服务，让 2017年

全球采用容器技术的企业大爆发，一举超过 70%，也吸引愈来愈多企业愿意采纳 DevOps。

 微服务（Microservices）

传统应用程序开发架构多半是单体式应用程序或三层架构，而不管哪一种，都越来

越难应付大规模部署、服务不中断，庞大的架构与无穷无尽的程序代码成为开发上的沉

重负担。微服务架构出现后，它以单一责任的小功能区块为基础，彼此通过 API通信来

构建出大型的应用程序，这种方式由于职责单一、程序代码少，不仅提高开发速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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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到独立部署、调校与测试的目的，让大型服务能通过快速水平扩充易于应付突发性

流量暴冲的问题，这也是 DevOps发展的重要助力之一。DevOps相关工具如图 2-1所示。

图 2-1 DevOps相关工具

数据源: Continuous delivery tool landscape · James Bowman
http://www.jamesbowman.me/post/continuous-delivery-tool-landscape/

愈来愈多支撑 DevOps工具问世，让企业对 DevOps的观念和技术愈来愈容易采用和

熟悉，协助企业成功重整原本在软件开发遭遇的破碎流程和工具杂散问题，甚至把开发/

运维等传统企业战略位阶较低的工作，提升到与企业策略同级，与战术目标紧密结合。

2.3 适用类型渐增

适用对象方面，过去有些专家认为DevOps比较适合大型网络服务业者，譬如Amazon、

Google、Netflix、阿里巴巴这种巨型商业公司，论点在于此类企业拥有大量优秀的工程

师，也有充沛的资源可以解决导入 DevOps 时遭遇的各种困难，所以可以专注改善内部

流程和优化。但根据由 Puppet、DORA与云霁科技合作发表的《2017年 DevOps现状调

查报告》发现，DevOps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说明其更快、更好地进行研发与部署软

件，实现组织价值。而另一份 Interop ITX于 2017年对 Devops状况调查结果则显示，企

业对于实施 DevOps 后得到的效果，第一名是部署的应用表现和质量，有 70%以上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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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提升或显著提升，而其他除错和维护应用时间也有缩短，增加软件/服务的部署频

率亦有提升，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等都有超过 50%的人表示肯定。

在 Gartner一份针对 2017年之后应用程序开发（Application Development）的研究报

告数据指出，今后从事应用程序开发的企业中，将有 35%从原本使用的 Scrum改变用敏

捷/精益为基础的软件开发方法；而至 2020年，预估将有 50%的企业会采用 DevOps方案，

并以开源工具进行持续检测，让 IT 组织能在稳定、近似于实际生产环境的情境中执行定

期测试；另外将有 50%的企业采用先进的分析技术，提升应用程序的质量和交付速度。

Lean-Agile IT 最低限度的构建组成如图 2-2所示。

图 2-2 Lean-Agile IT最低限度的构建组成

数据源:Gartner/科技发展观测平台整理 https://outlook.stpi.narl.org.tw/index/focusnews/detail/307

事实上，DevOps接纳度之所以快速提升，原因之一为实证效益，有愈来愈多工具使

用和导入之后，对于公司的效率或其他目标有显著的提升，因此累积愈来愈多好评和口

碑，就会吸引愈来愈多企业投入。

DevOps未来除了在既有技术基础优化或创新之外，将转向创新分析技术，即结合大

数据或 AI人工智能等技术，从企业庞大的巨量资料中探勘挖掘，产出有价值的情报，超

越现今单纯提供战情数据回报功能而已，协助企业增加竞争力，这也象征 DevOps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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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范围有机会再进一步扩大。

2.4 组织文化与管理能力

经过多年发展，DevOps概念、技术、工具、架构和方法已逐渐成熟，例如导入方法

上可从时间、质量两大目标着手改进，只要先抓住这两个最高位阶的战术目标后，再细

化后续展开的各项任务，就容易合理化相对应的各项工作，而从许多市场研究报告和产

业分享案例中也能发现，企业在导入 DevOps 过程中，若先着眼于最终目标再细化各流

程步骤时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几乎不会有技术阻碍，反而对于管理能力的要求成为最艰

难的部分，亦即技术层次最容易实践，流程其次，人的问题才是最难的最后一里。

完整的 DevOps 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和企业的组织架构、技术、流程、文化息息相

关，并且涉及组织改造，而只要改造就有受到影响和波及的对象，因此任何革新都无法

忽略组织的反弹和人性的抗拒。

部分专家认为 DevOps 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组相互链结的技术实践，所以企业采纳

有不同适应，虽然遵循相同的规则，但最终会拼贴出属于自己企业文化和流程的蓝图。

虽然拼图不尽相同，但在产业实务发展上，仍有许多组织偏好和习惯能有一个管理框架

去实现这些不论是组织文化或流程方面的变革，因此本研究报告在第三章邀请海峡两岸

在 DevOps 实践有成功经验的企业，提供导入历程或方法，希望这些案例能让有意采纳

DevOps的企业更有信心或缩短学习曲线。另外，本研究报告也尝试从案例与调研资料中

尝试提炼出一些发展特点及可行的标准方向，来提供更多的思维角度，让 DevOps 实践

能够更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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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DevOps应用场景

3.1 研华—WISE-PaaS/EnSaaS物联网云平台 DevOps实践

3.1.1 案例简介

（一）案例背景

在物联网的带动下，制造业正迎来新一轮变革浪潮，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正在加速与工业领域的全方位融合。纵观全球市场，工业 4.0趋势所向，各国的企

业都在制造领域中寻找新的经济成长契机。自 2015年大陆公布《中国制造 2025》计划以

来，大陆的工业转型正迎来大突破、大升级。《中国制造 2025》的核心关键是为了打造

智能化、网络化生产系统的“智能工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融

合，在工业的应用下已迎来蓬勃发展时期。

作为最早工业计算机行业的厂商之一，研华意识到物联网的发展趋势将给世界带来

巨大的变化，致力于充当推手的角色来推动物联网产业的发展。研华为构建工业物联网

的完整价值链，自 2017年起与资策会协同开发 IoT PaaS物联网云平台，并导入 DevOps

的开发流程，以加速从端到云（Edge, PaaS, SaaS）的串接与运维服务。双方将通过研华

在 Edge端既有的硬件系统优势、共同开发WISE-PaaS 2.0数据分析平台，以及开放各垂

直领域第三方单位 SaaS服务于该平台上进行开发，以构建完整工业设备联网的运维云计

算服务平台。

（二）案例特点

WISE-PaaS工业物联网云平台，以下简称为“WISE-PaaS云平台”或“云平台”，

是一个整合的物联网服务平台，旨在从边缘到云端提供可操作的洞察力。让使用者能够

轻松安全地连接、管理和吸收大规模的物联网数据，实时处理和分析/可视化数据。凭借

全套开发工具，WISE-PaaS简化了物联网解决方案部署，使资源可集中在关注的专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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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WISE-PaaS 2.0平台架构视图如图 3-1所示。

图 3-1 WISE-PaaS 2.0平台架构视图

3.1.2 需求分析

软件交付需要经过构建、测试、部署等复杂过程，如果主要依赖人工去完成这个流

程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延误产品的上线发布。

为了实现软件的快速交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遵循 DevOps软件交付理念和方法，

DevOps集文化、实践和工具于一身，以开发团队和运维团队的密切合作为核心，通过工

作实践将交付过程打造成一条包含开发、构建、测试、发布、部署、运维等步骤的标准

化流程，并用各种工具将其自动化，最终实现产品的快速、高质量交付，并提供 7*24小

时不间断服务，如图 3-2所示，上图为研华WISE-PaaS架构流程与工具，下图为打造的

交付作业标准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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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DevOps打造交付标准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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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解决方案

（一）总体技术架构

WISE-PaaS平台解决方案如图 3-3所示。解决方案的最上层提供 CodePipeline服务，

它是正在开发的一款具有持续集成/持续交付能力，并能兼容 Jenkins的 SaaS化产品。通

过使用 CodePipeline，可以使客户方便的在云端实现从源码到应用的持续整合和交付，方

便客户快速的对产品进行功能迭代和推进。

整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是 Jenkins，Jenkins 提供了软件开发的持续整合服务，它通过

Master/Agent架构来实现分布式构建，将不同的任务下发到多台机器（Jenkins Node）执

行，提高处理性能。

解决方案的最下层通过 Kubernetes来管理 Jenkins的节点，当有构建任务时会自动创

建一个 Docker Container来完成构建任务，当任务结束后 Container会自动销毁，资源动

态使用动态销毁，避免资源浪费，无需担心源码或构建物外泄。

图 3-3 WISE-PaaS平台解决方案

（二）具体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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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E-PaaS平台技术方案可从两方面阐述，包括持续交付流程以及 Jenkins Pipeline，

如图 3-4所示。

图 3-4 WISE-PaaS持续交付流程

1) WISE-PaaS SRP（Solution Ready Package）持续交付流程

 开发人员提交源码到源码仓库；

 仓库打 tag后通过 Git Webhook触发 Jenkins上面自动编译的 Pipeline；

 编译后将产物存储到 storage，例如 blob；

 触发 Jenkins上面自动部署的 Pipeline从 storage拉取编译产物部署到准生产区；

 QA在准生产区进行自动化及人工测试，包括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压力测试和

稳定性测试。

 测试通过后触发 Jenkins上面自动部署的 Pipeline将编译产物部署到生产区。

2) Jenkins Pipeline

Pipeline是 Jenkins的一系列插件的组合，通过这些插件可以将持续交付管道化流程

在一个 Jenkinsfile中实现，将复杂的交付流程转化为 code，即“Pipeline as Code”，并且

可以将 Jenkinsfile放入项目的源码管理中，像管理其它源码一样来管理 pipeline的 code。

jenkins中 pipeline脚本是基于 groovy编写的，可实现灵活、可扩展的持续发布（CD）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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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流。

WISE-PaaS平台 App 的自动构建和自动部署都是通过编写 Pipeline脚本来实现的。

在 Jenkins上面创构建建和部署 Job，并将构建和部署的步骤在 Pipeline脚本中实现，然

后配置各种运行参数，便可实现构建和部署的自动化。Job被触发后，Jenkins Server会将

Pipeline脚本发送到脚本中指定的 Node 上去执行，最终完成构建和部署任务，如图 3-5

所示。

图 3-5 WISE-PaaS平台实现自动构建和自动部署

3) Kubernetes+Jenkins

传统的 Jenkins Master/Agent方式可以说明使用者实现分布式构建，提高处理性能，

但是在使用时还是会存在很多缺点，例如：

 当Master节点发生故障时，便无法再进行任何构建任务；

 为了完成不同语言的编译打包等任务，会创建很多 Jenkins Node，但是这些 Node

的环境又很难复制，导致管理和维护都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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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分配不均衡，有些 Node 使用率比较高，会出现 job排队的情况，但有些使

用率比较低的 Node却很多时候又处于空闲，导致资源的浪费。

为了解决以上种种问题，需要寻找一种更可靠更高效的方式来完成 CI/CD流程，使

用 Kubernetes搭建 Jenkins集群的架构便解决了这些问题，如图 3-6所示。

图 3-6以 Kubernetes搭建 Jenkins集群完成高效 CI/CD流程

在这种架构中， Jenkins Master 和 Jenkins Agent 以 Docker Container 形式运行在

Kubernetes集群的 Node上，创建一个持久化的 Volume用来存储 Jenkins服务的数据，当

Master出现故障时，可以保证数据不会丢失。创建 Jenkins Agent使用的 Docker Image保

存在 Docker 存储服务中（例如 Docker Hub），便于管理和复用。Jenkins Agent会根据需

要拉取 Docker Image动态创建和销毁，不会一直占用资源。

具体实现过程：Jenkins提供了 Kubernetes的插件，安装插件并配置好 Kubernetes连

接信息后，就可以在 Pipeline 脚本中调用 Kubernetes 的接口自动启动一个 Pod 和多个

Docker Container，其中一个 Container 作为 Jenkins Agent 注册到 Master 上面，构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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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指定在其他 Container上面完成，当所有操作都完成后，Jenkins Agent会被注销，并

且释放掉所有 Docker Container的资源。

4) 蓝绿部署

传统模式下，如果要更新应用，基本上无可避免有停机时间。在WISE-PaaS上，通

过蓝绿部署实现不间断服务的更新。蓝绿部署是软件部署模式的一个术语，蓝色是现在

正在运行的当前版本，绿色是更新的版本，先部署绿色版本，然后对绿色版本执行烟雾

测试。通过测试后，才将应用流量逐步切换到绿色版本，然后监控绿色版本，一旦异常，

立刻回滚到蓝色版本。整个过程高效迅速，可保证零宕机升级，服务不间断，如图 3-7

所示。

图 3-7通过蓝绿部署实现不间断服务更新

WISE-PaaS App 能够实现蓝绿部署，主要是因为平台支持 App 通过 Scale 实例个数

来分担流量，比如蓝的版本有 6个实例，目前用户访问的所有流量都集中在蓝的版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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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升级时，先部署只有一个实例的绿的版本，测试通过后，再将其 Scale到 4个实例，

并将用户使用的 Route Map到绿的版本上，并且将蓝的版本 Scale为 2个实例，这个时候，

绿的版本正式被用户所用，并且分担了 67%的流量，然后再继续将绿的版本 Scale 到 6

个实例，并且将蓝的版本 Stop，最终所有流量成功导入到绿的版本，升级过程中不会出

现宕机的状况。

5) 烟雾测试与 A/B测试

QA 为每个 APP 都编写了自动化的 SmokeTest 脚本，每次部署之后都会自动运行

SmokeTest脚本，保证 APP部署以及基本功能的正确性，如图 3-8所示。

图 3-8烟雾测试与 A/B测试确保功能正确性

WISE-PaaS平台的 APP还支持 A/B测试。在不断引进持续交付的流程后，产品更新

越来越快，不同的方案设计有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用户使用效果，A/B测试提供了一个有

价值的方式来评估新特性对客户行为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为同一个目标制定 2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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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如 2个页面），让一部分使用者使用 A方案，另一部分用户使用 B方案，对 2种

方案进行用户转化率、点击量等指标的统计，以判断 2种方案的优劣并进行决策。

WISE-PaaS App支持A/B Test，主要是因为平台支持同一个Route Map到不同的App，

这样就可以让用户通过同一个 url访问到不同版本的 APP。实际测试时，同时部署 2个版

本的 App，保持相同的实例个数，并且 Map 相同的 url，就可以将用户流量分别导向 2

个 App，然后通过统计用户对不同版本的 App的使用情况，最终确定选择哪个方案更好。

6) CodePipeline服务

CodePipeline是在 Kubernetes +Jenkins 的基础上开发的一个 SaaS 化的产品，提供可

视化的操作页面，协助用户简单快捷地实现持续整合与持续交付的流程，服务结构设计

如图 3-9所示，而 CodePipeline服务提供的可视化操作页面如图 3-10所示。

图 3-9 CodePipeline服务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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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CodePipeline服务提供的可视化操作页面

（三）解决方案特点

使用 Kubernetes +Jenkins 作为基础架构，提高了服务可用性，并且实现资源按需使

用，避免浪费；上层又封装了 CodePipeline服务，让使用者打开服务即可使用，不需要

自己搭建编译和部署等复杂的环境，也无需用户运维：

 服务高可用：当 Jenkins Master 出现故障时，Kubernetes 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

Jenkins Master 容器，并且将持久化的 Volume分配给新创建的容器，保证数据不丢失，

从而达到集群服务高可用性。

 资源按需使用、动态生成、动态销毁：Jenkins Agent只有在 Job运行时才会被创

建，Job运行结束后会自动销毁以提高资源使用率，而且还可以防止源码或者构建物外泄。

 服务打开即用，无需额外的配置：打开 CodePipeline服务链接，即可在上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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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成 CI/CD的过程，不需要自己搭建编译和部署等复杂的环境。

 用户无需关心整个交付系统的运维，由平台统一管理。

3.1.4 总结

（一）经济/社会效益

目前研华内部人员已经开始使用CodePipeline服务来完成部分SRP的持续交付过程，

加速了软件产品的交付流程，降低部署过程出问题的风险，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和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

 自动化软件发布流程

 提高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

 更快发现并解决缺陷

 更快交付更新

（二）用户评价回馈

目前CodePipeline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bug，

目前正在修正中。另外，系统本身也有很多功能需要完善，比如需要设计更完善的使用

者操作权限，整合WISE-PaaS云平台的 SSO系统，在使用方面也希望能增加一些更简单

的可视化配置，让用户不用写源码就能快速完成编译和部署的工作。

（三）小结

在快速发展的云时代，软件产品层出不穷，为了抢夺先机，第一时间将产品上市，

快速发布和保证质量成为产品取胜至关重要的因素，而 DevOps 就是顺应潮流的一种软

件交付理念和方法，遵循 DevOps 的交付理念，可以帮助开发人员第一时间发现软件中

的缺陷，保证产品快速和高质量上线，并提供不间断的服务，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所以 DevOps已经成为软件驱动型企业在云计算时代取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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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Gogolook—全球千万用户等级 App的 DevOps架构

3.2.1 案例简介

（一）案例背景

Gogolook（走着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春天，成员来自台湾、香港、韩国、

巴西等地的软件创新人才，希望通过快速且不间断地服务创新以及使用者为中心的设计

理念，建立全球行动装置上最值得信赖的人际沟通网络。

Whoscall 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拥有全球超过十亿笔电话数据库信息，提供

Android及 IOS行动装置用户最实时的来电辨识服务。Whoscall于 2012年获当时 Google

执行长 Eric Schmidt公开表扬，并获数字时代、华人行动应用大赏、Google 年度创新奖

等奖项肯定，曾被全球知名科技媒体 TechCrunch、TechinAsia专题报导，也与台湾警政

机构、韩国金融监督局（FSS）等单位签订合作备忘录。

Whoscall全球用户超过六千五百万，主力市场为台湾、巴西、香港、日本、韩国等

地，可警示恶意推销来电，数据库中也提供丰富的商家营业信息，并已成功的协助数千

万的商家通过来电辨识功能取得行动用户的信赖。目前亦致力于运用数据库系统发展人

工智能，利用长期用户接收诈骗电话的数据分析仿真诈骗集团的行为，进而预防犯罪。

随着用户规模扩大，服务内容增加，对于基础设施稳定性、研发敏捷性、产品安全

性的考验亦不断上升。为了适应下一阶段的服务挑战，公司开始进行一连串的 DevOps

大改造。

（二）案例特点

Whoscall服务的 DevOps 改造案例是依据 DevOps 指导原则逐步进行，流程与工具

改造并重，此经验对其他软件公司应该很容易借鉴实施。以《凤凰项目》（The Phoenix

Project）“三步工作法”观点阐述案例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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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原则：以自动化工具为辅，全面贯通提交源码、测试、组态配置、部署等流

程。在安全网的基础上，放心提交源码进行实验，加速研发与应变脚步。

 回馈原则：通过许多层次，透明化监测部署的任何服务的实际运作状态，以得到

实时且精密的回馈，进而产生对于服务质量及商业目标的洞见。

 持续学习与实验原则：系统化改善端到端服务流程，对于服务流程及规格，有宏

观及微观的掌握。对研发的工程质量，能够起规范化的积极作用，也有助于加速团队人

才训练，培育更多即战力。

3.2.2 需求分析

Whoscall核心服务涵盖行动装置与云端系统，为了进行 DevOps 改造，需要技术面

与流程面密切配合，故先界定整个改造计划的总体目标如下：

 Infrastructure as Code：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力追求配置透明化，利于优化配置、

查找问题、经验传承，才能进一步演练 chaos engineering等高级措施；

 快速部署：从提交源码，经由一系列测试、组态配置、部署程序，需要迅速且稳

定的部署流水线，才能有效支持快速实验的需求；

 兼顾安全与弹性：每次部署都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编译期与执行期的检测基准，确

保合规要求，同时也兼顾弹性，能在执行期进行迅速的动态调整；

 服务监控：针对内部系统及外部依赖系统，需多层次监控以便快速反应、优化服

务；

 端到端服务流程系统化：过去在研发驱动力主导之下，累积了许多技术债，现在

已逐渐反噬到研发的步调，因此，从服务头尾两端开始系统化检讨整顿服务流程环节，

以利于查找问题、累积组织流程资产；

 通过上述基础来敏捷地拓展更多服务，发掘更多商业价值。在改造 DevOps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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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持续进行技术选型评估。由于 Gogolook是小而精的公司，为了集中研发能量，降

低导入及学习迁移阻力，降低招聘新人时教育训练的成本，其技术选型原则有下：

 避免 lock in，这点非常重要，尤其在技术快速发展、版图不断挪移的软件产业，

不被特定工具或厂商 lock in，维持技术选型的自主性，才能敏捷前进；

 以前瞻眼光选择活跃的开源软件，并积极参与在线及线下的组织活动，交流实务

经验；

 选择泛用性高、扩充性高的开源软件，避免技术栈过度碎片化，增加运维基础设

施的困难度；

 审慎选择 IaaS/PaaS/SaaS的服务，善用这些服务，可降低运维基础设施的精力，

但其推陈出新速度，可能没有对应的开源软件来得快，这部份需要再加以权衡；

 若没有适当的现有组件，则自建，但仍对替代方案保持开放态度。

3.2.3 解决方案

（一）总体技术架构

根据前述技术选型原则，与 DevOps相关的技术选型如下：

 CI/CD流水线：Jenkins；

 行动端平台：Android及 IOS；

 行动端 A/B测试机制：早期自建，近期逐渐改用 Firebase；

 行动端效能分析：Android vitals、Crashlytics；

 后端公有云：Amazon Web Services（AWS）；

 后端组态管理：Ansible及 Docker/Kubernetes生态系；

 后端效能及日志分析：New Relic、Sentry、EFK、Prometheus、Grafana；

 流程与 API规格接口：Swagger、Cuc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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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技术方案

1) Infrastructure as Code（IaC）

 Infrastructure as Code（IaC）是现代从业人员必备的纪律，在可能的情况下，应

尽力追求配置透明化，利于优化配置、查找问题、经验传承，也才能够进一步演练 chaos

engineering等高级措施。另外，Ansible是个泛用性极高的组态管理及远程执行工具，故

选择以 Ansible作为 IaC机制，理由如下：

 轻量化：IaC不应有过多的额外开销（譬如：额外的认证机制、额外的背景程序）,

而 Ansible 不需要额外常驻的背景监听程序，也不需要额外的账号认证机制，完全沿用

Linux既有的机制，可降低管理的复杂度；

 即插即用：对机器及环境仅有最少的假设,一般来说，只要 Linux 主机有 ssh 及

Python 组件，就能被 Ansible 管理，因此，甚至连 Alpine 这类极轻量的 Linux 系统都能

纳入列管范围；

 易学：架构单纯，YAML配置语法比传统脚本语言更简单、更易复用；

 易扩充：Ansible架构单纯，可以用正规的 module形式扩充功能，亦可用阳春的

脚本+stdout/stderr + json手法扩充，弹性非常大；

 组织活跃：这个理由尤其在被 RedHat并购之后，其永续发展更是无虞。

后端系统是以 Linux为主，多半部署于 AWS，因此以轻量级的 Ansible为核心的组

态配置工具，再搭配其他技术特有的组态配置设施：

 Linux主机：自行编写并维护 Ansible roles；

 AWS系列：用 Ansible驱动 CloudFormation等配置机制。

新一代的后端技术，多半都直接内建 IaC机制，如 Docker生态系，甚至各种 serverless

系列，采用这些技术时，直接套用各自的 IaC机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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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ker：用 Dockerfile及 docker-compose.yml配置；

 Kubernetes：一堆 YAML档案配置。

目前已针对这些组态配置有小规模进行 chaos engineering的试验，预计未来会更进

一步利用 Netflix释出的 Chaos Monkey系列进行大规模的演练，以确定整个 IaC 配置的

完整性。

2) 快速部署

从提交源码开始，经由一系列测试、组态配置、部署程序，都需要迅速且稳定的部

署流水线（deployment pipeline），才能有效支持快速实验的需求，因此部署流水线以

Jenkins为主轴，贯串相关的前端与后端流程：

 Android源码→Git→Jenkins→Gradle脚本；

 iOS源码→Git→Jenkins→Xcode脚本；

 后端源码→Git→Jenkins→Ansible脚本。

重要的提交状态也都会送到 Slack及对应的监控仪表板，让进度透明化。

在关于行动端软件的部分，利用 Android 新的 Dynamic Delivery机制，将行动装置

软件打包成 App Bundle 格式，各种行动装置用户能够下载最适尺寸的 APK 软件包，也

简化组态配置流程。

后端系统主要采微服务（microservices）架构，将后端服务划分成更小的独立部署单

位，每次提交源码时，只要不涉及重大的架构变动，正常情况下都可不停机持续部署。

利用前面提到的 Ansible进行后端服务的打包及部署步骤。主因 Ansible是一泛用性

极高的组态管理及远程执行工具，可用一致性的 YAML语法调用多种不同的技术，减少

需要掌握的技术栈：

 可针对编译式或直译式的源码进行打包、测试、部署等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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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针对本机端、裸机、云端主机进行组态设定及持续部署；

 可针对传统软件、Docker化软件、serverless软件进行持续部署。

在 AWS上利用 Ansible或 Docker 开启新主机或容器相当简单，善用这种优势将后

端架构设计成 immutable infrastructure，进一步降低持续部署的复杂度，也提升后端系统

的稳定性。

3) 兼顾安全与弹性

由于与多个公部门有合作关系，为确保质量，每次部署都会通过一系列的编译期与

执行期的检测基准；其中自建的检验工具委由符合 ISO/IEC 17025规定的公正第三方定期

进行资安检测。除了上述测试与合规程序外，也须兼顾弹性，确保能在执行期进行迅速

的动态调整，系统流程才算完整。

关于行动端软件的部分则藉由 Google Play Console的分段回滚（staged rollout）机制、

Apple App Store 的分段发布（phased release）机制，在快速部署之余，亦能兼顾风险控

制。另外也利用 Firebase Remote Config及自建的 A/B testing技术，让不具软件研发能力

的实验设计者，也能在不重新部署行动端软件的前提下，动态进行多变量的实验，且同

时适用于 Android及 IOS两大平台。

关于后端系统，由于 AWS提供许多可程序化的动态机制，所以再利用 Ansible 或

Docker 进行蓝绿部署（blue/green deployment）或金丝雀部署（canary deployment）就相

对简单。随着 AWS正式支持 Kubernetes（名为 EKS），更可直接在仪表板上进行这方

面的操控，降低运维复杂度，提升透明度。

4) 服务监控

内部系统及外部依赖系统需要多层次的监控，以便快速反应、优化服务。故针对行

动端软件的部分，除了自建的日志与性能监控机制外，也利用 Crashlytics服务来监控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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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闪退事件。最近更利用 Android新的 Vitals机制，监控行动软件的种种质量数据：启动

时间、闪退、显示速度、网络热点扫描、背景执行行为等等，作为优化产品的依据。后

端系统则动用较多层次的监控机制。

 硬件基础性能：大部分以 AWS的 CloudWatch服务来监控云端主机群的硬件基础

性能数据。如需更细致或更广泛的性能数据，则通过 Prometheus 生态系提供的一系列

exporter；

 日志：一般情况下以 AWS的 CloudWatch服务来搜集与汇整 layer 7 的日志，但

如需更实时、更细致、更有弹性的日志处理，则通过 EFK（Elasticsearch + Fluentd + Kibana）

技术栈来达成；

 软件栈性能：以 New Relic服务掌握软件在操作系统层次、执行引擎层次、客户

端层次等的分层效能信息；

 执行期错误：采 Sentry服务全盘掌握应用程序动态抛出的执行期错误；

 外部健康状况：采 Pingdom服务从全球用户视角理解己方或第三方厂商 API服务

的响应时间与健康状况；

上述的后端系统监控机制多针对特定环节，缺少综合性、全局性、多层次的视角，

因此另外再通过 Prometheus+Grafana系统，取得以下更多效果：

 自定义仪表板：通过 Grafana针对各服务、各流程所关心的视角，设计仪表板及

统计信息呈现方式；

 自定义时间序列表达式：通过Prometheus的PromQL设计合适的时间序列表达式，

精准呈现出关键的服务运作指针及趋势曲线。

5) 端到端服务流程系统化

因过去研发驱动累积的技术债反噬到研发步调，故从服务头尾两端系统化地整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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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流程环节提升整体质量，利于查找问题，累积组织流程资产，逐步进行改革如下：

 界面思考

多人协作团队甚至与第三方合作互联，都非常需要制定良好的技术接口，才能促成

顺畅合作。为了加速前端后端的并行开发，在研发团队小规模导入 Swagger及 RAML，

随着 OpenAPI Specification (OAS)大势底定，相关工具逐渐丰富，开始更大规模实施，也

推广到质量监管等职能身上，让感兴趣的人可通过技术接口，理解并实验相关的后端服

务，进而降低教育训练的成本。这是很重要的基础，它可以改善后端系统的接口透明度，

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

 流程思考

随着用户规模扩大，服务内容增加，流程也渐趋紊乱，因此，开始以系统化角度，

重整过去大大小小的服务流程与数据流，采取以下措施提升服务流程的透明度：

盘点：首先组成特别小组，针对既存的所有服务，进行第一次广泛的总盘点，先不

求深，但力求广泛无遗漏。

规格表述：由跨职能小组针对高优先度的项目，以类似 BPMN业务流程模型和表示

法（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Notation）的形式，深度分析服务的业务与数据逻辑，

除做精准表述外，也借此机会找出可优化流程。

数据埋点：有了透明的流程表述之后，就能进一步在关键处埋点，以利于追踪每一

个内部环节的实时状况。

仪表板：有以上基础便可针对各服务、各流程所关心的视角，设计各自的仪表板，

呈现各自的进度状况，甚至预测未来的走势，及早预警。

 规格思考

可执行的软件规格一直是软件圈的梦想。以 DevOps角度而言，MDA（model-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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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之类的软件塑模作法不见得是最优先的目标，但 SBE（Specification By

Example）则有机会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串连效益：

代表性的测试案例：即使团队不想转变成 TDD（Test-Driven Development）或 BDD

（Behavior-Driven Development）的研发风格，SBE仍然可以从端对端测试案例的角度切

入，不大幅改变工作习惯，即可从多方面对整个 DevOps有所贡献。

测试自动化：搭配适当的工具可将 SBE搭上自动测试、回归测试的流程。

规格：Cucumber倡议的 GWT（Given-When-Then）语法是一种结构化的规格表述形

式，可应用在端到端的黑箱层次，也可应用在 API服务或高阶模块的灰箱、白箱层次。

将上述特性结合起来，SBE 规格就能成为活文件（living document），不仅捕捉业

务逻辑，也通过测试自动化机制确保 SBE档如实反映最新现况。上述三项措施若实施到

位整合就会形成多层次的系统化 DevOps 视角。以端到端的业务服务流程视角来说，

BPMN这类形式可展现出巨观的流程透明度，SBE展现出微观的透明度，且两者都以非

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方式呈现，有助于形成团队内的共同语言。

以内部技术接口视角而言，Swagger 提供精准的技术语汇，让稍具技术接口观念的

人，能够自行掌握接口信息，并自行做一些操作实验。

以内部质量管理的视角来说，SBE搭配测试自动化机制，能降低端到端黑箱或模块

白箱的反复测试人力，进而释出精力进行更具开创性的探索性测试等质量管理方法。

以内部知识管理的视角来说，上述三项措施，都在累积组织流程资产，减少盲目试

误与争论的精力。

3.2.4 总结

1) 运维效益

本案例以“三步工作法”相关措施增进的运维效益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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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原则：Infrastructure as Code及兼顾安全与弹性的快速部署程序，积极面在提

供催化实验与紧急应变的温床；而消极面在提供信息系统的安全网，避免常见的人为错

误；

 回馈原则：逐渐改善服务监控机制就能通过多层次，透明化监测部署的任何服务

的实际运作状态，作为进一步优化系统效能的根据；

 持续学习与实验原则：端到端服务流程的透明度越高，越能从流程面发掘更多优

化的可能，增进整体服务的效率及可靠度。

2) 研发效益

本案例措施增进的研发效益如下：

 流动原则：当逐渐改善 Infrastructure as Code 机制之后，研发者免于琐碎的组态

设定问题，得以集中精力在研发任务上，当实施兼顾安全与弹性的快速部署程序后，研

发者可在安全网的基础上，放心提交源码进行实验，加速研发与应变脚步；

 回馈原则：当逐渐改善服务监控机制，就能通过多层次透明化监测部署的任何服

务的实际运作状态，研发者可得到实时且精密的回馈，进而产生对于商业目标的洞见；

 持续学习与实验原则：当逐渐系统化改善端到端服务流程，研发者对于服务流程

及规格可有巨观及微观的掌握，对于研发工程质量，能够起规范化的积极作用，也有助

于加速团队内人才的训练，培育出更多的实时战力。

3) 小结

随着用户规模扩大，服务内容增加，对于基础设施稳定性、研发敏捷性、产品安全

性的考验亦不断上升，内部进行了一连串 DevOps 改造，以常见的 CALMS（Culture,

Automation, Lean, Measurement, Sharing）模型来说，改造不仅在技术面运用许多自动化

工具，亦着重流程面的改良及文化面的孵育，务求迅速且安全的流动、实时且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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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充分支持持续学习与实验。

本案例从Whoscall的服务背景开始探讨，分析 DevOps改造需求，再进一步逐一探

讨技术选型思路，并提供具体的建议，这样改造没有终止，各种议题也仍持续尝试反思

调整，期以此文共同探索更好的 DevOps之道。

3.3 腾讯—社交网络业务持续运维方案与实践

3.3.1 案例简介

（一）案例背景

腾讯社交网络业务持续运维的技术方案，是基于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的 DevOps

技术实践的运维侧技术的实践案例。实践经验均来自于腾讯为了提升运维质量、效率的

总结，相关的技术架构与解决方案适用于大规模的运维管理，属于 DevOps 持续运维与

持续回馈的范畴。

1) 腾讯社交网络业务简介

腾讯公司一直以社交产品著称，其产品线也是以社交业务为核心，往外拓展与延伸

到网民的日常生活中。在众多的腾讯社交网络产品中，以 QQ、QQ空间等为代表的社交

网络业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是日活跃用户数超过 2亿的大规模业务，这些业务

既拥有传统的基础设施和应用软件架构，又有新兴的云技术架构，对于 DevOps 的持续

运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腾讯公司组织架构如图 3-11所示。

图 3-11 腾讯公司组织架构

2) 持续运维平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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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织云一体化运维平台，是腾讯公司 DevOps 流水线中，负责持续运维和持续回

馈环节的运维解决方案，具体功能覆盖自动化运维、立体化监控与智能化运维三个方向，

本案例会重点介绍组成这三部分的核心技术与设计思路。腾讯 DevOps 流水线解决方案

如图 3-12所示。

图 3-12 腾讯 DevOps流水线解决方案

（二）案例特点

企业要实现持续运维的能力，不仅需要解决来源于产品、开发、测试团队发起的需求，

还要解决来源于运维团队自己发起的需求，这需要有全局的规划，从标准化规范、配置

管理、工具建设和运维自动化场景等，体系化的构建运维平台的功能。同时，企业建设

持续回馈的 DevOps 能力，需要有体系化的监控能力支撑，实现统一监控与告警的运维

平台功能。

1) 基础设施环境管理

腾讯社交网络业务分布全球，基础设施由实体设备、虚拟机、容器化组成，对于持续

运维技术而言，需要考虑多 IDC、多云管理的难题。

2) 复杂运维对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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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管理好运维对象，是持续运维和持续回馈过程中必然要应对的。在对社交网络

业务的运维过程中，包括网络设备、主机、应用软件、配置文件、业务、进程等等，都

需要有质量与效率的对应管理方案。

3) 智慧化运维的技术架构

腾讯社交网络业务拥有超 20万台的基础设备规模，在大规模运维的场景中，无论是

构建自动化运维技术或立体化监控技术，都难以用常规的技术架构来实现。智慧化运维

技术的导入，可以更好的帮助运维团队完成工作。

3.3.2 需求分析

（一）多基础设施管理

多基础设施的管理，从运维技术本质分析，是对于基础设施的管控与监控的需求。运

维的基础能力如何能够触达不同的基础设施环境，如何能够传输命令控制不同基础设施

环境中的运维对象，如何能够从不同的基础设施环境中收集监控数据，是实现多云管理

的技术需求。

（二）多运维对象管理

对运维对象的管理，直接会决定运维效率与质量建设的成熟度与深度。全局枚举出

运维工作中可能涉及的运维对象，结合运维工作的需求和场景，构建出管控和监控该运

维对象的工具体系，是持续运维所期望达到的目标。

（三）运维效率建设的需求

DevOps中对运维效率的建设需求，实质上是对标准化运维体系的建设需求。是持续

交付原则中，用最低的成本来创建可靠可重复过程，确保运维质量与效率并重的需求。

（四）运维立体化监控的需求

传统运维的监控思路，可以认为是“知其然，所以然”的技术实现过程，也常常被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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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为“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方案。在大规模的运维监控需求分析中，立体化的覆盖

业务各个质量点是监控技术的关键。并且，在保证监控能力“全、快、准”的同时，要

有方案能够从繁杂的监控数据中提炼或收敛出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关键指针，是持续回馈

的核心需求。

（五）一体化运维平台管理需求

靠传统烟囱式的运维工具和监控数据，将无法实现运维技术的智慧化升级，为此一

体化运维平台的需求应运而生，其目的是通过实现运维数据的关联分析，快速实现故障

定位、自愈与止损，走向无人职守的全自动运维阶段。

3.3.3 解决方案

本文技术方案来自于腾讯社交网络运营部，是腾讯运维团队解决自身大规模持续运

维与持续回馈的技术实践。

（一）平台技术架构

织云是腾讯一体化运维平台，整体功能分成几大模块：基础设施、CMDB(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Database)、基础运维、公共组件服务、持续部署、架构组件、监控体系、流

程与服务、AIOPS、通知&日志中心，在这些功能模块之上，是统一的运维门户，集中化

实现运维的操作、场景化工具、统一可视化的功能，满足持续运维与持续回馈的中心化

或一体化运维管理的需求。腾讯织云一体化运维平台如图 3-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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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腾讯织云一体化运维平台

（二）具体技术方案

为解决持续运维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以下是核心的几个一体化运维平台的技术架构

设计与技术实践。

4) CMDB配置中心

在运维自动化平台的设计理念中，腾讯运维一直提倡“减少运维对象”，并将运维对

象进行抽象化、模型化、配置化的录入 CMDB中管理，进而让运维工具有途径消费 CMDB

中的数据，让运维自动化流程能够通过接口维护 CMDB中，各个运维对象的属性与状态，

这是构建自动化运维体系的配置基础。泛 CMDB设计如图 3-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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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泛 CMDB设计

在织云面向业务架构的 CMDB实践中，将 CMDB的配置数据主要分为几类（更多配

置需求可扩展）：

 业务对象：业务树、架构层等；

 硬件对象：主机、网络设备等；

 应用对象：软件包、配置文件、脚本等；

 自定义对象：变更信息、密码库等；

每种运维对象都包含其各自的属性和状态配置，如：；

 业务树：业务层级关系、负责人、重要级别等；

 主机：IP地址、主机名、操作系统、上联交换机埠等；

 软件包：版本、部署实例、进程、端口、清理策略等；

 变更信息：时间、IP、操作内容、操作人员等。

运维对象与运维对象之间需要建立规则或关系，CMDB中运维对象间的关系描述如

图 3-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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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CMDB中运维对象间的关系描述

通过上述 CMDB的设计，使持续运维过程中的工具和接口都能够保证数据源的统一

集中，基于 CMDB配置数据的组合可以实现丰富场景的运维效率工具。其中多个云平台

或多个数据中心的管理方案，基于 CMDB的技术架构如下，通过 CMDB配置项区分不

同云使用的工具与接口模式，自动的选择最恰当的方案。多云管理的技术架构如图 3-16

所示。

图 3-16 多云管理的技术架构

5) 作业平台

在持续运维的工作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度高的工作需要被执行，经常会出现需

要打开很多个终端执行一个脚本的场景。为降低用户重复开发工具和传承运维经验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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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作业平台也就应运而生。从使用者（运维人员）的角度出发，平台设计时将工具作

为整个系统的核心进行建设。围绕着工具做文章，将工具从创建、编辑到执行以及执行

记录的整合纳入持续运维的系统能力中。作业平台与命令信道如图 3-17所示。

图 3-17 作业平台与命令信道

在作业平台中，工具作为最小的操作单元，将常见的运维操作从日常的运维场景中抽

离出来，独立为一个最小的原子性操作，赋予相应的描述信息和基本特征（比如执行环

境、超时时间等），像程序设计语言中的函数一样，具备最基本的获取输入参数以及返

回值的能力。作业平台传参接口如图 3-18所示。

图 3-18 作业平台传参接口

通过以上对于工具的基本信息，对用户一个个的脚本进行包装，对于使用者来说，再

也不需要过多地了解脚本的内容，可以从工具的描述以及输入参数的描述中了解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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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以及参数的作用。

作业平台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接口供用户执行工具使用，执行工具时，只需要传入工具

所需要的输入参数，并指定工具的执行机器，剩下的工作，包括将工具分发到指定机器

上，发起执行，收集执行结果等，都交个作业平台来解决。

工具在自动化运维体系中的定位是一个最小的操作单元，即专注于完成一项特定的任

务。而实际的运维场景中，往往需要多个工具组装起来一起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作业

平台中的工具编排如图 3-19所示。

图 3-19 作业平台中的工具编排

作业中的工具编排的方式来解决工具间的依赖关系，编排的模板有如下信息：

1．编排基本信息：包括编排名称和描述；

2．编排的参数：当前编排需要用户输入的参数清单；

3．编排步骤：

 每一个步骤都对应一个工具，步骤与步骤之间串行执行；

 工具所需要的参数可以从其他工具的执行结果或者编排参数中获取；

 可以指定当前步骤执行完成后是否需要使用者确认后再继续执行。

工具编排截图如图 3-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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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工具编排截图

作业平台的扩展能力，将工具编排扩展到运维系统的接口调用编排，包括 CMDB、

包系统以及监控等接口的按运维场景组合，这都是围绕着自动化运维能力去建设的。作

业平台作为一个子系统，在持续运维的体系中的定位，是对于各个平台所提供自动化运

维能力的整合和扩展。因此，在织云的体系中，工具不可避免地会大量调用到其他系统

提供的接口，实现数据查询或者自动化操作处理等作业。作业平台在持续运维体系中的

位置如图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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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作业平台在持续运维体系中的位置

6) 运维数据银行

在构建持续回馈的运维能力时，核心的技术要点是要在立体化监控的能力基础上，完

成监控数据的打通与整合使用。

腾讯运维团队的立体化监控技术架构的实现，结合了分层的运维管理方案，对不同架

构层级的运维对象分别选型不同的监控方案支持，这种“因地制宜”的监控管理方案，

符合企业分阶段投入与建设的需求，也是大部分企业监控体系的建设过程。按架构层次

的立体化监控设计如图 3-22所示。

图 3-22 按架构层次的立体化监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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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架构的分层管理思路，持续回馈体系能够更好的对监控数据分类，从而能够说明

运维在处理大规模的监控数据和告警时，能够有更好的对数据进行优先级排序和收敛。

这就是立体化监控体系的好处，是实现统一监控告警平台重要的前置条件。

基于立体化监控，运维还没法达到在紧急故障发生时，快速精准的定位故障的根源，

因此从技术上要进一步找到优化数据的办法。如下图的将立体化的监控数据分成低层次

指针与高层次指针，在立体化监控体系中，越接近基础设施的监控指标，越具备共性，

换而言之越不具备业务独有的监控属性，对于低层次指针的通用处理办法是通过日常巡

检等工作实现主动预防，通过规则化的工具实现简单故障自愈逻辑等。

高层次指针是直接反应业务质量的指针，技术实现多与业务逻辑耦合，是监控业务质

量的核心监控技术，这类指标能够直接作为量化可用性的指针依据，是质量运营的重要

数据源。但是，在大规模的运维监控方案中，高层次指标的数量级已经远超出人工管理

的范畴，尽管可以通过技术收敛绝大部分的无效告警信息，但是在腾讯社交网络业务的

案例中，告警信息仍然无法靠人工完成梳理。为此，需要有更进一步的提炼监控数据的

方案。高层次与低层次监控指针如图 3-23所示。

图 3-23 高层次与低层次监控指针

立体化监控体系的分层思路，依旧是传统的监控技术实现方案，要突破传统持续回

馈技术的瓶颈，腾讯运维提出了运维数据银行的技术方案，通过对运维监控数据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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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利用大数据平台技术，实现对异构的时序类运维监控数据的统一处理、分析、决

策的功能。

数据银行将运维数据的数据流程处理分成四大部分：

 数据采集，该模块屏蔽异构监控数据来源采集方式和协议不一致的问题，同时还

能主动发现监控数据上报时的脏字段和请求平滑度等指标，从而实现监控的监控；

 数据分析，对于时序数据处理有很多共性，包括过滤、格式化、分组、聚类、翻

译、转发、四则运算等等，通过抽象流式数据的处理能力，能够更好的复用运维大数据

技术的成果；

 数据应用，服务于不同的运维场景，数据可视化的表现不同，实时高效、关联分

析、多维排障等，都是数据应用于具体场景的方案；

 预警与告警，持续回馈数据的价值，需要指导运维的工作，扭转被动运维的局面，

甚至形成决策数据，结合作业平台实现智能化运维的功能。

数据银行技术架构如图 3-24所示。

图 3-24 数据银行技术架构

（三） 解决方案特点

腾讯持续运维的技术实践与解决方案，是互联网技术思路在运维领域的应用，本文

对持续运维和持续回馈的技术架构，由不同功能的服务组成，服务与服务之间的访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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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用均通过 API接口实现交互，而运维平台本身也是运行在分布式的微服务架构之上，

运维平台本身的部署与调度则由 K8S平台完成。

一体化平台的整体建设思路是通过实现 CMDB配置中心，利用作业平台的工具编排

能力构建场景化的自动化运维，再利用数据银行统一采集和处理，有效的把运维数据转

换成决策依据，从而反向驱动运维自动化工具，逐步迭代收获无人职守的运维能力。

3.3.4 总结

（一）经济/社会效益

本方案是纯软件的运维解决方案，适用于云计算时代，传统企业的运维团队在面对

IoT、“互联网+”等不同源自业务侧的规模化的挑战下，平滑转型升级的需求。让传统

企业在不抛弃不重构原有运维平台的前提下，最大化的整合异构的软件和异构的监控技

术，实现一体化运维平台的目标。

（二）用户评价回馈

腾讯在云计算时代也推出了腾讯云的商业化产品，其中本文介绍的一体化运维解决

已经在金融、能源、汽车、医疗等行业龙头企业中实施，通过与腾讯先进的运维经验的

结合，帮助企业从传统的运维模式与技术，逐步迭代过渡到互联网的运维模式与技术，

实现了运维价值化转变的过程。

（三）小结

以服务于腾讯社交网络业务的运维平台织云的技术实践案例，介绍了一体化运维平

台的几个关键技术架构与设计思路。希望帮助企业在构建持续运维与持续回馈的技术道

路上，更能看清 DevOps 技术能为企业带来的价值与变化，让企业运维从成本中心转变

成价值中心，从运维到技术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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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华为—华为云软件开发服务 DevCloud

3.4.1 案例简介

（一）案例背景

华为云软件开发服务(DevCloud) 是集华为近 30年研发实践、前沿研发理念、先进

研发工具为一体的一站式云端 DevOps平台，面向开发者提供包括项目管理、源码托管、

流水线、源码检查、编译构建、测试管理、移动应用测试、部署、发布、CloudIDE、研

发协同等基础功能的研发工具服务。覆盖软件开发全生命周期，支持微服务开发、移动

应用开发、IoT开发等主流研发场景，让软件开发简单高效。

（二）案例特点

DevCloud平台针对互联网开发运营、产品软件提供商（ISV）、传统企业互联网+转

型、新创育成园区、高效培训机构以及软件外包等方面有着多年研发、应用经验，满足

为大量企业提供不同的应用需求。

3.4.2 需求分析

如今，想要加速传统 IT模式的革新，瀑布模型已经不再适用，需要更快捷、更符合

快速迭代开发的敏捷开发模型。但是，在尝试转型敏捷开发的过程中，由于没有配套的

工具、流程指引，开发效率反而不如之前用瀑布模型的时候。

其次，企业在处于快速增长期时，业务剧增，这些情况导致业务源码量急剧加大、

源码质量得不到保障，如果再通过人工检查的方式去做，不仅效率低，也需要投入大量

的人工成本。

最后，产品在以前都是运维人员手工部署升级，但是为了响应用户需求变化，满足

市场要求，过快的需求变更，让运维人员痛苦不堪，连续长时间工作，导致运维人员极

易出错、影响业务。目前，在各方面存在的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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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开发运营

互联网企业在面对市场高速变化，产品盈利窗口窄时，经常由于研发工具难以满足

项目实际需求，导致难以及时交付高质量的产品给客户。另外，企业的研发能力也难以

度量，无法数据化依据判断新项目的接单能力。

（二）产品软件提供商

ISV 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存在开发人员办公地点不同，研发工具、环境不统一，导

致沟通交流困难；客户需求变化快，导致项目极易返工，需要快速应对需求变化；另外

自动化的持续整合也尤为重要。

（三）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

传统企业在进行互联网+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对互联网行业了解不足，以及本身传统

管理模式中存在的弊端，导致转变方向不明确，核心竞争产品研发效率低下，技术手段

落后，转型难以推行。

（四）新创育成园区

软件园区/育成中心在进行多企业协作式研发时，由于各企业办公地点不同，研发工

具、环境不统一导致的项目协作成本高，数据及信息共享流程复杂不规范等问题。

（五）高效培训机构

受应试教育影响，学生对课堂理论知识接受能力强，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偏弱；

多数学生在个人能力发展过程忽略了对动手能力、职业素养、团队协作意识等方面的培

养；精心制定的教学计划与内容难以跟随 IT行业快速变化的技术理论与前瞻趋势；学科

竞赛、实验项目推进、综合实训缺少统一规范化的流程与平台。

（六）软件外包

软件发包方难以掌控产品以及项目的进度，对于产品的质量在交付阶段才可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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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可以随时了解产品研发进展以及查看产品现有功能。软件接包没有平台化的工具进

行协作对接、分析判断，难以应对发包方快速变化的需求和高标准的质量要求。

在这些需求背景下，华为 DevCloud如及时雨般的出现并给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3.4.3 解决方案

（一）总体技术架构

DevCloud软件开发云架构设计遵循全面解耦原则，管理平面和业务平面分离；管理

平面包括运营服务和运维服务，业务平面按软件开发业务边界拆分八大核心工具服务，

平台性公共服务按横向领域拆分成微服务，将服务之间的耦合降到最低。

以八大软件开发工具服务为核心，全面服务化和组件化，引入新服务治理框架，所

有服务接口可见、可控；服务逐步微服务化，可独立开发、构建、测试、发布、部署，

解决方案可以灵活组合，满足多种应用场景。

DevCloud总体逻辑架构图如图所示。软件开发云提供多种接入方式：APP移动端、

Web端、OpenAPI，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软件交付。

它还提供八大核心服务：项目管理、源码托管、源码检查、编译构建、流水线、测

试部署、发布。支持把业务软件部署到开发环境、整合环境、生产环境等不同的研发与

运营环境，并支持发布到应用超市。

对于管理面来说，支持运维服务和运营服务。其中，运维服务包括监控数据、日志

处理、告警处理等。运营服务包括产品定价、计费、订单管理等。DevCloud技术架构图

如图 3-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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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DevCloud技术架构图

（二）具体技术方案

1) ISV场景

DevCloud开发流程图如图所示，项目管理功能以 Scrum敏捷开发方法为基础，从项

目规划开始，引导用户进行 Epic、Feature、Story的设计划分。在计划会议中引导用户将

backlog中的 Story进行迭代划分，再在迭代列表中按照相应的任务一步步执行即可。员

工们再也不用为不懂敏捷开发、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而烦恼，只需按照软件开发云的流

程逐步推进即可。

其次，软件开发云总结华为近 30年研发实践，提供近千条的源码检查规则，只要将

源码传到华为软件开发云的源码仓库中，然后选取相应的源码检查规则，一键点击，就

可以自动进行编码风格、架构设计、编码安全等问题检查。针对检查出的问题，华为软

件开发云还给出了相应的正确示例、错误示例等，新员工们可自行进行检查和修正，节

省老员工大量的人工检查以及后续的跟踪修正时间。

最后，华为软件开发云提供的流水线功能，是对 DevOps 前瞻理念的践行。通过华

为软件开发云将源码检查、编译构建、部署功能集合成一条流水线，每次需要变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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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码修正时，只需点击流水线的开始执行按钮，即可按已设计好的流水线自动执行，真

正做到了持续交付，解放了运维人员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跟质量。DevCloud

开发流程图如图 3-26所示。

图 3-26 DevCloud开发流程图

使用 DevCloud前后项目状态对比如图 3-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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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使用 DevCloud前后项目状态对比

2) 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场景

传统企业在进行互联网+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对互联网行业了解不足，核心竞争产品

研发效率低，转型很难推行。而软件开发云提供的端到端集成工具链，适用于各种应用

场景。软件开发云面向开发者提供一站式云端 DevOps 平台。通过软件开发云资深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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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指导，让软件研发简单高效，让传统行业转型更加便捷。

华为软件开发云提供的云端项目管理功能，使得项目发包方跟外包公司在同一个项

目中进行协同开发与交付。发包方在项目中提出需求，并跟踪项目进展，完成产品验收。

外包公司在项目中对需求进行分析、开发、交付与问题修复。并且软件开发云项目管理

提供历史记录以及工作项关联源码等功能，使得二次开发的时候，能够有据可循、有理

可依。

另外，华为软件开发云提供的源码检查功能，支持 Java、JavaSccript、CSS、HTML、

Android等主流开发语言，通过华为软件开发云的源码检查功能生成的测评报告，源码质

量一目了然，各种源码问题也被一一罗列，彻底解决了无法对源码质量进行把关的难题。

另外华为软件开发云提供的移动应用测试功能可以在线对APP进行兼容性及APP性能采

集，并提供上下文截图及异常日志，同时可提供 CPU、内存使用率及响应时长等关键数

据。数据化、专业化的测试，为 APP的质量做了良好的保证，同时也省去了购买大量真

机的费用。

流水线服务将开发与运维相结合，真正实现一键部署。云主机功能也彻底免除了企

业独自搭建、维护的工作。

3) 多企业协作式研发场景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席卷全国时，华为软件开发云为众多初创团队提供

贴身的“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的全方位服务。在某些项目中，需要分散在不同领

域的多家在孵化企业进行联合开发。虽然这种协同交付可以实现最大化的合作，但是在

实际联合交付中，新创工厂及企业面临了诸多挑战。主要问题在于：

 管理流程与工具不统一，跨地域团队协同难度大

由于项目交付中涉及众多企业，企业间在管理流程、研发模式、工具平台等方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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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这使得协同难度加大。源码的维护和协同管理成本很高、最佳实践经验无法共享，

导致研发效率低、开发质量不尽如人意。

 客户需求、项目进度信息无法及时同步

项目的有效实施得益于企业与客户的及时沟通，但在项目实施中，项目进度来源于

一线的人员收集汇总后向客户汇报，客户无法第一时间了解项目情况。同样客户的需求

变化也无法及时同步给项目开发团队，甚至还存在信息不一致、沟通滞后等情况，给项

目运作带来不必要的成本。

 软件生命周期相关环节缺失

项目版本源码合并需要手工完成，无法支持分布式开发；版本靠手工编译，持续集

成时间太长，没有自动化流水线；没有体系化的源码检查工具，测试用例管理工具等。

华为云端多团队联合开发解决方案如图 3-28所示，软件开发云为多企业协作研发提

供了：

 统一管理流程与工具，立足提供软件开发生命周期全流程支撑；

 通过迭代管理，让客户以及项目管理者能够及时准确掌控项目质量与进度，在把

控风险的同时最大化的响应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面向开发者提供的基于云的服务，即开即用，包括云主机、云源码托管，只要有

计算机和网络就可以使用；

 基于 Git的高可用源码托管，完美实现跨地域协同开发，让参与项目的开发者不

再是孤立的个体，增强团队间的协同能力，高效、快捷的解决了跨地域的问题；

 集成了近 30年研发经验模板的源码检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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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华为云端多团队联合开发解决方案

3.4.4 总结

（一）经济/社会效益

在 ISV方面，依托于华为推出的软件开发云产品，某公司得以摆脱传统软件开发方

式的束缚，解决了许多开发过程中的痛点。使得公司软件开发可以在一个完整的死循环

中进行，大大提高了技术人员的工作效率，同时对工作情况提供了量化的指标，方便管

理人员进行高效透明的管理。华为软件开发云可以说是送给软件公司的一把利器，该公

司快速实现了敏捷开发模式的转型，实现了自动化运维部署的实践。在工作方式上，可

以更加专注于优势业务领域这一关键点发力，推动产品化改革快速进行。

在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方面，某企业团队将一些流程化的事务全部交由软件开发

云自动化实施的流水线模块后，无需再做重复而没有变化的工作，减少了工程师的工作

量，将更多精力放在提高用户体验和软件质量上。软件开发云整个流程基于敏捷开发的

理念，帮助该企业用小步快跑的开发迭代形式，取代传统的瀑布开发模式，使团队的开

发效率较之前提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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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协作式研发场景方面，华为软件开发云实现了某智能城市项目的提前交付，

并在客户验收中获得一次性通过。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客户与研发团队保持了良性互动，

项目交付周期由当初的六个月缩短到三个月，版本编译构建时间降低到分钟级，缺陷率

下降了 20%。

（二）用户评价回馈

“华为软件开发云，为我们带来了包含项目管理、源码检查、编译构建、测试部署、

发布等在内的一站式可持续交付解决方案，很好地解决了公司在项目并发管理、敏捷迭

代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在实现了项目高效跟踪、透明化管理的同时，又以低廉

的成本满足了可持续交付过程中的业务需求，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体验，从而驱动了业务

的创新发展。”某大连公司总经理深深感悟到。

通过在软件开发云平台上对系统迁移项目的开发实践，某公司产品的开发效率和质

量都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缩短了开发周期，节约了人力成本的付出，同时硬件环境成

本付出也有较大的消减。更有信心为客户提供更为快速、低价的服务，提升了企业在行

业内的服务竞争力。该公司第三事业本部部长表示：“软件开发云充分站在开发者的视

角，为消除软件开发企业的烦恼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解决方案。从项目管理、源码检查、

编译、部署、发布，贯穿整个项目开发周期，为软件开发者提供了比较完善的服务。虽

然我们只对其中一部分服务做了实践，但是对于开发工作已经起到了较大的帮助。提升

了作业质量与工作效率，消减了较大项目开发支出。”

“公司项目应用软件开发云后，极大提高了项目管理效率，在统一的平台，就可以

完成整个软件开发周期，需求分析、思维导图、源码管理、自动构建、测试和统一发布。

同时华为开发云支持部署到其他云平台，真正站在用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某国际公

司刘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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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随着新 IT 时代的到来，创新技术已经开始颠覆传统行业，发展速度飞快，IT 服务

需求进入新的旺盛期，需求更趋于服务化、碎片化、定制化。华为软件开发云公测，作

为全球领先的 ICT方案提供商，华为通过云服务的方式将公司近 30年积累的软件工程能

力和优秀实践开放出来给广大的企业使用，提供了从项目创建到源码托管、源码检查、

编译构建、测试、发布等软件开发全生命周期服务，为客户和软件服务商提供了一个一

站式在线开发平台，极大的提高了软件开发的效率，更快速的应对客户需求的变化，能

为开发者提供更便捷的云上开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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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海峡两岸 DevOps关键技术

DevOps的出现是为了实现软件开发人员和运维人员之间更好的沟通协作，自动化的

流程使得软件构建、测试和发布更加快捷、频繁和可靠。通过 DevOps 的部署实施，团

队内部的“隔阂墙”被打通，用户需求链、软件产品交付链及创造价值链形成快速、高

效运转的精益死循环，沟通协作更加快速、交付目标更加明确、开发损耗更加精简、资

源分配更加优化。

企业要转型和实现 DevOps，必须要完成内部的开发、测试、部署及运维等资源的云

化。云计算带来的 IT资源弹性伸缩、按需供用等技术红利，已经让许多企业尝到甜头：

 测试环境的自动化管理，让用户可以永远轻松地使用到健康的环境；

 帐户、角色及 IP配置的建立，让每个用户拥有独立、安全的开发环境；

 Docker、Kubernetes等轻量化工具的出现，让实际大型软件的开发、测试和部署

变得从未有过的快速、简单。

DevOps在彼时信息时代的历史转折风口上，被人们寄予了更多的希冀。现概括性地

给出若干重要 DevOps技术发展路线内容，仅供读者参考。

4.1 Docker及应用编排技术

应用编排是实现 DevOps 的重要环节之一，它是指将系统中各个组件按照其依赖关

系进行自动化的安装、部署和启动，从而可以实现系统自动部署和快速伸缩。随着业务

的不断扩充以及云计算技术的不断进步，基于传统虚拟机的应用编排技术逐渐暴露出启

动速度慢、资源粒度大和额外开销大等缺陷。Docker 的出现让 DevOps 迈出了更加坚实

的一步——容器化。以 Docker 为代表的容器技术在各方面均达到或超过以 KVM为代表

的虚拟机技术，前者不仅继承了后者应用编排技术的优势，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后者不足之处、提高了系统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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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rnetes、Docker swarm、Mesos和 Azure等容器编排技术工具的出现，使得集群

维护和管理变得更加便捷。近年来，Docker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甚至在业内部分专

家以团队采用 Docker 与否作为是否具备 DevOps的标志。以 Docker 为中心的完整数据中

心解决方案在不断的整合开源组织的零散工具并形成最佳实践，各大厂商也相继开始推

广自己的企业级整体收费解决方案，这也表明以 Docker为核心的数据中心方案正在逐渐

走向成熟，Docker及其编排技术依然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此外，实际应用环境中会包含多个且跨越服务器主机部署的容器，利用 Kubernetes

可提供大规模容器的部署、编排与管理能力，并实现构建多容器应用服务，完成容器的

集群调度、伸缩以及状态管理。Kubernetes通过将容器分类组成“Pod”来解决容器剧增

带来的附加问题，并进而对 pod 进行负载均衡以保障各项任务的合理负载。同时，

Kubernetes 还需依赖网络、监控、存储、安全等组件来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跨主机编排、

合理硬件资源利用、自动化部署、存储扩展、状态修复等服务内容。Kubernetes 的主要

优势在于可提供物理机或虚拟集群上容器的调度运行平台，实现可依赖性的容器化基础

设施。

4.2 微服务应用

在 DevOps 技术应用方面，微服务将是其主要的发展领域。微服务是指将整块复杂

的应用系统切分为多个简单、独立的应用，其不同的 XaaS需求使得功能模块更小化和服

务化，提高了跨平台的服务可复用性。企业需已具备 DevOps 能力是实现微服务“快速

发布、独立部署”的必要前提。

目前，如何拆解微服务是其技术应用的最大难点之一，领域驱动设计是一种比较理

想的微服务拆解方法论，而社会化源码分析则可帮助团队通过更精确的数据找到更加合

适的拆分点；另一方面，微服务系统之间的通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Kafka Stream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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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Tracing是目前比较广泛采用的成熟分布式讯息系统；最后，无服务器架构（Serverless

architecture）是 DevOps技术在微服务领域的极致理论应用。当应用程序执行环境的管理

被新的程序设计模型和平台取代后，既省去了很多环境管理中对设备、网络、主机及其

对应的软件和配置工作，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团队采用 DevOps 的技术门坎，使得团

队的交付生产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4.3 安全工具

在安全方面，组织结构的转型迫使企业打通“部门墙”，这意味很多传统控制流程

不再适用。另外由于 DevOps 技术中大量来源于开源组织，缺乏强大技术实力的企业在

应用相关技术时难免有所担忧，这促使安全将成为推动 DevOps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

目前，采用 Git-crypt 工具可以保证在开发过程中源代码内部的信息安全，而

HashiCorp Vault工具则提供了脱离应用程序代码的秘密信息存储机制，使得应用在运行

过程中得到有效保护。InSpec作为合规性即源码的提出者和实现者，通过自动化手段确

保服务器在部署后的运维生命周期中依然保持安全与合规。

若从整体系统安全角度来看，可安排不同的开发阶段进行不同的测试，但较常见的

是在上线前确保安全无虞，避免系统对外服务时发生资安风险，例如网站弱点、源码检

测、渗透测试、授权扫描、弱点扫描等，通过这些一连串的资安检测，才能尽可能降低

资安风险，而市场上相关资安检测工具也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例如 HP webinspect检测网

站弱点, Nessus的弱点扫描、BlackDuck的授权扫描、Rapid7的渗透测试以及 Fortify的源

码检测等等。

对于协作与共享的 DevOps 团队来说，安全的重要性关乎到每一个人。同时，在未

来 DevOps技术的发展历程中，更多易用且安全的工具将不断出现，在降低 DevOps所带

来的安全风险的同时，也提升了团队开发过程的顺畅性和用户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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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自动化测试

在自动化测试方面，目前已有研究机构在研发相关的验测机制，利用通过整合不同

阶段和面向需求的验测方法，以确认 DevOps 应用的成熟度与效用指数，例如功能、效

能、资安等方面，或验证在开发、上线以及运维等不同阶段中的关键测试指针，如事件

流程、工具、文件报表和测试数据等。通过自动化测试机制，发现和聚焦 DevOps 部署

过程中的孱弱环节，并回馈以强化改善实施方法，加强软件开发管理质量，提升部署和

导入的具体效益。最后，非功能性自动化测试工具的逐渐完备以及更加完善的工具集，

将使得 DevOps更加精益，也将引领更多企业部署 DevOps。

过去 DevOps 主要致力于解决开发和运维之间的代沟，但在未来与组织目标的结合

可让 DevOps发挥其更大的价值。目前在大多数企业中，DevOps依然仅聚焦于开发团队

和运维团队间的协同工作，和企业的战略目标链结不深，所以未来在制度、流程以及工

具等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演进发展空间。

4.5 流程管理

在流程管理方面，过去软件开发流程受限于工具和技术架构的发展，以及专业分工

的思维，因此瀑布式开发盛行，然而这种开发经常以年为周期的方式，在现今产品生命

周期缩短只有数月的产业环境中，已无法因应，因此需要依靠 DevOps 打破组织藩篱，

重塑更有效率的开发运维流程，来减少企业环境中常见非必要、重复的工作流程。通过

建立 SOP检核表将有助于企业的流程管理，例如流程可订定最优先的工作是找出作业瓶

颈点，因为把力气花在瓶颈点之前的改进，只会让更多待办工作卡在瓶颈点；而在瓶颈

点之后的任何改进，只会造成后面的人和设备更多闲置，处于等待瓶颈点送来任务，形

成时间和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可发展类似检核表来确认目前流程是否有符合 DevOps

的精神，或确认工作流程具备逻辑顺序能够被配置为自动化执行，来提供企业作为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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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的参考依据。

理论上来说，大部分自动化操作都可在 Jenkins平台上实现。Jenkins是一个被广泛应

用于持续构建的可视化工具，可实现多种不同项目的自动化编译、打包、分发和部署。

它支持 Java、c#、PHP等多种语言，兼容 ant、maven等第三方构建工具，同时可与 Github

等托管网站集成，并可自由部署在Windows、Linux、Mac等各类平台，Jenkins就好比是

一个框架集，尽可能地整合任何内容，以实现构建持续集成体系。

4.6 领域型解决方案

在两岸产业发展过程中，软件产业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

Devops的需求上也有不同的思维角度，例如大陆有百度、阿里和腾讯规模的互联网企业，

以及为数众多的卫星配合厂，因此 DevOps 的应用快而普及；台湾则以半导体与 ICT 生

产制造较为擅长，也同样有为数众多的供应链上下游厂商，但上述厂商的核心业务毕竟

不同，营收的来源也不一样，因此即使都有程序开发和系统运维的需求，但关心的重点

不同，因此，制造业厂商除了希望了解 DevOps 的通用标准或工具之外，亦关心是否有

面向制造业而展开的 DevOps解决方案或特殊标准，来协助企业调适，进而享受 DevOps

能带给企业的竞争优势，其概念一如同为云计算领域，但因制造行业的特殊方面，因此

又分支出了工业云，未来 DevOps 是否有机会演化调适出不同产业应用方案，仍有待后

续观察，另外，对于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来说，如何面对 DevOps，是否有不同的应用方

式或工具，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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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市场潜在 DevOps标准化需求

5.1 DevOps标准化需求分析

自 DevOps 概念产生以来，一直难以在企业中实现真正落地，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目

前部署 DevOps的门坎较高，比如 DSL语言、解耦以及功能工具应用等，仍急缺大量人

才和相关培训工作。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在于还未形成 DevOps 的相关产业标准

化。

在 DevOps 初期，人们尝试了很多技术路线，但最后都失败了。主要是因为个别企

业标准不代表整个行业标准，很难统一考虑并对其进行推广壮大。而 Docker的出现之所

以为 DevOps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落地的曙光，这是因为：

 Docker开发使用简单，其在开发过程中无需关注实体机器的运行环境，能更加清

晰地规划开发和运维之间的联系。

 Docker抽象层次高、解耦彻底，且已逐渐形成行业的通用标准。

由于各类企业的管理流程、价值导向及企业文化都不尽相同，其它许多实现 DevOps

的技术工具，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企业。对容器而言，KVM虚拟机其实仅仅只是一个进程，

而容器则可认为是增强版的进程，它相当于给每个进程做了一个“箱子”，虽然容器都

是运行在操作系统中，但彼此之间相互做了隔离。“容器”好比是码头的集装箱，在集

装箱发明之后，整个运输行业实现了标准化、自动化，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这是 Docker

的价值所在，是 DevOps重振旗鼓登上舞台中央的重要契机，更是 DevOps行业发展的标

准化需求价值体现。

标准是 DevOps发挥其价值的必要基础，DevOps标准化工作是推动其相关技术、产

业及应用发展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为积极研究和明确 DevOps标准化工作思路，

加快 DevOps基础术语、技术产品及服务等相关标准研制，促进有关产业与国际 Dev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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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建设的协调发展，现给出部分 DevOps标准化建议，仅供读者参考。

5.2 DevOps标准化建议

针对目前 DevOps迅速发展面临的挑战，结合用户需求、行业内外 DevOps应用情况

和技术发展状况，建议 DevOps 标准化方向可从基础标准、产品/解决方案标准、安全标

准、服务标准以及管理标准等方向展开，DevOps标准化方向如图 5-1所示。

图 5-1 DevOps标准化方向

5.2.1 基础标准

当 DevOps如雨后春笋般争相冒出大地的时候，也给业界带来了一丝困惑。DevOps

产业的相关用语专业性、碎片性和繁杂性等特点，以及较专业化的概念，让其在落地阶

段就受到些许冷淡的响应。另外，在技术参考架构和设计模式等方面，也存在百花齐放、

相较不下等情况。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无形中也增加了概念落地的复杂度，这将对

DevOps的部署和落地带来一定难度。

因此，在 DevOps 基础标准中，形成较一致性、标准性和权威性的行业术语、技术

参考架构等，对 DevOps 的概念落地、行业推广和应用是基本且重要的前提保障，也是

极其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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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产品/解决方案标准

传统开发模式周期长、人工成本大、上线慢，已无法满足目前的研发运营过程。Docker

为 DevOps 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模式，同时也引领了新一轮的应用工具开发潮流和架构模

式创新风暴。同时，微服务+自动化测试等也为 DevOps注入了新生血液。越来越多的性

能优益的产品或解决方案，已显著地提高了 DevOps 效率。微服务是松耦合的，因此，

微服务更容易被测试和实现 CI/CD。而容器的轻量化让微服务启动很快，同时容器的跨

平台性保证了微服务可以在不同的平台启动起来。最后，要实现持续整合源码，可通过

自动化测试来降低快速合并后验证的风险，而且若没有自动化测试，测试环境很可能成

为整个开发环节的瓶颈。

另外，DevOps为互联网企业需求的快速更动带来一套完整的软件开发解决方案，让

软件开发速度加快的同时，亦兼顾质量，但不同的产业属性对于软件开发要求重点不同，

例如制造业所使用的生产系统，来自于客户的需求变动并不频繁，而用于管控厂区内的

设备功能远大于提供对外服务，在种种使用条件上和互联网企业有明显的差异，因此，

适用于 BAT企业类型的 DevOps解决方案或许有机会做某种程度的调整或修改，形成针

对不同类型产业的解决方案标准，例如制造业 DevOps 解决方案，来满足该领域独有的

企业特性。

产品/解决方案标准中包括微服务、容器、自动化测试及领域型解决方案如制造业等

内容，主要针对行业中重要的技术产品或解决方案给出较详细、完整及全面的理论支撑、

技术架构及应用参考。

5.2.3 安全标准

DevOps的落地让软件交付速度不断提升，而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常常出现的问

题有：系统上线后才发现安全漏洞，而损失已经发生；同样的漏洞在不同团队中多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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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无法分析漏洞影响范围；开发人员安全意识弱，造成 SQL注入导致资料泄漏等漏洞。

据《2017年 DevSecOps小区》调查数据显示：

 67%的 IT 企业将 DevOps描述为非常成熟或者提高成熟度；

 58%的成熟 DevOps团队将自动化安全作为持续整合实践的一部分；

 47%的传统开发和运营团队报告安全团队和政策正在放缓。

为了将安全理念融入到 DevOps 实践中，提高企业安全意识，最大化企业价值，目

前主流的解决方法是引入自动化的安全机制，并贯穿整个 DevOps生命周期。

安全标注重点关注访问控制、审计等方面，主要包括持续扫描、深度扫描、实时告

警、内容驱动等要求。

5.2.4 服务标准

在企业完成 DevOps 部署后，如何用、用什么以及平台能力建设和评估等方面同样

也需一套完整的标准化方法进行指导和规范。同时，这对还未部署或还不够满足实现

DevOps能力的企业来说，给出一种相对较权威性和建议性的参照，形成一种规范和标准

化的评估方法，更对整个 DevOps 行业的良性运转、更新改进以及标准规范等方面都将

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服务标准重点关注通用规范要求、服务能力评估等方面，主要包括部署内容规范、

服务能力要求、服务能力评估等内容。

5.2.5 流程/过程管理

DevOps将传统瀑布式开发的阶段式流程改变成为开发和运维一体化流程，通过不同

单位与人员之间的沟通、协作以及整合来落实 DevOps，其流程不同于以往的部分在于整

体过程中嵌入更多的自动化步骤来取代传统人工手动，例如自动整合、自动部署以及自

动测试，以及响应这些自动化过程而改变的程序。因此，发展标准化的开发运维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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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管理程序，将有助于企业在导入 DevOps 过程中，进行量化管理、预测产出和持续

改进，通过标准化流程(SOP)可以协助企业用检查表(checklist)来检视自己导入过程中是否

有重工或瓶颈，以便快速改进。

5.3 总结

任何技术的产业落地若能有国际标准的指引，理当能发挥出标准的最大参考价值和

技术红利价值。目前，DevOps相关国际标准还未正式发布，仅有部分国际标准提供框架

式指导。以台湾云端服务发展为例，在过去云端运算国际标准尚未公布时，即根据当时

区域性产业规范或认证机制来发展一套准标准化的评估原则，例如根据当时美国 NIST

云端特性定义、ECSA欧洲云端星级验证、CSA云端安全联盟认证、日本 ASP-SaaS云端

认证等定义和要求，发展出一套具体而微的验测项目（验测表）、验测方法、测试环境

与测试工具的整体方案，并以服务方式输出技术，协助产业及机关实现云端服务创新设

计和提升质量，即使正式云端服务水平国际标准如 ISO/IEC 19086许久后才公布，但许多

企业的云产品或机关云服务因先前已通过验测改进，因而具备无缝接轨国际标准的质量

实力。

为协助和组织企业实现、完善 DevOps 部署，并提供具体的实践方法和步骤，以及

给出包括验证、测试和认证等流程规划，推动实现 DevOps 真正应用落地，并在行业内

外发挥其应有的应用价值，方召集各方专家及研究机构形成此《开发运维一体化（DevOps）

两岸共通标准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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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名词术语对照表

两岸文字使用不尽相同，文化也有些许差异，因此对专有名词与术语也有不同的表

达方式，兹整理如下表，供读者参考。

DevOps共通标准研究报告名词术语对照表

序号 陆方名词 台方名词

1 云计算 雲端運算

2 组织 社群

3 云计算服务 雲端服務

4 移动 APP 行動 APP

5 综合 綜整

6 通过 透過

7 运维 維運

8 运营 營運

9 测量 量測

10 构建 建構

11 大数据 大資料

12 软件 軟體

13 硬件 硬體

14 应用程序 應用程式

15 信息 資訊

16 部署 佈署

17 数据库 資料庫



70

18 服务器 伺服器

19 配置/设置 配置/設定

20 文件 檔案

21 默认 預設

22 网络、互联网 網路、網際網路

23 存储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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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DevOps共通标准研究报告参编单位及人员名单

陆方参编单位（排名不分先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陆方参编人员（排名不分先后）：中国开源云联盟秘书长 中国电子技

术标准化研究院软件工程与评估中心云计算研究室主任 杨丽蕴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软件工程与评估中心软件工程实验室/云计

算研究室 技术负责人/高级工程师 陈志峰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软件工程与评估中心云计算研究室 陈行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梁定安、舒季、聂鑫

台方参编单位（排名不分先后）：台湾云端物联网产业协会、财团法人

信息工业策进会、台湾软件工程学会、研华股份有限公司、走着瞧股份有限

公司

台方参编专家（排名不分先后）：资策会副执行长 余孝先、资策会顾

问 王玮、研华技术长 杨瑞祥、台湾软件工程学会秘书长 马尚彬、台湾软

件工程学会理事 叶浚豪、走着瞧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长 叶秉哲、研华资深研

发经理 康宁、研发主管 靳秀华、研发工程师 周文文、数位无线总经理 陈

文裕、得宽科技系统维运工程师 陈正玮、工研院巨资中心资深研究员 周翊

婷、资策会数位转型所所长 何文桢、主任 陈立群、副主任 施贺建、项目

经理 傅世卿、资策会智慧系统所副主任 李丽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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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中电标协和电子标准院简介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简称中电标协。协会成立于1993年，是民政部批准

的全国电子信息技术领域标准化专业社团组织，业务主管部门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协会

会员主要来自于企事业单位、相关部委、地方主管单位代表、高校研究机构、咨询与检

测机构等。协会以“服务会员、服务产业、服务社会”为宗旨，宣传政府方针政策，组

织会员开展标准化研究、制定和国内外技术交流等标准化相关活动。

目前，协会在热点和重点领域先后成立了高性能计算机、移动存储、数字家庭、平

板电视结构、海量存储、企业信息化、汽车电子、薄膜太阳能、医疗电子等十余个标准

工作委员会，为会员和企业搭建了标准化开放工作平台。为促进标准更好地服务于产业，

协会还组建了版式技术、车载信息服务、汽车电子基础软件、三维数字社会管理等创新

产业应用联盟。近期，协会在知识产权、节能减排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综合性领域又成

立了六个工作委员会。通过积聚广大会员和社会标准化力量，推动相关成果在行业中的

应用，服务产业发展。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简称“电子

标准院”），创建于 1963 年，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事业单位，是国家从事电子信息技

术领域标准化的基础性、公益性、综合性研究机构。

电子标准院以电子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为核心，通过开展标准科研、检测、计量、

认证、信息服务等业务，面向政府提供政策研究、行业管理和战略决策的专业支撑，面

向社会提供标准化技术服务。电子标准院承担 55 个 IEC、ISO/IEC JTC1 的 TC/SC 国内技

术归口和 17 个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获批国家物联网、云计算等多个领

域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多个国际标准化组织及国外著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为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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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推广、产业推动和国际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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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华聚基金会和台湾云协简介

华聚产业共同标准推动基金会

华聚产业共同标准推动基金会现任董事长为陈瑞隆先生。基金会由创会董事长江丙

坤先生与台湾高科技业多位元重量级人士经过充份协调沟通，以民间组织形式成立，积

极与大陆相关标准单位和企业携手合作，建立起以大中华市场为基础之信息产业发展平

台，基金会定名为《华聚产业共同标准推动基金会》，简称华聚基金会。

取名华聚，乃引用「华人」和「聚合」之概念，意含聚合华人智慧，共创两岸双赢，

也意味聚合两岸资源，发挥海峡两岸信息产业之聚合效应，在全球舞台上为华人争光。

基金会以凝聚产、官、学、研之力量，加强两岸产业标准交流合作，协助两岸企业布局

全球智慧财产权制高点，提升国际竞争力为成立宗旨。

共通标准下载地址：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 www.cesa.cn

华聚产业共同标准推动基金会 www.sinocon.org.tw

台湾云端物联网产业协会

基于协助会员发展产业技术的使命，财团法人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资

策会、中华电信固份有限公司与中华信息软件协会联合规划筹组“台湾云端物联网产业

协会”(Cloud Computing Association in Taiwan)，邀请具有代表性的业者，加入协会成为

会员，并成立社团法人协会。本协会宗旨为：推动台湾三大类云端应用服务，也就是基

础结构、平台及软件服务(IaaS、PaaS、SaaS)，促进台湾成为云端运算科技创新基地。发

展高度软硬件整合的云端系统平台，充份结合能源科技(ET)以展现具有绿能效益的特色，

提升台湾成为更具竞争优势的全球云端设备研发制造的重镇。协助台湾产业朝系统解决

方案及软件服务的结构转型，奠定台湾产业云端服务整案输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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