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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客户想要的东西，比做得快还要重要!  



今天的软件为什么会变成这么难?  
 

难以开发?  

难以布署?  

难以维护?  

原因在我们大量地采用组合性的软件 !  

组合性的软件 :  

更小、更可重用、更加松耦合的服务或功能。  

加速了开发作业，但长期之后就会更像「义大  

利面式」的混乱。  



软件越來越難难開發、維護! 
 

》客戶可以花1 0秒鐘找到有關的軟體，  

            花3 0秒把它安裝起來，  

            再花5秒鐘把它移除，因為它不合用。  

但客戶對軟體的要求卻是越來越挑剔?  

》這樣的環境讓一切都變快了 !  
            而我們的容忍度也下降了，  

 



所以  DevOps的世界來了!  



DevOps的世界，就是要快!  

    09:00~ 09:50   DOP-B303      开发运维一体化（DevOps）的敏捷九剑      胡德民/许豪  

分会场三 



13:30 ~ 14:20  DOP-B306      精益开发之实作：看板方法 （Kanban）    李智桦 

DevOps的世界必须以敏捷开发为基础!  

( Agile as infrastructure ) 

分会场二  



Agenda 

一、DevOps 的历史 

二、DevOps 的定义 

三、实行DevOps 从哪里开始 

四、实行DevOps的原则 

五、实行DevOps实践 

Demo: ●  Microservice 
             ●  Service virtualization  

Demo: DevOps Kanban 



V isualization 可视化   -- 看得见 

S ynchronization 同步化  -- 消除Queue 

M icroservice 微服务  -- 服务独立微小化 

S ervice Virtualization 服务虚拟化 

 

-- 克服萬難 



《 历史可以告诉我么什么? 》 

 

     错过了学习，错过了改变，也就错过了机会！ 
 

                          而且，他们错过的不是赚钱的机会，而是生存的机会。 



藉由历史来加深我们「看见了」的深度 

看见 



Gartner 预测 2016 年将是 DevOps 元年 



 FB、Line

DevOps 就是要求在良好的质量之下，能够 
 

快速地更新版本，快速的修复缺陷的能力。 



• 你的公司够敏捷了吗? 

• 你的团队够敏捷了吗? 

• 你够敏捷了吗? 

》敏捷是实施 DevOps 的 基础。 
infrastructure 



我们都知道从找到 BUG，修正它到正式发布，这 

整个过程都需要群策群力，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快速部署 



我们都知道从找到 BUG，修正它到正式发布，这 

整个过程都需要群策群力，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快速部署 

DevOps 的任务 

藉由将开发阶段 自动化 以及 讯息公开，帮助企业软件

开发部门，解决传统的流程 end to end 所产生的讯息

异步，以及协作不顺畅的问题，并且将每一阶段自动

的串接起来，进而才可能达到尽可能的快速地交付。 



自动化 及 讯息公开 

DevOps 的基礎 : 

而敏捷開發正是能夠完成這二件事的基礎條件 



敏捷 + 精实 



Kanban 

Lean 

Lean Six Sigma 

精实精神 敏捷宣言 

Agile Manifesto Lean Principles 

敏捷伞下的二侧 



依循计划 做事的方法 传统 

《用项目开发的角度》 



回应变化 

依循计划 做事的方法 

开发的方法 

传统 

敏捷 

《用项目开发的角度》 



回应变化 

减少浪费 

依循计划 做事的方法 

开发的方法 

原则 

传统 

敏捷 

精实 

《用项目开发的角度》 



回应变化 

减少浪费 

依循计划 做事的方法 

开发的方法 

原则 

快速交付 
理想 

传统 

敏捷 

精实 

《用项目开发的角度》 



Waterfall 

Cycle time: Months or year 

idea 

Customer 

Pre 2000 

《用专案开发流程》 



Waterfall Agile 

Cycle time: Months or year Cycle time: Weeks or Months 

idea idea 

( Operation ) 

Customer Customer 

2001 Pre 2000 

《用专案开发流程》 



Waterfall Agile DevOps 

Cycle time: Months or year Cycle time: Weeks or Months Cycle time: Hours or Days 

idea idea idea 

( Operation ) 

Customer Customer Customer 

2001 2010 Pre 2000 

《用专案开发流程》 



或许；新的技术驱动项目开发 

是靠经验的累积与实行来建立的。 

但 组织文化 

而组织文化才是让企业长久久的根本。 

DevOps 是一种组织内文化与既有职责的变革 



DevOps 源起 



Patrick Debois 

DevOpsDays 

他首先介绍了Agile Infrastructure的概
念于2008年在多伦多，并在2009年，
他组织了第一次DevOpsDays。后来莫
名地改成 DevOps，并成为了始祖。 

2009 

San Jose 

CA 

Belgium 

10+ deploys per day: dev and ops cooperation 



10+ Deploys per Day: 
Dev and Ops 
Cooperation 

Flicker Engineer Flicker Operation  

Group 

John Allspaw  Paul Hammond 

Velocity 2009 大会上的一场演讲 

Flicker 
A photos sharing website 



Flicker      2009 
A photos sharing website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个有趣的现象，它告诉我们 … 



細看 DevOps 



需求 產品 

【佈署階段】 【開發階段】 【創意階段】 

Idea 

介面: 

Buffer, 

Queue 

WIP 

介面: 

Buffer, 

Queue 

W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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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產品 

【佈署階段】 【開發階段】 【創意階段】 

Idea 

介面: 

Buffer, 

Queue 

WIP 

介面: 

Buffer, 

Queue 

WIP 



有趣的现象 

 人们拼命滑手机 
 负面: 写一些更能吸引他们的软件，让他们上瘾。 

 正面: 写一些高投资报酬率的软件，绿能软件。 



DevOps 的定義 



DevOps is an enterprise capability for continuous software delivery 
that enables clients to seize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reduce time 
to customer feedback。 

                                                                                   IBM 

DevOps 不仅是一项技术或工具组，而是需要文化演进的心态。
它结合人员、程序和适当工具，加速推动您的应用程序生命周期，
而且更能预测。 

 
DevOps is more than a technology or a tool set. It’s a mindset that requires 

cultural evolution. It is people, process and the right tools to make your 

application lifecycle faster and more predictable.  

 

Microsoft 
 

英国政府DevOps 



• 敏捷维运 
     尝试将敏捷及精实的观念加诸于维运之中。 
 
The first was also called “agile system administration” or “agile operations”; it sprang from 

applying newer Agile and Lean approaches to operations work.   

 

 

 

• 协同合作的文化 
     开发与维运之间的协同合作。 
 

The second is a much expanded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staff throughout all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lifecycle when creating and operating 

a service, and how important operations has become in our increasingly service-oriented world. 



DevOps is the practice of operations and development engineers participating together in 

the entire service lifecycle, from desig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o production 

support. 

DevOps是维运和研发工程师一起参与，在整个软件的 

生命周期，从设计到开发过程中，以支持与开发整个 

产品生命周期的做法谓之。 

Dev = 所有参与开发的作业人士. 

Ops =  产品诞生后参与创作的所有人士. 

DevOps 是属于企业整体的变革之道。 



看板方法: 科技企业成功变革渐进之道 

David J. Anderson 

软件看板方法之父 

成功变革 



实行DevOps，首先；你要规划针对自己公司的运作方式，
要怎么做才能拥有快速交付的能力。 
 
 

基本上要先从设定目标开始，分多期或几次完成，然
后再持续改善它来达成目标。经过这样的长期实作之
后，最终自然就形成了一种组织文化了。 

DevOps长成什么样子是自己决定的 

文化是由实作中，日积月累而逐渐形成的。 
-- 丰田企业 



实行DevOps 



别人成功的经验:  Rafter 的 DevOps 

www.rafter.com/ 

学校课程教材 

从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开始! 

http://www.rafter.com/


实行 DevOps 从哪里开始? 

引导阶段:   

• 尽量简单(在你能控制的范围)  

• 切勿过度投资  

• 选择好的工具  

• 增强学习成长  

• DevOps团队的成立  

别人成功的经验:  Rafter的 DevOps 

Xerox Nearshore Delivery Center 



实行 DevOps 从哪里开始? 

引导阶段:   

• 尽量简单(在你能控制的范围)  

• 切勿过度投资  

• 选择好的工具  

• 增强学习成长  

• DevOps团队的成立  

自动化果实 

• 按需配置 
• 共享部署 
• 自助工具 

别人成功的经验:  Rafter的 DevOps 



实行 DevOps 从哪里开始? 

引导阶段:   

• 尽量简单(在你能控制的范围)  

• 切勿过度投资  

• 选择好的工具  

• 增强学习成长  

• DevOps团队的成立  

自动化果实 

• 按需配置 
• 共享部署 
• 自助工具 

关注开发  

DevOps 即平台 (构建)  

日常工作: 支援 - 监控和告警 - 项目工作   

永远不会结束 

别人成功的经验:  Rafter的 DevOps 

提供一个平台 

部署、监控 

获取和建立 

硬设备 

DevOps 平台 

Xerox Nearshore Delivery Center 



Xerox Nearshore Delivery Center 
 

Xerox 近岸交付中心 

https://customers.microsoft.com/Pages/CustomerStory.aspx?recid=1029 
 

参考案例: 



实行 DevOps 从哪里开始? 

从消除浪费贯彻「精实原则」开始! 



》从精实开始: Lean Principle 

步驟一、要消除浪费，必须先看到既有流程。 

步驟二、找出 Queue 及 Buffer。 

步驟三、开始改善流程(消除工作与工作之间的间隙) 

》上面这三个步骤正是看板方法的执行步骤 

需求 产品 

【布署阶段】 【开发阶段】 【创意阶段】 



DevOps 是一種改革 
 

你準備好了嗎? 



盈余时间

像盛满了水的杯子，没有办法再加进任何东西 

平常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团队 



看板方法有效的二个方法: 

拉动系统 Pull System 
 

一次做一件事，用看板来协助你做多任务作业。 

》 

利特尔法则 Little’s Law 
 

控制你的「半成品」数来获取最佳产能。 

》 

Work In Process : 做了一半还没有完成的工作。 



演示 Microservice 



Microservice 微服务 

微服务值得吗? 

》把程序写成一个一个不到100行的服务，可以吗? 

• CPU的运算能力都被消耗掉了，行得通吗? 

》I/O必须自行处理，都写成了 json格式，划得来吗? 

• 擔心轉換 JSON格式的消耗太大。 

上回我講完這一段程式後，台下都睡找了 … 

這回；換個方式，請看 Demo 



耦合性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定义之一: 微服务是一种简单的服务功能， 

                大概是有10到100行程序码组成。 

微服务 Microservice  

DevOps 之下唯一公认的新技术 



“Independent processes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with well defined API’s to form larger more 

complex applications” 

微服务 Microservices 

“彼此之间具有独立通信能力并具有明确的API 

可供呼叫，且足以形成更大的 

更复杂的应用程序“ 



Microservices 特性 

● 只做一件事，确确实实的做好。 

● 独立性(可供一般语言呼叫)。 

● 可独立部署。 

● 容错性高且可靠。 

因为人类的思维不完美，很难写出十全十美的毫无 

缺陷的程序，因此若把它极简单化的变小一些，就 

比较容易做到更可靠的服务了。 



第三方类别库 

平台类别库 

业务层实现 

平台类别库 第三方类别库 业务层实现 

Microservice 架构模式 

在设计一个组件的时候， 

我们需要考虑该组件所 

给出的接口能够尽可能 

地满足当前及今后的一 

系列可以预见的需求， 

要求该组件所提供的  

API ，在细粒度的设计 

下能兼具: 灵活性及扩 

展性。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 Microservice 采用Restful API做为数据传送协议。 
• 资料以json格式进行传输。 

 

像极了 SOA(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的概念，虽然 microservices 似乎是这两年才开始流
行起来的。其实 Microservices 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Martin Fowler 觉得它跟 SOA 差别非常大，
Netflix 也把他们目前的架构称作 microservices architecture。 

Service Bus的观念 



Microservices 架构是一个趋势， 

每个团队应该根据自己当前的需要选择合理 

的服务化架构。 



如何产出微服务 Microservice 

又快又堅強的微服務?  



建立你自己的 Microservice 

Unit test 

Test project 

Your program 

Services Adapter 

Demo 架构 

Services Container 

运用测试项目(Test project)产出 Microservice，可以让我们 

同时做到既有程序及服务容器双方面的单元测试。 

》 



ARRANGE, 
Get the environment ready 

to received data structure 

   {   

        "number_1": 1,   

        "number_2": 1,   

        "sum": 2 

    } 

 ACT, 
Call the method under test 

 

ASSERT 
Ensure that what you expected to happen, 

happened.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 Using 3A pattern 

UNIT TEST STRUCTURE 

3A: ARRANGE, ACT, ASSERT 

ARRANGE, 
Get the environment ready 

 ACT, 
Call the method under test 

ASSERT 
Ensure that what you expected 

to happen, happened. 

Microservice 
Test Prroject 

3A Pattern 





实行DevOps的原则 

● The Three Ways (Gene Kim) 

o 系统思维 Systems Thinking 

o Amplify Feedback Loops 

o Culture of Continual Experimentation 

● CAMS (John Willis) 

o 文化  –> 人 > 流程 > 工具 

o Automation 自动化 – Infrastructure as Code 

o Measurement 测量 – Measure Everything 

o Sharing 分享 – Collaboration/Feedback 

 
● Informed by the values in the Agile Manifesto and Lean Theory of Constraints 

脉络! 

掌握问题的全貌 



实行DevOps的原则 

● The Three Ways (Gene Kim) 

o 系统思维 

o 增强回馈回路 

o 持续改善的文化 

凡事，必有脉络 

脉络就是学习全局思考 – 精实原则第七条: 纵观全局 
 

• 我们看得见使用者的痛点， 

• 看懂组织的作为， 

• 看透机构的制约。 



指导原则 

• 一种学习、协作的文化非常重要 

• 敏捷开发和自动化(测试、部署)可加速创新 

• 回馈回圈可缩短回馈的时间 

• 以整个系统作为作为考虑的目标 



五、实行DevOps实践 



 DevOps 实践 

• 版本控管 Version Control For All 

• 测试自动化 Automated Testing 

• 主动监控、数据化 Proactive Monitoring and Metrics 

• 实行看板方法 Kanban/Scrum 

• 可视化/变更管理 Visible Ops/Change Management 

• 配置管理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 事故指挥系统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 持续整合-发布- 交付  
   Continuous Integration/ Deployment/ Delivery 

• “Put Developers On Call” 

• 虚拟化/云端/Containers Virtualization/Cloud/Containers 

• 工具链的实践 Toolchain Approach 

• 透明化/事故检讨 
  Transparent Uptime/Incident Retrospectives 



DevOps 工具 

● Hardware (System provisioning/automation) 

● Software (Software delivery pipeline) 

● 湿件Wetware (Process/human element) 

● 监控/数据化 Monitoring/Metrics  

                           (of all the above) 



服务虚拟化 

Service Virtualization 

如果把开发与维运都串起来了，那测试呢?  



服务虚拟化 Service Virtualization 

DevOps 的最后一条防线 

让外部或无法控制设施得到仿真 



采用服务虚拟化的技术打通关 
Service Virtualization 

 

用虚拟化达成 End to End 

《 服务虚拟化三步骤:  捕抓、建模、模拟化 》 



需求 产品 

【布署阶段】 【开发阶段】 【创意阶段】 

界面: 

Buffer, 

Queue 

界面: 

Buffer, 

Queue 

WIP WIP 

X X X 

《 看見浪費，消除浪費 》 

Web  

Service 
AP 

仿 

 

真 
Amazon 

Web Service 

Window Azure 

Service 

Other … 
消除等待，完備開發  



需求 产品 

【布署阶段】 【开发阶段】 

界面: 

Buffer, 

Queue 

WIP 

同步化 Synchronization  



提供制定未來的環境狀態和邊界條件 

風洞實驗不僅僅是模擬更是設計創造的基礎  



实时通信 

日志、WSDL定义 
、文件及其他 

来自代理的訊息捕获 

用户建模 

系统自我痊愈 
维护 

生产 

虚拟化服务  

创建虚拟服务化及维护 



快 ! 

獨立性佳。 

具有即時服務的能力。 

可完全控制，隨時可停止。 

從難的地方開始 



《 理想化的作法 》 



真实的世界做得到吗? 

但如果我说；整个环境
都在云端上的时候呢?! 

为什么在云端上
就办得到了呢? 

答案是:   End to End  及 约束Constraint. 



演示  实作 DevOps 的看板 



适 
度 
隐 
藏 
过 
多 
的 
待 
开 
发 
工 
作 

开发时善用多阶层分类 

维运 

相串
连的
知识
库 



【问题】  【分析】  【回答】  【确认】  【完成】  

加 
以 
重 
点 
描 
述 

在 
二 
分 
钟 
内 
做 
解 
答 

提 
问 
者 
确 
认 
解 
答 

最 
后 
的 
回 
顾 
检 
视 

点头  解答  问题描述 

Low 

High 

《 问题与回答看板 》 

学 
员 
提 
出 
问 
题 

10 



课后提醒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
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aka.ms/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s://channel9.msdn.com/Events/Ignite/Microsoft-Ignite-China-2015
http://aka.ms/IgniteChina2015










【布署阶段】 

【开发阶段】 

【创意阶段】 

需
求 

产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