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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数字化，一切皆服务

—— 华为云全新战略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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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Preamble

让稳定可靠成为华为云核心竞争力

云计算产业蓬勃发展，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方兴未艾，业务稳定

性对民生及企业生存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对云底座的“质量”提出

极为严苛的要求，任何一个质量事件的发生，都会降低用户对云底

座提供可持续服务能力的可信度。

在与各行业客户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论是其业务发展还是

上云用云，“不确定性”是千行百业面临的共同挑战。对华为云来

讲，高质量的产品研发、严谨的运维管理流程是挑战“零故障”的

基石。而面对“不确定性”故障，通过技术手段将间隔、影响范围

及故障恢复时间做到“确定性”的可防、可控、可治，就是华为云在

云化时代提出的“确定性运维”基本理念，也是我们在不断夯实的

基础能力。

 “让稳定可靠成为华为云核心竞争力。”

这条横幅挂在松山湖华为云运维中心最醒目的位置，也早已融入

所有平台运营人的血液之中。华为云提出的“一切皆服务”之“根”，

是质量、是平台的稳定性，唯有时刻保持敬畏之心，才能真正服务

好客户、有质量的“活下去”。

希望《华为云 SRE 确定性运维专刊》为运维人开创一个全新的交

流平台，通过方案优化、经验分享、业界大咖访谈等方式，相互启

发与碰撞，共同构建安全可靠的“确定性”运维世界。

高
江
海

华
为
公
有
云
业
务
部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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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Ops智能运维经验分享

作者：裴丹 /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

裴丹，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国际 AIOps 挑战赛创始人，

曾任美国 AT&T 研究院主任研究员，目前主要研究

领域是基于机器学习的互联网智能运维，深耕智能

运维领域 20余年，发表了学术论文近百篇，拥有 20

余项美国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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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所趋：顺势而为、知己（Ops）
知彼 (AI)、触类旁通

第一个原则主要讲AIOps是大势所趋，无论

是从运维角度，还是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角度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角度来说都是这样。

a 顺势而为

运维技术在各行各业的重要性越来越高，

像银行、证券、保险、电信、能源、工业制造、

政府部门、互联网等，由于各行各业数字化

程度越来越高、系统规模越来越大、组件监

控粒度越来越细、监控数据量越来越大以

及新技术和新组件的不断引入，这些导致

运维越来越难做，运维工程师也被海量高

速的运维监控数据所淹没。

一方面，运维监控数据是海量的、高速

的、多模态的、价值极大的、但又信噪比极

低的（即：对运维人员来说直接价值最高

的异常数据在数量上远远小于正常数据）。

目前看，人工智能算法是处理符合上述特

点的数据的最有希望的方法。

本文结合裴丹教授过去二十余年在

AIOps 领域与几十家企业合作、跨多

种技术栈的落地经验积累，以及 150

篇左右学术论文的算法积累，总结出

的 AIOps落地的一些经验性原则。这

些经验分成 4 大类，分别涉及 AIOps

落地的大趋势、价值路线、架构路线、

生态路线。

摘要

前沿观点
Frontier Views

另一方面，只有在这些数据被关联起来一

起分析时才能发挥出它们最大的价值，而

关联需要各类复杂的依赖关系知识（逻辑

组件之间的调用关系图、逻辑组件在物理

组件上部署关系图、物理组件的网络路径

关系图）和专家知识（组件内运维故障间

的因果关系图），才能有物理意义地把各

类运维信号关联起来进行有效分析。 目前

看，知识图谱技术是表征和应用这些用图

表示的知识的最有希望的方法。

由此可见，用AI方法解决运维挑战，势

在必行。

当然，不同用户、不同企业的技术风险

喜好程度不一样，因此落地 AIOps 的节奏

会有所不同。以上论述说明了AIOps是运

维领域发展的大势所趋，没有其他选择，只

能顺势而为。AIOps是运维这一领域必须

要做的事情。

b 知己（Ops）知彼 (AI)
在 AIOps落地过程中，相关人员对于AIOps

的定义、AIOps 的本质、AIOps 的能力边界

存在一些讨论甚至争论。于这些讨论中寻

求答案，首先需要明确认知方法论：知己

（Ops）知彼 (AI) 。

知己，是指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运维

（Ops）领域是一个强领域知识的计算机

应用领域，要想尽办法将运维领域知识有

机结合进来；知彼，是指我们要充分认识

AI作为一种计算机技术类别的演进趋势，

并尊重其在一定时间窗口内的能力边界。

不同运维场景需要运用不同技术和

算是一个相对普世的认知，目前为止，整个

人工智能领域都是在非常具体的行业和非

常具体的场景中取得的成功。同理，这是因

为行业不同、场景不同，所需要的算法和技

术就有所不同。

如果把 AI 比作一种高级编程语言，AI

应用无非就是在一个软件架构里面提供了

一部分组件，其部分程序逻辑总结自数据，

是概率性的、模糊性的。而任何应用，其逻

辑都是领域知识强相关的。就像我们不可

能假设学会了Java语言就能自动解决一切

应用问题一样，我们一定要针对具体行业、

运维工程师被海量
高速运维监控数据淹没

    文本
（工单，变更，手工操作）

软件模块调用关系

流量镜像

社交媒体

配置

告警

拔测

应用性能监控

指标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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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多模态运维大数据，因此基于强运维

领域知识的AI 3.0 技术也是AIOps发展的

必然技术路线。

AI 是任何模拟人类行为的计算机技

术，AIOps是任何模拟运维人员行为的计

算机技术。它基于专家知识、经验、自动化、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或它们的某种组合。不

要因为用到了自动化或硬逻辑，就判定其

不是 AI 或 AIOps。我们要做的是践行“知

识 +数据 +算法 +算力”的 AI 3.0概念，这

也是 AI应用的大势所趋。

c 触类旁通

从科学技术的应用角度来说，AIOps 也是

大势所趋。我在从美国海归加入清华之前，

曾短暂做过一段智能医疗，AIOps 的相关

思考可以从医学领域寻找灵感和启发，也

就是“触类旁通”。我的博士导师，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张丽霞教授也曾多次公开

建议从生物学中寻找互联网架构设计的

灵感。在运维领域遇到的很多问题，在其

它科学领域都可能遇到过，而“它山之石可

以攻玉”。

我们可以把负责排障的数据中心组

织及员工类比为医院及员工，故障类比为

疾病，数据中心软硬件系统类比为病人，异

常和告警类比为症状，异常检测算法类比

具体场景才可能做好一个 AI应用。

因此，“知己”是指要清醒认识到一切

运维工具几乎都是基于强运维领域知识

的，AIOps也不例外，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运

维领域知识有机结合进来。

知彼，是指要充分认识 AI作为一种计

算机技术类别的演进趋势，并尊重其在一

定时间窗口内的能力边界。引用清华大学

计算机系张钹院士的观点：AI 并非无所不

能，当前 AI 做得好的事需要同时满足五个

条件。

 » 有充足的数据或知识

 » 完全信息

 » 有明确的定义（well-defined）

 » 可预测性，按确定性的规律演化

 » 单领域（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围棋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钹

关于 AI 的发展趋势，张钹院士最新发

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AI 1.0 是“知识驱动

+算法 +算力”，这是深蓝计算机打败国际

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的那个年代的技术；

到后来 AI 2.0“数据驱动 +算法 +算力“，代

表性技术是基于深度学习的计算机视觉；

AI 3.0 是“知识 + 数据 +算法 +算力”，融

合知识和数据，是未来 AI应用的大势所趋。

如前所述，AIOps 需要分析关联海量

为检验、检测设备，运维科室专家类比为医

院科室医生，各科室运维专家知识类比为

各科室医学专家知识。简单疾病（故障）单

独科室即可处理，而复杂病症（故障）需要

关联各种数据，并且跨科室专家会诊。

通过类比可以看出，其实现代医学领

域一直在践行 AI 3.0 里的“知识驱动 + 数

据驱动”。各种新的检验检测技术层出不穷，

医学诊断知识也在不断地提升，两者的结

合促进了医学领域的高速发展。

价值路线：
统筹规划、要事优先、点面结合

智能运维已经如火如荼发展了一段时间，

很多企业都在做 AIOps 的筹划，但是先做

什么后做什么？Big Picture 是什么？如何

做多年规划的同时又逐年有实质落地效

果？从 AIOps交付的价值角度，谈一下规划

的三个原则。

a 统筹规划

AIOps在运维的五个基本要素（即质量、性

能、效率、成本、安全）中都有很好的应

用前景。统筹规划的优先级方面，效率

（Develop）相对独立，安全也相对独立，

接下来要先关注质量（即系统可用性），其

AI：任何模拟人类行为的计算机技术

AIOps：任何模拟运维人员行为的计算机技术，可以基于专家知识、

经验、自动化、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或他们的某种组合。

需要践行AI 3.0理念：知识+数据+算法+算力

www.introdeeplearning.com
AIOps架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Any technique that 
enables computers 
to mimic human 
behavior Ability to leam 

without 
explicitly being 
programmed

Leam underlying 
features in data 
using neural 
networks

实际运维中的繁杂问题和场景 庖丁解牛

通过完善数据采集解决

通过自动化脚本解决

AIOps方案

对运维
有帮助

通过“知识图谱、
算法、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解决

AIOps(智能运维)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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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性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优化成本。

我们主要聚焦在运维质量上进行讨论，而

在性能和成本上的落地原则大同小异。

再次类比医学领域著名的扁鹊三兄

弟。对于常出故障的系统，最需要的是扁

鹊——治大病，其次需要扁鹊二哥——治

小病，最后需要扁鹊大哥——治未病。即，

首先要降低故障修复时间，这是规划里最

重要、最痛的点；其次，延长无故障时间，识

别并消除小隐患；最后，要通过故障演练，

提前发现和解决问题，不影响真正的用户。

规划中最迫切的“运维质量：降低故

障修复时间”有很多细分步骤，实际落地起

来挑战重重。多源多模态且信噪比低的运

维数据，关联所需要用到的依赖数据非常

复杂且不易获得，有时数据质量也不高。很

显然我们无法一蹴而就，必须要统筹规划，

分步骤、分阶段地实施，不断取得阶段性的

成果。

b 要事优先

在上述体系中，决定先做的原则是要事优

先，即聚焦并串连最终导致业务故障的常

见异常。大部分业务故障遵循“二八定律”，

20% 的组件故障类型导致了 80% 的业务

故障。因此，我们应首先聚焦解决这些常见

故障，要有全局视野，先抓重点细节，聚焦

并串起导致那些业务故障的常见组件故

障，这就是规划 AIOps 时从价值角度出发

的“要事优先”原则。

c点面结合

规划落地 AIOps时，往往有两种误区：一是

只看有可量化价值的具体的技术“点”（如

业务指标异常检测）；二是只看有可量化的

端对端价值的场景（“面”，如 MTTR），而

我们总结的原则是“点面结合”。也许因为

依赖其它技术点，业务指标异常检测还没

有产生端对端的效果（降低 MTTR），但是

其本身有一些评估指标（相比传统方法提

前 X分钟发现故障），这可以给予我们很大

的希望。就像医院里的医疗设备，比原来

的设备检测得更准、更快，价值就应该得到

认可，而不能因为需要一些其它技术点才

能产生完整的端对端价值而被否认。反之，

对于端对端价值的不懈追求并且以量化方

式不断衡量（如 MTTR）, 能清晰指引我们

规划需要不断突破的技术点。因此，规划时，

点和面都重要，点面要结合，都要体现可量

化的价值。

架构路线：数（据）知（识）驱动、
算（法）（代）码联动、人机协同

a 数（据）知（识）驱动

此原则在应急排障中的具体体现在两方面：

基于全量数据做异常发现；基于知识对零

散的异常信号做关联，从而获得“上帝视角”。

运维排障中的每个节点都是系统运

转过程中的一种可能异常（对应的是一个

数据源和异常检测算法）。这些异常在系

统里的传播关系就是图中的“边”，最终

形成这样的一幅运维排障的知识图谱。其

核心思路是：① 基于所有可用监控数据

的异常检测（寻找所有可能异常）；② 基

于异常传播的故障定位（将所有相关异常

中按照根因可能性排序）。知识图谱将各

种异常算法连在一起，所有的运维排障工

作通过知识图谱实现了。

“数据知识双轮驱动”框架在发展历

史中，攻克了领域迁移、算法升级、挖掘替

代人工配置等挑战，目前已具备在 IT运维

领域推广的条件。

b算（法）（代）码联动

如原则 1.b所述，AI应用不仅包含算法，还

包含一些（流程、规则）自动化代码。对一

个纷繁复杂的运维场景，通过庖丁解牛的

方式进行拆解，分别交给算法、自动化代码

去做。

实践过程中发现，AIOps 与一些常见

的人工智能领域（如计算机视觉）有显著的

不同，即运维数据无法采用众包的方式由

普通人来标注，必须依赖运维专家，但运

维专家可能没时间或者不愿意标注。因此，

要尽量采用无监督方法，评估时的少量标

签要靠平时多积累案例及相关数据。

c 人机协同

“无监督算法 +主动学习”是一种有前景

的方式，属于“人机协同”。Infocom 2020有

一个安全相关的工作，就是 human in the 

loop—— 无监督异常检测 +人工在线反馈，

能够检测零日攻击。发生零日攻击时，其

攻击指纹尚未发现或部署在防火墙中，因

此用传统基于指纹的检测方法通常会漏

扁
鹊
三
兄
弟
医
学
水
平
的
三
境
界

降低故障修复时间
应急排障

延长
无故障时间

识别
并消除隐患

故障演练

扁鹊

看“病”
特点

治别人治不了的病。

（治大病）

抓生病苗头、

让小病不会变成大病。

（治微病）

提高自身的

抵御疾病的能力

（治末病）

医学
境界

治病

防病

让人

不生病

扁鹊二哥

扁鹊大哥



09

 反馈是:

·在线系统的有机组成

·用户在使用工具日常力流

程的常规步骤

 控制反馈开销:

·异常检测：控制误报

·因果关系挖掘：控制误报率

·根因定位：提升top N 准确率

人机协作：在线反馈掉零日攻击。无监督方法能够检测出来零

日攻击的反常流量，不过不能保证清晰地

区分所有攻击和所有新上线的应用的模式，

所以我们用线上人工反馈的方式进行反馈。

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些反馈是该在线

系统运行的有机组成，用户在使用工具时

的常规步骤（而不是标注离线数据），其使

用过程本身就给系统提供了反馈。其他工作

中，“人机协同”作为 AIOps 架构的一部分

也行之有效。

总体而言，从架构角度来说，一个

AIOps 系统是以运维监控数据和运维领

域知识为输入，算法和代码联动、人机协同

的分布式系统；每个组件都有其提供的服

务（确定性的、模糊性的），而整体上是模

拟运维人员的行为。

标准引领、治（理）（应）用并进、
生态合作

a 标准引领

建建立标准是生态各方建立共同语言、步

调一致的最可行手段，也是一个生态系统

健康、繁荣、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前述提及

的 AIOps系统架构可以作为标准化的一个

依据，定义标准化组件。具体思路为：清晰

定义组件接口（输入、输出）、清晰定义组

件能力指标。

AIOps 在快速发展，标准编制无法一

蹴而就，必须持续迭代，不断引领生态方达

成共识，在产品上实现互通互联。

b 治（理）（应）用并进

数据治理和 AIOps应用孰先孰后，一直存

在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先做好数据治

理，才可能做 AIOps落地”。听起来很有道

理，但是“脱离实际业务场景来做数据治理

和脱离了应用架构来做数据治理，完全是

镜花水月”。通过不断尝试落地 AIOps 场景，

发现数据不足，补充完善运维数据的治理。

所以，数据治理与 AIOps应用是齐头

并进、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一些具体场景，

如有已经有标准化的数据质量标准（如指

标的采集间隔和连续性），可以先尝试实施

相应治理再落地算法。对于需要针对性治

理的数据（如 CMDB），则要治理与应用齐

头并进。

c 生态合作

生态各方在同一套智能运维标准引领下

构建的平台上，进行知识沉淀、算法代码沉

淀、数据治理标准沉淀、服务化组件沉淀，

以及 AIOps 相关自动化工具的沉淀，在遵

循生态共同制定的标准的前提下，实现高

效互通互联，指数级加速 AIOps落地，共建

AIOps良好生态。

前沿观点
Frontier Views

发展历史
2000-2008

AT&T 网络指标、
日志异常检测

2008-2011

AT&T 骨干网排障树

CONEXT 2010评委书面评价
 “revolutionizes 
troubleshooting industry”

2014-2016

在百度部署应用层
排障树 B-RCA

2017.11

GOPS 上海
排障树核心思想

2019

自动挖掘故障传播关系
（CoFlux，MicroCause）

2020 1H

建行原型
头部4家客户立项1500万+

运维
变革性产品

2017.8

APMCon 2017

相对独立算法

直接可落地

依赖其它算法

“庖丁解牛”

条件不成熟

“退而求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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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架构的业务稳定性建设思路

作者：方沛 / 华为云爱尔兰研究所主任

业务稳定性一直都是软件系统关注的

核心问题，尤其在云上场景中，华为云

需要关注服务的持续迭代设计和持

续发布，建立完善的监控体系，同时在

研发过程中也要更多的利用云上资源

服务特性进行架构和业务优化，将有

助于快速实现业务结果，同时提升服

务整体质量。

摘要

在当下云化和云原生的浪潮催化下，越来

越多的传统企业也开始进行着系统架构

升级，传统架构正在不断的被云化架构所

替代。云从最早的虚拟机资源厂商，逐渐演

变成了具备上百个云服务，海量计算资源

和计算类型，支持跨越金融、电信、游戏、视

频、医疗、教育等社会各行各业发展的商业

智能引擎。那么，如何保障云上服务的稳定

运行也就变成了所有上云客户关注的问题。

云上服务与传统软件差异

很多文章都曾分析过云上软件与传统软

件在研发和运维上的差别，在分析之前，我

们首先要理解云上的租户和应用的概念。

租户是指使用云资源的用户，可以是个人，

可以是企业或任何团体组织。个人和企业

都以租户的身份在云上使用云资源和服

务来研发应对自己业务场景的软件，我们

把这些软件都叫做应用。

首先，云是“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而传统软件多数都是为特定业务场

景服务的，大部分都直接有业务属性，例如

教育、电商、股票、游戏等软件或网站，一

般不能通用于多行业。而云并不直接解决

特定业务场景问题，却可以赋能租户快速

解决这些特定业务场景的问题，例如你可

以随时使用华为云直播服务快速的构建

媲美大型互联网公司构建的视频直播应

用。从这个角度讲，云就是一个包容软件世

界基础能力的大型中间件服务，更好更丰

富的“器”加速着各行各业的快速发展。

其次，研发责任主体不同。传统软件由

传统软件由软件厂商独立研发完成，研发

责任方由企业自己负责。在云上则完全不同，

应用的研发深度依赖云基础设施和云服务，

利用云原生能力加速研发与迭代以更快应

对市场变化，这些都是云带来的生产力。在

这种情况下，应用的研发责任主体已经变

成了租户+云提供商，例如云提供商对其提

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接口的安全，成本，容

灾，并发性能，时延和向前兼容等能力的承

诺是企业在其上构建应用的关键假设。云

上的应用需要权衡以上多个能力纬度（主

前沿观点
Frontier Views

方沛，华为云爱尔兰研究所 Lab主任，云技术生态专

家。在云上可靠性，云技术创新，云与产业协作等领

域拥有超过 10年的业界探索、技术研发和产品化经

验，尤其在分布式应用设计，云高可用架构设计和业

界主要云技术发展趋势相关课题上有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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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订单

状态通知
Actor：订单管理

Actor

Actor Actor

Actor Actor

提交

订单

扣减

库存

扣减库存

异地调货
Actor：库存

异地

调货

状态通知（无本地库存）

确认

订单

确认

订单

状态通知  （成功）

Actor：费用结算

Actor设计模式示例

要是成本与其他纬度的权衡）以达成预期

目标。

再次，维护责任主体不同。由于研发责

任主体的不同，自然会想到在维护责任主

体上的差异。在传统软件上主要由厂商或

其他特定外包团队承担针对性的运维维

护责任，这种模型下软件维护成本非常高。

而上云后，关键高可靠，高难度的 IT 能力

已经被云服务解决，虽然仍有自研的部分

应用需要维护，但云的成本低廉，且无需维

护已经让上云的运维成本优势明显。因为

标准化的云服务，海量的规模，海量的用户，

让云有了实现海量低成本运营的前提。所

以既然上云，更多的依赖云自身能力，是逐

步降低租户运营运维成本的关键思路。

最后，但也是对用户最关键的改变，即

得益于云提供了底层通用的技术能力，企

业将更加聚焦商业成功的实现。服务器，

网络设备硬件 / 机房等非软件问题上，云

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不仅不需要运维，也不

需要考虑损坏，更换，扩容，固件升级等问

题，总体来看不仅便宜还简单易用。从租户

的视角，上云与传统软件研发对于需要提

供给最终用户的服务并没有发生改变，但

是上云能让研发团队更聚焦于应用业务

的目标实现，而将与业务无关的稳定性部

分交给云来解决。通过这种组合可以让不

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企业快速突破关键 IT

能力瓶颈，为其用户提供更稳定可靠的应

用服务，且快速迭代。在经济学十大原理

中，贸易能使每个人情况变得更好，而其根

因也是因为贸易让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每

个人做自己擅长的东西，优化配置，实现整

体收益最大化。

云自身稳定性也面临挑战

稳定性对于所有云上租户来说是重要的，

对于云服务来说更是关键生命线。在云服

务的软件设计和研发过程中，满足功能性

需求是设计需要考虑的主要目标，同时还

必须衡量到底哪些可靠性能力在这个过

程中需要得到同样的关注和完善。这里以

简单性，韧性，线性扩展，弱依赖以及可度

量五个纬度来举例说明：

Simple: 在软件架构设计中，最顶级

的设计原则莫过于简单，尤其是复杂系统

的逻辑简单化是需要精心设计的，简单架

构相当于能用几句话描述一个复杂云系统

的设计，而这几句话可能就是这个云系统

世界里不变的真理。例如分层架构和领域

建模就在努力让软件逻辑变得清晰简单；

Actor 模型的简单架构约束让简单就像积

木一样拥有无尽可能。简单最大的价值是

让人容易理解，人能够理解的东西其实都

是简单的（在有限维内逻辑清晰的事物），

没有人能像计算机一样无限维递归迭代，

并行处理。因此，让架构持续简单是软件可

靠性，更是可维护性的关键目标。

Simple 维度中的例子：Actor 设计模

式：所有的系统中业务流程都通过一个个

Actor 实现，Actor 可以处理输入，给出输

出，创建新的 Actor。该架构下系统将天然

具备大规模，易负载均衡，高并发，爆炸半

径可控，无全局状态易迁移等特征。如下是

一个下单业务的例子，其中涉及到了订单

管理，库存和费用结算三个 Actor，每一个

Actor都有明确的输入输出定义，可以注意

到在该架构下消息流是单向的，同时相同

的消息类型可以由多个 Actor 实例处理。

Resilience: 韧性是系统架构设计中

的关键考量，因为云服务所要面对的外部

环境和业务场景都不可预期，风险随时都

会来。也许下一秒的请求数瞬间增长了几

倍，也许网络的抖动导致实际获得服务的

客户体验大幅下降，也许当前的一个依赖

服务出现了不可用状态导致本服务不可用，

这些都需要我们精细化考量的。我们需要

前沿观点
Frontier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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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类似限流，负载调度，队列控制，缓存，

有回退避让机制的重试等方案优化系统韧

性能力，但是你会发现韧性设计往往很难

简单，所以一般我们还需要度量韧性设计

成本与收益并控制韧性设计带来的复杂

度来评估合理的韧性架构设计。

Linear Scalable：可线性容量扩展是

云服务的典型特征，可以保障云服务应对

海量波动业务流量下持续稳定。我们在传

统软件，开源社区等场景下能明显的感知

到软件支撑的业务规模上限。但在云服务

场景则需要线性可扩展无上限限制，让服

务可以运行在海量物理机之上。在如此大

规模场景下确保其稳定性也变得更加挑战。

这需要如高可用网络与负载均衡，去中心

化设计，爆炸半径设计等来支持服务的线

性扩展能力，同时对应的集成测试，仿真验

证技术都需要增加对规模化场景的支持

能力。

Low Dependence：减少依赖或弱依

赖，尤其对任意硬件设施的依赖都应该明

确假设硬件存在故障风险。一旦存在具体

的实体硬件依赖，那么出问题就成了必然

事件。对建立在大规模硬件基础上形成的

逻辑硬件，即抽象资源的依赖是提升依赖

可靠性的关键方法之一，如 OBS 的对象存

储就是典型的逻辑资源。最高可靠性级别

的依赖管理是标准依赖，而不是具体服务

依赖。

Measure & Inspect：在现网中不管是

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可靠，都需要能够发现

根因问题以改进，这需要有精心设计过的

指标和日志来支撑的。持续的度量和分析

是我们将系统的简单性，韧性，线性扩展等

等上面提到的能力持续构建和优化的前提。

除了举例的设计和度量相关的纬度外，

云厂商还需要在设计，研发，发布变更和运

行维护等多个阶段中深入思考云服务自身

稳定性能力建设，尤其是面对多租户，多地

域与多场景化诉求，这需要非常专业且深

入的规划和设计才能逐步建立和完善。

持续设计迭代

对设计的宏观思考是思路，而持续实践迭

代就是我们保障架构持续稳定可靠的有

效方法，因为没有一个好的设计是想出来

的。在 16 年的一次公开 tech talk中，Linus

直言直到现在 linux也没能达到他在 1990

年开始构想的一样。是不是那个时候 21

岁还在赫尔辛基上大学的 Linus已经能够

凭空猜想出完善操作系统雏形了？其实

Linus 从11岁开始已经从事编程，以此为

乐，并创作了非常多的个人软件项目，这个

Linux的项目只是其中一个模仿MINIX(类

UNIX)的兴趣项目。良好的设计是需要持

续的设计实践来让我们理解设计的未来，

就好像过去的尝试都是在脑海中训练设

计模型，而在脑中的模式足够多了后，优秀

的设计就成了必然。

当然，也没有一个好的设计只是靠实

践的，这并不是要与上一个观点唱反调。实

践告诉我们，需求往往不能引导软件设计

优化，反而让软件持续迭代堆砌功能特性，

越来越难于维护，设计越来越混乱和臃肿。

让业务目标与技术目标的协同一致总是

困难的，我们需要时常回望项目之初制定

的愿景和目标，记得当时做的架构设计是

为了特定业务目标服务的，业务目标在持

续迭代中发生了变化，我们也要持续思考

如何伴随的从全局视角更新架构设计。

例如以下几个问题可能在开始设计时

就要分析清楚：

 » 顶层架构该如何抽象和分层？

 » 这个业务流程到底应该在微服务内直接

闭环还是应该将其中的一部分逻辑放入

另一个做类似业务处理的微服务中？

 » 在哪些组件或微服务间放缓存和消息队

列，是否会贡献没必要的消息处理延时？

 » 到底这两个服务或组件之间通信采用拉

取模式还是推送模式？

 » 这个前端获取的 JSON 数据中包含多个

业务模块的数据，是应该前端调用多个接

口还是应该后端有一个数据聚合接口来

降低前端请求数和复杂度？

这些问题不仅在不同的服务中会不

同，就算在相同的服务中不同的阶段，答案

也会不同。相比于相信自己直觉的认知，持

续总结经验教训并思考做出架构选择的

影响因素（最好这些因素又是直接能够从

业务目标推导出来），会让架构设计和优化

改进更可控和高效。当然，还有一些通用

的设计思维在云领域也达成了共识，应该

在架构应用时考虑到，比如：

 » 自动从故障中恢复：通过监控业务的关

键绩效指标 (KPI)，可以在指标超过阈值

时触发自动化功能。这些 KPI 应该是对

业务价值的一种关键度量指标，如客户购

买，流量，在线人数等。在超越阈值后自动

发送故障通知并通过监控和日志跟踪故

障，以逐步建立自动恢复流程。在实践自

动化故障恢复的能力后，才能够思考在故

障发生前的故障预测和故障修复的可行

方案。

 » 测试恢复过程：在本地环境中，经常会

通过测试来证明工作负载能够在特定场

景中正常运作，不会利用测试来验证恢复

策略。在云中，可以测试工作负载的故障

情况，并验证恢复程序。可以采用自动化

方式来模拟不同的故障，也可以重现之前

导致故障的场景。此方式可以测试故障恢

复方案，从而降低临场风险。

 » 利用云的自动扩容能力：传统软件系统

出现故障的常见原因之一是过载，过载可

能因为业务洪峰，也可能是 DDOS 攻击。

在云中，可以监控工作负载与KPI的变化，

自动化管理资源变更，以保持满足需求的

最佳水位，不出现超额预置或预估不足的

情况。

 » 管理自动化变更：应利用自动化功能

前沿观点
Frontier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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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云原生变更自动化）对基础设施

进行更改。需要管理的变更包括对自动化

本身的变更，以便对其进行跟踪与审查。

持续设计迭代看起来是一件费时费

力且痛苦的事情，但持续几个周期的全局

思考和迭代后，会有惯性让软件系统的设

计迭代越来越来容易，而且能让在设计之

初考虑的复杂架构随着业务的发展反而

越来越简单，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架构师逐

步思考清楚了上面提到的那些在第一次设

计时没考虑清楚的问题。

持续发布

持续发布（continuous delivery）能有效的

降低业务变更风险，保障系统稳定性。通过

管理工具和持续发布在一起协同，建立业

务研发体系内的快速业务反馈闭环，促使

业务及时自适应调整以加速业务发展。持

续发布能够保障业务稳定性的最主要原

因是每一次的变更影响都是可控可度量的，

所以伴随着持续发布的是持续的跟踪度

量变更为服务带来的影响。软件是无法割

裂的看各个功能特性的，今天变更的一个

次要 feature 很有可能就导致了主要特性

的不可用。所以在持续发布中，不仅需要关

注新 feature的状态度量，同时要持续关注

已有主干 feature的新不稳定因素。无法持

续度量，就无法做到低风险持续发布。

大家都了解被广泛认知的 DevOps 的

大流程，并参考着进行敏捷迭代发布。但我

们也要深入思考为何需要敏捷迭代，这个

问题对研发活动组织有深远的影响。在实

际的研发活动中，开发团队设计架构并实

现，同时与Ops 团队一起制定为监视上线

后稳定性的监控，日志等标准能力，但这必

须在研发周期的中后期才能开始生产 Ops

阶段工作，且大部分运维能力建设需要等

待实际现网反馈。在这样一个Dev+Ops的

软件生命周期内，让 Dev与Ops 工作的实

施阶段越接近，互相反馈越及时，越能够

让大家都保持对现网的一致理解，也越容

易保障面向客户的稳定性承诺结果（SLA =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例如在图示中，通过架构能力保障现

网事件的快速恢复（如面向故障快速恢复

的容灾架构设计），通过监控指标和 trace

等数据持续支持运维工作流伴随服务升

级而迭代，持续的保持这个循环的快速闭

环能够有效的持续维护现网稳定性。要注

意，持续设计迭代是持续发布的前置动作，

否则很难形成真正的 DevOps 衔接循环，

流于形式。

建设度量业务稳定性的监控体系

我们常用可用性（Availability）描述来衡量

服务是否可提供服务，可用性计算方法按

照不可用时间来计算：

 

而用可靠性（Reliability）描述用于衡

量服务是否会频繁发生故障 (Mean Time 

Before Failure)以及故障恢复时长 (Mean 

前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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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o Repair)度量：

 

从以上的定义看，明确度量稳定性需

要明确度量不可用时间和定义故障事件。

而度量不可用时间需要我们清晰的定义怎

样的情况发生就是不可用，例如如下描述：

5min内的API响应正常业务结果的占

比 > 99%
这就是一个对系统的可用定义。但是如果

平台可用，用户感知的不可用是因为客户

侧异常连接、异常请求或DDos攻击（这里

的假设场景是能够正常响应业务流量同

时对 DDos 流量异常返回或限流）等外部

因素导致计算结果是不可用的，其实也不

合理。这时候需要标准化接口响应，明确

哪些出错是服务侧异常导致的故障：

55min内的非 502, 500 http code的
API 响应占比 > 99%
这样的定义能够更清晰化的代表服务自

身可用性状态。而这样的定义又如何落实

Dev

架构 监控指标/日志/trace

事件 运维工作流

Dev+Ops

Ops Dev+Ops Ops t1

Dev to

生产环境

恢复能力 自动化能力

SLA

在一个确定特性研

发周期中，Ops阶

段相比Dev阶段会

有滞后，t0＜t1，

但t1与t0时间越接

近,反馈链路越快，

越能让DevOps无

缝衔接，越容易持

续保障SLA承诺

t0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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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践中？一方面，要标准化系统接口，数

据处理和数据结构的设计；另一方面，要迭

代建立关键设计逻辑的指标体系。需要建

立指标体系而不仅是针对可用性目标搞定

一两个监控，是因为：

 » 可用性度量不仅为了了解可用性风险，更

为了解可用性风险背后存在的设计缺陷。

 » 参照设计演进的监控体系化指标不仅

为了可用性度量，同时可以为容量规划，

APM, 运营，安全等领域提供从设计上考

量的指标能力支撑。

 » 明确清晰的监控指标体系将能够让服

务在错综复杂的调用逻辑中清晰化表达

系统边界状态，进而明确问题边界定位，

自证清白。

 » 提供持续发布的变更影响度量能力。

充分利用云服务能力
提升业务稳定性

有状态类数据的管理（缓存，长连接等），传

输（消息队列，发布订阅等）、存储（数据库，

文件系统等）和高可用能力等往往都是一

些业务应用的关键难题。相比于在云上自

己搭建相关的缓存、流计算、数据库等开源

软件等，利用云上提供的服务化能力来管

理这些状态数据会更加稳定可靠，省时省

力的帮助业务提升稳定性。

充分利用云服务能力也并不意味着完

全没有边界的集成，我们需要将对云服务

的交互部分集中在部分逻辑层内，让上层

业务架构中尽量少感知底层的能力实现

细节。在这样的架构下，不管是从传统机房

迁移到云上，还是从一朵云换到另一朵云，

都不会影响业务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在发生故障时也容易通过监控发现故障

边界，加速恢复和分析定位。

而对于特定复杂业务场景上云，云上

也存在很多已经被验证过的依靠云上能

灵活弹性的高性能云服务器

提供H1（高计算型I代采用10GE网络）、H2（超

高计算型Il代采用100G InfiniBand 网络）高计算

型、FPGA、P1（人工智能）、M1（内存优化型）

等规格的ECS计算实例以及基于裸金属(BMS)

计算实例的胖节点等数十种规格可供选择，匹配

不同HPC应用对计算、内存的配比需求

卓越性能的
裸金属服务器

按照专属物理服务器方式提供卓越

的计算性能，无虚拟化损耗，性能

卓越，用户可通过管理控制台实现

裸金属服务器的自动化发放，满足

HPC业务按需灵活弹性的需求

Lustre
高性能并行文件系统

使用经过优化的专用ECS、EVS规格部

署Lustre文件系统，单OSS可提供最大

4.5GBps吞吐量，最大提供2Tbps吞吐

量，单文件支持最大32PB满足HPC超

高的文件系统性能要求

分布式可扩展的
块存储服务

基于分布式架构提供的可弹性扩展的

块存储服务，弹性云服务器可按需挂载

云硬盘，为HPC计算节点和存储节点

提供存储空间，单盘最大支持32TB容

量、20KIOPS、350MBs吞吐量

对应产品

弹性云服务器 ECS

裸金属服务器 BMS

云硬盘 EVS

对象存储服务 OBS

弹性文件服务 SFS

虚拟私有云 VPC

云专线 DC

镜像服务 IMS

华为云针对生物医药中基因测序场景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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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立的场景化服务能力。这不是简单的

将基础云服务进行拼凑，而是由有行业背

景的专家注入行业经验，分析行业对 IT 系

统，运算，可靠性，数据安全等关键特性要

求而设计的，同时也优化了针对这个场景

的后台基础设施全链路保障，如下面的华

为云针对生物医药中基因测序场景的解

决方案，多服务协同的业务场景解决方案

其实就是在这个行业或场景已经得到验

证的信息化、智能化变革的最佳实践。

合理的组合创新将让我们的应用不仅

能获得更高的稳定性提升，在深度整合和

梳理自身业务后，可以进一步对流程和成本

进行优化，让企业运作更加稳定可靠。例如

传统企业生产流水线场景，需要测试、质检

和生产统计等过程来保障产品质量，保障

生产和供应周转效率。如右图所示是一个

选择工厂生产质量保障相关的部分流程：

在以上流程中，越是大规模生产，这里

的节点流程的人员和数据汇聚管理的复

杂度越高，标准也会参差不齐，进而导致不

同的人员手工或 Excel 化采集汇总后的信

息的质量，标准和最终反馈回生产中的价

值无法保障。在上云过程中，我们可以先确

保生产数据报的上来，这需要引入 IOT 和

数据流处理服务能力；如果希望收集的数

据能够输入到多个企业生产管理平台并

完成相应平台的业务属性价值，则需要引

入数据湖探索DLI和ModelArts等数据存

储和智能业务模型化分析平台；如果希望

这些指标数据与自身已有的业务系统能够

联动管理，自动化改进，则需要引入实时流

数据分发 DIS，数据可视化 DLV 以及应用

集成服务（ROMAConnect），如右图所示。

以上都为场景假设和云商应对方案

的举例，实际场景需要灵活采取应对措施，

尽量让流程尽可能标准化，高效运行，让自

运维 IT服务的复杂度低，无状态且业务强

相关等都是云上业务流程质量优化的关

键目标。

如何利用好华为云服务架构师们对云自身

的领域知识，结合业务场景，产出精准行业

数字化解决方案来为任何行业内企业带来

商业变现的支撑能力，也是华为云持续发

展优化的关键驱动力。

总结

业务稳定性一直都是软件系统关注的核心

问题之一，尤其在云上场景中，我们需要关

注服务的持续迭代设计和持续发布，建立

完善的监控体系，同时在研发过程中也要

更多的利用云上资源服务特性进行架构

和业务优化，将有助于快速实现业务结果，

提升服务和业务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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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

测试

计件 生产指标统计

月度汇报

质量统计

管理成本高，人员多，标准难统一
信息维度固化
无法探索分析

难于持续且精细化管理
质量和生产指标

过程改进落地难

过程改进

质检

测试

计件

智能生产工具

自动生产规划

货运物流规划

供应链管理

生产成本核算

CRM

生产指标统计与预测

自动化调整+人员管理改进

实时
分折
报表

标准，人员，
组织配置管理

质量分析与预测

DLI＋
ModelArts

DLV+DIS
ROMAConnect

IOT＋
FunctionGraph＋Image

工厂生产质量保障部分流程

场景假设和云商应对方案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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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技术手段将间隔、影响范围及

故障恢复时间做到“确定性”的可防、可控、可治

—— 华为云确定性运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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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访谈
Big shot interview

美图稳定性和运维保障方案

作者：王关胜 / 美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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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访谈
Big shot interview

谈一谈您在美图的工作经历
     

我现任美图公司高级技术总监，主要负责

智慧办公、安全、IT与运维几块，其中运维会

细分为数据库运维、SRE、DevOps等方向；

在加入美图之前，一直在新浪微博，见证了

微博服务器从几十台到万台的发展阶段；

在运维这个圈子待了十几年，看到技术

不停地在迭代和发展，也投入了不少精力

让个人和团队随时能跟行业的技术对齐。

美图的工作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2016 年 -2018 年，美图 2016

年上市后，公司的基础设施还处于 IDC 的

时代，自动化水平还比较低，主要补齐监控

体系、运维体系工具建设，保障业务高效地

交付和运行；

第二段：2018 年 -2019 年，除完善运

维体系外，主要推进容器平台建设，完成了

在线业务 95% 的容器化改造；

第三段：2019 年 -至今，从19 年开始，

公有云大势所趋，我们顺应趋势，开启全量

上云，抛弃自维护的 7个 IDC，2020年中已

经完成了全量业务的迁移。

美图现在有超过2亿的月活用户，
您作为平台稳定性负责人，感受
到什么样的压力？

美图的用户基数确实不小，产品线也比较

多，分为业务线、商业及广告线、实验室及

中台类；比如大家常见的美图秀秀，美颜相

机，美拍都是我们的 ToC业务，也还有很多

ToB 的业务。

如果说稳定性挑战的压力，目前其实

还好，几年来的建设，业务的故障率明显降

低很多，稳定性大大提升。而目前的压力主

要是面对一些不确定性的黑天鹅事件，在

oncall 和应急响应层面的快速处理机制。

回到稳定性层面，可以从体系建设和

基础设施变化来说：

体系建设：研发维度像代码、架构、混

沌工程、全链路压测等均有很好落地；而运

维层面，在容量评估、弹性扩缩容、全链路

的监控体系、oncall与应急响应，故障体系

建设也相对完善。

基础设施变化：大概 2019之前，自建

IDC 的阶段，基本上服务器选型与托管、网

络设计与搭建、基础设施相关的工具系统

开发，中间件的开发等都要较大的人力投

入，且往往出现工具系统一大堆，都不好

用；尤其是用户体验不好，各系统之间很难

形成良好的 API 标准供更高层面进行自动

化体系建设。终于当云趋势到来，我们毅然

决定全面拥抱云，在启动全量上云之后，基

本上 IDC 基础设施，部分的中间件，部分的

数据组件均交给了公有云厂商；而我们更

关注上层业务相关的体系建设，用云原生、

DevOps、SRE、AIops 等行业的先进指导思

想，进行内部人员转型，推动不合理的旧体

系重构，自动化和稳定性都有较大的提升。

美图的运维保障体系是怎样的？
如何做到为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
服务？

运维领域的东西确实很多，对于运维的保

障体系，一切以故障和问题出发，去推导

出合理的建设规划，美图已有一套完善的

制度去量化评估业务的每一个问题和故障，

研发和运维的绩效体系都要考核这些，可

以粗略看下图。

回到整体的保障体系，我们也是从故

王关胜，现任美图高级技术总监。在运维行业辛勤耕

耘十数年，平时行事低调，但对运维有深刻理解，带

领美图业务长期保持稳定可靠，安全可信！华为云

SRE 有幸邀请到王关胜先生担任专刊受访嘉宾，就

美图实践与个人一些经验及思维进行分享，与大家

共同探讨高质量高效率的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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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故障量化评估体系

故障发生

故障定级

故障定责

BU接口人

故障委员会

故障分 错误预算

产品线 产品线

错误预算

产品线 产品线

错误预算

产品线 产品线分数拆分
故障判定标准

BU-A BU-B BU-X

服务稳定性 OKR

稳定性目标

障预防、发现、定位、恢复、改进等阶段推

导出各阶段应该做的建设，整体如图：

对于前面提到的当前稳定性的主要

压力来自于一些不确定性的黑天鹅事件，

我们的 SRE也建设了完善的应急响应平台，

从全链路监控大盘、容灾、预案及编排、其

他运维干预类动作全都统一在平台上一

键式操作，并不定期演练；在应对大故障

及活动保障时，可以快速拉起warroom进

行及时的响应和干预，可以大概看下我们

的平台。

 整体运维保障体系

MTBF MTBF

Pre-MTBF

故障预防

灾备预案

容量评估

架构设计

监控覆盖

持续交付

监控告警

常规巡检

用户反馈

舆情感知

智能预测

日志分析

监控分析

链路跟踪

场景复现

根因定位 

故障隔离

容灾切换

服务限流

服务降级

异常熔断

故障复盘

改进验收

故障模拟

混沌工程

周边清查

建设/演练/OnCall 复盘/改进/OnCall应急响应

故障发现 故障定位 故障恢复 故障改进

Post-MTBFMTTI MTTK MTTF MTTV

MTBF

大咖访谈
Big shot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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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图的运维团队，您觉得最大的
特点和优势是什么？

1、团队组织保持小而精，比如我们的 DBA

需要维护 RDS、Redis、Memcached、kafka、

mongodb 等 10 余种数据资源及中间件。

上云后只配备 3人（含负责人），同时还需

要基于云上资源开发统一 DBaaS 工具。

2、团队随时保持对标行业先进技术的

敏感度，并以此来反思各阶段的建设，并且

不管什么角色，都需具备至少 30%工时以

上的代码能力。

稳定的运维质量是美图发展的重
要支撑，您对它有什么样的期待
和愿景？美图未来在云上产品会
有什么计划？

业务上云后，整体稳定的运维质量依赖两

个方面：公有云厂商及自身团队的技术和

建设积累，两者缺一不可。

对于云厂商，我们一贯以来的思路，在

服务可控下，与云厂一起共同进步，逐步演

化为高质量的云；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未来要做的是进

一步的云原生化，且会使用到成熟的 PaaS、

SaaS、甚至 Serverless 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对于基础架构来说，云产品的成熟能一定

程度上替代一些传统的固有的能力，这是

好事，虽然这样会倒逼运维模式做一些变

化，但是我们并不焦虑，我们的思想是开放

的，秉持对最终业务的交付和稳定负责；

我曾经对云产品的使用从比喻和替

代程度做过一个表格，在此可以分享给大

家，除了这些我们未来还会重点研究云原

生 2.0、Iac、Gitops 等，进一步提升业务稳

定和交付效率。

华为云 SRE 提出了一套“确定性
运维”的方案，包括产品可用性提
升，动态风控和 AIOPS工具等一
套体系，你对这套体系有怎样的
理解？ 

“确定性运维”的方案，我认为是华为云

SRE从自身经验出发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

总结，确实能很好的诠释华为云的价值观，

一切以客户为中心，帮助客户更好的应对

大事件及突发的保障，比如春节，双十一等

重点活动保障。

华为云通过风险挖掘评估、容量保障、

实时监测等措施，构建持续韧性的竞争力，

保障华为云稳定运营，让用户体验更好的

优质服务，每年在我们重大活动保障时，都

能做到 0 故障。

另一方面，我个人觉得华为云提出“确

定性运维”的方案，其实与我们整体的稳定

性和运维保障方案不谋而合，目标都是为

了整体性的业务稳定性负责，只是各自负

责的界面不同。

您认为美图在智能运维领域做了
哪些创新？有什么可以给业界分
享的？

上云后，我觉得运维的目标更为明确了，从

故障与稳定性、效率、成本三个维度，可以

基于公有云的 API 能力，做更上层更专注

于业务层的工具体系建设，对于传统的运

维体系该抛弃的要敢于抛弃，能够自我否

定，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我们在这一块，做的引导还是非常及时

的。迁云过程中，就会针对不同岗位的同学

进行相应的引导，该转型的转型，代码能力

不行的及时提升，然后以有限的人力建设

更完善的平台，让整个交付链全部自助化。

具体的做法是：

组织结构上，保留DBA、SRE、DevOps三种

思维转型的角色，更好为业务服务。

工具建设上，再也不用开发各种烟囱

类的系统，从 All in one或领域切分的思路，

开发更为通用且易用性的系统，并把用户

体验提升上来，毕竟要想自助化，首先工具

的交付和易用程度得高。

为此我们以 CMDB为核心，开发了简

化的 CMP系统；以 FinOps为核心，开发了

成本决策系统 MTCC，将所有内外三方的

技术相关成本全部系统化，指标化，这些

成本还会非常细致的分摊到各产品线的

利润中心，形成明确的 ROI，方便做成本运

营优化及更好的决策。除此之外，DBA 重

点打造 DBaaS、SRE 重点打造应急响应平

台。监控上，重点以大数据的能力，打造更

为统一化的可观测平台和基于AIops的实

践，对部分场景做预测和根因分析。

今天谈的方面，都较宏观，每一块有机

会都可以展开详细的来交流。

环境 比喻 替代程度

传统 IT 自己买车，自己开 无

laaS 租车，自己开 低

PaaS 共享单车，如滴滴或公交 中

SaaS 共享单车 +自助三方服务（茶，水果 .…） 高

Serverless 直达服务终态 超高

对云产品使用的比喻和替代程度示例

大咖访谈
Big shot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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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的硬核力量
— 确定性运维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作者：安宇 / 华为云 SRE 部部长

安宇，目前担任华为云 SRE 部部长，2001年入职华

为，积累了 20 余年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和运维运营

等多岗位工作经验。2011年起先后负责华为公有云

规划建设、运维运营、客户支持、安全管理等多个业

务领域，2017年起专注于华为云可用性目标达成和

运维竞争力构建。

大咖访谈
Big shot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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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全球产业展望（GIV）预测，到 2025 年，

全球企业云技术使用率将达100%，与之相

对，Gartner预测企业传统数据中心将关闭

90%。全面云化已不可阻挡，云正成为越来

越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的底座。

随着越来越多的设备、终端和传感器联网，

越来越多的应用云化和 SaaS化，稳定性和

可靠性已经成为每一个企业必须深度思

考和保障的问题。

前世：转型、变革，SRE是质量与
效率目标协同达成的组织实现

SRE最早由谷歌提出，是DevOps模式的一

种组织实现形式，近年来已经成为国内互

联网行业的标配，同时很多政企也开始尝

试这种新形态的组织。为什么各行各业都

在引入这种组织模式和方法论，实际上还

是来源于企业发展的业务需要。

伴随着业务快速迭代和敏态发展的

要求，对传统运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软

件的快速上线模糊了运维和研发的边界、

业务上线速度和现网稳定性之间的冲突

变得很难调和，华为云把这些挑战总结为

MATE，快速迭代 Active Iteration、解耦网

格Messy Complex、安全生产 Trustworthy 

Operation、全栈运维 Evolution FullStack。

在这种情况下，业界迫切的需要一种

运维组织、人员能力及知识体系发展的方

法和指导。SRE 强调了研发和运维团队的

组织级协作，提出了 PRR、EB 等质量保障

的流程机制，进而也提出了全栈工程师等

组织人力要求，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有效解

决了这些挑战。

今生：实践、融合，确定性运维是
SRE实践的华为化

过去几年华为云取得了高速的增长，在保

证华为云稳定可靠的前提下，如何支撑业

务的高速发展不断提升效率，实现质量和

效率的同步提升，是华为云 SRE 面临的巨

大挑战。 

2017 年华为云开始实践 SRE 模式后，

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 SRE 团队之一。

经过多年的实践，尤其是结合华为政企运

维经验之后，华为云形成了确定性运维的

理念。

我们认为稳定可靠是云的核心竞争力，

SRE 团队是最重要的生产力部门，SRE 工

程师是视野最全面的研发精英。SRE 作为

质量领域的守护者，其职责就是看护好整

个华为云的质量。通过面向云服务全生命

周期的质量看护，实现现网可预期的高可

用质量结果，我们把这种运维理念以及质

量管理体系称之为确定性运维。

华为云希望达成的目标是现网质量

预期确定、管理确定、实现确定，这不仅仅是

SRE（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站点可用性工程师）是华为云的质量守护者，让客户因为质

量选择华为云是 SRE团队的使命，我们希望用确定性运维，去涵盖所有的能力以及结果，确

定性是我们对客户的承诺。

——华为云 SRE 部部长 安宇

序言

华为云对自己的要求，希望我们的客户，以

及客户的客户，得到确定性的服务质量、更

好的服务体验，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云服

务商的承诺。

未来：开放、协作，携手迎接 IT运
维行业的美好未来

IT运维行业正在面临着颠覆性的变化，我

们正在从保障设备稳定的防守型运维转

向支撑业务敏捷的进攻型运维，从关注自

身网络转向关注客户应用，从系统维护工

程师转向研发工程师，这个转型的过程对

运维提出艰巨挑战的同时，也给每个组织

和个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华为云 SRE过去构建了一些能力，也还

在持续解决新的挑战，我们已经构建了一

套质量管理机制、一套运维平台、一支全球

专家队伍，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和很多客

户一起开展了面向应用视角的稳定性提升

工作，助力客户提升应用稳定性，从应用层

到平台底层，在成本、质量、效率中寻找最

优方案。

在这个实现确定性运维的道路上，我

们得到了非常多客户、业界同仁的帮助和

支持，我们也愿意将所得的知识开放出来，

和业界同仁一起共同进步，全面拥抱云化

的时代，重新理解和定义云化时代下的运

维竞争力，携手迎接IT运维行业的美好未来。

大咖访谈
Big shot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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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数智”化运维

作者：王峰

本文由 2022 CCF 国际 AIOps 挑战赛

线上宣讲会中，华为云 SRE 专家王峰

的演讲整理而成，主要介绍了华为云在

落地 AIOps能力的探索与实践经验。

摘要

华为云+伙伴云+混合云  --华为云智能运维系统

分散的各类小工具

2016~2017  运维工具化

数据
运营能力

场景
自动化能力

原子
服务能力

成本 硬件成本分析 容量报表 服务动态

工
程
部
署

工程设计

系统配置

软件安装

资产管理

标准化
数据

日志

配置文件

告警

监控指标

服务
操作
接口

安装

卸载

启动

停止

备份

恢复

升级

回退
基础
服务

管道服务

网关

鉴权

消息服务

NTP

DNS

变
更
管
理

服务上线

服务扩容

配置修改

升级补丁

全
景
监
控

系统监控

应用监控

链路监控

业务监控

业务拔测

调用链

客
户
服
务

工单管理

客户识别

备案管理

安
全
运
维

安全策略

密码管理

威胁感知

主
动
运
维

亚健康检测

容量管理

威胁感知

故
障
处
理

故障定界

故障处理

质量 性能度量 控制面可用性 数据面可用性 效率 事件度量 自动化率 自动化成功率

平台
支撑能力 CMD8 数据汇聚平台 运维流程管控平台
二次开发Resfuls API

基于场景构建的自动化系统

2018~2019  运维自动化

统一Portal （CloudOpsPortal）统一接入

运维流程管理 变更管理 事件管理 安全管理 问题管理

存储laas基础设施平台 服务器Openstack 网络 机房

基础
平台

CMDB 基础资源 逻辑资源 基线系统 软件包 版本 配置

统一Agent 文件传输 命令执行 数据采集 管道加密 权限管理

数据
平台

海量存储 实时分析

统计预测 机器学习

AI加持下的智能运维平台

2020~  运维智能化
公有云 HCSO 合营云 边缘云 卫星云 ……

自动化解决方案 容器解决方案 监控告警解决方案 容灾解决方案 数据库解决方案 ……

变更管理流程管理平台 事件管理 工单管理

监控告警引擎 全景监控 调用链 租户监控 服务故障诊断 网络监控 网络诊断 告警中心

虚拟化
部署变更

容器化
部署变更

物理机
部署变更

LB
运维平台

DB
部署变更

中间件
部署变更台

OS
部署变更部署变更引擎

数据中台 CMD8 大数据平台 ALOps中台 模型训练中心 算法中心

安全通道管理安全管理平台 统一鉴权认证 证书管理 开发框架

统一Portal 服务注册与发现

API网关 页面/流程编排

服务依赖管理

网络数据中心 服务器

Agent通道

区域

上百
可用区

几百
云服务

几百
服务器

几十万
虚机

几百万
变更/月

X万

部署系统

工程
设计

软件
仓库

自动化
部署

变更系统

自动化
变更

作业
平台

操作
平台

监控系统

业务
监控

中间件
监控

OS
监控

网络管理系统

网络配
置通道

网络质
量&监控

网络故
障定界

故障处理系统

故障
处理

故障
自愈

故障
定界

数据分析系统

日志
分析

容量
分析

统一
报表

为支撑华为云业务的快速增长，华为云

运维体系建设主要可以分三个阶段：2016

年—2017 年，实现运维工具化，通过分散

的各类小工具维护应对小体量的服务器

规模，但随着业务规模的快速增长，单靠

工具化手段已无法满足。2018 年 -2019 年，

构建运维自动化平台，基于场景构建自动

化运维体系，开始落地 AIOps 能力。2020

年至今，通过AI加持下的智能运维平台，在

运维活动多个价值场景下进行应用，进入

运维智能化。

业界把智能运维分成 L1到 L5几个阶

段，以服务器规模增长作为指数，10台以下

的服务器，通过简单的专家经验、脚本和人

工方式来运维。100台规模，使用多个独立

工具，让大部分工作实现工具化、流程化基

本就可以满足运维所需。但当服务器规模

逐渐上升至十万、百万时，运维人力又无法

随着规模快速增长时，必须考虑基于数据

和智能化手段来提升运维效率、质量、成本。

DevOps阶段，主要是进行单点智能化能力

落地，通过数据关联进一步串联多种单点

能力，实现部分场景的高度自动化。AIOps

技术创新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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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
Technology innovation

L5-智能运维：解放体力与脑力，
发挥数据价值

L3 - DevOps

L5 - AIOPS

L4 - DataOps

使用多个独立工具

大部分工作工具化/流程化脚本编辑，人工执行

高度自动化+

单点智能化

运维工具体系基本建设完成

运维数据体系建设完成

AI分析与决策

无人值守

大数据平台 

自动化工具链

系统数字化可视化

可以在质量、效率、

成本间从容调整

高度自动化+

串联智能化

执行：人+系统（20%） 

决策：人

执行：人+脚本

决策：人

执行：人+系统 （80%）  

决策：人+系统 （20%）

执行：系统 （100%）  

决策：人+系统 （95%）

执行：人+系统 （95%）  

决策：人+系统 （80%）

主要运维场景

实现流程化免干预

DataOps阶段，数据化一切运维对象，以数据驱动运维，工程化落地 

L2 - ToolsOps
L1-SciptOps

工具化运维
专家经验运维

运维开发融合运维

智能运维

数据化运维

阶段，在提升质量、效率、成本方面全面落

地智能化手段，比如通过AI 进行分析和决

策、无人值守的变更，以及通过数据可视化

分析来辅助智能决策。

每个阶段，我们希望提升人均运维服

务器的数量，阶段越高，决策执行会越依

赖于系统的自动化、智能化，对人的依赖度

降低。

如果大家关注 Gartner 每年的人工智

能成熟度曲线的变化可以看到 AIOps平台

的发展变化，已经从 2017年的创新萌芽期，

发展到 2021年进入到成熟期前的谷底期。

Gartner 预测 2-5年会进入成熟期。同时从

每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到G AIOPS的研究方

向 2021年相比 2017年给出了更加细化的

落地场景，通过德勤的调研报告可以看出

AIOps 的 Top5 场景主要是：智能告警、根

因分析、异常检测、容量优化和故障自愈。

AIOps落地策略

对于 AIOps 落地策略，华为云主要从组织、

数据和平台三方面来考虑。

 » 组织：由用户、产品化团队和技术团队三

方组成 AIOps落地项目团队。针对价值场

景定义明确的项目目标，制定可行的技术

方案；通过现网的应用落地与效果反馈，

不断进行优化迭代达成最终的业务价值。

 » 数据：应用场景的数据质量直接影响着

最终的落地效果，因此需要围绕场景，采

集完备的数据；通过业务流程与案例积累

满足算法研究所需的样本；通过数据治

理，规范化存储管理数据。

 » AI 平台：通过 AIOps 平台构建 MLOPS

能力，提升 AIOps 场景落地的效率；支撑

组织利用数据实现 AIOps场景落地现网，

并通过现网业务效果反馈与模型监控持

续优化迭代完善。

那么，什么场景适合落地 AIOps ？这

些场景具备哪些特点？我们总结了几点：

 » 基于数据解决人的判断准确性问题；

 » 基于已知事件挖掘数据之间的隐藏关系；

 » 基于历史数据对当前数据做推断；

 » 基于数据进行自动分析与辅助决策；

 » 基于历史数据与经验对未来进行预测。

同时，我们将应用流程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由 SRE 提出业务需求的痛点问题，进

行定量分析、需求转化，确定对应的案例数

据；然后由数据科学家做数据特征分析，开

发算法模型；最后由产品化团队把算法模

型进行产品化落地。

我们从价值、场景、技术方案、平台算

法和数据五个部分对智能运维进行了整体

规划。像故障发现、故障定位、根源分析、故

障规避、智能变更、智能客服、智能调度等

重要场景，大部分已实现了产品化落地。值

得一提的是，华为云基于 ModelArts 构建

了服务上层智能运维场景的AIOps平台，通

过平台能力加速场景的开发与落地速度。

应用流程

痛点问题

需求转换

案例数据

业务需求 算法开发

在线服务

实时数据

推理结果

标注/反馈

质量监控

部署上线

模型部署

应用集成

产品化落地

数据探索

数据目录

特征分析

算法开发

数据收集

模型训练

模型评估

样本数据

角色分工 技术团队负责 业务需求方负责 产品化团队负责 AIOPS平台能力

资源管理

2

1

推理

迭代

AIOPS场景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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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运维全景图

质量保障价值 效率提升 成本管理

故障发现 故障定位 根源分析 故障规避 可信变更 客户服务 站点高可用

技术
方案

指标异常检测 集群亚健康检测 多维数据定位 根因告警推荐 硬件故障预测 扩缩容策略

调用链异常检测 网络丢包定位 多指标定位 故障影响分析 广域网自愈 资源性能优化

日志异常检测 告警压缩 根因定位 恢复方案推荐 容量预测

变更风险评估 智能问答

非法操作拦截 客服排班调度

智能变更验证 客服质量质检 业务负载画像

基于ModelArts的AIOPS 平台

平台
算法 时序曲线异常检测

运维空间数据+时序数据+领域知识

多时序异常检测 文本模板提取 时序曲线聚类 变量分布异常检测 文本解析

多维数据分类 时序数据预测 事件因果关联 时序曲线波动关联 相似曲线聚类 事件频繁项挖掘

业务监控 中间件监控 链路监控 事件工单 告警数据 配置信息

服务器监控 网络监控 日志监控 操作手册 变更记录 对象关系数据

场景

数据

AIOps能力构建

下面展开来具体讲下故障生命周期中的相

关 AIOps 能力：

异常检测

告警量大、告警精度低，一直是运维人员最

为头疼的事情。我们希望通过异常检测实

现自适应、免维护，来解决传统的静态阈值

无法精准告警的痛点。

自适应是指对不同的指标特征自动

适应检测的需求，自动感知周期性指标，使

告警不受季节性变化干扰。免维护是指无

需算法人员手动调整参数和配置参数，智

能调参解决运维人员无法配置的模型参

数。此外，算法模型压缩，大幅降低了模型

在训练时的资源开销问题。

通过智能异常检测解决常规静态阈值无法精准告警场景：不感知指标周期性无法准确
设置阈值，不能自适应业务变化自动调整阈值设置，指标形态突变及趋势异常场景。

智能故障发现：海量指标，一键配置，精准告警

多场景精准告警

智能异常检测   VS   静态阈值

监控指标

周期自感知

自动感知周期性指标，告警不受季节性变化干扰

解决异常检测量两大难题挑战：

1. 模型压缩解决海量模型训练资源开销

2. 智能调参解决运维人员无法配置的模型参数

自适应，免维护，精准告警

海量指标 算法
模型

参数

自动

选择

模型压缩

智能调参

日季节性（忙闲时） 周季节性（工作日、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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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告警

如何实现告警降噪？首先进行告警分类，使

用算法对持续告警、波动告警、因果告警等

进行自动聚类，然后再匹配不同的算法方

案进行压缩。常用的 FP-growth，可以挖掘

关联告警的频繁关系，通过模式挖掘和滑

窗方式来检测，以达到告警降噪。如果要实

现更准确的告警压缩，还要结合拓扑空间

数据，进一步识别根因告警，提升故障处理

效率。

智能故障定位

多指标定位算法能够精准识别出引发故

障的相关性指标，SRE 通过该指标快速定

界故障，实现故障快速恢复；日志定位首先

提取日志模板，通过检测异常模板来识别

业务告警 应用告警 OS告警网络告警基础设施告警

识
别
根
因
告
警
，
告
别
告
警
风
暴

智能告警：智能关联，实时压缩，根因告警

通过智能告警解决两大告警痛点：抑制在网络抖动等场景下引起的告警

风暴，减少日常告警噪音并自动压缩告警识别根因告警减少MTTR。

告警中心 AI引擎

告警压缩

根因告警

告警通知 模式库

60%
降低故障处理成本

80%
加快故障恢复时间

90%
减少告警噪音

智能多指标定位

减少90%指标分析时间

智能日志定位

减少80%日志查询分析时间

多数据源根因定位

60%故障实现故障根因定位

故
障
无
处
遁
行
，
定
界
易
如
反
掌

智能故障定位：多管齐下直达故障根因

通过多种智能故障定位手段提升故障定位定界效率（减少MTTR），基于指标，

日志，事件和拓扑等运维数据实现智能故障根因推荐和故障影响分析。

根因指标

1

1

根因指标 1
指标

事件

日志

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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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应的异常故障节点相关日志报错信息，

减少日志分析时间；结合指标、日志，调用

链可以实现多数据源根因定位，该方式是

通过请求方、链路方式运作的业务场景。

智能故障自愈

故障自愈是指无需人工干预，自动完成故

障隔离恢复。但此场景有很大局限性，核心

能力包括如下方面：

 » 自动化驱动：多源故障流程驱动，适配

各种故障场景。

 » 智能诊断：一一诊断可能诱发故障的因

素，确定引发故障的根因。

 » 快速自愈：根据诊断结果，分钟级自动

化处理故障，恢复客户业务。

 » 安全可靠：提供流控 +底线场景 +灰度

机制，防雪崩。

以硬件故障自动化诊断 &自愈为例，

AIOPS系统预测内存即将引发主机宕机场

景，自愈平台收到对应预测告警后会启动

诊断机制，判定并且执行对应的自愈动作。

当自愈流程时间较短时，对客户产生的影

响非常小，甚至可以做到客户无感知。

通过当前硬件故障自愈能力，可实现 5

分钟级硬件故障诊断 &自动化处理（从告

警上报到故障恢复仅需 5分钟），极大减小

故障对客户的业务影响。不过自愈并非每

次都能生效，在发现故障到处理的所有逻

辑都满足的条件下，才会触发自愈流程。

以上是华为云在故障生命周期中所做

的 AIOps 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结了

四条主要的经验：

 » Data First：数据质量是 AIOps 落地成

功的必要条件，样本数据与现网反馈决定

了模型的质量与效果，完备的数据才能在

特征工程阶段发现有效的特征。

 » 工程落与算法一样重要：不能低估工程

的难度与重要性，算法不能解决的问题从

工程方案上进行弥补。比如内存中一些无

法预测的场景，通过工程化手段来弥补，

同时要持续监控运营算法模型在实际中

的表现，及时发现劣化现象并实施优化。

 » 现网可用性比算法技术指标更重要：我

们需要考虑算法与产品整合以后的整体可

用性，因为现网不是实验室，产品落地后

的产品质量与稳定性会影响 AI 技术的推

广与应用，所以现网可用性非常重要。

 » 需要考虑算法落地成本：需要充分评估

算法效率与推理的数据规模，数据规模与

算法效率决定了应用资源成本。

最后，希望我们的实践经验，能够给正

在或即将落地 AIOps 的朋友带来帮助。华

为将继续致力于把数字世界带给所有人，

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技术创新
Technology innovation

典型场景：硬件故障自动化诊断&自愈

基于智能故障自愈能力，可实现5分钟级硬件故障诊断&自动化处理
（从告警上报到故障恢复仅需5分钟），极大减小故障对客户的业务影响

监控中心
发现故障
上报告警

故障自愈系统实现
故障诊断&处理自动化

主机

内存

故障

自动获取故障

的相应诊断信息

查询主机状态

是否为非normal

查询受影响的

虚拟机HA状态

发送

通知

调用nova API

隔离故障主机

判断故障主机电源状态

Ipmitool命令/rest接口将故障主机下电

查询故障主机

是否支持HA

查询故障主机的受

影响租户及服务经理

告警

中心

否

否

是

上电状态 下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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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云无所不在，让智能无所不及
共建智能世界云底座

—— 华为云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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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服务数量的增长，带来了开发效率提

升、运维成本降低等巨大价值，极大提升

用户的便捷性，牵引着越来越多的传统

业务都在向公有云转移。网络作为连接万

物的基础，其稳定性对云上业务至关重要。

Cloudscope 公有云运维产品因云而生，其

中的网络运维服务从设计之初瞄准网络运

维自治能力，沉淀了从数据底座、监控告警、

诊断分析、自动化能力展开的等一系列网

络领域的平台能力，为公有云业务稳定性

保驾护航；

网络自治打造智能运维技术之巅
 

网络监控平台：监控系统作为云的眼睛，其

敏锐度、视野广度都非常重要，故障慢发

现 1min可能对上面运行的业务来讲损失

都是巨大的。对于故障，发现不是最终目的，

而是要快速恢复来降低 MTTR，快速高效

的故障诊断有利于故障的快速恢复；

网络智能运维助力运维效率提升

作者：童琳

网络自动化平台：业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着

大量的网络交付、变更、优化整改等场景，

人工 vs 自动化不仅仅是效率问题，交付时

间越短意味着库存可以压缩的越低，最终

节省了大量成本。在自动化平台中我们构

建了一套安全可信的自动化编排引擎，上

面可以承载了网络交付、变更、自愈以及诊

断等任务可以编排的场景；

网络数字中台：数字化程度决定了运

维、运营团队的运作效率，无处不在的流程、

故障 warroom需要完善、实时准确的数字

化来支撑问题分析、决策动作，在华为云我

们构建了丰富的的数字化能力来支撑不同

场景的业务；

网络大脑：网络大脑是整个网络运维平台

的核心，其中承载了大量的 AI 算法库、知

识经验库，在运行过程会结合数字中台的

配置、监控、状态等数据进行分析决策，通

过自动化平台实现故障切换、自动隔离、路

径调度等智能化场景能力；

以数据驱动业务，
沉淀孪生网络数字中台

 

为了支撑网络运维业务的快速发展，我们

分层、分领域来构建数据的平台化能力，将

不同类型数据存储在不同介质中来满足

业务场景化需求，例如监控数据以时序数

据库为主、OLAP 关系型数据（多维实时聚

合场景）为辅，资源、配置数据则使用关系

现在云服务数量的增长，带来了价值，

但随之而来的还有风险。面对重重挑

战，华为云必须构建一套覆盖全面的

监控体系能力，从基础设施层到云网

络服务，再到上层应用对网络的体验

的感知，都需要进行精确测量，确保覆

盖完备性。

摘要

技术创新
Technology innovation

基于极简平台理念，使能云网络运维L3级网络自动驾驶体系

AI决策引擎
经验/知识驱动

智能决策&算法调优

自治网络运维

网络大脑

分析/决策 调度/切换

数字底座
统一配置模型

控制面/数据面服务

网络数字中台

配置/资产 日志/指标

监控诊断引擎
可用性->体验检测

秒级感知、分钟级诊断

网络监控平台

白盒/黑盒 告警/诊断

秒级感知

管控编排引擎
高性能自动化能力

Network as code理念

网络自动化平台

编排/风控交付/变更

统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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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数据和文档型数据库存储，数据间的关

联关系、拓扑等数据保存到图数据库中，方

便迭代遍历操作。

资源库是网络运维的基础，其涵盖了

基础设施网络的设备、链路，也包含虚拟化

网络的集群、实例对象等，为了维护这些数

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在其上有一套完整

的交付、巡检验收、入库、维修、下线等流程

系统来支撑资源的生命周期管理；

规划库用来指导网络交付建设，作为

网络运行的基线配置库，包括广域网基线、

数据中心基线、设备级配置基线等，一旦现

网配置偏离基线配置将进行告警，并尝试

有限程度的自动修复；

现实库顾名思义代表着现网，我们定

位为生产环境网络运行配置的真实反应，

为了让数据格式高度统一，针对不同厂商

设备我们进行了统一建模抽象，然后通过

周期全量采集、叠加事件驱动实时触发来

保证关键配置的准确性，这样上层各种自

动化工具就不需要频繁去查询底层设备

的配置；

转发库涵盖了网络流量转发的核心表

项，在流量路径分析、网络仿真、验证方面

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目前受限于传统设备

的技术和性能约束，一般只能按照天级来

采集。当然，像BGP这种路由表我们是可以

通过 BMP 这些协议来进行实时采集。

状态库之所以独立出来建设，是考虑

到状态的实时性、准确性非常关键，无论是

变更场景、还是故障隔离场景，如果状态判

断有误，可能会触发更进大的故障；另一方

面，核心状态库使用频率也非常高，目前我

们已经把业务故障自动化处理高度依赖

的接口、协议等状态优先构建完成了；

监控库是网络监控系统采集上来的

数据合集，其中包含了采集的白盒指标、黑

盒拨测等时序数据，这些数据用来支撑告

警、诊断分析等场景化能力；

日志库对监控系统采集的日志进行格

式化处理，便于各种场景消费使用，设备日

志有设备以及协议运行过程中的关键事件，

应用日志有云服务运行关键日志、以及访

问的 DNS、Ngnix等日志数据，这些数据在

分析一些故障时候非常有用；

用确定性监控方案，
应对不确定网络故障

一方面云上应用对网络性能诉求越来越高，

从视屏业务 <1ms诉求，到实时游戏<10ms，

再到自动驾驶 <1ms 诉求等，要求网络监

控频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云上网络服务

软件快速迭代演进过程中会引入各种不确

定性 BUG 和故障，对监控覆盖面提出了更

高挑战；最后，云上网络流量路径复杂，给

网络及链路的全路径监控和诊断带来了

新的难题；

面对重重挑战，我们必须构建一套覆

盖全面的监控体系能力，从基础设施层到

云网络服务，再到上层应用对网络的体验

的感知，都需要进行精确测量，确保覆盖完

备性。

传统的白盒指标监控需要按照故障

进行分类，提炼监控项，在网络不同层级关

注不同指标，有助于确定故障的根因，因此

每一层需要单独构建自己的白盒监控体系。

例如物理网络层面需要对交换机、路由器、

防火墙、波分、专线、互联网出口等进行详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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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数字底座，支撑数字孪生网络

统一接口层
API/Kafka/rpc   全文搜索

/路径检索/关联查询

流程引擎
驱动数据的

生命周期流转

数据服务
网络配置验证/
流量路径还原

运营看板
支撑数据审计
和关联核对

网络数字中台

资源库

设备 peer

配件 链路

专线 出口

AS IP

虚拟网关集群

租户网络实例

规划库

现实库

硬件规划库

架构基线库

配置规划库

配置现实库

拓扑关系库

转发库

OVS流表

ARP表项

MAC表项

RIB表

FIB表

状态库

接口状态

单板状态

配件状态

协议状态

路由状态

Peer状态

监控库

日志库

白盒指标

拨测指标

流数据

应用日志

设备日志

图存储引擎+时序数据库+关系型数据库+文档数据库

用确定性监控方案，应对不确的网络故障

用户侧

终端用户

PC用户

企业IDC

运营商
接入网

专线网关

骨干网络

运营商骨干网 HBN

云数据中心+虚拟化网络 租户网络

OS+APP路由器 数据中心交换机 计算节点防火墙 VM虚拟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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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监控；网络服务层则需要对各种网络服

务产品、虚拟网关 /集群、租户实例指标进

行监控覆盖；应用层直接面向最终内部或

外部服务，需要感知流量互访的质量和体

验，例如内部 RDS 数据库的访问延时、EIP

的带宽 / 延时等；

但如今云服务软件快速迭代、特性急

剧增加、新服务层出不穷，白盒 case by case

的监控方案容易有遗漏的监控点，因此我

们又构建了黑盒监控作为补充方案。我们

针对 Internet 网络构建了全球运营商质量

拨测平台，持续监测全球重点 ISP 和城市

到华为云各站点的实时访问质量；针对基

础设施网络层，自研高性能探针构建了分层

pingmesh 体系，来覆盖尽可能多的物理链

路，每月可发现数十起网络微突发；针对网

络服务层，构建了overlay层面的黑盒拨测

系统，以最小的租户资源成本来尽可能全面

的覆盖虚拟化网关 /集群转发性能，也为虚

拟化软件发布变更提供了实施监控的保障。

即使有了传统白盒及黑盒监控，还有

一类问题难以监控到，就是局部流或者单

条流访问丢包或延时增大的情况，因为传

统白盒的监控粒度优先、黑盒拨测无法覆

盖所有流，很可能无法感知。因此在华为云

我们又构建了全流监控能力，利用分布式

主机的计算能力，结合智能网卡对 TCP的 5

元组流进行质量测量，快速发现流级异常。

除了监控能力之外，告警能力也非常重

要，既要高的召回率，也要高的准确率。对

于监控的各类数据，我们的告警利用了非

常多的算法能力，除了离线训练和在线计

算之外，也结合了部分人工经验，例如在日

志告警中，算法挖掘的知识图谱结合了人工

经验，使得日志根因告警准确率高达90%；

另外对于黑盒监控类拨测告警，数据和网

络拓扑关联分析，形成交叉精准定界能力；

在网络诊断领域，除了传统的自动化

流统、抓包手段自外，还提供了报文头染色

能力，该染色报文在经过路径每一个虚拟

网关的时候，虚拟网关会上报该报文的出

入端口信息、时间戳、五元组等信息，如果

发生丢包还会直接上报丢包的根因，这将

大大提升网络问题的定界或定位效率。

打造安全可信，
开放高效的自动化体系

成熟的自动化能力可以大量节省人力成本、

提升效率，也能避免人工失误，保障稳定性。

我们将网络从交付、转维、验收、运维、优

化等所有工作都冗余的状态引到自动化体

系中来了，以此来支撑资源、配置等数据的

全生命周期流转。

在自动化平台中，核心构建 1个通道、

4大引擎，支撑多种变更、自愈、验收等多

种业务场景。

1个通道指的是管控通道，一个是为

了支撑现网配置的实时纳管，需要高性能

的采集通道，并订阅关键事件来感知配置

实时变化；另一个是南向控制通道，用于

支撑操作类自动化指令的高效下发；

4 大引擎包括了模型管理、编排引擎、

风控引擎、调度引擎。其中模型引擎是驱动

网络变更的基座，基于 Iac 理念，我们自研

的抽象统一配置模型映射到数据中台的

规划库和现实库，以此来指导现网自动化

变更；编排引擎则秉承一切操作均可编写

未 runbook 的思想，开放编排能力给运维

/交付使用者，能快速沉淀各类自动化操作

场景；风控引擎是自动化平台的看护者，能

自动识别变更依赖、依据影响分析来分步

执行控制变更爆炸半径，再结合变更实时

监控，遇到异常自动暂停或回滚变更，未

来结合变更验证 /仿真来做到事情预防分

析；调度引擎则提供了一套优先级调度框

架，来确保变更、巡检、故障处理之间任务

的优先级控制，以及确保不出现冲突。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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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监控平台，使能网络全景监控体系

应用层APP性能
带宽/流量

APP访问质量
延时/丢包

F L EC

D

R I

S

L

I

F TC D

A H网络
服务层

网络服务集群
ELB/NAT/BR集群

服务路径
VPC/CC/VPC互访路径

网络协议
路由协议/DNS/…

租户实例
VPC/EIP实例对象

网络
设施层

整机设备
交换机/路由器/波分

硬件模块
单板/光模块/…

运营商网络
电信/联通/…

网络链路
HBN/DCI/DCN线路

Q P L

NH

RFD

LA I

T

监控能力

白盒监控

H：硬件KPI指标监控
S：网络服务KPI监控
I： 实例级指标监控
L：日志监控
R：路由监控
F：主机全流监控
N：Netstream网流分析

黑盒监控

Q：广域网拨测
P： DCN pingmesh
D：虚拟网络黑盒拨测

告警诊断能力

智能告警

A：时序指标告警
L： 日志根因告警
H：黑盒拨测收敛告警
I：  聚合告警

定界诊断

C：全链路分析诊断
R：拓扑路径智能还原
F： 流表(转发表)分析
D：流镜像&抓包分析
E：流染色拨测
T：TOPN流过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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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繁为简，
构建极简 AI+ 智能网络

随着网络监控、自动化能力增强，带来了效

率的巨大提升，但我们无法真正做到无人

值守。网络大脑依托于网络数字中台，结合

先进的算法能力，瞄准网络 L5级自动驾驶

最终方向演进，逐步实现无人运维。

网络大脑由 3 大核心引擎加上智能化

APP应用市场组成，平台聚焦 3 大核心引

擎模块的构建，同时开放编排能力来给运

维快速孵化智能化 APP，目前已经孵化 5大

类场景，每大类场景内部还细分子场景，并

通过引擎的内核驱动来不断优化 APP的性

能和安全性。例如广域网流量调度APP，因

为加持了秒级监控、以及多维矩阵定界算

法，使得大规模运营商故障最快能在分钟

级完成切换；过载智能反压 APP，针对于各

类共享网关，能精确识别过载的实例，同时

内置安全阈值控制，以尽可能小的风险来

代价来实现精准快速的过载控制。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3大引擎的核心功能：

异常检测引擎（ADE）：本质是由算法库的

集合构成，但其中各项参数经过了数年的

积累和调优，不仅能同时应对各类型指标，

也能兼顾不同的业务特征。例如，对于白

盒时序数据来讲，会结合周期性变化、容量

基线、水位等来进行综合异常检测；对于内

存等指标，会加入缓慢的内存泄漏检测逻

辑；日志类指标，则会结合人工经验，叠加

训练出的依赖关系图谱实现 root casue 告

警；光模块等故障则会应用一些机器学习

的预测性算法，提前发现并规避隐患。

根因分析引擎（RAE）：以异常检测为

输入，但是会结合网络拓扑、网元配置、知

识推理逻辑等来进行更加精确的故障根

因推导，对于大规模故障场景，能将千级的

告警在 5min内压缩成为一个根因告警，协

助运维人员快速聚焦到故障服务或者单

元。例如，pingmesh 告警结合自研的路径

还原算法，能快速定界到一组交换机，同时

结合这一组交换机的其他 KPI、日志指标根

据更加详细的根因推荐；

调度决策引擎（SDE）：是最终的控制

单元，对于有业务影响的告警，最终需要触

发恢复执行过程，可能是故障的端口自动

隔离、也可能是迁移一个资源实例、也可能

做流量的调度 / 绕行。但是如何保障执行

过程不引入二次故障，或者执行怎样的策

略才能将影响降低到最小，是一个非常有

挑战的工作。例如，在流量切换过程中，我

们会首先分析当前故障的影响程度，同时

查看备选线路的网络质量，也会 check状态、

容量等水位等多个指标，综合进行判断，最

终执行的过程就是通过调用自动化平台api

进行控制，自动化平台内部的执行脚本也会

有一些逻辑判断，确保不会引入新的故障。

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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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自动化平台，统一高效网络交互模型

应用层

变更自动化

交付/变更/扩容/调试

验收巡检

自动转维/网络巡检

故障自愈

故障切换/自动隔离

网络优化

流量限速/路径调优

控制层

模型引擎

配置模板/配置翻译

风控引擎

变更监控/依赖识别

编排引擎

灵活自助图形化编排

调度引擎

任务优先级控制

网络
通道层

采集通道

grpc/netconf/api/cli

控制通道

grpc/cli/agent/…

·高性能自动化采集通道，变化秒级感知

·丰富的南向控制协议，兼容各种设备

·支撑丰富的编排场景，一切皆可自动化

·完备的流程体系支撑，确保自动化工单闭环

·全流程白屏化，自动化过程可信可追溯

·结合网络大脑，支撑网络自动驾驶

·统一模型自动配置翻译，屏蔽厂商差异性

·开发自助编排runbook，编程场景支持复用

·安全多级风控流程，最大程度控制爆炸半径

·场景优先级控制，确保自愈、变更高优先级

网络大脑，驱动网络自愈和最优化调度闭环

网络数字中台 历史事件 日志监控指标告警 配置 拓扑 状态

AI+  APP市场

全链路根因诊断

广域网流量调度

优雅故障隔离

堆叠故障分析

过载智能反压

异常检测引擎ADE 根因分析引擎RAE 调度决策引擎SDE

历史故障库 标注训练学习

策略编排

安全检查 自动化平台

特征提取

知识推理

路径投票

网络知识图谱 策略执行

重启/复位 集群/实例迁移

路径
调优

端口/整机隔离

算法仓库

离线训练

统计 预测 推理

在线推理 聚类/分类

流量
切换

限速/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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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 必将走向混沌工程时代

数字化时代，IT 系统成为业务发展的载体，

这意味着 IT 系统的可靠性将直接影响业

务的可持续性，在大型互联网或云计算公

司，都会设立专门的部门对可靠性负责，业

界称为 SRE。

SRE为了提升系统的可靠性，主要从主

动预防和被动响应两个方向开展工作，其中

主动预防占据了 80%以上的时间。经过多

年实践，SRE发现混沌工程是非常有效的主

动预防手段，实际上混沌工程在很多互联

网或云计算等 IT 技术前沿的公司已经大

规模开展。在华为云，混沌工程已经和开发

测试一样，成为 SRE工程师的日常工作。通

过混沌工程，可以提前模拟可能出现的故

障，进而综合验证服务在不同故障场景下

的容错能力、监控能力、人员响应能力、恢

复能力等可靠性能力。通过不断的实施混

沌工程，驱动产品可靠性提升。

SRE必将走向混沌工程时代
— 华为云混沌工程实践

作者：李军

近些年，SRE领域出现一个新的名词——混沌工程。混沌工程出现的背景是什么？相关的技术有哪些？网上讨

论的其实很多，但对于混沌工程具体怎么落地，却鲜有文章。本文将混沌工程在华为云的落地总结成文，希望

能给业界带来一份有价值的落地指导，也希望借此文章抛砖引玉，与业界互相交流借鉴。

摘要

华为云混沌工程最佳实践

从战略层面重视混沌工程

为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云服务是华为云

的战略之一，混沌工程作为可靠性检验的

核心手段，在华为云有着长远的思考。在业

务成立之初就对混沌工程进行 5 年的业

务规划，有清晰的发展蓝图，同时配合细粒

度年度规划，就可以以规划牵引发展，不断

完善混动工程能力。

从组织和文化上保障混沌工程可落地

华为云混沌工程能有效落地的第二个方面

是有明确的组织保障。华为云设置专门的

蓝军团队负责混沌工程业务，通过独立的

组织保障混沌工程业务能持续发展；同时

在绩效、任职资格上对设置混沌工程相关

门槛，牵引 SRE主动开展混沌工程业务。因

此，要实施开展混沌工程业务，除了战略重

视，在组织上，绩效设计上齐头并进，才能

构建良好的混沌工程发展土壤。

技术创新
Technology innovation

主动预防 被动响应

8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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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必将走向混沌工程时代
— 华为云混沌工程实践

构建标准的演练环境

实施混沌工程的第三个重要条件是构建

一个接近于生产的演练环境。混沌工程本

质上是对系统进行可靠性测试，此类测试

和研发阶段的功能性测试有所不同，往往

需要带有一定的业务流量，且环境建设接

近于生产系统，才能有效发现潜在问题。大

部分公司都会有一个灰度环境，新版本上

线会先走灰度环境，可以在上线的过程中

进行一定时间的混沌测试，测试通过后再

推上生产系统。

基于 FMEA 和五维故障分析法

进行故障场景分析

如何有效的进行混沌工程测试，华为云总

结出 FMEA+五维故障场景分析法。FMEA

全称故障模式分析，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有

效的指导 SRE 进行分析场景。在 FMEA 的

基础上，华为云还总结出了五维故障分析

法，业务只要从冗余、容灾、过载、依赖、数

据备份五个角度进行分析，就可以将所有

的故障场景完全覆盖。冗余是指机房内

部分节点故障的场景，容灾是整个机房或

Region 故障的场景下，业务要做跨机房

甚至异地的容灾，过载是指服务容量在达

到和超过一定倍数的情况下业务的流控

和降级能力，依赖一般分为强依赖和弱依

赖，一般的原则是核心业务不能强依赖非

核心业务，非核心业务故障时，核心业务要

能降级，核心业务故障时，要分析清楚影响。

通过 FMEA+五维故障分析法，可以有效的

分析出业务存在的风险。

技术创新
Technology innovation

红蓝对抗

赋
能

构
建

生产突袭

业务蓝军分组

蓝军总体组

平台建设团队

红
军
团
队

少出事

出了事快速恢复 确定性恢复

挖掘故障场景 模拟故障场景 执行演练

架构容错

预案恢复 可
靠
性

遇到过的一般恢复都比较快

混沌工程

灰度
（Ring0）

生产一
（Ring1）

生产二
（Ring2）

生产三
（Ring3）

生产四
（Ring3）

故障场景分析模板

（FMEA）

场景名称

所属业务

严重程度

场景来源

应急预案

场景分类

发生条件

故障现象

客户影响

冗余

容灾

数据
备份

依赖

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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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故障注入的红蓝攻防和生产突袭

在混沌工程的运作方式上，除常规的混沌

测试外，还采用定期的红蓝攻防和生产突

袭两种方式进行，红蓝攻防一般是选择一

个完整的时间窗，将人员分为 2 组，一组为

蓝军，负责分析故障场景，设计故障注入方

案，并且执行故障注入，目的是制造出真实

的故障；另一组为红军，在指定的时间内发

现和恢复故障，红蓝对抗可以邀请管理层

参加，增强团队成员和周边团队对混沌工

程的重视。生产突袭是指一些故障场景在

测试非常成熟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无任何

通知的情况下，由蓝军注入故障，以突袭的

形式进行，生产突袭相对红蓝对抗可以更

全面检验业务的告警发现能力，人员响应

人力，业务恢复能力，事件组织运作能力。

基于红黄绿码的可靠性成熟度评估

通过FMEA分析的故障场景，可以通过混沌

工程进行成熟度评估，华为云采用了红黄

绿码的方式，对于不具备混沌测试能力的

场景标红码，可混沌测试但监控和恢复能

力不达标的置黄码，对监控发现，响应速度，

恢复速度都达标的场景标绿码，通过对场

景的成熟度评估，可以帮助业务对可靠性

风险的优先级排序，以便在改进上做决策。

构建自动化的混沌工程平台

混沌工程是非常复杂的业务，通过工具平

台提升混沌工程执行效率是必不可少的

条件，华为云在内部构建了自己的混沌工

程平台，该平台包括 4大模块，分别是故障

注入模块，场景编排和自动化模块，审计合

规模块，运营模块。故障注入模块是一个客

户端，可以提供丰富的故障场景，可对网络

设备、物理机、虚拟机、容器、操作系统、协

议、中间件、数据库、应用及语言等多个层

面实施故障注入；场景编排和自动化模块

结合 CMDB，通过运维管道可实施自动化

的故障注入；审计合规模块同时打通内部

变更系统和事件系统，并根据 ISO 27001

设计合规的演练报告，使得混沌测试整个

流程完全线上化，而且符合认证和审计规

范；运营模块主要围绕红蓝攻防的活动运

营和演练记录，进行多维度的数据分析，为

业务提供决策依据。

小结

华为云非常重视混沌工程在可靠性中的作

用，其 SRE 团队在成立之初就从战略规划，

组织建设，环境建设 3个方面构建了混沌

工程发展的土壤；并沉淀出 FMEA 和五维

故障分析法，可以有效帮助业务厘清实施

目标；结合红蓝对抗，生产突袭，红黄绿码

等具体动作驱动混沌工程落地；同时建设

了功能丰富的平台，为混沌工程的的有效

开展提供便利的工具。正是由于以上一系

列的措施，使得混沌工程能够在华为云可

靠性建设中成功落地并发挥重要作用。

技术创新
Technology innovation

场景名称 是否具备演练能力 发现 定位 恢复 健康状况

场景一 否

场景二 是 3 10 25

场景三 是 1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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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提升
business improvement

“确定性运维”能力
助力云上业务运维体系升级

作者：林华鼎 

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云原生实践如火如荼地开展，云上业务的开发模式在悄然地经历

着一场变革，对 IT主管、开发团队、运维团队都提出了挑战，如何能持续、乃至更好地守住业

务可用性，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实践的课题。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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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云 SRE 在短短几年内经历了华为

云业务从小量到大量到海量的高速发

展，以及新型技术和开发模式引入的全

过程。可以用“MATE”来概括过程中所

遇到的挑战：M（Messy Complex）解耦

的网络；A（Active Iteration）快速迭代；

T（Trustworthy Operation）安全生产；E

（Evolution FullStack）全栈运维。为了应

对这些不确定的挑战，华为云 SRE 用“确

定性运维”能力支撑了华为云“稳定可靠”，

平台质量和运维效率均得到大幅改善，目

前居于国内、国际领先地位。

 “确定性运维”能力诞生

在开发 / 运维领域有各种标准，包括 ITIL

（目前最新版是 V4）、Agile（敏捷开发）、

DevOps、持续交付 CI/CD……；还有 G 公

司发布的 SRE 核心理念，用工程的方法解

决运维问题；A公司 CTO 连续十年在公开

峰会上传播“Everything fails, all the time”。

华为云 SRE 综合了各家所长，经过 5

年的实践，总结出“持续韧性”（Continue 

Resilience）的标准，即韧性是从架构设计、

到交付、到现网运行的持续改进。运维的

新常态是接受部分故障，处在部分故障中

的系统要求仍能正常运行对外提供服务，

全流程通过软件工程的方法解决运维问

题。持续韧性的价值主张是“确定性质量

结果”，即“确定性运维”能力，包括：

 » 确定性高可用架构：包括确定性失效

率、确定性恢复时长以及确定性故障

影响；

 » 动态清零风控方法：包括全面质量管理

（被动响应为主）和动态风控（主动运维

为主）；

 » 低复杂度运维框架：在业务高度复杂的

情况下，通过智能运维工具的深化开展，

提升效率，确保运维组织规模不要线性

增长。

 

助力云上业务运维体系升级

云上数以万计的客户，虽然所运维的对象

不同，但是面对的挑战却有不少的共通之

处。当企业在业务快速增长、数字化转型或

深入云化改造，可能遇到可用性管理、责任

分工、容量管理、云资源配置、安全生产、效

率提升、智能运维能力构建等问题，华为云

SRE运维使能中心负责将“确定性运维”能

力转化为云上业务运维的能力体系。经过

诸多案例分析和专家讨论，梳理出如下适

用于云上业务的“确定性运维”体系，相较

于传统运维体系，业务模块有如下变化：

 » 传统运维关注问题快速定界定位，关注

产品的可维护性，新体系中，运维团队不

仅关注可维护性，更多地参与到产品的架

构设计中，落实“产品高可用架构”；

 » 传统运维以被动响应、主动巡检等活动

为主，新体系中全面加强了被动响应和主

动运维的活动，执行“全面的质量和动态

清零风控”；

 » 传统开发模式下版本交付经过较长周

期的质量管理且变更并不频繁，但现在多

数企业执行的是“持续交付”流程，从运

维角度必须要强调自动变更以降低风险；

 » 传统业务体量小的时候，安全合规的压

力并不高，体量变大以后参与的团队增

多，交付越发频繁，安全生产和安全防护

的压力和能力诉求都很大；

 » 基础设施云化以后，面对种类繁多的

云化资源（包括 OS、网络、数据库、容器

等），需要自动化的“资源治理”能力，以

持续韧性：确定性质量结果

软件与架构

云服务开发平台(CDAS)

流程与管理

站点风控平台(Cloudmap)

组织与工具

运维平台(CloudScope)

确定性高可用架构

价值
主张

确定性架构能力

应对不确定故障

策略

确定性失效率 确定性影响面

确定性恢复时长

 内涵

动态清零风控方法

动态风险管控  

应对动态风险

策略

全面质量管理

站点风控

 内涵

低复杂度运维框架

简单扁平化组织

应对业务复杂度

策略

智能运维作业工具

内涵

解决
路径

领域

承载体

稳定可靠
是生产力与核心竞争力

传统运
维体系

确定
性运
维能
力体
系

可靠性

可恢复性

故障
影响范围

可用性设计 可用性守护

高可用架构

SLO/SLI
设计能力

确定性
恢复能力

数据运营
能力

全面质量

PRR能力

ORR能力

混沌工程

生命周期
管理能力

动态风控

自动变更
能力

持续交付

安全生产
能力

安全防护
能力

安全合规

健康检查
能力

弹性伸缩
能力

成本管理
能力

资源治理

ITSM
工具

运维作业
工具

AIOPS
工具

工具开发

运维体系升级

确定性
运维
60%

需求管理 可用性管理 变更管理 规划与运营 资源管理 需求管理

软件工程开发

监控管理

事件管理

问题管理

流程
20%

组织
20%

可运维性 被动响应 主动运维 版本交付 安全合规 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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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质量和效率；

 » 传统运维模式使用的工具通常以 ITSM

工具为主，新体系中增加“工具开发”模

块，由运维团队自行设计、集成或开发第

三方的运维作业和 AIOPS工具。

在运维体系进阶的过程中，“组织、流

程、工具”也在业务驱动下分别做了升级：

 » 首先是“组织”能力升级，传统的运维

组织多数是“消防员”角色，主要投入精力

在巡检、告警、故障处理上，确定性运维模

型下，经过 SRE 变革，转型为“建构师”，

主要承担三个角色：可用性守护者（强调

全栈能力，对业务的 SLO 和可用性负责；

用更多时间思考和改进可用性，提前拦截

隐患）、可用性设计者（围绕 SLI/SLO 开展

工作，参与产品高可用设计）、软件工程开

发者（不仅仅是编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

解决问题）；要求运维团队具备 4 个关键

能力：软件编码、工程方法、自动化开发、

SLO 设计。

 » 其次是“流程”能力升级，传统的运维流

程，以监控、故障、问题、变更管理为主，在

确定性运维模式下，不仅优化了原有流程

（监控、事件、问题、变更管理），还增加了

主动管理业务可用性、运营、资源和需求

的流程。尤其是可用性管理，包括 PPR 高

可用架构能力检查、交付验收、容灾演练、

压力测试、应急预案等混沌工程流程。

 » 最大的一块是“确定性运维”能力升级

（比重可以占到 60%），相比传统运维能

力，增加深度参与前端产品架构设计和监

控设计、混沌等活动内涵对于一家初步启

动建设 SRE 能力且风险识别还找不到太

好的头绪的企业，建议：

•  首先是“活下来”，先抓“混沌工程”，通

过演练暴露问题，倒逼能力提升，包括提升

确定性恢复能力；然后建议重点抓监控能

力（SLI/SLO 设计），确保能够及时发现问

题；如果持续交付涉及的人群复杂且变更

频繁，则必须优先抓安全生产和构建自动

化变更能力。

•  其次是“夯实”，关注高可用架构部分，逐

条审视确定性可靠性、确定性可恢复性、确

定性故障影响范围等架构能力的落实情

况；通过 PPR、ORR 等能力做好常规检查。

• “夯实”的内容也包括对云上资源的治

理：一致性管理、健康检查、弹性伸缩、成

本等管理智能化管理能力。

成熟度评估

基于上述“确定性运维”体系，我们综合了

华为云 SRE以及多家云上客户 SRE专家的

意见，梳理出一套成熟度评估标准（有一套

详细的 Checklist），各企业可参照对自己当

前运维体系的成熟度进行评估，审视自身

的状态，如有必要则拟定优化目标、策略和

计划，积极开展变革，提升整体可用性能力。

高可用架构

全面质量

动态风控

持续交付

安全合规

资源治理

工具开发

第五级 高度确定性

第一级 基本运维

无序向有序演进
第二级 标准化运维

流程管控向软件工程转型
第三级 SRE转型

软件工程向可用性架构转型
第四级 初步确定性

向确定性质量结果进阶

组织：
没有严格定义的流程角色和职责，依
赖个人技术经验解决问题。

流程：
没有严格定义流程和步骤，靠事件驱
动，以及个人经验来主导应急响应、
主动运维等活动，缺乏计划性。

确定性运维：
无 ITSM 工具，无运维作业工具，工
程师使用的工具没有规划。

组织：
基于 ITIL 或其他运维标准定义的流程
角色和职责，按职能进行技术分工。

流程：
发布运维流程，覆盖关键的告警、事件、
变更活动，但仅限于运维团队内部执行。

确定性运维：
有 ITSM 工具，能满足基本运维管理
需要，但各系统间工单还不能自由流
通；有部分零散的运维作业工具，但
还没有形成智能运维体系。

组织：
开展 SRE 变革，牵引团队用软件工程
的方法解决问题。部分骨干符合 SRE
素质模型。

流程：
优化运维流程，初步建立适合业务的
SRE 流程，强调软件工程方法的落地，
比如可用性管理、故障回溯、需求管理等。

确定性运维：
开始基于故障模式思考产品高可用架
构；开始主动设计 SLI/SLO；初步构
建智能运维平台，覆盖可观测性，具
备部分自动变更能力，支撑敏捷交付。

组织：
职责分工：SRE、开发、产品管理团
队协同承担 SLO 目标；
合作模式：SRE 作为可用性专家深度
参与到产品设计和上线活动；

流程：
简洁的流程，支撑各项运维活动；研发、
运维团队联合开展安全生产文化活动。

确定性运维：
高可用架构能力部分融入产品设计与
开发；完整的智能运维平台架构支撑
运维作业（包括监测、自动修复、自
动巡检、自动变更等）；资源健康自动
化检查能力。

组织：
绝大部分 SRE 成员具备四大关键能力：
软件编码（85% 员工具备编码能力）、
工程方法（高可用架构应用于产品研发）、
自动化（ 用自动化降低琐事，50% 时
间 思 考 和 改 进 可 用 性）、SLO（围 绕
SLA 目标开展工作，SLO 显性化度量）

流程：
安全生产与软件工程文化“融入血液”。

确定性运维：
高可用架构在产品中全面落地；全面
的 SLI/SLO 设计，监控覆盖率达到
95% 以上；智能运维平台支撑确定性
恢复能力、数据运营、动态风控管理；
混沌工程深度开展，工作量占比达到
40% 以 上；自 动 化 变 更 能 力 达 到
99% 以上。

确定性运维成熟度评估标准

服务全生命周期

流
程
规
范
贯
穿
全
生
命
周
期

软件编码是基础    工程方法/自动化是武器   SLO是目标

SLO

自动化

工程方法

软件编码 基本技能要求强调软件和系统工程能力

将高可用架构和软件工程方法应用到产品研发过程

通过自动化降低琐事保证50%时间思考和改进现网可用性

围绕SLA业务目标开展工作通过SLO将服务可用性显性化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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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 SRE角色认知

作者：郑建荣

随着云业务的发展，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工程师深入到 SRE领域，华为云将针对 SRE行业发展和角色认知设置专

项课程《SRE角色认知培训》，这是针对运维能力产生转变的启发课程，促进 SRE工程师从“消防员”到“建筑师”

的蜕变，把 “单一技能”的管理员转变成具备“软件工程”思维的工程师。

摘要

一、什么是 SRE ？

SRE（Site Reliability Engineer）从 2003年被

谷歌公司提出，已经将近 20 年，它不仅是

一个岗位，而是一个体系化的工程。最早谷

歌公司提出 SRE 是为了解决两个核心冲突

点：1、开发、运维两个团队在上线速度和现

网系统稳定性之间的冲突；2、软件的快速

上线，模糊了运维和研发的边界。谷歌 SRE

通过软件工程技术，持续改进现网可用性

和自动化运维能力，SRE 作为一个新的技

术岗位走上历史舞台。

SRE是站点可用性工程师：强调软件和

系统工程能力，SRE 需要编写自动化脚本，

优化和改进配置。写代码是必须的技能要

求，因为代码是支撑工具开发和自动化的

手段，但不鼓励写大量代码，希望能通过简

单的工具或者配置解决问题。

SRE素质能力模型主要有：软技能（合

作、沟通、独立解决问题），实践经验（IT运维、

基础设施、安全等），流程和框架（DevOps、

敏捷等），新技术（CICD工具、微服务升级

与 API）。

业务提升
business improvement

主要
挑战

解决
方案

2000年

G1 的系统越来大，用户超 10 几亿，

用户需求越来越多

出现了稳定性与用户需求交付的尖锐矛

盾，短暂服务不可用会带来致命后果

传统 IT Sysadmin 运维中开发 & 运维

冲突不断

SRE诞生背景

需求、容量和可用性的矛盾

SLO度量可用性

2003年

主要
挑战

解决
方案

主要
挑战

解决
方案

招募软件工程师，组建“生产运维小组”。强

调工程师既有开发能力，又有系统管理知识

鄙视重复劳动，把最佳实践、方式、流程、方

法都固化成代码，去应对规模性的扩张，去

应对复杂度的上升

G1 生产环境服务运行更稳定、健壮、可靠

SRE诞生

系统规模和复杂度上升，

运维工程师能力要求变高

部分SWE转型SRE实践

2003-2015年

主要
挑战

解决
方案

第 1 阶段：依赖手动操作的无自动化阶段

第 2 阶段：特定的系统自动化逐步演进为

通用的系统自动化

第 3 阶段：用内部维护的自动化系统替

代外部系统，构建并模推广 Borgmon,

监控系统。强调 Metric 比 log 重要

SRE实践

自动化和监控系统能力不足，

制约SRE推进

平台自动化、Borgmon

2016-至今

主要
挑战

解决
方案

每一次客户遇到问题，都会用个意想不到的方

式使用解决，且影响急剧扩大到 10 亿用户

解密 SRE, 教客户关于 SRE 的实践，

并在客户的组织中复制

G1 将自己心得体会写在线上，发布 SRE 解

密。推动领先的互联网公司设立 SRE 职位，

包括 G1、FB 等等，且多是 G1 离职的 SRE

参与创建

SRE全球发展

客户应用的问题归咎到谷歌服务

SRE公开揭秘、CRE

SRE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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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演进，围绕运维业务目标，构筑运维领

域技术竞争力。

四、SRE 素质能力要求

相对传统运维，SRE 需要既懂开发，又懂运

维，能端到端参与产品研发生命周期全过

程，围绕高可用和自动化建立四大关键能力。

 » 编码能力是 SRE 的基本技能要求，强调

软件和系统工程能力；

 » 具备“软件工程”思维，要有站点和服务

高可用设计能力，同时将高可用架构和软

件工程方法应用到产品研发过程；

 » 有能力进行自动化研发，用自动化软件

完成运维和系统高可用性工作；

 » SRE 要有 SLI/SLO 体系化设计能力，通

过 SLO 将服务可用性显性化度量。

同时，SRE要将现网优秀实践经验固

化到流程规范中，形成一套可复制的标准

化运维体系。

二、云为什么要走 SRE 道路

云业务相较传统业务存在两个变化，运维

对象和运维模式都发生了本质改变，传统

运维模式已不能满足要求，运维专业必定

向 SRE 发展。

面向运维对象的四点变化：

 » 传统产品局点规模海量，单局点规模有

限。但云业务单系统就支持几十上百万的

服务器规模；

 » 传统 IPD 版本周期长达半年，DevOps

模式 1～4 周一个版本；

 » 云计算 L0～ L4 堆栈复杂，系统整体可

用性依赖全栈可用性；

 » 运维对象不是可批量交付的成熟产品，

而是微服务架构下的不断演进的服务组

件，同时各个行业的特质也会发生变化。

商业模式改变引起运维模式的变化：

 » 商业模式转变导致运维的责任边界产

生变化，传统模式客户服务运维，厂家做

二线保障。现在需要端到端负责可用性设

计以及1/2 线运维，这种模式下，仅靠后

端保障可用性是不够的，需要介入前端顶

层架构设计。

 » 传统模式只对交付的产品可靠性负责，

不需考虑周边可用性制约因素，但是作为服

务运营商，需要对服务全栈可用性负责。

 » 传统模式，运维人员只是对运维系统的

使用者，但是现在除了使用者外，还是运

维系统的建设者，由最懂现网业务的 SRE

主导设计和开发运维工具。

三、SRE角色认知

有别于传统运维工程师，SRE 在服务生命

周期中扮演以下三个关键角色：

 » 现网可用性的守护者。是现网的Owner，

守护现网稳定性是SRE的第一职责，围绕

现网保障会建立一整套的事前、事中、事

后的SLA保障体系和能力。事前：监控告

警、变更管理、容量管理、重大保障、应

急演练等一系列业务活动。事中：事件管

理、warroom、应急恢复能力。事后：故障

Postmortem、现网数据分析、通过现网数

据持续驱动产品改进。SRE强调全栈、端到

端能力，是系统性专家；

 » 系统高可用性的设计者。是高可用设计

的 Owner，联合产品研发围绕 SLI/SLO目

标设计服务高可用，将高可用软件架构和

工程方法应用到产品。SRE 作为高可用性

设计的专家参与到产品设计和上线活动

中，运用系统和软件工程科学解决产品可

用性问题；

 » 运维软件工程能力的构建者。用软件工

程的思维和方法管理现网，通过可信开发

构筑系统可用性和自动化能力。打造安全

可靠的运维平台，建设自动化运维服务，

支撑云服务的高可用落地，提升运维安全

和运维效率。持续关注业务和技术发展，

引入并采用业界新软件技术，引导系统优

业务提升
business improvement

后瑞二线保障守住可用性

负责产品可用性

运维系统使用者

前端架构设计与后瑞运维保障

负责全栈可用性

运谁系统设计者和使用者

供应商 运营商提供服务提供产品

vs
vs
vs

商业模式的变化 策略：软件工程的方法解决运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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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客户数字化转型，构建全新的运维体系

作者：晋彪

最近几年，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各行各业面临着以 ICT 技术为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冲击，包括云、AI、5G

等新型技术的爆发式增长，传统行业面临更大挑战。数字化浪潮正在重新构建世界经济格局，数字经济正在成

为全球可持续性增长的新引擎。

摘要

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驱动下，企业由制造

迈向“智造”，IT运维的压力成倍增长，对运

维服务和平台带来了巨大挑战，华为云“确

定性运维”方案帮助企业在运维过程中找

到新的突破口，构建全新的运维体系，为客

户上云提供安全、专业、高效的服务。

华为云成为客户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

华为云客户是一家国有大型通信基础设

施服务企业，在进行传统通信服务业务的

同时，公司正在积极开展科技创新。

华为云 SRE 工程师晋彪在与客户项目

负责人洽谈时，结合企业业务特点，让业务

能力生于云，长于云。生于云是基于华为云

的智能运维平台来构建企业运维，长于云

是充分利用云的优势助力客户应用和业务

发展，将客户的数字化建设和业务智能升

级带入新的阶段。

项目保障正式启动后，华为云SRE、CRE、

TAM、RDPM成员迅速进场，联合客户对业

务进行系统分析，识别全量风险、依托监控

业务提升
business improvement

云服务

网络 计算 储存

变更管理

DMS DCS DDSRDS

ELB

ECS

NAT

CCE

云平台

重大变更

普通变更

变更评审

通知客户

实施变更

变更实施

业务监测

变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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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协助客户整改、输出可靠性加固

方案及容灾方案，推进准生产 / 生产环境

完成 MAS 双 AZ 双活容灾方案落地。

华为云团队联合客户对业务系统从实

例状态、版本、容量性能、过载保护、操作合

规性、业务模块可靠性、故障爆炸半径、逃

生及应急预案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评

估，显性提出风险项，与客户对标风险清除

方案并实施。针对无法消除的风险，定期进

行应急预案的故障演练，确保故障可快速

恢复。

 “确定性运维”体系
赋能数字化运维转型

在业务巡检和变更管控上，重点从客户硬

件故障隐患、后台实例状态检查、云服务深

度巡检方面，识别风险并整改，针对各类变

更，域内评审 +重大变更评审双层把关。

在全链路监控体系中，根据客户业务

特点，以稳定性为核心诉求，进行多轮阈值

和告警配置优化，据业务运行情况持续优

化监控指标阈值。

在系统容量分析上，当前业务系统容

量可应对单 AZ 级资源故障场景的业务延

续性。分层级按照业务模块分析相关 Redis、

MongoDB、RabbitMQ、Kafka、CCE、ELB、NAT、

ECS，8个核心业务的关键云服务容量评估。

在容灾演练上，设定演练场景，分别为

故障处理流程演练、突袭随机故障演练、单

组件故障演练、整系统故障容灾演练等，并

通过演练，熟悉故障应急预案，缩短现网故

障业务恢复时长。

在架构加固上，通过三个阶段实现客

户架构加固。在第一阶段，关键实例可靠性

加固、多 AZ 部署：主备实例跨 AZ 改造且

实现冗余集群 Redis、MongoDB 跨 AZ 容

灾部署，实现多集群通过内容 DNS进行主

备倒换；在第二阶段，应急小程序灾备环境

容灾：跨 Region部署微信小程序灾备环境，

实现核心业务的快速容灾切换。华为云保

障团队配合客户进行方案落地实施并完成

联合演练等动作，保障应急小程序顺利上

线；在第三阶段，基于华为云 MAS 多活高

可用解决方案（消费者云多活容灾孵化方

案），输出主业务跨 AZ 双活容灾方案。

经过一系列努力，最终帮助客户实现

IT运维统一管理、统一防护、统一监测，建

立起全面的安全监测、通报预警和应急处

置工作机制，大幅提升了运维质量和效率。

华为云通过行业运维指标体系持续

迭代和重构，实现智能运维对企业数字化

转型业务的保驾护航。通过整套运维保障

解决方案，保障了客户海量设备和业务应

用平稳运行，华为云持续以业务支撑为导

向，以运维体系为指引，以运行平台为支撑，

不断提升客户运维管理与服务水平，保障

业务可持续发展，全面满足客户需求，精细

化服务水平，助力客户数字化转型的成功。

业务提升
business improvement

客
户
侧

服务
团队

云服务
运维

保障团队

Warroom
保障
团队

保障模式

一般事件

严重事件
业务受损

业务已恢复

事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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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伙伴，春节重大保障“不停歇”

作者：高文科 

2022年春节前夕，接伙伴紧急求助，客户转

播业务要上云，要紧急部署上线商用，系统

将承载春晚转播，春晚是中国传统节日，系

统对网络带宽和并发链接数要求较高，但

是实际的业务压力是不确定的，在此背景

下和时间节点下，本次保障的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

华为云使能伙伴，
携手客户做好服务保障

在项目保障开工会上快速和客户对齐业务

目标和上线计划：核心目标就是要保证系

统稳定运行。关键里程碑为：业务模型评

估，部署方案输出，业务部署上线，业务压

测，组建保障团队，风险识别和消减，重保

方案和应急预案，保障启动，并制定了详细

的例行保障运作机制和协作分工，同时输

出了伙伴赋能的措施。

针对性的部署方案：紧急组织相关人

员业务需求进行摸底，分析业务模型和主

要特征，针对性输出资源满足度评估和部

署方案，并提前考虑不确定风险和因素，在

方案中针对带宽和并发连接数留有较大

冗余，保证方案的准确和合理性；

围绕部署方案进行压测：部署方案经

过三轮联合评审后协调客户和云能联合进

行压测，主要针对客户业务系统的压测和

流量管控和云平台可承受能力的压测，然

后对压测数据进行了多轮分析和匹配度关

联，为监控阈值提供定量输入。

华为云根据压测的数据和业务特
征，进行现网风险识别和重保方
案输出风险识别

 » 业务部署方案风险：业务的分担，业务

容灾切换，业务熔断限流，业务扩容等方

面均和客户交流具体措施并邮件确认；

 » 云平台风险：云主机反亲和性，ELB 实

例规格调整最大，安全白名单等在云平台

跟踪落地完成。

重保方案：

 » 保障团队：联合保障团队（伙伴 +华为）；

 » 保障方式：现场保障 + 远程办公室 + 在

线 OnCall；

 »  巡检监控：根据压测数据针对性输出

核心监控指标和阈值，通过监控判断指标

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应急和处理措施；

应急方案：

客户系统应急措施和云平台应急措施的输

出，并进行了事前演练，将操作控制在 5分

钟以内；本次的现场保障安排和应急演练

的结果，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和支持。

例行保障和运作：

日常巡检和指标确认：根据平台监控指标

和阈值，定时查看平台指标并分析，完成监

测和巡检，联合伙伴分析当天的数据（业务

高峰，阈值占比，系统风险），并进行保障信

息通报；

业务提升
business improvement

现场运维保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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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赋能

保障方案和运作明确后，针对伙伴相关团

队进行了三次赋能；

 » 整体业务方案赋能：业务模型和特征，

部署方案，关键风险，注意事项；

 » 保障方案和应急赋能：协同运作，分工

界面，应急方案和联合 WarRoom；

 » 例行监控赋能 :监控方法和措施，阈值

的设置和业务风险判断，应急处置；

现场保障：

现场保障组克服疫情防控的各种困难，在

春晚前到达 X 市现场，和客户保障团队进

行了充分沟通和紧急配合，并进行了 7*24

小时的值班，成为伙伴保障现场的“华为军

团”，并对伙伴监控团队进行了现场赋能。

保障结果

完成了春晚重大保障，保证了系统运行稳

定，无异常情况发生，最终顺利完成了此次

重大保障任务。

整体保障经验与总结

 » 针对时间紧急，任务艰巨的保障任务，

要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保障前的充分讨论、

头脑风暴，让所有领域都有“专业”贡献。

 » 过程中的方案，细节，风险识别全面：方

案中涉及的所有点记录分析讨论，识别可

能遇到的风险点，给出风险消减的措施并

跟踪闭环； 

 » 保障措施和执行：保障措施全面执行到

位，过程中不断跟踪，监控完成情况，立刻

/马上执行，并检查措施完成的情况；

 » 伙伴高度协同：和伙伴组建联合保障团

队，并在流程中明确分工和运作支撑机制，

快速赋能，充分利用伙伴保障团队资源。

业务提升
business improvement

保障中：组织人力强投入，协同双方流程 保障后：经验总结固化保障前：充分评估风险，科学建模

重大保障
活动启动

（移动SRE）

重大保障
信息同步

（华为SRE）

业务模型评估
风险识别

风险应对
措施实施

应急措施
和预案

资源评估

网络评估

性能评估

联合保障
开工会

（联合保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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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束（总结/闭环）

保障前的业务模型分析，部署方案的明确（可用性，
容量的等）准确预估和分析

模型预测
1

业务部署后的业务压测和运维视角的风险识别，应急
预案的制定和流程演练

应急演练
2

输出重点针对性的监控指标和阈值设置

针对性监控3

业务场景和业务模型的多次对齐确认

客户对标4

和移动侧的协同，信息同
步，风险和保障信息沟通
（每日例行）

现场，远程保障人员组织，
排班

信息协同、数据
协同、流程协同

3

1

每日系统保障值班和业务压
力情况通报，简报2

项目保障开工会（业务背景，业务模

型，保障策略，重点措施）

组织+流程+纪律

1

要求和纪律

应急处置
保障策略：
巡检+监控

整体保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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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动态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ynamics

2022 CCF国际 AIOps
挑战赛线上宣讲会成功举办

转载：必示科技

2022 年 3月 17日下午，2022 CCF国际 AIOps 挑战赛线上宣讲会成功举办。本届挑战赛宣讲

会采用全程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公众传递本届大赛相关信息。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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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动态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ynamics

2022 年 3 月 17 日下午，2022 CCF 国际

AIOps 挑战赛线上宣讲会成功举办。本届

挑战赛宣讲会采用全程线上直播的方式，

向公众传递本届大赛相关信息。吸引了政

府、科研院所、高校、金融、科技互联网等企

事业单位和参赛选手、技术爱好者等近两

万人在线观看。

中国计算机学会互联网专委会主任苏

金树、中国建设银行运营数据中心副主任

常冬冬、华为云 SRE 运维使能中心总监林

华鼎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裴

丹等重量级嘉宾出席活动并致辞。

随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赵能文博士、

必示科技混沌工程技术负责人陈哲康、阿

里云可观测平台 AIOps 负责人刘贵阳、中

国建设银行运营数据中心平台产品团队副

处长韩博、阿里云可观测平台时序引擎负

责人张城、华为云 SRE 专家王峰等智能运

维领域专家学者分别进行了精彩绝伦的主

题演讲，得到直播互动区观众的一致好评。

赵能文博士对本届 CCF 国际 AIOps

挑战赛的赛题和赛制进行了详细解读。据

悉，本届大赛着眼于 IT运维领域从单体架

构到面向服务的云原生架构、从传统运维

到 AIOps、运维数据多模态等现实趋势，以

“微服务架构电商系统下的故障识别与分

类”为赛题。赛题基于真实故障类型重放

并采用真实指标、日志和故障数据，可以考

察选手应对现实AIOps场景中故障发现与

诊断挑战的能力。

据了解，本届大赛特提供热身赛道为

据了解，本届大赛特提供热身赛道为选手

苏金树教授
中国计算机学会

互联网专委会主任

常冬冬
中国建设银行

运营数据中心副主任

林华鼎
华为云 SRE
运维使能中心总监

裴丹教授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长聘副教授

2022 CCF 国际 AIOps 挑战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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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信心、保持状态。必示科技混沌工程技

术负责人陈哲康表示，在“挑战赛正赛”外

额外提供的热身赛道将于 2022 年 4月中

旬启动，竞赛数据消费由阿里云 SLS 提供，

挑战赛平台提供评测环境，数据格式和评

分与正赛保持一致。热身赛数据会全部开

源给选手使用，且热身赛成绩不计入正赛

积分，不影响正赛参赛。

本届挑战赛的官方平台由建行云提供

支持。中国建设银行运营数据中心平台产

品团队副处长韩博在主题为“开放 共享 赋

能—建行云助力 AIOps 云端启航”的演讲

中，分享建行云建设历程、发展定位、服务

能力等信息。韩处长指出，建行云提出的生

态化运维理念是运维模式的根本转变。建

行云通过龙舟运维平台将自身和生态圈打

通，可不断形成运维共识、快速分享运维成

果，实现生态圈的持续自我进化和发展。

最后的云厂商分享 AIOps 经验环节

将本次宣讲会的氛围推向最高潮，华为云

SRE专家王峰则以“华为云数智化运维”为

题介绍华为云智能运维平台的核心能力，

并从保障 SLA、智能故障发现定位、智能告

警、智能自愈等方面总结了华为云 AIOps

落地实践中获得的经验。

 2022 CCF 国际 AIOps 挑战赛线上宣

讲会的成功召开，最大程度地拉近了大赛

主办方与参赛选手、技术爱好者之间的距

离，带动了智能运维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对

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有重大意义。

运维动态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ynamics

2022 CCF国际AIOps挑战赛

奖项设置

100,000

一等奖1名，奖金10万

50,000

二等奖2名，奖金5万

20,000

三等奖3名，奖金2万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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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稳定可靠
成为华为云核心竞争力

—— 华为云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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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互联网技术创新营
运维治理研讨班火热开班

转载：福建云业务部

为推动福建经济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

支持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2022 年 2

月26日，福建互联网技术创新营运维治理

研讨班在福州西湖大酒店火热开班。

此次活动是华为云携手网龙网络联合

举办，以“数智时代 不确定性运维的挑战

与对策”为主题，面向福建互联网企业，搭

建技术交流平台，力邀 8 位 CXO、10 余位

运维负责人，共 60多位业内技术精英共同

探索运维治理领域的新航道、新生态和新

机遇，共创互联网行业前瞻性的运维技术

能力。

网龙网络公司游戏业务技术副总裁

李佳、华为云 SRE 运维使能中心总监林华

鼎、福建华为云解决方案部部长林启涛、网

龙安全运维负责人范清华、龙腾高级运维

工程师李金华等嘉宾进行了分享。

近年来，福建省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超越的重要引擎，

深入实施数字经济领跑行动，打造数字经

2022年 2月26日，福建互联网技术创

新营运维治理研讨班在福州西湖大酒

店火热开班，60 多位业内技术精英共

同探索运维治理领域的新航道、新生

态和新机遇，共创互联网行业前瞻性

的运维技术能力。

摘要

李佳
网龙网络公司

游戏业务技术副总裁

范清华
网龙安全运维负责人

李金华
龙腾高级运维工程师

林华鼎
华为云 SRE
运维使能中心总监

济新优势；据权威机构测算，福建省数字

经济规模达 2万亿元以上，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超过 40％。

据了解，华为云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

80%的中国Top50互联网企业选择了华为

云，截至 2021年底，基于华为云与华为终

端云的“云云协同”策略，已为 110+科创企

业提供多种能力，加速中小企业商业成功。

活动上，网龙安全运维负责人范清华

以“网龙 -海外抗 DDoS 防御模式最佳实

践”为题进行了分享，针对问题讲述了相对

应的防御实践，以保障业务的可用性。

龙腾高级运维工程师李金华围绕“龙

腾 - 信息化资产闭环探索”进行了分享，并

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IT资产的有效管理

面临巨大挑战。龙腾通过自研 CMDB 平台，

统一管理入口，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同时利

用自动化流程来实现资产闭环，有效解决

不规范，遗漏出错，提高效率和稳定性。

华为云 SRE运维使能中心总监林华鼎

则围绕“华为 -可用性保障的 SRE实践”进

行了分享和解读，指出维护一个庞大、复杂

且快速变化的系统，华为云是从四条线“业

务变更线、服务修复线、主动运维线、服

务请求线”做起，同时结合自研的运维平台，

建立安全生产体系提供可靠保障。

此外，为了让研讨会举办的更加有的

放矢，活动特设了提问交流环节和自由研

讨环节，参会嘉宾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交流

探讨，深挖数智时代运维的真实需求。

运维动态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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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自由交流和研讨

参会嘉宾大合照

运维动态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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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数字化，谁来管理“流量春运”

转载：中国新闻周刊

数字时代下的“春运”则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信息与数据的流动。面对骤增的春节流量高峰，

如何保障十几亿人“云过年”不宕机，成为业界面临的一个挑战。

摘要

一个特殊的职业发挥着关键作用
　　

延续数千年的春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走向数字化。

和异地亲友视频拜年，在聊天群拼手

速抢红包，看春晚直播刷弹幕，约三五好友

“云游戏”……随着云计算、AI、大数据、5G

等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越来越多的过年

新场景正在取代传统过年方式成为新的

主流。

与此同时，巨大的流量压力和网络风

险也随之而来。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春

节期间，全国移动互联网流量达 357.3万

TB（1TB=1024GB），与 2020 年同期相比增

长 23.4%，除夕和大年初一两天的移动数

据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28.7% 和 26.1%。业

内人士预计，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今年春节

期间全网流量峰值可能再创历史新高。

如果说传统的春运指的是人与物的

运输，那么数字时代下的“春运”则被赋予

了新的含义——信息与数据的流动。面对

骤增的春节流量高峰，如何保障十几亿人“云

过年”不宕机，成为业界面临的一个挑战。

在这背后，一个特殊的职业发挥着关键作

用——站点可用性工程师（SRE）。

数字春节保卫战
　　

“除夕的流量主要集中在晚饭前到零点

后这一时段，大年三十当天，春节保障的数

百人团队将全部就位，在办公区域或作战

室现场待命。”

距离 2022 年除夕只剩三天，华为云

SRE 团队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华为云工程师
实时监测运维设备平稳运行

　　

华为云 SRE负责人安宇表示，春节期间团

队数百人将在线值守，实时监测全网 64万

指标，通过例行巡检，每隔半小时巡检各平

台的流量情况并进行比较评估，一旦流量

与预期设置有较大出入，系统将立刻告警

并进行处理。除夕保障工作完成后，团队还

将在凌晨进行复盘，为元宵节的保障做进

一步参考。

作为国内 80% 的 TOP50互联网企业的云

服务提供者，华为云覆盖了音视频、社交、高

速、文旅、酒店、物流、 汽车、教育等各行

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业务。而 SRE 重要

的使命之一就是保障云 IT 基础设施和支

撑云上应用的稳定运行。

华为云 SRE 专家张智坦言，春节网络

流量的激增为保障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由于云系统各设备和环节的复杂性，单个

业务的流量增长对云服务而言常常意味

着指数级的飙升。“比如视频类的网站业务

增长 6倍，对华为云来说，保障环节的增长

可能就是 60 倍、600 倍这种量级。”

“如果没有做好应急准备，一旦某个

环节出现故障，查找和恢复都需要更多时

间，而在春节这样重大的节日下，故障每多

一秒钟，都是不能忍受的。”

为了将春节期间的网络风险降至最低，

华为云 SRE 团队从11月初就已开始备战，

提前进行流量预测及站点扩容。通过专业

的评估算法，按站点、客户等不同维度预测

春节的流量模型，完成资源储备。

“在前端，我们做了很多工具去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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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现客户的流量，设定今年的流量预

期；在后端，我们也提前做了更多站点和

容量扩容，同时还与客户一同识别潜在的

风险点，通过大量的优化保障动作解决隐

患。”安宇说道。

寻找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性

春节保卫战只是华为云 SRE团队全年各类

实战中的一役，对于这支随时准备处理突

发情况的“特战队”来说，时刻备战已经成

为工作的常态。

华为云 SRE 专家石胜兵表示，为了验

证目标的可行度、提升保障的可靠性，2021

年全年团队进行了2000多次实战演练，涉

及 2000 多名技术工程师和 220 多个云服

务，演练场景覆盖了容灾、冗余、过载、数据

备份、误操作等多种类型。在华为内部，这

种形式被称为“红蓝军演练”。

“所有红蓝军的策划，蓝军跟红军之

间是没有沟通的。考题全部保密，什么时候

去触发这个考题，由总策划来决策，演练完

全突发。”石胜兵说，某次演练，总指挥临

时决策将演练时间从上午 9点提前到凌晨

5点，就是为了专门校验 IT 系统能否及时

叫醒工程师，做到时刻在线，接入系统。

为了时刻应对突发故障，华为云 SRE

团队在平时严格按照 7×24 小时每日排班

的计划轮流值守。“因为云是永远在线的系

华为云技术专家研讨运维技术难点

华为云工程师实时监测运维设备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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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客户的应用也是永远在线的，我们需要

通过可确定性的控制去应对整个系统的

不确定性。”

在华为云 SRE 团队中，“确定性”是最

常被提及的一个词汇，在安宇看来，这体现

了当前整个时代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

处在一个高度发展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在快速迭代过程中，如何保障质量和效率

的平衡，不断向追求卓越的目标逼近，是整

个社会，特别是 IT行业需要面对的问题。”

安宇说，对于云服务而言，不确定性的

挑战显得更为明显。一方面，随着云服务的

快速发展，每年上云的用户不断增加，随之

而来的是客户流量模型差异性的扩大和用

户行为预测难度的增加；另一方面，云上的

数百万台服务器、上亿行代码、遍布的几十

个站点，都会遇到硬件和软件的不同故障，

亟需云厂商具备不中断、不延迟的服务能力。

而“确定性运维框架”就是解决这些

外部挑战的一个重要思路，通过全面的质

量管理、确定性的技术框架以及确定性的

事件处理和恢复，保障云 IT 基础设施和云

上应用质量和效率的平衡。“我们希望用确

定性这个词汇，去涵盖所有的能力，确保在

复杂的场景下，云服务不会随机出现恶性

问题。在一定的迭代速度之下，既能支撑业

务高速发展，又能保证质量的稳定可靠，安

全可信。”

下一站：无人值守
　　

作为软件工程师和系统管理员的结合，SRE

不同于传统的运维保障工作，更加强调软

件和工程能力，通过建设运维体系、应急演

练等措施来保证系统高可用，同时参与制

定产品技术标准，设计系统高可用架构，用

自动化工具、智能化的方法，降低运维复杂

度，从而提升系统的可用性和运维效率。

伴随着云时代的全面到来，智能化正

在成为云计算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经历了

工具化、平台化、自动化的发展阶段后，SRE

也正在迈向“无人值守”的新阶段。

华为河图机器人自动 AI 检测
数据中心故障及环境信息

　　

“我们更希望做到的是在整个架构设计

阶段和工程部署阶段，就实现本身的高可

用。当业务故障的时候可以实现自愈。举

个例子来讲，大家经常会碰到网络信号不

好的问题，但是有些云的客户却没有感知

到，这是因为我们通过智能算法实现了自

动调度，当某一省，某一线路出现异常的时

候，客户还来不及感知，系统已经通过全自

动切换解决了问题。”

安宇表示，希望未来继续把经验沉淀

到工具体系当中，不断提升智能运维平台自

动调度及自愈能力，“通过持续的打磨，把

我们的底座打造的更加扎实，把业务场景

打造的更加灵活。”

面对传统运维走向智能运维的未来

趋势，SRE工程师们可能是最为期待的人群

之一了，毕竟如果无人值守真正实现，“特战

队”们就再也不用值守在作战室里过除夕了。

华为河图机器人自动 AI 检测数据中心故障及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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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可靠，安全可信
—— 华为云


