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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
传统运维痛点，

京东金融智能运

维初探！

作者：沈建林

来源：51CTO

有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压测手段

直接得到应用单机最高 QPS 的相关数据。

线下压测

为了测试数据的相对真实性，在容量评估的线

下压测中一般通过 tcpcopy 等工具，将线上的流

量直接复制到测试服务器，在测试服务器出现瓶

颈时得到应用最高的 QPS，再通过线上线下的换

算系数推算出线上的应用能承载的容量。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京东金融业务规模

不断扩大，业务场景也不断创新。但是，业务变

化之快超乎想象，相应的 SOA 及微服务架构日趋

深入，服务数量不断膨胀，线上环境日益复杂，

服务依赖关系每天都在变化。

如何实时看清系统的容量水位，为容量评估和

系统扩容提供客观依据?

• 当故障发生时，如何精确判断影响范围?

• 如何确定每一次交易过程中，每个系统处理耗时分

别是多少?

• 每 个 系 统 在 处 理 一 笔 交 易 时 ， 分 别 在 数 据

库、NoSQL、缓存、日志、RPC、业务逻辑上耗时多

少?

• 如何快速确定系统的真正瓶颈点?

面对上述难题，本文将从智能容量评估与智能

告警切入，为大家分享京东金融的运维实践。

智能容量评

应用的容量评估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目前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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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压测

通过线下压测的方式进行容量评估的优点是压测过程对线上的

环境几乎没有影响，但是过程比较繁琐，耗时也较长。所以以短

平快为主要特色的互联网公司更钟爱通过线上的压测来进行容量

评估。

如何进行线上的压测?

一般来说，不管是通过集中的负载设备(如 F5、Radware 等)

或是四七层的软负载(LVS、Nginx、HAProxy 等)亦或是开源的

服务框架(如 Spring Cloud、DUBBO 等)都支持加权轮询算法

(Weighted Round Robin)。简单的说就是在负载轮询的时候，

不同的服务器可以指定不同的权重。

线上压测的原理就是逐渐加大某一台服务器的权重，使这台服

务器的流量远大于其他服务器，直至该服务器出现性能瓶颈。这

个瓶颈可能是 CPU、LOAD、内存、带宽等物理瓶颈，也可能是 

RT、失败率、QPS 波动等软瓶颈。

当单机性能出现性能瓶颈时，工程师记下此时的应用 QPS 就

是单机容量，然后根据集群服务

器数量很容易得到集群的容量。

如下 Nginx 的配置，使得服务

器 192.168.0.2 的流量是其他服

务器的 5 倍，假设此时服务器 

192.168.0.2 出现瓶颈，QPS 为 

1000，那么集群容量为 3000

。(假设负载没有瓶颈)

1.     http {    

2.     upstream cluster {    

3.     server 192.168.0.2 

weight= 5;    

4.     server 192.168.0.3 

weight= 1;    

5.     server 192.168.0.4 

weight= 1;    

6.        }    

7.     } 

容量计算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压测，

反映的都是压测时的应用容量。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程序

版本迭代的速度惊人，针对每次

版本的迭代、环境的变化都进行

一次线上的压测是不现实的，也

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

那么换一种思路去思考，我们

通过压测去评估应用的容量其实

是因为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一个

方法的耗时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

被压测的对象对我们是一个黑盒

子，如果我们想办法打开了这个

黑盒子，理论上我们就有办法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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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应用的容量，而且可以做到实时的应用容量评

估。

因此，迫切需要寻求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思

路：QPS 的瓶颈到底是什么?如果弄清楚了这个

问题，应用的 QPS 就可以通过计算得到。

再结合下图的耗时明细和应用所处的运行环

境，我们就可以找到具体的瓶颈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个方法在一定采样时间内，平均 QPS 

为 200，平均耗时为 100ms，耗时明细分析发

现平均访问数据库 6 次，每次耗时 10ms，也就

是数据库总耗时 60ms，其他均为业务逻辑耗时 

40ms。如何确定应用的容量呢?

假如数据库连接池的最大连接数为 30，执行

此方法的线程池最大为 50(简单起见暂时不考虑

线程的切换成本)，那么理论上数据库的单机最高 

QPS 为 30*1000/60=500。

同 理 业 务 逻 辑 的 单 机 最 高  Q P S  为 

50*1000/40=1250，显然这个方法的瓶颈点在

数据库上，也就是这个方法的单机最高 QPS 为 

500。

然后，针对这个方法进行优化，数据库每次访

问的耗时降到了 5ms，平均访问次数变成了 4 

次，也就是数据库总耗时为 20ms，业务逻辑耗

时依然是 40ms，此时数据库的单机最高 QPS 为 

30*1000/20=1500。显然此时的瓶颈点在业务

逻辑上，也就是这个方法的单机最高 QPS 为 

1250。

上例为一个方法的单机最高 QPS 推断，结合

其他方法做同理分析，依据计算出这个方法在整

个应用中对资源的占用比例就可以推算出整个应

用的单机最高 QPS。

进一步分析，业务逻辑耗时也就是总耗时去除

了 IO 的耗时(如 RPC 远程调用、访问数据库、读

写磁盘耗时等等)，业务逻辑耗时主要分为两大部

分：

• 线程运行耗时(RUNNABLE)

• 线程等待耗时(BLOCKED、WAITING、TIMED_

WAITING)

通过对业务逻辑耗时的分类得知，真正消耗 

CPU 资源的是线程运行耗时，那么问题就变成了

我们怎么拿到运行时间与等待时间的耗时比例

了。

CPU 使用率(进程、线程)可以通过 proc 虚拟

文件系统得到，此处不是本文重点，不展开讨

论。不同环境还可以通过不同的特性快速得到这

些数据。以 Java 应用为例，我们可以从 JMX 中

拿到线程执行的统计情况，大致推算出上述的比

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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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分析上面的例子，假设我们通过分析线程

的运行情况得知，运行时间与等待时间为 1：1，

此时进程 CPU 的使用率为 20%，那么 CPU 指标

能支撑的单机最高 QPS 为 200 * 100% / 20% = 

1000，也就是这个方法的单机最高 QPS 为 

1000。同理可以推断网络带宽等物理资源的瓶颈

点。

一般来说，业务逻辑耗时中，对于计算密集型

的应用，CPU 计算耗时的比例比较大，而 IO 密

集型的应用反之。

通过以上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实时评估系统的

容量，如下图：

应用实时水位图

智能告警

根源告警分析是基于网络拓扑，结合调用链，

通过时间相关性、权重、机器学习等算法，将告

警进行分类筛选，快速找到告警根源的一种方

式。它能从大量的告警中找到问题的根源，因此

大大缩短了故障排查及恢复时间。

告警处理步骤

• 告警过滤(将告警中不重要的告警以及重复告警过滤

掉)

• 生成派生告警(根源关联关系生成各类派生告警)

• 告警关联(同一个时间窗内,不同类型派生告警是否

存在关联)

• 权重计算(根据预先设置的各类告警的权重，计算成

为根源告警的可能性)

• 生成根源告警(将权重最大的派生告警标记为根源告

警)

• 根源告警合并(若多类告警计算出的根源告警相同，

则将其合并)

• 根据历史告警处理知识库，找到类似根源告警的处

理方案，智能地给出解决方案。

根源告警原理图

举例来说：

假设多个系统通过 RPC 进行服务调用，调用

关系如下：D 系统->C 系统-> B 系统-> A 系统。

当 A 系统查询数据库出现查询超时后，告警会

层层往前推进，导致 B、C、D 系统均有 N 个超

时告警产生。此时，ROOT 分析可以将告警进行

收敛，直接分析出根源告警为 A 系统访问数据库

异常，导致 A、B、C、D 多个系统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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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避免了处理人员和每个系统开发人员

沟通，辅助处理人员快速定位问题根源、提高了

平均解决时间(MTTR)。如下图所示：

根源告警调用链关系

根源告警明细表

根源告警分析主要分为强关联分析与机器学习

两类。

a.强关联数据分析

强关联指的是已知确定的关联关系。如：

• 应用之间的调用链关系

• 数据库与应用服务器

• 网络设备与网络设备、网络设备与应用服务器

• 宿主机与虚拟机关系等

若在同一个时间窗内，有多个强关联的设备或

应用服务器同时告警，则大概率认为告警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

在权重算法中，有一个重要的规则，链路上存

在连续的告警可能存在关联，越靠后的应用越可

能是根源。现在我们根据例子，分别计算各类根

源告警。

继续使用上面的例子，D 应用->C 应用->B 应

用->A 应用->数据库异常的情况。

首先是计算数据库根源告警。根据数据库关联

关系，会派生数据库类型的数据库告警、A 应用

告警。还会派生一条应用类型的 A 应用数据库异

常告警。

根据数据库派生告警以及数据库与应用的关联

关系及权重，可以得出数据库异常导致 A 应用查

询超时。

接下来是计算应用根源告警。根据调用关系，

我们先计算出连续多个应用告警的链路。当前 

D->C->B->A 四个应用都有派生告警，满足规则。

然后，找到最靠后的告警应用，也就是 A 应

用。列举时间窗口内所有 A 应用的派生告警(可能

存在多种派生告警，根据权重计算根源)，将权重

最高的派生告警标记为根源告警。

比如：A 系统内部有 2 种类型派生告警，分别

是数据库告警、GC 告警。

根据权重计算规则，数据库告警为 90，GC 告

警 10，也就是说数据库异常告警权重最高。这时

由于数据库根源告警和调用链根源告警一致，会

将两种类型的告警合并。最后得出结论：数据库

异常导致 A、B、C、D 系统告警。

b.机器学习根源分析

强关联数据分析是对已知告警的关联关系，直

接进行根源告警分析。但是有些时候，关联关系

是未知的。这时就需要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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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之间的隐含联系，再进行根源告警预测。

目前，主要进行了两类机器学习实践。

1、关联规则算法

关联规则算法主要进行了 Apriori 算法和 

FPGrowth 两类算法的实践。这两类功能相似，

都可以发现频繁项集。经过实测，FPGrowth 比 

Apriori 更高效一些。

我们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划分时间窗，计算每个

时间窗内，各种告警一起出现的频率，找出各类

告警之间的关联。最终可按分析出的关联关系，

生成根源告警。

关联规则算法的优点在于理解和实现起来比较

简单。缺点是效率比较低，灵活度也不够高。

2、神经网络算法

循环神经网络(简称 RNN)是一个和时间序列有
关系的神经网络，对单张图片而言，像素信息是
静止的，而对于一段话而言，里面的词的组成是
有先后的，而且通常情况下，后续的词和前面的
词有顺序关联。

这时候，卷积神经网络通常很难处理这种时序
关联信息，而 RNN 却能有效地进行处理。

随着时间间隔的增大，RNN 对于后面时间的
节点相比前面时间节点的感知力将下降。解决这
个问题需要用到 LongShort Term 网络(简称 
LSTM)，它通过刻意的设计来避免长期依赖问
题。LSTM 在实践中默认可以记住长期的信息，
而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对于某类故障引起的大量告警之间，存在着时
间相关性。将历史派生告警作为输入，将根源告
警类型作为输出。通过 LSTM 提取派生告警特
征，建立告警相关性分析模型。这样就可以实时
将符合特征的派生告警，划分到同一类根源告警

中，帮助用户快速定位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金融本身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对第
三方存在依赖性，因此告警本身的随机性较大，
客观上导致学习样本的质量不高，需要长期的积
累和修正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因此对于根源
告警，如果有条件取到强关联关系，建议使用强
关联分析，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结语

智能运维是目前运维领域被炒得最火的词汇之
一，但是个人认为没有一个智能运维的产品是放
之四海而皆准，智能运维需要在真实的环境中不
断的磨合，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随着人工智能在运维领域的不断尝试与探索，
未来在运维领域中的异常检测与智能报警及自动
化容量规划与分配必将得到快速的发展，从而成
为运维的核心竞争力。

沈建林  京东金融集团资深架构师

曾在多家知名第三方支付公司任职系统架构师，致力

于基础中间件与支付核心平台的研发，主导过 RPC 服

务框架、数据库分库分表、统一日志平台，分布式服

务跟踪、流程编排等一系列中间件的设计与研发，参

与过多家支付公司支付核心系统的建设。现任京东金

融集团资深架构师，负责基础开发部基础中间件的设

计和研发工作。擅长基础中间件设计与开发，关注大

型分布式系统、JVM 原理及调优、服务治理与监控等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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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架构的两大解耦利

器与最佳实践

这几年，微服务架构这个

术语渐成热门词汇，但

它不是一个全新架构，更不是一

个包治百病的架构。那么，微服

务架构究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又带来哪些痛点？

本文将与大家谈谈这个问

题，以及微服务架构的两大解耦

利器配置中心和消息总线的最佳

实践。

微服务架构解决的问题与带

来的痛点

一、互联网高可用架构为什

么要服务化？

上图是互联网典型的高可用

架构，大部分公司如果没有使用

微服务，正在使用这样的架构：

• 用 户 端 是 浏 览 器 

browser，APP 客户端

• 后端入口是高可用的 nginx 集

群，用于做反向代理

• 中间核心是高可用的 web-

server 集群，研发工程师主要在

这一层进行编码工作

• 后端存储是高可用的 db 集

群，数据存储在这一层。更典型的

公司，web-server  层是通过 

DAO/ORM 等技术来访问数据

库。

最初的架构都没有服务层，

这样的架构会遇到怎样的痛点？

对于没有使用微服务架构的公司

来说，要不要升级到微服务架构

呢？

58 同城和 58 到家的架构

痛点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

看您是否遇到和 58 同城及 58 

到家类似的架构痛点：

图一，代码拷贝。A、B、C 

业务线，如果没有微服务架构，

可能要直接访问数据库里的数据

来实现自己的业务需求。拿访问

用户数据举例，用户中心包括所

有公司必备的业务，比如登陆、

注册、查找用户信息等。如某业

务线需要访问用户信息，需要通

过封装用户访问代码模块实现。

如业务繁多，每个业务线都需要

访问用户信息，潜在的会存在代

码拷贝问题。

图二，底层复杂性扩散。随着

流量的增长，需要加入缓存，对

数据的访问模式和流程都会带来

影响。从直接访问数据库，变到

先访问缓存再访问数据库。这样

的复杂性，所有的业务都需关

注，代码都要重新做一遍。包括

作者：沈剑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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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量增大后，要进行的水平线切分、分库、分

表，存储引擎的变化等复杂性，扩展到业务线。

图三，代码库耦合。58 同城遇到图一和图二

问题，最初想到的方案并不是微服务，而是将相

互拷贝的复杂性代码封装到一个代码库（DLL 或 

jar 包），实现统一的相关功能，屏蔽复杂性。

拷贝代码的好处是代码独立演化，做改动互不

影响。弊端是一旦用上库，业务就会耦合在一

起，因共用jar包，一旦其中某个业务升级，其他

的业务就可能受影响。

图四，数据库耦合。业务线不只访问 user 数

据，还会结合自己的业务访问自己的数据：典型

的情况是通过 join 数据表来实现各自业务线的一

些业务逻辑。这样的话：

• 业务线 A 的 table-user 与 table-A 耦合在了一

起；

• 业务线 B 的 table-user 与 table-B 耦合在了一

起；

• 业务线 C 的 table-user 与 table-C 耦合在了一

起；

结果就是：table-user，table-A，table-

B，table-C都耦合在了一起。随着数据量的越来

越大，业务线 ABC 数据库无法进行垂直拆分，必

须使用一个大库（疯了，一个大库 300 多个业务

表 =_=）。

图五，SQL 质量得不到保证，业务之间互相影

响。由业务方拼装的 SQL 语句调用方式，通过 

ORM（对象关系映射）的方法生成 SQL 语句数

据库，这个库是共用的，会影响所有的业务线。

一旦某业务有慢 SQL 出现，其他业务会受影响。

回到要不要做微服务升级的问题，如果大家所

负责的系统、模块或公司也存在以上的这些问

题，建议考虑做服务化，在中间加一个服务层，

所有调用不允许直接连接底层库。服务化还有一

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数据库私有化，任何人不能

跨越服务程序，干预数据库。想调用要通过接口

来实现，当数据库性能变差，直接加一台机器，

把数据库迁移，对调用方不会产生影响。

二、服务化解决了哪些问题

在 58 同城，用户中心由专门的部门负责，是

全公司、全业务依赖比较重的服务，它对代码要

求和稳定性要求比较高。整个 SQL 语句是服务层

控制，向上提供有限的服务接口和无限的性能。

工程师要保障虽然提供用户基础数据的接口数

是有限的，但调用方不需要关心底层细节，可以

认为性能是无限的。至于如何扩容，就是服务层

的事情了。

下图是互联网典型的服务化架构。以用户中心

为例，用户中心服务向上屏蔽底层技术的复杂

性，上层通过 RPC 接口来调用服务，如同调用本

地函数一样，不需要关注分库、分表、缓存。

业务方需要数据，把数据拼装出来返回 APP/

PC 端即可，可以不关心数据存在哪里，底层的复

杂性也由用户层来承担。这样一来，用户库只有

用户服务依赖，任何人不得跨越用户服务来直接

调用数据库，就不会存在代码拷贝、代码库、数

据库耦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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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架构的两大解耦利器

微服务虽然看上去很好，但也给系统带来很多

问题，如部署方面，越来越复杂，分层越来越

多，处理时间也随之增加。如网络交互方面，运

维负载性、追查问题等等。那么：

• 面对架构的耦合及复杂性如何来优化

• 结构如何配置

接下来，我们介绍配置中心最佳实践与消息总

线最佳实践这两大解耦利器。

一、微服务架构解耦利器-配置中心最佳实践

放弃 IP 连接服务，选择内网域名。58 到家是

创业公司，痛点和很多公司都很相似。其中一个

场景是 IP 的变化。最初，IP 写在配置文件中，通

过某个 IP 或端口访问数据与服务。当某台机器出

现问题，DB 同事会在新机器做部署，更换 IP。当

某个服务或 IP 发生变化，就在配置文件中修改，

重启。

这里的经验分享是千万不要用 IP 连接服务或数

据库，要选择内网域名。这两者的区别在于：

使用 IP 连接服务或数据库的方式，所有的库都

和一个表有关联，一旦机器挂掉或升高配，几乎

所有的业务都需要修改 IP。即便只是升级一个业

务，都会严重影响其他业务。

选择内网域名的方式后，如果换 IP，在运维层

面可以进行统一切断，自动向上链接，上游的业

务就不用动，也不受下层变动的影响。

配置私藏。如下图是 58 到家早期改成内网域

名之后的配置文件。底层用户服务或数据库，是

个高可用集群，从 IP1 到 IP3。上游有三个依

赖，两个服务器，一个 Web 调用这个高可用集

群。Web 包含 WBE2.conf，调用 IP1，IP2

，IP3。

在实践过程中，这种配置私藏的方式遇到两个

痛点：

升级时不知道被那个服务调用。当遇到流量越

来越大，需要添加服务器时，如上图，把 IP1 去

掉，增加 IP4 和 IP5 的时候，需要通知上游。但

问题在于流量不大时，因为对业务非常熟悉，工

程师能够准确的找到服务器对应的负责人。随着

业务越来越复杂，工程师遇到出现了问题，不知

道模块被谁依赖的情况。

升级时需要上游配合重启。当增加 IP 时，需要

找到对应的上游服务器负责人，通知他进行服务

器重启。公司成百上千的服务每天都有人在升

级，当时的做法是采用建群，随时做通知，但这

样很影响研发同事写代码的效率。

全局配置。最开始底层的通用基础服务，配置

是写在每个站点；而且每个应用私藏在配置文件

里，在升级过程中，不知道谁私藏了这个配置。

面对这两个痛点，58到家采用了下图的解决方

案：全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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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配置也就是升级，只需要做流程与规范上

的优化，对原有系统架构不产生任何影响，成本

低且可平滑的慢慢迁移。

下图的实现原理是把最初放在每个服务器中的

配置文件，抽取一个全局配置文件，做好目录结

构 global.conf。所有基础服务配置如果由多个 

global.conf 上游来读取，必须通过 global.conf 

来读取。这样所有的业务都在 global.conf，就可

以保障下一次升级可连接到最新。

那么，在做扩容的时候，能不能实现调用方不

需要升级呢？当然可以，两个小组件就可以实

现：

• 监控全局文件的变化情况，发生变化就进行回调，

这样用户中心要配置修改的是全局配置。

• 动态链接池组件。这是一个自身及调整流程成本都

很低的组件，负载均衡也会在其中实现。

配置中心。全局配置对于服务提供方而言，问

题依然没有全部解决，扩容不需要重启，却仍不

知道被谁依赖，不知道被谁访问，就没办法做服

务治理、限流等操作。这时，工程师就要引入配

置中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配置中心思路是部署用户中心承载所有配置，

取代所有全局配置文件。这样一来，所有都依赖

配置中心上游，服务1，服务2，服务3，都不再

访问global.conf，而是通过配置中心来拉取相关

配置，配置变更，配置中心反向回调，调用方也

不要重启。

配置中心最佳实践总结。配置中心是微服务架

构中一个逻辑解耦但物理不解耦的利器。它原来

在逻辑上依赖于自己的配置文件，依赖于下游，

现在不再向配置文件索要配置，而是所有调用方

逻辑上只依赖于配置中心。物理上不解耦，是从

配置文件拿到配置以后该连谁还是连谁。

二、微服务架构解耦利器-消息总线最佳实践

消息总线（Message Queue），后文称 

MQ，是一种跨进程的通信机制，用于上下游传递

消息。它也是微服务架构中很常见的解耦利器之

一，在数据驱动的任务依赖、调用方不关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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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关注结果的长时间调回等场景下使用。

数据驱动的任务依赖。大部分公司都有 BI、数

据部门，每天都会跑一些日志、数据库，多个任

务之间往往存在依赖关系，任务1先执行，依次是

任务 2、任务 3 输入，最终得到结果。在没有消

息总线之前，大多公司和58到家的做法雷同，就

是人工排班表。

人工排班表的弊端如下：

原本执行时间是40分钟，但为保险，每个人都

会多加时间，导致任务总执行时间延长。

万一某一任务的执行时间超过预留时间，接下

来的任务不知情，会导致整个业务失败。

多个业务之间可能有多重依赖，特别是在数据

统计、数据分析过程中，一些核心脚本执行完，

后面一系列脚本才能执行。

如下图，这种数据驱动的任务依赖非常适合使

用MQ解耦。

• task1准时开始，结束后发一个“task1 done”的

消息

• task2订阅“task1 done”的消息，收到消息后第

一时间启动执行，结束后发一个“task2 done”的消

息

• task3同理

采用 MQ 的优点是：

• 不需要预留 buffer，上游任务执行完，下游任务

总会在第一时间被执行

• 依赖多个任务，被多个任务依赖都很好处理，只需

要订阅相关消息即可

• 有任务执行时间变化，下游任务都不需要调整执行

时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MQ 只用来传递上游任务

执行完成的消息，并不用于传递真正的输入输出

数据。

调用方不关注处理结果，这样的情况也适合消

息总线来做解耦。举例，58 同城的很多下游需要

关注“用户发布帖子”这个事件，比如招聘用户

发布帖子后，招聘业务要奖励 58 豆；房产用户发

布帖子后，房产业务要送 2 个置顶；二手用户发

布帖子后，二手业务要修改用户统计数据。

对于这类需求，常见的实现方式是使用调用关

系：帖子发布服务执行完成之后，调用下游招聘

业务、房产业务、二手业务，来完成消息的通

知，但事实上，这个通知是否正常、正确的执

行，帖子发布服务根本不关注。

这种方法的痛点是：

• 帖子发布流程的执行时间增加了

• 下游服务宕机，可能导致帖子发布服务受影响，上

下游逻辑+物理依赖严重

• 每当增加一个需要知道“帖子发布成功”信息的下

游，修改代码的是帖子发布服务，这一点是最恶心

的，属于架构设计中典型的依赖倒转，谁用过谁痛谁

知道（采用此法的请评论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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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下图的优化方案：MQ解耦

• 帖子发布成功后，向MQ发一个消息

• 哪个下游关注“帖子发布成功”的消息，主动去

MQ订阅

采用 MQ 的优点是：

• 上游执行时间短

• 上下游逻辑+物理解耦，除了与 MQ 有物理连接，

模块之间都不相互依赖

• 新增一个下游消息关注方，上游不需要修改任何代

码

上游关注执行结果，但执行时间很长。有时候

上游需要关注执行结果，但执行结果时间很长（

典型的是调用离线处理，或者跨公网调用），也

经常使用回调网关+MQ来解耦。

举例：微信支付，跨公网调用微信的接口，执

行时间会比较长，但调用方又非常关注执行结

果，此时一般怎么玩呢？

一般采用“回调网关+MQ”方案来解耦，新增

任何对微信支付的调用，都不需要修改代码。

• 调用方直接跨公网调用微信接口

• 微信返回调用成功，此时并不代表返回成功

• 微信执行完成后，回调统一网关

• 网关将返回结果通知 MQ

• 请求方收到结果通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应该由回调网关来调用

上游来通知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每次新增调

用方，回调网关都需要修改代码，仍然会反向依

赖，使用回调网关+ MQ 的方案。

综上所述，两个解耦利器的最佳实践场景如

下：

• 配置中心是逻辑解耦，物理不解耦的微服务的利

器。它可以解决配置导致的系统耦合，架构反向依赖

的问题，配置中心的演进过程，配置私藏到全局配置

文件，到配置中心。

• 消息总线是逻辑上解耦，物理上也解耦的微服务架

构利器。它非常适合数据驱动的任务依赖，调用方不

关注处理结果，或者调用方关注处理结果，但是回调

的时间很长的场景。不适合调用方强烈关注执行结果

的场景。

以 上 内 容 由 编 辑 王 雪 燕 根 据 沈 剑 老 师 在 

WOTA2017 “微服务架构实践”专场的演讲内

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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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十年运维老兵：

运维团队的五个“杀手锏”

回顾运维十年，如有一次重

来的机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才是团队需要优先做的？才

能在未来支撑我们更好的前行。

“十年”不苟且的运维之路

加入腾讯已十年的运维老兵

赵建春，回顾这十年：

• 2004年：加入腾讯，做贺卡开

发；

• 2005年：加入QQ空间开发团

队，负责留言版模块；

• 2006年~至今：公司组织架构

调整，接触运维工作。

期间，他带领运维团队负责

QQ延伸出来的各种社群的运维

和维护，包括QQ空间、QQ音

乐、QQ会员、QQ秀等一系列

的QQ产品。团队89个人，维护

了10万家服务器。经历的大事

件有：

• 红米在QQ空间首发时，90 秒

卖出 10 万台设备，获得1亿点

赞；

• 天津大爆炸事件，把天津 2 亿

多活跃用户，从天津快速调到深圳

以及上海；

• 春节红包准备工作，2016年比

2015年的红包访问量增长了10倍

+，快速的扩充了 5000 台设备，

最高访问量达到 477 万次/秒。

不要让自己变成救火队员

作为运维，最重要的是先保

证自己做的系统可靠、不会轻易

出错，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救火

队员。可靠之后，就要用更多时

间去解决效率问题，让工作变得

更加高效，追求更高的目标。

对团队工作帮助最大的是什

么？

• 资源管理：把写出来的程序和

代码，进行清晰划分和分类，对每

个资源采用不同形式进行搭建；

• 容错方案：在维护海量服务、

运维过程中出现故障时，确保不能

影响项目服务，服务器要做到及时

处理；

• 统一架构 CMDBA：把一个业

务模块上所有依赖资源全部登记进

去；同时如果做快速决策和调度，

还需要有效的监控。

• DLP：内部定义的一个非常关

键的监控，这个点发生后，可以知

道哪里出现故障；

• 入口监控：告知出现故障的根

源在哪儿，容错方案的 L5 是用来

解决容错、灰度，路由等。

运维团队的五个“杀手锏”

L5 系统

世界上管理服务器最多的系

统

运营管理系统管理了上亿服

务器，脉络非常清晰，根本不会

出现混乱。L5 系统（上图）也

类似于 DNS 系统，有一排能提

供的服务模块，从而解决的单点

问题。

L5 如何做容错？

作者：赵建春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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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主机／接口级的容错原理

L5 有由 L5、DNS 和 L5、agent 两部分构

成。CGI 通过给模块提 ID，根据模块下设备的成

功率和延迟情况，通过 IP+PROT 给 CGI 一个反

馈，访问之后，通过成功率和延迟情况，把数据

上报给了 L5agent，然后做统计数据。

当发现失败率特别低的时踢掉。当发现成功率

和失败率有一定下降，会把访问权重降低，从而

达到容错和负载均衡的作用。

可以注册一个模块，加多台设备，形成容错效

果。如发现一台机器失败率很高，就把它踢掉。

它成功率恢复过来，还可以再加回来。

新加一台服务器设计它的权重为 1，假如之前

的是 100，可以逐渐上线。还可以给它一个得

分，得分下降的时候，快速把它踢掉。L5 具有灰

度、容错、路由、负载均衡的能力。

L5 对运维团队有哪些帮助？ 

• 减少了 80~90% 的日常故障；

• 不再需要频繁的变更 ip+port（也是故障源）；

• 同过名字便利的服务上下线；

• 通过权重灰度上线；

• 模块访问关系可帮助定位根源故障；

• 接口的延迟和失败率可用来监控；

• 集容错、负载均衡、路由、灰度、监控能力于一

身。

统一框架和架构

团队里有上千号开发同事，每年会有大量毕业

生加入，也会有社交同事。进来以后，都希望为

平台做更多的代码贡献、展现自己的技术实力，

亦或是提高自己。

那么，问题来了。在开发过程中，如下图，有

管道、消息队列、信息文件锁、记录锁、文件影

射内存、还有迭代服务器 Select poll Io 等，这些

是用各种各样技术组合生产出来的代码，交给团

队维护，数以万计不同性格的服务器，要掌握得

非常好，了解它的工作机制和原理，更好的维护

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怎么办呢？把网络通讯部分列成一个标准框

架，提高它的通讯效率，统一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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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框架

业务逻辑部分用 SO 动态库方式编写与框架分

离部署，类似 Web 服务器上的CGI。接入层用 

QZHTTP，逻辑层是 SPP 和 SF 的框架。

作为社区类服务，虽然用户的热点并不是很集

中，但数据量、访问量还是很大。大量用 CKV 存

储，同时针对访问量非常大的问题，如说用户没

有开通空间，游戏用户，会员等标记，之后均做

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高访问量的模块即可。

如下图，是一个架构体系：

• 接入层是 TGW，流量从它进、从它出；

• 中间层，利用 L5 进行调度；

• 存储层，因为每一个存储模块要分耗段，故加入 

Access，从上到下把技术架构进行了统一规范，同时

在组织上也通过接入逻辑运维层，进行标准化的维

护。

统一框架对运维有什么帮助？

网络框架和业务逻辑 SO 分离管理、运维人员

学习成本大大降低、框架稳定性极大提高、可跨

业务统一维护、运维效率提升最高可达 10 倍。

资源打包管理

如上图，资源打包管理是对开发出的程序包进

行标准打包操作，一个程序开发出来有不同特

征，有需要加银行参数，有需要依赖目录，还有

需要前面准备工作和后续善后工作。

把它全部放在一个类似于包里面，装进一个盒

子里。之后提供标准的操作接口，如安装、卸

载、启动、停止操作等这些操作让它们变成有关

联的。

资源打包管理对运维有什么帮助？

部署规范统一，再也不担心找不到、标准化了

操作界面，极易学习掌握、支持前后置脚本做准

备和善、进程级运转的所有资源的完整镜像。

资源登记——CMDB 虚拟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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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登记到二级 CMDB 形成服务的虚拟镜

像，除了传统基础配置信息，把一个模块依赖的

资源，全部记录进 2 级 CMDB，形成一个模块的

虚拟镜像。

CMDB＋资源＝虚拟镜像

CMDB 虚拟镜像对运维有什么帮助？

一个模块运转所有资源的“完整镜像”、记录

了模块运转所依赖的所有资源、不再需要文档。

决策调度——织云自动化部署平台

在团队内部有织云自动化部署平台，从申请设

备获取资源、发布部署、检测，进行测试，上

线。在每个环节还有些细节步骤，如申请设备的

时屏蔽告警事件，如发布时同步传输文件、如发

布后检测程序的包进程是否启动，启动之后进行

业务测试。

织云自动部署流程 23 步

如下图，是织云内部自动化部署的平台。相当

于把这个进程开发出来以后，依赖的资源全部打

包放在盒子里，把盒子里的东西放资源仓库中，

有一些模块全部登记在 CMDB。

腾讯织云自动化运维体系

如果要部署一个模块 A 或进行扩容，可以人工

触发或自动系统触发。

控制人工系统进行操作，把模块边上三个资

源，由资源仓储部署在模块 1 上，通过 L5 系统

进行一个注册，这个模块就可自动上线。之后会

把一个模块登记回来，对它进行自动化操作，每

一个方块是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执行过去之后是

绿色的，执行失败是红色，没有执行是灰色。

执行成功就可以看到，可以做自动化的扩容，

可以做日常演习，还可以回收等工作。

织云全自动扩缩容

运维规范的推进历程

如下图，是运维规范的推进历程。看起来是自

然而然的过来。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容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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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整理自 WOT互联网运维与开发者大

会 主题分享《如果运维可以重来一次》

赵建春

赵建春，腾讯社交网络运营部助理总经理、技

术运营通道会长、专家工程师。04年加入腾讯，

先后从事过研发、运维、数据方面的建设和管理

工作，在海量技术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

验。■

Kotlin 是近来的热门话题。 三周前，Google 

的 Android 团队宣布，除了 Java 和 C ++

，Kotlin 成为 Android 的第三个官方编程语言。 

从  A n d r o i d  S t u d i o  3 . 0  开 始 完 全 支 持 

Kotlin。Kotlin 由 JetBrains 开发，拥有良好的

表现力和极佳的编译速度。Kotlin 可以编译成 

Java 字节码，也可以编译成 JavaScript，方便在

没有 JVM 的设备上运行。 除了 Kotlin，Hack 和 

Rust 也在 50 名之内。 

6 月编程语言排行榜 TOP20 榜单：

Top 10编程语言TIOBE指数走势

■

TIOBE 2017年6月编程语言

排行榜：Kotlin进入前5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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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的 CTO 都做不好绩效管

理？看看这个十年 IT 老兵都

有什么绝活？

十多年从业经历，从 2001 年开始带团队到

现在，我几乎经历过所有的IT角色。2010 

年，我随创始团队筹建国美在线至今，经历了从

几百单到现在日均百万订单，从只有家电品类到

现在全品类、金融、大数据服务、云服务的综合

平台，从5人到现在上千人的技术团队建设过程。

IT 技术团队的绩效考核是比较头痛的事情。从

技术员工的角度来讲，我和大家一样是很反感绩

效考核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绩效到底怎样去量化

是个难点。但是从管理的角度讲，技术团队必须

要有绩效管理机制。

技术团队绩效考核的核心，是怎样通过机制(或

文化)，让技术人员(或技术团队)的行为结果，超

越制度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不是通过制度和考

核约束技术人员。

结合多年的从业经历，我认为技术管理人员首

先要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任务目标是什么，然后才

能考核别人。技术管理人员要明确自己的核心目

标是实现公司的目标。

本文，我将结合实际案例分享绩效管理的经

验，包括绩效如何衡量，绩效的困惑与难题等。

什么是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是各级管理者和员工为了达到组织目

标共同参与的绩效计划制定、绩效辅导沟通、绩

效考核评价、绩效结果应用、绩效目标提升的持

续循环过程。绩效管理的目的是持续提升个人、

部门和组织的绩效。

绩效管理的核心是完成组织目标，以目标为导

向，以激励为主要手段，以惩罚为次要手段(但必

须要有)。KPI 相关的内容，都是必要或不必要的

浮云。

技术团队需要绩效管理吗?

班固《汉书》：“人分九等”。

作者：于斌平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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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可谓千人百面，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

样。技术人员有一个共性，聪明、内秀，也叫“

闷骚”，就是虽然想法很多，但是不善于与人交

流。

很多人更喜欢通过 QQ、微信、邮件来与别人

沟通。有的时候，技术人员发起火来也是相当恐

怖的，因为问题积压的太久，当问题发生时有些

失控。

如果没有绩效管理，那你想如何管理技术人

员?答案是很难管!如果想要实施有效的绩效管理，

我们首先要熟悉研发管理的范畴。

研发管理过程主要包含：如何确定立项，如何

确定产品目标，如何把控项目进度，如何驱动产

品一代代完善以及如何调动团队积极性等。

在时间周期上来说，我们归纳为选方向、定目

标、控进度、带团队和排干扰这5个关键步骤。在

立项的时候，你就应该制定核心衡量指标，即用

来衡量成功的指标。

那么，技术团队绩效管理到底有什么作用和目

标呢?

通过绩效管理，你可以激发技术人员的潜能，

可以给技术团队一个发力的方向，让大家为了完

成团队的目标而努力。

对于个人来说，可以提高个人工作效率，提升

个人经验和知识水平，最终提升个人的收入和影

响力。

对于团队来说，可以提高团队的效率、协作性

以及团队的自我成长性。

对于企业来说，可以提高企业效率，降低运营

成本，提升客户体验，增加客户黏性和用户规

模，推动公司发展技术业务，直接带来收入。

技术团队绩效管理的四大难题

绩效考核方法那么多，为什么达不到效果?最

大的难题是什么?这里，我汇总了一些常见的困惑

与难题，具体如下：

难题1：领导觉得员工做得不好，员工自己感

觉特别良好。

原因：直接领导和直接下属之间对绩效目标的

理解没有达成一致，或者领导也不清楚绩效目标

是什么。

难题2：每个员工的绩效都不错，但团队的绩

效却没有提升，甚至是下降了。

原因：团队没有目标，或者说员工绩效目标与

公司、团队绩效目标不一致。

难题3：绩效管理流于形式，实施一段时间执

行不下去了。

原因：绩效管理环节遗漏、绩效结果应用不合

理，或者领导并没有真正想管绩效。

难题4：技术体系的绩效不好量化。

原因：一方面要看领导心里是否有杆秤;另一方

面因为技术体系属于非销售部门，工作结果不太

好评估，不同岗位的要求也不一样。

在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分析说明一

下。

案例：

小明最近有点烦。作为前台组技术尖兵，他曾

因为技术水平牛，受到很多人的推崇，组长也很

看重他。他们组的项目，在缺兵少将时间紧的情

况下，仍然能够如期上线。

然而，在刚刚结束的年度绩效评比中，他出乎

意料地落选了年度之星。不仅如此，还失去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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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加薪机会。他的组长也因此被扣分，年度评

级活动中也因此没有升级。

原来，这是“418 大促”的一个关键促销功能

导致的。该功能上线后，很多用户投诉经常出现

莫名异常错误，会算错价格，甚至会出现订单丢

失的情况。

在 0 点抢购时，系统异常缓慢，出现 1 个小时

的“宕机”现象。事后分析，小明在缓存处理上

没有采用公司的成熟中间件，自己从开源社区上

下载了比较“牛”的一段缓存处理程序，但在和

其他程序的衔接上考虑不周，导致事故发生。

案例剖析：

首先，从上面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小明不

清楚或者忽略了这个项目的关键目标。作为一个

有经验的组长，在一个项目开展前，首先要确定

项目的关键目标是什么。

这个项目的核心是做出来一个能应对“418 大

促”的促销系统，而不是仅上线这个系统就可以

了。如果只知道完成任务，那存在很大可能会出

问题。

即要努力把事情做好，而不是努力把事情做

完。一定要把项目每个阶段的完成时间、性能指

标、用户体验等做出清晰的规划。

其次，小明是个牛人，可是牛人往往有些明显

的缺点常被忽视。如果引导不好可能会出现大问

题。“手快”是很多技术牛人的特点，但“事与

愿违”也常常是结果。

第三，组长与大家一样都非常崇拜小明的技

术，但是关键在于没有对结果进行很好的把握。

组长没有很好地明确目标，也显然没有明确的引

导小明达成核心目标。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

奇怪。

第四，要看这个部门经理(即团队的最高管理

者)是否存在问题。对于一个比较重大的项目，经

理需要规定必须要完成的指标，也要制定明确的

上线标准，比如压测是否通过，产品经理和用研

经理是否测试通过等。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中小型技术

团队容易犯的错误：注重技术实现而不注重公司

目标;缺少明确的制度规范;对技术大拿的无原则依

赖(或放纵);团队管理者的松懈等。

很多技术人员过于注重和追求技术水平的提

升，而忘记了提升公司的业绩才是最重要的。所

以在技术团队的绩效管理中，宣传贯彻公司的战

略规划，不断辅导和跟踪技术人员的工作，使其

不偏离“绩效目标”，这就显得尤为重要。

解决绩效管理难题常用的办法

如何解决绩效管理难题呢?绩效管理的核心是

帮助大家达成目标，绩效考核不是目标，是结果

的衡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犯绩效主义。

• 绩效目标要结合公司的目标，然后进行任务分解。

• 要明白关键目标和结果是什么，影响考核结果的因

素有哪些，要让所有人都清楚。

• 最重要的是帮助大家达成目标，而不是只关注最后

的考核结果。

• 技术指标、效果指标(如产生的销售增量、转化率)

、贡献评估一样不能少。

适用于其他团队的、通用的绩效管理解决办

法，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实现：

• 领导与下属要沟通确认好绩效目标和绩效计划。

• 绩效辅导必不可少，绩效管理不是为了给员工扣

分，是为了让员工更好地达成绩效。

• 要与利益、晋升等挂钩，公司与员工平衡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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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问题及时纠错。

• 绩效考核标准尽可能量化，要根据不同岗位、不同

职级定义绩效目标和绩效合同。

• 绩效管理不等于绩效考核，绩效考核只是绩效管理

的一个环节。

关于OKR

OKR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全称为“

目标和关键结果”，是企业进行目标管理的一个

简单有效的系统，能够将目标管理自上而下贯穿

到基层。

这套系统由英特尔公司制定，在谷歌成立不到

一年的时间，被投资者约翰•都尔(John-Doerr)

引入谷歌，并一直沿用至今。

OKR 的特点和要求如下：

• 目标务必是确切的、可衡量的。例如，不能笼统地

说“我想让我的网站更好”，而是要提出诸如“让网

站速度加快 30%”或“转化率提升 15%”之类的具体

目标。

• 设定若干可以量化的“关键结果”(Key Results)

，用来帮助自己实现目标。

• 最理想的得分是在 0.6 到 0.7 之间。如果达到 1 

分，说明目标定得太低;如果低于 0.4 分，则说明工作

方法可能存在问题。

• 所有人的 OKR 都是对内公开的，OKR 的公开化有

助于员工了解同事的工作，从而判断该如何与团队协

作。

• OKR 可以帮助员工关注自己取得的成绩，也可以

让员工获得大家的认可和帮助。

OKR vs. KPI

OKR与KPI有什么不一样呢?

OKR 的目的是如何实现和达成正确的目标，和

绩效考核分离(即不是考核几个指标，但可以用绩

效考核指标来衡量结果)，自下而上。

它的结果并不是越高越好，0.6~0.7 最好。这

种方式公开透明且形式简单。

而 KPI 的目的是建立一套可行的绩效考评机

制，自上而下，逐层分解，确定几个考核指

标。KPI总是希望超出预期分数越高越好，但是不

透明。

OKR 是帮助团队员工保持一致的努力方向、更

有效地完成任务的方法，关注“我要做的事”，

保证方向正确。

KPI 关注“要我做的事”，让员工努力工作达

成绩效指标。但最终都是要达成目标结果。

比如“让转化率提升 15%”这个目标，如果是 

OKR 考核模式，团队就会从如何提升用户体验、

如何提升商品丰富度、如何提升物流速度等方面

拆分任务来找方法达成。

如果是 KPI 模式，会分解到 PV、SKU 数、妥

投时间等指标，在完成的过程中，员工始终想着

这些指标怎么达成，而不是始终想着如何真正解

决问题。

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指标达成了，但用户体验、

销售额并没有提升。这样的例子很多，同样方法

用在技术团队，会出来更奇葩的结果。这是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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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最大的弊端。

但 OKR 的结果也需要用绩效考核方式去评

估，常见的 360 度评估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衡量方

式。

需要注意：OKR 或 KPI 都不是对所有的岗位

适合。对更注重持续收入的岗位，需要硬性标准

来保证完成任务，KPI 会比 OKR 更适合。

技术团队的绩效考核，OKR 更适合，但一定要

有结果评估方法。

技术团队绩效管理方式的演变

通常情况下，技术团队绩效管理方式的演变阶

段如下：

• 第一个阶段：单纯的项目管理阶段，适合于初创企

业或团队。在此阶段，以项目上线为主要的考核指

标，有较多的奖励和福利。

• 第二个阶段：项目管理+量化指标，适合于有一定

规模的中小型团队。比如增加了 bug 率、延迟率、项

目效果等质量考核的维度，以及简单的任职资格评

估。并且尝试绩效结果应用，绩效表现好的员工，获

得奖励。

• 第三个阶段：团队管理与个人管理结合，适合于较

大规模的团队。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考核指标差异

化。团队考核成绩与个人考核成绩挂钩，提升团队效

率。

• 第四个阶段：完全 OKR 模式。适合于比较成熟的

组织。以目标为导向，量化目标和关键结果，重视过

程和结果，增加考核透明度，建立比较全面的考核细

则和制度。

对初创技术团队，建议一步到位施行 OKR 绩

效管理模式。

企业不同阶段技术团队的绩效考核模式

一个组织从出生到消亡，一般都要经历初创期(

婴儿期)、快速成长期(青春期)、成熟期(壮年期)和

衰退期(老年期)四个阶段。

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企业都将面临不同的机遇

与挑战。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绩效管理模

式也是有所不同的。

我认为，选择合适的绩效管理模式要注意以下

3个因素：组织发展目标、组织文化氛围和权利管

控模式。

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要实现单一业绩要求，施

行高奖励。做到以人治为主，强调默契一致。

对于正在快速成长企业来说，应该做到复合业

绩要求，奖励与处罚并重，并实现人治和法治相

结合，强调单一目标和奖惩。

对于成熟期企业来说，薪酬体系完善，绩效结

果应用多样化，奖罚形式丰富，注重人文关怀和

员工的持续性发展。以法治为主，强调制度和多

维绩效。

几个简单的经验分享

最后，从绩效目标分解、绩效计划阶段、绩效

达成辅导、绩效考核以及绩效结果应用几个方

面，与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经验。

• 绩效目标分解：公司目标&行动计划;中心/部门目

标&行动计划;个人目标&行动计划。

• 绩效计划阶段：绩效指标需要主观和客观相结合、

团队和个人绩效相互影响、不同的岗位做不同的要

求。

• 绩效达成辅导：各种形式不断的目标贯彻、帮助、

训练、指导，检查促使目标达成。过程中要不断调整

方法和最终的结果形式。

• 绩效考核过程：1.强调目标的达成。2.重视贡献和

作用。3.重视绩效制度(强制正态分布)。

• 绩效结果应用：我们可以将绩效考核结果用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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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调薪、晋升、奖励、培训、淘汰等,但不能不应用(

注意，这很重要!!!)

进阶彩蛋：互联网公司绩效管理案例分享

互联网时代，既强调“用户为王”的产品理

念，又强调“以人为主”的管理思想，要注重沟

通和共识，抱定持续改善的信念。

互联网时代的绩效考核要以目标和关键结果为

导向、以绩效而不是绩效主义为导向、以高价值

为导向、以激励为导向、以用户为导向、以简单

和可量化为导向。

这里，我列举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司绩效考

核案例，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他们的考核方式。

Q 公司案例解析

非销售岗位的绩效考核分为两部分：KPI 和胜

任力，两者分别占比 60%和 40%。基于此，管理

人员再增加管理指标。

胜任力的考核主要由知识技能、积极主动性、

团队合作、学习能力、遵规守纪这几个方面组

成。而KPI主要是进行项目的考核。

考核初期每个组进行项目评定，每个人都有几

个项目，项目目标、衡量标准和权重都在初期进

行定义，其中衡量标准必须量化。考核末期，对

项目目标及衡量标准进行核查。

那么，如何衡量标准量化呢?例如：

• 单均处理时长：由上线前的 10min 缩短到上线后

的 4.5min，处理时间降低了 55%。

• 人员日均产能：由上线前的 43 单，提升到上线的 

80 单，产能提高了 86%。

Q 公司绩效评估周期为半年，奖金分为六个月

发放。考核方式为评分+评级，评分决定评级，最

终评为 A、B、C、D 四个级别， A 级奖励 8 个

月工资，B 级奖励 5 个月工资， C 级奖励 3 个月

工资，D 级则淘汰。

该公司考核结果显示，达到 A 级与 B 级员工

占总员工数的 10%，C 级的几乎没有，D 级的员

工占比 10%。

点评：

• 绩效考核的模式是主、客观相结合，以客观、量化

指标为主。

• 由主管上级直接打分。

• 奖励形式比较单一，以半年奖形式体现。

• 客观量化指标要求较高。

• 据悉：奖励形式目前正在调整中，由激进向平稳转

变。

M 公司案例解析

考核周期：季度

考核方式：打分+评级

• 员工自己打分，直接领导复评分并评级，评分与评

级直接挂钩。

• 绩效工资是月工资的一部分，占月工资的 25%。

• 实际奖金=绩效工资*系数，当系数大于 1，则奖金

超过绩效工资。当系数小于 1，表示绩效工资被扣。

点评：

• 直接领导打分，比较主观。

• 评分与评级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两个指标意义不

大。

• 绩效结果应用形式比较单一。

• 奖励惩罚力度均较小。

J 公司案例解析

考核周期：每年五次打分评级：每个季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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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一次

考核方式：打分+评级，直接领导打分并评

级。如果一个部门一年都没有 C 和 C-，则该部门

的淘汰率必须大于等于 5%。评分的均值为 1.005

。

绩效结果应用：绩效奖金是工资的一部分，例

如：某个级别的工资是 2 万，其中绩效工资是 

25%，即 5000。

季度绩效评分是 1.5，评级是 A，则该员工当

季度的绩效工资为：5000╳3╳1.5=22500，分 

3 个月随下季度工资进行发放，每月发放绩效工资 

7500 元。

评级的主要作用是：升职、加薪、配股，基本

有 C 就不能参加。所以针对某季度表现不好的员

工可以评 B 级，但是给 0 分。

年度打分评级主要影响年终奖，年终奖根据公

司业绩确定平均系数(1/1.2/1.5等)，根据个人分

数确定个人系数。两个系数相加X月工资即为年终

奖。

点评：

• 直接领导打分，比较主观。

• 评分高不一定评级高，评分和评级产生的绩效结果

应用不同。

• 评分均值与公司整体绩效相关。

绩效结果应用形式丰富：评分直接影响绩效工

资和年终奖，评级影响晋升、调薪和配股等。

绩效考核及应用形式灵活，直接领导对员工影

响较大。

D 公司案例解析

考核周期：季度

考核方式：打分+评级，直接领导打分并评

级。D 公司于 2016 年引入了 OKR。

绩效结果应用：每年一次年终奖，于次年 4 月

份发放，根据评级来确定，A 级发放 4 个月工

资，逐级下降。

点评：

• 直接领导打分，比较主观。

• 绩效结果应用形式比较单一。

引入 OKR。

A 公司案例解析

考核周期：半年度

考核方式：打分，按个人评定和按部门评定，

部门含小组。

• 直接领导评分，评分决定排名与绩效结果。

• 考核主要按初期目标制定及执行结果校验。

• 部门分决定了个人最高得分。

• 日常需求是份内工作，得分标准不高。改进和重大

贡献是加分项。

• 强制 361 比例。

• 只有 3.5 分以上的人，才有资格晋升。

点评：

打主观分，绩效考核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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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级推广流量仍能精准推荐？解

读核心算法的应用实践

阿里妈妈，是一个想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营销的

大数据平台，它拥有阿里巴巴集团的核心商

业数据。在这里，每天有超过50亿的推广流量完

成超过3亿件商品的推广展现，覆盖高达98%的网

民，实现数字媒体（PC端+无线端+互联网电视

端）的一站式触达。

在这些鲜亮的数据背后，是什么样的核心算法

在起作用？它如何保证商家的产品得到最有效的

推荐？本文将给大家详解阿里妈妈 CTR 预估核心

算法 MLR 的研发背景和应用实践。

一、关键词小知识

点击通过率 CTR（Click-Through-Rate），

指网络广告（图片广告/文字广告/关键词广告/排

名广告/视频广告等）的点击到达率，即该广告的

实际点击次数除以广告的展现量。

点 击 率 预 估 （ C l i c k - T h r o u g h  R a t e 

Prediction）是互联网主流应用(广告、推荐、搜

索等)的核心算法问题。

CTR 预估是互联网计算广告中的关键技术环

节，预估准确性直接影响商家的广告收入。广告

领域的 CTR 预估面临的是超高维离散特征空间中

模式发现的挑战，即如何拟合现有数据的规律，

同时又具备推广性。

二、CTR预估算法

基于AI的VR/AR与认知技术在计算能力与功能管理方面仍然存在挑战。不过业界仍对此类开
发举措抱乐观态度，并认为技术壁垒将能够在未来几年中得到解决。

传统CTR预估算法和非线性模型存在的不足

业界传统的 CTR 预估解法是广义线性模型 LR 

(logistic regression，逻辑斯特回归)+人工特征

工程。LR 使用了 Logit 变换将函数值映射到0~1

区间，映射后的函数值就是 CTR 的预估值。LR 

这种线性模型很容易并行化，处理上亿条训练样

本不是问题。

但这种解法的不足是线性模型的学习能力有

限，需要引入大量的领域知识来人工设计特征以

及特征之间的交叉组合来间接补充算法的非线性

学习能力，非常消耗人力和机器资源，迁移性不

够友好。

另外，业界也有一些效果不错的非线性模型不

断被提出来，并被工程实践且取得不错效果，但

这些模型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

• Kernel 方法，因为复杂度太高而不易实现。

• Tree based 方法，由 Facebook 团队在2014年

首先提出，有效地解决了 LR 模型的特征组合问题，但

缺点仍然是对历史行为的记忆，缺乏推广性。

• FM（factorization machine）模型，能自动学习

高阶属性的权值，不用通过人工的方式选取特征来做

交叉，但FM模型只能拟合特定的非线性模式，如最常

用的 2 阶 FM 只能拟合特征之间的线性关系和二次关

系。

• 深度神经网络非线性拟合能力足够强，但面对广告

作者：阿里妈妈算法团队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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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大规模工业级稀疏数据，适合数据规律的、具

备推广性的网络结构业界依然在探索中，尤其是要做

到端到端规模化上线，这里面的技术挑战依然很大。

那么，挑战来了，如何设计算法从大规模数据

中挖掘出具有推广性的非线性模式？

阿里妈妈自主研发的MLR算法

基 于 上 述 的 算 法 的 不 足 和 商 户 的 实 际 需

要，2011-2012年期间，阿里妈妈资深专家盖坤

（花名靖世）突破主流大规模线性模型的思路，

提出了 MLR (mixed logistic regression, 混合逻

辑斯特回归)算法，给广告领域 CTR 预估算法带

来了新升级。

MLR 算法基于数据自动发掘可推广的模式，

直接在原始空间学习特征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相

比于人工来说提升了效率和精度。

MLR 可以看做是对 LR 的一个自然推广，它采

用分而治之的思路，用分片线性的模式来拟合高

维空间的非线性分类面，其形式化表达如下：

这里超参数分片数 m 可以较好地平衡模型的拟

合与推广能力。当 m=1 时，MLR 就退化为普通

的 LR，m 越大，模型的拟合能力越强，但是模型

参数规模随 m 线性增长，相应所需的训练样本也

随之增长。

因此，实际应用中 m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

择，一般 m 设定为12。下图中，MLR 模型用 4 

个分片完美地拟合出数据中的菱形分类面。

MLR 算法适合于工业级的大规模稀疏数据场

景问题，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

• 端到端的非线性学习：从模型端自动挖掘数据中蕴

藏的非线性模式，省去了大量的人工特征设计，可以

端到端地完成训练，使得在不同场景中的迁移和应用

变得轻松。

• 稀疏性：MLR 在建模时引入了和范数正则，使得

最终训练出来的模型具有较高的稀疏度， 模型的学习

和在线预测性能更好。

MLR算法高级特性

在具体的实践应用中，阿里妈妈精准定向团队

进一步发展了 MLR 算法的多种高级特性，主要包

括：

结构先验。基于领域知识先验，灵活地设定空

间划分与线性拟合使用的不同特征结构。它有助

于帮助模型缩小解空间的探索范围，收敛更容

易。

例如精准定向广告中验证有效的先验为：以 

user 特征空间划分、以 ad 特征为线性拟合。它

符合人们的常规认知：不同人群具有聚类特性，

同一类人群对广告有类似的偏好，例如高消费人

群喜欢点击高客单价的广告。

线性偏置。这个特性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方法解

决 CTR 预估问题中的 bias 特征，如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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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等。实际应用中，工程师通过对位置 bias 信息

的建模，获得了 4% 的 RPM提升效果。

模型级联。MLR 支持与 LR 模型的级联式联合

训练，这有点类似于 wide&deep learning。一

些强 feature 配置成级联模式有助于提高模型的

收敛性。

典型的应用方法是：以统计反馈类特征构建第

一层模型，它的输出(如下图中的 FBCtr)级联到第

二级大规模稀疏 ID 特征体系中去，能够获得更好

的提升效果。

增 量 训 练 。 M L R  通 过 结 构 先 验 进 行 

pretrain，然后再增量进行全空间参数寻优训练，

会获得进一步的效果提升。同时增量训练模式

下，模型达到收敛的步数更小，收敛更为稳定。

在阿里妈妈的实际应用中，增量训练带来的 RPM 

增益达到了 3%。

大规模分布式实现

MLR 算法面向的是工业级的数据，例如亿级

特征，百亿级样本。因此，工程师设计了一套分

布式架构，以支持模型的高效并行训练。

下图是架构示意图，它跟传统的 parameter 

server 架构略有区别，主要不同点在于每一个分

布式节点上同时部署了 worker 和 server 两种角

色，而不是将 server 单独剥离出去部署。这样做

是为了充分利用每个节点的 CPU 和内存，从而保

证最大化机器的资源利用率。

此外，针对个性化广告场景中数据的结构化特

性，他们提出并实现了common feature的 trick 

，可以大幅度压缩样本存储、加速模型训练。

如下图所见，在展示广告中，一个用户在一天

之内会看到多条广告展现，而一天之内这个用户

的大量的静态特征（如年龄、性别、昨天以前的

历史行为）是相同的，通过 common feature 压

缩，阿里妈妈对这些样本只需要存储一次用户的

静态特征，其余样本通过索引与其关联；在训练

过程中，这部分特征也只需要计算一次。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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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们应用 common feature trick使得相比之

前，使用近1/3的资源消耗获得了12倍的加速。 

三、业务应用实践

从2013年起，MLR 算法在阿里妈妈及阿里集

团多个 BU 的主要场景(包括阿里妈妈精准定向广

告、淘宝客、神马商业广告、淘宝主搜等等）被

大规模地应用和尝试，尤其是在阿里妈妈的精准

定向广告场景，算法模型创新带来了业务上的重

大突破，主要场景下的 CTR 和 RPM 均获得 

20% 以上的提升。

典型应用如下：

基于 MLR 的定向广告 CTR 预估算法

基于 MLR 算法的非线性学习能力，阿里妈妈

的定向广告 CTR 预估采用了大规模原始ID 特征 + 

MLR 算法的架构。具体为刻画一次广告展现为特

征向量，它由三部分独立构成：

• 用户部分特征（包括 userid、profile 信息、用户

在淘宝平台上的历史行为特征（浏览/购买过的宝贝/

店铺/类目上的 id 和频次等）

• 广告部分特征（包括 adid、campainid、广告对

应的卖家店铺 id、类目 id 等）

• 场景部分特征（包括时间、位置、资源位等）

这些特征之间无传统的交叉组合，维度在 2 亿

左右。然后，他们将数据直接喂给 MLR 算法，并

且应用了结构化先验、pretrain+ 增量训练、线性

偏置等高级技巧，让模型从数据中自动去总结和

拟合规律。相比于传统的 LR+ 特征工程思路，这

种解法更为高效和优雅，模型精度更高，在实际

生产中的可迭代更强。

基于MLR定向广告Learning to Match算法

Match 算法是定向广告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

的核心使命是基于用户的人口属性、历史行为等

信息来猜测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广告集合。传统的 

Match 算法更多采用的是规则匹配、协同过滤等

方法，方法的扩展性不强。

在阿里妈妈定向广告系统中，工程师研发了基

于 MLR 的 learning to match 算法框架。简单来

说，用模型的方法基于用户的行为历史学习用户

个性化的兴趣，召回高相关性的候选广告集。

同样地，基于 MLR 算法的非线性能力，他们

可以很容易地将不同的特征源、标签体系融合到

框架中，不需要过多地关注和设计特征的交叉组

合，使得框架的灵活性大大增强。

四、总结和面临的挑战

阿里妈妈算法技术团队自主创新的 MLR 模型

和算法，在业务的大范围推广和应用中取得了比

较好的效果，在大数据智能方面，因为省去特征

工程，具备了从数据接入到应用的全自动功能。

但是未来面临的挑战也很多，比如：

• 初值问题、非凸问题的局部极值。虽然 MLR 比 

LR 好，但不知道和全局最优相比还有多远；

• 在初值的Pre-train方面需改进和优化模型函数等；

• 目前规模化能力方面也需要能够吞吐更多特征和数

据，比如采用更快的收敛算法等等；

• 整体MLR算法抽象能力也需进一步得到强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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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如何将个性化引

入互联网

深度学习属于机器学习范畴下的一个子集，

其利用多种方法以实现人工智能研究当中

的一大核心目标：让计算机对我们的世界进行充

分建模，从而展现我们理解当中的“智能”。

从基本概念角度出发，深度学习方法往往具备

非常基础的共通特征。深度学习算法通过多个处

理层对原始数据进行解释。其中每个处理层皆将

前一处理层的输出结果作为输入结果，同时创建

出更为抽象的表达。因此，只要将更多数据馈送

至正确的算法当中，则算法通常能够给出更多与

相关规则及特征紧密关联的推理与情景，并据此

在处理新的类似情况时作为参考。

谷歌翻译提供的类似于科幻小说般的Word 

Lens功能正是一套深度学习算法支持下的产物。

而Deep Mind最近广受关注之AlphaGo亦凭借着

深度学习的强大能力横扫围棋界——不过具体来

讲，AlphaGo的取胜算法并不属于纯粹的神经网

络，而属于一套将深度加强学习与树搜索这一经

典AI基础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深度学习属于解决计算问题的一种充分方法，

主要面向各类太过复杂而无法凭借图像分类或者

自然语言处理等简单算法直接解决的任务。然

而，目前深度学习的实际用途仍然非常有限。当

下利用机器学习技术的行业大多未能充分发挥深

度学习以及相关方法的发展潜能，而仅仅是借用

了其中的一部分最佳实践。举例来说，关注近期

深度学习变革动态的朋友可以已经听说，谷歌公

司前任AI负责人John Giannandrea已经接管了该

公司的搜索部门（这甚至可能彻底颠覆整个SEO

领域）。

深度学习技术支持下的推荐系统——个性化的

未来解决方案

可以肯定的是，深度学习亦将推动个性化领域

迎来下一轮重大的跨越式发展。个性化对于电子

商务企业、发行商以及营销机构而言皆已成为一

大核心领域，因为事实证明其确实有能力提升销

售效果、增加参与度并改善整体用户体验。如果

说数据是个性化的燃料，那么推荐系统就是其出

力引擎。此类算法的进步对于这一领域以及平台

用户的在线体验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将着眼于三个具体领域，探讨深

度学习如何对现有推荐系统作出补充及改进。

将内容纳入推荐流程

条目到条目推荐属于推荐系统中的一种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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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式。这意味着当电子商务网站或者发行商

网站作出推荐时，其推荐的结果源自用户此前曾

经查看的其它类似条目。解决此类需求的一种典

型方法为基于元数据的业务逻辑（另一种典型数

据源为用户交互，即Amazon上提供的“买过此

商品的用户还买了……”）。然而，元数据质量

低下成为制约其实际效果的常见瓶颈，这主要源

于元数据存在价值缺失或者缺少系统分配。在这

种情况下，即使拥有完美的元标签，这样的数据

也仅能够表达实际条目之间的间接性关联。而在

深度学习的帮助之下，我们则可将内容（包括图

像、视频与文本）等实际内容属性纳入推荐流

程。利用深度学习，条目到条目间的关系将匹配

算法对于产品更为全面的理解，且更少依赖于手

动标记以及广泛的交互历史记录。

在这方面，Spotify的推荐系统相当值得肯

定。该公司在2014年的研究当中将深度学习引入

推荐系统，旨在提供更为多元的歌曲推荐，同时

帮助用户创造出经过改进的个性化体验。这项音

乐流服务以往曾在其推荐系统中采用协同过滤方

法。但Spotify公司实习员工Sander Dieleman这

位博士生却将此视为当前功能中的最大缺陷，因

为这种高度依赖于数据的作法将不可避免地错失

某些人气不高、刚刚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及其不为

大众所知的歌曲。因此，Dieleman本人采用一种

深度学习算法从50万首歌曲当中各自挑选时长30

秒的摘录，并对音乐本身进行分析。这种连续多

层学习网络能够掌握更为复杂且恒定的歌曲特

征，其基本思路与图像分类非常相似。事实

上，“立足于这套网络中高于输出层的完全连接

层，经过学习的过滤器最终能够更具选择性地把

握音乐中的某些子类”，包括福音音乐、中国流

行音乐或者深屋音乐等。在实践当中，这意味着

此类系统能够仅基于歌曲的相似性（这种特性对

于用户组合个性化播放列表非常重要）以有效进

行音乐推荐。尽管我们尚不清楚Spotify公司是否

会将这些发现纳入实际算法，但这项实验本身的

意义仍然值得高度肯定。

解决冷启动难题

冷启动可谓推荐系统的天敌，其可能对用户及

条目产生严重影响。对于用户而言，冷启动意味

着当前系统几乎甚至完全不具备任何与客户行为

及偏好相关的信息。而条目冷启动则代表其缺少

能够指导用户互动的条目到条目间关联数据（虽

然我们仍然拥有元数据，但这并不足以提供真正

的细致建议）。而利用上述基于内容的方法，条

目冷启动的实际效果将得到明显改善，因为其能

够保证推荐系统较少依赖于事务及交互数据。

然而，为新用户创造有意义的个性化体验又是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很难通过简单收集更多

信息加以解决。这种状况在电子商务网站或者包

含广泛产品组合的在线商店系统中普遍存在，客

户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随意访问完全不同的浏览目

标。他们可能最初决定购买微波炉，但却在下一

次访问时查找手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会话

收集到的数据与第二次会话几乎完全无关。

解决用户冷启动问题的一种有趣思路在于建立

基于会话或者条目到会议的推荐。简单来讲，这

意味着系统不再依赖于客户的整体交互历史，而

是将相关数据分解成多个不同会话，同时立足于

特定会话的点击流为用户建立兴趣模型。通过这

种方式，未来的推荐系统可能将不再依赖于数月

甚至数年之内收集到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客户资

料，而完全可以在用户进行一段时间的网站操作

之后为其提供合理的相关建议。

尽管这一领域尚未得到彻底研究，但确实有可

能带来巨大的个性化在线体验提升机遇。Gravity 

R & D 公 司 的 研 究 人 员 们 在 参 与 欧 盟 资 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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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dRec项目时共同撰写了一篇论文，其中介

绍了如何利用一种卷积神经网络（简称RNN）方

法提供基于会话的建议。这是第一篇利用深度学

习技术通过基于会话方式实现推荐功能的研究论

文，而结果表明他们的方法拥有优于当前最新算

法技术的实效。

真理四时刻

所谓真理四时刻，是指客户在根据企业沟通与

相关可用信息作出决定的四段短暂时间。这些决

定虽然受到长期考量、个人喜欢以及品牌忠诚度

等因素的严重影响，但同时也受到瞬时印象的引

导。面对这些真理时刻，强大的深度学习系统很

可能带来足以左右人类决策流程的可行方法——

这样的见解无疑相当新颖。

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漂亮的产品图片能够促

进销售（整个行业都在想办法为出租房屋或者食

物拍摄美观的图像）。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期

待着能够利用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分析方法来评

估产品图像中的视觉特性到底如何对销售活动产

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诚然，本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并不详尽。个性

化无疑是当今互联网行业最为迫切的需求之一，

而深度学习技术几乎必然在这一领域拥有着巨大

的潜能。因此，希望保持自身竞争优势的企业自

然也有必要时刻关注这项技术的发展与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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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化你的应用有很多好处，但问题是从哪里开始呢？你应该把过去的应用重

构为现代微服务构架容器还是应该用容器制造一些新的东西？

老外编辑带你迈出自己容器化的

第一步

作为一名技术编辑，我在工作中经常与人讨

论他们的容器化战略。在刚开始接触容器

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得到容器技术所带来的利

好，而没有想到过破坏性容器。他们可能有一两

个基于容器的系统，或者在使用云技术，但是没

有明确的战略。

在你兴奋的全力奔向容器之前，最好弄清楚破

坏性容器是什么。我建议人们建立短期和长期的

目标，并且在容器化的道路上适应新的需求并且

接受其文化内涵。

Devops团队要开始使用容器的原因是：

首先，加快应用程序的开发和部署：容器简

洁、轻便、快速，你可以很容易的开始使用基于

热门开源项目的现成模版图像和显影容器。准备

就绪之后，你可以打包你的任务为容器映象，并

在生产环境中运行，与你在开发环境中所做的完

全一样。如果将自动化添加到进程中，比如CI/

CD工具，那么进程将变得更快。

其次，将应用程序迁移到云中：容器的另一个

非常有用的特性是它们的可移植性。容器化一个

应用程序来自主操作系统和物理基础设施，相同

的容器可以在前提下运行也可以在公有或私有云

中运行，而不需要转换部署格式或更改代码。

最后，转向微服务构架：每个容器通常是单一

的指向，单一的过程，并且恰当的校准微服务构

架。组织正在寻找更好的方法来开发和维护应用

程序，离开那些难以维持微服务构架的大型应用

程序，会有助于开发和升级。容器是微服务构架

的完美平台，生态系统的涌现使得大型微服务战

略得以实施。

容器化你的应用有很多好处，但问题是从哪里

开始呢？你应该把过去的应用重构为现代微服务

构架容器还是应该用容器制造一些新的东西？

译者：刘妮娜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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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也会尝试用另一种方法，容器化现有

的应用程序而不是重构为微服务的模式？当我们

容器化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整体的应用程序可

能和容器不兼容，你可能会损失一部分微服务应

用带来的利好，特别是易于维护和更新的选项，

但是仍然有很多可以保留的地方。

容器化一个应用程序可以使你把容器带到环境

中，助你去构建团队和建立流程，优化之间的过

渡，直到完成一个基于微服务构架的应用程序。

在容器化的结尾，你会想有一个管道和工具

链，可以用于新的微服务和管理旧应用程序的打

包。通过这种方式，您可以规范容器周围的所有

进程，甚至可以在容器中运行遗留的单片应用程

序。使用这个方法的优势是，你可以把微服务绑

定在现有的应用程序上，然后所有的新功能都可

以基于微服务构架。

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混合方法是，用Devops

的已知案例来提升和转移。”提升和转移”是指

容器化过程中的一个前提。用单一的应用程序来

解除它（通常来自旧的数据中心）并将其转移到

其他地方（通常是现代公共或私有云）。

然而，作为一个提示，提升和转移应该不仅仅

只是一个传送机制。它为转化为微服务构架模式

提供了基础，并且以可管理的方式将容器引入环

境中。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迅速成为一种Devop

团队容器化的流行方法。但是当用于提供更有效

的一系列好处时，对于那些想在容器战略上表现

出实质性进展的人，这可能是一个快速的胜利。

如果你的目标是用容器重新构建一个遗留应用

程序的话，完整改写微服务构架是重要的一步。

这中间有许多环节，如分成几大块重构应用程

序。它还将提供一些好处，让你逐步深入到真正

的微服务构架中去。正如Devops团队决定如何运

用容器技术一样，他们可能会考虑建立外部联

系，因为外部的投资可以支持更长远的创新。就

像我在博客中命名的”DevSecOps”，我把安全

小组放在列表的首位，我认为它将会是Devops有

用的伙伴，非常有战略意义。

不管在安全和Devop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障

碍，Devops的协作精神对于安全人员来说很有吸

引力。安全小组不仅可以成为强大的盟友，他们

可能在安全和IT风险方面有更长远的考虑，这可以

加强对特定应用程序容器化的Devops驱动业务。

最后，对于重建或容器化现有应用程序，两难

在于，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是适合所有人的，这就

是为什么快速获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管你决

定怎么做，做好计划，去创造一个现实的成功标

准吧！

技术名词解释：

容器：容器技术虚拟化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被大

家广泛认可的容器技术服务器资源共享方式，容

器技术可以在按需构建容器技术操作系统实例的

过程当中为系统管理员提供极大的灵活性。

D e v o p s ： 英 文 是 D e v e l o p m e n t 和

Operations的组合，是一组过程、方法与系统的

统称，用于促进开发（应用程序/软件工程）、技

术运营和质量保障（QA）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

与整合。

微服务构架：微服务是一项在云中部署应用和

服务的新技术。大部分围绕微服务的争论都集中

在容器或其他技术是否能很好的实施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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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如何在基于RPM和DEB的系统中安装和配置OpenVPN

服务器。

五分钟教程：如何在Docker当中

运行平行测试

如果想在Docker中运行平行测试，你可能会

引起容器名冲突的错误，下面我们来谈谈

如何避免这种错误。当你在CI环境下运行测试

时，有时候要运行平行测试。这种平行程序需要

使用编译工具，如詹金斯、Gradle或者Maven插

件。

如果你在使用Docker作为应用程序的外部测

试工具（例如数据库、邮件服务器、FTP服务器）

，你会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在运行平行测试

时，在Docker主机里，所有文件会新建一个相同

命名的容器，以至于在你开始第二个平行测试

时，你会得到一个关于冲突的容器名失败，因为

Docker主机试图启动两个相同命名的容器，或者

这两个容器具有相同的绑定端口。

针对这个问题，你可以这样解决：

• 你可以用一个Docker主机分别给每个文件做平行

测试。

• 你可以重复使用相同的Docker主机并且使用

Arquillian Cube Star运算器。

Arquillian Cube是Arquillian的一个扩展，可

以用来在你的测试中管理Docker容器。使用

Arquillian Cube，你需要在计算机上运行一个

Docker保护（可以是本地的或者不是），但大多

数是本地的。

Arquillian Cube提供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来定义

容器：

• 定义一个容器组成文件

• 定义一个容器对象

• 使用容器对象DSL

在下面的事例中，我将向您展示如何使用

Docker组成和容器对象DSL。Star运算器可以让

你指示Arquillian Cube随机命名Cube，并且可

以调整链接。这样一来，在执行平行测试时，就

不会因为名称或者绑定端口发生冲突了。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1. plugins { 

2.     id “io.spring.dependency-management” 

version “1.0.2.RELEASE” 

3.  

4. } 

5.  

6. apply plugin: ‘java’ 

7.  

译者：刘妮娜

来源：51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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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epositories { 

9.     mavenCentral() 

10.     jcenter()  

11. } 

12.  

13. dependencyManagement { 

14.     imports { 

15.         mavenBom ‘org.jboss.

arquillian:arquillian-bom:1.1.13.Final’  

16.     } 

17. } 

18.  

19. dependencies { 

20.  

21.     testCompile ‘junit:junit:4.12’ 

22.     testCompile ‘org.jboss.arquillian.

junit:arquillian-junit-standalone’ 

23.     testCompile ‘org.arquillian.

cube:arquillian-cube-docker:1.3.2’ 

24. } 

25.  

26. test { 

27.     maxParallelForks = 2 

28.     testLogging.showStandardStreams = 

true 

29. } 

1. #src/test/docker/docker-compose.yml 

2.  

3. redis*: 

4.   image: redis:3.0.7 

5.   ports: 

6.     - “6379” 

1. @RunWith(Arquillian.class) 

2. public class TestOne { 

3.  

4.     @HostPort(containerName = “redis*”, 

value = 6379) 

5.     private int portBinding; 

6.   

7. 

8.    @Test 

9.     public void should_print_port_

binding() throws InterruptedException { 

10.         System.out.println(TestOne.class.

getCanonicalName() + “ - “ + portBinding); 

11.         TimeUnit.SECONDS.sleep(4); 

12.     } 

13.  

14. } 

15. 

你可以看到Docker-组成yml文件从一个典型

的Docker-组成文件发生的重要转变，它的名字是

以星号(*)或者redis*结束的，这个名字应该是动态

生成的。这里有三个测试，我们给大家演示第一

个，其他两个也大同小异。

基本上，打印控制台绑定端口连接到服务器。

最终建立一个gradle文件，执行两个平行试验，

所以如果你在gradle运行测试，你会发现两个测

试是同时执行的，当一个完成的时候，另一个也

执行完毕了。然后，当你检查输出时，你会看到

下一个输出。

16. org.superbiz.parallel.runner.TestOne 

STANDARD_OUT 

17.     CubeDockerConiguration: 

18.       serverUri = 

tcp://192.168.99.100:2376 

19.       machineName = dev 

20.       certPath = /Users/alex/.docker/

精选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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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machines/dev 

21.       tlsVerify = true 

22.       dockerServerIp = 192.168.99.100 

23.       deinitionFormat = COMPOSE 

24.       clean = false 

25.       removeVolumes = true 

26.       dockerContainers = containers: 

27.       redis_9efae4a8-fcb5-4f9e-9b1d-

ab591a5c4d5a: 

28.         alwaysPull: false 

29.         image: redis:3.0.7 

30.         killContainer: false 

31.         manual: false 

32.         portBindings: !!set {56697->6379/

tcp: null} 

33.         readonlyRootfs: false 

34.         removeVolumes: true 

35.     networks: {} 

36.  

37.  

38.  

39. org.superbiz.parallel.runner.TestThree 

STANDARD_OUT 

40.     CubeDockerConiguration: 

41.       serverUri = 

tcp://192.168.99.100:2376 

42.       machineName = dev 

43.       certPath = /Users/alex/.docker/

machine/machines/dev 

44.       tlsVerify = true 

45.       dockerServerIp = 192.168.99.100 

46.       deinitionFormat = COMPOSE 

47.       clean = false 

48.       removeVolumes = true 

49.       dockerContainers = containers: 

50.       redis_88ff4b81-80cc-43b3-8bbe-

8638dd731d8e: 

51.         alwaysPull: false 

52.         image: redis:3.0.7 

53.         killContainer: false 

54.         manual: false 

55.         portBindings: !!set {56261->6379/

tcp: null} 

56.         readonlyRootfs: false 

57.         removeVolumes: true 

58.     networks: {} 

59.  

60.     //...... 

61.  

62. org.superbiz.parallel.runner.TestThree > 

should_print_port_binding STANDARD_OUT 

63.    org.superbiz.parallel.runner.TestOne 

- 56261 

64.  

65. org.superbiz.parallel.runner.TestOne > 

should_print_port_binding STANDARD_OUT 

66.    org.superbiz.parallel.runner.TestOne 

- 56697 

67.  

68. org.superbiz.parallel.runner.TestTwo > 

should_print_port_binding STANDARD_OUT 

69.    org.superbiz.parallel.runner.TestOne 

- 56697 

正如你在日志中看到的，容器的名字不是

Redis或redis*,但是redis后面跟一个UUID。此外

你还可以看到，当输出打印时，绑定端口在每个

情况下都是不同的。

如果你不想用docker组成的方式，你也可以用

DSL容器对象的方法以编程方式定义容器，也可

以支持Star运算器。我们来看看这种情况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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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ClassRule 

2. public static ContainerDslRule redisStar 

=  

3.   new ContainerDslRule(“redis:3.2.6”, 

“redis*”) 

4.   .withPortBinding(6379); 

这个使用容器对象的方法是相同的，你需要

Arquillian Cube1.4.0来运行它以及容器对象。基

于这一特点，你可以运行任何程度的平行测试，

因为Arquillian Cube可以照顾到命名和端口绑定

问题。请注意，在容器之间链接的情况下，你依

然需要运行Star运算器，它将在运行时解决某些

问题。了解更多Star运算器请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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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js应用结构设计中

的七大关键所在

Node.js应用结构设计中的七大关键所在、六

款出色的剪贴板管理器选项、你不可不知的

十大重要开源网络项目和卓越数据工程师应当具

备的四大突出特质等。

一、Node.js应用结构设计中的七大关键所在

原文标题：7 keys to structuring your 

Node.js app

时 至 今 日 ， N o d e . j s 已 经 快 速 追 赶

Java、Ruby、Python与.Net，成为一款出色的

Web应用开发语言。随着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

很多新手朋友可能正面临着与Node.js相关的学习

曲线，而其技术社区也在积极提供多种框架与设

计模式，旨在解决多数常见问题。下面，我们将

着眼于Node.js，探讨其应用结构设计当中的七大

核心关键。

1. 为应用设计正确的目录结构

2. 将ER图映射至模型

3. 使用MVP模式

4. 将逻辑拆分为模块

5. 测试用例非常重要

6. 日志非常重要

7. 应用程序是否具备可扩展性?

二、六款Linux剪贴板管理器让你的生产效率

更上一层楼

原文标题：6 Linux clipboard managers to 

boost your productivity

所谓剪贴板管理器，属于一款运行在后台且能

够将全部剪贴记录加以保留的小程序。听起来简

单，实际上也非常简单，但这类程序却能够极大

提升你的生产效率。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将以

Linux为系统平台，共同了解六款出色的剪贴板管

理器选项。

1. Diodon

2. CopyQ

3. GPaste

4. Klipper

5. Clipman

6. Parcel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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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不可不知的十大重要开源网络项目

原文标题：10 Most important open source 

networking projects

网络行业正掀起一波开源浪潮。随着越来越多

网络体系扩展至史无前例且难以预测的规模水

平，行业内出现了大量新兴开源项目，旨在为此

类环境中的各种独特用例提供支持。作为开源项

目的固有优势之一，市场趋势能够直接影响贡献

者并反映在其提交成果当中，从而确保网络项目

本身契合实际需要。正因为如此，以下十大重要

开源网络项目才如此值得关注。

1. CORD

2. FD.io

3. Mano

4. ONAP

5. ONOS

6. OpenDaylight

7. OpenFlow

8. OpenNFV

9. OpenSwitch

10. OpenvSwitch

四、卓越数据工程师应当具备的四大突出特质

原文标题：4 Traits of Outstanding Data 

Engineers

身为数据工程师，我们肩负着数据基础设施的

构思、构建以及维护任务，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利

用分析这一强大力量推动企业实现良好运营。而

随着依托于关系的数据驱动型决策与客户吸引趋

势的不断普及，数据工程师的重要地位也愈发得

到凸显。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将立足于此，聊

聊卓越数据工程师应当具备的四大核心特质。

1. 跨学科知识储备

2. 出色的问题解决能力

3. 面向团队，善于协作

4. 好奇心与永远学习的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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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18)

程序猿与代码的基情

“朋友，你还会修电脑啊？”这是小史在朋友中

听到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每当听到这句话时，

他也很无奈。难道程序猿就一定要会修电脑嘛？

但是没办法，在朋友眼中，编程是一个很高深的

工作。可能动动手指，哪边就会出什么事，生活

十分精彩。嗯，电影看多了。作为一名不会修电

脑但努力想学习修电脑的程序猿来说，除了修电

脑的技能，也还要具备大部分其他程序猿共有的

特质。比如：宅、闷。可能也具备独有的特质，

喜欢陪老婆逛街。。。

严肃的简单介绍下本期主人公小史童鞋，从事

Java后台开发工作已经三年有余，目前服务于一

家创业公司做驻场开发。期间经历过kafka，大数

据等领域的开发。作为程序猿，大家应该每天都

在和26个字母做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于编程应

该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借着这个机会，小史

抛个砖头，粗浅的和大家聊聊关于代码的一些

事。

一、对复制/粘贴说NO

小史看过一篇文章《程序员的进步从每一天少

写一点代码开始》里面提到说Google与网络的帮

助可以让你写出一行又一行的代码。这句话不禁

让小史想起大学实习，面试工作时候，测试主管

对他说的一句话：“写代码没什么难的，不就是

复制、粘贴嘛”。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脑

小史•Java开发

43态牛 Tech Neo

挨踢故事汇

http://www.pdfcompressor.org/buy.html


海中不禁又浮现出了同学对他说的话：“我现在

在公司里整天干的活就是复制、粘贴”。当时小

史不经意间产生一种疑问，难道程序猿的工作这

么简单和枯燥嘛？带着这个疑问，他踏入了程序

开发的大军中。

小史参加工作的第一天，他的领导就反复强调

一句话：“写代码不要复制、粘贴”。这对于刚

参加工作的他不是太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当

时，他一心就是为了工作效率，工作赶紧完成，

让领导知道自己的能力。这就导致了功能代码的

命名、结构差劲，后来返工反而浪费了更多的时

间。现在他回头想想，当时的行为是多么的幼

稚，如果只是复制粘贴，并没有尝试了解背后的

运作机制，充其量代表了工作完成而已。

二、码农的追求——高品质代码

“你的代码像一坨翔”。相信这句话大家或多

或少的在平时工作中都有听过。曾经在网络上看

见过一个帖子是这样说的：“相信很多人都认为

自己的代码是最棒的，别人的代码都是很糟糕

的，因为看不懂”。毕竟程序猿都有一颗工程师

的心，所以当他们到新的场地想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将旧的一切推倒重来。是的，他们决不会满

足于简单的增量劳动。或许这种微妙的心理定位

可以解释：为什么程序猿进入新项目组后宁愿丢

掉旧代码重新写，也不愿意修修补补。他们认为

旧代码简直一团糟。

好的代码，就像是好的笑话，无须解释就能让

人轻易明白；坏的代码，就像是古文言，即使写

满了注解，也不一定能轻易看懂；好的代码，就

像是一本写作技巧高超的人所写的书，它容易理

解、分章明确；坏的代码，就像是刚刚学会写字

的人所写的书，它错乱复杂，自我推翻。

那么，如何写出一段好代码呢？小史曾经看过

一篇文章，觉得解释的很好，它是这样说的：

可读性——你所写出的代码，不仅你自己要明

白，你身边合作的开发者也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看懂。（这个尤其要注意）

可维护性——让你的代码在修改的时候很简

单。

简洁性——不要让你的代码看上去毫无必要的

复杂。

效率性——尽可能的让你的代码获得最快的运

行速度。

明确性——类的命令、方法的命名要清楚的表

达出具体动作的含义。

三、代码优化很有必要

代码优化，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可能有些人觉

得没用，一些细小的地方有什么好修改的，改与

不改对于代码的运行效率有什么影响呢？关于这

个问题，小史有深刻的体会。举个例子，之前他

写过一个功能用到redis的排序。本着有轮子不造

轮子原则，毅然决然的使用了redis提供的排序方

法。写完之后，他还挺高兴的，对redis的学习又

深了一点。然而，事与愿违，当代码放到生产环

境上运行出来的结果直接把他干懵逼了，在大规

模的数据洗礼下，完全跑不动。那晚，小史一行

一行打着日志，分析慢的原因，最后定位到了

redis的排序上（具体代码细节不作阐述），然后

写了一个算法代替了redis排序。

关于代码优化，小史做了很多笔记，如：

1、尽量指定类的final修饰符带有final修饰符

的类是不可派生的。

2、尽量重用对象。特别是String 对象的使用

中，出现字符串连接情况时应用StringBuffer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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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

3、尽量使用局部变量，调用方法时传递的参

数以及在调用中创建的临时变量都保存在栈

（Stack）中，速度较快。其他变量，如静态变

量、实例变量等，都在堆（Heap）中创建，速度

较慢。另外，依赖于具体的编译器/JVM，局部变

量还可能得到进一步优化。

4、在Java+ ORACLE 的应用系统开发

中，Java中内嵌的SQL语句尽量使用大写的形

式，以减轻ORACLE解析器的解析负担。

5、尽量减少对变量的重复计算

例如：for(int i = 0;i < list.size; i ++) {

             …

}

应替换为：

for(int i = 0,int len = list.size();i < len; i ++) 

{

             …

}

6、尽量采用lazy loading的策略，即在需要的

时候才开始创建。

     例如：     String str = “aaa”;

             if(i == 1) {

                 list.add(str);

}

应替换为：

             if(i == 1) {

String str = “aaa”;

                 list.add(str);

}

等等……

四、书籍很重要

Web行业知识更新特别快，今天一个框架的新

版本，明天又是另一个新框架，有时往往根据项

目的需要来不断学习新东西。所以，我们大家在

平时闲暇的时候不妨多看两本好书，如果实在没

时间看的话，也建议大家去找一些看过这本书的

大牛写的博客。因为，这上面可能就是整本书的

精华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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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19)
转行做IT技术，你怎么能不知道

这些事情？！

如果有个人问你是做什么的，你说是做IT

的，他就会一脸羡慕的说：“哇！IT啊!”

言外之意就是你工资一定很高吧！在国家互联

网+的号召下，在全民创业的浪潮中，互联网，IT

技术彻底火了，致使IT从业人员的需求量大幅增

加，IT从业者瞬间成为了香饽饽，工资也水涨船

高；IT行业也完成了从无人问津到令人欣羡的转

变。

本文主人公九衢，国内理工科专业本科毕业，

毕业后方向本应该是钢铁领域，但他却在做了大

半年的石油天然气管道检测后，毅然决然地转行

做IT技术--iOS移动开发。他为什么要转行呢？他

一个学钢铁的，能胜任IT技术吗？他转行后有没

有后悔呢？

相信这很多问题都是徘徊在转行十字路口的同

学们所关注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九衢的转行

故事吧，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

你为什要转行？

九衢转行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基本上每天

都在出差，深入到全国各地的“荒山野岭”去检

九衢•iOS 移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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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这样的活初期让人举得很有新鲜感，但时间

久了，“不稳定”的感觉就日渐增多。

于是九衢决定转行，希望找一份出差不那么频

繁并且工资高的工作。这样说估计很多人的第一

反应就是“想得美”，世界上哪有又满足你需求

还钱多的活？大家看清楚了，九衢的要求并不

是“钱多活少”，而是只要不频繁出差的“钱

多”的工作（ps:作了IT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高

工资真的是血汗钱啊~）。作为一个工科男，九衢

自热而然选择了IT。

所以九衢在这里建议大家，转行可以，但不能

盲目，转行前先问清楚自己：

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为什么要转行？

你对IT行业的工作状态了解吗？

如果你只是盲目看别人转行了心动，九衢建议

你要慎重；如果是因为天真地认为IT技术工作是“

钱多活少”，九衢负责任地告诉你并不是；如果

你认为转行很简单，谁都能做，九衢告诉你真心

不是谁都能干的！

九衡说的是实话，大家转行前请问清楚自己：

未来or高薪你选哪个？

未来or高薪你选哪个？

有人想要稳定的工作，比如做老师、公务员，

进入企事业单位，虽然企业改制，没有铁饭碗，

但是进入国企、事业单位等就能让你拥有铁饭

碗；有人想要高薪，通过创业经商等途径迅速积

累财富，但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可以创业的资本

支持。如果能有一个高薪而且未来一直高薪的职

业，你愿意从事吗？根据马斯洛对人需求的分

析，你的需求是什么？

一眼看到未来的工作是你想要的吗？

加上现在的社会行情，考公务员等铁饭碗存

在“暗箱操作”的情况，大部分普通人即使愿意

过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也没有机会。考上的

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像九衢一样是个苦逼

的“上班族”，而选择上一个“高薪”的班是大

家所期待的。IT行业确实薪水普遍高于其他行业，

但你适合转行做IT技术吗？

你适合转行做IT吗？

九衢是理工科，大学期间学习过计算机基础，

但其他的计算机知识一概不知。因大学期间兼职

经常接触电脑，所以电脑组装以及一些简单的计

算机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对计算机也谈不上热

爱。到底什么样的人才适合IT技术呢？

首先你要有自学能力。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

新技术迭代快，没有人监督你学习，而且在工作

当中会遇到技术难点，要不断学习新技术，才能

一直胜任。

其次你要有抗压能力。 做IT技术没有不加班

的，有bug要马上解决，项目工期紧的，要连续加

班，前一年九衢公司同事为了赶一个项目，在公

司吃住一个月，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工作；所以如

果你没有抗压能力，趁早打消做IT技术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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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沟通能力。虽然做IT的在他人眼中不善

言辞，但是对项目需求要理解到位，同事之间沟

通要顺畅。

如果你符合这些条件，那么你就离IT技术又近

了一步，接下来就是要学习IT技术，到底怎么才能

学好IT技术？

学习期间该要怎么学，学什么？

九衢没有更多的计算机基础，自学起来比较费

劲，关键是没有知识体系，不知道学习的方向，

所以，九衢辞职来到培训学校。由于高薪的影

响，来培训的人很多，有刚毕业的，有工作好多

年的，有计算机甚至软件专业的，更多的则是像

九衢那样没有任何计算机基础的人。培训时间为4

个月，那么该怎么学习，才能在这短短的四个月

内胜任移动开发工作呢？

第一：勤奋。很多软件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期

间也没有九衢学的好，因为九衢很勤奋，每天七

点起床，晚上十一点休息，四个月几乎都是这

样，那每天干什么？敲代码！一遍遍的练习基础

知识。没有什么比多敲几遍代码来的幸福，但是

如何学习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要理解内涵，在理

解的基础上多加练习，如果你不理解怎么办？多

敲两遍，慢慢体会。

第二：多问。遇到不懂得地方，多向老师请

教，向同学请教，这就是一个学习的地方，知之

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且不能一知半解，欺骗自

己。如果你有做这行的技术朋友就更好了，具体

的做项目实践案例，你可以要来学习，因为理论

知识学得再好，还是要解决具体实践问题的。

那么针对iOS移动开发，你需要知道这些：

九衢认为，如果你想要在工作时轻松一点，下

面这些是你必须要掌握的：

学完这些知识，你就该找工作了，至于怎么

找，只要你学的好，找工作肯定没问题，工作找

到后，该如何顺利的度过试用期呢？

顺利渡过试用期

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不熟悉

的，甚至你都不知道开发一个项目的流程。一个

项目包括：产品（根据项目需求，进行项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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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制定原型图）-设计（设计根据原型图确定

UI）-后台（后台根据项目需求、原型图、UI等设

计API）-开发（分为PC端和移动端，根据UI把内

容展示出来）-测试-市场等。

如何快速的融入团队显得尤为重要，那怎么才

能顺利的度过试用期呢？

做个有心人。在一个新环境中，一切都不熟

悉，不管是公司规定还是项目流程，都需要你慢

慢熟悉；这个时候，你需要对一切敏感起来，处

处留心观察，尽快让自己适应项目流程。

做个虚心人。千万不要认为你培训时学的知识

多厉害，有时你所学习的比实际应用的技术要落

后好几年。遇到不懂得问题，多向同事前辈请

教，不要认为这样会没面子，毕竟完成项目的同

时提升自己才是当前首要任务；另外，多于技术

大牛沟通，会让你避免踩很多坑。

做个交流人。和同个项目组进行分工，需要分

配明确，理解透彻；同产品交流能保证项目方

向，同后台开发交流能确保项目的稳定运行，有

时候多问一句，你就会少很多麻烦。

结语

在技术更新日新月异的今天，作为一个技术

人，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你所要经历的还有很

多，只有你时刻保持一个谦逊、学习的态度，你

才能不断向前；未来你所要做的还有很多，不仅

仅在技术上，还要提升自己的软技能，比如沟通

等。前方的道路我们不能掌控，活好当下。 如果

你有转行做IT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留言咨询；同

时也欢迎IT技术同行分享你所做IT技术的知识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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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20)
Android程序员的十大转型之路

玖哥是一个来自东北的Android攻城狮，现

在定居被誉为“大湖名城，创（chuan）

新（xiao）高地”的合肥。知识面极广，不仅广

泛涉猎IT相关知识，还热爱文学，性格幽默，被

誉为“会搞Android的段子手”。他还是一个藏

书人士，拥有汗牛充栋的IT书籍，而且每本书都

认真阅读过，从不拿书当摆设。

先说说Android程序员不可能转型的几个方

向，以下四个不靠谱方向的靠谱性递减：

• 首先不会转型iOS，iOS和Android工程师的工作

内容都是大同小异的。

• 其次不会转型Windows Phone，好多Andr oid程

序员就是受不了产品经理唠叨：“像QQ客户端那样做

成和iOS一样”才转型的，怎么会转型比Android还难

做成和iOS一样的WP？

• 再次不会转型Windows和MacOS等桌面软件，桌

面开发周期长、难度大、升级不易，这是一个已经接

近穷途末路的夕阳产业。

• 最后不会开JavaME或者Symbian历史倒车，除非

他有本事让每个用户都买（就一个“买”字，同时包

含“想买”和“买得到”的意思）停产多年的机型。

玖哥观察如今的技术形势，并亲身探索了一个

Android程序员转型的十个技术方向的可行性：

1、Android病毒和恶意应用

玖哥·Android攻城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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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肆虐全世界的WannaCry让安全成了IT圈

最热的话题，开发腻了善意应用的Android工程

师最便捷的转型方向就是开发Android病毒和恶

意应用。在4.x时代对Android对敏感权限还不是

很敏感的时候，玖哥就研究过给肉鸡伪造短信记

录和让肉鸡给通讯录里所有（或特定）联系人发

送短信的病毒。去年还研究过窃取友商App推送

内容、强杀友商App进程、卸载友商App甚至让

友商App被卸载后就再也不能在这台肉鸡上安装

的恶意应用（或应用里的恶意功能）。

转型建议：此外锁定肉鸡里的重要文件勒索用

户（Android上的WannaCry？）和窃取肉鸡用

户的支付密码的实现在技术上也像强奸8岁女童一

样简单，只不过事后逍遥法外很难。这个转型方

向只适合拿自己的手机当肉鸡玩玩，千万不要用

这些技术赚钱。

2、SDK

开发SDK本质上仍然在为Android应用开发软

件，只是不直接开发Android应用。

每个Android程序员工作几年后都积累了属于

自己的或大或小的类库，比如封装好的LogUtils

和ToastUtils等；也都或多或少研究过常用开源

框架的底层原理，比如了解Picasso和EventBus

等；还应该对不开源的第三方服务有自己简单的

二次封装，比如玖哥就封装了一键实现支付宝和

微信支付的moudle（免费的Ping++？）。

转型建议：尽管看见自己的链接出现在无数

Android应用的Gradle文件的compile后面，开

发了无数软件的一部分的成就感不会比开发完整

的软件差。但是几乎没有老板会为了支持你开发

开源软件发你工资。

3、JavaEE

Android程序员转型Java在基础知识方面是没

什么难度的，毕竟语言相通，特性相似。同时每

个Android程序员在大学时J2EE课程学得都不会

很差，不过有些知识是该忘掉的，比如Hibernate

已经落后于时代了，SpringMVC的全面使用才是

Java后台的大势所趋。

转型建议：建议不想每天改UI的刚入行不久的

Android工程师转型，玖哥有好几个学弟就是参

加工作后从Android转型Java的，他们过得都不

错。很多工作年限较长的Android工程师本来就

是JavaEE转型来的，就别转回去了。

4、手游

首先考虑不放弃Java语言和Android开发习惯

的情况：最合适的就是能把游戏view直接插入普

通layout里的AndEngine，前几年大红大紫的

Flappy Bird就是用它开发的。AndEngine的开发

方式和Andro id别无二致，且有丰富的开源

demo。不过AndEngine没有官方文档，理论学

习上有一定难度。玖哥用AndEngine开发了毕业

设计，参加工作后也用AndEngine获得了几个

奖，他珍藏着一本AndEngine的非官方文档

《Android游戏开发实践指南》（全新未拆封）

，期待着有一天能回到2014年把它送给那个买不

起它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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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到 了 A n d E n g i n e 就 不 得 不 提 国 产

A n d E n g i n e — — O G E n g i n e ， 它 是 基 于

AndEngine衍生的游戏引擎，有详细的纯中文文

档和说汉语的技术支持杨城（笔名：小城），极

适合开发Android TV游戏。OGEngine目前已停

止更新，这个国产游戏引擎的悲剧在于推出时间

太早，希望Android TV普及的时候卷土重来的

OGEngine能让中国在游戏引擎方面领跑全世界。

LibGDX是一个跨平台的游戏开发框架，同样

使用Java作为开发语言，前文所说的AndEngine

就是基于LiBGDX实现的。LibGDX最大的优点就

是极强的兼容性，不仅兼容Android和iOS，还兼

容Windows、Linux、Max OS X等桌面系统。极

强的兼容性还为开发提供了便利——不必打开

Android模拟器，直接用电脑debug你的应用。

在LibGDX和Android之间相互转型都很容易，知

名的Andro id专家宋志辉、吴佳俊等都是从

LibGDX转型Android的。

如果不要Java语言，那就有Cosos2d-x可供选

择。《Cocos2d-x游戏开发实战精解》的作者欧

桐桐（笔名：OTT）认为Android程序员一般对

面 向 对 象 的 知 识 掌 握 的 比 较 全 面 ， 上 手

Cosos2d-x比较容易，并且Cosos2d-x是中国人

维护的，文档全、资源多、教程多。OTT在得知

玖哥是和他一样的藏书人士后还特地赠送一本他

的大作鼓励玖哥。

转型建议：做好心理准备，国内手游行业比普

通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加班更疯狂，建议刚入行没

多久的Android工程师为了加班费转型，不建议

30岁以上的Android工程师转型。

5、HTML5

HTML5也是Andro id工程师改行的好方

向，HTML5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应用非常广泛，比

如混合开发、手机站、小游戏、微信公众号、微

信小程序等。简单的手机站和对性能要求不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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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直接用从懒人模板（http://www.lanrenmb.

com/）上找到的资源稍微修改一下即可，这里只

说说混合开发应用和小游戏怎么开发。

最著名的HTML5移动开发框架当属Facebook

发布于2015年的React Native，这是一套跨平

台 、 动 态 更 新 的  J a v a S c r i p t  框 架 ， 口 号

是“Learn once, write anywhere”。与之类似

有同属舶来的PhoneGap等。

国产的HTML5开发框架在国内也百家争鸣，

常见的有HBuilder和AppCan，二者共同特点是

都为了便于新手入门制作了专用的编译器。2016

年，在Qcon大会上宣布开源的Weex也异军突

起，来自阿里的它因为开发的软件与原生App别

无二致受到很多人的青睐。

开发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的HTML5游戏，靠模

板是不行的。2014年2月创立于北京的Egret是

一套完整的HTML5游戏开发解决方案，其核心产

品白鹭引擎Egret Engine凭借上手简便、性能强

大已占据国内超七成的手机页游引擎市场份额。

Egret布道师徐聪（笔名：臭臭打不死人）还

送了玖哥Egret官方教程《Egret——HTML5游

戏开发指南》和Egret吉祥物。

转型建议：一般来说，除非手机页游或商场，

大多数用HTML5开发的Android应用就是胡闹。

这条路线几乎是专为电商和小游戏行业准备的，

如果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Android程序员可以

凭借平时自学的这方面技术完成任务。

6、VR

2015年底游戏外设王者雷蛇推出了VR游戏头

显，2016年各大游戏厂商和小工作室争先恐后开

发VR游戏争夺市场，开启了“中国VR元年”。虽

然目前VR主要用在娱乐领域，被很多人视为玩

具，但是VR具有的价值远远超出“玩具”范畴。

前文讨论游戏引擎的时候没说Unity-3d不是疏

漏，而是要把Unity-3d放在这儿谈。Unity-3d 是

Unity公司开发的一个3D游戏开发工具，近年来

的 新 版 本 不 断 加 强 对 V R 硬 件 系 统 的 支

持。Android程序员转型VR不仅可以实现自己从

小就想让游戏跳出四角方框的梦想，还有Unity-

3d所用的C#语言本来就是嚷着“我不是Java语

言”的Java语言的学习优势。

转型建议：VR现在正是一片蓝海，只要自学能

力够强，转型VR就像2015年在合肥买房一样明

智。前提是你能找到愿意出钱的老板或投资人。

7、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科技发达，信息流通的

时代，大数据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产物。马云

曾在演讲中提到：未来的时代将不是IT时代，而是

DT的时代。DT就是Data Technology（数据科

技）的缩写，大数据的合理利用与否成了很多行

业成败的关键。

移动互联网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拿O2O和当噱

头已经唬不住投资人了。Hadoop也就自然而然受

到了青睐，很多每4个月“生产”一批“两年经

验 ” 的 “ 程 序 员 ” 的 培 训 机 构 也 问 过 玖

哥：“Android和iOS现在不吃香了，你能帮我介

绍几个Hadoop讲师吗？”

转型建议：与转型Java后台一样，Android程

序员转型Hadoop也具备语言相通，特性相似的优

势。目前各大培训机构已经如蝇逐臭争相批量生

产Hadoop程序员，如果你是因为陷入了他们培训

的Android程序员造成的红海才转型的话，建议

你不要转型，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才是王道。

8、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

前一阵子AlphaGo战胜了人类世界的围棋世界

冠军柯洁，轰动了全世界。柯洁认为AlphaGo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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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打败一切的围棋上帝，这个说法玖哥不敢苟

同，毕竟它没有和“天”对弈过，但存在能“胜

天半子”的人类——祁同伟。即使AlphaGo不能

打败一切，也没有人有理由认为人工智能和深度

学习不能成为IT届的重要发展方向。

TensorFlow是谷歌基于DistBelief进行研发的

第二代人工智能学习系统，具备极佳的灵活性和

可延展性，在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都有广泛的

应用。TensorFlow是开源的，会大大降低深度学

习在各个行业中的应用难度，有远大发展前景。

转型建议：尽管玖哥坚信将来会T(ensor)

F(low)的boys受女性欢迎程度不亚于TFboys，但

TensorFlow暂时很不成熟，这个“将来”距今多

久还是未知数。

9、Android系统

Linux作为目前大多数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学

习Linux的大多数人的目的是做一个运维。然而把

脑洞再开大一点的话，Android程序员精通了

Linux之后可以开发一套属于自己的Android系

统。《Linux大棚命令百篇》的作者吴鹏冲（笔

名：Roc，和玖哥一样也是水浒迷）和《循序渐进

Linux》的作者高俊峰都送了一本自己的作品鼓励

他开发属于自己的Android ORM。

这张照片摄于2016年3月30日玖哥拿着《循

序渐进Linux（第二版）》回到母校的自习室里攻

读想成为像高老师一样能定制自己的Android系

统的Linux专家的路上（双关）。

转型建议：如果Android程序员准备跳槽到生

产手机等搭载Android系统的硬件厂商的话，学

习Linux再合适不过了，否则就只能自己刷机玩

了。

10、产品经理

每个人都可能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玖哥也不

例外。他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中学到了产品

经理的情怀，还从《从点子到产品》中学到了产

品经理的技术。还有幸赶上了今年3月《从点子到

产品》的作者刘飞收徒。关于玖哥转型产品经理

失败的情况是一个发生在他和刘飞之间的“挖隋

炀帝坟墓的开发商名叫杨勇”的故事：

2016年初，玖哥带新人，没有收刘飞（学弟）为徒

2017年初，刘飞带新人，不肯收玖哥为徒

转型建议：产品经理也是技术岗位，只不过写

的是给人看的需求文档。如果一个Android程序

员写的代码只能让电脑看懂而不能让负责维护的

程序员看懂，那么就不要转型产品经理。

【写在最后】

Android程序员转型机会虽然多，但不要因为

看招聘网站上某个职业平均工资高就转型，随波

逐流的弄潮儿必然会在浪潮之巅摔得好惨。培训

机构常说“Android不吃香了，移动互联网的寒

冬来了”来吸引人报名学习速成的Hadoop和

TensorFlow，其实遭遇寒冬的不是某个行业，而

是某些基础不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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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踢部落故事汇(21)

半路接手项目有多难？

教你做个接盘侠高手！

被无数烂尾项目折磨的哈韩浪子，一直从事

JavaEE开发，踩过的坑无数，承接别人的

项目也有几个。新人或者刚入职的程序猿，都会

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快速接手熟悉项目？本期挨

踢故事汇哈韩浪子教你做个快乐的接盘侠高手。

半路接手项目被吐槽

作为一个程序员，喜欢浏览知乎这样的知

识分享平台来拓宽视野。发现经常有人在提这

样类似的问题，例如如何快速接手熟悉一个项

目（从代码角度）？新手如何快速上手项目？

透过题目，哈韩浪子能感受到提问者那渴

望求知的眼神，他看了问题底下的评论，大家

都没有给出方法，而是变成了吐槽。

吐槽选登：

A：要么忍要么滚+10086，心理一万个草

泥马还得面带微笑。

哈韩浪子•JavaEE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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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刚毕业就进了这样一个项目，现在盘算

着吃饱经验滚球了。

C：太多了。。。专业擦屁股户 ，再熬到

年底，准备跑路了。爱谁擦谁擦吧。

D：我以前也可怂，领导给我安排工作，我

好多次都默默接受了。昨天真的是爆发了，凭

什么我好说话所以次次都是欺负我？真的是兔

子急了还咬人的感觉，冲到领导办公室辩论，

平时领导觉得我不怎么争论，昨天真是辩论赛

水平，有理有据。

领导：考虑到你的能力，我们特意给你了

一个标杆项目让你去做维护，你一点都不知道

感恩。

程序猿：项目交接文档缺失，项目业务代

码混乱，项目一直没有确定边界，导致现在需

求膨胀。这个项目也是标杆？

领导：这些都不是问题，你看你要是把这

些问题都处理好，不就正好体现出你的能力了

啊，你看这是一个多好的锻炼机会啊。

程序猿：你瞎说，据我所知你在例会上可

不是这么说的（一般都是项目组领导参加，程

序员没资格参加）。你说的是处理好这个项目

是应该的，处理不好就是能力差。

领导正色道：我就是给你一坨屎你也要开

心的吃下去，不然你可以走啊，会写代码的满

大街都是。

。。。。。。

看到大家这样的吐槽，哈韩浪子感到很难

过。因为他也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那时

候他还是个愣头青，领导说啥就是啥。但是后

来发现柿子还得捏软的，况且就算他退让了领

导也不喜欢，一直都是干的多拿的少，就算最

后离职还把他的年终奖坑了。

如何接手遗留项目

人生就是在经历中成长，所以哈韩浪子要

分享一下接手项目的经验，做一个快乐的接盘

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接手遗留项目呢？

1、接手前的准备

接手前，先要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目前的状

况，可以咨询主管这个项目的领导，当然如果

这个领导忽悠你，跟你说这个项目是标杆，或

者说这个项目怎么怎么的好，那么你就要多思

考一下是不是一个坑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领

导提供项目的bug修改单或者是需求变更单，

这样大致能客观的展现出项目存在的问题。如

果bug单里修改的东西很多，或者需求变更频

繁，那么就不建议再接手这个项目了，不然最

后难受的是自己，你把烂尾项目处理好了，是

应该的，处理不好就是你能力差，其他同事也

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去挤兑你。如果项目的

bug单和需求变更单不是很频繁，这个项目还

是可以接手的。

2、接手后的第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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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着手使用项目，把项目的流程先跑

通，然后了解项目的设计目的，因为这些内容

就好比是一个灯塔，能在大方向上给你指明道

路，并帮你将代码片段串联起来，把一个功能

点 的 代 码 从 数 据 层 ， s e r v i c e 层 ， 到

controller层理出来，做到能快速定位相关位

置，还有每一层之间与项目相关的配置文件的

熟悉，例如有定时任务配置文件，加解密配置

文件等，从而形成一个整体。我们要记住越是

复杂的项目，其目的和设计占的比重越是重

要。

3、把项目拆解，编写自己的项目文档。

项目难，往往是因为不了解，看着一大堆

东西，心理上首先就有压力。一定要顶着压力

往前走，把项目分模块的去了解，通过代码去

理解业务，一个系统一定有使用频繁的模块和

非使用非频繁模块，这个可以通过给客户的使

用手册里去了解。如果项目缺失具体的设计说

明书，那么就需要看相关功能代码是怎么写

的，通过了解代码和使用项目来了解业务流

程。

同时要学会编写文档，主要是让自己好理

解这个项目。因为你接手了这个项目，那么意

味着项目再出什么情况都的由你自己承担。哪

怕出现的问题是由于项目设计，或者开发期产

生的，也得由你承担。因为编写文字不像说

话，耗费的时间会多一些，在打字的过程中，

我们会花费心思去组织语言和思考，这会让我

们发现更多项目上的问题。

4、进入维护状态

当我们了解了项目的业务和相关的代码，

就算正式接手了项目，可以开始处理项目中的

实际问题，同时我们要养成每天下班把生产日

志拿来看一下，看看项目中是否存在潜在的问

题，比如内存开销过大，死锁等问题。

看日志主要看error日志，确定所呈现的

bug是紧急还是非紧急的。紧急的，立即就要

着手去修复。同时要写邮件抄送给相关领导。

（不然你把问题处理好了，领导也认为你没有

工作量）

查看服务器的CPU，内存等开销。这个不

必天天进行。

写一些SQL脚本，来检测数据库表里是否

出现了数据重复，垃圾数据。主要防出现SQL

注入等问题。

【写在最后】

唯有经历过以上所有步骤，我们才能成为

一个专业的项目接盘侠，然后开心快乐的成

长 ， 对 于 之 前 负 责 项 目 里 给 你 留 的 坑 也

好，bug也罢，我们应该当然选择原谅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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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数据库之间备份还原操作，操作类似，还
原时选择的目标数据库不同，有时还要注意检
查备份包是否已声明数据库。这句话意思当我
把A数据库备份文件导入清空的B数据库时导
入不成功。因为A数据库备份文件规定可导入
的数据库名只能为A数据库名？

挨踢部落 技术坐诊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

挨踢部落是为核心开发者提供深度技术交流，解决开发需求，资源共享的服务社群。基

于此社群，我们邀请了业界技术大咖对开发需求进行一对一突破，解除开发过程中的绊

脚石。

精选 

以今日头条为例，移动端对浏览进度监听，
有什么工具呢？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数据库的增删查改，通过

的都是updata数据，如果你是强行在设计层面按

模块导入一个新的数据库，原有的数据库即使你

清空了，但是设计层面来讲还是存在的，除非你

彻底删除这个库。但是你讲的备份文件导入清空

数据库 这里所讲的声明 应该是指的备份数据库所

对应的要还原数据库的路径设置等。

网站和App是类似的，涉及埋点的话，现在

都是后埋点和全埋点的。GrowingIO，诸葛

io等产品都是可以的，友盟有点弱。一般的

实现SDK埋点采集，日志传输到后台，如

kafka队列，存储到HBase 或HDFS，通过

Spark 实现分析处理，结果如ES，最后通

过Kibana 或Grafana 实现可视化呈现。

永恒之蓝病毒的感染方式是什么？就是你不
需要做什么？

1、感染是通过外网端口，外网FW基本可以屏蔽这
个攻击，能造成扩散唯一的可能就是局域网内用户
自己将病毒带到电脑里。教育网是因为放开了445
端口，所以才会大面积，企业网络尤其是在出口方
面限制非常严格，不使用的端口都被监控和屏蔽，
谁会完全放开？

2、U盘，可移动存储，手机里有会带入这中病
毒，445只是端口，传播的途径。千万不要点未知
的链接、图片、邮件和软件 以及各种盘资源下载。

大数据，都用Java，难道微软C#没戏了？

我从来没听过C#做大数据开发的。可能我

孤陋寡闻了。大数据大部分用Java，现在也

很多用Scala，很多也提供Python接口。但

是底层实现大部分都是Java和Sc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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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型的机器学习，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怎么
去判断行为呢？

现在机器学习分成三类：监督学习，非监督学

习，强化学习。突发情况这就涉及到非监督学

习，也就是要从学习中去判断异常。我们人脑

判断异常基于常识和经验，但这一点就很难做

到，也就是非监督学习的难点。

从纯做技术到做管理，大家有什么体会呢？

1、建议的路线：技术-项目-项目管理--管

理。但是做技术，如果很深入的话，就很难

脱离固定的技术思维路线。

2、给51CTO做个广告，有个CTO训练营

是专门做纯技术到管理的培训的，不过这个

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可以认识很多从

纯技术到管理岗位的朋友，有很多经验可以

交流。技术做管理我感觉主要是精力的分

配，我一般是4，3，3（管理，技术，产

品），做了管理不能总是盯着技术了，还有

很多其他需要侧重的点得看着。

谁对C#打印模板报表了解？跪求C#打印模
板报表指点，再加上页眉页脚，里面的文字
图片都可以自己设置，模板可以多个，不同
的模块，可以有不同的显示格式，报表模板
如下图：

1、觉着你直接找个框架会好一点，有现成

的 貌 似 ， P H P 导 出 e x c e l 有 现 成 的   

PHPExcel，So，你对应语言搜下，自己

写，肯定很难。

2、可以尝试第三方工具FastReport或者微

软的ReportViewer。我们的项目中基本都

是用的这2种。

FC是网状通道还是光纤通道？怎么判断？
我看这俩的英文全称简称都是FC。

FC ——光纤通道(Fibre Channel)

Fibre Channel本质其实是网状通道，但是以光

纤为介质代表，铜线也可以承载FC（早期的传

输介质）。区别于GigaE Channel（以太网通

道）。——Fibre Channel叫光纤通道已经是一

种行业内约定。做存储（例如FC SAN）的人都

知道FC不仅物理层上用Optical fibre（这才是

光纤），还用Electrical cable，主要是铜缆。

王者荣耀难以脱坑，腾讯怕你放弃，会在你
连输几局的时候，安排福利局，这个连续输
之后排到福利局是用什么函数写出来的？

1、估计是有判断，安排的都是机器人。

2、不是一个简单的函数，会综合考虑你的

过往战绩，胜率，得分，因为我见过连输十

几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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