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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vOps 概览

1.1 什么是 DevOps

DevOps 概述

DevOps，即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是一组过程、方法与系统的统称，用于
促进软件开发、运维和质量保障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与整合。DevOps的出现是由于
软件行业日益清晰的认识到：为了按时交付软件产品和服务，开发和运维工作必须紧
密合作。DevOps可看作开发、运维和质量保障（QA）三者的交集。

DevOps运动源自于提高IT服务交付敏捷性的需要，早期出现在许多大型公有云服务提
供商中，并被其认可。支撑DevOps的理念基础是敏捷宣言，它强调人（和文化），致
力于改善开发和运维团队之间的协作。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DevOps的实施者也试
图更好的利用技术，尤其是自动化工具，来支撑越来越多的可编程的动态的基础设
施。

DevOps 的技术实践

● 配置管理

软件配置管理的核心功能是版本控制。版本控制系统是一种软件，可以管理代码
的所有版本并跟踪代码中的更改。

– 分布式Git VS 集中式SVN

版本控制系统分为集中式和分布式两种工作模式，Git和SVN是 为广泛被使
用的代表，Git由于其诸多特点，更适合DevOps。

▪ 安全性——Git是分布式，而SVN是集中式，存在单点故障风险。

▪ 分支功能——Git分支功能强大，便于查询和追溯分支间的提交历史，且
支持双向合并。

▪ 发布控制——Git发布控制相当灵活，而SVN并没有明确的发布控制配
置。

▪ 开发审核——Git支持团队成员自建分支和版本库，从提交说明、代码规
范等方面对提交逐一审核；而SVN则不具备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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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支持——Git基于DAG（有向非环图）的设计比SVN的线性提交提供
更好的合并追踪，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提高了工作效率。

▪ 存储方式——Git把内容按元数据方式存储，而SVN是按文件。

– 包文件

包文件通常不放在源码库中管理，而是使用专门的包文件仓库（repository）
进行存储，并配合包文件依赖管理工具（Maven、npm、Ivy等）进行使用。
包文件仓库可以大致分为本地仓库、私服仓库、中央仓库三种。本地仓库是
指开发者个人PC中包文件的存储；私服仓库通常是企业为了提升包文件使用
性能而搭建的局域网内共用的包文件仓库，通常使用开源的Nexus、
artifactory等工具搭建；中央仓库是指开源包文件的共享社区。

开发人员对包文件的使用集中在下载、搜索、发布上传几个操作上。开发和
构建时，开发人员通过包依赖管理工具定义好需要使用的私有及开源包文
件，在构建或运行时自动从私服仓库或开源中央仓库中下载依赖包文件来提
升开发效率。

● 持续集成（Continuous Integration）

持续集成（CI）是一种软件开发实践，即团队的成员经常集成他们的工作，通常
每个成员每天至少集成一次——这导致每天发生多次集成。每次集成都通过自动
化的构建（包括测试）来验证，从而尽快的检测出集成错误。

持续集成过程中的角色与职责如下：

角色 职责

开发人员 1. 完成开发任务，并在向版本控制库提交代码之前，先在本地
环境完成一次私有构建。

2. 修改反馈回来的代码问题，保持集成构建的绿灯状态。

测试人员 根据项目进展随时更新自动化测试脚本，并保证代码覆盖率达
到团队要求。

运维人员 1. 根据开发人员的需要，及时更新维护自动化构建脚本。

2. 维护整个CI流水线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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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交付（Continuous Delivery）

持续交付（CD）是从构建环境到生产环境的构建、测试、配置和部署的过程。

持续交付是一种软件工程手法，让软件产品的产出过程在一个短周期内完成，以
保证软件可以稳定、持续的保持在随时可以发布的状况。它的目标在于让软件的
构建、测试与发布变得更快以及更频繁。这种方式可以减少软件开发的成本与时
间，减少风险。

● 基础设施即代码（Infrastructure as Code）

作为代码的基础设施（IaC）是描述性模型中的基础设施（网络、虚拟机、负载平
衡器和连接拓扑）的管理，使用与DevOps团队用于源代码相同的版本。与同一源
代码生成相同二进制文件的原则一样，IaC模型在每次应用时都会生成相同的环
境。

IaC是DevOps的关键实践，与持续交付结合使用 。

实施IaC的团队可以快速、大规模的提供稳定的环境。团队通过代码表示环境的期
望状态，从而避免手动配置环境并强制实现一致性。使用IaC进行基础架构部署是
可重复的，可防止因配置偏差或缺少依赖性而导致的运行时问题。DevOps团队可
以与一组统一的实践和工具协同工作。快速，可靠，大规模的交付应用程序及其
支持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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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转型的研发工具链

快速交付的关键是“自动”与“可靠”。自动是一个很宽泛的词汇，在软件交付中代
表着测试自动化、交付自动化、运维自动化等，而可靠讲的是每一次交付要保证是当
前的交付是稳定的或可回滚到稳定版本的。

为了解决“自动”与“可靠”的问题，敏捷开发鼻祖Martin Fowler提出了持续集成与
持续交付的概念，它所描述的软件开发，是从原始需求识别到 终产品部署到生产环
境这个过程中，需求以小批量形式在团队的各个角色间顺畅流动，能够以较短的周期
完成需求的小粒度频繁交付。频繁的交付周期带来了更迅速的对软件的反馈，并且在
这个过程中，需求分析、产品的用户体验和交互设计、开发、测试、运维等角色密切
协作，相比于传统的瀑布式软件团队，更少浪费。通过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将小功
能快速迭代、验证、交付，通过自动化的工具，将测试、部署、运维自动化，减少需
求在软件生命周期中流动的时间。

华为将自身积累的先进研发能力与优秀实践开放，融合敏捷、精益、DevOps等先进研
发理念，打造开放完整的云端开发生态，推出了一站式、全流程、安全可信的DevOps
云平台——CodeArts，详情请参见CodeArts产品概述。

1.2 DevOps 的 3 大核心基础架构
由于近年DevOps概念的火热，加之DevOps的涵盖面非常广，因此有很多文章和技术
都在和DevOps强行关联，使很多想要了解学习DevOps的开发者迷惑不解。

其实，DevOps的知识体系如果从顶层上来分解，可大分为2部分：方法论和工具链。

方法论这部分，因为DevOps的很多理念脱胎于敏捷，所以你所能了解到的各种敏捷理
念，实践和方法都可以作为DevOps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部分在本文中不做赘述。

本文主要讨论关于DevOps工具链这部分内容，对DevOps的工具进行一个总结与归
纳。

简而言之，实现DevOps工具链，基本需要3个核心基础架构：

● SCM配置管理系统

● Automation自动化系统

● Cloud云（或者说可伸缩的、自服务的、虚拟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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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M 配置管理系统

配置管理是DevOps 底层的基础设施。无论是Configuration As Code，还是
Infrastructure As Code，强调的都是用管理代码的方式来管理环境。将环境版本化，
无论对于快速创建，还是可稳定的重复创建这些DevOps的基本要求来说，都是 重要
的基础。

配置管理系统有GIT、SVN、Mercurial、GitHub、Bitbucket等。对于DevOps实施来
说，选择哪种SCM的一个重要考虑点，就是后续的Automation和Cloud这两个环节中
的其它工具对这些工具的集成情况如何。作为近年来比较受欢迎的Git来说，这一切都
不是问题，是 好的选择。

SCM中所放置的内容又可以再分成2个层次，分别为：

● AppCode：即应用代码。

● EnvCode：即环境相关的代码，这部分内容又可以进一步细化成环境配置
（Config）和配置数据（ConfigData）。

– 环境配置：指那些针对当前应用基本上固定的环境配置。

– 环境数据：指那些需要在部署的同时根据情况调整的数据，如：配置文件，
开发、测试、生产环境的地址等。

Automation 自动化系统

自动化在DevOps中的作用不言而喻，这部分的主线一般由各种类型的Build系统来实
现，如：Jenkins、Team City、Travis CI、CC等等。只有这些还不够，为了能够完成应
用从开发环境到生产环境的迁移，我们还必须处理如编译、自动化测试、依赖恢复、
容器构建、打包、编排等很多操作，因此还需要配置如Junit、Xunit、FitNesse、
Selenium、NuGet、NPM、JMeter等许多其它的工具来实现。但这些工具只是在自动
化系统中实现某一部分的功能，一般都需要由Build系统来驱动，并依赖于SCM中所提
供的各种代码来实现的。

因此我们现在通常选择华为云CodeArts这样能帮助团队完成DevOps端到端打通全流程
的工具。在华为云CodeArts中提供了敏捷需求管理、配置管理、测试计划、部署、以
及自动化流水线的DevOps端到端服务。通过CodeArts，用户可以一站式完成所有开发
工作。

Cloud 云

云服务的出现应该是催生DevOps的重要因素，没有云服务所提供的弹性、自服务等特
性，很多DevOps的理念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对于DevOps实施来说，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各种云所提供的API，因为无论是自动化
系统还是前面的SCM的产出， 终都需要调用这些API来完成 终应用部署。

在华为云CodeArts中，我们可以通过CodeArts直接调用华为云的其他公有云服务，例
如弹性云服务器ECS、云容器引擎CCE、容器镜像服务SWR等，并可通过这些云服务
帮助用户完成丰富多样的产品需求。

● 通过编译构建任务的配置，将Docker镜像直接上传至SWR镜像仓库。

● 通过调用ECS服务，直接将构建好的软件包部署到云主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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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evOps 面面观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阐述DevOps方方面面的理解，希望通过本文的解读，能
对DevOps有更全面更深的认识，并能将DevOps的理论与实践在日常工作中落实。

● 什么是DevOps？

● DevOps不只是开发与运维的问题

● 从大处着眼

● 从小处下手

● 通过加大部署/发布频度来撬动整个交付过程

● 自动化、标准化、配置化

● DevOps与云

● DevOps实践

● DevOps与精益、敏捷

● 三步工作法

● KPI与度量

在开始正式的内容之前先让我们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1. “快速将产品推向市场” 与 “提供稳定、安全并可靠的IT服务” 是否可以兼
得？

2. 用更少的资源完成更多的业绩，既要保持竞争力，又要削减成本；

3. 如何解决任务交接出现的问题，例如业务与开发，开发与运维之间；

4. 运维人员能否和其他人一样，正常上下班，而不用在夜里或者周末加班？

什么是 DevOps？众说纷纭
● WikiPedia上说：“DevOps是软件开发、运维和质量保证三个部门之间的沟通、

协作和集成所采用的流程、方法和体系的一个集合。它是人们为了及时生产软件
产品或服务，以满足某个业务目标，对开发与运维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一种新的
理解。”

● 百度百科说：“DevOps（英文Develop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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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出现是由于软件行业日益清晰地认识
到：为了按时交付软件产品和服务，开发和运营工作必须紧密合作。”

● IBM这样说：DevOps是企业必备的持续交付能力，通过软件驱动的创新，保证组
织抓住市场机会，同时减少反馈到客户的时间。

DevOps 不只是开发与运维的问题

一般而言，开发与运维有着不同的文化：开发部门的驱动力通常是“频繁交付新特
性”，而运维部门则更关注IT服务的可靠性和IT成本投入的效率，降低风险。两者目标
的不匹配，在开发与运维部门之间造成了鸿沟，从而减慢了IT交付业务价值的速度。
运维从维稳出发，自然希望生产系统部署上线次数越少越好，而上线频度降低，对开
发人员是一个负激励：反正我发布的版本也不会上线，反正我再积极也不能实时的体
现出来，团队积极性和人员士气都会受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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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业务部门则希望业务需求尽快的推向市场，而维稳的要求导致价值交付用
户的速度被延缓，价值无法迅速得到反馈验证。

当发布列车变成3个月一趟车次时，业务人员习惯于自己的需求无法快速得到满足，能
想出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业务需求都设置成 高优先级，去抢占发布窗口。所有人都
这样想这样做，拥堵就此产生，真正高价值的需求无法得到快速交付。（试想，如果
每天有十次发布，大家还会拼得头破血流去抢一个发布窗口么？）

上线频度低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单次上线中包含的变更规模变大，风险也随之增加。
事实上，减少上线次数不仅不会降低风险，反而让每一次上线都变得像一个火药桶，
危机四伏。

从大处着眼

究其根本，DevOps目的是提升业务交付能力：

● 如何快速的交付想法？

● 如何让客户进行尝试（从而获取反馈）？

● 如何快速响应客户反馈？

DevOps不应该只是IT内部的几个部门玩的游戏。必须跳出IT的角度，端到端（业务端
到客户端）分析，才能弄清公司需要依靠IT的哪些工作来支撑业务目标，支撑企业战
略 ，从而实现更完整、真正的DevOps。需要将IT变成一种能力，融入公司的日常运作
中，融入业务活动中。在快鱼吃慢鱼的时代，需要快速试错，不断整合来自市场的反
馈。

所以 终，DevOps是一个端到端的问题，是产品管理部、开发部、测试部、IT运维
部、信息安全部协同工作、共同支持。DevOps尝试建立一个业务价值交付管道，业务
规划、需求梳理、计划、开发、构建、测试、部署、运维、监控 ，在此交付过程中涉
及到的部门/团队、过程、系统、方法都归属于DevOps关心的内容。

从小处下手

理解了DevOps是一个端到端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整个交付链条涉及太多的领域，导
致问题也层出不穷，无从下嘴。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切入点

DevOps的思想以精益与敏捷为核心，通过暴露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持续改进。
从精益的角度看，在代码投产之前，实际上未产生任何价值，都只是半成品。 要限制
半成品，即在制品（WIP）数量，让其尽快流过生产线，让投入产生交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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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是一个复杂问题，我们却希望可以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正如装修时通过
加压检查管道是否泄露，是否有阻塞，我们也通过加压的方式来暴露软件交付管道的
问题。那么如何加压？以终为始，我们选择业务价值交付的那个点，也就是部署与发
布来对整个交付管道进行加压。团队可以简单的问自己一个问题：“能不能一天部署
10次？”如果没有办法？那么原因何在？流程不规范？自动化不够？沟通导致效率低
下？过程无法复用？环境差异导致回归出错？逐一的暴露问题，解决问题，交付能力
自然提升。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凤凰项目》中提到的TOC约束理论（Theory of
Constraints），在瓶颈之外的任何地方做出的改进都是假象，在瓶颈之后做的任何改
进都是徒劳的，因为只能干等着瓶颈把工作传送过来，而在瓶颈之前做的任何改进则
只会导致瓶颈处堆积更多的库存。所以如何识别真正的瓶颈变得尤为重要，在发现问
题之后多问几个为什么，力求找到根源原因。

● DevOps的由来

Flickr公司的约翰·阿尔斯帕瓦和保罗·哈蒙德在2009年Velocity技术大会关于开
发速率的一场演讲，“一天十次部署”，是2009年前后兴起的DevOps运动的一部
分，提倡开发和IT运维通力协作，在完成高频率部署的同时，提高生产环境的可
靠性、稳定性、灵敏性和安全性。2009年一天十次部署就算很快了，但现在只能
算平均水平，2012年亚马逊公司宣布，他们平均每天能开展23000个部署。

公司 部署频率 交付周期

Amazon 23000次/天 分钟

Google 5500次/天 分钟

NetFlix 500次/天 分钟

Facebook 1次/天 小时

Twitter 3次/周 小时

一般企业 1次/9个月 月、季度

 

Wikipedia上说，有以下几方面因素可能促使一个组织引入DevOps：

– 使用敏捷或其他软件开发过程与方法

– 业务负责人要求加快产品交付的速率 （新兴技术趋势，例如云计算、移动应
用、大数据和社交媒体）

– 虚拟化和云计算基础设施（可能来自内部或外部供应商）日益普遍

– 数据中心自动化技术和配置管理工具的普及

– 传统的管理方式导致“烟囱式自动化”，从而造成开发与运维之间的鸿沟

通过加大部署/发布频度来撬动整个交付过程

以应用部署自动化作为切入点，由部署自动化，往前倒逼测试自动化、构建自动化；
进一步往前，配置管理、变更管理是基础要求；再往前，业务需求与敏捷计划同步关
联，通过短周期迭代交付与反馈，加强业务与开发的协作沟通。

同样的，往后端与运维衔接，更小、更频繁的变更，需要让开发人员更多地控制生产
环境，更多地以应用程序为中心来理解基础设施；需要定义简洁明了的流程，并尽可
能地实现自动化，从而在完成高频率部署的同时，提高生产环境的可适应性。与此同
时，可靠性、稳定性、弹性和安全性也同时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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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促成了开发与运维的协作，通过不断缩减批量规模，实现快速工作流，确保了
部署环境时刻准备就绪，按需投产。频繁的发布、意味着每次发布包含的变化更少，
每次部署不会对生产系统造成巨大影响，应用程序会以平滑的速率逐渐生长，逐步协
调和弥合开发与运维之间的技能鸿沟和沟通鸿沟。

DevOps 要实现：自动化、标准化、配置化
● 自动化：全面自动化，构建、部署、测试、升级、扩展、维护、监测、安全和策

略管理。通过自动化，倒逼团队高效沟通，倒逼流程规范；自动化手段确保部署
任务的可重复性、减少部署出错的可能性。

● 标准化：（流程，环境，配置）基础环境标准化，运行环境标准化，应用环境标
准化/多样化。

● 配置化：通过配置，尽量避免代码，通过功能开关或者参数设置，来支持A/B
testing、灰度发布。

DevOps 与云

DevOps要支持云，虚拟化与云技术可以带来DevOps要求的标准化以及自动化。

● 环境标准化

无论是针对基础设施还是运行时环境都要求环境标准化，并把这些环境投入开
发、QA和IT运维的日常使用，这样就能消除大部分在部署流程中因为差异而导致
的问题。不仅应该拿出可部署的代码，还应该拥有部署这些代码的确切环境，并
在版本控制中一并控制与检查。

● 混合云下的DevOps诉求

在云的场景下，如何利用虚拟化、容器等技术加速环境的创建以及标准化，如何
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加快环境搭建，如何在On-Prem、私有云、公有云，不同厂商
不同类型的云的混合模式下，统一流程，统一DevOps的用户感受。

同时，由应用层的自动化部署，同样可以发现Infrastructure层、Runtime层的问
题，虚拟化与云的技术也与DevOps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 华为云CodeArts服务

CodeArts提供软件开发全生命周期的云端DevOps工具链，帮助团队真正实现自动
化，标准化，配置化。

CodeArts提供基于Git的版本控制系统，不只将代码版本化，而是版本化管理一切
与环境有关的配置。

CodeArts提供可自定义的自动化部署流水线，提交代码自动触发，帮助团队实现
持续交付，为团队带来自动化，标准化。

DevOps 实践
● 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相比起向系统中投入更多的工作，将无用的工作剔出

系统更为重要；无用的工作、无用的项目、无用的产品，排优先级，筛选出哪些
是真正重要的工作。

● 运维参与研发评审：常见的现象是，运维人员很少被邀请参与架构决策或代码评
审，开发代码是否会影响运维环境前期无人知晓，需要让运维人员参与架构评
审，从运维角度提出对系统的要求。

● 非功能性需求同样重要：偿还技术上的债务。每个人都像重视功能性要求一样重
视非功能性要求QoS（质量、稳定性、可维护性、持续性、可扩展性、可管理
性、安全性、可操作性），非功能性需求对于实现业务目标同等重要，要把非功
能性需求设计到产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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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协作：产品所有者、开发部、QA、IT运维部以及信息安全部通力协作，帮助
彼此乃至整个企业取得胜利。

● 质量为先：上游团队不再给下游团队造成麻烦，开发部将20%的时间用于帮助确
保工作顺利的通过整个价值流，加快自动化测试，改进部署基础架构，并确保所
有应用程序建立有用的产品遥测。

● 基础架构即代码（Infrastructure as a Code）：

– 把创建和部署流程自动化，把基础架构当成代码一样对待。

– 各套环境之间，代码版本、运行时、环境配置需要匹配。

– 需要将基础环境配置化、版本化管理。

● 运维服务化：DevOps会让开发部门承担更多的代码部署和维持服务水平的责任，
要求把许多IT运维任务转变为自助服务。

● 版本化一切（Versionlize Everything）：应该把所有东西都进行版本控制，不只
是代码，而是创建环境所需的每一样东西。

● ITIL：为了适应DevOps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更高的部署频率，ITIL流程的很多方面
都需要自动化，特别是变更、配置和发布流程等。

● 云计算：有效的利用云技术，可以为开发和测试人员动态设置基础架构资源，快
速获得测试环境。

● 针对类生产系统进行开发和测试 （环境的标准化），利用可重复的可靠流程进行
部署，监控并验证运维质量；

● 放大反馈回路：快速反馈回路，防止问题代码进入生产环节，并且让代码能够迅
速部署投产，从而迅速发现并修复任何产品问题。（编写代码时，单元测试、集
成测试、验收测试一直在类生产环境运行，不断确认，代码和环境将会按照预先
设定的运行，并且总是处于可部署状态）

DevOps 与精益、敏捷

DevOps是基于敏捷与精益原则的方法。DevOps是软件开发生命周期（SDLC）从瀑布
式到敏捷再到精益的发展。

DevOps超越了敏捷，它的关注点是从SDLC中移除浪费。通常情况下，发现浪费或者
瓶颈的形式包括：不一致的环境、人工的构建和部署流程、差的质量、IT部门之间缺
少沟通和理解、频繁的中断和等待、部分完成的工作、额外的功能、任务切换等。

DevOps强调流水线，交付管道，与传统生产与制造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DevOps实施中，可以借鉴精益理论中的很多思想，例如：降低批量规模、减少半成
品、缩短并增强反馈回路、价值流图分析、时间线分析、消除浪费，以及敏捷中持续
集成、持续测试、持续交付、持续监控、A/B测试、灰度发布、滚动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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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工作法

目前行业中通常采用三步工作法以实现DevOps：

● 第一工作法：帮助理解在工作从开发移向IT运维时该如何建立快速工作流。

从开发到IT运维再到客户的整个自左向右的工作流。为了使流量 大化，需要小
的批量规模和工作间隔，绝不让缺陷流向下游工作重心，并且不断为了整体目标
（相对于开发功能完成度、测试发现/修复比率或运维有效性等局部目标）进行优
化。

必要的做法是：看板、持续构建、集成以及部署，按需创建环境，严控半成品，
以及构建起能够顺利变更的安全系统和组织。

● 第二工作法：如何缩短以及放大反馈环路，从而在源头解决质量问题。

价值流各阶段自右向左的快速持续反馈流，放大其效益以确保防治问题再次发
生，或者更快的发现和修复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在所需支出获取或潜入知识，从
源头上保证质量。

必要的做法是：

– 在部署管道中的构建和测试失败时“停止生产线”。

– 日复一日的持续改进日常工作。

– 创建快速的自动化测试套装软件，以确保代码总是处于可部署的状态。

– 在开发和IT运维之间建立共同的目标和共同解决问题的机制。

– 建立普遍的产品遥测技术，让每个人都知道，代码和环境是否在按照设定运
行，以及是否达到了客户的目标。

● 第三工作法：如何建立文化，既能鼓励探索，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又能理解反复
的时间是精通工作的先决条件。

创造公司文化，带动两种风气的形成：不断创世，这需要承担风险并从成功和失
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理解重复和练习是熟练掌握的前提。不断加压，从而强化习
惯并加以改进。（系统里要经常出些故障，长此以往，再遇到困难就没原来那么
痛苦了。）

必要的做法是：营造一种勇于创新、敢于保险以及高信任度的文化，把至少20%
的开发和IT运维周期规划给非功能性需求，并不断鼓励进行改进。

KPI 与度量

为了促进DevOps战略，调整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是必要的，按各自为政的KPI考核只
会造成部门之间的隔阂，只根据敲出代码的生产力来奖励开发人员，或者根据基础设
施的可靠性来奖励运维人员，什么都无法改变；围绕业务系统而不是职责来组织工
作，这就是DevOps打破IT分组壁垒的寓意。 团队一起协作，共同为他们的应用和系统
负责。

以下是部分度量参考：

● 开发应用所花费的 高时间（开发速率）

● 失败部署的百分比（部署成功率）

● 客户产生了多少问题（客户接受度）

● 故障恢复的平均时间（团队解决故障的能力）

● 用户数（用户欢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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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DevOps的起源、定义、过程、要求、实践等角度对DevOps进行了解读，希望
通过本文的内容，大家可以对DevOps产生自己的理解，活学活用，总结出适合自己
的，能够落地实施的DevOps解决方案。

本文参考资料：

● 《凤凰项目：一个IT运维的传奇故事》

● 百度百科

1.4 DevOps VS 敏捷
当我们面对敏捷和DevOps的时候，总会不可避免的思考下面这些问题：

● 敏捷是什么？DevOps是什么？两者有什么区别？

● 持续集成不是XP里面的么，怎么DevOps也有持续集成？

● 我们团队之前在做敏捷转型，现在又开始DevOps转型，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其实这些问题并没必要太过纠结，因为敏捷和DevOps两者都在不断演进，两者也的确
越来越像。

这个话题注定讨论不清，也注定会有不同的意见。本文也仅从方法论和实践的角度，
为开发者简单论述敏捷与DevOps。希望每位读者都会从本文中得到自己的理解与启
发 ，帮助大家在敏捷与DevOps这两条路上走的更远。

先说本文的观点：

▪ 敏捷与DevOps初衷、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树碑立牌，更不是为了占领
地盘。

▪ 两者并非泾渭分明，也没有一条线能够划出来，说哪边是敏捷，哪边是DevOps。

▪ 讨论敏捷与DevOps，目的是为了了解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是为了划清界限。

▪ 经常被讨论的，是狭义的敏捷与DevOps概念，而广义的敏捷与DevOps，已经趋同。

▪ 两者都是试图去解决相同，或相近的问题，只是还没有能一招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出
现。

接下来， 让我们从狭义的角度看二者的区别。

传统的敏捷是为了解决业务与开发之间的鸿沟。通过敏捷宣言中强调的个体和互动、
可工作的软件、客户合作、响应变化，以及12条原则中的尽早的以及连续的高价值交
付、自组织团队、小批量交付、团队节奏、可改善可持续的流程、保持沟通等，以及
包括Scrum、Kanban、XP在内的众多管理和工程实践，来实现开发与业务之间的频繁
沟通，快速响应变化。

而DevOps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开发与运维之间的鸿沟。前端的敏捷的确是快了，却发
现因为Dev与Ops之间的隔阂，无法真正的将价值持续的交付给客户。

开发侧很快，运维侧太稳，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发与运维之间固有的、根因的冲
突，即下图中的混乱之墙。开发（尤其是“敏捷”后），求的是快速响应变化；运
维，求的是稳定、安全和可靠的服务。更重要的，两者的KPI度量指标，绩效考核激励
机制不同，决定了如果为达成各自的局部目标，势必存在无法调和的根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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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的出现，就是为了打破开发与运维之间的部门墙，从这点上来说，“DevOps
是敏捷在运维侧的延伸”这一说法也不无道理。只是，敏捷与DevOps，都已经不再是
原来的那个敏捷和DevOps了；世界变化太快，问题域发生了变化，解决方案域自然也
要随之变化。

敏捷的好处是，有一个敏捷宣言，宣告其诞生。敏捷的缺点，也许也是因为有敏捷宣
言。敏捷宣言并不应该被拿来约束和限制敏捷的范围，敏捷宣言也说拥抱变化，宣言
诞生于2001年，时至今日，也会与时俱进，只是后来再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来做声明。

DevOps的不好之处，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DevOps的好处，却也正是因为没有一
个明确的定义做限制，所以拿来主义，一切好的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

DevOps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敏捷又何尝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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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对DevOps的理解有两方面，即D2O和E2E。D2O，Dev to Ops，即经典、狭
义的DevOps概念，解决的是Dev到Ops的鸿沟。E2E，End to End，即端到端、广义的
DevOps，是以精益和敏捷为核心的，解决从业务到开发到运维，进而到客户的完整闭
环。DevOps的6C概念，即Continuous Planning、Continuous Integration、
Continuous Testing、Continuous Deploy、Continuous Release、Continuous
Feedback，也是端到端广义的DevOps。

维基百科中总结到，DevOps的出现，有四个关键驱动力：

● 互联网冲击要求业务的敏捷

● 虚拟化和云计算基础设施日益普遍

● 数据中心自动化技术

● 敏捷开发的普及

从种种概念可以看出，业务敏捷、开发敏捷、运维侧自动化、以及云计算等技术的普
及，几乎打穿了从业务到开发到运维（包括测试），所以虽然字面上是Dev到Ops，事
实上，已经是BizDevTestOpsSec了，即从狭义的D2O，前后延伸到E2E，端到端广义
的DevOps了。

多位DevOps大师曾基于多年DevOps现状报告，汇聚出来了一个DevOps能力成长模
型。在DevOps能力模型中，DevOps的 终的目的是组织效能，软件交付和运维效能
是敏捷与DevOps共同的目标。

持续交付是狭义DevOps的核心理念，横跨了架构、开发、测试、运维等角色。持续交
付的核心开发实践，也涵盖了架构管理、版本管理、分支策略、测试自动化、部署发
布、运维监控、信息安全、团队授权、数据库管理等多个维度，其中不乏我们常说的
传统的敏捷相关实践，尤其是下图中XP极限编程的很多实践，半数以上在DevOps里都
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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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成长模型，除了持续交付，还包括精益领导力、精益产品开发、精益管理、组织
文化与学习氛围。DevOps已远远不是CI/CD那么简单，CALMS原则也横跨了文化、管
理、精益与技术。

敏捷宣言的十二条原则、SAFe的九大原则、以及DevOps的CALMS原则，也是彼此相
互融合。SAFe有借鉴DevOps的理念和方法，DevOps又采纳敏捷的思想和实践，大家
又都以精益为思想核心。那么谁包含谁，谁比谁大，彼此的界限在哪里呢？

由此可见，方法也好，实践也好，其价值应该由客户价值来体现。对客户而言，需要
解决的问题，是端到端的，是全局而不是局部优化。

所以，是什么，不重要。能解决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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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是集大成者，是各种好的原则和实践的融合，敏捷又何尝不是如此。2001年的
17位雪鸟大师，各自在践行着不同的敏捷框架和实践。敏捷宣言和原则，原本就是一
次融合。2003年Mary Poppendieck和Tom Poppendieck的精益软件开发方法，即便是
已经有敏捷宣言的前提下，也一样纳入敏捷开发的范畴。敏捷也是在不断前行，
DevOps与敏捷殊途同归，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分支， 终汇集到同一个目标。

一个好的方法论，应该是与时俱进，兼容并蓄的；应该是开放的，演进的而不是固化
的。

方法论如此，学习和实践方法论的人，更应该如此，以一颗开放的心态，接纳一切合
理的存在。

本文参考资料：

● 《DevOps explained》 Jérôme Kehrli
● 《Accelerate》

1.5 朴素的 DevOps 价值观
Nicole Forsgren博士在DOES上的演讲，说过一句话：Architecture
matters...Technology doesn't。

近也遇到越来越多类似的问题，例如：业务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如何拆分微服
务？

我们通常的观点是“架构是服务于业务的，太过超前的架构是浪费”，由此可以想到
架构与业务其实也有相似的关系。

参考Nicole的句式，从DevOps涉及到的几个维度出发：业务、架构与技术；人、流程
与工具；原则，方法与实践，于是便有了如下的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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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matters...Architecture doesn't. Architecture matters...Technology
doesn't.

● People matters...Process doesn't. Process matters...Tool doesn't.

● Principle matters...Method doesn't. Method matters...Practice doesn't.

本文中暂且把这些观点称之为朴素的DevOps价值观。之所以朴素，是因为这只是一个
比较原始的想法，称之为价值观是因为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同时，如果这些观点有幸
真的可以逐渐形成价值观，它也应该是简单质朴的。

业务、架构与技术

下面，让我们先来看看业务（Business）、架构（Architecture）与技术
（Technology）这个维度：

● Business matters...Architecture doesn't.
架构是服务于业务的，关于初创公司，新型的业务，是否需要采纳微服务，回答
是视情况而定的，但通常建议从单体应用开始。

微服务的价值与挑战一样明显。

初创公司，业务方向还在不断探索，服务的边界是模糊的，即使对微服务的技术
储备足够，也不建议此时就搞微服务架构，用 简单直接的方法搞定快速变化的
业务诉求。

用贷款买房来类比架构投入，自己出的首付款就像是前期在架构上的投入，贷款
就好比是减少一定的架构投入，所需承担的技术债务：

– 贷款买房，预期的是未来的房产的增值，贷款的利息相较起来是可以接受
的。

创业期也是同样，此时承担一定的技术债务是明智合理的选择。

– 一味追求全款买房，就会错过买房的 好时间窗口。

业务的时间窗口更短，需要不断的快速试错，期望在架构层面一步就位是不
现实的。

– 不能贷款过多，否则无法承担月供。

架构可以一开始简单些，原始一些，但基本的质量和NFR还是需要满足的；
而一旦找对业务方向，又需要快速展开，所以架构在初期具备一定的扩展能
力还是需要的。

– 要定期清理债务，房贷车贷过多，即使是有力偿还，生活质量也会下降，脱
离了原始购房改善生活质量的初衷。

技术债务也需要定期偿还，定期清理，不能让因为技术债务产生的额外时间
成本，大于承担技术债务所带来的机会成本。

这其实是一个经济杠杆，用短期或长期的负债，来换取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所
以做架构也好，做DevOps也好，需要有经济的头脑。SAFe第一条原则Take an
economic view，也有这层含义。这是一个平衡，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但总而言
之，业务诉求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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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都是因为业务战略需要，主动有意识的承担技术债务。如果是无意识
的负债，那个叫做奢侈浪费，原本就应该消除。

● Architecture matters...Technology doesn't.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当时人类语言相通，同心协力，联合起来
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即巴别塔。“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
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此举惊动了上
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于是他悄悄地离开天国来到人间，改变并区别开了人
类的语言，使他们因为语言不通而分散在各处，那座塔于是半途而废了。

架构如此重要，所以一旦业务相对清晰一些，就要根据业务需要，考虑逐渐切换
到微服务架构，才不至于堆积太多技术债务，对于可扩展性、可规模化、可部署
性等也都至关重要。

优雅的良好的架构更加重要，不要让微服务成为另一座巴别塔。理论上微服务可
以 大化利用各种语言的优势，但如果没有好的服务切分与架构设计，微服务只
会变成更大的灾难，只会是碎片化而不是去中心化。微服务的目的是更灵活的协
同，如果服务之间缺少沟通，就背离了微服务设计的初衷。

Google内部有开发三大语言，分别是官方编译语言C/C++、官方脚本语言
Python、和官方UI语言Java。坚持三大语言意味着内部沟通的顺畅，没有使用
新的技术和语言，并不影响，反而有助于Google快速成为世界领先的公司。

团队效率高于个人效率，统一技术栈带来的收益，往往大于使用 新技术栈带来
额外的维护和沟通成本。Etsy在2010年，决定大量减少生产环境中的技术，统一
标准化到LAMP栈。“与其说这是一个技术决策，不如说是一个哲学决策”。这让
所有人，包括开发和运维，都能理解整个技术栈。另一个例子，Etsy在2010年引
入MongoDB，结果是“无模式数据库的所有优势都被它们引发的运维问题抵消
了”， 终Etsy还是选择放弃了MongoDB，迁移到MySQL。

DevOps也并非只有Web应用、SaaS或是开放平台才适用，我们听到太多传统银行
的转型案例，主机开发的案例，技术并非DevOps的绝对先决条件，虽然开放平台
可供选择的工具会多一些，后面我们还会就工具进行讨论。

技术圈总是喜欢追逐潮流，总是存在各种鄙视链，就像曾经出现的PHP与其他各
种语言的互喷群。还有类似于容器编排技术，大家一窝蜂的从Swarm、Mesos向
K8s迁移。但对于企业而言技术永远不是第一位的， 新的未必是 合适的，永远
追逐 新的技术，往往丧失了自我的思考和技术的积累。

人、流程与工具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人（People）、流程（Process）和工具（Tool）这个维度：

● People matters...Process doesn't.
近敏捷微信群里沸沸扬扬的CMMI之争，我们不去论述谁是谁非。早先很多公司

也进行过CMMI级别的评估，CMMI应该是团队做到一定程度，拿来对自身进行现
状评估，用以指导下一步改进的参照。CMMI模型的初衷是好的，设置也还合理，
模型事实上也是在演进的，只是被不合理的使用了。

所以模型也好，流程也好，使用它们的人，以及用法，才是 重要的。这就好比
聚贤庄一战，乔峰用一套太祖长拳，打败天下英雄。太祖长拳，号称三岁孩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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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拳法，为何可以在乔峰手里发挥如此巨大的威力？具体的武功招式，方法流
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谁来用，如何用。

关于流程的另一个问题：如果流程是 重要的，那么到底是流程要求的多好，还
是流程要求的少好？

Henrik Kniberg在《Kanban vs/with Scrum》里，对RUP、SCRUM、KANBAN等
方法的约束给出了 直观的感觉：RUP有120多个要求、XP有13个、SCRUM是9
个、而KANBAN只有3个。RUP是 重视流程和方法的，而KANBAN是 不重视
的，孰优孰劣？很难讲，我们并不能觉得RUP就一定不如KANBAN，RUP在实际
采纳时需要裁剪，只是因为裁剪的过程对人的能力要求太高；Henrik说：
“Scrum和RUP的主要区别在于，RUP给你的东西太多了，你得自己把不需要的东
西去掉；而Scrum给你的东西太少了，你得自己把需要的东西加进来。看板的约
束比Scrum少，这样一来，你就得要考虑更多因素”。一边是需要裁剪，另一边
是需要增加，所以执行到 后，成熟的团队的研发流程，大抵都能找到很多相似
之处。

● Process matters...Tool doesn't.
现在一提到DevOps，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如何用工具搭建流水线、如何用工具
搭建容器化开发平台、持续集成应该用什么工具、自动化测试应该用什么工具，
诸如此类。

我们常见的持续交付工具有太多是5年前、10年前甚至更早就推出的工具。如果工
具是实施DevOps的关键，那么十年前就有这些工具，理论上当时我们就应该成功
实施了DevOps，实际上我们又做的如何呢？

工具是重要的，没有工具是万万不能的。但工具不是万能的，比工具更重要的是
使用工具的方法和流程，比流程更重要的，是执行流程和使用工具的人。

简单如SVN，复杂如Clearcase，我都看到过在此基础上，实施持续集成非常成功
的企业。

Martin Fowler对CI的定义和建议，从2006年至今，居然未曾修改过。

即使到现在，又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真正能把CI这些实践做到的？

所以流程也好，工具也罢， 重要的是执行的人，而对人而言，关键的是思维模
式Mindset，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则Principle。

由于工具本身对于DevOps的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在结束这个维度的内
容之前，让我们来看看针对DevOps在工具链上的要求：自动化、标准化，那么有
什么样的工具能帮我们提供落地实践的基础。

● 华为云CodeArts服务

CodeArts提供软件开发全生命周期的云端DevOps工具链，帮助团队真正实现自动
化，标准化，配置化。

CodeArts提供基于Git的版本控制系统，不只将代码版本化，而是版本化管理一切
与环境有关的配置。

CodeArts可自定义的自动化部署流水线，提交代码自动触发，帮助团队实现持续
交付，为团队带来自动化，标准化。

原则、方法与实践

后让我们来看看原则（Principle）、方法（Method）和实践（Practice）这个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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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iple matters...Method doesn't.
敏捷的方法有很多，讲了很多年也还任重道远。

丰田TPS被各大车企学习了30年，没有哪家能学到真经的。有人说，丰田生产模
式， 重要的是背后的KATA，即丰田套路，如何使得改善和提高适应性成为组织
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KATA的书出版到现在也快10年了，好像依然没有多大改
观。

敏捷的方法有很多，SCRUM、精益看板等，SAFe是大规模的敏捷，DevOps也有
很多种模型。比模型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原则，虽然这些模型从表象上相差甚远，
但其背后的原则却十分相似，比如敏捷宣言的十二条原则、SAFe的九大原则、以
及DevOps的CALMS原则。

方法论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具体落地执行又根据不同企业千变万化，但不变的、
相通的，是背后的原则。好比张三丰教张无忌自己新创的太极剑，张三丰教的
快，每次的招式还都不同，张无忌学的快，忘的更快，“不坏，不坏！忘的真
快”，武功招式始终是下乘的，心法精髓才是上乘，守住了心法，招式就可以随
时创新，不必拘泥。

● Method matters...Practice doesn't.
《雷神3》里的桥段，奥丁的女儿海拉轻易的就捏爆了雷神之锤，索尔灵魂出窍，
一时仿佛看到他已故的父亲奥丁。他向他的父亲求助。奥丁：索尔，你是锤子之
神吗？那锤子，是为了让你控制你的力量，让你更专注，它不是你的力量的来
源，你才是。

DevOps原本就是偏实践层面的，有很多实践归纳，比如下图的Gartner的DevOps
模式和实践图，还有DevOps地铁图。但这些实践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少彼此
之间的关联和依赖，需要方法将其串起来。这也是为什么一套辟邪剑法的剑招，
缺了葵花宝典的心法，就稀疏平常沦为三流一样。

从Practice，到Method，到Principle；也就是是从Doing，到Thinking，到Being
的过程。Being DevOps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从实践做起，心里要有方法
论，过程中始终严守原则。但又不能固守着那把实体的锤子，方法也好，实践也
好，都只是达成目标的途径，而原则才是指南针。

● 朴素的DevOps价值观

– 首先，业务、架构、技术，人、流程、工具，原则、方法、实践，这九大元
素不能孤立的来看，原本就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

Principle背后，其实是人的Mindset思维模式，而一堆人遵循同样的
Principle，就演化成了文化Culture。方法Method也好，流程Process也好，

终都由实践Practice通过工具Tool落地。DevOps、微服务和容器的三剑
客，也是方法、架构与技术与工具的极佳结合。

– 其次，所有这些元素都重要，缺一不可；但不要舍本逐末，需要了解什么是
根因，什么是手段。

技术、工具、实践，都是服务于方法和流程的，需要遵循核心的原则， 终
的目的是为了商业的诉求，为了快速的价值交付。方法、实践、工具，都是
形；原则、Mindset、人，才是根。

– 后，本文的DevOps朴素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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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不管是CALM/CALMS，还是SAFe的CALMR，或者是Nicole
Forsgren/Jez Humble/Gene Kim的《Accelerate》中的能力成长模型，都只
是对同样问题的不同解读。

以上是本文对于DevOps思想的阐述；DevOps是什么，DevOps有很多面，每个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DevOps，这里的所谓朴素的价值观，只是一种解读方式。只希望能为各位
开发者，在读后带去更多的思考，找出更适合自己的道路。

本文参考资料：

● 《一文收录16张DevOps “拍照神图”》，许峰

1.6 DevOps 现状报告解读
DevOps，是Development和Operations的组合词，是指一组过程、方法与系统的统
称，用于促进开发、技术运营和质量保障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与整合。DevOps是一
种重视“软件开发人员（Dev）”和“IT运维技术人员（Ops）”之间沟通合作的文
化、运动或惯例。透过自动化“软件交付”和“架构变更”的流程，使得构建、测
试、发布软件能够更加地快捷、频繁和可靠。它的出现是由于软件行业日益清晰地认
识到：为了按时交付软件产品和服务，开发和运营工作必须紧密合作。

DevOps：企业迈向敏捷之钥

DevOps的出现，源于在传统模式下的开发和运维在组织上的分离而造成的管理混乱，
开发要不断的迭代新版本上线新功能，但是运维关注的是稳定，这两种需求实际上是
矛盾的。但DevOps旨在打破这道混乱之墙，让开发、运维、测试协同作战，提高研发
效率，实现高效交付，解决传统模式下的运维之痛。

事实证明，DevOps确实能够较好的解决开发和运维之间的混乱问题，提升研发效率，
实现高效交付。在近期中国信通院（CAICT）发布的《中国DevOps现状调查报告
（2019年）》（以下简称报告）中，超八成企业表示，通过采用DevOps中的核心工程
实践“持续交付”获得了研发效率的显著提升。同时调查发现，具备清晰、明确变更
管理系统的组织，平均变更前置时间（即从代码被成功提交到成功运行在生产环境平
均需要的时间），即通常意义上的交付时间也相对较短。

正是因为DevOps能够给企业带来的诸多益处，目前DevOps已经成为企业软件研发的
主流，被众多企业所采用。报告显示，超半数企业使用DevOps的敏捷工程实践管理开
发项目，近6成企业选择编码规范、单元测试和持续集成。

DevOps：想说爱你不容易

虽然众多企业都期望DevOps能够给它们带来更高效的交付效率、提升客户满意度、创
造更多的商业价值，但成功实践DevOps依然是一个难题。在报告中，实际能够真正成
功实施DevOps的企业仅有31.65%，另外，还有接近四成（41.13%）的企业居然不清
楚自己是否成功实施DevOps，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结果。

当我们认真研究当前中国企业的DevOps现状时，就会明白这个结果也在情理之中。虽
然国内应用DevOps的众多，DevOps已经在国内逐步落地实践，但大部分企业仍然位
于DevOps能力成熟度初始级和基础级，其比例高达7成。

在DevOps的细分领域，例如DevOps的敏捷开发管理成熟度方面，同样是近七成企业
仍然处在基础级和全面级，仅有1.83%的企业处于卓越级。而且虽然大多数企业普遍
采取了敏捷开发方法以提升研发效率，但敏捷开发技术普及率有待提升，研发管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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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严谨性不足。同样，在应用设计方面和安全风险管理方面，多数企业也是位于初始
级和基础级。同时，在持续交付方面，企业的自动化测试整体覆盖率普遍偏低；在技
术运营方面，企业整体运营能力有待提高，缺乏对潜在风险的管理。

再加上企业中有近7成的研发人员DevOps经验少于1年，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上述的
调查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从报告来看，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的DevOps应用还是处在初始级和基础级的阶
段，需要向全面级、优秀级、卓越级转变。

DevOps：工具技术如何选

要实现企业DevOps从初始级、基础级向全面级、优秀级、卓越级转变，除了企业要增
强对于DevOps的重视度之外，选择合适的DevOps工具和技术显得至关重要。从报告
中显示，近九成的企业会选择云来助力DevOps实践落地，这是因为，DevOps就是在
开发和部署周期中设计开发人员需要的环境的自动化，以减少开发人员的等待时间，
并允许开发人员在代码基础上获得更多的迭代。考虑到这些环境一直处于变化状态，
云计算是DevOps的天然盟友，在云计算的支撑下企业能够立即启动支持开发和部署过
程中涉及的各种环境所需的资源以实施DevOps。

同时，在易用性、可伸缩性和性能方面有着卓越表现的微服务，成为了企业软件开发
较受欢迎的架构，而微服务和DevOps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微服务在具有众多优势外
也带来了实施上的复杂性，整个系统由单一应用拆分为多个服务，微服务之间存在较
强的依赖关系，服务之间如何协作如何处理就变得非常复杂。由于微服务是一个网状
分布的，有很多服务需要维护和管理，对它进行部署维护和监控管理的时候就比较复
杂。因此使用微服务，第一步是要构建一个一体化的DevOps平台。DevOps包含了持
续集成与持续发布、服务依赖关系管理、服务的发现与负载均衡，以及集中化监控管
理，这些都是微服务生态系统所必不可少的工具和实践。

近几年火热的容器技术也被誉为是DevOps的天作之合，它的出现使DevOps落地实践
相对容易，而保持跨环境的一致性和灵活的可移植性是企业选择容器的主要因素。

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企业在DevOps实践过程中，基于云计算、微服务、容器给
企业带来的诸多益处，都会选择云+微服务+容器的方式来具体落地DevOps。在具体的
工具选择上，国外厂商的产品仍然占据大半江山，JIRA在需求和需求管理领域拔得头
筹、Gitlab位居代码管理首位。

一体化 DevOps：DevOps 的潜力股

虽然国外老牌传统工具JIRA仍然以52.13%的市占率高居DevOps工具选择之首，但与
云结合的DevOps工具的发展势头良好，国内厂商也在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特别是在
软件开发一体化管理领域，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国内公有云大厂华为云CodeArts与阿
里云效，分别占据16.46%与10.98%的市场份额。尽管从整体上来看，软件开发一体化
的DevOps平台目前在市场中的占有率仍然偏低，但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与云结合
的一体化DevOps将是未来DevOps平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从报告中的企业广泛
选择云以及与云计算有着紧密联系的微服务架构和容器可以得到很好地佐证。

而在这个领域，之所以中国厂商能够占据领先的地位，和两家厂商在中国公有云市场
的强势发展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华为云DevOps之所以能够成为报告中唯一占据一个首
位的DevOps工具，首先应该得益于华为30多年软件研发的沉淀，这些在多年软件研发
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使得华为深知开发者到底需要怎样的DevOps工具，在这样的理念
上推出的CodeArts，受到企业和开发者的青睐，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其次，
华为云CodeArts针对需求变动频繁、开发测试环境复杂、多版本分支维护困难、无法
有效监控进度和质量等开发者研发中的普遍痛点，使开发人员实现软件研发过程可
视、可控、可度量，还可以实现一键式部署，解决开发者在应用部署方面的挑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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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代码检查、自动化测试管理和APP测试功能，能够显著避免代码出错情况的发生，
分布式代码托管功能更是为开发者的代码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家园”。第三，华为云
CodeArts不仅对外服务，其本身就孵化于华为内部的软件研发能力中心，至今还在为
内部所有软件研发人员服务，在可用、可靠、安全性方面都经过了实践应用的检验。
这些优点汇聚起来，得到这样的结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DevOps：来谁领风骚

实际上，从本质上讲，DevOps不只是一种技术或方案，它更多的是文化，它重视“软
件开发人员（Dev）”和“IT运维技术人员（Ops）”之间沟通合作，以提高整个软件
开发生命周期的效率以及质量。因此，谁拥有更多的开发者，谁更加了解开发者，谁
就能更加准确的掌握开发者的需求，引领软件工程能力的趋势，也能做出更加接地气
的产品，谁更新迭代的速度更快，谁就越有可能在未来的长跑中获胜。

虽然从此次调查结果来看，国外厂商的DevOps产品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们相信，
在以华为云为代表的国内厂商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软件工程能力将会得到显著的提
升，我国的DevOps产品的能力也会得到迅速的提高，从而帮助中国企业落地
DevOps，推动中国企业从DevOps的初始级和基础级的阶段，向全面级、优秀级、卓
越级转变，全方位的促进国内软件产业发展，打造软件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中国软
件产业不断向前发展。

1.7 软件 DevOps 云化发展的趋势

华为公司管理过程的变化

《科技想要什么》一书中，将科技比作生物。生物是在不断进化，伴随着科技生物的
进化，科技生物的研发方法也在不断的进化。华为公司在过去三十年，从小型做硬
件、做CT通信产品的公司，成为跨ICT公司，研发理念和思想上也在不断变化。经历了
初步的CMM持续交付、持续集成到敏捷、DevOps，直到 新的进化状态CodeArts。
下图是华为公司在过去三十年研发能力和研发方法以及研发的工具进化的过程。

云原生 Cloud Native 的“纹身”

Native的意思是辅助、原生，DevOps与Cloud Native背后共同的东西是文化。
DevOps不仅是我们的工作内容，更是工作方法，同时也在形成一种工作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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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Cloud Native转型之路，也是把文化赋予华为的研究过程的纹身过程。这是基于
DevOps的精髓和支柱。

华为在云端领域的DevOps是云的基座，云渗透在ICT的很多领域，目前华为云推出一
百多个云上的服务。在云的基座上，TATO所代表的内容是：T代表Team（团队），A
是Architecture（架构），T是Tools（工具），O是Operations（运维）。

DevOps实践的第一步是来自于人的思想和观念的转变、科学的变化，科学的背后是思
想和理论的变化，文化需要人在思想上做出改变，也需要人去承载这种思想改变。华
为CodeArts转型经历了几个阶段， 初华为以盒子类的通信设备为主，盒子是以前大
规模的软件开发过程，软件都是上亿行甚至几亿行代码的软件，要求可靠、稳定，每
一款通信设备都有很长的研发周期。

华为 开始接触到的工程方法，更经典和更传统，更像工厂的管理过程——矩阵式的
模式。通过矩阵职能性的分工去划分不同的功能模块，划分不同功能模块的团队，从
而实现组织和交付，通过华为强有力的管理和执行过程，把一些分散的组织单元组织
起来进行交付。

● Team（团队）

团队向DevOps团队转型，全功能团队是第一步。首先实现开发组织，从开发、测
试到设计，包括开发管理过程的全功能团队。

伴随着云基础设施的兴起，云的基座和新的生产力手段的诞生，华为现在演进的
新状态是基于Cloud Native，其组织生长基于大量的云服务，可以实现很多自

主的开发、运维、测试的过程，从而支撑跨功能域的全功能团队。以前能力沉淀
需要靠资源组织、职能组织完成。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云服务技术手段天然提供
了平台，把能力、经验沉淀在云服务里，通过云服务使用和访问。

SRE是运维，80%的运维过程不需要运维人员参与，而是运维人员提供的运维服务
能力，开发人员不需要联系运维人员，只需要使用运维人员封装好的运维服务即
可。

同时华为更加关注端到端产品的经营，而不仅仅是开发的过程，DevOps已经不单
纯是开发行为，而是商业行为。这是Team团队的转型变化。

● Architecture（架构）

A是Architecture，正如康威定律所言，组织结构、业务结构之间互相促进、互相
影响。如果仅有新的组织结构而没有全新的业务架构，会发现这个组织运作不流
畅。我们必须对现有的业务进行调整，调整的思路伴随着IT基础设施的变化而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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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阶段的架构里，环境运行在物理服务器上，运行在主机上，业务软件是单体
软件运行在某一台、某几台主机上，硬件环境、软件以及软件里面各个模块，都
耦合在一起。这种开发方式是用矩阵式的环节开发，无法匹配小团队和微服务的
开发。

之后演进一步，将一部分迁移上云，只是迁移到虚拟机和一些基础的服务上，比
如数据库服务，从而实现环境、软件和软件之间的模块的耦合，让以前繁琐的准
备环境、获取环境耦合掉。

仅有这种变化还不够，软件本身还是高度耦合的单元。我们把软件拆成Cloud
Native服务架构，把软件里每个功能模块和依赖的中间件资源、依赖于的数据库
资源和依据健全的服务全部拆开，各归其位。

● Tools（生产工具）

T是Tools，生产工具和生产力是互相作用、互相反作用，不管是新的设备结构、
组织结构的演进，基础都是生产力的变革，生产力的变革基础又是生产工具的提
升。回顾过去一百年发生的变化，从蒸汽机、电力机到计算机，新的生产工具迭
代和诞生，出现了新的行业、新行业的发展模式、新的行业思想和理论。

软件行业从 初的CMM、敏捷、DevOps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推进这个过程变化
的是背后的技术和工具，新的编程语言、新的开发语言、新的工具链支撑了生产
力的变革，生产力的变革同时支撑新的生产关系，微服务的团队、全功能的团队
的诞生。

华为基于CodeArts的研发体系，包含从软件的需求到代码托管编译构建到发布的
全过程，十年前这些所有的过程都分散在不同的团队、不同的个体人去完成的，
十年后，如果你是一个深度DevOps的践行者，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就是新的工
具、新的IT系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变化。云的 大特点就是自服务，可以通过自
服务提供方方面面的能力。十年前是不同的团队、不同的角色分时间点完成的，
现在可以在几分钟内实现、几分钟内完成。

举个例子：曾经有人对比过新的第四代战斗机和第二代、第一代战斗机的区别，
主要是航电活动的高度集成，以前的战斗机都是大量的仪表，一个飞行员、两个
飞行员监控不同的模块，保证飞行的安全和正常。新的飞机就两块屏，跟在电脑
上玩飞机游戏差不多。

因为所有的信息系统都高度的集合和整合，新的开发平台也提供给大家一种模
式，也提供了这样的能力，我们可以实现整个价值流的串接。

流水线背后的思想理论是软件生产的价值流这个实践带来直观的感觉是实现了快
速的迭代。未来GDP的总量应该有时间GDP的总量，软件开发活动也是如此，如
何把碎片化的时间整合起来，形成软件开发的生产力就是我们要思考的。

看板可以解放更多IT人员。让他们不用每天坐在电脑前，或是不用每天通过会议
的方式和周边同事讨论软件的进展，什么时候可以发布、什么时候不可以发布，
还有什么问题。通过高度整合的信息系统提供支撑，可以在手机上完成软件发布
审核的过程，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看板卡片状态的更新，这样一些过程都可以在上
面实现，正如前文所说，Tools生产工具的变化带来了一些变化。

● Operations（运维）

O是Operations运维，新的生产工具带来新的生产关系，《科技想要什么》中说
到，生物在不断的演进和发展，也有生命的存续。Operations运维和运营就是维
护生物不断的存续过程。

华为的定义里，5G叫做万物连接，2G、3G、4G是完成人和人之间的连接，通过
多媒体的信息手段完成人和人之间的联系，5G的带宽和响应可以完成物和人、物
和物之间的连接，未来的软件如果是不联网、不连接，不ONLINE的软件，那么这
个软件也将是没有生命力的软件，从全球TOP公司战略转型都可以看到这个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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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不在线的软件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如何保持运维让它一直在线，保证它生
存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基于华为的IT基础设施、云的基础设施有很多运维服
务，这些运维服务也是给大家提供技术手段，让个别团队都能轻松的操作起来，
这是Operations的变化。

运维、运营不应局限于现有的状况。《DevOps理论》一书中，业务的原意是
Business，连接到客户Customer。业务表面上是技术，实际上是Business。把客
户通过DevOps连接起来，形成商业的闭环，是需要有运营的，运营同样需要依赖
平台和平台的支撑才能高效的完成这个过程，让服务更好地生存。

1.8 CodeArts 前端 DevOps 实践
本文主要以CodeArts产品自身为背景，简要介绍一些在前端性能优化方面的优秀实践
方法和常见问题。

在开始本文的内容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华为云CodeArts。CodeArts是华为云一站式
云端DevOps平台。简单来说，就是在云端提供了从需求到运维的端到端DevOps工具
链。CodeArts的目的是为研发团队提高研发效率，降低研发成本。

本文的主题是前端的性能优化，而性能优化的解决过程与一个希腊神话故事十分类
似。这个故事讲述一个名叫西西弗斯的国王，由于犯了错误，被惩罚在一座山坡上不
停的推石头。这位国王不停推石头的过程，与我们持续的进行性能优化的过程很像，
而石头就是我们要不停优化的问题，发现有问题又要重新来，或者一步一步来。几乎
所有大型网站在做性能优化的时候，可能都是在重复的推那个大石头。

我们为什么要做性能优化？下面让我们来看几个数据：

● 第一，40%的用户如果在一个网站加载时长超过三秒之后就会离开这个网站。

● 第二，用户转换率和网站的响应时间进行关联的结果基本是，响应时间越高，性
能越差，转换率越低。

之前在知乎上有一个很出名的讨论，有个人分享他把网站的响应时间从10秒提高到2
秒，效率提高500%的心得和过程。当时很多人评论他讲得好，但还有更多人批判这个
问题，原因就是为什么你 初能够容忍一个响应时间为10秒的产品上线？其实很多团
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每天聚焦在做优化的事情，反而忽略了第一次的10秒是怎么产
生的。就好像西西弗斯的那个故事里的大石头，它为什么会出现？比如突然有一天我
们被告知，用户说网站性能太差，无法承载响应的需求，这个时候团队内部才决定痛
定思痛，好好做网站性能优化的事情。第一步往往是对网站进行分析，看能否找到其
中的问题是什么。然后通过这些问题逐步去分析，并且做大量的技术验证，去定位并
确定问题，这一步帮助我们知道这个石头是怎么来的。在这个阶段，让我们来看看有
哪些好的实践。

首先，尽量利用一些第三方的平台工具，例如谷歌的Page Speed和YSlow、
Lighthouse。这些工具提供了很多关于单一应用的检查项。用好第三方平台工具，能
够快速对你的网站进行检验，去发现这里是否有问题，然后给我们某一个维度的检查
报告。我们不能也全部依赖于工具的检验结果，也需要基于业务本身去一个一个验
证，得出一个优化的结论，每一环验证好打上勾， 终的结果呈现出性能的提升。我
们在提升的过程中往往发现，很多问题是规范方面的不足，这时就需要思考为什么在
开发过程当中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基于前面的过程，团队往往会组合出适合自己的工具链。但当我们一次次的开始推我
们的这个大石头时，会发现石头特别大、特别累。于是我们希望前端工作人员能够安
静独立的尽快解决这个事，不被打扰；我们会想团队要求能否少点需求，在这各阶段
大家都停一下，一起把这个任务过了，让网站得到一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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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经过一个月的攻关，确保每个团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发上线了，客户得
到了好的反馈，网站性能提升了，团队很高兴终于把这个石头推向山顶。但是过一两
个月，又有人说页面速度变慢了，有些模块的响应速度完全不能忍受。问题的来源可
能很多，我们的开发人员要专注于交付，项目进程中会出现人员的变动，很多之前在
项目中积累的好实践会丢失掉。然而这些问题是无法避免的，可性能的提升也是刻不
容缓的，难道团队要每隔一两个月就要做一次这样的攻关，又去推一遍超级大的石头
吗？

在CodeArts的开发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而CodeArts团队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是不推这个石头了，为什么一定要积累到这么庞大的问题，而不是把石头敲碎，每次
带一点呢。于是CodeArts开始基于这个角度思考如何进行性能优化，不要做任何专项
的改进，而是把问题敲碎，放在每一个迭代当中。

回到开始，我们想一下之前要做的性能优化的事情，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
一个部分是固化的部分，包括CDN的建设、所有Web上的容器设置。CodeArts使用的
是前端的安哥拉框架，关于安哥拉框架本身的演进与优化，再到基于业务实践自己抽
取的或者实现的主权库以及公共的部分，我们把它看做是固化的部分。固化的意思是
说在组织过一次集中的攻关之后，经验和效果很容易被传承下来。它的改动不涉及业
务，所以它的变化频率本身比较低，而且一般这种公共的东西会有专门的架构师去看
护。对于这部分内容，做了一部分优化之后就会有很好的效果。这其中还有网站劣化
的部分，有可能每一个特性就是100到几百毫秒的差别，但是一个不注意，积累到一定
程度之后，就会出现我们 开始所说的10秒页面。对于这部分问题CodeArts前端团队
会怎么做？这就要回到DevOps的三步法，从左到右的流动，从右到左的反馈，以及持
续学习的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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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关键是第二步，从CodeArts面临的问题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产品的每
一个服务，每一个页面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性能的劣化，就像那个石头一样是慢慢
长大的。我们能否在每天，每个月，每个迭代随时发现它的变化，然后把石头敲碎，
前提就是能否及时得到反馈。如果团队自身都不知道产品的性能是怎么样，靠外界，
靠用户，靠其他人了解，到那个时候一看，石头就已经非常庞大了。所以核心的第一
点是反馈，那么如何建立这个反馈？

第一，要有主动、实时的、前端定制化的监控。这里有几个非常关键的方面：

1. 前端定制化。这种监控手段非常多，有各种各样的监控工具，大部分的实现原理
是源于浏览器的关键节点。CodeArts本身基于开源的项目做了定制化的监控，一
是将浏览器里面所有关于监控的指标细化了。

2. 按照框架的要求，定义一些对产品要求更适合的指标，并且监控数据是实时的，
并不是采样。监控的数据会提供给开发人员，每一个前端的开发人员会隔几天观
察一下页面服务的现状表现如何，监控生成的结果一目了然，会帮助他们知道问
题是由于网络还是由于基础框架、业务写法、效率、接口，通过前端主动化、定
制化的监控，可以快速识别，且降低交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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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被动的例行的性能验收。CodeArts团队会从测试验收的维度思考问题，有
的团队确实疏忽了，或者初期没有建立起主动的意识，就需要靠被动的性能验收去给
团队展示，让大家知道网站目前的情况，看到每一个页面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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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两个主动的和被动的监控数据存在，让整个前端团队能够掌控到网站在性能上
的实时变化，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问题，哪一块是我们的弱点，哪一块需要我们的开
发人员去注意，哪一块需要公共架构成员去关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可视化的
东西。

建立了相关的数据可视化以后，要怎么推行它？正如上文所说，要避免以前的那种专
项的运动，因此要把每一次的性能优化放在每一个迭代，实际上影射的就是DevOps的
第三步，每一个小迭代的快速优化和快速学习。这并不是一个技术活，这个问题的解
决不依赖于某个技术手段或工具，因此这才是 麻烦的问题，它要求参与的每一个人
有这方面的意识，提供了自动化工具和监控的可视化数据，但是不去实施，那么前面
所做的所有努力就都白费了。针对这个问题 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沟通，每一次的站
会、周会，整个团队上下要有一个沟通的机制。在团队内部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氛围，
所有数据可视化，且进行展示，团队的成员可以自发认领，且对于任务不惩罚，多主
动激励，培养团队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在一次一次迭代过程中，让大家能够主动的去
承担，去找到这些问题。 后很关键的一点是及时的激励或及时的反馈，每一个迭代
都要看到客观数据的变化。因为前面已经建立了主动的和被动的监控数据，每次的迭
代中你做的努力，或者你的松懈，会直接在下一周，或者下一个迭代会议里面产生相
应的数据变化。这种可视化的反馈数据会产生及时的激励，让团队看到付出的所有努
力都是值得的，那些主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团队一定会在可视化中脱颖而出，而
不愿意改的问题一定会被放大出来。

后回到原点，上文中一直吐槽西西弗斯，但换一个角度看他，还有一部分非常值得
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就是一直向上不停歇，无论怎样，他永远在那个死循环里面推石
头，也像CodeArts的精神，就像迭代一样，不断提升自己。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希望本文中基于CodeArts分享的所有前端性能优化，以及实践上的尝试，
能给各位开发者带来一定的启发，也希望文中提到的内容也能够为你日常的工作和实
践提供帮助。

1.9 华为云 CodeArts 百人大规模精益 DevOps 转型
华为大多数产品线都实施了精益开发，并打造了内部精益开发平台，以及对外的商业
化DevOps平台产品。本文主要讲述华为如何做大规模DevOps转型。

回顾华为研发历程。软件工程有三代：第一代是软件作坊时代，那时候没有规范的流
程，刚有软件；第二代是过程控制时代；第三代从2001年开始进入了敏捷、精益和
DevOps时代。这三个时代每个时代历时20年。

华为也经历了三个时代历程。从1998年之前，华为采用小作坊模式，那时候称为“游
击队”，没有流程，靠人力资源堆砌。八年之后，华为认识到和业界相比，华为的人
均产出较低，决策层意识到必须要引入先进的流程，因此引入了IPD流程，于是从
1999年开始华为进入了重型控制时代。从2008年开始引入敏捷，华为做敏捷已经做了
十年时间，这第三个时代称为特种兵时代，基本上华为所有的先进方法大师、国际大
师都在华为做过顾问。到2015年时，华为已经在绝大多数产品线部署了持续交付流水
线，并实施Dev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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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没有标准化的定义，大家对DevOps有很多种定义。华为也有自己对DevOps的
定义，并写入了2014年的年报里：DevOps是Development+Operations的组合，起
源于软件开发的一种方法，促进软件开发、技术运营和质量保证等部门间的沟通和协
作，具有5-10倍的TTM和效率优势。但是，随着DevOps理念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一
种研发模式的范畴，更是商业模式的变革，很多行业也会走向DevOps模式，比如，装
备制造业可以从卖制造设备走向卖制造服务，如同云服务的客户从购买产品走向购买
服务一样，种种大服务的模式将重新构建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商业关系。

DevOps对华为来说不只是覆盖软件研发，尽管DevOps是从软件研发模式开始发展起
来的。DevOps会超越软件行业，会成为很多传统制造业的商业模式的变革。很多传统
行业的厂商希望从做设备向做服务转型，如果没有DevOps就很难做到，DevOps能够
赋能这些传统企业实施这样的转型，从而实现商业模式的变革。华为想做ICT转型、云
化转型，没有DevOps是无法实施的，所以从2014-2015年开始，DevOps在全公司范
围内发展。到现在为止大部分产线都应用DevOps，尤其是云产品。

CodeArts 如何做 DevOps 转型

华为云CodeArts是一个DevOps一站式平台，它是典型的云化互联网产品。CodeArts是
从公司内部孵化出来的创业产品，和创业公司很像，生存过程也很艰难：创业团队一
开始只有部长和他手下的一个人，共计两人，没有资源和团队，只有证明商业价值才
能得到资源和团队；经历两年多的时间，才发展成为百人以上的团队，这个发展历程
非常像创业公司。

作为一个互联网创业团队，什么时候开始引入DevOps做工程能力的建设？不要从第一
天就开始。任何一个创业产品都会经历这样几个阶段：一开始，目标客户还不明确，
需要寻找目标客户，处于问题和解决方案适配的阶段，那时候只有创始人和他的合伙
人，这个阶段不需要做工程实践，只需定位目标客户，寻找目标客户的痛点。之后设
计一系列的 小可行化产品去验证产品是否打中了目标客户的痛点，是否达到了产品
与市场适配，只有达到了适配之后才会大规模招聘员工组建团队。接下来就是寻找渠
道做营销，达到产品与营销渠道匹配之后，规模化复制， 后到达成熟期。

整个创业历程非常的艰辛，一定要一步一步来。很多创业公司的死亡都是在错误的阶
段做错误的事情，导致现金断裂而死亡，CodeArts也是按照这些步骤来的。一开始只
有领导和他手底的一个人，去抓资源，抓一个小团队做产品。

CodeArts是从内部孵化出对外的，是有基础的，不是从0开始的，华为内部本身就有
DevOps平台。但是内部和对外产品不一样，内部的业务场景非常复杂，因为内部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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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线都是500人到1000人甚至更多的规模，而外部所面临的目标客户群体都是小公司
或者是中型企业，一个项目只有几个人 多几十个人，所以对内部的平台不能直接拿
出来对外，一定要把它简化，适应目标客户群，然后再组建一个20多人的小团队，设
计了一系列MVP，达到产品与市场匹配。而百人以上规模的团队是达到这个点之后建
立的。

什么时候开始做DevOps？过早投资DevOps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因为产品和市场还不
匹配，还需要探索商业模式，但也不能过晚，如果达到这个产品与适配点之后很长时
间还没有投资DevOps，就没有办法规模化扩张团队，如果没有办法规模化团队的话，
就没有办法满足正在爆发的市场。所以，CodeArts在达到产品和市场适配点之前，投
入了微服务的建设，投入了DevOps建设。这个决定是当时做的很正确的一个决定，尽
管那段时间非常痛苦，因为团队既要交付特性，压力很大，加班很多，同时还要做工
程能力的建设。CodeArts先从一个团队做试点开始，有效果之后再铺开，不久之后所
有团队都开始做DevOps。

华为 DevOps 一体化平台框架

框架并不只是平台本身，既包括理念又包括管理流程，工具只是DevOps的一部分。如
果只有工具其实是不够的， 终还是人去工作。

华为的管理流程上应用了Scrum、看板，在内部产品线还用了规模化敏捷，在华为叫
产品级敏捷。华为的Scrum和书上的Scrum有区别，华为没有Scrum Master，没有完
全复制Scrum。并不是说标准Scrum有什么问题，而是应该结合自身进行取舍。

组织结构上，华为实施的是全功能团队，华为所有的产品线都在做全功能团队，端到
端地覆盖全部流程环节，从0到1。团队初期，成员人数少、工作内容全面繁杂，从研
发到拜访客户、跟政府洽谈，想办法为产品找到市场，后期规模化后依然保证团队是
全功能团队。

在工程实践上，与各个公司相差无几。在平台上，使用华为云CodeArts：DevOps一站
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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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康威定律：系统的架构受制于组织结构的沟通方式。在很多公司里的实际情况
是，由于组织结构决定了系统架构，而系统架构又很难改变，所以当试图改变组织结
构的时候，发现组织结构又受制于系统架构而很难改变。当尝试DevOps转型的时候，

后总是因为架构的原因很难走到下一步。

以CodeArts团队为例，在达到产品和市场适配之前采取微服务架构恰如其分，因为其
不需要建设复杂的组织结构，微服务架构完全能支持组织的规模化。但是对于很多传
统企业来说，有很多层次化、职能化分工的组织结构。如果能把架构服务化，就会逐
渐发现：很多层次的决策人员、管理人员的价值淡化了。

在华为，这一点很多产品都发现了，华为的很多产品线都采取微服务，至少做架构服
务化。原先很多的经理做团队之间的对齐、计划、协调，召集所有的Scrum团队在一
起一周开几次会对齐节奏。采取微服务后，这些活动变得并不是那样必要，甚至这些
角色的价值也淡化了，因为每个团队都非常独立，不需要再找中间人拉通对齐。现有
传统的组织结构，其存在有它必然的历史原因，但并非存在即合理。本质上如果把架
构做服务化，那现有的组织结构中的很多层级实际上就慢慢不再需要了。

华为的大部分产品线都以大规模敏捷框架SAFe开展规模化敏捷，华为称为产品级敏
捷。因为华为的组织结构和这个框架里的组织结构一层一层匹配，每一层都有管理决
策、架构的决策，跟华为正好匹配上，华为当时选SAFe是因为这个框架非常合适做从
上到下的大规模转型。这些人的角色保留，工作没有丢，只是换一种方式找到自己的
位置，这是愿意接受变革的前提。在做DevOps的过程中发现实际上慢慢不是特别需要
这个角色了。CodeArts从来没有用这个大规模敏捷框架，因为团队是从0到1爆发式增
长过程走过来的，一开始就不是以这个为基础来做转型的，现在已经百人以上，没有
用这种框架，我们做的也很好，所以框架并不是必须的。

构建全功能团队

华为用的是全功能团队，华为对全功能团队有自己的定义。华为有这样的特点：任何
一个方法论，在华为有自己的定义，这个定义跟业界的定义可能不完全一样。

总的来说，全功能团队在华为的定义是：能够对特性、部件或者架构完整的实施规
划、需求、设计、开发、测试并独立交付、运维的项目型团队。在华为所有产品都在
向这个方向发展。从前一个大型产品线所有决策都是一层一层往上升级报告，现在就
是往全功能团队发展，产品经理决定全权决定产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上
线，产品的规划是什么，产品的竞争力在哪里，目标客户群在哪里。团队负责把产品
交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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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Arts共有十个服务，以需求管理服务为例，团队的组织结构有一个产品经理，还
有架构师、UED设计师、开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运营人员，一个服务的规模差不
多有10人左右规模。每个服务是不一样的，有的规模大一些十几个人，有的服务规模
小，只有几个人，不管规模大小，所有的职能角色都是全的。并不是说团队里的人都
是全栈的，比如UED、运营人员并没有配备给团队的全职人员，属于公共资源，只是
为某几个服务工作。

管理流程实践

CodeArts现在的管理流程是一周一个迭代。

在做DevOps转型和DevOps微服务之前，产品是三周一个迭代，团队没有采用瀑布，
而是采用持续交付。

转型后，发布周期由三周变为一周，一共十个服务，每个服务一周一个迭代，一个迭
代发布一次，所有服务不在同一天发布，因此对客户的感知是每天都有新版本上线。
每周迭代过程与Scrum类似，但是又不完全一致。因为当一个团队达到持续交付能力
的情况下，Scrum的一些流程性工作就变得不是特别重要。产品经理一周之内做两次
验收，第一次是在转测环境验收，检查开发内容是否与当时沟通的一样，第二次验收
是线上环境验收。另外，关于用户故事点的估算，当团队能达到这样的快速交付的速
度后，故事点的故事也不是很必要，因为产品经理很清楚团队吞吐率是多少，比如，
团队有十个人，按照历史吞吐率团队一周能做差不多十到十五个story，按照这样的吞
吐率做迭代计划就可以了。

介绍一下CodeArts的迭代三重奏实践：指的是产品经理计划两周的需求、UED设计人
员设计一周、开发人员开发一周。做迭代三重奏的本质原因是团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里受制于一个约束：UED设计。根据约束理论，一个系统的效率受制于这个系统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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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环节，约束环节可能不只一个，约束环节决定整个系统的产出效率。团队的UED设
计师属于公共资源，不专属于为一个服务工作。当团队实施了DevOps，交付效率提升
之后，但是其它环节没有提升，而没有提升的环节自然就成为约束环节，比如说UED
设计师的设计速度不能像开发人员每周上线特性一样快，所以设计人员的效率是没有
办法跟上团队的脚步的。在这种情况下，把设计和开发人员的节奏错开。设计师需要
专注，设计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尤其是大特性的设计需要给予专注的时间做设计，
UED有一周的时间专注设计，设计产出隔一周给开发人员做输入，从而解决了瓶颈，
同时没有额外添加设计师。

再介绍一个管理流程实践：全价值流看板。由于每个服务都是全功能团队，不依赖其
他团队，每个服务都建立自己的看板，设计、开发、测试、上线，所有流程，到了什
么环节所有人都看得非常清楚。产品经理每天就可以盯着看板上的需求流到了什么环
节，如果到了转测就到转测环境里验收，如果已经上线了就在线上环境再验收一遍。
每个服务都会有自己的看板。做了微服务和全功能团队之后，服务之间偶尔会有依
赖，会需要另一个服务提供接口，如果完全没有依赖就不能成为一个产品，这时候只
需要点对点沟通就可以了。比如编译构建服务团队需要需求管理服务团队提供接口，
不需要把所有服务的人员召集起来开大会，只需要做点对点的对齐即可。

DevOps Handbook整本书其实只有三句话：实施DevOps有三步。

从工程实践来说，刚才介绍的是第一步：从左到右建立价值流。不只是管理流程上建
立，还要从技术实践上建立。

实施DevOps的第二步是：从右到左建立快速的持续反馈。由于每个服务都以全功能团
队为单位组建，因此每个团队都可以建立自己的持续交付流水线，能够快速获得反
馈。

此外，还要建立用户数据反馈。一开始做产品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用户数据，因为
客户量非常少，还在验证产品是不是打中客户的刚需，客户离开产品会不会觉得不
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靠人力就能够获得反馈。比如，几个产品经理一段时间都去
客户那办公，坐到客户办公室里，观察客户怎么用产品，有什么问题，白天吐槽，吐
槽之后赶紧让团队改。这个阶段不需要数据也是可以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比
如产品做大规模的市场拓展，跟很多城市的政府签了合作协议，与很多高校也签了合
作协议，同时拓展了大量企业。收到很多吐槽、反馈，这时候没有数据就不行了。

因此，一定在达到这个阶段之前建立用户数据分析系统，从而指导产品决策。如果没
有系统指导产品决策，就只能通过客服反馈。如此一来，通过碎片化的反馈，每天需
求都像洪水一样涌来，没办法做出高质量的决策。必须通过量化方式指导产品决策，
在产品规模化推广之前搭建数据分析系统，如果在之后做会非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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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实施的第三步：建立高度信任的持续学习和实验的文化。文化看似虚无缥缈，
实则非常重要。实际上文化并不是做DevOps转型就能建立的，文化是这个企业自带的
基因，文化是企业创始人个人价值观的放大和延展。每天的工作实际上都在渗透价值
观，如果想将文化固化在企业里，必须要在每天工作中得以渗透，否则文化就只能停
留在纸面上。

华为有两个重要的关于“长期坚持持续自我批判”的文化的实践。一个是质量回溯：
当发现质量问题时马上召开质量回溯会议，团队在一起讨论发生了什么，本质原因是
什么，下次怎么避免。第二个实践是事后回顾，回顾这个迭代哪些做的好需要保持，
哪些需要改进。这个实践与敏捷无关，只是敏捷提供了一个反馈机制让我们把这个事
做得更频繁。从前可能一个版本结束后才做事后回顾，现在迭代结束之后就开始做，
两周、一个月，每个产品线不一样。自我批判不只是这样两个实践，一定是深入骨髓
的，一定是不断学习实践。

DevOps 转型策略

华为是如何实施规模化的精益DevOps转型呢？

在华为，所有的项目都在尝试着某些能力提升的实践，华为十年前就开始做敏捷，过
去十年一直在尝试各种能力提升的实践，到现在全面开展DevOps。之所以要强调“所
有的项目”是因为很多公司在尝试任何转型时，总是有大部分项目都说自己没有时
间，因为进度紧张、交付压力大，以此为由不做。但在华为所有的项目都做，为什
么？没什么原因，就是自上而下要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因为有自上向下传递
的危机感，必须要保持自己企业的业界领先地位。一个企业如果不在自己的行业里处
于第一、第二位，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死，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遵从这样的观点，就必
须持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怎么去平衡改进和交付的压力呢？既要保证业务交付，
也要同时造血，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以CodeArts的经验来说，用70%时间交付产
品，30%时间改进，即便已经实施了DevOps仍然还在做改进，架构还在持续重构，产
品经理也愿意给团队30%的时间做投资在能力提升上。

变革大师约翰科特写过一本书《领导变革》，里边介绍了变革八步曲，《DevOps
Handbook》里有一章专门讲DevOps转型策略，其实就是将约翰科特的变革八步法应
用在了DevOps转型领域。变革八步法可以用在任何组织变革，而且这八步是顺序，不
能逆序，也不能跳跃。做转型跟八步法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完全一样，如果严格一步
步实施这八步法就要花很长的周期，这样做变革满足不了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转
型一定要像做敏捷一样小步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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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变革策略是：

● 第一步，把危机感和紧迫感植入组织的血。华为本身就有很强的危机感和紧迫
感，需要不断植入，时刻唤醒大家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每当团队觉得自己做的很
好，马上就会有更高的目标要求团队，牵引团队做得更好。

● 第二步，做大规模转型时，发布红头文件，在产品线试点的时候，产品线的 高
领导要签署文件，表态团队要做这个事，全员都要配合。如果想推进变革，第一
件事情就是要得到 高领导的认可，在华为基本上这一步走到了，后面就能够顺
利开展。

● 第三步，自上向下设定能力提升目标。做转型一定要有明确的量化目标牵引，如
果没有这样目标的牵引，基本上得不到团队成员的支持，在转型的过程中也要时
刻监控量化的结果。

剩下的几步需要迭代进行。

● 产品线领导自上向下沟通、贯彻，产品线领导要决定做一件事，就要全员沟通这
个决定，鼓励大家都要去做，没有其他选择。

● 产品线领导自上向下沟通、贯彻，产品线自己全权负责：怎么做，什么时候做。

● 然后，产品线决定试点适合哪个部门做，有效果之后马上全部铺开。这个过程不
会慢慢地做好几年，试点团队有了初步效果之后马上全面铺开。

● 接下来，横向传播，横向往另一个产品线传播，其它产品会受试点产品线的影响
来转型，受影响的力度更大。

● 后一步固化实践形成文化，如果这个过程中间某一步做的不够好马上返回到上
一步，可能再去跟产品线领导去沟通，保证领导的支持力度一定要长期存在。这
就是我们的转型步骤。

1.10 解读华为云 CodeArts HE2E 端到端 DevOps 实施框架

前言

我们经常讨论什么是敏捷、什么是精益、什么是DevOps。与其去讨论什么是，不如讨
论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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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敏捷与DevOps为什么会产生？目的是为解决软件研发交付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软件研发的过程，是价值交付的过程。而价值交付，天生就是从客户来，到客户去，
是端到端的。价值交付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全局优化而非单点改良。割裂
的去看价值交付价值流上的单点，亦或是阶段点之间的问题，例如业务到开发、开发
到测试、测试到运维，都只能是局部改善。

华为HE2E（端到端）的DevOps实施框架，就是将整个软件价值交付过程完整展现出
来，汇集业界先进实践的同时，也结合了华为自身30年研发经验，形成的一套可操作
可落地的敏捷开发方法论，并基于华为云CodeArts工具链进行固化和承载。

下面让我们逐一解读HE2E DevOps实施框架的几个主要部分。

影响地图，回归商业的初心

简单的讲，影响地图是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和组织结构：为什么（Why）>谁
（Who）>怎样（How）>什么（What）

也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Why），为了达成目标需要哪些人（Who）去怎样
（How）影响，为此我们需要做什么（What）。影响地图通过构建产品和交付项目来
产生实质影响，从而达到业务目标。

● Why：回答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也就是我们要试图达成的目标。找到正确的问
题，要比找到好的回答困难得多。

● Who：回答谁能产生需要的效果？谁会阻碍它？谁是产品的消费者或用户？谁会
被它影响？也就是那些会影响结果的角色。找对受众群体，是接下来 关键的问
题，受众若是匹配错误，做出来的产品就是对牛弹琴。

● How：回答考虑角色行为如何帮助或妨碍我们达成目标？我们期望见到的影响。

● What：回答作为组织或交付团队，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支持影响的实现？包含：交
付内容，软件功能以及组织的活动。

后，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就是通常我们讲的产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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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我们做产品 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一上来就罗列一堆的功能，却没有想清楚我们为
什么要做这些，有没有/有哪些人需要，需要这些功能干什么。

影响地图的价值正在于它将现实的商业逻辑用 清晰简洁的结构展现出来，以终为
始，回归初心，从目的出发，推演出 终的产品功能。

影响地图可以帮助组织避免在构建产品和交付项目的过程中迷失方向。确保所有参与
交付的人对目标、期望影响和关键假设理解一致。

影响地图可以有效地评估交付，作为质量反馈的标准之一：如果一个需求不能有效地
支持期望的行为影响，那么即使在技术上正确，功能交付给用户了，也仍然是失败
的。

用户故事地图，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由影响地图得到了What部分，也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是不是就可以当成用户故事
（User Story）排进产品待办事项（Product Backlog）开始开发了呢？答案是还不可
以。

用户故事是敏捷开发中普遍使用的实践，但常见的困惑是：产品负责人整理了一大堆
的产品Backlog，还编排了优先级，过早地陷入到细节的讨论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传统敏捷开发中，扁平的产品待办列表，存在很多问题：它很难解释产品是做什么
的。对于一个新的系统，扁平化待办列表无法帮助我们确认是否已经识别出全部故
事。同样的，扁平化待办列表也无法帮助制定发布计划，用户故事少则几十，多则上
百，详细分析每一个用户故事并且做出是否采纳的决定是非常乏味并且低效的。

用户故事地图是一门在需求拆分过程中保持全景图的技术，目的是既见树木，又见森
林，聚焦于故事的整体，而不是过早的纠缠于细节，在看到全景图的同时，逐层进行
细节拆分。采用用户故事地图，跳出了扁平化的产品待办列表，看到了产品的全景
图，可以真正聚焦于目标用户以及产品 终的形态。产品待办列表只是一维的，而用
户故事地图是三维的，这是高维与低维的比较，高维恒胜。

用户故事地图基于简单的网格结构，规则是从左到右讲述故事，即按照叙事主线顺
序；自上向下的拆分，即由大到小的细节展现。其中 关键的部分是产品的构思框
架，贯穿整个产品的发布地图，可以帮助团队以可视化方式展示依赖关系。此外，更
多的背景信息可以摆放在地图的周边，例如产品目标、客户信息等，这几乎就是用户
故事的全部了。这也恰好是用户故事地图的魅力所在，好的东西通常都很简单而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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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m 与 Kanban 相得益彰

有了需求的梳理和组织，接下来就是开发落地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 多使用的就
是Scrum与看板的方法。

Scrum与看板，在江湖上是两个门派，采纳时是否需要泾渭分明，区分严格呢？并不
是这样，其实Scrum与看板事实上是可以很好结合的。Henrik Kniberg有一本书叫做
《Scrum与Kanban相得益彰》，讲的就是如何兼容并蓄，将Scrum与Kanban的实践进
行融合，相互借鉴，从而发挥两者的 大价值。

Scrum的好处是，它是一个框架，设定了角色、活动、过程产物，以及相关原则。

● 计划会议与每日站会，形成了时间维度上从大到小的拆分。

● Product Backlog与Sprint Backlog，形成计划层面从大到小的分解。

● “Epic>Feature>Story>Task”的层级关系，形成了需求粒度上的划分。

● 迭代评审会议，是对迭代产物的沟通与反馈。

● 回顾会议，是对迭代过程的审视与优化。

Scrum设定了严格的时间盒Timebox，对节奏的保持大有益处，Develop on
Cadence，从产品大的版本/批次、到小的迭代、再到每日的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节
奏把控过程。

Kanban 大的价值在于可视化，软件研发 大的问题就在于过程不可见。可视化意味
着把价值流动，以及问题都显示化出来。暴露问题，而不是遮掩；解决问题，而不是
追责。

WIP限制在制品，是看板方法中 难遵守的实践，却也是精益软件开发原则的精华体
现。Stop Start，Start Finishing，停止开始，聚焦完成。我们开发中 大的问题往往
在于开始的事情太多，却没有及时的将一件事情打穿做完。为什么会这样？如何发
现？答案是可视化，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时在进行的工作到底有多少，一旦将
并行工作可视化出来，加上WIP限制，才有可能解决并行在制品问题。

生产过程中的物料堆积被视为浪费，研发过程中的任务堆积如何解决？有了前面讲到
的可视化，让过程以及产物看得见；有了WIP，让并行工作得到控制，但依然无法解
决上下游产能不匹配可能造成的任务堆积问题。拉动式系统相比于传统的推动式系
统，目的就在于解决这一问题。传统开发过程中任务是被上游推动，一旦下游产能低
于上游，或者出现阻塞，就会出现下游的任务堆积；拉动式系统中，只有下游产能出
现空余，才能从上游拉动任务，由于有WIP的限制，所以上游一旦超过WIP，而下游又
没有产能可以拉动时，上游是不能继续开展工作的（Stop Starting），所以 好的办
法是帮助下游尽快完成（Start Finishing），这也体现了Whole Team的精神。

可视化、WIP、拉动式系统，形成了看板的三要素。

以上内容支撑起了HE2E框架的上半部分，通常被称为管理实践，也是传统敏捷开发所
关注的部分。

软件开发生产线
理论实践 1 DevOps 概览

文档版本 02 (2023-04-10)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4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半部分的工程实践：持续交付域。

持续交付

正如Jez Humble对持续交付的定义：“The ability to get changes—features,
configuration changes, bug fixes, experiments—into production or into the
hands of users safely and quickly in a sustainable way.”持续交付也好，
DevOps也罢， 终目标是快速的交付价值。

如果说管理实践的目的是为了鉴别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以及正确的做事情。那么工程
实践的目的，是除了正确的做事情以外，还能高效的做事。

工程实践就像人体的肌肉，是强调执行力的，是大脑想到然后肌肉能够做到并且快速
的做到。每一丝的赘肉都会影响身体执行的速度，所以需要锻炼来消除。如何消除持
续交付过程中的赘肉？和肌肉锻炼燃烧脂肪一样，痛苦的事情需要反复做，做十次一
百次上千次，反复打磨，持续优化。

工程过程是需要高效、准确并且高度保持幂等性的。也就是说，执行一次的结果，与
执行一百次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对一致性的要求极高。人工过程是无法满足高
频度发布与部署，因此工程实践要求的就是尽可能的自动化。 大化的自动化，越是
频繁做的事情越要自动化，越是需要尽快反馈的事情越要自动化。在自动化来保证一
致性的同时，我们还要去消除阻塞，发现问题并进行疏通。

自动化与人工审核要有机结合，需要想清楚人工审核的目的是保障质量，而不是管
控，更不是官本位的体现屁股所在。每一个存在人工审核的地方，先想一想是否一定
需要、是否有自动化的方式、是否可以后移。

质量与速度能否兼得？答案是肯定的。要持续识别并消除开发中的约束点，常见约束
点以及相关建议有：

● 环境搭建的约束点：采用基础设施即代码的实践，应该让环境搭建与配置的过程
自动化、版本化，提供自服务平台，使能开发者。

● 代码部署过程的约束点：采用自动化部署实践，利用容器化与编排技术，让应用
部署与运行的过程呈幂等性。

● 测试准备和执行的约束：采纳自动化测试实践，分层分级的进行测试，针对不同
的阶段，建立不同的测试环境、设置不同的测试目标、建立不同的反馈闭环。

● 紧耦合的架构往往会成为下一个阻塞点，要进行架构解耦，采用松耦合的架构设
计，将重构等实践纳入日常的技术债务清理过程，演进式的采用服务化、微服务
化的架构。

就像长跑一样，教科书里说道：每一丝肌肉都对跑步成绩造成影响，工程过程也是如
此，彼此之间会产生关联并彼此影响。因此我们更应该将持续交付域作为一个整体来
看待，而不是分裂的去看编译、构建、静态动态测试、集成、部署、发布等。工程过
程更像是一个联动的机器，故而我们称之为持续交付流水线。良好配置的流水线，应
该是分层分级，同时又不失整体的。

回到HE2E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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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交付以代码配置管理为基础，除了传统意义的代码资产安全与管控、多人并行开
发以及发版与基线管理以外，更重要的这体现了团队的协作与沟通。

代码检查即静态扫描，自动化的构建，拉起来的各阶段的自动化测试，以及相应的自
动化部署过程，都被有机的串联在流水线上。

除了这些动态的阶段与活动，还有发布包的制品管理，以及各级的环境管理，包括开
发环境、测试环境、准生产环境，以及生产环境。

持续交付流水线就是将整个持续交付中，都有哪些阶段、分别运行在什么环境、每个
阶段执行什么活动、准入与准出的质量门禁，以及每个阶段的输入与输出的制品进行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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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续规划与设计

2.1 什么是敏捷
敏捷软件开发（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又称敏捷开发，是一种从1990年代
开始逐渐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些新型软件开发方法，是一种应对快速变化的需求的一种
软件开发能力。它们的具体名称、理念、过程、术语都不尽相同，相对于“非敏
捷”，更强调程序员团队与业务专家之间的紧密协作、面对面的沟通（认为比书面的
文档更有效）、频繁交付新的软件版本、紧凑而自我组织型的团队、能够很好地适应
需求变化的代码编写和团队组织方法，也更注重软件开发过程中人的作用。

敏捷宣言

“敏捷”一词来源于2001年初美国犹他州雪鸟滑雪圣地的一次敏捷方法发起者和实践
者（他们发起组成了敏捷联盟）的聚会。雪鸟会议共同起草了《敏捷软件开发宣
言》，其中 重要的部分就是对一些与会者一致同意的软件开发价值观的表述。

● 价值观

– 个体和互动 高于 流程和工具

– 工作的软件 高于 详尽的文档

– 客户合作 高于 合同谈判

– 响应变化 高于 遵循计划

也就是说，尽管右项有其价值，我们更重视左项的价值。

● 原则

敏捷宣言中还包括以下原则：

– 对我们而言， 重要的是通过尽早和不断交付有价值的软件满足客户需要。

– 我们欢迎需求的变化，即使在开发后期。敏捷过程能够驾驭变化，保持客户
的竞争优势。

– 经常交付可以工作的软件，从几星期到几个月，时间尺度越短越好。

– 业务人员和开发者应该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始终朝夕在一起工作。

– 围绕斗志高昂的人进行软件开发，给开发者提供适宜的环境，满足他们的需
要，并相信他们能够完成任务。

– 在开发小组中 有效率也 有效果的信息传达方式是面对面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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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工作的软件是进度的主要度量标准。

– 敏捷过程提倡可持续开发。出资人、开发人员和用户应该总是维持不变的节
奏。

– 对卓越技术与良好设计的不断追求将有助于提高敏捷性。

– 简单——尽可能减少工作量的艺术至关重要。

– 好的架构、需求和设计都源自自我组织的团队。

– 每隔一定时间，团队都要总结如何更有效率，然后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敏捷开发方法

除了《敏捷软件开发宣言》内所提到的价值观和原则以外，敏捷开发并没有一个完整
的方法列表，因为所有的敏捷开发方法都是广大开发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摸索出来
的，针对某种特定场景适用的方法。也就是说，以下所列出的敏捷开发方法并不一定
适用于你的团队或者你的问题，但是敏捷鼓励所有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尝试任何的方
法，只要这种方法遵循以上价值观和原则，那么它就是一种敏捷方法。

● Scrum
● Kanban（看板方法）

● Agile Modeling（敏捷建模）

● FDD（Feature-driven development，特性驱动开发）

● TDD（Test-driven development，测试驱动开发）

● XP（eXtreme Programming，极限编程）

● Lean Development（精益开发）

● Microsoft Solution Framework (MSF) for Agile（微软解决方案框架敏捷版）

● Agile Data Method（敏捷数据方法）

● ASD（Adap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自适应软件开发）

● Six Sigma
● Crystal（水晶方法）

● BDD（Behavior-driven development，行为驱动开发）

● DSDM（Dynamic Systems Development Method，动态系统开发方法）

● Exploratory Testing（探索性测试）

《2019年中国DevOps现状报告》中，针对国内各种敏捷开发方法的调研结果显示：在
所有敏捷方法中，Scrum、看板方法、自定义混合模式是 受企业欢迎的前三种敏捷
开发方法，占比分别为45.41%、41.23%、31.46%。

由CollabNet VersionOne发布的《第13届年度敏捷状态报告》中，敏捷方法应用状况
的调研结果显示：Scrum和Scrum/XP混合（64%）仍然是受访者组织使用的 常见的
敏捷方法。

为什么敏捷开发可以帮到你？

误解：敏捷开发是为了快速交付？

敏捷开发不是一种为了快速交付而出现的方法，它之所以比较快则是因为避开了许多
浪费的处理方式。

那么，敏捷改善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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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置时间：传统开发法依循计划、分析、设计、程序开发、测试再进行修改整合
后发布的步骤进行，是一种顺序性的开发模式，当前一个步骤用掉越多时间时，
后面步骤的前置时间就会越长，而形成时间上越多的浪费。反观敏捷开发，实行
的是一种务实的做法，当收集到足够一次迭代开发的需求时即向下一个步骤前
进，尽量缩短前置时间的浪费，然后将"分析、设计、开发与测试"形成一个开发
步骤，减少了步骤与步骤之间的衔接时间。

● 首次发布：敏捷开发采用迭代的开发方式，每个循环都会有一个潜在可发布版本
用来展示开发成果，这种展示给了客户进行回馈和改进的机会，让客户体会开发
成果的作法同时也给予了客户决定开发方向的绝对主权。

● 需求过程：敏捷开发不作完整的需求分析（因为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当需
求的搜集量和内容质量已经达到一定要求，已经足够一个开发周期的工作量时就
可以开始开发工作。

● 测试方法：敏捷开发对软件带来的 大影响便是测试了。传统的α（内部测试）、
β（交付客户测试）、γ测试（优化处理）方式在采用敏捷开发后几乎不存在了，
因为敏捷开发在开发周期内不断的进行测试工作，因此也就没有了在交付做α、
β、γ测试时必须停止开发、冻结开发的时间浪费了。

2.2 影响地图
影响地图是一个简单却极高效的协作性的策略规划方法。

有的产品，它还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产品，还没发布，就已经死了。太多的产品
失败的案例，源于方向性错误，基于错误的假设，功能与业务目标/价值之间缺乏必然
的关联与一致性，在做的事与期望的目标南辕北辙。

影响地图试图通过结构化、可视化、协作化的方式来从源头解决上述问题。

影响地图是一门战略规划技术，通过清晰的沟通假设，帮助团队根据总体业务目标调
整其活动，以及做出更好的里程碑决策。影响地图可以帮助组织避免在构建产品和交
付项目的过程中迷失方向，确保所有参与交付的人对目标、期望影响和关键假设理解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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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影响地图可以有效的评估交付，作为质量反馈的标准之一：如果一个需求没有
有效的支持期望的行为影响，那么即使在技术上正确，功能交付给用户了，也仍然是
失败的。

影响地图试图去解决组织面临的范围蔓延、过度工程、缺乏整体视图、开发团队和业
务目标不能保持一致等困扰。

影响地图的结构

简单的讲，影响地图是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和组织结构：为什么（Why）>谁（Who）
>怎样（How）>什么（What）

也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Why），为了达成目标需要哪些人（Who）去怎样
（How）影响，为此我们需要做什么（What）。

影响地图通过构建产品和交付项目来产生实质影响，从而达到业务目标。

● 为什么（Why）？

“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也就是我们要试图达成的目标。

找到正确的问题，要比找到好的回答困难得多。把原本描写在文档中，更多的是
隐藏在高层利益干系人头脑中的业务目标，定性定量的引导出来。

目标描述要遵循SMART原则，确保每个人知道做事的目的是什么，帮助团队协
作，针对真正/合适的需求设计更好的方案。

– Specific（明确的）

– Measurable（可度量的）

– Action-Oriented（面向行动）

– Realisitc（现实的）

– Timely（有时限的）

● 谁（Who）？

“谁能产生需要的效果？谁会阻碍它？谁是产品的消费者或用户？谁会被它影
响？”也就是那些会影响结果的角色。

考虑涉及到的这些决策者、用户群和生态系统，注意角色同样有优先级，优先考
虑 重要的角色。

角色定义应该明确、避免泛化，可以参考用户画像Persona的方式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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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How）？

“考虑角色行为如何帮助或妨碍我们达成目标？”也就是我们期望见到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只需列出对接近目标有帮助的影响，而不是试图列出所有角色想达成
的事。影响是角色的活动，是业务活动而不是产品功能。理想情况下应展现角色
行为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

不同的角色可能通过不同的方法，帮助或阻碍业务目标的实现，这些影响彼此之
间可能是相互参考、相互补充、相互竞争，或者相互冲突的。既要考虑到正面的
影响，也要考虑负面或阻碍的影响。

说明

业务发起方应该针对角色Who以及影响How，而不是交付内容What进行优先级排序。

● 什么（What）？

“作为组织或交付团队，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支持影响的实现？”包含：交付内
容，软件功能以及组织的活动。

理论上这里是 不重要的一个层次，我们不应该试图一开始就将它完整列数，而
应该在迭代过程中逐步完善。同时注意，不是所有列出来的东西都是需要交付
的，它们只是有优先级的交付选择。

"永远不要试图实现整个地图，而是要在地图上找到到达目标的 短路径。"
影响地图足够简单、操作性强、又有足够的收益：能够帮助创建更好的计划和里
程碑规划，确保交付和业务目标一致，并更好的适应变化。影响地图的首要任务
是展示相互的关联，次要任务是帮助发现替代线路。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地图符合软件产品管理和发布计划的发展趋势------
包括面向目标的需求工程、频繁的迭代交付、敏捷和精益软件方法、精益创业产品开
发循环，以及设计思维。如果你认同上述趋势，那么影响地图会是你的菜。

影响地图的特点
● 结构性：从业务目标到交付的结构化梳理和挖掘的方法，目标--角色--影响--交付

物。

● 整体性：连接目标和具体交付物之间的树状逻辑图谱。

● 协作性：利益相关人一起沟通讨论协作，把隐藏在个人头脑中的默认的思维逻辑
挖掘共享出来。

● 动态性：动态调整、迭代演进、经验证的学习。

● 可视化：统一共享的视图，结构清晰易读。

影响地图将各个部门/角色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维逻辑、不同的前提假设，通过可视
化和协作的方式进行梳理、澄清和导出。通过连接交付内容、影响和目标，影响地图
显示了之所以去做某个功能的因果链，同时也可视化了各利益相关人做出的假设。这
些假设包括：业务交付的目标、涉及目标干系人、试图达到的影响。同时，影响地图
沟通了两个层面的因果关系假设：

1. 交付会带来角色行为的变化，产生影响。

2. 一旦影响达成，相关的角色会对整体目标产生贡献。

影响地图的分层

是否可以将影响地图分层？ 答案是可以而且合理的。

建议计划两次会议：第一次定义预期的业务目标和度量，第二次来制作一张地图。第
一步是确定使命，而一个战略目标往往太大，无法快速见效，需要拆分成可短期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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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术目标。根据优先级排序的战术目标，逐次进行影响地图分析，期间动态调整更
新，定期决定是否需要继续。

因此可以有两层的影响地图："一份针对整体产品愿景，一份针对中期交付。"

同时，通过分层，也可以有效的控制参与两个会议的人员组成。高阶的领导者未必需
要参加所有的影响地图活动，尤其是战术影响地图会议。

参与人员

决策者，技术人员，业务人员。注意一定要有决策者参与，包括：商业决策、技术决
策、营销决策。如果发现一个问题讨论很久没有决定，也许是因为缺乏合适的参与人
员，应该找更高阶的人员决策。

参与人数：原书的建议是将第一次会议人数限制在不超过5-6人，确保关键的业务决策
者和技术人员参与进来。随后的会议可以适当扩大规模分组讨论，随后汇总，但人数
越多，会议的节奏和范围就越需要控制。

影响地图与用户故事的关联
● 影响地图可以作为用户故事列表的有效输入

影响地图的输出物，可以作为用户故事的输入，作为Epic、User Story的来源。这
些输入已经经过了价值判断、角色挖掘、优先级排序，甚至已经有了一部分的验
收标准（是否影响了受众同时为达成目标作出贡献），同时也因为有资深技术人
员的参与，初步做过技术可行性判断。因此这些backlog的输入，往往更加靠谱，
对交付团队更具价值。

– 输入形式

《影响地图》书中有明确的描述，把三段式的用户故事与影响地图几个层级
进行mapping：作为一个Who，我希望What，以便于How。

– 用户故事管理 at CodeArts
CodeArts中提供对用户故事的分级管理，可在“工作 > 需求规划”中，将影
响地图中根据层级划分好的用户故事输入到CodeArts中，与影响地图的层级
进行对应。

需求规划视图以树形结构列出了需求从“Epic > Feature > Story > Task”的
逐级关系。

同时可以应用CodeArts对需求按照用户故事的通用格式进行编辑。
更多关于CodeArts敏捷需求管理的操作，参见需求管理帮助文档。

● 影响地图可以很好的控制用户故事列表无限蔓延

看似动态调整的用户故事列表，根据精益消除浪费的思想，维护完整的故事列
表，事实上也是浪费。

存在的问题有两点：

第一，看不到用户故事与业务价值直接的联系，往往为了实现功能去做，而不是
考虑其背后交付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是否被用户认可。

第二，故事列表往往是各方头脑风暴的结果，同时还在不断更新，却很少剔除，
这个长长的列表不仅需要定期维护，其背景、内容、优先级、价值等都在随着商
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事实上维护一个三个月或者半年以后才可能实现的需
求就是浪费。

– 目标/里程碑与发布计划

业务目标可以与迭代的发布计划关联，每次迭代只处理少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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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地图》建议一次只处理一个目标，目的在于快速反馈和调整。个人认
为基于团队规模、迭代步速，一次迭代可以包含几个目标取决于目标的颗粒
度以及时间估算，不可一概而论。在具体执行时，这里会是一个争论以及变
数较多的点。

如何防止思维蔓延，地图扩张
● 先发散再收敛

实战练习中，我们40多人分成6组，分别绘制自己的影响地图；实际场景中，如果
每组都基于同一个目标，绘制出来的地图会各具特色而发散， 终需要引导将发
散的地图进行收敛，在此过程中，会发现更好的实现方式或是新的假设导出，
终得到成型的影响地图。

分层和拆分时，掌握80/20原则，不求面面俱到，只需要涉及 关键重要的因素。
考虑到大部分团队会使用物理板+即时贴的方式进行影响地图的设计，因此，原本
因为物理空间受限以及可读性原因存在的物理白板的弊端，反而可以作为细化程
度的一个有效限制原则（正如著名的两个披萨原则）：以物理墙/白板为影响地图
的 大边界。

相对于我们通常关心的业务功能/营销活动，即影响地图的第四层What，我们更
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前三层目标、角色和影响上，尤其是角色和影响上，关注点如
此，优先级排序也是如此；先不要关注在What即自己要做什么事情上，这往往会
让我们陷入执行的细节，埋头做事，而忽略了事情的初衷。

● 多数的路径 终不会被执行，是否需要保存？

首先，要避免过早陷入过多的细节，未来一切都是未知的，所有的结论都是基于
当前的假设。所以，维护一份完整的地图，试图将所有想法都归纳在地图上，是
没必要的。

其次，要遵循目标导向原则，避免在那些对整体目标没有作用的影响上花费过多
的时间。整理出来的路径，当然可以保留下来，作为下一次影响地图的部分输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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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需要注意的是，What包含交付内容、软件功能和组织的活动，如果交付的
所有条目都是技术性，也许要重新审视影响地图，尤其是角色Who与影响How两
部分，并非所有的目标都是需要通过产品功能达成，更多情况下，也许一个简单
的营销活动就可以快速实现目标。

什么时间结束
● 影响地图会议何时结束

“当关键想法已经出现在地图上。”

当团队已经达成目标，并且确定 快/小路径，暂时也想不出更好的替代方案时，
就可以结束。

建议设定严格的timebox，一旦出现时间点超时，或者是由于团队陷入太过细节的
讨论，或是没有找对合适的人，例如缺乏合适的决策者，也许是业务决策者，也
许是技术决策者。

● 影响地图何时失效

如同计划，在制定出来的那一刻也许影响地图就已经失效，因此需要适时调整
（注意是适时，未必是实时）。

影响地图更像是迭代计划，每个影响达成，进行反馈评估，对影响地图的内容以
及优先级进行调整；一旦目标达成，也许这张影响地图就完成了使命。

本文参考资料：

● 《影响地图：让你的软件产生真正的影响力》Gojko Adzic (作者) 何勉 ，李忠利
(译者)。

2.3 用户故事地图
《用户故事地图》这本书的原作者是一位独立顾问，讲师和敏捷教练，他所提出的用
户故事地图的方法主要用于解决敏捷需求分析过程中的问题：

● 只见树木不见林，重要的待办项容易淹没在各种细节中看不到全貌，因而难以排
列优先级。

● 不能明显地聚焦于用户需求。

● 很难了解不同粒度故事（史诗故事、主题故事以及故事）之间的关系。

● 不能方便地了解系统提供的功能的完整性。

● 不能方便地了解系统提供的工作流以及价值流。

● 不能方便地利用递增和迭代的方式去确定发布计划以及发布目标。

当开始进行一个产品或者项目规划的时候，首先需要梳理出一个backlog，在其中按照
优先级列出所要实现的场景和具体功能。这时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确
保backlog覆盖了 重要的用户体验路径，是否我们当前所规划的场景确实可以为用户
提供价值？这点对于敏捷开发非常重要。

在精益中有MVP（Minimum Viable Product， 小化可用产品）的概念。MVP的目的
是以 小的投入发布对用户有价值的产品，快速试错，并通过不停的迭代 终找到产
品的正确方向。

这个思路很好，但如何确认backlog中的内容是“ 小的”而且“可用”的产品却是件
很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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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一起讨论初始产品需求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团队成员的理解不同而花费大量的时
间进行梳理。即使每次讨论都将结果用文档记录下来，大家仍然缺乏对产品的总体认
识，这就是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林”的状态。因为，缺乏一种将用户故事可视化的
方法。

用户故事可视化——起床故事

讨论一个 简单的场景：早上起床出门，作为第一个用户故事地图。

每个人都非常熟悉这个场景，但是当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开始浮现：

1. 每个人习惯不同，如何统一我们的故事？

2. 从起床到出门要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到底应该如何确定阶段？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用户故事”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个场景的角色（Person）是
谁？

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确认需求粒度的过程。

在敏捷需求分析过程中，对Person的确认非常关键，如何统一思路并让大家可以在讨
论某个场景的时候可以聚焦到特定的Person上，是经常遇到的问题。讨论中经常会跑
题：原本在谈Person A，结果讨论到另外一个Person B了。

在讨论中，首先将Person的定义通过卡片贴在时间线的左侧，这个很小的动作，却让
团队的成员可以非常专注于当前Person的场景讨论，效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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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方面，经常有人问Backlog Item的粒度如何确定？过去的回答是，从实现的角度
来考虑，比如：控制在2-3天的工作量上。其实这是个非常不靠谱的建议，因为在讨论
需求的过程中还无法确认是否要做，更谈不上评估工作量。

这就暴露了Scrum的一个 主要的问题，Backlog解决的是在Story确认以后如何进行开
发过程规划的问题，而对Story该如何产生、如何设计的问题，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决
办法。我们往往把Story当成需求来看，而实际上敏捷使用Story来描述需求的目的是为
了协助团队进行讨论，以便 终确认需求（也就是Specification）。

用户故事地图的作用就是将User Story的简单描述：As a .... I want to ... so that ...，
用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在团队面前，让团队可以仔细梳理、讨论、确认这个Story包含的
内容， 终产出Specification进行开发。

用户故事地图的结构

每个用户故事地图代表一个完整的用户故事：

● 地图的核心是一条从左到右的时间线。

● 时间线的上部放置 大粒度的内容（可以理解为Epic）。

● 时间线的下部的第一行放置二级粒度内容（可以理解为Backlog Item），并在每
个一级粒度下按照从左到右的优先级进行放置。

● 每个二级粒度内容的下面，自上而下放置三级粒度内容（可以理解为Task）。

终绘制出来一个完整的端到端的用户故事。

这样的用户故事地图构建体验中，很强烈感受的是：大家专注、目标明确，讨论完成
的故事非常完整。

创建用户故事地图（User Story Mapping）的 8 个步骤

1. 召集到3-5名对产品非常熟悉的人员参与。3-5人听上去像是个魔法数字，实际上
是的。因为更少的人意味着你无法获得足够的建议，而更多人则会因为讨论和协
调降低会议效率。

2. 使用静默头脑风暴模式，让每个人在便签纸上写下自己认为重要的“所要做的事
情”，也就是用户任务（User Tasks）。每个人都用同样颜色的便签来书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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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任务描述，这个阶段不要互相讨论。一旦大家都基本完成了准备，让每个
人轮流大声读出自己的内容，并把便签纸全部放置在桌面上。这时如果出现重复
的内容就可以省略掉：

a. 根据产品规模，这个过程可能需要3-10分钟的时间，你可以观察大家的行为
来判断是否需要停止。

b. 基本上每张便签都会以一个动词开头，如：发送邮件、创建联系人、添加用
户等。

c. 这些便签组成了一级用户故事，也称为用户任务（User Tasks），它们组成
了用户故事地图上的 "行走的骨骼" （The walking skeleton）部分。

d. 这时可以提示参与者：我们只用了很少的时间就完成了需求的收集过程，而
且有些内容你可能没有想到，而其他人帮你想到了。

3. 然后，让大家将桌面上所有的便签进行分组，将类似的任务分为一组，其它的类
似：

a. 这个过程 好也采用静默模式进行，因为这样做会更快。如果发现重复的内
容，就略过。

b. 基本上分组会很容易完成。

c. 这时同样观察每个人的行为，判断大家是否已经做完，基本上这个过程需要
2-5分钟。

4. 选择另外一个颜色的便签，对每个组进行命名，并贴在每组便签的上部。

5. 对这些分好组的便签进行排序，一般按照用户完成操作的顺序，从左到右摆放：

a. 如果大家无法决定顺序，那么顺序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明显）。

b. 这一组便签，Jeff Patton称为用户活动 （User Activities）
c. 这时你的地图应该类似于：

A1 A2 A3 用户活动

T1，T2，T3 T4，T5，T6 T7，T8，T9 用户任务

 
6. 现在，按照 "行走的骨骼" 用户活动这行开始讲述用户故事，确保你没有遗漏任何

用户活动和用户任务。这时一般由组织者进行讲述，其他人提出意见，甚至可以
让 终用户来参与讨论。

7. 这时，我们已经完成了用户故事地图的基本框架，可以在每个用户任务下面添加
更加细节的用户故事（User Stories）了。此时仍然建议使用静默头脑风暴的模式
来进行第一轮用户故事的产生，同时借助如Persona和Scenario等方式协助完成这
个过程。一旦你完成了用户故事的创建，就可以开始划定发布计划（Releases）
了：

a. 一般在第一个发布中只选择每个用户任务的2-3个用户故事，这对于帮助大家
排定优先级和范围将很有帮助。

b. 基本上不必使用用户故事的标准句法（As a ...）来书写这些故事，因为每张
便签都处于地图的特定位置，很容易识别其所处的场景和角色。

8. 后，针对第一个发布的所有用户故事进行分解，确保我们的第一个发布越小越
好，基本上需要保证在1-2个迭代后就可以发布产品的第一个版本。

用户故事地图规范
● 第2个步骤中的便签表示用户任务（User Tasks），也就是下图中的绿色便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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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个步骤中的便签表示用户活动（User Activies），也就是下图中的蓝色便
签。

Jeff称这两行的内容为 “行走的骨骼（walking skeleton）”和“主干
（backbone）”。

● 用户故事（User Stories），也就是黄色便签在每个用户任务下自上而下排列，便
于我们确定优先级

一般来说用户会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来使用你的系统（用户故事地图）。

用户故事地图样例

下图是一个蛋糕制作及心得分享系统的用户故事地图：

第三行所包含的内容就是“大家在电子邮件系统所要做的事情”，包括：注册、配置
信息、发布、下单、支付等。

第二行对这些事情进行了分组。

与一般用户故事地图不同的是，这张图当中增加了第一行的角色划分，以使整个流程
更加清晰明了。

黄色的便签的第一行包含了 小化的用户故事，如：“蛋糕小白”的注册只包括手机
注册和验证码登录，其他如微信绑定则不在此行，放入更靠下的便签中。

在黄色便签上，可以贴上更小的蓝色和橘黄色便签，以表示不同的状态，比如：蓝色
代表完成，橘黄色代表进行中（WIP），这样你就可以看到项目的进展。

现在如果我们专注于从左到右完成第一行的黄色便签，就可以确保很快发布一款包含
了 基本功能的蛋糕制作及心得分享系统，这样就可以验证我们的系统整体架构可
行。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对系统的功能进行端到端的测试，确保我们可以从用户处获
取到反馈，知道我们是否解决了它们的问题（提供了商业价值）。注意：在第一行没
有包含“心得分享”这一功能，因为并不一定要完成所有用户任务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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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用户故事驱动的敏捷开发
敏捷开发现在已经不是新鲜事物了，从各种渠道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团队实施敏捷的胜
果，听的时候觉得很美，可是实际行动时就会发现那都是“别人家”的团队，结合自
己的情况就会发现诸多问题。即使是仍然打算一试，也经常会不知如何开始。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遵循的敏捷项目管理模型。

虽然，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是不存在的，但在更高的层面上，笔者仍然觉得这
是可行的。也就是说，管理模型是一致的，但是其中采用的方法可能各有不同。 终
目标是唯一的：打造一支可以快速适应变化的高质量团队，并输出高质量的产品！

用户故事的主要问题

用户故事可以帮助开发团队从用户的角度来理解需求，同时在交付的过程中按照用户
可用的场景进行交付，确保开发团队可以持续的交付用户关心的功能。但是在实际开
发中，团队往往不知道如何入手。

如何用好用户故事，需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 如何产生用户故事，让用户将故事讲清楚？

● 如何将用户故事的内容原汁原味的传递给开发团队？

● 如何将用户故事中的内容转换为开发功能点，识别与其他功能点的依赖，形成详
细的产品规格？

● 如何在使用用户故事进行增量开发的过程中保持架构的稳定性，同时驱动架构的
优化和演进？

● 如何在开发过程中按照故事进行交付，协同开发、测试、架构以及UI/UE等团队？

● 如何使用各种开发工具和平台，借助如任务跟踪、分支计划、持续集成、持续发
布、自动化测试等工具让开发过程变得更加高效？

用户故事的需求整理方式与传统需求的整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传统软件开发中，我
们依赖用户需求、技术需求、规格说明书等工具，试图使用规范的文档来解决需求收
集和传递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用户的需求转换成技术可以理解并可实施的
规格。对于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的人来说，要转换成使用用户故事的方式需要比较大
的思维方式转变，大家往往遇到的疑问也是，难道使用用户故事就不需要规格了吗？
其实不然，首先我们要了解用户故事到底是什么。

用户故事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既然我们使用用户故事来替代传统需求，那么用户故事就是记录需求的方
式了。其实不然，用户故事不是用来编写需求的，而是用来讨论和跟踪的。

● 使用用户故事的目的是让用户可以自然的讲述需求，这样才能确保信息的真实
性。因为任何软件产品都是为了帮助用户完成某种任务，也可以说任何的软件产
品或者系统都是通过交互来解决问题的，而交互的双方可能是人和系统，可能是
系统和系统，也可能是模块和模块。这样理解的话，任何的需求其实都是某个个
体（人、系统或者模块）在和其他个体进行交互的过程中，通过我们希望的行为
方式，达到我们想要实现的目的。用户故事的3个关键点：人、过程和目的，可以
帮助我们将这个行为方式讲清楚。在讲故事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专注于故事主
线，而不是如何实现。

● 一旦用户讲清楚了故事，下一步我们需要产生相应的可开发的功能点，这里我们
需要专注于如何实现。一般来说，我们很难通过一个功能点来满足一个用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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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必须要不同的功能点配合完成。但是我们仍然必须确保讨论的范围仅仅围
绕当前的故事，这时候技术人员非常容易发散，会考虑一些和当前功能点相关，
但是和当前故事不相关的内容。例如：这个功能可能以后还要用到的，所以我们
还要这样那样等等。这时，用户故事可以起到控制讨论范围的作用。你可能会觉
得，技术人员的角度是对的，因为可扩展、可复用等是软件设计的基本原则。但
是我们应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假设我们可以预见的其他用户故事确
实会影响这个功能点，那么这样考虑是可以的，但是应该到讨论那个用户故事的
时候再去考虑；如果我们没有其他可以预见的故事会影响这个功能点，那么这些
所谓的扩展性复用性设计就是浪费，因为你不知道是否会需要这个功能。

● 讨论清楚了功能点，进入开发阶段以后，用户故事是控制技术团队开发进度和交
付进度的引线，也就是我们应该按照故事一个一个的进行开发测试和交付。这样
才能确保我们交付的永远和用户预期一致，所有的开发、测试投入都是可以产生
用户认可的价值的。这个时候用户故事起到了跟踪和驱动开发过程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用户故事如何编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驱动的过
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用户和技术团队紧密结合，并让大家产生对交付内容
的统一认识。所以，用户故事是一种沟通工具，而不是编写工具或者需求模板！

故事讲给谁？

在真正开始讲故事之前，我们首先要确保正确的人都参与进来。对于规划一款产品来
说，你至少需要： 终用户代表、产品经理（或类似Scrum中的PO）、项目经理（或
类似Scrum中的ScrumMaster）、团队中的技术骨干（那些对实现的业务很熟悉，对
所要使用的技术或者系统很熟悉的技术人员）。技术骨干又可以分成架构、开发和测
试三个不同技能的人。这样看来，你至少需要6个人参与这个讲故事的过程（除非有些
人可以互相替代）。

故事是讲给这里面每个人听的，同时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讲故事的时候有所输入，
而不仅仅是在听故事。

● 终用户代表：这些人一般会作为讲故事的主角，因为他们是 了解故事的人。
但是 终用户代表只能从用户的角度来描述故事，这里会缺失很多技术细节。当
他们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技术人员就需要补充这些细节，将那些从用户角度看上
去可能很简单的故事后面所涉及到的复杂度暴露出来。

● 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这两名成员基本起到协调人的作用，一般产品经理（PO）
偏向用户，项目经理（ScrumMaster）偏向团队。我们希望他们的这种倾向性能
够在讨论过程中体现出来，将故事的优先级、重要程度、实现难度等问题进行归
纳总结，形成我们的项目计划。同时，这个故事讨论的过程一般都是以会议形式
进行，这2个人应该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主持人）出现，引导团队高效的完成讨论
过程。

● 技术骨干：首先技术人员要明确自己也是主角，而不仅仅是旁听。很多人都有这
样的体会，明明很简单的一个功能，为啥做起来会那么慢？这里面有2个原因：第
一个是用户自己没有把这个所谓的“简单”功能想明白；第二个是一个对用户
“简单”的功能，对于技术来说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但这个信息一般很难跟用户
讲明白，所以很多技术就倾向于不说或者说的很少，结果就是双方对于难度的认
知不一致。技术骨干参与这个讲故事的过程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帮助用户从技
术实现的角度理解故事，同时自己也能够将技术实现的思路想明白。

怎样讲故事？

讲故事的过程通过3个步骤进行：找线索>画主线>规格化。

● 找线索：画出故事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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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故事，这是我们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这时候用户的内心感觉就如同看完一部电影以后走出电影院，试图给没有看
过这个电影的朋友讲述。想一想在这个场景下你会如何开始？比如，如果你想给
你的朋友讲述大话西游这部电影，那么讲故事的方式通常是：“孙悟空在500年前
……然后紫霞仙子……”我们总会从某个角色的角度开始讲述一个故事。其实让
用户讲故事的方式也一样，我们首先要引导用户说出这个故事里都有谁。一部电
影是多个角色的故事线交织的结果，一个产品也是一样。有了这些角色，我们就
有了可以抽取故事的线索。

这里我们可以借助2个工具来协助找线索：影响地图和用户画像。（关于影响地图
和用户故事地图的概念和使用方法，不在这里多做赘述。）

你会发现，当团队开始整理不同的类型的用户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自然的讲述
故事，因为要把一个角色说清楚，你就必须考虑他要做的事情，故事自然就出来
了。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切记不要过于发散，明确我们的目的是整理用户画
像，只要不同用户类型间的边界清晰了，就可以结束，不要为细节纠缠。另外，
在后续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可能有些角色还需要添加进去，那么就到时候说。

终将我们整理出的每个用户类型用一张即时贴粘在白板的 左侧，通常我们可
以按照距离 终用户的远近来摆放这些即时贴，同时对每个角色进行编号，以便
后续可以很容易的进行引用。

● 画主线：使用影响地图画出故事主线

有了故事的主角，讲故事就相对容易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团队尽
量将故事的每一个步骤的都想清楚，通过在看板上进行可视化，我们就可以达到
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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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影响地图上有4个列，分别是WHY、WHO、HOW和WHAT，这种结构在
进行比较大和模糊的目标讨论的时候，如战略规划，会很好用，因为HOW和
WHAT比较容易区分；但是用在讨论用户故事的步骤时候，其实HOW和WHAT区
别不大，如果坚持使用规范的影响地图会让团队感到迷惑。所以，我建议将
HOW/WHAT合并。具体来说：

– WHY：我们这个用户故事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故事？

– WHO：这个故事里面都有哪些角色？

– HOW/WHAT：这些用户为了完成这个故事，需要做些什么，怎样操作？

上图中是一个标准的“新用户注册”的用户故事，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基本上
这个故事就是浏览者通过登录>注册>填写信息>验证邮件提交注册\管理员审核\成
为已注册用户后首次登录>完善资料。但通过卡片的方式将每个步骤放入白板后你
会发现，整个团队可以很好的聚焦到很细节的问题上，同时又对整个故事具备全
局观。如果不借助这种可视化方式，那么团队可能很容易丢失当前讨论的主线，
从一个细节延展开到其他的部分去了。注意这里对每个用户故事进行了ID标注，
同样也是为了后续可以容易进行引用。

你可能会问，那我用思维导图一类的工具不是更好么？电子化工具的好处是对信
息的保存和分享方便，但是在团队讨论中，我们更加重视团队讨论的氛围、聚焦
和整体效率，如果使用电子化工具，就无法让每个人都可以同时对这张图进行操
作，而必须由一个人操作，其他人很容易走神，如果工具不熟练还会耽误时间。
所以看上去白板貌似是可以淘汰的工具，但是对于团队讨论来说，它的效率高于
任何的电子化工具。

如下图所示的一次用户故事讨论，可以看到大家都聚集在白板周围，整个讨论都
是站立进行，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发表意见，用手指着某个即时贴就可以开始说：
“这个”步骤怎样怎样。如果没有可视化工具，或者使用电子化工具，希望每个
人都可以用“这个”来聚焦所有人的注意力是很困难的，你可能需要解释“这
个”到底是什么，又或者需要在电子工具中鼠标来点，如果操作者不是讲解者，
那会更加麻烦。细节决定效率！

软件开发生产线
理论实践 2 持续规划与设计

文档版本 02 (2023-04-10)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58



● 规格化：使用用户故事地图进行功能分析

有了故事主线，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功能细化，这一步所产出的其实就是传
统软件开发过程中的软件规格说明书。软件规格说明书对于开发人员实现产品功
能非常重要，是软件开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很多人认为敏捷开发不需要文档，
其实这是个巨大的误解，但是敏捷开发中的文档确实和传统的需求文档有很多区
别：

– 敏捷开发重视的是文档产生的过程，希望通过透明化的过程和集体讨论来确
保内容的完整性，以及信息在过程中的传递。对于文档本身的格式没有具体
的要求，只要确保讨论中的内容都被记录就可以。

敏捷开发中的文档并不是用来传递需求的主体，人才是传递需求的主体。

– 敏捷开发的文档是一份活的文档，所以我们更希望通过系统来记录需求，而
不是传统的word或者excel等静态文档来记录。这些文档的作用是帮助团队成
员来回忆和讲述，同时也作为过程追踪的手段。

– 传统软件开发中往往有2份项目计划：一份列出需求并在需求上进行估算以便
推导出预算；另外一份是时间和资源计划，这份计划又往往是按照阶段来进
行规划的。敏捷开发只有一份项目计划，就是按照用户故事来组织时间、资
源和各个阶段的跟踪，这其实就是用户故事驱动的敏捷开发的含义。

规格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使用用户故事地图的方式来进行，团队一起根据故事主
线中的每个步骤进行讨论，分析出在产品的特定区域（模块）中的功能点，并使
用技术人员容易理解的方式来描述这部分的功能。整个过程就是从将需求从用户
角度的描述转换到技术实现角度描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些在故事
主线中看不到的技术细节。

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综合考虑架构和测试的输入，这两个角色需要从自己的角
度确保每个故事的分解都满足架构的要求，并且是可以进行测试的。由于每个用
户故事都会穿越多个功能区域，架构师必须协助团队确保架构的扩展性、复用性
以及性能等要求。对于测试来说，要确保每个用户故事都是可测试的，才能确保
后续的测试计划和用例可以配合团队的开发过程，并按照故事逐个交付给用户。

将以上用户登录这个故事分解为功能点，展示在用户故事地图上，这是标准的用
户故事地图格式：

– 上面2层是产品的功能区域（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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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模块下面的功能点，来自于用户故事中的某个步骤的分析

– 每个功能点的即时贴上标注出用户故事的ID，这样便于我们比对影像地图找
到对应的功能点。

– 一些在影响地图中没有明确列出的内容在这张图上被显示出来，比如后台管
理和系统功能部分的内容。

如何组织需求讨论会？

讲故事的过程一般通过需求讨论会的形式来进行，确保以上应该参与的人员都到场。
既然是个会议，我们就必须确保会议的高效，这里可以参考三星高效会议的8点原则：

1. 凡是会议，必有主题。

2. 凡是主题，必有议程。

3. 凡是议程，必有决议。

4. 凡是决议，必有跟踪。

5. 凡是追踪，必有结果。

6. 凡是结果，必有责任。

7. 凡是责任，必有奖罚。

8. 凡是奖罚，必须透明。

针对需求讨论会，我们至少需要有以下安排：

● 会议主题：XXX产品需求讨论会，目的是在4小时内对XXX产品的XXX内容进行讨
论。

● 会议议程：

– 组织者：产品经理XXX或者项目经理XXX。

– 参与者：业务方或 终用户、产品/项目经理、团队技术人员（架构、开发、
测试等）。

软件开发生产线
理论实践 2 持续规划与设计

文档版本 02 (2023-04-10)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60



– 讨论内容：按照优先级排序的故事列表。

● 会议分工：

– 主持人：由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轮换组织。

– 需求记录人：由技术团队内某人承担，负责在讨论过程中将用户故事和所产
生的功能点进行详细记录，形成文档或者录入系统。

– 问题记录人：由技术团队内某人承担，负责在讨论过程中将无法现场确认的
问题进行记录，形成文档或者录入管理系统。

● 会议交付物：

– 针对议程中的每个用户故事所产生的文档或者管理系统记录。

– 讨论过程中所记录的问题列表或者管理系统记录。

– 针对用户故事文档的下一步操作，如：制定开发计划，预算等等。

– 针对问题的跟踪方式，如：问题列表的状态由谁负责维护，每个问题由谁负
责解决跟进，每个问题预计解决的时间。

需求讨论会的过程就是按照以上3个步骤讨论故事和分析故事的过程，我们可以按照以
下流程进行：

● 讨论会前期准备

– 可以在进行正式的需求讨论会前先进行一次头脑风暴，邀请用户和技术一同
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自由讨论，目的是让大家现对产品的大致情况
有所了解。

● 讨论会过程

– 首先由主持人（产品经理PO/项目经理Scrum Master）向团队列出会议所要
讨论的故事列表，这个过程不用讨论细节，目的是让大家知道会议的内容和
目标，便于控制进度。

– 根据所列出的故事列表优先级，从第1个故事开始梳理故事主线，分解功能
点，并由专人负责记录。

– 重复以上过程直到完成列表中所有故事的讨论。

● 注意事项

– 一定要按照故事列表逐个讨论，每个讨论都要细化到功能点并完成记录，再
进入下一个故事的讨论；不要先讨论所有故事主线，在一并分解功能点。这
样做的目的是让团队可以聚焦，避免多条线索交织造成干扰。

– 在讨论每个故事的时候，不要讨论与当前主线无关的内容，特别是技术团队
容易从一个功能点扩散到其他功能点，因为这是技术团队对产品的视角，这
种扩散会降低效率。主持人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适时制止，告诉团队
其他的功能点可以留到其他故事中讨论，只要的产品的一部分，我们在后续
的故事中肯定会涉及。

– 完成每个故事的讨论后可以进行短暂休息，在讨论过程中要确保每个参与成
员都集中精力，避免形成小组讨论的形式，建议每个故事的讨论都站立在白
板前进行。

– 主持人可以由PO和Scrum Master按照故事进行轮换，主持人的主要职责是确
保过程的顺畅，团队精力的集中。

– 待确认事项：建议在白板上开辟一片区域，对讨论中出现的团队无法当场确
认的问题进行记录，避免在这些问题上纠结太久，影响会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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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CodeArts 支撑用户故事驱动的敏捷开发

CodeArts中提供对用户故事的分级管理，可在“工作 > 需求规划”中，将影响地图中
根据划分好层级的用户故事输入到CodeArts中，与影响地图的层级进行对应。

● 需求规划视图以树形结构列出了“Epic > Feature > Story > Task”的逐级关系。

● CodeArts支持工作项模板，在“设置 > 项目设置”中，可以看到如何将用户故事
的三段式预置在Story的工作项模板中，也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定义描述信息。

● 在“工作 > 工作项”中，可以通过新建工作项，或进入已创建好的工作项，对需
求的具体描述信息进行编辑。

● 同时，CodeArts也遵循3C原则。卡片是用户故事的展现形式，用户可以切换到迭
代视图的卡片模式，通过拖动卡片完成状态更新。

● 在进行需求讨论会后，会议纪要记录到wiki中，并可进行版本管理。

● 需求讨论会的交付物可上传至文档管理统一管理。

以上是如何使用用户故事来驱动产品规划和设计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CodeArts管理
用户故事。希望本文中的内容，会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启发，帮助大家在日常工作中更
好的完成相应的工作。

注：本文基于华为云MVP徐磊的原文基础上进行了修改。

2.5 我在 CodeArts 做需求

前言

秉承吃狗粮的文化，CodeArts团队在践行精益敏捷DevOps的同时，也在使用CodeArts
工具进行实践落地。

需要说明的是：

● 本文中提到的实践方式，CodeArts团队在践行，所以具有一定的示范性。

● 不具备普适性，每个团队都应该根据自己团队的业务特性、团队成熟度、流程以
及对方法论的解读，来进行落地实现。

● 里面有很多优化的空间，并没有 好的实践，只有适合的实践。

通常而言，软件开发起始于需求收集与分析，所以本文从需求谈起。

传统的瀑布研发模式基于三个假设：

● 用户准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 开发人员能够完全理解用户在说什么。

● 需求在研发过程中不会发生变化。

但事实上这三个前提假设都不存在，需求沟通之后做出来的产品，往往如同下图的蛋
糕：

我们以用户故事来描述需求

维基百科上说，用户故事的目的在于以更快的速度、更少的消耗来应对现实世界需求
的快速变化。在CodeArts中，我们以用户故事的形式来记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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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以往也用需求规格说明书以及用例的形式，但这样的方式非常乏味、容易出错、
编写耗时，而且说真心话没人愿意去读。

采用用户故事的好处在于：

● 用户故事强调对话而不是书面沟通。

● 故事更容易被客户和开发人员理解。

● 用户故事大小适中，适合做迭代计划。

● 用户故事鼓励重要的事情先做。

● 鼓励推迟决策，延迟考虑细节。

● 支持随需求而变的开发。

用户故事将重点从以往的文档转换到了更实用的对话。面面俱到的文档看上去固然很
美，但费时费力而且还没人去看。取而代之以通过与客户沟通来获取需求，通过与用
户协作来澄清需求，通过频繁的发布来确认需求。

用户故事通常按照如下的格式来表达：

● As a <Role>, I want to <Activity>, so that <Business Value>.
作为一个<角色>，我想要<活动>，以便于<商业价值>。

三段式的用户故事，核心是从用户角度出发描述问题，站在用户的立场思考问题。

好的用户故事讨论的是为谁做和为什么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作为Who，我想要
What，以便于Why。有了Who、Why、What的信息，How就变得呼之欲出了。以往
我们上来就写需求的，往往注意到的是What（干什么），却忽略了Who（为谁做）以
及Why（为什么做）。而Who>Why>How>What的逻辑模式，恰好也是影响地图的结
构。

CodeArts支持工作项模板，在“设置 > 项目设置”中，可以看到如何将用户故事的三
段式，预置在Story的工作项模板中，也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定义描述信息。

我们遵循 Ron Jeffries 提出的原则

关于用户故事，Ron Jeffries用3个C来描述它：

● Card（卡片）：我们在用户故事编写工作坊中使用贴纸或卡片编写，随后录入到
CodeArts成为工作项，展现方式可以是卡片、列表或树状结构。卡片代表需求而
不是记录需求，详尽的需求内容可以用其他文档表述。

● Conversation（讨论）：讨论的过程建议是面对面的，如果与CodeArts的成员一
样，分布在不同地域，可以通过电话或IM工具（华为内部用eSpace，可以聊天，
也可以语音、视频）进行，将重要的结论写在工作项提供的讨论功能中。简单的
讨论可以直接通过工作项的讨论进行，但需要牢记的是，文字的讨论永远无法取
代面对面或是电话的沟通。

● Confirmation（确认）：用户故事并不具备契约性质，达成协议的验证要点是测
试的依据，用来验证用户故事是否符合用户的期望。在用户故事编写工作坊中，
验证信息可以写在故事卡片的背面，随后录入工作项。针对每一个测试要点都应
该变成完整的测试用例，测试用例会与需求进行关联，由此完美的将3C结合在一
起。

在CodeArts中的用户故事：

● 卡片是用户故事的展现形式，我们会切换到迭代视图的卡片模式，通过拖动卡片
完成状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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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是沟通的方式，不要让讨论的内容蒸发掉，讨论过程中 大的浪费就是大量
的信息随后被遗失掉了。我们通常在Story工作项的评论中记录讨论结果，或是直
接在评论中进行讨论，并用@通知他人。

● 确认是验收方式，验收信息可以填写在描述信息中，也可以在项目设置中在Story
工作项的模板中添加一个属性字段完成，具体实现方式不一，并且实现起来非常
灵活，所以并未做进预置的项目模板中。

一个用户故事工作项，事实上是一个需求的入口，以条目化或是卡片的形式展现，同
时可以进行多方位的关联。

● 由验收信息生成的测试用例，会关联到工作项的“关联用例”中。

● 在对话和沟通的过程中会产生的有用信息，可以通过Wiki（知识共享）、
Docman（文档协同）来保存，并且可以关联到Story工作项。

● 可以将现有的文件添加为工作项的附件。

如何创建和收集故事？

通常有几种方式进行用户故事的创建和收集，其中前两种是 经常采纳的：

● 用户访谈

● 故事编写工作坊

● 问卷调查

● 观察

用户访谈的关键是找到真正的用户，所以用户访谈之前是用户画像，也就是找到Who
的过程。

“你们的确开发了我所说的功能，但它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用户往往不知道或很
难准确表达自己想要的，所以沟通需要频繁，需要拿着不同阶段的产物进行确认。说
者无心，听者有意，会不会是自己主观臆断？说者有心，听者无意，会不会遗漏关键
字？同理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用户故事编写工作坊是捕获需求 有效的方式，原则是：数量优先而不是质量优先，
鼓励大家输出，而不要去评判某个故事的好坏；深度优先而不是广度优先，先把一条
路走通，而不要中途跳到岔路上。用户 可能做什么？可能会犯什么错误？会有什么
困惑？会需要什么信息？在工作坊里 好用贴纸，便于交互，随后再整理到工具平台
上。

观察用户真实使用产品的机会是难能可贵的，你会发现用户永远不会按照你设计的方
式使用产品。

如何拆分用户故事

需求通常以“Epic>Feature>Story”进行层级拆分：

● Epic通常是公司重要战略举措或者巨大的需求，例如做一个电商网站就是一个
Epic。

● Feature通常是在Epic之下，对用户有价值的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使用特性满足他
们的需求。比如“电商网站”的 “门店网络查询功能”，特性通常会通过多个迭
代持续交付。

● Story通常是对一个功能进行用户场景细分，并且能在一个迭代内完成，Story通常
需要满足INVEST原则：Independent（独立的），Neogotiable（可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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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able（对客户/用户有价值的），Estimable（可估计的），Small（小的），
Testable（可测试的）。

● Story又可以继续拆成Task，Task是实现层面的，无需遵循INVEST原则。

战略、功能、需求、任务等的在具体项目中很难进行归类，也可以简单的按月、周、
日、小时为单位进行判断，通常一个Epic可能会跨多个Release交付，Feature跨多个
Sprint，Story需要在一个Sprint中完成，而Task通常是更短小以小时至多以天计。

● 在CodeArts中，从Epic>Feature>Story的拆分，可以在“项目规划”里以脑图的
形式进行，一目了然。也可以在工作项页面中，以树状关系来展现和拆分。

非功能性需求以及技术类需求

非功能性需求（Non Functional Requirement）往往是决定产品或项目成败的关键，
却往往容易被忽视。当非功能性需求欠缺太多，就背负了技术债务，需要通过定期的
技术类活动进行清理。

● 典型的非功能性需求包括：性能、可移植性、可扩展性、可用性、易用性、可维
护性、可重用性、可操作性、安全性、容量等。

● 技术类需求的例子包括：重构、搭建持续交付流水线、测试自动化活动、环境的
维护与搭建、架构改造等。

目前CodeArts没有预置非功能性需求和技术类需求作为单独的工作项类型，不希望工
作项类型过于膨胀而增加了使用的复杂性。

通过新增字段可以标识不同类型的需求，更好的方式则是采用Tag标签。善用标签和过
滤器的结合，可以实现非常强大的功能，关于过滤器的使用技巧，我们可以单开一个
主题来讨论。

如何识别用户故事的坏味道（BadSmell）

如同低质量的代码会有Bad Smell，用户故事也一样会有坏味道：

● 几十页上百项需求堆在Product Backlog里。

● 提交的需求，自始至终没人和你沟通，某一天突然发现需求被实现了。

● 排在Product Backlog中段和后段的用户故事太过详尽。

● 大家依赖Product Backlog电子系统，而不是面对面进行沟通。

● 用户故事长得像需求规格说明书。

● 说不出故事的目标用户以及带来的价值。

● 很难为众多故事排优先级（不是高中低，而是唯一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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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你发现上面任意一条出现在你的项目中，那说明你的用户故事还需要改进。

有关用户故事的一些零散建议

1. 需求要有时间点。多问一句“什么时候需要？”，你往往会发现对方其实心里没
数，ASAP不是一个好答案，越快越好只能说明不信任。尽管会有顾虑，我依然会
如实说“这个功能与一个月之后的某个活动相关，在此之前实现即可，但需要预
留给我一周的时间进行验证和修复”。

2. 进行故事优先级排序时，需要考虑成本，一个重要的需求，有可能因为成本过高
而延后，另一种方法是对其进行拆分。

3. 不要着急给用户故事添加细节，遵循Kent Beck提出的 后责任时刻原则（Last
Responsible Moment），团队要等到开始实现软件特性前才写下特性的具体细
节，优先级排序，近期、中期、长期需求的详略程度。

4. 纸质卡片、贴纸，还是电子工具？

– 在需求收集和引导的前期，例如需求编写工作坊，建议采用纸质卡片，便于
交互，并且卡片的有限文字空间保证了我们不会过早进入细节。

– 当需求收集告一段落，统一将需求录入到CodeArts平台，需求不只是Card一
个维度，多方位的信息需要有工具平台来支撑和记录。同时平台也提供了团
队成员之间的协同，CodeArts团队异地的协同场景就是基于CodeArts平台进
行的。

小结

故事是讲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故事的目的是激发沟通中的火花，用户故事之所以
叫故事，是因为他要讲而不是要写的，沟通、协作并 终交付好的需求。

CodeArts的需求实践并非 好的，只是适应我们自身团队以及产品/项目情况的折中之
选。

本文参考资料：

● 《用户故事与敏捷方法》 Mike Cohn
● 《敏捷革命》 Jeff Sutherland

2.6 Scrum 的 22 个基础知识点
以下的22个基础知识点基本上涵盖了Scrum所涉及的内容，如果您能够正确理解所有
知识点，那么您已经具备了作为一名Scrum Master的基本素质；当然，作为一名合格
的Scrum Master，更重要的是经验，因为Scrum Master更多的需要和人打交道，很多
实际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必须在实践中才能体会的，有些还很微妙。

也许您对这些知识点的理解不尽相同，这没有关系，同样的框架和方法由于应用的环
境与对象的不同，所使用的方法和理解也不一定一样，这也正是Scrum的特色之一，
它帮助你找到 适合你的方式。Scrum并不是你需要严格执行的流程，而是帮助你找
到适合自己的流程的框架。

01 实施 Scrum 框架的好处

降低变更对系统造成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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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ROI（投入产出比）。

● 帮助我们持续改进。

● 持续快速的发布可用的软件产品。

● 所有人对真实可用的软件产品都有明确的认识，并在迭代过程中不停的改进。

在CodeArts中可以对创建的项目类型进行选择，CodeArts提供了两种模板的项目类
型：Scrum模板和看板模板。

02 Scrum 的组织结构

Scrum的组织结构可以根据不同的项目稍作调整，一般来说，它采用2-4周的迭代周
期，并包含以下角色：

● Scrum Master
● Product Owner
● 开发团队

03 Scrum Master 的主要职责
● 帮助团队铲除一切阻碍，让团队可以顺利完成冲刺目标。

● 帮助团队 大化生产力。

● 使用技术手段帮助团队变得更加高效，比如：引入自动化脚本，单元测试，持续
集成等敏捷实践。

● 协助团队和PO更好的进行协作。

● 保证Scrum实践的正确推行。

04 Scrum 过程中都使用哪些工件？

Scrum所使用的工件很简单，主要包括：

● Sprint待办列表 Sprint Backlog
● 产品待办列表 Product Backlog
● 增量 Increment

05 什么是产品待办列表？

在团队获取可用的Sprint待办列表sprint backlog之前，PO需要使用另外一个列表来管
理新特性、变更请求、功能改进和缺陷等内容，并对他们进行优先级排序，这就是产
品待办列表（Product Backlog）。这些内容在得到了PO和团队的认可后会交付给团队
进行开发，就变成了sprint backlog，这个过程可能很复杂（比如包含多层分解、涉及
多个子产品/组件、多个团队协作），也可能很简单；转换成sprint backlog的过程一
般还包括了任务分解和工期估算的工作内容。

在CodeArts中，可以通过“工作 > 迭代 > 未计划 > 工作项”查看产品待办列表。

06 什么是增量？

增量（Increment）指在一个冲刺内完成的产品待办工作项的数量。

在每一个冲刺结束时，所有的增量必须处于完成状态。这里的完成必须是可以用的、
可部署的，无论PO是否决定进行新的生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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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什么是用户故事？

在Scrum中，用户故事是一个工具。通常用户故事是一个短小的、一般用一句话可以
说明的特性或者功能以及场景的描述。通过用户故事，我们让用户可以自然的讲述需
求，并可以通过用户故事讨论和跟踪需求。

在CodeArts中针对每一个需求都可以编写相应的用户故事，对需求的场景进行记录。

08 什么是故事点？

在Scrum中使用用户故事（情景）作为描述一个产品特性的方式，同时使用“故事
点”作为这个产品特性大小的定量估算单位，故事点的大小标识了一个产品特性的开
发难度和所需要的投入（小时/人天等）。但我们一般不使用直接的小时或人天等时间
单位来表示这个值，而是使用斐波纳奇数列中的数值来标识不同特性的相对大小，这
样做的好处时我们可以屏蔽直接使用时间单位所造成的主观差异，更快更准确的进行
评估（因为在没有进行实际开发之前是很难直接估算时间，但是不同特性的相对大小
是比较容易评估的）。 终，我们可以使用数据分析手段在故事点单位和时间单位之
间建立换算关系，帮助我们掌控项目进度。

在CodeArts中，可以通过需求的“详细信息”页面中编辑分配给它的故事点。

09 什么是 Scrum 扑克？

Scrum 扑克（计划扑克）是一种进行量化估算的方法和工具。

在团队进行规划的过程中需要对工作量（故事点）、商业价值等进行量化评估，为了
达到“评估结果是团队的集体决策结果”的目的，Scrum中发明了这种方法和附带的
工具（一种扑克），在扑克上使用斐波纳奇数列标识每张扑克，在进行规划的时候每
个成员按照自己理解出牌，并由数值 大和 小的两名成员进行解释，大家进行讨论
后得出 终的数值估计。

斐波纳奇数列的特性决定了每个数字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大，这对于我们进行相对值
评估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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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什么是 Scrum 冲刺？

Scrum项目采用一个接一个的“冲刺”完成开发工作。

冲刺是一个可重复的，标准化的工作循环单元，在这个单元中采用了Scrum的各种方
法，并随时准备进行评审和改进。

11 理想的冲刺周期是多长，这个周期对工作方式有怎样的影响？

Scrum采用2-4周的冲刺周期。

一般来说，大多数团队采用2周的周期，这主要是因为2周的冲刺让团队更加容易和接
近现实的进行规划并完成手头的工作。同时，2周的长度也给予Product Owner足够的
时间来调整优先级，并给团队和业务需求之间提供足够的缓冲，让他们可以专注于现
有需求的开发。

12 Sprint 计划会议上一般需要做哪些工作？

在Sprint计划会议上，一般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 团队针对当前冲刺需要完成的待办工作项进行分析，并给出工期估算。

● 将产品待办工作分解为任务。

● 如果经过估算，冲刺中仍然有剩余工作量可用，则按照优先级从产品待办工作中
继续拿取需求放入冲刺。

● 对于需求描述中的不清晰内容与PO进行沟通、澄清。

13 冲刺回顾会议的作用

冲刺回顾会议（Sprint Retrospective）为团队提供了总结和改进的方式，在每个冲刺
结束后大家一起总结在这个冲刺中的改进和不足，并一同商讨应对措施，进行持续改
进。

14 Scrum 中的冲刺和迭代有什么区别？

迭代（Iteration）是一个通用词汇，表达的是开发过程中的某个循环过程的单元。这
个单元可以是开发人员编写代码时的编写、编译、调试、重构，也可以是一个开发周
期的规划、开发、测试、回归、发布。也就是说，这个单元可大可小，都可以使用迭
代来进行描述。

冲刺（Sprint）特指在Scrum中的某个产品开发周期，是一个2-4周的规划、开发、测
试、回归和发布过程。

15 燃尽图可以说明什么问题？

燃尽图一般用来跟踪一个冲刺的进度状态。

团队把燃尽图作为预测指标来使用，可以直观得看到当前进度是快还是慢。

一般团队需要在Daily Scrum的 后查看燃尽图的 新状态，并根据情况采取措施。

16 燃尽图应该包含哪些元素？

燃尽图应该包括工作日作为横轴，工作量作为纵轴，理想曲线，真实工作进度曲线。

软件开发生产线
理论实践 2 持续规划与设计

文档版本 02 (2023-04-10)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69



17 什么是团队速率？

团队速率（Velocity）是一个团队在一个冲刺内能够完成的需求量。

需求量的单位一般使用工作量或者商业价值衡量。工作量使用“故事点”来代表，商
业价值一般也作为产品待办工作的评估指标之一。

速率标识一个团队完成工作的速度，是评估团队效率的重要指标。

18 什么是 Sashimi 和 Impediments？

Sashimi的原意是“生鱼片”，在Scrum中是团队用来表达“完成”的一种说法。不同
团队对于“完成”的定义可以是不一样的，但在一个团队内必须统一，在Scrum中一
个团队需要定义不同级别的“完成规范”来统一这个概念。“完成规范”可以是任务
级别的，团队级别的或者产品特定级别的。

Impediments的意思是“障碍”，是团队在向着“完成规范”所定义的状态努力过程
中遇到的阻碍。一般来说，Scrum Master需要作为消除障碍的主要负责人。

19 什么是 Daily Scrum？

Daily Scrum 是一个简短的团队会议，由团队的所有成员在每天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进
行，会议上每个成员需要回答3个问题：

● 你昨天做了什么？

● 今天计划做什么？

● 是否遇到了障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Daily Scrum 不是一个汇报会议，因为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抱着平等的心态参加，你所
回答的3个问题是说给所有人听的，所有人的3个问题也都是说给你听的。Daily Scrum
一般由Scrum Master进行协调和组织，但Scrum Master并不对成员所描述的业务特
性/任务内容进行评价，而只关注会议本身是否高效。

Daily Scrum必须站立进行，所以很多人称之为Daliy stand-up，站立的目的是为了让
会议高效并让每个人都集中精力，放下手头的工作。

20 什么是 Scrum of Scrum？

一般在大型团队中很常见，就是每天的Daily Scrum后，团队负责人还会参加更多的会
议进行团队间的沟通和进一步的规划。

21 Scrum 的不足

● 对于目标不够清晰的项目，Scrum Master比较难以把控。

● Daily Scrum在开始阶段会让团队感受比较大的压力，并占用一定的工作时间。

● 对于团队成员的技术水平、协作水平有较高要求。

● Scrum中对于变更的容忍度非常高，但这也会让项目干系人感受比较大的不安。

● 会暴露非常多的问题，如果组织对于变化的接受度不高，会有很大的组织性冲
击。

● 会引发很多变革的发生，一定程度造成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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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什么情况下 Scrum 并不适用？

Scrum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团队，特别当团队规模很大（几十上百上千）的时候，
我们无法在整个团队范围内实施Scrum，而必须将团队分割成5-10人的小团队，并在
团队间进行Scrum of Scrum 的实施。

Scrum也不适合跨部门、跨职能的协作，如果团队成员分散于不同的地理位置或者不
同的部门，我们需要首先在组织结构上进行调整，至少需要合并开发和测试部门，组
成按照特性或产品领导的团队，同时从其他不同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团队。

2.7 Scrum 实践之团队
随着近些年敏捷在行业及企业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敏捷所带来的好处，
并愿意在敏捷上有所投入，从而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了敏捷从业者行列，愿意学习敏
捷知识。

本文内容推荐有基本敏捷常识及有一定Scrum理论基础的朋友们阅读，并按实际场景
进行参考。

定义和特性说明
● 定义

敏捷开发方式有很多种，这里我们选择Scrum。Scrum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工作框
架，并且是应用 为广泛、成熟的一种敏捷开发方式，业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
践经验。

结合Scrum框架和具体实施项目特点，打造适合的敏捷Scrum团队尤为重要。

Scrum团队是一个完整的团队。Scrum团队是基于功能开发而组成的跨职能、自我
管理团队，在组织方式、管理模式和开发过程等方面与传统的开发团队有着重大
改革。

Scrum团队与传统团队的简单对比下图：

– Scrum团队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项目经理、产品经理、开发经理，而是引入
了产品负责人（Product Owner）、Scrum Master和开发团队（The
Team），开发团队中包含了多个职责的成员，例如需求设计人员、开发人
员、测试人员等。

– 传统开发团队通常由项目经理做任务分析（WBS）并下达和分配工作内容，
而Scrum团队提倡自我管理、自组织，按兴趣和能力挑选自己喜欢的任务。

– 传统开发团队通常是接到任务后独立完成，个人英雄主义突出，而Scrum团
队需要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协作完成任务。

– 传统开发过程中，通常是经历一个非常大时间段的开发过程才能完成一次产
品的发布，中间过程客户不能试用产品成果，不能快速反馈，而Scrum开发
过程中，产品是迭代增量发布的，通常是在每个冲刺（Sprint）结束时交付可
发布的软件，客户可以试用每个冲刺产品成果和快速反馈。

软件开发生产线
理论实践 2 持续规划与设计

文档版本 02 (2023-04-10)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71



● 特性说明

开发团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冲刺执行上。

在冲刺执行期间，开发团队完成设计、构建、测试PBI（Product Backlog
Item），生成潜在可发布的产品增量。

开发团队的冲刺执行活动包括：每日检视和调整（站例会）、梳理产品列表
（PBI）、冲刺规划（迭代计划会）、检视和调整产品与过程。

下面一起总结团队都有哪些特性。

– 由5至9人组成

如果开发团队需要一个大型的Scrum团队，比如有43个人，不大可能会组成
一个43个人的Scrum团队，而是分成5个或5个以上的Scrum团队，每个团队
建议不超过9个人，常用的方法为Scrum of Scrums。

– 一个整体，跨职能

开发团队必须具备所需的全部技能以构建高质量、可工作的产品增量。

技能单一的专职团队 多只能完成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一个专职团队做完自
己的工作后，工作产品就被移交给其它团队，例如，开发团队把代码移交给
测试团队。移交代表着极有可能产生误解和高成本的错误，拥有跨职能的团
队可以减少移交次数，节约成本，开发团队由搭配合理的资深员工和资历浅
的员工来实现团队多样化。

– 开发团队是自组织的

没有人告诉开发团队如何把产品代办事项列表变成潜在可发布的产品增量，
开发团队自己确认采用哪种方式来实现产品负责人设定的目标。

自组织是系统自下而上、自发的属性，没有传统的自上而下、命令与控制的
管理方式，即便是Scrum Master也不应该冒昧干预，这样的自组织拥有非凡
的稳定性和产生惊人的新颖性。

– 由T型技能的员工组成

T型技能的意思是即要有深度又要有广度。

团队成员拥有适合的技能，覆盖各个专业领域，并且总体上技能有一些重
叠，团队有额外的灵活性。有深度的专家型的员工，可以分配到数量合理的
产品团队中，但不能让他们成为瓶颈（接力棒掉地）。然而，一开始就能找
到想要的团队技能组合，是不太可能的，理想的技能组合需要在开发过程中
日益成熟。

– 具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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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团队中不会有人说：“我那部分做完了，你那部分没有做完，因此我
们失败了。”开发团队的成员必须充分意识到他们必须合作才能冲刺目标承
诺，失败是团队中每个人的问题。

– 广泛沟通

开发团队成员相互之间以及他们和Scrum Master、产品负责人之间需要进行
广泛的沟通，快速、高效交换有价值的信息。

广泛的沟通提高了信息分享的频率和质量。信息的经济价值是有时效性的，
所以加快信息分享的速度可以快速进行检视和调整，做出更好的决定，同时
可以快速识别浪费，避免开发团队在错误的方向上花更多的资源。Scrum团
队广泛的沟通，就是用 小的成本快速有效地沟通。

– 沟通透明

沟通透明使开发团队成员都清楚目标状态，不会意外，另外还可以帮助建立
互信。简而言之，开发团队成员需要坦诚、靠谱，才有利于自组织和达到冲
刺目标。

– 目标专注

开发团队成员需要对团队目标保持专注、有责任感。

大量数据表示一个普遍的共识：做多个项目或者跨多个团队会降低生产力，
因此建议团队成员尽可能专注于一两个产品。当然专注于一个产品开发工作
时，更容易做到专注、有责任感。

– 持续的工作节奏

开发团队必须以可持续的节奏工作，不在进行死亡行军，这样做可以维持一
个健康、有趣的环境。

采用顺序开发时，我们把像测试这样的重要活动放到了 后，此时临近项目
交付，通常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快速解决。结果，在开发后期，工作强度陡然
上升，高工作强度会把团队成员压垮。作为组织，我们要问：“为什么必须
在晚上和周末工作，哪些地方可以改进？”采用Scrum，每个冲刺我们一直
在开发、测试和集成可交付的特性，为了确保团队可以频繁、定期交付价值
特性，不至于忙到吐血，每个开发团队成员都应该使用良好的技术实践，比
如持续集成和自动化测试等。

– 人员稳定

开发团队需要人员稳定。开发团队成员的稳定更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效率与
质量。团队是组织的资产，团队才是敏捷的“价值源泉”。这里并不是说相
当长时间内始终应该保持团队稳定。例如，如果有一个团队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样有凝聚力，或者团队出现功能失调，那么解散团队危害更小而且经济上
更合理。再例如，为了在组织内进一步推广Scrum，可以有意识的打散一个
高效率Scrum团队，把优秀的团队成员作为“种子”策略的一部分。新的
Scrum团队都有一个Scrum经验丰富的种子比保留原来的团队更有价值。

案例说明
● 常见问题

a. 敏捷开发提倡先做市场收益率 高（ 高价值）的工作，它容易导致敏捷开
发团队过于看重眼前的短期利益，而忽视了产品发展的长远目标。

b. 敏捷项目管理中，对敏捷开发团队成员的素质要求非常高，要求每位团队成
员都非常专业并且拥有积极主动的自我管理。而现实中，团队成员的现况往
往是水平参差不齐，积极主动的态度因人而异，往往达不到敏捷开发团队成
员要求的标准。

● 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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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敏捷团队需要放眼中、远期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关注眼前收益率大的目
标；

b. 敏捷的价值观提倡谦逊和勇气，团队成员之间互信互助，而不是互相指责批
评和推卸。团队成员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且主动改进，遇到困难的时
候主动寻求团队帮助。团队成员努力做到自我管理和自我驱动，承担多项职
能的工作。

● 主要收益

a. 团队成员的自我管理能力、责任感和主观能动性增强。

b. 团队成员不再各自为战，工作透明，协作和联系更加紧密。

c. 团队成员满意度提高，工作氛围更加和谐。

d. 每个Sprint都将成果（潜在可交付产品增量）与客户做确认，避免了后期较严
重的需求变更风险。

e. 团队成员不断地自我反醒、自我激励、能力提升。

文章来源：

● 华为云社区 敏捷实践之团队，原作者：黄隽 Charlie。

2.8 Scrum 实践之冲刺

定义和特性说明
● 定义

Scrum框架是目前在敏捷圈内比较流行的，下图展示了Scrum框架实践的全景图。

在Scrum框架中，工作在建议时间长度的迭代中循环做，这个迭代叫做冲刺。

– 各个冲刺提交的工作内容必须是对用户和客户来说具有确定价值的交付物。
通常来说，在每一个冲刺中，不可以对交付内容的人员和范围等目标做改
变。各个冲刺要达到Scrum团队共同认同的完成定义，并且交付一个潜在的
可以发布的产品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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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冲刺有固定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也就是冲刺应该在一个时间盒（Time
Box）内。冲刺要短，长度建议2周到4周之间，每个冲刺的Time Box建议保
持一样。

● 特性说明

– 时间盒

每个冲刺以“时间盒”这个概念为基础，用它来安排工作执行情况和管理工
作范围。时间盒的优点为，对积压的工作（WIP，Work in Process）设定数
量限制，强制排列优先顺序、展示进度，避免不必要的完美主义，促进结
束，增强可预测性。具体内容如下：

i. 时间盒是设定WIP数量限制的技术：WIP是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完成的工作
清单，开发团队只开发自己认为在一个冲刺内可以开始并按时完成的工
作事项，因此时间盒是为每个冲刺设定WIP数量限制。

ii. 时间盒可以强制排列优先级：我们需要先执行高优先级的工作，时间盒
可以强制我们按优先级排序执行小批量工作，这样我们的注意力可以更
集中于快速完成高价值的工作。

iii. 时间盒可以展示进度：时间盒可以展示我们需要多少个时间盒才能完成
大特性的进度，帮助准确知道为交付整个特性还需要做多少工作。

iv. 时间盒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完美主义：有时候团队会花过多的时间把事情
做得“完美”。每个冲刺中，时间盒限定了一个固定的结束日期，通过
这种方式强制结束可能无休止的工作。

v. 时间盒可以促进结束：冲刺有明确的 后期限，这个期限不允许修改，
这可以激发Scrum团队成员全力以赴按时完成冲刺内的工作。如果没有
时间盒的限制，Scrum团队成员就不会有完成工作的紧迫感存在。

vi. 时间盒可以增强预测性：团队不预测后续长时间段内可以完成的工作，
但是预测下个冲刺内能够完成的工作是可以做到的。

– 短持续期

每个冲刺持续期短有很多好处，持续期短的冲刺更容易规划、反馈快、错误
有限、投入产出比（ROI，Return on Invest）高、有助于保持较高的参与热
情、检查点多。具体好处如下：

i. 持续期短的冲刺更容易规划：为短时间的工作范围做规划所需要的工作
量，比给长时间的工作范围做规划的工作量要小得很多、结果更准确、
可执行性更强。

ii. 持续期短的冲刺可以产生快速的反馈：快速反馈可以去掉不适宜的产品
路径和开发方法，避免产生更多的不良质量成本（COPQ，Cost of Poor
Quality）， 重要的是快速反馈可以使团队更快速地发现和利用稍纵即
逝的商机。

iii. 持续期短的冲刺投入产出比（ROI）更高：持续期短可以更早、更频繁地
交付，有更多的机会快速投入生产，产生收入。

iv. 持续期短的冲刺所犯的错误是有限的：在短短1或2周的时间内，就算错
了，全部搞砸了，也只是失去了短短的1或2周的时间，不会带来巨大的
损失。坚持持续期短的冲刺能够进行频繁地试错、协调和反馈。

v. 持续期短的冲刺有助于保持较高的参与热情：团队参与工作的热情、兴
趣和兴奋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拉长而越来越弱。如果一个项目时间过于
长，人们看不到结果，那么显然人们会逐渐失去兴趣。持续期短的冲刺
通过频繁快速的交付可用的工作产品，让参与者有满足感、操持较高的
参与热情，便团队成员恢复兴趣并渴望继续完成冲刺的目标。

vi. 持续期短的冲刺能提供多个有意义的检查点：传统瀑布式开发有里程
碑，例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和运行，这些里程碑其实是一些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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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谱的指标。Scrum在每个冲刺结束时会有一个有意义的检查点（冲刺
评审会议），团队中的每个人可以根据展示的可以工作的特性做出判断
和决策。有更多的检查点来检验和修正，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复杂的项
目。

– 一致长度

每个冲刺的长度建议保持一致。

一致的持续期更有节奏感。冲刺中，稳定的节奏感让团队中的成员进入 好
的状态；稳定的节奏感使单调而必要的活动成为习惯，从而让团队成员留出
心力，集中做有趣、增值的工作。比如，为期一年的开发工作中执行时间盒
为2周的冲刺，那么对于接下来二十几个冲刺评审或冲刺回顾活动，我们可以
在每个人的日程表发出一个重复发生的事件，否则每个冲刺评审或冲刺回顾
需要额外花更多的精力去协调利益干系人的日程。

一致的持续期还可以简化规划活动。长度一致的冲刺更容易计算出团队的速
率，也可以简化剩余的计算活动。

– 锁定目标

每个冲刺需要锁定冲刺目标。

Scrum框架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一旦制定冲刺目标，在冲刺执行开始后就不
允许有任何变更对冲刺目标实际产生影响。冲刺目标是Scrum团队和产品负
责人的共同承诺。Scrum团队承诺按时完成目标，产品负责人承诺在冲刺执
行过程中不变更目标。虽然冲刺目标不应该有实质上的变更，但是允许澄清
目标。在冲刺开始时，Scrum团队对PBI相关的细节不一定完全明确，在冲刺
执行中提供更多的澄清是合理的。变更冲刺目标会引起浪费，损害团队的士
气和信任。

“锁定目标”是一个规则，并不是铁律。Scrum团队在遵守“锁定目标”的
同时还要注实效。如果变更冲刺目标造成的经济后果远远小于推迟变更所造
成的经济后果，那么就应该选择适时变更。假如冲刺的目标变得完全无效，
可以选择终止当前冲刺，终止冲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后手段。终止冲刺
后，Scrum团队应该决定下一个冲刺的长度，尽量考虑节奏重新同步。

– 定义完成

每个冲刺需要有团队共同认同的完成的定义（DOD，Definition of
“Done”），完成的定义可以随时间演变。例如，很多情况是软件开发的人
说：“硬件总是很晚才到位！”像这种情况，如果一个团队构建软件而没有
硬件做测试，不能声称在每个冲刺结束时产生的结果是潜在可发布的，需要
灵活变通处理完成的定义。引入冲刺的每个PBI都应该有一组由产品负责人指
定的完成的定义，或者称之为接收标准（AC，Acceptance Criteria）。这些
接收标准在接收测试中进行验证，产品负责人会确认AC是否全部满足。

案例说明
● 常见问题

a. 如何增强团队工作紧迫感，完成冲刺内的任务？

b. 团队无能力预测下一个冲刺可以完成的工作容量，如何增强预测能力？

c. 只有在冲刺活动中才有时间盒吗？

● 解决方法

a. 强调时间盒的概念，团队成员有时间盒的意识，借助时间盒设定冲刺中WIP
的数量，设定优先级，强制完成时间，防止无休止的工作。团队务必明确冲
刺目标及完成定义。每个冲刺需要由团队共同确定目标，共同定义“完成”
的标准。只要完成了定义的“完成”就可以认为完成了冲刺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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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时间盒可以增强预测性。团队不预测后续长时间段内可以完成的工作，但是
预测下个冲刺内能够完成的工作是可以做到的。

c. 时间盒在Scrum中多处被体现出来，只是有的团队为了赶任务而被忽略。总
结起来大概有如下图时间盒或许更多，通常建议如下：

▪ 一个冲刺在2到4周。

▪ 冲刺计划会议控制在2到4小时。

▪ 站立会议控制在15分钟之内。

▪ 冲刺评审会议控制在2小时之内。

▪ 冲刺回顾会议控制在30分钟之内。

▪ 产品经理要提前准备1到2个冲刺的PBI。
以上并不是绝对要求，只是阐述通常情况下的选择。

● 主要收益

短期快速稳定节奏交付可以快速试错、协调和反馈、把握商机、降低COPQ、提高
ROI、增强团队成员参与热情、提高可执行性、更好地应对复杂项目，并相对容易
对近期工作做出预测和判断。

文章来源：

● 华为云社区敏捷实践之冲刺，原作者：黄隽 Charlie。

2.9 敏捷项目管理

组建 Scrum 团队

本文将以一个示例项目为对象，介绍如何进行敏捷项目管理，示例项目背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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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商城示例项目介绍
【凤凰商城】示例项目是耗时数月所开发的汽车零部件配件电子商城。项目采用 Scrum模式 进行迭代开发，每个
迭代周期为“两周”，前3个迭代已经完成“凤凰商城1.0” 版本的开发，当前正在进行 “迭代4” 的规划。

在开始项目规划之前，我们首先要组建团队，并确定团队的运作模式。而在这个客户
需求不断变化，交付周期不断压缩的时代，敏捷开发模式无疑是各个开发团队的首
选。

CodeArts提供了多种项目管理模式，其中就有基于Scrum框架的项目类型。因此，我
们将以Scrum框架为例，并在此简单对Scrum进行介绍。

● Scrum的定义

Scrum（名词）：Scrum是一个框架，在此框架中人们可以解决复杂的自适应难
题，同时也能高效并创造性地交付可能 高价值的产品。

Scrum是：

– 轻量的

– 易于理解的

– 难以精通的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它就已经被应用于管理复杂产品的工作上。 Scrum并不
是一种过程、技术或决定性方法，而是一个框架，在此框架中您可以使用各种不
同的过程和技术。 Scrum让您的产品管理和工作技术的相对成效更加清晰地显现
出来，以便您可以持续改进产品、团队和工作环境。

Scrum框架由Scrum团队以及与之相关的角色、事件、工件和规则组成。框架中的
每个部分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其对于Scrum的成功与使用是至关重要的。Scrum的
规则把角色、事件和工件组织在一起，管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交互。

● Scrum团队

在开始介绍Scrum的组织架构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个小故事。

一天，一头猪和一只鸡在路上散步。鸡对猪说：“嗨，我们合伙开一家餐馆怎么
样？”猪回头看了一下鸡说：“好主意，那你准备给餐馆起什么名字呢？”鸡想
了想说：“叫‘火腿和鸡蛋’怎么样？”“那可不行。”猪说：“我把自己全搭
进去了，而你只是参与而已。”

这则故事应用在敏捷开发中，用来说明不同角色的职责。在Scrum过程中，
“猪”是在Scrum过程中全身投入项目的各种角色，他们在项目中承担实际工
作；“鸡”并不是实际Scrum过程中全身投入的一部分，但是必须考虑他们。

Scrum团队由一名产品负责人、开发团队和一名Scrum Master组成。Scrum团队
是跨职能的自组织团队。自组织团队自己选择如何以 好的方式完成工作，而不
是由团队之外的人来指导。跨职能团队拥有完成工作所需的全部技能，不需要依
赖团队之外的人。

以上关于Scrum概念以及团队角色职责部分内容描述，摘自《2017 Scrum
Guide》。

关于Scrum的更多详细信息，以及管理实践方法，可参考《Scrum Guide》。

● 使用CodeArts添加项目成员，并配置成员角色

简单了解Scrum框架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组建项目团队了。

在CodeArts中，每个项目中有多个项目成员，但由于每个成员在项目中担任的职
责不同，需要通过成员角色给予区分，并在操作权限上做出相应的体现。

a. 单击“设置 > 基本信息”。

项目的基本信息列出了项目名称，项目描述，项目类型，创建时间，创建
人。

项目描述可以根据情况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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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击“成员管理”，可以添加新的用户到这个项目中。

CodeArts提供以下两种添加用户的方式：

添加方式 说明

添加成员 添加本企业租户下的成员，如果成员不存在可以为其创建
子用户。

通过链接邀
请

邀请非本企业租户下的成员。

 
c. 添加进项目中的成员，可以点击成员信息右侧的操作按钮，对成员角色进行

编辑。

d. 项目角色一共有6种，分别对应不同的操作权限，项目的管理人员可以根据项
目实际情况对成员角色进行分配。

规划项目并管理需求
● 项目情景

刚刚接到业务部门的 后通牒，要求月底必须上线 【门店网络查询功能】，可以
在凤凰商城中查询各个门店的相关信息。

应该如何对此功能模块进行规划呢？

首先让我们看看在敏捷的项目中，应该如何进行项目规划以及需求的制定。

● 如何拆分需求

需求通常以“Epic>Feature>Story”进行层级拆分：

– Epic通常是公司重要战略举措或者巨大的需求，例如“凤凰商城”对于“无
极限零部件公司”是一个与企业生存攸关的关键战略措施，就是一个Epic。

– Feature通常是在Epic之下，对用户有价值的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使用特性满
足他们的需求。比如“凤凰商城”的 “门店网络查询功能”，特性通常会通
过多个迭代持续交付。

– Story通常是对一个功能进行用户场景细分，并且能在一个迭代内完成。Story
通常需要满足INVEST原则：

▪ Independent（独立的）

▪ Neogotiable（可讨论的）

▪ Valuable（对客户/用户有价值的）

▪ Estimable（可估计的）

▪ Small（小的）

▪ Testable（可测试的）。

– Story又可以继续拆成Task。Task是实现层面的，例如准备环境，准备测试用
例等，都可以是完成Story的细分任务。Task无需遵循INVEST原则。

战略、功能、需求、任务等的在具体项目中很难进行归类，也可以简单的按月、
周、日、小时为单位进行判断，通常一个Epic可能会跨多个Release交付，Feature
跨多个Sprint，Story需要在一个Sprint中完成，而Task通常是更短小以小时至多以
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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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Scrum项目模板进行项目规划，并管理Epic和Feature
在CodeArts中，可以使用提供的“需求规划”功能以思维导图的模式完成需
求从“Epic > Feature > Story > Task”的创建以及管理。

▪ 需求规划

1) 打开凤凰商城项目，单击“工作 > 需求规划”，项目规划视图以树
形结构列出了需求从“Epic > Feature > Story > Task”的逐级关
系。

2) 创建新的Feature， 在凤凰商城Epic上单击“插入子主题”。输入标
题“门店网络”，回车保存。

3) 按照同样的方式，完成Story“作为用户应该可以查看、查询所有门
店网络”的创建。

▪ 项目规划折叠

为了更清晰的展示规划视图，不同用户角色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展开/折
叠对应级别的列表。

例如，某用户角色只关心Feature级别的列表，单击“Feature”旁边的
完成折叠。

▪ 导出项目规划

CodeArts还支持将项目规划导出到Excel，以“条目化”的方式查看以及
管理。单击页面右上角“导出”完成。

● 需求描述：以用户故事来描述需求

维基百科上说，用户故事的目的在于以更快的速度、更少的消耗来应对现实世界
需求的快速变化。

在CodeArts，我们以用户故事的形式来记录需求。华为以往也用需求规格说明书
以及用例的形式，但这样的方式非常乏味、容易出错、编写耗时，而且说真心话
没人愿意去读。

采用用户故事的好处在于：

– 用户故事强调对话而不是书面沟通。

– 故事更容易被客户和开发人员理解。

– 用户故事大小适中，适合做迭代计划。

– 用户故事鼓励重要的事情先做。

– 鼓励推迟决策，延迟考虑细节。

– 支持随需求而变的开发。

用户故事将重点从以往的文档转换到了更实用的对话。面面俱到的文档看上去固
然很美，但费时费力而且还没人去看。用户故事取而代之，以通过与客户沟通来
获取需求，通过与用户协作来澄清需求，通过频繁的发布来确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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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故事通常按照如下的格式来表达：

– As a <Role>, I want to <Activity>, so that <Business Value>.

作为一个<角色>，我想要<活动>，以便于<商业价值>。

三段式的用户故事，核心是从用户角度出发描述问题，站在用户的立场思考问
题。

好的用户故事讨论的是为谁做和为什么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作为Who，我想
要What，以便于Why。有了Who、Why、What的信息，How就变得呼之欲出
了。

以往我们上来就写需求的，往往注意到的是What（干什么），却忽略了Who（为
谁做）以及Why（为什么做）。

而Who>Why>How>What的逻辑模式，恰好也是影响地图的结构。有关影响地
图，请阅读文章《影响地图》。

– CodeArts需求编辑操作

在CodeArts中，我们可以通过工作项管理模块，进入每一个工作项中，单独
编辑该工作项的详细信息，并可对工作项进行详细的用户故事内容描述。

i. 单击“工作 > Backlog”，单击待编辑的Story名称。

ii. 修改Story描述信息、开始日期、结束日期、预计工时、优先级、重要程
度字段信息，单击“保存”按钮完成修改。

此外，CodeArts支持工作项模板，在“设置 > 项目设置”中，可以看到如何
将用户故事的三段式预置在Story的工作项模板中，也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定义
描述信息。

同时，CodeArts也遵循3C原则。卡片是用户故事的展现形式，用户可以切换
到迭代视图的卡片模式，通过拖动卡片完成状态更新。

制定计划

在对项目的需求进行简单的规划后，我们就要进入具体的开发环节。而在开发之前，
当然需要对即将开展的工作进行计划。

那么，在敏捷的开发模式中，计划是如何制定的呢？

让我们以CodeArts这个产品为例，一起来看看CodeArts作为一款产品是如何制定它的
开发计划的。

● 两级项目计划

计划是演进的，试图在项目一开始制定“完备”的甚至是“完美”的计划是不现
实的。做计划的目的之一是减少风险，但在信息 少的项目初期阶段做出 重要
的决定是不切实际并且风险巨大的。

敏捷计划的模式是渐进式的，一开始只规划一个大的方向，并制定 近1-2个迭代
需要构建什么以及何时完成的计划。随着项目的进展，新特性不断的增加并交付
给客户，团队不断的获取有关产品、技术、市场、用户相关的信息，新的迭代计
划也在不断的演进，但依然是经济并且现实的只规划 近的1-2个迭代。在此过程
中，通过不断的交付价值与沟通反馈，建立团队内部彼此之间以及团队与客户之
间的沟通、信任与信心。

在CodeArts中，计划是分为两级的，第一级是大的发布计划，以月度、季度、年
度为粒度，我们称之为路标；第二级是具体的迭代计划，以周或双周为粒度，这
是团队开发及交付的节奏和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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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Product Backlog进行分层，近期要做的拆分到Story级别，例如2-3个迭代内
的；中期要做的拆分到Feature级别，例如3个月之内的；长期待定的就留成
Epic，例如3个月以上的。

● 产品发布计划

CodeArts整体是一个DevOps平台，包括需求管理、代码托管、流水线、代码检
查、编译构建、部署、测试计划、发布等多个服务，每个服务每周固定都会有一
个上线版本，特殊情况可以做到按天的发布周期。在此情况下，将相关的新功能
放在一个发布计划中依然是有必要的，发布计划就是产品的Roadmap路线图，在
华为我们称之为路标。

我们会以年为单位制定大的路标进行对齐，同时拆分到每个季度，路标代表我们
产品演进的方向和关注的重点，是中长期的目标。目标一定会发生变化，所以路
标会定期进行调整，体现了我们对市场变化的判断以及对客户反馈的响应。

目前在版本历程中，我们以双周为单位定期发布产品的Release Notes。Release
Notes很重要，是产品新特性的发布公告，是一种事后的告知方式。

还有一种事先的预告，即Release Plan产品路标，可以让客户有所预期甚至提前获
得反馈。

计划是一个承诺，是一个目标，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响应变化；制定计划很
重要，但盲目遵循计划就没必要了；更重要的是做计划的过程，而不是计划本
身。

敏捷也好，DevOps也好，都是为了应对快速的市场变化，以及更好的响应需求的
变化。产品的发布计划也是如此，没必要盲目依从，也不会100%都达成（这种情
况只能说明目标太没野心了），路标需要定期检查与调整；路标的发布同时也是
一种获取反馈的机制，客户可以提出反馈意见，例如对在规划发布的一个功能非
常喜欢或是非常不喜欢，都可以通过意见反馈系统进行反馈，产品会基于反馈信
息进行判断进而调整发布计划。

● 迭代计划

一个发布由多个迭代组成，每一个迭代都要有具体的目标，迭代过程需要度量迭
代速率，团队要根据自己的速率以及工程能力确定迭代长度。

CodeArts目前的迭代长度为一周，由于设计与开发的依赖关系，所以我们的设计
迭代与开发迭代会有一个错位，UCD设计会超前一周完成低保证及高保真设计，
随后开发会进行前后端的开发工作。

在迭代计划会议上，产品经理PD对高优先级需求进行串讲，团队提出问题，并充
实或调整产品Backlog的优先级，进而设定Sprint目标。根据团队速率，选择进行
Sprint Backlog填充。以目前一周的迭代长度而言，这一过程大概会进行1-2小
时。

通过CodeArts提供的迭代管理，可以帮助您快速的制定迭代计划、管理和追踪相
关工作进度。

– 迭代创建以及管理

i. 单击“工作 > 迭代”，进入迭代管理视图。

ii. 单击“新建迭代”，输入迭代名称，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迭代日期，单击
“新建”按钮。

– 迭代规划

i. 打开“工作 > 迭代 > 未计划工作项”，系统将列出所有未计划的工作项
列表。

ii. 用鼠标拖动Story到迭代中。

– 任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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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单击Story名称，在右侧画出窗口中选择“子工作项”页签。

ii. 输入工作项标题，单击“确定”按钮。

2.10 敏捷实践之物理看板与电子看板

选择物理看板还是电子看板

敏捷项目 终的成功还是失败，与使用物理看板还是电子看板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换个方式说，选择哪种看板不是对与错，而是适合与不适合。所以，要思考的是哪种
方式更适合你的团队。

物理看板的优势和劣势

● 优势

a. 成本低：几乎不需要成本，办公室允许粘贴的玻璃墙、白墙或者白板均可，
再准备点便签和笔。

b. 入门快：只要团队想好了怎么做，立刻可以做到工作的可视化，特别适合刚
刚使用看板的入门级团队。

c. 更改方便：对于看板的规划，只要有新的想法就可以灵活的变动和快速的实
现。比如，列的变化、泳道的变化。同样，特别适合刚刚使用看板的入门级
团队。

d. 仪式感强：每日站会的仪式感很强，这个是电子看板无法取代的。

● 劣势

a. 数据无备份：历史数据不能被积累，无法对历史数据度量与分析。

b. 异地同步难：如果团队成员分布在异地，信息的同步是很大的问题。

c. 记录的信息量少：受便签空间制约，书写的信息量有限，但是同时也约束了
内容的简洁性。

电子看板的优势与劣势

● 优势

a. 历史数据积累方便：可以很方便的对数据进行度量与分析。

b. 异地协作可视化：可以方便的实现异地团队工作内容的可视化。

c. 管理人员方便查看：电子看板不受地域的限制，管理人员随时可以查看项目
进度。

d. 信息记录完整：可以在卡片中增加更多的重要信息，比如验收标准等，还可
以关联更多的内容。

● 劣势

a. 更改慢：这里指对电子看板功能的制定化需求，新增加功能性需求需要开发
团队配合完成，不能在第一时间随时按团队的想法自行更改。也就是说，团
队的流程规划受电子看板功能制约。

b. 仪式感弱：团队成员在同一地点还好，如果分布在不同地点（包括在同一个
办公室不同座位的情况）仪式感会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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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在团队刚刚开始使用敏捷时，如果团队成员都在同一地点办公，还是使用物理看板更
适合，两个到三个迭代后，团队自然对敏捷流程有了认识，一些敏捷的习惯已经养
成。要引导团队的改善活动，看板从开始到稳定要经历过几次进化， 后达到团队理
想的流程管理和 好的可视化状态。这个时候建议再引入电子看板，让敏捷习惯持续
传承。

如果团队成员分散到多个地域，毫无疑问电子看板是 适合的。有些团队会两种看板
同时存在，这种情况多见于看板的管理规则不同（多数情况是更喜欢物理看板的仪式
感及精简版的管理和内容），如果规则相同，建议用一种看板就好，否则两种看板之
间的同步也是一种额外的工作量。

文章来源：

● 华为云社区敏捷实践之物理和电子看板的那点事儿，原作者：黄隽 Char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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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续开发与集成

3.1 软件版本管理
软件版本管理，作为持续集成、持续交付的基础，不仅对自动化的研发流程起到支撑
作用，同时也对交付团队内部的协同工作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版本管理都包含那些内容，以及CodeArts是如何实践它们的。

版本控制系统概述

版本控制系统是保存文件多个版本的一种机制。当修改某个文件后，你仍旧可以访问
该文件之前的任意一个修订版本。它也是我们共同合作交付软件时所使用的一种机
制。

本文主要以Git为例，结合当前行业主流的几种分支策略，为开发者讲解版本控制系统
的主要使用场景和使用方法。对于Git的操作方法，以及版本控制系统中分支、合并等
概念的定义，在这里不做赘述。

代码提交与分支创建

首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Git的一些基本概念，方便我们更好的理解代码提交与分支
合并之间的逻辑关系。

● Git有三种状态，你的文件可能处于其中之一：

– 已提交（committed）：数据已经安全的保存在本地数据库。

– 已修改（modified）：修改了文件，但还没保存到数据库中。

– 已暂存（staged）：对一个已修改文件的当前版本做了标记，使之包含在下
次提交的快照中。

● Git仓库、工作目录以及暂存区域

– Git仓库目录： Git用来保存项目的元数据和对象数据库的地方。这是Git中
重要的部分，从其它计算机克隆仓库时，拷贝的就是这里的数据。

– 工作目录：项目的某个版本独立提取出来的内容。 从Git仓库的压缩数据库中
提取出来文件，放在磁盘上以供使用或修改。

– 暂存区域：是一个文件，保存了下次将提交的文件列表信息，有时候也被称
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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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Git工作流程如下：

a. 在工作目录中修改文件。

b. 暂存文件，将文件的快照放入暂存区域。

c. 提交更新，找到暂存区域的文件，将快照永久性存储到Git仓库目录。

从上面的基本概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Git的常用基本操作其实很简单，然而同一个工
具，不同的用法产生的效果却是迥然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使用版本控制系统的时
候尽量遵守规范，更能使工具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在代码提交和
分支合并的时候应该遵守哪些规范：

● 分支具有描述性

一个好的分支名称应该具有描述性，以便其他人通过分支名称就可以知道它到底
是干什么用的。

● 提交要做对

“好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代码提交也是如此。

– 一个提交做好一件事情：

▪ 保持每个提交的正确性，不要一系列提交都在不停的修改同一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请将它们合一。

▪ 每个提交要独立，不要混杂其他的功能。

– 提交要做小：

– 如果一个提交，修改了过多的内容，那么对检视者就是个灾难。

– 尽可能的拆分，让你的逻辑有延续性，并且可读。

● 清楚的提交信息

通过写清楚的提交信息，你可以让其他人更容易跟上我们的思路并提供反馈。

提交说明要回答如下问题：

– What——要解决什么问题？

– When——什么情况下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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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 Why——为什么这样解决是合理的，比其他解决方法更好？

● 合并请求的提交要清晰

一个好的合并请求不只是代码的事情，还牵涉到代码审查者对代码的审查，所以
开发者不仅要写出好的代码，还需要考虑如何让其他人更清晰的理解自己的想法
和思路，这是一个用代码做交流的过程。

– 进行较小的合并请求。

– 每个合并请求只做一件事情。

– 代码行的字数， 好少于80个字。

– 避免重新格式化代码。

– 确保提交的代码能够编译通过并能通过所有测试。

– 详细记录下自己提交的原因。

– 避免重复修改和混入其他的merge。

了解了如何做好一次规范的提交与合并，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通过CodeArts中的版本控
制系统都能完成哪些具体的实践。

由于CodeArts提供的是基于Git的版本控制系统，因此所有Git的相关操作都可以在
CodeArts上实现。

● 配置秘钥

● 管理代码仓库

● 查看提交记录

● 提交代码并关联工作项

通过CodeArts我们可以将每次提交的代码记录与相应的工作项进行关联。

在提交代码时，备注信息中输入fix #工作项编号即可在工作项的代码提交记录页
面，查看到相关联的代码提交记录。

分支策略

我们都知道分支的意义，也知道它的用法，然而不同的分支管理方法对项目所起到的
帮助也是不同的，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几种常见的分支策略，以及如何通过CodeArts
来管理分支。

● Github flow
– 特点：

▪ 令master分支时常保持可以部署的状态。

▪ 在新建的本地仓库分支中进行提交。

▪ 以合并请求进行交流。

▪ 让其他开发者进行审查，合并前的代码要经过测试。

– 操作步骤：

i. 创建分支

○ 在你创建了一个项目的分支的时候，你也就创建了一个可以尝试你
的新想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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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分支名称应该具有描述性， 以便其他人通过分支名称就可以知
道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ii. 添加提交

○ 每个提交操作都有一个相关的提交信息，用于描述你做出的修改。

○ 通过写清楚的提交信息，你可以让其他人更容易跟上我们的思路并
提供反馈。

iii. 提出合并请求

○ 合并请求开启了一个关于你的提交内容的讨论。

○ 当你有很少或没有代码但想分享一些截图或一些想法的时候；当你
卡住了需要帮助或建议的时候；或者当你准备好了让人来审查你工
作的时候，合并请求启动代码审查和有关更改建议的会话。

iv. 讨论和评估你的代码

○ 审查你的更改内容的人或团队可以提供一些问题或者意见。

○ 你也可以在大家讨论和给出关于你提交内容的反馈时， 继续Push修
改你的分支，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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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部署验证

○ 合入master代码前的 终部署测试，用真实环境检验版本的正确
性。

vi. 合并

○ 合并之后，合并请求会保存一份关于你修改代码的历史记录。

○ 通过将某些关键字加入到你的合并请求文本中，你可以将问题与代
码关联起来。

● Gitlab flow
– 生产分支

▪ 一个反映已部署代码的生产分支。

▪ 将master的代码合入production。

▪ 可消减Git flow中releasing、tagging、merging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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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分支

▪ 提交仅向下游流动，确保在所有环境中测试所有内容。

▪ 如果要做hotfix，在一个功能分支上开发，然后合入master，master通
过自动化测试后，将feature分支逐步向下游合并。

– 发布分支

▪ 一个分支就是一个版本。

▪ 尽可能在master测试修改完，再开发布分支，减少多分支的bug修复。

▪ 声明了发布分支后，该分支只接受严重bug的修复。

▪ bug的修复先合入master，再往发布分支合入，上游优先策略。

▪ 每在发布分支接受bug修复，都要使用新标签标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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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当前行业中集中比较流行的分支策略，CodeArts提供了基于Git的版本控制系
统，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如何应用CodeArts帮助团队管理分支。

通过CodeArts我们可以完成分支的创建与管理，对分支进行保护、创建合并请求、对
代码的合并进行检视及评分、批准合并请求等一系列操作。

● 新建分支

可以通过CodeArts提供的代码仓库直接创建分支，也可以通过本地仓库创建分支
进行同步。

● 分支保护

可以设置对某一重要分支进行保护，防止误操作对交付造成影响。

● 合并请求

开发者提交的合并请求可在CodeArts中进行管理，通过对合并内容的检验，决定
是否合并。

● 代码检视与打分

在CodeArts的版本控制系统中，还提供丰富多样的功能设置，例如IP白名单、子模
组、webhook等常用的功能设置。运用版本控制系统，我们同样还可以进一步完善我
们开发项目的软件配置、环境配置管理，关于如何进行软件配置管理与环境配置管理
就不在此详细说明了。想掌握更多更详细的CodeArts代码仓库使用方法，详见代码托
管用户指南。

3.2 持续集成

持续集成概述

持续集成是一种软件开发实践，即团队开发成员经常集成他们的工作，通常每个成员
每天至少集成一次，也就意味着每天可能会发生多次集成。每次集成都通过自动化的
构建（包括编译，发布，自动化测试）来验证，从而尽早地发现集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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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检查：提高交付质量

加快代码质量的反馈速度至关重要，在代码进入代码库之后能够立即确认代码处于可
用状态，这样才能确保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快速的获取可交付的版本。无论对于开发/测
试的配合，还是开发人员自己进行功能验证都非常重要。

● 持续集成中的代码检查

由于持续的快速开发和交付，团队发现线上代码质量堪忧，且进入到生产环境的
问题修复成本太高，团队需要一种可以在迭代内快速发现问题的自动化手段。

随着团队规模的扩大，新人不断加入，每个人的编码习惯均不一致，这造成了大
量的沟通成本，正在逐步消磨团队的意志。团队需要有效的手段统一每个人的编
码习惯，并可以及时提示不健康的代码。确保团队可以健康持续的发展。

● 代码检查：及时发现代码缺陷，持续看护代码质量，防止代码腐化

自动化完成代码检查已经是必须的，我们需要解放人力到更有价值的业务逻辑，
架构相关的评审工作中。

团队成员日益增加，统一编码规范非常重要，但是依靠手工这是不可完成的任
务。

代码检查（CodeArts Check）是基于云端实现代码质量管理的服务，软件开发者
可在编码完成后执行多语言的代码静态检查和安全检查，获取全面的质量报告，
并提供缺陷的改进建议和趋势分析，有效管控代码质量，降低解决成本。

● CodeArts代码检查实践

a. 进入项目，单击页面上方菜单“代码 > 代码检查” ，进入“代码检查”页
面。

b. 单击“新建任务”按钮，选择指定的代码仓库作为代码检查的目标仓库。

c. 填写任务名称，并选择检查语言。单击确定按钮，完成任务创建。

d. 代码检查任务的执行与详解

单击右上角“开始检查”即可开始执行代码检查任务。

▪ 代码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如何定位问题和进行修复是个头疼的问题。

▪ 如何帮助开发人员理解问题和建议修复方式？

▪ 对于暂时无法修复的问题需要进行标识。

针对以上问题，在代码检查任务的详情页中可以看到，任务左上共有“概
览”、“代码问题”、“代码度量”、“设置”四个选项。其中前三个选项
均为代码检查的执行结果，“设置”是对该任务的高级设置，用户可以通过
“设置”进行高级定制。

i. 概览

在“概览”界面用户可以直观地看到代码检查的执行结果，并有相应的
图示进行展示。

ii. 代码问题

在“代码问题”页可以看到代码中的具体问题及相应的修改建议。对于
每一条代码问题，都可以进行快速在线修改，更改问题状态为未解决、
已解决、已忽略，以及指派负责人。

iii. 代码度量

在“代码度量”页可以按文件查看代码的圈复杂度、代码重复率。

iv.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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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置”页可以对任务信息进行修改，包括基本信息、规则集、执行
计划、高级选项等。

○ 基本信息：可以更改任务名称、检查语言，并修改代码检查时的编
译工具、环境等信息。

○ 规则集：规则集是进行代码检查时所使用的规则的集合，可以选用
系统内置的规则集或者自定义的规则集。

○ 执行计划：设置执行计划，以触发代码检查任务的执行。

○ 高级选项：

新问题起始时间：指定日期之后的问题列为新问题。

忽略的文件集合：选中代码仓库中的文件或文件夹，以排除检查。

想要了解详细的代码检查操作方法，请见代码检查用户指南。

编译构建：一站式的持续集成，快速灵活地构建软件包

在高度分散和异构化的IT运维环境下，开发部与运维部应达成以下共识：

1. 开发部跟运维部应该紧密合作，建立共同的目标和共同解决问题的机制。

2. 开发的工作与运维的工作应该解耦，运维更多是将IT运维任务转变为自助、自动
化服务，把基础架构的配置能力交给开发，因为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应用的运行
环境。

3. 保证每个环境（开发调测环境、测试环境、QA环境、生产环境）都保持一致，避
免因为环境不一致导致的各种问题。后面统一使用Docker的方式将应用与环境统
一打包到镜像保持环境一致。

4. 持续不断的对应用进行验证，确保应用总是处于可部署的状态并建立持续反馈回
路，防止问题代码进入生产环境。

组件和依赖管理

在构建或运行软件时，软件的一部分要依赖于另一部分，就产生了依赖关系，而更好
的管理项目中有依赖关系的组件和库文件，就成了配置管理中重要的一环。

在软件项目中，有适当的管理依赖的方法，其中比较常见有几种：一种是应用版本控
制库对依赖进行管理；一种是显式的声明他们，例如应用Maven进行项目的构建；还
有一种是使用依赖管理工具，管理自己的依赖库。

在CodeArts中你可以针对自己的项目情况，灵活的使用这些方法。关于应用版本控制
库和显式声明来管理依赖的方式在此不做详细说明，我们主要看看如何通过
CodeArts，更便捷的管理项目的依赖。

● 私有依赖库

CodeArts提供企业级的私有依赖库，用户可以将项目内部依赖的私有依赖组件放
到私有依赖库中进行管理，并可对仓库进行多种配置。

依赖包的上传方式有三种：

a. 在私有依赖库中单击“上传”按钮即可上传依赖包。

b. 通过CodeArts编译构建任务，添加配置Maven私有依赖库步骤，直接将构建
生成的依赖包归档到私有依赖库中。

c. 通过修改本地的配置文件信息，实现本地构建后直接将组件上传至CodeArts
的私有依赖库中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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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依赖库中直接生成配置信息，通过复制或下载配置文件直接替换的方
式，修改本地配置信息。

想要了解详细的私有依赖库操作方法，请见快速上手私有依赖库。

CI at CodeArts

持续集成是CodeArts及其他所有DevOps研发工具的核心功能。在CodeArts中，持续集
成覆盖两大功能模块——编译构建和发布。针对使用Docker等容器镜像的项目而言，
持续集成这一过程当中，除了将构建包上传到发布仓库外，又将构建成功的镜像发布
至容器镜像服务SWR当中。下面将从传统项目与容器镜像项目两个角度对CodeArts中
的持续集成过程进行阐述。

● 传统项目持续集成

在CodeArts中，只需用户配置好编译构建任务，并选择提交代码时触发流水线，
即可实现持续集成。

– 编译构建实践

i. 创建编译构建任务：

1) 单击页面上方菜单“构建&发布 > 编译构建” ，进入“编译构建”
页面。

2) 根据页面提示输入任务名称，选择源码源、源码仓库、分支、构建
模板。

针对不同的代码仓库、语言种类，需要选择对应的、适当的构建模
板。用户也可以不选择模板，直接进入下一步骤。

目前，CodeArts已支持大部分主流语言的构建，想要了解更多请参阅编
译构建用户指南。

ii. 编辑构建任务

1) 编辑构建步骤：构建任务的搭建采用模块化设计，通过提供丰富的
原子操作允许开发人员快速搭建自己的构建流程。

此操作的目的在于填写构建任务所需的信息。用户在此操作过程中
一般需要完成诸如“包名”“发布版本号”等信息的填写。用户也
可以在此操作中添加或删除构建步骤。

对于传统项目而言，编译构建的核心功能就在于构建。以Maven项
目为例，Maven构建即为Maven项目的核心。除Maven之外，
CodeArts还支持其他多种项目、多种语言类型的编译构建。

构建任务一般还包括上传至发布仓库功能。用于存储构建好的软件
包。

2) 参数设置：如果任务中涉及到需要使用参数的话，可以在此处进行
参数的定义。

3) 执行计划：在此设置执行计划以确保任务“手工/定时”执行。

执行计划是“持续集成”的一部分，通过设置每日/周定时执行，可
实现每日一次、每周多次集成，符合“持续”理念。

4) 持续集成：在“源码选择 > 高级设置”中，开启“提交代码触发执
行”。

iii. 执行构建任务

单击“执行”按钮，即可开始构建。

– 发布仓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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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步骤”中添加了“上传软件至发布库”这一步骤的构建任务，执行
成功后会把构建产物上传至发布仓库中。

可通过发布仓库进行查看生成的构建包。

● 容器镜像项目持续集成

这里的容器镜像项目意为“使用Docker等容器镜像的项目”，具体实现步骤与
“传统项目”类似。只需在编译构建过程中开通容器镜像服务SWR并加入步骤
“制作镜像并推送到SWR仓库”步骤，构建成功后，镜像即可上传至SWR。

容器镜像项目与传统项目的区别，在代码仓库中即有体现，以使用Docker的项目
为例，代码仓库中必然包含Dockerfile文件。

– 容器镜像服务SWR
Docker容器镜像是重要的交付件，需要进行统一存储和管理。

华为云内置了容器镜像服务SWR，可以统一管理镜像。支持镜像版本管理，
也支持不同项目间的镜像隔离，权限控制。

登录容器镜像服务SWR官网，单击“立即使用”，即可使用容器镜像。

– 容器镜像编译构建实践

i. 与“传统项目”相同，需要新建编译构建任务。

ii. 在构建步骤中添加步骤“制作镜像并推送到SWR仓库”，并填写容器信
息。

iii. 构建任务执行成功后，登录SWR，即可查看相应镜像。

为了在部署中应用到已经上传的镜像，需要于编码阶段，在项目的代码仓库中写
入相应的拉取镜像代码。

想要了解详细的编译构建操作方法，请见编译构建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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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持续测试与反馈

4.1 敏捷测试
在敏捷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测试团队、测试人员遇到的挑战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本节将讲述敏捷测试的特点，以及在敏捷转型的过程中，测试人员在工作方式，组织
架构，技术要求等各方面遇到的转变及挑战。并将结合华为云CodeArts，为大家着重
讲解如何通过敏捷测试管理工具更好的在团队中实践敏捷测试的种种变化。

敏捷测试有何不同

在传统项目中，我们往往更习惯于去严格定义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例如
从制定发布计划和需求定义开始， 终以测试和延迟的发布结尾。对于测试来说，在
传统项目中往往被破担任门卫的角色。

对于团队的领导，或者大部分项目干系人来说，测试往往被寄予期望承担项目质量控
制的职责。然而在传统项目中这点很难做到，因为测试既不能控制代码如何编写，也
不能控制开发人员测试他们的代码，但所有的质量把控却都被希望能压缩在开发之后
的测试阶段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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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敏捷项目中，测试人员不再坐在那里等待工作的降临，而是主动寻找在整个开发周
期中都贡献价值的方式：与用户一起编写需求的测试用例，与开发人员一起寻找程序
中的漏洞，聚焦使用覆盖面更广、更灵活的测试方法。在敏捷中，开发人员从来不超
前于测试人员，因为一个功能在被测试之前处于“未完成”状态。

敏捷测试 传统测试

适应性 计划性

阶段性 持续性

强调协作 注重记录

关注产品 关注bug

全功能团队 智能独立

 

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出敏捷测试的几个特点：

1. 强调从客户的角度，即从使用系统的用户角度来测试系统。

2. 重点关注持续迭代地测试新开发的功能，而不再强调传统测试过程中严格的测试
阶段。

3. 建议尽早开始测试，一旦系统某个层面可测，比如提供了模块功能，就要开始模
块层面的单元测试。同时随着测试深入，持续进行回归测试保证之前测试过内容
的正确性。

组织挑战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在敏捷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测试团队，测试人员，甚至整个项
目团队，会遇到哪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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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挑战

组织文化可以影响敏捷团队的成功。在我们开始实行敏捷转型的过程中，变化是
无处不在的，这其中必然包括组织文化的冲突。组织文化的形成需要时间，并且
一旦建立就很难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团队的成员都会或多或少的抵触变化，遇
到失败会很自然地产生怀疑。

这就要求团队要学会引入并接受变化，在应对变化时，要认识到其负面影响，要
能预见和接受混乱，并采取措施走出混乱。敏捷看似拥有很快的速度，但变化可
以是循序渐进的，采用敏捷的新团队可以较慢的去实现一些新的实践，例如测试
驱动开发等。

From:《敏捷软件测试：测试人员与敏捷团队的实践指南》

● 团队构成

敏捷项目团队是跨职能的，敏捷团队与传统的跨职能团队的区别就是敏捷是向整
体团队运作的方向努力，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每个成员都有出于他自己的背景，尤
其是团队组建初期。不同背景的成员给团队带来的既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处，例
如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不清楚、成员之间沟通不顺畅。好处是不同背景的成员往往
有着互补的思维，尤其对于测试人员来说，在敏捷团队的测试人员会感觉到自身
拥有很明显的代表客户的特性，并会将自己在质量思想方面的影响带给团队的其
他成员。

很多团队都提过一个敏捷团队中测试与开发人员比例的问题。与其关注比例，团
队应该更关心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测试技能。每个团队的需求是不同的，尤其对于
敏捷项目团队而言，敏捷和DevOps的运作方式，会让团队中的专业人员突破他们
的技术领域，投入到其他活动中，因此对于测试人员和开发人员来说，需要考虑
更多的角色之外的问题。这点可以从扩张团队时对人员的要求上来体现，同时也
要注重对团队内部成员多方位技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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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敏捷软件测试：测试人员与敏捷团队的实践指南》

● 迁移过程

在敏捷转型的过程中，有很多内容不能很好的迁移到敏捷的模式中，在此我们主
要来看看有哪些和测试有关的内容是我们需要迁移且容易出现问题的。

首先是度量标准，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不同的度量指标，所产生的价值是
千差万别的，有可能我们浪费精力跟踪得来的指标 终只代表了一些数字，除了
评估之外不会产生其他附加的价值，对团队的进步也起不到一定的帮助。因此，
选择合适的度量指标，获得较高的度量投资回报率对团队起到的帮助的很大的。

缺陷跟踪也是敏捷团队在项目转型过程中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许多敏捷实践者
认为，在敏捷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发现和修补缺陷是开发人员的必要工作，发现了
缺陷后立刻就会被修补，因此对于缺陷的跟踪和记录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测试人
员而言，他们往往使用缺陷跟踪系统对缺陷进行跟踪管理，而缺陷跟踪系统不仅
仅用于缺陷跟踪，还可以记录更多相关的信息，例如优先级，严重性，状态，负
责人，关联的用例、需求，以及缺陷的描述和复现方式等。我们可以通过工具来
简化传统项目中繁杂的管理工作，且可以实现更多更丰富的管理目标。

华为云CodeArts提供专业的用例管理与缺陷跟踪管理工具。

– 通过测试计划服务的测试管理功能，可以清晰的查看需求树中每一个需求所
关联的测试用例。

– 测试用例中提供用例的基本信息编辑与查询，用例执行结果、缺陷列表、操
作历史等内容的查询。

– 可直接在用例执行后，在用例界面新建缺陷或关联缺陷，实现缺陷与用例、
用例与需求、需求与缺陷的闭环跟踪。

测试自动化

在敏捷和DevOps中，测试的自动化是必需的。我们需要用自动化的手段去管理关键的
测试活动，并为开发提供必要的反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测试自动化都包含哪些内
容，以及如何做好测试自动化。

● 测试金字塔

在开始测试自动化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经典的测试自动化的模型—测试
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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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金字塔模型的目的是，指导团队从测试自动化中尽量以 低的投入获得 大
的价值。金字塔展示了3个不同的自动化测试层次。

低的一层是基础，主要有单元测试、组建测试等面向技术的测试所构成，这一
层也代表了大多数的自动化测试。在这一层中，测试用例的单元隔离性 好，定
位分析问题 容易，使用的代价也 低。

金字塔的中间一层包含了大多数用来支持团队的自动化业务测试。这些功能测试
只在验证我们在做正确的事。

金字塔的顶层很少使用自动化，因为他的运行效率 低，开发复杂度 高，测试
ROI 低。

● 什么是测试自动化

上文提到了很多自动化测试的手段，例如单元测试、API测试等等。这些是测试的
执行部分，也就是把一些测试执行的人工测试手段通过工具做成自动化的测试过
程。但是测试自动化不仅仅是只是执行部分，还包括了从环境的获取到生成测试
数据、执行自动化测试、 终生成结果并提供反馈。如果测试结果有问题，系统
会自动推给相关的人。 终自动生成测试报告，测试人员可以直接拿到测试结
果。这整个闭环的过程才是测试自动化的 终组成。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在CodeArts中，提供了哪些帮助我们完成测试自动化实践的工
具：

– 在测试管理上提供了包括上文提到的整体测试流程管理、测试的用例和需
求、虚线能够双向可追溯。

– 在自动化方面，提供了移动应用测试、API测试和性能测试。

▪ 移动应用测试提供了对应用软件包进行系统化的兼容性测试，检测软件
包是否有兼容性的问题，能够涵概多少用户。

▪ 接口测试提供自动化的API测试工具，通过编写测试用例实现对API的自
动化测试。

▪ 性能测试可为用户模拟一些大并发的场景、提供多种加压策略，能够在
测试过程中对于用户的吞吐量、响应时间、负载能力，整体进行结构分
析。在测试完成后还提供多维度可视化的看板，能够详细了解测试执行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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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DevOps 敏捷测试之道
本文主要以华为云的演变历程为案例，从工具角度为大家简要讲解敏捷转型过程中测
试人员及测试团队都会经历哪些转变。

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华为的项目还是采用传统的交付方式，例如在年初开始一个项
目，在项目立项之初就会把客户的需求全部收集好，包括一些用户的反馈，并把需求
做了全年的排序。年中的时候发布产品给用户，两个月之后再出一个补丁， 终年底
出一个正式的版本。当时版本交付的节奏还是比较慢的，但是对质量要求比较强。因
为产品发布给客户以后，下一个补丁需要两个月，如果用户在这个期间发现产品问
题，他们只能再等两个月，而在这期间如果用户不接受我们的产品，会导致项目前功
尽弃，所以就对产品的质量有严格的要求。

在2008年到2011年期间，产品逐渐向敏捷方向发展，这时有一部分研发工具平台已经
陆陆续续转到云上去了，一些测试类的工具也需要转型。之前产品的交付是半年、两
个月发一次，转型之后变成一个月，甚至两周发一次，但这时的转变并不彻底，与客
户的交付过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2011年到2014年，华为全面把工具向平台化、服务化方向转型，这个时候一些商业
模式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当需求上云了以后，用户才更加快速的介入进
来。以前的项目是，每年年初接一次需求，而上云之后是时刻反馈需求，基于云平
台，把一些功能快速的开发出来，然后频繁的和用户去商量，听取客户意见，牵引产
品做快速迭代，这种交付方法使得交付周期一下变快了，之前是半年交付一次，现在
是一周、两周，更有甚者，可能一两天就把功能发布出去了。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发生
了巨大变化，基本做到了小步快跑，快速试错。

需求变化了，产品的架构也发生了变化。CS的时候产品是单点的架构，后来慢慢转型
到了SOA，到现在微服务的架构。第一轮敏捷升级，华为把业务部门和研发部门合到
一起，在DevOps微服务转型的时候，把运营和运维合到一起。

然而需求变化了，架构变化了，团队也变了，这就导致了项目在过程中遗留了很多债
务。从测试角度来说，这些债务主要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就是人。团队和个人、各个
角色对测试的意识是不同的。比如说全功能团队对开发很重视，因为项目必须要交付
产品，但是对测试方面不重视。所以测试人员自己会觉得是否自身发展到了瓶颈，没
有办法再朝着测试的方向继续发展。测试人员 开始有些专项的能力，包括行动可靠
性等等，他们会写一些自动化的脚本，拥有一些自动化的能力，但是在转型的过程
中，他们会面临一些自动化的开发工具，需要对接自动化平台，需要有一定的开发能
力，这对测试人员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开发人员来说，首先是质量意
识不足，第二是对于大部分开发人员来说白盒测试用例会写，但是黑盒测试用例不会
写。另一方面开发在转型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敏捷价值观，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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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思想，开发做开发的事，质量跟我无关。这些其实并不是技能的问题，更多的
还是思想意识上的欠缺。除了人的意识之外，前面还提到了技能意识，流程意识，例
如过度依赖黑盒功能测试，我们在流程里面对测试的保障就是依赖黑盒子，结果测
试、前端的UI测试，认为做到这些就能保证质量。还有一些问题，例如迭代速度很
快，测试时间留得很少，所有工作量的评估只评估开发完的事情，没有评估从开发到
测试，乃至上线的时间点。环境本身也有问题，测试环境部署时间比较长，测试人员
在α、β生产各个节点上面做部署，然后做验证，使得部署耗费了很多时间。

下面让我们再看看测试，测试 重要的是要做什么。这里有两个关键的焦点：

● 第一点，测试就是一个质量活动，做测试就是要保证质量。

● 第二点，业务价值。测试要围绕业务价值去做，而不是说一个测试上来之后，就
把测试相关的关系点、关联点全部做一遍。

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例如现在正在做一个线上支付的功能，对这个功能 关心的方
面肯定是安全，所以相关的测试用例关键点就应该围绕安全大做文章，一定把安全保
证好。再比如，现在要做一个线上商城，面向用户是老百姓，不仅要让年轻人会用，
也要让妈妈、婆婆都会用，那么就要关注易用性。除此之外，在双十一、双十二要举
办促销活动，那就还需要关注性能。所以测试也要求瞄准了产品本身的业务价值，确
定产品的目标，相应的制定质量关键点，制订相关的测试策略，然后实践落地。落地
之后还要基于一些不良的效果不断的进行反馈、循环，校验整体的测试过程是否达到
预期结果。这就是我们的测试焦点。

● 自动化测试金字塔

从这个金字塔可以看出在测试方面每一个环节的自动化能力和投入，在 底层单
元测试方面，这个金字塔不代表测试用例的数量，而更应该关心单元测试的质
量。例如项目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块，要保证重要模块对应的覆盖率要达到标
准。所以单元测试的重点不是在用例的数量上，一定要关心它本身的质量。在金
字塔越底层做的事情，发现问题并将其解决的成本越低。而越向上一层，解决成
本越高，效率也会越低。例如在界面测试层面发现了问题，对问题的定位要从界
面到网络、模块A、模块B等等，需要涉及很多工作人员做问题定位。如果在单元
测试层面发现问题，那么就是模块本身的问题了。对于金字塔里面所有基于代
码、到单元测试、接口测试、界面测试、UI，还要尽量做到自动化。提交一行代
码，能够自动把整个测试流程走遍，出去喝一杯咖啡之后，回来看到所有的测试
结果在开发者眼前呈现。

● 常规安全与弹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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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常规的设想中，通常是哪个地方不安全，就一定要把所有不安全的因素找
出来，清除掉。这是常规的做法，也就是Safety-Ⅰ的小天平，指针在绿色一边是
安全，在红色一边不安全。第一个做法是把不安全的红色因素一一剔除，这是一
种非常理想的方法，但在实际工作中是不可能把整个系统中不安全的因子全部识
别到的，这其中涉及能力、架构等各方面的原因。因而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了弹性
安全，就是通过场景模拟的方式将不安全因素尽量展现出来，从而基于这种不安
全场景，给出快速的修复方案弥补这个不安全因素，从用户角度来讲是感知不到
的。从产品来讲，它的商业目的和质量目的都可以达到，这就是所谓的弹性安
全，即便发生了错误，能够及时快速的修复漏洞或者自我修复，达到正常工作的
目的。

● 测试左移和测试右移

左移就是前移，尽量把活动向前移。例如BDD行为开发，基于场景直接设计出符
合这个场景的用例，来匹配这个设计；契约测试，服务和服务本身之间有耦合，
我们可以通过契约测试解耦，以防导致问题。

测试右移是指要把测试活动的覆盖范围尽量向后蔓延。我们现在的测试只进行到
了版本发布之前，测好之后发布一个软件包，而测试右移就要求我们要把软件包
发布到生产环境，以及到线上运营环节，都要去做测试。

在这两个方面也有一些相应的实践，例如线上拨测，主动线上监控用户的一些行
为，并从行为轨迹里面快速捕捉相应的问题，主动推送给相关的责任人，让他去
关注并且解决。所以线上的过程可以通过一些测试手段，不断的反馈给真正的开
发人员，让他知道当前产品的整体表现，开发人员就会快速的针对产品作出应对
方案。

● 不同时期的测试策略

前面讲了这么多的测试活动，那么是否这个团队组建之初，就要把整个自动化测
试的能力构建起来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过程，下面从软件的成熟周期的角度，看
一下如何构建测试自动化的能力。

– 在软件初期探索阶段，产品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从前端的风格和整体的布
局到后端的API都时刻在变化当中，而且变化比较频繁，因为自动化用例的生
命周期比较短，所以在这个时候创建一些自动化测试用例是不太划算的。而
这个时间段产品，往往特性是可控制的，只有几个测试，所以可以以手动为
主，不考虑自动化，让产品能够快速识别错误点，让用户能用起来。

– 到了产品扩张阶段，用户认可产品，这时候会出现两个现象。第一是用户量
增长，第二是需求数量增长。这时候必须要考虑自动化。因为在这个阶段每
一次迭代的全量验证成本会越来越大，而交付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我们不
可能每一轮上线的时候都做全部的测试，这时候旧的模块就需要自动化用例
去保证。

– 到提取阶段，产品已经到了需求的饱和期，产品的利益增长也到了饱和期，
这时候要严格控制产品需求，自动化用例的职责变成守护，不允许变动引入
额外的风险点、大的特性变动，导致对成熟的用户造成攻击。

● 团队规模对测试建设的影响

如果说团队规模在5个人以下，团队处于探索阶段，这时质量活动可以仅仅局限于
测试的自组织阶段，只是做一些基础类测试管理活动，把缺陷管理起来，做一些
回归测试。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建立一个测试管理的流程和机制，并没有接触到自
动化测试。

随着项目的进一步扩大，逐渐增长到5-10人的团队规模，这时测试工作量突然增
加，可能会有专门的测试人员进来，这个测试人员就会去和开发人员进行串联，
把需求转化成自动化测试的用例，搭建持续集成，逐步演进一些测试手段。这个
阶段已经开始做一些自动化的尝试。

团队进一步增大，一个人可能搞不定工作量的时候，会招聘更多的测试人员，成
立专门的测试团队，这个团队就从自动化测试转向测试自动化，把更多的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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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做进来。在这个管理过程中，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对接，包括开发专门的工
具，实现自动化的整体能力，不仅仅是自动化执行了。

经过上面几个演进周期之后，测试团队具备了很多的测试自动化经验，这个时候
可以进行面向云化的转型，现在很多团队都在进行DevOps转型， 关心的方面就
是组建DevOps的全功能团队。那么之前转型的这些人在做什么？原有10-15人的
测试专项团队做什么？在这个阶段团队要把测试专项能力向服务化能力转型。这
时候测试专员就会在团队创建初期进行赋能，包括测试工程搭建，早期的测试用
例怎么写，标准化模板的编制，针对非功能性测试的专项能力的赋能，所有团队
进行测试流程的评审，包括测试策略、测试计划、测试用例的评审，再看一下整
个团队里面流程上还有哪些改进的。从各个方面整个专项测试团队向服务化进行
转型，帮助所有团队完成自动化转型。

在这里要澄清一个理念，就是测试自动化。测试自动化的目的是减少手工测试和
手工操作。测试自动化不仅仅包括自动化测试执行，还包括其他所有可以减人力
投入的活动，例如自动化环境创建、自动化部署、自动化监控、自动化数据分析
等。刚才讲了很多自动化测试，这是测试的执行部分，例如把一些测试执行的人
工测试手段做成自动化测试，但是测试自动化不仅仅是只是执行，还包括了从环
境的获取到生成测试数据、执行自动化测试， 终生成结果。如果有问题，会自
动推送给相关的人，对应的组织解决。自动生成测试报告，测试人员直接拿到测
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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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约测试的价值

团队之间一定要引入契约测试，这描述起来比较简单，它既是一种测试技术，也
是一种测试规范。例如有两个服务分别是服务A和服务B，服务A依赖服务B的结
构。这时签订一个契约，服务A基于这个Mock开发自己的业务逻辑，服务B基于测
试来保证给A提供的结构是可用的， 终两个服务可以独立上线，A和B可以做远
调。这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螺母和螺丝，它们分别由A和B厂商制造，但是他们会
遵循一些契约，保证螺丝的长度、宽度、对应的型号和间距都会对应标准， 终
两个厂商生产的螺丝和螺母能够正常工作，严丝合缝的合在一起。这就是契约测
试的价值。

下面我们来看看在CodeArts中的几个实践。针对CodeArts，团队内部有几个专项的试
点。第一是视角，测试本身不仅仅是某个细节功能点的测试，还要基于场景做测试用
例，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会有一些专门的人去对这些场景做手工测试，检验是否有
问题。CodeArts本身就是打造开发者一站式的云上开发平台，提供整套的工具链，所
以CodeArts团队内部追寻的DevOps下的开发实践就是狗粮文化，自己的狗粮自己吃，
所有的测试活动、软件开发活动都在CodeArts里面进行，这样开发人员既是开发人员
又是测试人员，他自己的思维会一直在转变，不断的打磨自己的产品， 终使产品精
益求精。还有一个实践是分层自动化，CodeArts团队把所有的自动化专项流程打散，
放到流水线里面，在编码或者再向前的环节，做一些安全的分析，在编码过程中做编
码检视，还有单元测试用例来保证单元测试本身的用例指标。在后面的阶段，还有华
为云的代码静态检查，会预先识别代码里面的规范，包括隐含的内存，通过对语句的
分析能够找到问题，进行拦截。在部署到Alpha、Beta测试阶段，用CodeArts的API服
务构造一些针对可靠性和安全的测试用例。针对生产环境的在线测试，进行在线拨
测，还有后台的主动检测手段，包括前端、后端接口的检测。以及用户业务流下面关
键分支上的日志，有异常日志要记录下来，然后基于日志进行分析，这些在使用过程
中也会给我们进行一些质量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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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简单介绍一下华为云的测试服务。华为云的测试服务 开始是对内部的，有很
多的测试工具。做到一定程度，也积累了很多的测试经验之后，对外发布了一些比较
好的实践所带来的工具，例如现在已经上线的CodeArts的测试计划和移动应用测试以
及解决方案，包括整体测试流程管理、测试的用例和需求双向可追溯，能够看到这个
需求的测试状态；提供相应的自动化的能力，例如对安卓和IOS的测试，将软件包放在
后台，对它进行系统化的兼容性测试，检测是否有兼容性的问题，能够涵概多少用
户；接口测试，能够涵盖接口一层的自动化测试，APITest可以让开发人员投入到写测
试用例，你可以通过鼠标加一些必要的参数进行编排，可以通过接口把场景构造出
来；性能测试，模拟一些大并发的场景，会提供多种加压策略，能够实现在测试过程
中对于用户的吞吐量、响应时间、负载能力，进行整体的分析。测试总览还提供完全
可视化的看板，能够提供测试用例执行的情况汇总，帮助团队迅速掌握当前项目的需
求和用例执行情况。

小结：本文结合华为云CodeArts团队内部近几年的测试能力发展的角度简单剖析了项
目团队在DevOps转型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以及需要提升的能力。希望通过本文的解
读能为各位在DevOps转型中迷失的从事测试工作的朋友们带来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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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续部署与发布

5.1 持续部署

持续交付与持续部署

每个团队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选择。我们不应该关注形式，而应该关注结果：
部署应该是无风险、按需进行的一键式操作。

● 持续交付

持续交付（CD） 是指，所有开发人员都在主干上进行小批量工作，或者在短时间
存在的特性分支上工作，并且定期向主干合并，同时始终让主干保持可发布状
态，并能做到在正常的工作时段里按需进行一键式发布。开发人员在引入任何回
归错误时（包括缺陷、性能问题、安全问题、可用性问题等），都能快速得到反
馈。一旦发现这类问题，就立即加以解决，从而保持主干始终处于可部署状态。

( Wikipedia: Continuous delivery (CD) is a software engineering approach in
which teams produce software in short cycles, ensuring that the software can
be reliably released at any time. )
持续交付是持续集成的延伸，将集成后的代码部署到类生产环境，确保可以以可
持续的方式快速向客户发布新的更改。如果代码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手动部署到
生产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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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部署

持续部署是指，在持续交付的基础上，由开发人员或运维人员自助式的定期向生
产环境部署优质的构建版本，这通常意味着每天每人至少做一次生产环境部署，
甚至每当开发人员提交代码变更时，就触发一次自动化部署。

持续交付是持续部署的前提，就像持续集成是持续交付的前提条件一样。持续部
署则是在持续交付的基础上，把部署到生产环境的过程自动化。

持续部署更适用于交付线上的Web服务，而持续交付适用于几乎任何对质量、交
付速度和结果的可预测性有要求的低风险部署和发布场景，包括嵌入式系统、商
用现货产品和移动应用。这意味着除了自动化测试之外，还可以自动完成发布过
程，并且可以通过单击按钮随时部署应用程序。

从理论上讲，通过持续交付，可以决定每日，每周，每两周发布一次，或者满足
您业务需求的任何频率。

但是，如果真的想获得持续交付的好处：应该尽早部署到生产环境，以确保可以
小批次发布，在发生问题时可以轻松排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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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部署流水线

随着开发模式的日益成熟，软件开发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已经越来越标准化了，但是每
一部分都相对独立，需要连接成一个整体。

如果我们能将每一个环节（构建、发布、测试、部署）有效的串联起来形成一套完成
的持续交付流水线，才能真能提高软件的发布效率与质量，持续不断的创造业务价
值。

CD at CodeArts

持续部署是CodeArts及其他所有DevOps研发工具的重要功能。在CodeArts中，持续部
署覆盖两大功能模块——部署和流水线。在这一过程中，充分体现了DevOps工具链的
“自动化”优势。

● 部署：一键自动化快速部署应用到物理机、虚机、容器

为了可以更快的、更稳定的持续地交付软件，我们需要运维提供自助、自动化部
署服务的能力。

– 部署应用到物理机、虚机、容器

支持将应用部署到物理机、虚拟机、容器，即使是用户私有的物理机、虚拟
机、容器集群，只要能连通就能进行部署。主机部署还支持以代理机的方式
进行部署，容器可支持部署到华为云CCE以及客户的私有K8S的集群。

– 支持多种技术栈应用的部署

支持tomcat、springboot、nodejs等多种技术栈应用的部署，提供通用模板
比如springboot、tomcat等方便用户创建部署任务，并支持用户自定义模
板，提供25+原子步骤组装成部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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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与流水线集成打通部署流水线

在流水线能关联部署任务，并可以通过流水线关联构建、代码检查、测试等
服务，实现端到端的Devops流程。

接下来以用户使用的云服务器资源分类为区别进行讲解。

– ECS部署

弹性云主机提供了自助便捷的服务器获取方式，特别适合自动化部署场景。

本节讲述如何通过CodeArts在弹性云服务器ECS上部署应用。

i. 添加授信主机

自动化部署需要对弹性云主机进行操作，就需要通过主机组的方式管理
主机连接密钥信息。

1) 单击菜单“设置 > 通用设置 > 主机组管理”，进入“主机组管理”
页面。

2) 单击右上角“新建”按钮，进入“新建主机组”页面。输入主机组
信息，单击“保存”按钮完成主机组的新建。

3) 单击“添加主机”按钮，进入“添加主机”页面。填写主机信息
后，单击“添加”按钮完成主机添加。

ii. 新建部署任务

单击菜单“构建&发布 > 部署” ，进入“部署”页面。

单击新建任务按钮，填写任务名称等基本信息、选择部署模板，单击
“确定”按钮。

○ 部署模板

CodeArts支持多种部署模板，针对不同的项目可以通过不同的部署
模板将项目部署至目标服务器中。目前已预置多种种系统模板：
SpringBoot应用部署、Tomcat应用部署、Docker应用部署
（Linux）、容器应用部署（CCE/CCI）。更多详情请参阅部署模
板。

除了目前已预置好的系统模板外，需要使用其他部署方式进行部署
的任务，可由自定义部署步骤实现部署。

○ 部署步骤

进入部署编辑界面，可以添加或删除部署步骤，也可对每一部署步
骤进行编辑。

○ 自定义模板

当部署步骤编辑妥当后，可由界面内的“另存为自定义模板”将此
模板保存为自定义模板，之后即可在其他部署任务中直接使用此模
板。

iii. 参数设置

如果任务中涉及到需要使用参数的话，可以在“参数设置”中进行参数
的定义。

iv. 执行部署任务

在任务详情页单击“执行”按钮，即可开始部署。任务执行完成后，系
统会显示部署结果（成功或失败）。

– CCE部署

云容器引擎（Cloud Container Engine）提供高可靠高性能的企业级容器应
用管理服务，支持Kubernetes社区原生应用和工具，简化云上自动化容器运
行环境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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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讲述如何通过CodeArts在云容器引擎CCE上部署应用。

i. 登录云容器引擎官网，单击“立即使用”按钮，进入产品页面。

ii. 单击“购买Kubernetes集群”按钮，根据需要填写信息，完成购买。

iii. 返回CodeArts部署服务页面，新建部署任务时，选择“容器应用部署
(CCE/CCI)”，并填写相关信息，完成任务创建。

想要了解详细的部署操作方法，请见部署用户指南。

● 流水线：打造快速、可靠、可重复的流水线，助力用户持续交付高质量应用，提
升产品发布信心

软件交付流水线是指软件变更从提交到版本控制库，到发布给用户的整个过程。
软件的每次变更都会经历一个复杂的流程才能发布，这个流程包括构建软件、一
系列不同阶段的测试与部署等，需要多团队协作完成。交付流水线对交付流程进
行了建模，并支持查看、控制整个交付流程。

部署流水线的目标

– 能够基于版本控制系统中的信息重复搭建整套生产环境。

– 保证价值流的每个阶段都使用类生产环境。

– 清晰定义正确环境。

– 自动化搭建过程。

– 保障环境一致性。

– 按需搭建环境。

– 开发人员按需搭建开发环境、测试环境和类生产环境，把类生产环境运行和
测试代码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及早且持续的获取质量反馈。

– 任何人在几分钟内搭建好类生产环境，而不需要提交申请单，更不需要等待
几周。

– 质量是内建的，在过程中而不是事后保证质量。

– 所有需求都被规范的签入自动化的环境搭建过程，无需文档、无需记忆。

– 信息共享：在开发和运维之间。

以下将使用华为软开云内置的CI/CD能力，持续交付价值。

a. 单击菜单“构建&发布 > 流水线”，进入“流水线”页面。

b. 单击“新建流水线”按钮，根据系统提示设置流水线基本信息。

c. 编辑流水线

▪ 添加阶段：通过单击各阶段间的“+”按钮完成新增阶段，也可以删除某
一指定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由用户自行修改名称、执行方式等相应的
阶段配置。

▪ 添加任务：在各个阶段中，可以添加相应的子任务。流水线在执行的时
候，实际正是执行这条流水线中所有的子任务。

▪ 设置质量门禁：对于执行过程中质量不达标的流水线，可以中止执行。

d. 执行流水线

单击“全新执行”按钮，即可开始执行。执行结束后，可查看各阶段、各子
任务的执行结果。

想要了解详细的流水线操作方法，请见流水线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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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持续交付与持续部署概念解读
“持续交付与持续部署，到底谁应该包含谁？”

“在过去的5年里，人们对持续交付和持续部署的区别有所误解。的确，大家对两者的
看法和定义也发生了改变。每个组织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选择。我们不应该关
注形式，而应该关注结果：部署应该是无风险、按需进行的一键式操作。”

去争辩持续交付的定义不是重点，核心关键是在这个概念背后，都有哪些实践，以及
原因和产生的结果。

比叫什么更重要的是为什么。

对持续交付与持续部署的解读

对于持续交付以及持续部署等概念的解读，核心就是一句话：将技术行为与业务决策
解耦。持续集成是一个开发实践，持续部署是一个技术操作，持续交付是一个业务行
为。

“持续交付是指，所有开发人员都在主干上进行小批量工作，或者在短时间存在的特
性分支上工作，并且定期向主干合并，同时始终让主干保持可发布状态，并能做到在
正常工作时段里按需进行一键式发布。开发人员在引入任何回归错误时（包括缺陷、
性能问题、安全问题、可用性问题等），都能快速得到反馈。一旦发现这类问题，就
立即加以解决，从而保持主干始终处于可部署状态。”

“持续部署是指，在持续交付的基础上，由开发人员或运维人员自助式的定期向生产
环境部署优质的构建版本，这通常意味着每天每人至少做一次生产环境部署，甚至每
当开发人员提交代码变更时，就触发一次自动化部署。”

“持续交付是持续部署的前提，就像持续集成是持续交付的前提条件一样。”

这里面涉及到的有几个概念：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持续部署，以及持续发布。

● 持续集成

持续集成，要求每当开发人员提交了新代码之后，就对整个应用进行构建，并对
其执行全面的自动化测试集合。根据构建和测试结果，我们可以确定新代码和原
有代码是否正确的集成在一起。

如果失败，开发团队就要停下手中的工作，立即修复它。（这正是丰田安灯系统
的实践）

软件开发生产线
理论实践 5 持续部署与发布

文档版本 02 (2023-04-10)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112



持续集成的目的是让正在开发的软件始终处于可工作状态。同时强调，代码的提
交是一种沟通方式，而既然是沟通就需要频繁，下图中代码的提交过程，事实上
就是各条分支之间的对话过程。

● 持续交付

持续交付是持续集成的延伸，将集成后的代码部署到类生产环境，确保可以以可
持续的方式快速向客户发布新的更改。如果代码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手工部署到
生产环境中。

● 持续部署

如果真的想获得持续交付的好处，应该尽早部署到生产环境，以确保可以小批次
发布，在发生问题时可以轻松排除故障。

于是有了持续部署。持续部署是在持续交付的基础上，把部署到生产环境的过程
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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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测试

持续测试是贯穿整个内部研发流程始终的，从持续集成到持续部署，都有自动化
测试的存在。

“没有自动化测试，持续集成就只能产生一大堆没有经过编译并且不能正确运行
的垃圾”。自动化测试是持续集成的基础，同样也是其他实践的基础，越靠前的
测试越应该自动化。

测试是获取反馈 有效的方式，从部署流水线中，能够看到在不同的环节，不同
环境上运行的不同层面的测试。

从理想的测试自动化金字塔来看，截止到持续交付阶段，在开发环境、测试环境
以及类生产环境，已经把开发内部需要运行的所有测试全都跑完了。

所以在这个点，从技术的层面上讲，代码是可以被部署到生产环境的；从业务的
层面上讲，需要判断是否发布特性给用户，以获取 终的用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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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部署和发布解耦

部署和发布是不同的动作，部署更多是一个技术行为，而发布更多是业务决策，
不要把技术与业务决策混为一谈。部署与发布的解耦过程，也就是前面讲到的技
术与业务的解耦过程。

– 部署：在特定的环境上安装指定版本的软件。部署可能与某个特性的发布有
关，也可能无关。

– 发布：把一个/组特性提供给（部分或全部）客户的过程。

要实现部署与发布解耦，需要代码和环境架构能够满足：特性发布不需要变更应
用的代码。如果混淆了部署和发布，就很难界定谁对结果负责。而这恰恰是传统
的运维人员不愿意频繁发布的原因，因为一旦部署，他既要对技术的部署负责，
又要对业务的发布负责。解耦部署和发布，可以提升开发人员和运维人员快速部
署的能力，通过技术指标衡量；同时产品负责人承担发布成功与否的责任，通过
业务指标衡量。

– 按需部署，视技术的需要进行部署，通过部署流水线将不同的环境进行串
联，设置不同的检查与反馈。

– 按需发布，让特性发布成为业务和市场决策，而不是技术决策。

“持续部署更适用于交付线上的Web服务，而持续交付适用于几乎任何对质量、
交付速度和结果的可预测性有要求的低风险部署和发布场景，包括嵌入式系统、
商用现货产品和移动应用。”

从理论上讲，通过持续交付，已经可以决定每天、每周、每两周发布一次，或者
满足业务需求的任何频度。而对于互联网应用，从持续交付走到持续部署，只是
一个按键决策，是否将其自动化的过程。持续交付，更像是没有特性开关支持之
下的业务决策。

当有了低风险发布的各种手段，例如基于环境的蓝绿部署、金丝雀发布，以及基
于应用的特性开关、黑启动等，尤其是特性开关，使得部署到生产环境，并不意
味着特性的发布，具体何时发布、对谁发布，都可以由业务决定。也就是说，从
技术上可以支撑持续的部署，同时与业务决策进行解耦。所以此时只需要视不同
的业务场景，来决定是否以及打开哪些特性开关，持续部署已经几乎可以完全脱
离业务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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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Arts 持续交付与持续部署

在以上的描述中不难看出，持续交付与持续部署的差别主要是部署到生产环境时手工
与自动的区别。这一点在CodeArts中，可以由用户设置流水线的触发方式来实现持续
交付与持续部署。

● 通过指定分支的代码提交触发流水线。

● 对生产环境流水线设置部署阶段手动执行以实现持续交付。

● 对非生产环境流水线设置部署阶段自动执行以实现持续部署。

小结

持续交付、持续部署、持续发布，更多的是技术行为与业务决策的区别。

解耦不是分家， 终整体团队的衡量，还是要由业务形成闭环。持续发布是以持续部
署为基础，持续部署提供技术能力，使得业务可以根据市场需要，随时进行特性发
布，或是进行特性实验。

正是因为技术的支持，持续部署到生产环境，才能让业务前所未有的具备如此灵活的
能力，任何业务的决策，可以不再如此紧耦合的依赖于IT。

这也是DevOps Handbook全书的重点，关注在“部署前置时间”，而并非前置时间。
即全书都在围绕着代码提交那一刻往后的过程，因为作者们认为，在提交前的阶段，
需要更多的创造性，具有更多不确定因素。而提交后的阶段，则相对是确定的，力求
可预见性和自动化，将可变现降到 低，以此来支撑业务需要。

本文引用资料：

● Jez Humble 《Continous Delivery 1-day tutorial》
● 《DevOps Handbook》

● 《持续交付：发布可靠软件的系统方法》

● https://www.mindtheproduct.com/2016/02/what-the-hell-are-ci-cd-and-
devops-a-cheatsheet-for-the-rest-of-us/

5.3 持续交付流水线
以终为始，要想将持续交付、持续部署与持续发布讲清楚，就必须了解它们 终的目
的，所有这些实践都是围绕着这一目的展开，并且相互关联的。

所以，持续交付也好，DevOps也罢， 终目标是快速的交付价值。

正如Jez Humble对持续交付的定义：“The ability to get changes—features,
configuration changes, bug fixes, experiments—into production or into the hands
of users safely and quickly in a sustainable way.”在交付价值前面，除了快速以外，
还需要有其他定语，稳定可持续的，安全高质量的。

本文的核心可以总结成一句话：Develop on Cadence, Release on Demand。

按普遍的理解，开发是技术域的事，按需发布是业务域的。本文就分别从这两个领域
来简单论述持续交付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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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域

“客户并不一定需要每一个green build，PM/发布经理按业务需求可选择任意一个，
在任何时候自动化交付给客户；在部署、交付、发布的上下文里，dev和ops的 高境
界是无为，赋能PO那帮人做业务决策，别烦我。”——Martin Liu。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业务上，并非每一个功能都需要发布给每一位用户，而
是根据不同的业务上下文，来决定哪些功能发布出来，针对哪些用户进行开放。发布
决策，由业务来做。而技术需要的，是提供高效的交付能力，并保持随时可发布的版
本状态。

技术层面的核心，在于保障价值的交付能够顺畅、频繁且快速的通过整个价值交付流
水线 。

● SAFe的持续交付流水线

下面让我们看看SAFe对持续交付流水线的划分，事实上，“Develop on
Cadence, Release on Demand”也是来自于SAFe的内容。中间的持续集成与持续
交付，正是关系部署前置时间的部分。前端的持续探索，属于产品、设计与开发
内容，而这三部分，组成了技术域的发布火车。后面何时发布、如何发布，则是
按业务的需求决定。

● 聚焦于部署前置时间

"How long would it take your organization to deploy a change that involves
just one single line of code? Do you do this on a repeatable, reliable basis?"
——Mary Poppendieck
修改一行代码，上线需要多少时间？这一指标决定了你能多持续、多稳定的交
付，决定了MTTR，多久服务可以恢复、多快能够上线一个严重的缺陷修复、多快
能够发布一个服务并获取价值反馈。这一指标，就是部署的前置时间。

部署前置时间，开始于工程师在版本控制系统中提交一个变更，截止到变更成功
的在生产环境中运行、为客户提供价值，并生成有效的反馈和监控信息为止。

部署前置时间将整个价值流交付过程分成了两段，前一段的活动，主要是产品、
设计和开发，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需要创造性的工作，且很多工作无
法复制。后一段的活动，主要在集成、测试和部署运维，相比起来，相对技术更
可控。

所以部署前置时间的核心，是把可控的部分做到极限，力求可预见性和自动化，
将可变性降到 低，来支撑变化的部分。

● 目标是分钟级的部署前置时间

通过小批量代码交付，在不同环境中通过不同层级的自动化测试与探索性测试，
快速进行验证，同时持续将成功验证的变更部署到下一环境，从而在DTAP（开
发、测试、验收、生产）不同环境中形成自动化的测试和部署节奏，这也就是部
署流水线的概念。为实现部署流水线，需要版本管理、自动化测试、持续集成、
自动化部署、环境管理，以及松耦合架构等的协调统一。

● 分层分级的部署流水线

“高质量的交付”，质量如何界定？功能和非功能的都算上，质量验证的手段也
是分层的，验证就是反馈，为了快速获取反馈，这些手段分布在整个流水线的各
个阶段。

部署流水线，是保障质量并缩短部署前置时间的有效支撑。同时，部署流水线，
是分层分级的。

– 从影响范围来看，分为个人级、项目级、版本级、解决方案级的流水线。

– 执行的频度单位，分别是分钟级、小时级、以天为单位、和以周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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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对应不同的环境（DTAP）：Development、Testing、Acceptance、
Production。

各个层级，在不同的环境上，执行不同的测试，这也与理想的测试金字塔分层测
试相互对应。

每个层级的目的、和预设的反馈回路、涉及的范围、验证的方法与内容、定位问
题区间都有所不同。

● 流水线越来越成为开发运维一体化的代名词

开发与运维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通过流水线来解耦。流水线成为开发
和运维人员 常使用的平台，从日常的提交代码自测，到提交到主干的持续集
成，到测试和准生产环境的自动化与手工的验证，以及各级环境之间的部署和环
境拉平。

很多人对于自动化都喜欢强调或追求“一键”的概念，然而一键只是方式，不是
目的，更不是唯一。事实上，在部署流水线里面，甚至可以消除掉一键那个动
作。

流水线的存在，接管了底层的基础设施，包括计算、存储、网络，无论是On
Premise，还是On Cloud；接管了PaaS层，开发人员无需太关注是虚拟机，还是
容器，也不必太多了解K8s的配置和编排，以及DTAP不同的环境的配置和差异；
甚至接管了上面使用的自动化工具，包括版本库、制品库、持续集成、自动化构
建、自动化测试工具、自动化部署工具。

这些都将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所以流水线越来越不可或缺。不同的语言也好、
架构也好、环境也好、容器也好、微服务也好、K8s也好，都可以往流水线上挂，
流水线也就成为Dev to Ops事实上的标配和代名词。

所以流水线的作用，第一，接管和屏蔽底层环境的差异；第二，自动化流程引
擎；第三，挂载执行分层分级的流水线任务。

流水线也是“持续稳定可重复的提供高质量的价值”的重要不可或缺的实践，服
务于持续交付，同时也是DevOps的 终目标。

流水线确保代码和基础设施始终处于可部署状态，所有提交到主干的代码都可以
安全的部署到生产环境。

所有在流水线上面挂载的任务，理论上都应该服务于这一目的，所有不对这一目
的提供价值的任务，理论上都不应该存在于流水线之上，都应该被消灭。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说能支持自动化部署流水线的工具——Cod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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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水线方面，CodeArts提供可完全自定义的自动化部署流水线，关联版本库、
编译构建、部署等多环节的功能，提交代码自动触发流水线，帮助团队轻松实现
持续交付。任务配置中支持挂载子流水线，流水线分层分级管控。

● 解决开发与运维之间“根本的、长期的冲突”

通过流水线，让部署成为日常的、低风险的工作，来解决开发与运维之间“根本
的、长期的冲突”：开发负责对市场变化做出响应，以 快的速度将新功能或者
变更上线，而IT运维则需要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和安全的IT服务；同时公司对不
同部门的考核和激励不同，更是让开发部门与运维部门的目标和动因之间存在巨
大的冲突。

通过小批量的、独立的快速交付周期，让各个功能/服务团队之间彼此解耦，快速
获取反馈，快速验证问题，DevOps并不能解决问题，它只是让你快速失败，If
you fail，fail fast。（所以在DevOps里，失败原本就是学习的一种方式）

通过频繁、快速的生产环境部署，保证稳定可重复的自动化部署。

通过Feature Toggle（功能开关/特性开关）、Dark Launch（灰度上线），让功
能早在发布之前，就已经部署到生产环境中，并已经进行了多次小范围验证。为
下游工作而优化，从而在业务需要时，可以不依赖于技术，可以自行进行功能的
发布。

因此技术提供给业务的是一个自服务平台，正如将运维能力封装成自服务提供给
开发一样。

业务域

我们再来看看业务域。

“持续交付跟这三个（持续集成、持续部署、持续发布）都不同，它是一种组织的能
力，这种能力让组织可以持续的交付价值，具体是否采用以上三种技术实践并不一
定，而且还必须考虑其他非技术因素，比如团队管理模型，需求结构，项目管理方
式，人员能力等等。所以这个持续交付和以上3个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但他们之间确
实有互相推动影响的关系。”——徐磊

● 发布策略与发布节奏

持续集成与持续部署是技术域的事情，持续交付是业务域的。而持续发布，本文
认为两者都有，但偏业务层面多一些。按需发布，因此发布还是业务的决策。

业务需要决定发布策略：

– 什么时候发布？

– 发布哪些特性？

– 发给哪些用户？

发布节奏不需要与开发节奏保持一致，开发保证环境和功能是随时可用的，业务
来决定发布策略。

● 假设驱动开发

持续交付流水线是Flow，是价值交付的过程，但如何确定交付的就是客户想要的
价值？

所有交付的功能特性都是基于假设：We believe that [building this feature] [for
these people] will achieve [this outcome]. We will know we are successful
when we see [this signal from the market].
这就是假设驱动开发的概念。所以单向的不叫持续交付（价值），要实现闭环还
需要反馈回路来验证假设。完整的闭环才是价值交付的过程，只有验证了假设，
才能说将价值交付给了客户。通过发布，获取反馈，验证假设，进一步完善价
值，进而提出新的需求（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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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的DevOps理论，大多来自于DevOps Handbook。SAFe的模型，是DevOps
Handbook三步工作法的另一种解读。

● 多快的频度算是持续

什么叫持续交付？多快的频度算是持续？一周一个版本还是一天多个版本？

视不同类型的产品，在类生产环境验证之后，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传统的软件模
式，部署到生产环境，或是商业软件产品的客户交付过程，就意味着发布给 终
客户，那么这里需要有一个业务的决策过程，是否可以将特性交付给 终客户。
另一条是通过技术解偶的手段，实现即使是部署到了生产环境，也并不意味着发
布给了 终客户，例如特性开关和Dark Launch。相较于第一种，这里业务决策过
程就相对灵活一些。

以上两条路径，均需要技术手段来支撑，实现将特性先行发布给一部分用户，以
及功能对用户是否可见。

● 持续部署对业务的赋能

“黑启动已经让每个人的信心达到几乎对它冷漠的程度…...大家根本就不担心…...
我不知道，在过去5年里的每一天中，发生过多少次代码部署…...我根本就不在
乎，因为生产环境中的变更产生问题的概率极低……”，John Allspaw在Flickr担
任运营副总裁时说了上述的话，随后他发表了一天十次部署的著名演讲，随后他
来到Etsy，Etsy的自助式部署流水线，使得“任何想要执行部署的人都能直接部署
……董事会成员也可以执行部署……甚至连小狗都可以！……在一个普通的工作
日里，刚到上午8点整，就有大约15个人和小狗开始排队……”

2010年时，Etsy的持续部署流水线工具已经将ChatOps集成进去，“提交代码之
前，在自己开发环境执行了4500多个单元测试……UT运行仅需要不到1分钟，外
部调用打桩……提交到主干后，CI服务器上立即执行7000多个自动化测试用例
…...通过并行测试，11分钟执行完毕，MTTR20分钟……到2011年，每天25-50次
部署”。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技术对业务极大的赋能。如果我们能做到每天几十次的
部署到生产环境，那么每次的变更又能有多大，一个月一次的版本，发布的时候
的确需要严格审核，一天几十次呢？不难想象，此时的业务决策该有多简单，甚
至可能不需要决策过程，这就是技术能力赋能给业务决策的体现，也是精益中强
调小批量的原因。

● 低风险发布

按需发布，让特性发布成为业务和市场决策，而不是技术决策。

通过金丝雀发布，可以小批量的选择环境进行试验，待金丝雀验证通过再发全
量。而滚动发布，使得这一流量切换过程更加平缓，一旦出现问题，可以自动回
滚。

通过特性开关，可以保证应用上线后，功能开关先不打开，然后由业务人员根据
场景进行决策，通过开关中心打开新功能，经过流量验证新功能。特性开关将部
署与特性发布解耦，结合基于环境和用户群的蓝绿或是滚动发布，可以实现对不
同的用户群进行不同功能的投放，实现A/B测试，进一步增强了假设驱动开发的能
力，可以基于不同的假设路径，进行快速灵活的发布验证。

软件开发生产线
理论实践 5 持续部署与发布

文档版本 02 (2023-04-10) 版权所有 © 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120



小结

量变产生质变，每100天一次发布，与每天100次发布，无论是从技术上、实践上，还
是对业务的帮助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mindset的转变，做具体的一个工
程实践不难，但要把它做好做到极限很难，这里面的困难更多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思
维方式的转变。

持续交付流水线，将整个价值交付过程贯穿起来，即使只是后半段的DevOps实践，也
同样的牵一发动全身，发布频度这一个关键指标，就需要分支策略、测试自动化、部
署自动化、架构解耦、发布策略、数据库等多方面的支持。

5.4 基于 Pipeline 的 DevOps 核心实践
本文主要讲述华为从自有研发实践到向外输出的服务——CodeArts流水线Pipeline，以
及基于Pipeline的DevOps实践。

本文分为以下四部分，前三部分侧重于理论，第四部分将演示在保障质量的情况下，
如何让代码提交快速上线。

● DevOps在华为

● 不同研发模式下流水线的应用与思考

● 流水线关键技术

● 快速交付实战演练

DevOps 在华为

在华为的研发历程中，IPD（集成产品开发）的影响比较大，从IPD引入华为之后，华
为的研发模式才真正做了集团化、正规化的研发模式道路。此后，如测试自动化工
厂、DevOps、CI、DevOps大规模敏捷等等，每次研发模式的变更都会带来一部分工
具的沉淀，工具本身又会随着模式和技术的变更不断的发展。例如，华为的研发工具
部在2003年左右就成立了， 早聚焦在测试自动化工厂方面，包括软件自动化工厂、
硬件自动化工厂等等。在CI方面，华为后来引入了持续集成的工具和平台，以及持续
交付（CD）的流水线，未来还有随着微服务化、基于无线化的AI流水线，还会继续探
索。下图展示了工具和平台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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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的核心理念就是CALMS，包括文化和精益的理念、度量和分享。我们有一个自
动化的工具平台在支撑。任何先进理念的落地一定离不开 终沉淀下来的自动化工具
平台。如果全部靠人完成，那么这个活动将无法快速变现，并且难以高质量地重复执
行。所以在核心实践方面，DevOps团队的协作，实现全功能团队，以及领域特性团队
显得尤为重要。在架构方面，从原来的单体软件到逐步分层软件，再到现在微服务化
架构软件逐步演进。环境方面，从裸金属服务器，后面逐步到虚机再到容器化，倡导
基础设施即代码，通过容器化去演进环境的差异，来提升未来环境方面投入的力量和
工作。

我们在编程中发现，无论是本地的开发环境还是DTAP四大环境，环境的链条和测试恢
复、部署、出问题的定位时间占团队时间30%以上，这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在这个过
程中，整个交付过程中会实现把所有东西自动化，包括测试自动化、精益看板、构
建、部署、发布、测试，以及灰度发布，还有后续到生产环境的监控。

流水线整个调度中，涉及到的动作可能会有几十到几百个。CodeArts几十个团队，这
么多人和团队以及不同的服务之间，如果想要进行一次完整的发布流程，并且没有工
具，即全部靠人工拷贝、搭建各个环境，把一个环节搭建好的结果流到下一个环节
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多快，特别是在软件规模越大的情况下。假设一个100万行的
产品要全部走下来一个发布流程，全人工至少要一个星期或者几个星期才有可能上
线。所以流水线把持续交付进行自动化的特性，对DevOps来说是一个 核心的实践，
它能够提高持续交付的速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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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一张DevOps的工具链的图，从代码需求的分发到代码的提交以及自动关联需
求，代码的提交触发后续的测试，以及线上的环节，一个工具链打通完整的路径，实
现端到端的交付和支持。

不同研发模式下流水线的应用与思考

第二部分重点讲述基于华为的流水线支撑的实践，支持三种主流模式：

● 第一种模式：大规模开发

华为起家的核心是交换机，交换机本身业务分成多层架构，例如上面的控制层到
下面的数据传送层等。在自我分层的基础上，向上对接网管等各种监控工具，再
横向和后端的传送网、骨干网对接，进行数据的传递和核心的传递。在这个基础
之上，华为做了一个2012实验室——这是一种大平台战略，几乎所有的产品线产
品都会用到的公共平台，而且这个平台的能力是重平台薄产品，平台会达到80%
的代码量，可能会越来越大。这时候如果产品要用到另外一个BG产品线的平台就
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了，在产品线内部也会尽量把一些公共特性下沉为小平台，
所以一个核心网络产品从各个角度来看，复杂是 核心的特点。

产品的代码量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一个产品一百万行或者几百万行是非常正
常的，需求一千万行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么大规模的代码不可能由一个团队开
发，CodeArts是由产品线以及各种周边配合，涉及的团队非常复杂。基于时代背
景来看，核心网络产品要交付出来，在以前经常需要一年多以上，基本是一年一
个版本，半年的时间做线上验证，包括到客户的机房验证，那个时候升级都需要
选访问量 低的时候进行半夜断网升级。

怎么保证迭代的速度加快，迭代的质量逐步变得更好呢？后来我们探索了一套模
式是分层分级流水线，进行大规模开发的持续交付模式，建立一个合理的结构，
我们通常会分成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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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级流水线：团队一般每天提交几次到数十次不等。这时候在本地会先做代码
的增量静态检查、增量单元测试，以及功能测试。如果这些检查都没有问题，全
部通过，代码会上传到云端配置库。此时触发一个提交构建，就到了项目级流水
线。

项目级流水线包括提交构建、滚动构建和全量构建。提交构建通常需要做的是全
量的静态检查和冒烟用例。个人级和项目级流水线提交构建，随时提交就能够触
发整个构建和流水线的运行和执行，属于随机发生模式。滚动构建和全量构建属
于班车模式。班车是定点定时发，无论是坐地铁还是公交车、火车、飞机，时间
是固定的，每个人去赶飞机、地铁、公交，如果迟到就需要等待下一趟。对于一
个研发团队或者一个产品，一天内代码提交通常有三个峰值，上午10-11点是一个
峰值，下午5点左右是一个峰值，晚上8点多有一个属于加班同事的小高峰。所以
一般来说，一个项目级流水线会发三个班车，就是中午12点、下午6点、晚上9点
半，这三个班车永远是固定的，团队无论有无提交都会发车，定点执行。

这就实现了一个协同，有多个人提交或者每个人提交都会执行，执行的时候会看
结果如何。这种时候一般会做基础用例、拉通用例、滚动用例模式。如果定点发
车了，会推送到全量构建，解决他们的协同发布。通常是晚上12点会执行一轮，
第二天早上整个项目组的同事就收到了流水线测试的结果。如果成功了，大家欢
庆一下；如果不成功，就赶快解决问题，因此所有人一早就要解决持续交付流水
线的问题。

滚动构建成功之后，还会把这个包归到版本级流水线的构建里面，在版本级流水
线里面滚动构建并测试，当这些全部执行成功后，就会再向下游拉通全链条测
试。对于版本级流水线，滚动构建也会投入流水线当中，会比项目级构建晚两个
小时，如果自动化率足够高，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解决。

所以，对于一个典型的大规模敏捷产品，我们有四层分级的流水线，里面有随机
发车和定点发车的模式，也有实现这样的高速流转的对应解决方案。

在此过程中，流水线在每一个执行阶段都会有一些门禁的判断，任何一个任务跑
完了，都有门禁进行把控。只有通过项目组设定的门禁，才能向下走；如果不通
过，流水线就终止了，先把基于静态检查的问题解决完，才能继续向下走。这种
方式，不像过去有 终的发布评审，到 后的上线环节再搞发布评审，而是在每
一个部分就会把所有的门禁做上去，由此来保证在每一个任务的成功和每一个阶
段的成功，以保证 终的成功。

此处与传统的交互模式做一下结构比较，传统交付模式越向后的环节越容易出现
问题。例如产品级或者解决方案级一集成，越向后，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
大，再返回来到每一个小团队解决问题，实际上这已经比较晚了，解决的成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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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使用了分层分级流水线之后，越向前的环节发现越早，就把问题拦截下来
了。

从我们的分析和实践结果来看，假设有四层流水线，个人级提交一定 多，因为
每天有几次几十次，每个人提交到代码仓的构建在两次左右，除非BUG多一些。
再向后就到了班车模式，一般来说，每天进行三次滚动构建。到 后的全量测
试，每天执行一次即可。通常越前端的流水线会越早发现问题，原来是 后进行
发布评审，现在如果是有了每个任务的质量门禁，每次执行的时候，越在流水线
的前端环节，被执行的次数越多，发现问题的概率也越高，符合分层分级流水线
的理念结果。

当然，分层分级持续交付的模式下面，会有很多其他构想。包括如何快速搭建第
一条流水线，不同层级的流水线如何快速复制，并且搭建自己对应层级的流水
线，以及上一级流水线成功后如何自动触发下一级流水线的执行，这些是 基本
的思考。

● 第二种模式：微服务开发

CodeArts团队本是一个微服务化的实践者，有100多个微服务，基本全部微服务
化，前端已经全部拆解完。在这个模式下面，首先，架构解耦；其次，结构上
终一定要实现每一个组件足够小，而且尽量没有依赖的。在这个基础上，每一个
团队能够比较自由地自我裁决、自我决定。比如发布，以前在传统的模式下，一
个团队肯定是要分运维团队、测试团队或者是开发团队、产品团队、QA团队（都
是单独的），真正在微服务开发模式下，做成一个全功能团队之后，已经没有非
常明显的角色分工，很多功能测试等等都是由开发人员自己去实现的，这个时候
对于开发人员来说，既是开发人员也是测试人员、运维人员，会对运维服务的开
发、测试、上线、结果，会端到端负责。所以我们针对微服务会做权限的设置，
去匹配新的角色模式，一个人可以端到端的执行完整条流水线。上线之前还可以
有一个环节，例如和产品经理一起看一下是否满足客户需求等等，如果后续流水
线承载的自动化测试的手段都能够完全达到质量发布的条件，届时也不需要评审
了。整个过程有40-50%做到不需要人工干预，下一步这个比例还会继续放大。

因为微服务化了，这100多个组件中间还要发一些补丁，一天内都上线是很糟糕的
事情，每个微服务中断几分钟，一天下来是几百分钟，整个服务就不可用了。因
此微服务模式下一定要实现灰度发布， 基本不能中断业务。

CodeArts团队在 早的时候，每个星期五晚上要12点开放升级，把测试和研发团
队、领导都喊起来，整个团队从2点到4点进行测试；测试完成后，4点之前我们决
定BUG修复完，再回溯一遍。这个过程每周一次，那时团队成员很痛苦、疲惫，
第二天一整天什么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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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通过微服务实践和灰度发布实践，才把团队从超级繁忙的、每周一次的超级
作战中解放出来，这对团队整体的士气和工作效率的提升都是非常明显的。如果
真的发现在灰度测试中出现问题，或者版本有重大的缺陷，要能够触发自动回滚
或者手动回滚。这时候运维人员会选前一个包直接启动流水线部署，把灰度测试
灰度过的环境全部覆盖掉。

在微服务开发模式下，管理很重要。使用K8S时，如果版本号不增长就不会部署
（只要版本不变，就认为是同一个包，因此不会启动部署）。所以版本管理、版
本增长等方面都要在流水线上做到位。同时因为这种发布模式时间非常短，我们
可以做到小时级、分钟级发布。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通过线上A/B、加大测试，在
线做各种自动化测试，包括拨号测试、性能测试、压力测试、安全测试等等。在
真正大规模灰度之前，就已经把基于真实环境的质量构建好了，其中在线测试、
前置测试的比重都要加大。

● 第三种模式：静态资源部署

静态资源部署不需要重新编译构建出包。通过部署流水线，把静态资源拉包，部
署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等各个CDN去。在这个过程中，多地区的并行部
署以及跨地域的部署是CodeArts重点支持的方向。

流水线关键技术

CodeArts流水线 （CodeArts Pipeline）涉及的关键技术，能够保证用户量增长不会面
临宕机。

● 首先，流水线随时可用、高可用

● 其次，通过数据云化存储、高隔离、权限控制来保证数据的安全。

● 执行效率方面，除了并发调度系统，对每个单一任务会做非常多的功能，例如代
码预读、分发、增量等等，加速整个流水线的速度。

● 为了用户的使用成本变得越来越低，尽量将配置简化和维护，提供配置模块以及
可集成云化的服务去减少开发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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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Arts是基于Jenkins的流水线来实现master的调度机制。

CodeArts定义了一种CDDL语言（Continuous Deliver Domain Language），它具备
非常好的可扩展性，同时CDDL语言解释器和平台无关，因此可以做到在任何平台上的
灵活调度。CDDL的设计参考了UML中的状态机模型，更易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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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还涉及到其他的关键技术，支持百万级的并发调度。此外关键技术能力还包括
“七个一切”，前四个是一切即代码、版本、服务、数据，在“基础设施即代码”的
基础上，引入了这些概念，形成一条可视化流水线。基于以上能力，形成了后三个一
切。一切自动化：流水线一旦被调用，可能有几十、几百个步骤，如果全部依靠人工
操作，则不可能像自动化流水线一样，有这么高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CodeArts的流
水线是可视化的，可以看到每个环节步骤具体进行的情况。未来产品还将更加智能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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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交付实战演练

流水线的成功和失败都是一种状态，失败也不用怕，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

我们的 终目标还是要提升成功率，尽量检查出由于配置出错导致的构建失败，或者
个别服务出现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构建的软件包，选择一个进行回滚。在代码检
查时，可以做一个代码质量门禁，例如这个代码检查任务执行完之后，发现原来有100
个问题，现在修复完95个，只剩5个，如果预定的门禁是10个，就可以继续向下跑。
API测试也是这样，测试门禁里面生产百分之百，如果有20个没有通过，继续执行就会
失败，要修复完所有环节才可以继续执行。

此外，任务还有健康度，可以看到哪个任务失败次数多。对已经关联流水线的代码进
行修改提交后，可以重新执行流水线。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到构建任务在运行中，也
可以直接看到日志并下载全量。构建任务执行成功，流水线会流转到下一个环节，直
至部署成功，访问对应页面查看效果，代码修改生效。这就是如何修改一行代码，能
够保证让用户满意，真正快速地发布到现网。

在代码仓库中可以设置提交后自动触发流水线，例如同一个代码仓拥有两个分支，可
以分别设置是否提交后触发流水线，设置后，不需要手动执行流水线，它会在提交代
码后自动执行。这是前文提到的两种模式中的一种，叫做随机发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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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模式是定点发车。每天指定时间执行流水线，如果这是一条版本级流水线，
或者是一条项目级流水线，我们可以去设置每天什么时候自动执行一遍，无论是否有
提交或者合并，到时间都会执行，如果有，则对已有的结果进行质量的测试和监控，
并且 终保证流水线交付的应用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在流水线中，失败率 高的Top3任务被面标识出来，按照执行失败的次数排序，我们
可以看到哪些环节是健康的，哪些环节阻碍了任务的继续执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
的实践。

对于健康度，失败率Top3的子任务（流水线每个环节中的任务）会在整条流水线中标
识出来，并且可以按照执行失败的次数进行排序。由此，可以发现哪些环节是健康
的，哪些环节阻碍了任务的继续执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

此外，在CodeArts的需求规划中，可以看到工作项关联的代码提交记录，并直接跳转
查看提交的代码的内容，非常方便查看、追踪基于需求的代码运行情况以及应用发布
情况，并且还可以关联bug，真正实现了端到端的双向追溯。这就是整个流水线的演
示。

此外，CodeArts还支持移动端的移动运维，如果装了CodeArts APP，就可以在家里，
或者咖啡馆、高铁上面随时可以查看流水线执行结果，并且可以再次执行它，察看它
的错误码、错误日志，以确保随时随地的移动运维，移动交付。

后用这一句话结尾：使用尽量多的自动化，并且用更短的交付时间，从代码提交到
终上线的时间来驱动整个团队在DevOps上实践的落地。

5.5 如何构建高效的持续交付能力
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持续部署、以及持续发布，到底是什么含义？

在回答之前，请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是交付过程 痛苦的事情？

集成的过程，测试的过程，以及部署与发布，都很痛苦，否则不会有敏捷与DevOps的
各种方法与实践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过程又都非常重要。

就此问题，引用《极限编程》里面的四句话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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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集成是重要的（集成的目的在于测试），那么我们将在一天中多次集成并测
试。

2. 如果测试是好的，那么所有人都应该始终进行测试。

3. 如果设计是好的，那么我们应该把它当做日常事务的一部分。

4. 如果迭代短些好，那么我们将使迭代时间非常短，秒、分钟或小时，而不是周、
月或年。

因此，给出的对策是：如果一件事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就把它做到 好。

频繁地沟通

我们来解读第一句话：“如果集成是重要的（集成的目的在于测试），那么我们将在
一天中多次集成并测试。”

代码交付是一种沟通，代码的交付过程事实上是开发人员之间的沟通：“我修改了什
么代码，是为了什么，你们谁帮我review一下，谁也在改同样的文件，谁merge一
下。”

来源：Jez Humble - continuous delivery

从沟通的角度上来说，当然是越频繁越好，那么自然是下面这张图会更适合，而这张
图，就是持续集成的场景。

软件版本管理

软件版本管理，即SCM，为什么前所未有的受到重视？

每个公司通常会有一个Build Manager的角色，他不是manager，他管的是代码库、分
支策略以及编译构建服务器。

版本管理的目的是版本控制，回溯历史信息；帮助团队之间进行协作，跨团队，甚至
跨时区、跨国家；研发过程的管理，包括变更、审批以及相关的流程等，以及问题发
生后的追踪。简单而言，就是为了回答，如何重现一个环境：到底是谁，在什么时
候，修改了什么，是为了什么。从版本分支的管理，看到的是软件的发布机制，这是
持续交付的核心。

此外，发布的过程，也是开发与运维之间的协同与沟通，这正是DevOps试图解决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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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管理的目标：为了确保即使是在发生灾难性事件的时候，也可以重复且精确的、
好还能快速的，恢复生产环境。那么所有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的资源，都应该纳入版

本控制系统。

● CodeArts软件版本管理

为了将所有资源纳入版本控制系统中，在CodeArts上提供了代码托管、软件发布
库、私有依赖库等功能。

– 代码托管服务基于Git，项目的开发代码可以上传至CodeArts进行代码托管，
统一管理。

– 软件发布库可用来存储构建好的软件包，实现软件包版本管理，提升发布质
量和效率，实现产品的持续发布。

– 私有依赖库可用于将项目当中的依赖包上传至此库中，以方便云端构建，并
进行版本控制，避免环境差异化。

分支策略

不论是主干开发模式，还是Git Flow、Github Flow、Gitlab Flow，事实上背后都是研
发与交付的模式体现。选择哪种分支策略，与团队的能力成熟度，与自身的业务模
式，与客户的管控要求，都息息相关。

下图中，左边是2006年写成的持续集成的原则，直到今天，这些原则都依然适用，而
且绝大多数企业和团队都没有做到。右边是持续交付一书中列出的持续集成必选的实
践，同样的经典。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只是要关注这些原则和实践本身，更重要的，是关注它们背后
之间的关联。

持续测试

第二句话来了：如果测试是好的，那么所有人都应该始终进行测试。这句话，我们今
天叫做持续测试。

今天测试人员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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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测试人员归属于QA部门。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是归属于质量保障的范围，都
可视为测试人员的职责范围。

如今，有几条有关有效质量控制的建议：

● 让听得到炮声的人做出决策，而不是远离一线的管理者。

● Build Quality In，所有人都有责。

● 测试与架构相关，包括技术架构，以及组织架构。

● 测试的过程，是从失败中学习的过程。

● 自动化，自动化，自动化，尽可能的自动化一切该自动化的，但又不要过度的依
赖于自动化，不要过度追求自动化。

下图是测试金字塔，核心是从关注测试的数量转向关注测试的质量。尤其是在持续集
成之下，测试执行要求是快速闭环的。越往下的，隔离性越高，定位问题就越容易，
反馈也会越快，因此应该要发现更多的问题，投入更多的精力；越往上的，反馈周期
越长，运行效率越低，修复和维护的成本都很高，复杂性也随之升高，应该做的频度
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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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有双层的金字塔结构，上面是线上环境的测试，包括拨测、捣乱猴子测
试，以及各类的性能和安全测试。

刚才说应该测试前移，投入更多的在短周期的活动；同时又说，测试要延展到生产环
境，覆盖发布和线上的运行阶段。事实上，测试应该向两端延展，测试活动应该是真
正贯穿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从这点上来讲，测试人员如果还是用原先的方法和手
段，是无法处理好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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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缺陷成本是越来越大么？我们所有的教育都告诉我们是的，包括说要从源头来
保障质量，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修复的成本越高；变化的成本随时间的推移而以指
数级上升。但同时，敏捷又说要拥抱变化，精益建议要推迟决策，这是不是矛盾呢？

《DevOps软件架构师行动指南》中提出，问题不在于变化，因为变化总是要发生的；
问题在于发生变化时，是否有能力来应对。

决定是否易于修改的因素有：

● 简单的设计，这也是极限编程的建议。

● 松耦合的架构，频繁并主动的修改设计。

● 锻炼组织的工程能力。

● 以及构筑快速反馈、快速应对变化的能力。

测试是越多越好么？自动化测试呢？

● 处于探索阶段的产品，不确定性极高，此时投入过多精力去搞测试，一味地追求
测试覆盖率等指标， 后发现市场方向不对，要推翻重做，那么前面投入的测试
就全是浪费，此时应该以手工测试为主。

● 当发现市场正确，快速投入人力和物力，此刻需要的是产品的快速增长，需要开
始引入关键的自动化测试来保障效率和质量。

● 到产品稳定阶段，自动化测试的目的是回归，保障质量的稳定。

那么问题又来了，测试能防范所有的问题么？当然不能，这里有两种安全，一种是试
图发现尽可能多的，甚至是消除错误的部分，达到绝对的安全，这过于理想，不可实
现；所以我们推荐的是第二种，弹性安全，尤其是适用于云化的场景，即便是发生了
错误，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快速恢复的能力。

● CodeArts测试管理

为了对测试用例等进行可回溯的统一管理，我们需要用到测试用例管理工具。

在CodeArts中，测试管理支持手工测试和接口测试。很好的帮我们解决了这一问
题。

– 接口测试可以自动化集成到流水线当中。

– 所有的测试用例都可以关联到工作项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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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解耦、团队解耦

第三句话：如果设计是好的，那么我们应该把它当做日常事务的一部分。

架构做的不好，留下的是技术债务。技术债务都是不好的么？当然也不是。

技术债务如同3X曲线，在早期应该有意识的去背负一些债务，来换取时间窗口，来撬
动杠杆。当然这个应该是有意而为之的事情，不是懵懂无知的。随后，需要将偿还技
术债务的活动，制度化，常规化。

为了持续集成、持续测试的进行，你需要进行架构解耦。除了技术架构层面的，当然
还有组织架构。从功能型组织，竖井的工作模式，部门墙林立，变为产品型的组织，
每个产品或服务作为独立的利润中心，阿米巴模式。

康威定律说组织架构与技术架构相互对应，《赋能》里面提到的分布式的小型团队，
事实上是进一步的去中心化，甚至都没有稳定的小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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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交付

后一句话：如果迭代短些好，那么我们将使迭代时间非常短，秒、分钟或小时，而
不是周、月或年。

如果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就是持续交付。

持续集成、持续交付、持续部署，还是傻傻分不清楚？

持续交付是指团队确保每个变更可以部署至生产环境，但也许并不需要实际部署，通
常是处于业务方面的原因。

所以核心是技术决策，与业务决策的分离。持续部署，是一个技术行为，持续交付是
业务行为，交付的是业务价值。是否需要持续的部署到生产环境，是由业务形态决定
的，而技术层面，反而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进一步的，甚至部署到了生产环境，也可以不意味着正式发布。通过技术手段，我们
可以将部署与发布解耦，通过特性开关、灰度上线等技术手段，可以赋能业务进行A/B
测试，灰度发布等业务行为，这是技术赋能业务的 典型场景，也是 有力的支撑。

终，持续交付归结为一句话，痛苦的事情反复做。

下图所示的持续交付的原则中，红体字描述的，是 与技术无关的一个实践，却也是
重要的核心理念：提前并频繁的做让你感到痛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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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在开始行动之前，首先应思考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而不是去问应该采纳何种方
式。

不应去问持续集成应该怎么做，TDD应该怎么做。那些都是解决方案域的东西，而应
先搞清楚自身现存什么问题。正如去医院看病，不是直接找医生开药，而是应该问清
楚自己是什么病，再对症开具体的药。

实践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说，大部分问题是文化的问题，而不是一个DEVOPS的问题。文化可以化解一切，
而一切的根因又归结于文化。

5.6 交付在云端-全云 DevOps 实践
过去谈到DevOps的时候，往往不是讨论云化的问题，而是讨论工程方法和企业能力。
但是现在，在交付方式逐步从单体软件向云上迁移的过程中，大家开始意识到继续在
自己的研发环境做基于本地化的私有化工具链已经落伍。于是提出新的要求，做新的
全云化的DevOps工具链，本文将讲述对此理念进行的实施。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 首先要检查自己的DevOps状况。

● 其次观察一下全云化的DevOps工具链的现状。

● 之后意识到用这些工具面临的问题。

● 而后，决定实施的时候，要有可靠的方法和理论。

● 后，当实施DevOps达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后，设法把我们的成就推广提高。

自检：核心实践，成效佳？

DevOps是正向价值链，运营反馈是反向价值链，通过不断的度量，实现各方面的提
升。在此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持续交付的交付链。将一个需求变成线上的特性，测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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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线上测试通过，即完成了正向交付价值。但是实际交付的效果可能并不好，就会
造成用户流失，这是非常严重的状况。在正向交付负向反馈的同时，我们要不断地优
化自身的能力，重新审视自己交付的能力和流程，是否从一个中等效率团队提升到高
效率团队，甚至已经进入到精英团队的范畴，只有这样企业的竞争力才能不断的提
升。

如何进行自检？

对于很多产品来说，产品形态还没有达到服务化或者云化的水平，需要用一些理论实
践方法去引导他们达到这样一种新的开发能力水平和范围。所以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引
导方式。下图是整个开发的基本过程，列出了正向的交付链，针对每个过程中需要做
的事情罗列出它所属的工程领域，例如开发工具或者交付工具、运维、反馈的工具领
域，然后规划，以何种方式使用工具。正确的使用可以加快组织流程，用得不对，或
者工具存在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阻塞点。下图中红色部分是我们罗列的一部分能
力，不是全部的。每个企业有自己软件交付的形式和方式，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抛
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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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研发全云，境清奇？

进行企业DevOps能力自检之后，可能发现很多问题。

决定上云本身就是一个创新性的决定，很多企业对上云都是顾虑重重，为什么？首
先，它是一个打破思想枷锁的过程，因为云上一切意味着不确定性、不安全性、不可
知、风险，同时意味着大量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首先要知道用全云端的工
具意味着什么。

上图中左边有全云端的沙盘，从需求管理开始，紧接着要做实施和交付，开发、测试
服务、构建、发布、部署、监控。后续还有一些基础服务，这些基础服务的实现实际
上是为了衬托上层服务，如果没有代码托管、资源自动化、仓库服务，实施DevOps也
只能是无水之田。右边是云化或者服务化的能力模型，下面三行是重中之重。大多数
人做云化软件交付的时候可能不是云化，而是服务化。第一是自动化管理，管理流程
不再有那么多人工过程了。第二是弹性扩展，不管是交付的软件也好，或者使用的工
具也好，要有一个自动适应弹性扩展的能力，很方便的依托于现在公有云提供的能
力，这种弹性扩展的能力并不难实现。第三要有一个足够的资源池，一般来说，公有
云的服务商已经为大家打造了这样的平台，金字塔里面都满足了，可以说是云化服
务，已经从服务化上升到云化的交付能力了。

然而实际做云化转型的时候是困难重重的。

从资源的角度来说，一般软件云化有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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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虚拟化，从实体服务器逐步转化成虚拟机。

● 第二是资源池化，有一个大的资源池可以实现动态的分配

● 第三步是自助服务，云端自助服务是能够实现快速运转的条件。

此外还有流程。如果线上发布过程和生产环境之间网络不通，应该怎么做呢？答案是
工具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流程问题。众所周知，华为公司有各种各样的安
全红线，在做内部的云化服务化工具链落地实施的时候， 大的工作量集中在如何打
破枷锁上，怎么把内网的一段代码或者一段测试用例或者二进制的安全文件快速传递
到外网仓库，这一问题花了很长时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流水线，其他步骤
执行只需10分钟， 后会在发布审核的环节整整卡七个小时或者一周。我们做到提前
审批到事后追查的能力，是做了 大的公关，等于说这是一个关键阻塞点的破除。一
定要注意，当你准备做一个流程或者工具实施的时候，阻塞点不一定来自于技术和工
具，很有可能是来自于流程。

部署方面，是否具备独立部署的能力，是否能够合理的使用资源组、容器镜像，类似
于这种资源池进行管理的能力，都是限制我们服务的能力。经过很长时间的实践，我
们发现很多产品线声称他们已经实现微服务架构，已经实现解耦，但是 后的结果是
众多的微服务打包部署上线。这实际上还是要回到源头上去看一下整个服务架构是否
做到了解耦，是否做到了微服务所要求的九大特征。

后面是编码问题，现在编码工具非常多，但是实现全云化的时候，实际上是要求我们
把一种编码的能力移到云端去做。这件事情想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包括要实
现后台运行、运维、测试、调试能力的支持，同时还希望和DevOps工具链打通。

再者是安全性，上云本身是一种思想的变革，没有绝对的安全，只要暴露在公众的眼
光下，就有泄露的一天，就有被攻击的可能性。很多用户在使用我们的软件服务的时
候， 大的问题是：“我们很关注安全性，请问你们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吗？”两条
路，第一通过特殊化的定制、阉割、裁减一些本来应该很开放的能力来适应安全性，
但是后果也显而易见，关在笼子里面的狮子怎么可能是强壮健康的呢？第二是说服用
户，看他是否我的菜。举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从来没办法说服华为的海思来使用我们
的服务，因为海思在华为内部是绝密。

聚焦：难把工具比仙子

接下来讲一下在企业实行全云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下到十人团队，上到千人团
队，各种各样的开发模式都有可能存在，怎么去做这样的转型？要先选一个合适的项
目类型或者产品类型。这里列了几个基本的工具链的云化水平与其所匹配的软件开发
或者项目服务能力的匹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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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我们在 开始只做大规模单体交付时，采用的都是本地化的工具，因为开
源、免费，搭建比较方便，运维比较直接。但是当一部分服务已经开始进行混合产品
交付的时候，例如华为的消费者云或者一些混合云和开发商混合的产品，里面有一部
分是我们自己固定的组件，还有一部分是云端提供的服务接口，这时候就必须要把一
些相应的交付能力挪到云端去，这样就实现了部分云化，主要适合混合型的产品。

接下来要把我们的能力全部云化，例如产品研发、测试、部署、构建、发布，都需要
云化。

后，服务变成一种纯Cloud Native，并不是它对本地没有任何要求，而是它所有的
能力，包括弹性、各种快速响应，都是依赖云服务商提供的。这样就可以实现移动办
公，轻松在家里喝咖啡办公。

实践：小步快跑，收支相宜

我们根据在各产品线转型的经验，第一步一定会选一个标杆产品，这个标杆产品一般
来说会是一个服务化产品，或者是一个Cloud Native原生的产品。对架构解耦实现云
服务化，对工具实现上云，对运维进行云提升。这是我们选取试点服务的方法或者准
则、经验。

选好了一个服务后，就需要按部就班地转型。怎么做？实施敏捷的时候，敏捷有很多
实践，要小步快跑，不断地见到成效。在进行迁移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这
本身也是一个项目，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是阶梯状的陡升。通过不断提升每一步的工
具能力，来实现整体交付能力的提升。同时把整个转型工作的风险降到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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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转化就如同是一个金字塔，金字塔尖一般来说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境界，金字塔
的底端是入门团队需要做的事情。金字塔下面是沙子，第一件事情是打破思想，是我
要做这件事情，要上云。这里一般是指上公有云，因为私有云的模式很难达到各种应
变能力。

一般来说代码上云，就使很多企业避而远之，因为他们要的是代码的安全性。上图中
右边每个层级列了两行，描述做这件事情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涉及到的工具是什
么。代码上云主要的目的就是解放思想，把代码放到云端代码托管服务上来，把资
产，例如软件开发的文档、积累的知识放到这里。

第二是管理上云，让我们的软件开发过程更加开放透明。有很多团队每周会发一个电
子版进展表格，从一周的频度来说它是开放的，但是每天而言，它仍然是封闭的系
统。把管理放到云端，目的是实现更好的开放协作。需求管理工具要有看板、相应的
测试管理人员。

前两步实现之后，必然对效率有了要求，这个时候要构建自己在云端交付的能力，一
般来说涉及的是构建、部署、流水线和自动化测试，当这些能力达到之后，这一步追
求的提质增效的目标基本达成。

金字塔的顶端是开发上云，把所有的工作迁移到云端，目的是探索创新。此处为什么
要把IDE迁移到云端？因为在云端可以得到更好的快速获取环境的能力，可以获得更好
的协作能力、试错能力。当这些能力叠加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本地创建一个
非常好用，但是搭建起来非常复杂的环境，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你会追求开发
上云的境界。

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在云化工具链转化过程中比较好的实践：

● 第一个实践，DevOps讲究的就是快速迭代、快速交付。它的主要收益不是为了快
速的交付价值，而是为了帮助组织不断的纠正错误。产品经理抱怨交付团队交付
效率永远达不到要求，就是因为管理过程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每周一
定要有一个迭代回顾，通过迭代回顾把迭代过程中的问题全部列出来，争取在下
一个迭代中去改变一些，通过不断的改变，团队的效率得到提升，冗余的行为被
去除。这是快速迭代敏捷开发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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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微服务解耦。下图中左边部分，所有的服务都耦合在一起，虽然每个服务
有自己的泳道，但发布的时候必须携手一起发布。例如一个很简单的服务，只有
前台和后台，用于查询数据和刷新数据。经常会有前台升级的时候，要求后台跟
着一起升级，后面后台升级了之后，前台工作了。这种情况就是解耦不充分造成
的。一般来说，如果做得好会有特性开关、合适的导流、灰度测试等等。右边是
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每个微服务有自己独立的泳道，同时已经实现了自己独立的
交付节奏。

● 第三是持续交付流水线。这里列了一个流水线的基本流程，下面几点是我们总结
出来的比较有意义的实际操作：

流水线一定要体现出管理理念，流水线分广义和狭义，狭义指操作序列，从开始
执行到结束，总体来说只执行的是操作序列一些任务的堆积，不是管理理念的构
成。还有一种广义的流水线，从需求进入管道之后，整个管理起来，并且可视
化，广义流水线决定了你交付价值的真正速度。

任务要自动化执行，还要有质量门禁，这并不是华为的独创，实际上在所有业内
的云交付公司都采取了这种方式。华为公司提供的质量门禁是基于Task的输入为
大家设定的阈值。实际上质量门禁设置的 高境界是提供一个开放的茬口，在这
里一切服务都可以作为门禁，它可以是一个手工的步骤，可以是一个服务请求的
数据，也可以是一个测试系统的报告等等。这种开放的质量门禁才能够 大限度
的体现出管理理念。

后一个叫做质量门禁的集中管控，流水线放在个人的手里，执行流水线的同事
通常会由于权限过高或者发布压力，把流水线的门禁关掉或者故意设得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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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从企业或者组织的高度对流水线的门禁有一个较高的要求，这种情况下质
量才能得到比较好的保障。

● 第四个实践叫做生产环境的自动化。出现了比较重大的质量事故后，当我们去追
溯时发现，问题往往是由一两个工程师一个多余的操作造成的。怎么杜绝这个事
情？只有自动化。只有没有人参与的过程才是不会犯错误的。在生产环境的自动
化保证了高质量向用户交付的基本要求。

首先，自动化的变更指的是当你决定向云端发布一个新版本的时候，从版本流出
一直到线上功能的上线，直到用户可用的过程、审批必须都是自动化的，而不是
说有手工环节在里面，只有这样，交付的前置时间才会缩到 短。

紧接着是灰度发布，任何一个发布对用户都有影响，不一定友好。只有找一部分
用户先来试用新的功能，才能降低发布风险。这里有两种，一种是特性，一种是
升级的部署。同时还有失败回滚，当部署的新版本发生故障时候，你如何按照精
英团队的标准，在一个小时以内把它回滚到健康的版本，保证它的能力。

● 第五，用户级灰度发布。我们通常会采用很多种技术，一般是采用流量分配的技
术，我们一般会控制流量分配，在这个技术过程中，我们会保证一些用户使用到
新版本，这个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念非常多，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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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是生产在线测试。如果是金融系统，涉及到钱，应该有相应的管理成本配
置，否则怎么保障线上的系统是正确的？线上系统势必要做测试，任何系统的模
拟数据都无法与真实数据相比，哪怕在真实系统只花一分钱，模拟交易量都不能
替代它。应该用管理成本设置一个帐户，在里面实际的实现一些线上的支付，只
有这样才能保证线上系统是真正可用的。华为线上有非常丰富的测试手段和机
制，这里也提到了，告警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实现线上测试的目标是什么？第一
是保证线上的质量，第二是对用户的承诺，我们交给用户的是一个服务，而不是
光盘，这个服务必须是可用的，当它不可用时，要先于用户发现并解决它，这样
的服务才是可靠，可信赖的。

蔓延：人心所向，大势已成

后一条是基于组织的。

● 首先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文化氛围。当组织对DevOps整个理念有高度认同度的时
候，实践这样一种过程的改变会比较方便。

● 第二是自动化能力。我们可能机械化的去追求某些行为的自动化，但是必须把自
动化这件事情刻到骨子里面去，每写一行代码都要思考能否自动化的机制保障它
的成功。

● 第三是共享。在企业内部，很多团队有一些竞争，包括采用不同的理念，例如采
用敏捷和采用精益的不同开发方法，分享知识与智慧是企业的宝贵资产。

● 第四，要有一个度量机制。必须要提到的是统计口径，这非常重要，度量应该是
基于结果的度量或者基于事实的正向度量。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是一个飞速
变革，发展非常快速的年代，在 近十年内所产生的技术变化可能抵得上过去一
百年所产生的技术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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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企业内部要有一个好的培训机制和流程的导向。以华为公司为例，内部有
一个比较著名的华为大学，华为创建这个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员工在
繁忙的工作交付的同时，能够有学习和深造自己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把企业所
赞同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和方法向一线团队进行传播。所以会有很多培训班，针对
DevOps的现场实践课，让一些从来没有机会去实践DevOps的团队，也有机会通
过培训实际的方式参与进来，理解DevOps理念，慢慢地一定会在他所处的产品线
或者所处的开发方向上发芽生根，以至于整个企业的氛围都是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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